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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年專業經驗 竭誠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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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andemic intensified as 2022 
approached. The city of Xi’an, 
capital of Shaanxi  Province, was 
locked down by the local author-
ity on December 23, 2021. Nearly 
13 million people were required 
to stay home. As the Chinese New 
Year in February 2022 draws near, 
there is concern about the devel-
opment of the pandemic.

The outbreak has spread to 
many provinces and cities

  The current outbreak of CO-
VID-19 in mainland China is re-
ported to be caused by the Delta 
variant. As of January 5, there 
are six high-risk areas in China, 
including three in Xi’an, Shaanxi 
Province, two in Yuzhou, Henan 
Province, and one in Dongxing, 
Guangxi Province. Additionally, 
there were 82 medium-risk areas 
listed in Shaanxi, Henan, Zhe-
jiang, and Yunnan. This round 
of outbreaks has affected Bei-
jing, Shanghai, Tianjin, Guang-
dong, Guangxi, Inner Mongolia, 
Heilongjiang, Anhui, Sichuan, 
Shanxi, Guizhou, Ningxia, Jiang-
su, and other provinces.
  With almost a month to go be-
fore the Chinese New Year and 
the opening of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the Chinese govern-
ment at all levels has continued 
its two-year strict “zero-COVID” 
policy against the pandemic, un-
like man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hat “live with the virus”. 
While the severe lockdown ap-
pears to have reduced the number 
of infections, it has led to other 
problems.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prom-
ised to provide food and supplies 
during the lockdown, many sup-
plies were not available under 
the sudden lockdown. With the 
escalation of control measures in 
Xi’an, no one was allowed to go 
outside except for epidemic pre-
vention personnel. Many stores 
around the area were closed and 
goods on online group buying 
platforms were snapped up.
                               (To Next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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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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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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INGERTOYOTA .COM

Sales Manager
Leo Mei

403.612.3976

Product Advisor
Jay Jiang

403.816.4976

Product Advisor
Danning Wang
403.479.9762

Product Advisor
Bin Wu

403.966.9088

Finance Manager
Ken Huang

403.243.8000 #7530

Director of Finance
Elaine Zhu

403.243.8000 #7435

Director of Sales
Peter Chen

403.667.3588

Public Relations Mgr
Doris Sun

403.243.8000 #7465

3640 Macleod Trail S |  403.243.8000  |  redtag@heningertoyota.com

Product Advisor
Angel Chan

403.630.5122

以店内實物為準，價格調整恕不另行通知。內

3640 Macleod Trail S  |  403.243.8000

Toyota是時候買 了！

Gas 2 Gas 2
Hybrid 1

新年快樂！新年快樂！

2022 RAV4
3 現車 本月到貨 23臺

8 現車 本月到貨 18臺
2022 Tacoma

2022 Corolla Hatchback
4 現車 本月到貨 1臺

2022 C-HR
本月到貨 4臺

2022 4Runner
5 本月到貨 8臺現車

2022 Corolla
現車 本月到貨

2022 Highlander
2 現車 本月到貨 20臺

本月到貨 7臺

2022 Sienna AWD Hybrid
2 現車 出口免問 $5,000按金

3現車 本月到貨 1臺
2022 Camry AWD

2022 Venza
1 現車 本月到貨 2臺

3 本月到貨 6臺現車
2022 Tundra

2022 Corolla Cross AWD
2月份到貨 10臺

河南禹州病毒來源不明

河南省衛健委網站 2022 年

1 月 4 日最新通報指，1 月 3 日

0 時至 24 時，全省新增確診病

例 6 例，其中本土新增確診 5
例（鄭州市 1 例；洛陽市、許

昌市各 2 例，均為無症狀感染

者轉確診），境外輸入確診病例

1 例；新增本土無症狀感染者

19 例（鄭州市 1 例，許昌市 18
例）；無新增疑似病例。

中共禹州市委宣傳部 1 月 3
日透過微信公眾號「精彩禹州」

發布消息，宣布全市所有居民

「居家隔離、足不出戶」，單位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

導】歲末年初，疫情加劇，

陝西省西安市自2021年12

月23日封城，1300萬人遭

禁足，迄今已過半月。2022

年1月2日，河南省禹州市

成為第二個進入封城狀態

的城市，130萬居民被困在

家。中國新年臨近，疫情發

展態勢引人關注。

大 陸 本 次 COVID-19 疫

情爆發，據悉主要由 Delta 變

種構成。截至 1 月 5 日，全國

高風險地區計 6 個，其中：陝

西省西安市 3 個，河南省禹州

PROVINCES LOCKED DOWN AS CHINESE NEW YEAR APPROACH
市 2 個，廣西東興市 1 個；中

度風險等級地區 82 個，位於陝

西、河南、浙江、雲南。本輪

疫情已波及到北京、上海、天

津、廣東、廣西、內蒙古、黑

龍江、安徽、四川、山西、貴

州、寧夏、江蘇等省市。

北京冬奧會即將來臨，中

共政府對新冠疫情零容忍的政

策越來越走向極端。河南省擁

有 130 萬人口的禹州市遭當局

下令全面封城，全市所有市民

都必須「足不出戶」、居家避

疫。這是繼西安 1300 萬人深陷

封城 10 多天後，中國又一個城

市被封。

墮胎為2021年頭號死亡原因
Abortion the Leading Cause of 
Death in 2021 

A6誠實的狀元 五大國發聲明
美中暗較核武B3A3 小匈牙利反革命事件

真相（上）C2雙語報導
English or

The Honest First-Place Finisher at the  
Imperial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工作人員憑單位證明出入，由村

（社區）負責組織志工為本村

（社區）居民提供日常生活物資

保障，自公布起即刻實施。

管轄禹州市的許昌市 3 日

為此召開市委常委會擴大會議，

坦承禹州市的疫情「病毒來源不

明、病例底數不清、未來不可預

料」，使許昌市面臨的防疫「形

勢非常嚴峻」。

該市政府在其官方微博上警

告說，在禹州的每一個地方「都

將設置屏障，嚴格實施預防措

施。」現在，這個城市裡的人都

未經許可禁止離開。

     （下轉 A2）

新年臨近新年臨近
陝豫封城陝豫封城

https://www.calgaryhouse.ca/
https://www.heninger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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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A1） 禹 州 市 政 府 還

要求全市公交車、出租車、網

約車、客運班車暫停營運；體

育場館、旅遊景點暫停開放；

KTV、棋牌室、網吧、洗浴中

心等娛樂休閒場所暫停營業；

餐飲機構暫停堂食，全市各類

學校全部線上教學；禹州全城

所有人員只進不出，中心城區

所有人員不進不出；此外，對

隱瞞情況、不遵守疫情防控規

定，造成疫情傳播或擴散的人

員，還將嚴格追究法律責任。

法新社報導評論稱，兩年

前，武漢是世界上第一個為遏

制當時被稱為「神秘病毒」的傳

播而實施激進措施的城市。

中共政府一再加大整肅對

在防疫工作上動作遲緩或措施

不力的官員。西安本輪疫情爆

發以後，去年年底先是有 26 名

當地官員受到懲處，進入新年

之後，中共西安市雁塔區區委

書記王斌和副書記崔詩越又因

為防疫工作不力而受到撤職處

分。

西安封城後，許多市民在

網絡上披露被禁止外出採購，

日前還發生「買饅頭被毆打」的

事件，讓西安居民群情激憤。

西安市政府在 1 月 3 日下午召

開記者會，坦承因為準備工作

不足，才會造成對居民的服務

不及時的狀況。但已經被關了

許久的西安市民，顯然不聽信

政府的話，嘲諷說雖然有提供

「緊急求助電話」但根本形同虛

設，電話萬年打不通，就是在

欺騙老百姓。

根據中國國家衛健委的統

計數據，1 月 3 日中國大陸全境

新增確診病例 175 例，在本土

新增病例中，河南省 5 例，其

中許昌市和洛陽市各 2 例，鄭

州市 1 例。陝西省新增的本土

病例為 95 例，而且全部在西安

市。西安市單日新增本土病例

在新年前曾連續 7 天高達或超

過 150 例，自 12 月 9 日至星期

一，西安本輪疫情的確診病例

已經累計超過 1700 例。

西安傳戒嚴 人民挨餓
綜合大陸媒體報導，當局

12 月 28 日 公 布， 在 27 日 0
時至 24 時，中國大陸共新增

209 宗確診病例，包括 182 宗

本土確診；當中，西安市佔了

175 例，其餘包含咸陽市、延

安市、浙江省紹興市、雲南省

昆明市，都有本土確診個案。

從 12 月 9 日至 12 月 26 日，陜

西累計報告確診病例 831 例；

其中，西安累計報告確診病例

810 例。 
中共官媒《人民日報》12

月 28 日指出，目前軍隊已經

進駐西安，共有空軍 150 人的

醫療隊增援西安醫院，報導指

出，這批醫療隊過去曾進駐過

「武漢火神山醫院」。

據 報，12 月 27 日 上 午

8 時起，西安警方針對全市各

大街道進行戒嚴，並要求均不

得出戶，警務人員在全市各大

街道對外出流竄人員進行嚴

查，並對拘捕人員及單位進行

重罰，同時要本單位企業法

人等相關人員承擔刑事責任」，

「如果有外出流竄人員被警務人

員拘捕，後果自負」。

從之前封城，切斷了西安

與外埠的交通，到現在市內各

大街道進行封鎖，不許居民外

出行走，當局將之稱「外出流

竄」，這個用詞像是在說「犯罪

分子」。

西安市由 12 月 23 日開始

封城的「每戶家庭每 2 天由 1 
人外出採購生活物資」，到 12
月 27 日徹底不讓出門，強制要

求 1300 萬西安居民足不出戶。

政府雖然承諾在封城期間

會提供食物和物資，但在突如

其來的封鎖令之下，很多物資

供應並不到位。隨著西安的防

控措施升級，除防疫人員外，

其他人等不許外出。許多小區

周邊的商店全部關閉，網絡團

購平台上的貨品也被搶購一空。

一名家住西安的編劇與友人

討論當地封城情況的對話在網絡

熱傳，編劇向友人抱怨自己「快

餓死了」、「我哪裡知道有生之

年還能挨餓」、「我的媽呀，出

不去進不來」。友人建議編劇

用自己的名氣在網上發文，但

編輯說：「寫不了，我會被抓走

的。昨晚友人截圖發了朋友圈，

區警察局直接打電話說帶走拘

留。」友人感慨說：「沒想到連

你都能餓著，那其他人更不敢想

像。」該編劇回復說：「昨晚還

有一個心臟病老太太，因為 120
打不通，一直打不通，老太太死

了。我現在心里特別難過，卻什

麼都不能說。電視上放著歌頌黨

和政府的宣傳內容，而我們卻在

挨餓、在死亡。」

殘酷的現實下，一位網友

說：「當初我笑別人跟傻子一樣

去超市搶購物資，現在才發現

自己才是個傻子。」一個西安

的小粉紅前幾天還發帖認同封

城，幾天後卻發帖說：「可以救

救我嗎？真的信了物資充足的

邪，我在家快餓死了。根本沒

人接單，接了單也是退單。救

救我吧，貴也行，我就是想吃

點菜！我絕望了。」

還有居民爆料，一家物業

公司在群內稱，根據上級指

示，該公司是社區內指定唯一

蔬菜供應商，任何人不能通過

其它管道購買物資，若想購買

的話，一箱蔬菜要價 438 元

人民幣。居民直呼「根本就是

搶錢」，物業回覆「吃不起別

BB，餓死你們這些窮人」。許

多民眾認為，這也代表了政府

對人的態度。

極端封鎖 血淚成河
1 月 4 日，西安一名孕婦

的家屬發帖說，自家小姨肚子

疼，打 120 一直打不通，沒有

辦法，打了 110 送去西安高新

醫院，送到醫院在門口不讓進

去，理由是孕婦的核酸超過 4
個小時。孕婦在醫院門口等待

了 2 個多小時，後來大出血。

視頻中看到，孕婦坐的椅子下

全是血。家屬表示，孕婦大出

血醫院才接診，結果 8 個月的

孩子因為時間耽誤胎死腹中。

該網友表示，自己貼出貼文後

才發現，留言中很多人都有相

似的經歷。

一位西安女孩發貼說，自

己的父親突發心臟病，3 號下

午 2 點送醫院診治，因防疫原

因，很多醫院不接診，其父直

到深夜才得以進入一家醫院，

因救治延誤，搶救無效去世。

還有多位西安民眾講述自己的

姥姥、爺爺、外公等親人，因

醫院不接診，延誤救治而死亡。

網絡還有視頻傳出，被隔

離政策困在建築工地的農民工

只能在地下停車場內席地而

臥，封城以來的西安，夜裡的

氣溫均在 0℃以下。

曾任調查記者的大陸獨立

媒體人江雪，因一篇〈長安十

日〉，引發社會關注，該文記錄

西安封城前夕至 1 月 3 日的見

聞。「天天被各種信息轟炸。每

天都有壞消息傳來……因防疫

管控而引發的次生災害頻頻發

生，再下去，並非沒有爆發人

道主義災難的可能。」

江雪直言「買菜難」，是

人為災難，因為西安不存在物

資匱乏，只是物資難以送到最

需要它們的人手裡。她表示，

1300 萬人的大城市，靠基層

工作人員、志工短期內送菜上

門，「可能嗎」？

她還表示，政府所說諸如

「我們要不惜一切代價」，大家

要想一想，「我們」是這句話裡

的「我們」，還是必須被付出的

「代價」？

隨著疫情全面反撲，大陸

官方近日再喊出「元月 4 日必

須實現社會面清零的目標」。

時政評論人士橫河說：「『清零』

是為了遏制病毒傳播，最終是

為了人。但現在反過來了，人

是可以被犧牲的，而清零這個

政治任務是必須要完成的，所

以這完全顛倒過來了。」

    

新年臨近 陝豫封城   Under the harsh reality, one 
netizen said, “At first, I laughed 
at others for going to the super-
market to do massive shopping, 
but now I realize I am the fool. A 
little red fan (young person who 
supports the communist gov-
ernment of China) from Xi’an 
posted a few days ago that she 
agreed with the city closure, but 
a few days later she posted, “Can 
anyone help me? I really believe 
in the lie of so called ‘sufficient 
supplies’, I’m starving at home. 
I’m starving at home. No one is 
taking shopping orders at all. I 
just want to eat some food! I’m 
desperate.”

Extreme blockade, blood, 
and tears

  On January 4, a family member 
of a pregnant woman in Xi’an 
posted that her sister-in-law had 
a stomachache and was unable 
to get through to 120 (medical 
emergency), so she called 110 
(police) and was sent to Xi’an 
High-Tech Hospital. However, 
she was refused entry at the en-
trance for the reason that her 
nucleic acid test results was over 
four hours old. The pregnant 
woman waited for more than two 
hours at the entrance and finally 
had a miscarriage. 
  A Xi’an girl posted that her fa-
ther had a heart attack and was 
taken to the hospital at 2 p.m. on 
the 3rd, but for COVID reasons, 
many hospitals did not accept 
him, so he was not admitted to 
a hospital until late at night and 
died due to delayed treatment. 
Many people in Xi’an also told 
stories of their grandma, grandpa, 
and other relatives who died be-
cause the hospital did not accept 
them and delayed treatment.
  Jiang Xue, a former investiga-
tive journalist from mainland 
China, has drawn attention to his 
article “Ten Days in Chang’an”, 
which recorded what he saw in 
Xi’an from the eve of the city’s 
closure to January 3. “There is 
bad news every day. […] Second-
ary disasters caused by epidemic 
control are frequent, and if this 
goes on, it is not impossible to 
have a humanitarian disaster.”
  Jiang Xue said that the “difficulty 
in buying food” is a man-made di-
saster because there is no shortage 
of supplies in Xi’an, only diffi-
culty in getting them to the people 
who need them most. She asked 
whether in a large city of 13 mil-
lion people it was possible “”to 
rely on grassroots workers and 
volunteers to deliver food to the 
door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She also said that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said, “we have to do 
whatever it takes”, we have to 
think about whether “we” in the 
sentence means that they under-
stood the dire plight of citizens or 
whether the consequence of their 
policy is simply the price that 
must be paid.
  With the COVID wave back in 
full swing, mainland China offi-
cials recently shouted again that 
“the goal of zero COVID must be 
achieved by January 4.” Wang He, 
a commentator on current affairs, 
said that “the idea of Zero COVID 
is to contain the spread of the vi-
rus for the sake of people. But now 
it’s the other way around: people 
can be sacrificed, and the political 
mission of zero Covid is a must, 
so it’s completely reversed.”

西安一個小區門口，守衛森嚴。（Getty Images）

北京未兌現貿易協議承諾 拜登政府或陷兩難
【看中國訊】北京當局

明顯放緩了兌現中美貿易戰

所簽訂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目標的速度，最終導致採購

美國商品金額遠低於貿易協

議的標準。如今，對以拜登

為首的美國政府來說，將會

陷入了進退兩難的處境。

美國彭博社 2021 年 10 月

21 日稱，中美貿易戰後，川普

總統與劉鶴在 2020 年 1 月達成

的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根據

協議內容，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間，北京

當局應確保在 2017 年中美貿易

金額基數上，擴大從美國採購和

進口不少於價值 2000 億美元的

製成品、 農產品、能源產品和服

務等。然而，北京當局並沒有遵

守諾言，如今僅達到承諾金額的

53%。

對此，拜登政府希望敦促北

京當局履行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不過，中美雙方在經濟和貿易方

面分歧依然很大。美國貿易代表

戴 琪（Katherine Tai） 稱， 儘

管美國沒有計畫與中國進行第二

階段貿易談判，但也不尋求升級

雙方緊張的貿易關係。

英國路透社 2021 年 11 月

報導，根據皮特森國際經濟

研 究 所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的 數

據顯示，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中國採購金額遠遠低於其

承諾的進度，僅達到其承諾的

60%。

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已

經於 2021 年 12 月 31 日到期。

美國《華爾街日報》引述皮特

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 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統計數據稱，中國

採購美國農產品達到協議金額

的 83%，採購製造業產品完成

59%，能源產品僅為 39%。

但北京當局並沒兌現其在第

一階段貿易協議中的承諾。

美國《華爾街日報》報導

稱，美國商界正在關注拜登政府

如何處理中美貿易協議問題，對

美國白宮來說現在處於進退兩難

的處境。若是按照協議對中國採

取懲罰性的措施，這不僅將增加

美國與中國之間的緊張關係，也

會令北京當局找到藉口減少進口

美國商品，以及增加美國進口中

國商品成本。況且還有美國部分

商界人士不願失去中國龐大的市

場，因而希望白宮與北京當局保

持良好關係。

如果拜登政府對此沒有採取

任何措施的話，北京當局則會接

收到錯誤的訊息，認為未履行貿

易協議也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

拜登政府不像會加劇與中國

的緊張關係，因為他正嘗試降低

美國國內的通貨膨脹，以及要兼

顧其他國內議題。不過拜登當前

對中國政策並不清晰。

根據中美貿易戰後第一階段

貿易協議公開資料介紹，除了

中國承諾增加 2000 億美元採購

金額外，中國還增加進口美國

乳品、牛肉、大豆、水產品、

水果、飼料、寵物食品等農產

品，2 年平均進口規模為 400 億

美元。美國允許中國產香梨、柑

橘、鮮棗等農產品出口美國，美

國確保採取適當舉措以便有足夠

的美國商品和服務供中國採購和

進口。

中國還需要依照其加入世貿

組織（WTO）的承諾，完善小

麥、玉米、大米關稅配額管理辦

法；中美兩國在銀行、證券、保

險、電子支付等領域提供公平、

有效、非歧視的市場准入待遇；

雙方建立各層級的雙邊交流機

制，用來解決關於協議執行的糾

紛。如果糾紛在限期內仍無法解

決，將會引致關稅及其它懲罰。

若是一方出現違約，另一方則有

權採取反制措施。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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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國關切何韻詩被捕 多國敦促放人
【看中國訊】12 月 29 日，

香港國安警察大舉拘捕《立場新

聞》總編輯及前董事，對傳媒的

新一輪打壓震驚國際。加拿大外

長深切關注案中被捕的加國公民

何韻詩，駐港領事已準備好提供

協助，正在密切留意事態發展。

聯合國、歐盟、美國、德國

及眾多國際組織紛紛關切香港新

聞自由進一步惡化，並要求釋放

傳媒人。

「（香港）言論自由依然生

氣勃勃……《立場新聞》等網站

仍運作如常」，《紐約時報》引述

香港親北京議員葉劉淑儀今年 9
月在香港外國記者會上如是說。

3 個月後，港府一連兩日引用

「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拘捕

《立場新聞》7 人和加控《蘋果日

報》高層，令又一家自由傳媒因

打壓被迫停運。當晚，《立場新

聞》的網站、臉書、Instagram
專頁和 YouTube 頻道已經關停

和清空內容。

加國：關切何韻詩被捕準

備提供協助

港 府 高 調 打 壓《立 場 新

聞》，再次令國際社會嘩然。被

捕人之一、《立場》前董事兼歌

手何韻詩是加拿大公民。

加拿大朝野關注何韻詩的安

危，有參眾議員發聲呼籲總理特

魯多出手營救，也有人將其比作

「兩個麥克爾人質事件」。

加拿大外交部長趙美蘭

（Mélanie Joly）香港時間 30 日

早上在推特發文指，「加拿大將

永遠挺身支持民主和新聞自由。

我們深切關注香港逮捕《立場新

聞》現任和前董事和職員，其中

包括加拿大公民、社運人士何韻

詩」。

趙美蘭透露，加拿大駐港領

事官員已準備好提供協助，加國

正在非常密切地關注事態發展。

她又說，新聞和表達自由是民主

和保障人權的基石，「我們會與

國際盟友一起繼續發聲，譴責對

這些自由的侵犯。」

十幾個加拿大香港民主團體

發表聯合聲明表示，若加拿大政

府和國際社會保持沉默，所有新

聞從業者都可能成為受害者，

30 萬住在香港的加拿大人安全

受到嚴重威脅。

國會議員吉努斯 (Garnett 
Genuis) 發推呼籲特魯多迅速採

取行動，「中國（中共）當局

對我國公民的任意拘捕並未停

止。」推文寫道。

參 議 員 郝 薩 科 斯 (Leo 
Housak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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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與何韻詩的合照，推文

指何韻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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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歷史維護會卑詩會長

列國遠說，港版國安法擴及所有

世界公民，每個人都應關注。

「全世界的人你在外國發聲的

話，中共不喜歡你，它都可能會

抓你。」

加拿大全球事務部回應《自

由亞洲電臺》記者質詢時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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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重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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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務卿布林肯 
促立即放人

自由時報報導，美國國務卿

布 林 肯（Antony Blinken）29
日發表聲明，呼籲中國及香港當

局停止針對香港的自由獨立媒

體，要求立即釋放遭到不公正拘

禁與指控的記者和媒體高層。

布林肯在聲明中說：「香港

政府 12 月 29 日搜查並逮捕《立

場新聞》7 名高層人員，迫使香

港殘存的為數不多的又一所自由

和獨立的媒體堡壘停止運作。新

聞報導並不是煽動。我們呼籲中

華人民共和國和香港當局停止針

對香港自由和獨立的媒體的打

擊，立即釋放那些記者和媒體主

管人員。對他們的拘留和指控是

不公正的。」

聲明接著說：「表達自由，

包括媒體自由，以及獲得由獨立

的媒體提供的信息的權利對社會

的繁榮和安全至關重要。這些自

由過去使香港得以作為全球金

融、貿易、教育和文化中心獲得

繁榮。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地方當

局迫使自由媒體噤聲，從根本上

損害了香港的公信力和活力。一

個不懼怕真相的有自信的政府歡

迎新聞自由。」

聯合國人權辦公室表震驚

歐盟發聲

更多國家和國際組織相繼表

達關切。法廣報導，聯合國人權

辦公室發給路透社的聲明指，

對港府「持續打壓公民空間的行

為感到震驚」。聲明強調，香

港受《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約束，有法律義務尊重訊

息、言論和結社自由，並保證正

當程序。「我們正看到香港民間

社會自由發聲和表達的公民空

間和渠道，正在極其迅速地關

閉。」

歐盟對外事務部發言人在社

交網站指，《立場新聞》7 人被

捕，標誌著香港新聞自由進一步

惡化，重申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

是《基本法》和「一國兩制」原則

的核心。

德國外交部發言人週三批評

香港警方的行動，再次證明國安

法生效後，香港言論及新聞自由

遭到不斷侵蝕。發言人說：「非

常清楚的是，批評性新聞不能被

置於普遍懷疑之下」。

各界譴責中共鎮壓香港 
程度如同大陸

各國政界和民間團體也為此

紛紛發聲。德國綠黨重量級黨員

兼歐洲議會中國事務代表團團長

包瑞翰（Reinhard Buetikofer）
發推說：「中共對香港媒體的鎮

壓有增無減。」

美國國會參議員斯科特

（Rick Scott）在推特指，共產

中國就是這樣對待那些熱愛自由

的人——它在摧毀民主的同時壓

制異議人士，迫使人們生活在恐

懼中，「熱愛自由的國家必須譴

責這種粗暴的威權主義。」

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亞洲項目

協調員巴特勒（Steven Butler）
指，香港今年首次有記者因報導

陷獄，今次逮捕是對香港已破敗

的新聞自由的公然攻擊；他強調

當局必須釋放被捕人士，並立即

撤銷對他們的所有指控。

無國界記者組織東亞辦

事處主管阿爾維安尼（Cedric 
Alviani）說，這些突擊與逮捕

行動，絕對是對新聞自由的攻

擊，試圖讓媒體噤聲、控制對香

港的論述。「可清楚看到香港行

政部門的目標是根除所有不支持

官方敘事的媒體，將香港的鎮壓

與審查程度，拉低到與中國大陸

無異。」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美國人

權基金會行政總裁哈佛森（Thor 
Halvorssen）要求當局立即釋放

何韻詩。「拘捕何韻詩是令人髮

指的事，今次事件是香港政府成

為中國共產黨傀儡的另一個指

標，反映當局完全無視新聞自

由，無恥地企圖通過高調逮捕行

動，將所有香港支持自由的人士

從公眾視野中抹去」。基金會

並譴責香港政府鎮壓持不同政見

人士，併進行大規模逮捕。

英國人權組織「香港監察」

創辦人羅傑斯則發聲明指出，英

國政府絕不能袖手旁觀，「必須

果斷採取行動，以針對性的制

裁懲罰踐踏新聞自由的港共官

員」。他又說，當《基本法》保

障的新聞自由被香港警察標籤為

「煽動」，象徵這個曾經偉大、

開放的國際都會，正迅速淪為一

個警察城市。

English Report
英文報道

More than 42.5 million members of the 
next generation of the human race 

were killed via induced abortion worldwide, 
according to data gathered from aggregator 
website Worldometer.

For comparison, from Dec. 31, 2020 to Dec. 
31, 2021, Worldometer registered 3,511,344 
deaths associated with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The abortions figure was captured by Breit-
bart as of noon on Dec. 31, 2021 with an offi-
cial count of 42,640,209 deaths. 

The outlet stated, “Totaling all the deaths in 
the world from causes other than abortion 
reveals a figure of 58.7 million, meaning that 
abortions accounted for just over 42 percent 
of all human deaths in 2021.”

As of noon on Jan. 3, Worldometer has re-
corded more than 292,000 abortions having 
already occurred in 2022.

Worldometer notes it only counts “induced 
abortion,” rather than spontaneous abortions 
such as miscarriages, in its statistics.

The website’s information section for its 
abortion counter states it gets its data dir-

ectly from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adding, “According to WHO, every 
year in the world there are an estimated 40-
50 million abortions. This corresponds to 
approximately 125,000 abortions per day.”

Citing two studies from 2006 and 2008, 
Worldometer states, “In the USA, where 
nearly half of pregnancies are unintended 
and four in 10 of these are terminated by 
abortion, there are over 3,000 abortions per 
day.” 

“Twenty-two percent of all pregnancies in 
the USA (excluding miscarriages) end in 
abortion.”

Breitbart noted for juxtaposition, “Global-
ly, there were more deaths from abortion in 
2021 than all deaths from cancer, malaria, 
HIV/AIDS, smoking, alcohol, and traffic ac-
cidents combined.”

A Jan. 1 article published in New York 
Times titled When They Warn of Rare Dis-
orders, These Prenatal Tests Are Usually 
Wrong shed light on the multi-billion dol-
lar prenatal genetic testing industry, which 
claims to alert prospective mothers about 
severe problems set to occur with their 
babies after birth with a very high degree 
of accuracy.

The Times found the industry was anything 
but accurate, however, discovering the pro-
cess generated a false positive for 5 or 7 rare 
genetic disorders between 80 and 93 percent 
of the time. 

“Patients who receive a positive result are 
supposed to pursue follow-up testing, which 
often requires a drawing of amniotic fluid or 
a sample of placental tissue,” wrote the auth-
ors. “Those tests can cost thousands of dol-
lars, come with a small risk of miscarriage 
and can’t be performed until later in preg-
nancy — in some states, past the point where 
abortions are legal.”

The article continued, “The companies have 
known for years that the follow-up testing 
doesn’t always happen. A 2014 study found 
that 6 percent of patients who screened 
positive obtained an abortion without get-
ting another test to confirm the result. That 
same year The Boston Globe quoted a doctor 
describing three terminations following un-
confirmed positive results.”

“Three geneticists recounted more recent 
examples in interviews with The Times. 
One described a case in which the follow-up 
testing revealed the fetus was healthy. But 
by the time the results came, the patient had 
already ended her pregnancy.”

The Times published interviews from 
four other women who received appar-
ently positive prenatal tests for rare gen-
etic disorders who strongly considered 
aborting their babies, but were fortunate 
enough to have access to further care 
that revealed the test results were simply 
snake oil.

Three of the mothers were reported to have 
kept their pregnancy, while the remaining 
woman was glossed as simply stating, “I 
couldn’t help but have termination on my 
mind.”

The authors described the fourth woman’s 
experience as, “She lived in Indiana at the 
time and recalled scrambling to arrange 
follow-up testing before the state’s 22-week 
abortion ban.”

The Times further revealed that, “In inter-
views, 14 patients who got false positives 
said the experience was agonizing. They 
recalled frantically researching conditions 
they’d never heard of, followed by sleep-
less nights and days hiding their bulging 
bellies from friends. Eight said they never 
received any information about the possi-
bility of a false positive, and five recalled 
that their doctor treated the test results as 
definitive.”

