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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December 16, the U.S. De-
partment of Commerce sanctioned 
34 Chinese companies and institu-
tions, restricting exports of U.S. 
technology and products to these 
entities. In stating the reasons for 
the sanctions, the U.S. accus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f us-
ing “brain-controlling weapons” 
to violate human rights. In recent 
year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hinese citizens have made anon-
ymous disclosures that they have 
been “brain-controlled” and have 
suffered extreme physical and psy-
chological harm.

Entities related to brain 
controlling weapons were 

sanctioned

  The U.S. Department of Com-
merce issued a statement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s use of biotech-
nology to support military purposes 
and human rights abuses poses 
a threat to U.S. national security. 
Secretary of Commerce Gina Rai-
mondo stated that scientific explo-
ration of biotechnology and medical 
innovation can save lives however 
China is using these technologies to 
control people and to suppress eth-
nic and religious minorities.
  Allegations of human rights vio-
lations through the use of biotech-
nology were made by the U.S. De-
partment of Commerce against the 
Academy of Military Medical Sci-
enc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its 11 affiliated institutes: 
Institute of Health Services and 
Medical Intelligence, Institute of 
Radiation and Radiation Medicine, 
Institute of Basic Medical Scienc-
es, Institute of Health Sciences and 
Environmental Medicine, Institute 
of Microbiology and Epidemiol-
ogy, Institute of Toxicology and 
Drug Research. Institute of Epide-
miology, Institute of Toxicology, 
Institute of Health Equipment, In-
stitute of Biological Engineering, 
Institute of Field Blood Transfu-
sion, Institute of Disease Preven-
tion and Control, and Institute of 
Military Veterinary Medicine.
                  (To Next Page)

Translated by Vision Times Staff 

單的中共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

院（AMMS）11 個附屬研究所

包括：衛生勤務與醫學情報研究

所，放射與輻射醫學研究所，基

礎醫學研究所，衛生學環境醫學

研究所，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

毒物藥物研究所，衛生裝備研究

所，生物工程等研究所，野戰輸

血研究所，疾病預防控制研究

所，軍事獸醫研究所。

何為腦控？

2012 年，中國軍事醫學科

學院放射與輻射醫學研究所發

表了一篇題為〈意識控制武器與

行為學圖像資料庫的建立〉的論

【看中國記者邢亞男

綜合報導】12月16日，美國

商務部制裁了34家中國企

業及機構，限制向這些實體

出口美國技術和產品。在闡

明制裁理由時，美國指控

中共使用「腦控武器」侵害

人權。近年來，越來越多中

國民眾實名披露自己被「腦

控」，身心遭受極度傷害。

16 日美國商務部發公告聲

明，中共用生物技術支持軍事

目的和侵犯人權的行為，違背

了美國外交政策利益，給美國

國家安全帶來了威脅。商務部

U.S. SANCTIONS CHINESE BRAIN CONTROL STUDIES
長 雷 蒙 多（Gina Raimondo）
指出，「對生物技術和醫學創

新方面的科學探索可以拯救生

命，不幸的是，中國利用這些

技術來控制人民，並對少數民

族、宗教群體進行鎮壓。」

美商務部指控中共解放軍

軍事醫學研究院（Academy of 
Military Medical Sciences，縮

寫 AMMS）及其 11 個附屬研

究所，使用生物科技支持中共軍

事目的和侵犯人權的行為，包括

發展所謂的「腦控武器」。這可

能是美國政府首次正式曝光中共

的腦控武器。

被美國商務部列入制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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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中介紹說，實施意識控制

武器的對象是人，可以從視覺、

聽覺、觸覺、味覺、嗅覺、情

緒、潛意識、夢境等方面對人進

行控制，使人產生憤怒、恐懼、

羞恥、悔恨等情緒，最終使受害

者精神崩潰。雖然各國政府從未

公開承認腦控武器，但類似的案

例屢見不鮮。 2016 年，在古巴

首都哈瓦那的數十名美國中情局

官員出現了與腦部有關的神秘疾

病，包括頭痛、噁心、聽力受損

等，類似受到聲波攻擊的症狀。

這種症狀未能得到醫學上

的解釋，被稱為「哈瓦那綜合

症」。（下轉 A2）

美國制裁美國制裁
腦控實體腦控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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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A1）2018 年，美國駐

廣州外交官碰到了同樣的情況，

美國政府被迫撤走部分外交官。

近年來，美國政府的外交官

和情報官員在歐洲和亞洲都遭遇

過哈瓦那綜合症。

腦控無需 
在腦中植入芯片

2019 年 1 月 15 日， 中 共

喉舌「新華社」轉載《中國國防

報》的文章〈腦控武器的制勝之

道〉，聲稱「腦科學技術潛藏著

巨大的軍事價值」，「腦控武器

的目的不是消滅敵人肉體，而是

征服敵人的意志，這意味著戰爭

的制勝之道從『毀傷』走向『操

控』」，新的控腦技術無需在人

腦中植入芯片，電磁波、光線、

聲波、氣味等都可以成為媒介。

中共軍方： 
奪取「制腦權」

未來戰爭從「腦皮層」打響

2020 年，美國國防大學期

刊《Prism》發表文章揭露，中共

正通過研究認知科學和生物科技

來增強軍事實力，「制腦權」和

「制智權」是中共軍方的重要發

展方向之一。

美國的這一論述在中共軍方

自己的論述中也可以看到。如中

共解放軍官方新聞門戶「中國軍

網」在 2017 年 2 月發表〈制腦

權：戰爭制權的「皇冠」〉一文，

稱「人是決定戰爭勝負的決定性

因素。如果控制了人的『腦』，

奪取制腦權，那麼就可以不戰而

屈人之兵」。」

2018 年，中共軍媒「中國

軍網」和《解放軍報》發表〈未來

戰爭或將從「腦皮層」打響——

腦控武器：亦真亦幻有點「玄」〉

的文章稱，腦控武器主要分為

電磁波武器、聲波武器和光波

武器；通過物理和化學手段對

人腦造成影響，控制人腦思維

活動，稱未來戰爭或將從「腦皮

層」打響。

腦科學獲中共大力支持

公開資料顯示，腦控研究

已成為中共的研究重點。 2015
年，「中國腦計畫」獲得中共國

務院批示，被列為「事關未來

發展的重大科技項目」之一；

2016 年，「腦科學與類腦研究」

被中共規劃為重大科技創新項目

和工程之一；2017 年，中共將

「腦科學與類腦研究」作為「科

技創新 2030 重大項目」啟動的

試點之一，並正式進入編製項目

實施方案階段；2021 年，中國

科技部網站正式發布「腦科學與

類腦研究」重大項目申報指南的

通知，當中涉及 59 個研究領域

和方向，國家撥款經費預計超過

31.48 億元。

中共科研部門如何取得龐大

的腦電波樣本，以開展研究？中

科院官網信息顯示，2002 年 9
月，中國 40 多位相關專家在香

山研討該問題時指出，「中國特

色」的第一個「長處」就是中國

「腦資源豐富」。

2017 年 3 月，中共科學技

術部的官方報紙《科技日報》發

表〈等你上線，中國「腦計畫」〉

一文，文章採訪了復旦大學腦科

學研究院院長馬蘭。馬蘭介紹，

中國開展腦科學研究的一個優勢

是人口眾多，為開展腦研究提供

了豐富的資源。

腦控受害者症狀

近年來，全國各地出現大量

腦控受害者上訪維權，不少人是

從「顱內傳音」中被告知已被腦

控。據受害人姚多傑統計，腦控

受害者至少來自 19 個省和 3 個

直轄市，受害起始時間從 2000
年到近年，年齡從小孩到老人，

從事行業不同。

這些人所描述的被腦控後產

生的通常狀態包括：腦中能接受

到語音，24 小時進行羞辱、謾

罵，或發送自殘等指令；被強制

輸入悲傷、恐懼、絕望等情緒；

莫名地反覆回憶自己所做過的錯

事、醜事、艷事；被迫陷入負面

的「人工夢境」，且能明確區分

其與普通夢境不同；肌肉莫名抽

動，無法集中注意力，無方向

感，常感到胸部悶、脹痛，聽到

蟬鳴、電交流聲等噪音，皮膚有

火烤針刺般的灼熱感等。

此外，由於所有感受只發生

在受害人身上，周圍的人無法理

解，甚至誤認為他們精神出現問

題，所以受害者孤立無助。

顱內傳音、人工夢境

楊明權是來自浙江省臺州市

的 80 後，從 2011 年開始遭腦

控。楊明權剛開始聽到顱內聲音

時，懷疑自己得了精神病，於是

去醫院精神科檢查，但結果顯示

一切正常。他說，「醫生說我是

睡覺沒睡好，跟精神上是沒有關

係的，都沒有給我開藥。」

在夜間，他還被迫陷入「人

工夢境」，幾乎無法休息。他

說：「我們的夢本來就隨著平時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地正常做夢。

它這個做夢是，製造出來的一

段夢境，強制讓你（在睡眠中）

跟他們對話，把你搞醒，醒過來

頭就很痛、很暈。」「長期這麼

下來我們的腦袋怎麼受得了，肯

定垮掉了。」

楊明權透露，在受害人中，

不同年齡的人對腦控的認識也不

同。年紀稍大一些的以為自己被

「鬼上身」，年輕些的一般認為

自己得病了或被外來因素干擾。

但是，腦控受害者無法跟

周圍人講述自己的遭遇，「不敢

跟朋友講太多，跟朋友一說有

這種東西，朋友就疏遠我們，

因為覺得，你這個人是精神病

了。但不是我一個人受害，我

一個人受害，你說我精神病是

可以理解的，現在群裡面幾千

人在受這個罪，去北京上訪的

那些難友很多。」

市場上的屏蔽腦控裝置

沒有用

姚多傑出生於 1967 年，安

徽省淮南市人，從 2007 年 11
月起被腦控。當時，他在深圳一

家五星級酒店任保安部經理，因

工作需要長期住在酒店客房。

「一開始我在房間上網，聽

到有人議論我，說：『你看，他

要泡茶喝了，要做什麼做什麼

了。』我就覺得是不是酒店在我

房間安監控？我說不可能呀，然

後我抱著懷疑的心態去到處找，

也沒找著。」他說：「但是這種

聲音越來越頻繁，甚至我想什麼

都能講出來，我就有點恐懼了，

到處找聲音來源找不到。」

姚多傑接收到的「顱內傳

音」帶有方向感，讓他誤以為

聲音從隔壁房間或門外傳來。

他曾聽到一幫人很逼真的腳步

聲，跑到他客房門口說：「這

就是他的房間，我們過來要砍

他，要殺他。」他鼓起勇氣一

下把門打開，又聽到腳步聲跑

開，外面一個人沒有。「但後來

我又想一想，按照我開門時間

和跑步的距離，不可能我看不

見人的，然後我查監控，監控

也沒有人。」他說。

與此同時，他還受到影像干

擾，「眼睛一閉上，就像睜開眼

睛看到一樣，有人在你旁邊講

話，有人在你旁邊做淫穢的事情

亂七八糟，像真人真事一樣。睜

開眼睛就沒有。」有一次，「顱

內傳音」突然說：「欸，他還不

知道他被腦控了。」

「我說腦控是什麼意思？

然後我就上網搜索。一搜索，

全國有很多受害者，而且國家

官方媒體也報導腦控武器的存

在，我才明白，原來有人使用

腦控武器。」

他還找到姜堪政和袁心洲

所寫的《生物電磁波揭祕——場

導發現》一書，書中介紹，1963
年，生物學家姜堪政用簡單的

電子元件組裝出一臺「生物波放

大設備」，儀器把 A 的人體生

物波放大傳導給 B，B 就可同步

得知 A 的思想，姜堪政當時請

同學配合做場導實驗，成功率達

90%。 1967 年，中國科學院對

生物場導學說進行了人類大腦場

導的秘密研發。

姚多傑還閱讀了《神經工程

學》一書，裡面介紹如何研究

腦控武器，包括蒐集人類在各

種條件刺激下所產生的生物電

波，來作為腦控武器及人腦開

發的資料庫。

姚多傑表示，他嘗試過多種

屏蔽腦控的方法：「我購買了大

量的手機屏蔽器，包括像公安局

有這個防爆屏蔽器，那個防爆屏

蔽器的功率特別大，是防止別人

搞遙控爆炸之類的，它的屏蔽電

波一開可能 1 公里左右的所有

電器失靈。」「我去準備購買的

時候，我去深圳賽格電子城測試

了，結果根本沒有辦法屏蔽。後

來我就查找資料才明白，我們所

產生的是生物電波，而不是電磁

波，它那電磁波屏蔽器屏蔽不了

生物電波。」

從 2007 年底開始，姚多傑

接觸到了其他腦控受害人。由於

對這一科技不瞭解，很多人認為

自己是被親人、同事或其他仇家

暗害。

「但我們用邏輯思維去考慮

一下，你想，人民網、《解放軍

報》公開報導腦控武器可以與核

武器媲美，如此高端的科技武

器，它能流落到私人手裡嗎？」

姚多傑表示。

「這種試驗不是簡單的試

驗，它是一種虐殺性的迫害性試

驗，」「（這種）科技一旦公開

應用的話，那民眾就是木偶，新

型的奴隸就開始產生」。

    

美國制裁 腦控實體 What is brain control?

  In 2012, the Institute of Radiol-
ogy and Radiation Medicine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Mili-
tary Medicine published a paper, 
in which it was introduced that 
the target of implementing con-
sciousness control weapons is 
human. This type of weapon can 
control people in terms of vi-
sion, hearing, touch, taste, smell, 
emotion, subconscious, dream, 
etc., so as to make people gener-
ate anger, fear, shame, remorse, 
etc., and eventually cause the 
victim to have a mental break-
down. In the end, the victim will 
have a nervous breakdown.
  In 2019, the Chinese Commu-
nist Party’s mouthpiece Xinhua 
News Agency reprinted an ar-
ticle by China Defense News, 
claiming that brain science tech-
nology has enormous military 
value. It stated that the purpose 
of brain controlling weapons is 
not to destroy the enemy’s flesh, 
but to conquer the enemy’s will, 
which means that the way to win 
in war is to move from ‘destruc-
tion’ to ‘control’. The new brain 
control technology does not re-
quire the implantation of chips 
in the human brain, electromag-
netic waves, light, sound, smell, 
etc. can become the medium.
  In 2020, an article published 
in Prism, a journal of the U.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revealed that the Chinese Com-
munist Party is strengthening its 
military strength by researching 
cognitive science and biotech-
nology, and that “brain control-
ling power” and “intelligence 
power” are among the impor-
tant development directio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military.
  In 2017, the official news portal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
ty’s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China Army Network, 
published an article titled “Brain 
Power: The “Crown” of War 
Power”, stating that “people are 
the decisive factor in determin-
ing the victory of war. If we con-
trol the human brain and seize 
the brain power, we can conquer 
the war without fighting”.
  In 2018, an article in the Chi-
nese Communist Party’s mili-
tary media “China Army Net-
work” and “PLA Daily” said that 
brain-controlling weapons are 
mainly divided into electromag-
netic, acoustic and light-wave 
weapons, which affect the hu-
man brain through physical and 
chemical means to control the 
brain’s thinking activities.
  How did the Chinese Com-
munist Party’s research depart-
ment obtain the brain samples? 
According to the official web-
site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n 2002, more than 40 
experts in China pointed out that 
the first “strength”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as China’s 
“rich brain resources” when they 
discussed the issue in Xiang-
shan.
  Ma Lan,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Brain Science at Fudan Uni-
versity, introduced that one of 
the advantages of China’s brain 
science research is its large pop-
ulation, which provides abun-
dant resources for conducting 
brain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a large num-
ber of victims of brain control 
have appealed to the Chinese 
authority to defend their rights, 
and many of them were told that 
they had been brain-controlled 
through “cranial voices”. Ac-
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f the 
victims, Daojie Yao, brain con-
trol victims come from at least 
19 provinces and 3 municipali-
ties, starting from 2000 to recent 
years, ranging in age from chil-
dren to the elderly, and working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圖為中國大陸腦控技術的受害者。（Getty Images）

美高中生再贏官司NBC巨額賠款
【看中國記者程雯綜合

報導】美國肯塔基州科溫頓

天主教高中（Covington 
Catholic High School）
學生 尼古拉 斯．桑 德曼

（Nicholas Sandmann）
12月17日宣布，他起訴
N B C誹謗案達成和解，
NBC賠償2.75億美元。這
是高中生尼古拉斯今年贏得

的第三場名譽官司。

訴訟雙方都沒有公布和解

條款。不過，尼古拉斯．桑

德曼在針對 NBC 環球（NBC 
Universal） 和 微 軟 NBC

（MSNBC）的訴訟中要求賠償

2.75 億美元。

尼古拉斯週五（12 月 17
日）在推特上發文說：「此時我

想發布一下，NBC 和我已經達

成和解。條款是保密的。」

NBC 是自從 2019 年 1 月

發生林肯紀念堂「對峙」事件

後，第三家被尼古拉斯．桑德曼

以誹謗罪起訴並達成和解的主流

媒體集團。

尼古拉斯今年 1 月和 CNN
達成 2.75 億美元的訴訟和解，

7 月和《華盛頓郵報》達成了 2.5
億美元的和解。

2019 年 1 月，當時還是 16
歲的尼古拉斯和他的科溫頓天

主教高中的同學們到華盛頓 DC

參加「為生命遊行」，遊行結束

後，學生們在林肯紀念堂前的台

階上集合併等待巴士來接他們

回家。在這個過程中，有一個

美洲原住民團體也來到林肯紀

念堂廣場，其中一個原住民活

動家內森．菲利普斯（Nathan 
Phillips）和尼古拉斯．桑德曼

發生互動，並被周圍人拍下照片

傳到社交媒體上。

於是很多主流媒體指控戴著

「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紅帽子的

尼古拉斯和他的同學們嘲笑美洲

原住民活動家內森．菲利普斯，

並把尼古拉斯描繪成是挑起與菲

利普斯衝突的激進種族主義者。

在主流媒體攻擊尼古拉斯

幾天後，有現場目擊者發布用

手機錄製的完整視頻顯示，實

際上是內森．菲利普斯和其他

幾名原住民活動人士在嘲笑這

群高中生，是菲利普斯主動靠

近尼古拉斯．桑德曼，並具有

挑釁行為，而尼古拉斯只是微

笑著看著菲利普斯。

事後在接受 NBC 採訪時，

尼古拉斯解釋說：「現在我希望

我那時走開就好了。我不想對菲

利普斯先生不敬，沒有走開，如

果他想跟我說話的話。但是肯定

的是，我被很多我不認識的人包

圍著，他們有手機，有相機（在

拍攝），我不想衝撞任何人，也

不想看起來像是我要試圖做什麼

事情。」

尼古拉斯的律師指控 NBC
製作了「至少 15 篇誹謗性的電

視廣播、6 篇誹謗性的在線文章

和許多推文，錯誤地指責尼古拉

斯和他的科溫頓天主教高中的同

學犯有種族主義行為」。

這 次 與 NBC 達 成 和 解

並不是尼古拉斯起訴媒體誹

謗案的最後一個，其他被告

還 包 括 ABC、CBS、 衛 報

（the Guardian）、赫芬頓郵報

(Huffington Post)、NPR、國會

山報（the 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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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大基因恐收集加人基因數據 危害國安
【看中國訊】美國繼續制裁

中國與生物技術和腦控武器有關

的公司，被喻為是「基因界的華

為」的中國華大基因公司，已引

起美國、英國和德國的警覺，並

對開始對其進行調查。但華大基

因卻已經逐漸深入加拿大醫學系

統。學者專家擔心，加拿大國民

的基因數據如果受中國控管，將

引發嚴重的國安危機。

過去一年多，加拿大各大醫

療機構因檢測新冠狀病毒樣本疲

於奔命，中國華大基因公司則於

去年向多倫多西奈山醫院伸出了

援手，不僅捐贈了實驗室設備，

還對其員工進行培訓，並提供後

勤支持。

華大基因已成為全球最大的

DNA 測序中心，過去幾年它向

世界許多國家輸出測序儀器，這

種「醫療外交」似乎是北京開展

全球戰略的重要一環。

加拿大廣播公司 (CBC) 今

年稍早的調查發現，加拿大的大

學或醫院機構中，至少有 6 臺

華大基因公司的測序儀器，僅多

倫多大學是出資購買的，其他都

是中國出借給加拿大研究機構

的。不過這些研究機構以合同隱

私為由，拒絕回應透過華大基因

測序儀收集的數據究竟流向了何

處。

曾經在加拿大政府擔任科

技顧問的瑪格麗特．麥凱格 -
約翰斯頓 (Margaret McCuaig-
Johnston）對於華大基因低調地

在加拿大醫學生技領域布局提出

了憂慮。「這些數據放在哪裡？

在雲端嗎？還是送到中國國家基

因庫？這些都不清楚。但為什麼

華大基因要平白送給加拿大那麼

多檢測儀器？每一臺至少要價

60 至 100 萬美金，另外還免費

提供維修，免費的午餐真的沒有

代價嗎？」

麥凱格 - 約翰斯頓還提到，

華大基因早在 2017 年就積極探

索加拿大市場。當年加拿大基因

計畫 (Genome Canada) 就提到

「正積極促進與中國高價值研究

夥伴的關係」，隨後華大基因測

序和信息分析技術就被用於了西

奈山醫院的母嬰醫學研究和臨床

診斷。

加拿大基因計畫和華大基因

都堅稱：「只有加拿大研究人員

和科學家可以訪問這些數據，華

大無權訪問患者數據，中國沒有

資料。」

但曾在卑詩大學擔任研究學

者的黃寧宇說，中國企業必須聽

令於中國政府，兩者之間沒有界

線，中國大陸沒有保護個人隱私

的概念，甚至北京當局還進行著

腦控武器研究，加拿大國民基因

資料流入北京當局手中，是非常

危險的。「我們人類都有易感基

因，有些人對肝炎病毒易感，有

些人對感冒易感，根據人類種族

會有這些差異。中國政府可能收

集少數民族基因或是高加索人基

因，從基因當中分析對哪種疾病

易感，很容易用到生化武器研究

方面。」

麥凱格 - 約翰斯頓表示，美

國很早就對華大基因有警覺，各

州都陸續拒絕華大基因的探索合

作，去年美國商務部以涉嫌採集

維吾爾人基因而將新疆絲路華大

基因科技與北京六合華大基因科

技兩家公司列入黑名單。反觀渥

太華的警覺度實在太低。

黃寧宇也敦促渥太華和加拿

大各大研究機構要積極主動，對

與中國合作的項目要提出更多質

疑，否則收了一份特洛伊木馬禮

物，就糟糕了。

【看中國訊】加拿大兩屆奧

運會滑雪板選手和X運動會（極

限運動賽）冠軍德魯．尼爾森

（Drew Neilson）本週告訴加拿

大廣播公司（CBC），他在考慮

要求國際奧委會（IOC）將他從

奧運歷史名冊中刪除，以抗議

IOC 將奧運會帶到侵犯人權的

國家，並抗議 2022 年北京冬奧

會。

尼爾森呼籲全面抵制北京

冬奧會。他表示他自己非常「反

感」竟有那麼多人毫無顧慮地去

參加北京冬奧，給世界上最嚴重

的一個人權侵犯者增光。

北京已經主辦過 2008 年的

夏季奧運會，之後在除了哈薩克

斯坦的阿拉木圖（Almaty）以

外的所有其他競爭者退出後，又

順利贏得了 2022 年冬奧會的舉

辦權。

CBC 報導說，人權活動人

士和中國共產主義的受害者們

一直呼籲國際奧委會將 2022 冬

奧會換到其他國家舉辦，如果

ICO 不這樣做的話，他們則要

求抵制冬奧會，至少一年時間。

最近幾年，中共政權的人權

暴行更加猖獗，包括殺害和監禁

政治犯，讓記者和人權律師失

蹤。更令世界震驚的是，中共對

新疆維吾爾人和其他穆斯林進行

公開的種族滅絕。

現在已經退役的尼爾森告訴

CBC 說：「我真的是很反感。

我甚至都不想自己再被稱為是奧

運選手了。國際奧委會承認……

人權已載入奧林匹克憲章的基本

原則和道德準則，他們說國際奧

委會非常重視這一責任。但是他

們這麼做了嗎？」

他還說道：「讓我難以置信

的是，人們可以將目光從中國發

生的事情上移開，這樣他們就可

以只觀看人們為那些小塊金屬牌

玩比賽了。這真是不幸和令人難

過。」

尼爾森強調，作為一名奧運

選手，他不反對奧運會本身，但

是他反對讓人權惡棍主辦奧運

會。他說道：「我反對運營奧運

會的組織者們把奧運會帶到『侵

犯人權的國家』」。

尼爾森是兩屆奧運會滑雪板

選手，2006-07 世界盃賽季單板

滑雪總冠軍。他一共贏得 9 場

世界盃比賽，19 次登上領獎臺。

這位滑雪板冠軍明確表示

「外交抵制」沒有意義。美國、

加拿大等多國已經相機宣布對

2022 北京冬奧實施「外交抵

制」，即各國不派政治官員出席

比賽，但是允許運動員參加比

賽。尼爾森認為，「外交抵制」

不是抵制，因為政治人物不出席

奧運會，對奧運會沒有什麼影

響。

加拿大 CBC 報導說：「尼

爾森感覺如此強烈，他在考慮要

求加拿大奧委會將他的名字從歷

史名冊中刪除，他甚至考慮加入

反對中共的抗議活動，並一起燒

掉他的奧運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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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vard University scientist Charles 
Lieber, who is accused of lying about 

his links to a recruitment program run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s put on trial on Dec. 
14 in Boston. Lieber is also accused of con-
cealing the fact that he had received funding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Lieber pleaded “not guilty” to all charges 
made against him, but on Dec. 17 video foot-
age of an interrogation with the FBI in 2019 
showed him saying “that’s pretty damning” 
as agents presented a contract he’d signed in 
2011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C’s “Thousand 
Talents” plan. The five-year contract, writ-
ten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provided 
$50,000 a month and an additional $158,000 
in living expenses. 

  The nanoscientist and former chair of Har-
vard’s Chemistry Department was arrested 

two years ago. 

  Prosecutors had placed charges on the Har-
vard professor in January last year as part of 
the “China initiative” run by the U.S. De-
partment of Justice. The initiative, which 
began during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seeks to respond aggressively to the Chinese 
threat of research theft and economic espi-
onage.

  In 2011, Leiber became a “strategic scien-
tist” at the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ubsequently, he became a participant of the 
Thousand Talents Plan, a program run by the 
Chinese regime aimed at recruiting overseas 
talent.

  According to U.S. authorities, Beijing uses 
the program to attract foreign researchers 
to share their knowledge with China in re-
turn for perks and research funding. Wuhan 

University granted Lieber more than $1.5 
million to set up a Chinese lab as part of the 
program in addition to his personal pay and 
living expenses.

False statements
  The U.S. government is not making the case 
that Leiber’s relationship with the Thousand 
Talent Plan or the Wuhan University is some-
how illegal. Instead, the Harvard scientist is 
being accused of hiding such relationships 
from 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IRS) 
as well as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 and the Department of Defence, both 
of which funded his research.

  In 2018, Leiber had made false statements 
to NIH and the FBI about his China ties. The 
government has submitted proof of bank de-
posits from China to Leiber’s accounts. He 
did not disclose these bank accounts or in-
come to American tax authorities. Harvard 

has suspended Leiber’s teaching duties and 
placed him on paid administrative leave.

  Several scientists, including around 40 of 
Lieber’s colleagues, have requested that 
Washington drop the charges leveled against 
him, describing him as the victim of an “un-
just criminal prosecution.” They specifically 
stated that such cases were “discouraging 
U.S. scientists from collaborating with peers 
in other countries, particularly China.” The 
62-year-old Lieber is suffering from lymph-
oma of a non-curable type.

  According to a study of around 2000 U.S. 
scientists conducted by Professor Jenny Lee, 
a dean’s fellow fo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Higher Edu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around half of the 
scientists of Chinese descent said that they 
were afraid of being under the surveillance 
of the FBI. 

