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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專業經驗 竭誠為您服務

連續六年榮獲 RE/MAX 公司
團隊銷售  第一名

卡城地產局 (MLS) 銷售 
(2012-2020)   前十名

303030

403.241.9800403.241.9800

敬業地產銷售團隊敬業地產銷售團隊

jessica@jessicachan.cajessica@jessicachan.ca

掃
碼
看
房

Re/Max Real Estate 
Mountain ViewMountain View

Jessica ChanJessica Chan

      Top 10 News in 2021
1. U.S. President Trump Bids 

farewell with President Biden’s 
Inauguration

  The hottest news at the beginning 
of 2021 was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Amidst the controversy 
of election fraud, the 45th Presi-
dent Trump left the White House 
and the 46th President Biden was 
sworn in on January 20. Taiwan’s 
representative to the U.S., Mei-
Chin Hsiao, was invited to attend 
the inauguration ceremony, mark-
ing the first official invitation to 
Taiwan in 40 years.

2. Covid-19 Vaccination  
Worldwide

  At the beginning of 2021, the num-
ber of confirmed Covid-19 cases 
worldwide reached 100 million and 
three vaccines from Pfizer, Moderna, 
and Johnson & Johnson received 
emergency approval for use. By the 
end of 2021, more than 8.7 billion 
doses of vaccines had been adminis-
tered in at least 197 countries/regions 
worldwide. Among them, the vacci-
nation rate was 61.8% in the United 
States, 77.2% in Canada, 70.3% in 
the United Kingdom, 76.7% in Aus-
tralia, 80% in China, 78% in Japan, 
and 66.8% in Taiwan.

24小時網上看房

獨立�層屋 1885 呎,��雙車��3+1 ��
＋書�,3.5 浴廁��屋��油漆,主層�拱
形天�,鋪實木��,廚����石�檯面
�不�鋼家��2 �鋪����,W/O 土庫
�廚���學校��場
�����勿錯�� $509,900

�校� Edgemont 獨立�層屋

新
上
市

$2,988,800

COSCWKY,HSE3926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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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兩層屋2394呎+土庫全部完成，光猛向
東後園，背靠草地，大量裝修:(2020年新中
央暖氣爐及冷氣、主人房套廁、廚食爐),較
新陽台、洗衣乾衣機、熱水爐、屋頂、窗戶、
水管,4睡房+書房,
2.5浴廁,不容錯過。 $599,900

新上市

華麗裝修2睡房2浴廁1070呎柏文公寓，光猛向
南有河景，廚房及浴廁有大理石檯面，較新不
銹鋼家電，單位內有洗衣裝置，包1地下停車位，
可步行至唐人街、王
子島公園及市中心。 $429,900

新上市

獨立兩層屋1721呎+土庫全部完成，建於
1997年，較新屋頂及外牆（2013年），有
中央冷氣，3睡房，3.5浴廁，土庫完成有廚
房，近學校、公園
及公車站。 $469,900

東北Martindale光猛向南後園 新屋頂Cranston 華麗排屋 面向 社區俱樂部

豪華獨立兩層屋2558呎+土庫全部完成914呎，面向
學校及公園，建於2004年，保養一流，全新實木地
板，飯廳樓底高18呎，專業完成土庫，光猛開揚，3+1
睡房，3.5浴廁，可步行
至學校、公園及商場。 $699,900

超級豪華兩層屋8000
呎+土庫部分完成，
佔地0.28畝，特大4車
房，6睡房，6.5浴廁，
全屋加料建造，大堂
樓底高30呎，有雙旋
轉樓梯及6呎高水晶
燈，有圖書館、專業
天然氣煮食爐，近學
校、公園及商場。

$3,180,000

超 � 豪 � � 層 屋 7040

呎 + 土庫部�完成,佔�

0.28 畝,� 大 4 車 �,6

� �,6.5 浴 廁,大 堂 �

�高 20 呎,旋轉�梯�

6 呎高水晶�,��書��

專 � 天 � � 煮 ⻝ 爐,�

學校�����場�

Pump Hill 超�豪� 7040 呎豪�佔� 0.28 畝Pump Hill 超�豪� 7040 呎豪�佔� 0.28 畝

��獨立�層屋 2652 呎,建於 2016 年,��式雙車��3+1 
��,3.5 浴廁��個廚��主層� 9 呎高��,鋪實木��,
日光��廚��中�島,�石檯面�不�鋼家��主人�� 5
件裝套廁,W/O 土庫�廚��獨立門出�可�租 , 另�客� , 
���浴廁 , 光猛向西南��
������勿錯�� $849,900

西北 Sherwood W/O 土庫完成 ����

新
上
市

�大 2 ��＋書��2 浴廁 1068 呎柏文��,
位於 3 ��採開放式設計,光猛大方 , 單位
�洗衣裝置,�陽台�主人�� 4 件裝套廁,

「�和�」的步�式衣櫥�包 1 個�下停車位�
步行至學校,��場,
交�方便� $238,000

東南 Mckenzie Towne 千呎 2 ����

新
上
市

�大 2 ��,2 浴廁,��裝� 778 呎柏文��,位於高層
20 �,建於 2016 年�開放式設計,��大落��,主人套
�� 3 件套廁�廚��不�鋼家��石�檯面,單位��
洗衣裝置,陽台可俯����景,包 1 個�下停車位�可步
行至學校,Safeway,��市
中心,自住或出租��擇� $418,000

西南 Beltline �市中心 ��景
725 呎柏文��,2 ��,1 浴廁�採光猛
開放式設計,陽台坐向東南,單位��洗衣
裝置����,包 1 個�下停車位�步行
至 C-Train �市中心,交�方便 �Condo 
Fee 包水費�暖� ,
自住或出租��擇� $248,800

新
上
市

西南 Downtown West End 市中心柏文��

2012 年完成 2 套��屋 1406 呎,��單車��
主層 9 呎��,光猛開放式設計,�實木��,
廚��石�檯面�較�不�鋼家��陽台�天�
��� BBQ,�大 2 套�,2. 5 浴廁�可步行
至 C-Train �學校,��
�場�高爾夫球場� $445,000

西南 Killarney2 套� 2 層�屋

2 ��,1 浴廁,701 呎 柏文��,開放式設
計,廚��不�鋼家���石檯面�單位�
�洗衣�裝置,陽台可見開揚�景�包一個
停車位��學校��場� YMCA,���場
� Stoney Trail NE�
不容錯�� $182,000

東北 Saddle Ridge ��景 柏文�� 

新
上
市

Bi - Level 1169 呎,土 庫 � 部 完 成,� �
雙 車 ��3+1 � �,2 浴 廁,� 大 陽 台,�
� � 合 � � � 油 漆�� 學 校�� �,� �
�場� 主 ��路 � $389,900

東北 Pineridge Bi-Level 土庫完成

SOLD
SOLD

 (9
6.1%)

 (9
6.1%)

獨 立 � 層 屋 1 0 6 8  呎 + 土 庫 完 成 ,
2 0 2 0 年 � � 屋 頂 �� 牆 � � 大 陽
台 ,較 � 不 � 鋼 家 � ,3 � � ,1 浴
廁 ,� 學 校 �� � �� 車 站 � 輕 � 站 ,
� 勿 錯 � � $289,900

SOLD
 (9

4.8%)

 (9
4.8%)

東北 Martindale 光猛向南�� �屋頂

獨立 Bi-Level 898 呎 + 土庫�部完成共 1707 呎 , ��雙
車� , 較�屋頂 , 主層�實木��磚�� , 較��木廚� , 
�不�鋼家��大理石檯面 , 2+1 �� 2 浴廁 , 主人套�
� 3 件裝套廁 , 客��壁爐� 17 呎高�� , 8400 呎�皮
��大向西�院 , 光猛開陽 , 
�學校�����車站� $435,000

新
上
市

SOLD
 (1

00.6%)

 (1
00.6%)

西北 Hidden Valley 光猛向西�院 � 8400 呎�皮

獨立�層屋 1794 呎,W/O �部完成土庫,
��一���屋��油漆,較�屋頂�暖爐,
3+1 ��,3.5 浴廁�主層�拱形天�,主人
�� 4 件裝套廁,土庫�廚��步行至學校,
����� Nose Hill�
�勿錯�� $498,000

新
上
市

西北 Sandstone Valley W/O 土庫完成 �學校

(103.4%)

(103.4%)

11 天內售出
天內售出SOLD

SOLD新
上
市

豪�獨立�層屋 2558 呎 + 土庫�部完成
914 呎,面向學校���,建於 2004 年,
��一�,��實木��,����高 18 呎,
專�完成土庫,光猛開揚,3+1 ��,3.5 浴
廁,可步行至學校�
����場� $699,900

SOLD
 (9

8.3%)

 (9
8.3%)

西北 Sherwood 面向學校���

新
上
市

投�出租必睇� 626 呎 1 ��,1 浴廁頂層
柏文���客��壁爐,單位��洗衣裝
置�包 1 個停車位,��設�包括游泳�� 
Hot Tub ��汽浴室�� 2 間小學��場
� Nose Hill �� �
不容錯�� $139,900

西北�校� Edgemont 柏文��

新
上
市

感謝客戶多年來對我的厚愛及支持！感謝客戶多年來對我的厚愛及支持！

祝您和您的家人新一年健康快樂！祝您和您的家人新一年健康快樂！

Re/Max Real Estate Mountain View

   美國大選  
   川普告別 拜登就職

2020 年末，2021 年開年的

最熱新聞，是美國大選，世界矚

目。在選舉舞弊的爭議中，1 月

20 日，第 45 任總統川普離開

白宮，第 46 任總統拜登宣誓就

職，川普沒有出席拜登的就職典

禮，但他祝福新政府成功。台灣

駐美代表蕭美琴獲邀出席就職典

禮，這是台灣 40 年來首次正式

獲邀。

2022 攜手看中國
喜迎新元日

日月如梭，光陰似箭。
2022年元旦來臨之際，
《看中國》全體員工謹向

所有海內外讀者致以誠摯的祝福：
感謝全球讀者朋友們在過去的一年
裡給予《看中國》的熱情支持，

感謝全體榮譽會員對
《看中國》的真誠付出。

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身體健康，家庭和睦，
萬事如意！我們將繼續為您提供更多有價值的 
資訊和信息，在這個多事之秋，看清方向，

一起迎接充滿希望的一年。

——《看中國》全體員工敬上

爭奪南海 北京新增大量天線
Asserting Dominance: China Setting  
Up Antennas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民間傳說：秦檜之臭B3A3雙語報導
English or

Chinese Folk Story: Qin Hui 
and the Stinking Lake

A6 新疆書記換人
陳全國去職

中美二戰期間
技術合作力抗日軍C2

2021年
全球
十大

新聞回顧

          Covid-19疫苗 
   在全球接種

 2021年初，Covid-19全球確診

人數破億，美國輝瑞（Pfizer）、
莫 德 納（Moderna） 和 強 生

（Johnson&Johnson）三家公司的

三種疫苗獲得了緊急使用批准。

到 2021 年底，全球至少 197 個

國家 / 地區接種了超過 87 億劑

病毒疫苗。其中，美國的接種

率為 61.8%，加拿大 77.2%，

英 國 70.3%， 澳 洲 76.7%，

中 國 80%， 日 本 78%， 台 灣

66.8%。（下轉 A2）

1 2

https://www.calgaryhouse.ca/
https://www.calgaryhous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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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經濟整肅 
    與經濟危機

2021 年，北京繼續進行經

濟整肅，提出「共同富裕」和

「三次分配」口號，「韭菜大面

積被收割。滴滴、阿里巴巴、

騰訊、恆大、蘇寧、美團等經

濟巨頭均受衝擊，加工製造

業、房地產業、教培行業、小

企業、跨國電商等行業均面臨

危機。北京的經濟整肅也影響

到全球投資者。

受外企撤離、疫情衝擊、

經濟整肅等影響，中國爆發失

業潮，小企業難以為繼，大企

業也紛紛裁員，公務員也降薪

砍福利。但 2022 年公務員考試

報考人數卻超過 200 萬，從側

面反應了中國經濟與就業情況。

 全球通貨膨脹

2021 年 1 月， 美 國 通 貨

膨脹率只有 1.4%，4 月開始，

通貨膨脹迅速增長。不僅是美

國，全球消費品價格尤其是食

品價格、能源價格、晶片價

格……均呈現出一片漲勢。在

年初，堅稱通脹只是暫時的經

濟學家或官員如今承認，全球

的物價上漲持續時間將比預期

更久。

    中國人口減少 
    三孩政策出台

中國第七次人口普查於

2020 年 12 月結束，普查結果

卻一直拖到 2021 年 5 月才公

布。雖然北京不承認許多人口

專家預測的中國人口已出現「塌

陷」，但 5 月 31 日，中國當局

就公布了三孩政策，目的是「保

持我國人力資源稟賦優勢」。

政策一出，「躺平主義」迅

速流行，躺平即「不買房、不

買車、不結婚、不生娃、不消

費，維持最低生存標準，拒絕

成為他人賺錢的機器和被剝削

的奴隸。」

    董經緯叛逃  
    孟晚舟獲釋  
    傅政華事發

6 月，美媒披露，中共國安

部副部長董經緯叛逃，叛逃事

件至今撲簌迷離。如果事件屬

實，董經緯將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歷史上最高級別的叛逃者。

9 月，事發近 3 年，引發

美、中、加糾葛的華為首席財

務官孟晚舟案，以孟晚舟回國

暫告落幕。孟晚舟深度介入了

華為跟伊朗之間的交易，對伊

朗進行了秘密的技術和產品的

輸送。分析稱，華爾街巨頭、

前高盛集團總裁約翰．桑頓 8
月底秘密訪問北京，

事後許多分析認為，阿富

汗局勢的反轉是促成孟晚舟被

放回中國的主要因素。

10 月，有「頭號酷吏」之

稱的公安部前副部長、司法部長

傅政華落馬。傅政華事發，不尋

常的引來一片稱快，歡呼聲相當

一部分來自他供職的部門。

    台山核泄 
    河南、山西大水

6 月，曾參與建造並與中

方合作運營台山核電站的法國

法馬通公司（Framatome），兩

度緊急致信美國政府，稱中國

台山核電站存在「迫在眉睫的

核輻射威脅」，請求美國能源

部給予技術援助。台山核電站

位於人口稠密的中國廣東省江

門市台山市赤溪鎮，距離香港

和澳門分別只有 130 公里和 67
公里，安全性一直備受關注。

台山核電廠自 2018 年投入使用

以來，已傳出過多項工程質量

和核泄漏事故。

7 月，河南暴雨使該省至少

32 座大、中型水庫水位超過警

戒線。為保水庫，官方開閘洩

洪，但官方並未提前通知民眾

撤離。河南省會鄭州地鐵 5 號

線隧道中，大批民眾被困，多

人被淹死。河南農村的災情更

為嚴重，航拍顯示，受災農村

在汪洋中，只露出一些屋頂。

10 月，有「中國煤海」之

稱的山西省遭遇大水，當地政

府擔心破壞十一氣氛，9 天後，

才發布第一份災情通報。山西

受災範圍比河南洪災更大，有

災區氣溫一度降至零下。 8 月

底，中國 20 個省市頒布限電

令，剛與 14 個省市簽訂煤炭保

供合同的山西，災情下卻是「無

人問晉」。

    阿富汗變天 
    塔利班再掌權

8 月 31 日， 美 國 總 統

拜登宣告阿富汗戰爭結束。

「911」恐襲 20 週年之際， 9
月 7 日，塔利班再度掌權，宣

布在阿富汗成立臨時政府。專

家指出，阿富汗安全部隊迅速

崩潰，是因為塔利班獲得了中

國、俄羅斯、巴基斯坦和伊朗

的支持。美國提供給阿富汗國

家安全部隊的軍事裝備中，有

相當數量落入塔利班武裝分子

的手中。

    北京冬奧 
    彭帥事件

11 月，35 歲的中國網球

名將彭帥發文指控，75 歲的前

副總理張高麗性侵、不倫戀、

始亂終棄，引發了國際高度關

注。張高麗是中共十八屆中央

政治局常委、前國務院副總

理。事件發生後，即將於 2022
年 2 月舉辦北京 - 張家口冬季

奧運會，遭到包括美國、英

國、澳洲、加拿大、紐西蘭在

內的很多國家的抵制。

              Delta、 
                 Omicron 
              成主要變種

3 月起，隨著疫苗接種，

全球新增 Covid-19 感染病例不

斷下降。但最早於印度發現的

Delta 變種，改變了這一形勢，

造成病毒的高流行率和高疫苗

接種率同時存在的事實。

12 月，世衛組織表示，於

南非新發現的 Omicron 變種病

毒，會在全球構成「非常高」的

風險。與之前的流行毒株 Delta
相 比，Omicron 具 有 更 多 的

變異位點和突變數量，更具傳

染力和免疫逃脫能力。目前，

Omicron 變種正迅速成為全球

主要變種病毒，一些國家重啟

旅行禁令，中國西安及多地實

施了嚴厲的封城措施。

    

2021年 
十大全球新聞回顧

3. Beijing’s Economic Crisis

  In 2021, Beijing continued its eco-
nomic reorganization and put forward 
the slogans of “common wealth” and 
“three distributions”. As a result, “leeks 
were harvested on a large scale”, 
meaning that the government collected 
wealth from the publicsociety. Eco-
nomic giants such as Didi, Alibaba, 
Tencent, Evergrande, Suning, and 
Meituan were all affected. Industries 
such as processing and manufactur-
ing, real estat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mall businesses, and multinational e-
commerce are all facing collapse. 

4. Global Inflation

  In January 2021, the U.S. inflation 
rate was only 1.4%. Since April 2021, 
however, inflation occurred rapidly. In 
both the U.S. and worldwide, consum-
er prices, especially food prices, energy 
prices, and chip prices, etc., were all on 
the ris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economists or officials who insisted 
that inflation was only temporary are 
now admitting that global price infla-
tion will last longer than expected.

5. China’s New Three-Child Policy 

  China’s seventh census ended in De-
cember 2020, but the results were not 
released until May 2021. Although 
Beijing denied the “collapse” of Chi-
na’s population predicted by many 
demographic experts, on May 31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nnounced a three-
child policy aimed at “maintaining 
China’s superior human resource en-
dowment.” 

6. Incidents on Some Key Personnel 
Drew Attentions

  In June, the U.S. media revealed that 
Dong Jingwei had defected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 then-vice 
minist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If 
true, Dong Jingwei would be the high-
est ranking defector in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Sep-
tember, the case of Meng Wanzhou, 
Huawei’s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came 
to a temporary end with Meng’s return 
to China; this case had been going on 
for nearly three years and triggered 
entanglement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Canada,. Meng was 
deeply involved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awei and Iran, having car-
riedout secret technology and product 
transfers to Iran. 

7. Artifitial and Natural Disasters 

  In June, the French company Frama-
tome, which was involved in build-
ing and operating the Taishan nuclear 
power station in cooperation with Chi-
na, sent two urgent letters to the U.S. 
government claiming that there was an 
“imminent threat of nuclear radiation” 
and requesting technical assistance 
from the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In July, heavy rains in Henan caused 
the water level of at least 32 large and 
medium-sized reservoirs in the prov-
ince to exceed the warning line. To 
protect the reservoirs, officials opened 
flood gates, but they did not notify the 
public in advance to evacuate. Many 
people were trapped in a tunnel on 
subway line 5 in Zhengzhou, the capi-
tal of Henan province, and many died. 
In October, Shanxi province, known as 
“China’s coal sea,” was hit by heavy 
flooding. The local government is-
sued its first disaster report only nine 
days later. In late August, 20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issued power re-
strictions, and Shanxi, which had just 
signed coal supply contracts with 14 
provinces and cities.

8. Taliban Seized Power  
in Afghanistan

  On August 31, U.S. President Joe 
Biden declared the end of the war in 
Afghanistan. On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9/11 attacks, the Taliban took 
power again on September 7 and an-
nounc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ro-
visional government in Afghanistan. 
Experts say that the rapid collapse of 
the Afghan security forces was due 
to support the Taliban received from 
China, Russia, Pakistan, and Iran.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military equip-
ment provided by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Afghan National Security Forces 
fell into the hands of Taliban armed 
elements.

9.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and 
Peng Shuai Incident

  In November, Chinese tennis player 
Peng Shuai, 35, raised international 
concern when he accused former Vice 
Premier Zhang Gaoli, 75, of sexual 
assault, incestuous relationships, and 
abandonment. Zhang Gaoli is a mem-
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of the 18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a former vice premier of the 
State Council. After the incident, the 
upcoming Beijing-Zhangjiakou Winter 
Olympics in February 2022 was diplo-
matically boycotted by many coun-
trie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Australia, Canada, 
and New Zealand.

10. Delta and Omicron Become the 
Main Covid Variants

  Since March, with the distribution 
of vaccines, the number of new Co-
vid-19 infections worldwide has been 
decreasing. However, the Delta variant 
that was first discovered in India has 
changed this trend, resulting in a high 
prevalence of the virus and high vac-
cination rates.In December, the WHO 
said that the newly discovered Omi-
cron variant in South Africa posed a 
“very high” risk globally. 

拜登簽署《國防授權法》 涉及台灣
【看中國訊】美國白

宮27日表示，拜登總統已
將2022財政年度的《國防
授權法》（NDA A）簽署
成法律。這部法案授權撥

款7770億美元用於國防
開支，其中包括強化美軍實

力、以應對中國軍事挑戰，

也包括採取多項具體措施提

升台灣自衛能力，並建議邀

請台灣加入環太平洋軍演。

根據最終立法的摘要，《國

防授權法案》為技術上屬於美國

能源部管理的核武器活動提供

了 278 億美元的額外資金。

該立法還包括略多於 71 億

美元的資金，用於「支持和嘗試

改善美國軍隊在印太地區的當

前態勢、能力和活動。」

根據《國防授權法案》的

條款規定，美國國防部長勞埃

德．奧斯汀必須每年向美國國

會國防委員會通報關於「加強國

民警衛隊（美國軍隊）與台灣

之間合作」的可行性建議。

在當前中共政權投入巨資

擴張軍備競賽、以及表現出武

力攻打台灣意圖的國際環境

下，美國投入額外資金發展尖

端武器，並且加強與台灣合

作、從而增強台灣防務的舉動

隱含著抗擊北京當局的主張，

引人矚目。

據中央社報導，美國總統

拜登 27 日簽署 2022 年《國防

授權法》，其中與台灣有關的

內容包括，美國國防部長 2022
年至 2027 年，每年向國會提

交台灣防衛能力評估報告；基

於《台灣旅行法》，促進台美官

員交流，增進雙方防務規劃與

合作。另外透過台美軍事訓練

交流與軍事演習，提升台灣足

夠的自衛能力，並促進不對稱

防衛能力。美國國會還建議邀

請台灣參加 2022 年環太平洋

軍演。

中華民國外交部發言人歐

江安 28 日表示，外交部誠摯

感謝美國行政部門與國會對台

灣安全承諾，再次展現堅定支

持。美方已多次強調對台灣安

全承諾的支持堅若磐石，美方

以具體行動持續力挺台灣。

歐江安指出，台灣政府將

在現有堅實友好基礎上，持續

與美國深化安全等各領域合

作，共同維護台海及印太區域

和平、穩定與繁榮。

總統府發言人張惇涵 28 日

也表示，對於美國政府履行對

《台灣關係法》和「六項保證」的

安全承諾，府方表達誠摯謝意；

也由衷感謝拜登總統再次以實

際行動展現對台灣堅若磐石的

支持。

新頭殼報導稱，台灣駐美

代表處表示，目前正是台海和

平穩定面臨嚴重挑戰的時刻，

《國防授權法案》對推動台灣不

對稱戰力及強化台美安全合作

具正面意涵。

日本《共同社》報導稱，

該法案亮明了美國與中國抗衡

的態度，如果台灣能參加由美

國海軍主辦的 2022 年全球最

大規模演習「環太平洋軍事演

習」，將是台灣與美國斷交後

的首次。《共同社》分析，如果

台美強化軍事層面的交流，必

將激起中國強烈抗議，拜登屆

時是否會邀請台灣參與值得後

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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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魯多呼籲西方統一戰線 防止被北京分化
【看中國訊】加拿大總理特

魯多在 12 月 25 日播出的採訪

中表示，西方國家應該對中國達

成統一戰線，以防止中國利用商

業利益，令西方國家相互競爭，

針對彼此。特魯多強調，中國一

直在使西方國家之間爭鬥，因為

西方國家之間一直在爭奪在華的

經貿機會。他舉出加拿大和澳大

利亞出口到中國的牛肉為例。

特魯多在接受加拿大環球電

視臺採訪時說：「西方國家一直

在競爭，而中國不時非常巧妙地

以公開市場競爭的方式，讓我

們互鬥」。特魯多表示，「我們

（西方國家）需要做得更好，團

結一致，這樣一來中國就沒辦法

見縫插針，挑撥離間，害我們彼

此互鬥，並且利用脅迫外交」。

據悉，加中關係自孟晚舟案

後急轉直下，雖然今年早些時候

孟晚舟案落幕，兩國關係沒有獲

得根本改變。本月稍早，加拿大

加入以美國為首的外交抵制北京

冬奧行動。同時，加拿大也在考

慮禁止華為參與加拿大的 5 Ｇ

網路。

長期以來，外界一致認為華

為與中國政府和軍隊關係密切，

五眼聯盟的其他四國已經明確表

示拒絕華為參與 5G 網路建設。

華為長期以來一直否認協

助北京當局進行間諜或監視行

為。但本月早些時候，《華盛

頓郵報》援引 100 份華為內部

PowerPoint 演示文稿報導稱，

該公司正在積極向中國政府推

銷可以追蹤個人並支持「思想再

教育」和囚犯勞動計畫的相關技

術。

特魯多在 9 月表示，將在

「幾週內」就華為在加拿大的

5G 未來做出決定，但幾個月

後，渥太華尚未宣布其立場。

特魯多要求外交部與 G7 國

家和「志同道合的夥伴」合作，

「擴大對任意拘留、經濟脅迫、

網路威脅、干涉他國民主進程和

嚴重侵犯人權的集體反應。」

【看中國訊】香港立場新聞

前任和現任共六位媒體人被控違

反國安法而遭香港當局拘捕，其

中包括加拿大公民何韻詩。加拿

大朝野關注此事件，有參眾議員

發聲呼籲特魯多總理解救何韻

詩，十幾個加拿大香港民主團體

發聯合聲明稱：香港情況不斷惡

化，如果加拿大政府和國際社會

保持沉默，所有新聞從業者都可

能受害，30 萬居住在香港的加

拿大人安全受到嚴重威脅。加拿

大全球事務部表示永遠支持民主

和新聞自由，當地領事官員已經

準備提供協助。

香港歌手何韻詩一向支持民

主運動，被冠上港獨分子的名

號，這次立場新聞慘遭清算，何

韻詩也成了被逮捕的其中一人。

由於何韻詩是加拿大公民，在蒙

特利爾長大，還在魁北克拿了藝

術傳播的學位，和加拿大有很強

的聯繫。因此她遭到拘捕引發加

拿大朝野極大關注。不少政治人

物在社交媒體發出支持何韻詩的

聲音，施壓渥太華盡快拿出行

動。

加拿大眾議員加內特．吉努

斯 (Garnett Genuis) 發推文呼籲

總理特魯多要採取迅速有利的行

動，他說何韻詩是「一位受歡迎

的民主歌手和加拿大公民。中國

（共）當局對我國公民的任意拘

捕並未停止。」

參 議 員 郝 薩 科 斯 (Leo 
Housakos) 也敦促聯邦政府要

確保何韻詩被安全釋放。他說：

「加拿大人在中國共產主義暴徒

面前並不安全。」

維吾爾人權項目董事會主席

特克爾（Nury Turkel）貼出他

在 2019 年和何韻詩的合照，並

要求特魯多站出來並保護加拿大

同胞，貼文說何韻詩「是我認識

的最善良、最勇敢的人之一。對

權力說真話不是犯罪。」

加拿大十幾個民主組織團體

共同發聲明給聯邦政府和參眾國

會議員，聲明提到：「根據《國

家安全法》大規模逮捕各行各業

的不同政見者之後，香港情況更

加惡化。新聞自由迅速萎縮，一

國兩制框架已死，香港已成為警

察國家。……我們敦促加拿大政

府、國際盟友和世界各地的記者

強烈譴責最近對香港新聞自由的

鎮壓，……敦促加拿大政府為何

韻詩提供領事保護。」

簽名支持聲明的溫支聯主席

李美寶說：「他們想要營造白色

恐怖，讓其他媒體工作者都不敢

出聲。這是非常危險的，我們不

能因此沉默，否則事情更惡化。

加拿大政府也不能只是發發聲明

做做樣子，因為這直接影響加拿

大人的生命，有 30 萬加拿大公

民在香港啊！」

加拿大歷史維護會卑詩會長

列國遠看到這個事件後立即寫個

一篇文章送給認識的非華裔朋

友，她說很多加拿大人以為香港

發生的問題事不關己，但港版國

安法非常霸道，是個擴及所有世

界公民的法律，每個人都應該關

注。「不要忘記這個國安法不僅

是限制香港人，全世界的人你在

外國發聲的話，中國不喜歡你，

它都可能會抓你。」

加拿大全球事務部響應記

者查詢表示：「加拿大永遠挺身

支持民主和新聞自由。我們對

立場新聞的現任和前任董事和

工作人員被捕深表關切，其中

包括加拿大公民和活動家何韻

詩。」聲明稱「領事官員已參與

並隨時在當地提供援助。我們

正密切監視局勢。」渥太華重

申「與國際盟友合作，繼續大聲

疾呼並譴責侵犯這些自由的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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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st satellite images have revealed vast 
clusters of antennas appearing across 

the South China Sea, reinforcing the fear 
that Beijing is doing everything in its power 
to assert dominance over the strategic inter-
national waterway.

  According to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the Chinese 
military has been making giant strides 
in ramping up its resources for intelli-
gence-gathering, electronic warfare, and 
communications at a facility near Mumian 
on Hainan Island. This newly set up facility 
provides China with an enhanced capability 
to track, defend, or launch offensive cam-
paigns against foreign military forces that 
operate in the region.

  The CSIS report notes that the Yulin Naval 
Base is situated around 135 kilometers from 
the new facility. The Yulin base is known to 
be a prime facility used to house China’s fleet 
of nuclear-powered ballistic missile subma-

rines apart from a number of major Chinese 
surface vessels such as the Shandong. There 
are also reports of the PLA Navy’s Type 075 
amphibious assault ships being docked here.

  The Mumian base is believed to be aimed at 
establishing a clear advantage over foreign 
military forces by gaining control over the 
electronic spectrum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adjoining areas.

  The report points out that the Mumian 
facility fits the narrative of being part of a 
strategic network of military installations 
that would allow the PLA to have a dom-
inating position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Apart from housing satellite tracking and 
communication (SATCOM) platforms, the 
facility seems to be focused on collecting in-
telligence through intercepting and analyz-
ing communication from foreign satellites, 
weapons, and electronic systems.

  As per information gathered from satellite 
images, the Mumian facility has been used 

for intercepting signals and associated ac-
tivities since at least 2018. The latest images 
from Nov. 21, 2021, revealed that a number 
of new assets have been constructed on the 
site. This includes an array of four large dish 
antennas for SATCOM and tracking. There 
are also at least four tall tower antennas de-
signed for electronic warfare or communica-
tions.

  Per satellite images from Aug. 30, 2020 
roads and buildings have been constructed 
in the region. There are also indications of 
the site being used as a training ground for 
PLA forces specialized in the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of SIGNIT as well as electronic 
warfare.

  Last year, a Chinese news portal reported 
that a U.S. combat aircraft had “lost control” 
during its flight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Another similar incident occurred in 2018 
when the crew of a US Navy EA-18G Growl-
er aircraft reported their equipment being 
jammed.

  According to a report from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The war of the future will not 
only be about explosions, but will also be 
about disabling the systems that make ar-
mies run… We could see effects as stodgy 
as making a tank impossible to start up, 
or sophisticated as retargeting a missile 
midair.”

  The Asian Maritime Transparency Initia-
tive (AMTI), a Washington-based think 
tank, warns that China has become “in-
creasingly bold” following the setting up 
of its fortresses in the Spratly Islands. The 
location serves as a launching pad for China 
to deploy its coast guard, fishing militia, and 
navy to the Southern South China Sea.

  The Philippines, Malaysia, Taiwan, and 
Vietnam have accused Beijing of using its 
militia muscle to assert its claim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on several occasions. The 
newly ramped up facility in Mumian is yet 
another step in reinforcing China’s cam-
paign for control over these waterways.