墮胎為2021頭號死亡原因
Abortion the Leading Cause of Death in 2021

Neil Campb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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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北京冬奧會再

過一個月就要開幕了。專家分

析：北京冬奧「聲望上遠不如

2008 北京夏奧」，但是中國當

局面臨的「外交層面問題卻異常

複雜難解」。彭帥事件當局止

損公關，結果很悲催，冬奧期間

會不會因此爆發危機也是未知

數。

與 2008 夏奧會相比，2022
冬奧會對北京意味著什麼？法國

戰略研究基金會研究員安托萬 ·
邦 達 茲 （Antoine Bondaz） 就

此回答法新社說：2008 是中國

真正重返國際舞臺之年，在數十

年被貶到邊緣之後，它重新以一

個大國和一個重要的國家的面目

出現。但是冬奧會的作用則要小

得多，今天並沒有人懷疑中國的

實力，冬奧會對中國國內政治比

對國際更重要。對北京而言，將

會藉機提醒本國人民：看，中國

是少數既能夠組織夏奧會又能組

織冬奧會的國家，這凸顯了中國

的國際地位。但冬奧會聲望遠不

及 2008 年夏季奧運會。

但是在美日英等國決定外交

抵制後，北京冬奧會面臨的外交

局面與北京夏奧會已完全不同。

邦達茲分析，2008 年，所有

人，包括美國總統布希、巴西總

統盧拉，法國總統薩科齊統統出

席了開幕式。沒有政治層面的問

題，儘管當時中國已存在嚴重侵

犯人權行為。 2022 年則截然不

同，中國與西方大國關係嚴重惡

化，來自這些國家的批評越來越

嚴厲。因此，在外交層面，北京

面臨著異常複雜難解的方程式，

北京必須千方百計止損，為此，

中國當局在得到首批宣布抵制北

京冬奧的消息後立即反擊，北京

的論據是，「反正你們又沒有被

我們邀請」，「你看你看，這些

國家嫉妒我們的成功，他們向我

們施壓，試圖羞辱我們，破壞

我們的美好時刻。」在邦達茲看

來，這正是所謂「中國敘事」，

在這一套中國敘事中，美國外交

抵制北京冬奧似乎正中下懷，對

中共有用。

彭帥事件如何發展 
中方沒有把握

那麼，世界女網雙打冠軍彭

帥在指控前中共常委張高麗在持

續數年的時間「強迫與她發生性

關係」、也就是國際通稱的「性

侵」事件後突然神秘地消失，會

不會使得局面更加複雜？

邦達茲認為，中共現在明白

外國輿論、民間社會要對此事發

聲，但是北京當局沒有影響外間

輿論的籌碼，他們所做的一切限

制負面影響的「止損公關」都特

顯悲催。他們會繼續發送圖像化

解危機，他們還將繼續這樣做，

以避免在冬奧會期間爆發危機。

問題是，非政府組織、民間社會

以及國外的意見領袖是否會在奧

運會開幕前幾天動員起來。北京

既無法引導又無法阻止，就此，

中方確實存在不確定性。

冬奧會在世界上引發的共鳴

和關注不及夏季奧運會甚至不及

足球世界盃，那麼，一旦突發人

權問題，北京會對形象受損有很

大的顧慮嗎？中國問題專家邦達

茲表示，人們經常說，北京不在

乎自己的形象。其實不然。形象

問題極其重要，在世界範圍內，

一些國家政府，還有民間社會都

在發表反對中共的文章，這就是

一個嚴重的問題。中共付出的形

象成本將非常巨大，對其他國

家，對發展中國家都會產生衝

擊。

法專家：冬奧會北京面臨 
異常複雜的外交困局

【看中國訊】在 2015 年名

譽掃地的塞拉諾斯（Theranos）
公司的創始人伊麗莎白 · 福爾摩

斯（Elizabeth Holmes）曾經風

光無限，被評選為白手起家的美

國最年輕的女億萬富豪。時任美

國副總統拜登（Biden）也在她

的謊言下栽了跟頭，對她大加讚

賞，在「幫助」其實施數十億美

元的欺詐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福爾摩斯的公司錯誤且虛假

地聲稱僅使用極少量的血液就能

進行範圍廣泛的革命性救生測

試。

這一驚人騙局在喧囂一時後

被揭穿，福爾摩斯週一（1 月 3
日）被判有罪。罪名是一項共

謀欺騙投資者的美國聯邦指控和

3 項電匯欺詐罪。對每項罪名來

說，她都將面臨最高 20 年的監

禁。

現年 37 歲的福爾摩斯和她

的長期商業夥伴拉梅什「陽光」

巴 爾 瓦 尼（Ramesh「Sunny」
Balwani）於 2018 年 6 月因 2
項串謀進行電匯欺詐和 9 項電

匯欺詐罪被起訴。負責審理福爾

摩斯的陪審團沒有對她的 3 項

電匯欺詐指控作出裁決，並認定

她沒有犯下 1 項串謀欺詐患者

的罪名，對其它 3 項電匯欺詐

指控罪名也不成立。此外，對福

爾摩斯的另一項指控也被撤銷。

對巴爾瓦尼的審判定於本月

晚些時候開始。

拜登多次力捧福爾摩斯

拜登於 2015 年 7 月 23 日

訪問了塞拉諾斯總部，該公司在

一份冗長的新聞稿中吹噓其為

「預防保健新時代」峰會。

福爾摩斯的公司和拜登都多

次在推特（Twitter）上發布有

關該事件的信息。

「談論很有啟發作用。」「這

就是靈感。」拜登當時說，儘管

他拒絕了抽血的機會。「伊麗莎

白，你能做到這一點，我感到很

驚訝。」

拜登稱讚福爾摩斯「收取歷

史最低價」，並讓所有人都可以

使用其「改變行業規則」的診斷

工具。

而一段錄音則顯示了福爾摩

斯對拜登吹捧的回饋。

福爾摩斯在開幕詞中說：

「拜登副總統與我們在一起是一

種絕對的特權和極大的榮幸。」

「他是我非常尊重的人，他為我

們的國家服務的背景、以及他在

整個職業生涯中為我們的國家服

務所採取的大膽行動使我深受鼓

舞。」

拜登表示，他在一年前的一

次會議上發言時遇到了福爾摩

斯，這位年輕的創始人當時坐在

他旁邊。他說：「去年我一直在

『威脅』伊麗莎白，說我要來並

看到（你公司的）手術併進行

視察。」

拜登告訴福爾摩斯說：「你

會感覺到整個醫療綜合體和行業

正處於一些根本性變化的風口浪

尖，這遠遠超出了你在這裡所做

的範圍。」

塞拉諾斯公司表示，拜登和

福爾摩斯一起參觀了其「實驗室

和製造設施，看到了塞拉諾斯的

指尖測試和創新測試系統，並會

見了該公司的許多員工。」

事實證明，拜登所看到的大

部分都是假的。

騙局被揭穿

塞拉諾斯的估值在 2014 年

高達 90 億美元。由於福爾摩斯

擁有該公司 50% 的股份，因此

她的淨資產達到 45 億美元——

至少在賬面上是這樣。

然而，就在拜登訪問該公司

幾個月後，塞拉諾斯的騙局被公

開揭穿了。

當時美國《華爾街日報》

記 者 約 翰 · 卡 雷 魯（John 
Carreyrou）的一項調查顯示，

塞拉諾斯對其血液測試技術的宣

傳存在誤導、造假和欺騙。

並且，該公司正在使用現有

通行技術進行絕大多數的測試。

也就是說，它根本就沒有促使其

發家的核心血液檢測技術。

奧巴馬也支持她

在訪問中，拜登明確表示，

當時的總統奧巴馬也支持塞拉諾

斯。

拜登說：「你知道，總統和

我，正如我希望我們在總統領導

下所展示的，分享你對專注於預

防保健的新醫療模式的願景。」

塞拉諾斯強調說，拜登支持

該公司與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

（FDA）的合約，他說：「你自

願向 FDA 提交所有測試的事實

表明你對自己所做的事情充滿信

心。」

拜登訪問幾天後，奧巴馬白

宮的油管（YouTube）頻道發

布了一段福爾摩斯的視頻，描述

她談到了「她在科學、技術、數

學和商業領域賦予女性權力的簽

名倡議」。

2015 年 4 月，福爾摩斯受

邀參加了款待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的白宮國宴，奧巴馬、拜登等人

都出席了晚宴。

奧巴馬於 2015 年 5 月任命

福爾摩斯為「全球創業總統大

使」，並在 5 月 11 日的「全球

創業」活動中向她和其他 8 位獲

獎者致敬。

涉多名前高級別政要

拜登並不是唯一一個被騙的

知名人士。

塞拉諾斯董事會成員包括美

國前國務卿亨利 · 基辛格、前國

務卿喬治 · 舒爾茨、前國防部長

威廉 · 佩裡和另一位前防長詹姆

斯 · 馬蒂斯、前民主黨參議員薩

姆 ·納恩、前共和黨參議員比爾 ·
弗里斯特等人。

塞拉諾斯創始人是克林頓家

族的堅定盟友，她與前總統比

爾 · 克林頓一起出現在克林頓基

金會的多個舞台上。

2016 年 3 月，在希拉里的

美國總統競選活動中，福爾摩斯

與克林頓的女兒切爾西 · 克林頓

一起出席並進行籌款。

【看中國訊】特斯拉宣布新

疆首家特斯拉中心 - 烏魯木齊特

斯拉中心於 12月 31日開業了，

在中國賺的盆滿缽滿的特斯拉，

在新疆這塊試金石上，或許也會

陷入人權聲譽的泥潭中。

特斯拉當天在微博官方帳戶

發表帖子，附上開幕式照片：中

國傳統舞獅。

外國公司在新疆問題上陷入

兩難境地。美國政府已將新疆

100 萬維吾爾人和其他穆斯林被

關集中營定為種族滅絕，美國總

統拜登去年 12 月簽署新法，因

擔心涉及虐待奴工，禁止從新疆

進口大部分商品。白宮還制裁了

數家被指控參與種族滅絕的公司

和個人。

外國公司與新疆合作就要在

本國市場面臨監管和聲譽受損的

風險，避開新疆則將面臨北京政

府和中國民族主義消費者的憤

怒。兩家美國大公司就是先例。

全球最大零售商沃爾瑪近

日下架了新疆製造的貨品，成

為 2021 年底最新一家陷入政治

風暴的美國公司，其連鎖山姆會

員店也受到一些中國消費者的抵

制。中國的紀律監督機構斥責沃

爾瑪「愚蠢和短視」。

美國半導體公司英特爾 12
月 23 日向中國消費者道歉，此

前英特爾因在致供應商的信中要

求其不要從新疆採購產品，引起

網上此起彼伏的批評聲浪。

與特斯拉相似的是，德國

汽車製造商大眾 (Volkswagen 
AG) 因決定在烏魯木齊保留一

家工廠而面臨來自海外立法者和

人權活動人士的批評。

特 斯 拉 因 在 中 國 銷 售

Model S 和 Model 3 電動車，

取得了成功，而其他西方公司

則面臨著更激烈的競爭。 2018
年，特斯拉成為第一個在中國

（上海）設立工廠的外國汽車製

造商。在中國建立獨資生產設施

公司的中國銷量繼續保持在超過

收緊法規和負面宣傳面部彈性的

去年處理了一些質量問題。

特斯拉週日表示，2021 年

在全球交付了超過 93 萬輛汽

車，同比增長 87%。據瑞士信

貸估計，這其中有一半以上可能

在上海製造。

特斯拉官網顯示，隨著烏魯

木齊展廳的開業，其門店已遍佈

中國大陸、港澳地區的 30 個省

份和地區。

特斯拉創始人馬斯克（Elon 
Musk）以他的創業頭腦和特立

獨行在中國受到歡迎。他預測中

國將成為特斯拉最大的長期市

場。不過，馬斯克在中國也遇到

了一些麻煩。北京近日向聯合

國提出申訴，稱馬斯克創立的

SpaceX 發射的衛星於 2021 年

兩次險些與中國空間站相撞。

特斯拉宣布開設新疆展廳的

當天，中國市場監管部門表示，

特斯拉將召回約 20 萬輛 2015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在中國

銷售的汽車。市場監督管理總局

表示，這些車輛中約 3/4 在當地

生產，其餘是進口的 Model S
和 Model 3，召回原因是前引擎

蓋鎖故障和後視攝像頭問題。

據新浪財經網報導，特斯拉

西北區域負責人肖璐表示，烏魯

木齊特斯拉中心是特斯拉在新疆

開拓服務網路的重要起點。特斯

拉已在烏魯木齊建設 2 座超級

充電站、14 個超級充電樁，特

斯拉在新疆已建設開放 7 座超

級充電站、36 個超級充電樁，

配合 6 座目的地充電站，12 個

目的地充電樁。

特斯拉「絲綢之路」充電

線路於 2020 年底國內段全線貫

通，從西安起向西到烏魯木齊橫

跨 2600 公里，共布局 11 座特

斯拉充電站。去年 8 月，特斯

拉「西北大環線」充電線路全線

暢通。

在新疆這塊人權試金石上，

特斯拉如何作答，值得關注。

北京冬奧會再過一個月就要開幕。示意圖。（Getty Images）

福爾摩斯和拜登。（Twitter截圖）

女億萬富豪騙局驚天 曾獲拜登奧巴馬力捧

特斯拉新疆設門店 或陷人權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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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根據卡爾加里

房地產委員會（CREB）週二

（1 月 4 日）上午發布的月度

報告，2021 年最後一個月卡

城房地產銷售創下歷史紀錄，

為 2021 年的房屋銷售記錄畫

上完美句號。在過去的 12 個

月裡，卡爾加里有 27686 套

房 產 售 出， 比 2020 年 增 長

了 72%，比 10 年平均水平高

44%。

CREB 的 首 席 經 濟 學 家

Ann-Marie Lurie 說，2021 年

的房地產市場超過了此前的所有

預測。她說：「貸款利率低是一

個主要因素，在疫情期間，人們

在其他商品上的消費減少，對於

工作沒有受到 COVID-19 影響

的人來說，這催化了他們購買房

屋的想法。」

卡爾加里之前的年度銷售高

點是 2006 年，創下 27,192 宗

交易的紀錄。當時卡城正值石油

繁榮期，總銷售額幾乎翻了一

倍，從 74 億加元增加到 136 億

加元。

Lurie 說， 2014 年油氣行業

不景氣開始，卡城經濟隨之進入

蕭條期，房地產市場的需求被壓

抑，當 2019 年疫情開始導致貸

款利率下降時，被壓抑的市場需

求開始釋放。

12 月卡城房產基準價格比

11 月上漲 1%，達到 451,567

加元，比去年的最終基準價格高

出 8%，僅低於 2015 年的歷史

最高水平。

12 月有 1737 宗銷售，比

2020 年 12 月的 1199 宗有所增

加，銷售額從上年同月的 5.35
億加元增至 8.3 億加元，增長

55%。

2021 年卡爾加里的獨立屋

銷售量略低於 2005 年的記錄，

為 17,038 套，但這仍然比長期

平均水平高 40%。報告說，市

場上的供應不足是壓制銷量最主

要的原因。在 2022 年初，獨立

屋只有 898 套庫存，處於歷史

低點。

2021 年共有 2,571 套半獨

立屋售出，同比增長 55%，比

長期趨勢高出 47%。隨著獨立

屋市場庫存的枯竭，半獨立屋

的需求開始迅猛增長。僅在 12
月，半獨立屋的基準價格就同比

增長了 9.86%，達到 43.24 萬

加元。

鎮屋市場也呈現強勁增長，

總銷量從 2020 年的 2145 套增

加到 2021 年的 3936 套，基準

價格有 6.05% 的同比增長，達

到 294,983 加元，但仍比之前

的高點低 9%。

由於庫存仍處於飽和狀態，

公寓價格增長最為緩慢。 12
月公寓總銷量從 2,393 套增加

到 4,141 套，基準價格增長了

2.47%，達到 251,358 加元，但

仍比 2014 年的最高記錄價格低

14%。

在卡爾加里的房地產市場

上，位置對價格仍然起著關鍵

作用。對於獨立屋來說，東部

的價格大約是西部的一半，為

367,000 元， 西 部 為 738,200
元。市中心的半獨立式房屋的價

格為 751,400 元，但東部的價

格為 302,900 元。

Lurie 說，2022 年 市 場 發

展將取決於供應量。她說：「目

前卡城大多數物業產品的價格

漲幅已經恢復到 6 年前的水

平。周邊地區的價格也有所上

漲，庫存越來越少。在艾爾德

裡，2021 年基準價格上漲了

13.2%，達到了 398,100 加元。

科 克 倫（Cochrane） 的 基 準

價格為 460,300 加元，上漲了

9.5%，奧克托克斯（Okotoks）
的基準價格為 476,300 加元，

上漲了 5.9%。」

【看中國訊】由於房地產業

呈現鮮見的蕭條狀態，中國富豪

紛紛將手頭餘錢拿來購買勞力士

等奢侈手錶，以作為替代房產的

保值手段。

據瑞士新聞報導稱，在中國

經濟增長放緩、當局著力抑制房

地產市場的背景下，那些曾經熱

衷投資房地產的中國投資者正將

注意力轉向奢侈手錶，且認為後

者擁有更佳的保值潛力。專家表

示，儘管中國整體經濟降溫，但

富人對高端鐘錶的熱衷讓 2021
年前 10 個月中國的瑞士手錶進

口量猛增 40%。

多家高端手錶經銷商向英

國《金融時報》表示，近幾個

月來，富人不再投資置業，而

是將多餘現金用來購買勞力

士 (Rolex) 和百達翡麗 (Patek 
Philippe) 等奢侈手錶，令手錶

生意也隨之興隆起來。

總部設在上海的市場研究公

司 Daxue Consulting 的分析師

Camille Gaujacq 表示，中國富

裕階層曾經的「首選投資」的房

地產現狀蕭條，這促使許多人轉

而去尋找其它可能的投資領域。

雖然消費需求受到經濟衰退

的影響，但奢侈手錶卻越來越受

到富人青睞。英德知市場諮詢

(CSG Intage，總部位於香港 ) 
2020 年 10 月對 1500 名家庭年

收入超過 50 萬元人民幣的成年

中國居民進行調查，結果發現，

88% 的受訪者有意在未來 12 個

月裡保持或增加在奢侈手錶方面

的支出。這些手錶的每塊平均售

價為 7.67 萬元人民幣。

上 述 研 究 報 告 的 作 者

Simon Tye 表示：「人們對高端

手錶市場的需求非常高漲。如果

現在去勞力士店面，你會發現那

裡沒有足夠貨源。」

對於許多富有買家來說，奢

侈表不僅是彰顯社會地位的途

徑，也是抵禦通貨膨脹的手段。

中國二手手錶在線交易平

臺 Watcheco 的數據顯示，近年

來，眾多頂級品牌的手錶價格都

顯著攀升。比如勞力士潛航者型

(Rolex Submariner) 這類受歡

迎的款式，當前價格可達到原價

的 5 倍。

【看中國訊】加拿大的房價

正經歷歷史性的增長，新買家

的抵押貸款支付也在增加。調

查發現，2021 年第三季度，

新的抵押貸款的平均付款額為

1621 加元 / 月，比去年增長

11.7%。在過去的五年裡，該

平均水平已經上升了 20.3%，

但超過一半的增長發生在過去

的 12 個月裡。

Better Dwelling 調查還發

現，現有的抵押貸款持有人的

平均付款在 2021 年第三季度達

到 1368 加元 / 月，比去年增長

4.0%。在過去的 5 年裡，該平

均水平上升了15.9%。同期間，

雖然利率被削減了一半，但付款

額仍顯示出巨大的增長。

調查指出，加國中央銀行降

低利率以刺激信貸需求並提高通

貨膨脹，這個時期的隔夜利率下

降了 85%，但削減利率是為了

增加需求和通貨膨脹，而不是為

民眾省錢。

加拿大銀行（BoC）今年的

研究表明，低利率無助於提高民

眾的負擔能力。在過去的 30 年

裡，家庭被推銷灌輸「低利率提

高負擔能力」的想法。然而，在

疫情最初的衝擊之後，實際情況

並不是這樣的。例如，英國央行

發現，低利率在推動價格上漲方

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當然，有一小部分人在這段

時間重新融資抵押貸款，這些人

往往是年齡較大和較富裕的家

庭。通俗地說，他們省下的錢

中，有較少的份額回到了消費

中。同時，具有高消費傾向的年

輕家庭受到了更大衝擊。他們不

得不將更多的錢從消費中轉移到

住房成本中。這使經濟增長放

緩，而且不太可能通過現有抵押

貸款支付更少的利息來彌補。調

查認為，這符合加拿大政府早

前預計未來 40 年裡，加國將是

G7 國家中人均 GDP 增長最慢

的國家。

【看中國訊】恆大集團位在

海南省的度假村建案海花島，

傳出其中 39 處建築被裁定為違

建，須在 10 日內拆除。海花島

在去年 12 月底，剛被評選為中

國 10 大醜陋建築之首。

根據一份由海南省儋州市

綜合行政執法局於去年 12 月

30 日發布的公文顯示，恆大集

團旗下的儋州信恆旅遊開發公

司所負責的一處海花島開發項

目，因涉及違反中華人民共和

國城鄉規劃法，規劃許可證已

被撤銷，已開發建物被勒令於

10 日內拆除。

根據公告，被勒令拆除的項

目涉及 39 棟建築，總面積達 43
萬 4941.46 平方公尺（約 13.1
萬坪）。

根據公開資訊顯示，海花島

位於海南省儋州市海灣區域，

2011 年開始動工，投資總金額

達人民幣 1600 億，號稱世界最

大的人工島，填海面積約 8 平

方公里，由三個獨立的離岸式島

嶼組成，形態如盛開在海中的三

朵花，故取名為「海花島」

根據每日經濟新聞、香港

01 報導，海花島的爭議一直不

小，在 2019 年時，海南省政府

就開始針對海花島存在的違法

行為進行調查，先後共立案 14
件，總罰款約人民幣2.15億元。

隨後於 2020 年間，儋州

市政府要求恆大針對其中一個

項目，共 39 棟住宅建築落實整

改、提出妥善處置方案。並於 5
月間陸續收回預售許可證、施工

許可證，撤銷已經預售的 5 項

交易，要求恆大方面在完成整改

前不得施工、預售。

據報導，上述項目即為本次

被勒令拆除的案件。

報導提到，去年 12 月底公

布，由媒體舉辦的「中國十大醜

陋建築評選」，恆大海花島建築

群名列榜首，理由是「資本任性

妄為，破壞海洋生態，形態怪異

雜亂，是炫富、媚俗文旅項目的

典型。」

12月卡城房屋銷售創歷史新高

加國購房者 房貸還款額按年上升12%

瑞媒：中國投資者從房地產轉向奢侈手錶

（Pixabay）

恆大海花島39棟建築涉違建 
遭勒令10日內拆除

（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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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宮 1 月 3 日發布聯合聲

明表示，「避免核武器國家之間

發生戰爭和降低戰略風險是我們

的首要責任。鑒於使用核武器將

造成影響深遠的後果，我們還確

認，核武器，只要它們繼續存

在，就應用於防禦目的、懾止侵

略和防止戰爭」。

不過，中共外交部軍控司司

長傅聰 1 月 4 日舉行中外媒體

吹風會時表示，將繼續對其核

武庫進行現代化改造，以解決

可靠性和安全性問題。法新社 1
月 4 日報導，五個核大國之間

關係緊張，要讓言行一致並非易

五大國發聲明 美中暗較核武
在全球五個核大國罕見

發表聯合聲明承諾防止核武

器戰爭威脅的一天後，北京

表示將繼續現代化改造其核

武庫，並呼籲美俄削減核武

庫。而美聯社報導，為防中

俄的威脅，美國的核武政策

也不大可能會有重大轉變。

看中國記者肖然綜合報導

事。全球對中共軍事現代化越來

越關注，特別是中共軍方去年宣

布開發了高超音速導彈。美國還

表示，中共正在擴大核武庫，到

2027 年將有多達 700 枚彈頭，

到 2030 年可能有 1000 枚。

傅聰在新聞會上還稱，有關

中國正在大幅提高核能力的說法

「不真實」，中國的核能力保持

在國家安全所需的最低水平。在

回答在臺灣海峽附近部署核武器

的可能性問題時，傅聰稱，「核

武器是最終的威懾力，它們不是

為了戰爭或戰鬥」。

專家：預計美核政策 
不會重大變化

據美聯社報導，雖然拜登去

年 1 月剛上任時曾預示美國承

諾不會首先使用核武。然而，北

京和莫斯科在核武方面的發展令

美國的擔憂只增不減，這導致美

國核武器政策不大可能發生重大

轉變。

儘管拜登可能堅持做一些調

整，但背離川普政策的勢頭似乎

已經停滯。當拜登政府完成所謂

的核態勢評估——對核武庫中武

器的數量、種類和用途，以及控

制其潛在用途的政策進行內部重

新審視時，前景將更加清晰。結

果最早可能在一月份公布。

去年夏天，私人衛星圖像顯

示，中共正在建造大量新的核導

彈地下發射井，11 月的五角大

樓報告稱，到 2030 年，北京的

核儲備可能翻兩番。

「由於中國的所作所為，它

確實改變了這次審查的面貌，」

在川普政府期間擔任五角大樓最

高核政策官員並領導 2018 年核

審查的蘇弗說，「與其進行審查

2017年 1月，時任美國副總統拜登在華盛頓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就

美國政府對待核武器問題發表講話。（Getty Images）

美國和B9力挺烏克蘭立陶宛
【看中國記者肖然綜合報導】

1 月 3 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與

北約東部九盟國外長通話，呼籲

拿出「北約盟國集體防禦的團結

一致、準備就緒和堅定不移的立

場」。並強調共同力挺面臨中

共經濟脅迫的立陶宛。

布林肯還強調美國對《北大

西洋公約》第五條「毫不動搖的

承諾」。該條款要求二戰後成

立、70 年歷史的北約軍事聯盟

聯合保衛任何一個成員國。雖然

烏克蘭不是北約成員國，但 10
多年前就申請加入，俄羅斯一直

要求北約拒絕接納烏克蘭並減少

在歐洲中部和東部的軍事部署。

俄羅斯約 10 萬部隊集結烏

克蘭邊境之際，美國總統拜登與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上週日通

電話，承諾俄羅斯若入侵烏克

蘭，美國及盟友將做出「果斷回

應」。上週四拜登在 50 分鐘的

通話中警告過普京，俄羅斯一旦

動手，華盛頓會對莫斯科實施嚴

厲的經濟制裁，普京也警告，美

國的制裁將導致美俄關係徹底破

裂。上個月，拜登說他不會考慮

美國單獨向烏克蘭派兵。

2014 年，俄羅斯吞併了烏

克蘭的克里米亞半島，西方對此

提出抗議並實施制裁。美國一直

在向烏克蘭運送輕型武器、彈藥

以及導彈。華盛頓說，這些導彈

只用於防禦。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

（Ned Price）發布的通話摘要顯

示，布林肯與 B9 外長強調在中

共脅迫升級之際，將合力聲援立

陶宛。「他們強調，面對中華人

【看中國記者程雯編譯報導】

國際女子網球協會（WTA）的

首席執行官（CEO）史蒂夫．

西蒙（Steve Simon）被《華盛

頓自由燈塔報》選為 2021 年度

人物，因為西蒙為中國網球女星

彭帥被性侵事件不斷發聲，蔑視

中共強權，甚至不惜損失 10 億

美元而將女網賽事撤出中國。

《華 盛 頓 自 由 燈 塔 報》

（Washington Free Beacon）在

1 月 2 日介紹斯蒂夫．西蒙的一

篇文章中說，在理想世界中，不

屈服於搞種族滅絕的共產主義者

陰謀集團並不應該是一個特別值

得稱道的勇敢行為，但是可惜的

是，我們並不是生活在一個理想

世界中，而是生活在一個有很多

美國公司、好萊塢製片人和職業

運動員都在向紅色共產中國卑躬

屈膝的世界裡。

而 WTA 的首席執行官史蒂

夫．西蒙卻是在這個不理想世

界中敢於向共產政權說「不」的

人。作為一個完全由女性組成的

組織的男性首席執行官，在中共

政權實際上綁架了一名中國女子

網球明星之後，西蒙展示了不向

中共屈服的勇氣。

西蒙在 2021 年 12 月初宣

布，WTA 將暫停在中國和香港

舉行的所有錦標賽和其它賽事，

以回應中共政府對被性侵又被失

蹤的女網明星彭帥的冷漠待遇。

彭帥於 11 月初公開指控中

共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國務院副

總理張高麗對她的性侵和始亂終

棄，之後彭帥被失蹤。幾週後，

中共官方媒體拋出了一封據稱是

由彭帥撰寫的、但是內容卻經不

住推敲的電子郵件，在這個「郵

件」中，彭帥「否認」了她自己

提出的性侵指控，並稱她「只是

在家休息，一切都很好」。

然後西蒙在一份聲明中回應

說：「這一切都是不可接受的，

也不可能成為可接受的。憑良心

說，當彭帥不被允許自由交流並

且似乎被迫反駁她自己的性侵犯

指控時，我看不到我怎麼能要求

我們的運動員到那裡比賽。」

西蒙站出來對抗中共政權的

決定可能會使 WTA 的估計損失

超過 10 億美元。《華盛頓自由

燈塔》說，大多數 CEO 會拿走

這筆錢，公開向中共道歉，併

發表一篇悲慘而堂皇的聲明，

如「體育如何成為一種統一的力

量，關注我們作為人類的共同

點，而不是我們之間的差異」。

《華盛頓自由燈塔》說，不

要做懦夫，做一個像西蒙那樣的

大丈夫。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

導】印尼是全球最大煤炭出口國

之一，在 2020 年出口量就高達

了 4 億噸，而中國、印度、日

本和韓國皆是大戶。不過，煤炭

也是印尼的主要能源。近日傳出

印尼為了確保當地的供電量，從

1 月開始將暫停出口煤炭，該限

令讓中國措手不及。

根據國際能源署（IEA）的

統 計，2019 年 印 尼 出 口 4 億

5500 萬噸煤炭，佔全球總出口

量 31.7%，其次為澳洲，出口

3 億 9300 萬 噸， 佔 27.4%。

在進口方面，全球最大煤炭進

口國為中國，2019 年進口 2 億

9800 萬噸煤碳，佔全球總進口

量 21%，其次為印度，進口 2
億 4700 萬噸，佔 17.3%。

根據印尼國內市場義務政

策，煤炭供應商每年必須將煤炭

總產量的 4 分之 1 交給印尼國

營電力公司，最高收購價遠低於

全球平均價格。

印尼能源和礦產資源部負責

人賈瑪魯丁指出，煤炭商每個月

提供給印尼國營電力公司的煤炭

量低於國內市場義務所規範的標

準，到年底以前庫存將會短缺，

若不禁止的話，全國有 20 處發

電廠將停擺，這些發電廠的總

發電量為 1 萬 850 兆瓦，「不採

取行動的話，將會出現大規模停

電。」賈瑪魯丁表示， 1 月 5 日

以後將會對出口禁令進行評估。

該國能源部的礦產與煤炭總署長

黎德萬已簽署相關文件，除封存

所有在港口之煤炭外，同時也要

印尼突禁煤出口  中國6成進口受衝擊

女網CEO西蒙獲選年度人物

減少核武器的作用，現在他們不

得不堅持到底，並決定如何在邊

緣進行調整。」

美國國防部政策負責人卡爾

早在去年 6 月，即俄羅斯軍隊

在烏克蘭邊境集結之前就表示，

美國未來的核政策不僅受到中共

核野心的影響，還受到歐洲盟友

對俄羅斯的「真正焦慮」的影響。

五角大樓尚未公開討論核審

查的細節，但似乎可能會保持核

力量的現有輪廓，即海陸空武器

的傳統「三位一體」，也可能對

這支部隊進行超過 1 萬億美元

的現代化改造，這是由歐巴馬政

府發起，並由川普繼續進行。

2017 年 1 月，時任副總統

的拜登在一次演講中曾說：「鑒

於我們的非核能力和當今威脅的

性質，很難想像美國首先使用核

武器是必要或有意義的合理情

景。」不過，中國和俄羅斯已使

「今天的威脅」發生了變化，這

或許令拜登更加謹慎。

【看中國訊】由 40 個國家超

過 400 個組織組成的「結束維

吾爾地區強迫勞動聯盟」，要求

國際奧委會解釋如何確保北京冬

奧會官方服裝不涉及奴工。該組

織還發起全球運動，關注北京冬

奧會服裝供應商、中國的安踏體

育使用新疆棉花。

該組織週二發表聲明表示，

在 2021 年的 8 個月期間該組織

試圖私下與國際奧委會接觸，尋

求獲得國際奧委會如何確保奧運

品牌商品不涉及新疆強迫勞動的

信息，但國際奧委會一直未提供

證據，並在 12 月 21 日拒絕了

對話的提議。

中國運動服裝巨頭安踏

2021 年 3 月曾公開表示，將繼

續使用新疆棉花。國際奧委會聲

明，近日對安踏的服裝進行的第

三方審計表明，其不存在有關強

迫勞動的問題。

另外，加拿大奧委會執行長

舒梅克（David Shoemaker）日

前接受加拿大 CBC 電視臺採訪

時表示，因 COVID-19 疫情嚴

峻，他擔心北京冬奧可能會延後

舉行。並強調，一旦運動員健康

不能得到保證，加拿大將毫不猶

豫退出北京奧運會。

求煤企必須主動將這些「貨源」

送到發電廠。

印煤進口佔比6成  
衝擊嚴重

自從北京制裁澳煤後，

2021 年上半年中國自印尼煤碳

進口占比即達總進口量的 6成，

遠超過第二名的俄羅斯，印尼

的禁煤令勢將嚴重衝擊中國煤

炭使用，中國將再度面臨斷電

民共和國不斷升級的政治壓力和

經濟脅迫，他們與立陶宛站在一

起。國務卿強調了美國對跨大西

洋安全和北約第 5 條公約的堅

定承諾。」摘要寫道。

去年立陶宛與臺灣互設代表

處之後，引發北京不滿。隨即召

回駐立陶宛大使，並展開一連串

政治、經濟制裁。立陶宛對華貿

易也頻遭阻礙，引發歐美多國關

切。去年底，運往中國的 2 萬

多瓶立陶宛蘭姆酒被中方拒收，

歐盟表示將評估北京是否違反世

貿規則。這批蘭姆酒隨後被臺灣

購買。

布林肯近日與義大利、法

國、德國、英國與歐盟外長通話

時，也都表示堅定支持立陶宛抵

抗北京的脅迫。

「布 加 勒 斯 特 9 國」

（Bucharest Nine，簡稱 B9）由

波蘭、羅馬尼亞倡議創立，包括

捷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波

蘭、愛沙尼亞、立陶宛、拉脫維

亞、斯洛伐克和匈牙利。

12 月 23 日，歐洲地區「福

爾摩沙俱樂部」25 國共同主席

及核心成員致函呼籲歐盟理事會

及執委會採取行動，助立陶宛反

制中共的經濟脅迫。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立

陶宛最大的商業協會立陶宛工業

聯合會正在尋求經合組織的幫

助，與中方就港口停運和經濟脅

迫進行談判。目前，約 130 家

公司不能通過中國海關清關或重

定向貨物，跨國公司也被迫終止

與立陶宛合作，以免在中國海關

面臨限制風險。

限電危機。

根據中國海關總署統計，

2021 年 11 月， 中 國 進 口 煤

炭 3505.2 萬 噸， 比 2019 年

增加 233 ８.1 萬噸，增幅高達

200.33%；前 11 月進口量 2.92
億噸，同比增加 10%，其中從

印尼進口 1.78 億噸，占中國煤

炭進口比重高達 61%；此時印

尼宣布暫停出口，無疑使本就能

源吃緊的中國處境雪上加霜。

其實北京原先也有仰賴澳洲

煤炭進口，但由於中澳之間的關

係惡化，中方於 2020 年底就開

始實施「經濟制裁」，其中包括

限制澳洲煤炭，卻不料反燒到自

己，進而造成中國缺煤及各地電

力短缺的情況，令多數工業重鎮

「拉閘限電」，工廠產能遭到限

印尼自1月起限制煤炭出口(公有

領域 Pixabay )