案件開庭 哈佛教授承認收受中方資金
Harvard Professor Goes on Trial, Admits to Taking Chinese Money

Prakash Gogoi

滑雪板名將抵制北京冬奧：不給人權侵犯者增光

2020年2月6日，中國華大基因在武漢建立的「火眼」實驗室人員在處

理武漢肺炎檢測樣本。（圖片來源：STR/AFP via Getty Images）

圖為2007年3月11日在美國紐約州威爾明頓（Wilmington）舉行的FIS世界盃

單板滑雪比賽結束後，獲勝者慶祝勝利。中間是金牌獲得者、加拿大的 Drew 

Neilson。（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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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肖然綜合報導】

拜登政府近日建議聯邦通信委員

會（FCC），向谷歌和臉書母公

司 Meta，發放使用太平洋海底

電纜系統的許可證，以應對亞洲

日益增長的互聯網流量。鑑於中

共持續為獲取美國個人數據進行

間諜活動，美國政府要求兩家公

司保證用戶數據安全。

需簽國家安全協議

這條長達 8000 英里的海

底 電 纜（Pacific Light Cable 
Network，PLCN）連接美國、

臺灣、菲律賓和香港，傳輸了目

前世界上幾乎所有的互聯網數據

流量。Meta 尋求使用菲律賓到

美國部分的許可，而谷歌則要求

獲得連接臺灣的許可。

美國之音報導，兩家公司都

承諾保護美國人數據的隱私和安

全，特別是在抵禦中共情報行動

方面。谷歌和臉書此前提議使用

連接到香港的海底電纜，但在多

個美國政府部門的建議下，於

2020 年放棄這一計畫。

美國司法部表示，鑑於中共

「持續努力獲取數百萬美國人的

敏感個人數據」，需要與谷歌和

Meta 簽訂國家安全協議。根據

協議，谷歌和 Meta 必須對敏感

數據進行年度風險評估，並且必

須能夠在 24 小時內限制或停止

光纜上的數據流量。

美國司法部助理部長奧爾森

（Matthew Olsen）說：「協議使

谷歌和 Meta 能利用更多光纜容

量，並通過反映當前威脅環境的

相關條款以保護美國人的隱私和

安全。」

谷歌去年表示，需要數據連

接來處理臺灣和美國的數據中

心之間不斷增長的流量。Meta

發言人說，美國和菲律賓之間

的「光纜系統增加了互聯網容

量」，以「幫助人們保持聯繫和

共享內容」。該公司表示，這

些光纜是安全的，數據通過先進

的加密技術得到保護。

世界互聯網的數據傳輸主

幹，由約 300條海底電纜提供，

承載全球 99% 的數據流量。

抗衡中共 美澳日合資 
助太平洋國家建海底電纜

西方盟國正尋求遏制中共在

該地區日益增強的影響力之際，

美國、澳大利亞和日本，12 月

12 日表示，將共同出資建設一

條海底電纜，以促進太平洋三個

小國的互聯網連接服務。這三國

分別是瑙魯、基里巴斯和密克羅

尼西亞聯邦，海底電纜可為其提

供更快的互聯網。

三國發表聯合聲明稱：「這

將支持經濟增長，推動發展機

會，並在疫情復甦時期幫助改善

生活水平。」

美國和印太地區盟國擔心北

京鋪設的電纜可能有損地區安

全，但北京方面否認使用商用光

纜進行間諜活動的意圖。

該項目是西方盟國在太平洋

地區的電信領域做出的最新投資

承諾。 2017 年，澳大利亞投入

約 9820 萬美元，為所羅門群島

和巴布亞新幾內亞開發更先進的

互聯網接入。

谷歌臉書將採用太平洋光纜 

【看中國訊】中共當局承諾，

外國運動員在明年 2月的北京冬

奧期間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互聯

網。但人權活動人士提醒前往北

京的運動員，中共「防火牆」出

現罕見「裂縫」一定要小心。

美國之音報導，多年來中共

當局一直在強化網絡防火牆的功

能，阻止中國民眾融入國際社

會，也就是禁止他們瀏覽國際上

的社交平台、搜索引擎、網站

等。而在國際奧委會（IOC）發

出的一份聲明中稱，中共已經承

諾，北京冬奧會作為 2022 年的

主辦方，將遵守承諾，允許運動

員及得到認證的外國媒體，在奧

林匹克村、比賽及非比賽場所，

以及簽訂合同的媒體酒店等處，

使用同國際待遇相同的網絡服

務。

報導指出，中共當局過去曾

在某些場所為某些外國訪客解鎖

「長城防火牆」。例如，美國之

音中文部一位記者曾在另一家媒

體工作，2016 年前往杭州報導

20 國集團首腦會議，2017 年在

北京報導「一帶一路」峰會時，

這兩處場所的外國記者可以「不

受限制」的使用網絡服務。

但人權組織「自由之家」資

深中國研究員安吉莉 · 達特有特

別強調，中共官方承諾再次解鎖

防火牆是非常有限的，因為冬奧

會觀眾絕大多數是中國民眾。他

遺憾說， 國際奧委會未能發揮他

原本的影響力，為中國人民積極

爭取最大的自由權利。

至於外國運動員，他們在國

際奧委會規管下，雖然可以獲得

不受限制的網絡接入，但運動員

的網上表達將像以往奧運會一樣

受到國際奧委會的限制。這些

限制包括遵守主辦國的「相關法

律」以及奧林匹克價值觀，或基

於任何理由的潛在暴力表達。

另外，一些國際運動員於今

年 10 月和 11 月在冬奧會場所

舉行的測試賽事中，表示能夠不

受限制的使用無線上網服務。但

也有一些運動員表示，他上個月

在北京的一次滑雪比賽上，沒有

被告知可以獲取不受限制的網

路服務，他們在手機上安裝了

VPN 軟件，經過「翻牆」才能

登陸 WhatsApp 和 Instagram。

自由之家的達特提醒說，那

些決定使用中共提供的不受限制

的無線上網服務的運動員需要注

意，當他們在網上做任何事情的

時候，都很有可能遭到中共的監

控。

事實上，中共管製網絡的嚴

格程度舉世皆知，生活在中國大

陸的網友，都以「翻牆」方式繞

過防火牆，瀏覽海外網站和資

訊。

公開資料顯示，中共 2003
年正式啟用防火長城，封鎖所有

不被中共認可的海外網站。而據

海外《新紀元》雜誌披露，除「長

城防火牆」外，中共官方設立

的另一個網絡封鎖軟件「金盾工

程」，是由中共前黨魁江澤民兒

子江綿恆主導、打造而來，僅前

期工程就花費 64 億人民幣，主

要目的是監控大陸民眾瀏覽包括

六四、法輪功等相關信息，監控

範圍甚至包括電腦文檔、QQ、

微博、微信等。

另據英國路透社上月報導，

近期一份來自河南省政府招標文

件又意外揭露，該省公安廳計畫

建立一套監視系統，以此追蹤新

聞記者、留學生以及其他任何

「可疑人士」。這份近 200 頁的

招標文件未說明其想要追蹤記者

或國際學生的理由。對此，總部

在瀋陽的東軟集團不願回應。目

前該招標文件也於 11 月 29 日

被禁止訪問。

一些新聞自由組織不由感慨

表示，北京政府近年不斷收緊對

媒體的控制。今年 2 月駐華外

國記者協會（FCCC）也指出，

中國自 2020 年初武漢肺炎大爆

發後，官方就採取了恐嚇、限制

簽證等手段限制外國記者報導相

關新聞。

臉書母公司Meta（Kelly Sullivan/Getty Images for Facebook）

北京冬奧 防火牆對外國賽者及媒體「裂縫」？

【看中國訊】全球首富馬斯

克（Elon Musk） 因 12 月 19
日的一則推文再次成為媒體焦

點。推文說，他今年繳稅將超過

110 億美元，創下美國歷史記

錄。

特斯拉和 SpaceX 執行長馬

斯克在推特上寫道：「好奇的人

們聽好了，我今年將繳納超過

110 億美元的稅款。」馬斯克近

日賣出數百萬股特斯拉股票，收

穫約 130 億美元。

之前民主黨聯邦參議員沃

倫（Elizabeth Warren）、 桑 德

斯（Bernie Sanders）等，曾多

次批評馬斯克通過「不支薪」逃

稅。在被授予「時代」年度風雲

人物後，沃倫公開點名讓馬斯克

乖乖繳稅。馬斯克隨即道，他今

年支付的稅款將超過所有美國人。

據彭博估算，身價超過

2440 億美元的馬斯克若行使明

年 8 月到期的股票選擇權，可

能須繳納超過 100 億美元的稅

金。福布斯雜誌（Forbes）根據

至 12 月 13 日為止他出售的股

票金額，推算出他的納稅額至少

達到 83 億美元稅金。CNBC 則

估計馬斯克今年的繳稅額將達到

120 億美元。

自 11 月初以來，馬斯克在

推特民調中詢問粉絲是否應出售

自己持有的 10% 的股份，推友

一致給出了「是」的答案，馬斯

克隨即售出了價值 140 億美元

的特斯拉股票。

今年以來，馬斯克主宰了推

特、加密貨幣、電動車及商用太

空市場，先後被《時代》雜誌和

英國金融時報選為「年度風雲人

物」。

ProPublica 6 月發布的報告

稱，對於這位擁有巨額財富的

CEO 來說，他上繳的所得稅很

少。但馬斯克反駁道，他從未從

SpaceX 和特斯拉拿過薪酬，並

且行使股票選擇權支付的有效稅

率為 53％，預計該稅率明年還

會更高。

馬斯克的財富不是拿工資或

現金獎金，而是來自股票獎勵和

特斯拉股價的上漲。儘管特斯拉

股價在推特那次民意調查後稍有

下跌，但它們仍非常有價值，該

股今年以來已漲了 28%。當馬

斯克想要現金時，只需用公司股

票作抵押來借錢。然而，這被一

些政客批評為超級富豪的稅收漏

洞。

今年早些時候，ProPublica
發布的調查顯示，馬斯克和其他

幾位億萬富翁 2018 年沒繳聯邦

所得稅。

根據 ProPublica 的數據，

2014 年至 2018 年間，馬斯克

為 15.2 億美元的收入繳納了

4.55 億美元的稅款，他的財富

在同期增長了 139 億美元。

馬斯克稱將繳納超過110億美元稅款

【看中國訊】根據美國司法

部最新的外國代理人登記披露，

中國共產黨在過去兩年中向美國

首都華盛頓 DC 的一家廣播電臺

支付了 440 萬美元，以求在華

府聽眾中廣播宣傳有利於中共的

節目內容。這是中共滲透美國、

施加影響力運動的又一實例。

據美國政治新聞網站《華

盛頓自由燈塔》（Washington 
Free Beacon）報導，總部位於

弗吉尼亞州的「波托馬克媒體集

團」（Potomac Media Group）
在上週四（12 月 16 日）向美

國司法部提交的外國代理人登記

文件中詳細說明了該媒體集團與

中共宣傳部下屬的國際傳播規劃

局簽訂的一份利潤豐厚的合同。

作為交易的一部分，波托

馬克媒體集團的是一個向華盛

頓 DC 廣 播 的 AM 電 臺 ——

WCRW 要播放由中共喉舌機

構「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

提供的內容，以及一系列積極描

述中共的脫口秀節目。

波托馬克媒體集團向司法部

提交的文件中提供了有關其與中

宣部國際傳播規劃局的詳細合

同條款。根據合同，中共的國

際傳播規劃局可以審查和審批

WCRW 的廣播和節目。波多馬

克媒體集團需要向中共的國際傳

播規劃局提供有關受眾範圍、反

饋和「國際組織評估」的報告。

該合同覆蓋期是 2019 年 7
月至 2021 年 8 月的兩年時間，

合同款額是 440 萬美元，為波

托馬克媒體集團用在 WCRW
電台上廣播 CGTN 的內容、在

社交媒體上做推廣和製作 The 
Bridge 脫口秀。

報 導 稱，WCRW 從 1992
年就開始播放中共的另一個喉

舌——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的內

容，但是之前並沒有在美國司法

部註冊為外國代理人。

文章說，中共與一家位於美

國首都華府的 AM 廣播電臺的

合作凸顯了中共在美國進行宣傳

活動的範圍。隨著中共試圖分散

美國政治圈在內的社會各界對其

侵犯人權行為的注意力，近年來

中共的這些影響力活動已變得過

度擴張。

中共官方媒體機構在社交媒

體上，以及通過與美國報紙和雜

誌達成出版協議，積極向美國觀

眾宣傳利好中共的內容。例如早

前報導有中共喉舌《中國日報》

向《時代》（Time）、《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和《華爾街日

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
支付數百萬美元，以在這些有影

響力的美國報刊上發表中共的宣

傳文章。

就在一週前，另一起外國代

理人登記文件也被披露，曝光中

共駐紐約總領事館花 30 萬美元

聘請一家美國公關公司招募美國

網紅在社交媒體上對北京冬運會

進行閃電式公關宣傳。

以上兩件事顯示近年來美

國司法部在加大力度執行《外

國代理人註冊法》（FARA）。

CGTN 已於 2019 年 2 月被迫註

冊為外國代理人。其它被美國認

定為外國代理人的中共在美喉舌

機構還有新華社、中國國際廣播

電臺、《中國日報》和《人民日報》

美國發行商。

中共440萬美元買通電台 滲透華盛頓

位於華盛頓DC憲法大道上的美國司法部大樓外景。（Getty Images）

北京一家購物中心外的屏幕上顯示，距冬奧會開幕還有50 天。（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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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加拿大統計

局（Stat Can）最新數據顯示，

2021 年第三季度有大量的省際

移民，其中安大略省因為房價飆

升，該省移出人口遙遙領先其他

省份。

省際移民是指加國省與省之

間的移民情況，淨值是指流入和

流出人口平衡後的數值。

加拿大統計局的報告顯示，

卑詩省 2021 年第三季度省際移

民淨增 5777 人，成為最受跨省

移民歡迎的省份。亞省也不甘

落後，淨增 4489 人，扭轉了自

2015 年以來的下跌趨勢。新斯

科舍省排在第三位，淨增 2,496
人，繼續保持 2020 年以來的人

口流入。

報告指出，加拿大的大型移

民潮往往基於該省份的歷史聲

譽。目前，加拿大人正在以有史

以來最快的速度搬遷到新的省

份。 2021 年第三季度，省際移

民達到 94,248 人，比上一季度

下降 24%。比一年前的同一季

度高出 45%，是 2007 年以來

跨省移民最多的第三季度。另外

值得一提的是，2021 年第二季

度跨省移民是自 90 年代初房地

產泡沫以來最大的一次國內移民

潮。

其中，安大略省是最大的

人口流失省。該省的省際移民

數據顯示，2021 年第三季度

淨遷出 6,892 人。該省的人口

負增長在過去幾年一直持續，

因此這不僅僅與武漢肺炎疫情

有關。而且在過去的三個季度

中，這一趨勢有加快的跡象，

類似於 80 年代也發生過的人口

外流情況。

此外，2021 年第三季度，

曼省的移民淨損失達到 3877
人。薩省同季度淨損失 3367
人。在過去的十年裡，這兩個省

都普遍出現了淨損失，只有幾個

小的例外。

報告指出，正如省際移民的

速度一樣，目前還未能確定這種

趨勢會持續多久。有業內人士分

析認為，人口的淨流失趨勢與安

省昂貴的住房成本有關。

【看中國訊】12 月 21 日，

加拿大住房部長Ahmed Hussen
在記者會上表示，聯邦政府計畫

對投資房地產的行為採取更嚴厲

的立場，以抑制加國住房價格飛

漲。

Hussen 表示，總理特魯多

早前在一封信中表達了對抑制投

資性房產的搶購和炒作的立場，

其中提到，聯邦將阻止外國投資

者持有空置房屋，這也是控制房

價上漲措施的一部分。

他說，政府將在普通房東與

大型房地產信託基金之間劃出一

條界線，後者擁有數百個單位作

為被動投資工具，他們不關心它

們是否被佔用或空置，而且他們

對市場的影響力遠超於前者。

加拿大房地產協會在本月

的一份報告中預計，到 2021 年

底，全國平均房價將同比上漲

21.2%，達到 687,500 加元。此

前，聯邦政府在上週的財政報告

中新增了對外國人擁有的空置房

屋徵收一個百分點的稅款，這估

計將在 2022-2023 財政年度帶

來 2 億加元的收入。

Hussen 說，自由黨心目中

仍有其他措施，但部分超出了

聯邦政府的能力範圍，需要與

各省和地區談判。他透露，這

其中包括承諾禁止盲目競標，

例如禁止賣家選擇不透露競標

的細節，容許在購買前進行房

屋檢查等。

聯邦財政部也可能通過一個

擬議的 40 億加元的基金來加速

經濟適用房項目的發展，以抵消

建設新項目的土地成本，幫助地

方政府僱用更多的規劃師以加快

審批速度，或者讓城市重寫分區

規則，以推動建築商在擬議的開

發項目中增加可負擔單位。這些

新措施將在明年初開始與各省談

判。

【看中國訊】大陸的樓市持

續下滑，為了減少庫存，地方政

府出臺了五花八門的補貼，試圖

激發消費者的購房意願。但另一

邊，卻又各種限價令阻止開發商

降價售樓。

《澎湃新聞》12 月 20 日報

導，據人民網「領導留言板」消

息，有網民投訴「天水市岷山萬

達售樓惡意降價」，稱萬達近期

通過中介大量低價出售工程低價

房，造成已購房業主利益損失慘

重。

甘肅省天水市住房和城鄉建

設局回覆稱，天水市住房和城

鄉建設局聯合調查組於 2021 年

11 月 22 日進駐萬達兩個項目進

行取證調查，共發現天水秦州萬

達項目已簽訂商品房銷售合同

15 套，並辦理了網簽手續，天

水南站萬達項目尚未進行銷售。

市住建局、市市場監管局針

對低價銷售工抵房的行為，責成

天水萬達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對已

簽訂銷售合同的 15 套工抵房予

以撤銷網簽，必須按照商品房一

房一價備案價格銷售。同時關閉

萬達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兩個項

目商品房銷售網簽備案系統，暫

停兩個項目所有商品房的銷售。

《澎 湃新聞》報導說，近

期，多地樓盤以「工抵房」之名

打折銷售，有的房源隔了 5 個

月就打了七六折，購房者紛紛質

疑是房企變相降價銷售樓盤的手

段，有官方回應稱屬企業市場行

為。

房地產服務機構克而瑞研究

中心認為，由於部分城市發布

了「限跌令」，明令禁止或者是

約談要求房企不得以打折、促銷

等方式來降價，房企不得已打

出「工抵房」的名義實施降價銷

售。這種形式的價格調整也能平

衡老業主的情緒，避免出現維權

問題。

事件引起大陸網民熱議，有

網民表示：「住建局力度大，可

以直接撤銷網簽。」「真正炒房

的走到前臺了，政府有地賣工資

福利等不愁了。」

房市的持續下滑，也令地方

政府的財政受到了威脅。為了刺

激消費者的購房意願，各地可謂

費盡心機。例如近日，東北大省

黑龍江為了賣房，省住建廳親自

上陣操刀，要求開展各種舉措，

激發群眾購房需求。

據《中國基金報》報導，12
月 20 日，黑龍江省住建廳召開

全省房地產業經濟運行調度會

議。

會議要求，一是要多措並舉

促銷。要在滿足本地居民購房的

剛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方面想辦

法、促銷售、見實效，積極組織

協會、商會服務房企，為房企搭

建平臺，開展「線上」、「域內

外」商品房促銷活動。

二是要落實優惠政策。要落

實各類購房補貼優惠政策，有效

激發群眾購房需求，釋放消費潛

能。

三是要積極引導市場預期。

要加強輿論引導，增強房地產消

費意願，提振市場信心。

黑龍江各地房地產市場新房

及二手房市場均出現嚴重供大於

求現象，百姓購房信心不足、房

地產各項指標下滑嚴重。

不過，同策機構統計數據顯

示，哈爾濱樓盤成交量已連續多

周出現下滑，第 38 週（9 月 20
日 ~26 日）成交 915 套更是跌

破千套大關，環比下降 12%。

【看 中 國 訊】根 據 Royal 
LePage 的市場調查，2022 年

第四季度卡城獨立屋的中位價預

計將比今年同期上升 6%，達到

68.9 萬加元。

報告提到，卡爾加里的房地

產市場在 9 月和 10 月創造了銷

售記錄，在經濟復甦和基礎設施

建設的推動下，卡爾加里的房地

產市場仍有很大的能量。

Royal LePage Benchmark
公司的經紀人和所有者 Corinne 
Lyall 說：「卡城的房地產需求

仍然非常強勁，足以讓人期待一

個非常活躍的春季市場。」

Lyall 說，該市的市中心振

興和基礎設施項目，如綠線輕軌

和康樂中心等，都在幫助推動這

一增長。同時，房價上漲也由低

庫存驅動。她說：「即使如此，

與加拿大其他主要城市相比，卡

爾加里仍然是一個可以負擔得起

的買房的地方。」

此外，大多倫多地區獨立屋

的中位價格預計將在一年後飆

升 11%，達到 156.42 萬加元，

而公寓的中位價格預計將上升

12%，達到 76.38 萬加元。

相比之下，卡爾加里的公寓

中位價預計將在明年上漲 2%，

達到 229,500 加元。

不過報告說，明年預計房價

最昂貴的市場將是溫哥華，該

地區獨立屋售價中位數將上漲

12%，達到 189.28 萬加元。

值得注意的是，高房價促

使加拿大 11 月的整體通脹率在

2020 年達到 4.7%，是近 19 年

來的最高值。隨著利率的提高和

價格的上漲，人們的負擔能力受

到了打擊。

房地產經紀人 Len T.Wong
說，對獨立屋的需求是由於武漢

肺炎導致的居家效應，這使得有

院子的大房子更受歡迎。「之前

的六年裡，卡城房市是一個買方

市場，但現在因為庫存枯竭，獨

立屋市場已經升值了很多 ......卡
爾加里是一個強大的市場，你

會再次看到一個強大的第一季

度。」

上個月末，ATB 金融公司

預測，亞省的 GDP 在 2021 年

增長 6.3% 之後，明年將增長 4
個百分點。道明經濟公司則預測

2022 年的增長率為 4.6%。

截至 10 月份，卡城的失

業率為 8%，低於前一個月的

8.9%，但仍然是加拿大主要城

市中最高的。

Wong 表示，這似乎對當地

房地產市場的更大增長數字起到

了抑製作用。「但這在一定程度

上被從溫哥華和多倫多等價格較

高的市場湧入的尋求更多可負擔

住房的人所抵消。」

「人們賣掉了市價 150 萬加

元的房子，搬遷來卡爾加里，他

們以 70 萬到 100 萬元的價格購

入房產，而且口袋裡還剩下不少

錢。」他也提到，目前買家中有

30% 來自卡爾加里之外。

聯邦將對房地產投資採取更嚴厲立場

預計明年卡城獨立屋價格上漲6%

亞省和卑詩省受跨省移民青睞

（Adobe Stock）

大陸房產滯銷 官方不准降價

（Getty Images）

（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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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封城 武漢再現
12 月 22 日，中國衛健委通

報，過去一天新增確診病例 77
例，其中本土病例 57 例（陝西

53 例，其中西安市 52 例、咸陽

市 1 例；廣東 2 例；天津 1 例，

在西青區；廣西 1 例，在防城

港市）。而在各省市之中，目前

情況最為嚴重的就是陝西西安。

根據西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指揮部研究決定，當地新增

27 個中風險地區，目前共有 1
個高風險、40 個中風險。目前

西安市已經形成相當規模的社區

傳播，且還傳出外流病例，專家

研判已進入疫情高峰期。此外，

陝西疾控中心對 36 例本土案例

病毒樣本進行檢查，結果發現全

部都是 Delta 變異株。

據中國衛健委通報，由於

COVID-19 疫情形勢嚴峻，西

「新冠+出血熱」雙疫夾殺 西安封城
西安23日起封城，這

是繼武漢後，再一個被緊急

封城的中國一線大城市。

目前，對於到底是何種病毒

引發的疫情封城，由於中共

當局一貫不透明作風，外界

很難知道真相。但有民眾質

疑，西安封城是因為武漢肺

炎，還是因為出血熱?

看中國記者楊天姿綜合報導

安市 22 日宣布「封城」，自 12
月 23 日零時起，全市約 90 個

社區封閉式管理，非生活必需場

所暫時停業，全市 3574 所學校

停課，採取在線教學，居民非必

要不離開住家，而要離開西安的

民眾則須持有 48 小時核酸檢測

陰性證明，並提供單位公函及審

批手續。 1300 萬的居民必須留

在住家，且限定一戶家庭，每 2
天只能 1 人外出採買。另外，

全市長途客運班線則暫停營運，

計程車、網約車則不得出市或進

入中高風險地區。在新聞封鎖的

情況下，真實情況很難被揭示出

來。民眾質疑是否 2 年前武漢

封城的狀況再次出現。

據大陸網友在推特的推文披

露，西安開始封城後，所有超市

菜和米都被搶購一空，跟當年武

漢封城的氣氛有些接近了。

網傳發現出血熱病例

鑒於近日西安醫院傳出「出

血熱」患者人滿為患，因此大

陸民眾質疑此次封城的實際起

因到底是武漢肺炎，還是「出

血熱」。《健康時報》12 月 19
日報導，據西安市疾控中心消

息，入冬以來，西安相繼接診

多例「出血熱」患者。 12 月 18
日，西安疾控微信公眾也發布，

西安市自發現首例出血熱病例以

來，一直都是出血熱發病高峰地

市，主要的傳染源為黑線姬鼠。

網傳，西安市有些社區和醫

院已封門，所有「出血熱」定點

治療醫院都爆滿，有多人死亡，

外市已有千餘名醫護人員 18 日

晚連夜去西安支援。

由於出血熱早期症狀和普通

流感類似，不少患者會誤以為是

普通的感冒，因此西安市疾控中

心專家提醒，出血熱發病急、進

展快，嚴重可能導致死亡，呼籲

民眾出現發燒等症狀，應及時就

醫。 報導稱，腎綜合征出血熱

簡稱出血熱，是一種經鼠類傳

播、由漢坦病毒引起的自然疫源

性疾病，臨床上以發熱、出血和

腎損害為主要特徵。人感染後，

以發熱、出血和腎臟損害為主要

臨床表現。

孕婦路邊待產  
路人「看的想哭！」

西安封城後，醫院也被封

西安市 22日宣布「封城」，大批防疫人員進入，市民進行 COVID-19冠狀病毒檢測。（Getty Images）

湘西教師李田田（網絡圖片）

聲援宋庚一 湘西教師被送精神病院
【看中國訊】湖南山村女教

師李田田在微博上公開聲援被上

海震旦職業學院開除的女教師宋

庚一，遭到當地教育局和派出所

的警告。當地人士告訴自由亞洲

電臺，懷有身孕的李田田極有可

能已被羈押在精神病醫院。

湖南省永順縣砂壩鎮學校前

教師李田田，19 日在微博朋友

圈發出緊急呼救。她連續兩天

被永順縣教育局和公安局登門

威脅，對方以「精神有問題」為

由，要求她「住院打針治療」，

否則將抓她。她還說，「如果我

死了，那就是一屍兩命吧！」。

湖南時事評論人李昂本週一

說，他從當地獲得的消息，在微

博發文聲援上海震旦職業學院教

師宋庚一的李田田，已被強行送

到精神病醫院：「她之前也是因

為在網上講真話，把她下崗了

（開除），下崗之後她又為上海

的宋庚一教師發聲，又被當局找

去了，威脅她。我今天聽說把她

送到精神病院去『治病』，此事

我也沒辦法去求證。他們教育局

和公安局的人威脅她。」

12 月 17 日，李田田在微博

聲援女教師宋庚一，不再做沉默

的大多數。她發文寫道，作為同

行，認為宋庚一的講課內容沒有

絲毫問題，有問題的是她的學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創立 20 年、一向是中國軍

事迷聚集最大的「鐵血社區」近

日宣布關閉。據指，鐵血社區是

中共「五毛」和憤青的聚集地，

近年來經營陷入虧損。對此，民

間展開一輪熱烈討論。

12 月 20 日，鐵血社區發布

聲明，宣布即日起停止用戶發

帖、回帖功能，並將 2022 年 3
月 1 日起永久關閉。在關閉前，

用戶仍可登入帳號下載歷史貼

文、轉移個人訊息，數據將保留

3 個月。

鐵血社區在聲明中，將自

己定位為「憤青聚集地」，並提

到在移動互聯和萬物互聯的熱

潮中，「我們沒能跟上時代的發

展」。但鐵血社區未對網站關

閉的具體原因透露詳情。有網友

猜測，鐵血社區被關閉或是「遭

遇社會主義鐵拳」；也有網友直

言，「中共在海外戰狼戰術徹底

失敗，五毛也快失業了！」

公開資料顯示，鐵血社區

所屬的「鐵血網」創立於 2001
年，2004 年進一步成立北京鐵

血科技，並於 2015 年 11 月在

陸股新三板上市，2016 年 6 月

成為首批進入新三板「創新層」

的公司。上市後曾接受東方富

海、經緯中國、光線傳媒、人民

網等多家機構投資。

鐵血社區創辦人、現任鐵血

科技總裁蔣磊曾表示，鐵血網未

來的市場還會增加，因為未來

10 年內與軍事相關的新聞和話

題會引起越來越多人關注。

然而，鐵血科技在 2019、
2020 年均處於虧損狀態。今年

上半年雖然有小幅度的轉虧為

盈，但此時，該公司卻要將鐵血

網的重要社區關閉。

針對鐵血社區將要關閉的

消息，大陸問答網站知乎網貼

出一則題為「如何看待鐵血社區

宣布將於 2022 年 3 月 1 日正式

永久關閉？」的帖文，引起大眾

關注。有網友跟貼說，「（鐵血）

社區和 BBS 等社交平台關閉的

主要原因，是網站的商業模式無

法適應監管的不斷加強，雖然網

站流量很大，但是人力資源投入

也很大，主要都是人工審核之類

的，獲得的收入都不夠付員工工

資。審核人員的素質也無法保證

所有的信息都能達到監管部門的

要求，而一旦出現審核不達標的

情況，就會遭遇重拳打擊。」

近期，中共當局全面收緊對

網絡輿論的管控。包括大陸社交

平台微博、微信、豆瓣以及知乎

等都先後接到中共監管機構的整

改令，並多次遭到罰款。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中共網球名將彭帥，指控遭中共

前副總理張高麗性侵後，其安危

即受到國際網壇和人權組織高度

關注。 19 日，彭帥在上海接受

一家新加坡報紙採訪時否認性侵

指控，引發更多疑問。有觀察人

士指出，受訪時她背後的遠處有

身著制服的黑衣人遠遠監控。

12 月 19 日，彭帥接受新加

坡媒體《聯合早報》影音採訪時

表示：「我得強調一點，非常重

要，我從未說過或寫過任何人性

侵我，我必須明確強調這點。」

這是彭帥首次面對攝影鏡頭

公開談論性侵事件，她說，那篇

在微博的發文「是我個人隱私的

問題，可能大家有很多的誤解，

我一直都很自由。」

據《聯合早報》報導，在上

海舉行的國際越野滑雪賽，有

不少知名體壇要角到場，除了

彭帥，還有曾經被喻為「移動長

城」的美國職籃 NBA 球星姚明

等人，他們當時在 5 樓的看臺，

並觀賞比賽約莫 20 分鐘。

彭帥在 19 日發布的視頻

中還指出，她上個月親自給

WTA 主席史蒂夫．西蒙（Steve 
Simon）寫了一封信，信中否認

了性侵的指控，而且中共官方媒

體的英文翻譯是準確的。

但彭帥的上述表態仍不能打

消外界對其人身安危的疑慮。

國際女子網球協會（WTA）

首 席 執 行 長 西 蒙（Steve 
Simon），繼續呼籲對彭帥提出

的性侵指控進行調查。路透社

彭帥上海亮相否認遭「性侵」 背後疑有黑衣人監控

「憤青聚集地」將熄燈 

控。 22 日網傳西北婦女兒童醫

院大門外幾十名孕婦及家屬站馬

路等待接診。視頻上網友留言，

「2021 年 12 月 21 日，疫情下

的西安人有多慘？醫院封禁，生

孩子要在大馬路上等著，去哪裡

都要有核酸報告，沒做核酸寸步

難行。」

視頻中顯示，陝西省婦幼保

健院門前馬路邊上，站等約幾十

人，疑似孕婦和家屬在等待醫院

接診。一女士說，很多寶媽都在

醫院大門外等待，還有很多快生

的寶媽和家屬也都在焦急地等待

著。有一部分寶媽是今天要生產

的，現在不知道醫院啥情況。

一男士說，有人說是今天早

8 點接到的通知，全院都不讓進

了，沒說具體原因，肯定跟疫情

有關。也有一個生孩子的家人

說，轉院不在這個醫院生了，今

天生娃的不能生了，得換醫院，

全部都封了。只有正在醫院裡面

住院的不能出院，但只能在裡面

等通知。

視頻中疑似一個孕婦馬上要

生了，幾個醫護人員和家屬跑步

推一輛躺著孕婦的推車跑進醫

院。女士說，「天吶，這個是要

生孩子，給大家看一下，馬上要

生產的寶媽，沒辦法趕緊接進去

了，看的我好想哭呀！」

12 月 19 日報導，西蒙在一份聲

明中說：「再次在公共場合見到

彭帥真是太好了，我們當然希望

她過得好。」

WTA 表示，這些露面並沒

有減輕或解決 WTA 對她的擔

憂。WTA 對她的健康狀況和她

是否能在沒有審查或脅迫情況下

與外界進行交流一直表示擔憂。

「我們仍然堅定地呼籲在不

受審查的情況下，對她的性侵犯

指控進行全面、公平和透明的調

生、開除她的學校、官方的報

導，以及沉默的知識份子。她在

文中為「這群烏合之眾的學生感

到悲哀」。

李田田一直堅持教師應講真

話。自由亞洲電臺記者週一致電

李田田的手機，但始終無人接

聽。李田田的友人說，「八零後」

教師李田田目前有孕在身，她與

外界失去聯繫，極可能被強行關

進了永順縣精神病院。

上週，女教師宋庚一在講課

中質疑南京大屠殺遇難者數據，

她認為缺乏史料支撐，並希望學

生以嚴謹的學術態度，對遇害者

的身份進行核實和記錄。這段言

論被聽課的學生偷拍視頻，經過

剪輯並斷章取義的舉報，最終校

方決定開除教師宋庚一。

此事引發中國社會學者和網

民的強烈反彈，紛紛尋找告密老

師的學生董迅。有網民公開了董

迅的手機號碼和視頻。董迅在一

段抖音短視頻中說他為何要舉報

老師。他說：「因為她（宋老師）

這件事還真不是小事，是國家層

面和歷史一直（強調）的這一

塊，她把這件事惹大了，看她怎

麼收場吧。」 
連日來，中國網民對董迅展

開「人肉搜索」，並公開了董迅

多部手機號碼，輪番發簡訊譴責

其告密行為。

另有網民發出的圖片顯示，

在一棟居民樓的陽臺挂出寫有

「董迅滾出上海震旦職業學院」

的標語。據說，董迅的床和所有

物品，已經被丟在學生公寓過

道，董向保安求助，保安說，他

們的工作條例中，沒有為自作自

受者服務這一條。

不少網路作家發文批評當局

宣稱的南京大屠殺死亡三十萬人

缺乏數據支撐。網路評論人士

「歐陽宇琦」發文寫道，根據上

週五流出的一段長達五分鐘的視

頻，宋庚一在課堂上對三十萬遇

難者這個數字提出討論，希望以

嚴肅的態度，核對遇害者的身份

與記錄，並找出戰爭的原因。文

章說，然而很遺憾，我們在南京

大屠殺紀念館裡面沒有，大家有

機會去看一看。

查，這是引起我們最初關注的問

題。」聲明說。

「彭帥」11 月 18 日給西蒙

（Steve Simon）寫了一封信，

信中否認了性侵的指控。西蒙當

時回應表示，他「很難相信」彭

女士真的寫了這封電子郵件，或

者這封郵件真的來自於她。

12 月 1 日，西蒙宣布暫停

所有在中國地區（包括香港在

內）舉辦比賽的女網巡迴賽。

此際，北京正在準備 2 月底冬

季奧運會。

美國之音報導稱，雖然官媒

與外媒「雙管齊下」，但仍未打

消外界疑慮。直到目前為止，仍

不清楚在「FIS 越野滑雪中國城

市巡迴賽」的現場是否還有其他

媒體記者採訪，也不清楚彭帥接

受記者採訪一事是否是北京當局

有意安排的。

人權觀察執行長肯尼斯．羅

斯在 Twitter 上表示，彭帥最新

聲明「只會加深人們對北京政府

向她施壓的擔憂」。

獨立時評人魯難在推特表

示：彭帥接受採訪，再次用「是

個人隱私」的說法確認了微博是

其所發。並用「不會英文」的說

法，確認了英文電郵不是其撰

寫。從開始寒暄的流暢到回答問

題的躲閃、迴避，我們知道她受

到的壓力和傷害，以及內心的恐

懼。而她身後不遠處還有身著制

服的黑衣人在監控。

旅美政經觀察人士秦鵬認

為，彭帥在上海和《聯合早報》

的偶遇，明顯是官方設計好的。

（推特/Qingqing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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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導