爭奪南海 北京新增大量天線
Asserting Dominance: China Setting Up Antennas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Prakash Gogoi 

特魯多接受媒體采訪。（視頻截圖）

加拿大公民何韻詩在港被捕 引發廣泛關切

維吾爾人權項目董事會主席特克爾（Nury Turkel）呼籲加拿大政府拿出

行動。(推特截圖)

https://cookwithfik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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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中共總書記習

近平日前強調，「中國人的飯碗

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

中，飯碗主要裝中國糧」。中

國全國農業農村廳局長會議把擴

種大豆油料列為明年必須完成的

重大政治任務，分析指中國企圖

減少對大豆的對外依存度其實是

中國進一步脫鉤及閉關鎖國的表

現。

中央農村工作會議 12 月 25
日至 26日在北京召開。會前，習

近平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會會議，專題研究「三農」

工作。習近平指出，對耕地保護

要求要非常明確，全國十八億畝

耕地必須實至名歸，「農田就是

農田，而且必須是良田。」

習近平表示，要「實打實」

地調整結構，擴種大豆和油料，

見到可考核的成效，要真正落實

「菜籃子」市長負責制，確保豬

肉、蔬菜等農副產品供給安全。

12 月 27 日，中國農業農村

部召開全國農業農村廳局長會

議。會議強調要做好四件事，首

要是穩定糧食生產，再來就是攻

堅克難擴種大豆油料，「把擴大

大豆油料生產作為明年必須完成

的重大政治任務」，東北四省區

大豆面積恢復，同時促進油菜、

花生等油料生產。

2021年中國進口糧食
超1.5億噸

據美國農業部統計，從玉米

等主要糧食的庫存量來看，中國

達到了全球一半以上。

據美國農業部推算的數據

顯示，從中國在 2022 年上半

年（糧食年度，期末值）全球

庫存量中的佔比來看，玉米達到

69%，大米達到 60%，小麥達

到 51%，均在過去 10 年裡提高

了 20 個百分點左右。中國持續

大量存儲糧食的情況十分明顯。

中共海關總署最新數據顯

示，2021 年 1 到 11 月， 中 國

糧食進口超過 1.5 億噸，比去年

同期增加了 20%，其中穀物增

加 1 倍，玉米增加 2 倍，稻米

增加近 1 倍（97%）。中國今年

前 11 個月糧食進口量，已達官

方稱今年糧食產量 6.5 億噸的

23%。

中共海關總署數據還顯示，

2020 年中國食品進口額（不含

飲料）達到 981 億美元，10 年

裡 增 加 到 了 4.6 倍。 2021 年

1~9 月也達到了 2016 年有可比

較數據以來的最高點。 5 年裡

大豆、玉米、小麥的進口額猛增

至 2~12 倍。從美國、巴西等國

家進行了大量採購。牛肉、豬

肉、乳製品、水果類也增加到了

2~5 倍。

早在 2021 年 1 月中國經濟

日報報導，中國 2020 年大豆進

口量首次突破 1 億噸。

糧食「豐收」 
還是短缺？

中共國家糧食和物資儲備局

糧食儲備司司長秦玉雲 11 月 3
日稱，中國秋糧收穫接近尾聲，

全年豐收已成定局，產量將連續

7 年保持在 1.3 萬億斤以上。

官媒央視引述統計局數據報

導稱：「今年，我國全年糧食再

獲豐收，實現了糧食生產 18 年

連續豐收。」

據第一財經報導，在中國

2021 年的糧食總產量中，玉米

佔比接近 40%，大豆佔比僅有

2.4%。而大豆由於長期產不足

需，對外依存度高，進口已經

成為常態，淨進口已有 26 年歷

史。大豆進口量也從 1995 年的

100 萬噸增長到 2020 年的突破

1 億噸，25 年時間增加了 100
倍。

中共央視 12 月 19 日報導

稱，今年中國洪澇等自然災害多

發、國際糧價大幅波動，但今年

前 11 個月，中國糧食市場仍然

有充足供給，中國糧食價格保持

平穩上漲。

《大 紀 元》12 月 29 日 報

導，時事評論人士張栗田指出，

中國進口糧食創記錄，證明中共

所聲稱糧食豐收是假的：「如果

真豐收，就不需進口那麼多糧食

了」。張栗田有二十多年中國

糧食行業經驗。

預測中國糧食缺口較大

美國農業部在 2021 年 6 月

的展望中表示，到預測期結束

時，中國大豆進口量將從 2021
年的 1 億噸增加到 1.4 億噸。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表

的報告，在 2025 年前，中國糧

食將出現 1.3 億噸左右的糧食缺

口，且三大主糧（稻米、小麥、

玉米）缺口將達 2500 萬噸。

如何突破大豆困局

中國大豆如何突破困局，中

國不是最近才第一次喊出降低單

一國家進口量。早在今年 1 月

中國經濟日報在大豆 2020 進口

量首次突破 1 億噸時，曾引用

中國國家發改委價格成本調查中

心主任黃漢權提出，面對國際政

治經濟形勢和疫情的巨大不確定

性，中國要掌握在大豆國際貿易

中的主動權，首先要推動進口來

源地多元化。除了巴西、美國、

阿根廷這些傳統的出口大國，增

加從俄羅斯、烏克蘭以及非洲等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進口，

確保大豆進口穩定供應。

中共農業農村部農研中心研

究員張照新表示，近年來，大豆

和油料的進口依賴度不斷增加，

而且進口來源相對集中，「擴種

大豆和油料」是強化自給能力，

穩定油脂和飼料供給。與此同

時，中國在外貿方面也要增加大

豆和油料來源，推動進口多元

化，降低對單一國家的依賴，降

低各種突發事件的風險。

糧食安全問題 
提上新高度

前投資銀行家汪浩接受自

由亞洲電臺採訪時說：「（中共）

確實會擔心糧食長期依賴進口，

特別是很多需要從美國、加拿

大、澳洲、巴西、阿根廷等進

口，他（中共）跟美國、加拿

大、澳洲的關係都不好，如果萬

一哪一天因為台海的關係跟美國

打起來，美國停止出口給中國的

話，中國實際上糧食是不夠的，

它需要大量儲備，我覺得跟這個

是有些關係。」

汪浩認為，中國本質上是個

耕地不足的國家，加上中國農村

老齡化問題嚴重，農村年輕人都

到城市打工，所以糧食產量不可

能結構性大量地提高。

《自由亞洲電臺》12 月 29
日報導，金融學者司令表示，從

戰略安全形度來看，中共政府沒

有托底的辦法，只能亡羊補牢，

但現在開會再強調擴大豆類種植

面積，已經有點晚。

司令指出，中共強調提高大

豆的面積及生產量，已經不單純

是糧食安全問題，而是上升到政

治安全的高度了，把減少重要糧

油產品特別是大豆對外依存度，

變成減少對西方戰略的依存度。

這其實是中國進一步脫鉤，閉關

鎖國的一個表現。

中國糧食危機再掩蓋不住
擴產大豆成2022重大政治任務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湖南省教師李田田因聲援上

海震旦職業學院女教師宋庚一，

2021 年 12 月 19 日強制被送進

精神病院，引發民間高度關注。

李田田 26 日晚發文稱「已出

院」。但據知情人士透露，目

前李田田的行動仍受監視，且當

地警方將其視為「受到境外勢力

操縱」案件，李田田也將失去擔

任老師的資格。

湖南省永順縣砂壩鎮學校教

師李田田，於 12 月 17 日在微

博聲援上海震旦職業學院女教師

宋庚一，於 19 日遭到當地官方

強行送往精神病院，引發社會震

驚。 12 月 26 日，李田田透過

微信發布信息表示，「剛從『醫

院』出來，所以第一時間回覆大

家。感謝大家對我的關心，對這

件事情的關注！我會繼續以精靈

的姿態生活在這人世間……現

在，我的身體狀況還在『恢復』

中，精神狀態也較差，所以短時

間內可能回覆不了大家太多信息

或接受媒體採訪，希望大家諒

解」。

據不具名維權人士透露，李

田田獲釋的消息釋出後，有維權

律師以及聲援者等 5 人前往李

田田爺爺所在的村莊，想要探訪

並送慰問金，結果其中 3 人進

村後慘遭村幹部毆打，手機也遭

搶，3 人出村後有報警，但後來

沒有任何消息。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李田田

雖然離開醫院，但其行動繼續受

到監視，友人也無法接近李田田

與其家人。另一名知情人士則透

露，永順縣警方初步將李田田

事件定為「受到境外反華勢力操

縱」，李田田將失去當老師的資

格，其編制從事業單位貶為鄉鎮

普通職員。

據聲援李田田的人士表示，

目前外界仍無法與李田田的母親

和未婚夫王先生取得聯繫。

公開資料顯示，懷孕 4 個

月的李田田，於 2016 年畢業於

紹興文理學院，後在開化縣楊

林鎮中心小學擔任語文教師。 
2019 年，李田田在個人微信公

眾號發表文章《一群正被毀掉的

鄉村孩子》質疑和批評中共的形

式主義教育，學生要應對上級檢

查，耽誤教學，結果被要求連夜

接受約談，一度引發中國互聯網

的關注。

李田田曾在微博聲援宋庚

一，表示做為同行，她認為宋

庚一的授課內容沒有問題，有

問題的是她的學生、開除她的

學校、官方的報導，以及沉默

的知識分子。她在文中為「這群

烏合之眾的學生感到悲哀」，

同時批評他們在家庭與學校教

育中，沒有學到為人正直、胸

懷正義、善良悲憫的情懷，反

而學會了告密、斷章取義、譏

諷老師，和利用網絡煽動民意

的無恥卑鄙行徑。由於這番言

論，李田田的微博隨後疑似遭

到封鎖，無法連結。

據李田田此前描述，教育局

和公安局人員曾在「登門拜訪」

時，要求她「簽字認罪」，否則

將開除公職，但李田田拒絕「認

罪」，警方便警告她，若手機定

位調查結果顯示李田田真的發

了「聲援上海女老師宋庚一」的

微博，就跟宋庚一一樣是「漢

奸」，要被「槍斃」。李田田

悲嘆說，「我已經被逼得走投無

路，向社會求助。如果我死了，

那就是一屍兩命吧！」

另需關注的是，此前的 12
月 25 日，人權律師謝陽抵達湖

南永順縣試圖了解李田田老師的

處境，並在該縣公安局門外冒雪

打出寫有「接李田田老師母子回

家」的橫幅。 80 歲高齡的歐陽

經華等維權人士，也前往縣醫院

要求見李田田，但遭到醫院保安

阻撓。

網民「李青 16」傳出信息

稱，網友歐陽經華給她發來求救

信息：「謝陽律師等人被失去聯

繫，請大家緊急關注。」但迄今

歐陽經華、程曉峰和謝陽的手

機，均無人接聽。

【看中國記者理翱綜合報導】

2021 年 12 月 22 日下午，一名

19 歲的嫌疑人和 4 名同夥被指

控在美國費城持槍搶劫了民主黨

聯邦眾議員瑪麗．蓋伊．斯坎倫

（Mary Gay Scanlon）。該起事

件在社交媒體上引發熱議，民眾

批評美國極左翼人士推動所謂的

「解散警察」（Defund Police）
等各種激進運動，導致美國各大

城市的犯罪率飆升，這反而讓他

們自己身受其害。輿情洶湧之

際，白宮聲明表示，拜登總統

「從未支持取消對警察的資助」。

19 歲 的 約 西 亞． 布 朗

（Josiah Brown）是美國特拉華

州威爾明頓市人，他被警方逮捕

並被指控為洗劫斯坎倫的主要嫌

犯。

12 月 23 日，布朗在聯邦法

院的提審聽證會上表示，對非法

使用槍枝和劫車指控不認罪。

上週三（12 月 22 日）晚

上，特拉華州紐瓦克市還逮捕了

另外 4 名青少年，其中包括一

名 14 歲的女孩和 3 名 13、15
和 16 歲的男孩。所有 4 名嫌疑

人都被指控犯有收受超過 1500
美元贓物的重罪。一名 15 歲的

少年還被控拒捕和兩項惡作劇刑

事罪。

主要嫌疑人、也是實施搶劫

的布朗被拘留，將隨案件進行而

繼續關押，而其他年輕的嫌疑犯

則以 1
500 美元的保釋金釋放交由

他們的監護人看管。

警方表示，由於被搶劫的車

內有安裝了跟蹤器，所以警方才

能夠迅速找到被盜車輛。

代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第

5 國會選區的斯坎倫在 12 月 22
日的遭遇中身體沒有受到傷害。

據報導，當天下午 2 點 30
分左右，她在紐約市羅斯福公園

附近開會後走回她的車時，一輛

黑色越野車停了下來，一名持槍

嫌疑人要求她交出車鑰匙，之後

開著斯坎倫的車逃逸。

一名國會議員被犯罪嫌疑人

用槍直指著洗劫，這一事件引起

了人們關注起費城以及美國主要

城市不斷上升的犯罪率。

根據犯罪統計數據，作為美

國第 5 大城市的費城，2021 年

迄今已發生了 545 起凶殺案，

比去年增加 13%。而芝加哥、

舊金山等其他大城市的暴力犯罪

率，更是直線飆升。

在社交媒體上，民眾對犯罪

率不斷上揚的市政當局、直至拜

登政府提出批評，指出正是主導

治安工作的政府當局迎合左翼

激進勢力所推崇的「撤資警察」

（又稱「解散警察」）等運動，

才導致執法的警察等部門士氣低

落、而犯罪分子卻被保護進而肆

無忌憚作惡。

23 日 週 四， 白 宮 重 申，

反對取消對警察的撥款，並代

表執法部門重申了其所做的努

力。「這是總統的優先事項，

我想明確表示，這項為『警察』

（COPS）計畫增加資金的提案

是總統幾個月前提出的，顯然我

們希望在明年的預算中獲得通

過。」「我們很樂意繼續加強我

們在全國範圍內的一些（資助

警察的）計畫。」白宮發言人普

薩基在簡報會上告訴記者。

她補充說：「總統從不支持

取消對警察的資助，他一直倡導

提供足夠的資金，並確保警察部

門和社區警務計畫完全滿足他們

的需要。」

普薩基補充表示，拜登和斯

坎倫通了話。

拜登在 2020 年美國總統大

選期間，對於氣勢洶洶的摧毀警

察等執法部門的激進運動，大多

採取輕描淡寫的態度，但是現

在，他持續努力以使民主黨與該

黨最左翼成員所支持的「撤資警

察」運動保持距離。

2020 年，在黑人喬治．弗

洛伊德（George Floyd）死亡

後，將執法部門的資金撤出而用

於各種其他社會項目，實質就是

要解除警察等法制部門，這在美

國活動家和民眾中引起了強烈反

響。

議員被搶 白宮否認解散警察

(Adobe Stock)

湖南教師李田田發文稱「已出院」 律師聲援者遇襲失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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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12 月 27 日，

中國財政部的全國財政工作會議

在北京召開，並提到做好房地產

稅試點準備工作。有分析指出該

稅種勢必對樓市產生重大影響，

但並不符合情理。

在今年 10 月底，全國人大

常委會確定在部分地區開展房地

產稅試點，其中一項內容是國務

院制定房地產稅試點具體辦法。

國務院下屬的財政部和稅務總局

隨後公開表示，將依照全國人大

常委會的授權，起草房地產稅試

點辦法（草案），按程序做好試

點各項準備工作。

12 月 27 日，中國財政部的

全國財政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

會議在總結 2021 年財政工作時

再次提到，「做好房地產稅試點

準備工作。」

中國財政部部長劉昆曾表

示，在總結上海市、重慶市個人

住房房產稅試點經驗的基礎上，

進行房地產稅試點，「也為今後

全國統一立法積累經驗、創造條

件。」

根據官方發布出的信息，試

點地區的房地產稅徵稅對象為居

住用和非居住用等各類房地產，

土地使用權人、房屋所有權人為

房地產稅的納稅人。在房地產稅

試點程序方面，試點地區政府制

定具體實施細則，細化改革試點

落地措施。試點期限為五年，試

點期限自國務院印發試點辦法之

日起計算。

在房地產稅試點具體實施方

面，目前沒有涉及試點地區房地

產稅稅率、計稅依據、減除標準

等稅制要素。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 1986
年，中國就已出臺房產稅相關條

例，對經營性房產開徵房產稅，

自住房產在豁免之列。而這次房

地產稅試點，將全部包括在內。

即便稅率只有 1%，一套市

值 1000 萬元的房產每年都要繳

納 10 萬元的房地產稅，10 年就

是 100 萬，這背後的稅負成本

可想而知。當然，也會有一定的

免征面積。農村宅基地及其上的

住房，也不在徵收之列。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日前

在北京舉辦月度研判會，主題

為「開徵房地產稅與經濟社會高

質量發展」。法國巴黎銀行中

國首席經濟學家陳興動在會議上

表示，房地產稅總有一天要推出

來。房地產稅試點的消息出來，

只是一隻靴子落地了，但另一隻

什麼時候落下，怎麼落下來，則

更是市場的期待。

陳興動表示，儘管房地產稅

的討論已經很多年，但現在看來

遠沒有形成共識，還需要大規模

的討論。

在房地產稅設計方面，陳興

動認為，必須考慮其廣泛影響，

初期需要考慮社會的承受度。

「我們估計現在有 4 億中等收入

階層，但是他們的現金流可能很

少。如果從財產稅徵收培養的角

度出發，寬稅基低稅率是合適

的。」

在陳興動看來，房地產稅改

革牽涉面廣，問題複雜、矛盾尖

銳，利益衝突在所難免。

「天鈞政經」智庫指出，習

近平要想方設法增加稅收，目前

最可能增加的就是房地產稅，尤

其給全國人大常委會擴權之後，

修改法律或為新稅種立法就方便

快捷多了。但是，從法理上和稅

收理論上來說，房地產稅在中國

是一個不合理的稅種。中國房屋

七十年產權並非私有，相當於人

們從政府那裡「租」來的房子。

房地產稅的承擔者將是擁有一套

以上住房，生活相對優越的所謂

中產階層，可以成為中共「剪羊

毛」的利器。徵收房地產稅主要

目的是為了增加地方政府財政收

入，而不是為了降房價，這也是

當局的目的。

目前中國樓市不斷分化，房

地產開發商債務壓頂，未來並不

樂觀。

12 月 8 日 -10 日召開中央

經濟工作會議共提及 25 次「穩」

字，在曾擔任過全國人大財經委

副主任委員的賀鏗看來，強調

「穩」是因為存在不穩，而不穩

的總根源是金融不穩，也是主雷

區，主要引爆不穩的導火線可能

是房地產泡沫的破裂。

【看中國訊】目前越來越多

次級借款人加入了加拿大的購

房熱潮。Equifax 的數據顯示，

2021 年第三季度，次級借款人

的新抵押貸款份額出現大幅上

升，這是自 2020 年初以來第一

次出現增長。

Equifax 是加拿大消費者信

用報告機構之一。在信用報告

中，借款人的分數會被劃分在

300 到 900 之間，分數越高越

好，分數低於 660 分的人會被

認為是次優級的。信用分數是消

費者的信用歷史和付款歷史的結

合。沒有錯過還款的人們會被提

高分數。新賬戶和 / 或未還款的

人們分數會降低。

Equifax 發現，目前加拿大

次級貸款人在房屋銷售中佔有

了更大的份額。 2021 年第三季

度，次級借款人佔新抵押貸款的

4.4%，比上一季度上升了 0.5
個百分點。這是一個急劇的增

長，是自 2020 年第四季度以來

最大的份額。

加拿大各省都出現了低質

量借款人比例上升的情況。愛

德華王子島顯示出最大幅度的

跳躍，2021 年第三季度，5.3%
的新抵押貸款給了次級借款

人。這比上一季度上升了 1.6 個

百分點。

曼尼托巴省（6.4% 的抵押

貸款）、新不倫瑞克省（6.0%）

和薩斯喀徹溫省（5.0%）也出

現了大幅上升的情況。這些市場

中的每一個都看到低質量借款人

的新抵押貸款份額增加了 0.6 個

點。

除了次級借貸人增加外，

Equifax 的研究顯示，在疫情期

間，高信用分數的投資者違約率

也出現激增。同時，一些投資者

利用次級抵押貸款機構來獲得比

銀行更多的槓桿。

Equifax 指出，在經濟好的

時候誰都不會給低信用評級的人

錢，但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擁

有高信用分數的消費者也都不像

平時那樣可靠，因此借款機構便

會傾向給次級信用的人也提供貸

款，然而最令人擔憂的是一旦出

現大規模違約，就可能造成重大

影響。

雖然次級抵押貸款的份額仍

然很低，這並不意味著違約率不

會上升。Equifax 指出，如果利

率上升使房屋銷售放緩，就可能

會變成更令人擔憂的問題。

美國在 2007 年曾經發生

過一次次貸危機，當時由美國

國內抵押貸款違約和法拍屋急

劇增加所引發的金融危機，亦

重大影響到全球各地銀行與金

融市場。次貸危機以 2007 年 4
月美國第二大次級房貸公司新

世紀金融公司破產事件為「標

誌」，由房地產市場蔓延到信

貸市場，許多金融機構和他們

的客戶損失慘重，進而演變為

全球性金融危機，成為了 21 世

紀初世界經濟大衰退的一個重

要部分，引發 2008 年金融海

嘯。

【看中國訊】加媒報導，加

拿大人在疫情期間見證全國購房

熱潮後，許多人急於加入房地產

商和抵押貸款經紀人的行列。同

時，房產的銷售量和價格在城市

中心和農村地區都達到了創記錄

的高度。

根據房地產經紀人 Scott 
Ingram 收集的數據，在截至今

年 6 月 30 日的一年裡，多倫多

地區房地產委員會（TRREB）

的成員數量躍升了 10%，達到

約 63,000 人。換句話說，在多

倫多地區，每 88 個成年人中至

少有一個房地產經紀人。

截至 10 月，今年在新斯科

舍省有近 500 人參加了房地產

銷售人員培訓課程，是 2018 年

人數的兩倍以上。自 2019 年底

以來，新不倫瑞克省房地產協會

的會員人數激增 34%，因為加

拿大大西洋地區吸收了一波來自

國內其他地方的購房者。卑詩省

有執照的房地產經紀人的數量自

3 月底以來上升了 5.8%，而且

更多的房地產經紀人正在加入。

截至 11 月，今年已約有 8,100
人報名參加該省的入門級培訓課

程，比 2019 年增長 175%。

調查指出，這場疫情影響了

數百萬加拿大人的工作生活，但

房地產相關的工作仍然具有吸引

力。房產行業迅速反彈 --而且，

隨著房價的迅速上漲，本來已經

很高的佣金變得更加豐厚。

此外，此前需要到特定場地

上課的省級房地產經紀人的培

訓，目前主要在網上進行，更可

以在幾個月內完成，降低了入門

該行業的門檻。

《環球郵報》報導，溫哥華

的 Natalie Finkle 在疫情剛發生

時就被解雇了，她選擇了去考去

房地產銷售執照，這花了大約五

個月的時間，目前 Finkle 女士

已經在進行她的第 10 筆交易。

她認為，「這絕對是進入市場的

最佳時機。」

但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樣的幸

運。 2017 年，Ingram 發 表 了

一份對多倫多地區的分析。通

過將該地區的房屋交易總數除

以 TRREB 成員的總數，他發

現當年每個房地產經紀人大約有

1.8 筆交易，而 2002 年則是 4.3
筆交易。他懷疑目前的比例與

2017 年相似，因為銷售增長已

經被更多的經紀人爭奪業務所抵

消。

因為每筆交易都有兩個方

面 -- 買方和賣方，大多數交易

都涉及兩個經紀人，這意味著

每 1.8 筆交易實際上相當於每個

TRREB 成員有四個賺錢機會。

假設佣金率為 2.5%，該地區的

平均售價為 120 萬加元，那麼

一個經紀人僅從四個客戶身上就

能賺取超過 10 萬加元的收入。

但還需要減去一連串的成本，包

括經紀和許可費、汽車租賃、保

險等等。

不過 Ingram 也發現，一些

房地產經紀人的情況要比想像差

得多。「目前多倫多市場上的經

紀人已經過度飽和，競爭肯定比

以前更激烈。」

除了房地產經紀外，截至 9
月 30 日，大約有 7300 名新的

抵押貸款代理人在疫情期間加入

安大略省的房地產行業。渥太華

的 Naween Thomas 今年成為了

一名抵押貸款代理人。他說很多

人剛進入抵押貸款行業，準備在

其中立足的時候，（因為業務量

少）仍不得不保持副業維持收

入。他自己也花費了三四個月才

做成第一筆交易。他說：「頭幾

年是很艱難的，很多人似乎無法

度過這個難關。」

中國財政部年終會議再提房產稅

上海冼村（CC-BY 3.0, Wikipedia user -Wpcpey）

房地產經紀成熱門職業 加拿大房產次貸買家大幅上漲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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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爾瑪下架新疆商品 
引中共不滿

近日在美國總統拜登簽署法

案，全面禁止新疆商品進口後，

零售巨頭沃爾瑪（Walmart）在

中國的山姆會員店疑似陸續下架

店中「新疆哈密瓜」、「新疆和

田紅棗」、「新疆杏」等商品，

此舉引起中共官方注意。

隨後，包括央視網、《北京

青年報》、《中國經營報》等多家

官媒接連報導，沃爾瑪配合美國

政府政策全面下架新疆產品後，

引發湖南長沙、浙江杭州、福建

廈門等地民眾不滿，許多民眾表

示不再購買山姆任何產品。

相關消息一度躍為微博熱搜

話題第一名。根據大陸媒體報

導，在中國民眾掀起這波抵制潮

後，各地的山姆會員店出現大量

中共煽動民眾抵制美企賣場
美 國 沃 爾 瑪

（Walmart）旗下會員制山
姆會員店（Sam's Club）近
日疑似因中國人權問題，下

架了來自新疆的產品，引發

中共官方不滿。官媒連日批

評沃爾瑪並煽動民眾抵制美

企賣場，但豈料近日會員店

內「人山人海」，熱食區前更

是大排長龍搶購。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

退卡民眾，門市人員也表示，近

期退卡民眾的確有上升。不過，

官方連日報導的這波抵制潮似乎

與民間真實情況大不相同。

官方喊殺  
現場排隊購物人潮難擋

有媒體曾前往不同門市觀

察，有工作人員表示，山姆一直

有相應的退卡政策，沒有發現近

期退卡人數變多的現象。

《海峽都市報》也報導，28
日中午，福州唯一一家山姆會員

店，商場內仍有不少購物的市

民。記者在現場觀察約一小時，

發現只有一名市民向工作人員諮

詢辦理副卡事宜，未見有人退

卡，也沒有出現排隊的情況。

此外，也有大陸網友 12 月

28 日在網絡分享山姆會員店現

場情形，畫面中只見，熱食區點

餐區人滿為患，結帳區也是大排

長龍。對此，網友吐槽說，「小

粉紅發現只有自己去退卡」、

「最好規定退過卡的都不能再加

入會員」、「改天如果再偷偷去

辦新卡就丟臉了」、「少了小粉

紅，山姆沒那麼擠逛起來更舒

服」。

公開資料顯示，山姆會員

商店在美國擁有 4700 萬會員，

截至 2016 年 5 月，其在美國的

門店數量達到 656 家，遍及 48
州；而在中國，山姆會員商店在

22 個城市開了 36 家門市，會員

數今年突破 400 萬人。從財務

數據來看，目前沃爾瑪中國有一

大半的利潤來自山姆會員商店。

據沃爾瑪中國 2022 財年第 3 季

財報顯示，整體營收 1405.25
億美元，年增 4.32%。

美籲保護新疆人權 
Intel也拒新疆貨
美國政府在 12 月上旬以壓

倒性的 428 比 1 票，通過新法

案《防止強迫維吾爾勞動法》，

即假定所有來自新疆的產品都涉

及強迫勞動，不得進口。

12 月 23 日，晶片製造商英

特爾（Intel）發布聲明，稱要

對廣大中國客戶、合作夥伴和民

眾道歉，之所以會抵制新疆產

品只是遵守「美國法律的一種表

達」，而非表達立場。

對此，中國外交部戰狼發

言人趙立堅宣稱不用新疆產品

「是他們的損失」。但隨後不

少中國網友坦言，自家半導體

產業不給力，英特爾產品根本

抵制不了，「半導體這塊還真拿

Intel 沒辦法」、「Intel 不用只

能用 AMD，但 AMD 也是美國

的 ...」。

中共極端作法  
產業鏈恐遭滅頂

事實上，隨著國際譴責中共

官媒連日批評沃爾瑪並煽動民眾抵制美企賣場，但豈料近日會員店內

「人山人海」。（網絡圖片）

廣西壯族自治區靖西市數人被遊

街示眾，網友直呼「文化大革命

又來了」。（視頻截圖）

廣西街頭「文革」再現 罪犯被遊街示眾
【看中國記者李木子綜合報

導】近日，網傳廣西壯族自治區

靖西市數人胸前背後都掛著自己

的大幅照片，他們被押解著遊街

示眾，開公開大會批鬥，網友直

呼「文化大革命又來了」。

推特網友「吳文行」說，

「還有比遊街更能羞辱人的事

嗎？文革沒有結束，只是繼

續……！」貼文網友表示，此事

發生在廣西靖西市。

視頻中顯示，數名身著白色

隔離衣的人，胸前掛著一張疑似

其本人的大幅像片，其左右兩側

分別有一公職人員抓住胳膊，排

隊緩緩走來。道路兩邊站立很多

警察，如臨大敵的陣式，道路兩

側有數百民眾圍觀，疑似這些被

架著胳膊的人被逼著在大街上遊

街示眾。

另有網友貼上視頻，疑似以

上視頻的延續。這些被押著的戴

牌子的隊伍，來到一個早已人山

人海的地方，周圍建築顯示有超

市等，看似當地較繁華的地帶，

會場還拉著紅色橫幅，給人感覺

要開「文革式」的大批鬥會。

網友熱議，「這是文化大

革命 2.0 來了」、「文革武鬥鬧

的最凶的地方。」、「不愧是文

革時期人吃人的地方」、「文革

從來沒有離開過中共的土地上

【看中國記者程雯綜合報

導】日前，美國食品和藥物管

理 局（FDA） 相 繼 批 准 了 輝

瑞（Pfizer） 和 默 克（Merck）
兩家製藥公司生產的兩種抗

COVID-19 口服藥，為抵禦大

瘟疫帶來便利而又便宜的新療

法，不過有專家提出警告，這兩

種 COVID-19 新藥不是對所有

人都安全，其中輝瑞口服藥可能

因一些常用藥物而起到危及生命

的作用。

雖 然 輝 瑞 的 COVID-19
口 服 藥「帕 克 斯 洛 維 德」

（Paxlovid），已被批准可用於

患有心臟病或糖尿病等潛在健

康問題的成人和 12 歲及以上兒

童，但是這種藥物中有一種成分

可能會與血液稀釋劑、他汀類藥

物和抑制劑在內的藥物，因而產

生嚴重且危及生命的相互作用。

科羅拉多大學安舒茨醫學

院（University of Colorado 
Anschutz Medical Campus）
藥學教授彼得．安德森（Peter 
Anderson） 對 NBC 表 示， 那

