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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January 8, the first case of 
Omicron infection was found in 
Tianjin. As a result, 15 million cit-
izens were asked to undergo nu-
cleic acid testing within 48 hours 
and the city was put into a “soft 
lockdown”. Unlike Xi’an, which 
is more than 1,100 kilometers 
away from Beijing, Tianjin is just 
over 100 kilometers away from 
Beijing, raising concerns about 
whether the outbreak will affect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Omicron is present in many 
provinces

  Tianjin is the first city in China to 
be attacked by Omicron, a mutated 
strain of COVID-19. In addition to 
Tianjin, Omicron cases have been 
found in Henan, Guangdong, Hu-
nan, and Zhejiang provinces, with 
Tianjin being the city with the most 
confirmed cases.
  “The virus in Tianjin has possibly 
spread for some time,” said Zhang 
Ying, deputy director of the Tian-
jin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The Baidu human mi-
gration tracking map shows that 
from January 1 to January 7, peo-
ple moved out of Tianjin mainly 
went to Beijing, Langfang City, 
Hebei Province, and Tangshan 
City. After January 2, the high-
est percentage of places people 
moved to was Beijing.
  The WHO has previously stated 
that there were three main char-
acteristics of Omicron: easier 
transmission, reduced vaccine ef-
ficacy, and less severe symptoms. 
Experts believe that the combina-
tion of Omicro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ianjin 
means that Omicron has spread to 
Beijing.
  After the emergence of the out-
break in Tianjin, local authori-
ties immediately announced full 
population testing, which was re-
quired to be completed within 24 
hours in four districts in Tianjin 
starting January 9. The remaining 
12 districts will complete testing 
in the following 24 hours starting 
on January 10. (To Next Page)

Translated by Vision Times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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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層屋 2008 呎,�� 式 雙車��3+1
���書�,3.5 浴廁�主人�� 4 件裝浴廁,
W/O 土庫完成����浴廁�可步行至學校,
Nose Hill,�車站�
�勿錯�� $688,800

�校� Edgemont W/O 土庫完成 �山景

新
上
市

獨立平� 1488 呎 + 土庫�部完成,��門
出�,主層鋪實木��,� 3 個天�,�
�廚�,不�鋼家�,3+2 ��,3.5 浴廁,
土庫�較� LVP ��,10 �鐘直�市中心�
�學校�����場�
大量裝�� $780,000

西北 Rosemont �中心 大量裝�
獨立�層屋 1302 呎＋土庫�部完成,�
� 雙 車 ��3+1 � �,2.5 浴 廁� 主 層 採
光猛開放式設計��洗衣�,廚��不�
鋼家�,��向西南,�學校����不
容錯�� $450,000

新
上
市

西北 Hidden Valley 獨立�層屋
位 於 10 �,1 � �,1 浴 廁 3 78 呎 柏
文 � � �單 位 � 洗 衣 裝 置,� 陽 台,
C o n d o F e e 包 括 水費�� 費 � 暖 � �步
行至市中心 �� � �� 場,� � � 河景,
交 � 方便 � $99,000

唐人街王老五單位 �河景

新
上
市

獨 立平� 780 呎,3 � 2 浴 廁,土 庫 � 部
完 成�� 皮 36.3 呎 x 125.66 呎�� � �
櫃,較 �屋頂��中� �� �即�式 �水
爐�光猛向南��,可步行至學校,�場�
市中心�投�或
自住��擇� $479,900

西北 Tuxedo Park 獨立平� �市中心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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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天候24小時
手機睇樓 

西北Sandstone Valley W/O土庫完成 近學校

獨立兩層屋1794呎，W/O 全部完成土庫，保養一流。
全屋全新油漆，較新屋頂及暖爐，3+1睡房，3.5浴廁。
主層有拱形天花，主人房有4件裝套廁，土庫有廚房。
步行至學校，公園。鄰近
Nose Hill。萬勿錯過。 $498,000

新上市

SOLD
(103.