中國房地產市場低迷，

房價也出現下跌，多地棄房

斷供事件增多，導致司法拍

賣房產的數量激增。中國最

高法院發布文件，對該類房

產的拍賣進行干預。

12 月 20 日，據《證券時報》

報導，最高法院發布了〈法院司

法拍賣房產競買人資格若干問題

的規定〉，這是中國首個系統性

的司法拍賣房政策。

文件顯示，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司法拍賣房產（法拍

房）活動，遵循房產所在地限

購政策，發布的拍賣公告載明，

競買人必須具備購房資格。

法院在司法拍賣房產成交

後，應當審核購房人提交的購房

資格證明材料，資格不符的法院

不予出具拍賣成交裁定書。

此外，當拍賣房產出現流拍

等無法正常處置情形，不具備購

房資格的申請執行人等當事人，

請求以該房抵債的，法院亦不予

支持。

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

表示，法拍房一般比正常房子要

便宜 10 ～ 20% 左右，主要是

因為其中有一些產權瑕疵或者糾

紛，而且大部分需要全款，影響

了購房人群。

這次升級限購後，很可能法

拍房的價值會繼續降低，畢竟還

需要當地購房資格。

另有房地產業內人士認為，

此次政策將法拍房全面納入限

購，對於很多想通過法拍房繞道

限購的人來說，影響非常大。預

計這次升級限購後，法拍房的價

值會繼續降低，法拍房市場或更

快降溫。

據路透社 12月 20日報導，

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

躍進認為，此次對於購房資格的

審核，明確了界定的時間點，

即從認購到最後成交。「此類政

策，將促進此類法拍房市場的更

財經簡訊

快降溫，也打擊了借法拍房來變

相炒房的現象。」

但是，不可忽視的一點是，

中國房地產市場低迷，房價也出

現下跌，多地棄房斷供事件增

多，導致司法拍賣房產的數量激

增。

阿里司法拍賣平臺數據顯

示，法拍房數量從 2017 年的

9000 多套，飆升到今年的 168
萬套。例如，截至 12 月 14 日

中午 12 點，深圳法拍房掛牌數

量達 9920 套，這個數字還在持

續增加中。

而深圳則一直被認為是中國

樓市的橋頭堡。

也有媒體報導，河北三河燕

棄房斷供激增 最高法院干預
郊一名房主 2017 年以 300 萬元

人民幣的價格，辦理抵押貸款購

買了一套住房。今年因為生意不

景氣斷供，他的住房被法院拍賣

了 90 多萬。拍賣款給銀行後，

他還欠銀行 100 多萬元。再加

上之前支付的首付和月付，等於

前後賠進去 250 萬元，最後卻

落得一場空。而這名房主的遭遇

並非個案，近來燕郊法拍房數量

大增。

據自由亞洲電臺 12 月 16
日報導，一位河南省鄭州市居民

說：「我真的被震驚到了，僅鄭

州金水區掛牌的法拍房數量竟然

高達一萬四千套。這還只是小小

的金水區，整個鄭州的數量估計

更是大的驚人。鄭州由此出現了

一群新窮人。」

這位居民說，當地很多家庭

有房有車無存款，生活舉步維

艱。

《看中國》特約評論員唐新

元指出，這次房地產下跌將和以

往不一樣，因為面臨很多挑戰。

北京當局已將遏制房地產泡沫上

升到國家戰略的層面，直接出手

控制了房地產信貸供給，並且幾

乎沒有撤回相關「冰封」樓市措

施的空間。比較異常的是，有些

地方政府已經公告新規，發布控

制房價下跌幅度的「限跌令」。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中國印鈔造幣總公司董事陳耀明

日前主動投案，網傳陳耀明投案

疑似因私印同號鈔票 2 萬億元

人民幣。 12 月 22 日，中國央

行正式否認。不過，過往新聞顯

示，確實存在同號鈔票。

港臺 12 月 21 日晚間，一

則 12 月 8 日「中國印鈔造幣總

公司陳耀明涉嫌嚴重違法違紀、

主動投案」的報導，衝上新浪微

博熱搜榜首，原因是網傳陳耀

明主動投案的細節：疑似因私

印「同號鈔票」2 萬億元（人民

幣，下同）。

據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央行

紀檢監察組、河北省監委於 12
月 8 日發布的消息：中國印鈔

造幣總公司黨委委員、董事陳耀

明涉嫌嚴重違紀違法，主動投

案，目前正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

調查。公開消息顯示，現年 57
歲的陳耀明於 2001 年 8 月至

2021 年 1 月，任中國印鈔造幣

總公司黨委委員、副總經理，並

於 2021 年 1 月任中國印鈔造幣

總公司黨委委員、董事。

12 月 22 日，中國央行於官

網發布聲明稱，近日，網路流傳

中國印鈔造幣總公司陳耀明涉嫌

嚴重違法違紀、主動投案，「疑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中國樓市低迷，經濟也不斷下

滑，雖然不少城市開始救市，信

貸也趨於寬鬆。不過，房地產開

發商的債務危機，已經蔓延到工

業大動脈——鋼鐵業。

按照北京官方的說法，房地

產是支柱產業，它拉動了上下游

很多產業的發展，因為房地產還

涉及到建築業、製造業、礦業等

等，很多產業都和房地產有關。

房地產開發商不斷蔓延的債務危

機，對中南海決策者而言是一個

示警，鋼鐵、水泥、玻璃和家電

業都容易受到需求下降的影響。

目前，中國鋼鐵行業的銷售

價格，已從今年早些時候的紀錄

高點回落，原因是建築業需求放

緩。而建築活動占鋼鐵消費的一

半以上，同時上市鋼鐵公司股價

也受到衝擊。而鋼鐵行業對建築

業和製造業的興衰非常敏感，這

使鋼鐵業成為一個密切追蹤中國

經濟的指標。同時，鋼鐵公司提

供大量的工作崗位，也影響上

下游行業龐大的供應鏈。 12 月

20 日，據路透社報導，一位在

北京的鋼鐵交易員齊曉亮（音

譯）表示：「我們通常在冬季以

相對較低的價格囤積鋼鐵產品，

在新年假期過後消費恢復時再賣

出。但今年我們還沒這麼做。」

「2022 年房地產市場仍然存在不

確定性，預計在未來 6 至 12 個

似因私印‘同號鈔’2 萬億。」

貨幣金銀局有關負責人稱，此為

謠言。聲明表示，人民幣印製發

行有嚴格的工作程序和技術標

準，央行已向警方報案。

那麼，同號鈔票是什麼？

12 月 22 日，中國官媒《新

京報》報導，一位專業人士解釋

稱，人民幣每張紙幣擁有專屬的

冠字號碼，沒有兩張鈔票擁有同

樣的冠字號。「我理解文中‘同

號鈔’指的是同一面額紙幣擁有

一致的冠字號碼，但這種情況實

際是不存在的。」

該專業人士又表示，「所有

涉貪涉腐以及涉刑案件的領導

幹部中，從未出現過私印鈔票

的 ..... 這也從側面說明，印製鈔

票比貪污受賄洗錢等更難。」

2 萬億元又是什麼概念？

一位銀行員工給了一組參

照 數 據： 一 款 長 50CM、 寬

35CM、高 20CM 的銀行常用

鈔箱，裝百元面額現鈔，可以裝

200 萬元。以此計算，總額 2 萬

億的百元現鈔要用 10 萬個這樣

的鈔箱來裝。從體積看，一隻鈔

箱 0.035 立方米，10 萬隻鈔箱

需要3500立方米的空間來容納。

雖然央行否認、專業人士

解讀，但仍有民眾認為官方是

中國房地產市場低迷，房價也出現下跌。（Getty Images）

月內情況不會完全扭轉。」

中證指數有限公司編製並

發布的中證鋼鐵指數，今年在 9
月中旬之前上漲了大約 90%，

但此後大跌 27%，而建築材料

螺紋鋼和線材期貨價格，從歷史

高點分別暴跌 24% 和 31%，幾

乎抹去今年以來的所有漲幅。

隨著鋼鐵行業踩下剎車，其

關鍵原料價格也受到打擊。大連

商品交易所的鐵礦石期貨，已從

5 月創下的紀錄高位下跌了 45%
以上。作為採礦業設備的挖掘

機，其需求在最近幾個月也有所

下降。另一種和房地產相關性高

的建築材料——水泥的產量，

在 9 ～ 11 月同比下降約 16%。

房地產低迷引發的振動在其它行

業也隨處可見。例如，在家電行

業，自 5 月至 11 月，每月的冰

箱產量同比一直在下降。

中國造幣總公司私印鈔票2萬億？央行回應

中國房地產危機蔓延到工業大動脈

（Adobe Stock）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

導】中國各地方政府土地出讓收

入連續 4 個月同比負增長，財

政窘境難破，財政部為地方政

府開後門，已提前下達 1.46 萬

億元人民幣 2022 年專項債務額

度，地方債情況更不樂觀。

財政部副部長許宏才，日前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政策會議上透

露，考慮到明年一季度經濟穩增

長壓力較大，近期已向各地提前

下達了 2022 年新增專項債務限

額 1.46 萬億元，後續將推動提

前下達額度在明年一季度發行使

用。據他介紹，近日財政部和國

家發展改革委專門召開了視頻會

議，要求抓緊分配，原則上省級

政府年底前要將提前下達的額度

全部分配到市縣。

這突破了以往慣例，一般在

3 月的北京政府「兩會」確定規

模，然後逐步下發到市縣，因此

真正發債要到 5、6 月之後。意

味著 2022 年初，地方政府就可

以發行債券搞基礎設施建設，也

可以「借新還舊」緩解償債壓力。

北京當局允許將專項債券用

做符合條件的重大項目資本金的

領域，已經從最初的 4 個擴展

到 10 個，包括：鐵路、收費公

路、幹線機場、內河航點樞紐和

港口、城市停車場、天然氣管網

和儲氣設施、城鄉電網、水利、

城鎮汙水垃圾處理以及供水。

目前地方政府財政捉襟見

肘。路透社根據歷史數據計算得

出，11 月單月國有土地出讓收

入同比下降 9.9%，為連續 4 個

月同比負增長。受北京當局對房

地產嚴厲調控，尤其年中恆大集

團債務危機爆發以來，房地產銷

售降溫，亦讓房地產開發商拿地

熱情急速下降。中國房地產市場

與地方政府土地財政收入密不可

分，房地產市場低迷也將影響到

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

北京提前下達萬億專項債

中國網絡主播黃薇    
被罰13億並遭全網封殺

【看中國訊】中國網絡主播

黃薇（網名：薇婭），最近因涉

嫌在 2019 年至 2020 年間，通

過隱匿個人收入、虛構業務轉換

收入性質虛假申報等方式偷逃稅

款 6.43 億元，欠繳稅款 0.6 億

元，遭浙江杭州稅務機關調查，

12 月 20 日被稅務部門開出鉅額

罰單，金額高達 13.41 億元。

目前，薇婭遭到北京當局全

網封殺，她的微博、淘寶直播、

抖音、快手等平臺的帳號均被封

禁，平臺上過往的直播歷史被全

部刪除。媒體報導，一個月前，

杭州市稅務局稽查局就向帶貨主

播開過近億元的罰單，一張針對

網絡主播的大網已經散開。

美國明年將成全球最大

液化天然氣出口國

【看中國訊】美國將在 2022
年超過卡塔爾和澳洲，成為全球

最大的液化天然氣出口國，並可

能在未來幾年領先各國。

自 2015 年以來，全球液化

天然氣需求每年都創新高，主要

是由於中國和亞洲其他地區的需

求激增。全球需求的大部分已被

美國出口所滿足。據美國能源數

據，到 2021 年為止，美國大部

分液化天然氣出口都流向亞洲，

其 中 約 13% 流 向 韓 國，13%
流向中國，10% 流向日本。自

2016 年以來，美國每年液化天

然氣出口都刷新紀錄。美國能源

資訊署預計，明年液化天然氣出

口量將達每日 15 億立方英尺。

歐盟12月23日起將對
中國鋁箔徵收額外關稅

【看中國訊】12 月 22 日，

據《路透》報導，歐盟將對來自

中國的鋁箔徵收額外關稅，此前

歐盟執委會發現中國的生產商受

益於過度和不公平的補貼。將

於 12 月 23 日生效的針對特定薄

鋁轉換箔產品的關稅從 8.6% 到

18.2% 不等，建立在現行 6.0%
到 28.5% 的反傾銷稅之上。歐盟

執委會調查顯示，中國已將鋁箔

確定為一個關鍵行業，並對市場

進行了干預，以促進該行業的發

展。中國在歐盟鋁箔市場的份額

從 2017 年的 18% 增長到 2019
年的 24%，平均價格在下降。從

其他國家進口的產品有限。

可能私印鈔票，只是數量多少

不同而已，因為在電視臺和報

紙過往的報導中，都有出現過

同號鈔票的事件。 例如，《楚天

都市報》2010 年 12 月 29 日報

導，天門蔣湖農場的但先生將其

收藏的兩張面值相同且同號的

100 元人民幣展示給記者，這兩

張 1990 年版的 100 元人民幣，

人民幣上的編號完全相同，均為

BY52692602。
據但先生介紹：2000 年，

他在中國農業銀行蔣湖分理處取

了面值為 100 元的 100 張人民

幣。三天後，因個人業務需要

支出 6300 元，當他按照錢幣序

號清點時，卻發現有兩張號碼

同為 BY52692602 的錢幣，再

往下找，其它號碼都有，直至

BY52692100。當時但先生以為

是假幣，分別到天門城區人民銀

行、建設銀行鑑定，銀行均鑑定

為真幣。

《楚天都市報》記者與但先

生來到中國農業銀行天門蔣湖分

理處，該處工作人員對這兩張同

號錢幣重新進行了鑑定，認為這

是兩張同號真幣。無獨有偶，據

上海東方衛視報導，蘇州市民羅

先生手中也有兩張號碼完全相同

的 50 元的紙幣。

無論是投資者，或者是房屋買賣

雙方，都應該準備迎接比預期嚴

重得多的經濟下滑、更多房地產

開發商債券違約、股市動盪，以

及購房者或炒樓者的棄房斷供。

唐新元認為，中國房地產開

發商深陷債務危機，土地拍賣情

況罕見冷場，深度依賴土地財政

的地方政府，收入難以為繼。最

高法院發布文件干預，也是想把

有購房需求的人推向新房交易市

場，而這是和地方政府的收入有

關係的。

官方數據顯示，在 2020
年，中國土地出讓收入飆升至

創紀錄的 8.4 萬億元人民幣，這

個數字相當於澳大利亞一年的

GDP。
根據財政部的數據，地方政

府賣地收入和財政收入比較，占

全國 2020 年財政收入 18.28 萬

億元的 46%、占地方財政收入

10.01 萬億的 84%，相比 2019
年賣地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

40.3% 的高位，再一次創下歷

史新高。

創紀錄的賣地收入，在疫情

衝擊經濟的情況下支撐了地方政

府的收入。但是，隨著中共監管

部門收緊了對民營房地產開發商

的信貸支持，導致房企對土地的

需求持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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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佟麗婭再婚 男方系習親信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中國大陸女星佟麗婭再婚，網傳

男方是中共中宣部副部長、中央

電視臺臺長慎海雄。「佟麗婭再

婚」5 個字已經成為敏感詞。有

網友爆料慎海雄是習近平親信。

佟麗婭今年 5 月宣布與導

演老公陳思誠離婚，當時因為曾

爆出陳思誠出軌。不過，中國網

友爆料，佟麗婭和慎海雄的介紹

人竟是陳思誠。

但隨後「佟麗婭再婚」5 個

字成了敏感詞，在微信中發送這

5 字對方接收不到，在微博搜索

相關內容，則顯示「根據相關法

律法規和政策，話題頁未予顯

示」，說明已經遭到刪帖屏蔽。

讓人引發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聯

想。

有網友稱，佟麗婭去年跨界

主持在中國關注度極高的「央視

春晚」，不知道身為演員的佟麗

婭為何能主持如此重要的場合，

後來看到傳聞後終於能夠了解。

又有人爆料，慎海雄今年上

半年剛離婚，一般到了這個年紀

這個地位，就算想離婚，組織上

都不會同意的，除非本人離婚意

志特別堅決。

佟麗婭生於 1983 年 8 月 8
日，錫伯族，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人，現任中

國電視藝術家協會理事。佟麗婭

的父親佟吉生，時任伊犁州音樂

家協會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後

升任新疆音樂家協會常務副主席

兼秘書長、中國音樂家協會理事

等職。

佟麗婭與陳思誠因《北京愛

情故事》相識相戀，2014 年結

婚後育有一子「朵朵」。 12 月

22 日，微博上「佟麗婭再婚」、

「佟麗婭嫁人」、「佟麗婭怎麼

了」都被成為微博禁詞。

《看新聞》引述網友爆料

說，慎海雄是習派人馬，引起網

友一陣嘩然。

中共中央黨校機關報 12 月

8 日發表中共中宣部副部長慎海

雄吹捧習近平的文章，意外提及

習近平「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

之將傾」，立即惹來翻牆網民熱

議。有網民直指，「習近平不是

反覆說著『時與勢在我們一邊』

嗎？怎麼又變成『大廈將傾』

了？」「這是不是不滿江澤民胡

錦濤把中國變成『危樓』了？」

慎海雄被外界視為習近平的

「文膽」。報導說，慎海雄在中

共宣傳系統頗為活躍。他曾發表

過《習仲勛與群眾路線》的讀書

體會，以「正資產」、「良心的

化身」等字眼稱讚習近平之父習

仲勛。

公開資料顯示，慎海雄，

1967 年 2 月生人，浙江湖州

人，他長期任職於新華社，

2012 年任新華社副總編輯，

2014 年任新華社副社長。 2015
年，慎海雄出任廣東省委常委、

宣傳部部長，2018 年進京履新

任中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副

局長、黨組副書記，中央電視臺

臺長、分黨組書記，後任中央宣

傳部副部長，中央廣播電視總臺

臺長、黨組書記。

慎海雄和習近平有交集，慎

海雄早年在新華社的浙江、上海

地方分支機構工作，此後調入新

華社任副社長等職；彼時，習近

平先後在兩地主政。

美國政圈熱議王滬寧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

導】近日美國著名媒體人休伊特

（Hugh Hewitt）撰文說，在美

國國家安全專家中流傳一篇關於

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滬寧的文章，

他表示，「習思想」幕後推手王

滬寧 是「全球最危險的人」。

休伊特說，王滬寧雖然鮮為

人知，但他在負責制定中國未來

的政策，而且他對最高領導人習

近平有超常的影響力。習近平的

每個標誌性的政治概念都是他提

出來的，包括「中國夢」、反腐

運動、「一帶一路」倡議、戰狼

外交，甚至「習近平思想」。

據媒體報導，王滬寧學法語

出身，他思維敏銳，閱讀量驚

人，深入研究西方哲學。王滬寧

認為，30 年前美國就衰落了，

原因是美國的「自由主義」、

「虛無主義」和「個人主義」。

文章指出，王滬寧沒有想到

的是，雖然中國從來沒有過建

立在民主選舉、新聞自由和尊

重人權基礎上的「自由化」，但

中國人在追求現代「消費者」的

根本自主權方面，已徹底「自由

化」。他表示，中國現在已「被

虛無主義的個人主義和商品化所

吞噬」，而這也成為了「王滬寧

的噩夢」。王滬寧思想及他所

設計和創造新的社會價值觀賭

注，其成功概率也幾乎為零。

時 評 人 士 唐 青 曾 在

YouTube 節目裡介紹里昂關於王

滬寧的文章。唐青認為，王滬寧

早就認為美國衰落了。這可能是

習近平說「東升西降」的來源。

唐青說，「打富豪，打明星，

整頓科企，整頓民營經濟，整頓

娛樂圈，習近平連環出擊，震動

四海。這一切卻不是習近平的發

明創造。這一切源自習近平幕後

低調而又瘋狂的國師王滬寧。」

唐青認為，即使王滬寧說服

習近平發動了「共同富裕」、打

壓中國高科技企業和社交媒體、

扼殺教育培訓行業、打壓娛樂界

名人等一系列運動，但這一切只

為維護中共的生存，而對於解

決中國當前的問題，都是「不可

能的任務」，因為「馬克思主義

和中國傳統價值觀是格格不入

的」。

夕陽下的澳門市容一角。（Getty 
Images）

驚傳劉亞洲被捕
【看中國訊】這兩天網路間

傳出未經證實的消息指，前中共

國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劉亞洲與

弟弟同時被逮捕。由於劉亞洲是

「紅二代」，與中共軍隊有密切

關聯，因此他落馬的消息雖然沒

有獲得官方證實，仍引起廣泛關

注。

消息先是從一名旅美中國作

家處傳出來，說劉亞洲在北京被

捕，同時他的弟弟劉亞偉在廣州

被抓。向作家透露這一消息的北

京人士認為，「這是國家真的沒

錢了，所以要從紅二代身上擠錢

了」。

這位北京人士還透露，劉亞

洲自視甚高，曾經公然說，所有

中央領導人的道德水準都低於常

人。

接著又有總部設在海外的某

中共外宣成員透露，劉亞洲在

12 月 15 日被逮捕，妻兒也一起

被帶走；5 天後，也即 12 月 20
日，劉的妻兒被釋回家。消息還

說，負責抓捕行動的是中共中央

軍委副主席張又俠。

劉亞洲是中共紅二代中比較

露鋒芒的一個。他在 2010 年曾

以國防大學政委的身份，在接

受《鳳凰週刊》專訪時讚揚美國

民主制度，批評中共政治體制，

指一個制度若不能讓公民自由呼

吸、不能把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領

導崗位，就「必然滅亡」，他甚

至預言中國在 10 年內將向民主

政治轉型，因為中共「不可能有

退路」。

但另一方面，中共推出的反

美記錄大片《較量無聲》、與央

視的《重走長征路》，都是劉亞

洲擔任總策劃。北京獨立記者高

瑜曾評價說，「1.6 億的腐敗也

不算小老虎。上將劉亞洲究竟是

個怎樣的雙面人？無人能否認他

是個真正的共產黨。」

在習近平上臺後，劉亞洲曾

公開支持習在軍中反腐敗，曾不

點名批評說，在江澤民等把持軍

權十餘年後，「軍隊成了一個大

賣場，我們面對的不是戰場，我

們面對的是市場，甚至不是市

場，我們面對的是個賣場，什麼

東西都有價，什麼東西都可以標

價。在他們的把持下，軍隊成了

一灘爛泥」。

劉亞洲在 2012 年 7 月晉升

上將軍銜，2017 年到齡退職。

對於劉亞洲這次被抓傳聞，

外界猜測紛紜，有認為他涉入反

習活動的，有猜測是否北京計畫

攻打臺灣，但在軍中遇阻，因此

清除反對勢力。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綜合報

導】太陽城集團行政總裁周焯華

（綽號「洗米華」），涉非法經營

網上賭場，規模達萬億人民幣。

不僅震動賭圈，也波及澳門政商

界。 12 月 17 日，中共中央駐

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下

稱中聯辦）副主任姚堅被免去

職務。

據大陸官媒 18 日報導，中

共國務院免去澳門中聯辦副主任

姚堅的職務。姚堅 12 月 3 日曾

在澳門大學科技峰會上現身，這

是他最後一次出席公開活動。

1962 年 2 月出生的姚堅，

是 北 京 人。 2011 年 8 月 至

2012 年 9 月，姚堅任中共青島

市委常委、青島市副市長。他

於 2014 年 8 月起出任澳門中聯

辦副主任。姚堅再過 2、3 個月

就年滿 60 歲退休年齡。此番免

職，官方未提及被免原因及未來

去向。

香港《信報》12 月 18 日報

導稱，2020 年 7 月，姚堅曾接

見太陽城集團行政總裁兼董事長

周焯華，姚堅並向太陽城集團頒

發捐贈證書，答謝他對抗疫的貢

獻。

另據澳門中聯辦記錄，

2020 年周焯華以私人名義捐款

3000 萬澳元及以太陽城集團名

義捐款 3000 萬澳元給湖北疫

區，此舉更得到中聯辦頒發捐贈

證書致謝。

近年來，周焯華經常參與大

陸公益項目，包括支援抗疫和河

南洪災救援和災後重建。而這些

捐款均通過澳門中聯辦。

現年 47 歲的周焯華出生於

澳門，祖籍廣東肇慶端州。作為

澳門賭業傳奇人物的周焯華向來

親共，2011 年組織成立「勵志

青年會」，就職典禮獲澳門中聯

辦官員、外交部駐澳特派員公署

副特派員、廣東省港澳辦省政府

副秘書長兼省港澳辦主任等人士

捧場。

周焯華曾任中共廣東省第

十一屆政協委員。 2015 年，周

焯華被委任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

府文化產業委員會委員，他還擔

任澳門地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名譽顧問。

周焯華的「太陽城集團」憑

藉一己之力，就支撐起澳門貴賓

廳業務的近半，2019 年則占澳

門政府整體賭博收入約 15%。

周焯華於今年 11 月 27 日被澳

門司警以涉及「不法經營賭博及

清洗黑錢罪」拘捕，直到 12 月

1 日，太陽城集團旗下所有貴賓

廳宣布全部停止運作，賭博帝國

一夜崩塌。

兩年前，新華社旗下的《經

濟觀察報》點名報導，周焯華控

制的菲律賓及柬埔寨太陽城網絡

賭博平臺，深度滲入中國境內，

每年賭資超過 1 萬億人民幣，

相當於大陸 2018 年彩票收入的

兩倍多。

周焯華被官媒點名批評後兩

年才被捕，也見其幕後潛藏龐大

的力量，傳言中共高層有力人士

保護他的生意。旅澳知名法學家

袁紅冰此前披露，周焯華其實是

江派曾慶紅、孟建柱等中共權貴

家族的白手套。

周焯華被捕後續 
澳門中聯辦副主任被免職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

導】12 月 14 日，中共全

國文聯第十一次全國代表

大會暨作協第十次全國代

表大會，在北京召開。中

共總書記習近平與夫人彭

麗媛一同亮相，引發外界

關注。

據中共官媒報導，中共文學

藝術界聯合會第十一次全國代表

大會、中國作家協會第十次全國

代表大會，12 月 14 日在北京開

幕。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出席會

議。習近平在會上強調，「當代

中國文藝要把目光投向世界、投

向人類」，「要加強馬克思主義

文藝理論和評論建設」等。

此外，習近平還要求文藝

「決不能庸俗、低速、媚俗」，

「決不能搞光怪陸離、荒腔走

板的東西」，「決不能沾染銅臭

氣、當市場的奴隸」等等。有分

析認為，習近平的這一表態，為

文藝系統定下標準，暗藏清洗信

號。

彭麗媛當天身穿軍裝，坐在

主席臺上。外界注意到，央視在

拍攝時，特意給了彭麗媛一個特

寫，鏡頭為彭麗媛停留數秒鐘。

據悉，中國文聯、中國作協是兩

個正部級「團體」。作家鐵凝擔

任中國文聯主席，彭麗媛則任副

主席。

彭麗媛近期頻繁出席活動，

外界議論紛紛。是為習近平連任

造勢？或為自己進一步從政鋪

路？

今年的北戴河休假結束後，

沉寂一段時日的彭麗媛重回鎂光

燈焦點，9 月 15 日她和習近平

赴西安出席第十四屆全國運動

會。 10 月 15 日在北京視訊出

席 2021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女

童和婦女教育頒獎儀式並發表講

話。 10 月 26 日天津茱莉亞學

院校園落成，她致賀信說，這是

促進中美人文交流的新平臺。

中共六中全會上個月結束，

習近平的個人地位被進一步拔高

之後，天津官方首次提出「彭麗

媛精神」，引起各界震動。

媒體披露說，天津市政府外

事辦公室，分別於 11 月 11 和

12 日舉辦了「學習彭麗媛教授

賀信精神、做好天津對美人文交

流工作研討會」和「學習彭麗媛

教授賀信精神、做好天津對美工

作座談會」，有相關官員、高校

專家學者等近 30 人參加。

與會人員稱，習近平夫人彭

麗媛的賀信，為「新形勢下」開

展對美國的人文交流「指明了方

向」。學習彭麗媛賀信精神，

有助於增進兩國的相互了解和信

任，也有助於推動美中關係重回

「正確軌道」。這相信也是「學

習彭麗媛精神」的表述，首次出

現在地方官方語境。

有觀察人士指出，習近平家

族成員在未來一段時間裡，或許

會加速占據中國的權力領導中

心。文革研究專家宋永毅，對自

由亞洲電臺分析說，毛澤東、劉

少奇、康生最後都逃不過讓夫人

參與政治的怪圈，是因為獨裁者

走到最後誰都不信就用夫人，未

來彭麗媛是否也會走上這條路，

外界還要觀望。

據香港《明報》12 月 15 日

報導，習近平夫婦都坐在主席臺

上，這在大陸的非外事場合是極

為罕見的鏡頭，因為習近平本人

是大會主禮嘉賓兼致詞人，彭麗

媛則是文聯的副主席之一。

報導還指，文聯主席兼作協

主席鐵凝，亦與習近平有緣。鐵

凝小習近平 4 歲，父為畫家鐵

揚，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母親

是聲樂教授，畢業於天津音樂學

院。鐵凝早年也曾下鄉當過知

青，16 歲就寫出小說，80 年代

在保定地區文聯刊物《花山》當

編輯時，去過正定縣，與時任正

定縣縣委書記的習近平結識。

2006 年 11 月，鐵凝首次

當選中國全國作協主席時，習近

平當時任浙江省委書記。中共

十六大時，鐵凝已是候補中委，

十八大躋身中委，已是四朝元

老。鐵凝 2016 年再兼任中國全

國文聯主席，成為首個文化界雙

主席。

鐵凝在這次大會上連任作協

主席、文聯主席，保持前兩任作

協主席茅盾、巴金終身制慣例。

習近平彭麗媛亮相文聯會

近期彭麗媛在中共內部活動中頻繁亮相。圖為之前 2018 年 1 月在北京

大會堂的彭麗媛。(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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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立法會選舉結束後，距