些感染風險最大的患者，往往也

有其他疾病，他們的常用藥物與

輝瑞 COVID-19 口服藥會發生

不良反應。

他告訴 NBC 說：「其中一

些潛在的相互作用並非微不足

道，有些（藥物）配對必須完

全避免。」他還補充說：「有些

可能很容易管理，但有些將不得

不非常小心。」FDA 不推薦輝

瑞的 Paxlovid 用於患有嚴重腎

臟或肝臟疾病的患者。

此外，由於擔心默克公司

的抗病毒口服藥「莫奈拉韋」

（molnupiravir）的潛在副作用，

FDA 已將其使用限制為成人，

並且僅在其他治療無法獲得或

「臨床上不合適」的情況下使用。

對輝瑞口服藥 Paxlovid 的

主要擔憂是，當該藥物與其他是

由 CYP3A酶代謝的藥物搭配使

用時，輝瑞口服藥中的利托那韋

（ritonavir）成分，可能會將同

時服用的此種藥物的其他毒性得

到加強。FDA 在其對 Paxlovid
情況說明書中公布了一份可能與

利托那韋產生相互損害作用的藥

物清單，包括那些不應與該抗病

毒藥物配對的藥物。

不過，也有藥劑師強調，許

多藥物的相互作用是可控的，不

應妨礙大多數人服用Paxlovid。
專 家 們 還 希 望， 由 於

Paxlovid 的療程時間很短，只

有 5 天時間，每天服用兩次，

每次 3 粒，總共服用 30 粒，因

此與其他藥物發生不良相互作用

的風險很低。

【看中國記者李木子綜合

報 導】近 期， 陝 西 省 西 安 市

COVID-19 疫情處於高位新增的

態勢，連日破 150 病例。 27 日

西安市警方發布最嚴厲的疫情防

控通報，外出民眾參照犯罪處刑。

據中國國家衛健委通報數據

整理，12 月 28 日，大陸新增本

土病例 152 例，其中陝西省西

安市佔比近 100% 為 151 例。

西安市已連續 4 天日確診超 150
例，25 日 確 診 150 例，26 日

155 例，27 日 175 例，28 日

151 例，自 12 月 9 日起，西安

市累計確診 962 例。中共官方

數據僅作為參考，外界普遍質疑

疫情數據的真實性。

西安本輪疫情爆發，正好臨

近中國年關和北京奧運會開幕，

西安官方壓力山大，防控措施不

斷升級近瘋狂狀態。近日傳出西

安空軍軍醫大學凌晨奉命出動

150 人醫療隊，緊急接管定點醫

院隔離病區。民眾外出購物的政

策也停了，官方通知稱，27 日早

上 6 時 30 分起，所有小區管控

升級，取消原來「2 天 1 出」物

資採購政策，所有人員一律不允

許離開小區，除必須上班且持工

作證明人員除外。甚至西安市警

方也出臺了最嚴厲的防控通報。

西安開啟嚴酷疫控  
民眾違規如同罪犯

據新華網消息，西安市公安

局 27 日發布通告稱，12 月 27
日零時起，西安全市提升防控等

級，實行最嚴格的社會面管控措

西安確診奔1000例 防疫管控視民眾如罪犯

輝瑞COVID口服藥有風險

迫害人權，中國則透過抵制外企

展開報復，這種行為反而嚴重打

擊了自家產業鏈。

例如，先前在歐盟和美英加

製裁中共大規模迫害新疆維吾爾

人後，H&M、Nike、Adidas、
UNIQLO 等知名大廠均遭到中

國的抵制。但根據人民網發布數

據顯示，中國 2020 年至 2021
年度棉花產量約 595 萬噸，其

中，新疆棉產量 520 萬噸，佔

國內產量比重約 87%。

然而，在中共官方掀起一波

抵制外國品牌浪潮後，不少棉花

出口商損失慘重，甚至連央視都

不諱稱，只有得到瑞士良好棉花

發展協會（BCI）的認證，棉花

和棉織品才能在全球供應鏈上具

有市場競爭力，若得不到認證，

新疆棉產品便等於進入國際貿易

「黑名單」。

另外，中國紡織服裝產業也

面臨「滅頂之災」。根據官方數

據，中國紡織服裝產業在製造和

批發零售兩個領域有 121 萬家

法人企業，直接從業人員多達

1563.6 萬人，2018 年的營業收

入達到人民幣 12.7 兆元，是僅

次於電子資訊產業的第二大產業

部門。如果把個體工商戶和棉農

算入，紡織服裝業直接僱員估計

約有 2500 萬人。

施，要求「市民要保持 24 小時

通信暢通」，「除參加核酸採樣

外，堅持不出戶、不聚集。」

通報指出，發生以下情況

對市民最高處拘留 10 日和 500
元罰款：不配合「入戶採樣、集

中隔離、應急管控、現場管制」

的。擾亂核酸採樣點秩序，不按

「採樣位和等待位保持 2 米以上

距離，排隊人員之間保持 1 米

以上距離」等相關規定執行的。

野蠻社會，和一百多年前大清

遊街示眾推出午門斬首沒任何

區別。」、「都什麼年代了用這

種方式是啟發民智還是侮辱民

智」、「又一股文革左風在中國

大陸悄悄醞釀了。以後凡是有海

外關係、從海外回來的都得小心

了」、「這就是中國的民主。」、

「遊街又回來了」。

對此，中共官方回應，懲戒

警示活動，是按要求處罰。

正觀視頻 29 日報導，靖西

公安 28 日消息，這是在開展

走私、偷渡等涉邊違法犯罪人

員「十個一律」現場懲戒警示活

動，4 名被押解人員涉嫌運送他

人偷越國（邊）境罪。對於「遊

街示眾」舉措是否不妥，靖西警

方及安寧鄉政府回應，這就是現

場懲戒警示活動，是按要求處

罰，沒有不合適。

根據陸媒和廣西衛健委通報

數據統計梳理，廣西壯族自治區

的疫情情況其實並不嚴重。

12 月 11 日廣西首現 1 例本

土無症狀感染者，一直到 20 日

均無新增病例。 21 日廣西東興

新增本土確診 1 例，東興市次

日馬上全員核酸檢測。 22 日廣

西新增本土 4 例。 23 日新增本

土 1 例。 24 日新增本土 5 例、

本土無症狀感染者 4 例。 25 日

0 時 -26 日凌晨 2 時新增本土 2
例。 26 日新增本土 2 例，另有

5 例無症狀感染者轉確診病例。

27 日和 28 日無新增。截止 28
日，現有本土確診病例 19 例，

本土無症狀感染者 1 例。

據百度百科顯示，靖西市是

廣西壯族自治區百色市代管的縣

級市，總面積 3322 平方千米，

轄 11 個鎮、8 個鄉，截至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時，靖西市常住

人口為 489163 人。 2021 年 12
月 21 日，官方公布為廣西陸地

邊境口岸城市。

對「非疫情防控及民生保障車輛

不得上路」不執行的。

通報還指出，對「隱瞞實

情、虛構事實、故意躲藏，拒

絕、阻礙調查工作」而造成傳

染病傳播或造成嚴重後果的，

以「涉嫌妨害傳染病防治罪」追

究刑事責任。對「大專院校、超

市、便利店、農貿市場、醫療機

構、物流寄遞場所」等單位未履

行主體責任的，追究單位及責任

人法律責任。

綜合陸媒消息，截止 27
日，西安市共有高風險地區 1
個、中風險地區 150 個。

官方堅持「動態清零」 
西安疫情社區傳播高

央視網消息，12 月 29 日，

中國國務院防控機制新聞發布會

上，中國國家衛健委疾控局一級

巡視員賀青華介紹，堅持「外防

輸入、內防反彈」的總策略不動

搖，堅持常態化精準防控和局部

應急處置相結合，堅持「動態清

零」的總方針，出現一起、扑滅

一起，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代

價控制疫情擴散蔓延。

賀青華表示，陝西西安疫情

仍處於快速發展階段，且有病例

外溢至省內和省外的情況。風險

人員排查和管控措施需進一步加

強，後續疫情社區傳播風險仍較

高。中國國家衛健委新聞發言人

米鋒則表示，元旦春節將至，人

員流動增加，疊加冬春季呼吸道

傳染病高發，疫情傳播風險始終

存在。

西安警方發疫控通報，外出民眾

參照犯罪處刑。（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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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導

澳門賭場大亨周焯華

被逮捕後，澳門博彩業人人

自危。據悉，澳門將著手修訂

「博彩法」引入政府代表。

分析指，習近平試圖在中共

二十大連任，最後一塊金融

拼圖在澳門。

根據澳門警方的通告，周焯

華（綽號「洗米華」）等 9 人被

拘留，11 月 29 日被送往澳門路

環監獄關押。

今年 47 歲的周焯華是兩岸

三地廣為人知的大富豪，他也與

中共前政治局常委曾慶紅之弟曾

慶淮關係親密。周焯華的生意橫

跨博彩、旅遊、電影製作、餐飲

和金融等行業。他在 2007 年創

立「太陽城集團」後，因澳門開

放賭權得到迅速發展，在澳門及

海外共擁有超過 30 間貴賓廳及

450 張賭臺。

洗米華在中國內地控制的影

子公司多如牛毛，疑似因涉刑事

案件被警方凍結股權的公司至少

有 15 家。不容忽視的是，還隱

藏著鮮為人知的房地產生意。洗

米華通過員工控股或參股的內地

房地產公司，歷年來拿地達 39
宗，合計 107.7 萬平方米，分布

在甘肅、河南、安徽、遼寧、廣

東等多個省分。

這雖然比不上大型房企，但

也超過了許多中型房企。例如，

去年房地產行業排名在 200 左

右的美好置業，截至去年年末累

計儲地面積僅僅為 84.3 萬平方

米。

無論是政商關係還是對金融

系統的影響，都令習近平當局頗

為忌憚。

周焯華被逮捕後，澳門博彩

業人人自危。澳門政府將著手修

訂《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

度》（以下簡稱「博彩法」）。跨

越 3 個世紀的澳門博彩業，再

財經簡訊

次面臨洗牌。

12 月 23 日，澳門博彩監

察協調局公布了關於修改「博彩

法」的諮詢總結報告。本次諮

詢總結報告顯示，有關「批給數

量」議題的意見共 217 條，當中

表示「6 個經營權批給數量」的

意見最多，有 95 條。有關「引

入政府代表」的意見共 134 條，

表示「認同」的意見有 57 條。

摩根士丹利發表報告表示，

報告釐清公眾對關鍵討論點意

見。意見普遍認為，博彩經營批

給數量應為 6 個、期限約 10 年

至 20 年之間、稅收 ( 與以前相

同 ) 及股息 ( 被允許 )。預料澳

當局坐莊 澳門博彩業將洗牌
門在未來對博彩營運商的監管將

會加強，估計非博彩投資回報或

會被稀釋。

根據現行法律，經營博彩牌

照數量最多為 3 個，但目前市

場上的 6 家公司，每家公司都

有大量的投資和員工，尤其從事

博彩業人口高達 8 萬餘人，占

澳門整體就業人口的 17%，如

果有公司失去賭牌，博彩業必將

大震盪。

另外一項修法意見，則是建

議引入政府代表，提高政府對博

彩業者的監督力，直接監察業者

的經營狀況及資金流向。

澳門 6 間賭場的牌照 2022
年 6 月到期，包括總部在拉斯

維加斯的永利、美高梅和金沙。

目前澳門只發出 3 個賭牌

予銀河娛樂、永利及澳博旗下公

司，但是這 3 間公司在經官方

許可下將牌照轉批金沙、新濠國

際及美高梅，即「副牌」。

也就是說，如果要取消副

牌，而正式牌照擁有者不變的

話，美資公司便要出局。

澳門作為中國唯一允許開設

賭場的地方，其規模約為美國拉

斯維加斯的 6 倍。博彩業約占

澳門政府稅收的 80%，占澳門

GDP 的 55.5%。

【看中國訊】越來越多的跡

象顯示，北京當局將出臺包括放

鬆房地產和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在

內的多項政策，以落實中共在

12 月上旬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

會議上提出的 2022 年中國經濟

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的目

標。在那次會議上，中共最高領

導層，承認中國經濟在 2022 年

面臨需求收縮、供給衝擊和預期

轉弱等諸多嚴峻挑戰。

中國財政部 12 月 27 日表

示，中國將在明年推出積極的財

政政策，包括「超前的」基礎設

施投資，以穩定經濟增長。中國

財政部召開了全國財政工作視頻

會議。根據中國官媒的報導，北

京當局將啟動新一輪減稅和減費

措施，以支持企業「適度超前開

展基礎設施投資」。這意味北

京當局為穩住經濟而不得不重拾

基建這個「法寶」。

根據中國財政部網站公布的

信息，會議要求「財政部門要準

確把握穩字當頭、穩中求進的要

求，落實好積極的財政政策，積

極推出有利於經濟穩定的政策，

政策發力適當靠前。」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綜合報

導】12 月 26 日，恆大集團召開

復工復產保交樓週例會，總結公

司 12 月復工復產情況。恆大集

團董事局主席許家印放話，絕不

允許恆大任何一個人躺平，大家

一起來努力還債。

據第一財經報導，該集團

官微數據顯示，截至 12 月 26
日，恆大全國項目復工率為

91.7%，較 9 月初「保交樓誓師

大會」時提高 40 個百分點；復

工人數 8.9 萬人，在北方多個省

分進入冬歇期的情況下，仍較 9
月提高 31%。

恆大透露，80% 以上的主

體、裝修單位恢復了與恆大合

作，80% 以上的長期合作材

料供應商也恢復了供貨，簽訂

6869 份材料供應合同，新材料

供應模式對「保交樓」最後的精

裝工程起到關鍵作用。

恆大集團董事局主席許家印

在例會上稱：「自公司陷入困境

以來，我們在 9、10、11 月的

交樓量都不足 1 萬套，但隨著

復工復產的全面推進，12 月分

集團有 115 個項目計畫交付，

這個月還剩最後 5 天，我們必

須全力衝刺，確保完成本月交樓

3.9 萬套的目標。」

許家印在會上強調，絕不允

許恆大任何一個人躺平，集團各

級領導一定要帶領全體員工再接

再勵、日夜奮戰。許家印表示：

「只要我們不惜一切代價做好復工

復產、抓好工程建設，就一定能

將房屋交付給業主，就一定能恢

中國已經發行了 1.46 萬億

元人民幣的 2022 年地方政府特

別債券預付款配額，以幫助刺激

投資和支持經濟。

與此同時，中國央行貨幣政

策委員會也召開了第四季度例

會。會議提出，要為實體經濟提

供更大的支持，並表示將使貨幣

政策更具前瞻性和針對性。

中國央行上週六在一份聲明

中說，將更加積極主動地使用貨

幣政策工具，「穩健的貨幣政策

要靈活適度，增強前瞻性、精準

性、自主性，發揮好貨幣政策工

具的總量和結構雙重功能」，意

在調整市場上的流動性和針對某

些領域的政策。

此次會議由中國央行行長易

綱主持。央行還重申其目標是促

進房地產行業的健康增長，保護

購房者的權益，並努力更好地滿

足購房者合理住房需求，促進房

地產市場健康發展和良性循環。

中共將在 2022 年秋季召開

二十大。保持經濟穩定對於中共

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在二十大上開

始他的第三個任期具有重要的政

治意義。

澳門賭場大亨周焯華被捕後，澳門博彩業人人自危。（Getty Images）

復銷售、恢復經營、還清債務。」

恆大的債務真的能還清嗎？

據悉，恆大集團負債超 3000 億

美元，是全球負債最多的房地產

商，且已被宣布資不抵債。

恆大受債務危機影響出現多

地項目停工。今年上半年，恆大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達到 9511.33 億元。 9 月至 10
月，恆大集團物業實現合約銷售

金額 36.5 億元，合約銷售面積

40.5 萬平方米。恆大今年物業

累計實現合約銷售金額 4423 億

元，合約銷售面積 5419.2 萬平

方米。對比往年「金九銀十」，

這一銷售數據可謂慘淡。

近日，四川省成都市龍泉驛

區規劃和自然資源局無償收回了

恆大的兩塊地。 12 月 14 日，

海口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也宣布

收回恆大地產的 8 宗土地。目

前，恆大至少已有 11 宗土地擬

被無償收回。

恆大許家印喊話 不准員工躺平

許家印（Getty Images）

中國發改委和商業部收

緊中企海外上市限制

【看中國訊】北京當局正式

收緊了企業在外國上市的限制。

12 月 27 日，中國發改委和商業

部發布公告，一個公司如果從業

於禁止外國投資的行業，在它尋

求外國上市之前，必須獲得監管

機構的許可。此類公司外國人投

資佔比不得超過 30%，單一投

資人佔比不得超過 10%，外國

投資人也不得參與管理。

此前中國證監會也曾要求，

在外國上市的公司，必須向證監

會註冊。對當局造成威脅的上市

交易將遭到禁止。中國監管機構

還曾要求擁有一百萬以上用戶的

公司，在海外上市之前，進行網

路安全審核。

在新的法規下，利用可變

利 益 實 體（Variable Interest 
Entity）上市將更加困難。通過

這一途徑上市的公司，除了通過

網路安全審查之外，還必須經過

商務部和發改委的審查。不過中

國證監會表示，通過安全審核的

公司，依然可以使用可變利益實

體在外國上市。

西安疫情發酵  
多家企業停產衝擊業績

【看中國訊】據中央社報

導，西安疫情不斷發酵，有多家

上市企業因疫情正熾而停產或在

家辦公，對業績造成影響。

當地上市公司中熔電氣 12
月 28 日公告，鑒於疫情防控形

勢複雜嚴峻，按照官方要求，公

司於 23 日開始安排員工靈活上

崗，產線部分員工於公司所在園

區封閉留崗、保持生產，預期會

對公司短期經營業績產生影響。

富士達、達剛控股、天和防

務 27 日也陸續發布疫情影響公

告。日前，晨曦航空公告臨時停

產。西安飲食公告暫停店堂營

業。西安旅遊公告，疫情預計將

對公司近期經營造成較大影響。

博彩業人士稱，中國內地及

香港是澳門最大的兩個客戶來

源，受到疫情下的旅行限制，當

局又對賭博及資金渠道進行打

擊，人們擔心未來的市場規模仍

將受到更嚴格管控。

《看中國》特約評論員唐新

元，撰文〈習近平的金融拼圖最

後一塊在澳門賭場〉分析認為，

政府財政收入減少，習近平望著

逐漸癟下去的「錢袋子」愁眉不

展。他雖然達到了個人的權力頂

峰，但是金融這一部分卻不好控

制。尤其 2015 年的股災、外匯

儲備到 2016 年底消失了二萬億

美元等事件，讓習近平吃足了苦

頭，從那時起決定構建起能控制

得住的金融版圖，封堵千瘡百孔

的金融系統。現在，最後一塊補

丁落向了澳門賭場。很多人去賭

場說是去玩，其實是去洗錢，把

不明資金洗白。

唐新元指出，而對於習近平

來說，在明年中共二十大前一定

要保持各方面的「穩定」，為其

連任打基礎。同時也要控制住金

融系統，並且充實「錢袋子」，

權與錢，雙管齊下。

無論最終結果如何，習近平

當局坐莊澳門博彩業已成定局，

整個行業勢必重新洗牌。

【看中國訊】在財政困境

下，黑龍江省鶴崗市政府宣布進

入財政重整程序，這說明其財政

已經崩塌。黑龍江鶴崗市成為

1949 年以來首個財政重整的地

級市。

12 月 23 日，黑龍江省鶴崗

市發布《關於取消公開招聘政府

基層工作人員計畫的通知》稱，

各位考生：因鶴崗市政府實施財

政重整計畫，財力情況發生重大

變化，決定取消公開招聘政府基

層工作人員計畫，敬請理解。 
這是一份針對當地報考公務

員考生的一封通知書，並且發出

後不久就被刪除了。但是，人們

關注到了四個字，財政重整。 
財政重整是什麼意思呢？其實用

今年一個流行詞就可以簡單概

括：躺平。通俗來說，鶴崗市在 
2019-2020 連續兩年無力償還

到期的政府債務本金和利息，破

產躺平了，把債務推給上級的黑

龍江省政府。而黑龍江省政府也

沒有餘糧，每年靠中央財政轉移

支付過活。 
根據官方的數據，財政有盈

餘的省市只有 8 個，由多至少

依次為廣東、上海、江蘇、浙

江、北京、天津、山東和福建，

其餘 23 個省市全部都要中央財

政轉移支付進行補貼。 
上述 8 個有盈餘的省市當

中，扣除中央轉移支付後，一共

向中央上繳 27820.54 億元人民

幣，其中有超過八成來自南方省

市，剩下來自北方的北京、天津

和山東，佔比只有不到兩成。

 財權上收，事權下放，是最

近十年來中央和地方矛盾的焦

點。中央掌控七成的財權，而地

方政府恰恰相反，活干的多，收

入卻越來越少。近年來，地方政

府由於貪腐、巧立名目花錢等因

素，導致財政不足的問題一直都

比較嚴重。地方政府的收支都嚴

重依賴於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

稅收返還等。尤其在房地產市場

低迷的情況下，土地財政也玩不

轉了。 
鶴崗市實際已經資不抵債，

其在今年 3 月公布的《鶴崗市

2020 年決算分析報告》顯示，

該市 2020 年公共財政收入完成

2 億多元，同比下降 7.8%，除

資源稅、房產稅、 印花稅、耕地

佔用稅及契稅外，其它 10 個稅

種全部負增長。 鶴崗市 2020 年

負債達 131 億余元，比上年增

加 15 億多元。目前鶴崗市常住

人口為 89.13 萬，全體市民平

均每人負債 1.47 萬元人民幣。 
這不是突然發生的，在

2021 年 7 月 26 日，鶴崗市政

府召開的十六屆七十二次常務會 
議提及：「……我市財政重整計

畫實施方案、預算調整情況和專

項資金盤活等情況…… 當前，

我市財政形勢極其嚴峻，我市將

啟動財政重整計畫」。 
也許有人說，中國特殊的政

治體制決定政府處理方式不一

樣，中央政府會給兜底， 那麼，

中央能救過來幾個呢？鶴崗市之

後，還有一大批地級市排隊等著

躺平，尤其是經濟結構單一、資

源枯竭、人口外流的東北地區

城市，綏化市、鐵嶺市、松原

市 ..... 財政出問題，中央層面多

次會議聲稱要「過緊日子」。

目前，多地傳出減薪的消

息，基層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

叫苦連天，感嘆「緊日子」真的

來了。 

中國擬放鬆房地產
和重拾基建以穩住經濟中國出現首個破產地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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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暴威脅上訪人 女書記道歉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還上訪，給臉不要臉就刑

事抓捕你和你的兒子們，讓你們

一家都進去。」「我有一百種方

法去刑事他兒子。」近日山東平

度市雲山鎮女黨委書記王麗用粗

暴語言威脅上訪人的一段錄音曝

光後，引發輿論譁然。

隨著事件持續發酵，民怨四

起，官方迫於壓力對相關事件展

開調查，王麗本人也出面道歉。

但被威脅的上訪者謝賢武表示，

王麗雖然上門道歉，卻完全看不

出誠意，因此他拒絕接受道歉。

綜合《新京報》、《齊魯晚

報》、上游新聞報導，40 歲的

謝賢武表示，12 月 27 日晚間 6
時許，王麗等人到他家道歉。根

據視頻顯示，天黑後王麗由鎮

長、區委書記、村書記和婦女主

任 4 人陪同，來到謝賢武家中，

稱是要「道歉」。但王麗到場

後雙手插袋，說了一句「給你們

道歉」後變一言不發，且神態自

若。

謝賢武及其家屬看到王麗這

種態度情緒激動，拒絕接受道

歉。謝家人稱王麗的言行給他們

家造成很大傷害。

根據謝賢武事後表示，其實

自己最關心的不是道歉，是他反

映的相關公司涉嫌偷稅漏稅的問

題有沒有得到徹查、問題有沒有

解決，且直到目前稅務部門都沒

有給他書面調查結果。

他還透露，事情源於 2019
年下半年，他舉報當地企業青島

藍樹谷教育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涉

嫌偷逃稅問題，因對相關部門處

置有異議，他多次向各級信訪部

門反映。今年 8 月 23 日，王麗

找到他的親屬，說出「有一百種

方法去刑事他兒子」的話。

就在王麗說出這段話兩個月

後的 10 月 25 日，謝賢武因涉

嫌尋釁滋事遭到警方刑拘，12
月 1 日變更為監視居住。此外，

10 月 26 日，謝賢武懷孕的妻子

田學娟也遭到監視居住。謝賢武

說，從今年 7 月開始他和妻子

都接連遭到官方毆打、脅迫、刑

拘等不公對待。

事後，「上游新聞」多次撥

打雲山鎮黨委書記王麗的電話，

均被掛斷；給其發信息，也未作

出任何回應。

此前，網傳錄音曝光，有

女官員辱罵上訪者「給臉不要

臉」，並威脅說，「有一百種方

法去刑事他兒子」 。據錄音內

容，該女官員指出，「這一家人

都不怕死的話，那你就豁，他們

能豁上我也能豁上，你就轉達給

他就行了……除了進京訪還有什

麼？舉全平度之力，我們無論是

從武力物力人力財力精力，都耗

得起他。」

王麗傲慢的言論在網絡引發

不小爭議，對此，平度市委宣傳

部官方 26 日通報，錄音中的女

官員是平度市雲山鎮黨委書記王

麗。通報還指出，對王麗做出停

職調查處理，責令其向當事人賠

禮道歉。但王麗道歉的態度卻讓

謝家人無法接受。

自由亞洲電台報導，關注該

事件的北京維權人士通過文字方

式表示，王麗只不過是「說了實

話」而已。據他了解，山東官方

對於一些維權訪民、異議人士等

的確就是這樣。

前610副主任彭波認罪
【看中國訊】中共 2021 年兩

會後第一個落馬的老虎，原 610
辦公室副主任彭波在江蘇無錫受

審，並認罪。彭波被控收受巨額

財物，價值高達 5464 萬餘元人

民幣。

中共官媒人民網報導，12
月 23 日，江蘇省無錫市中級法

院，一審公開開庭審理了原 610
辦公室副主任彭波涉嫌受賄罪的

案件。彭波被指控：在 2006 年

至 2021 年期間，利用擔任中共

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網絡新聞宣

傳局副局長、網絡新聞協調局局

長、網絡新聞應急事務局局長、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專職副主

任、610 辦公室副主任等職權，

非法為他人謀取利益，直接或間

接非法收受鉅額財物，折合價值

達 5464 萬餘元人民幣。

庭審中，彭波當庭表示認罪

悔罪。法庭宣布休庭，擇期宣

判。

今年 3 月 13 日，中共中紀

委宣布彭波涉嫌嚴重違法問題而

落馬。彭波是 2021 年中紀委調

查的第 5 虎，也是中共兩會後

落馬的第一個老虎。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

員會報告認定，610 辦公室是執

行中共中央命令的國安「法外機

構」，主責協調各機關鎮壓法輪

功。美國智庫報告稱，610 的查

辦對象，2003 年擴及其他被共

產黨認為有害中共統治的宗教或

氣功團體，包括：家庭教會基督

徒、佛教徒和其他宗教團體。由

於工作缺乏透明度，一直備受外

界質疑。

自由亞洲電臺曾報導，中

國知名人權律師高智晟稱，中共

「610 辦公室」是「高於政權力量

的黑社會組織，可以操縱、調控

一切政權資源，『行使』著這個

星球上，人類有國家文明以來，

作為國家從不能擁有的權力」。

《看中國》記者經過查證

發現，曾經擔任「610 領導小

組」組長的周永康、副組長的

周本順、李東生、張越，曾擔

任「610 辦公室」副主任的孫力

軍和彭波等 6 人都已經落馬，

其中李東生還擔任過「610 辦公

室」主任。

外界關注重慶市委書記陳敏爾的
下一步走向。（Getty Images）

原央視周濤履新神秘央企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綜合報

導】原中共央視主持人、央視文

藝中心副主任周濤，履新保利集

團旗下的保利文化，任藝術總監

一職。

公開資料顯示，周濤 1968
年 3 月出生於安徽省淮南市，

中共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早

年任職於北京電視臺播音部，後

調入中央電視臺文藝部。 1996
年至 2011 年，她連續 16 年主

持「春晚」。 2016 年 11 月調

入北京演藝集團任首席演出官。

直至此次履新保利文化集團。

周濤此番履新的保利文化集

團隸屬於中國保利集團有限公

司。該公司成立於 2000 年，從

事演出與劇院管理、藝術品經營

與拍賣、影院投資管理，旗下擁

有保利拍賣、保利劇院、保利影

業。 2014 年該集團在香港聯交

所主板上市。 
隨著周濤履新，保利集團再

次出現在公眾視野中。《華爾街

日報》曾報導，在中國，沒有其

他幾家公司的影響力及得上保利

集團。 1992 年中共領導層和軍

方聯合成立的保利集團，是一家

從事武器買賣、地產和藝術品拍

賣生意的大企業，每年利潤高達

億元計算。

據陸媒披露，保利集團不僅

是國企，還是中共軍工企業。中

國保利集團有限公司的前身是成

立於 1983 年 2 月的保利科技有

限公司，由解放軍總參謀部與中

信聯合組建。

保利業務不僅限於軍工，旗

下擁有 13 家二級子公司。保利

集團涉及國際貿易、房地產開

發、輕工業務、工藝業務、文化

藝術經營、民爆產銷和金融投資

等七大業務領域。經營業務覆蓋

範圍超過全球 100 多個國家和

地區。其中保利發力地產，布局

中國 100 多個城市，地產規模

僅次於萬科，旗下保利地產，保

利置業均已上市。

而保利集團旗下的保利文

化，下轄北京保利劇院管理有限

公司、北京保利國際拍賣有限公

司、保利香港拍賣有限公司、北

京保利藝術中心有限公司等 12
家子公司，擁有 140 餘家全資

及控股企業。

說起「保利」就不得不提其

神秘背景。翻開保利領導層名

單，人們不難發現這裡聚集了一

大幫中共紅色貴族後代，包括王

震之子王軍、賀彪之子賀平、姬

鵬飛之子姬軍、楊尚昆的女婿王

小朝、葉劍英之子葉選廉等等。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重慶市高層再現重大人事變動。

12 月 25 日，陝西省委副書記胡

衡華跨省擔任重慶「二把手」，

接替唐良智。在中共二十大前的

敏感時期，身為政治局委員的重

慶書記陳敏爾的仕途走向備受關

注。

中共新華社 12 月 25 日晚

發布信息稱，胡衡華調任中共重

慶市委委員、常委、副書記。唐

良智不再擔任中共重慶市委副書

記、常委、委員職務。重慶市常

務副市長王賦，不再擔任重慶市

委常委。這意味著重慶正副市長

換人在即，胡衡華將備位重慶下

一任市長。唐良智、王賦兩人均

是「另有任用」。

根據中共官方公布的簡歷，

胡衡華，1963 年 6 月生，湖南

衡南人，長期在湖南省任職。

2016 年 11 月任湖南省委常委、

省國資委黨委書記，2017 年 7
月任湖南省委常委、長沙市委書

記。 2020 年 10 月，胡衡華調

任陝西省委副書記。

唐良智 1960 年 6 月生，湖

北洪湖人，擔任過武漢市委副書

記、市長；2016 年調任四川省

成都市委書記；2017 年調任重

慶，擔任市委副書記、市長等

職。

至於王賦，他今年 3 月底

才履新，接替吳存榮留下的空缺

出任常務副市長，在七名副市長

中位列第一。 59 歲的王賦是山

西渾源人，早年曾在山西工作近

20 年，期間任山西副省長，中

共山西省委秘書長等職。 2018
年 1 月跨省擔任重慶市委常委、

秘書長、辦公廳主任等職務至

今。

中共二十大前夕，重慶官場

已經進行多次調整。隨著中共

二十大臨近，身為習近平親信、

政治局委員的陳敏爾，下一步的

動向備受關注。

香港《明報》12 月 23 日報

導指出，二十大人事的變數較

多，可能會創造新紀錄，重慶市

委書記是其中之一。該職位首名

入局者薄熙來，未到十八大就已

落馬，繼任的孫政才也重蹈覆

轍，十九大前落馬，以致有人稱

這位置被上了魔咒。現任重慶書

記陳敏爾，被視為習近平的親

信，明年無論是如傳說般升任政

治局常委，還是調任上海書記，

都將成為首名打破這一魔咒的

人。

港媒所指的「魔咒」，即

十八大前重慶爆發王立軍事件，

薄熙來落馬後重慶官場就似乎成

了高危之地。後任的市委書記孫

政才，在 2017 年十九大前夕又

中箭落馬。中共四中全會後，重

慶三號人物、重慶副書記任學

鋒，2020 年 11 月在北京開會

期間離奇死亡。

除此之外，重慶市 6 任公

安局長中，有 3 人在任內落馬，

王立軍事件直接導致薄熙來落

馬，薄熙來被判終身監禁，王立

軍自己也被判囚 15 年；孫政才

被查與何挺落馬亦僅相隔一個多

月；陳敏爾主政時期鄧恢林也落

馬。

重慶官場人事變動 
陳敏爾將打破「魔咒」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綜合

報導】日前，廣東省省長

馬興瑞接棒陳全國任新疆

「一把手」，被免職的陳

全國「另有任用」。這位

「鐵腕治疆」的酷吏，其

仕途走向備受關注。港媒

引述信息稱，陳全國料將

出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領

導小組副組長。

12 月 25 日，中共官方信息

顯示，原新疆書記陳全國被免，

「另有任用」；廣東省省長馬興

瑞升任新疆書記。按照中共官場

慣例，新疆書記是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員，這意味著馬興瑞在明年

將成為中共新一屆政治局委員。

香港《明報》12 月 27 日引

述北京知情人士的信息，陳全國

料將轉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領導

小組副組長一職。目前，這一領

導小組的組長職務由中共國務院

副總理胡春華擔任。

不過，中共中央農村工作會

議自 12 月 25 日起一連兩天在

北京召開，會議傳達了習近平有

關「保證糧食安全」的要求。在

央視新聞聯播 26 日相關報導的

畫面中，胡春華出席了會議，但

外界沒有看到陳全國的身影。

陳全國 1955 年出生，現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曾任中共

河南省委書記，河北省省長，

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從

2016 年開始任中共新疆維吾爾

自治區黨委書記，同時兼任新疆

生產建設兵團黨委第一書記、第

一政委，直到此番被免職。

在主政西藏時就維穩手法強

硬的陳全國，入疆以來，不僅僅

是對當地維吾爾人宗教自由和人

身自由的限制，中共官方設立的

所謂「再教育營」系統，引發國

際社會的廣泛批評和質疑。他也

曾經在當地的一次「反恐維穩誓

師大會」做出過「在新疆，沒有

穩定一切皆為零」的表述。因此

被外界稱為中共「酷吏」之一。

在陳全國任期期間，新疆成

為了全世界關注的熱門焦點。

美國財政部 2020 年 7 月 9 日，

以涉及重大人權侵犯為由，將 4
名中共政府官員以及新疆公安廳

官員列入制裁名單。被美國施行

凍結資產制裁的分別是，新疆黨

委書記陳全國�前新疆政法委書

記朱海侖�新疆公安廳廳長王明

山及前新疆公安廳黨委書記霍留

軍。前面三人除了資產被凍結

外，也被禁止入境美國。

2021 年 12 月 23 日，美國

拜登政府通過的《維吾爾族強迫

勞動預防法》，被正式簽署成為

法令。禁止新疆產品進口美國，

除非企業能提供明確且令人信服

的證據，證明產品非由強迫勞動

製造。中共外交部、商務部、人

大、政協、新疆人大常委會及黨

媒一起聲稱「堅決反對」。

兩個月前陳全國連任新疆書

記時，有大外宣放風，說他年齡

未過紅線，還有升任政治局常委

的可能。在這次陳全國被免後仍

然這樣被放風。

但時事評論員岳山則分析指

出，陳全國此時離疆，最大的可

能是因為名聲太臭，明年有中共

有高層權力換屆的大事，加上

2022 年 2 月就要舉行北京冬奧

會，美國等多國已因中共人權記

錄對冬奧會進行抵制。中共為避

免國際壓力過大，可能是將陳全

國這個劊子手移位避風頭。

陳全國退位後，一種可能是

走張春賢模式，暫時轉任閒職，

已有傳聞說其將返京擔任中央農

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同時在

這期間他應該會暫時繼續兼任中

央新疆工作協調小組副組長，在

二十大上才進入人大擔任虛職。

另一種可能是和再前一任新疆書

記王樂泉一樣，暫時調任中央政

法委副職，到二十大退休。

至於馬興瑞是否會採取不同

行動。有觀察人士認為，馬興瑞

這位技術官員接任後，為了所謂

穩定，原來的政策仍會持續一段

時間。事實上，幾個月前，習近

平從福建、浙江、海南等省分相

繼調動自己的人馬入疆布局，占

據了自治區委常委席次，已經為

馬興瑞入疆做鋪墊。

新疆書記換人 陳全國去職

新疆「一把手」陳全國近日去職，其後續仕途受矚目。(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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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大搜捕53民主派
1 月 6 日：香港警方國安處