縮，甚至連帶原物料價格飆漲，

已引發強烈的民怨。

中國當局一度表示，因為正

值寒冬，要求煤礦相關企業產能

必須全開，以確保供電所需。不

料近期「北京冬奧」將至，當局

卻又喊著「綠冬奧」口號，展開

反空汙行動，而要求煤企停產。

現今突然被印尼斷貨了，缺電危

機迫在眉睫。

中共於 2020 年 8 月逐步減

少進口澳洲的媒炭，且在 10 月

下令停止自澳洲進口動力煤與

焦煤。起因於 2020 年 5 月，

當時澳洲總理莫里森呼籲調查

COVID-19 的起源，因而加深

中澳之間的裂痕，澳洲也於新疆

和香港等議題方面發聲譴責中

方，更引發北京不滿，而後中共

陸續針對澳洲的大麥、紅酒、木

材、龍蝦和煤炭等商品，祭出了

關稅制裁與禁令。

國際女子網球協會CEO兼主席 

史蒂夫．西蒙。（Getty Images）

國際奧委會涉新疆棉遭發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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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李靜汝採訪報導

中國商務部副部長任

鴻斌在2021年12月30日，對
外透露中國2021年的出口有
望到達6萬億美元，增長超
過20%。據悉，自2019年，
特別是疫情大爆發以來，中

國很多實體企業倒閉，房地

產爆雷頻發，地方政府債

務危機加劇等經濟嚴重衰

退跡象明顯。那為甚麼中國

2021年的出口還增加了呢？
《看中國》記者就此採訪了

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

學院講席教授謝田博士。

中國出口增加沒有持續性

據中國商務部副部長任鴻斌

對外稱，中國前三季度，出口和

進口國際市場份額分別達到了

15% 和 12.1%，創歷史新高。

謝田對此表示：「去年中國

確實大量出口產品，可能達到 6
萬億美元。這個當然對中共的經

濟是一個很大的支持，但是這個

恐怕是不能夠持久的。為甚麼去

年中國出口增加？是因為世界各

國的經濟需求強勁，就像美國就

購買了大量的中國產品。因為疫

情到現在各國還沒有完全開放，

沒有完全恢復生產，產業鏈轉移

也沒有完全實現，有一些產業鏈

轉移到其它國家，可能因為疫情

的原因，沒有完全恢復就業和正

常的生產，中國就有這麼一個機

會出口。實際上是世界各國的需

求增長。換句話說，中國確實是

在為世界各國提供了些商品。

但是中國的問題在於，現在

這些中國出口的商品，絕大部分

實際上是在大陸的外資企業提供

的。換句話說，都是外國企業到

中國去生產，利用中國的一些廉

價勞動力，再出口賣到其它國

家。進入 2022 年，我想隨著世

界各國開始慢慢恢復生產，這個

產業鏈轉移也逐漸完成。在中國

生產產品出口的企業，他們會把

這些出口轉移到其它國家。所以

2022 年中國可能就沒有那麼好

的貿易數字。」

出口防疫品占大比例

有報導指，自疫情以來，拉

動中共經濟的是世界對醫療防疫

物資的需求，占了中國出口市場

的很大份額。

謝田對此認為：「我們也看

到這點，就是因為疫情、病毒不

同的變種，在全世界造成了這麼

大的人員和財產的損失。而世界

各國，他們並沒有這些醫療產業

鏈和這些設備，中共在利用它來

製造醫療產品上的一些便利，同

時中共也用它作為一個政治目

的，比方是不是賣給你口罩、呼

中國經濟衰退 出口為何增長
吸機？來達到它的政治目的，也

引起了世界的反感。這個情況現

在正在轉變。醫療產業鏈也在轉

移離開中國，世界各國也在建立

自己的醫療產業鏈。所以我為甚

麼說中共這個出口增長不能持

久，就是說以後中共就沒有這麼

多優勢的條件繼續保持這種高額

的出口了。」

操控進出口獲貿易順差

謝田進一步分析指出，還

有一點，你看中共自己也聲

稱，它出口在國際市場的份額

是 15%，進口 12%。「實際上

長期以來，中共一直在維持一個

進出口貿易的順差，出口高於進

口。它在限制進口，很多外國產

品不能夠進入中國。中國老百姓

都知道，中國出國的人到海外發

現，很多產品在外國都比中國便

宜，本來這些產品可以直接進口

到中國，中國老百姓消費者就會

受益，但中共政府限制進口。

還有中共在限制進口、強力

推動出口的時候，製造了大量的

順差，尤其對美國的順差，每年

高達三千、四千、五千億美元。

這個在川普總統時期有所遏制，

現在在拜登政府下又有所增加。

但這個我覺得也不能持久，最終

美國一定會有所作為的。」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

報導】北京當局採取嚴厲的

策略和極端的封城措施要將

COVID-19 病例清零，但這種

防疫模式的經濟代價高昂，並且

可能加劇全球供應鏈的中斷和通

貨膨脹的壓力。北京政府在國際

舞台上咄咄逼人的姿態，也令其

它國家重新思考對華經濟往來和

依賴，這也在不斷影響這個全球

第二大經濟體的經濟前景。

在 2021 年最後一週，中國

疫情爆發，當局故技重施，對

1300 萬人口的大都市——陝西

省西安市進行封城。西安是中國

國家中心城市與關中城市群核心

城市，也是西北地區政治、經

濟、文化、交通、教育中心。

「天鈞政經」撰文指出，西

安已經成為中國半導體、航天航

太與汽車等高科技產業基地與先

進位造業基地。如今封城，不僅

重創中國高科技研發和生產、經

濟、進出口貿易和軍工等領域，

還衝擊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甚至

有可能斷鏈。面對如此嚴重後

果，北京當局自然是坐立不安。

況且當局「清零」政策的可持續

性堪憂，長期閉關會讓社會付出

巨大經濟代價。

美國知名諮詢公司歐亞集團

（Eurasia Group）1 月 3 日公布

的對 2022 年世界十大風險預測

報告中，也認為北京「清零」防

疫政策的失敗是全球最大風險，

因為這有可能加劇全球供應鏈的

中斷和通貨膨脹的壓力。

歐亞集團總裁布雷默（Ian 
Bremmer）在接受彭博新聞社

的採訪時說：「『清零』不會有

用，但他們（北京）會堅持下

去。這意味著他們會更加嚴格實

施隔離和封鎖，而這將對他們的

經濟產生重大影響，而且效果不

會很好。」

布雷默和歐亞集團的董事長

庫普坎（Cliff Kupchan）在報

告中寫道，北京的「清零」政策

非但無法控制感染，可能還會導

致更大規模的爆發，進而需要更

嚴厲的封鎖。這樣一來，會導致

更大的經濟混亂，更多的國家干

預。報告說，高通脹會滋生不平

等、加劇經濟不安全感和公眾不

滿等問題，並將繼續成為一個首

要的經濟和政治挑戰。

2021年中國很多實體企業倒閉、房地產爆雷頻發等經濟嚴重衰退跡象明
顯，出口為何增加？（Getty Images）

今年民眾生活更加艱難

謝田在談到中國經濟走勢時

指出，誰都知道中國經濟其實現

在非常的糟糕。「2022 年，對

中國大陸來說，除了能源危機，

糧價上漲，通貨膨脹外，中國外

貿出口會嚴重下跌。中國經濟現

在陷入了嚴重的衰退，我們看到

不光是各大城市、一線城市、二

線城市，大量的購物中心，商家

商店、商鋪都在大量倒閉。中國

光是餐館，去年就倒閉了上百萬

家，消費在急劇下滑。

中國經濟有三個部分，一

個是出口，一個是內需，一個是

基建。基建我們都知道它的問題

了，很多泡沫。從恆大開始，恆

大現在違約的危機已經帶動了更

多的房地產企業。可能上百家大

企業都面臨同樣的問題，會面臨

房地產泡沫的破滅，房地產產業

暴雷，並且會拖垮中國的金融業

和銀行業。因為大量人員失業，

隨之帶來居民收入下降，消費不

振，加上之前提到的中國製造業

在繼續外流，中國失業大軍也在

迅速的增加。馬上每年又有 1000
萬的大學畢業生加入失業大軍，

這是中國經濟面臨的嚴峻問題。

所以 2022 年中國經濟大衰退也

會使民眾的生活更加艱難。」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

導】中國網信辦和央行等 13 個

部門聯合修訂發布《網路安全審

查辦法》，包括要求中企境外上

市前申報網路安全審查。分析指

北京當局加強對外封鎖數據，資

本市場要發生重大變化。

1 月 4 日，中國網信辦發布

的新聞稿顯示，網信辦、發改

委、工信部、公安部、國家安全

部、財政部、商務部、中國央

行、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國

家廣播電視總局、中國證監會、

國家保密局、國家密碼管理局

等十三部門聯合修訂發布《網路

安全審查辦法》（以下簡稱《辦

法》），自 2022 年 2 月 15 日起

施行。

《辦法》明確要求，掌握超

過 100 萬用戶個人信息的網路

平臺運營者赴國外上市必須申報

安全審查，相關政府部門在安全

審查時將評估到國外上市「可能

存在關鍵信息基礎設施、核心數

據、重要數據或者大量個人信息

被外國政府影響、控制、惡意利

用的風險」。

受此消息影響，過去一年遭

遇北京當局監管風暴的香港上市

科技和互聯網公司的股價持續承

壓。 1 月 4 日，恆生科技指數

一度挫 1.6% 後收跌 1%，進入

2022 年後已連跌兩個交易日，其

中嗶哩嗶哩以6.5%的跌幅居首。

去年 6 月底，中國網約車

公司滴滴出行赴美上市。幾天

後，中國監管機構發出公告稱，

為防範國家數據安全風險，維

護國家安全，保障公共利益，

將對滴滴出行實施網路安全審

查。 12 月初，在監管機構的壓

力下，決定從紐交所退市，並尋

求在香港上市。

去年 9 月，中國正式實施

《數據安全法》，要求中國境內

的組織和個人不得向任何外國司

法部門和外國執法部門提供存儲

在中國境內的任何數據。

「天鈞政經」團隊發文分析

指出，2022 年是一個重要的分

水嶺，對於試圖在中共二十大連

任的習近平來說難以回頭。無論

出現經濟危機或是其它領域的危

機，對急需用錢的習近平來說，

都是難以繞過去的難關。中共的

「槍桿子」和「刀把子」對內用

來剷除異己、鎮壓國內百姓，而

對外則需要武力恐嚇、收買其它

國家的政府和公司，這一切都是

需要資金的。「錢袋子」的重要

性就凸顯出來了，於是需要各大

企業和富豪幫助「共同富裕」。

充實「錢袋子」就成為迫在眉睫

的大事，對大型公司和名人罰款

的次數與額度都增加了。

文章指出，可以預見的是，

當局在 2022 年對資本市場和金

融領域必然會更嚴格的管控，配

合其所謂的《網絡安全法》和《數

據安全法》，或將開出更多以億

元計的罰單，甚至拆分一些大型

的多元化集團，控制其金融和信

息數據類的業務。與此同時，本

就處於監管暴風眼的中國科技和

互聯網公司還需面對美聯儲加息

步伐加快、中美關係再度劍拔弩

張、個別科技公司財報利潤下降

等多重「寒流」。

1 月 4 日，美國之音文章認

為，北京當局繼續以各種合法和

非法方式獲取外國的數據。這些

行動包括入侵跨國公司資料庫，

在外國大學和公司開展「人才招

聘」計畫，收購外國公司等。美

國前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將北京

當局的數據政策描述為「我收集

數據，你放棄你的數據」，而美

國政府對北京在大數據上的野心

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大數據

在中國野心中的核心地位，以及

我們自己的數據在中國實現這些

野心的過程中被濫用的方式，卻

落入華盛頓的視野盲區。」

北京嚴厲的清零政策
釀更大經濟風險

13部門聯合發文 資本市場要掀巨浪

登陸官網購買:www.cookwithfika.com  

無毒三層
陶瓷不沾鍋

更耐久抗刮

更輕
更容易清洗

更導熱
韓國製造 

適用於所有爐面，包括電磁爐、電爐、電熱爐及煤氣爐

不含鉛、PFOA、PTFE、及其他有害物質    

來自 Neoflam 100% 原創產品 

全新專利涂層 New Xtrema™ 

FIKA 七件套

優惠價

$349原價 $399
* 不含 GST 及運費

*

送禮
自用

優惠價

$499

優惠價

$349

FIKA 家庭套裝

FIKA 煎炒套裝

18cm 小煲連蓋 22cm 中煲連蓋
22cm 深煲連蓋 26cm 炒鍋 28cm 大炒鍋

18cm 小炒鍋
26cm 炒鍋 
28cm 大炒鍋
28cm 方形煎鍋

原價 $627原價 $627
* 不含 GST 及運費* 不含 GST 及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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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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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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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含鉛、PFOA、PTFE、及其他有害物質    

適用於所有爐面，包括電磁爐、電爐、電熱爐及煤氣爐

人氣單品!
18cm 小炒鍋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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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日促銷進行中 !
加拿大全國包郵

全部商品 20-25%OFF

本廣告優惠以官網標價為準

https://cookwithfika.com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A8 看官場 China 第192 期     2022年 1月 6日—1月12日    

官員轟貴州腐敗 疑指栗戰書
【看中國訊】新年伊始，一

名大陸網紅紀檢官員公開炮轟

「原貴州省委主要領導人」腐

敗。中共政治局常委三號人物栗

戰書疑是被攻擊的目標。由於臨

近中共高層換屆的二十大，此事

背後釋出了中南海內鬥的強烈信

號。

大陸網紅紀檢官員「御史在

途」（真名陸群）沉寂多年，在

2022 年新年第二天突然再度刊

文，矛頭直指曾任「貴州省委主

要負責人」的領導人。

在中共黨刊《求是》雜誌 1
月 1 日刊登習近平向「政治團

夥」發出公開「宣戰」的講話稿

之後，「御史在途」1 月 2 日在

新浪微博發布的這一篇題為《為

一個被貴州官員逼上絕路的企業

家「辦實事」的經歷》的長文，

並附上調查報告。這篇文章現已

被刪除。

但李嘉誠之子李澤楷控制的

香港《信報》1 月 3 日報導了該

文主要內容。

「御史在途」這篇文章還附

有調查報告，文章稱，湖南煤

礦老闆曾盛國 2010 年到貴州安

順市關嶺縣投資 2 億元人民幣

開辦煤礦，5 年後發覺疑遭相鄰

「坪子地煤礦」盜採 17 萬餘噸

煤炭。但是，官方地質隊勘察的

最後結論是盜採 6,000 噸。曾盛

國上訪至今沒結果。

據曾盛國舉報，貴州省委原

主要負責人的舅子長期在安順一

帶搞項目，涉嫌在背後為坪子地

煤礦進行運作。

時評人士岳山 1 月 4 日撰

文分析，在中共的體制語境下，

該文中提到的貴州省委原主要領

導人，就是指貴州原省委書記。

而 2010 年 -2012 年，在曾盛國

案發生期間，在貴州擔任省委書

記的，正是現任中共政治局常

委、人大委員長栗戰書。

岳山介紹說，現年 50 歲的

陸群曾任中共湖南省紀委預防腐

敗室副主任，現任中共湖南財信

金融控股集團紀委書記。

岳山認為，陸群身在中共體

制內，對中共嚴厲的言論管控應

該非常清楚。此次他居然通過網

路公開曝光觸及中共高層的事

件，其動機非常可疑。他分析，

如果不是陸群突然有了「敢於挑

戰高層權貴的大膽」，那就是幕

後有人支持他這麼做。

「陸群現職仍屬於紀委系

統，這一系統最大的上級領導是

現任中紀委書記趙樂際。趙樂

際當年就是在曾慶紅任中組部

長時，被提為全國最年輕的省

長。」岳山說。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中共

政協舉行 2022 年新年茶話會，

習近平、王岐山及其他 5 名中

共政治局常委現身，中共第三號

人物栗戰書未有依慣例出席，引

發外界諸多猜測。有人認為是栗

戰書失勢的信號，但也有人說可

能只是因為健康原因。

栗戰書一直被視為習近平的

鐵桿親信。如果栗戰書真的出現

什麼問題，這將讓習近平失去一

條左膀右臂，在中共二十大召開

之際將給習近平帶來一定的負面

影響和政治不利。

前廣西政法王再卸一職
【看中國訊】外界盛傳已主

動投案的原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

常委、政法委書記曾欣，近日，

已辭去廣西人大代表職務。有報

導說，曾欣或受已落馬的中共公

安部副部長孫力軍等案牽連。

據 陸 媒 報 導，2021 年 12
月 31 日，中共廣西玉林市人大

舉行會議。該會議審議關於提請

審議曾欣辭去大會代表職務的議

案，同時接受曾欣辭去該職務。

2021 年 11 月 29 日，未到

退休年齡的曾欣沒有當選常委。

在此前的 11 月 24 日，廣西召

開換屆的黨代會，曾欣意外沒有

獲得常委提名。同月，曾欣已不

再擔任政法委書記。

現年 55 歲的曾欣，早年長

期在公安部工作，先後擔任公

安部科技司科員，在公安部專

責監聽、追蹤、定位的第十二

局（技術偵查局）從主任科員

做到副處長、處長、副局長、局

長。 2012 年曾欣空降湖北，任

公安廳長，2014 年升任湖北副

省長，兼任公安廳長，2020 年

6 月調任廣西自治區區委常委、

政法委書記。

去年 11 月，新加坡《聯合

早報》引述消息稱，廣西自治區

黨委常委兼政法委書記曾欣或涉

孫力軍案，已主動投案。但表示

還沒有從官方證實其真實性。

香港《明報》去年 11 月 2 日

報導，曾欣與孫力軍及已落馬的

前上海公安局長龔道安、前重慶

市公安局長鄧恢林過往多有交

集。蹊蹺的是，最近曾欣連續缺

席多場重要公開活動，令人猜測

他仕途不妙，恐怕凶多吉少。

2020 年湖北疫情爆發之

初，時任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曾

以中央指導組成員身份，到武漢

監督疫情防控，曾欣就在孫力軍

的直接指揮下。

上 述 文 章 指，2020 年 3
月，習近平到訪武漢，曾欣參與

安保協調。習視察武漢後僅一個

月後，孫力軍落馬。而曾欣於同

年 6 月突然調往廣西，任政法

委書記。現在不知曾欣受孫力軍

案多大的牽連。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綜合

報導】2022年元旦賀詞中，

習近平再提「自我革命」。

與之呼應的是，中共黨刊

《求是》在新年第一天刊

登習近平在六中全會上講

話，習直言不諱地指出要

保 持「鬥爭」和「自我 革

命」。有分析認為，官方開

年釋放的權鬥信息，恐怕

免不了有一場腥風血雨。

習與江、曾惡鬥的高潮可能

在二十大前上演。

在 2022 年新年賀詞中，中

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到「跳出歷

史週期率」的「窯洞對」，並指

出「我們只有勇於自我革命才能

贏得歷史主動」。

2022 年第一天，中共《求

是》雜誌刊登了習近平 2021 年

11 月 11 日在十九屆六中全會上

的講話。習近平強調要推進「自

我革命」，堅持「自我革命；

與反對派和其它派別肯定要鬥

爭」。

近期中共黨媒接連不斷發

表文章，也大談所謂「自我革

命」。其中，不少文章引用了

習近平的一段話：「要敢於進行

自我革命，敢於刀刃向內，敢於

刮骨療傷，敢於壯士斷腕，防止

禍起蕭牆」。

回顧中共百年歷史可以清楚

地看到，中共確實一直在搞「自

我革命」。但是，這個「自我革

命」，壓根不是革自己的命，而

是革黨內政治對手的命。

經歷百年的中共黨，內部嚴

重分裂；而歷次的內部政治鬥爭

中，從來沒有手軟過。中共喉舌

《人民日報》2021 年 12 月 24
日發表中紀委副書記肖培署名文

章，《堅持敢於鬥爭，勇於自我

革命》，以罕見的口吻，向中共

黨內反習勢力發出警告。肖培還

引用習近平所說的，「在重大風

險、強大對手面前，唯有主動迎

戰、堅決鬥爭才有生路出路，逃

避退縮、妥協退讓只能是死路一

條。」

2022 年對習近平來說，是

至關重要的一年。外界普遍預計

習近平將在秋天召開的中共二十

大後再次連任。而習近平目前究

竟掌握了多大權力？

前幾天，網上盛傳前中共國

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前國防大

學政委、空軍上將劉亞洲被抓

捕。如果屬實，不排除與黨內內

鬥升級有關。

2021 年 12 月 30 日，《看

中國》記者就此採訪了旅居澳洲

的著名法學家、時政評論家袁紅

冰教授。袁紅冰教授在採訪中首

次披露了來自中共內部消息人士

傳出的信息，證實劉亞洲目前被

內控狀態，原因是他代表太子黨

公開反習，試圖阻止習在中共

二十大上「三連任」。

但在中共黨內權力鬥爭加劇

的政治氣候下，習近平「定於一

尊」的權威受到挑戰。 2021 年

9 月 14 日，大陸媒體爆出政法

系統有人對國家領導人圖謀不軌

的消息。這個消息被解讀為有人

企圖刺殺習近平，搞政變。

過去一年，從被查辦的政法

高官來看，對習圖謀不軌的人，

可能包括原公安部副部長孫力

軍，原重慶市副市長、公安局長

鄧恢林，原江蘇省委常委、省政

法委書記、公安廳長王立科，原

江蘇省公安廳刑偵局局長羅文進

等，也就是公安部長趙克志所說

的「孫力軍政治團夥」成員。

「孫力軍政治團夥」成員大

多是前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央政

法委書記孟建柱提拔重用的。孟

建柱則是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國

家副主席曾慶紅提拔重用的心

腹。

時事評論員王友群撰文表

示，「孫力軍政治團夥」的反習

活動，最高幕後總頭目，可能是

曾慶紅。

王 友 群 說，2017 年 中 共

十九大前的五年裡，一度盛傳習

近平可能抓捕曾慶紅（中國大

陸媒體多以「慶親王」暗指曾慶

紅）。但是，中共十九大前夕，

習近平選擇與曾慶紅妥協。習近

平「擒賊不擒王」的後果是，中

共十九大以來的四年多里，習一

直被處在「罵習、反習、倒習、

政變」的風險中。王友群認為，

習近平與江、曾惡鬥的高潮可能

在二十大前上演。

2022年北京的「自我革命」

2022 年一開年，習近平當局就強調要堅持、推進「自我革命」。

(Getty Images）

中共駐美大使秦剛。
（Getty Images）

馬拉松賽釀21死 
被免市長任省林草局長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綜合報

導】甘肅白銀市景泰縣去年 5 月

舉行馬拉松百公里越野賽發生慘

案，致 21 死 8 傷，時任白銀市

長張旭晨卸職。如今張旭晨獲任

甘肅省林業和草原局局長。

陸媒 1 月 3 日報導，2021
年 8 月獲任甘肅省林草局黨組

書記的張旭晨現已擔任該局局

長。

甘肅省政府官網 1 月 2 日

發布通知稱，張旭晨任甘肅省林

業和草原局局長、甘肅省綠化

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大熊貓祁

連山國家公園甘肅管理局局長

（兼）。

2121 年 5 月底，甘肅白銀

市景泰縣舉行馬拉松百公里越野

賽，參賽者在途中遭遇了氣溫

驟降和凍雨，造成 21 名選手遇

難，8 人凍傷，震驚各界，追責

之聲高漲。中共官方發文稱，是

極端天氣「不可控」。

不過，坊間認為，這場「奪

命」馬拉松與官場貪污腐敗有莫

大關係。當地媒體人吳先生對自

由亞洲電臺透露，大型活動被有

權力背景的人士壟斷，已經是公

開的現象，不只是這場大賽，也

不只是越野賽，「為什麼貪官這

麼多，就是搞工程和大型的活動

嘛……那個 CP2 和 CP3（補給

點）只有兩個志願者，飲水啊，

包括保暖衣都沒有，帳篷也沒

搭，不就已經說明就這回事嘛。」

馬拉松慘案之後，時任白銀

市長張旭晨公開道歉，甘肅官方

隨後成立事件調查組深入調查。

該省去年 6 月對事件中違紀、

職務違法、涉嫌職務犯罪的 27
名公職人員嚴肅追責問責，其

中，張旭晨給予政務記過處分。

2021 年 8 月，主政白銀市

6 年的張旭晨卸任市長，同月出

任甘肅省林草局黨組書記。

而被問責之前，2021 年 6
月 9 日，白銀市政協原副主席、

景泰縣委原書記李作壁從自家墜

樓身亡。至於李作壁為何跳樓自

殺？華爾街日報引述知情人士

稱，56 歲的李作璧 9 日上午身

亡前，中共紀律官員曾在當天上

午時候找過他。

《看中國》記者接獲消息人

士披露，為了保住更高級別官員

免遭調查和追責，甘肅省白銀市

政協副主席、景泰縣委書記李作

璧被迫背鍋自殺。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中國駐美大使秦剛去年 12 月 20
日接受美國多家主要媒體訪問，

但 10 天過後竟無一家美媒進行

報導，令人頗感意外。有網友嘲

諷他成為史上最尷尬「戰狼」。

有分析認為，一方面是秦剛所講

的都是中共的陳詞濫調，沒有價

值，另一方面也是美國媒體在集

體抵制中共的「戰狼外交」。

1 月 2 日，據總部在北京

的大外宣媒體《多維網》報導，

2021 年 12 月 20 日，中國駐美

大使秦剛接受美國多家主流媒體

主編和資深記者聯合採訪，令人

頗感奇怪的是，10 天過後竟無

一家媒體進行報導。

據悉，此次採訪是由彭博

創新經濟論壇舉辦，以「爐邊談

話」形式用英文進行。去年 12
月 24 日，中國駐美大使館公開

採訪內容並表示「全部內容可供

報導，也可用作背景吹風」。

截至目前，尚未有一家美國主流

媒體報導秦剛這次的受訪內容。

中方駐美記者韓鵬發文稱，

「你們那麼喜歡拿中國說事，天

天離開中國說不了話，現在好不

容易逮到中國大使了，問了好幾

個小時，怎麼採完以後都不說話

了？」「難道這些主編和資深記

者，對新聞性的判斷，跟我不一

樣？認為這幾小時的聯合採訪

裡，一丁點有新聞性的內容都沒

採到？」

中國駐美大使館所公開採訪

內容顯示，秦剛被問到和回答了

許多涉及中國外交的焦點問題，

例如「戰狼外交」、中美關係、

中俄關係、北京冬奧會、新疆教

培中心、臺灣問題、軍備競賽等

等。這些內容似乎是西方媒體都

感興趣的話題，但不知為何卻無

一家媒體進行報導。

有媒體分析認為，美國媒體

有著相同的立場與相似價值觀，

對秦剛採訪內容的展現可能會動

搖其立場和價值觀，因此不約而

同地做出了拒絕報導的決定。也

有猜測稱是美國有關部門或內

部人員向與會媒體下達了「封殺

令」，要求不得報導秦剛說法，

並得到各媒體一致執行。

有不少網友留言表示：「證

明美媒的素質是很高的。老調重

彈，真的毫無新聞價值。如果

報導，只是充當中共傳聲筒而

已。」

「美國的媒體通常是再破的

事都會報導，再怎麼獨裁的言論

都會去關注，因為多少都有點新

聞價值。但對中國現在真的全世

界都失去興趣和耐心了，從中國

官方造謠新冠起源開始因為太荒

誕不經，顯得幼稚可笑，到都不

值去報導或駁斥的地步，這基本

是別人的原話。秦的言行跟普世

價值不接軌，所以讓人嗤之以

鼻。」

2021 年 7 月，原任中國外

交部副部長秦剛抵達紐約，接替

崔天凱出任中國駐美國大使。現

年 55 歲的秦剛被指是習近平陣

營人馬，曾在中國外交部負責新

聞和禮賓事務。

最尷尬的戰狼 
秦剛「爐邊談話」遭美媒冷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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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 日，眾新聞在網站上