離特首換屆選舉僅餘下 3 個月。

2017 年上台的林鄭月娥任內爆

發香港史上最大的社會動盪，能

否連任備受外界矚目。

立會選舉後一天，林鄭月娥

隨即上京展開 4 天述職行程。

12 月 22 日下午 4 時半，習近

平在中南海瀛台接見林鄭。綜合

自由亞洲電台、眾新聞報導，會

面開始前，習近平站立歡迎林

鄭，兩人合照後，習問候林鄭：

看中國記者李家宏綜合報導

中共改造後的香港立法

會選舉12月19日結束，投票率
創下香港歷史新低。特首林鄭

月娥隨即上京述職，22日先後
獲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總理李

克強接見。習近平在公開環節

稱充分肯定「你們的工作」，

表示跟往年述職有異。林鄭月

娥則說今年「是我任期裏邊

最後一次述職」，欲親自感謝

習近平多年的信任。媒體和評

論員認為會面並無透露林鄭

連任的信息。

林鄭赴京述職 習近平「充分肯定」

「昨天到的？」林鄭答：「前天到

的」。央視片段顯示，習近平

沒有與林鄭月娥握手。之後，習

近平發表 5 分鐘約 600 多字的

讀稿講話。

習近平稱，特區政府依照全

國人大及常委決定、系統性修改

香港選舉制度，成功舉辦選舉委

員會及立法會選舉；以及堅決執

行《香港國安法》、防疫成效明

顯、經濟逐步復甦、社會保持安

定，「中央對你們的工作是充分

肯定的」。

剛過去的立法會選舉，投票

率僅 30.2%，創歷史新低，「五

眼聯盟」、G7 外長、美國國務

院、歐盟都先後嚴重關切香港民

主自治遭到侵蝕。但習近平花最

多篇幅談及這場選舉，稱兩場選

舉「成功」舉辦，「廣大香港同

胞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利，得到體

現」，證明新選制是「一套好制

度」。他又稱中央重視香港「一

國兩制」實踐，黨的 19 屆六中

全會《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

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將「一

國兩制」重要內容寫入其中。

林鄭月娥去年底因疫情被

臨時叫停上京，當時引發外界

解讀。今次親自上京，林鄭表

示非常高興親自來到北京，因

為今年「是我任期裡邊最後一

次述職」，「更重要是讓我親自

感謝您多年來對特區的關心關

愛，對我本人的信任和支持。」

此時，電子傳媒被請離場，片

段訊號中斷。

林鄭月娥及丈夫林兆波、澳

門特首賀一誠夫婦其後獲習近平

宴請。林鄭月娥會見記者時，有

大陸傳媒問她有否考慮連任，林

鄭重申這次來北京只為述職，沒

有做其它事情，「也沒有想自己

未來的事」。她回答香港及大

陸傳媒 5 條問題後，離場時以

左手搔後腦勺。

對於習近平對林鄭月娥的評

價，自由亞洲電台引述時評人

劉銳紹分析，習「肯定」林鄭是

「必然出現的評價」，以便往後

林鄭繼續執行北京指示，「如果

在這些公開場合表示對林鄭有任

何貶義或不滿，反而會令林鄭餘

下日子更難做。另一角度是，林

鄭是努力執行北京指示，若對她

的行動和成績，即（立法會選

舉）只有 3 成人投票，或對她

工作有微言，豈不是說北京的政

【看中國訊】國際媒

體路透社 1 2月20日發表
長篇調查報導，指出中共

間諜對台灣軍方的滲透觸

目驚心，甚至連蔡英文的

維安特勤團隊也淪陷。對

此，台灣國防部21日回應
表示，「已有積極的反情

報工作，阻止了中國滲透

軍隊」。

《路 透 社》20 日 發

表 〈T-Day： 台 灣 戰 役〉

（T-DAY:The Battle for Taiwan）
第三篇調查報導，詳細揭露中

共間諜對台灣不遺餘力地滲

透。調查報導中列舉了多個案

例，從「史上最大共諜案」謝錫

璋案、前總統隨扈孫翰方案，

一直到蔡英文總統警衛官王文

彥案。

首先以謝錫璋為例，20 多

年來他以香港商人身份來台，

被控祕密替中共招募間諜，期

間他成功滲透到台灣軍界，手

法包括支付台灣軍官及其家人

出國旅行費用、提供現金以及

贈送軍官妻子貴重禮物等。

2019 年 6 月，台灣反間諜

人員針對謝錫璋進行網絡突襲

後發現了更多證據，目前已對

其發出逮捕令，但據知情人士

策有問題？」但劉銳紹認為，整

體感覺而言，習近平更多強調自

己和團隊對香港的「貢獻」。

對比林鄭月娥過去 4 次述

職，也可以發現今次一些異常情

況。 2017 年、2018 年 12 月林

鄭首兩次述職，習近平都是說：

「中央對你（林鄭）和特別行政

區政府」。 2019 年的述職，正

值反送中運動，習近平當時說：

「對你（林鄭）在香港非常時期

顯示出的勇氣和擔當，中央是充

分肯定的」。但到了今年，習

近平的「肯定」，卻沒有再指明

對象，只是說：「中央對你們的

工作是充分肯定的。」

22 日上午，林鄭月娥還

獲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接見。媒

體對比了習、李接見林鄭月娥

的排場。中共國務院副總理韓

正、港澳辦國務委員兼外交部

長王毅、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等，上下兩

場都有參與。李克強接見林鄭

時，過去一般只有韓正及國務

院秘書長肖捷出席，今年則有

外長王毅及有國務委員兼公安

部長趙克志參與。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與習近平會面。（政府新聞處）

路透：共諜黑手伸入台灣軍方
透露，謝錫璋人不已在台灣。

除此之外，蔡英文總統的

維安系統也遭到共諜滲透，根

據法院文件顯示，曾有前維

安人員向中共情報機構洩露

有關總統維安的敏感資訊而被

定罪，當中包含蔡英文在總統

府、官邸隨扈的姓名、職務以

及電話號碼。

《路透社》調查台灣法庭記

錄和官方新聞機構的報導，在

過去 10 年中，至少有 21 名台

灣上尉以上軍銜在職或退休的

軍官，因涉嫌協助中共從事間

諜活動而被定罪。目前至少還

有 9 名現役或退役部隊成員，

【看中國訊】李嘉誠旗

下的長和集團去年傳出要剝

離其在歐洲市場的通信基

礎設施業務，買方是歐洲最

大無線基站營運商、西班牙

無線通信基礎設施營運商

Cellnex Telecom。

按照當時雙方商定的初步交

易框架，此次交易涉及的通信基

礎設施分布在歐洲的 6 個國家。

為了順利完成拆分，去

年 8 月開始，長和集團專門

成立了子公司 CK Hutchison 
Networks，使其持有 2.9 萬個

位於歐洲的通信發射塔，並配備

了專業管理團隊。

由於這筆交易規模過於巨

大，對英國以及歐洲現有的通

訊基礎設施市場格局會產生影

響，因此觸發了英國競爭和市

場管理局（CMA）的調查。

據市場觀察 12 月 17 日報

導，CMA 表示，擬議的收購

CK Hutchison Holdings 在 該

國通信發射塔的交易可能會損

害競爭。

市場觀察是一個提供金融

信息、商業新聞、分析和股市

數據的網站，總部位於美國紐

約。與《華爾街日報》和《巴倫

週刊》一樣，是道瓊斯公司的全

資子公司。

英國競爭和市場管理局於 5
月對該交易進行了調查並發現，

該交易可能會阻止出現更多參與

者，從而引發重大競爭擔憂。

英國監管機構獨立調查組

主 席 理 查 德． 費 西 (Richard 
Feasey) 表示：「競爭減少可能

意味著移動運營商及其客戶的價

格更高或更差。」

英國監管機構將於 2022 年

3 月 7 日做出最終決定。

Cellnex Telecom 表 示，

正在等待 CMA 對該交易的臨

時調查結果，並將與監管機構

就可能的補救措施進行接觸。

「Cellnex 仍然相信，這是一項

非常有利於競爭的交易，以便

在整個英國改善和擴展包括 5G
在內的移動覆蓋。」

去年，Cellnex 表示將以約

100 億歐元（折合 881 億港元）

的價格收購在香港上市的長和集

團控股的歐洲通信發射塔業務和

資產。自那以後，它已經在一些

個別國家完成了部分收購，例

因涉嫌接觸中國間諜而被審判

或接受調查。

長期研究台灣問題的退役

美國海軍陸戰隊上校格蘭特紐

沙 姆（Grant Newsham） 指

出，即使在承平時期發現共諜

還是會打擊士氣，高階軍官接

連被判間諜罪，這肯定會對軍

隊內部信任度產生影響。

對此，國防部 21 日回應表

示，國軍透過多元教育方式宣

導與獎勵官兵主動檢舉反映，

不法人士在接觸國軍官兵初

期，即遭檢舉調查，是一種反

情報工作積極的表現，並未遭

滲透。

大陸軍機擾台
今年已逾940架次
【看中國訊】中華民國

國防部長邱國正22日赴立
法院專案報告，根據報告內

容，今年1月迄今，共機擾台
已逾約940架次，並多次在
台灣周邊從事針對性及抗

擊外軍的軍事挑釁行動。

據中央社報導，國防部長

邱國正 22 日赴立法院提交「面

對中共軍力提升，我國戰備因

應作為」的專案報告。其中指

出，中共迄今不僅未放棄武力

犯台，且軍事威脅及挑釁意

味更甚以往，常態性頻繁派遣

機、艦擾台，企圖造成灰色地

帶衝突。

國防部統計，今年 1 月迄

今，共機擾台已逾約 940 架

次，並多次在台灣周邊從事針

對性及抗擊外軍的軍事挑釁行

動。例如繼 11 月 28 日首度派

遣運油 20 加油機赴西太平洋從

事演訓，近日「遼寧號航艦」穿

越宮古水道執行今年第 2 次遠

海訓練。

為因應中共與日俱增的

機、艦襲擾，國防部說明，將

統整近年來共軍各種軍事威脅

行動，持續完備「國軍經常戰

備時期突發狀況處置規定」及

相關應處程序的修訂。國軍也

會依防衛作戰需求，持續進行

聯合戰力整建，以不對稱作戰

思維為基礎，朝「遠距、精準、

機動」方向發展，重點於遠程打

擊、制空、制海、國土防衛作

戰、資電網絡攻防及聯合指管

情報監偵等六大面向，提升國

軍整體戰力。

針對共軍機、艦逾越台灣

防空識別區的侵擾行為，國軍

秉持「愈接近本島、反制力愈

強」原則，採多重複式手段，轉

用在航機、艦，及三軍防空部

隊妥慎應處，增進用兵彈性與

兵力節約，降低肇生事端、引

發衝突風險。

在互聯網作戰能力方面，

國防部表示，會依新型態互聯

網及電戰威脅，運用資安防禦

系統，建構互聯網偵蒐、防護

與反制等措施。另也會開辦資

安管理幹部訓練課程，培養專

業人力，並規劃三軍聯合資電

操演，強化作戰效能，未來各

式機動載具將朝「小型、分散、

快速部署」方向發展，提升資電

裝備存活率，發揮制電磁權的

優勢。

另外，美國國際關係權

威期刊《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在 2022 年 1/2 月 號

中，針對「核武國家的數量十年

內是否會增加」一事，詢問了

50 位外交安全領域專家學者看

法，其中 21 人認為會增加、21
人不認同，8 人保持中立。值得

關注的是，其中有專家也將台

灣列入潛在名單中。

對此，邱國正今日答詢時

表示，目前為止國軍建軍從未

討論核武問題，「我們不生產，

不發展，不取得核武」，希望

媒體不要跟風起舞。

李嘉誠旗下公司
百億歐元交易遭調查

如，意 S大利、奧地利和瑞典。

留給長和集團的時間已經不

足 3 個月，這筆百億歐元的交

易究竟能不能成交，時間已非常

緊迫。

長和集團是由長江實業與和

記黃埔兩家公司重組而來，重組

之後李嘉誠家族的業務重心從亞

太轉向歐洲，由李嘉誠長子李澤

鉅掌舵。李嘉誠雖然在 2018 年

5 月退任長和集團與長江實業的

主席，但出任資深顧問。

長和集團今年上半年的利

潤十分可觀，漲幅高達 41%，

李澤鉅在分析師電話會議上表

示，電信領域的併購以及公用

事業和其它產生穩定收益的項

目，將成為長和集團的資本重

點所在。

另外，李嘉誠次子李澤楷旗

下富衛集團（FWD）原先計畫

在年底前赴美國上市，但由於北

京當局的監管行動引起美國不

安，使富衛集團上市計畫擱淺。

現最新消息指出，富衛已採取行

動，取消在紐約以數十億美元計

的首次公開募股（IPO）計畫。

富衛集團 12 月 20 日提交

給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

的公告指出，公司正在考慮其它

替代方案，並要求美國證券交易

委員會批准撤回其註冊聲明，停

止推進在紐約上市。

有知情人士稱，富衛集團正

研究赴港上市，計畫在明年初申

請在香港 IPO。

國防部強調，國軍對於可

能外洩機密資訊即速採變更手

段，並在案件未產生洩密危害

前，即阻斷刺密蒐情管道，可

有效維護機密安全。

《聯合報》報導稱，民進黨

立委羅致政 21 日被問到此事時

直言，他對中國間諜滲透台灣

的各個領域「一點都不意外」。

羅致政說，重點是在防範

間諜的方面應該要全面檢討，

像是過去共諜案常常都是被

「重拿輕放」，面對中國大陸對

台灣各種共諜滲透，政府一定

要重新檢討防諜措施以及如何

強化反滲透機制。

李嘉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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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民眾 
被倡導就地過年

【看中國訊】中國本土疫情

不斷出現，北京市今年倡導民眾

就地過年不要返鄉，並嚴格限制

民眾從 14 天內出現本土病例的

縣級行政區進入或返回市內。

中央社報導，北京市防疫工

作領導小組及「首都嚴格進京管

理聯防聯控協調機制」，日前召

開會議指出，中國多地接連發生

疫情，防控形勢嚴峻複雜。元

旦、中國新年期間人員流動更頻

繁，因此要「遠端管控」與「常

態化內篩」並重，確保北京本地

「零感染」。

北京發展量子科技
【看中國訊】北京正在加速

研發量子計算。中方研究人員推

動量子計算的進展目前尚不清

楚，但五角大樓 2021 年向國會

提交的中國報告說，北京第 14
個五年計畫的一個優先要務是量

子科技，而且北京有意在 2030
年前在衛星上安裝「量子加密通

信能力」。

官媒《中國日報》網站 9 月

分說，中國「在量子科技方面取

得了一系列的突破，包括世界上

首個量子衛星、北京到上海之間

一條 2000 公里長的量子通訊線

路和世界上首臺光量子計算電腦

樣機。」《科學雜誌》報導說，

合肥中國科技大學，去年首次對

利用量子計算機制進行了「肯定

的演示」。

美國之音報導，博思艾倫科

技諮詢公司上月表示，在十年內

北京的「威脅組織可能會蒐集啟

動量子模擬器的數據，發現新的

經濟寶貴材料、藥品和化學材

料。」

該公司的報告說，很多組織

的領導人和首席信息安全官員都

「缺乏對量子計算實際重要性，

以及如何管理相關風險的深入了

解……北京一直是全球政府和商

業組織的網絡敵手，也是量子計

算科技的一個主要開發者。」

美國物理學家費曼 1980 年

發現的這個概念有兩個重要的軍

事用途。它可以解密加密的信

息，並發送攔截保密通信鏈的密

鑰。

美國麻塞諸塞州市場研究

公司 IDC 的資深分析員韋斯特

（Heather West）說，量子能夠

幫助探測潛艇和隱形飛機等「軍

事裝備」。她說，量子計算能

夠突破「古典演算法」，對另一

個國家的軍隊進行監督。

臺灣淡江大學外交和國際關

係助理教授陳奕帆說，臺灣、美

國或歐盟都可能是北京發動量子

計算攻擊的目標，只要這些國家

沒有強有力的量子密碼學來防範

的話。

【看中國訊】由 RCC 瑞達恒

旗下媒體建築暢言網舉辦的年度

「中國十大醜陋建築評選」結果

揭曉。《觀察者網》引述微信公

眾號「灣區高樓迷」12 月 19 日

報導，本活動旨在遏制醜陋建築

的頻繁出現。

主辦方表示，此次評審標準

為：1. 建築使用功能極不合理；

2. 與周邊環境和自然極不和諧；

3. 抄襲、山寨；4. 盲目崇洋、

仿古；5. 折衷、拼湊；6. 盲目

仿生；7. 刻意象徵、隱喻；8. 體
態怪異、惡俗；9. 明知不可為

而刻意為之等維度，經由社會公

開徵集投票，及專家評審團評

選，最終確定出 2021 年中國十

大醜陋建築榜單。

《瞭望東方週刊》曾專訪了

中國十大醜陋建築評選專案的

評審專家、著名建築評論家、

81 歲的顧孟潮，談及評選的意

義時，顧孟潮先生說，「過去我

們很少談醜，國內的美學研究也

沒有很好地研究審醜。評醜的意

義在於，知恥近乎勇——知道存

在的問題了，才會改善，才能進

步」，如今還在繼續，就說明問

題依舊存在。

主辦方稱，這個評選活動的

項目組起初以為，醜陋建築做個

三、五屆就差不多結束了，但是

現在做了十二屆還在繼續，醜陋

建築還在不斷出現，這恰恰說明

還有很多地方沒有做好。

本屆「醜陋建築」評委會成

員包括大陸中央美院、中國建築

學會教授級高級建築師、建築評

論家。建築設計事務所、清華大

學建築學院、中國建築設計研究

院、中國國家畫院公共藝術院等

教授、專家、建築師等人。

本次最醜建築評選上榜的前

十名分別是：

第一名：海南儋州恒大海花

島建築群。上榜理由：資本任性

妄為，破壞海洋生態，形態怪異

雜亂，是炫富、媚俗文旅專案的

典型。

第二名：江蘇蘇州灣文化中

心。上榜理由：用無功能的超尺

度形式附會飄帶概念，造型浮誇

浪費，屬於假大空設計的代表

作。

第三名：山東濟南弘陽廣

場。上榜理由：以枯燥的單一表

皮整體覆蓋多種功能、超大尺度

的建築體量，危害城市視覺環

境。

第四名：北京維景國際大酒

店。上榜理由：建築更新改造未

能糾正原有設計缺陷，越改越

醜，有損首都東大門的城市形

象。

第五名：吉林長春一汽紅旗

創新大廈。上榜理由：整體設計

思路因襲象形化的形式主義套

路，設計語彙自相衝突，影響企

業「創新」形象。

第六名：廣州阿裏巴巴華南

運營中心。上榜理由：毫無邏輯

的體量切削，手法粗糙，比例失

當，弄巧成拙。

第七名 : 上海松江 G60 科

創雲廊。上榜理由：用虛假、浪

費的誇張手段盲目追求城市奇

觀，以掩蓋建築主體的平庸設

計。

第八名：湖南長沙大王山朗

豪酒店。上榜理由：刻意求怪，

忸怩作態，徒增成本，既不合理

又不美觀。

第九名：湖北武漢中國建築

科技館。上榜理由：設計以象形

手法模仿「種子」造型，牽強附

會，背離當代建築科技主題的表

達。

第十名：河南濮陽長慶路跨

金堤河橋。上榜理由：形式低

俗，手法拙劣，畫蛇添足，有悖

現代橋樑結構的基本邏輯和美學

精神。

大陸評出十大最醜建築

第一名：海南儋州恒大海花島建築群（本文全部圖片來源：微信）

【看中國訊】美國宇航局

NASA 於 3 年前發射了帕克

太 陽 探 測 器（Parker Solar 
Probe）。現在該探測器成功

飛掠太陽大氣的最外層——日

冕，要對粒子和太陽磁場進行

採樣。

中 央 社 報 導，NASA
科學任務局副署長朱布肯

（Thomas Zurbuchen）表示，

帕克太陽探測器接觸太陽，是

了不起的壯舉。這不僅讓人類

更深入了解太陽的演化和太陽

對我們太陽系的影響，還讓人

類更了解我們的恆星，也讓人

類對宇宙其他恆星有更多認

識。

帕克太陽探測器於 2018
年發射，環繞太陽旋轉，並愈

來愈接近太陽。天體物理學家

們想通過太陽探測器，了解從

太陽吹出的太陽風，將高能粒

子噴散到整個太陽系的問題。

日冕為甚麼比太陽表面還要熱

得多？帕克太陽探測器可能

解釋這一現象。日冕最高溫

處為 100 萬 K（約攝氏 100
萬度），太陽表面溫度約為

6000K（約攝氏 5727 度）。

帕克太陽探測器完成任務

前，將在 7 年的時間內近距

離接近太陽 21 次。探測器將

在 2024 年以距離太陽表面約

628 萬公里的範圍內繞行，比

最鄰近太陽的星球水星還要

近。

【看中國記者李木子綜合報

導】中共對 COVID-19 疫情一

直採取「清零政策」，動輒封

門、封區、封街、封城、封路、

停課、停工等，民眾生活受到

極大影響。近日，在「今日頭

條」上有人提問，「你身邊有因

為疫情導致傾家蕩產的生意人

嗎？」，引發很多網友回應。

在「今日頭條」上，網友

「張灰灰」說，「洪水 + 疫情 +
疫情，這是今年鄭州的真實寫

照，對生意人來說簡直就是絕殺

『三連擊』。」一位大哥做美術

材料批發、畫板、顏料等生意，

有一個小加工廠、一個倉庫，兩

個店面銷售，收入比較可觀。但

一場大水使倉庫淹了，貨物泡

了，對交了貨款但沒來得及發貨

的客戶只好退款，損失巨大，迫

於無奈把房子低價賣了。

網友「相思豆」說，「丈夫

在武漢疫情前投資 800 萬開酒

店。剛開業不到兩個月，疫情致

封城，每個月虧損幾十萬，借的

380 萬還不上，催債的電話打爆

了。那段時間，丈夫得了嚴重抑

鬱症，跳樓自殺了。」

不只「張灰灰」和「相思

豆」，另一名網友「別小默」也

表示自己因疫情來襲變得傾家蕩

產。此外，他的鄰居、他的朋友

都遇到類似問題，「都說出來，

得是一本書。」

「別小默」進一步說，他經

營的其中一個店舖所在的小街，

一半店舖都關了門，每一扇關的

門背後，都是創業者的無奈。庚

子年年初，他的幾家店舖 70 多

天沒有能夠營業，勉強開業，顧

客寥寥，有疫情原因，也有疫情

期間大家購物習慣改變的原因。

於是，掙紮了兩個月，先後關閉

了 5 個店舖，但關門只是厄運

的開始。要還拖欠的員工工資、

結清場租、還貸款，還有剛裝修

好的店舖供貨商貨款要結，最後

傾家蕩產，負債纍纍。

「別小默」繼續說，他的鄰

居是賣黃金的至今下落不明，店

舖門前要賬的人熙熙攘攘。他的

朋友因疫情期間無法開工，直接

拖垮，辦公室也被封了。

網友「帶著感觀悟餘生」

說，他有個朋友是做餐飲的，門

店位置好，菜品受歡迎，生意很

好。有錢了就開始裝修第二家

店，可是剛裝修完畢，疫情突然

來了，封城禁止開店，每天開銷

巨大，又沒有收入，資金輸出回

本困難。解封后顧客少，每天虧

損嚴重，只好關門。最後欠債幾

十萬，不得已舉家去廣東打工還

債。

推特網友發的視頻顯示，

「許多中國人不得不賣掉自己曾

經的房子，逃到農村聚居，許多

人失去了餐廳不得不在街頭露天

飲食。」

疫情嚴控導致大陸很多生意人傾家蕩產 帕克太陽探測器飛掠日冕

【看中國記者李木子綜合報

導】日前，中國作家協會第 10
次全國代表大會公布主席團名

單，原湖北省作家協會主席方

方，與現中國作協副主席張抗抗

疑被除名，引發外界關注。

外媒報導，方方本名汪芳，

是中國知名作家，擔任過湖北省

作家協會主席，上次中國作協全

國代表大會時擔任主席團成員。

在武漢爆發 COVID-19 疫情期

間，她根據自己每天的所見所聞

寫了「方方日記」。在北京嚴格

封鎖信息的當時，這本「方方日

記」一度成了外界了解武漢疫情

真實情況的參照。

據悉，武漢因疫情爆發而緊

急封城，北京嚴控疫情信息，讓

外界無法了解真實情況。當時身

在武漢的方方，憑著做人的良

知、職業的敏感及細膩的觀察，

在 2020 年 1 月 25 日至 3 月 25
日期間，以每天寫日記的形式記

錄下她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

日記中有感言、有思考、有批

評、有反思，真實記錄底層民眾

的現狀，倍受外界關注。當時網

上曾有很多人表示，每天打開電

腦，首先要看看方方又寫了甚麼

內容。後來方方把日記整合成一

本書，名為《方方日記》，在美

國一家出版公司出版發行。

2020 年 英 國 廣 播 公 司

（BBC）選出年度百大女性，方

方榜上有名而受國際關注，卻被

小粉紅們痛罵。方方的聲援者也

遭到北京官方的壓制和懲處。方

方對 BBC 表示，她的日記「無

非是同情了個體，批評了政府，

也記下了抗疫的各種措施。當然

我也強烈地呼籲追責，如此而

已。我沒有義務去承擔這些辱罵

和恐嚇。」方方也因為寫「方方

日記」遭到了北京官方和文學界

的抵制，不能再發表評論或文

章，也無法參加各類文學活動。

另一位女性作家張抗抗，曾

力挺方方，疑似被株連遭除名。

張抗抗原名張抗美，中國當代女

作家，曾擔任黑龍江省作協副主

席、三屆全國政協委員。據悉，

武漢疫情期間張抗抗看到方方被

圍攻時，數度力挺方方，公開聲

援。張抗抗也遭到小粉紅們的惡

毒攻擊。 2020 年 6 月，張抗抗

的新浪微博被封閉禁言。

記錄疫情 方方被作協除名
【看中國記者古望琴綜合報

導】外媒披露，北京極有可能擁

有集裝箱導彈發射器，將其運到

敵國，或將其放在民船上，也並

非不可能。

《太陽報》報導，專家警告

說，北京一直在秘密開發集裝箱

導彈系統。軍事分析家認為，這

種秘密的集裝箱導彈系統，可以

放在中國貨船和漁船上，或者運

到美國的軍事基地中，在戰爭的

關鍵時刻，集裝箱的頂蓋打開，

導彈就被發射了。

《TFI 郵報》稱，集裝箱導

彈系統和普通集裝箱看上去沒有

甚麼區別，通過外國港口的安全

檢查，不是甚麼困難的事。根據

美國官員的說法，部署在集裝箱

導彈系統中的反艦導彈，是俄

羅斯 Club-K 武器的 YJ-18C 版

本。集裝箱導彈系統能裝入標準

的 20 英尺或 40 英尺的海運集

裝箱。

戰 略 與 國 際 研 究 中 心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and 
Strategy Center）表示，該導

彈的速度高達 3 馬赫，雖然不

能與 10 馬赫的高超音速相提並

論，但仍然可以發揮巨大的作

用。

國際評估和戰略中心亞洲軍

事事務高級研究員費舍爾（Rick 
Fisher），是公認的中國和亞洲

軍事權威。

費舍爾說，雖然北京沒有正

式確認他們擁有這種導彈，但他

們很可能擁有這種導彈。這些導

彈可以被安裝在「不顯眼的中國

小船上，對海岸防線發動導彈突

襲，協助跟進兩棲或空降入侵部

隊」。

費舍爾還說，集裝箱導彈系

統，可以通過港口或公路入境口

岸走私到敵國，例如可以存放在

西雅圖港附近；或許可以在美國

軍事基地儲存多年，在軍事行動

需要時打開，或者是在較小的戰

略和外交對抗中，讓敵國屈服。

美 國 海 軍 太 平 洋 艦 隊

（Pacific Fleet）的前情報主管范

內爾（Jim Fanell）稱，集裝箱

反艦導彈將給美國海軍增加重大

威脅。進入美國西海岸和東海岸

港口的中國集裝箱船太多了，美

國絕大多數艦隊和基地，都在集

裝箱導彈系統的射程之內。

中共導彈可從集裝箱發射

帕克太陽探測器（NASA）

第二名：江蘇蘇州灣文化中心

第三名：山東濟南弘陽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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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二大爺

過去這幾天網上最熱鬧的事

就是吃瓜群眾圍觀歌手王力宏的

妻子李靚蕾爆料他老公的外遇、

召妓、和為逼妻子離婚的霸凌行

為。儘管這在臺灣和內地都是一

起熱搜圍觀事件，但其輿論效應

主要還是在中國大陸。李靚蕾揭

批負心漢王力宏的長文，12 月

17 號深夜發出來，其後又和王

力宏及其家人有幾個回合的隔空

交火，她的 PO 文在微博上兩天

獲得了上千萬個點讚。王力宏起

初還想回應反擊，挽回影響。但

是圍觀群眾表示不買賬，輿論

一面倒地支持李靚蕾，王力宏

在 20 號中午表示服軟認錯、想

盡快收場。負面消息出來後，一

些大品牌已經解約了王力宏的代

言合同，他在央視電視劇裡唱的

片尾曲也被刪掉，他步吳亦凡、

鄭爽他們的後塵已成定局。遭到

「蕾神之錘」的重擊後，王力宏

在中國大陸的演藝生涯從此劃上

終點。

這事的輿論效應在兩岸都有

顯現，在臺灣是對 18 號星期六

的四項公投起到了沖淡作用。因

為關註明星八卦的人裡年青人比

例高，國民黨的支持者裡中老年

人的比例高，所以在臺灣的轉移

注意力作用裡應該是對國民黨有

利的，四項公投裡，反對擴大美

國「萊豬」進口、公投綁定大選

兩項是國民黨提出來的。應該說

王力宏事件突然火起來，對國民

◎文：文昭

眾人圍觀王力宏 真正焦點被掩蓋

黨是有利條件，但公投還是沒

過，說明國民黨的在臺灣的氣數

真是到頭了。這次公投結果是明

天臺灣地方選舉、是臺灣 2024
總統選舉的預演。

不過王力宏遭「蕾神之錘」

猛擊的輿論意義主要在中國大

陸，就是轉移了人們對兩件更重

要的事情的關注。一件事是彭帥

又出來亮相，她在 19 號接受所

謂外媒《聯合早報》的簡短視頻

採訪，說大家都誤會了，她從來

沒有說有人性侵她；還說 11 月

份央視網幫她發的給女子網協的

那封信確實是她自己寫的。這個

話也挺耐人尋味，說沒人性侵

她、難道說她和張高麗的關係是

她自願的？大陸媒體鋪天蓋地地

炒作王力宏離婚，分散年輕人對

公投的注意力，分民進黨的票

源，哥倆搭配得挺好。

另一件有進展的事是：上海

震旦職業學院女教師宋庚一質疑

南京大屠殺遇難人數被開除事

件，12 月 19 號湖南有一位叫李

田田的懷孕女教師在微博上聲援

宋庚一被強制送精神病院，李田

田發微信求救。這些更需要關注

的事被淹沒在吃瓜群眾怒批渣男

王力宏的口水裡。相比之下，彭

帥和兩位女教師：宋庚一和李田

田的遭遇，更突出反映了女性在

中國的險惡處境。彭帥是受害

者，卻在受控之下，被安排頻繁

現身為施害者洗白。宋庚一和李

田田都是因言獲罪，一個被開

除，另一個以懷孕之身被塞進精

神病院，不是更加緊急的狀況，

更加需要被圍觀和擴散嗎？

有人說圍觀渣男王力宏，對

塑造正向社會風氣也有用。但當

局操作的方式，對一些話題封殺

壓制，同時社交媒體和各大網站

們又開足馬力推送名人八卦，有

意對沖。有大批人很順從地跟著

指揮棒轉，驅之如犬羊。實則對

社會風氣有極大的扭曲和毒化。

怎麼毒化？首先是小渣被

捶爆、大渣受保護。李靚蕾好歹

是能分到財產的、離婚不虧。被

開除的女教師宋庚一能得到什麼

補償呀？王力宏再渣比張高麗更

渣嗎？在課堂上錄視頻舉報老師

的學生董迅渣不渣啊？且不說張

高麗被保護，就是成龍、譚詠麟

這些同在娛樂圈的人哪個沒幹過

王力宏同樣的事？但他們卻受保

護。所謂道德，一旦看人下菜碟

區別對待就成了打人的棍子、虛

偽的幌子。《禮記大學篇》裡有

句話：「從天子以至於庶人，壹

是皆以修身為本」。它指出社會

持續穩定的一項關鍵條件，不同

社會階層只有一個道德準則，必

須無差別覆蓋地遵循，才稱得上

公正、人們才服氣。否則你越塑

造所謂「風清氣正」，越是不正。

當大渣男越得到袒護，草根

們的怨氣就越往小渣男身上發

瀉。大領導我們搞不動，小渣男

也是名人，我們就把你們當人肉

沙包捶爆，一旦怨氣的方向被引

導向下，就開啟了韭菜互割、群

眾互害的模式，群眾鬥群眾、內

卷再內卷，誰最願意看到呢？扭

曲基本的人際關係準則。娛樂圈

本來就是燈紅酒綠、撩撥慾望的

地方，還真讓這個圈的人都當聖

人了…王力宏可能真有不當行

為，不值得讚許，不過讓娛樂明

星背起「正面引導」社會風氣的

責任，把重擔壓在他身上也實在

是莫名其妙了，他只要有才華、

寫出受歡迎的歌、唱得好不就完

了嗎？至於他人品如何，每個

人獨立作判斷，在他的才華和

不檢點的私生活方面你更看重那

一個。我這兒不是說為王力宏辯

解，說的是一個社會正常的判斷

準則。一個唱歌的、彈鋼琴的，

你用萬世師表的準則去要求他，

有污點就封殺下架，真正應該被

道德上嚴格要求是掌權的人，卻

被輕輕放過，不是太扯了嗎？

這種人際關係準則的被扭

曲，很鮮明地體現在胡錫進為震

旦學院告密學生的辯解上。當網

上譴責聲四起的時候，胡錫進說

這個叫董迅的學生是吹哨人、不

是告密者。啥叫吹哨人？吹哨人

的對立面是來自權力的掩蓋，是

向公眾吹哨，警告公眾，是反抗

權勢。這個叫董迅的學生是在向

權力吹哨，向權力示警；它不是

揭露掩蓋，是幫著掩蓋。算哪門

子吹哨人？胡錫進這個辯解是典

型的黨文化話術，指鹿為馬、倒

黑為白，把告密完全扭到它相反

的意思去：說成吹哨人了。吹哨

需要的是反抗權勢的勇氣，告密

是諂媚權勢的齷齪。你覺得是一

件事嗎？今天說的兩件事，反映

出的都是在黨文化環境裡人際關

係準則的可怕歪曲。

王力宏終於在20日午間出面道歉了。 （Getty Images)