在清晨大肆逮捕 53 位民主派人

士，指他們參與 2020 年的立法

會民主派初選，是響應法律學者

戴耀廷提出的「攬炒十部曲」，

這些人士一旦成績進入立法會

後，將聯手以否決政府預算案的

方式迫使林鄭月娥回應反送中運

動的「五大訴求」，甚至動用議

員權利迫使林鄭下台。當局指這

些民主派人士涉嫌觸犯《港版國

安法》中「顛覆國家政權罪」。

此次逮捕行動是自 2020 年

7 月 1 日港版國安法生效以來最

大規模的搜捕，引起香港本地輿

論譁然及國際社會嚴厲譴責。

1 月 31 日：英國開始接受

港人申請「BNO 5+1」簽證。

該簽證允許持 BNO 護照（英國

國民海外護照）的港人協同直

系親屬赴英生活，居住滿 5 年

便可申請永居，獲住滿 1 年可

申請入籍。在 1 月 31 日前，英

國已經允許港人以 Live Outside 
The Rule（LOTR）方式進入英

國，屆時於英國本土申請「BNO 
5+1」簽證。

為報復英國接收港人，香港

政府於同日宣布，市民不得使用

BNO 護照出入境，或於本港作

為任何形式的身分證明。

二月：47民主派 
遭落案起訴

2 月 7 日：警方國安處拘捕

網台主持「傑斯」，涉嫌「作出

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罪。他申請

保釋被拒，拘押至今。

2 月 28 日，早前因初選案

獲得保釋的 53 位民主派人士收

到警方通知，要求他們於 2 月

28 日到警署報到。其中 47 人報

到後遭逮捕並落案起訴，事件再

次引發社會恐慌。有港人痛斥：

政權大開殺戒，醜惡面孔必露無

遺，希望「暴政人人得以誅之」

的時刻早日來到！

三月：人大修改 
香港選舉制度

3 月 1 日：原定 8 月約滿的

廣播處長梁家榮提前解約，由民

政事務局副秘書長李百全接替。

公營電台——香港電台正式淪

為「喉舌」，多個王牌節目被腰

斬，敢言傳媒人或被辭職或主動

請辭。

3 月 11 日：中共全國人大

在零反對票下通過了修改香港選

舉制度的決定，將選舉制度中的

民主成分徹底剝離，修改成「具

社會主義特色」的選舉制度，被

外界指是香港民主的大倒退。資

深媒體人程翔表示人大做法完全

違背《基本法》，意圖將民主派

拒之門外。

四月：和平遊行遭重囚

4 月 1 日：因在 2019 年 8
月 18 日參加民陣發起的「流水

式集會」，黎智英、李卓人、吳

靄儀、梁國雄、何秀蘭、何俊

仁、李柱銘共 7 人，被裁定組

織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兩罪罪

成。美國白宮發言人批評事件再

次顯示北京蠶食香港的自由。

4 月 22 日：港台王牌節目

鏗鏘集《7.21 誰主真相》的編導

蔡玉玲因調查 7.21 元朗恐襲事

看中國記者李懷橘綜合報導

2021年對於香港人來說
如漫長冬夜，漆黑、寒冷，不

見一絲光明。這一年香港徹

底淪陷：民主派被連根拔起、

公民社會被肢解、司法公義

被侵蝕、選舉制度被篡改，洗

腦教育正式進入大中小學，

集會、言論等各種自由被剝

奪，社會爆發前所未有的移民

潮……

2021年香港大事回顧

件真相，進行車牌查冊而遭到警

方檢控，指其虛報查冊用途。案

件 4 月 22 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

審結，法庭宣判蔡玉玲虛假陳述

罪名成立，罰款 6,000 港幣。事

後，八個新聞工會及團體發表聯

合聲明，指正常採訪工作被判違

法，是狠狠地摧毀香港僅餘的新

聞自由，嚴重衝擊第四權，令新

聞自由響起喪鐘。

五月：六四集會成罪行

5 月 3 日：香港電台下令刪

除 YouTube 平台上載逾一年的

節目。另外，13 年前最早的一

批影片亦被刪除。港台節目製作

人員工會表示，確認曾批評過林

鄭的電視部員工利君雅不獲續

約，未能正式成為公務員，需於

5 月底離職。

5 月 6 日：前香港眾志黃之

鋒、荃灣區議員岑敖暉、南區區

議員袁嘉蔚及觀塘區議員梁凱

晴，因在 2020 年參與六四集會

被控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

罪。黃之鋒被判入獄 10 個月，

其餘 3 人被判囚 4 個月至半年。

岑敖暉、袁嘉蔚和梁凱晴亦因此

喪失區議員資格。

同日下午，約 40 至 50 名

警員到位於荃灣的 Chickeeduck
「藝術生活百貨」店搜查。店主

周小龍表示，警方國安處搜查達

一小時，但沒有解釋原因。他斥

責是白色恐怖，法治已死，明言

會繼續營業。消息稱有人向警方

舉報該店涉嫌違反國安法。

5 月 28 日： 因 參 加 2019
年 10 月 1 日的「沒有國慶 只有

國殤」遊行，黎智英、李卓人和

陳皓桓等 10 人被判囚 14 至 18
個月，只有單仲偕和蔡耀昌兩人

獲緩刑。單仲偕形容判刑是「史

無前例」的嚴重。

六月：《蘋果》停刊 
傳媒人被捕

6 月 4 日：警方在清晨拘捕

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因為鄒幸

彤早前在社交媒體上呼籲公眾以

自己方式悼念六四，警方指她涉

嫌宣傳或公佈未經批准集會。

同日，《電訊（登記用戶識

別卡）規例》刊憲，表示日後香

港人購買電話卡需要實名登記。

6 月 17 日：香港警方繼去

年 8 月後再次大規模搜查蘋果

日報大樓，並引用國安法的「串

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

家安全罪」拘捕包括《蘋果日

報》總編輯羅偉光在內的五名報

社高級編輯和高管，凍結該報

三家關聯公司資產共 1,800 萬

港元。

時任記協主席楊健興表示，

報館刊登的文章內容不一定代表

報館立場，如果因刊登文章而被

指違反國安法，將在業界散播恐

懼，嚴重損害新聞自由。警方大

規模搜查蘋果日報，包括翻閱記

者的新聞材料，難以用文字形容

新聞自由面對的恐怖情況，擔心

事件令新聞界自我審查的情況更

嚴重。

6 月 23 日： 國 家 安 全 處

拘捕《蘋果日報》社論主筆「李

平」，指控他涉嫌串謀勾結外國

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6 月 24 日：《蘋果日報》因

資產遭到政府凍結而被迫停刊。

24 日出版的最後一份報章，印

刷達 100 萬份，大批讀者在多

區大排長龍等候購買。其後《蘋

果》亦關閉其網站、手機應用程

式、臉書和 YouTube 頻道。

6 月 25 日：警隊出身、曾

推動《逃犯條例》的保安局長李

家超升任為政務司長；曾暴力處

理反送中示威的警務處長鄧炳強

升任為保安局長，外界形容香港

已經成為「警察政府」。

6 月 27 日：前《蘋果日報》

主筆馮偉光（筆名盧峯）在香

港機場出境時被捕，當局指控他

涉嫌觸犯「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

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七月：梁健輝刺警自殺 
7 月 1 日：時逢香港主權移

交 24 周年。雖然民主派遊行被

禁，但仍有不少市民去銅鑼灣示

威，警方嚴密佈防，關閉維園，

並在記利佐治街和東角道一帶拉

起橙帶封帶。賢學思政、學聯及

職工盟等多個團體在灣仔和旺角

的街站亦被警員叫停，警方稱

有 11 人被捕，涉嫌分發煽動刊

物。當日全港共有 19 人被捕。

晚上 10 時，銅鑼灣發生刺

警案。 50 歲男子梁健輝在銅鑼

灣崇光百貨外的東角道，用刀斬

傷一名 28 歲機動部隊警員的左

肩背，並當場刺胸自殺。梁健輝

滿身鮮血被制服在地，送院後證

實死亡。梁健輝去世後，有朋友

在社交媒體上稱梁生前很愛香

港，故以死明志。

7 月 15 日：美國政府對在

港美企發布營商警告，指在香港

營運及活動將受到國安法的威

脅，指目前有外國公民因該法例

而被捕，包括一名美國公民。同

日，美國財政部宣佈制裁七名中

聯辦副主任。

7 月 21 日：香港國安處以

「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

害國家安全罪」拘捕《蘋果日報》

前執行總編輯林文宗，並撤銷前

副社長陳沛敏和前英文版執總馮

偉光的保釋安排，將他們逮捕。

7 月 22 日：香港國安處拘

捕「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5
位成員，指他們發布的兒童刊

物：《羊村守衛者》、《羊村十二

勇士》及《羊村清道夫》涉「串謀

發布煽動刊物罪」。

7 月 26 日：東京奧運男子

個人花劍個人賽，港隊張家朗

為香港取得自 1996 年以來的第

二枚奧運金牌。頒獎奏國歌時，

在商場觀看直播的香港市民報

以噓聲，並齊聲高喊：「We are 

Hong Kong」（我們是香港人）。

7 月 28 日：港隊游泳代表

何詩蓓在東京奧運女子 200 公

尺自由式比賽中取得銀牌，成為

香港游泳史上首個奧運獎牌得

主，同時打破香港及亞洲紀錄。

7 月 30 日，何詩蓓在東京奧運

女子 100 公尺自由式比賽中取

得銀牌，同時打破香港及亞洲紀

錄，為香港在東奧上獲得第二枚

銀牌。

同日，有 2,339 名香港居民

離境，創去年 3 月 15 日以來新

高。 8 月 1 日是《2021 年入境

（修訂）條例》修訂生效之日，

擔心政府封港，大批港人趁條

例生效之前離開香港。

八月：教協、民陣解散

8 月 5 日：加拿大政府更新

對香港的旅遊警示，指 8 月 1
日生效的《2021 年入境（修訂）

條例》條文不清晰並可能令個別

人士被限制離境。

同日，香港乒乓球運動員

李皓晴、杜凱琹、蘇慧音和朱

成竹在 2020 年東京奧運會乒乓

球女子團體賽事摘下銅牌；空手

道運動員劉慕裳在 2020 年東京

奧運會女子個人形賽事奪銅牌。

亦於同日，美國總統拜登

簽署備忘錄，為身在美國的香

港居民提供臨時避風港，延長

他們在美的逗留時間，以回應

北京對香港自由的打壓。

8 月 8 日：單車運動員李慧

詩在 2020 年東京奧運會場地單

車爭先賽奪銅牌。

8 月 10 日：創會 48 年的教

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宣布

解散。會長馮偉華表示，港社

會及政治環境出現巨大變化，

感受巨大壓力，理事會已盡一

切努力，找出可行的方案，去

延續會務運作，但看不到前

景，難以繼續實踐目標，故理

事會經過討論，一致決定宣布

解散。

8 月 12 日：政府統計處公

布，2021 年年中香港人口臨時

數字為 7,394,700 人，較 2020
年年中減少 87,100 人。有分析

指，不排除這些人都已移民，

永久離開香港。

8 月 15 日：成立接近 19 年

的民間人權陣線（民陣）宣布

解散。

九月：多個組織解散

9 月 1 日：歌手何韻詩收到

香港藝術中心中心通知，取消

她演唱會場地預訂。有分析指

何因為支持反送中運動，而遭

到當局打壓。

9 月 8 日：支聯會因沒有配

合國安處提交資料，副主席鄒

幸彤、常委梁錦威、鄧岳君及

陳多偉被國安處扣留調查。

9 月 14 日：關注囚權組織

「石牆花」宣布解散，組織表示

已經盡力，壓力下無奈解散，對

此向公眾致歉。

9 月 15 日：12 名民主派人

士因參與 2020 年六四集會案，

被指控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罪，

在區域法院被判囚 4 至 10 個

月，當中 3 人獲判緩刑。

9 月 19 日：職工盟宣布啟

動解散程序。

9 月 20 日：警方國家安全

處人員上門拘捕學生組織「賢學

思政」召集人王逸戰、秘書長陳

枳森和前發言人朱慧盈，指控他

們觸犯國安法。 2 日後，警方

同樣以國安法罪名逮捕「賢學思

政」發言人黃沅琳。

9 月 25 日：「賢學思政」宣

布解散，遣散所有成員及義工，

並停止組織一切事務。同日，成

立 32 年、爭取平反六四的支聯

會亦通過解散決議。

十月：不後悔抗爭 
多人被判刑

10 月 7 日：有半世紀歷

史的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宣布

解散。

10 月 16 日：立法會前議員

胡志偉、朱凱迪、梁國雄及前民

陣召集人陳皓桓等 7 人，因組

織參與 2020 年七一遊行，在區

域法院被判囚 6 至 12 個月。

10 月 18 日：2019 年中大

衝突五名中大生暴動等罪成，判

監 4 年 9 個月至 4 年 11 個月。

次被告符凱晴在陳情信中指，不

認同法律本身，對自己行為並不

後悔，亦認為判決不合理。她認

為，權威不代表正確，而法庭也

不是一個彰顯公義的地方，自己

不再相信司法制度，只希望藉此

機會表達不滿。

十一月：示威人士 
被重判

11 月 9 日：廉政公署拘捕

兩男一女，年齡為 29至 65歲，

涉嫌網上呼籲他人投白票，違反

《選舉條例》。同日，北角天后

廟道發生野豬襲擊輔警事件，野

豬其後從高處墜下死亡。事後漁

農自然護理署在市區實施「滅豬

行動」，對野豬大開殺戒。有評

論指香港正式淪為警察國家，警

察可支配整個香港政府。

11 月 11 日：「美 國 隊 長

2.0」馬俊文被控 2020 年在多

次的示威活動叫港獨口號達 20
次，被裁定煽動分裂國家罪成，

遭重判 5 年 9 個月監禁。

11 月 23 日：前學生動源召

集人鍾翰林被控分裂國家洗錢及

洗黑錢罪名罪成，判囚 3 年零 7
個月，為最年輕國安法罪犯。

十二月：立法會成 
清一色建制派

12 月 19 日：香港立法會

舉行換屆選舉，投票率僅為

30.2%，創有記錄以來新低。評

論指，反映市民對北京修改後的

香港選舉制度的不認同。立法會

自此變成清一色的建制派。

12 月 22 日：國務院總理李

克強和中共總書記兼國家主席習

近平先後接見正在北京述職的香

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12 月 23 日：香港大學在 23
日夜晚拆走「國殤之柱」後，中

大和嶺大也在平安夜清晨，拆走

校園內的「民主女神像」和「天

安門大屠殺浮雕」。上述兩作品

的創作人、雕塑家陳維明批評，

大學清除的不僅是雕塑，「他們

清除的是言論和學術自由，是香

港一國兩制的法制精神」。

12 月 29 日：香港警方國安

處拘捕《立場新聞》6 名高層或

前高層人員包括何韻詩、吳靄儀

等，他們涉嫌違反串謀發布煽動

刊物罪；並凍結立場 6,100 萬港

幣資產，其後立場宣布停運。

2021年香港經歷了大規模移民潮，機場每日上演告別親友的畫面。（Getty Images）

黎智英被捕（Getty Images）

 立場新聞總編輯林紹桐被捕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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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COVID-19 
默克口服藥獲批  
【看中國訊】12 月 22 日，

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 FDA 批

准了輝瑞公司的 COVID 口服

藥帕克斯洛維德（Paxlovid）。
FDA 在 12 月 23 日又批准了針

對 COVID-19 感染的第二種口

服藥——默克製藥公司的莫奈拉

韋。這為人們對抗新變種奧米克

戎導致的感染上升，提供了兩種

簡單而便宜的藥物。

這兩種口服藥為患者帶來更

多選擇。這兩種口服藥也都應該

在出現病毒感染症狀後的五天內

開始服用。不過，默克公司的口

服藥的藥效比幾週前預測的要

小，它治癒重症感染的能力比最

初宣布的要小得多，藥物標籤上

也警告會有嚴重的安全問題。

因此，輝瑞的口服藥很可能

成為對抗 COVID-19 病毒的首

選治療方法，因為它具有更好的

藥效且副作用更小。輝瑞口服藥

的藥效在測試中的結果大約是默

克口服藥的三倍，此外，輝瑞口

服藥將高危患者的住院率和死亡

率降低了近 90%，而默克的則

只有 30%。

俄羅斯部署 
絕密導彈防禦系統

【看中國記者成容編譯報導】

俄羅斯已經部署了一種新的絕密

「星際大戰」（Star Wars）S-550
導彈防禦系統，旨在擊落核彈、

衛星和高超音速武器。

據 12 月 29 日接受國家通

訊社塔斯社（TASS）採訪的俄

羅斯國防消息人士稱，S-550 導

彈防禦系統「已經進入戰鬥狀

態」。

該系統被認為是俄羅斯對太

空軍備競賽的最新嘗試，莫斯科

在上個月進行了這種武器系統的

測試，當時它炸毀了自己的一顆

失效的間諜衛星，俄羅斯此舉激

怒了華盛頓，並加劇了與北約的

緊張關係。

俄羅斯政府的一位部長將這

項技術描述為優於西方和中國

的能力，說它是「絕對新的和無

與倫比的戰略導彈防禦移動系

統」。

S-550 被認為是涉及 S-350
勇士、S-400 凱旋和 S-500 普羅

米修斯的防空現代化的一部分。

據報導，它們將「完全覆蓋俄羅

斯的天空，防止可能的攻擊」。

最近的俄羅斯報告顯示，

S-550 與迄今為止被稱為「努多

利」（Nudol）的「衛星殺手」

導彈是同一種武器。其他媒體認

為，S-550 和努多利是獨立的或

有聯繫的系統。據信，努多利使

用的是發射井發射器，而 S-550
據說是移動式的。

美國為何出現大辭職潮

【看中國記者楊天姿綜合報

導】「回家過年」是每位在外地

工作、學習的華人的傳統和心

願。

擁有 14 億多人口的中國，

每年在黃曆新年期間，趕著回家

與家人團聚的百姓都要經受一次

繁忙的交通運輸的洗禮。

不過，近期中國多地爆發本

土疫情，中共國務院日前發布強

制口岸城市 COVID-19 疫情防

控的指令，從嚴管控人員流動。

北京、上海、廣西、河北、廣東

等多地近期也下發通知，呼籲民

眾「就地過年」。

自 2019 年 12 月武漢疫情

爆發以來，由於北京的「清零」

政策，致使很多百姓無法回家過

年，有許多民眾表示「因為疫情

兩年都沒能回家了，今年爬也得

爬回去過年啊。」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22

【看中國記者心怡綜合報導】

中國多地禁止聖誕節聚會。在新

浪微博等社交平臺，已看不到聖

誕節氣氛。與此同時，網絡傳教

將被禁止。

據英國《獨立報》報導，聖

誕節在中國不是官方認可的節

日，但中國有數千萬基督徒慶祝

這一節日，而大多數普通民眾則

在這個節日，購買聖誕禮物或與

朋友外出。

然而，北京一直試圖淡化或

控制西方文化或信仰對中國的影

響。北京禁止黨員、政府機構和

大學參加聖誕慶祝活動，敦促公

民抵制聖誕節的口號，在社交媒

體平臺上很常見。

牛津大學現代中國歷史與

政治學教授拉納．米特 (Rana 
Mitter) 表示，北京越來越不願

意允許被它認為是西方思想的東

西自由流動。這不僅包括宗教，

還包括自由民主和憲政思想。

《寒冬》雜誌報導，在中國，聖

誕節在愛國主義教育中被認為是

邪惡的。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一位基

督徒說，自三年前開始，每到聖

誕節當局都會下文禁止國企、學

校舉辦聖誕活動。近期，各地商

場不再出售聖誕節燈飾、聖誕

樹。

網絡流傳一份廣西壯族自

治區柳州市融安縣教育局下發

的「關於弘揚民族傳統文化禁止

過洋節」的通知，指帶有濃郁宗

教色彩的西方節日「平安夜」、

「聖誕節」期間，一些西方發達

國家憑藉先進的科技手段和發達

的文化傳播手段，在中國移植西

方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

通知稱，商家也藉機造勢，

營造氣氛，吸引消費者，洋節的

社會影響越來越大，對中國的傳

統文化也造成了嚴重的衝擊。該

通知警告，禁止師生在校園內

外組織開展各類「洋節」慶祝活

動。落款日期是 12 月 20 日。

與此同時，國家宗教事務

局、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工

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和國家安

全部五部門發布「互聯網宗教信

息服務管理辦法」，嚴禁任何組

織或個人在網絡上傳教、發布、

轉發任何講經及講道內容。規定

不得以網站、應用程序、論壇、

博客、微博客、公眾帳號、即時

通信工具、網絡直播等形式，提

供宗教信息服務。

中國多地禁聖誕節慶祝活動 中國民眾盼望能回家過年

【看中國訊】吉林省推出新

招鼓勵生育，為有生育願望的註

冊結婚登記夫妻，最高提供 20
萬元婚育消費貸款。不過，有網

友戲稱這是「傳宗接貸，貸貸相

傳？」

美國之音報導，吉林政府網

微信公眾號日前稱，近日吉林省

委、省政府發出「關於優化生育

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實施

方案」的通知。其中一項規定是

提供婚育信貸支持，為生育一

孩、二孩、三孩的夫妻，最高提

供 20 萬元婚育消費貸款。這項

貸款生娃的政策被認為是全中國

首創。

吉林這項以個人貸款方式來

鼓勵生娃的政策，一經發布，立

即登上微博熱搜第一，點擊率近

160 萬。

有網友把這個貸款政策稱為

「傳宗接貸，貸貸相傳？」也有

網民說，「如果生娃都要貸款，

為甚麼還要生？難道為了『貸貸

相傳』嗎？」

近年來，低生育率已經成為

中國面臨的一個非常嚴峻的現實

問題。今年 5 月公布的中國第

七次人口普查顯示，中國 2020

年總和生育率僅為 1.3。國際上

一般認為，總和生育率 1.5 是

一條「高度敏感警戒線」，低於

1.5 就意味著總和生育率已經跌

入「低生育率陷阱」。

有資料顯示，2019 年黑龍

江省人口出生率全國倒數第一，

吉林省第二，遼寧第三。中國出

生率的下降，迫使當局接二連三

地調整其生育政策。 2016 年，

中國全面放開「二孩」。今年 5
月 31 日，當局又鼓勵育齡夫妻

生「三孩」。

吉林省鼓勵生「三孩」的政

策還包括，按政策生育的女職

工產假，從 98 天增至 180 天，

男方護理假，從 15 天增加到 25
天。這項政策還規定，生育二

孩、三孩的夫妻創辦小微企業，

月銷售額 15 萬元以下的，免徵

增值稅。

吉林鼓勵貸款生娃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近年大陸出現一種怪象，任

何行為只要被扣上「辱華」的帽

子，就會引來大批小粉紅攻擊。

日前，中國食品電商業者

「三隻松鼠」因一則廣告照片而

遭小粉紅圍攻。對此，該廣告模

特兒本人現身，反問小粉紅若照

這個邏輯，「我眼睛小就不配做

中國人了？」、「長這樣了出生

那天就在辱華了？」相關消息一

度竄登微博熱搜。

近日有小粉紅翻到「三隻

松鼠」在 2019 年推廣旗下一款

「酸辣粉」速食食品拍攝的廣告

照片，照片顯示，這些帶有復古

感的廣告形象照中，模特兒是名

留著短瀏海、綁著 2 根辮子，

穿著球衣短褲的年輕女孩，她張

著細長眼睛，擺出酷酷的表情亮

出手中的酸辣粉產品。沒想到，

這些照片引來小粉紅圍攻，稱這

些照片有「辱華」、「醜化國人」

等行為。

對此，該模特兒「菜孃孃」

本人現身說法，她在微博發文

表示，她就是圖片上的模特，

「拍這個廣告的時間是在 2019
年 10 月，眼睛，確實就是長成

這個樣子，因為我的性格，和表

演風格被選中做這個廣告模特。

也沒有故意要去營造什麼辱華形

象」，作為一個專業模特，需要

做的就是按著商家的要求拍出商

家要的東西，「我不知道我怎麼

就給辱華扯上了關係」。

「我眼睛小就不配做中國人

了？」菜孃孃直指部分網友的評

論讓她很無言，甚至有人稱她的

眼睛本來很大卻故意畫小，讓她

看後很傻眼。她說，長相是父母

給的，可能每個人審美不一樣，

也許有些朋友欣賞不了這種類

型，但是也大可不必這樣進行攻

擊，蘿蔔白菜各有所愛，她的眼

睛就是這樣，難道說長這樣就不

該當模特、從出生那天就在辱

華？她認為那些無厘頭的攻擊行

為是「上綱上線，一種病態」。

菜孃孃還表示自己不是超

模，也不是什麼公眾人物，但這

些言論已經影響到了她，也向小

粉紅宣戰，若有人身攻擊將訴諸

法律。她最後樂觀表示，她不會

因為這件事改變自己的性格、態

度和長相去迎合市場，「每一個

人都有屬於自己的魅力！」相關

言論隨後獲得不少網友支持。

模特因眼睛小遭小粉紅圍攻

【看中國訊】在面對疫情的

同時，美國正經歷著罕見的「大

辭職潮」，許多美國人辭去工

作，也沒有尋找新的工作。

美國之音報導，美國勞工統

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 10
月分有約 420 萬人從非農業崗

位辭職，占美國勞動力總人數

約 3%。相比之下，2000 年以

來到疫情前，辭職率一直在 2%
上下浮動。 10 月辭職率最高的

行業為休閒和餐旅業，辭職率達

5.7%。零售業的辭職率也達到

4.4%，遠高於平均水平。到 10
月為止，今年約有 3440 萬人辭

職。離職人員中，職業中期的員

工，即 30 到 40 歲的人離職率

最高。

此外，退休年齡人員的離職

也加劇了「辭職潮」。根據堪薩

斯城聯邦儲蓄銀行的數據，從

2020 年 2 月 到 2021 年 6 月，

退休人員增加了 360 萬，而原

本根據疫情前的退休趨勢預期的

增長僅為 150 萬。

求職網站 Joblist 最近進行

的一項調查顯示，所有求職者

中，有 22% 的人表示已辭去之

前的工作，73% 的現職員工表

示他們正在考慮辭去工作。

許多美國人疫情期間使用自

己多年的積蓄來維持離職之後的

生活。失業救濟金的增加和紓困

金，緩解了人們在考慮離職時對

經濟因素的擔憂。根據 Joblist
的調查，今年辭職的一些主要原

因，包括對疫情期間雇主如何對

待令他們不滿意，以及缺乏工作

與生活的平衡。

疫情中，許多人感到倦怠感

增加，心理健康狀況惡化。人們

重新審視職業路線、生活質量和

需求。根據美國關注職場心理

健康的非營利組織 Mind Share 
Partners 的一項調查，在 2021
年離職的 80、90 後中，有 2/3
的人提到了心理健康原因，而

00 後的比例更高，為 81%。

瓦萊麗．摩爾曾是某健身品

牌的產品經理，今年 8 月辭職。

她說：「我一直聽到這句話，工

作是為了生活，而不是為了工作

而生活。就是你弄清楚你想做甚

麼，你想怎麼生活，然後你圍繞

你想做的事找到一份適合你的工

作。不是你找一份工作，然後讓

你的生活來適應這份工作。而是

你建立你想要的生活，然後讓你

的工作來適應你的生活。」

美國面對的「大辭職潮」，

其實並不罕見，德國、日本和其

他發達國家也出現了同樣的趨

勢。在世界各地，許多人正在重

新思考他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以及如何更好地平衡兩者。

美國一家公司的招聘廣告（Getty Images）

（Getty Images）

年傳統新年沒有大年三十，除

夕當天是大年廿九。有天文

專家解釋，這與「朔望月」有

關；且 2025 年到 2029 年，

連續 5 年也都不會有「大年

三十」。

這是因為中國傳統曆法是

由月亮和太陽的運動週期決定

的，以「朔望月週期」來計算

一個月的天數，「朔」所在日

為初一，是人們完全看不到

月亮的時刻；「望」所在日為

十五，就是滿月的時刻。

由於月球、地球、太陽三

者之間的相對運動並非一成不

變，因此「朔望月週期」有長

有短，中國傳統曆法一年中

就出現了大月 30 天、小月 29
天的分法。

今年臘月恰逢小月，就沒

有年三十。沒有大年三十的情

況，大約三到五年就會出現。

（Karsten Winegeart /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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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哈佛大學著名教授利