貼出公告，表示眾新聞成立於

2017 年元旦，在香港新聞自由

堪憂的情況下，希望可以傳承專

業新聞精神，回歸新聞初心，服

務公眾，「希望我們的一小步，

可以鼓勵業界行一小步，各人的

一小步可以形成保護新聞自由的

一大步。」

公告續表示，眾新聞在資

源極度緊絀的情況下，從踏出

一小步開始，慢慢行出一條小

路，從獨家新聞、人物專訪、

調查報道、深度評論、中國新

聞等，縱然人力有限，新聞不

夠多、不夠快，但眾新聞整個

小團隊，無論資深媒體人還是

年輕人都一條心，努力在新聞

報道上求真、求深。

有評論表示，雖然香港 97
年主權移交後，很多老牌港媒

被染紅，如《東方》、《星島》、

《明報》、《信報》等。但在 2020
年國安法實施前，香港尚算有新

聞自由；當國安法實施後，共產

看中國記者李懷橘綜合報導

香港進入「愛國者治港」

時代，繼2021年《蘋果日報》
和《立場新聞》在港府打壓

下分別於6月和12月宣布停運
後，2022年1月2日，成立5年
的香港網媒——眾新聞也宣

布將於2022年1月4日（周二）
起，停止營運，網站不再更

新，一段時間後將會關閉。新

一屆立法會變成「清一色」親

北京派。

「新香港時代」傳媒停運 黨員參政

黨在港可謂「大開殺戒」，逐步

逐步地將民主派斬草除根，將整

個公民社會肢解。媒體也是成為

打壓的主要目標之一。共產黨認

為，反送中運動之所以聲勢浩

大，那些獨立運作、報導真相的

民主派媒體在其中起到推波助瀾

的作用，因此不惜動用公權力凍

結《蘋果》和《立場》資金，逮捕

媒體高層，迫使媒體停運。

中共黨員當選立法會

1 月 3 日，90 位立法會議

員在國徽下唱國歌，完成宣誓儀

式，更有 3 名「紅色背景」議員

以普通話宣誓，其中一人被指是

中共黨員。而國徽更是將長期高

掛在香港立法會議事大廳。

去年 12 月，90 名立法會議

員在北京修改的選舉制度下當

選，並於 1 月 3 日完成宣誓。

宣誓儀式首次由特首林鄭月娥親

自監誓。根據新生效的《國歌條

例》和《國旗及國徽（修訂）條

例》，宣誓儀式上要奏唱國歌，

宣誓場地要掛有國徽，擺放國旗

及區旗。議員在國徽、國旗下宣

誓，是香港首次。

早前議事廳將區徽換上國

徽，惹來社會關注。當時立法會

主席梁君彥稱，國徽是只為宣誓

臨時而設，宣誓後會換回區徽。

不過 1 月 3 日，立法會秘書處

發稿指，立法會會議廳將同時懸

掛國徽及區徽，工程將於 1 月

12 日前完成。

今屆立法會宣誓的另一焦

點是，首見議員「多聲道」宣

誓。 90 名議員中，86 人用廣

東話，自由黨張宇人用英語，

另有三名議員以普通話宣誓。

這三人是來自選委界的孫東、

周文港和譚岳衡。

資料顯示，孫東畢業於清華

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現任職

於香港城市大學，為俗稱的「港

漂」。而 80 後的周文港報稱在

香港土生土長，為嶺南大學潘蘇

通滬港經濟政策研究所副所長、

第十二屆政協河北省委員，和紫

荊研究院副院長兼秘書長。

最為外界關注的是譚岳衡，

他被指為首名進駐香港立法會的

中共黨員。譚本身是甘肅省政協

常委，曾任職多家中資金融機構

要職。「百度百科」寫明譚岳衡

是共產黨員，不過他在參選時申

報「無政治聯繫」。

此外，梁君彥在沒有競爭對

手下，連任立法會主席。對於立

法會將長期懸掛國徽，梁表示，

諮詢過中聯辦和新一屆立法會議

員等各方意見後才做此決定，又

指「我做主席，有國徽照住我，

信心都大些」。

有港人對立法會掛國徽反應

冷淡。李先生稱，共產黨對香港

一直是司馬昭之心，所謂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五十年不變都是

騙局；之前共產黨還會做樣子欺

騙國際社會，現在撕破面皮，明

目張膽地把國徽掛到立法會。他

續指，立法會本身是民意機構，

而今屆立法會清一色的建制派，

掛國徽反映港共奉承北京的決

心，不代表香港人。

兩成港人想移民

1 月 4 日，香港民意研究所

（民研）公布最新一份有關「社

會現況」的調查。結果顯示，在

民生、政治以及經濟狀況三方

面，超過 4 成市民最關心的是

民生問題，而關心政治問題的僅

有 26%，創 2020 年 12 月以來

的新低。

前油尖旺區議員李傲然認

為，去年香港發生許多事情，包

括《蘋果日報》停運等，讓許多

港人感到絕望，甚至窒息。現時

港人普遍對香港出現信心危機，

不關心政治，只希望賺夠錢便移

民，香港出現「離散」的狀態。

此外，香港民主黨在 2021
年 12 月 14 日至 24 日期間訪問

了 500 多名市民，58% 受訪者

表示不喜歡在香港生活，超過

20% 想移民，若按照人口比例

計算，約 150 萬港人想永久離

開香港。而打算移民的受訪者

中，75% 具大專或以上學歷。

民主黨經濟政策發言人陳堡

明表示，約每 5 名市民，就有

1 名在過去一年想過移民，高學

歷佔多數，反映香港人才持續流

失，從本港學校的退學率等數據

綜合分析，反映移民潮已經切實

在發生。

時事評論人林忌表示，目前

「移民潮」仍未見頂，疫情是阻

擋港人移民的原因之一，但當疫

情終會結束，到時政府用甚麼方

法來挽留市民？

他批評，當局一方面利用黨

媒來「報導」外國如何差，一方

面又擔心港人「恐慌性移民」，

同時又繼續打壓香港自由空間，

令市民人人自危，不斷地推出自

相矛盾的做法。他批評，政府在

掩耳盜鈴，自圓其說，「千錯萬

錯都是別人的錯，自己甚麼都不

需要改善嗎」？

【看中國訊】2022年
的中國經濟內憂外患，身處

其中的台商更面臨經濟、政

治雙重施壓。近日又有台商

出面指控，自己在新疆投資

的廠房去年11月無預警被當
地政府夷為平地，損失上千

萬人民幣，甚至連土地使用

權都被沒收。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目

前住在金門的台商王翔 2019
年因疫情緣故，帶著妻小從新

疆回到台灣外島金門，沒想到

2021 年 11 月 20 日，他在新疆

開設的環保工廠遭到當地政府

強拆。王翔說，他 2015 年交滿

了 20 年土地補償使用費，按照

中國法律可享有未來 50 年土地

權。 2015 年他成立環保節能公

司之後，廠房放置部分環保設

備。 2019 年王翔回台灣之前，

請當地員工幫忙照看庫房，沒

料到無預警被夷為平地，直接

經濟損失一千萬人民幣，間接

損失的還有 47 年土地使用權。

事件發生後，王翔立刻向

中方聯絡，但沒收到任何回應

和關心。更讓王翔氣憤的是，

在他向台灣副總統賴清德陳情

之後，大陸國台辦回應宣稱，

他在新疆的土地未按照協議從

事種植、養殖，並違規用於出

租，且強調多次與該名台商溝

通，但未收到效果。

「國台辦根本胡說八道，土

地使用權是我用錢買的，我沒

用那麼多，規定也沒說不能分

租」。王翔說，國台辦宣稱有

跟他聯絡，但他在廠房被拆之

前，從沒有收到來自有關部門

的任何訊息，中共從沒有要他

們限期改善缺失，而是沒有通

知就直接到場拆除。

王翔說，他慶幸有找台灣

政府陳情，陸委會等有關部門

正積極與大陸方面聯繫，他會向

中方求償，包含土地強制徵收的

賠款，與廠房、設備的損失。他

說，他本來沒有想到找賴清德，

是在事發之後，他的新疆籍妻子

親中台商新疆廠房遭「強拆」投訴無門

每天以淚洗面，當聽到有政府官

員要到金門，便拉著他到現場陳

情。他說，這就是民主與共產體

制的差別，在中國是無法向中央

官員討公道的，中共只會以黨的

利益為主。

經歷這次事件，王翔感

嘆，「他以前一直認為兩岸都是

一家人，自認為很親中，結果

今天出這種事。現在終於知道

為什麼人們要反共。」王翔並

以過來人的經驗奉勸所有要赴

大陸經商的人，「自己要睜大眼

睛，共產黨今天想要整你，隨

便都能安一個罪名。你也沒辦

法，畢竟那不是自己的國家。」

中央社報導稱，對於在陸

台商的境遇，台北經營管理研

究院院長、海峽交流基金會顧

問陳明璋 4 日表示，中美貿

易戰及疫情衝擊，台商利潤已

經被嚴重壓縮，供應鏈也受到

挑戰。 2021 年又受到北京政

策的影響，如減碳、限電、疫

情防控封城、追稅、政治表態

等等。但他認為，對台商來說

最大的影響仍是中國監管及限

電政策，此外，大陸內需不景

氣，生產成本又增加，台商在

陸經營前景堪憂。

香港新一屆立法會全體由親北京或親政府人士擔任。（Getty Images）

成功診治
來自三十三年的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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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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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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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太空 
NASA聘神職人員

【看中國訊】美國太空總署

（NASA）近來聘請了 24 位資

深神職人員，旨在通過對神的精

神信仰來探索太空中的外星生

命。

NASA 自成立以來，除了

探索廣袤無邊的太空世界外，也

在積極尋覓外星生命的蹤跡。多

年來從一些資深太空探索者們留

下的資料顯示，他們在外太空曾

經歷過一些極其神奇的事件，也

確定了外星生命的存在，但官方

一直未正式公開這些信息。

如今盛傳美國官方對尋獲

外星生命持樂觀態度，美國

NASA 還特別聘請了 24 位資深

神職人員加入團隊，除了期望

透過對神的精神信仰來配合科

學家一起探索太空外，也將為

NASA 探索太空的每個項目祈

禱祝福。

據英國《泰晤士報》日前報

導，劍橋大學宗教學者安德魯

（Andrew Davison）博士是受

聘於美國 NASA 探索太空的 24
名神職學者之一。安德魯博士

同時也是牛津大學生物化學博

士，他稱會全力協助 NASA 的

工作，將發揮自身專業知識，提

供團隊諮詢服務。安德魯博士對

自己獲邀加入 NASA 團隊一事

感到非常榮幸。但他並未透露詳

細的 NASA 工作計畫。

京津地鐵站名 
拼音取代英文
【看中國訊】近日，關於「北

京地鐵車站站名啟用翻譯新標

準」的相關話題，在大陸多個網

絡平台受到輿論關注。

據陸媒報導，改用新標準

後，北京、天津的地鐵站牌不再

用英文。今年新開通的北京地鐵

11 號線將英文「站」（Station）
改 為 漢 語 拼 音「Zhan」， 而

「國際機場」也使用漢語拼音

「Guojijichang。有網民指出，

作為國際大都會的北京，官方在

地鐵站棄用英文標識，會給許多

國外來的乘客帶來不便。

大陸「依法帶娃」衝熱搜

【看中國記者成容綜合報導】

北京正在向西部沙漠地區部署攜

帶機槍的無人戰車，因為共軍部

隊在高海拔條件下很吃力，無法

應對嚴寒和稀薄的空氣。

在高原上，共軍部隊一直在

苦苦掙扎，因為在這個海拔高度

上的缺氧，使負荷感覺更重，而

士兵也更容易疲勞。共軍因此部

署無人戰車代替士兵。

據印度媒體報導，數十輛能

夠攜帶武器和物資的無人駕駛坦

克被送往西藏，其中大部分部署

在中國軍隊與印度士兵對峙的邊

境地區。

這些車輛包括「銳爪」和

Mule-200 無人戰車。「銳爪」

安裝有輕機槍，可以無線操作；

Mule-200 被設計為無人駕駛的

補給車，但也可以安裝武器。

印 度 媒 體 Times News 
Now 稱，北京已向與印度接壤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山東省最高法院 2 日發表文

章，稱「不能僅以出軌為理由請

求離婚」，並指出軌並不是中國

《民法典》離婚的法定條件。文

章引發民間爭議，律師認為此說

法很「荒謬」。

大陸媒體報導，山東省最

高法院 2022 年 1 月 2 日在發表

一篇文章，指中國最高法院出

臺《民法典．婚姻家庭編》，根

據司法解釋，「雖然出軌婚外異

性，但是沒有長期、穩定的共同

居住，就不能認定為同居行為，

就不能以此作為起訴離婚的理

由，更不能以此作為要求離婚損

害賠償的條件」。

文中還續稱，「也就是你抓

到你的配偶出去和別的異性開房

證據，但這不屬於長期共同居

住，不能以此要求離婚」，又指

「你拍到配偶與他人在外租房照

片，但是不能是一次兩次，必須

是長期居住的證據，不然也不屬

於『同居』……」。相關文章一

度衝上微博熱搜話題，但原文目

前已遭刪除。

對此，北京婚姻家事律師信

金國在其微博發文稱，「對方都

出軌了還不能要求離婚？可見這

種說法多麼荒謬」。

信金國指出，中國《民法

典》規定了 5 種法定離婚情形，

包含「重婚或者與他人同居」、

「實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遺棄

家庭成員」、「有賭博、吸毒等

惡習屢教不改」、「因感情不和

分居滿二年」以及「其他導致夫

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信金國說，如果配偶只是偶

爾通姦，被認定為一般意義上的

「出軌」，那初次起訴離婚，法

院確實可能不判離；但若配偶出

軌情形嚴重，法院仍可能依「其

他導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判

決離婚。

對於山東法院這種說法，中

國網友表示不能接受，也有網友

感嘆，「看來中國法律就是男盜

女娼的中共官員們的擋箭牌」。

據新浪財經報導，中國的結

婚對數和結婚率自 2013 年開始

下滑，晚婚人數持續增加。與此

同時，中國的離婚率也大幅上

升。為了降低離婚率，2021 年

1 月 1 日中國正式推出離婚新

規，也就是夫妻雙方在辦離婚手

續前，要先等待 30 天的離婚冷

靜期。

這項規定同樣未得到民間認

同，廣東律師吳傑臻曾在微博發

文，質疑這項規定容易被濫用，

趁「冷靜期」期間轉移資產，甚

至家暴；而離婚也將變得越來越

困難。也有網友對此感慨說，看

來「結婚才應該設冷靜期」。

山東法院：「不能僅以出軌為由離婚」 北京在高原部署無人戰車

【看中國記者李木子綜合報

導】近日，中國駐全球多地使館

先後發布有關入境限制的通知，

調整了已接種疫苗人員回中國的

綠碼政策， 加上目前中國嚴格的

入境隔離政策，華人回國難上加

難。

12 月 30 日，中國駐英國大

使館官網發布，〈關於接種滅活

疫苗人員申請健康碼的最新要

求〉通知顯示，自 2022 年 1 月

6 日 0 時起，完整接種了滅活疫

苗的自英國出發赴華人員，行

前 48 小時的雙檢測，由 PCR
核酸和 IgM 抗體檢測調整為兩

次 PCR 核酸檢測，簡稱「雙核

酸」。兩次核酸檢測必須都在

指定機構進行。

新規定實施後，完整接種了

滅活疫苗的赴華人員，在申請健

康碼時需要提交結果都為陰性的

雙核酸檢測報告，以及疫苗接種

證明。

完整接種滅活疫苗是指已經

完成滅活新冠疫苗全程接種（劑

次、間隔符合要求）滿 14 天的

人員。以兩劑新冠滅活疫苗為

例，此類人員兩針疫苗接種間隔

須超過 14 天。兩針滅活疫苗接

種間隔不足 14 天的人員，需要

按照未完成接種人員進行檢測並

申請健康碼。

據網易新聞日前報導，這

份通知的核心在於 PCR 核酸和

IgM 抗體檢測。PCR 核酸陽性

說明檢測標本中存在病毒核酸，

意味著感染者可能具有傳染性；

而 IgM 抗體陽性，則說明感染

者處於感染初期，或者曾經感染

過新冠病毒，但不能確定其目前

是否具有傳染性。

報導稱，疫情持續兩年期

間，很多留學生及海外華人是在

國內接種滅活疫苗後出國，如國

藥中生北京公司、國藥中生武漢

公司、北京科興中維公司生產的

3 款疫苗都是滅活疫苗，接種這

些滅活疫苗的人，IgM 抗體都

有可能呈現陽性結果。

報導指出，很多全球各地中

國使館也將 PCR 核酸和 IgM 抗

體檢測調整為兩次 PCR 核酸檢

測。

目前大陸疫情反撲，入境

隔離政策比以前更嚴。 2021 年

12 月起，在中國入境隔離時間

最長達 56 天，普遍為 28 天，

最短的為 14 天。

北京更新入境限制

【看中國訊】湖北一名 34 歲

劉姓女子生產後出現妊娠期急性

脂肪肝、多臟器衰竭，僅有 5%
存活率、陷入昏迷，她的丈夫用

手機錄下自己和寶寶的聲音，反

覆播放給劉女士，在親人反覆呼

喚下，昏迷半個多月的劉女士終

於甦醒並康復。

劉女士今年 34 歲，家在湖

北大悟縣，2021 年和丈夫吳先

生結婚，迎來愛情結晶。當年

10 月，她回到大悟老家待產。

去年 11 月 7 日，劉女士出現感

冒症狀，在鎮醫院打針、吃藥，

但渾身乏力的症狀並未減輕，

皮膚也越來越黃。 13 日下午，

懷孕 34 週的她早產了，生下體

重 2.3 公斤的女兒後，經詳細檢

查，劉女被確診患上妊娠期急性

脂肪肝，這是一種妊娠晚期特有

的致命性少見疾病，起病快，死

亡率達 70% 以上，一旦合併肝

昏迷，死亡率高達 90%。

儘管醫護人員想盡辦法，劉

女士還是陷入了肝昏迷，連續 8
天 8 夜，經搶救仍昏迷不醒，

病情急轉直下。吳先生對著醫生

就跪下了：「哪怕只有 1% 的希

望，也要救我妻子！」

「親愛的早點醒，我和寶寶

都在等你回家。」劉女的丈夫錄

下的音檔。每天，他都會把自己

的深情呼喚和寶寶的聲音錄好，

交給醫護人員，在劉女病床邊循

環播放。

在「關愛促醒」的召喚下，

原本對外界刺激毫無反應的劉女

開始有了變化。每當聽到寶寶的

哭聲、丈夫的輕柔話語聲，她的

頭開始慢慢偏向播放的手機。又

過了幾天，儘管眼睛沒有睜開，

但是聽寶寶的聲音響起，她的眼

角開始流下淚水。此時，她的機

體也開始有了更多反應。

終於，在昏迷了半個月後，

12 月上旬，她終於能睜開眼睛

了。劉女士的家人激動得流下眼

淚。之後，劉女的情況越來越

好，肝功能也恢復到了孕前正常

水平。

有一天，護士問她記不記得

這段時間發生了什麼，劉女士

說：「就記得總能聽到我先生的

聲音，他說讓我快點醒。」

34歲女子產後昏迷半個月 
被寶寶和丈夫聲音喚醒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

綜合報導】今年1月1日，中

國大陸正式實施《中國家庭

教育促進法》，官方宣稱這

是將家庭教育從「家事」上

升到「國事」，開啟父母「依

法帶娃」時代。相關話題立

即衝上微博熱搜第一名。

綜合大陸媒體報導，經過中

國人大三次審議草案，《中國家

庭教育促進法》於 2021 年 10 月

23 日正式表決通過，並於今年

1 月 1 日正式實施。這部「家庭

教育促進法」提到，家庭教育應

符合以下要求：尊重未成年人身

心發展規律和個體差異；貫徹科

學的家庭教育理念和方法；家庭

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緊密

結合。

該法還規定，未成年人的父

母或其他監護人應當合理安排未

成年人學習、休息、娛樂和體育

鍛煉的時間，避免加重未成年人

學習負擔；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

他監護人不得因性別、身體狀

況、智力等歧視未成年人，不得

實施家庭暴力。

此外，該法也規定，未成年

人的父母分居或離異，應當相互

配合履行家庭教育責任，任何一

方不得拒絕或者怠於履行；除法

律另有規定外，不得阻礙另一方

實施家庭教育。

相關消息立即衝上微博熱

搜第一名，引發熱議。一名網

友表示，政府鼓勵年輕夫婦孝

敬老人、生三胎，同時出軌不

得離婚，如今又想出個「依法帶

娃」，讓人感到在大陸生活真是

好難，「政府有沒有替人想過，

人就是人，不是機器，精力有

限，能力有限。不先提高待遇，

讓夫妻保障基本生活，孝順父母

和生養教育是只用說說就可以做

好的嗎？」

這名網友指出，「生活支出

隨隨便便就過萬了，負債買房，

負債生活，睜開眼都是還貸，怎

麼能把日子過好？老祖先都知道

貧賤夫妻百事哀，現在人連結

婚都不願意，哪還有下面那些

事，……今天弄個這，明天弄個

那，如果政府分房，政府負擔教

育支出、免費培養才藝，實施免

費醫療，父母承受的壓力小了，

自然就騰出更多的精力和好心情

去陪伴孩子、教育孩子，否則還

是單身為妙，免得以後又出台什

麼政策對自己不利。」

也有不少網友認為這項新規

定會讓更多年輕人不敢結婚、生

子，「是不是只要我保持單身，

這些都跟我無關」，「不婚不育

比啥都安全，當上班族就夠累

了。」

中國「依法帶娃」衝上熱搜，民間炸鍋。（Pixabay）

的喜馬拉雅山高處的西藏發

送了 88 架「銳爪」，其中 38
架部署在邊境地區。大約 120
輛 Mule-200 也被派往西藏，

其中大部分也部署在邊境地

區。

除了無人戰車外，北京還

用 70 輛 VP-22 裝甲運兵車來

加強其部隊，其中 47 輛部署

在邊境地區。

另外 150 輛山貓全地形

車也被派往邊境。山貓的用途

非常廣泛，可用於運輸少量部

隊或安裝各種武器系統，包括

榴彈炮、重機槍、迫擊炮或導

彈發射器。

看中國評論員梅音指出，

部署無人戰車是一回事，在實

戰中能否發揮正常是另一回

事。如果印度軍隊攻克了無人

戰車的網絡，戰車的遠程操作

就會失靈。

美國太空總署。（公有領域）

地鐵車站站名（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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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止低價，您值得擁有更多。

加怡保險加怡保險

汽車保險 商業保險房屋保險

營業時間 : 星期一至五 9:00 am - 5:00pm; 星期六須預約Unit 420, 1110 Centre ST NE地址 : https://WWW.LSIINS.INFO網址：403-474-3700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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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美澳多數地方放鬆限制

的同時，中國流傳出一份文件，

傳達了 1 月 1 號這天西安疫情

防控指揮部視頻調度會議的精

神，陝西省委書記劉國中下令，

1月 4日必須實現「社會面清零」

的目標。這是又一次突如其來的

加碼，從 12 月 31 號跨年夜這

條命令就在執行中了，西安市民

突如其來地又迎來鐵拳。

2022 年的第一天，請記住

這個日子，這是一個分岔口，中

國又走到了和世界不一樣的另一

個方向上。只要紙上的一個數字

就好、不管實際如何，這種荒謬

在中國的歷史上只有兩次可以與

之相比。一次大煉鋼鐵、另一次

是隋煬帝東征高句麗。

新年談談古，1957 年 11 月

份，毛澤東被蘇聯 15 年內趕超

美國的目標所刺激，提出了鋼產

量要在 5 年內達到 1,000~1,500
萬噸的目標，趕美不行我超英，

要在這個工業指標上超過英國。

1958 年春天，薄一波在人

大會議上提出的的目標是：鋼產

量比 1957 年增長 17% 達到 624
萬噸，毛澤東表示很不滿意。

1958 年 8 月在北戴河會議上提

出的目標是，1958 年要比 1957
年翻一番，達到 1,070 萬噸。然

後在這一年 12 月 19 號中共中央

宣布，達到鋼產量 1,108 萬噸，

提前 12 天完成年度目標，可是

一個高估的合格率也只有 72%，

也就是實際可用的鋼也就比薄一

波提的目標高出一點。但是以巨

大的浪費為代價，又破壞生態，

說得不償失都算是輕的，應該說

發神經病式的破壞。可是毛澤東

對這個數字很滿意，進一步提出

1959 年鋼產量要達到 1,800 萬

噸的目標。沒人在意煉出的鋼是

◎文：文昭

◎文： 子龍

過去幾年，瑞士這個全球最

大的離岸金融中心曾對全世界承

諾，將自動向其他國家交出外國

人賬戶的詳細資料。而現在有新

消息傳來，2021 年年底之前，

瑞士已經實質性的全部完成了對

所有外國人信息，與相關的各個

國家信息資料的對接和交接！

這意味著，瑞士的銀行不僅

不再為儲戶保密，而且已經把此

前所有的外國人在該國金融機構

的個人財富資料，向全世界相

關各個國家進行了徹底的交接

與交代！「把錢存在瑞士最安

全」——這一延續了兩三百年

的桂冠，瑞士人自己將其正式摘

下。因為嚴守儲戶私密，瑞士的

銀行曾贏得了全球的信任，無數

無數的金錢，在過去幾個世紀裡

從四面八方秘密地湧進瑞士，使

這個小小的歐洲國家日子一直過

的很滋潤。

據國際金融機構統計，在

瑞士，金融行業貢獻了瑞士

11% 的 GDP，其中銀行業貢獻

6.7%，保險業貢獻 4.3%，瑞士

◎文：佚名

瑞士將交出用戶資料：是中共權貴噩夢之始嗎？

勞動人口中有 6% 即 20 萬人從

事金融行業。其中，管理著 6.8
萬億美元的離岸資產，而現在

這 6.8 萬億美元的主人們已經揭

曉！

嚴守私密，這是一個看上去

很道德的行為，以致瑞士人讓全

球的人覺得，那裡是一個法律最

為健全、國民最守信用的國度，

可是，如果瑞士成為了全世界各

色人等隱匿不義之財的避風港，

成了有意避稅逃稅的各國政要、

商界鉅子和演藝明星存放離岸資

金的絕佳所在，那瑞士的富有，

是不是沾滿了骯髒的印跡，也就

是說，瑞士這個國度實際成了藏

污納垢之所？

現在，瑞士放棄玩了兩三百

年的遊戲規則，是一次自我救贖

還是迫於無奈？顯然，一個靠離

岸金融而生存的國家，此舉無疑

是自掘墳墓，但還是揚起了鋤

頭——雖然對自身是一種陣痛，

但墳墓絕對是為別人而挖。

沒有歐美等主要國家的施

壓，悠悠然過著小日子的瑞士是

不會壞自己祖傳的規矩的，在疫

情肆意蔓延和經濟危機風浪中，

苦苦掙扎的一些國家，不可能靠

瑞士的這一舉措就能力挽狂瀾，

存在瑞士銀行的錢，更不可能直

接抱回去拯救經濟發展低迷甚至

倒退的國家。

這幾乎是一項比投放核彈更

具殺傷力的戰略，普通民眾當然

感受不到，但從幾年前瑞士向全

世界做出承諾的那一刻起，便會

有無數的人脊背發涼，對於許多

人來說這個消息出來之後，迎接

他們的將是無數個不眠之夜。比

如黑手黨首領們如驚弓之鳥，他

們會感到天堂般的日子已走到盡

頭，還有另一些人也會有同樣的

感覺，甚至更糟糕。這些人眼睜

睜的看著吞噬不義財富的地獄大

門，向他們張開了血盆大口！

這些人是誰，地球人都知

道。主要就是中共的權貴和高官

們，他們隱藏在瑞士的財富，保

守估計都有十萬億美元。

將那麼多的錢存到瑞士銀

行，以為這輩子甚至子孫的日子

都可以高枕無憂了，誰知道這世

界變化太快，連瑞士這個講誠信

的「模範」也拋棄了他們。

接下來的日子裡，處理這麼

多的錢會成為這些人最頭疼的

事，因為反腐的繩子越勒越緊

了，沒有幾個人的脖子撐得住。

那麼，將這些黑錢迅速轉移到英

屬維京群島去？轉移到開曼群島

去？既然瑞士都已不再是避稅天

堂，其他的地方又怎能繼續容忍

罪惡？

現在，全世界都聽到了從大

西洋上向太平洋刮起的風暴，這

風暴會刮走一切神秘的面紗，一

些人的面孔會暴露在陽光下，我

們必須做好心理準備，不要為意

想不到的人而感到驚訝。

這天下有許多人非常聰明，

但是從他們走過的人生歷程看，

他們缺乏真正的人生大智慧，這

智慧就是：凡是不義必遭懲罰！

天理昭昭，只有遲早之別，絕無

不至之理，天道輪迴可饒過誰？

今年的冬天特別冷，我們靜

靜的等待著大雪風暴，那將是蕩

滌世界中黑暗與骯髒的大雪風

暴。讓它們來得早一些，快一

些，更猛烈些吧。因為，我們等

得太久了……

瑞士銀行 （Shutter Stock)

限期「社會面清零」限期「社會面清零」
大煉鋼鐵或隋煬帝東征再現？大煉鋼鐵或隋煬帝東征再現？2022 年伊始，《求是》雜誌

首篇文章便刊登了習近平在中共

六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

講話，核心意思是要求「全黨忠

誠」，同時堅決查處「黨內政治

團夥」。習近平要求全黨的黨

員要對黨忠誠早已是老生常談 
的話題，想必中共黨員們的耳朵

都磨出來繭子。 
 為了貫徹「全黨忠誠」，中

共的筆桿子們又創造性的製造

出「三個統一」，即全黨統一思

想、統一意志、統一行動，凡事

怕什麼來什麼，社會越動盪越要

講政治，黨內越是怨聲載道、人

心思變，中央越要求即刻表忠。

 2019 年 1 月 15 日，陝西省

委原書記趙正永被查，他是秦嶺

違建事件的幕後保護傘。在次年

的審判中，官方定性趙正永對黨

不忠誠，口號喊得震天響、光表

態沒行動。近年來，落馬的省部

級大官對黨不忠與所謂的「兩面

人」居多，高官都如此基層幹部

豈不是更甚。 其實，這種現象

文革後期就有，尤其是林彪事件

發生後，很多人人前高呼毛澤東 
萬歲，人後哪個不嘀咕幾句？幾

乎世人都得了精神分裂症。所

以，中共改革開放後才將文革末

期定性為黨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地

步，確實當時的人們對中共已經

產生了極大的質疑。 
在中國這樣特殊的環境之

下，早已處處是寒意，嚴查對黨

不忠者就是中共在體制內再次掀

起一場言論審查， 審核每個體制

內人員的政治態度。在這樣的高

壓下，人大教授周孝正成了遭殃

者。上個月月底，周教授稱接到

電話告知已於 12 月初被人民大

學除名。早些日子，周孝正被百

度全面封殺。周孝正被譽為體制

內開明派學者，常以敢言著稱，

有所不知的是他的粉絲中有不少

體制內官員。

批評者甚至說有一股「周孝

正」現象正侵蝕黨員幹部，人民

中共掀全黨忠誠風 拿周孝正祭旗 中共掀全黨忠誠風 拿周孝正祭旗 
大學前身是陝北公學，直屬中央

組織部、中央宣傳部領導，是中

共中央直接領導創辦的一所革命

的大學，專門負責培養中共的黨

員幹部。如今的人民大學也是中

共幹部的儲備庫，結果儲備庫中

出了個有反骨的周孝正。 
與中央黨校一樣，人民大學

門口也有一塊刻著實事求是的大

石頭，周孝正講過一個段子，

「迎著實事求是來，繞著實事求

是走，背著實事求是學，離開實

事求是干。」後來這石刻搬到了

一邊，大家又說：「實事求是放

一邊了！」 其實說出這些話令中

共很難堪，可貴的是周孝正經常

在大陸講這個段子，絲毫無懼被

封殺，尤其是點評各類社會現象

和令人咋舌的黨員幹部金句頻

出。移居海外後， 周孝正不改以

往作風繼續著他的犀利人生。

直到點評到習近平，他說習

近平是總加速師的說法一點都沒

錯，更是直言中共的路線由右轉

左， 共產黨已經到了無可救藥的

地步。這個言論拋出不久，百度

的封殺、學校的除名接踵而至。

周孝正直言或許打壓的命令就出

自於中共高層。 
試想觸了黨怒的周孝正因為

在海外，中共鞭長莫及，只能封

殺加除名，周孝正也正式成為蔡

霞第二。如果周蔡二人身在大

陸，遭遇恐怕與現在不可同日而

語，當然對二人來講除名非但不

是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情，反而成

了一種文人的自豪。 將周孝正

與蔡霞驅離出組織之外，為的是

方便給黨內的馬仔加緊箍咒，讓

他們潛心服務這臺已經老朽的機

器。落馬高官加上對黨不忠的帽

子也是製造寒蟬效應。 
中共現在走的就是一個國

家、一個領銜、一種思想的法西

斯模式，問題是今天共產黨的高

層多是蒙受父蔭，能力與眼界不

見得高於常人多少。不是以德服

人、以理服 人，而是靠著手中

的權力大搞特搞個人崇拜。 

不是廢品，也沒人在意付出什麼

成本代價，要的就是產量數字。

再上一次可以與之相比的

鬧劇是隋煬帝東征高句麗。第一

次東征發生在大業 8 年（公元

612 年），隋軍分左右兩個集團

軍群，總兵力 113 萬人，號稱兩

百萬，算上後勤運輸的人員再翻

倍。左集團軍群分 12 路進軍、

右集團軍群也分 12 路，外加

一路的水軍，光出發就用了 40
天。《隋書》說「旌旗亙千里，

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旌

旗相望、鼓角相聞、綿延千里，

就沒見過出個兵這麼大排場的。

這哪叫出兵打仗，這叫遊行嘛，

是隋煬帝楊廣的嘉年華。

仗是要打、隋朝的邊患是得

解決。隋朝的兵部尚書段文振等

人建議是以精兵快速出擊，速戰

速決。但隋煬帝選擇了嘉年華大

遊行的方式，他要的不是解決邊

患這個實際的結果，要的是大國

氣派嚇死你這個宣傳效果，就是

要出兵百萬、震古爍今這個數

字。實際上那個年代，軍隊規模

太大只能是負擔而不是優勢，沒

有電話、無線電，左右兩個集團

軍群 24 路進軍完全沒有協調，

路上快慢不一。又沒有鐵路，後

勤都靠人力畜力，負擔極重。隋

軍在中國境內行軍，後勤運輸還

有保障，一旦進入高句麗控制

區。運輸線受到騷擾，立刻就陷

入缺糧，實際能投入作戰在最高

峰就三十萬人，遠遠不如當初採

納段文振的意見有效。

隋煬帝也是個一定要親自指

揮、親自部署的主，具體管到戰

役指揮，等他的指令到了戰場局

面又變化了，一再貽誤戰機。第

一次東征失敗以後，偉大領袖丟

了這麼大一個臉不甘心，走上了

不歸路，又第二次、第三次御駕

親征。這已經不是戰場上輸贏的

問題，而是我大隋模式是不是世

界最牛的問題、是大隋舉國體制

是不是成功的問題。當皇帝陷入

強迫症，在專制集權社會就是所

有人的災難，隨後就是楊玄感叛

變、到隋末天下大亂這一篇了。

西安封城從 12 月 23 號到

今天有 12 天了，這 12 天裡西

安市民像當初的武漢市民一樣，

發出了不少視頻，也有不少人在

網上曝光呼救。但是受到的關注

要遠少於 2020 年的武漢，我這

邊看到的翻牆出來獲取資訊的人

沒有顯著增加。說中國的成年人

完全不了解這個政權和體制，其

實也不是，每個人在一生中總會

有那麼幾次機會和鐵拳發生大大

小小的摩擦。但是仍然有這麼多

人選擇閉上眼睛、轉過背去，那

我這兒也算是為這個民族、這個

國家盡到心意了。

漠視別人災難的人最容易被

災難光顧，也許你不用面臨被從

家里拉走隔離這種困境。可能是

失業房子斷供，被銀行從家裡趕

出去。也許是這樣那樣的爆雷、

也許養老金危機、碰不到這些事

的還有減薪和 996，連減薪也沒

碰到的幸運兒，有你子女大學畢

業的找工作，他找不到工作來啃

你，被你漠視掉的這些苦難，總

會換一件衣服又回到你的面前，

直到你不得不睜開眼睛面對它，

這個時候我只請你記得這件事：

當你對別人的痛苦轉過背的時

候，痛苦就粘上你了。

（Getty Images)

https://www.lsiins.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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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由於2019冠狀病毒疾
病（COVID-19）疫情在全
球範圍內依舊持續快速蔓