這兩天，一個叫做「玄武」

的拳擊手又一次實現了霍元甲、

陳真和黃飛鴻們只能在電影裡抖

擻的國威——他用失傳已久的武

林絕學王八拳差點打殘了日本拳

王木村翔，逼得對手受傷退賽，

著實威風了一把。

木村翔是誰？就是那個本來

是當配角，結果把奧運冠軍鄒市

明拉下神壇打回原形的前日本送

酒工，後來的世界蠅量級拳王。

玄武打著「為鄒市明報仇」

的噱頭羞辱了木村翔，但萬分不

幸的是，互聯網上的瓜眾卻幾乎

一面倒的不買賬，甚至把這場比

賽稱之為「中國搏擊的恥辱」、

「2021 年最噁心的比賽」，這是

為何呢？玄武，真名李玄武，原

為一名散打選手，後改打自由搏

擊，作為一名三流搏擊運動員，

他此前在網路上炒作過打敗韓國

跆拳道冠軍李政範以及單手單腳

打敗「詠春大師」李楓等，從而

作為一個網紅進入了大家的視

野。今年在某些商業機構的運作

下，在武漢組織了一場商業拳擊

賽，邀請已經在中國擁有相當知

名度木村翔前來和玄武比賽。

在國內目前的社會氛圍中，

可能和誰打不重要，關鍵是要挑

日本人，或者美國人，加拿大人

可能也行。就像國產的武俠片裡

面，大反派一定要產自日本黑龍

會、美國拳王或者俄國大力士。

雖然現實中我們誰也錘不過，但

是畢竟我們在橫店無數次把他們

錘爆了。但顯然光是在橫店抗日

已經不能滿足觀眾日益增長的愛

木村翔 你永遠打不過愛國的流氓木村翔 你永遠打不過愛國的流氓
國需求，還必須把場景在現實中

移植——所以近年來這種打著國

別對抗的商業表演賽特別火爆。

這場商業性比賽實際上一開

始就在挖坑。木村翔作為前「蠅

量級」拳王，身高 1 米 65，體

重只有 55 公斤，玄武身高 1 米

82，體重 67 公斤。我們知道拳

擊這種比賽，選手體重的差別直

接決定了體型和力量上的優勢，

嚴格地說，體重差距 12 公斤的

比賽在競技上至少相差了兩個量

級，本身就是極不公平的。

但更令人震驚的是，即便已

經事先佔了大便宜，但玄武還

嫌不夠。一場事前說好的拳擊

賽，玄武卻一上來卻完全不講規

則，手腳並用，在木村翔毫無戒

備的情況下使用自由搏擊的「摔

法」，繼而又用極度危險的抱腿

倒栽蔥——這個可能危及選手生

命的動作在自由搏擊中也是禁用

的。將木村翔頭頸著地，木村翔

受傷，當即憤而退賽。

如果當時不是木村翔反應較

快，頭部偏離，那麼極有可能摔

斷頸部，命斷拳臺。關鍵是整個

比賽過程中的裁判面對玄武的違

規，視若無睹，毫不制止，還直

接宣布玄武獲勝！用這種下三

濫的招數贏得比賽後，玄武毫

不知恥，甚至在自己的朋友圈

炫耀：「打日本，還需要什麼規

則嗎！？？他不死我睡不著覺

啊。」你看，流氓自從懂得為愛

國帶鹽，偷雞摸狗彷彿都有了為

民請命的豪情和正義。

這個武林龜孫也不算笨，看

得出來摸透了很多國人的心理。

把一場為錢而生的商業比賽上升

到為國報仇的高度，灑上一點愛

國的味精，總會有人買單。現場

無數欣喜若狂的觀眾就很受用，

完全是大仇得報的快感。既然

打日本人不需要規則，下次還

可以用另一招武林絕學「猴子偷

桃」，直接讓對手斷子絕孫，更

能彰顯中國舞術的博大精深。

在愛國金粉的掩映下，我們

熟悉的競技體育公平原則已經不

重要，重要的是不擇手段的勝

利。但凡有了民族大義的加持，

即便儘是下三濫的手段，也瞬間

轉化成了為國爭光的榮耀。

可憐的木村翔可能也沒有想

到，為了一點出場費來扮演橫店

大反派的倒霉角色，結果差點終

身殘廢。流氓導演和演員們完全

不按劇本來，直接衝著奪命的

狠招來。但即便如此，他的反

應卻很平靜，在推特上，他寫

道：「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

有壞人、好人、真誠的人和狡猾

的人。不要在這件事上恨中國

人。」自己差點被廢，還要為號

召自己的同胞理性看待，不要恨

那些在台下叫好的中國人。這樣

光明磊落的對手更襯出玄武的下

三濫。讓我作為一個看客也不由

得萬分羞愧。

當然，我想木村翔應該不

會再來中國打比賽或者跑龍套

了——如果他還想繼續自己深愛

的拳擊的話。即便他還相信中國

有好人，我也依然要勸一句：

木村兄弟別打了——至少別

來中國打了，你永遠打不過那些

愛國的流氓。（文章有刪節）

人與人之間無形之中有一個

階層的劃分，雖然這種劃分並不

是那麼明確。現代社會處於貧困

階層的人們聚在一起，一般的話

題是談論感情和道德，中產階級

的人們在一起則只談邏輯和利

益，處在社會最頂端的人們才會

談理想和未來。有人評論說，最

蠢的事不外乎與貧困的人講邏

輯，與中產階級人談理想，與處

於社會最上層的人談感情。因為

這三個群體兩兩之間不可能有真

正的共同話題。

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人，每

天為一日三餐的溫飽所困，他們

做事判斷依賴道德和感情；中層

人除了升遷什麼都不考慮，升職

加薪買車買房之間沒有理想插足

的空間；上層人實在不缺感情，

大把人排著隊要當他們的兄弟和

馬仔，你一無所有只知道對他們

掏心掏肺，有如往大海裡潑水，

最多得到一朵水花作為表面回

應。上層人什麼都不缺，能打動

上層人的，是宏大敘事，是歷史

與時代的齒輪咬合聲，是偉大文

明相互碰撞的火星，是以一己之

力推動人類進步這一願景帶來的

激動戰慄。

中層和底層很難交流。交流

本身是一種拼拼圖式的過程 : 雙
方亮出自己腦袋裡的知識拼圖，

互通有無，從對方那裡找到自己

欠缺的部分，儘可能地去完成自

己的拼圖。想要完成這個拼圖，

需要匹配兩個元素，一是知識點

即拼圖片兒，二是邏輯。邏輯就

像拼圖上的圖案，告訴你你這拼

圖拼好後大概是個什麼樣子，提

示你該怎麼拼。

至於上層不愛跟底層交流，

那就更簡單了 : 底層人對著上層

人，能夠付出的唯有真心和陪

伴，也自然要求對方回饋真心和

陪伴。然而上層人實在是不缺小

弟和馬仔，最寶貴的就是時間和

精力。不同於日常中不可避免地

要和底層接觸的中層，上層人利

用財富可以徹底讓自己的生活與

底層人隔絕，身邊除了值得交流

的上層同仁，就是和顏悅色通情

達理的人形傢俱，避免種種毫無

價值的情緒消耗。

在中層眼裡，底層基本都是

有意或無意的槓精，有自知之明

願意接受幫助獲得提升的還好，

戰鬥意願巨強烈還專門找上門來

跟你辯論的，除了躲遠點真沒有

別的辦法。最底層的人一般不講

邏輯他聽不懂也不屑聽。而且這

種的人往往人多勢眾，氣勢洶

洶，邏輯錯誤如機關鎗般向你掃

射，根本接不過來。他們只要把

自己腦袋裡的錯誤觀念拋出來就

行了，你卻要真正動腦筋去拆解

梳理重構後用簡明易懂的文字去

給這個素不相識卻跟你有殺父之

仇的陌生人做啟蒙，雙方付出的

成本差太多，實在是費力不討好

之事。（文章有刪節）

◎文： 李林

為什麼不同階層的人為什麼不同階層的人

完全沒有共同的話題？完全沒有共同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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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波新冠變種病毒

來勢洶洶！香港港大醫學

院近日研究發現，新型冠狀

變種病毒Omicron，相較
Delta及原始病毒，在人類
支氣管組織複製得更快，認

為短期內Omicron在全球
會取代Delta，成為主流病
毒株。WHO表示，單靠疫
苗根本無法擺脫此場新危

機。英國日前已出現單日新

增近10萬確診案例，成為疫
情重災區。

◆美軍各軍種開始開除那些

拒絕接種疫苗的官兵，約多達 2
萬名現役軍人因拒絕接種疫苗將

被開除。根據美軍各軍種提供的

數據，雖然至少有 3 萬名軍人

尚未接種疫苗。但是其中數千人

提出的臨時、永久或行政豁免的

請求已獲批准，在其餘 2 萬名

左右軍人當中，有數千人正在設

法通過各自的豁免程序，或者已

斷然拒絕接種疫苗，這個數字大

約占到130萬現役軍人的1.5%。

◆美國、日本等國家已經將

晶元視為戰略物資。據熟悉情況

的人士透露，為努力限制中共獲

得先進技術，拜登政府正在考慮

對中國最大的晶元製造商中芯國

際，實施更嚴厲的制裁。正在審

議的提案，將收緊對總部設在

上海的中芯國際集成電路製造

Omicron變種或成主流病毒

體內狂複製                       
料成全球主流病毒

香港大學醫學院最新一項

研究顯示，新型冠狀病毒變異株

Omicron，相較 Delta 及原始病

毒株，在人類支氣管組織複製得

更快。領導本研究的香港大學醫

學院公共衛生學院副教授陳志偉

（Michael Chan Chi-wai）表示，

感染 24 小時後，Omicron 的病

毒量比 Delta 多近 70 倍，估計

比原始病毒株更高近 100 倍，病

毒量越大，傳播力就越高。他認

為短期 Omicron 在全球會取代

Delta，成為主流病毒株。

陳志偉指出，研 究又發

現 Omicron 於肺部組織的感染

遠比原始病毒株低，但不代表

Omicron 帶來的威脅較少，不

少重症病人並非只出現肺部感

染，亦會有不正常的免疫反應，

Omicron 有機會引致更多重症

及死亡。不過陳志偉強調，「重

症」不只取決於病毒複製速度有

多快，同時也會因患者的免疫

反應有所差別，尤其是否造成

大量免疫細胞反應過度後失控

（cytokine storm，又稱「免疫風

暴」），進而在肺部引發嚴重發

炎症狀，導致重症死亡的情況，

仍需謹慎觀察。

此外，學者認為 Omicron
恐有機會逃脫中和抗體，這也是

迅速傳播的重要關鍵之一，畢竟

它很有可能在已完整接種疫苗

的人群之間，繼續完整且瘋狂

地傳播。Omicron 引發的症狀

也與早期變種不同，英國國民

保健署 (NHS) 報告指出，染上

Omicron後會出現 5種新症狀，

喉嚨沙啞、乾咳、極度疲倦、輕

度肌肉痠痛、盜汗。與 Delta 的

發燒、嗅味覺喪失、持續咳嗽不

太一樣，病情似乎較輕。

WHO：單靠疫苗無法擺脫
世界衛生組織主席譚德塞

14 日表示，目前全球已有 77 個

國家和地區出現了 Omicron 之

確診個案，依據該病毒株的傳

播速率，WHO 預測，Omicron
的疫情在未來的數星期將會達至

頂峰，蔓延之快前所未見。

該病毒 11 月中才在南非發

現，但卻僅一個月就使人措手不

及。英國近日增加 7 萬多起病

例，倫敦確診病例中 Omicron
變異株約占六成。歐盟警告明

年 1 月 Omicron 將 成 歐 洲 主

流毒株。但現今大多數國家對

於 Omicron 病毒皆認為它較為

溫和，以致不太在意，此點讓

WHO 感到相當擔憂。WHO 表

示，根據目前情況，Omicron
傳染力比 Delta 更強，且會削弱

疫苗效力。秘書長譚德塞還稱，

光是單靠疫苗根本無法讓任何國

家擺脫此場新危機。

加強劑恐僅擋2個月               
症狀不比Delta輕
英國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的

研究發現，目前尚無證據表明

Omicron 之危害性比 Delta 低，

而之前染疫產生的抗體也幾乎

無法抵禦 Omicron，經施打 2
劑疫苗的防護力亦低於 20%，

由此顯示 Omicron 對於公眾健

康，已經構成重大且緊迫的威

脅。儘管加強劑可避免近 80%
的有症狀感染，但加強劑的效力

或許也僅能維持 2 個月而已。

根據外媒報導，倫敦帝國

理工學院在至今規模最大的

Omicrom 免疫逃脫之研究中，

針對英格蘭於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1 日期間，經 PCR 檢測確

診為陽性的全部病例，而後展開

追蹤研究之後發現，雖然現今感

染 Omicron 後出現重症住院的

人數並不多，不過並沒有證據能

夠表明，Omicron 患者之嚴重

程度與住院率比 Delta 還低。

據研究團隊的估計，Omic-
ron 的再感染風險為 Delta 變

種病毒的 5.4 倍之多，且人們

在染疫後所產生的抗體，在抵

禦 Omicron 之效力可能低於

19%。這與打過 2 劑的 AZ 或

者輝瑞（BNT）疫苗之防護力

差不多，研究團隊估計認為，施

打 2 劑 AZ 或者輝瑞疫苗之後

的防護力，僅介於 0 到 20% 之

間。領導該項研究的教授佛格

森（Neil Ferguson）表示，此

研究提供了進一步的證據，亦即

顯示 Omicron 極有可能會躲過

感染過 COVID-19 或者疫苗接

種所產生的保護力，也就意味著

Omicron 對於公眾健康構成重

大而緊迫之威脅。

這3種疫苗無效對應
南非發布的一項大型研究

中顯示，在預防感染 Omicron
上， 注 射 2 劑 輝 瑞 /BNT 疫

苗， 只 能 提 供 33% 保 護 力；

牛 津 大 學 研 究 人 員 在 13 日

發現，打 2 劑阿斯特捷利康

（AstraZeneca,AZ） 疫 苗 對 於

Omicron 幾無防護力。

美國華盛頓大學和瑞士製藥

商 Humabs Biomed SA，在一

份尚待同儕審查之研究中指出，

中國國藥（Sinopharm）、嬌生

及俄羅斯的衛星 -V（Sputnik-V）

COVID-19 疫苗，幾乎皆對付

不了這個高傳染性與高突變的

Omicron。
研究中指出，接種 2 劑國

藥疫苗的 13 人之中，只有 3 人

體內能產生應對 Omicron 的中

和抗體；而接種單劑型嬌生的

12 人中，僅有 1 人產生抗體；

接種 2 劑 Sputnik 疫苗的 11 人

之中，竟沒人產生中和抗體。因

此，研究人員認為打加強針確有

其必要。

單日10萬確診               
英成重災區

最早宣布「與病毒共存」全

面開放的英國，近日確診數不斷

攀升、創下新的紀錄，18 日傳

出單日確診 9 萬 418 人，光倫

敦就有 2 萬 6 千例，全國確診

數近三成為 Omicron。倫敦市

長薩迪克（Sadiq Khan）表示

非常擔憂，並宣布倫敦進入「重

大事件」。根據地方政府 18 日

的數據顯示，倫敦醫院有 1534
名新冠患者，比上一週增加了

28.6%，平均每日有 200 人入院

治療；且 18 日英國單日 125 人

死亡為紀錄上第二高，Omicron
病毒被視為取代 Delta 成為現在

英國主流病毒。

美國目前疫情也十分嚴

峻。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

（CDC）20 日表示，高度變種

的 Omicron 已在全美各地被檢

測到，而且已經超越 Delta 病毒

株。在截至 18 日的當週，估計

73% 確診案例是感染 Omicron。
CDC 表示，在美國許多地區，

Omicron 在染疫者的占比更超

90%。CDC 指出，近日還是美

國主要流行病毒株的 Delta 病毒

株，現在在經定序確診病例中的

占比已消退至約 27%。

英國已成 Omicron重災區，當局正在加速推動第三劑加強劑。

（Getty Images）

有限公司的出口規則。如果這

項提案被採納，應用材料公司

（Applied Materials Inc.）、 科

磊公司（KLA Corp）和泛林集

團（Lam Research）等公司可

能會發現，他們向中芯國際提供

設備的能力將受到嚴重限制。目

前的規則規定，製造先進晶元的

「唯一需要」的機器不能出口。

會議上審議的這項提案將把這一

規定改為「能夠使用」，這將包

括也用於製造不太先進的電子元

件的機器。

◆德國一艘軍艦 12 月 15
日駛入南中國海，這是近 20 年

來的第一次。此舉顯示德國和其

他西方國家，對中共咄咄逼人的

軍事擴張行動深感不安，試圖加

大在印太地區的軍事力量，以平

衡中共的強勢。德國國防部發言

人在柏林表示，這艘德國海軍艦

艇正在前往新加坡的途中，然後

會駛往南中國海。這次行動預計

會持續數日。這艘軍艦是巴伐利

亞號巡防艦（frigate Bayern），
這是德國從 2002 年以來向這一

地區派出的第一艘軍艦。南中國

海是世界的一條重要貿易通道，

歐洲對外貿易中大約 40% 的貨

物從這裡通過。

◆俄羅斯在與烏克蘭臨近處

大量屯兵之際，北約高級將領建

議北約，在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

強化軍事存在。路透社 12 月 18
日報導指出，按照北約歐洲盟軍

最高司令托德．丹尼爾．沃爾特

的相關建言，北約應當擴張其

已在進行當中的「強化前沿」行

動。在這一行動之下，北約已經

向波羅的海國家和波蘭東部派駐

了部隊。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

格 17 日曾指出，北約將「不斷

評估需求，衡量北約是否需要做

出調整，包括該地區東南部的存

在。不過英國國防大臣在最新採

訪中，就烏克蘭與俄羅斯邊境緊

張局勢向英媒表示，如果烏克蘭

被俄羅斯入侵，英國或其盟國不

太可能出兵保衛烏克蘭，因為烏

克蘭「不是北約成員」。

◆澳大利亞政府的一份最新

統計報告說，澳大利亞本年度的

資源和能源出口淨收入將達到

3790 億澳元，比上一年創紀錄

的 3100 億澳元超出 690 億。得

益於世界能源緊張導致的商品價

格高漲、澳元走低以及礦產開闢

新市場等有利條件，澳大利亞的

出口出現強勁反彈。而作繭自縛

的中共因大幅缺燃煤導致電荒，

同時礙於面子不直接恢復進口澳

大利亞的燃煤，卻通過中介以高

出一倍的價格購買澳大利亞的燃

煤。

◆美國國務院負責經濟事務

的副國務卿何塞．費爾南德斯，

12 月 16 日在出席第 5 屆美韓

民官合作經濟論壇開幕式時，於

首爾舉行的記者會中強調，韓美

經濟合作是實現韓國、亞太地區

乃至世界和平安全的根基。他表

示，美國希望構建可信賴的網

絡，正就構築 5G 網絡事宜與韓

方進行討論，預估韓國企業將有

機會參與其中。韓媒分析認為，

這番言論為在國際供應鏈重組之

際牽制中共的一環，並以此拉攏

韓國。韓國外交部表示，韓國無

疑是美國的最佳合作夥伴，雙方

正積極促進在網絡安全、人工智

能、6G、量子技術方面的交流。

◆丹麥與巴爾幹半島國家科

索沃 20 日簽署協議，同意以每

年 1500 萬歐元租用科索沃 300
間牢房，以舒緩獄中囚犯過多的

問題。丹麥指出，送往科索沃的

囚犯，會是服刑期滿將被驅逐出

境的外籍罪犯。根據兩國簽訂的

協議，丹麥自 2023 年起會把囚

犯送至科索沃。兩國的聯合聲明

中提到，協議初步有效期 5 年，

且有可能自動延長 5 年。

寰宇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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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庫裝潢  廚房浴室

全屋翻新  一步到位

SUNLIT RENOVATION LTD.

新亮裝修有限公司

200萬工程保險 員工保險WCB

陳生：403-708-6868

◎ 文：  宇真

的最嚴監管令，要求學科類培訓機構統一

登記為非營利性機構，不得上市融資，資

本化運作，禁止寒暑假與週末補課，限

制補課時間在晚上 8 點半（線上為 9 點）

前結束。此外，政策對培訓機構的資金監

管、培訓內容和師資管理作出了更嚴格的

規範。 雙減政策直接動搖了以好未來為

代表的教育公司的商業模式，引發教育板

塊股價大崩盤。今年過後，好未來在中國

內地的 K9（學前至初中）學科培訓業務

將全面停止，這意味著超過八成的營收將

基本蒸發，校區已大批量關停，僅保留數

十所用作素質教育。 12 月 17 日，好未

來市值僅餘 27 億美元，暴跌近 95%。

很大程度上，教培業是一個被資本

「催肥」的行業。資本大規模進入教培行

業始於 2015 年，2018-2020 年達到高

潮，六年投向 K12 教培的資本總額 1294
億元，2020 年高達 640 億元。在巨額資

本支持下，頭部教培公司大舉燒錢營銷，

家長的焦慮也水漲船高，教培行業的泡沫

迅速吹大，成為創業者和資本方都趨之若

鶩的「快生意」。

4、滴滴：賭命上市，聽天由命
2021 年遇到麻煩的互聯網公司很

多。阿里巴巴因為「二選一」被罰款 182
億元，美團因為「二選一」被罰款 34.4
億元，騰訊遊戲業務遭遇多次輿論批評，

但 2021 年最痛苦的互聯網公司還是滴

滴。滴滴今年 6 月 30 日在紐交所上市，

上市僅三天，就遭遇北京下令的互聯網安

全審查，停止新用戶註冊；上市後第五

天，滴滴旗下 25 款 APP 就因「嚴重違法

違規收集使用個人信息問題」被下架，至

今仍未恢復上架。

上市後 5 個月，12 月 2 日，滴滴公

告稱準備退市，並尋求港股上市。滴滴

上市當天，市值為 678 億美元，12 月 17
日的市值是 303 億美元，5 個月的時間

下面這十家，是我們認為在 2021 年

壓力最大的大型公司，他們都是所在行業

的龍頭公司，至少是區域龍頭。

當然，在任何時候，中小企業的壓

力都比大企業更大，他們的痛苦容易被

忽視，他們的生死容易被忽視，都是因

為體量小、聲量小，這也正是很多中國

企業家拚命做大的原因，因為他們相信

大就不會倒。

2021 年發生的事情再次證明了這一

點，但重要的變化是：企業不倒，不意味

著企業家不倒，也許企業仍叫這個名字，

但已與之前的企業家無關。

在中國的市場環境下，出清製造麻煩

的人比出清製造麻煩的公司更難，2021
年的新變化是一個好的變化。

1、大眾中國：落魄汽車新時代
2021 年，中國市場的前十大車企

中，上汽大眾和一汽大眾的銷量下滑最

劇，分別下降了 18% 和 13%。 伴隨著

銷量下滑，上汽大眾地位顯著下降，市場

排位由此前多年的第二降為第五（2021
年前 10 月），本土車企吉利躍居亞軍，

長安升為第四，第三為上汽通用。一汽大

眾雖然保住了銷量冠軍，但其競爭力在

2021 年顯著惡化。 1-10 月，一汽大眾旗

下主力品牌奧迪銷量同比下降 1.1 萬輛，

主力車型寶來和速騰銷量排名由 2020 年

的第五、第六位，下降至第九、第十位。

大眾集團已決定更換中國區業務負

責人，現任大眾中國 CEO 馮思瀚將離

職，大眾集團乘用車品牌負責人 Ralf 
Brandsttter 將於 2022 年 8 月 1 日接手中

國業務。

大眾中國的退步是內因外因共同作用

的結果。外因是 2021 年新能源車銷量突

然提升，深刻改變了中國汽車市場格局。

內因則是大眾中國面對行業新環境準備不

足，應對失措。從中國市場的數據看，雖

然同樣面對巨變的行業環境，但 2020 銷

量前十的其他合資車企，2021 年的下滑

幅度都比大眾小得多。

2、華為：營收下滑逾三成
進入被美國制裁的第三年後，華為疲

態盡顯。兩大營收主力消費者業務幾近腰

斬，運營商業務也增長停滯。受到海外地

緣政治風險外溢和疫情影響，華為海外營

收一蹶不振，曾經利潤最高的手機業務則

已掉出國內前五，基本告別了 5G 戰場。

財報數據顯示，2021 年前三季度，

華為實現營業收入 4509.71 億元，同比

下滑 32.14%；淨利潤 463.71 億元，同

比下滑 14%。其中，2021 上半年，受到

制裁影響最大的消費者業務收入為 1357
億元人民幣，同比下滑 46%，運營商業

務業同比下降 14.2%。企業業務雖然同

比增長 18.2%，但基數過小，總量只有

429 億元，無法填補主力業務的下滑。 
設計出的先進晶元無法製造，是華為當前

所有痛苦的核心。 2020 年禁令生效前，

華為囤積了大量晶元，此後華為的應對可

以概括為：將有限的晶元儲備投入到消耗

少、利潤高的業務，相反的產品線則不得

不後退。

不過，雲業務已實質性成長為華為新

的營收主力。過去一年裡，華為雲的增速

足以令中國另外兩大雲巨頭阿里和騰訊感

到不安。根據諮詢公司弗若斯特沙利文的

數據，2021 年上半年，華為雲在中國公

有雲市場已升至第二，僅次於阿里雲。

3、好未來：未來在哪裡？
好未來，中國規模最大的 K12（幼

兒園至高中階段）校外培訓公司，擁有

學而思培優、學而思網校、愛智康等風靡

城市中小學家長圈的子品牌，市值最高達

到 580 億美元，2021 財年營收增長約六

成至 13.6 億美元，平均每季度註冊學員

數量超過 467 萬，在全國 110 個城市共

有 1098 個學習中心。

然而，一切盛況因為一紙「雙減」文

件（《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

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而中

止。這是針對義務教育階段學科培訓下發

2021年，世界經濟仍籠罩在疫
情陰影下。如果把目光移到微觀世

界，我們就會發現，今年公司層面的

慘烈程度遠超去年，雖然2020年中
國GDP的增長率只有2.2%。

2021年中國十大痛苦公司(上)財經 
評析

Sunridge Superstore Lottery

加拿大樂透獎券專賣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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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售樂透獎券及各類博彩游戲咭

祝各位讀者心想事成！

專業配鑰匙
多種鑰匙坯可選

Getty Images

成功診治
來自三十二年的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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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週七天：上午11點∼下午6點（接受針灸按摩公司保險、WCB ）

主
治

中醫 ‧ 中藥 ‧ 針灸 ‧ 按摩 ‧ 拔罐和耳針

‧ 神經系統疾病（抑鬱焦慮，疼痛麻木，中風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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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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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年卡城中醫師

8 年北京中醫藥大學醫療系學士碩士

23 年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經驗

冼慧
中醫師
註冊針灸師
註冊按摩師

掃 碼 看 視 頻
學養生 更輕鬆

【慧聊養生】

裏，市值縮水大半。滴滴並不是今年市值

縮水最嚴重的互聯網公司。短視頻公司快

手在從今年 2 月至今，市值縮水 80%，

但快手面對的是趨於飽和的行業和快速攻

城略地的競爭對手 , 滴滴在網約車領域是

有絕對優勢的第一名。

雖然滴滴已經確定了退美股、轉港股

的計畫，但政策監管對於滴滴的影響遠未

結束。一款面向 C 端用戶的 APP，停止

新用戶註冊、APP 下架的狀態如果持續

下去，會嚴重影響用戶增長。

5、「亞洲鋁王」中國忠旺呼救
2021 年 10 月 15 日，中國忠旺稱已

出現嚴重經營困難，無法依靠自身力量解

決當前問題，同日該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

董事辭任。 12 月，恆生指數將中國忠旺

從恆生綜合指數、恆生港股通指數等分類

指數中剔除，深交所將其移出港股通股票

名單。

中國忠旺及其下屬公司統稱忠旺集

團，1993 年成立於遼寧省，2008 年號稱

成為全球第二大、亞洲最大的工業鋁擠壓

產品研發製造商，以工業鋁擠壓、深加

工、鋁壓延為三大業務。

2009 年 5 月，中國忠旺在香港聯交

所上市，創造了 2008 年金融危機以來的

全球最大 IPO，持股超 70% 的創始人劉

忠田也一躍成為中國內地新首富。

中國忠旺股票於 2021 年 8 月 30 日

停牌至今，半年報同樣延期至今。該公司

停牌前收盤價為 1.68 港元 / 股，較 IPO
時的 7.076 港元定價縮水近八成，總市值

不足 100 億港元。

從產業環境來看，受益於需求大增，

今年以來多家鋁型材公司業績強勁增長，

過去業績還算光鮮的中國忠旺卻在此時出

現嚴重經營困難，令人意外。目前外界仍

在消化這一消息，並等待該公司披露具體

原因。（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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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隅心

我們現在說人「衣冠
禽獸」通常是在罵他人模
人樣卻做不入流的事，但
在明代中期以前，衣冠禽
獸卻是一個令人羡慕的
詞語，因為按照明代的規
定，當時的官員穿的袍子
(補服)上是「文禽武獸」，
只有「當官的」才能穿上繡
著飛禽或走獸等多款補子
的官服，而且等級不同還
有不同的圖案。