伯 (Charles Lieber) 的案件有了

結果。利伯大約在 2010 年前後

被中共收買，加入了中共拉攏國

外學者、讓他們「帶槍投靠」的

「千人計畫」。美國聯邦調查局

於去年 1 月，在哈佛校園裡將

他逮捕。關於利伯案件的大致情

況，自由亞洲電臺、《華爾街日

報》和其他媒體都作了報導。本

文分析此案細節，從中可以讓我

們對中共的「千人計畫」有更深

刻的認識。

一、哈佛名教授因加入

中共的「千人計畫」在

哈佛校園被捕
利伯今年 62 歲，是哈佛大

學的化學系主任、納米技術的傑

出專家，很可能獲得諾貝爾獎。

但這位在哈佛和學術界享有很高

聲望的人，卻栽在中共的諜報活

動當中。利伯作為哈佛的資深教

授，有終身教職，年薪可能達十

萬美元以上；但他想擴大更多的

科研資金來源，為他攀登諾貝爾

獎鋪路，也貪圖在哈佛之外再從

中共那裡領一份月薪，於是就投

靠到了魔鬼門下，用出賣美國的

國家利益來充填他的金錢慾望。

美國國防部的刑事調查人

員 2018 年就詢問過利伯，問他

是否與「千人計畫」有關？當時

利伯欺騙了國防部的刑事調查人

員，矢口否認自己參與此事。這

樣他安然度過了一年多的哈佛校

園生活。但是，聯邦調查局最後

還是查到了對利伯極為不利的確

鑿證據，於是在 2020 年 1 月到

哈佛校園裡逮捕了他。

利伯案件的審判當中，聯邦

檢察官選擇了比較容易裁定案情

的角度，沒有從出賣知識產權、

泄露科研機密的方向去準備庭審

材料，那會涉及到複雜的科技知

識以及取證難度，陪審團也不容

易聽懂。對利伯的審訊很簡單，

就是讓他交代，是否參與了中共

的「千人計畫」，是否隱瞞了所

得到的金錢。

他被拘押期間，美國國防部

和國立衛生研究院曾分別對他問

訊，要他老實說明自己與「千人

計畫」的關係。利伯一開始曾經

咬緊牙關，堅決抵賴，以為聯邦

調查局拿不到他秘密加入「千人

計畫」的證據就無法給他定罪。

因此，利伯對這兩個聯邦機構撒

謊欺騙，否認自己參與了這個計

畫，更沒從中國大學領取薪水。

然而，他的謊言被當場戳穿。調

查人員向利伯出示了一份他多

年前參與中國「千人計畫」的合

同，中方的合同簽署單位是武漢

理工大學，列明利伯的月薪是 5
萬美元。他在合同上簽了字，合

同生效已有多年。

利伯雖然身為哈佛教授，其

應對犯罪審訊的能力與普通刑事

犯罪者並無不同。他在問訊中分

別對美國國防部和國立衛生研究

院的兩次欺騙隱瞞，不但不能矇

混過關，反而導致自己犯下了聯

邦重罪。

二、利伯被裁定有罪

在秘密加入「千人計畫」這

方面，利伯似乎交代得不多，依

然有所保留，因為庭審案卷沒有

◎文：程曉農

從哈佛教授落網看中共「千人計畫」

詳細披露；但在聯邦調查局的審

訊當中，他關於從中共那裡拿錢

的細節似乎就遮掩不住了。聯邦

調查局的審訊錄像顯示，利伯

說，「有很多國家——錢多到用

不完……，金錢是一個巨大的誘

惑，這是中國用來引誘人的東西

之一。」在錄像中，利伯承認他

在中國期間獲得的錢以現金支

付，他把錢交給妻子用於生活開

支，但從未在美國報稅。

據案情文件披露，中共用數

百萬美元贈款資助了利伯的研究

項目；同時利伯還長期為武漢理

工大學工作，中共一共給了他數

十萬美元薪金。他除了把大部分

現金帶回美國，還存了 20 萬美

元在中國的銀行賬戶裡。利伯每

次攜帶超過 1 萬美金的現金入

境美國，依法必須申報，他可能

在這點上也是多次違法的。

如果利伯在中國如實申報從

中國獲得的收入並繳納個人所得

稅，那麼，依照中美互免雙重徵

稅的協議，他可以在美國填報聯

邦個人所得稅時，用在中國繳納

的個人所得稅抵扣美國的應繳個

人所得稅。這樣，他從中國獲得

的稅後收入就可以不必在美國納

稅了。但是，貪婪的利伯不但在

中國逃稅，而且在美國也隱瞞從

中國獲得的收入而逃稅。他這樣

做，也是為了在美國掩蓋秘密加

入「千人計畫」、撈取中共金錢

的事實。如此犯罪行為又給他帶

來了 4 項相關的逃稅犯罪。

負責此案的聯邦檢察官指

出，利伯向調查人員提供誤導性

陳述並在聯邦個人所得稅申報

時假報收入，從而隱瞞他與中

共「千人計畫」的關係，他追逐

金錢的慾望超越了法律界限。

馬薩諸塞州地區代理美國檢察

官納撒尼爾 · 門德爾（Nathaniel 
Mendell）在庭審結束後發表

了一份聲明說：「現在，毫無疑

問，查爾斯 · 利伯向聯邦調查員

和哈佛大學撒謊，試圖掩蓋他參

與中國千人計畫的事實。他向國

稅局謊報了他所得到的錢，並向

美國隱瞞了他的中國銀行賬戶。

陪審團按照證據和法律作出了公

正的裁決。」

聯邦檢察官在庭審中對利伯

提出了 6 項指控，其中 2 項是

用虛假陳述欺騙聯邦政府；4 項

是相關的逃稅問題。對利伯的這

6 項指控都屬於刑事上的聯邦

罪，最後陪審團裁定，6 項罪名

全部成立。這個案子引人注目，

它不僅折射出中共大規模科技盜

竊活動的一個小小側面，也讓人

們不禁感嘆：世界名校哈佛大學

堂堂的著名教授不僅利慾熏心，

而且毫無守法意識，為了錢財在

法律的「刀尖」上「跳舞」。

三、「千人計畫」吸收

了上萬國外科技專家

「千 人 計 畫」 的 英 文

是 The Thousand Talents 
Program(TTP)， 它 的 另 一 個

名 稱 是 Overseas High-Level 
Talent Recruitment Programs

（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畫）。

「千人計畫」是中共 2008 年成

立的，目的是招募國際領先的科

研、創新和創業專家。2007年，

中共 17 大提出了「人才強國戰

略」；2010 年，中共和國務院把

這個計畫提升為國家人才發展計

畫，對被吸收人員給予最高級別

的獎勵，以加強中國的創新和國

際競爭力。 2019 年，這個計畫

改名為「國家高端外國專家招聘

計畫」，其官方代表機構是中央

統戰部的西部留學人員協會。

中共對加入「千人計畫」的

國外科技專家授予教授職位，算

是國務院授予的最高榮譽，其中

充分考慮到這些人的具體情況又

分為兩種：對那些可以利用寒暑

假和學術休假、經常到中國去提

供科技機密的專家，這種教授職

位是永久聘任的，可以一直從中

共那裡拿薪水；對那些在國際領

先大學或研究所實驗室擔任全職

工作的人，他們的假期有限，不

一定有寒暑假和學術休假，就只

能是短期任命，來一次算一次，

給予獎勵。

「千人計畫」共分為三類：

一類是「創新千人計畫」，面向

55 歲以下在國外的華人學者；

第二類是「外籍千人計畫」，面

向招聘時 55 歲以下的非華裔外

國人；第三類是「青年學者千人

計畫」或稱「中國海外青年人才

工程」，面向 40 歲以下的華人

學者。

這第一類計畫從 2008 年開

始執行。中共的真正目的並非普

通的學術交流，而是科技竊密。

所以中共對歷史、政治、經濟、

社會學、人類學這些學科的人基

本上沒興趣，只想要能提供科技

機密的人；而且它對國外二流、

三流大學裡的人也沒興趣，只想

找國際一流大學裡的人。從這種

挑選性可以看出，中共想通過收

買頂尖學術機構的科技專家，用

不多的錢竊取國外的知識產權。

隨著第一類「創新千人計

畫」取得進展後，第二類「外籍

千人計畫」也跟著啟動；然後，

2013 年又啟動了第三類「青年

千人計畫」。與此同時，中共

還有一個長江學者計畫，目的與

「千人計畫」相同。各省市也推

出了類似計畫。

雖然這科技竊密計畫名稱上

叫「千人計畫」，其實它沒有人

數限制。為了掩蓋科技竊密的真

相，中共也會從人文、社會科學

領域找少數人，吸收進這個計

畫；但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人

其實沒有什麼知識產權。中共找

少數幾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

人，其實是為了點綴一下，堵住

這些領域裡躍躍欲試的人的嘴，

免得他們若一個都不被吸收，

會把科技竊密計畫的真面目說

出來。從維基百科列出的 23 個

「千人計畫」聘用的中外學者當

中發現，廣州暨南大學的馮帥章

就是社會科學領域的，在國內留

任了。

據美國《自然》雜誌 2018 年

刊登的一篇文章表示，那時中共

的「千人計畫」已經吸收了 7 千

名科技專家為中國輸入外國的知

識產權和科技機密。從 2018 年

到現在，又過去了 3 年，估計

現在通過各種科技竊密計畫，中

共吸收的科技專家可能已接近上

萬人。

四、「千人計畫」給 
加入的專家多少好處？

「千人計畫」為獲得國外的

知識產權和科技機密，為該計畫

的參與者提供了相當優厚的獎

勵。需要說明的是，「千人計畫」

收買國外學者的錢，從一開始就

強調是屬於「獎勵」。如果國外

的學者到中國講課，只是按教科

書講一些基本或專門領域的普通

知識，這些知識沒有知識產權，

中共不可能為他們上幾堂這樣的

課就發給高額獎勵，頂多給一點

講課費而已。 
所謂的高額獎勵，當然是獎

勵「千人計畫」參與者為中共的

科技發展所做的「貢獻」；反過

來，這些參與者也很清楚，「無

功不受祿」，你不為中共「立

功」，中共不會給你高額獎勵。

所以，中共和「千人計畫」參與

者彼此都心知肚明，必須拿出

「真材實料」來換取高額獎勵，

而這些內容多半是受到國際知識

產權公約保護而不能泄露的未公

開研究成果或實驗室科技機密。

在科技界，凡是已經公開發

表的研究成果，都可以從國際學

術期刊上查到，而且文獻目錄很

詳細。中國的院校和研究機構訂

閱這些雜誌，就可以掌握最新的

學術動態。中共自然不會笨到另

外花大錢請人到中國講這些已經

公開的資訊。中共想要的是那些

不能公開的資訊。其中的一類是

受到研究資助單位保密協議的規

定，研究者個人不能對與項目無

關的人泄露的研究內容和研究成

果；另一類是，研究成果已申請

專利，別人要獲得這些專利，必

須支付專利使用費並服從專利使

用方面的相關協議。

之所以說中共的「千人計

畫」是竊密計畫，就是因為它的

目標不是從學術期刊上可以閱讀

的公開學術資訊；該「計畫」鎖

定的是各國保密的科技知識和技

術機密，或是不支付專利使用費

就不能獲得的技術。中共很懂得

人性的弱點，科技專家照樣可能

貪財圖名，於是就出錢去高額

「獎勵」學者專家，讓這些人為

了滿足私利，冒著違反自己原來

所在國家科技知識保密協議或知

識產權保護法規的風險，把自己

掌握的、而中共又需要的科技機

密送給中共。正因為存在著這樣

的高風險科技偷盜，中共才會對

「千人計畫」的參與者給予高額

「獎勵」。

這樣的高額「獎勵」的數額

有多大？維基百科是這樣介紹

的：提供一次性高達 1 百萬人

民幣的「獎金」，加上在中國的

住房支出、去中國的交通開支

等。美國《自然》雜誌 2018 年的

文章則表示，「千人計畫」的參

與者可以得到 1 百萬人民幣的

起步獎金，還可以在中國申請獲

得 3-5 百萬人民幣的研究資金，

也能獲得生活補貼、搬家補償、

回國外探親報銷和子女學費補貼

等等。

五、哈佛名教授的 
愚蠢和悲慘命運

利伯通過「千人計畫」的

安排，與武漢理工大學合作長

達 10 年。武漢理工大學還任命

利伯為武漢理工大學 -- 哈佛大

學納米聯合重點實驗室 (WUT-
Harvard  Jo in t  Nano  Key 
Laboratory) 的主任。但是，哈

佛大學聲稱，他們對該實驗室一

無所知，也從未批准合作事宜；

哈佛大學後來要求武漢理工大學

把哈佛大學的名字從利伯的合作

項目中刪除。看來，利伯在武漢

理工大學的實驗室並不是正大光

明地獲得哈佛校方批准的合作項

目，而是違反校際合作規則、由

利伯本人偷偷摸摸地與武漢理工

大學搞出來的。武漢理工大學的

系所設置裡，已不再有這個利伯

的重點實驗室。這也說明，該

「重點實驗室」並非武漢理工大

學在本身的科研基礎之上成立，

而是為方便該校消化吸收利伯出

賣的科技機密而存在。人在室

在，人捕室亡。

雖然中共希望「千人計畫」

的參與者在中國定居，但他們當

中大多數並沒這樣做，仍然回到

國外，既保留國外的職位，又撈

中共給的好處。其中的原因之一

是，他們如果在中國留下來，會

受到國內學校裡教師的排擠和妒

忌，心情並不舒暢。但是，兩頭

通吃是有風險的，可能被外國政

府查究，因此很多人會像利伯一

樣，隱瞞自己在中國出賣科技機

密換錢的行跡，試圖在國外矇混

過關。自從中美冷戰被中共點燃

之後，美中關係開始緊張起來，

兩國之間的諜報對抗公開化了，

一些在國外居住、加入了「千人

計畫」的華人專家害怕了，只好

逃回中國，從此不在美國露面。

利伯在哈佛落網了。他對自

己的犯罪行為一清二楚，當陪審

團做出裁決後，利伯幾乎沒有反

應。他不是對裁決十分震驚，而

是似乎已經麻木了。

利伯不僅在學術生涯上走到

了盡頭，而且在生理上也快走到

了人生的盡頭。他目前正患晚期

淋巴瘤。他餘生的命運將由法庭

宣布，針對利伯作出虛假陳述的

指控被判成立，使他面臨最高 5
年的監禁。由於他此前沒有犯罪

記錄，可能改成 6 個月監禁。

對這個病入膏肓的著名哈佛學者

而言，如此聲敗名裂地走完人生

路程，不管他服刑時間多長，已

經了無人生趣味，所謂生不如

死，就是這種狀況。

哈佛大學著名教授利伯(Charles Lieber) (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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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6日是蘇聯解體
30週年紀念日。有分析稱，
對於中共來說，前蘇聯的解

體無疑是一個噩耗，因為這

象徵著馬列主義在西方國家

的實施徹底失敗。作為中共

的老大哥蘇聯、最大意識形

態的破滅，也促使中共開始

通過發展經濟，利用「軟實

力」來滲透西方民主國家，

從而逐步瓦解西方對自由民

主與人權的捍衛力量，成為

超越蘇共的更大威脅。

◆韓國總統文在寅之任期將

於明年結束，近日將進行年末特

赦，其對象多為因示威被定罪的

人士。當局於 12 月 24 日宣布

了總統特赦名單，其中前總統朴

槿惠將在 12 月 31 日獲得特別

赦免。根據韓聯社報導指出，韓

國政府決定對朴槿惠等 3094 人

進行特赦、減刑和復權。朴槿惠

因為親信干政案，遭判處有期徒

刑 20 年、罰款 180 億韓元（大

約 4.2 億元新臺幣），並追繳贓

款 35 億韓元（大約 8180 萬元

新臺幣），且在首爾看守所接受

蘇聯解體三十年後  威脅猶在

蘇聯解體 中共的警示
1991 年 12 月 26 日時值聖

誕節，「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盟」，正式分崩離析，包括俄

羅斯在內的 15 個成員國，各自

重回主權狀態，「回歸初心」。

美國研究機構「國家亞洲研

究局」高級研究員納德格．羅蘭

(Nadege Rolland)。告訴自由

歐洲電臺：「對於中國共產黨來

說，蘇聯解體是一個警示……中

國政策背後有很多焦慮。這是對

失去權力的恐懼，以及不惜一切

代價維持權力的願望。」

1989 年 5 月，時任蘇共總

書記戈爾巴喬夫，對北京進行了

為期三天的訪問。這是自 1969
年 3 月珍寶島事件以後的 20 年

中，首位訪問中國的蘇聯領導

人，也是最後一位。

美國加圖研究所前客座研究

員夏業良博士說，當時恰逢抗議

學生占據天安門廣場：「戈爾巴

喬夫了解到中國風起雲湧的學生

運動，看到不僅在蘇聯，在中國

的人心所向也是反對共產專制，

因此選擇了後來的道路；而中共

一直把蘇聯當教訓，把它作為防

範的標本，覺得蘇聯的終結是放

鬆思想控制的結果。」

北京無法刪除的照片

在蘇聯解體 30 年的當日，

立陶宛國會友臺小組主席馬瑪竇

（Matas Maldeikis），12 月 24
日在推特上，亮出一張老照片，

是過去立陶宛人站在坦克車前，

對抗蘇聯壓迫的老照片，藉此鼓

勵臺灣與香港，挺身而出對抗極

權壓迫。

馬瑪竇的推文表示，立陶宛

人不畏懼任何風險對抗壓迫者，

「我們 30 年前就挺身而出，我

們不會坐視不管」，這是一張

北京無法刪除的照片。標籤還

標注，「我們從未忘記與香港同

在、與臺灣同在」。

綜合歷史資料，波羅的海國

家立陶宛，在 1990 年 3 月 1 日

宣布脫離蘇聯獨立，開啟了 15
個加盟共和國脫離蘇聯的歷程，

最終導致蘇聯在 1991 年 12 月

解體。

回顧歷史，1989 年 8 月 23
日是個重要里程碑。當時 200
萬人手牽著手，跨越愛沙尼亞、

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等波羅的海三

國，形成巨大的人鏈，以和平方

式要求脫離蘇聯獨立。接著，東

歐集團 6 個成員國的社會主義

政體一個接一個垮臺。當年 11
月 9 日，柏林圍牆倒塌。 1990
年 3 月 11 日，也就是人鏈行動

的 7 個月後，立陶宛成為蘇聯

各加盟共和國當中，第一個宣布

獨立的國家。而今，立陶宛也還

成了歐盟第一個為捍衛民主自由

人權而挺身，以實質外交的方式

與中共對抗的國家。

捍衛民主                                   
不可跨越的紅線

法廣 12 月 27 日以「小國

立陶宛對中國展現力量」為題，

刊登立陶宛國會議員薩卡利埃內

的專訪。他表示，捍衛民主是不

可跨越的紅線，即使是小國，面

對人權迫害也無法保持沉默。

中央社引述法國國際廣播電

臺（RFI）報導指出，這個波羅

的海小國敢於對超級強權中國展

示力量。數月前，立陶宛認定維

吾爾少數民族為種族滅絕受害

者，並建議華為手機持有者盡

快將手機丟棄。 11 月，立陶宛

更堅持設立「臺灣」、而非「臺

北」代表處。中共對此憤怒不

已。 19 名立陶宛駐華外交人員

日前因安全考量選擇回國。薩卡

利埃內強調，立國在以「臺灣」

名義設立代表處，沒有破壞一個

中國的認知。之所以稱為臺灣代

表處，是因為它不僅代表首都臺

北，而是島上住著的臺灣人。

對於立陶宛被中共封為「歐

洲的北京頭號敵人」這個稱號，

薩卡利埃內表示，立陶宛從不想

要引發危機或破壞關係，「我們

只是平靜地說，有不能跨越的紅

線」。她表示，若中國想對他

們發號施令並禁止強化對臺關

係，或是制裁發聲捍衛人權的議

員，這都是讓人無法接受的，

「我們正努力捍衛選擇的自由」。

中共悄然滲透                     
威脅遠甚蘇共

前蘇聯解體後，中共重點放

在了發展經濟，美國馬里蘭霜堡

大學副教授馬海雲博士，對自由

歐洲電臺說：「前蘇聯構成的安

全威脅煙消雲散之後，中共可以

自由地將資源投放出去，並最終

將影響力擴大到西方，這就是北

京的主要成果。」

美國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

員、政治軍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

德．懷茲博士 (Dr.Richard We-
itz)，對美國之音說，「前蘇聯統

治的時候，封鎖了中國的西部出

路，沒有東西向的貿易線路，沒

有絲綢之路。前蘇聯鐵幕落下，

中國得以在中亞建造連接東西的

管道，修築鐵路等，同時也獲得

一些前蘇聯的軍備。」

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

及魏京生基金會主席魏京生，告

訴美國之音，前蘇聯垮臺「在物

資上沒有給中共留下多少可以利

用的資源。關鍵是，美國沒過多

久就放寬了對中共的制裁，加上

自己主要精力投入反恐戰爭，用

兵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是給中共

留下的最大空檔。」

魏京生還說：「美國甚至在

經濟上大力支持中共。從那以

後，中共政權得以保住就是依靠

了經濟發展，收買了中產階級。」

魏京生表示：「當年，蘇共

在經濟上與西方隔離，對西方政

治沒有任何控制力，對西方經濟

也沒有控制力。西方由於毫無顧

慮地反對蘇共，才導致整個蘇聯

陣營的垮臺。今天的中共已經遠

遠超過了那時的蘇共。」

報復立陶宛                          
中共連坐誅九族

中共對於立陶宛的報復行動

就是一個以商逼政的鮮活例證。

目前不僅立陶宛直接出口的商品

遭到中共抵制，甚至世界各國含

有立陶宛零部件的商品，均無法

通過海關。對此，薩卡利埃內呼

籲歐盟「小心」，當看到中國如

何破壞國際協議、箝制香港與維

吾爾地區自由，立陶宛選擇慎

重行事。薩卡利埃內以「拿取捕

鼠器裡的乳酪」，形容西方對北

京貿易與外交兩重關係糾結與紊

亂。她表示，從非洲過於依賴中

國的下場來看，她很慶幸中國並

未兌現之前的投資承諾，而對立

陶宛僅有微薄投資。

因聲援人權而被列入中國

制裁歐洲 10 人名單中的薩卡利

埃內指出，立陶宛只是個 300
萬人的小國，而維吾爾有超過

1000 萬人正遭到迫害和殺害，

是立國總人口的 3 倍。「對我來

說，很難保持沉默。」

據中央社報導，立陶宛 5
月宣布退出中國與中東歐國家

的 17+1 合作機制。她指出，

17+1 機制分化各國，且對他

們毫無助益。她向法廣記者說：

「我們明白中國的手段：分而治

之、分而迫之、分而抑之。立陶

宛傾向另一個更透明的模式，就

是交由歐盟和中國對談。」立陶

宛日前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奧，

薩卡利埃內表示「這是道德選

擇」。她在法廣專訪中將之稱

為「種族滅絕的比賽」，認為參

加這樣的活動對所有民主國家而

言是無法接受的，因為參與中國

政權活動的同時，正有成千上萬

人在教育營與強迫勞動中受苦。

立陶宛人站在坦克車前，對抗前蘇聯的壓迫。（Getty Images）

拘押。報導稱，韓國政府考慮到

朴槿惠健康狀況不佳，而做出了

上述決定。

◆緬甸東部一座城鎮疑似發

生了屠殺事件，其中包括婦女兒

童在內的 30 多具遺體，已遭人

燒得焦黑，且拯救兒童基金會 2
位成員也下落不明。觀察組織

與當地媒體指出，這次攻擊事

件是由軍政府部隊所為的。 12
月 26 日出現在社群媒體的照片

中顯示，在東部克耶邦（Kayah 
State）的普盧索鎮（Hpruso），
有一條公路上有 2 輛燒毀的卡車

及一輛汽車，且在車內有 27 具

燒焦的遺體。目擊者說：「我們

發現了 27 個顱骨。卡車上還有

其他遺骸，可是都燒成碎片了，

實在難以計算。」觀察組織「緬

甸見證」（Myanmar Witness）
表示指出，經過查核，當地媒體

與抗議人士說法無誤，也就是

「包括婦孺內的 35 人，他們在

12 月 24 日於普盧索鎮遭到軍方

焚燒殺害」。

◆烏克蘭近期的一項全國民

意調查顯示，如果俄羅斯發動全

面戰爭，高達 1/3 的烏克蘭人願

意拿起武器禦敵，退役烏克蘭軍

人更表示，普京低估了烏克蘭

人。雖然美軍 8 月撤軍阿富汗，

讓俄羅斯認為有機可趁，但烏克

蘭人會堅定不移，「我們不會成

為第二個阿富汗，這是我們的土

地，我們會為之而戰」。位於

邊境的波塔瓦區居民表示，俄羅

斯若想控制該區，將要付出龐大

代價。當地一位退伍軍人表示：

「我知道我為何而戰，但當俄羅

斯要付出成千上萬的死傷時，普

京要如何向俄羅斯人交代？他們

為何而戰？」西方各國和烏克蘭

政府表示，目前尚不清楚普京的

真實意圖；是計畫發動大規模軍

事進攻、控制烏克蘭，還是利用

戰爭威脅來迫使西方讓步？

◆斯里蘭卡為世界重要茶葉

產地，該國農業部長日前指出，

有鑑於該國財政困難、未來一年

需要償還大筆外債，將設法和伊

朗進行協商，以茶葉分批支付過

去 4 年進口原油所積欠的 2 億

5100 萬美元債務。受到全球疫

情衝擊，各國封鎖令造成國際旅

行停擺，也造成斯里蘭卡失去重

要的觀光收入，外加近期外匯貶

值，以及多筆外債國債即將到

期，讓這個南亞島國陷入嚴重財

政危機。部長強調，這是第一次

嘗試用實物償還債務，此舉不會

違反聯合國（UN）或美國對伊

朗的制裁禁運政策，因為茶葉被

歸類在食品和人道物資類別，他

們也會與非黑名單的伊朗銀行進

行交易，不會讓焦點被模糊。但

民間業者認為，對一般出口商而

言，茶葉根本沒有實際利潤可

言。

寰宇新聞

1991年 8月 23日列寧像在立陶

宛首都維爾紐斯被拆除，因為政

府禁止共產黨。（AFP/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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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第一大股東海南省政府在股改後僅持

股 5.3%。海南航空本是一家地方小航空

公司，陳峰將其發展成中國第四大航空公

司，之後在王健的主導下發展成資產過萬

億、橫跨酒店、旅遊、物流、零售、地

產、金融的多元化金融控股集團。

2015 年，海航集團首次登上無數

中國企業家念茲在茲的《財富》五百大榜

單，位列第 464；2017 年，排名第 170；
2018 年，進入前 100 位。在世界商業史

上，還沒有哪家公司在如此短的時間實現

如此大的躍進。大躍進靠的是大併購，

海航屢屢上演蛇像吞的併購大戲，讓國

內外資本市場目瞪口呆。其代表作之一

是 2016 年 2 月旗下的天海投資收購排名

《財富》五百大第 218 位的英邁。天海投

資 2015 年營收只有 7.2 億人民幣，卻收

購了營收 430 億美元的英邁。因為大肆

舉債併購，到 2017 年末，海航的債務總

額已高達 7365 億元。

2018 年 8 月，王健在法國意外身

亡，當地警方的調查結論是意外事故，但

王健實為自殺的說法在國內至今不斷。

2019，海航全面收縮業務線，極盡所能

地出售資產還債，但資金鏈仍然越繃越

緊，員工連續數月領不到工資。 2020 年

2 月，海南省政府牽頭成立了「海南省海

航集團聯合工作組」。工作組領導班子

裡沒有海航高管，全部由空降的國家隊成

員組成，這也預示了陳峰等人的結局。

10 月 23 日，海航集團發布消息，海航集

團及相關企業破產重整案的各重整計畫

（草案）均獲債權人表決通過。 10 月 31
日，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下達終審裁定

書，通過了上述重整計畫。至此，中國迄

今最大的破產重整案宣告落幕。

10、恆大的窟窿有多大？
海航集團以 1.1 萬億元的債務總額，

創造了中國迄今最大的破產重整案，但這

個記錄很可能被恆大集團打破。

（接前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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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川房一哥「藍光發展」爆雷
2021 年 5 月，藍光發展因信託合同

糾紛成為被執行人，此後債券、銀行借款

等陸續違約。債務風波下，藍光發展信用

評級被多次下調，董事長楊鏗辭職，其子

楊武正接任；總裁、首席財務官、監事會

主席等相繼離職。公告顯示，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藍光發展累計到期未能

償還的債務本息金額合計 258.81 億元。 
藍光發展是四川最大的房地產上市公司。

業內最有影響力的克而瑞全國房企銷售

榜，藍光發展 2019 年排名第 33，2020
年排名第 38。 四川地產一哥「隕落」的

主要原因是快速擴張時疏於質量管控及城

市戰略布局失誤。

2015 年借殼上市時，藍光發展的銷

售額還不到 200 億元。上市後藍光發展

迅速擴張，僅用了四年，就從偏安一隅的

區域房企，成長為銷售額過千億的全國性

房企，有息負債規模也從 2015 年的 172
億元增加至 2019 年的 609 億元，增幅

160%。沖規模時速度至上，投資崗員工

在重壓下動作變形，拿地質量難以保證。

一些地塊佔用大量資金，但項目銷售困

難，現金回流受阻。 2018 年下半年棚改

貨幣化安置政策收緊，三四線城市樓市降

溫。此時藍光發展大力舉債，東進南下，

70% 新增土儲位於三線城市，錯失了行

業調整期，導致城市布局失衡。

7、蘇寧掉落時代列車
2021 年，零售公司蘇寧歷經波折。 

蘇寧 1990 年創立，作為電商興起之前的

零售巨頭，蘇寧曾引領中國電器零售的蓬

勃發展，從一個空調專營門市部成長為綜

合電器連鎖，阿里、京東崛起後，蘇寧亦

努力跟隨電商時代的腳步，建立起線上線

下各類型零售渠道，一度被認為是最有希

望跨越兩個時代的傳統零售公司。

然而蘇寧最終仍從時代列車上掉落。

自 2020 年底以來，蘇寧的資金和債務危

機逐步浮出水面。在努力追趕時代潮流的

表象之下，其盲目的業務擴張、孱弱的主

業現狀、落後的管理模式等問題一一浮出

水面。在阿里、京東迅速崛起後，寥寥幾

年內，蘇寧從零售業王者變成落伍者，

自 2014 年起蘇寧零售主業就一直處於虧

損狀態，只能通過花樣繁多的資本操作增

加一些非經常性利潤來維持體面。 主業

乏力的蘇寧卻做了一系列昂貴的多元化投

資，遍佈商業地產、賣場、體育、電競等

行業，成效甚微，最終一步步陷入流動性

危機。

8、造假王康美藥業終嘗惡果
兩年前轟動資本市場的康美藥業財務

造假案，終於在今年 11 月塵埃落定，並

引發了 A 股「獨董大逃亡」，成為 2021
年中國資本市場最喧囂的一幕。 包括上

市公司 *ST 康美在內的 21 名被告，被判

處賠償 5.2 萬名投資者 24.59 億元。原董

事長馬興田數罪並罰，被判處有期徒刑

12 年、罰金 120 萬元，其他參與證券犯

罪的責任人也被判刑。

 *ST 康美布局中藥產業鏈上下游，以

中藥飲片立身，曾經是醫藥領域的千億

白馬股。 2018 年 5 月底，公司市值達

到巔峰 1390 億元，僅次於彼時恆瑞醫藥

（600276.SH）的 2868 億元。然而不久，

質疑其財務造假的聲音不斷湧現。 2018
年 10 月，康美股價閃崩，年底中國證監

會介入調查。如今，康美市值縮水至 200
億出頭，正在破產重整。 在財務造假上，

*ST 康美可謂「百科全書」。證監會公

布的調查結果顯示，2016-2018 年，其

通過各種手段虛增營業收入、貨幣資金、

固定資產等。在 2016 年報、2017 年報

和 2018 半年報中，康美分別虛增貨幣資

金 225.48 億 元、299.44 億 元、361.88
億元；虛增營業收入 89.99 億元、100.32
億元、84.84 億元。數百億的造假規模觸

目驚心，但康美藥業的惡劣行徑事前也

並非無跡可尋。早在 2012 年，就有機構

在媒體上刊文，揭露康美謊言。 2014 年

起，股東劉志清開始向監管部門實名舉報

康美藥業，但在長達 4 年，調查始終沒

有取得進展。已經公開的多份判決書顯

示，馬興田和康美藥業曾多次行賄各級政

府官員及監管人員。時隔兩年，康美造假

事件的影響仍在延續。該案引發了中國首

例證券集體訴訟，法院判決 21 名被告共

計賠償 24.59 億元。

9、海航：創始團隊清零出局
過去 5 年，海航的故事跌宕起伏，

勝過任何一部好萊塢商戰大片。

1990 年，時年 37 歲的陳峰以省長

航空助理身份組建海南航空，他的創業

夥伴是自己在民航總局任職時的同事王

健，王健時年 29 歲。 1993 年，海南航

空完成股改，成為中國最早的混合所有制

企業、最早引入外資股東的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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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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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 3 日，中國恆大發布

公告稱將無法履行一筆 2.6 億美元的擔保

責任。此舉可能觸發交叉違約，廣東省政

府當晚約談許家印並決定向恆大派出工作

組。就此靴子落地，政府公開介入恆大的

債務危機。從 2021 年 6 月開始，恆大接

連爆出商票違約，理財產品不兌付，拖欠

員工工資，挪用監管資金被叫停預售、拖

欠供應商款項導致項目停工等一系列負面

消息。據恆大 2021 年半年報，公司總負

債 1.97 萬億元，總資產約 2.4 萬億元。

但這 4000 億元淨資產是否可覆蓋其表外

負債，恆大是否已實質上資不抵債，迄今

無人能給出準確說法。

多年來，恆大靠著高槓桿模式，追求

規模迅速擴張。激進風格帶來副作用。金

融機構本就對恆大謹慎，從其融資成本便

可看出。 2020 年其表內借款平均年利率

9.5%，同期碧桂園為 5.6%，龍湖和萬科

不到 5%。 當「三道紅線」政策落地時，

恆大的減債壓力比同行大得多。

截至 2020 年末，恆大的有息負債高

達 7165 億元，其中需在一年內償還的短

期借款就有 3355 億元。這個數字，比碧

桂園和萬科的有息負債總額還高。借新還

舊是恆大主要的還債辦法，當這條路被

政策限制，恆大便突遇生死劫。另外，

恆大的多元化嘗試也不成功。 2018 年之

後，恆大將多元化重心放在了新能源汽車

上，但至今尚未在市場上建立存在感。截

至 2020 年底，恆大汽車累計投入 474 億

元，但約定的量產上市期限一拖再拖，市

值則從 2021 年 4 月最高點的超過 6000
億元，跌至 12 月 20 日的 243 億元。

債務危機爆發後，恆大出售了恆騰網

路、盛京銀行等公司的股份，回籠資金數

百億元，但相較龐大債務近乎杯水車薪。

廣東省政府工作組入駐後，恆大的命運

已不掌握在許家印的創始團隊手中，剩

下的疑問是：他們是否會像海航一樣，

在債務重整完畢後徹底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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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隅心

「司巫身著華美的服
飾，率令群巫為全國大旱
而進行著莊嚴盛大的舞
雩，懇請天帝降下甘霖；
神仕在冬至這天恭敬地舉
行著祭祀天神的儀式，他
的口中低聲念著難以捉摸
的詞句，祈求天神收回這
可怕的瘟疫；保章氏抬頭
仰觀日月星辰，心中思索
著星辰異動將導致的凶吉
變化，並連夜寫好規勸君
王的諫言。」

初看此段話，您可能
會認為這是現代玄幻小
說中的某段劇情。可實際
上，這是周代設官分職的
政典－－《周禮》一書中記
載的其中幾個官職的「行
政職能」。

聖明的皇帝如何面對天災 ?