延，尤其是新變異病毒株

Omicron的來襲，導致全球
突破性感染病例日益增多，

世界各國COVID-19單日確
診患者人數屢創新高紀錄，

美國醫學專家認為很難恢

復往日正常的生活。而雪上

加霜的是，法國新近又出現

了新的變種病毒，傳染力與

抗疫苗能力可能更強。 

◆哈薩克斯坦爆發全國大規

模民眾抗議，各地氣氛突然緊

張。哈薩克政府內閣解散。包括

中國投資在內的一些大型能源企

業的石油工人開始大罷工。示威

活動起源於從 1 月 1 日起，哈

薩克斯坦的天然氣價格成倍上

漲。不過示威者的訴求已從不滿

天然氣價格上漲轉移到政治領

域，腐敗、社會不公、官員無能

和官僚階層的長期濫權，民怨長

期積累後最終沸騰爆發。他們要

求政府下臺。全國一些地方的州

政府和市政府辦公大樓、電視臺

等機構 1 月 5 日在抗議活動中

都被衝擊，有的建築物被示威者

佔領。這是哈薩克斯坦獨立以來

規模最大、波及最廣和最為嚴重

的一次抗議示威。持續多天的抗

議活動讓包括哈薩克社會在內的

各方都感到意外。哈薩克斯坦的

民眾示威現在被稱為「天然氣革

命」。但這是一場類似 8 年前

【看中國記者肖然編譯 / 綜
合報導】進入 2022 年還不到 1
週，北韓就發出新年第一砲。綜

合美聯社等多家媒體報導，北韓

1 月 5 日向南韓日本的東海岸發

射了一枚彈道導彈，驚動了美國

南韓日本，此舉表明金正恩對重

新加入無核化談判不感興趣。

南韓和日本先後證實了此消

息。北韓此舉正值與韓國和美國

的談判陷入僵局之際，凸顯金正

恩在 2022 年誓言要加強軍隊以

應對不穩定的國際局勢。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在一份聲

明中呼籲與平壤重新對話。指出

這次發射違反了聯合國安理會的

多項決議，並對鄰國構成威脅。

美國印太司令部在一份聲明中表

示，美國對其盟國韓國和日本的

防禦承諾仍然「堅定不移」。

北韓最重要盟友中共外交

部發言人汪文斌呼籲對話，表

示「有關各方應著眼大局，（並）

謹慎言行。」

《韓聯社》指出，從 12 月到

3 月是北韓軍隊的冬季例行訓

練，外界推測發射飛彈或許是訓

練的一部分。不過日媒 NHK 認

為，新年剛開始就發射，除引起

北韓國內外關注，似乎也意在顯

示今年仍會繼續開發飛彈。

去年秋天，北韓進行了一系

列武器試驗，包括 9 月測試第

一枚高超音速導彈。專家稱這是

企圖對競爭對手施加更大壓力，

迫使其接受北韓為核大國，以擺

脫經濟制裁。北韓自 11 月初進

行砲擊演習以來，一直暫停測試

活動，直到這次的導彈發射。

拜登政府一再表示，它願意

「隨時隨地」在沒有先決條件的

情況下恢復與朝鮮的核外交，美

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重申週一

在新聞會上又重申這一點。但迄

今為止，北韓拒絕了這項提議。

美聯社報導，金正恩執政

10 年以來，北韓進行了 62 輪彈

道導彈試驗，遠遠超過金正日和

金日成統治期間進行的 9 輪和

22 輪彈道導彈試驗。六次核試

驗中的四次和三次洲際彈道導彈

發射都在金正恩統治下進行。

南韓參謀長聯席會議 (JCS)
表示，這枚導彈從內陸發射經過

東海岸併進入大海。韓國總統國

家安全小組成員對此次發射表示

擔憂，並表示恢復與朝鮮的會談

對於解決緊張局勢很重要。

日本媒體援引防衛大臣岸信

夫的話說，推測導彈降落在日本

專屬經濟區之外，首相岸田文雄

召開記者會向北韓表達抗議。朝

鮮發射後僅幾個小時，日本即

宣布日美外長和防長將於 1 月 7
日（週五）舉行 2+2 會談。

雖然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禁止

北韓進行任何彈道活動，但安理

會通常不會對短程導彈發射實施

新的製裁。

疫情海嘯將臨 難復往日生活

世衛：疫情海嘯 
或癱瘓醫療系統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網站

有關全球 COVID-19 疫情追蹤數

據顯示，截至亞太時間 2021 年

12 月 31 日 13 時，全球累計確

診患者逾 2.86 億人，其中美國、

印度、巴西、英國和俄羅斯確診

患者人數名列世界前 5 名。全球

累計死亡患者超過 542 萬人，其

中美國、巴西、印度、俄羅斯和

墨西哥死亡人數位居前 5 名。

綜合歐美媒體報導，新變

異病毒株 Omicron 進入美國之

後，COVID-19 確診患者人數

屢創新高紀錄，境內住院接受治

療人數增加了 27%。至少 18 個

州改寫了單日新增紀錄，馬里

蘭州、俄亥俄州和華盛頓特區

住院人數也創新高。美國明尼

蘇達大學醫學專家歐斯特霍姆

（Michael Osterholm） 博 士 認

為，美國確診患者人數持續急劇

上升，將很難完全恢復往日的正

常生活。「病毒暴風雪將在下月

來襲，整個社會都會因此受到壓

力。」美國必須先準備好長期抗

疫的準備。

法新社統計數據顯示，12
月 23 日至 29 日期間，全球新

增確診患者 730 多萬人，即平

均單日新增確診患者 104.5 萬

人，這是自 COVID-19 疫情爆

發以來的單日新高紀錄。死亡人

數雖沒有按之前的比例飆升到同

樣程度，但已對全球醫療帶來嚴

重負擔。 12 月 29 日，世界衛

生組織已經發出警告，全球即將

面臨著「疫情海嘯」，可能導致

各國醫療系統癱瘓。

法國現新病毒  
傳染力或甚以往

雪上加霜的是，法國科學

家 2021 年 12 月 29 日 稱， 他

們在南部發現新型變種病毒株

B.1.640.2（暫 時 將 其 命 名 為

「IHU」）。由於它帶有 46 個突

變，傳播力會否更強備受外界矚

目。據法國馬賽地中海感染研究

中心的研究顯示，這種新毒株有

46 種突變，37 個缺失，可能使

其傳染力比原始病毒更強，抵抗

新冠疫苗的能力也更強。

這個變種病毒可能首度出現

於中非國家喀麥隆，法國南部已

有 12 人染疫。首名染疫患者是

一名打過新冠疫苗的成人，該

名個案曾到喀麥隆旅行，隨後

搭機返回法國。不過，目前沒

有跡象表明，IHU 變種病毒會

比 Omicron 變種病毒更兇猛。

Omicron 病毒已成為法國的主

要病毒株，目前法國逾六成確診

者感染 Omicron 病毒。

每秒兩人感染  
法啟動通行證制度

法國衛生部長維蘭 29 日宣

布過去 24 小時新增確診病例為

20 萬 8000 名，再破記錄，等

於每秒有 2 人確診，指出疫情

大浪來襲。面對新冠超級傳播

變異株 Omicron，法國當局已

明令要求自元月 1 日起必須戴

上口罩，且於兩週前即宣布要

以「疫苗接種通行證」取代「健

康通行證」。預計 1 月中旬開

始實施，此後從 12 歲開始必備

疫苗接種通行證。儘管反對聲浪

不斷，政府還是決心加快立法程

序，於 29 日將草案送進國民議

會法案委員會，法國國民議會也

已於 1 月 3 日開始審議。但過程

中遭在野黨阻擊，於當夜晚經在

場議員舉手投票後，出人意料地

暫停審議。執政聯盟批評在野黨

不負責任，4 日再度提交。議案

4 日晚間在國民議會重開辯論。 
這項提案的核心內容是將目

前出入影院、劇場、餐廳或其它

聚眾活動場所必須的、以新冠檢

測陰性或疫苗接種為標準的健康

通行證，改為疫苗通行證。這意

味著，只有完全接種三劑疫苗者

方可出入封閉式公共場所。該法

案一旦通過，法國 500 萬 12 歲

以上拒絕疫苗者將面臨更大壓

力，他們將因為無法證明自己的

接種狀況，不再有機會參加休閑

活動、進入餐館和酒吧、展覽會

或乘坐區域之間的公共交通。

避免經濟癱瘓  
歐放鬆隔離規定

極高傳染性的 Omicron 變

體加速泛濫，儘管暫時沒有伴隨

死亡增加，但導致大批人被迫隔

離，停止工作，對社會活動造成

了沉重的壓力。因此，有越來越

多國家為避免經濟癱瘓，被迫放

鬆了對病人及其家屬的隔離規

定。法國也加入其中。

儘管過去 7 天法國發現超

過一百萬個病例，法國宣布從 1

月 3 日開始，放寬對感染者及

其接觸者的隔離規定：(1) 完全

接種過疫苗的檢測呈陽性的人，

不論感染哪一種變體，隔離時間

從原來的 10 天減少到 7 天。(2)
這種隔離，在測試陰性的情況

下，可在 5 天後解除。(3) 完全

接種過疫苗的人，即使「接觸」

了陽性病例，也不再隔離。法國

衛生部的聲明說，規則的這一變

化，可在「控制傳染的同時，保

障社會經濟活動」。

英國儘管每天都有創紀錄的

感染病例，但在聖誕節前，英國

政府已將接種過疫苗的新冠毒

感染者的隔離期從 10 天減少到

7 天。英國衛生部長表示，在英

國，只有作為「最後手段」才會

實施新的限制措施。他強調，隔

離措施造成巨大的醫療、社會、

經濟成本，同時呼籲大眾應通

過接種疫苗學會與冠狀病毒「共

處」。 其他如瑞士、西班牙、

葡萄牙等許多歐洲國家也紛紛採

取了相同的放寬措施，以便在 
「公共衛生」和「經濟增長」之

間取得平衡。

歐洲目前是 Omicron 爆發

的震中地區，每 10 萬居民確診

人數全球最高國家全都在歐洲，

但歐洲染疫死亡率正在下降。根

據法新社統計，在過去 7 天裡，

歐洲記錄的感染人數超過 490
萬，比前一周多 59%。自 2019
年 12 月武漢發現該病毒以來，

歐洲總共記錄了超過 1 億個病

例。目前歐洲地區有 65% 人口

已部分接種疫苗，61% 已完整

接種，全球則分別為超過 58%
已部分接種，49% 已完整接種。

每秒 2人的感染速率造成恐慌，也讓法國共和國廣場的檢疫站在元旦

頭一天就大排長龍。(Getty Images)

在烏克蘭所發生的推翻政權的

「廣場革命」，還是民眾不滿的

抗議示威，許多政治分析人士仍

對此看法不一。有報導說，搭載

當地權貴的許多商務飛機 5 日

當天紛紛飛離哈薩克斯坦。

◆土耳其關心中國新疆人權

問題已久，當地律師組成「東突

厥斯坦案律師團隊」，4 日向伊

斯坦堡檢察長辦公室對中國國家

主席習近平等 112 名官員提起

刑事訴訟。「東突厥斯坦案律師

團隊」聲明指出，受到包括 9 位

土耳其公民在內、共 16 名委託

人請求，為 116 名新疆政策的

受害者挺身而出，稱新疆狀況是

「21 世紀最駭人聽聞的犯罪」。

律師團隊強調，「普遍管轄範圍

內的種族滅絕罪、反人類罪和

酷刑罪的要素已經成立」，並表

示，「直到對被告的調查完成之

前，向被告實施拘留措施是必要

法律程序」。律師團補充，在

伊斯坦堡檢察長辦公室審查訴狀

後，將提請司法部裁定是否啟動

調查。

金正恩新年第一炮 驚動美日韓 寰宇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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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如松

預售房屋的建設然後形成爛尾，讓購房

人血本無歸，此時就不僅是金融問題而

是嚴重的社會問題。

當少數企業的拋售行動將整個行業

拖入資不抵債的境地之後，讓金融機構

的壞賬問題和社會問題急劇放大。對有

些國家來說，房地產還是財政支柱，房

地產行業整體資不抵債之後就失去了購

買土地的能力，讓財政收入劇烈收縮甚

至會導致政府停擺。

第二，房地產企業開啟虧本拋售之

後，房企的主要資產——土地與房屋的

價格就會不斷下跌，可土地和房屋還是

金融機構貸出資金的主要抵押物，在土

地和房屋價格不斷下跌時金融機構就只

能不斷調降抵押率，甚至拒絕接受土地

和房屋作為抵押物，這意味著金融機構

無法順利貸出資金，就會導致整個經濟

體的流動性加速收縮，這不僅讓房地產

行業的經營環境加速惡化，還會讓所有

行業陷入流動性危機之中，這就是經濟

危機。此時財政收入會進一步加速收

縮，失業率將出現飆漲。

所以，房地產泡沫破裂不僅僅是一

個行業的問題，也不僅僅是房價問題，

而是失業問題，是整體金融體系的安全

問題，是政府財政的安危問題，是一個

國家整體性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所

以人們就看到，除了日本之外（日本的

情形比較特別，以後再討論），即便美

國遭遇房地產泡沫破裂時也要求美聯儲

使用超常規的大洪水來應對，目的是避

免房地產的行業危機最終衍化為全社會

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即避免危機不

斷深入）！

中國有沒有機會開啟類似的大洪水

時代？現在當然尚無定論，但眼下中國

國內的貨幣寬鬆趨勢讓人不得不擔心。

而且，最近兩年的一些蛛絲馬跡卻格外

本世紀最大的洪水就來自於美國

2008 年次貸危機之後美聯儲的大放

水，這可能是 1929 年之後最重要的機

遇之一。

2007 年 9 月美聯儲將基準利率從

5.25% 調降至 4.75%，開啟了為應對

次貸危機的一系列降息之旅，大家熟知

的是美聯儲最終在 2008 年將利率直接

降至零，實行零利率的貨幣政策開創了

歷史先河；但這還遠遠不是全部，為了

將美國的樓市（和債務市場）從泥潭中

拯救出來，從 2009 年開始美聯儲又開

啟了三輪量化寬鬆之旅，將天文數字的

鈔票投放到市場中，這導致美聯儲的資

產負債表從 2007 年的不足 8000 億美

元快速飆漲至 4.5 萬億美元，漲幅高達

460% ！無論將利率降至零還是執行量

化寬鬆政策都是美聯儲所進行的前無古

人的創舉。

美聯儲在歷史上有多次降息週期，

俗稱放水。但按力度來說，為應對房地

產泡沫破裂所進行的寬鬆行為已經不是

一般的放水，這次釋放出來的是大洪水。

房地產泡沫破裂為何對美國的影響

如此之大，以至於讓大多數經濟學家將

次貸危機的爆發與 1929 年的大蕭條相

提並論？並且需要讓美聯儲要通過兩項

「創舉」釋放大洪水來應對？

當房地產泡沫開始破裂時，說明本

行業的流動性開始耗盡，部分房企就開

始通過拋售房屋換取流動性，此時銷售

價格就會越來越低，最後低於成本價。

此時，這些房企雖然回籠了部分資金用

於償還債務，但由於房屋和土地價格下

跌會導致企業的資產大幅縮水，結果負

債率卻反而升高，這就出現了經濟學上

所說的槓桿越去越高的現象，讓企業的

債務負擔更加沈重。在這些企業未拋售

之前，行業內的其它企業還是健康的，

比如一間企業的總資產是 1 億元，債務

7 千萬，債務率就是 70%，這是相對健

康還可以繼續運營的企業。可當其他企

業進行虧本甩賣導致市場價格大幅下跌

之後，上述健康企業的資產就會下跌至

7 千萬以下，也成了資不抵債的企業，

也需要破產。所以少數企業不斷進行拋

售就會將健康的企業一起拖入泥潭之

中，當這些健康的企業也不得不進行拋

售以換取流動性的時候，最終就將整個

行業拖入資不抵債的境地。

上述情形出現時會形成以下後果：

第一，陷入流動性危機的企業雖然

不斷甩賣，但槓桿卻會越去越高，債務

率不斷上升，出現債務窟窿無法彌補然

後就只能破產倒閉，最終就會給金融機

構（銀行、信託理財等）形成大量的壞

賬；當槓桿越去越高之後，就無法完成

2021年末的最後一天，世界首
富馬斯克說了一句喪氣話，他說他感

覺到2022年春夏之交、不超過2023
年世界又將爆發經濟危機。一說到

危機就有人灰心喪氣或驚慌失措，

其實危機才是真正的節日。

大洪水將在2022到來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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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章僅反映作者觀點，讀者請僅作參考。

在公立皇家山大學。

提前錄取截止日期為2月1日。
歡迎參加10月30日皇家山大學開放日活動。

找到你的位置Find your place 
AT MOUNT ROYAL UNIVERSITY.

Early admission deadline is Feb. 1.

mru.ca/Apply

值得關註：

過去兩年，恆大為了應對自己的流

動性緊缺一直在打折拋售房屋，但打折

的幅度主要在七五折以上，這個折扣幅

度還維持在盈虧平衡線上（即便引發虧

損，幅度也很輕微），對整個行業的衝

擊就有限。但去年四季度有些頭部房企

的打折力度開始加大：張家口碧桂園降

價，9000 成本賣 5000，白菜價甩賣為

哪般？

按上述報導的數字計算，張家口的

碧桂園項目實際上就是虧本甩賣，虧損

幅度大約是 40%；而南京碧桂園和榮盛

以 5.5 折的力度在南京甩賣房屋，預計

也會有很大幅度的虧損。

當個別頭部房企的虧本甩賣不斷持

續、以致將市場成交價格打壓到整個行

業的成本線以下時（注意這是前提，

觀察未來是否會達到），就會讓整個行

業陷入虧損的境地。此時，房地產行業

就會在金融體系內加速積累壞賬、對土

地的購買力耗盡後危及財政與金融，房

屋與土地價格的連續下跌導致金融機構

只能不斷調低抵押率 ( 即原來同樣價值

的土地或房屋在金融機構進行抵押融資

時，融資的金額不斷下降），導致全社

會的流動性劇烈緊縮，然後就會引發經

濟危機和社會危機。

所以，當房地產整個行業陷入虧損

境地時，洪水就必然會適時出現，目的

是為了守護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

大洪水的到來無論對企業主還是對

資本市場的投資者都是非常重要的機

會，會帶來一段時間的搶錢狂歡。但怎

麼判斷這個時間點卻很關鍵。就個人的

觀點來說，一旦頭部房企中有相當大的

比例在年度甚至半年度報告中出現虧損

時，發令槍就打響了。

https://mru.ca/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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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劉曉

歷史上每朝每代都
有異人，提前預知大到社
會變遷、朝代更迭，小到
家族、個人命運。因為是天
機，所以他們常常使用隱
晦的語言告訴人們，待事
情發生後，人們才意識到
其預言的精準。此文要跟
大家介紹北周異人「強練」
事先知曉了周武帝宇文邕
將滅佛等故事。

周武宗滅佛前的奇人奇事

起初，人們只知道強練姓

強，但不知道他的名字。聽到

他說的話，人們一開始會無法

理解，但過後，人們發現皆得

應驗。因為北魏有個叫李順興

的人，常戴道士冠，他喜歡預

言未來之事，而且多有應驗，

所以號為「李練」。「練」在此

意思是可靠，值得信賴。世人

認為強某與李練差不多，是以

也稱呼他為「練」。

強練相貌堂堂，高大強

壯，與常人不同。他常常精神

恍惚，時人莫之能測。如果他

想論及某事，他就會逢人就

說；如果他不想說，那麼無論

他人怎麼懇求，他都不作答。

他通常在各個寺廟輪流居住，

有時候住在民宅，亦曾造訪王

公府邸。所到之處，人人皆敬

而信之。

晉公宇文護被誅殺前，強

練手中拿著一個瓠 ( 大葫蘆），

走到宇文護府邸大門外，把葫

蘆在門上擠破，還大聲說道：

「瓠破子苦。」人們都不知他這

是什麼意思。

當時柱國、平高公侯伏侯

龍恩早就追隨宇文護，並深得

重用。強練又來到龍恩家，喚

其妻子元氏以及姬妾、婢女、

僕人等出來，讓他們連席而

坐。諸人因為與夫人過於接

近，違背禮制，都不肯同坐。

強練說：「你們都是一樣的人，

哪有什麼貴賤之分？」遂強迫他

們入坐。

不久，宇文護被處死，他

的兒子們也被處死，龍恩亦伏

法，家產被沒入官府，家人僕

從都被下獄。

人們這才明白強練之前所

言所為是何意思。「瓠」與宇文

護的「護」同音，「瓠破子苦」

說的是宇文護被殺，以及宇文

護的兒子受到牽連被處死。而

龍恩家人僕從都被下獄，最後

可不就是沒有貴賤之分嗎？

武 帝 建 德 年 間（572 ～

578），強練經常在夜裡爬上路

邊的樹，大哭釋迦牟尼佛，有

時竟哭到天明，就這樣哭了很

多天，聲音哀憐。 574 年，武

帝宇文邕下詔滅佛，一時間佛

經和佛像都被毀棄，大批僧人

被要求還俗，各類佛事活動銷

聲匿跡。而在周武帝下令滅佛

的同時，連帶禁止了道教。不

過，武帝宇文邕不久就身患惡

疾，全身糜爛而死時才 36 歲。

周靜帝大象末年（580），

	 縱觀中國古代詩壇，

擁有「詩仙」美譽的李白

無疑是最響亮的一個名字，

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擁有

舉足輕重的地位。而在中國

傳統文化中被列為「五倫」

之一的「朋友」，亦是「千

金易得，知己難求」。如果

能夠結識志趣相投的朋友，

真是不亦樂乎！

李白有這麼五位朋友，他

們經常一起在竹溪縱酒酣歌，

嘯傲泉石，舉杯邀月，詩思駘

蕩，這就是被後人稱為的「竹溪

六逸」。

竹溪六逸講述的是唐開元

二十五年李白移家至東魯，與山

東名士孔巢父、韓準、裴政、張

叔明、陶沔同隱於竹溪。這個竹

溪位於徂徠山西南麓的乳山腳

下，峰巒突起，一川縈迴，林木

棉蒙。後來李白在《送韓準裴政

孔巢父還山》一詩中寫道：「昨

宵夢裡還，雲弄竹溪月」的詩

句，便是對這段隱居竹溪生活的

深情回憶。

如今，徂徠山前有一竹岩，

石紋如深雕竹葉片片。攀上竹

岩，可見到金代明昌年間人安升

卿所書「竹溪佳境」四個大字，

自此沿溪而行，但見溪水淙淙，

逶迤西注，芳草葳蕤，雜樹生

花，這裡便是六逸堂故址所在。

「迄今人去已千載，流風餘韻猶

宛然」。

世人仰慕他們，因為他們有

著隱士與逸民的心理特徵，性之

所至，高風絕塵。他們寄情於山

水林泉，不為世俗所動，那是一

種超凡脫俗的文化態度，更是一

種不修道已在道中的生活方式。

而今的竹溪，雖已無唐代碧

玉千竿的勝境，但清流依舊，山

月無恙，猶使人時時追懷太白詩

仙的遺韻，竹溪六逸也成為歷代

名畫家筆下常見的題材。

這幅《竹溪六逸圖》是張大

千作於甲申（1944 年）的傾力

之作，時年 46 歲，無疑是一幅

張大千的代表作品。此幅寫竹溪

六逸雅集之事，竹林掩映，溪流

映帶，六位逸士，吟詩作畫。畫

面上的這些人物分別交代清析，

而周圍環境溪水映帶、溪流映

帶，均相互照應，有所關聯，尤

得清逸之氣。此作張大千取法頗

高，六位逸士衣紋簡練，開臉高

古，作書於規矩中見飄逸，有晉

人風度，而尤能書畫相通。

1944 年 6 月，張大千在重

慶舉辦的臨摹敦煌壁畫展覽結束

李白的「朋友圈」

後，他旋回成都，上了他日思夜

想的青城山，仍居上清宮。期間

多有閑暇，遊目騁懷，筆墨有所

寄寓。之前張大千在敦煌臨摹了

大量重彩壁畫之後，此時尤重工

細而精謹的筆墨。

強練又拿了一個無底口袋，

走遍長安街市乞討，人們爭著

把米麥送給他。然而，強練張

開口袋，把米麥倒進去，隨即

又漏到了地上。有人問他這是

為什麼，他說：「沒有別的意

思，只是想讓眾人看見盛而空

罷了。」

581 年，周靜帝禪位於丞

相楊堅，北周覆亡。隋文帝楊

堅定國號為「隋」，定都大興城

（今陝西省西安市），之前的長

安城逐漸蕭條，後被廢棄。此

後，強練不知所終。

《續高僧傳 · 衛元嵩傳》講述

了關於周武帝的下場。話說隋

開皇八年（588），京兆尹杜祈

死了，三天後又醒了過來，說

見到了閻王，又說見到了周武

帝。杜祈問周武帝為什麼會呆

在地獄裡。武帝說是因為自己

曾經滅佛的緣故。武帝請杜祈

傳語世間人，並請大臣衛元嵩

作福，早來相救自己脫離苦海。

《太平廣記》亦有相關記

載，隋朝開皇十一年，大府寺

丞趙文昌忽然暴死，唯獨心上

稍微溫暖。家人不敢入殮，之

後趙文昌又活了過來。他還講

述自己見到閻王的經過。由於

趙文昌時常念佛經，所以被放

回人間。到了門口，他看見周

武帝在門側的房內，被鎖著三

重鉗鎖。周武帝叫住文昌說：

「你是我本國的人，暫時來到這

裡，我要和你說話。」文昌立

即拜見。武帝說：「你認識我

嗎？」文昌回說自己以前擔任過

他的侍衛。

周武帝遂讓他回去替他向

隋皇帝說明，由於武帝許多罪

過都能辯解明白，唯獨消滅佛

法的罪重，不能夠赦免，希望

隋帝給他建立小小的功德。希

望通過這些善事保祐，讓他能

夠離開地獄。

趙文昌復活後，將所見之

事上奏給了隋文帝，文帝命令

天下的人按人丁出錢為周武帝

轉《金剛般若經》，還設立三日

的大祭，並記錄下了這些事，

寫入隋史之中。

周武帝的經歷告訴世人，

滅佛的罪過非常大，死後所受

懲罰很重，他雖然業已悔悟，

但卻已經晚了。

◎ 文： 戴東尼

古代字典《說文》云：「膾：

細切肉也」，就是把家禽、家畜

或魚肉用刀切細，切成的肉絲叫

「膾」；古字典《釋名》解釋得更

清楚，說是先分出肉的肥瘦來，

各自切細，再把肥肉絲和瘦肉絲

會合在一起，「膾」的本意就是

這樣來的。《論語 · 鄉黨》云：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反映

出「膾」的飲食料理就是一種「精

緻美食」。

古代的膾料理中，「魚膾」

特有名。唐詩人寒山有「去骨鮮

魚膾」嘗不厭的詩句，在「鮮魚

膾」中，又以江南的「蓴羹鱸膾」

為名膾中的名菜。「蓴羹鱸膾」

產在魚米之鄉的蘇州（吳中），

當地的蓴羹、鱸魚膾自漢代就博

有盛名，美味來自得天獨厚的天

然條件。

「炙」則是代代人都愛用的

料理法－－「燒烤」，它同樣

是很吸引人的一種美味記憶。

《說文》解釋「炙」是炮肉，即是

「灼」肉，火上烤肉的意思。還

有一種說法是裹上一層東西來燒

也叫「炙」（《廣韻》），這算是烤

肉的變化做法，好像現在的人用

鋁箔紙包肉來烤那種做法。

從古至今，膾炙一直是兩種

讓人愛戀的美食。「羞包膾炙，

以御賓客」（《集韻》），就是用膾

炙珍羞（也作珍饈）[1] 來宴饗

嘉賓；《孟子》中，有一個問答，

公孫丑問孟子說：「膾炙與羊棗

孰美？」孟子對曰：「膾炙哉！」

表示膾炙在天下美食中勝出。這

些古文記載，都反映了膾炙在美

味排行榜上占前的地位。

古人吃燒烤、膾羹時做法的

講究，和我們現代人不分軒輊。

據周代《禮記 · 曲禮上》記載進食

的禮節，就有膾炙配上醋醬，加

些蔥花來調和增益美味這樣的記

載，食用時配上美酒和其它種種

食物，帶給人豐盛的感受、美好

的時光記憶。

▼

清 金廷標 竹溪六逸 

「膾炙人口」 
最初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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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拱辰是宋朝人，自幼家境貧寒，父

親在他很小的時候就去世了，留下無依無

靠的母親和四個孩子。王拱辰是長子，於

是他就和母親一起挑起家庭的重擔。

王拱辰非常孝順母親，生活也儉樸，

而且為人誠實守信，常受鄉里人誇獎。他

還喜歡讀書，而且非常刻苦，經常是天不

亮就起床，甚至是半夜醒來也要翻一翻

書。

王拱辰通過多年的努力，到二十歲的

時候，已經能寫一手好文章，於是他就參

加了鄉試和會試，成績都很優秀。

公元 1030 年，他到京城參加皇帝宋

仁宗親自主持的殿試。皇上認真審閱了每

一個考生和考卷，發現王拱辰的文章立論

新穎、見解獨到、文筆流暢，沒有人比得

上他，於是就把王拱辰定為狀元。

第三天，宋仁宗把考中一、二、三名

的書生，都召集到王宮的大殿上，在早朝

上當著文武百官的面宣布考中前三名的

名單。其他兩個書生都趕緊跪下磕頭謝

恩，王拱辰不但沒有謝恩，反而說：「陛

下，小生不配當狀元，請您把狀元判給別

人。」

金殿上的人都議論紛紛，科舉考試已

有四、五百年的歷史了，從沒聽說哪個人

把到手的狀元往外推，這真是天下奇聞。

皇上宋仁宗聽了也很納悶，就詢問原

因。

王拱辰說：「皇下，我也是十年寒窗

苦讀，做夢都想中狀元。可是這次考試的

題目，不久前，我剛好做過，被選上狀元

是僥倖。

如果我默不作聲當上了狀元，我就是

不誠實。從小到大，我都沒有說過謊話。

我不想因為想當狀元，就敗壞自己的

節操。」

宋仁宗聽了，非常受感動，特別賞識

王拱辰的誠實，認定他將來一定會成為國

家的棟梁之才。於是宋仁宗就說：「此前

做過考題，是因為你勤奮，況且從你的文

章裡可以看出，你表達的是自己的真實想

法，理應當選為狀元。再說，你敢於說真

話，能夠誠信做人，這才是一個堂堂狀元

應該具有的品質，你的誠實比你的才華更

可貴。因此，朕一定要選你做狀元，你就

不要推辭了。」

就這樣，王拱辰成為歷史上有名的誠

實狀元。他在朝中做官五十五年，以自己

誠實正直的品格和驚人的才華，得到百姓

和官員們的尊敬。他的女婿是宋代有名的

學者李格非，外孫女李清照是中國文壇享

譽盛名的女詞人。

◎文：白雲飛

Wang Hongchen lived in the Song 
Dynasty. He was from a very poor 

family. His father had passed away when 
he was very young leaving his mother with 
four young children. Wang Hongchen was 
the oldest and he helped his mother with the 
burden of supporting the whole family. He 
was a devoted son to his mother. He lived 
simply and frugally, and was an honest and 
trustworthy person. All the people in his 
hometown praised him constantly. He also 
loved to study and was a very diligent stu-
dent. He often got up before the crack of 
dawn to study. If he happened to wake up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he would get up 
and read a few more pages from his books.