「衣冠禽獸」的由來

衣冠禽獸，顧名思義是指

穿戴著衣帽的禽獸，而衣冠禽

獸一詞在辭海和成語詞典等很

多工具書中，幾乎都被解釋為

貶義，例如明代陳汝元《金蓮記

･ 抅釁》，「人人罵我做衣冠禽

獸，個個識我是文物穿窬。」我

們也會以衣冠禽獸來比喻品德

敗壞、行為如同禽獸的人。

不過，衣冠禽獸一詞，其

實是源自明代官員的服飾。古

代皇帝自稱真龍天子，最能襯

托皇帝「龍形象」的東西當然

就是禽和獸了，所以明代官員

的服飾規定，文官的官服上繡

禽，武將的官服上繪獸，「衣冠

禽獸」在當時遂成為文武官員

的代名詞。由此看來，「衣冠禽

獸」真真是一種良好象徵了。

那麼，古代官袍上有出現

哪些飛禽和走獸呢？

眾所周知，明代官員分為

九品，服飾則按照官階的品級

有著嚴格的規定，用衣服上繡

繪飛禽走獸的補子，來區分官

階的制度，補子就是一塊縫在

官員服裝上的布，上面所繡的

不同禽獸，代表了一個人官位

的大小，所以古代官員穿的袍

子也叫「補服」，「補子」作為

官服上的等級標誌用了近 600
年，成為等級制度、尊卑高下

最突出的代表。

明代服制文武官員的袍子

分為三種顏色，補子是文禽武

獸，九類文官補子上的九種飛

禽從高到低分別為：仙鶴、錦

雞、 孔 雀、 雲 雁、 白 鷳、 鷺

鷥、鸂鶒、黃鸝、鵪鶉，而武

將則是獅子（一品和二品）、老

虎、豹子、熊、彪（六品和七

品）、犀牛、海馬。

	 東亞文化圈的日本有

一本改變近代日本的商業

聖經——《論語與算盤》

（論語と算盤），「論語」

指的是孔夫子的語錄，「算

盤」指的是商業之道。商

業之道是「人生之道」其

中之一，《論語》所指導

的「人生之道」如何在商

業界一展長處呢？

《論語與算盤》—— 
日本商業之道的經典

《論語與算盤》的作者澀澤

榮一到底是何許人呢？你知道

嗎？從 2024 年開始，在日幣最

大面額的鈔票一萬元上就要出

現澀澤榮一的人物像。想必他

對現代日本的成就肯定有巨大

的影響。

澀澤榮一對現代日本的商

業「算盤」發揮巨大的影響，但

其利基卻是奠定在中國《論語》

之上，他提倡「一手《論語》，

一手算盤」，同時兼顧義與利發

展了日本的現代經濟。澀澤榮

一說：「我始終認為，算盤要靠

《論語》來撥動。同時，《論語》

也要靠算盤，才可以從事真正

的致富活動！」 他運用《論語》

中的思想來指導企業經營學是

成功了。

在《論語與算盤》中，他總

結自身的成功經驗 ，告訴人

「求利」其實並不違背至聖先師

的古訓，可以儘管放手追求「陽

光下的利益」，且只有秉持誠信

賺取合理財富，懷抱「公益即私

利」的精神，才能使經濟活動

長久永續。他強調將「士」的操

守、道德和理想，與「商」的才

幹與務實，培養「士魂商才」，

而「士」魂就是《論語》倡導的

知識分子的道德精神。他比任

何人都更早發現「經營管理的本

質就是責任」。在日本企業中

建立終生制的企業倫理，也是

這種精神的發揚。

《論語與算盤》被奉為日本

現代的「商業聖經」，日本的精

英視此書為「義利兩全」的經典

之作，是人生、道德、財富兼

具的跨時代指引。澀澤榮一則

被稱為「日本企業之父」的傳奇

人物。

日本企業之父

澀 澤 榮 一（西 元 1840—
1931 年）生在日本德川幕府

末期，歷經明治、大正和昭和

時期。他出生在富裕的農商家

庭，父親除了種植和養蠶之

外，還兼作藍染原料的買賣。

澀澤榮一從農家子到活躍

的武士（幕臣）、務實的官僚，

轉身成為精進的實業家，擁有

「日本企業之父」、「日本金融

之父」、「日本現代文明的創始

者」等等讚譽，是日本在國際上

崛起的關鍵人物，而其聲名迄

今仍無比響亮。

在他五、六歲時，父親以

《三字經》為他啟蒙，並教他學

習漢字、誦讀漢書。七歲的他

正式拜師，十歲時，已經熟習

《四書》、《孝經》等等中國傳統

典籍。這個童年時期的學習所

內化的思想養分與道德倫理價

值觀，成為他往後開創人生的

重要基礎，也成了他一生力行

的企業準則。

他曾說：「做人處世之道雖

然十分艱難，但若能熟讀《論

語》，便能有許多領悟。因此，

我一生尊信孔子的教誨，同時

更以《論語》為金科玉律，不離

左右。」

青年時期，擔任德川幕府

幕臣的他隨隊出訪法國舉辦的

萬國博覽會，之後在留歐一年

半的時間裡，他學了法語，又

參訪了歐洲多國企業和企業經

營領導，見識現代商業經營的

模式與體制。這一趟出訪的深

刻體驗激發他導入西式企業與

國際貿易體制進入日本。在他

手中創建企業 500 餘家、公共

事業 600 餘項，並主持建立日

本近代的銀行、工商、教育等

各種組織模式和制度規範 。
澀澤榮一在經營企業的過

程中，他並不是全盤西化，而

是以「一手《論語》，一手算

盤」，建立一套完善的日式產業

倫理和管理經營準則。他的這

種企業經營指導思想不僅存在

於他創辦的企業之中，還促使

日本經濟現代化健步走上成長

大道。

他在書中「唯有王道」一節

中說：「如果富豪（資方）和

貧民（勞方）都能本著王道，

也就是本著人類行為的準則行

事，我認為這將遠勝過百條法

律、千條規則。」「勞資雙方一

團和氣」，正是他以倫理道德營

造勞資雙方關係所展現的結果。

《論語》和日本文化 
的淵源

讓我們在此回溯一下《論

語》和日本文化的淵源。從日本

德川幕府往上追溯到六七世紀

的日本飛鳥時代，神州中國的

文化等於是當朝的殿堂之學。

當時日本的聖德太子（西

元 574 年—622 年）多次派遣

「遣隋使」從隋朝直接輸入學問

經典、政治制度文獻和佛經，

成了「遣唐使」的先鋒。聖德太

子所作的日本最早的憲法——

半部論語治天下
《憲法十七條》，不是法條，而

是以道德理念來規範君王與臣

民的典範，內容大量來自中國

儒家及法、墨家的經典，又以

儒家經典最多，當然《論語》也

在其中。

針對聖德太子的《憲法十七

條》，已故日本學者神田喜一郎

和大庭脩都表示，此書融合涵

蓋了中國的《毛詩》、《尚書》、

《禮記》、《左傳》、《孝經》、

《論語》、《孟子》、《管子》、

《墨子》、《荀子》、《韓非子》、

《史記》、《文選》等古代重要思

想、文史著作。

這種風尚引領其後的奈

良、平安時代的唐化步履，把

古代日本文化推向高峰的黃金

時期。

進入十七世紀初，孔子與

《論語》又在日本德川幕府時

代備受推崇，在德川儒者中，

古學派大師伊藤仁齋（西元

1627—1705 年） 推崇《論語》 
為「最上至極宇宙第一書」，盡

人皆知。伊藤仁齋認為，《論語》

是實踐的道德規律，他的倡導

使《論語》更適應於日本以「實

學」為導向的思想風土，為儒學

滋養近代化日本開路。

《論語》在中華 
傳統文化中的地位

回過頭來看看《論語》在中

華傳統文化中的地位與展現。

《論語》是儒家思想的經典，內

容以孔子的「仁」道思想為核

心，乃是涵蓋修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等等層面的人生指

南。春秋戰國時代，百家思想

爭鳴，漢代之後，《論語》的地

位在漢武帝獨尊儒術的政策中

拔得頭籌。

漢武帝聽取董仲舒建議罷

黜百家，獨尊儒術，作為施政

的思想指導，並且專立五經博

士。漢朝之後的統一王朝隋

朝，以及中華文化登峰造極的

唐朝之精神淵源，也以孔子、

董仲舒一脈相傳之文治思想為

治道。五經博士通經致用，會

通古代歷史知識，在現實社會

中加以應用治世。

《新唐書》記載，唐高祖

武德二年，下詔在國子學立周

公、孔子廟； 貞觀二年， 唐太

宗尊崇孔子為先聖，並大興儒

學，奉儒學的道德思想為治世

圭臬。《舊唐書》記載，唐太宗

「大徵天下儒士，以為學官」，

國子學中學生能通一大經以上

的都能被任為小吏，從而「儒學

之盛，古昔未之有也」，人才濟

濟，升堂講學的達八千餘人。

想想古今中外，能有多少

這樣的泱泱「大學」！當時許

多外邦慕名而來，如高麗、百

濟、新羅、高昌、吐蕃等諸國

酋長，都遣送子弟入了大唐的

國學。在儒學思想引導施政的

背景下，唐太宗的貞觀之治，

功德具隆，媲美成康之治，輝

爍古今，舉世共仰。

半部《論語》治天下

宋朝開國，趙普以半部《論

語》，輔助宋太祖及宋太宗平

定、治理天下。據《宋史》記

載，趙普為人沉厚寡言，年輕

時學習法律的實用知識，判案

度刑，縝密細查，仁心為懷，

救活很多死刑犯，但對學術思

想很少涉及。北宋開朝，趙普

佐命有功，受宋太祖重用，從

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一直升

到宰相。當他在宰相任上時，

太祖常勸他多讀書。

於是，趙普從朝中返家後，

就把門戶關上謝絕外來的煩擾，

從書櫃中拿出書來，專心學習。

他讀著讀著，越讀越有心得，愛

不釋卷，有時一整夜不睡，就在

讀書中度過。次日到朝處理政務

時，好像有神力相助一般，處斷

迅捷，效率特高。等到他逝世

後，家人打開他的書櫃一看，發

現珍藏在其中的是《論語》二十

篇。從此，後世流傳下來「半部

論語治天下」這一句話。

在中國的歷史上，有一位

「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

相」的典範人物，他就是春秋時

代的名相范蠡，也是千金巨賈陶

朱公。他與孔子大約是同時代的

人。雖然他不歸屬於儒家，但是

他這位好德而富的典範，也是以

中華文化中最最崇尚的道德來規

範人生之道的好典範。

「半部《論語》治天下」不

是虛言，「《論語》與算盤行天

下」也得到鐵的實證。以道德

為道，條條是大道，處處都通

達。以損人為「得」，處處損

德，處處短路，怎能走遠？得

到的短暫利益又怎能與失去的

貴重之德相比呢！

由此獲悉，「衣冠禽獸」

當時曾經是一個令人羡慕的詞

語，可惜的是，到了明朝中晚

期，由於官場的腐敗，某些官

員貪贓枉法、欺壓百姓、為非

作歹，如同牲畜，老百姓就漸

漸地將「衣冠禽獸」這個成語作

為貶義詞來使用了。

衣冠禽獸的傳說

關於衣冠禽獸這一成語作

為貶義的由來，還有一說是出

自明代宋濂《燕書》中的故事：

「彼獸而人，汝則人而獸也！」

故事說的是齊國有個名叫

西王須的人，原做海運生意，

有一天船在海上遭遇到狂風巨

浪沉了，上岸後他覺得自己必

死無疑時找了個山洞準備自

盡，但他向山洞走去時，一隻

猩猩從洞裡面走了出來，拿了

些食物給他吃，晚上還怕西王

須凍死，讓山洞給他睡，就這

樣過了一年。

一年後某天海上突然開來

了一條大船，猩猩趕緊把西王

須護送到船上，西王須登船一

瞧，船上的人恰好是自己的朋

友，岸上的猩猩看到船要起

航，仍佇立在遠處望著大船，

不忍離去。但西王須卻對朋友

說，「我聽說猩猩的血可以染氈

布，過一百年也不會褪色，這

只大猩猩很肥大，為什麼我們

不登岸捕殺它？」西王須的朋

友聞聽此言，氣憤不已，「彼獸

而人，汝則人而獸也！」你如此

忘恩負義，不殺你留著有什麼

用？於是，命人張開口袋裝上

石頭「加頸，沉之江」，禽獸不

如的西王須不僅被沉入江中，

還留下了衣冠禽獸這一個專門

用來形容那些「穿著人的衣服卻

不幹人事的人」的成語。

澀澤榮一（中）與他的子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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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有位陰陽先生，慕名來到道教

勝地穹隆山遊覽。時值盛夏，赤日當

空。天氣炎熱似火，他從山上「雙膝泉」

往下走，來到鎮口一所茅屋前，已走得

汗流浹背、口渴難熬。忽遇一位老婦，

便拱手求水解渴。老婦答應立即燒來，

請他稍等片刻。先生急於解渴，便說：

「門後缸裡的涼水便可。」說完伸手用勺

舀水。老婦轉身抓了一把稻糠灑在水缸

裡，先生不悅，但也不便發作，舀水後

耐心吹開稻糠飲之。飲畢，三句話不離

本行，與老婦攀談起風水之事。老婦順

便請求他指點造新房的好房基，先生卻

故意選一絕地，指手畫腳地告以座落方

位，然後告辭離去。

數年以後，先生舊地重遊，頓見堂

堂新屋煥然改觀，正在猶豫，忽見老婦

從屋內走出，認出當年這位先生，熱情

地邀他入室請坐，說道：「多虧先生指

點，選中佳地造屋，自此田桑茂盛，閤

家康泰，日子過的紅火，正愁沒處謝先

生，不意先生竟再次駕臨。」於是設宴

款待，命家裡人一一向先生致謝。先生

卻疑慮滿腹，甚感歉疚，默然不語。老

婦見狀，覺得詫異，忙說：「我們這山裡

人待客，一向真心善意，記得那年先生

來此，我一時沒有茶水招待，怠慢先生

讓您喝涼水。當時，擔心您熱的氣喘吁

吁，突然急飲冷水，會出毛病，所以在

水面上灑了稻糠，使您耐心吹糠慢飲，

免於狂飲生病，當時未便說明，實在抱

歉。」聽了這一席話，陰陽先生頓時感到

無地自容，心想，自己以怨報德，太不

應該，於是吐露真情，說道：「其實風水

並不靈驗，歷來善有善報，勤勞致富，

今後我要改行務正，做個像您一樣誠實

善良的人。」於是捐資修築了這座小橋，

題名「善人橋」。

◎文：白雲飛

Once upon a time, a fengshui master 
traveled to Qiongnong Mountain, a 

place well known and long admired by 
Daoists. It was a sizzling hot summer day 
with a blazing sun high in the sky. The feng-
shui master climbed down the mountain and 
walked past a place known as “Two Knee 
Fountain.” He then came up to a thatched 
cottage located at the entrance of a town. He 
was sweating all over and very thirsty, and 
he could hardly bear it anymore. Suddenly 
he saw an elderly lady and quickly begged 
her for water to drink. The woman said that 
she would boil some water immediately and 
asked him to please wait for a moment.

  The fengshui master was eager to release 
his thirst so he said, “I will just drink the 
cold water in the big jar behind your door.” 
After he said that, he took the ladle to get 
the cold water. The woman turned around, 
grabbed a handful of rice chaff, and threw 
it into the water jar. The fengshui master 

was not happy but didn’t feel it was appro-
priate to lose his temper. After he got the 
water in the ladle, he patiently blew away 
the rice chaff before drinking it. After he 
finished drinking the water, he started to 
chat with the woman about fengshui mat-
ters. She asked him to help her pick a good 
location for the foundation of a new house. 
The fengshui master was angry with her 
for throwing rice chaff into his water, so 
he purposely picked a location that would 
lead the family to a bad outcome according 
to fengshui principles and told her exact-
ly how the house should be orientated. He 
then left.

  Many years later, the fengshui master 
went back to the mountain. He saw a dig-
nified new house at the place where he had 
instructed the elderly lady years ago to 
build, but he wasn’t sure who lived there. 
Just then she came out of the house. She 
recognized the fengshui master and warm-

ly invited him to come inside and take a 
seat. She said, “We are lucky that you gave 
us instructions concerning where to build a 
good house. Since then, our farm has done 
very well. All our family members are hap-
py and healthy. Our life is really good. We 
have always wanted to find you and give 
our thanks to you. To our surprise, you are 
here again.” She then prepared a banquet 
to honor him. She requested all her family 
members to personally thank him one by 
one.

  The fengshui master was deeply confused. 
He felt bad about what he had done before 
and grew quiet. The elderly lady then told 
him, “People like us who live in the moun-
tains treat guests with kindness and hones-
ty. I remember that last time you came. I 
did not have boiled tea or hot water to give 
you. You were going to drink the cold wa-
ter instead. I suddenly became worried that 
you would get sick from drinking a lot of 

cold water quickly when you were so hot 
and sweaty and had difficulty catching your 
breath. So I threw some rice chaff into the 
water. That way, you had to blow the rice 
chaff off and drink the water more slowly. I 
am sorry that I did not explain my reason to 
you at that time. I didn’t want to embarrass 
you.”

  Her explanation made the fengshui mas-
ter feel even more ashamed. He felt bad for 
having repaid her kindness with malice. So 
he told her what he had done and said, “In 
fact, fengshui does not always work. What’s 
always true is that good will be rewarded 
with good and hard work will be recog-
nized. In the future I will rectify my own 
behavior and become a kind and honest per-
son like you.”

  He then donated money to build a little 
bridge nearby and called it the “Kind Per-
son’s Bridge.”

「善人橋」的故事「善人橋」的故事

The Story of the “Kind Person’s Bridge”

北宋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和歐陽修

的《醉翁亭記》是中國古代散文的兩朵奇

葩，都是以「記」為題的抒懷達志之作，

都是為表述他們雖遭貶謫卻仍懷濟世安民

之心的散文名篇。兩位作者的人品、文

品、文風都有相似之處，其作品不僅記敘

寫景生動感人，議論說理更給人以啟迪和

借鑒，歷來受到人們的推崇。

憂國憂民 為官正氣

兩位作者寫作時處境有相同之處，兩

篇文章的寫作年代一致。范仲淹一生為國

為民，他文武雙全，曾帶兵戍守西北，

抵禦西夏，連敵人都說他「胸中自有百萬

甲兵」。「燕然未勒歸無計」、「將軍白

髮征夫淚」，就是他戎馬生涯時的真實寫

照。他任參知政事（副宰相）後，提出

十條治國建議，重在整頓吏治，因此觸怒

了權貴，受到誣陷，以莫須有的罪名被貶

到河南鄧州做知州。歐陽修為范仲淹辯

誣上書朝廷，誇讚范仲淹是「天下至公之

賢」，也遭到姦佞誣陷，被貶到安徽滁州

作太守。因支持范仲淹被貶的還有滕子京

等人。

《岳陽樓記》是范仲淹出知鄧州後的

第二年（即慶歷六年），岳陽樓重修工程

完工，被貶到岳州做知府的滕子京請范仲

淹作記，說：「山水非有樓觀登臨者不為

顯，樓觀非有文字稱記者不為久。」范仲

淹遂寫成此文。歐陽修寫《醉翁亭記》也

恰恰是這一年，此時他也已被貶到滁州作

太守，與琅琊寺的住持智仙和尚很要好，

智仙和尚專門為他在上山的路旁蓋了一座

亭子，歐陽修為人曠達，自稱「醉翁」，

便將所建之亭命名為「醉翁亭」。且與

民同游，「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

於是其筆下便出現了迴腸蕩氣的《醉翁亭

記》。因樓而記，因亭為文。樓亭有幸，

斯樓斯亭因記因文而名聞天下。

雖然遭到貶謫，面臨逆境，范仲淹、

歐陽修等人絲毫不計較個人的得失，始終

把眼光關注著百姓。所以文中他們都是

在堅持自己的理想，做到「為官一任，造

福一方」，為地方的百姓謀福利，政績卓

著。不到一年時間，滕子京使岳州「政通

人和，百廢俱興」；范仲淹在鄧州開倉賑

災、興修水利；歐陽修在滁州施行「寬簡

之政」和仁政愛民之策，使政治清明，百

姓安居樂業。

文思精巧 各盡其妙

兩篇文章文不甚長，但思想深邃，足

見結構技巧之高超。文風也很相似，都寫

得平實而有氣勢，清新流暢，既有圖畫

美，又有音樂美。一掃晚唐五代文壇浮華

輕靡的流風，建立了清新、秀美、剛健、

婉轉的文學風格。

范仲淹寫洞庭湖，只用了「銜遠山，

吞長江」寥寥數語，就盡數了洞庭湖的大

觀勝概。這一「銜」一「吞」，將洞庭湖

浩浩湯湯、橫無際涯的氣魄描寫得極其生

動。「岳陽樓之大觀，前人之述備矣」，

范仲淹沒有對岳陽樓的修建進行具體闡

述，也沒有泛泛鋪陳岳陽樓周圍的湖光山

色，而是另闢蹊徑，抓住遷客騷人登樓所

見所感，引出對「古仁人之心」的探求。

全文跌宕而又自然，有時似乎文意已盡卻

又峰迴路轉。景物描寫看似洋洋灑灑，卻

並非文章要旨，而是借其抒發自己之心胸

和抱負。

《醉翁亭記》則以「樂」字，金線串珠

般提挈全篇。寫朝暮之景，抒山水之樂；

寫滁人遊山，發遊人之樂；寫山肴野味，

表宴酣之樂；寫鳥啼婉轉，示禽鳥之樂，

更流露出太守身處「翼然臨於泉上」的小

亭，自我陶醉的同游之樂。行文走筆，

因「樂」展開，「醉」是現象，「樂」為

本質，「樂」是「醉」中之樂，「醉」則因

「樂」而醉。「醉」、「樂」一隱一現，前

伏後應，一氣到底，形成了謹嚴而完整的

藝術構架。

相傳文章寫成後，歐陽修虛心向人

徵求意見，他讀給一位樵夫聽，當讀到

「環滁四面皆山，東有烏龍山，西有大豐

山，南有花山，北有白米山」時，樵夫

說：「您文章的字好像多了點。我打柴上

山，站在南天門，放眼一望，四周都是

山……」頓時，歐陽修明白了，於是提筆

將前邊一串文字劃掉，換上「環滁皆山

也」五個字，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醉

翁亭記》言簡意賅的開頭，只這一句便總

括了滁州勝狀，也總領了全文氣勢。

文筆清新 駢散結合

兩篇文章語言句式有相通之處，都採

用了駢散結合的句式，參差錯落，婉轉有

力且都能抓住景物的特徵進行描寫。《岳

陽樓記》以單行散句為主，間以駢偶短

句，如「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未見洞

庭湖，已感其萬頃波濤，千里浩月。「日

星隱曜，山嶽潛形」、「沙鷗翔集，錦鱗

游泳」，使人有身臨其境之感。寫「霪雨

霏霏」的天氣，有陰風，有濁浪，白天

「檣傾楫摧」，夜晚「虎嘯猿啼」，是一

片蒼茫荒涼的景象，由此發出了「去國懷

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

矣」的嘆息；寫「春和景明」的日子，天

光、碧水、沙鷗、錦鱗、芷蘭、皓月，白

天陽光燦爛，晚上月色皎潔，是一片歡

樂明快的景象，又表達了「心曠神怡，寵

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的喜

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

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把豐富的

意義熔鑄到短短的語句中，字字有千鈞之

力。吟之，不得不感嘆文章句麗辭暢、音

韻鏗鏘。

《醉翁亭記》大量運用了駢偶句，長

短搭配，加強了韻律美。寫景抓住了朝

暮之景、四時之景的特點，用「日出而

林霏開」寫早晨，用「雲歸而岩穴暝」寫

傍晚，寫出了一天中景色的變化；用「野

芳發而幽香」寫春天，用「佳木秀而繁

陰」寫夏天，用「風霜高潔」寫秋天，用

「水落石出」寫冬天，無不抓住了景物的

季節特徵，也發出了「樂亦無窮也」的感

慨。

《醉翁亭記》除運用駢句，還注重大

量運用虛詞。全文用了二十一個「也」

字，用了二十五個「而」字，把詩一樣齊

整的句子斷開，讓它帶上散文的韻味。

這樣整散結合，使得文意層次分明，語

感節奏起伏，既有詩的意境，又有散文

的美感。如「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

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

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這裡

的「也」給人一種恍然徹悟，意韻悠遠的

滋味。

樂民之樂 憂民之憂

兩篇文章的寫作主旨相一致。雖都因

樓因亭而記，都不是寫重大事件，但其實

都是圍繞「先憂後樂」、「與民同樂」這

一人生和文學的主旋律來寫的，而他們的

心境完全是一脈相承和息息相通的。兩位

作者的思想同源於「民為邦本」、「仁者

愛人」等儒家傳統思想。

《孟子 · 梁惠王下》中說：「樂民之樂

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

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范仲淹從小就立下「不能利

澤生民，非丈夫之志」的誓言，並一生都

堅守這一信念。

相傳他童年時曾遇到一位相士，問

道：「您看我將來能做宰相嗎？」相士就

笑他：「年紀輕輕不要過份自負！」范仲

淹又說：「那您看我能否做醫生？」相士

驚訝地說：「怎麼相差那麼大？」范仲淹

回答說：「唯有良相與良醫可以救人。」

相士讚嘆道：「君仁心如此，真宰相

也！」正如歐陽修給范仲淹寫的墓碑文中

所說：「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譭譽歡

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

在《岳陽樓記》中，范仲淹抒發了「先

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高懷

宏志，成了流傳千古的名句。以古仁人為

榜樣，把人們從物質環境的優劣和個人的

得失中超脫出來，掙脫名利韁鎖，進入無

私的精神境界。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

遠，則憂其君」，這是范仲淹和歐陽修共

同的胸襟和心懷。歐陽修為官四十多年，

官聲清廉，愛民如子。雖因直言上諫屢遭

貶謫，仍堅持為民請命。他在文學觀點上

提出「文者以明道」，特別重視道統的修

養，提出「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提

倡簡練，平易自然的文風，對宋代和後代

文風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被稱為北宋文壇

的領袖。

在《醉翁亭記》中，歐陽修以其樸

實、醇厚和熱情抒發了寄意山水，與民

同樂的情懷。身處「翼然臨於泉上」的

小亭，「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山水之間

也」；「人知從太守游而樂，而不知太守

之樂其樂也」，意即人們只知道跟隨太守

遊玩的快樂，卻不知道太守是以能使人們

快樂而快樂啊。「樂其樂」、「同其樂」，

給世人展現出一幅人間祥和的畫圖。他在

滁州寫的另一篇《豐樂亭記》中也寫道：

「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

之安閑，……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

而喜與予游也。」

（文章取自明慧網，原標題為：〈讀

岳陽樓記、醉翁亭記有感〉。有刪改）

◎文：智真

古代兩大散文奇葩 影響著每一位中國人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B4 看大千 Cosmos 第 190 期    2021 年 12 月 23 日—12 月 29 日

太空垃圾：Shutterstock；信鴿、銀幣：公有領域；其他來源：ADOBE STOCK

埃及豔后是位科學家

◎文：藍月

在羅馬教廷內的棄嬰輪盤

◎文：天羽

太空垃圾

可製成飛船燃料    

一家初創公司正在研發回收

太空垃圾變成飛船燃料的技術，

製成的燃料可以用「太空加油

站」的形式提供給各國的飛船。

據《宇 宙 雜 誌》（Cosmos 
Magazine） 報 導， 成 立 於 南

澳大利亞的諾依曼太空公司

（Neumann Space），將把在太

空軌道上收集的金屬碎片垃圾，

變成飛船的燃料。

現在常用的太空燃料，像火

箭用的液態氧、離子引擎用的氙

氣，不僅生產成本高，從地球儲

存和運輸到太空的成本都很高。

諾依曼公司將開發燃燒金

屬、 弧 焊 式（arc welding，
用電弧產生的熱力進行焊接的

技術）推進引擎。該公司首席

執行官赫維 ‧ 阿斯捷（Herve 
Astier）說，他們開發的引擎，

通過燃燒金屬產生推力，最早明

年初安排進行可行性測試。試驗

設備將隨著澳大利亞的 SpIRIT
（航太工業—響應—智慧—熱納

米衛星）太空項目，一起升空

進入地球軌道。

作為一項新的研究方向，

10 月 17 日，在由科羅拉多礦

業 大 學（Colorado School of 
Mines）組織的國際會議上，好

幾家公司分別展示了它們的太空

垃圾回收業務。不久的將來，回

收利用太空垃圾，將形成新的產

業鏈。

克婁巴特拉七世（Cleopatra）
又稱「埃及豔后」。人們只知她美

貌、聰慧、風流，卻不知真實的

她其實是個科學家。

2004 年，美國「探索」新

聞頻道製作了一個專題，英國學

者由一批古文獻中發現，埃及豔

后既不妖豔也不淫亂，她是位富

有才華的古代數學家、化學家和

哲學家。

據美國「探索」新聞頻道報

導，英國倫敦大學學院埃及古物

學者奧卡薩‧艾爾‧達利，在

多年研究中發現了一批以前從未

引起關注的中世紀阿拉伯文獻，

經過翻譯後大吃一驚：文獻中記

載了許多有關早期埃及的歷史。

◎文：青蓮

12月25日，是西方最

重要的宗教節日——聖

誕節。全球160 多個國

家/地區、數十億人，在

這個日子裡用他們民族

自己的方式慶祝耶穌的

誕生。富有特色的聖誕

節傳統民俗，溫馨而有

趣。

1. 德國聖誕開集市

從 500 年前開始，每年的

耶誕節到來前之際，德國各個城

市都會舉辦聖誕集市，當地人和

遊客，可以在那裡購買手工製作

的紀念品和季節性主題的食品。

熱鬧溫馨的場面，讓人印象深

刻。

2. 美國聖誕穿花毛衣

美國的聖誕節花樣繁多，但

在過去的十年裡，誇張的聖誕毛

衣派對迅速走紅。那些聖誕毛衣

都是「很時髦」的設計：深淺不

一的紅色、白色和綠色，至少有

一個聖誕主題的圖案——雪人、

金屬絲、馴鹿或糖果，甚至還加

上 3D 絨球或鈴鐺等。人們穿著

這樣的毛衣參加家庭聚會，十分

的有趣。

3. 英格蘭聖誕去冬泳

英格蘭的聖誕節當天，在布

萊頓、海德公園、埃克斯茅斯等

地會有數千人聚集，參加每年一

度的聖誕冬泳活動。他們穿著泳

衣，戴著聖誕帽，跳入寒冷的水

域，除了慶祝節日，還有很多人

是為了慈善籌款。

4.日本聖誕吃肯德基

日本慶祝聖誕節的方式，最

流行的就是在聖誕節的家庭聚餐

中，選擇肯德基炸雞作為主題食

品。聖誕節前，日本各地的家庭

都會提前訂餐，或是直接前往當

地的 KFC 餐廳享用特別的平安

夜大餐。

5. 挪威聖誕藏掃帚

挪威的平安夜傳統之一，是

將所有掃帚藏在房子裡。幾百年

前，人們認為女巫和惡靈會在平

安夜找掃帚來騎，所以主婦們都

會把掃帚藏在最安全的地方。這

個傳統已經延續了幾個世紀。

6.委內瑞拉滑冰去教堂

委內瑞拉首都卡拉卡斯，人

們在回家享用玉米粉蒸肉的聖誕

節大餐之前，都會穿著旱冰鞋前

往教堂。

許多城市的街道從早上 8 
點就開始禁止車輛通行，這樣人

們就可以安全地滑冰到達教堂。 

7. 捷克聖誕預測健康

捷克的聖誕節，人們會在晚

溫馨有趣的聖誕節傳統        

餐期間，用切開的蘋果或核桃，

預測來年的健康狀況。如果蘋果

核的橫切面呈現出「星星狀」，

來年會很健康。若出現十字架，

表示有厄運。 核桃打開後，如

果果仁健康新鮮，是個好兆頭，

否則霉運當頭。

8. 菲律賓聖誕賽燈籠

在平安夜前的星期六，菲律

賓聖費爾南多市的 11 個村莊，

在一年一度的比賽中製作燈籠。

燈籠一開始是小而簡單的作品，

但發展到現在，燈籠做的越來越

精緻和巨大。有時，萬花筒圖案

的燈籠會接近 20 英尺。

9.芬蘭聖誕蒸桑拿

聖誕桑拿，是芬蘭最古老的

聖誕傳統之一。在芬蘭，許多家

庭都配備了自己的桑拿浴室。不

但每個人都會在聖誕節前夕的下

午洗桑拿，還用蠟燭和燈籠營造

出氛圍。人們認為，桑拿房都有

桑拿小精靈，聖誕桑拿與純潔有

關，每一個細節都必須乾淨。晚

餐後還要將聖誕禮物送給桑拿小

精靈。

10. 瑞典聖誕稻草山羊

在瑞典小鎮蓋維里，每年

聖誕節前，人們都用稻草建一

隻巨大的山羊，稱為 The Yule 
Goat。稻草山羊高 42 多英尺，

寬 23 英尺，重 3 噸多。 

11.南非聖誕吃炸毛毛蟲

南非人過聖誕節不吃火雞，

吃炸毛毛蟲。不同顏色的松樹皇

帝蛾——也被稱為聖誕毛蟲，據

說在新的一年裡會給所有吃它的

人帶來額外的好運。

12. 澳大利亞的聖誕灌木

澳大利亞的聖誕節比較特

別，是在夏天。人們會用一束

「聖誕灌木」來裝飾他們的房

子，這是一種澳大利亞本土樹，

長著小綠葉和奶油色的花朵，這

種花朵會在悉尼聖誕節的前一週

變成深紅色。一品紅植物，也是

用作裝飾品的流行植物。

文獻中描寫的埃及豔后克婁

巴特拉七世，在當時是一個富有

才華的數學家、化學家和哲學

家，她還曾寫過好幾本科學書

籍，每週都要和一組科學專家開

會討論科學難題。

達利相信，這批古文獻的作

者，肯定握有關於埃及豔后克婁

巴特拉七世的第一手資料，只是

那些科學書籍早就失傳了。

據美國加利福尼亞「埃及玄

術博物館」館長稱，古埃及著名

的亞歷山大圖書館，在千百年前

曾遭祝融之災，許多古埃及書籍

被付之一炬，其中就可能包括埃

及豔后撰寫的科學書籍。達利指

出，古埃及錢幣上鑄刻的克婁巴

特拉七世，只是一個很普通的女

人，並不是人們常識中的「美人

典型」。

而現在所有有關埃及豔后的

認知，全都來自於她當年的敵人

──羅馬人。羅馬人將她描繪成

一個性感亡國的風流女王，讓世

人以為她只是靠風流手段，才令

羅馬的兩大統帥拜倒在她的石榴

裙下。

▲一枚克麗奧佩脫拉七世的銀幣。

◎文：秀秀

千里傳書的信鴿

在鳥類家族中，信鴿是一個

神奇的存在。一隻小小的鴿子，

卻可以千里傳書，精準定位，將

各種情報及時送達。它是怎麼找

到送信的確切位置呢？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科學

家們通過磁學理論發現，鴿子的

神經系統和感覺器官，要比其他

鳥類發達很多，鴿子的上眼瞼和

下眼瞼是可以活動的，角膜隆起

有助於防止因為氣壓的改變造成

眼球變形。因為有了這種特殊的

眼部結構，鴿子可以做到其他鳥

類不能做的事情，那就是高空遠

視、辨別方向。與其他鳥類相

比，信鴿的記憶力和視力都是超

強的，它們總是記得自己的巢在

哪裡。不管在哪，信鴿都會回到

自己的老巢。

並不是所有的鴿子都具有送

信的本領，也並非武俠影視作品

或者是小說中描繪的那樣，想讓

它給誰送信就會給誰送信。想要

實現鴿子送信，就必須要對鴿子

進行訓練。鴿子擁有很好的方向

感天賦，它能夠根據太陽的高度

判斷出飛行的方向，在不同的時

段中，太陽的高度也是不同的，

根據這個特點，鴿子它總是會找

到自己的巢穴。

人類馴化鴿子的方式最為普

遍的有兩種，一是目的地與居住

地往返訓練。就是從小把信鴿放

在想要送信的地方飼養，讓它記

住自己的巢穴，然後訓練過程中

選取的地點是由近到遠。經過長

期熟悉兩地往返方向後，信鴿就

會輕鬆自如地往返兩地送信了。

比如想讓鴿子從遼寧省瀋陽

市出發，將信件送到黑龍江省哈

爾濱市，就先讓鴿子從幼時起飼

養在哈爾濱市，然後對它進行反

覆訓練，讓它熟悉哈爾濱到瀋陽

的飛行路線和方向，到了瀋陽後

再將鴿子放飛，發揮它原有的戀

巢天賦，在長此以往的馴化中，

自然而然鴿子就會找到它在哈爾

濱的家。

鴿子在離開自己的巢穴時，

經常會在上空盤旋一段時間，記

住自己的巢穴位置後，然後就奔

著自己送信的方向飛去。

二是通過食物引誘進行訓

練。動物對於美食的誘惑都無法

拒絕，鴿子也是如此。主人們會

把鴿子帶離它的居住地，在一個

陌生的地方進行投食。晚上將鴿

子放飛，讓它回到老巢中。在長

期馴化過程中，鴿子就熟悉了兩

地方向，慢慢就掌握了往返兩地

送信的本領。

真 正 植 物 性 漢 方 精 萃   台 灣 製 造  每 盒 5 0 g  諮詢電話:  587-917-2902
587-719-9788

 卡爾加里獨家代理   

202，200 Barclay Parade SW(Eau Claire Market) / Unit J2, 260300 Writing Creek Crescent, Balzac ( New Horizon Mall )