這些為祭祀禱告和預測天象

而專門設立的國家職能部門和所

屬官職，如果以現代人的觀念來

看一定會嗤之以鼻：這不是舉

全國之力大搞「封建迷信」活動

嗎？真是愚昧的古人啊！

話雖如此，可是每當天災

人禍來臨時，人們卻又顯得如

此茫然無措。特別是近兩年的

新冠疫情中，在付出上億人感

染和幾百萬人死亡的代價後，

人類卻仍舊束手無策時，許多

人都在思考：為何病毒會如此

的智能？人類有可能戰勝病毒

嗎？這場災難到底何時能過

去？要想回答這個問題，我們

不妨把目光投向古代中國，看

看聖皇明君在面對天災人禍時

是如何對待的。

自我犧牲的商湯

土地龜裂，江河斷流，莊

家絕收，一切苦難似乎並未因

夏桀的覆滅和商湯的即位而消

失。自旱災開始，商湯就命人

在郊外向天禱告：「不是因我

們的王政事無節制法度？是不

是使人民受了疾苦？是不是因

官吏受賄貪污？是不是因小人

讒言流行？是不是有女人干擾

政事？是不是宮室修得太大太

美？為何還不快快下雨呢？」

然而，好幾年過去了，同

樣的禱詞不知道念了多少遍，

可大旱仍在威脅著百姓的生

命。於是商湯命史官占卜，史

官占卜後說：「祭祀時除了要用

牛羊作犧牲外，還要用人牲。」

商湯沉吟後說：「我是為

民請雨，如果必須以人為祭祀

的話，就請用我之軀體來祭天

吧。」於是商湯沐浴潔身、剪

髮磨甲，在桑林這個地方向上

天禱告說：「如果我一人有罪的

話，請上天不要禍及萬民；如

果萬民有罪的話，我願意一人

承擔。不要因為我沒有才能，

使天帝鬼神傷害百姓的性命。」

禱告完畢，湯便坐到枯柴

上去。左右正要點火，突然烏

雲四合，大風乍起，殷商的天

下迎來了第一場甘露。

反躬自省的唐太宗

貞觀八年（公元 634 年）

八月二十三日，南方上空一顆

長達六丈的彗星，持續了一百

多天才消失。對此，唐太宗詢

問大臣：「我的品德不夠端正，

施政有所偏差，才導致彗星的

出現，這是什麼凶兆呢？」

虞世南回答道：「從前，

齊景公見到彗星，就問晏子原

因。晏子說：『主公挖掘池塘唯

恐不深，修築台榭唯恐不高，

實施刑罰唯恐不嚴，所以上天

就呈現彗星，這是對主公的警

戒啊！』景公大為憂懼，立刻修

養道德，十六天後彗星就隕落

了。陛下如果不加強仁政，即

使有鳳凰出現，也是沒有益處

的。只要朝廷政治清明，百姓

安樂，即便有災害，也不會損

害陛下的聖德。希望陛下別因

為功高而驕矜，不要認為天下

太平久了而驕逸，只要您能夠

做到始終如一，就不必擔心彗

在佛教《賢愚經》第三
卷中的《微妙比丘尼品》中記
載了一個故事，讓後人知道
亂發下誓言的下場，以及欲
望強盛將招致惡果。

在釋迦牟尼佛時代，有一

些婦女出家後，深感過去的各

種欲念、邪思亂想依然強盛。

她們便結伴向一個叫作微妙比

丘尼的尼姑請教。

微妙比丘尼回答道：人的

貪欲念頭和行為就如山澤之中

的烈火一樣，蔓延燃燒，越燒

越猛，受到它的傷害也就更多

了……。

接著微妙比丘尼講了她的

故事：在微妙比丘尼的前世，

她曾經是一個有錢人的大夫

人。雖然先生富有，可是大夫

人自己卻無兒女。後來有錢人

又娶了一個二夫人，生了一個

小男孩。大夫人因為嫉妒心很

強，越想越不自在，於是，由

妒生恨，由恨生出歹念，就把

那一位小男孩暗地裡殺死了。

二夫人因為失去兒子，哭

的昏死過幾次，她知道這是大

夫人的妒嫉所害。不過，大夫

人抵死不認，甚至發毒誓道：

如果我殺了你的兒子，我丈夫

會被毒蛇咬死，兒子便被水淹

死，被狼咬死，而且還要自己

吃自己兒子的肉，自己被活

埋，父母在家中被火燒死。

大夫人死後，下一世仍然

轉生為女子，便是這一世的微

妙比丘尼。上一世所做的惡業

與所發的毒誓在這一世應驗報

應了。

在這一世，大夫人轉生的

微妙出生長在一個種姓高貴的

家庭中，容貌美麗，成年後嫁

給了一個門當戶對，又聰明多

才的青年，並且有了一個孩

子。後來，公婆也相繼去世。

到微妙懷第二胎時，微妙跟丈

夫講：我現在有孕在身，產期

快到了，這裡又沒有婆母料

理，我得回娘家去，比較安全

些。丈夫說：可以，於是夫妻

二人收拾動身，帶上大孩子走

在回娘家的路上。

半路上，微妙就生了孩

子，孩子出生汙穢滿地，血腥

味召來毒蛇，咬死了丈夫。

微妙無奈，只好強忍悲痛，身

背大孩子，懷抱嬰兒向前行。

走著走著，一條大河橫在曠無

人煙的半道上，河水猛漲，擋

住去路。微妙放大兒在河邊，

抱嬰兒過河。放下嬰兒來背大

孩子時，大兒子他自己便跳下

水來迎接媽媽，這時，一個浪

頭打過來，大兒子便被河水沖

走，淹死了。回頭又去看嬰兒

時，嬰兒已被狼吃掉了。

微妙失去孩子，悲痛欲絕，

無奈孤身投奔娘家。誰知娘家失

火，全家都被燒死，無一生還。

微妙不得已，只好改嫁。一夜丈

夫酗酒大醉後回家，微妙因剛生

產，不能前去開門。丈夫便發酒

瘋破門而入，將剛出生的兒子摔

死，然後以酥油煎烤逼她吃下，

微妙不開口，他便將微妙往死裡

佛教經典中 發人深省的故事

打，無可奈何，只好吃下。微妙

事後越想越覺辛酸，不久便逃到

一個叫波羅奈的國家，在波羅奈

城外，靠在路旁樹下休息。

當時這個國家有位很有權

勢的長者，他的兒媳不幸亡

故，兒子時時到城外祭奠亡

婦，這一天恰巧發現了微妙，

便問是哪兒的人，微妙便把她

的一切遭遇告訴了他。他十分

同情微妙。沒過多久，微妙再

次和他結為夫妻，可惜，好景

不長，沒過多久長者的兒子便

得了重病去世。按波奈羅國的

風俗，微妙必須陪葬，如是，

微妙便成了陪葬品，被一起埋

入土中。

夜裡有一夥盜墓賊挖開墳

墓，微妙便得救了。這盜賊頭子

見微妙長的端正，便娶其為妻，

時隔不久，這盜賊首領被捕獲砍

頭，他手下的賊眾又依民俗，將

微妙第二次陪葬，奇怪的是，三

天以後，有野狗豺狼來挖墳吃

屍，微妙再次得救了。

歷經這一系列苦難，微妙

發誓要到釋迦牟尼佛處出家。

於是便找到釋迦牟尼佛，哭訴

所發生的一切，並懺悔過去所

有的罪業，希望得到佛陀的憐

憫，出家修煉。得到釋迦牟尼

佛的同意後，微妙便剃髮出

家，精進修煉，吃了許多苦，

終於修得了羅漢果位，知道了

自己前世的罪過。

這樣微妙比丘尼便把自己

的前世今生的經歷全部說給了

女尼們聽，女尼們聽後人人心

中戰悚不已，知道了貪欲如

同星火燎原一樣，如不早早熄

滅，釀成的果報則不堪言說，

凡未聞正法的眾生，如同生活

在愁苦的牢獄一般。女尼們從

此齊心努力，更加精進的修煉。

讀完微妙比丘尼的故事，

真讓人覺的報應與毒誓的可

怕。想想現實生活中，一些人

明明自己做了壞事，不但不承

認，反而要發毒誓證明自己的

「清白」。人做惡事，就會造下

業力並最終遭報，如果確無其

事，自然沒有那個業力，不會

遭報；如果是想通過發毒誓的

方式，掩蓋自己的過錯，到頭

來可能就要依毒誓之所言一一

承受。有人說發誓只是一個形

式問題，其實不是。

宇宙中真的有神佛的存在

的，人在發誓的時候，真是有

神聽的，神佛對人的一切都是

有記錄的，人發的毒誓也就成

了人自己的選擇，自己選擇在

未來要以這種形式遭報。

星的出現。」

太宗深表贊同，說道：「我

治理國家，自詡沒有犯過齊景公

這樣的過失，但我十八歲創業，

北滅劉武周，西平薛舉，東擒竇

建德、王世充，二十四歲平定天

下，二十九歲登上帝位，四夷降

伏，海內生平，百姓安樂。我自

認為古來英雄無人可及，所以志

得意滿，傲視古今，這是我的過

失。如今上天垂象，是在告誡我

啊。秦始皇平定了六國，隋煬帝

富有四海，但是因為驕傲而又貪

圖安逸，導致國家迅速敗亡。我

又有什麼可以驕傲自滿的呢？每

每想到這些，不覺膽戰心驚啊。」

勤修德政的康熙帝

康熙皇帝曾教導子孫們：

「我自幼登極做皇帝，到現在

已經六十多年了。偶然遇到地

震、水災、旱災，一定自己深

深反省警戒，因而災異也很快

得以消除。大凡上天發生變

故、出現災異，不必驚慌失

措，只要反躬自省，懺悔改

過，自然就會轉禍為福。《尚

書》上說：『順從善道就吉利，

順從惡道就兇險，就像影子出

於形體，迴響出於聲音一樣。』

這是自然的道理。」

公元 1668 年，康熙吩咐吏

部等衙門說：「近來天氣大旱，

祈雨也沒有應驗，而且大風陰

霾每日發作，田中禾苗都枯槁

將死。倘若再不下雨，秋天的

收成就沒有希望了，人民生

活仰賴什麼呢？這些都是因為

內院、六部、都察院的大臣不

能夠公忠體國，政事處理出現

差錯，以及一切政務應當完結

的，有意延遲，則例繁多，任

意決定輕重，以致所屬官員吏

役乘機作弊者很多。詔令當即

確定情況上報，從重治罪。其

中才能平庸、不能辦事的人，

也要參奏罷黜革職，不得徇情

姑息。如果經我察知，或者被

別人糾察參劾，要將主管官員

治罪，嚴懲不貸。刑部督捕清

吏司等衙門，刑獄訴訟牽連過

廣，長期無法結案，讓無辜之

人沉冤獄底；而定罪所徵引的

律例偏用重條，嚴刑酷罰，以

苛察為明斷，以深求為幹才；

積怨過深，冒犯了上天的和樂

之氣，招致上天以災異垂示教

訓。應當深刻反省，作為消弭

災禍的對策。至於科道官員，

掌管言論之責，糾察參劾，建

言獻策，一定要有益於國計民

生，才應該陳奏，不得苟且搪

塞責任。各個部院的大小臣

子，希望同心協力，治理好政

事，共同挽回上天的心意，體

諒我孜孜求治的心意。」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

之。聖明的君王都認為星象的

異變，天災人禍的發生，是上

天給予的警示。而反躬自省，

勤修德政才是消弭災害，轉禍

為福的辦法。

◎ 文： 衍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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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邊有座岳王墓。岳王墓前跪著四

個鐵鑄的人像，其中有兩個就是當年出賣

江山，害死岳飛的秦檜及王氏。

傳說，明朝時候，杭州城裡來了一個

新上任的撫臺，那人也姓秦，是秦檜的後

代。撫臺上任不久，便帶著手下人去遊西

湖。他來到岳王墓，看見自己的老祖宗跪

在別人面前，忙用衣服把臉遮住，倒退了

回來。

撫臺回到衙門，坐不安、立不寧，便

叫手下人來商量，想把鐵像搬掉。

手下人捋捋鬍鬚，想一想說：「如果

明搬，老百姓一定不肯，說不定還會把事

情鬧大。我看，不如叫人在黑夜裡把這對

鐵像丟到西湖里去，這樣大的西湖，鐵

像沉在湖底，便是把水車乾了也找不到

的。」

撫臺說：「妙！妙 !」當夜便派人把鐵

像丟了。

哪知第二天天剛亮，就出現了件怪

事；西湖裡的水變臭，臭氣沖天，使得行

人頭腦昏沉沉，個個想嘔吐。

不知是誰，發覺岳王墓前的鐵像少了

兩個，就嚷起來：「大家來看，兩個鐵像

不見了，一定是有人把它丟進西湖裡了，

要不然，湖水怎麼會這麼臭呢？」

老百姓知道了岳王墓丟失鐵像的事，

便一齊哄到撫臺衙門去告狀，要求拿辦丟

掉鐵像的壞蛋。

撫臺還睡在床上，只聽門外人聲混

雜，便起來查問。手下人告訴了情由。撫

臺做賊心虛，便叫傳出話去，說是自己生

病了。

老百姓哪裡肯走，人越聚越多，把撫

臺衙門前的石頭獅子都快擠倒了。撫臺恐

怕這樣下去要出事情，便硬著頭皮出來見

老百姓。他說：「這── 這都是謠言。大

家千萬不可輕信。」

老百姓說 :「是不是謠言，你看過就

知道了。」

說著，百姓便圍攏了起來，定要拉

他走。撫臺沒辦法，只得坐上八人大

轎，到西湖邊去。離湖邊還有幾里路，

就聞到一股惡臭，直向轎門衝來。幸好

那天他來不及吃飯，總算勉強忍住了，

沒有嘔吐。

轎到岸邊，撫臺從轎帘的縫縫裡往外

一張，只見前面密密麻麻的全是人。他心

裡突突地跳，慢慢地走出轎門，乾咳了幾

聲，說：「湖水一時發臭，也是常情，你

們不必大驚小怪。據我來看，這事與鐵像

無關。」

這時，人群裡有人吼起來「你是秦檜

什麼人？居然來袒護他！」撫臺一時不知

怎樣回答。他定了定神，安慰自己「莫

慌！心想鐵像已沉在湖底，誰還能找到？

想到這裡，便神氣地說：「你們不要胡

鬧！如果有人真從湖里撈出鐵像，本官甘

願辭職請罪！ 」
撫臺的話一出，墨黑的湖水一下子變

得清澈見底。從湖底浮起一對鐵像，好像

有人托著似的，直向撫臺飄來。

撫 臺 嚇 得 臉 色 像 黃 紙， 不 管

三七二十一，   一頭鑽進轎裡，連喊：「快

跑！快跑！」

轎子抬到衙門裡，轎頂早已被石頭砸

了許多窟窿。撫臺的後腦上也砸起了胡桃

大的三個大包。當夜，秦檜的後代，官帽

也沒敢戴，就狼狽的逃出了杭州城。

鐵像飄到湖邊後，老百姓把它打撈上

來，又重新將其搬到岳王墓前跪著。

◎文：白雲飛

Note: General Yue Fei is a much-cele-
brated hero of the Southern Song Dy-

nasty (1127 - 1279 A.D.) He was known 
for his courage and patriotism, and credited 
with defending China against northern in-
vaders. He died a tragic death at the hands 
of a court official named Qin Hui.

  There is a shrine to Yue Fei on the bank of 
West Lake in Hangzhou City. In front of the 
shrine there are four cast iron kneeling stat-
ues. Two statues are Qin Hui and his wife, 
Madam Wang, responsible for betraying the 
country and murdering Yue Fei.

  It was said that in the Ming Dynasty, a 
new Futai (provincial governor-general) 
assumed office in Hangzhou City. This 
person was also named Qin, and was Qin 
Hui’s descendant. Not long after taking up 
the post, one day the Futai led one of his 
subordinates on a tour of the West Lake. 
When he came to the Yue Fei Shrine and 
saw his ancestor keening down before Yue 
Fei, he hurriedly covered his face with 
cloth and backed up.

  After returning to the yamen (a government 
office in feudal China), the Futai was very 
nervous. He called his subordinate in to dis-
cuss how to remove the cast iron statues.

  The subordinate stroked his beard, thought 
for a little while, and said, “If we remove the 
statues openly, the people certainly won’t al-
low it, and they might even stir things up. In 

my opinion, it’s better to have this pair of stat-
ues thrown into the West Lake. Sunken in such 
a huge lake, they won’t possibly be found 
even if the lake water is all siphoned out.”

  The Futai said, “Excellent! Excellent!” So he 
had the statues removed that very night and 
the statues were then thrown into the lake.

  Unexpectedly, at dawn the very next morn-
ing, a strange thing happened: West Lake 
began to smell. It smelled so bad that peo-
ple became lethargic and wanted to throw 
up when they went near the water.

  Someone discovered the missing statues 
in front of the Yue Fei Shrine and yelled, 
“Come and see! Two statues are missing! 
Somebody must have thrown them into 
West Lake. Otherwise, why would the water 
stink so badly?”

  After finding that the statues were miss-
ing, many of the people came to the Futai 
yamen to report it and request that the crim-
inals responsible for removing the statues 
be arrested.

  The Futai was still sleeping. Hearing a 
lot of noise, he got up and asked what was 
going on. His subordinate explained to him 
what was happening. Having a guilty con-
science, the Futai told his subordinate to 
spread the word that he was ill.

  Would the people leave? Hardly. More and 

more people came and the crowd almost 
pushed down the stone lions in front of 
the government compound. The Futai was 
afraid something big would happen if things 
kept on going like that, so he forced himself 
to come out and face the crowd. He said, 
“This - is all rumor. Please don’t be so ready 
to believe it.”

  The common people said, “You’ll know 
when you see whether it’s rumor or not.”

  The crowd surrounded the Futai and was 
determined to drag him to go and have a 
look. The Futai had no other choice but to 
sit on the large sedan chair carried by eight 
people and they went to West Lake. A few li 
(a unit of distance, 1 li = 500 meters, or 0.3 
mile) away from the lakefront, he smelled a 
strong odor blowing straight toward the se-
dan chair. Luckily he hadn’t had a chance to 
eat breakfast. Even then he barely managed 
to hold back the vomit.

  Upon arriving at the lakefront, the Futai 
peeked throu-gh the curtain seam, and saw 
nothing but a dense crowd in front of him. 
With his heart beating fast, he walked out 
of the sedan chair slowly. He dry-coughed 
several times and said, “It’s normal for the 
lake water to stink once in a while, and you 
don’t have to make a big fuss about it. In my 
opinion, thi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cast 
iron statues.”

  By now, some people roared in the crowd, 

“What’s your relationship with Qin Hui? 
Why would you protect him?”

  For a while, the Futai didn’t know what 
to answer. He calmed himself down and 
thought to himself, “Don’t panic! The stat-
ues have sunk to the bottom of the lake, 
who can possibly find them?” That thought 
comforted him greatly and he said arro-
gantly, “Stop creating trouble! If anybody 
can actually pull the statues out of the lake, 
I am willing to resign and ask for punish-
ment!”

  As soon as his words came out, the dark 
lake water suddenly became limpid and 
clear. The pair of statues floated up from the 
bottom of the lake, as if lifted by somebody, 
and drifted straight toward the Futai.

  The Futai was frightened and his face 
turned yellow. He rushed into the sedan 
chair headfirst and yelled, “Run! Run!”

  The crowd started to throw stones to-
ward his chair as he ran away. When the 
sedan chair arrived at the yamen, many 
holes had already been punched into the 
canopy by stones. The back of the Fu-
tai’s head had three large bumps each 
as big as a walnut. That very night, not 
daring to wear the official headgear, the 
descendant of Qin Hui fled from Hang-
zhou City.

  After the statues drifted to shore, the com-
mon people scooped them out of the water 
and put them back to kneel at the Yue Fei 
Sh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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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傳說：秦檜之臭民間傳說：秦檜之臭

Chinese Folk Story: Qin Hui and the Stinking Lake

提到《紅樓夢》，不能不提金陵十二

釵，提到金陵十二釵呢，又不能不提到賈

寶玉那個神奇的夢，夢裡賈寶玉來到警

幻仙子所在的「太虛幻境」，看到了金陵

十二釵的人生劇本，這十二個女子的人生

劇本包含了一畫一詞一曲，劇本含蓄而又

真確地道出了十二個女子的人生結局。那

麼，被認為是文學作品中「聰明反被聰明

誤」的典型、被稱為機關算盡的王熙鳳，

又是被如何刻劃的呢？

其中王熙鳳的畫是「一片冰山，上面

一隻雌鳳」，這暗示賈家的勢力不過是座

冰山，太陽一出就要消融，王熙鳳這隻雌

鳳，立在冰山上，何等危險！王熙鳳的命

運判詞是：「凡鳥偏從末世來，都知愛慕

此生才。一從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

哀。」

這說的什麼？說的是鳳姐這麼一個人

見人愛的「脂粉英雄」，偏偏生在了賈家

的末世時期，最後落了個被丈夫休棄、哭

著跑回娘家的悲慘結局。

如果說，這個判詞還有點吞吞吐吐，

那麼預言王熙鳳一生與結局的曲子《聰明

累》，就透徹明白得多：

機關算盡太聰明，反算了卿卿性命！

生前心已碎，死後性空靈。家富人寧，終

有個，家亡人散各奔騰。枉費了意懸懸半

世心，好一似，蕩悠悠三更夢。忽喇喇似

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呀！一場歡喜

忽悲辛。嘆人世，終難定！

王熙鳳是《紅樓夢》中，四大家族裡

首屈一指的「末世之才」，在短暫的幾年

掌權中，她「機關算盡」，極盡權術機

變、殘忍陰毒之能事，製造了許多罪惡，

直接死在她手裡的就有好幾條人命。

王熙鳳不信因果報應，因果報應在它

身上卻分外昭彰，按照曹雪芹的原意，這

個豪門女霸的結局很慘：

一、獲罪離家，蹲監坐獄；

二、被罰在大觀園執帚掃雪；

三、被丈夫休棄，「哭向金陵」娘家；

四、回首慘痛，短命而死，「反算了

卿卿性命」。

曹雪芹的文筆了得，把王熙鳳的人生

遭際形容得真叫一個生動貼切：「枉費了

意懸懸半世心，好一似，蕩悠悠三更夢。

忽喇喇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

《紅樓夢》裡把王熙鳳的「燈將盡」

「大廈傾」的人生結局當歌唱的時候，她

的人生劇情尚在總攬大權、風光無限的時

期，這就是《紅樓夢》有意思的地方，原

來王熙鳳，人生沒有走到頭的時候，劇本

或者預言就已經擺在那裡了，後頭的故

事，無論是喜劇還是悲劇，只是按照這個

劇本或者預言去表演罷了。王熙鳳是這

樣，金陵十二釵是這樣，《紅樓夢》裡的

所有人，都是這樣。

◎文：範嘉泰

紅樓夢預言：她機關算盡卻逃不開因果報應

岳王塑像

https://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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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油管視頻 《未解之謎》

亞里士多德的時間觀

已知的第一個問出「時間是

什麼」這個問題的人，是古希臘

著名的科學家和哲學家亞里士多

德。他在其著作《物理學》中提

出了西方思想史上最早的時間

觀。簡單來說就是，時間是對變

化的量度。舉個例子，有人早上

出門，2 個小時後回家。而這 2
個小時，就是「出門」與「回家」

之間所產生的變化的量度。

然而，如果一切都不運動，

不發生改變，那時間就停滯了？

就不存在了嗎？亞里士多德認

為：是的。那麼，當人在晚上關

閉所有燈光，躺在床上一動不動

準備睡覺時，為何還是可以感受

到時間的流逝呢？

這個問題，亞里士多德也思

考過。他在《物理學》一書中寫

道：如果周圍一團漆黑，身體幾

乎什麼都感覺不到，但心裡有些

想法在改變，我們仍然會認為時

間在流逝。也就是說，雖然外在

看上去一切靜止，可是我們內心

的變化，思想的變化也是一種運

動。如果一切都不運動，就沒有

時間，因為時間僅僅是運動的記

錄。

牛頓的絕對時間

牛頓是現代自然科學奠基

人之一，被喻為「近代科學之

父」。他認為，世界上存在著

無論如何都會流逝的「真實的」

時間，它獨立於事物及其變化。

就算所有物體保持不動，甚至我

們靈魂的活動都凝滯了，這種時

間仍然會流逝，不受任何影響。

牛頓在物理方程式中，用字

母 t 表示時間。他假設時間 t 為
獨立於事物、實實在在存在的、

均勻線性流逝的實體。幾個世紀

以來，在以牛頓模型為基礎發展

出的現代物理學中，科學家用各

種物理公式描述世界，而這些公

式中都包含了 t。
雖然很多人都已把「時間是

獨立的，均勻的」這個觀點當作

常識，可是，對人類而言，它並

不是一個自古就有的很自然的直

覺。實際上，大多數哲學家都不

太認可牛頓的觀點。

德國著名的哲學家、數學家

萊布尼茨（Leibniz）就相當反

對牛頓的時間觀。據說，萊布尼

茨的名字原本是寫做 Leibnitz，
中間有個 t，為了表示他不相

信牛頓的絕對時間 t，他硬是

把 t 從自己的名字中給踢了出

去，所以，後來他的名字就成了

Leibniz。

愛因斯坦：時間是幻覺

就在人們夾在兩個時代的巨

人——亞里士多德和牛頓——中

間，思考著誰的觀點才是真理

時，另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科

學巨匠——愛因斯坦帶著他的相

對論出來了。他告訴大家「時間

只是幻覺」，人們對「過去、現

在和未來之間的區別只是一種錯

覺，儘管是一種持久的錯覺」。

我們一般知道速度是相對

的。比如說，一個人坐在每秒

50 米的火車上，火車上有一個

皮球以每秒 3 米的速度在滾動。

在這個人眼中，皮球的速度是每

秒 3 米。而在月台上的人眼中，

這個皮球的速度需要疊加上火車

的速度，也就是每秒 53 米。

很多人想當然地覺得光速也

是如此。然而，1887 年，美國

物理學家邁克耳孫和莫雷進行的

一個實驗，給大家帶來了意想不

到的結果。這個實驗被後人稱

為「邁克耳孫 - 莫雷實驗」。他

們在實驗中發現，不論地球運動

的方向同光射出的方向是一致的

或是相反的，測算出的光速都相

同，也就是光速不變。

按照這個結論，如果將上面

火車的例子中的皮球換成「光子

球」，就意味著無論是火車上的

人，還是月台上的人看到這個

「光子球」都是以每秒 3 米的速

度在運動。「邁克耳孫 - 莫雷實

驗」做了幾十年，實驗環境和條

件改變了很多次，但是結論都是

一樣的。

時空統一理論

愛因斯坦對此提出了解釋。

愛因斯坦認為，不存在絕對的時

間，也不存在絕對的空間。他提

出了一個「時空統一」理論，也

就是時間與空間是一體的，叫時

空。不能光說時間如何如何，或

者空間如何如何，而應該說時空

如何如何。物理學家把構成世界

物質實在的物質叫做「場」，比

如什麼溫度場、電磁場，而時空

就是引力場。

引力場與世界上的其它物質

並沒有什麼區別，它們都是場。

世界是多個場的疊加，引力場只

是其中一層。和其它場一樣，它

既不是絕對的，也不是均勻的、

固定的，它會彎曲、伸展，還會

和其它場相互作用。

引力場，也就是時空，可以

像平面一樣平滑，這就是牛頓描

述的版本。但也可以波動起伏，

我們所說的引力波就是如此，

它會收縮與膨脹。這樣「光速不

變」的迷思就解決了，光速不

變，是因為時間在變。

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包括「狹

義相對論」和「廣義相對論」兩

個理論。根據狹義相對論，高速

移動物體的時間流逝得比靜止的

要慢。而廣義相對論則說，處於

強引力場的物體時間流逝得比弱

引力場的要慢，也就是說站在地

上的人，頭部時間的流逝要比腳

的時間流逝的要快，因為頭離地

遠，比起腳，引力場要弱一些。

那麼，愛因斯坦說的到底對不對

呢？

原子鐘實驗

1971 年，兩位較真的科學

家 約 瑟 夫 ‧ 哈 菲 爾（Joseph 
Hafele） 和 理 查 德 ‧ 基 廷

（Richard Keating）用數台銫原

子鐘做了一個實驗。銫原子鐘是

相當準確的，德國的某種原子

鐘，1 億 8 千 7 百萬年內的時間

誤差為 1.7 乘以 10 的負 16 次

方，連一秒都不到。所以，用它

來做實驗，衡量時間是否變化也

就非常可靠了。

哈菲爾和基廷把兩個原子鐘

分別放在兩架分別向東和西飛的

商務客機上，並對比放在美國海

軍天文台的原子鐘。之所以一個

飛機向東，一個飛機向西，是讓

順著地球自轉方向的飛機獲得更

快的相對速度，而逆著地球自轉

的飛機，自然相對速度就慢了，

這樣兩個飛機之間的速度差距就

會變大，實驗結果的差別也就更

明顯。

按照廣義相對論，引力場弱

的地方時間會變快，按照狹義

相對論，速度快的物體時間會

變慢。飛機上的原子鐘處於「高

空高速」，而天文台的原子鐘是

在「地面靜止」，所以愛因斯坦

兩個相對論的因素都需要考慮進

去。

實驗結果顯示，往東飛行的

飛機上的原子鐘比地面上的慢

了 59 納秒，而往西飛行的飛機

上的原子鐘比地面上的快了 273
納秒。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和

狹義相對論同時得到了驗證。

我們現在使用的 GPS 定位

系統也是每天都需要根據相對論

進行時鐘校對。否則，衛星上

的原子鐘每天會比地面快 38 微

秒。 38 微秒等於 38000 納秒，

如果不加以校正的話，GPS 系

統每天將累積大約 10 公里的定

位誤差。

塊宇宙

基於愛因斯坦的相對論，

2015 年，麻省理工學院哲學教

授布拉德福 ‧ 史高（Bradford 
Skow）提出了「塊宇宙」（Block 
Universe）理論。這個理論認

為，既然按照愛因斯坦的「時空

統一」理論，時間和空間不可分

割，都是 1 維時間加 3 維空間，

這樣四維宇宙的一部分，那麼，

在這其中所有發生的事情都在時

空中有著自己的坐標。

塊宇宙是絕對靜止的，在四

維時空中靜止，沒有什麼時間流

逝，沒有什麼斗轉星移，世界就

是靜止的一塊，時間軸上，每一

個時間點對應著一個三維空間在

那一瞬間的影像，整個塊宇宙就

是由無數個這樣的三維空間影像

構成。

如果我們能夠跳出來看塊宇

宙，就如同在我們這個世界看電

影一樣，你能夠選擇任何一個時

間點來觀看當時所發生的事。

既然說到看電影，大家都知

道，按下播放鍵之後，電影就會

順著時間不斷地播放。那麼放到

塊宇宙理論中，應該也有個對應

的播放鍵一樣的東西，讓我們人

類感受到時間不可逆的流逝。

MIT 物理學家和哲學家

馬 克 斯 ‧ 泰 格 馬 克（Max 
Tegmark）和英國物理學家朱

利安 ‧ 巴伯（Julian Barbour）
認為這個開關就是我們的大腦，

時間流逝就是我們大腦的錯覺。

大腦的神經元結構讓我們對過去

擁有記憶，但我們不知道未來會

發生什麼，所以記憶才會讓人們

產生了時間有在流逝的概念，讓

我們以為一切都是從過去到現

在，之後再到未來。

在平常繁忙的生活中，我們常常聽到這樣的話，

「快一點，時間來不及了」，這個「時間」到底是什麼呢？

是太陽早上升起，晚上落下的變化？是鐘錶上秒針一格

格的運動？一般人們都會認為時間是很簡單、基礎的東

西，均勻流逝，從過去流向未來，可用鐘錶測量。可是愛

因斯坦認為，我們所認識的時間的概念並不存在，時間

只是人的幻覺。這是怎麼回事呢？

愛因斯坦認為，不存

在絕對的時間，也不

存在絕對的空間。他

提出了一個「時空統

一」理論，也就是時

間與空間是一體的，

叫時空。

時間的奧祕你
知

道嗎
：時間是什

麼
？

清朝奇人異事

◎文：劉曉

痴和尚 道行深

清朝蘇州珠明寺有個邋裡邋

遢的和尚，經常嬉笑無度，看樣

子有些痴傻，因此人們都忘了他

的本名，而稱他為「痴和尚」。

痴和尚常常數日不吃東西，

或者一日吃完數天的量；無論

是冬夏、寒暑，他都穿一身短布

衣，從不更換。他每日清晨必出

城去郊外，登高且面向西方，行

吐納之術，良久才返。

痴和尚很喜歡與孩童嬉戲，

如果袖中有食物，就分給孩童，

不過有時有的孩子向他索要，他

卻一點也不給，人們都不知道是

什麼原因。

讓很多人驚訝的是，痴和尚

還會治病。有生病的人請他去，

他若去一定會治好；但他若不

去，則病人不治矣。一次，有個

姓陸的人病得非常重，請了很多

醫生去看，但都束手無策。於是

陸家人派人去請痴和尚，但等他

到時，陸某剛剛咽氣，家人哀慟

不已。

痴和尚看了看，大笑，隨即

要來紙筆，寫下一個方子：泰山

石一片、蟠桃仁二十粒、扶桑木

一株，用黃河水煎服。眾人看了

這個方子，覺得根本找不來這些

東西。孰料痴和尚又再次大笑，

將方子點燃，然後將紙灰加水灌

入陸某口中。一會兒，陸某醒轉

過來，病也好像沒了。眾人無不

驚奇。

一天，寺中的僧眾發現痴和

尚到晚間也沒有起床，從窗戶向

屋內窺視，見其坐在禪床上。遂

推門進去，異香滿室，痴和尚已

然圓寂，他的身子輕如蟬翼。

能見神鬼的女子

清朝道光年間河南中牟縣有

一名女子天生雙目就與別人不

同，因為她的眼瞳旁有白痕，還

有一線環繞。女子自幼能見神

鬼，當她剛開始會說話時，就時

常說空中某仙人剛過去、某神人

剛經過。周圍的人雖然並不相

信，但覺得這些神仙的名字不是

一個孩童可以知曉的，因此也以

之為奇。

女子五六歲時就能給人看

病，很快，她的聲名鵲起，很多

人都來找她看。她治病的方法也

很奇特，不切脈不開處方，而是

或讓病患隨意地吃一草一果實，

或讓人去集市買少量的常見的藥

物，一般都很便宜，所值不過

一二十錢。病患吃後，都很快見

效。女子顯然是在用功能治病，

而非常人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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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楚天 ◎文：甘露