  After years of hard work, when he was 20 
years old, Wang Hongchen had learned to 
write essays very well. He participated in 
the local, and then provincial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and received high marks. In 
1030 A.D., he went to the capital and par-
ticipated in the Imperial Civil Service Ex-

amination personally hosted by Emperor 
Renzong at the royal court. The Emperor 
met with every student and read every stu-
dent’s essay. He felt that Wang Hongchen’s 
essay was original, unique and well-written 
and no other student’s could compare with 
his. So he named Wang Hongchen the first-
place finisher of the examination.

  On the third day, the Emperor ordered the 
top three finishers into the royal court and 
announced their names in front of all the of-
ficials at the court. The other two students 
immediately knelt down to thank the emper-
or. Wang not only didn’t thank the emperor 
for the honor, but he said, “Your Majesty, I 
don’t deserve to be the first-place finisher. I 
beg you to give the honor to someone else.”

  People at the court were shocked.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system had been 
in place for four to five hundred years, and 
nobody who had been given the first-place 
honor had ever tried to give it away. What a 

strange thing Wang just did!

  Emperor Renzong was also very surprised 
and asked Wang why.

  Wang Hongchen said, “Your Majesty, I have 
studied very hard for ten long and difficult 
years now. I have wanted to be the first-place 
finisher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even in 
my dreams. But the topic of the essay fo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was one that I had 
written another essay on a while ago. I got 
lucky and that is how you chose me to be the 
first-place finisher. I don’t want to damage 
and destroy my own virtue just because of 
my desire to be a first-place finisher.”

  Emperor Renzhong was very moved and 
really appreciated Wang’s honesty. He 
became even more convinced that Wang 
would be able to contribute a lot to the 
country. He told Wang, “The reason that 
you had written another essay on the topic 
used in the examination is that you were in-

dustrious. In addition, from your essay, one 
can tell that you were expressing your own 
honest opinions, and you deserve to be the 
first-place finisher. Furthermore, you dare to 
tell the truth and are honest with other peo-
ple. That is the very characteristic that an 
honored first-place finisher should possess. 
Your honesty is even rarer than your talent. 
Therefore, I must name you the first-place 
finisher. You shouldn’t try to push the honor 
away any more.”

  That is how Wang Hongchen became 
the “Honest First-Place Finisher” known 
throughout history. He served as an official 
in the Royal Court for 55 years and gained 
the respect of both the common people and 
his fellow officials because of his honest 
and upstanding character and extraordinary 
talents. Li Gefei, a renowned scholar in the 
Song Dynasty, was his son-in-law. Li Qing-
zhao, one of the most well-known poets 
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was his grand-
daughter.

誠實的狀元誠實的狀元

The Honest First-Place Finisher at the Imperial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阿朱、阿碧，這兩個姑娘，是武俠小

說作家金庸創作的《天龍八部》裡的一對

美麗少女。她們一個喜歡「北喬峰」，一

個喜歡「南慕容」。

阿碧的出場受到特別著墨

前者愛得轟轟烈烈，所以你們津津樂

道，感動得掉眼淚；而後者愛得無聲無

息，你們也就很少留意，甚至連阿碧是誰

都想不起來。

其實，阿碧是金庸老爺子極其偏愛的

一個人物。有證據嗎？有的。金庸老爺子

寫小說時，寫到英雄和美人的出場亮相，

是特別有講究的。越是老爺子心水的人，

就越有炫酷的出場。

先說英雄。他們最炫的出場方式之

一，是長嘯而出。比如楊過，在風陵渡一

節出場，是「清嘯冷冷」；在襄陽大戰中

出場，是「一聲清嘯鼓風而至」。還有洪

七公在桃花島出場、覺遠大師在華山出

場，這幾位大豪傑，都是清吟長嘯而出。

那麼美女呢？少女在金庸小說裡，最

美的出場方式，是在江南水鄉的碧波上划

著小船而出。獨自享有這最高待遇的，我

印象裡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黃蓉，另一

個就是阿碧。

金庸特別偏愛這個姑娘，用了十成筆

力來寫她的亮相：「湖面綠波上飄來一葉

小舟，一個綠衫少女手執雙槳，緩緩划水

而來。」

作者唯恐這樣還不夠美，還要精心配

上台詞，讓她唱起唐代詩人皇甫松的《竹

枝詞》：「菡萏香連十頃陂，小姑貪戲採

蓮遲。晚來弄水船頭灘，笑脫紅裙裹鴨

兒。」

對比一下同樣是地道江南美女的程

英、陸無雙姐妹，作為《神雕俠侶》裡的

大青衣，出場時都不得不和一群少女同船

划出，沒有阿碧般的單獨的戲份。你說金

庸愛不愛阿碧。

阿碧的「白」、「精緻」、「才藝」

金庸寫阿碧的美，尤其寫了她的皮膚

白。在老爺子的書中，不是所有美女都必

須要白的，《連城訣》裡的水笙、《神雕俠

侶》裡的陸無雙就不白；然而在他筆下，

白的姑娘卻一定美。

阿碧有多白呢？書上說，她「膚白如

新剝的鮮菱」，「纖手皓膚如玉，映著綠

波，便如透明一般」。

我相信金庸寫到這裡時，一定想起了

那首《菩薩蠻》：壚邊人似月，皓腕凝霜

雪。

光是白還不行，白的姑娘有很多，也

不是個個都好的。郭芙也白，李莫愁也

白，阿珂也白，洪凌波也白，但這些女孩

要麼凶、要麼蠻、要麼粗、要麼傻，統統

都要不得。

然而阿碧還精緻。她不像李莫愁這

樣粗聲惡氣，而是一口吳儂軟語；她不

像郭芙那樣蠢，連親媽都評價說「是個草

包」，而是機智靈巧；她也不像阿珂那樣

沒文化，一副太妹相，她唱的是唐宋詞

兒，住的是齊楚閣兒，連屋子的名字都叫

「琴韻小筑」，那麼文藝範。

她還特別能幹，特別細心體貼。她

廚藝精絕，做的幾道點心——玫瑰松子

糖、茯苓軟糕、翡翠甜餅和藕粉火腿

餃，都形狀精雅，像是藝術品。她隨手

做幾個小菜，如荷葉冬筍湯、翡翠魚

圓，都是「碧綠清新」，所用的杯碟都是

精緻的細磁，連頂級高富帥段譽吃了都

大為傾倒。

金庸筆下還有誰有這個本事？黃蓉。

阿碧這幾道菜的風格，不正是十分像黃蓉

的荷葉筍丁「好逑湯」和「玉笛誰家聽落

梅」嗎？金庸把這份本事也給了阿碧。

她還會玩音樂、懂文藝，連江湖武夫

們的兵器都能隨手拿來演奏，軟鞭可以當

琴彈，算盤可以當鈴鐺敲，什麼東西到了

她手裡都是樂器。

金庸筆下又有誰還會這種本事？黃藥

師啊！這個文藝老男人能在一根琴弦上彈

出宮商角征羽五個音。你看我說金庸偏心

吧，把黃藥師的本事也給了阿碧。

阿碧多人憐惜 獨缺慕容復

她美麗潔白，她精緻文藝，她熨貼溫

柔。所有人都愛，然而只有她喜歡的慕容

公子從來不在意。

見過阿碧的人，不管是公子王孫、和

尚道士、妖魔鬼怪，都驚訝她的美。段譽

算見過無數美女吧，遇到阿碧就直接暈

了，「神魂俱醉」，「想不到江南女子，

一美至斯」。

還有兩個配角叫崔百泉、過彥之，都

是殺人不眨眼的莽夫，和阿碧的東家——

姑蘇慕容有深仇大恨，但也對阿碧心疼得

不行。過彥之還想：我就算殺了慕容家滿

門老小，也要饒了這個小姑娘。

還有大和尚鳩摩智，這個平時視一切

美女如膿血、連女孩的體香味都已經自動

聞不出來了的人，遇到阿碧的一句吳儂

軟語「我划船相送，好伐？」，都無法抵

擋，乖乖上了阿碧的船。

然而，偏偏慕容復對她的好處從來沒

有注意。你翻翻天龍八部全書，他和阿碧

就沒什麼完整的對話，幾乎一句「你辛苦

了」「多虧你了」都沒有，連對視微笑都

很少。

不知道慕容復在家的生活是什麼樣，

但可以想像，阿碧做的菜，他多半是匆匆

幾口扒掉了；阿碧縫的衣服，他也多半是

漫不經心地穿著。

阿碧把慕容復收拾得齊齊整整，擁有

天下第一男神的氣質外表。你看段譽已經

挺帥了，然而一看見穿著淡黃衫的慕容

復，都感到自慚形穢，覺得慕容復是「人

中龍鳳」——這「人中龍鳳」的外表裡，

有多少是阿碧的功勞？慕容復從來不知

道，也沒想過。

因為他忙，他事情多、壓力大。他一

心打拼「復國大業」，到處搞串聯、忙應

酬、打打殺殺，覺得時間要用在大事上，

沒功夫享受家中的溫柔——有的身邊的美

麗，你一旦忙起來，就看不到了。

阿碧始終如一的牽掛

阿碧是什麼反應？金庸老爺子幾乎一

句正面描寫都沒有。我們只能從旁人的嘴

裡知道一丁點。

「公子長公子短的，你從朝到晚，便

是記掛著你家的公子。」這是阿朱說的。

「我們接連三晚，都在窗外見到那阿

碧姑娘在縫一件男子的長袍，不住自言

自語：公子爺，儂在外頭冷？儂啥辰光

才回來？」這是段譽的朋友巴天石看見

的。

不管他有沒有在意，她卻始終如一。

金庸怕你不懂她的心，還又特意讓她吟唱

了一首《踏莎行》詞：「亂入紅樓，低飛綠

岸，畫梁輕拂歌塵轉。為誰歸去為誰來？

主人恩重珠帘卷。」

和雙兒、小昭相比，我更喜歡阿碧。

她比雙兒更獨立，她對慕容公子的愛是自

主選擇的，和別人的安排無關。至於小

昭，她骨子裡是個小女強人，她的溫柔有

一點奉獻的味道，故意讓自己低到塵埃，

而阿碧的溫柔更像是天生的性情。

最終《天龍八部》的結局我們都知道

了，守在慕容復身邊的是誰？就是阿碧。

他可以離開王語嫣，可以離開包不

同，可以離開所有人，但事實證明他唯獨

離不開阿碧。他過去很少注意她，但是她

的細緻和熨貼，他已經習慣了，無法省

略。

慕容復忽視了身邊的美麗

很多人都問：慕容復最後為什麼失

敗？

我說他：不會交朋友，不會和能人共

事，而且，他還不會生活。

他的失敗也多少與此有關。他一點也

不懂得體會溫柔和熨貼，心靈片刻都得不

到慰撫，所以在江湖上總是表現得很脆

弱，抗壓能力差，容易折斷。

這個道理，就連金庸筆下的另一個直

男癌、工作狂張無忌都懂：「當真專心致

志的愛了哪一個姑娘，未必便有礙光復大

業。」然而慕容復卻不懂。

有一種幸福，是當你回到家裡，還有

一個阿碧。

有時候，你沒注意到她的美麗，卻無

時無刻不感受著她的心意。

總是很想對這個慕容公子如此說……

宋仁宗趙禎（1010年5月30日－1063年4月30

日），北宋第四代皇帝（1022年3月23日－

1063年4月30日在位）。仁宗在位41年，為宋

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民間流傳「狸貓換太

子」中的太子就是影射宋仁宗。

金庸：身邊有一種美麗 你忙就看不到
◎文：六神磊磊

阿碧（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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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油管頻道【未解之謎】

古彝文屬於表意文字，跟漢

字是同一體系的，也跟古漢語一

樣，是竪著寫，沒有標點符號。

而且存在的年代非常久遠，著名

民族文字研究專家劉志一教授認

為彝文有近萬年的歷史。

考古界的萬能鑰匙 

——古彝文

1954 年，西安半坡遺址被

發掘出來，它屬於新石器時代村

落遺址的典型代表，至今已有

六七千年的歷史。出土的文物中

有一批珍貴的彩陶，上面有「疑

似古文字」的陶紋。不過當時沒

人能夠破譯。之後考古學家們先

後在其它上古時期遺址的陶器上

發現了類似的符號，這些符號成

為了學術界爭論不休的話題。雖

然大部分學者認為古陶器上的刻

畫符號可能是文字，然而這些原

始文字該如何解讀，一直是學術

界的未解之謎。

這個謎團一直到 80 年代才

被解開。學者李喬先生認為彝文

與中原文化有著密切的關係，將

半坡出土的 32 個樣本符號帶回

雲南，請彝族老祭司李八一昆辨

認，結果李八一昆解讀出了其

中 23 個陶符，辨認率達 72%。

李喬的發現在《雲南民族》雜誌

發表後引起轟動，彝學家們紛紛

前去半坡遺址考證，結果發現

有 54% 的符號與古彝文字形、

字、意相同或近似，其中彝文專

家王繼超教授可以解讀 70% 以

上的符號，與老祭司李八一昆旗

鼓相當。

古彝文從此走入大眾視野。

截至 2008 年 12 月底，考古工

作者已在全國 29 個省、市、區

的出土文物上發現了可以用古

彝文解讀的「符號」。這些「符

號」之前一直被認為是「難以解

釋的文字」，或者「史前文明留

下的文字」，甚至「外星人留給

地球人的信息密碼」。而現在，

古彝文就像是考古界的一把萬能

鑰匙，幾乎所有解讀不了的古老

符號，不論年代多久遠，都能在

古彝文中找到答案。

比如甘肅大地灣遺址出土的

陶器上的符號。這批紫紅色彩陶

距今約 8000 年歷史了，學者們

用古彝文解讀出了 36 個符號中

的 30 個，解讀率高達 83.3%。

並且學者們認為從這些符號的反

覆使用來看，大地灣彩陶符上的

符號已經是相當成熟的文字了。

古彝文與三星堆

三星堆遺址年代為 3000 到

5000 年前，也就是三皇五帝到

夏商這段時間。這裡出土的各類

精美的文物，像是黃金面罩，青

銅器具和各類精美玉器都證明了

這一時期的長江流域曾經擁有高

度文明。然而這個高度文明是如

何發展出來的，一直成謎。

2001 年，一直從事古彝文

整理工作的阿余鐵日第一次來到

三星堆。面對精美的三星堆文

物，嘖嘖稱奇之餘，他驚訝地發

現，那些人像和面具與彝族人和

他們的傳統頭飾、服飾十分相

似。比如說，有個頭上長天線的

面具和彝族法官的頭飾「姿」就

十分相像。當看到當時大家都認

為是難解之謎的 7 個三星堆陶

器刻畫符號後，他毫不費力地將

它們讀了出來。因為這 7 個符

號在古彝文中經常出現，它們的

意思分別為：「天地陰陽」「兩

個」「人」「眼睛」「祖先」「人

臉」和「智慧」。

阿余鐵日認為這肯定不是

「巧合」。三星堆與彝族或許有

著某些淵源。從那以後，他開始

鑽研三星堆文物上的神祕符號，

一共發現了四十多個完全可用古

彝文解讀的符號。這些符號所表

達的通常是人類的生活信息，如

魚鷹鳥蟲、家族祭祀等。此外，

另外兩位彝族學者胡成榮和窩底

子也對照彝族傳統的畢摩經書，

將三星堆博物館裡陳列的 62 個

符號一一進行了解讀。

另外一位彝族學者安東也在

2010 年發表論文〈遐想，從三

星堆出發〉，論證了為什麼在三

星堆出土的器物，如青銅鳥爪人

身像、金杖、玉璋、青銅神樹、

縱目面具等，都能在彝族找到具

體對應的東西。比如說，青銅神

樹就與彝族人祭祖時用柏杉樹做

的傳宗樹形象十分相似。神樹上

的鳥像，也與傳宗樹上用木片做

成的鳥像相似。

雖然學術界現在還持保留態

度，但現在越來越多的專家傾向於

認為，三星堆文明與古彝人淵源頗

深，或許兩者同宗同源，都來自於

同一個高度發達的史前文明。

神奇彝曆與瑪雅人

除了古彝文，彝族文化中的

另一塊神奇的瑰寶就是曆法。因

為彝族人早在 8 千年前就創立

了一部先進、科學的曆法，那就

是「十月太陽曆」。

「十月太陽曆」全年有十個

月，一個月為 36 天，十個月為

360 天，另外平年再加 5 天，

每四年有一個閏年加 6 天，這

樣算下來平均一年為 365.25
日，與地球繞太陽一週的時間

365.25 天相符。 8000 年前的人

類是如何精確計算出來地球公轉

一週是 365.25 日的呢？

「十月太陽曆」是以「虎、

兔、龍、蛇、馬、羊、猴、雞、

狗、豬、鼠、牛」十二獸記日，

每三輪 36 天為一個月。而且以

水、火、木、土、銅五行把一年

分為 5 季，春、夏、長夏、秋、

冬。一季兩月，雌雄各一月，比

如，一月就叫「木公」月。所以

十月太陽曆其實暗合陰陽五行之

道。彝族曆法的神奇還不僅僅在

於此。 1980 年代，劉堯漢等學

者在雲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縣

又發現了比「十月太陽曆」更早

的彝族「十八月曆」。

「十八月曆」，是一個典型

的天文曆法，它以北斗星的斗柄

指向定季節，上指為暑，下指為

大寒。將一個寒熱轉換的周期

365 天劃分為十八個時段，每個

時段時為 20 天，總共 360 天，

剩餘 5 天為禁忌日或稱「祭祀

日」。一年中的每一個月，一

個月中的每一天，都有自己的名

稱。比如說，一月一日就是風吹

月開天日。

顯 然，8000 年 前 的 古 彝

人，已經發現地球上季節變化與

天體位置的變化有著某種聯係，

開始觀察星星。而實際上這種曆

法也是彝族歷代占星師的專用曆

法，靠彝族祭司一代代口耳相傳

而流傳下來的。

1992 年，劉堯漢等人發現

彝族「十八月曆」的消息被披露

出來後，萬里之外的墨西哥人震

驚了。為什麼？因為美洲瑪雅

人也用每個月 20 天的「十八月

曆」，稱為哈布曆（Haab），兩

者幾乎一模一樣。甚至墨西哥印

第安人祭太陽神的日子，六月

二十四日，也跟彝族最隆重的節

日之一火把節是同一天。

至於人長得像這一點，就更

不用說了。美洲的瑪雅文明起源

於公元前 2000 年，差不多是大

洪水時期。彝族人和瑪雅人的種

種相似之處說明這兩個文明之間

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至於古彝

人是不是大洪水期間逃難逃到美

洲的，而他們又是怎樣飄洋過海

去到萬里之外的，還是未解之謎。

彝族是中國第六大

少數民族，世世代代居

住在中國西南雲貴高原

一帶，是中國最古老的

民族之一。然而，根據最

近的考古發現，有歷史

學家提出，彝族人很可

能曾經遍布中華大地。

為什麼這麼說呢？這證

據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

文字之一，古彝文。

現藏於雲南民族博物館的彝文典籍《立身處世》

彝族文字與彝曆神奇
的

水螅頭斷也能再生

◎文：藍月

水螅是一種類似水母的微

小生物。吸附在水下的岩石或

其他固體表面。讓科學家感興

趣的是，這種生物不但不會衰

老，還有著超強的再生功能。

水螅再生的能力超越蜥蜴

和蠑螈（salamanders）等具

有再生功能的生物。

水螅哪怕是斷了頭，都能

再生出一個新的來；而斷下來

的頭部，也可能會長出一個新

的身體。科學家發現，在水螅口

器的附近，有一組名為「頭部組

織者」的細胞群，大約由 50 ～

300 個細胞組成。這組細胞控制

著頭部的生長。

當一條水螅掉了頭之後，

牠會先長出新的一組「頭部組織

者」（head organizer）細胞群，

促進水螅長出一個新的頭部。

研究人員做了很多實驗，他

們把一條水螅的頭嫁接到另一條

水螅的身上，結果成功地長成一

條新的水螅；他們還把一條水螅

切成好幾段，發現其中

含有「頭部組織者」細

胞群的那一段，還能自

己長出一個新的身體。

研究人員表示，這

項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

發現了水螅再生頭部和

出 芽 生 殖（budding）
兩個過程中，基因表徵

的差異。

出芽生殖是生物的一種無

性繁殖方式。

正常情況下，水螅就是通

過出芽生殖不斷繁殖出新的個

體：管狀身體上長出的芽體不

斷生長，最後長成一個全新

的、完全獨立的、擁有自己頭

部的個體。

研究人員找到了同時在經

歷這兩個生長過程的水螅身

體的組織樣品，發現其中 298
個基因在這兩個過程中表徵都

不一樣。

這份研究還發現，水螅使

用 DNA 序列中的「強化子」

（enhancer）控制再生過程。

科學家認為，這意味著水

螅用於再生的機制，可能在人

體中也存在。只是距離找到啟

動這個機制的關鍵因素還有很

遠的路要走。

這份研究 2021 年 12 月

發表於《基因組生物學與進

化》（Genome Biology and 
Evolution）期刊。

◎文：天羽

火星大峽谷內發現大量水

科學家在「火星大峽谷」內

發現大量的水。這是歐洲太空局

（ESA）軌道探測器最新發現的。

火星大峽谷，又稱水手號峽

谷（Valles Marineris）， 不 僅

是火星上也是太陽系內最大最長

的峽谷。和地球上美國大峽谷相

比，它的長度為後者的 10 倍，

深度為 5 倍，寬度為 20 倍。

主要研究員伊戈爾 · 米特羅

法諾夫（Igor Mitrofanov）說：

「我們在巨型水手號

峽谷內發現異常大的

水量。我們推測，所

發現的氫元素就是以

水分子的形式存在，

那麼，這個區域接近

地表的物質中含水量

高達 40%。」

ESA 發布的新

聞稿說，這片富含

水資源的區域面積

相當於荷蘭那麼大。合作研究

員阿列克謝 · 馬拉霍夫（Alexey 
Malakhov）說：「我們發現水

手號峽谷一片中心地帶富含水資

源，比我們預計的多得多。這裡

很像地球上的常年凍土區域，由

於常年低溫，水以冰的形式存在

於乾燥的土壤之下。」

但是火星赤道有的時候氣溫

較高，所以研究人員認為那裡必

然有某種機制允許水資源能夠循

環或持續得到補充。

▲研究員發現火星大峽谷接近地表的物質中含

水量高達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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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新的一年了，有很多

預言都在預測未來的情況，

就連彭博社也加入了預言家的

行列，我們先來看看，彭博對

2022 年經濟風險的最新預測：

首先就是，新一波變種新

冠病毒 Omicron 的出現，導致

封鎖措施推升了物價，還有就

是通脹的持續，糧食、食品、

天然氣價格很可能都會上升。

還提到，明年美聯儲的加息，

或許會導致在 2023 年初的時

候，經濟出現衰退。此外，還

預測中國的增長放緩，可能會

重創全球經濟，大陸的房地產

建設也可能會進一步大幅度的

下滑。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總結

一下，多位預言家們對 2022 年

的預測，不過既然是預言，就

充滿了變數，也不一定都會準

確，僅供大家作參考。

疫情

讓我們先來看看疫情。大

家知道，11 月 22 日，新的變

種病毒 Omicron 在南非出現，

引起了國際恐慌，也引發了股

市震盪，一些剛剛開放的國家

又重新關閉了國門，但是，

Omicron 現在仍然攻進了 40 個

國家和地區。

其 實 在 9 月 份 的 時 候，

印度神童阿南德就在發布的預

言中提到，他觀察到了兩個天

象——七星連珠，以及木星逆

行進入摩羯座，這意味著，在

今年的 12 月 10 日以後，會有

一波新的疫情出現，而且比 6
月 20 日的 Delta 病毒，來勢還

要凶猛，持續時間更長。現在

看來，這一波疫情被阿南德說

中了。

阿南德還在最新的一期影

片中提到，疫情將會快速發

展，而且，在不久的將來還會

出現幾波，許多疫苗接種率比

較高的國家，感染率將提升，

阿南德還明確的點名英國、美

國、新加坡，還有以色列這四

個國家。結合阿南德之前發布

的預言來看，這個印度神童一

直都在質疑疫苗的有效性，他

認為最有效的防疫方法，還是

要改惡向善，對神有信心。

不過，阿南德也預言說，

Omicron 的出現是疫情結束的

開始，這一場疫情將會在 2023
年的 5 月結束，也就是還有將

近一年半的時間，聽上去時間

還不算短，不過，過去的這兩

年，大家也在這種艱難中熬過

來啦，現在看，時間也真的是

過得很快。

而馬來西亞的預言家、拿

督鄭博見則表示，2022 年 1 月

份，是一個關鍵的分水嶺，好

壞能兩極分化。如果疫情再次

大爆發，全球將會在明年的上

半年陷入泥沼，到下半年才會

有曙光。未來數年，還會有其

它的大問題接踵而來，比如經

濟、天災人禍、國際紛爭等等。

另外，英國的通靈預言

家 漢 密 爾 頓． 帕 克（Craig 
Hamilton-Parker）提到，2022
年還會有一波新的病毒，他認

為，在未來的幾年中，病毒會

與人類並存，這種觀點，和一

些醫學專家的認識很相似。

經濟

那麼明年的經濟如何呢？

帕克認為，世界性的通貨膨脹

在 2022 年會繼續延續，美國人

會遭受通貨膨脹帶來的痛苦；

利率有可能會增加，房地產會

再次出現危機，加州等地區的

地產價格會下降。不過，加州

等地區的房價今年是大升，所

以，這個地產價格的下降，不

知是對比目前的高價，還是指

的會跌到以往年份的平均值以

下呢？

此外，帕克還建議不要投

資中國，他認為，美國經濟年

初會比較好，年底會下降，原

因是台海的緊張局勢，導致從

中國出口到美國的物品再次被

加高關稅，這影響到了美國經

濟，美國或許會制裁中共，或

者會中斷和中國的貿易，所

以，投資中國有風險。

另 外， 帕 克 還 預 測， 臉

書 meta 的虛擬世界業務不成

功， 臉 書（Facebook） 會 逐

漸退出市場，然後，會是谷歌

（Google）和亞馬遜。這幾家企

業都是全球性的大企業，和很

多人的生活都息息相關，很難

想像這幾家企業要是真的倒閉

了，社會會是什麼樣，不過，

社會的發展也一直都是這樣

的，有興有衰，後浪推著前浪

走。

帕克還提到了能源短缺，

他認為在 2022 年，能源短缺的

現象會越來越突出，甚至出現

能源中斷現象，帕克還預言美

國的兩個大城市，紐約或是芝

加哥，有可能出現大面積的斷

電情況。

其實，關於能源短缺，阿

南德和鄭博見也都有類似的預

言。鄭博見認為，在 2024 年，

世界將會進入「能源荒」時代，

為期超過 20 年。他認為中國

近期爆發的能源危機，就是警

示。未來世界的「再生能源」和

「能源爭奪戰」將會是國際性的

一大課題，能源荒恐怕會拖垮

經濟。

阿南德也提到，印度星盤

「卡拉薩爾帕瑜伽」正在緩慢而

穩定地形成，這表示在 2021 年

的 12月到 2022年的 5月期間，

全球經濟會遭遇劫難，會出現

能源危機、電力短缺，供應鏈

中斷等問題。

阿南德還預言，全球股市

泡沫將會更大，他說，早在

1992 年就曾經發生過火星合土

星，當時正值日本股災與台股

崩盤，狀況相當慘烈，因此明

年的雙星合相，被不少人解讀

是不祥之兆。

而美國的經濟學者鄧特

（Harry S. Dent）也曾經警告

說，2022 年的年底，可能會是

一生中股市最差的一年。拿督

鄭博見則提醒大家，在最近的

幾個月要謹慎投資，不要胡亂

的購買各種理財產品，見好就

收，做個聰明人。

那麼，經濟什麼時候會轉

好呢？阿南德認為，要到 2023
年的 4 月 23 日之後，木星將會

離開水瓶座，全球經濟才會進

入復甦階段，會進入一個繁榮

期，期間會有一些新的科技領

域湧現。但是，阿南德提醒，

這些新科技是兩面刀，在引領

革新的同時，會犧牲人類的自

由和權利。

諾查丹瑪斯也預言了 2022
年會有大饑荒。他說，全球氣

候逐漸反常，不論農作物，還

是水產的收成都會銳減，尤其

經濟遭到重創的國家，會為了

搶奪資源、保障生計，進而發

動武力戰爭。人口大幅度的流

動，以及大飢荒等狀況，將會

造成許多難民餓死。

國際局勢

對於國際局勢，鄭博見也

預言說，接下來，大國之間的

版圖爭奪戰將會愈演愈烈。大

國之間結盟，區域競爭失衡，

中東內戰，國與國的戰爭，再

加上 2024 年「九火運」即將到

來，未來將是戰火綿延的時代。

另外，鄭博健認為 2022
年，領導者的能量將繼續被重

重圍困和陷入凶位，會有更多

的世界領導人出事。

再看看英國通靈預言家帕

克的預言，就更具體些了，他

提到，拜登將在 2022 年年底

或是之前，以身體健康為由下

台，現任副總統賀錦麗，將會

擔任短期的臨時總統。

帕克還提到，在 2022 年的

年底，英國可能會失去女王，

而威爾斯親王查理斯王子將成

為國王，不過查理斯在位的時

間非常短，接下來就是威廉王

子繼位，他會是英國的最後一

位國王。

帕克還預言說，美國將有

多位政客會因為醜聞被起訴，

並失去公職，其中一人是美國

2024 年的總統候選人。帕克還

說，自己看到共和黨內產生了

一名政治新星，一個很強勢的

黑人女性。帕克認為，她會在

2024 年挑戰川普，也許最終會

和川普和佛州州長羅恩．德桑

蒂斯（Ronald Dion DeSantis）
形成一個同盟。

同時，帕克還提到了中

國，他認為，世界對中國的禁

運，最終會導致中國內部的不

穩定。目前中國已經出現了下

坡的跡象，中共黨內可能會發

生一場政變。明年的台海局

勢，會越加緊張，並且會有衝

突。中印邊境的衝突也依然會

持續不斷。日本會開發一種超

高音速的導彈。

氣候與天災

在氣候方面，阿南德預

測，由於 2022 年適逢月亮年，

極端天氣將衝擊全球，世界將

迎來極寒冷的冬天，他提到，

受影響的地區包括整個的歐

洲、印度和東南亞等國家。大

寒、大雨的情況將一直持續到

2022 年 4 月底。而美國和加拿

大，將會面臨著乾旱和炎熱的

天氣。

我們看到，最近的大陸也

是異象頻出。從 12 月 19 日到

22 日，青海、山東、四川、西

藏、江蘇、河北等地區，接連

發生了地震。

哈爾濱還在 12 月 9 日下了

雨，出現了回春的情況，按民

間的說法，冬行春令，是一種

很不吉利的徵兆。而在天津、

遼寧等地，今年 11 月立冬的當

天，也出現了下雪打雷的罕見

現象，民間稱作是「雷打冬」或

「雷打雪」，也是不祥之兆。廣

東肇慶，在這個月還出現了竹

子開花的奇觀，中國民間有「竹

樹開花，飢荒必現」的說法，也

被認為是災難徵兆。

在這些預言家看來，人類

目前所遭受的災難，都是人

自己造成的。比如，鄭博見認

為，每件事情發生都有因果，

過去的行為造成了今日的業

障。阿南德也提到，業力，是

所有問題的根源。在阿南德看

來，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保

持善良還有對神的信仰，他認

為，對神的信仰是度過這場災

難的關鍵。在這一點上，我還

是很贊同阿南德的看法的。

可能會有朋友說，這些所

謂的預言不可信。不過，也許

我們可以換個角度思考一下，

預言它最重要的就是起到了一

種警示作用，所以，古今中

外，預言才會伴隨著社會的發

展一直存在。在面對不確定的

未來時，預言的益處，就是可

以讓我們及時做出調整和應對

計劃，未雨綢繆總比措手不及

要好得多。

預言家們眼中的2022年
◎文：油管頻道《財商天下》

英國通靈預言家帕克、印度神童阿南德、馬來西亞預言家鄭博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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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材的進步與質感的追求