去除牙菌斑、烟垢、咖啡、茶、
槟榔色素、黄黑板牙、口臭洁牙
美白，速效温和不伤珐琅质适合
长期使用

Zen & Accessories禪

Health Canada Cosmic Number  #0253042  #0252465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B5看命理 Fortune2021年 12月 23日—12月 29日    第190期

 
 

命
理 傳 奇

品茶 讀報 知天下事

www.visiontimescalgary.ca
VISION TIMES 看看中中國國

張 果 見 唐 明

皇。張果很長

壽，時間大約

在唐高宗到唐

玄宗時期。

◎文：曉淨

當代著名的預言家已多次發

出警訊，對人類、地球鄭重提

醒，歷經數次的印驗後，不再視

為無稽之談，再加之近來著實出

現的新變種病毒 Omicron，向

來安逸生活、堅信科學的現代

人，不禁要問到底怎麼了？下一

步該怎麼走？假使我們拉大視

角，轉換成更大的視野回顧今

朝，也許您就會發現出路之所

在。

張果見唐明皇

預言家古今有之，唐代張

果（公元 596 年－公元 735 年）

便是，也是中華神傳文化中的八

仙之一。

《新唐書》中記載他隱於中

條山，往來汾、晉間，世傳數百

歲人，武則天也曾召見他，但張

果以神仙術佯死避見，後來又被

發現出現在恆州山中。張果看起

來是六、七十歲的樣貌，卻說：

「我生堯丙子歲，位侍中。」

史又載「果善息氣，能累日

不食，數御美酒。」那麼對於不

想見的人，長生不老的張果假死

稍作迴避，應該也是輕而易舉的

事情。

開元二十一年，唐玄宗亦曾

先派遣通事舍人裴晤邀見不成，

又再請中書舍人徐嶠齎邀往至宮

中，第二回才請到張果。唐明皇

親自向其詢問治道神仙事，語秘

而不外傳；此外，玄宗還想把玉

真公主降嫁給張果，但張果不奉

詔書，懇辭回山。

張果總是倒騎著一頭白驢，

白驢還可以日行千里，既不用

吃，也不用喝，休息時摺疊起

來，要乘坐時再對著它噴一口

水，就變成了驢子。

據說，他以為往前走就是向

後退，世人汲汲營營往前走其實

是錯的，於是他就將驢倒過來

騎。那麼對於這位仙人，他是如

何預言一千五百年後的今朝呢？

鬼勢滔天 人將學鬼

「更恐茫茫之神州，鬼將食

人。人不勝鬼，鬼勢可以滔天，

人且盡學為鬼，那時還成甚麼世

界啊！」話說這仙人張果聽到靈

官提醒張天師的這一席話，便自

天而降。

張果先對二靈官笑道：「才

在空中已聞妙論。二公所言鬼勢

滔天，人將學鬼，這話說來駭

人，其實將來終當有這一天，不

過還在千年之後罷了。大抵善惡

二途，即陰陽所由分判。混沌之

始，人人皆是渾人。渾人則無機

詐，無機詐便是善人。降至後

世，機詐之風，一天勝似一天，

因之世道人心，也一日薄過一

日。 到了薄極之時，即陽氣消

滅，陰勢大盛之時。二公所謂鬼

勢滔天，正其時也。鬼屬至陰，

人之所異於鬼，即因一點陽氣。 
到了人無陽氣，試問與鬼何殊？ 
並非鬼能屈人，鬼也不求人化為

鬼。但到了那時，鬼固不失為

鬼，人也與鬼同類。 因此世上

的事情，全是些卑鄙齷齪陰險猾

賊性質。在官則不顧公家，只知

賄賂。賄賂可以公行，苞苴（指

行賄請託）不必暮夜，是即鬼

魂搶奪羹飯的情況也。在普通人

民，則孝道可以廢除，淫風可以

宣導。只求有利於己，不問廉恥

禮義。 又猶之於鬼物無心，任

意搗鬼，絕不顧人的難堪。 此
等鬼心鬼腸，鬼謀鬼智，將來必

一一傳於生人。於是人鬼無別，

而偌大宇宙，真個成為鬼世界

了，但這都是將來之事。以貧道

眼光望去，大約離今一千五百年

內外，總得到此境象。如今卻還

談之太早罷了。」

張果又道：「這話，你們今

日聽了，必說我言之過甚。 但
這決不是玩笑之談，委實將來必

定有這一天。 大凡天地之道，

不外陰陽二字。陽盛則陰衰，陰

盛則陽也消歇。昔人所謂天下之

生久矣，一治一亂，就是這個道

理。 從實質講來，先是一刀一

槍，你生我死，四面八方地混戰

一常名為大亂，實在還不算真

亂。

 因為這等亂事，所亂者只是

一個事字。 事儘管亂，人還是

人。必致人心皆死，人化為鬼

人心欺倒 天道反變
的時代，那才算得真正大亂。

俗語所謂『人心欺倒，天道反

變』， 這八個字，正好作亂字的

註腳。」（出自《八仙得道傳》）

時至今日 何去何從

當前，正是張果所言之

一千五百年後。

2019 年 8 月 24 日， 武 漢

市上演奇情黑暗喜劇《死神來了

之黃泉旅行社》，劇中主要講

述，在一家陰森恐怖的殯儀館，

進行「黑白無常」招魂表演，當

時的武漢歡樂谷每天傍晚也化

身幽冥世界，上演「鬼怪」大巡

遊。在 2020 年 6 月 5 日，在河

南鄭州的二七萬達廣場，一女

子假扮成面目恐怖、猙獰的「孟

婆」，在一口如夢如幻、白霧繚

繞的大鐵鍋前熬製「孟婆湯」，

引發萬人爭先恐後圍觀。

另外，張家界《魅力湘西》

的演出，也將巫師趕屍術搬上舞

臺，再加上中西方隨處可見的恐

怖電影、動漫卡通，張果所言是

否準確？讀者自有所見。張果末

言：「從此以後，天地必將復合

為一。又須經一番開闢工夫，再

入於渾人時代，為再治之開端。

天道如此，莫可如何。」

《左傳》明載：「禍福無門，

唯人所召。」既然仙人已道破天

道如此，身在其中的我們，何不

潛心自問，何以如此？孔子有

言：「君子知命以俟命，小人行

險以僥倖。」君子正因為知命而

不妄為，安貧守拙，立身修己；

人為神造，萬事萬物皆有其因

由，汰舊換新之際，筆者以為惟

有堅守正道，遷善必能遠惡，良

知善念尚存，在創世主的慈悲守

護之下，方有機會迎向新紀元。

◎文：筆耕

孫策之死給人的啟示

東漢末年，國亂歲凶，四方

擾攘，疫病流行。有道士於吉往

來吳會一帶施符水救人，無有不

驗，信者以為神異。

於吉行經吳地，恰逢孫策會

諸將於城樓上，宴飲款待陳震。

彼時街道壅塞，鼎沸之聲傳到了

高樓之上，諸將聽聞神仙經過紛

紛下樓瞻仰跪拜。

孫策得知大怒，即刻命人縛

於吉於面前，叱罵道：「狂道安

敢煽惑人心！」於吉道：「貧道

乃琅琊宮道士，順帝時曾入山採

藥，得神書於陽曲泉水上，號曰

《太平青領道》，凡百餘卷，皆

治人疾病方術。貧道得之，惟代

天宣化，普救萬人，未曾取得人

毫釐之物，安得煽惑人心？」策

欲殺之，張昭諫曰：「於道人在

江東數十年，並無過犯，不可殺

害」。眾將多有信者，皆苦苦

求情，策無奈，只能暫時令其下

獄。

在獄中，獄吏皆敬重於吉，

將其枷鎖盡除。後策母吳太夫人

亦勸之，孫策固執己見，不肯作

罷。大臣張昭等數十人，連明作

狀，乞保於吉。孫策道：「公等

皆讀書人，何不達理？昔交州刺

史張津，聽信邪教，鼓瑟焚香，

常以紅帕裹頭，自稱可助出軍之

威，後竟為敵軍所殺。此等事甚

無益，諸君自未悟耳，吾欲殺於

吉，正思禁邪覺迷也。」

後孫策命於吉求雨以試真

假，於吉沐浴更衣登壇求雨，果

然求得三尺甘霖從天而降，隨後

又大喝一聲收住雲雨，滿城百姓

無不拜服。孫策叱曰：「晴雨乃

天地之定數，妖人偶乘其便，你

等何得如此惑亂！」

見孫策仍不肯放過於吉，眾

軍官皆來求情，孫策勃然大怒：

「爾等皆欲從於吉造反耶！」說

完便命士卒殺害了於吉。

自此，孫策便日夜見於吉幻

影，策母知兒報應來臨，使策往

道觀懺悔，策只得依命前往。懺

悔已畢，又見於吉怒目而立，策

愈加憤怒，拔佩劍望於吉擲去，

一人中劍而亡，觀之，乃是奉命

殺於吉之卒。策仍未悔悟，怒逐

道士，將道觀縱火焚之。而後，

又見鏡中於吉，策大喝一聲，金

瘡迸裂，死時年二十六。

「善惡報應，如影隨形。」

生命是自己的，任何人都必須為

自己的行為負責！當「士卒」舉

起屠刀的時候，那奪命的利劍即

已向自己飛來。

張果老總是倒

騎著一頭驢，

日行幾萬里。

歇息的時候，

就將驢子折疊

收起，像紙一

樣薄，放入巾

箱 中 ； 想 騎

的時候用水一

噴，復又成了

驢子。

主圖及張果：公有領域；其他來源：ADOBE STOCK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B6 看教育 Education       第 190期    2021年 12月 23日—12月 29日

這種「寫實」精神，似乎也

是出自西方人的天性和本能。其

淵源可以回溯至上古時期，例

如：埃及、希臘的藝術中，真實

感與美感兼具的作品不在少數。

埃及的藝術雖然看來公式化，他

們的雕刻、繪畫總是因襲著特定

的模式，但是「永生」與「復活」

的觀念，使得埃及人留下了許多

栩栩如生的肖像，為的是使復活

的靈魂回來時，能找到本人形象

得以寄託。其中最有名的例子，

應屬新王國時期法老王艾克納頓

的皇后娜芙蒂蒂的彩繪塑像。雖

說是三千三百多年前的作品，但

其優雅、自信、高貴的神態，活

生生的展現在現代人們的眼前

時，還是令人有「驚為天人」的

讚歎。

希 臘 人 的 藝 術 追 求「均

衡」、「和諧」的理想之美，他

們在模仿自然的，同時也在探索

著美的原理，希望能找出永恆不

變的法則。例如：雕刻家波里克

雷特，受數學家畢達哥拉斯的啟

發，著作了《法規》一書，其中

詳盡研究了人體和事物各部分的

比例關係。這也說明了為何希臘

雕像總是結構準確，而且形象完

美。 如：Artemisium Cape 的

宙斯（或海神）像、米羅島的

維納斯和米隆的擲鐵餅運動員

像，至今仍是雕刻中的經典之

作。

而承襲了希臘藝術的羅馬

人，除了學得了正確的人體結構

和比例之外，更希望能夠忠實地

記錄當時重要人物的真實相貌

和性格，這些都為文藝復興開

始時的西方藝術奠定了「寫實」

基礎。雖說「文藝復興」運動

（Renaissance）是古代希臘、

羅馬文化的「復興」或是「再

生」，事實上卻是一次藝術的空

前飛躍，特別是在繪畫上的成

就，是前所未有的。

公有領域

文 |周怡秀

凡是愛好藝術的人都可能察

覺到，東西方藝術從本質到

表現上，都存在著相當大的

差異。東方文化注重內涵，

藝術上強調「寫意」，講究

「傳神」，而不重「形似」；

相反的，西方正統藝術則追

求「寫實」、「逼真」，這成

為西方藝術的最大特色。

埃及新王國時期娜芙蒂蒂皇后

的塑像。

仿米隆（Myron）擲鐵餅者， 原作

約西元前 450年。

〈最後的晚餐〉，雷奧納多．達文西為米蘭聖瑪麗亞德爾格拉齊修道院餐廳所作壁畫。

〈天使報喜〉，雷奧納多 ·達文西，油彩畫板，西元1473～1475年作。

LIVIOANDRONICO2013/WIKI/CC BY-SA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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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傳
文 化文藝復興

神形兼備的寫實精神 1

網絡圖片

古希臘哲人亞里斯多德認為

藝術模仿自然，而模仿的作品令

人產生興趣和愉悅的快感。如

果藝術的模仿能進一步達到「逼

真」，甚至「以假亂真」，自然

就更令人讚歎了。所以在西方，

「逼真」理所當然成了藝術品優

劣的判斷標準之一。然而要達到

「逼真」有其必要條件，成熟的

媒材運用和繪畫技術是不可缺少

的。文藝復興前的繪畫，主要媒

材以壁畫、陶瓶繪、木板彩繪、

馬塞克等為主，雖然也不乏佳

作，但是畢竟離「亂真」還有一

定差距。而文藝復興時期的繪畫

超越前人的地方，正是這種「求

真」技術的不斷突破。

但是模仿自然的繪畫要達到

「逼真」，確實有許多要突破的

困難。難就難在屬於平面二維空

間的繪畫，卻要創造出三維空間

假象。因此，如何在平面上表現

出空間的深度？如何準確描繪出

物體不同的視角？如何表現出物

體光影作用下的立體感、量感？

如何表現不同物體的材質？如何

使光線和空氣如眼見般的自然而

透明？更重要的是，如何使畫中

主題生動而不僵化死板……這些

都是千古以來正統寫實畫家要面

對的問題。然而，這些問題到了

文藝復興時期，似乎都逐漸獲得

了解決。

創造空間深度的 
「透視法」

希臘藝術家借用數學來探

索「比例」與「和諧」之美，文

藝復興藝術家也繼承了這樣的精

神。例如：佛羅倫斯建築家布魯

內列斯基發現，如果把平面上的

線條集中在一個消失點上，按照

近大遠小的比例延伸，就會呈現

出距離和空間感。這個說法被身

兼建築師、數學家、劇作家、音

樂家的阿爾貝提發揚光大，在其

著作《論繪畫》中確立了透視法

的原則。當時的畫家幾乎都被這

個新發現深深吸引，樂此不疲的

運用在畫面上。於是陸續出現了

馬薩其奧的〈三位一體〉、達文

西〈最後的晚餐〉、拉斐爾的〈雅

典學院〉等經典之作，可以說沒

有一個畫家不採用透視法則，來

架構空間的邏輯性。自此透視法

成為西方正統繪畫中空間處理的

重要準則，一直到二十世紀所謂

的「現代藝術」出現後，才被故

意摒棄。

這種技術被運用到極致，可

以創造出人間不可思議的景象，

特別是結合宗教和神話題材的時

候。例如：柯列喬為巴馬的聖喬

凡尼大教堂所創作的天頂壁畫

〈聖母昇天〉，採用消失點在穹

頂中央的仰角透視法，成功創造

了一個層層不斷向上延伸的壯麗

景象，直到蒼穹極處。

我們常說眼見為實，看見了

就相信。一般教徒看不到神的存

在，對信仰堅定的程度只能憑著

個人的悟性。文藝復興時期的人

們，已經不像中世紀時期那樣無

條件的接受教會的約束，人們也

更注重現世的生活。在藝術的表

現上，宗教題材已擺脫中世紀刻

板的偶像形式，畫中的世界和人

的現世生活也更為接近。但是，

如果藝術家能夠用高超的技術描

寫出神存在的真實感覺，讓觀者

彷彿「身臨其境」，有親身目睹

「異象」或「神蹟」的震撼，必

然能夠感動那些已經快要麻木或

與教會漸行漸遠的信徒們，使人

們的信仰更加堅定牢固，這也是

教廷為何如此盡力網羅最優秀的

藝術人才為之服務的原因。

當然，一個有信仰而技術

高超的藝術家，確實是為了「榮

耀神的偉大」，而盡心竭力的創

作。他們誠摯的想向人展現神的

光明美好與真實存在，用兢兢畫

筆將宗教故事如實景般歷歷呈現

在畫面上。或許在純淨的心態

下，靈光乍現，技術的突破便有

如神助，此時撼動人心的力量，

便不只是來源於宗教，也不只是

來源於藝術技巧，而是二者相乘

的效果。

透視法除了運用在壁畫

上，一般繪畫也經常使用。文

藝復興時代的繪畫觀念是：一

幅畫就像是打開的一扇窗，畫

面展現出「窗外」的另一個空

間，所以畫中的空間感的處理

就極其重要。在達文西〈天使報

喜〉中，天使和童貞女瑪利亞身

處於一個遼闊的戶外景致中，

其間有建築、有樹木、有草

地、有河流船隻、有遠山。達

文西將透視法連結了畫中的建

築、地磚、石桌、花臺，延伸

至遠處的地平線消失點，將觀

者的視線帶到了飄渺的遠方。

事實上，達文西在畫中除

了透視法，還採用了「空氣遠

近法」來輔助遠近距離感。這

種方法乍看之下，很像中國山

水畫中「虛、實」的用法。如近

山突出、明顯，屬於「實」，用

濃墨；遠山朦朧、飄渺，屬於

「虛」，多用淡墨。虛實對比之

下，遠近差距就出現了。當然達

文西的腦中，不見得裝著中國的

「陰陽」、「虛實」之理，他只是

務實的把大自然中觀察到的景象

呈現在畫面上：除了遠近不同的

物體隔著空氣，呈現出色彩和明

暗的差異之外，達文西還神奇的

使光線與空氣互相交織成一片透

明、流動而生機蓬勃的空間，令

人神往不已。（待續）

【釋義】

這則成語比喻知己相賞或知

音難遇，也比喻樂曲高妙，可組

成聯合式，作賓語。

【出處】

這則成語出自於戰國 · 鄭 ·
列禦寇《列子 · 湯問》：「伯牙鼓

琴，志在高山，鍾子期曰：『善

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而

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乎

鼓琴，洋洋乎若江河。』」 
伯牙善琴，鍾子期善聽。

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鍾子

期 曰：「善 哉， 峨 峨 兮 若 泰

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

「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

所念，鍾子期必得之。後鍾子

期死，伯牙破琴絕弦，終身不

復鼓琴，以為世無足復為鼓琴

者。

傳說春秋時代，有個叫伯

牙的人，精通音律，琴藝高

超，是當時著名的琴師。伯牙

年輕的時候聰穎好學，曾拜高

人為師，琴技達到很高的水

平，但他總覺得自己還不能出

神入化地表現對各種事物的感

受。伯牙的老師知道他的想法

後，就帶他乘船到東海的蓬萊

島上，讓他欣賞大自然的景

色，傾聽大海的波濤聲。伯牙

舉目眺望，只見波浪洶湧，浪

花激濺；海鳥翻飛，鳴聲入耳；

山林樹木，鬱鬱蔥蔥，如入仙

境一般。一種奇妙的感覺油然

而生，耳邊彷彿響起了大自然

那和諧動聽的音樂。他情不自

禁地取琴彈奏，音隨意轉，把

大自然的美妙融進了琴聲，伯

牙體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境

界。於是老師告訴他：「你已經

學會了。」

一夜伯牙乘船遊覽，面對

清風明月，他思緒萬千，於是

又彈起琴來，琴聲悠揚，漸入

佳境，忽聽岸上有人叫絕。伯

牙聞聲走出船來，只見一個樵

夫站在岸邊，他知道此人是知

音，當即請樵夫上船，興致勃

勃地為他演奏。伯牙彈起讚美

高山的曲調，樵夫說道：「真

好！雄偉而莊重，好像高聳入

雲的泰山一樣！」當他彈奏表現

奔騰澎湃的波濤時，樵夫又說：

「真好！寬廣浩蕩，好像看見滾

滾的流水，無邊的大海一般！」

伯牙興奮極了，激動地說：「知

音！你真是我的知音。」這個樵

夫就是鍾子期，從此二人成了

非常要好的朋友。

兩人分別約定，明年此時

此刻，還在這裡相會。第二

年，伯牙如期赴會，但卻久等

鍾子期不到。於是，伯牙就順

著上次鍾子期回家的路去尋

找。半路上，他遇到一位老

人，向他打聽鍾子期的家。這

一打聽才知道，原來這位老人

正是鍾子期的父親。老人告訴

伯牙，鍾子期又要砍柴，又要

讀書，再加上家境貧寒，積勞

成疾，已經在半月前去世了。

鍾子期去世前，擔心伯牙會在

這裡久等，叮囑老人一定要在

這一天來通知伯牙。聽到這個

消息後，伯牙悲痛欲絕，他隨

老人來到鍾子期的墳前，撫琴

一曲哀悼知己。曲畢，就在鍾

子期的墳前將琴摔碎，並且發

誓終生不再撫琴。自此始有「高

山流水遇知音，伯牙摔琴謝知

音。」典故，後有稱頌其事，在

此築館紀念，稱為琴臺。現琴

臺東對龜山，西臨月湖，成為

武漢著名古蹟勝地。

成 語 故 事 高山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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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聘華語銷售誠聘華語銷售
要 求要 求

熟練國、粵、英語熟練國、粵、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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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聯係請聯係 Howard LumHoward Lum

STAMPEDE
豐田車行 等你加入！

要求：熟練國、粵、英語

250824thAvenueCalgary

有意者請發簡歷至：lchui@2toyota.com

誠聘華語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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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G SL
動力性能

2022 梅賽德斯 AMG SL 的兩

個版本均配備來自 GT 跑車的雙

渦輪增壓 4.0 升 V8 發動機。在

SL 55 版本中，發動機最大可產

生 469 馬力功率，更高級版本的

SL 63 可以將功率提升至 577 馬

力。兩個版本均配備九速自動變

速箱、全輪驅動系統和四輪轉

向。

這是 AMG SL 系列 70 年的演

變中，首次配備了智能全輪驅動

系統。該系統結合了不同驅動概

念的優點：前後軸的完全可變扭

矩分配可確保達到物理極限內的

最佳牽引力。還可以為駕駛員帶

來更高的操縱穩定性和安全性。

2022 梅賽德斯 AMG SL 還在

氣動技術上帶來了亮點——兩

件主動式空氣控制系統氣流板

（Air Panel）。第一個氣流板與

隱藏在前保險槓下部進氣口後方

的垂直百葉窗一起運行。而第二

個部件位於上部進氣口後方，具

有水平百葉窗。通常，所有百葉

窗保持關閉，減少了阻力，並允

許空氣流過車身底部，進一步提

高抓地力。僅在預定部件達到特

定溫度並對冷卻空氣有特別需求

時，百葉窗才會打開，允許冷空

氣流過熱交換器。

安全配置

在眾多傳感器、攝像頭和雷

達的配合下，駕駛輔助系統可以

監控交通和周圍環境。在日常駕

駛中，由於在速度適應、距離控

制、轉向和變道過程中得到了有

效輔助，駕駛員能夠更安心地駕

駛。駕駛輔助系統還能在檢測到

危險時，根據情況做出應急反應。

設計特點

SL 車身設計採用長軸距、

長引擎蓋、後傾式擋風玻璃和強

勁的後部設計。加上造型優美的

輪拱和與外殼齊平的大型合金輪

轂，賦予了敞篷車強勁、動感的

外觀。車篷關閉時，無縫集成的

軟頂進一步突出了運動的風格。

2022 梅賽德斯 AMG SL 的內

飾是該系列首款將傳統風格轉變

為現代個性的跑車。新版本完美

結合了運動感與豪華性，精美的

材質和精緻的做工彰顯了高水平

的工藝。駕駛艙以及中控臺的中

央顯示屏都以駕駛員為中心。全

新的座椅設置提供了比以往更多

的空間和功能，尤其為後排座椅

增加了日常實用性和更大的空

間。

內飾的亮點之一是電控 AMG

運動型座椅，頭枕集成在背墊

中，突出運動性。AirScarf 頸

部加熱系統可以讓暖空氣從頭枕

的出風口流入座艙，並像圍巾一

樣包裹在駕駛和副駕的頭部和頸

部。

最新一代的 MBUX 操作更加

直觀，適應性更強。 11.9 英寸

大型觸控屏可根據駕駛員的喜

好調整視角。為駕駛員準備了

12.3 英寸數字儀表盤、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以 及

車載導航。兩版本車型均配備

Burmester 立體聲系統，SL63 還

可以選配升級版環繞立體聲。

梅賽德斯 梅賽德斯 MercedesMercedes
20222022-AMGAMG-SLSL

【看中國訊】梅賽德斯（Mercedes）推出全新標誌

性車型——2022梅賽德斯AMG SL，其經典軟頂和運動

風設計再度回歸，並即將上市。兩個版本AMG SL 55和

SL 63均配備4.0升V8發動機，首次採用全輪驅動系統。

該新款四座豪華敞篷跑車更適合日常行駛。同時高科

技組件也配備到了新款AMG SL之中，例如具有主動防

側傾穩定功能的AMG Active Ride Control懸架、後輪轉

向，以及可選的AMG陶瓷高性能複合制動系統。

組合儀表中的新增輔助顯示

屏以全屏視圖全面、高效且透明

地顯示駕駛輔助系統的工作方

式。駕駛員可以通過增強現實

技術，通過 3D 模擬畫面查看汽

車、車道、道路標誌和其他道路

使用者，比如周圍的汽車、卡

車、摩托車與自行車等。

2022

經典軟頂 運動風 高科技
MercedesAMGSL

AMG SL

AMG 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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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人數，於是顧祝同及其同僚與

新四軍鬥了不少心眼。

事後來看，新四軍確實存在

著嚴重的吃空餉的情形。

現在在安徽省黃山屯溪的新

四軍軍部紀念館裡面，就有介紹

文字說道：「新四軍每個班多吃

兩個空額，遠遠超過新四軍的實

際數字。」這可是中共當局自己

承認的啊！

3. 當江渭清冒用三戰區顧

祝同司令的名義騙錢時，沒有

想到欺騙的後果嗎？傅秋濤和鍾

期光就擔心：「追查起來要殺頭

的啊！」但江渭清說：「電報文

稿不給他們嘛！這不就查無實據 
了嗎？」

後來董事們要江渭清出具

五千元的收據，江渭清賴過去

了，沒有給他們白紙黑字。當

然，最後查帳的時候，倒楣的就

是付錢了的這些董事們。

4.當江渭清弄到了五千元，

他的同事傅秋濤和鍾期光都笑逐

顏開；當他拿了一半去見上級

陳毅司令員，陳毅等弄明白原

委後，頓時「哈哈大笑」，吩咐

手下「安排炒幾個菜，買兩瓶好

酒」犒勞江渭清——他視江渭清

為「有功之臣」。

這也就是說，冒用長官名

義、欺騙老百姓「借」來巨款，

根本沒打算還，不僅僅是江渭清

一個人視作天經地義，而是中共

上上下下的「共識」。

5. 江渭清晚年回憶起這件

事，沒有認為有任何不妥，而是

將之作為光榮經歷，而津津樂道

講出來的。經由給他寫代序的前

中央政治局委員、前中央軍委副

主席張震，和江蘇省委負責人等

過目，也都沒有提出異議。

中共公信力折損殆盡

說到底，在中共對人民所說

的諸多謊言中，這件事太小，小

得根本夾不上筷子。不過，當我

看到現在中共黨和政府的領導

人，不管說甚麼，民眾就是不

信，我就想起了這件小事。

共產黨的公信力，就是從那

時開始折損、開始丟失的。江渭

清騙到手沒打算還的錢，加上一

年一年所滾的利息，都落到今天

的領導人頭上了。

介紹——故事雖小，但與我們當

前談到的中共「公信力」頗有點

關聯。

江渭清的這段親身經歷，發

生在抗日戰爭、國共兩黨談判達

成合作協議的初期。

1937 年 12 月 25 日，新四

軍軍部在漢口成立；1938 年 1
月 6 日移至江西南昌。葉挺任

軍長，全軍共一萬餘人。

故事主角江渭清所在部隊，

編為陳毅的一支隊下的第一團。

江渭清寫道：「團長由一支隊副

司令員傅秋濤兼任，我任副團

長…由於處在國共合作的特殊

時期，尤其是在初期，軍內黨的

組織是隱蔽的。新四軍中的各

級副職，其實就是黨代表、政治 
委員。」

也就是說，江渭清的公開職

務是副團長，其實是一團政委。

江渭清 
自述如何騙錢到手
根據江渭清的回憶：

當時，除國民黨三戰區顧祝

同發給軍餉以外，新四軍部隊無

其他經費來源。於是江渭清找到

了國民黨在小丹陽開辦的實業銀

行，有十幾個董事。

江渭清先找傅秋濤、鍾期光

商量，說：「我們團的經費很困

難，陳司令員那裡經費也很困

難。沒有錢怎麼購買槍彈，怎麼

擴大隊伍？過幾天我想去小丹陽

請實業銀行的董事們吃頓飯。」

傅秋濤納悶地問：「怎麼想

起來請他們吃飯？」

江渭清說：「想向他們借點

錢用用嘛！」

鍾期光也感到奇怪：「錢

這麼好借？吃頓飯就肯借錢給

你？」

江渭清道：「我有這麼個設

想，先借用顧祝同的名義搞一個

電報，大意是：新四軍在敵後抗

戰，堅持鬥爭功勛卓著，現因

交通阻塞，軍餉糧秣不便發至

敵後。為解燃眉之急，望貴行先

撥款一萬元給新四軍蘇南部隊暫

用，不日由三戰區奉還。顧祝同

（落款署名）。」

聽畢這番話，傅、鍾二位緊

張地說：「這可不能搞，追查起

來要殺頭的啊！」

鍾期光講：「有的是辦法，

電報文稿不給他們嘛！這不就查

無實據了嗎？」

江渭清冒用假電報騙錢

隔日，實業銀行的幾位主要

董事應邀前來。他們顯得很高

興，覺得戰亂期間能得新四軍第

一團長官的青睞，還請吃飯，是

件很有「面子」的事情。

席間，彼此一番寒暄，酒過

三巡，江渭清說：「今日請各位

董事先生來，一是建立友情，二

是有件事同通報。頃接三戰區顧

司令長官電，暫借貴行一萬元給

我部做軍費。電報在此，請各位

先生過目。」

說著，江渭清一本正經地拿

出電文給他們傳閱，看完後，又

將電文收回。

經過商量，董事們湊齊五千

元，當場交出之後，提出要打個

收條備查，並解釋說，這是例行

手續。

江渭清耍賴說：「收據當然

應該有。因為顧司令長官明電借

用一萬元，而現在才有半數，等

借足一萬元時打一張總收條好

了。」董事們也不懷疑，於是同

意付清錢後再拿收據。

陳毅開心收下騙來的錢

第 二 天， 江 渭 清 留 下

二千五百元，帶著另外一半，去

給一支隊陳毅司令部。

那時，陳毅在鎮江地區的寶

堰，距離當塗小丹陽有幾百里

地，又是在江南敵後，不是一段

簡單的行程。江渭清多次避開敵

人據點，才安全抵達目的地，送

給了陳毅二千五百元現金。

陳毅迷惑不解，急著追問這

麼大一筆錢從何而來。此時，國

民黨的鈔票還是很值錢的，新四

軍官兵每個人每天平均只有八分

錢伙食費，這次搞來這麼多錢，

確實可以派點用場了。

經過江渭清說明了「借錢」

經過，陳毅聽了哈哈大笑，說：

「渭清同志，你還真有辦法啊！

好啊，今天我請你吃飯。」說

罷，就吩咐機要科長到寶堰街上

去安排炒幾個菜，買兩瓶好酒。

支隊司令部其他人不知道原因，

發現陳毅的情緒特好，也頗感 
驚奇……

新四軍嚴重吃空餉

這個小故事有幾個重點：

1. 當時國共合作，中共與

國民黨是共赴國難的友黨；根據

國共協議，新四軍軍部及所屬江

南部隊，主要是受第三戰區及其

所屬部隊指揮，顧祝同為三戰區

司令長官兼江蘇省主席。

2. 根據國共協議，國民政

府應該給新四軍發軍餉。但是發

多少？軍餉只能根據當時雙方商

定的新四軍人數乘以每天的標準

來發。這裡的矛盾是：新四軍肯

定想著要發展壯大，要不斷補充

新血，從顧祝同那裡領到的軍餉

肯定是捉襟見肘、入不敷出；但

從顧祝同那裡來看，第一他能掌

握的經費也非常緊張，第二他只

能根據商定的金額發放，不能下

面軍隊報多少，他就給多少。

新四軍說軍餉不夠，顧祝同

又不相信新四軍的人數，口說無

憑嘛，於是圍繞點驗新四軍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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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不管共產黨