袁柳莊是明朝的相面大師，

著有《柳莊相法》。

一次，王部郎家眷中不斷有

人患病，便請袁柳莊來「診斷」。

袁柳莊說，是有下人妨主，

正好一鄭姓奴僕出來，袁柳莊看

其面相，斷定便是此人。王部郎

就將鄭某遣送出門。自此，王部

郎家眷病癒。

鄭某出門後，一次在茅廁

撿到二十多包銀子。他想，這麼

多銀子，一定是有人要用它做大

事。袁柳莊斷定我已是貧苦之

相，若金錢在身，只怕招來橫

禍，於是他就在廁所等待失主。

銀子是一地方大員上京疏通關節

之用。大員也姓鄭，見有拾金不

昧者，大為感動，恰好無子，就

中國古代社會視人們穿奇裝

異服，或者穿著不符合自己身份

的服飾，或者男著女裝、女著男

裝，以及佩戴怪異的飾品、畫奇

特的妝容，皆稱之為「服妖」。

每個人的穿著都暗示著未來命運。

話說春秋時期，齊國的國

君齊靈公喜歡看女扮男裝，於是

宮中女子皆裝扮成男子的模樣取

樂。沒多久，全國的女子都扮成

男子的模樣，導致整個社會風氣

逐漸變壞，女人叛逆剛強，失去

了原有的溫柔賢淑，家庭矛盾日

漸突出。

《漢書》中記載：「風俗狂慢，

變節易度，則為剽輕奇怪之服，

故有服妖」。

再說，《左氏傳》載，愍公二

年，晉獻公派太子申生在冬天率

軍出征，獻公讓申生穿左右兩色

的偏衣，佩上金塊。

晉大夫狐突對此嘆氣說：太子

出征的時間與著裝、配飾都明示著

身份與出征的成敗。大王要疏遠太

子了。如果信任太子就讓他穿顏色

純正的官服，佩帶忠心無貳的玉，

在年初命他出

發。大王用服裝

配飾疏遠太子，

冬季出征預示無

成。冬天寒冷肅

殺之氣很強，塊

狀黃金意味著寒

冷的訣絕，衣服

上的雜色意味涼

薄。太子已經沒

有依靠了。

收鄭某為義子。之後鄭官吏平步

青雲，鄭某也靠他世襲官職。

幾年後，鄭某回京拜訪原主

人王部郎，說起自己的境遇，二

人大為感慨，言辭中對當年袁柳

莊相錯面頗有微詞。

無巧不成書，這時袁柳莊來

訪。鄭某為了奚落他，又換上昔

日僕人服裝在一旁侍茶。袁柳莊

進門一看便道：「此人應帶武官

職，怎為一奴僕呢？」王部郎提

醒道：「你幾年前斷言他妨主且

貧賤，今日又怎說他貴重呢？」

袁柳莊說道：「此人陰德紋

起，若非救人之命，定為還人之

物；骨相已變，看來有德於人，

人亦報之，故有今日之貴。」

此言一出，王、鄭二人盡皆

折服。

奴僕還銀改命 服妖兆凶
梁餘子養說：領兵的人在太

廟接受命令，在神社接受祭肉，

還有規定的服飾。現在太子得不

到正式的禮服而穿上這雜色服

裝，命令中的含義不問可知也。

與其死了還落個不孝之名，不如

就此逃走。罕夷說：雜色奇服表

示事不正常，金塊表示去而無

回，國君有害太子之心了。四年

後，申生因受讒言陷害而自殺。

此事近乎服妖之說。

◎文：阿丹
◎文：吳環天

晚清民國時，「北查」第十

世孫名叫查謙，字撝庭，曾在河

南某地做縣令。他以嚴苛打擊

盜賊而聞名，盜賊都叫他「查一

槍」，避之唯恐不及。因此整個

境內秩序井然，盜賊消失。

後來，查謙罷官，僑居在濟

寧。一天，他忽然夢中見以前的

兩位同僚穿著很正式的衣服來拜

見，他想到二人已死，就問為何

來找自己。那兩人道：「我們的

確是死了，但查公也命不久矣。

之後我們還將是同僚。」

查謙便問他們為何來此，二

人說：「我們在冥司處理案牘甚

為繁瑣，想請查公前往相助。」

查謙又問他們在處理何事，二人

告訴他：「製造劫簿，列在冊子

上的人有數百萬，因為時間限

制，所以查考得很辛苦。」

第二年正月，查謙去世，應

是去了冥司處理案牘。又過了一

陣兒，鄭州黃河決口，無數人被

淹死，人們懷疑查謙夢中提及的

造劫簿與此有關。

根據史料，這場災難發生在

1887 年 9 月 30 日（光緒十三

年），這是繼 1855 年銅瓦廂決

口改道後最大的一次決口。此次

黃河決口致使超過 200 萬（一

說 93 萬；一說最保守估計 150
萬；一說 700 萬）人罹難。清

史研究學者夏明方稱其為「近代

中國人口損失最嚴重的一次洪水

災害」。

而參與製造劫簿的人不只

有查謙，還有一個叫楊裕庭的刺

史和一個姓張的別駕。在鄭州水

災前一年，他們都突然患病，而

且在病中囈語，說什麼「造冊大

忙」，之後相繼謝世。

既然人間的福禍都是神安排

的，那麼人在災難發生時，一定

要將目光投向神，並真誠地向神

懺悔，祈求神幫助渡劫。

古代真正善於《易

經》之道的人，其精微

高超簡直是出神入化。

可是他們卻並不用來博

取名利，往往還默默無

聞，更見其道德、人品

之高尚。

魏晉南北朝時代，在汝陰有

一個叫隗炤（音：偉照）的先

生就是這樣一個精於《易經》之

道的人。隗炤在去世前，把畫了

圖的一塊木板交待給妻子，說：

「我死了之後，我們家裡會窮困

不堪。但是不管多窮，到時候千

萬別把我們的宅子給賣了。再過

五個年頭的春天裡，就會有一個

詔使（官員職位）路過這裡，

到時候他會在咱們家邊上的亭裡

歇腳，他姓龔，這個人欠我不少

金子。到時候你就拿著這塊木板

找他要帳。你可千萬要按著我說

的做。」亭是古代官設的路旁驛

亭，是公房，往來的旅客可以歇

腳。

隗炤死了之後，果然他們

家一貧如洗，他妻子想把宅子賣

掉，接濟一下，可是一想到丈夫

的話就打住了。

到了五年之後的春天，果然

有一個姓龔的使者到驛亭住宿。

於是她就拿著那塊板子找人家討

債。龔使者把板子拿在手裡，翻

來覆去，摸不著頭腦。

隗妻就說：「我夫臨死前親

手畫的，說我們的命運就是這樣

的，我可不敢騙你。」

龔使者低頭沉吟良久才琢

磨出味道來，就問她：「你丈夫

擅長甚麼？」隗妻答到：「我夫

善於《易經》，但是從來沒有給

人算過命。」龔使者於是心裡明

白了：「喔，我知道是怎麼回事

了。」

然後就取出蓍草，根據板畫

起卦，等到卦象一出來，龔使者

撫掌而歎：「妙哉隗生！易道精深

到這等地步卻隱匿而不為人知，

簡直是出神入化呀！」然後就告

訴隗妻：「我其實不欠你們錢，

是你老公自己有金子罷了。他知

道自己死後家裡會受幾年窮，

特意把金子藏了

起來，好讓你們

在太平的時候能

用，之所以沒有

告訴你和孩子，

是擔心你們提早

用光了，到需要

錢的時候反而沒

錢花。

他甚至算出

來了我也擅長《易經》，所以把

他算出來的幾個卦象用畫留了下

來，讓我起卦，告訴我來龍去

脈。你們有五百斤金子呢！裝在

一個青色的缸裡，用一個銅盤子

蓋著口，埋在你們家堂屋東頭，

離山牆有一丈遠，埋在地下九尺

深。」

隗妻回家一挖，果然挖出

來了那一缸金子！（出《晉書 ·
列傳第六十五藝術》）

鄭州水災與造劫簿精於易道的隗炤

2021 年 11 月 18 日 至 19
日，發生月偏食。印度神童阿南

德（Abhigya Anand） 說， 這

是 580 年來最長時間的一次月

偏食，是非常重要的天文事件。

它將會給印度和世界各地帶

來不同的影響。

這次的月食非常特殊，也非

常例外，它發生在一個非常重要

的地緣政治區域，也發生在占星

術中的金牛座，為此，人類將面

三大危機，並且迫在眉睫。

首先是地緣政治，阿南德

說：「中國與印度的問題將被加

劇，這是因為月食對該地區有特

定的影響。尤其是在 2022 年的

3 月和 4 月之間，我們會看到美

國和中國的關係將有所變動。」

接著是社會經濟方面，月食

發生在金牛座，阿南德說：「金

牛座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標誌，在

占星術中代表房地產。不管是短

期還是長期，房地產的災難會加

劇，但不全是負面影響，而是意

味著這個行業需要進行徹底的重

新思考和再造，不能再像現在的

這種模式繼續下去。

除此之外，這次特殊的月食

會給生物鏈帶來很多問題，特別

是動物的健康會受到長期性的影

響。另外，到了 2022 年 4 月，

因降雨量增加而導致洪災的情況

會特別的顯著。

阿南德在 9 月 21 日的影

片中，預測了今年年底到 2022
年 4 月的局勢。阿南德當時預

測，在今年 8 月、9 月至 11 月

期間，木星會進入魔羯座當中，

世界恐迎來新的疫情高峰。他

又指出，火星與土星將在明年 4
月左右合相，對全球局勢帶來重

大影響，30 年前也曾出現相同

的星象，屆時恐怕有災難降臨人

類。阿南德預估在今年的 12 月

10 日以後，會發生一連串影響

世界的事件。而明年 3、4 月的

時候，還可能發生震驚全球的系

統性災難，對世界造成嚴重的衝

擊，而我們現在所面臨到的都只

是冰山一角。

阿南德指出，9 月天文攝影

家拍到一個不明物體撞擊木星表

面，此事恰好發生在木星將進入

魔羯座的時候。他認為這件事情

會影響到地球。其中受波及最嚴

重的將是中國，接著則是美國和

其他的國家。

今年阿南德曾預言，12 月

全球疫情會再爆發更大危機，並

直接點名英國、美國、新加坡及

以色列等 4 國要注意。 2023 年

4 月開始，木星將會離開水瓶

座，世界經濟適應了大重置，逐

漸恢復秩序。

印度神童阿南德 :

特殊月食帶來三大危機

隗炤知道自己死
後家裡會受窮，
特意把金子藏了
起來。

◎文：乙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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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線和明暗處理法

中古世紀的藝術家把「光」

視為「神」的顯現，所以在繪畫

中經常用最鮮麗的色彩（通常

也是昂貴的）和耀眼的金箔來

榮耀神、表現神。這樣的作品雖

然輝煌絢麗，但是因中世紀的繪

畫多屬平板僵硬的圖案形式，所

以畢竟無法說服人們的肉眼，讓

觀者感受到神的真實展現。

文藝復興時，畫家們的題材

從刻板的偶像形式轉移到肉眼所

見之現實世界。此時「光」對藝

術家而言，就有了不同的意義。

因為物體在光的作用下，會呈現

出豐富的明暗變化；如果畫家能

在畫面上精確地處理明暗的效

果，就能表現出物體的立體感

和重量感。這種明暗處理（意

大利語 Chiaroscuro; 法語 clair-
obscur）技術，後來成為西方正

統美術的基本功——「素描」的

重要部分。

佛羅倫斯的藝術家，是最

早突破中世紀聖像畫的刻板模

式，在立體效果上取得了突出

的成就。如十四世紀初的喬托

（Giottodi Bondone），以自然

為師，用明暗的立體效果，重現

了希臘、羅馬藝術的寫實精神，

所以被尊為「文藝復興之父」。

他在亞西西聖方濟上教堂中所作

的壁畫〈聖方濟傳〉中，以及在

帕度瓦阿雷那教堂所作的〈若雅

敬的故事〉中，都可以看到建築

物的立體深度和人物的厚實感。

即使這些畫還不完全成熟，然而

它卻對未來的繪畫方向產生了決

定性的影響。

十五世紀初的馬薩其奧

（Masaccio），將明暗關係處理

得更純熟、更自然，而且還更進

一步統一了光源。以佛羅倫斯

布蘭卡契禮拜堂的〈聖彼得〉系

列壁畫中〈聖彼得投影行醫〉為

例，彼得一行人從遠處沿著一排

建築物走來，光線明確地從右上

方射入，照耀在人物的臉頰上、

衣袍上和牆面上，並在地面上投

下了長長的人影。畫面中所有的

朝陽的方向都是一致的，而且所

有次亮面和背光面也是一致的，

使得畫面更具有邏輯性和整體

性。

事實上，馬薩其奧的光源統

一，還不只限於單一畫面，而是

文 |周怡秀

神 傳
文 化文藝復興

神形兼備的寫實精神 2

米開蘭基羅的〈創世紀〉中的女先知馬薩其奧於佛羅倫斯為布蘭卡契禮拜堂所作的〈聖彼得〉系列壁畫一景

為〈創世紀〉中女先知所作的練習草稿

從整個教堂的左、中、右壁面來

整體考量的。他以中央神龕的位

置，作為光線的統一來源；所有

左邊、左側牆壁的光源，一律從

右邊來；右邊、右側牆壁光源，

一律從左邊來。如此一來，整個

教堂壁畫的明暗效果，就都能合

理的統整起來。馬薩其奧雖然只

活了 27 歲，但是上天派給他的

任務似乎已經完成，他留下的作

品雖然不多，卻也足以成為後人

的典範。後輩的菁英中，如：達

文西、米開朗基羅、拉斐爾等，

都曾用心地鑽研過馬薩其奧的作

品，甚至對他推崇備至。

在馬薩其奧之後的名家輩

出，他們在前人的基礎上，用

光線明暗法結合著不同的媒材

（如：蛋彩、油畫）的特質，以

及對物體結構的精確掌握而日益

完善。

出生於 1452 年的達文西富

於實驗精神，經常嘗試各種明暗

對比的效果。隨著經驗的累積，

他發現細膩的明暗變化，在繪畫

中更具藝術感染力，因而發展

出「暈塗法」（Sfumato），達文

西自己形容為「如煙霧般不著痕

跡，無須線條或輪廓」。如果

把他的早期作品，如前述的〈天

使報喜〉（作於 1472 ～ 1475）
和後期的〈喬康達夫人〉（俗

稱〈蒙娜麗莎〉，作於 1503 ～

1506 年）、1510 年的〈聖母子

與聖安娜〉和〈施洗約翰〉（作於

1513 ～ 1516）做比較的話，我

們可以明顯看到在他晚期的人物

作品中，明暗層次更加豐富、光

影更加相溶；而主題與背景經常

自然地溶為一體，人物的面容仿

佛從暗色的背景中湧現出來，營

造出一種不確定而難以捉摸的神

秘感。

文藝復興的三傑中的另外兩

位——米開朗基羅和拉斐爾，卻

似乎並不欣賞達文西所用的幽暗

的背景和神秘的氣氛，而寧願用

比較明亮的色彩來呈現主題。特

別是米開朗基羅以雕刻家自居，

偏好明確、有力的結構和造形。

他刻意強調人體的的輪廓，並賦

以濃重的色彩；其中採用強烈的

明暗對比法，目的是強化人體骨

胳、肌肉等立體結構，因此米開

朗基羅的畫作，看起來就像雕刻

作品一般殷實而厚重。

解剖學和人體結構

自古西方民族就相信：神按

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所以人體

是最完美而神聖的。因此教會認

為：解剖人體是褻瀆天主的行

為，即使在醫學上，中世紀的醫

師也只是按照教科書和傳統手法

治病，並沒有對人體內部做進一

步的研究。

意大利為羅馬帝國的遺址，

人們多少從殘存的遺物中，見識

過古代人體藝術的成就。在文藝

復興時期，又陸續出土了一些完

美的古代雕刻，例如：〈勞孔群

像〉（Laocoon，1506 年發現於

尼祿宮殿遺址）和〈望樓的阿波

羅〉（Apollo Belvedere） 等，

更刺激了藝術家們表現人體之美

的雄心。

然而，要準確的描寫人體， 
還需要實際的觀察。文藝復興初

期的藝術家們，是利用到公共澡

堂的機會，暗中觀察人體；然而

隨著「寫實」技術的需求愈來愈

高，藝術家們不得不藉由解剖來

認識人體動作和骨胳、肌肉的關

係，以及肌肉在張力牽動下的變

化。達文西就曾經在筆記中寫

著：「要了解人類的動作，必須

從了解肢體開始。」他們先是秘

密的解剖，後來才逐漸比較公

開。達文西和米開朗基羅，都曾

經在友人的幫助下得以解剖屍

體，一窺人體的奧秘。達文西甚

至前後解剖了多至三十具的男女

屍體，並且做了詳盡的筆記。

藝術家們對人體有了深刻的

認識之後，在藝術上的成果是顯

而易見的。達文西作於 1480 ～

1482 年的草圖〈聖 · 傑洛姆〉

中，描寫苦行的聖徒傑洛姆，為

排除邪念而用石頭捶打自己。畫

中的聖者半裸著身體，形銷骨

立，畫家正好以此來展現其解剖

學上的知識。我們明顯的看到，

人物凹陷的臉頰、鬆馳的肌肉，

呈現出聖徒的苦惱；頭頸連接到

胸部，並和拉開的手臂互相牽動

著：肩膀、胸肌、鎖骨、肋骨，

整體呈現了用力的緊繃狀態。在

達文西日後的解剖筆記本中，還

能找到類似的人體研究，可見達

文西追根究底的研究精神。

藝術家由於解剖學的幫助，

大到身體動態，小到細微的表

情，都更能從心所欲的發揮。例

如達文西著名的〈蒙娜麗莎〉中

的微笑，若不是畫家深諳臉部肌

肉的關係，再加上暈塗法的作

用，是難以把那含蓄中略帶狡黠

的笑意、瞬間即逝的微妙表情，

刻畫得如此自然。

將人體結構了然於胸之後，

藝術家也能自如的構思各種人體

動態，此時幾乎已經沒有任何角

度的人體動作，能難倒這些藝術

大師了。特別是米開朗基羅，特

意將人體做高難度的扭轉，最大

限度的表現出生命內在的力與

美。他在西斯汀禮拜堂的兩幅

曠世巨作〈創世紀〉與〈最後的審

判〉，可謂將人體藝術之美帶入

了前所未有的輝煌。

米開朗基羅認為人體是神所

造的最完美的產物，所以他的繪

畫、雕刻幾乎都以人物為唯一題

材，並且不避諱裸體。根據米開

朗基羅友人瓦沙利記載的一件趣

聞，是關於米開朗基羅創作〈最

後的審判〉時，教皇保祿三世和

當時的掌禮官庇亞喬 · 達 · 塞西

納一同參觀了未完成的作品。教

皇詢問塞西納意見時，塞西納批

評〈最後的審判〉中的裸體畫：

「登不了大雅之堂，不能放在教

堂，只適合放在公共浴池或酒 
店裡。」

米開朗基羅聽了塞西納的批

評非常惱怒，將塞西納畫成地獄

中的法官邁諾斯的形象，身上纏

著大蟒蛇，為魔鬼所環繞。事

後，塞西納苦苦哀求教皇和米開

朗基羅，都無法改變既成的事

實。所以到今天，塞西納的形象

一直在西斯汀禮拜堂的壁畫中保

留著。然而，米開朗基羅的此不

善之舉，可能也為自己帶來了

「報應」，因為不久之後，米開

朗基羅從很高的鷹架上摔下來，

跌傷了一條腿。

米開朗基羅結合了其素描功

力和人體解剖的知識，創造了有

史以來最壯觀、最雄偉的人體結

構；而達文西則擅長將人物精確

的肌理溶於細緻微妙的光影變幻

之中，他們對後世都有著不可忽

視的影響。（待續）

張孝祥中舉
文｜蔡新芝

据宋代葉紹翁《四朝聞見

錄》的記載：

顏魯公，即顏真卿，字清 
臣，京兆萬年 ( 今陝西西安 )
人。曾任殿中侍御史、平原太

守、吏部尚書、太子太師等職，

封魯郡公，人稱「顏魯公」，以

書法名世。

宋高宗特別喜愛詩文、書

法，科舉時，張孝祥當庭回答高

宗策問的時候，頭天醉酒，還沒

有清醒。他提筆就寫，一下就寫

了一萬字。宋高宗看到他呈上的

策問，紙高軸大，很驚訝；看完

以後，大為稱讚。又見他寫的

字，筆畫遒勁有力，像顏真卿的

書法一樣高超，便親自選拔他為

第一名狀元。而傳他進殿所賦的

詩，也很有韻味。

張孝祥去拜會秦檜，秦檜

對他說：「陛下不光喜歡你的策

對，還喜歡你的詩和書法，可以

稱得上是三絕。」又問張孝祥：

「你的詩以甚麼為本？字效法

的是誰？」張孝祥嚴肅地回答：

「以杜甫詩為本，書法效顏真卿

的字。」秦檜笑著說：「天下的

好事，都被你占光了。」後來，

張孝祥卻不阿奉他，因此秦檜很

嫉妒他。

【評點】

張孝祥是南宋著名的詞人，

他的《念奴嬌 · 過洞庭》一詞，曾

名傾一時。據說他中舉是宋高宗

御筆親點，足見高宗的垂愛和張

孝祥才華的不凡，這裡記敘的就

是他中舉的事。

文中說的張孝祥廷對情

景，也許有點誇張，但他文

章、詩歌、書法的精妙，大概

是真的，不然，宋高宗就不會

「親擢首選」了。秦檜附合高

宗，稱張孝祥的文章、詩歌、

書法為「三絕」，總讓人感到有

因高宗寵愛而逢迎的意味。後

來，卻又對張孝祥詩本杜甫、

字法顏真卿產生妒嫉之心，秦

檜心地的狹隘，在這點事上也

可以看出來。

酌 古 鑒 今

据宋代羅大經《鶴林玉露》

的記載：

陸象山少年時，經常坐在臨

安集市上看棋，像這樣一看就是

好多天。棋工說：「你天天來看

棋，一定是高手，希望你能教我

一局。」

陸象山說：「我不是高手，

三天後，我再來。」就買了副

棋，回家後，掛在那裡，躺著仰

看了兩天，忽然明白了，自言自

語說：「這是河圖之術！」於是

去和棋工對弈，棋工連輸三盤，

就起身致謝道：「我是臨安下棋

的第一名，凡是來下棋的，我都

讓先。現在你的棋反讓我先一

著，你在天下就沒有敵手了。」

【評點】

陸象山在古代思想史和教

育史上很有聲望，但這裡講述

的是他下棋的軼事。他本不會

下棋，從觀棋引發他從「河圖」

中，悟出下棋的道術，三局

之後，就被人譽為「天下無敵

手」。這不免有誇張的成分，

不過，生動地表現了他的聰明

和不凡的悟性。

同時，下棋雖是一種技藝，

但和其他的事物，總有相通的地

方，陸象山揣摩下棋而想到「河

圖」，學悟「河圖」，就頓長棋

藝。看來，人真要善於聯想，

觸類而旁通。神傳「河圖」的玄

奧，還真有待深研而靜悟！

文｜蔡新芝

天下無敵手

龍馬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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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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中 國 訊】2021 年 10
月，AAA 與南加州汽車研究中

心的汽車俱樂部合作完成了一

項研究。結果發現，中雨到大

雨會影響車輛安全系統的「識

路」能力。

在過去的五年中，高級駕

駛輔助系統（ADAS）在汽車

行業中已迅速普及。即使是入

門級車型，有的也會配備高科

技安全系統，例如自動緊急制

動和車道保持輔助等。這些新

車通常都採用雷達、攝像頭組

合：雷達感測器隱藏在保險槓

的塑料後面，光學攝像頭安裝

在擋風玻璃後面。

這些系統雖然不是自動駕

駛儀，但它們確實在可見度和

反應時間方面有很大幫助。

但有一點非常需要注意的是：

ADAS 通常是在理想的操作條

件下進行評估的。

而美國汽車協會（AAA）

認為測試標準必須包含駕駛員

通常會遇到的實際天氣情況。

該機構的行業專家格雷格．布

蘭農（Greg Brannon）提醒大

家：司機最危險的行為，就是

過度依賴這些（安全）系統。

一般情況下，車載雷達可

以忽略天氣或照明條件的外界

影響，但雷達看不到車道標記

之類的東西，也看不到細節。

而攝像頭的用武之地，就是善

於對物體進行分類，如果有任

何東西擋住了系統的攝像頭，

例如泥土或雪片，它們就無法

完成工作，並且在惡劣天氣或

光線不足的情況下，攝像頭更

難識別物體。

參與 AAA 測試的四款普通

新型 SUV 分別是：2020 Buick 
Enclave Avenir、2020 Hyundai 
S a n t a  F e、 2 0 2 0  T o y o t a 
RAV4、2020 VW Tiguan。 這

些 SUV 與今天的大多數新車一

樣，都在保險槓中安裝了雷達感

測器、以及在擋風玻璃後面安裝

了光學攝像頭。

在封閉路線測試期間，

AAA 模擬降雨併發現配備自

動緊急剎車的測試車輛以 35
英里 / 小時的速度行駛時，有

69% 的測試車輛偏離車道，而

碰撞到靜止車輛的機率也高達

33%。當速度降低到 25 英里 /
小時低速前行時，碰撞機率降

到 17%。因為在雨中，雷達無

法看到車道標記，而這時攝像

頭也很難真正辨別出這些標記。

AAA 的研究還表明，車輛

安全系統的性能差異很大。例

如，彎曲的車道和高流量會影

響汽車跟蹤標記車道的能力，

而 ADAS 並不總是能在夜間看

到行人。

所有這些研究都意味著，

汽車的 ADAS 確實可以為您提

供幫助，但它還不能取代您。

【看中國訊】寒冷的早晨鑽入

冰冷的車中，就像掉進了冰窟窿

裡一樣。因此，大多數司機在出

發前，都會事先將車子暖一段時

間。但我們知道，車子怠速時間

越長，浪費的燃料就越多。

加拿大自然資源部做了一

項怠速實驗，他們將三輛汽車停

在 -18℃的環境中，凍上後再啟

車，這些車子分別空轉 5 分鐘

和 10 分鐘，測試結果顯示，「預

熱 5 分鐘的總油耗增加了 7% 到

14%，預熱 10 分鐘的總油耗增

加了 12% 到 19%。」

暖車的最早概念來源於車子

的「化油器」，帶有化油器的早

期車款需要提前預熱幾分鐘，才

能使引擎達到適合的運轉溫度。

但如今是「電噴時代」了，

在 1980年代和 1990年代初期，

汽車工業廢除了化油器，轉而採

用電子燃油噴射，它使用感測器

為引擎提供燃料並保證了合適

的空燃比。這使得在開車前，

暖車的問題變得無

關緊要，因為感測

器會監控溫度條件

併進行調整。也就

是說，現代車子的

噴油量都是被固定

調整好的，在冬天

不管車的汽油溫度

怎樣，電子燃油噴射系統都可以

保證引擎啟動時所需的的油氣濃

度。所以，目前車子需要預熱的

目的是為了潤滑。

天氣很冷的冬天，潤滑油的

流動性降低、黏度增加，車子發

動 15 秒左右，機油泵可以將機

油送到需要潤滑的各引擎運動部

件，如曲軸、連桿等。超低溫天

氣時，那暖車 30 秒後，也就可

以達到潤滑的目的了。

因此，在冬天發動車子後

（提示：啟車時，請關閉所有

配置，如空調、收音機和大燈

等），在車子周圍查看一圈，確

保良好的行車視線、完好的輪胎

和車窗狀況、安全的周圍狀況

等，當車子預熱 30 秒後，就可

以將車子緩緩開走了。

這樣緩慢開出一段時間後，

就能讓引擎熱起來，並達到適合

運轉的溫度，而讓引擎空轉燃燒

的油少，這並不會增加多少熱

量，引擎可能還是冷的。

可供選擇
終身免費換油 發動機、變速箱終身保修

4年 /6.4 萬公里免費保養 0%貸款利率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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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 IN & GO 超級優惠活動

一月初加價，現在就訂車，
確保價格優惠！

2022年1月到貨
RAV4 Hybrid2022 Corolla 2022 Camry AWD 2021 RAV4

Sedan 4
Hybrid 1

Hatchback 4

現車 現車

2021 Venza 2022 Highlander 2022 4Runner

3

3 9

7

現車

現車 現車

現車

本月到貨 10臺

本月到貨 1臺 本月到貨 3臺

本月到貨 5臺

本月到貨

3

2

本月到貨 5臺

本月到貨 3臺
本月到貨 2臺

現車

現車
2022 Tacoma 2022 Tundra 2022 Sienna AWD Hybrid

2 現車 出口免問 $5,000按金

Sedan 3
Gas 4

Cross AWD 2

4月到貨
Tundra Hybrid

歡迎預訂 2022 車款

新年快樂！新年快樂！新年快樂！

冬天別再暖車了？

如今的車子不必暖？

惡劣天氣 別依賴車輛安全系統

如果有任何東西擋

住了系統的攝像

頭，例如泥土或雪

片，它們就無法完

成工作，並且在惡

劣天氣或光線不足

的情況下，攝像頭

更難識別物體。車

輛安全系統就會失

靈。

https://www.heninger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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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史 為 鑒