一、油畫的優勢

文藝復興意大利繪畫的各項

成就，震撼了北方如德國、法蘭

德斯、法國等地的學者和藝術家

們，許多人走訪意大利，研究古

代文物，學習新的技巧和知識。

但是，老天是公平的，沒有讓意

大利事事專美於前，而將一項重

要繪畫技術教給了北方藝術家，

那就是「油畫」。

在油畫普及之前，文藝復興

早期的繪畫媒材，除了溼壁畫之

外主要是蛋彩畫。因為雞蛋和顏

料混合後，不會揮發而會氧化，

乾後也不溶於水、酒精或汽油等

溶劑，保證了畫面的穩定和持

久。但是蛋彩由於乾得快，畫家

必需在極短的時間裡處理好明

暗；所以在質感的要求上，就比

較困難。而且蛋彩未乾的時候，

顏色比較淺，乾了之後就會變

深，經驗不足的畫家較難掌握色

彩效果；此外蛋彩也不能反覆塗

厚，所以很少有顏色深重的作

品。

而油畫的出現，正好彌補

了蛋彩的不足。油畫最早起源

於荷蘭人，以亞麻子油調和顏

料，在經過處理（通常以石膏

打底）的布或木板上作畫。

這種畫法，乾後不變色，即使

多種色料調和在一起，也不會

骯髒，畫家可以畫出豐富的色

彩。此外，油畫顏料不透明，

畫時可以由深到淺，逐層覆

蓋，並使繪畫產生立體感。特

別是油畫乾得較慢，畫家有充

裕的時間經營光影和物體的質

感，效果會比壁畫或蛋彩畫要

更細緻，更接近真實。

二、早期的油畫傑作 
〈阿諾菲尼的婚禮〉

到了十五世紀法蘭德斯的

范 · 艾克兄弟（注），已經將油

畫配方和技法發展至完善的地

步，此後油畫逐漸取代蛋彩，成

為西方繪畫的主要媒材。范 · 艾
克繼承了哥德式的精細風格，並

且善用油畫特性，將光線的處理

更為自然，而物體細膩、逼真程

度令人驚歎。

1434 年所作的〈阿諾菲尼

的婚禮〉中，范 · 艾克以畫面見

證了定居於布魯日（Bruge）的

意大利銀行家喬凡尼 · 阿諾非尼

夫婦的婚禮。當時結婚不一定在

教堂舉行，許多人選擇在自己家

中邀請親友來觀禮，范 · 艾克可

文 |周怡秀

神 傳
文 化文藝復興

神形兼備的寫實精神 3

能正好應邀觀禮，並且為新人作

像。畫中的陳設顯示出主人的富

裕，比如華麗的吊燈、牆上精緻

的凸面鏡和水晶珠串，地板上的

波斯地毯，窗戶鑲嵌的彩色玻

璃，新郎穿著的貂皮大衣等等。

年輕的新娘神情透露著羞澀，表

現出純潔、柔順的美德。她剛把

右手放入阿諾非尼的左手中，

而新郎則正要把右手放在她的

手上，是一種兩人結合的莊嚴 
表徵。

范 · 艾克採用左右對稱的一

點透視來架構空間，並使消失點

隱沒在畫面中央的圓形凸面鏡

中。鏡中濃縮式地反映著整個畫

中的景物，從天花板到地板、窗

戶、新人……甚至畫面上看不到

的，包括畫家本人在內的兩位見

證人。鏡子上方嚴肅而端正的

寫著「范 · 艾克當時在場」的署

名，使得這幅畫不只是一幅肖

像，它也是神聖婚禮的見證和記

實。

許多畫中的細節充滿寓意：

新娘聚攏在腹前的衣裙，造成

腹部隆起的假相，暗喻能「早

生貴子」；吊燈上的蠟燭代表上

帝在場見證；鏡子代表純潔，

同時也隱喻一切盡收眼底的「神

目」；小狗代表忠實；而窗臺邊

的水果則帶有雙重含義，一是

祝願二人早日孕育後代，二是

代表禁果，告誡新人不要放縱

墮落；在角落和地板遠處的拖

鞋，代表著成雙成對，也暗示

了新人當時沒有穿鞋，「腳踏聖

地」；床頭的瑪格利特雕像，則

是婦女的守護神，保障著生產

的平安。

在質感的表現上，人物穿

著衣物的絨布厚重感，小狗身

上的捲毛，吊燈的金屬反光、

鏡面反射的倒影，牆上掛的水

晶串珠，地板和托鞋的木質和

窗外的磚牆，都十分自然逼

真，令人想像如果用手去摸，

似乎會有不同的觸感一樣。難

得的是，這些不同的質感和光

線、色彩自然地溶合在一起，

恰如其分；使得各個細部描寫，

完全不瑣碎或突兀，一切都有

條不亂，根據透視比例錯落在

畫面上，一切又由自然的光線

統一在寧靜詳和的氣氛中。

北方的精密寫實

若說意大利畫家在人體結構

美感和透視的運用上，為北方藝

術家所不及，然而在物體質感的

描寫功力上，北方藝術家則超前

了一步；這固然歸功於油畫技法

的純熟運用，另一方面多少來自

於細膩寫實的傳統。

或許因為北方生活環境較為

嚴峻，人們養成刻苦的性格，藝

術上也呈現了嚴謹、一絲不苟的

態度。北方畫家經常鉅細靡遺的

然能在繪畫上更上一層樓。如拉

斐爾在 1518 ～ 1519 年，為教

皇利奧十世和兩位紅衣主教所繪

的肖像畫中，呈現了人物高貴莊

嚴的神情之外，周遭物體包括人

物服飾和桌上物品也非常細膩真

切。為拉斐爾作傳記的瓦沙利，

如此讚歎著這幅作品：「一本有

細密畫的羊皮紙書與真書無異，

鏤花銀鈴精妙絕倫，更有椅背頂

上的一個擦得光亮的金球，像鏡

子一樣把窗戶的亮光、教皇的背

影和房間的牆壁映照得一清二

楚。所有這一切全都畫得細緻入

微，可以斷言，世上畫家無能出

其右者。」

油畫的出現也刺激了新的

嘗試，如達文西就用不同的媒

材結合油畫作畫。而他獨到的

「暈塗法」，藉著油畫的特性更

是發揮得淋漓盡致，而這種光影

漸次變化非常有利於表現肌膚

柔細的質感。受到達文西暈塗

法影響的威尼斯畫家吉奧喬尼

（Giorgione，1477? ～ 1510），
以油畫細膩的筆觸、輕柔的光線

變化，映襯著威尼斯豐富的色

彩，貼切地表現了女性肌膚的

溫潤。到了威尼斯畫派大師提

香（Titian； Tiziano Vecellio； 
1485 ～ 1576） 的 筆 下， 
女性柔細滑膩的肌膚經常以暖色

調呈現，彷佛散發著體溫和香

氣，雖說感官性較強，也算是

「寫實」的另一種境界吧。（待

續）

范 · 艾克兄弟是指 Hubert 
van EYCK（兄 ） 和 Jan van 
EYCK（弟）二人，一般以弟

弟揚 · 范 · 艾克為知名。由於兄

長早死，未完成的作品交由弟弟

揚完成，且傳世作品也多為揚所

創作，在藝術史上影響較為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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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諾菲尼的婚禮〉 （公有領域）

〈卡農的聖母〉 （公有領域）

描寫畫面中的每一個細節，雖

然也是「寫實求真」的精神；但

是過於繁瑣的風格容易「喧賓奪

主」，擾亂觀者的對主題的注意

力。而范．艾克成功的將細節溶

入了自然光影中，使符合整體賓

主、輕重的安排，避免了上述的

缺失。

以 1433 年的肖像作品〈包

紅頭巾的男人〉為例，首先映入

觀眾眼帘的是，醒目的紅頭巾和

男子那銳利有神的雙眼，其次

觀者才被畫中的其他細節所吸

引：從人物眼角的細紋到眼球的

光澤，從臉頰鬆弛的肌肉線條到

緊抿的薄唇；從額頭、眉毛到

下巴的鬍渣……在〈羅林大臣的

聖母〉和〈卡農的聖母〉中，觀者

彷佛置身於真實的場景，從大局

觀之，人物真實而有力，從局部

細察，無論服飾花紋、地磚到遠

景，一切細節歷歷在目，卻不失 
整體。

其他北方畫家的細節表現

也十分可觀：如法蘭德斯的魏

登（Rogier van der Weyden；
1400 ～ 1464），於 1435 年所

創作的〈耶穌下十字架〉中，

悲痛的聖母和聖徒臉上的晶瑩

淚珠，是如此令人動容；馬西

斯（Quentin Massys，1466 ～

1530） 的〈錢 莊 夫 婦〉（作 於

1514 年）中，男主人隱現著血

管的手背皮膚和錢幣等的光澤；

而德國旅英畫家霍爾班肖像畫中

的靜物、織毯和衣料質感；杜勒

用水彩描繪的自然景物，如〈草

叢〉和〈小野兔〉的細密而不雜

亂；不但質感達到亂真的效果，

也能兼顧細節和整體的協調關

係。

意大利將油畫發揚光大

油畫的技術傳到意大利，很

快蔚為風尚。以意大利畫家的天

賦，加上油畫媒材的便利性，自

注 釋

以人為鑑
文 |茹之

「以人為鑑」出自於《新唐

書 · 魏徵傳》，鑑：是鏡子的意

思。

魏徵是唐朝太宗時期著名的

諫議大夫。他曾經是太子李建成

的僚屬，但唐太宗李世民不計前

中 華 典 故

魏
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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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任命他為諫官，允許他直接

詢問政事得失。

一次，唐太宗鑒於兵源短

缺而應宰相封德彝之請求，下

旨徵用不到參軍年齡的中男入

伍。當詔令轉到門下省時，魏

徵竟拒絕旨意而不簽字。太宗

大怒，直斥道：「朕意已決，事

與汝何干？」魏徵回道：「竭澤

而漁，明年無魚；焚林而獵，

明年無獸。中男充軍，租賦雜

徭下降，更何況，兵不貴多而

貴精，毋須湊數。」唐太宗沉吟

半晌，下令停止徵兵之事，還

賞魏徵一口金瓮。

貞觀八年，長孫皇后替唐太

宗找來了一位才貌出眾的女子鄭

氏為嬪妃，正要納入宮中。魏徵

勸諫道：「此女子已與陸氏訂有

婚約，皇帝不搶民女，勿壞人家

好事，願皇上體恤百姓之苦。」

但是，其餘大臣則稱陸鄭之間本

無甚麼婚約，而陸氏亦上表否定

婚約一事。魏徵清楚簡單地說：

「陸氏否定此事，是避殺身之

禍，不得已才這麼做。」太宗不

願再拖延，乾脆取消了納鄭氏為

妃之事，以免有誤。

同年，皇甫德參上書道：

「修東宮洛陽，勞民傷財。地租

收取過多。婦女喜梳高髻，宮中

所化。」太宗怒道：「德參要大

唐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無

髮，就心滿意足。」魏徵諫道：

「上書不偏激不能動主人心，狂

夫之言，擇善而從。陛下因不

再愛聽直言而發怒，沒了以往

胸襟。」太宗轉怒為喜，心情平

伏，還升了皇甫德參為監察御

史。

可以說：「唐太宗造就了諫

官魏徵，魏徵造就了明君唐太

宗。」一朝天子一朝臣，諫官遇

上明君方能「諫」。縱觀中國幾

千年歷史，除唐太宗時代出了一

個魏徵，大諫官實為罕見。

魏徵去世後，唐太宗在一

次朝會上慨嘆地說：「人以銅為

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

以見興替；以人為鑑，可以知得

失。我曾經決心保存這三面鏡

子，內心嚴格要求自己，以防出

現甚麼過失。如今魏徵沒了，我

失去了一面鏡子啊！」

「聽到魏徵去世的消息後，

我馬上派人趕到他的家中。得到

了魏徵一封沒有寫完的信，內中

寫道：『天下之事，有善有惡，

任用善人則國家安定，任用惡人

則國家衰落。君王對於大臣，有

的喜歡、有的厭惡。恨誰就看到

他的過錯，喜歡誰就只看他的長

處，這是很危險的。如果君王能

在喜歡的同時，知道其短處，在

恨的同時，知道其長處，剷除邪

惡不猶疑，任用賢才不猜忌，國

家就可以興旺發達了。』

我仔細想了這些話，覺得要

做到這一點很不容易，恐怕將來

會在這個方面出現失誤。所以，

我請各位大臣把魏徵的臨終囑

託，寫在你們上朝時執的手板

上，以備遺忘。如果將來我有

甚麼過錯，一定要不客氣的進

諫。」

「以人為鑑」由此而來，意

思是以他人的得失成敗，做為自

己的參照。誠如故事所言，上至

國家大臣，下至黎民百姓，如果

每個人都能真正做到以史為鑑、

以人為鑑，及時修正自身的錯

誤，乃至政策上的失誤，國家何

愁不興旺發達，百姓何愁不安居

樂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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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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力性能

2022 謳歌 TLX 標配 272 馬

力渦輪增壓 2.0 升四缸發動

機，搭配 10 速自動變速箱和前

輪驅動。驅動系統還可以選裝

全輪驅動系統 SH-AWD，可以在

車輪之間調整動力配置以提高

靈活性和牽引力。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在實

測中，常規型 TLX 需 5.9 秒來

完成 0 到 60 英里時速的加速，

比同級別對手稍慢。

但是 TLX 出色的底盤調校

依然保證了駕駛的趣味性以及

行駛的運動感，這一點在更高

性能的 S款 2022 TLX 中尤為突

出。S 型 2022 TLX 搭載了 355

馬力渦輪增壓 3.0 升 V6 發動

機、10 速自動變速器、全輪驅

動 SH-AWD，以及運動型懸架。

此外，有別於常規型，還

安全獲5星
2022 謳歌 TLX 的總體安全評級

為 NHTSA5 星（最高級）。每台 TLX

都標配 AcuraWatch，其中包括一

系列駕駛輔助技術，包括前方碰撞

警告、自動緊急制動、車道偏離警

告、車道保持輔助，還有新功能包

括交通標誌識別和駕駛員意識監控

器。此外還可以額外加裝盲點監控

和後方交叉警報。

謳歌提供市場上較長的動力總

成保修，為 6 年或 7 萬英里。其有

限保修與大部分競爭對手一致，為

4 年或 5 萬英里，不提供任何免費

定期維護。

設計特點

在內飾方面，2022 TLX 採

用了富有表現力的設計，突出

了其運動的特性。其中包括

極具吸引力的模擬儀表盤和儀

表盤中搶眼的驅動模式選擇旋

鈕。得益於謳歌卓越的製造工

藝，TLX 還擁有比前代車型更

好的內部材料，包括開孔木材

和高檔鋁合金材料。

TLX 的前方視野開闊，前

排座椅可調節度很高，還提供

多種內飾顏色、獨特的皮革內

飾、一個 10.5 英寸平視顯示器

和可以定製的環境照明設置，

每個設置都可以用駕駛目的地

或道路名來命名。

整體來看，2022 TLX 的前

排空間寬敞舒適，但後座感覺

比同級別競爭對手要稍小一些。

在信息娛樂方面，TLX 都

標配一個 10.2 英寸信息娛樂

顯示屏，主要通過中控台上的

觸摸板進行操作，部分功能

也可以通過方向盤按鈕和中

控台觸摸板旁的物理旋鈕或

按鍵進行控制。觸摸板後方

還有一個腕墊，使操作更加 

舒適。

TLX 標配 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和車載 Wi-Fi 熱

點。還可以通過選擇 Advance

配置獲得精美的 ELS 音響系統

和無線充電板。

可以在較輕的 20 英寸車輪上配

備抓地力更強的夏季輪胎。在

動力、轉向、車身控制以及制

動方面，2022 TLX 的 S 型都相

當優秀。

在燃油經濟性方面，常規

型前驅 TLX 在城市與高速路上

的額定值分別為 22 和 31 英里

/ 加侖，全輪驅動車型的數值

為 21 和 29 英里 / 加侖。而全

驅 S 型則為 19 英里 / 加侖（城

市）和25英里/加侖（高速）。

【看中國訊】謳歌（Acura）推出2022全新TLX。憑藉令人興

奮的駕駛個性與優秀的性價比，在美國市場成為奧迪、寶馬、梅

賽德斯-奔馳等一眾德系轎跑車勢均力敵的對手。即使是配置

僅為272馬力發動機的TLX車型，也能給人帶來印象深刻的駕駛

體驗；355馬力S型充滿動感的表現，就更不用說了。謳歌的扭矩

矢量全輪驅動系統（SH-AWD）也運用到了2022 TLX之中，效果

亮眼。雖然2022 TLX在豪華性上稍遜於傳統豪強品牌，但整體

上絕對是一款競爭力十足的運動型轎跑車。

謳歌2022

AcuraTLXTLXAcura

TLX

TLX

T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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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釋之公正執法

西漢文帝時，張釋之負責掌

管全國司法，他以執法不偏、直

言敢諫著稱。

張釋之擔任公車令時，負責

守衛宮殿門戶。有一天，太子劉

啟與兄弟梁王劉揖同車入朝，

途經宮殿門口，直馳而過。張釋

之策馬追上，阻止其入宮，並以

「不下公門，不敬」予以奏劾。

因張釋之能秉公執法，故文帝對

他信任有加，一再予以提拔，後

來升到廷尉一職，負責掌管全國

的司法。 
有一次，文帝出巡，經過一

座橋時，橋下突然冒出一個人。

警衛立即抓住此人，並交給廷尉

處置。張釋之親自審問，那人稱

道：「我從城外來，聽說皇帝出

巡，趕緊躲到橋下迴避。過了

好久，以為戒嚴解除了，便走了

出來，那知正好遇到皇帝的馬

車。」張釋之於是判以罰金處分。

文帝得知後，憤怒地說：

「此人驚嚇我的輿馬，幸虧這匹

馬性情溫和，要是換了別的馬，

我豈不是受傷了嗎？如此大罪，

你居然只判他罰金而已？」 
張釋之回答說：「此事發生

時，如果皇上叫人把他殺了，那

也就罷了。可是交給廷尉審理，

那就得秉公處理。廷尉是天下執

法的標準，任意加重或減輕都會

使天下人無所適從。如果我執法

有所偏差，那百姓以後如何遵守

法律呢？」

文帝聽了他的話以後，讚

賞地說：「做廷尉的，就應當如

此。」

成
都
二
師

上

的含義就是執法要公平、公正，

在辨明是非後，要去除不正的

人。

代表公平正義的神獸 
——獬豸

「獬豸」（音同：謝志）的

外形像牛，也有人說像羊，獨

角，見人爭鬥時，會用角去頂理

虧的人，古人視為祥獸。

傳說在「三皇五帝」的黃帝

時期，神仙贈送給黃帝一隻叫做

「廌」的神獸，又稱「獬豸」。

它長得像鹿的模樣，四蹄、獨

角、常呈坐姿。

《述異記》記載，黃帝時期

的大法官皋陶處理案件無法決

斷時，常常請「獬豸」來幫忙。

「獬豸」或用獨角觸碰，或用嘴

咬住某人，這個人就會被判為有

罪或理屈者，並根據罪行大小受

到處罰。

淺說「法」字的含義和典故
◎文：梅媛

中國人自古就相信神佛的存

在，作為天、人之間連接的帝王

也必須秉承上天的旨意，因為其

權力「受命於天」。

而在全民敬天信神、道德水

準較高的上古時期，在司法審判

中普遍使用「神判」的方式。古

人所創造的法律的「法」字，就

是「神判法」的形象反映。

「法」字的含義

「法」的金文分成三個部

分，左下角是水，因為水是最公

平的，左上方是去，代表去惡、

除惡的意思，右邊即「獬豸」，

「獬豸」是古代的靈獸，能辨別

是非、處罰壞人。因此，「法」

往事微痕
歲，是班上的小娃兒。

但他很快喜愛上了這個班的

大哥哥們，例如班長郭 XX，籃

球打的好而被選為四川體工隊的

中鋒；同桌的李柏森，是辛亥革

命時和吳玉章一起發動榮縣起

義、在攻打成都時犧牲了的烈

士李某的孩子。他語文、數理都

十分優秀，籃球也打的好，還是

成都市青年繪畫比賽的第二名；

簡 XX 是成都乒乓球比賽的亞

軍，純淨得像山上的泉水。最令

他不可思議的是一個二度駝背的

殘疾同學劉 XX，平時走路都不

方便卻彈得一手好鋼琴，因為家

裡窮週末也不回去，好為家裡省

下一天的米糧。一到週末他就鑽

進琴房，於是琴房裡就飄出一個

窮學生奮力求學的或高亢、或感

傷、或悠揚的琴聲，引來了不少

老師同學駐足聆聽，不停點頭稱

讚……

就在宣布結束教育實習那天

的會上，校方同時宣布了一個使

全體 57 級 300 多名學生不安而

又不明白的決定：根據中共成都

市委宣傳部和成都市教育局文

件，二師本年度應屆畢業生在分

配去工作單位前，將參加成都市

東城區小學教師整風反右運動學

習。於是學生們帶著行李列隊駐

進成都磨子橋七中和成都空軍駐

地，負責運動的工作組宣布了不

准外出，不准寫信、收信，不准

會客等嚴格的紀律。接著是動員

大會，學習討論，人人表態。學

生們才恍然大悟，原來一切早已

準備就緒。當同學按要求圍成圓

圈坐下時，早已準備好的積極份

子和支持者們，立即開始揭發，

並凶惡地大聲喊：「XXX，你這

個罪大惡極的反黨反社會主義份

子還不站出來？」

「我揭發你參加二師暴亂，

衝擊無產階級專政機關的滔天罪

行。」

「我揭發！」

「我揭發！」

參會者爭相舉手，唯恐落後

不能表現自已「靠攏組織」。昔

日和睦近似兄弟姊妹的同學關係

沒有了，一下變成了深仇大恨的

敵人，恨不得把對方嘶咬得鮮血

淋淋，五臟破裂。

一般一個上午揪出兩三個

「階級敵人」，天天都在揪，一

連揪了一二十天，而且日日加

溫，時時升級。學生娃娃們哪經

過這種陣仗，一般都驚慌失措，

進退失據，渾身發抖，第一天就

有幾個學生嚇得小便失禁，尿了

一褲子。凡被點名批鬥的學生當

晚就被命令捲起鋪蓋滾到階級敵

人和犯罪份子的泥坑裡去了。

誰敢反抗？誰又敢反抗？一當成

為「階級敵人」，上下就有人跟

著、管著、看著、守著，來去勾

著頭，說話聲音小得像啞了嗓子

的雞鴨，任人擺弄，任人折騰。

（待續）

突然發生的事件

時光倒回去五十年的 1957 年 4 月的一

天，在成都第二師範學校（簡稱成都二師，

現名成都市鹽道街中學）閱報欄前，圍著很

多十六七歲的學生娃娃，在爭看上海《文匯

報》上的一條消息，說的是安徽省某鄉幹部剋

扣小學教師工資，還毆打一位叫常金白的教

師。

對於這些明天就要去作教師的學子們，

這消息無異是在他們心中投下了一個炸彈。

整個上午閱報欄圍滿了學生，讀報的、議論

的，沸沸揚揚，人頭攢動，有人在報上批

字，有人響應，一時群情激憤像鍋開了的水。

很快，出現一張要求政府嚴懲毆打教師

凶手的大字報。這天上午學生們不歸教室，

教導主任和各年級班主任前來勸說，說這些

事與四川無關，大家回去上課。

這個「與四川無關」的說法，立即引起

廣大學生們的反駁，他們舉出所見所聞的一

些四川的例子，比《文匯報》上說的還要嚴

重。學生們有了新的想法，要求校方和成都

市政府允許學生聲援常金白，並希望把聲援

信刊登在報刊上，當然遭到校方的拒絕。於

是一些學生聯絡全川師範生，準備調查此類

事件，要求政府採取行動制止鄉村基層幹部

的違法行為。

無獨有偶，恰在此時，省裡來通知：從

今年起對師範生的全年伙食費只供 9 個月，

寒暑假伙食自行解決，這個改變建校以來傳

統作法，被一些學生和常金白事件攪在一

起，一時群情沸騰，反抗之聲不斷，有人提

出上街遊行，一個叫徐航的高班學生，當即

寫了《告全市人民書》。

晚餐後學生們陸續湧向學校大門，發現

大門被許多不名身份的「市民」堵住了，其中

幾個高大強壯的人在大聲喝斥：「不許外出！

不許鬧事！」一些自稱是工人、農民的代表和

學生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一些辯不過學生的

工人、農民代表，竟然罵學生「忘恩負義，

白吃人民飯，白拿人民錢」，是一群不知天

高地厚的「壞苗苗」，不配做人民教師。

忽然，有個學生發現不少「市民代表」

衣服下藏有短棍，便大聲驚叫：「他們要打學

生，快跑！」幾個膽大的學生上前去奪，帶

棍的人揚手就打，場面開始混亂。這時不知

誰按響了學校的緊急電鈴，有人打開廣播高

喊：「二師同學，暴徒衝進學校打學生了，快

去增援啊！」於是，更多的學生奔向大門。

「市民代表」見勢退卻，挨了打受了委

曲的學生緊追不捨，還拾起遺棄在地上的木

棍，一路追到派出所。派出所空無一人，「市

民代表」也突然無影無蹤。被激怒的學生們

已有六七百人，便手挽手一路雀躍歡呼，沿

著幾條小街狂呼口號返回學校。這本來就是

不成熟的娃娃行為，當局卻不這樣看，認為

是件不得了的「反革命暴亂」，很快上報省

市委和中央……

民主空氣的由來

成都二師是座專為全省各縣市培養小學

教師的師範學校。二十世紀初，慈禧太后和

光緒皇帝為挽救瀕於滅亡的大清國，下詔廢

科舉辦新學，用八國聯軍之役清廷對各國的

賠款返還的銀子，在全國十幾個重要省會興

辦的高等師範學堂，它位居榜首。

自清廷、民國乃至四九之後一段時間，

一直實行向全省公招優秀學生，不僅吃飯不

要錢，還發給生活費。作家巴金、艾蕪、沙

汀等一代文化名人都是從這所學堂走出去的。

師範生是命定由國家分配，畢業後要去

作小學教師和中學教師的。他們喜歡閱讀書

報，思考問題，關心國家和社會大事，樂於

集會、結社、自辦刊物和壁報，組織文學小

團體。徐航本名徐榮忠，是 58 級學生，他想

學梁啟超辦《少年中國》，就也辦了張《蓉城

少年報》，引來許多同學投稿，還刊登過作

家石天河等人討論文藝的書信。

但他們不知道現在早已不是自由自在的

年代，一切都需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當然更

不知道這一鬧，已惹下包天大禍。接著，在

一次全校的集會上，學校張校長給大家介紹

了一位新調來的徐副校長，後來學生們漸漸

知道這位徐副校長曾是東城區公安局的副局

長。

在這位徐副校長的領導下，學校成立了

由共青團成都市委學生工作部、教育局、東

城公安分局和校方保衛人員組成的「二師事

件處理工作組」，這個工作組直接對成都市

委宣傳部部長葉石負責。工作組的任務是發

動群眾，調查揭露隱藏在二師學生中的「階

級敵人」和有「反社會主義情緒」的其它分

子，以待上報並研究決定如何處理。

鎮壓悄悄來臨

二十三年後與我一起在《成都晚報》副

刊工作的朋友的吳紅，他不是二師一年級跟

班上來的學生，是隨父所在的四川師範學院

由南充遷往成都時，從永川師範學校轉學入

二師五七級二班的。這個班的學生大部分是

從號稱鹽都的自貢招來的，他到二師直至畢

業大約也就是五個月的時間。當時剛好十五

◎ 
文 
：
鐵
流

小
匈
牙
利
反
革
命
事
件
真
相

成都二師全校一千

多名學生劃了一百多名

右派，平均年齡不足二十

歲，全是黃毛未蛻，乳氣

未乾的娃娃。這些定性為

「右派敵人」的娃娃，絕

大部分被開除學藉送到西

昌大涼山去「勞動教養」。

這一去就二十多年。

成都二師劃了一百多名右派學生，絕大部分送去「勞動教養」。圖為反右派遊行活動。

公有領域

中華文化

Dennis Jarvis /flicker/CC BY-SA 2.0

獬豸

著名作家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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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中，吃上一碗溫熱軟糯的糯

米飯，身子不禁暖和起來。其實，據

明代藥學經典《本草綱目》記載，糯米

性溫，味甘，有補中益氣的功效。大

寒是傳統中國 24 節氣中的最後一個

節氣，民間盛行在大寒這天吃糯米飯

或糯米糕驅寒。

北京人時興在大寒時，吃一種以

桂圓、堅果為餡料的消寒糯米糕；各

地區的人也在大寒吃糯米飯，有的煮

成香甜的八寶飯；有的添加豐富配

料，做成各種風味的鹹糯米飯；還有

活血袪寒效果的麻油雞糯米飯。

吃
糯
米
飯
驅
寒

小
寒
大
寒

用砂鍋煮臘味飯，
當米表面出現了泡

泡水氣時，放臘肉

片，舖在飯上燜煮。

飯起鍋後再舖上汆
燙過的青江菜，或

是菜在最後燜煮階

段放入燜熟亦可。

1 月 5 日迎來小寒節氣，正是古

諺所謂「大寒小寒，殺豬過年」的時

節。歲末之時，農村的家家戶戶會把

多餘的肉類，醃製成臘味儲備起來，

準備過冬，因此民間流傳老話：「冬

臘風醃，蓄以禦冬。」

小寒節氣到，天氣變得更乾燥，

東北季風明顯增強，此時醃肉不容易

壞掉，正是加工臘肉的好時節。同

時，肉類經過風乾，其保質期比其他

作法要略長。此外，風乾的作用也會

讓肉更美味，產生獨特的臘味香氣。

蓄
以
禦
冬

冬
臘
風
醃

廣式臘味品類多樣，滋味鹹甜適
中，美食之名遠播。最能體現廣式臘

味魅力之料理，莫過於臘味煲仔飯。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雞肉切丁加醃料拌
勻，醃幾分鐘後入