和中共政府的領導人說

甚麼，民眾就是不信。

那是因為，中共的公信

力，打從早年就開始折

損、丟失了，至今幾乎

一點不剩。例如以下這

個故事，當初新四軍騙

到手沒打算還的錢，加

上一年一年所滾的利息，

都落到今天的領導人頭

上了。

Getty Images

1940年，新四軍幹部合影。前排左起為周子昆、袁國平、葉挺、陳

毅、粟裕。

1939年 2月，新四軍幹部合影。左起：陳毅、粟裕、傅秋濤、周恩來、朱克靖、葉挺。

公有領域

江蘇省委老書記的回憶

「文革」前的江蘇省委書記

江渭清透漏了幾個故事：

《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

錄》一書披露了許多史實。例

如：江渭清如何對毛澤東和柯慶

施抗命、不肯將自己的副手、當

時江蘇省委常務副書記劉順元，

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又

例如在「四清」運動中左得不得

了的劉少奇，如何高調嚴辭批評

江渭清，逼迫江渭清做檢查等

等。

上面提到的幾件事，都比 
較複雜，連敘述帶評點就肯定篇

幅不短，而眼下無暇從容來寫，

但是有個小故事，似乎可以順手

節 氣 典 故

「冬至」是華人非常重視的

節氣之一。每年陽曆 12 月 21 或

22日，太陽運行至黃經270度，

直射南回歸線時，即為「冬至」。

「冬至」適逢秋收之後，農

事告成，新穀入倉，諸事豐饒之

時，人們感恩懷謝的禮俗特別活

躍，因此，「冬至」這天也成為

了祭祖、祀天的重要日子。

冬至大如年

大約在三千年前，周公以

「土圭法」測得日影最長和最短

的日子，即現在的冬至日和夏至

日，並將日影最長的一天作為新

年的開始。所以「冬至」最初並

非節日，而是一年的開始，可說

是古代的新年，因此也有「冬至

大如年」的說法。

西漢時制定新曆法——太初

曆，改變了新年的起始日期，

「冬至」變成了十一月中的節

氣，這一天成了僅次於新年的大

節日——冬至節。

「冬至」這天，官府要舉行

祝賀儀式，稱為「賀冬」。朝廷

上下放假休息，軍隊待命、邊塞

閉關、商旅停業，親朋好友們以

美食相贈，相互拜訪，歡樂地度

過一個「安身靜體」的節日。唐、

宋時期，「冬至」這天則是祭天、

祭祖的日子，皇帝在這天要到郊

外舉行祭天大典，百姓們在這一

天則要向拜見父母尊長們。

冬至習俗

相較於官府的祭祀活動，民

間百姓們歡度「冬至」的方式，

多以應時應景的活動為主，如：

吃湯圓、糍粑、水餃等，不僅豐

富多元，也表達出人們迎接希望

及感恩惜福的美好心意。

1.吃湯圓

南方的「冬至」飲食習俗，

以湯圓為代表，象徵一家人團團

圓圓、和睦幸福。冬至祭祖之

後，全家團聚吃湯圓，稱作「添

歲」，就是迎新年了，所以俗諺

說：「吃了湯圓長一歲。」而湯

圓圓形的狀貌，象徵天與太陽，

好像冬至的陽光——冬至到，陽

氣也萌生了。

2.吃糍粑

按照福州一帶的傳統，「冬

至」這天會吃糍粑。就是將糯米

以及大米磨成米糊，之後搓成圓

球狀，然後放進熱水煮熟，再裹

上用芝麻、白糖、花生磨成的

粉。圓圓的糍粑粑，不僅凝聚全

家人向心力，也象徵著家人團圓

的意義。

3.吃水餃

「冬至」這天，在中國北方

向來有吃餃子的習俗，俗稱「安

耳朵」。相傳，漢朝名醫張仲

景看到很多窮人在臘月時耳朵被

凍爛了，就把藥材和羊肉拿來一

起煮，撈出來後切碎，再用麵皮

包成耳朵樣子的餃子給人們吃，

人們吃後，頓覺兩耳發暖。後

來，民間也就有了「冬至吃餃子

不凍耳朵」的說法了。

◎文：美慧



大約在三千

年前，周公以

「土圭法」測

得日影最長和

最短的日子，

即現在的冬至

日和夏至日。

一個充滿希望與的節氣——冬至

網絡圖片

冬至        立春       春分 立夏 夏至
              立冬       秋分 立秋

北 
（子）

南 
（午）

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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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米娜

日本各地有許多充滿在地特色的風味火鍋，值得品

嘗；趁著天冷，不妨和親友一起動手做做看，分享

美食與溫暖。

一
起
吃
鍋
吧

和
風
火
鍋

雞胸肉切小塊再處理成絞

肉，加入所有材料拌勻，攪

打出黏性。捏成球放微滾的水

中，用小火煮至丸子浮到水

面，即可撈起備用。

雞肉切塊，以滾水汆燙過，

洗淨瀝乾。

湯鍋放雞肉和水，煮滾轉小

火，燉煮至熟軟，所有食材下

鍋，煮熟即可。

作法

雞胸肉300g、新鮮香菇及

其他菇類300g、雞肉切塊

600g、紅蘿蔔片100g、豆

皮、青菜適量。

食材

取2種味噌拌合，抹在沙鍋

內緣（味噌量勿太少）。

豆腐、蔬菜、青蔥、菇類、

海鮮及牡蠣依序下鍋。

倒入牛奶、清酒，蓋上鍋

蓋，小火燜煮，煮滾後續煮3
分鐘即可。

美味秘訣：牡蠣加太白粉，再

沖洗至沒有黏性即可。

作法

新鮮牡蠣適量、豆腐200g、
紅蘿蔔100g、蔬菜、新鮮菇

類300g、牛奶或豆漿、清酒

100cc、紅、白味噌各1大匙。

食材

鮭魚取魚肉，留下魚骨；將

稍微帶魚肉的魚骨，以小火煎

金黃。

鮭魚肉切小塊，以滾水汆

燙，瀝乾。所有蔬菜洗淨瀝

乾，切適當大小。

湯鍋放鮭魚骨和日式高湯，

煮滾轉小火，燉煮30分鐘，

所有食材下鍋，煮滾以味噌調

味。

作法

鮭魚600g、豆腐200g、紅蘿

蔔 100g、新鮮香菇300g、各

式海鮮、豆皮、蔬菜、日式高

湯、味噌適量。

食材

相撲鍋是為了培養相撲力士

的相撲體格而開發的料理，

特色為份量大、內容豐富；

相撲選手們一起吃同一鍋，

也可凝聚團結力。相撲鍋不

局限調味與食材，但因相撲

比賽雙手著地即被判出局，

因此用兩隻腳站立的雞，被

當成相撲鍋的好兆頭食材。

舉辦相撲的國技館所在東京

都的「兩國」地區，聚集了

許多相撲鍋的名店。

相撲火鍋

牡蠣與味噌是牡蠣土手鍋的

兩大元素。日本杜蠣的時令

剛好是秋冬季節，廣島灣是

六條河川匯流處，有從山區

來的充足養分，是杜蠣生長

的絕佳條件。而廣島也產出

美味的紅白味噌，當地人將

味噌抹在土鍋周圍，就像厚

厚的牆，在熬煮過程中，味

噌逐漸融入湯中，散發迷人

香氣，加上蔬菜豆腐的自然

甜味，更是美味。

牡蠣土手鍋

石狩川流經日本北海道中西

部，因鮭魚產量豐富，該處

每年都有鮭魚逆流而回到河

川上游產卵。日本江戶時

代，石狩地區的漁民，在經

歷嚴冬下辛勞的捕鮭魚活動

後，都會享用新鮮的鮭魚燉

煮料理；歷經演變，後世逐

漸形成以味噌調味的昆布湯

底，並加上鮭魚肉及大量的

當季蔬菜，熬煮入味，成為

北海道的代表料理之一。

石狩鍋


 

土
手
鍋
也
用
豆
漿
或
牛
奶
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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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版圖片：ADOBE STOCK

力士吃
的火鍋

相撲鍋以雞骨熬製湯底，
以雞肉和雞肉丸為主料。

味噌 
慢慢融

嚴冬 
補鮭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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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日 ∼ 12 月 29 日

溫室番茄

Celery 西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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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mbo Honeydew 珍寶白蘭瓜 Hot House TomatoesJumbo Cantaloupes 珍寶哈密瓜Honey Murcott Mandarins   茂谷蜜柑

Broccoli CrownsJumbo Caulifl ower 珍寶花椰菜 西蘭花冠 Head Lettuce 西生菜

Spend $30 $30 and get  free and get  free 
5lb carrots..

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30購物滿       即可免費免費獲得 5 磅胡蘿蔔。

$12828
lb

$12828
ea

$16868
lb

$ 28888
ea

Jumbo Honeydew 

$30$30$30$30購物滿              $30       $30$30       $30
$ 28888

ea
$2 8888

ea

$148 ea

$09898
lb

Celery 

$14848

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獲得 5 磅胡蘿蔔。

M
erry

Christmas聖誕快樂！

Hot House Tomato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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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活著就要動，叫活動，尤

其是運動。運動是健康的基石，

運動所及的效果分層次，一般分

皮、脈、肌、筋、骨層。其強度

各有不同，而最高、最強、最大

的運動量是「靜」。

一位 25 歲年輕小伙子，熱

力十射，從師專畢業，在偏遠山

區教小學一年，覺得當老師不夠

好玩，毅然棄教從商。小伙子腦

筋動得快，掌握商機，幾年就致

富超過父輩，很快的又對商場玩

膩了，又想重拾教鞭，可是教小

學生太累了，所以重新踏上學生

生涯，一路考上教育博士，搖身

一變，變成大學教授，春風化

雨。一晃已是 60 歲了，人生真

短哪！三兩句就講完了一甲子的

生涯。

向來朝氣蓬勃的教授，無法

面對「老」，死硬抵抗，於是都

從事年輕人的活動，做背包客到

世界各地去旅行，以及跑步、打

籃球、游泳、爬山，腳踏車一騎

就是 100 公里。在流行拉筋、

拍打功時，教授也不落人後，跟

著瘋半年。說吃蔬菜、水果好，

就每天早上吃 2 大盤青菜，水

果吃一盤接一盤；說要多喝水，

就水一瓶一瓶的灌。結果得了疝

氣，開了 2 次刀，一夜起床尿

4 次，影響睡眠，黑眼圈、眼袋

靜是最強的運動量

三穴輪用；疏通耳周循環，針翳

風、風池、合谷、中渚、角孫透

曲鬢穴輪用；「脾不及令九竅不

通」，健脾利濕，活化內耳蝸的

淋巴微血管循環，針足三里、三

陰交、合谷穴；補腎上濟滋養耳

內毛細胞氧量及養分，針氣海、

關元、強間透腦戶穴三針排刺。

囑咐做健耳操：按摩耳輪 9
次，食指插入耳道，左右旋轉

9 次後，快速拔出。捏拉耳垂 9
次。大拇指放耳背，食指放耳

內，揉捏耳朵 9 次。手 4 指放

耳後枕骨，手掌心按住耳道口，

稍用力一按一放 9 次。食指疊

中指置枕後高骨下，食指扣擊風

池穴處 9 次後，張口大力吐氣。

全做完，喝幾口溫開水。多吃中

空食物，以蔥、藕最佳。用蔥汁

滴 2 滴入耳內，每天 1 次。用

菊花、熟地（1：2）泡酒喝。

勿食冰品、冷飲。戴耳機勿超過

1 小時，戴 1 小時耳內細菌會增

加 700 倍。

最後畫龍點睛，我誠懇的

說：「大教授，別那麼怕老，『你

若不傷，歲月無恙』，重要的是

心態。您從小就被各種觀念洗腦

制約著，隨著父母、親朋好友、

社會的脈動在過日子。真實的自

己、本我，都被各種學說、理論

所淹沒、所埋沒。回想您這一生

多姿多彩，其實都被奴化，活得

不是自己而不自知！」教授聽了

瞪大眼睛，不知道是一語點醒夢

中人，還是聽了很不爽！

有時治療時機只有一次，也

許這一次治療後，高級知識分子

的傲慢與偏見，就會揮手即去！

但心想救一位教授就可以教育幾

百人，甚至千人，於是我孤注一

擲的說：「您把運動當作事業在

做，講效率，走幾步要算，運動

幾分鐘要計時，肺活量、呼吸率

重，魚尾紋大量出現，呈現出老

態。老婆見狀，請他給中醫調理

體質，凡事講求科學的教授，不

屑也不肯就醫。

有一天，教授突發耳鳴，西

醫說耳鳴難治，若治不好易耳

聾。他吃了 3 個月的藥後毫無

進展，只好硬著頭皮來就診。上

帝真是偉大的造物者，聲音的傳

感，由外耳氣體傳導，中耳骨性

傳導，到內耳液體傳導，聲波轉

成神經衝動，再由耳蝸神經上傳

至大腦，而產生聽覺反應，要聽

到聲音竟如此工程浩大而複雜。

耳鳴是大腦聽覺中樞的異常放

電，另內耳淋巴循環不良，致異

常發射訊號，也會造成耳鳴。

耳朵問題，經絡以三焦經、

膽經、小腸經為主。又腎開竅於

耳，與腎有關，臨床上觀察多與

腸胃系統有關。針灸處理：開耳

竅，針耳門透聽宮、聽會穴，或

 中 醫 療 法
◎  文：溫嬪容

每個人都是世界上獨

一無二的，也都有其獨特

的經絡途徑、振動頻率。

要針甚麼穴位？要走哪條

經絡？要使用多少刺激

量？都有個別差異。

也要算。運動變成壓力，而且非

要運動到大汗淋漓才肯罷休。最

高養生的運動量是微汗出，大汗

出傷心氣。運動要適度不是越多

越好，運動後應全身舒暢，而不

是很累。運動不是在室內，是要

走出戶外，腳踩大地接地氣，頭

頂天空接天氣，叫頂天立地，這

樣才能和宇宙的氣共振交會。」

教授立即回應：「那是甚麼道

理？沒聽過！」

「最 高 境 界 的 運 動 是

『靜』，一般的運動只氣走皮

下，氣串肌肉，運動不到內臟，

和器官組織微觀部分。只有在靜

中，所有的細胞都活躍起來，

此時藏象系統（魂、神、意、

魄、志）一起藉由經絡在宇宙

中進食，天人頻率交會，能量流

之強，穿透細胞微觀部分，無所

不包，無所遺漏。這樣的運動可

以改變細胞的能量，除了人看起

來年輕外，還抵禦得住低密度的

病邪，所以『靜』是最強的運動

量。而且靜到一定深度，會走出

這個空間的時間場，凡是時間所

能制約的運作就停擺，例如：新

陳代謝、老化，所以常靜坐的

人，較顯得年輕、貌美、健康。

其實『水不洗水，塵不染塵』，

莊子說：『靜默可以補病，眥搣

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精神

內守，在靜中，對人生真諦也較

易慧然獨悟。」我輕輕的說完。

教授聽後，眼神一睜，起

身，向我一鞠躬，說：「醫生，

你顛覆了我的思路，謝謝你！」

他的耳鳴說也奇怪，很快就有了

進展，只剩偶爾微弱的聲音。心

念是不是最強的藥？他的太太高

興的說像頑皮豹的丈夫，終於安

頓下來，試著過靈修生活！

ADOBE STOCK

2021 年 12 月
24 日～ 30 日

雙金塔牌特選素食醬油

雄雞牌春捲甜辣蘸醬 摩咕摩咕牌椰果果汁飲料

墨西哥產菲律賓茄子

六福牌新鮮日式烏冬麵

墨西哥產特級芥蘭

加州產大甜臍橙

越南玫瑰牌圓米紙

中國產生薑

加州產中型紅薯

天鵝牌醬油

中國產紫皮紫心番薯

墨西哥產上海白菜苗

周君記牌火鍋料包

特大無籽青 / 紅提

美國產石榴

昇牌香菇顆粒調味料

墨西哥產盒裝溫室聖女果

哥斯達黎加產黃金大鳳梨

賓賓牌原味米菓

秘魯產紅球珍寶葡萄

梨花牌最高級白米、
加州中粒糙米

多款口味

媽媽牌方便麵冬陰功濃湯口味

https://www.luckysupermarketcalgar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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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地毯使其變得蓬鬆

【看中國訊】在國家多、各

地風俗民情大不相同的歐洲，學

會入境隨俗總是比較有安全，

也才能享受愉快的旅程。EF 
Ultimate Break 是年輕人比較

熟悉的旅行社，他們提供了以下

有關在歐洲旅行的注意事項供讀

者參考。

（1）在意大利買咖啡要小

心

如果你在意大利點拿鐵

（latte），他們會遞一杯牛奶給

你，因為這個字在意大利文中是

指牛奶。

（2）在意大利別買錯冰淇

淋

如果你在意大利看到堆積起

來和蓬鬆的冰淇淋，千萬別買，

因為這表示它裡面加進很多空

氣。你應該買放置在有蓋容器內

的冰淇淋，因為這些冰淇淋被放

置在正確的溫度下。

（3）在意大利不要收陌生

人給的東西

在意大利，有時候會有人走

過來，在你的手腕上綁上手環，

而且堅稱那是禮物或是免費的，

但隨後向你要錢。因此，如果有

人給你東西，不要隨意接受。

（4）到意大利之前別忘了

先學幾句意大利語

如果你試著跟當地人說兩句

意大利語，他們會很讚賞你，也

會對你友善許多。

（5）在冰島不需要買瓶裝

水

冰島的水質乾淨，只要帶著

瓶子，到處都可以裝水，它喝起

來就像瓶裝水一樣。你甚至可以

在浴室的水龍頭裝水，它喝起來

也比美國的瓶裝水還好。

（6）在阿姆斯特丹要喝咖

啡別去 coffee shop

coffee shop 和 café 都有咖

啡店的意思，但在荷蘭首都阿姆

斯特丹，如果你想喝咖啡，要去

café，而不要去 coffee shop，
如果你不小心走進去，你會大吃

一驚。因為在當地吸食大麻是合

法的，而 coffee shop 就是吸食

大麻的地方，千萬別誤闖。

（未完待續）

【看中國訊】地毯使用長時

間後，踩上去不再感覺那麼乾淨

鬆軟。特別是養寵物的家庭，地

毯纖維的深層逐漸會累積寵物身

上掉下來的非常細小皮屑，對呼

吸道敏感的人就很不利。怎麼辦

呢？其實要是掌握一些簡單的辦

法，讓地毯蓬鬆起來也不是一件

難事。看看以下哪些適合可以自

己嘗試一下的方法。

吸塵

是的，不管嘗試後面介紹的

哪種方法，第一步都是要認真地

進行一遍吸塵工作。如果平時保

持定期吸塵，地毯的狀況一般不

會太差。

使用蒸汽熨燙

蒸汽熨燙衣服可以使衣服平

整，對地毯使用這招卻能使扁塌

的地毯恢復蓬鬆。拿一條半乾的

浴巾，比如洗衣機洗好還沒拿出

去晾晒的浴巾就可以。鋪在你需

要處理的地毯位置上，把熨斗開

到低溫或中等溫度即可，然後把

熨斗放在潮濕的浴巾上，每次壓

住幾秒後拿起，反覆幾次直到你

看到地毯的纖維開始重新站立起

來。

使用地毯耙

家裡備置一個地毯耙，有空

的時候拿出來耙一遍，也是一個

簡單的讓地毯恢復蓬鬆的辦法。

耙的時候朝著同一個方向，注意

不要太用力，有可能會不小心破

壞了地毯，把裡面的纖維給耙出

來。

耙一遍以後，再吸塵一次。

這樣效果很好。然後可以再換個

方向再耙一次，再吸塵。這個過

程可以重複幾遍，直到滿意為止。

使用小蘇打和白醋

這個方法適合在地毯很髒、

甚至味道不好的時候使用，也適

合養寵物的家庭，可以清除累積

在地毯深層的寵物的皮屑。

地毯吸塵後，把小蘇打粉撒

在整塊地毯上。要儘量撒得均

勻。撒完後，用一把小刷子朝多

個不同的方向刷，這樣把小蘇打

粉鋪得更均勻。然後，讓小蘇打

粉在地毯上停留大約12個小時。

之後，仔細把地毯吸塵，儘

量把所有的小蘇打粉都吸乾淨。

接下來把白醋和熱水用 1:1
的比例混合裝入噴壺。然後均勻

把噴灑整個地毯。再用一個刷子

輕刷地毯，結合直線方向刷和打

圈的不同方式刷。等待地毯自然

晾乾，不出意外的話，地毯看起

來會比打理之前蓬鬆很多。

使用冰塊

想不到吧，前面提到用蒸汽

熱敷可以使地毯變得蓬鬆，使用

冰塊也可以！這也是針對局部小

區域處理的另一個辦法。特別是

那些被長期放置的重物盒子或是

家具壓到的地方。

也是地毯吸塵後，在這個區

域上面放一個冰塊，等它自然融

化後，拿一塊乾的毛巾，把水分

吸乾。然後再用一個勺子、或是

刷子都可以，劃撥地毯的纖維使

其鬆動。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的運河。（Pixabay）

上

簡單方法

別犯這些錯誤

到歐洲旅遊？ 
掌握一些簡單

的辦法，讓地

毯蓬鬆起來不

是一件難事。

對於有些味道

的地毯，可以

用小蘇打和白

醋清潔效果很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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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uckysupermarketcalgar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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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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日至 12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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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6 日���止▲

特價
每磅0$ 99

或

新鮮黃鰭吞拿魚
魚扒

特價
100g2$ 99

進口藍莓
510g/ 盒

特價
每件5$ 99

特價

��� $50

特價
每件
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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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蔔 3 �� 或
�� 3 ��

特價
每袋2$ 49

大黃��
$2.18/kg

特價
每件10$ 99多款口味

長方蛋糕
670g/590g

多款口味
切蛋糕

Sugardale
 �燻��
�⻣ $5.27/kg

特價
每磅2$ 93

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2 月 23 日至 12 月 29 日

�� 3 ���� 3 ���� 3 ���� 3 ���� 3 ���� 3 ���� 3 ���� 3 ���� 3 ���� 3 ��

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2 月 23 日至 12 月 29 日
本廣告優惠以店內實物和標價

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2 月 23 日至 12 月 29 日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2 月 23 日至 12 月 29 日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2 月 23 日至 12 月 29 日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2 月 23 日至 12 月 29 日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2 月 23 日至 12 月 29 日

牛油果
5 個�

特價
每袋3$ 99

特價
每件11$ 99

特價
每件9$ 99 原隻熟龍蝦

350g

5000 分免費換

加拿大 3A
牛腰脊牛排
$26.43/kg

特價
/2 件6$ 99

▲▼優惠期�12 月 27 日� 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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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

一個電話，     速到迅 達

顧客好評96%種服務15+年經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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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水爐 靜電除塵器

暖氣爐 水管煤氣管

冷氣機 商業冷庫

加濕器 商業屋頂機加拿大商譽局

A+ 級 認 證

電話：403-921-4186
杜生 （粵、國、英語）

www.pnbfasterhea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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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8%的兒童心肌炎病例都是 
由COVID-19疫苗造成的

【看中國訊】美國心臟協會公布了一

項新的研究，發現 98% 的兒童心肌炎病

例是由 mRNA COVID-19 注射引起的。

這項新研究由來自美國多所大學、兒

童醫院和醫學院的幾十名醫生和科學家進

行，並於 2021 年 12 月 6 日發表在美國

心臟協會（AHA）的《循環》雜誌上。

研究人員調查了 139 名兒童和年輕

人，他們有 140 例疑似心肌炎的發作，

其中 49 例被證實，91 例為高度可能。大

多數患者是男性（126 人），年齡中位數

為 15.8 歲。

心肌炎是心肌的炎症，而心包炎是心

臟周圍的保護囊的炎症。由於心臟在維持

人的生命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以及

心肌不能再生的事實，這兩種情況都是極

其嚴重的。嚴重的心肌炎可導致心臟驟

停，並使人的壽命縮短几年。

結果顯示，136 名患者出現疑似心肌

炎，相當於所有心肌炎病例的 98%。其中

131例（94%）是由輝瑞公司的注射液造

成的，128 例（92%）發生在第二劑後。

11 月 29 日， 英 國 衛 生 安 全 局

（UKHSA）承認心臟疾病是 COVID 疫

苗引發的風險之一。UKHSA 發布了臨

床指南，支持檢測和管理與 COVID 注射

有關的心肌炎和心包炎的臨床病例，特別

是對兒童和 40 歲以下的人。

UKHSA 的臨床建議的第一部分——

「背景」，列出了一些重要的觀點。第五

點是，入院的兒童中，有很高比例的人患

有心肌炎。

9 月初，疫苗接種和免疫聯合委員

會（JCVI）已經無法證明向兒童提供實

驗性注射的理由。眾所周知，兒童很少患

嚴重的 COVID 疾病，更不用說死亡，而

COVID 注射劑並不能防止感染或傳播。

法庭令批准使用伊維菌素 
垂死的COVID-19患者康復

美國伊利諾伊州的一家醫院堅持給一

名老年 COVID-19 患者使用昂貴的瑞德

西韋（Remdesivir）。在治療失敗後，法

院不顧醫院的極力反對，下令允許一名外

部醫生使用價格低廉的伊維菌素進行治

療，最終挽救了他的生命。

伊維菌素片已被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

局（FDA）批准用於治療人類寄生蟲引

起的疾病。該藥物也被批准用於動物。但

FDA 尚未批准其所謂的標籤外使用來治

療 COVID-19。
瑞德西韋已被 FDA 批准緊急使用，

用於治療某些類別的因 COVID-19 而住

院的病人。

71 歲的 Sun Ng（音譯：吳新）從

香港到美國訪問，患上了 COVID-19。
他於 10 月 14 日在伊利諾伊州愛德華醫

院住院，此後病情急劇惡化，幾天即處於

病危狀態。

他唯一的女兒，擁有機械工程博士學

位的吳文君自己做了研究，決定為父親

服用伊維菌素。但醫院拒絕使用伊維菌

素，並拒絕讓其接觸願意使用伊維菌素的

醫生。女兒代表父親上了法庭，11 月 1
日，杜佩奇縣巡迴法院的富勒頓法官簽發

了法庭令，指示醫院「立即授予……臨時

緊急特權」給吳先生的醫生艾倫 · 貝恩，

「只對該病人使用伊維菌素。」

醫院在 11 月 6 日和 7 日抵制該命

令，並拒絕貝恩接觸他的病人。女兒的律

師於 11 月 8 日向法院提交了一份緊急報

告，富勒頓法官聽取了雙方的意見。法官

再度告誡醫院，並重申必須讓貝恩醫生在

15 天的時間內進入醫院工作。

伊維菌素似乎起了作用，吳新已經康

復並於 11 月 27 日出院。吳新的女兒吳

文君在一份聲明中說「我父親的康復是驚

人的」。吳文君的律師埃里克森表示，

她的法律團隊和客戶「非常感謝」吳新的

康復，「我們向富勒頓法官、貝恩醫生和

其他人以及醫院致敬，因為他們最終遵守

了法院命令。」

四位阿爾伯塔省醫生 
就疫苗強制令起訴AHS
正 義 中 心（The Justice Centre) 於

2021 年 12 月 8 日代表四名阿爾伯塔省

醫生向韋塔斯基溫（Wetaskiwen）王

座法院提交了一份索賠聲明和禁止令申

請。這些醫生因為反對阿爾伯塔省衛生

局（AHS）的疫苗強制令而面臨著解雇、

限制和紀律處分，該強制令已經被修改

和延長了兩次。疫苗強制令的最新修正

案要求所有阿爾伯塔省的醫療保健從業

者在 2021 年 12 月 13 日之前提交疫苗接

種證明，即使他們是自然免疫。除了挑

戰 AHS 的違憲行為外，該訴訟還主張回

歸基本的醫療原則，包括：承認自然免疫

力、醫患特權、知情同意、個人自主權和

披露義務。

在過去 20 個月 COVID-19 大流行

病最嚴重的時候，這四位醫生都順利地治

療和照顧了他們的病人。現在 AHS 準備

終止和懲戒他們，因為他們以科學和醫學

的名義不遵守 AHS 的疫苗強制令。

該禁令申請於 12 月 14 日星期二上

午 10 點在法庭上審理。醫生們要求法院

不要對他們執行 AHS 的疫苗強制令，相

信自然免疫方面的科學和醫學，並允許醫

生們繼續治療他們的病人。

為了支持這一說法，馬尼托巴省前首

席公共衛生官員 Joel Kettner 博士編寫了

一份專家報告，其中包括對主要公共衛生

組織如何比較以往科維德感染的自然免疫

保護與接種疫苗的保護的審查。他在報

告中指出「我一直無法找到相關的數據或

明確的理由來解釋有關因醫護人員的疫苗

接種狀況而將其排除在外的政策，尤其是

有一致的證據表明，主要的公共衛生組織

和公共衛生署的國家免疫諮詢委員會曾表

示，曾經感染所產生的自然免疫力提供了

至少同等的保護」。

正義中心工作人員律師 Eva Chipiuk
說：「AHS 準備將他們的疫苗強制令推到

如此地步，以至於終止有能力、有資格和

有愛心的醫生的自然免疫力，以執行不科

學、有害和任意的疫苗強制令。令人震

驚的是，這些醫生不得不求助於法院，

以繼續被允許做他們經過專業培訓的工

作——治療病人，包括他們自己。特別是

在 AHS 宣布該省的醫院和醫療保健系統

有崩潰的危險，並因缺乏人力資源而取消

手術的時候。」

一周疫情新聞

https://www.pnbfasterhea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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