出現在中國呢？

據文獻記載，獅子之所以

進入中國，源於漢武帝派遣張

騫出使西域，打通中國和西域

各國的往來，安息國派遣使者

送來獅子和符拔（一種形狀像

麟而無角的動物）。

後來，隨著佛教東傳中

國，獅子逐漸取代了「獸中之

王」老虎的地位。

石獅守門的文化意涵

將石獅子擺在大門前有何

作用呢？首先，古人認為石獅

子是可以驅魔避邪的，所以最

早用來鎮守陵墓。其次，石獅

子不僅可用來守衛大門，還和

在鄉間路口設立石獅子與「石敢

當」有著同樣的功能，用以鎮

宅、避邪、禁壓不祥，和保護

村寨的平安。

所以，用石獅子來把大

門，可以避凶納吉，抵禦那些

妖魔鬼怪之類的帶給人們的侵

害，滿足人們祈求平安的心理

需求。

其三，彰顯權貴。古代的

宮殿、王府、衙署、宅邸，多

用石獅子守門，以用來顯示主

人的權勢和尊貴。

古人歷來把石獅子視為吉

祥的象徵，除了用來鎮宅辟

邪，在中國傳統建築中也是經

常使用的一種藝術裝飾品，如

北京盧溝橋雕有四百多個石獅

子，這些石獅大小各異，有雄

有雌，姿態各異，十分生動。

石獅傳承吉祥如意

千百年來，石獅子一直不

畏寒風烈日，腳踏實地、始終

如一地與人們忠誠相伴，帶給

人們吉祥、平安，在民間還流

傳著這樣一首耳熟能詳的民謠：

「摸摸石獅頭，一生不用

愁；摸摸石獅背，好活一輩輩；

摸摸石獅嘴，夫妻不吵嘴；摸

摸石獅腚，永遠不生病，從頭

摸到尾，財源廣進如水流。」

石頭原本是冰冷、沒有感

情的，可用石頭雕刻的獅子卻

傳承著吉祥如意、平安祥和的

寓意，帶給人們安定、支持的

力量，真可說中國人的守護神。

古代建築物前的石獅子
◎文：曉嵐

中國人歷來把石獅子視為

吉祥之物，因而古代的官衙

廟堂、豪門巨宅大門前，常會

擺放一對石獅子，用以鎮宅護

衛，甚至在園林名勝中，各種

造型的石獅子也隨處可見。

直到近代，許多建築物的

大門前，這種以安放石獅子來

鎮宅護院的遺風依然可見，那

麼，這種在建築物前擺放石獅

子的習俗是如何形成的呢？

獅子的來源

獅子，在動物學中屬哺乳

綱貓科。其姿態威猛，原產地

在非洲、印度、南美等處。獅

子的原產地並非中國，怎麼會

Yongxinge/wiki/CC BY-SA 3.0

用石獅子來把大門，可抵禦那些妖魔鬼怪。

部署。

8 月 31 日起，美軍開始對

琉璜島、父島、母島等地空襲，

9 月 7、8 兩日空襲耶浦、伯勞。

當時日軍尚未發現美軍的機動艦

隊和運輸船團，所以在明達羅島

一帶的航空兵力，並未出動。

可是，美軍卻根據「中美

所」的確切情報，於 9 月 9 日先

發制人，以艦載戰機奇襲明達羅

島的達弗、沙蘭伽里等地區的敵

航空基地，將日機擊毀於地面。

等到日軍探悉機動艦隊兩群時，

已無還擊能力。

12 日，美機兩百架再奇襲

塞布基地，毀日機七十架，沉日

艦十一艘；13 日起，連續空襲

明達羅島和婆羅洲東北的達維達

維島上的各機場，以及呂宋島、

臺灣南部各機場，出動一千餘

架次，將日軍數月來準備的「精

銳」戰機摧毀大半，導致日軍專

攻登陸船團的新戰法，也無從實

施。

中美所對美軍的貢獻極大

美軍在西太平洋作戰時，即

全靠該項氣象報告有利軍事情

報。尤以美航空母艦準備空襲日

本本土和臺灣時，因氣候變動

異常，完全仰賴「中美所」的情

報，為其活動指南。

「中美所」和第十四航空隊

的密切聯絡，對美海軍的貢獻

極大。「中美所」將所獲得的情

報，迅速提送十四航空隊，作轟

炸的依據。

1944 年秋，敵軍進攻桂林

時，十四航空隊因為地形的關

係，對敵軍的行動難予偵察；

「中美所」的麥加飛上尉，即空

降於華軍陣地的前方，在距離

數百碼地點，設立對空無線電聯

絡，受傷不退，支持了十九日之

久；十四航空隊得以痛炸敵軍，

獲得輝煌戰果。麥加飛上尉因此

獲得美陸軍銅星勛章。

中美合作所的成就

「中美所」和十四航空隊聯

合的電訊偵譯和海洋偵察，對

美海軍與敵海軍在西太平洋的

決戰，有極大的貢獻。 1944 年

10 月的雷伊泰海灣的海空大決

戰，日本航空艦隊和特遣艦隊分

三路夾擊，企圖消滅美軍登陸船

團的情報，就是由「中美所」供

給，美艦隊乃得事先加以防範，

而免遭受危難。

「中美所」的人員，對於美

海軍與陸地空軍的駕駛和轟炸人

員的救護，盡力與其他救護單位

取得密切聯繫。當時，「中美所」

人員已經救起被敵擊落或被迫降

落的中美飛行人員三十人，轟、

炸和航行員四十六人，以及隨軍

記者貝爾一人。

當貝爾被救後，其驚喜狀態

誠難形容，而其親身經歷的在海

天異域絕處逢生的戰場的奇遇，

使其對「中美所」的真實成就，

有了新的認識。

正式成立，總部設在重慶歌樂山

下楊家山，由戴笠任該所主任。

梅樂斯來華之前，美國左派

和中共對戴笠已經進行了很多汙

名化宣傳，認為戴笠是個殺人不

眨眼的刺客。梅樂斯帶著小心翼

翼的心情來到中美合作所，和戴

笠親密接觸數年後，對戴笠讚歎

有加，並且梅樂斯對軍統局非常

肯定。

氣象情報布置周密

當時，美國正與日軍在太平

洋區域展開海空大戰，美國急於

在東亞獲得迅速而確切的氣象情

報。為完成此項任務，剛成立

的「中美所」積極地從氣象的測

報、情報的蒐集、電訊的偵譯和

沿海布雷各方面齊頭並進。

氣象情報，是海空作戰最重

要的先決條件。梅樂斯來華開

始，即為「中美所」運來各種新

式器材，分別裝配各地氣象站使

用。於是中國的氣象情報，迅速

提高了精確度。

美海空軍受益匪淺

1944 年 10 月，「中美所」己

能應付美國艦隊的要求，對臺灣

上空的氣象，提出一項特殊作業

的預測，以協助配合預定由海空

軍從臺灣海峽所發動的聯合攻擊。

此外，美空軍第二十航空隊

開始轟炸日本長崎和八幡，10
月轟炸琉球群島；海軍機動艦

隊於 1945 年 2 月 16 日，發動

一千二百架飛機轟炸日本本島，

均根據中美所可靠的氣象情報，

預知告該地區上空的雲層變化，

而使美機能藉雲層的掩護，潛入

目的地上空，實施襲擊。

而且，為了明瞭日軍艦隊的

動態，有兩種方法：一是偵控日

軍的無線電訊，破譯其密碼；或

者經常派飛機臨空偵察。

因此，「中美所」給予敵後

地區的情報組織的任務，即以以

上兩項為優先；並令所有在沿海

地區設立的海上瞭望哨，監視從

上海到新加坡的每一艘日軍船艦

和每一架飛機的活動。

電訊偵譯致勝之機

電訊偵譯方面，軍統局設在

臺北、南京、上海、廣州、漢口

等地的秘密電臺，也將所偵收的

日臺通信內容，供給中美所做偵

測上的運用。

美艦隊再根據中美所提供的

偵譯情報，襲擊日軍。當時著名

的雷伊泰海空大決戰，制敵機

先，一舉殲敵，即為顯例。其中

供給美潛艇的情報，1944 年即

達一百五十次，因而擊沉日軍船

艦二十五艘，約十萬噸。

電磁水雷布於敵港

在中國和東南亞各國沿海岸

航道或港灣布雷，不但可以炸毀

日軍的船艦，殺傷其人員；而且

可以威脅其改航行於其他深水航

道，便利於潛艇的攻擊。

所以梅樂斯來華時，就曾經

攜帶一種「電磁水雷」來，送交

我國仿製，帶往戰地去布放。

1943 年初，人員已到昆明，授

受布雷任務，於是開始與駐在昆

明的第十四航空隊合作布雷。

陳納德和梅樂斯一樣，對中

國比較熟悉，他們都了解中國人

是最善良的友人，也都知道戴笠

先生的實力。因此，中美所欲在

海灣布雷，即和第十四航空隊

（即陳納德「飛虎隊」）密切合

作。

合作的開始，先調「中美

所」的柯克中尉和伊門斯少尉去

陳納德將軍的總部，開始分析飛

行員們偵察飛行的照片。

海防榆林的布雷戰

日軍自占領越南以後，藉海

防港口，輸運搜括物資，船舶進

出量極大。於是第一次布雷，乃

於 1943 年 10 月先以海防港為

目標。

適「中美所」的海岸瞭望情

報人員報告，有九艘船隻開赴海

防；於是開始行動。由十四航空

隊派出一批轟炸機，由專家們將

水雷投入海防港的水道，另一批

飛機，則猛炸海防港附近的空軍

基地，以分散日軍的注意。

當飛機臨空投彈時，日軍尚

不知我方目的為布雷；港內的船

舶大為恐慌，紛起航閃避。一艘

三千噸貨輪，匆忙開出港外，恰

巧撞及剛散布下的水雷，立起爆

炸，沉沒在港口最狹窄的瓶頸地

帶，使其海港短期內無法使用。

另一方面，原來駛往海防的

船隊，中途聞知海防港被炸，被

迫暫停海南島海峽中的一個毫無

防衛的小港附近，雖都關閉了無

線電訊。但又被「中美所」的電

訊偵譯單位發現此一徵象，判明

船位；立即轉知第十四航空隊出

動飛機，緊跟猛炸，炸沉六艘，

炸傷兩艘。

總計自 1943 年開始到停止

布雷為止，大約布設了一千枚水

雷，經過證實的戰果，炸沉了日

軍的船艦二十四艘。同時也使其

航行路線和港灣進出受到困擾，

給予美海軍用其他方式予以打擊

的更多機會。

跳島作戰埋葬日艦

1944 年秋，美軍以越島進

攻戰術進攻菲律賓，決定先攻占

菲島東方的帛琉群島，當時估計

日軍在菲島及臺灣一帶的飛機約

有四百架。

「中美所」和軍統局對上述 
日軍在菲律賓的海空航空力量，

均已獲得確切情報，由梅樂斯急

電華府及太平洋艦隊。於是美第

三艦隊一面增強艦隊實力，一面

針對日軍的新戰法作制敵機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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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特種技術合作

所，簡稱「中美所」，

英文簡稱為SACO，是第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

國和美國共同建立的跨

國情報機構。該機構在

抗戰期間提供了許多重

要情報和技術，協助美

國打贏太平洋戰爭。

1942 年 5 月，美國海軍中

校 梅 樂 斯（Milton E. Miles）
奉命來到中國，開始了一個中

美「友誼合作計劃」。最初，珍

珠港事件後，美國為了能夠掌握

日本軍情和掌握太平洋的氣象，

決定在情報工作上和國民政府聯

手。

1943 年 4 月 15 日， 中 美

雙方簽訂《中美特種技術合作協

議》，標誌著「中美特種技術所」

1945年，戴笠（中）與中美所人員於上海合影。

戴德蔓翻拍

美國情報官

教中國人員

如何使用無

線電。

公有領域

中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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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不辣

甜不辣源自於葡葡牙的

Tempura，意指裹粉漿油炸

的海鮮或蔬菜。後來日本人

又演變出另一種做法，利用

油炸的魚漿製品。臺灣街頭

常見販售甜不辣的攤販，以

昆布柴魚湯加熱魚漿製品，

食用前再淋上味噌醬料。

虱目魚皮湯

虱目魚是臺灣重要養殖

魚種，特色為多刺，但因其

肉質細味道鮮，又富含優質

蛋白質及多種維生素，很受

臺灣人喜愛。品味虱目魚有

多種吃法，有魚肚煮湯或魚

皮煮湯，一般都經過去刺，

適合小孩老人食用。

蚵仔麵線

據說，以海鮮與麵線同

煮的做法，是從閩南傳到臺

灣，到了臺灣，大部分還加

以芶芡，讓整碗麵線口感更

滑順，有些地區稱之為麵線

糊或麵線羹。蚵仔就是牡

蠣，汆燙熟透的蚵仔和麵線

一起入口，十分爽口。

炸魷魚

炸魷魚是臺灣常見的海

鮮料理，也是臺灣著名小吃

──鹹酥雞的一種食材，享

受的是魷魚的口感及調味料

的鹹香。在海邊的漁市，可

吃到新鮮平價的炸魷魚；在

都市，若想吃炸魷魚，也可

以到鹹酥雞攤位上找。

蝦仁羹

臺灣小吃中有很多勾芡

的羹料理，這道蝦仁羹也有

很多種煮法，主要是蝦仁的

處理方式不同，有的是將蝦

仁切碎與魚漿捏成丸，有的

用的是一隻隻去殼的蝦仁；

共同點是蝦仁非常適合入

羹，令湯頭更加鮮甜。

蚵仔煎

臺灣的養蚵業興盛，各

地的市場都可買到新鮮蚵

仔，蚵仔煎也因此成為臺灣

各地都吃得到的國民小吃。

蚵仔煎也是外國觀光客喜歡

的臺灣小吃，其受歡迎程度

還曾獲得經濟部舉辦的外國

人最愛的臺灣小吃冠軍。

夜市匯集南北的小吃
臺灣夜市，因為入夜開始營

業而命名，更因為臺灣小吃而知

名。逛夜市最開心莫過於悠閒地

邊走邊吃，逛完一圈夜市，可以

品嘗到臺灣從南到北，各地的特

色小吃。

海鮮類小吃豐富多樣
臺灣四面環海，漁產豐富，

海鮮是臺灣飲食的重要食材，從

小吃也可以品嘗到臺灣海鮮的美

味。臺灣海鮮種類豐富，海鮮類

小吃的種類也不少，可趁當季品

嘗新鮮。

海鮮篇

臺灣小吃攻略

文︱斯玟

臺 灣 小 吃 五 花 八

門，海鮮類小吃的

種類也不少，可依

自己的喜好，選擇

食材及調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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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 ∼ 2022 年 1月 5 日

臍橙

Roma Tomatoes 羅馬番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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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brosia Apples 聖芳蘋果 Navel OrangesBananas 香蕉Honey Murcott Mandarins   茂谷蜜柑

LE CucumbersZucchini Squash 意大利瓜 長英青瓜 Green Peppers 青椒

SpendSpend $30 $30 and get  free 4lb box and get  free 4lb box 
of Chinese mandarinsof Chinese mandarins..

H&W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30購物滿       即可免費免費獲得 4 磅中國橘子。

$09898
lb

$08888
lb

$09898
ea

$ 07878
lb

$ 05858
lb

$0 8888
lb

$09898 lb

$09898
lb

H

app
y New Year

Y
新年快樂！

Navel Or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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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brosia Ap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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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怎樣的減重飲食

舊石器時代飲食、無麩質飲

食、素食主義飲食、純素飲食、

地中海飲食、海鮮素飲食……你

被這些五花八門的減重飲食搞得

暈頭轉向嗎？最近甚至有越來越

多的研究針對新興的熱門飲食，

如：有機飲食、素食主義飲食和

純素飲食等，做進一步的探討。

話雖如此，但幾乎每一種飲食研

究都會有一個問題，就是研究人

員無法徹底掌控實驗中的所有因

素，也就是說，實驗的結果會受

到太多不可控的變數影響，例

如：受試者的生活習慣、基因、

性別、年紀、種族和整體健康狀

況等。確實有許多數據指出，各

飲食對心血管健康、癌症、糖尿

病或壽命等方面，有怎樣正面或

負面的影響，但卻沒有一個研究

能以絕對公正的數據證明——哪

一種飲食對人體最好。總之，你

飲食的基本盤，就是要顧好你熱

量的總攝取量，並盡可能均衡飲

食，讓自己每天吃進符合建議攝

取量的蛋白質、維生素、礦物質

和必需脂肪酸。

減重期閒可吃「欺騙餐」嗎

千萬不要有這種——「我

怎樣的飲食和運動
才能成功減重？

在減重，所以完全不能碰某種食

物」的想法。許多健康的人，甚

至是擁有冰塊腹肌的名人，都會

在生活中吃些眾人視為減重大

忌的食物（甜點、漢堡或披薩

等）。只要你有七成五至八成的

時間，都謹守減重飲食的原則進

食，偶爾讓自己吃一些偏離原則

的食物，並不會影響你的整體減

重成果。這種讓自己在減重期間

適量攝取一些高熱量餐點的行

為，在減重界有個專業術語，叫

做「欺騙餐」（cheat meal）。如

果你好奇那些名人在「欺騙餐」

都吃些甚麼，可以到美國影星

巨石 · 強森（Dwayne Johnson）
的 Instagram 看看，他常在上面

分享自己的「欺騙餐」菜色。也

就是說，如果你在週間都很努力

體重不僅影響身體的健

康狀態，也影響膝關節修

復，對於肥胖者，如何減重

也就更顯得重要。選擇適合

自己的減重方法和運動模

式，然後記得給自己立下目

標，相信很快就可以達成。

的遵守減重原則飲食，那麼週末

讓自己吃一些療癒身心的美食，

倒也無妨。總之，你應該有的觀

念是，減重就跟任何事情一樣，

持之以恆和有所節制，才是你成

功的關鍵所在。

間歇式斷食法

限制你每天進食的時間，減

少攝取的熱量就是這套飲食方式

的重點。你有可能會每天只在中

午到晚上八點這段時間進食，也

有可能一週會有一天完全不吃東

西。雖然這種飲食方式看起來有

點極端，但有些人就是喜歡嚴格

的時間限制，因為這樣，你就不

必花太多時間留意三餐的時間，

只需要記住你只能在時間 A 到

時間 B 這段期間吃東西就好。

如果你每天進食時間變少，你吃

進的總熱量就會變少。

少量多餐

一天吃六小餐，還是一天吃

三個分量適中的餐點比較好？探

討這方面的研究很多，有的研究

顯示，少量多餐的飲食方式可以

降低胰島素阻抗、增加減重的成

效（這個結果可能是因為它改

變了人體新陳代謝的效率）。有

的研究則顯示，一切的重點還是

要回歸到你攝取的總熱量和燃燒

的總熱量上。

應該做甚麼運動

我們會建議你做高強度間歇

訓練（HIIT），這類運動可以讓

你花最少的時間，獲得最大的運

將目標詳細

寫出來，比

較有機會達

成目標。

動效益。就算你能運動的時間只

有三十分鐘也沒有關係，只要你

能在這三十分鐘裡，好好把自己

操到筋疲力竭就好。在室內腳踏

車上專心地好好騎滿三十分鐘，

也可以讓你得到很好的運動效

果。切記，千萬不要一邊有一搭

沒一搭地踩著腳踏板，一邊和你

的朋友傳信息聊天。你想要有怎

樣的結果，就必須做出相對應的

付出。

甚麼時候運動最好

雖然有許多研究針對最佳運

動時間提出了建議，但基於你的

工作、家庭限制和整體生活狀態

等現實因素，你不見得能讓自己

在這些時間運動，所以我們多半

會告訴你：「只要你有空，任何

時間都是你運動的最佳時間。」

目前有些研究顯示，一大早就

做運動（尤其是有氧或 HIIT 運

動）可提升減重效果，因為它

會調節你的晨間皮質醇含量。但

如果你是想增加肌肉量的人，下

午或傍晚會是你運動的最佳時

間。

怎樣保持動力

讓自己一直保有一開始的動

力，恐怕是鍛鍊身體的整個過程

中最困難的部分。研究發現，為

自己設下具體的目標，對保持

動力十分有幫助。我們發現，

有：「我想要重新回到大學的足

球校隊」、「我想要在蜜月之旅

中漫步這些小徑」，或「我想要

在沒有手推車的輔助下，打完高

爾夫的十八個洞」等具體目標的

病人，不論是在物理治療或手術

上，通常都能得到相當好的結

果，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想要的是

甚麼，也知道自己可以設立哪些

標準來檢視自己的進步。減重也

是一樣，千萬別只嚷嚷著——

「我要減重」，請明確說出你要

減掉多少的重量，然後給自己一

個有動力減掉這個重量的目標。

◎  文：由采實文化出版社授權刊載

ADOBE STOCK

12 月 31
∼ 1 月 6日

三小姐牌香米

加州產大甜臍橙

墨西哥產特級芥蘭

是拉差香甜辣椒醬

菲律賓菲律賓 Lucky MeLucky Me雞味碗麵雞味碗麵

中型日本番薯

墨西哥產大紅芒果

青草湖牌廚用花雕酒

Master CookMaster Cook牌魚露

德州產短紹菜

中國產珍寶胡蘿蔔

Compliments純芥花籽油

李錦記牌海鮮醬

加州產花椰菜

新西蘭產黃金奇異果

FaraonFaraon罐裝白玉米粥

墨西哥產中型青蔥

墨西哥產 #1 紅木瓜

珍珍花生珍珍花生

高地牌三合一咖啡

墨西哥產大芋頭

泰國 / 越南產椰青

上好佳蝦片原 / 辣味

多款可選

https://www.luckysupermarketcalgar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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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冷水還是熱水？秘訣在此

（續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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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替客戶打點

一切，並提供旅行須知和訣竅，

其中包括在各國旅行應該避免的

錯誤。他們提供了以下有關在歐

洲旅行的注意事項供讀者參考：

（8）在巴黎購物別忘了跟

老闆打招呼

很多遊客不知道，如果你走

進法國巴黎的商店而不跟老闆打

招呼，是很不禮貌的事情。你應

該說：「嗨」「哈囉」「再見」。

（9）在巴黎用餐不要坐等

賬單

在巴黎的餐廳用完餐，賬單

不會自動出現，因為他們不會急

著把客人趕走，所以你必須主動

跟服務生要，否則你會坐等很

久，賬單還是不來。

（10）在巴黎別忘了去吃路

邊攤

很多遊客在巴黎會去餐廳或

咖啡店吃飯，但街上的一般攤販

其實也有很好的東西，例如：可

麗餅（crepe）。
（11）在希臘旅行要準備舒

適的鞋子

希臘的很多街道是鵝卵石或

泥土鋪設的，不適合穿高跟鞋行

走。所以女士們最好準備舒適的

鞋子。

（12）到希臘玩不要帶太多

東西

在希臘的某些地區，例如：

聖托裡尼（Santorini），你可能

要拖著行李往上走幾百個台階，

所以不要帶太多和太重的東西。

（13）在倫敦地鐵站搭電扶

梯別站在左邊

如果你在英國倫敦的地鐵站

搭電扶梯時站在左邊，英國人可

能會對你不客氣，因為左邊是讓

人通行的快速通道，右邊才是站

立的地方。

（14）在倫敦不要亂開玩笑

在倫敦不要拿美國獨立革命

來開玩笑。沒有人會覺得好笑。

（全文完）

【看中國訊】到了年節時總

是讓媽媽們一陣慌亂，從菜色選

擇、食材採買到烹飪，一連串的

準備過程讓人昏頭轉向！過年必

備的乾貨食材到底怎麼處理才好

吃？現在列舉幾項乾料的處理方

式與大家分享：

1、乾蘿蔔絲

清水搓揉洗淨：因為蘿蔔絲

泡在水中會沖淡風味，因此建議

放入水中輕輕搓揉，洗掉髒污；

洗完的蘿蔔絲不必用力擠乾水

分，直接置於篩網上稍微瀝乾，

蘿蔔絲會保有適當水分，軟硬適

中即可使用。

2、竹笙

洗、泡、燙 3 步驟：竹笙

的網狀接縫處容易有髒污，因此

食用前必須用手搓洗，洗淨後浸

泡於常溫水中約 30 分鐘，再把

頂部與尾部切除，留中段約 10
公分的長度。最後放入加了白醋

的熱水中汆燙過，便能去除竹笙

異味，讓口感更好。

3、金針

金針又名黃花菜，金針花享

有「忘憂草」的美名，這與它鎮

靜安神的食療效果有關。它清濕

熱、利尿，具有通小便的效果。

泡、 洗、 煮 3 步 驟： 先

以清水或溫水浸泡 30 分鐘以

上（在 45℃溫水中至少 20 分

鐘，或在 25℃冷水中至少 60 分

鐘），取出沖洗後再下鍋烹煮，

藉此去除七、八成產品中殘留的

二氧化硫。烹調時打開鍋蓋煮沸

約 3 分鐘，可使二氧化硫揮發，

去除約九成以上二氧化硫的殘

留。由於金針易熟，烹煮時間建

議不要太長，在料理上桌前的最

後 5 分鐘放入可保持脆度。

4、黑木耳／白木耳（銀耳）

清水浸泡：泡水一至兩小時

過後，會軟化並膨脹成原本體積

的三倍大，再剪掉硬硬的蒂頭部

分，入鍋前撕成適合入口的大

小。要涼拌的木耳，汆燙後可以

泡冰水增添口感。

5、髮菜

浸泡再蒸煮：用冷水泡至膨

脹軟化，加入薑片再放入電鍋中

蒸煮，便能去除腥味。烹煮時再

用油稍微輕抓一下，用醬油、糖

等稍微蒸熟後，再用於料理中會

更香更順口。

6、粉絲

熱水淋燙→用於炒菜或湯

品：炒菜或煮湯的過程中，粉絲

會吸收水分，因此只需先用剪刀

稍微剪斷，再以熱水稍微淋燙過

即可使用。熱水汆燙→用於沙拉

或涼拌小菜：粉絲放入沸火中汆

燙約 2 ～ 3 分鐘後，撈起放入

冷水中冷卻，再切成適當大小即

可加入醬汁攪拌。

7、腐竹

冷水浸泡：放入冷水中浸

泡，並使用盤子重壓，讓腐竹完

全浸泡在水中，能夠縮短髮泡時

間，且能讓腐竹膨脹的更均勻。

不可使用沸水，會讓腐竹破碎。

網絡圖片

在倫敦坐雙層巴士是許多遊客喜愛的遊覽方式。（網絡）

下

乾貨要泡開乾貨要泡開

別犯這些錯誤

到歐洲旅遊？ 
金針泡、洗、煮

3步驟處理。由

於金針易熟，烹

煮時間建議不要

太長，在料理上

桌前的最後5分

鐘放入可保持脆

度。

好運牌脆皮叉燒

幸福比內牌竹夾魚幸福比內牌竹夾魚

北極清水整隻石蟹

新鮮牛尾牛尾

好運什錦肉潛艇三明治

海燕牌連皮帶骨馬林魚扒海燕牌連皮帶骨馬林魚扒

Choripdong 什錦Choripdong 什錦炸炸魚丸魚丸

新鮮雞小腿

新鮮雞全翼新鮮雞全翼 游水羅非魚（不提供膛洗服務）

Pinoy Delight 珍寶起司熱狗腸

新鮮牛肉丸

海燕牌去腸紅羅非魚海燕牌去腸紅羅非魚

幸福比內牌木薯蓉幸福比內牌木薯蓉

新鮮豬肋排

海燕牌鰤魚海燕牌鰤魚 海燕牌去頭帶殼黑虎蝦海燕牌去頭帶殼黑虎蝦

海燕牌粟米糯米飯海燕牌粟米糯米飯

新鮮豬頸骨

Smart ChoiceSmart Choice 墨魚 U1墨魚 U1

雙魚牌椰汁

清真嫩炒牛肉清真嫩炒牛肉

僅限
Sunridge
門店！

僅限
Sunridge
門店！

幸福比內牌連頭帶殼幸福比內牌連頭帶殼
黑虎蝦黑虎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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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價
每磅3$ 49

Western Family
冷凍雞胸肉
$23.08/3kg 

特價
每件4$ 99

Western Family
羅馬生菜 3 件裝

特價
每件5$ 99

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2 月 27 日至 1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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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價
每箱8$ 99

中國特供甜桔
 4 磅箱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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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件
9999

Western Family
多款意粉醬 700ml 

特價
每磅0$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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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2 月 27 日至 1 月 2 日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2 月 27 日至 1 月 2 日
本廣告優惠以店內實物和標價

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2 月 27 日至 1 月 2 日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2 月 27 日至 1 月 2 日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2 月 27 日至 1 月 2 日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2 月 27 日至 1 月 2 日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2 月 27 日至 1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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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口紅莓
510g/ 盒5599
進口紅莓
510g/ 盒5
進口紅莓進口紅莓

多款口味
英式鬆餅 4 件裝

特價
/4 件4$ 99

$
特價

每磅349

5599
進口紅莓
510g/ 盒599
進口紅莓進口紅莓

99

節日
特惠

特價
/2 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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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醫生警告：mRNA疫苗可永遠 
改變DNA，引起兒童嚴重反應

【看中國訊】一位因向 COVID-19 患

者提供伊維菌素而被停職的加拿大醫生

警告說，mRNA 疫苗可以永久地改變

DNA，並導致細胞「永久」產生「有毒」

的穗狀蛋白，特別是在兒童身上。

丹尼爾 · 長瀨（Daniel Nagase）醫

生在討論輝瑞公司公布的注射試驗數據

時，解釋了 mRNA 注射劑危險性的機

制。數據顯示，注射後不良反應者至少有

30%「沒有康復」。

長瀨在《鋼鐵意志》節目中接受主持

人 Dove 採訪時說，注射的 mRNA 有能

力通過逆轉錄酶轉化為 DNA，這對兒童

來說尤其危險。他說：「正在經歷變化的

細胞，如兒童的細胞，比基本靜止的成人

細胞具有更高水平的逆轉錄酶活性。這種

逆轉錄酶將任何 mRNA 的東西，逆轉錄

為 DNA。」

「一旦某樣東西被逆轉錄為 DNA，

它就能被整合到細胞核中……永久地改

變該細胞的 DNA。」他說，因此給兒童

注射什麼劑量的針劑並不重要，較低的

劑量只會減慢細胞被重新編程的時間。

長瀨說：「一旦進入 DNA，唯一能擺

脫它的是該細胞的死亡」。他表示，它

（mRNA）的目的是對細胞造成永久性改

變，誘使細胞產生一種非人類的蛋白質。

注意到近 300 名年輕運動員「已經

從賽場上退出」，其中約「70%」死亡，

Dove 問道：「現在他們將這種東西注射

到五歲兒童身上，會發生什麼？」長瀨醫

生回答：「我無法用其他方式來描述它，

只能說這是將兒童作為犧牲品。埃德蒙頓

的霍奇金森博士，他是第一個公開站出來

說這是將兒童作為犧牲品的。我必須百分

之百地同意他的觀點。」

長瀨醫生提出，運動員可能比非運動

員遭受更嚴重的副作用，這是因為針劑誘

發的刺突蛋白在體內起著「研磨劑」的作

用，而運動員的心臟在用力抽動時，加劇

了刺突蛋白的研磨作用，「可以對血管內

部造成損傷」。

長瀨強調，輝瑞公司的數據顯示，

孕婦出現嚴重不良反應的比例高得驚人：

274 名婦女中有 75 人，或 27%。另外，

由 mRNA 注射產生的蛋白質會干擾身體

正常的抗癌機制，即「循環系統中檢測到

異常蛋白質」。

他說，刺突蛋白有兩種方式可以促成

癌症：一種是它轉移了創建蛋白質所需的

核糖體；另一種是它們「通過阻止細胞用

來修復 DNA 的任何損傷的正常過程而導

致突變，」長瀨指出這在 10 月 13 日發表

的一項研究中得到證明。

長瀨總結說，mRNA 注射的危險性

「肯定是有預謀的」。他說，「在以前用

SARS-CoV-1 病毒對動物進行的 mRNA
實驗中，他們製造了一種 mRNA 疫苗。

而你猜怎麼著？所有注射了疫苗的動物在

接觸到 SARS-CoV-1 時都死了！而那些

沒有接種疫苗的動物都活了下來。」

在評論長瀨接受 Dove 的採訪時，

Mark Trozzi 博士表示贊同。「輝瑞公司

知道他們在做什麼，」他說，「他們跳過

了動物試驗，直接對整個人類進行試驗。

政治家、官僚、醫療許可機構、所有支持

這種做法的機構和個人都犯了群體滅絕

罪。」

疫苗護照正在使 
加拿大的小企業數量驟減

【看中國訊】在加拿大各省政府強迫

企業歧視未接種疫苗的人之後，加拿大的

大多數企業都報告說銷售額下降了。

加拿大獨立商業聯合會（CFIB）10
月份的一項調查發現，自全國各地實施疫

苗護照歧視系統以來，有高達 68% 的酒

店業企業報告銷售額下降。藝術和娛樂部

門也報告了類似的令人震驚的數字。

根據調查，不僅大多數企業報告說由

於政府歧視性的規定導致銷售額下降，超

過 50% 的企業還表示，新政策迫使他們

在人員、用品和技術上花費更多的錢來跟

上法規的步伐。

儘管這些限製造成了破壞，但 CFIB
主席丹 · 凱利要求政府提供財政支持，而

不是要求終止法律上模棱兩可的規定，這

將使企業能夠有機地發展。

當小型和獨立企業正在遭受痛苦時，

大型跨國公司及其所有者正在享受有史以

來財富增長的最好年份。在 COVID-19
緊急狀態的第一年，有 493 人加入了《福

布斯》的「世界億萬富翁」名單。除了新

的億萬富翁（包括輝瑞公司和莫德納公

司的首席執行官）之外，舊有的億萬富

翁也大量增加了他們的財富，而中產階級

則在財務上遭受了重創。

新布倫瑞克省在公眾反對下 
收回了對雜貨店的疫苗要求

【看中國訊】在新布倫瑞克省，因為

公眾的巨大反對聲浪，政府收回了對雜貨

店檢查顧客疫苗護照的要求，讓企業自行

決定如何對待拒絕注射疫苗的人。

新布倫瑞克省提出的 COVID-19「冬

季計畫」，曾迫使雜貨店要麼在店內執行

社交距離的規定，要麼要求所有顧客「完

全接種疫苗」後方可進入。

12 月 7 日，在宣布這一強制性措

施後僅三天，JCCF 在向該省發出的一

封「要求信」中寫道：「獲得食物權是一

項基本人權，已載入各種國際文書，包

括《世界人權宣言》第 25 條和《經濟、社

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11 條以及其

他人權文書。」

JCFF 在信中還說，包括新布倫瑞克

省公民在內的所有加拿大人獲得食物是一

項基本服務，任何人不應遭到拒絕。

儘管該省聽取了 JCCF 的警告，收

回了不人道的政策，但仍然沒有科學證據

表明疫苗強制令和疫苗護照是必要或有效

的。從未有證據表明疫苗能阻止感染或傳

播，或者減少住院的可能性，唯一能證明

的作用是可降低症狀的嚴重程度。此外，

有充分證據表明，「接種疫苗」的人與未

接種疫苗的人一樣可能攜帶和傳播病毒。

此 外， 美 國 食 品 和 藥 物 管 理 局

（FDA）承認的 COVID-19 疫苗的不良

事件清單，已經從嚴重的過敏反應發展到

致命的血栓事件、心肌炎和神經系統失能

疾病（如吉蘭巴雷綜合症）。這導致越來

越多的專家譴責強迫性疫苗接種的做法是

無效的，甚至是有害的。

疫情相關資訊

https://www.pnbfasterhea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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