味，同時也讓雞肉

的口感更滑嫩。

選購鮮度夠的乾蝦
米，使用前要先泡

軟，再用油將蝦米

炒香鋪在糯米飯上。

糯米的消化與溫度有關，熱吃易
消化，冷吃不易消化。消化功能弱的

人，宜將糯米飯煮爛軟，並趁熱吃。

文
－
斯
玟

1
月
5
日
迎
來
小
寒
節
氣
；
1
月
10
日

就
是
臘
月
初
八
，
值
此
歲
末
冬
季
，
有

許
多
傳
統
的
飲
食
習
俗
，
承
傳
古
人
的

養
生
智
慧
。

臘
肉

雞
肉

約 2500 年前，釋迦牟尼佛陀在

菩提樹下悟道，這天就是臘月八日。

佛教傳到中土後，佛教徒在臘月八日

煮臘八粥供佛，象徵牧羊女供養佛陀

的乳糜粥，紀念佛陀成道開悟。據記

載，在宋朝，各大佛寺曾將臘八粥布

施給善男信女們。

清代學者夏仁虎的〈臘八〉詩云：

「臘八家家煮粥多，大臣特派到雍

和。聖慈亦是當今佛，進奉熬成第二

鍋。」詩中描寫了從平民百姓到朝廷，

都在忙碌煮臘八粥的風情畫。

佛
寺
煮
粥
供
佛
饗
眾

臘
月
初
八

潔白的粥加上紅豆
和紅棗，煮出深紅

色大氣的粥，同時

還散發濃郁香氣。

煮的時候須特別注
意，大米和各種豆

子，煮熟軟起鍋的

時機是不一樣的。

為配合初八日，臘八粥以8樣食材
為傳統，過去民間常節省米和豆，以

便臘八日煮一鍋溫暖香醇的臘八粥。

紅
棗

花
生

青
江
菜

乾
蝦
仁

歲末 
食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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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月 6 日 ∼ 1月 12 日

基拿蘋果

Grape Tomatoes 聖女果

* 所有特價貨品售完即止，廣告價格如有錯漏，以店內標示為準 *

大量大量

免費停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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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lery 西芹 Gala ApplesBroccoli Crowns 西蘭花冠Head Letuce 西生菜

Honey Murcott Mandarins Green Peppers 青椒

平價 新鮮

茂谷蜜柑 XL Avocadoes 超大牛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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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W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30$30購物滿       即可免費免費獲得 5 磅褐皮土豆。

$07878
lb

$09898
2

$09898
lb

$12828
ea

H&W Produce H&W Produce 

$ 12828
lb

$14848
ea

$12828
lb

$14848
ea

$

Head Letu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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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精油的好處

現代藥物大部分都是針對某

項目，而被人工合成出來的化合

物，自然界並不存在這些東西，

所以身體很難代謝掉，藥物也會

長時間留在體內。

而精油的成分都是天然的東

西，所以跟體內組織的親和性較

高，容易被代謝分解掉，停留在

血液中的時間很短，效果也無法

長時間持續。

精油還含有許多不同的芳香

成分，雖然這些芳香成分各自的

作用都沒那麼強，但因為比藥物

的成分還多元，所以能夠在全身

上下發揮作用。因此，精油不但

能提高整體基本的自然治癒力，

還能夠透過嗅覺，直接影響自律

神經系統和內分泌系統的司令

塔——「下視丘」。

最後，身體狀態將會恢復平

衡，身心的壓力也會減輕。代謝

受到促進而增快，加速老舊廢物

的排泄和細胞再生速度，使自然

治癒力增強。

能夠針對諸多症狀，以各種

方式發揮效果，就是使用精油的

好處。

當然現代醫療也很重要。現

精油 大自然的神秘治癒力

麼尊重身體的晝夜節律很重要：

「保持我們的自然光和黑暗晝夜

節律循環，對短期和長期健康都

至關重要。我們在輪班工人中看

到，特別是夜班，他們的健康、

激素和晝夜節律週期完全被打

亂，這會導致神經、激素和免疫

耗竭的狀態。」

早上起來吃蛋白質

雖然之前有研究表明，在早

餐和午餐時吃蛋白質可能會促進

更強壯的肌肉生長，但這項研究

更徹底地調查了這種現象，並將

重點放在早餐時間。

Bailey 博士說：「這是有道

理的，因為我們基本上已經準備

好在早上生長、強壯和長大。這

是一天中代謝最活躍或處於潛

在合成代謝（生長）狀態的時

間。」

三管齊下的調查

該研究的作者從三個角度，

研究了一天中早些時候攝入蛋白

質的影響。

研究人員在早餐或晚餐時給

兩組實驗室小鼠餵食支鏈氨基

酸（BCAA）補充劑形式的蛋

白質。一組在早餐時，蛋白質僅

占他們攝入的膳食的 8.5%；另

一組在晚餐時，他們攝入的蛋白

質百分比更高，為 11.5%。

1.儘管攝入的蛋白質較少，

但早餐時攝入蛋白質的小鼠的肌

肉生長更快。為了確定肌肉生

長，研究人員測量了小鼠小腿背

部蹠肌中的「肌肉肥大」——肌

肉細胞大小的增加。

為了確認兩組小鼠之間的

差異在於牠們消耗蛋白質的時

間，研究人員還用肌肉特異性

Bmal1 基因剔除小鼠重複了該

實驗。這些小鼠的肌肉細胞中缺

乏這對於維持晝夜節律非常重要

的 Bmal1 基因，發現早餐或晚

餐蛋白質對這些小鼠肌肉的增大

的影響沒有差異，這說明蛋白質

對肌肉生長的影響與晝夜節律有

關。

2. 為了觀察這種效果是否

會延續到人類身上，研究人員招

募了 60 名老年女性，她們的每

日蛋白質攝入量符合日本健康專

早餐攝入蛋白質會比晚餐產生更多的肌肉
餐時攝入的蛋白質卻大約為 28
克。我們的研究結果強烈建議改

變這種狀態，要在早餐或早餐時

間攝入更多蛋白質。」

該研究發表在《細胞報告》

雜誌上。

生活和晝夜節律

人體通常每天遵循自然的

24 小時模式，這是身體的晝夜

節律。晝夜節律影響細胞行為和

身體化學，影響新陳代謝、消化

和生長等過程。

未參與該研究的認證營養

師和針灸師 Jerry Bailey 博士，

向《今日醫學新聞》解釋了為甚

代醫療能夠幫助治療疾病，對現

代人來說是必要的，但是，持續

服用藥物的時間越長，藥物殘留

在體內的時間就越久，產生副作

用的風險也越高。

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容易融

入日常生活中的精油，將會是自

我照護的強力輔助工具。芳療的

優點在於精油是從活著的植物萃

取到的有機物集合體，而且含有

各式各樣的成分。我們的身體也

是有機物，也是由各式各樣的分

子構成的。

因為精油含有各式各樣的成

分，所以能有效改善體內的平

衡，也能順利調節自律神經、內

人類從以前就跟

植物的香氣生活在一

起，古人會使用各種

「精油」來改善身體

的不適。

分泌和免疫系統的平衡，而單一

成分的藥物並無法發揮多種成分

帶來的平衡效果。

精油的「芳香效果」

精油還有另一種藥物所沒

有的強大力量，那就是「芳香效

果」。

自然的香氣是生命能量的儲

藏庫。香氣如同「沉默的語言」

這個稱呼一樣，會在心裡留下強

烈印象，並長期留在記憶中，有

著神秘的力量。

芳香療法除了身體之外，也

非常重視達到內心與靈魂層面的

健康，這正是因為能夠借助香氣

鼻病
中醫認為「鼻為肺之竅」，

鼻病的人呼吸系統較弱，所以常

感冒，而且腸胃系統大都有些問

題，大便不成形，也容易疲倦、

讀書注意力不集中。

長鼻息肉，不用急著開刀，

因為切除後會再長，開刀幾次

後，不少人因此聞不到味道。可

以按迎香穴，再沿鼻邊一直按摩

到頭頂，自己每天做這運動，可

減少鼻息肉引起的鼻塞。鼻息肉

可用烏梅粉拌水塗抹，或用魚腥

草搥碎塗抹，連續 7 至 10 天。

鼻子流血，有些是因為挖鼻

孔引起，如果不自主的流鼻血，

用拇指按眉心向上到髮際處數

遍，或用藥棉沾醋塞住鼻孔，或

用蒜泥貼對側腳心。常流鼻血，

可用茶葉燉瘦肉，或空心菜頭燉

冰糖，或金針和魚腥草煮湯喝。

寒性體質，用艾葉煮水喝。

鼻子過敏最好少吃寒性的食

物和水果。容易引發過敏原的牛

奶、帶殼的海鮮、芒果、南瓜，

要減少攝食。鼻子過敏連帶皮膚

也容易過敏，晚上盡量穿長褲睡

覺，即使是夏天，也要穿薄麻紗

類，因為寒氣都是入夜時，從小

腿循陽明經而上到頭部，保暖腿

部，清晨就可減少打噴嚏、流鼻

水。

迎香穴：位於鼻孔兩旁的笑

紋內，壓穴會酸麻就對了。此穴

位治所有的鼻病，而且是美容

家的建議。一半的女性報告說早

餐吃的蛋白質比晚餐多，而另一

半則相反。

雖然兩組在活動水準、體

重、身高、BMI、脂肪量、身

體機能或飲食攝入量方面沒有差

異，但當天早些時候吃蛋白質的

那組肌肉質量更高，骨骼肌質量

指數和握力也明顯更高。

Bailey 博士在談到晚餐時

的蛋白質時說：「蛋白質如果不

用於肌肉生長，通常會分解成脂

肪在體內儲存。」

該研究的結論是，為了幫助

確保我們保持健康和強壯，即使

對於老年人，如研究所示，將我

們的蛋白質攝入量轉移到我們早

起的時間，可能是一個好主意。

（本文由大樹林出版社授權刊

載，摘自《一看就懂！馬上就能

運用的精油化學：瞭解成分與作

用，搭配科學芳療挑選精油和配

方，有效改善各種身心症狀》）

（轉載自《按開人體的竅》）

穴，常按不但感冒減少了，面部

也會紅潤、光澤亮麗。

合谷穴：位於大拇指和食指

之間，食指第一掌骨的中間點。

是對治感冒和鼻塞的首選。合谷

穴是全身反應最大刺激點，孕婦

不能按。老祖宗列為回陽救急穴

之一，也是麻醉穴之一，常常會

用到此穴，要牢記！

足三里穴：位於小腿外側，

膝下四橫指距離，脛骨外緣處。

這可是個大穴，是強壯穴，也是

回陽救急穴，可治療多種疾病，

是治肥厚性鼻炎的特效穴。

這 項 研 究 的 主 要 作 者

Shigenobu Shibata 教授說：「對

於目前人類來說，早餐的蛋白

質攝入量平均約為 15 克，而晚

計時營養學是一個將

食物的最大營養益處與一

天中食用它的時間聯繫起

來的學科領域。由日本東

京早稻田大學的科學家牽

頭的一項新研究得出結

論，早上攝入的蛋白質更

能促進肌肉生長。

腦邊緣系統這個部位與維持生命

有著密切關聯。其實說起來，

香氣就是在對「自然治癒力的泉

源」產生作用。

身體與心靈的連結

芳療上所使用的精油原料的

植物，在合成藥物出現之前，就

已經有很多種被拿來當作藥物使

用了。

藉著精油按摩讓皮膚吸收精

油後，芳香成分會透過血管對全

身產生作用。精油因為有著各式

各樣的成分，所以能夠調節自律

神經、內分泌和免疫系統的平

衡。

人類的身體和心靈連結在一

起，只要身體健康，心靈就會健

康。心靈與身體的連結也可以說

是「心靈與自律神經的連結」。

小秘方

助眠——直接滴 2 滴在枕

頭上或在化妝棉上，能夠安撫緊

張不安的情緒，平衡心境；

蚊蟲咬傷，青春痘疤護

理——將精油滴在棉花棒上，直

接塗抹患部，可紓解發炎幫助癒

合；

克服壓力的芳香浴——將精

油 5-6 滴直接滴入浴缸中泡澡，

可釋放壓力寬慰心靈疲憊。

（資料來源：

www.medicalnewstoday.com）

的力量。

我們的身體有著「面對外界

環境的變化，仍然能保持體內環

境恆定的性質」，這稱為「體內

平衡（homeostasis）」。如果體

內平衡沒有正常維持住，體溫和

血壓將會失常，使人無法繼續存

活。

因此，自律神經 24 小時、

365 天都在全速運轉，不會受我

們的意識影響。

香氣的情報會透過嗅覺神經

直接傳到大腦邊緣系統，在大腦

邊緣系統進入杏仁核，再經由掌

控體內平衡的下視丘傳到神經系

統、免疫系統和內分泌系統。大

研究表明，

早上攝入的

蛋白質，更

能促進肌肉

生長。

穴位圖：溫嬪容醫師提供；其他圖片：ADOBE STOCK

足三里迎香

合谷

◎  文：川口三枝子

 按 穴 療 法
◎  文：溫嬪容
  （明慧中醫診所院長）

◎  文： Robby Berman

Ferdinand Lali 博士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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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六大老規矩

【看中國訊】古人讀書總結出

來許多經驗，對今人也有幫助。

一、專心讀書

凡讀書，須整頓幾案，令潔

淨端正。將書冊整齊頓放，正身

體，對書冊，詳緩看字，仔細分

明讀之。須要讀得字字響亮，不

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

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強暗

記，只是要多誦遍數，自然上

口，久遠不忘。古人云：「讀書

千遍，其義自見」。

謂熟讀、則不待解說，自曉

其義也。餘嘗謂讀書有三到：謂

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

則眼不看仔細；心眼既不專一，

卻只漫浪誦讀，決不能記。記，

亦不能久也。三到之法，心到最

急。心既到矣，眼口豈不到乎 !
（宋 · 朱熹《朱子童蒙須知》）

二、讀書方法

凡讀書：整容，定心，看

字，斷句，慢讀；務要字字分

曉。毋得目視他處，手弄他物。

仍須細記遍數，如遍數已足而未

成誦，必欲成誦。遍數未足，雖

已成誦，必滿遍數;猶逐日帶溫，

逐旬逐月通理，以求永久不忘。

（明 · 屠羲時《童子禮》）

三、熟讀之法

凡背讀熟書，逐字逐句，要

讀之緩而又緩，思而又思，使理

與心浹。朱子所謂精思、所謂虛

心涵泳 ; 孔子所謂溫故知新，以

異於記問之學者，在乎此也。

（元 ·程畏齋《讀書分年日程》）

四、百遍為基

讀書以百遍為度，務要反覆

熟嚼，方始出味。使其言皆若出

於吾之口，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

心，融會貫通，然後為得。如未

精熟，再加百遍可也 ; 仍要時時

溫習。若工夫未到，先自背誦 ;
含糊強記，總是認字不清，見理

不透，徒敝精神，無益學問。

（明 · 何倫《何氏家規》）

【看中國訊】在一路搖擺的

公交車上，我回想起以前的一段

讓座的故事。那次是在火車上，

我跟太太要搭火車到某地，由於

路程不遠，因此是乘坐一般的電

聯車，也就是兩邊各有一長排座

椅的那種。我們上車時還有位置

坐，後來越來越多人上來，位置

也就都滿了。當時搭車的人也大

部分都是年輕人，許多看起來都

還是高中或大學生的年紀，坐在

座位上有的在看書，有的在嘻鬧。

有一站停車後，走上來一位

老伯伯，我剛在想說要不要讓座

給他時，老婆早已起身去攙扶，

並引導老伯伯來坐在她的位置

上。回家後我跟她聊起這件事，

我說她怎麼動作這麼快。她說老

人家走路都較不穩，如果車子又

剛好開動，不是就要跌倒了嗎，

所以不管有沒有人想讓座，她自

己就立刻起身了。

我又誇她說她很貼心，還會

去攙扶老伯伯來坐，而不是等著

他自己走來。結果她說，如果老

伯伯要走過來的時候又因為車動

不穩而跌倒，那好事不就變壞事

了，如果要做好事，就圓滿的把

事做好。

最後，我跟她說：我有時都

會不好意思讓座，不是不想讓，

而是覺得車上這麼多人，只有我

讓座，大家都會看我，我就會很

不好意思。沒想到老婆看著我，

一臉嚴正的說：只要是好事就去

做，哪有人因為不好意思反而不

做好事，許多人做壞事都還臉不

紅呢！

仔細琢磨老婆最後的那句

話，覺得真的很有道理。

【看中國訊】你照顧好自己

了嗎？適當的自我保健可以讓您

做事時更有效率，無論是在工作

時、在家中、在旅行還是放鬆

時。如果你在這方面沒做好，就

很難面對生活的挑戰，更不用說

照顧他人或做好其它事情了。

如果你傾聽，你的身體會告

訴你它需要什麼。它會對過去或

現在所經歷的做出反應，你周圍

的一切都會影響到它（身體）。

一個訣竅是積極傾聽。你的身體

正在對你說什麼？或許它在告訴

你：

• 累了。

• 好痛。

• 感覺精力充沛。

• 感激。

不要忽視你的身體告訴你的

信息。通過適當的回應來照顧好

自己。怎樣做呢？可以參考下面

這些事項，幫助您真正地照顧好

自己的身體：

• 如果累了，休息一下，停

止給自己壓力。

• 如果感到疼痛，請嘗試找

到疼痛的根源，看看是否可以採

取措施來緩解疼痛。

• 記住你覺得充滿活力的時

候。找出原因，你能讓這種狀態

重複出現嗎？

• 如果你心存感激，讓這種

心態進入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自我保健的方法

我們中的許多人喜歡去挑戰

痛苦和疲勞，並希望我們不再被

此困擾。你也這樣嗎？你很難做

到放鬆嗎？相信我，我可以。當

我可以遠離日常工作及每天的例

行公事時，我做的最好的就是放

鬆。你會說「假期」嗎？

以下是一些日常自我保健的

建議，您會發現它們很有幫助：

• 深深地呼吸。吸進新鮮空

氣，呼出體內濁氣。當你儘可能

多地吸氣直到填滿你的肺，然後

呼出直到排空它們，有意識地這

樣慢慢地做。

• 將您的自我對話從消極轉

變為積極。例如，與其說「我永

遠無法完成這件事」，不如說

「我會完成我的目標」。

• 記住那些讓自己感恩的事

情。

• 寫下或記錄你的想法，把

它放在你可以看到的地方。

• 聽聽令您振奮的音樂。

• 對於疼痛，使用熱療法或

冷療法。

• 看一些有趣的故事，盡力

地開懷大笑。笑聲有治癒作用。

它被稱為「最好的藥」。

找出最適合你的方法。當你

通過給予身體所需要的東西來對

待自己的身體時，它會做出同樣

的反饋。這樣就完美了嗎？不

是，那麼是不是好很多呢？是

的。

睡眠的質量和數量都很重

要，因為這允許你的身體得到

最好的自我修復。在深度睡眠期

間，你的細胞會進行修復和重

建，並且會分泌激素促進骨骼和

肌肉的生長。您的身體還會利用

深度睡眠來增強免疫力，從而抵

禦疾病和感染。這就是上帝是如

何奇妙地創造了我們的身體的！

鍛鍊

這似乎是和我們上面談論的

話題有點相左，但鍛鍊其實是有

助於本文提到的所有方法。為了

達到效果，您應重視您的鍛鍊計

劃，並且應選擇您喜歡的鍛鍊項

目。

一個優秀的富有生命力的鍛

鍊計劃包括以下五個部分：

1. 力量訓練（包括負重鍛

鍊、運動器材或體重控制）

2. 拉 伸 所 有 主 要 肌 肉

群——一個被忽視的健身領域

3. 一次不少於 15 分鐘的有

氧運動，讓你的心率保持在你的

年齡段的規定水平以及適應能力

4. 像普拉提那樣專注於核

心和腹部訓練

5. 休息

是的，休息是健身的一個組

成部分。休息使一切成為可能。

您要了解自己的健康水平並

在這個水平開始鍛鍊，直到您足

夠強壯可以進入下一個水平。以

適當的形式進行任何運動都會增

加力量，無論運動量多麼小。

不要為了達到「更多」而犧牲計

劃：增加更重的重量、做更深的

伸展、做更多超過必要的有氧運

動等等。這樣做會事與願違。

不要每天都做同樣的鍛鍊。

您的身體會很快適應，因為

它也會避免過度工作。為了讓身

體獲益最大，最好在每次鍛鍊時

都給身體一個驚喜。人的身體非

常擅長適應重複的動作，所以要

不斷地挑戰它。

拉伸你那些被壓實的肌肉。

我稱之為「力量訓練的另一

面」。肌肉的收縮都需要隨後

進行拉伸。這個經常被忽視的健

身動作感覺真的很好！

力量訓練每隔一天進行一

次。

因為當你在做力量訓練時，

你會撕開你的肌肉。需要休息一

天，給建立和創造新肌肉纖維時

間。

有氧運動至關重要，因為它

可以增強您的心臟和肺部健康。

不要厭煩有氧運動，要嘗試

找到一種有趣的方式來接受。我

的一位朋友通過與她的孫子孫女

玩耍來實現這一目標。

鍛鍊脊柱，理想情況下，所

有運動都起源於此。

強化您的骨盆底以及臀部和

脊柱周圍的所有細小肌肉是最好

的鍛鍊。同樣，普拉提是我發現

的鍛鍊脊柱的最佳方式。

所以，為你是一個多麼了不

起的生命而高興吧。相信你所做

的每一件事都非常有效。為你能

為你的身體、靈魂和精神所做的

每一點而驕傲吧。

【看中國訊】中國自古是禮

儀之邦，規矩就是禮儀通俗外化

的表現 , 包含的是儒家推己及人

的智慧和正己化人的人文關懷。

時過境遷，現代社會中的年輕人

懂「規矩」的越來越少，也有人

把規矩視為過時的封建陋習。

俗話說：家有家規，國有國

法；沒有規矩，不成方圓。規矩

是老祖宗傳下來的智慧精華，不

一定非得一一遵守，但是我們必

須要懂得。下面從六個方面為大

家簡單介紹一下。

居家

1、長輩給的東西，晚輩要

用雙手恭恭敬敬去接。

2、和長輩一起走路時，要

走在長輩的身後。

3、吃飯的時候不要嘆氣，

也不要在飯桌上訓斥晚輩。

處世

1、自己家庭裡的事，不要

和家人以外的外人宣揚。

2、見到殘疾人，要更加尊

重他們的感受。

3、世上有很多生活艱辛的

勞動者，不要去占他們的便宜。

4、生活中要注意避嫌，瓜

田裡不彎腰提鞋，李樹下不舉手

整理帽子。

聚餐

1、吃飯的時候，大家要一

起動筷子；有長輩的話，要等長

輩先動筷子。

2、公共餐具不要用自己的

私筷翻攪。

3、吃飯不要發出異響。

4、客人沒有吃完飯，主人

不要先起身。

出門

1、走路時不吸菸，不吃咀

嚼東西，不唱歌。

2、不站在路上長時間地交

談。

3、登山的時候不要大聲呼

叫，不要隨便指劃，不要大聲喧

譁。

4、一個人的時候不獨自進

入古廟，兩個人的時候不靠近深

井。

旅行

1、出遠門前一定要和親友

辭行，祭祀祖先並告別雙親。

2、從遠方歸來要記得拜見

親友，簡單送去一些遠方的土特

產。

3、去別的地方要知道當地

的風土人情，風俗忌諱，不要違

反。

4、進入鬧市不要開快車，

進入村莊一定要慢慢行駛。

慶弔

1、參加葬禮不要有笑容。

2、鄰里有喪事，不在附近

放聲唱歌。

3、葬禮上佩戴的徽章配

飾，葬禮結束後立刻摘掉，不要

戴著去別處。

讀書有三到：謂心到、眼到、口到。（Adobe Stock）

珍愛自己的方法：珍愛自己的方法：

古人讀書之法

公交車上要不要讓座？
妻子一語道破

值得今人參考：
適當的自我保健

可以讓您做事時

更有效率，無論

是在工作時、在

家 中 、 在 旅 行

還 是 放 鬆 時 。

（Shutterstock）

適當的保健和鍛鍊

規矩是老祖宗傳下來的智慧精華。（繪圖：志清/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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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e On Foods 广告待嵌入

特價
每件1$ 19

Western Family
罐裝吞拿魚 
17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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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 月 6 日至 1 月 12 日
本廣告優惠以店內實物和標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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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99

原條外牛腿
烤牛排
$13.21/kg

特價
每磅4$ 49

新鮮 豬肩肉
$ 9.90/kg

胖大媽山
西北分店

新鮮整雞 2 件裝 
$7.25/kg

特價
每磅3$ 29

特價
每件4$ 99

�����
甜菠�

Delissio
冷凍薄餅
475g

Western Family
野生阿根廷紅蝦
340g 

雞 2 件裝 

特價
每磅
29

Western Family
野生阿根廷紅蝦
340g 

Western Family
野生阿根廷紅蝦
340g 

$7.25/kg$7.25/kg$7.25/kg

Olympic
多口味乳酪
1.75 公斤裝

特價
每件9$ 99

可口可樂
百事可樂
12 x 355mL

特價
每件4$ 99

特價
每件3$ 49

�����
甜菠�

特價
每件9

本廣告優惠以店內實物和標價為準
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 月 6 日至 1 月 12 日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 月 6 日至 1 月 12 日

特價
每盒3$ 49

�口草�
16 �司 
�� 2 �

進口甜桔 
5 磅裝

特價
每袋5$ 99

特價
每磅0$ 95

有機香蕉

特價
每件12$ 99

每天上午11點∼下午6點
接受針灸按摩公司保險、WCB接受針灸按摩公司保險、WCB

冼慧
註冊針灸師 註冊按摩師

成功診治 來自       年的積累33

587.352.3152（英、國）
#109, 2308 Center Street NE

中醫．中藥．針灸．按摩．拔罐和耳針

中醫師

10年卡城中醫師 

23年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經驗

8年北京中醫藥大學醫療系學士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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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阿斯利康疫苗研創人 
反對無休止地注射加強劑

【看中國訊】牛津 / 阿斯利康疫苗研創

負責人說，每年提供兩次加強針的建議是

「不可持續的」，並警告說，應該停止提

供任何超過第三劑的疫苗，直到有證據表

明其必要性。

在週一接受《每日電訊報》採訪時，

牛津疫苗集團主任、英國疫苗接種和免疫

聯合委員會（JCVI）主席安德魯 · 波拉

德教授說，COVID 疫苗的推廣應該受到

限制，以「針對弱勢群體」，而不是向所

有人口提供無盡的加強針。

此外，這位知名科學家說，Omicron
變體表明沒有必要再次實施嚴厲的封鎖措

施，他解釋說，「在某些時候，社會必須

開放。當我們真的開放時，會有一個感染

率上升的時期，這就是為什麼冬季可能不

是最佳時機。但這個決定要留給政策制定

者，而不是科學家」。

英國衛生安全局的數據顯示，第三

針的免疫力在十週左右就會減弱，預計

JCVI 將考慮是否需要進行第四輪注射。

儘管波拉德是這種疫苗的堅定支持

者，並在阿斯利康的 COVID 疫苗的開

發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但他強調說：

「我們不能每隔四到六個月就為地球上的

人接種一遍疫苗。這是不可能持續的，也

是負擔不起的」。

「（如果）你的目標是阻止所有的感

染……那是錯誤的，」這位科學家補充

說，當涉及到病毒時，「最糟糕的情況絕

對還沒有到來」。他指出，在向以色列

效仿之前，「需要更多強有力的證據」，

以色列已經批准使用第四個加強劑。

執業近50年的加拿大醫生因

COVID豁免失去了醫療執照

【看中國訊】安大略省一名從業近 50
年的天主教醫生被吊銷了醫療執照，因為

她拒絕配合醫學院對她的調查，關於她向

病人發放實驗性 COVID 疫苗的醫療豁免

的問題。醫生的律師承諾將在法庭上為她

努力抗爭。

瑪麗 · 奧康納（O'Connor）醫生證

實，12 月 23 日午夜，安大略省醫生和外

科醫生學院（CPSO）吊銷了她的醫療執

照，該執照於 1973 年首次頒發。

「學院確實在 12 月 23 日午夜收回了

我的執照。他們認為我是一個高風險的

人，必須緊急處理，」奧康納說。

奧康納與其他三名醫生一起，成為最

近 CPSO 法律行動的目標，因為他們拒

絕配合 CPSO 對實驗性 COVID 注射提

供醫療豁免的調查。

2021 年 11 月，這四名醫生一起被

CPSO 提起法律訴訟，因為他們沒有遵守

學院的要求，沒有按照學院的「調查」交

出病人的機密信息，及為何向病人授予

COVID-19 疫苗醫療豁免權。

該學院在其法庭文件中要求安大略省

高級法院強制醫生們屈從。該法院文件將

於 1 月 7 日進行審理，並尋求允許調查

人員進入醫生的辦公室，以複製或移除

「必要的文件」。

根據《渥太華公民報》的報導，CPSO
還針對奧康納稱 COVID 注射為「基因療

法實驗」，而不是「疫苗注射」提出異議。

CPSO 還聲稱，奧康納要求他們「告

知，（學院）是否知道基因療法實驗成

分，也就是其所謂的疫苗，在沒有知情同

意的情況下對人類注射」。

奧康納的律師邁克爾 · 斯溫伍德表

示，「（CPSO）沒有必要進行調查」。斯

溫伍德說：「這並不涉及瀆職或不稱職」。

mRNA 疫苗技術的發明者羅伯特 ·
馬龍博士說，將 COVID 注射液稱為「基

因療法」，是一個準確的說法。

儘管政府、媒體和學術界的大多數人

以及醫學界都堅持不把 COVID 疫苗稱為

「基因療法」或「實驗性」，但這種疫苗

在 2023 年前都處於臨床試驗階段。

馬龍還說，接種了疫苗的人才是這種

疾病的「超級傳播者」，而不是未接種疫

苗的人。

在 加 拿 大 被 批 准 緊 急 使 用 的

COVID-19 注射劑，包括輝瑞公司為 5
歲及以上兒童注射的疫苗，都與來自流產

嬰兒的細胞系有關。 出於這個原因，許

多天主教徒和其他基督徒拒絕使用。

此外，COVID 針劑還與許多負面

的、通常是嚴重的副作用有關。

在安大略省，其公共衛生部門發布的

官方報告指出，100 多名 12 至 24 歲的

年輕人在注射後被診斷為心肌炎，或心臟

炎症。

儘管有報告稱，打過 COVID 針劑的

人受傷甚至死亡，但 CPSO 自己說，只

有在打過第一劑針劑並受傷的情況下才會

給予醫療豁免。

疫苗強制令導致數百醫護辭職 
安省醫院人員大規模短缺

由於安大略省頒布了新的封鎖限制，

省政府正在為醫院的承受能力敲響警鐘。

省長福特在推特上說：「我們必須盡

一切努力保護我們的醫院，確保我們的前

線工作人員不被壓垮」。

總理特魯多還在推特上說：「我們的

公共衛生專家告訴我們，我們每天可能會

看到數十萬的 Omicron 病例。」但目前

實際情況遠遠沒有達到每天十萬的水平。

這不是安省政府第一次對 COVID 預

測出現嚴重的不準確。 2021 年 4 月，預

測模型表明，每張 ICU 病床都會被病人

填滿，但這並未成為現實。

在省長呼籲「保護我們的醫院」的同

時，因該省的疫苗強制令，大量的醫院員

工被解雇。據估計，超過 1600 名未接種

疫苗的醫護人員失去了工作。去年秋天，

多倫多和渥太華的醫院讓數百名員工休無

薪假，因為他們未能達到疫苗接種要求。

目前，安大略省有 371 家活躍的

醫院，共有 266 名重病患者，他們的

COVID 檢測結果呈陽性，而該省有近

1500 萬人口。

《多倫多太陽報》專欄作家 Anthony 
Furey 寫道：「一個七國集團國家的醫院

系統在某種程度上僅受到這種數量的威

脅，孩子們就被剝奪了上學的機會，社會

就被關閉了，這簡直是不可接受的。」

「我們的醫療保健將領們正在使我們

失望，也許該讓他們某些人下台了，結束

這種毫無道理的封鎖，讓那些能夠應對這

種情況的人上場。」

疫情相關資訊

https://www.pnbfasterhea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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