4%)

1天內售出

西北 Sherwood W/O 土庫完成 背靠草地 

華麗獨立兩層屋2652呎，建於2016年，前進式雙車房。3+1
睡房，3.5 浴廁及兩個廚房。主層有9呎高樓底，鋪實木地板，
日光房。廚房有中央島，雲石檯面及不銹鋼家電。主人房有5
件裝套廁，W/O 土庫有廚房及獨立門出入可分租, 另有客廳,
睡房及浴廁, 光猛向西南後
園背靠草地。萬勿錯過。 $849,900

新上市

唐人街王老五單位 有河景

位於10樓，1睡房，1浴廁378呎柏文公寓。
單位有洗衣裝置，有陽台，Condo Fee包
括水費、電費及暖氣。步行至市中心、餐
廳及商場，有華麗
河景，交通方便。

新上市

 $99,000

名校區 Edgemont 獨立兩層屋

獨立兩層屋1612呎，3+1睡房，3.5浴廁。
坐向光猛向西南，全新熱水爐及暖爐，主
層採開放式設計，有拱形天花。廚房有較
新不銹鋼家電，特大雙車房。近學校、大
學及商場，不容錯
過。

新上市

$509,900

西北Hidden Valley光猛向西後院 有8400呎地皮

獨立Bi-Level 898呎+土庫全部完成共1707呎, 前進雙車
房, 較新屋頂, 主層有實木及瓷磚地板, 較新橡木廚房, 有
不銹鋼家電及大理石檯面, 2+1睡房2浴廁, 主人套房有3
件裝套廁, 客廳有壁爐及17呎高樓底, 8400呎地皮有特大
向西後院, 光猛開陽, 近
學校、公園及公車站。

新上市

$435,000

SOLD
(100.

6%)

西北Panorama Hills W/O平房 背靠湖景

罕有華麗獨立W/O平房1760呎，W/O 土庫完成有套房，
前進雙車房。主層舖有地磚，客廳有11呎拱形天花，專
業廚房有雲石枱面、特大中央島及不鏽鋼家電。 3 睡房
+書房，3.5 浴廁。中央冷氣、新熱水爐。步行至學校，近
Save-On-Foods 及公
園，萬勿錯過。 $999,900

西南 Downtown West End 市中心柏文公寓

725呎柏文公寓，2睡房，1浴廁。採光猛開
放式設計，陽台坐向東南，單位內有洗衣
裝置、新地毯，包1個地下停車位。步行至
C-Train及市中心，交通方便 。Condo Fee
包水費及暖氣 ，自
住或出租好選擇。 $248,800

名校區 Edgemont 土庫全部完成 近公車站

獨立兩層屋1886呎，前進式雙車房。主層有實
木地板，客廳拱形天花，特大廚房有雲石檯面
及不銹鋼家電。主人房有5件裝套廁 , 4睡房，3
浴廁。土庫有9呎樓底。門外有公車站，可步行
至學校，Nose Hill及
商場！不容錯過。

新上市

 $599,900

名校區 Edgemont W/O 土庫完成 有山景

獨立兩層屋2008呎，前進式雙車房。3+1睡
房、書房，3.5浴廁。主人房有4件裝浴廁，
W/O 土庫完成有睡房及浴廁。可步行至學
校，Nose Hill，公
車站！萬勿錯過。

新上市

 $688,800

西北 Hawkwood W/O土庫完成

獨立兩層屋1885呎，前進雙車房。3+1睡房＋
書房，3.5浴廁。全屋全新油漆，主層有拱形
天花，鋪實木地板，廚房有全新石英檯面及
不銹鋼家電。2樓鋪全新地毯，W/O土庫有廚
房。近學校、商場及
公園。萬勿錯過。 $529,900

新上市

SOLD
(104%

)

4天內售出

如 有 計 劃 今 年 買 賣 房 屋 ， 請 盡 快 與 我 們 聯 絡 ！

承蒙各界的支持，我們團隊於2021年破交易新記錄，成功賣出239個樓盤！
卡城地產局(MLS)卡加利房地產團隊頭3名！

現在卡加利地產屬於賣家市場，12月獨立屋基準價格是$547,300，
預測今年會繼續穩步上升！

2016-2021卡加利獨立屋價格走勢 2016-2021卡加利獨立屋存貨走勢

2022年1月6日2卡加利大都會周刊‧Sing Tao Chinese Cosmo Weekly Calgary ‧期1523

如 有 計 劃 今 年 買 賣 房 屋 ，  請 盡 快 與 我 們 聯 絡 ！

新
上
市

承蒙各界的支持，我們團隊於 2021 年破交易新記錄，成功賣出239個樓盤！

卡城地產局 (MLS) 卡加利房地產團隊頭3名！

現在卡加利地產屬於賣家市場，12 月獨立屋基準價格是 $547,300，
預測今年會繼續穩步上升！

青區，目前包括該區的大寺鎮和

王穩莊鎮都已被列入管控區，實

行封閉式管控。

由於天津鄰近北京，搭乘高

鐵只要半小時即可到達，因此，

為避免天津疫情向外擴散，天津

市政府早於 1 月 9 日就禁止人

員進城或出城，除非持有 48 小

時內的核酸陰性檢測證明或工作

單位的特別批核，才能出行。至

於大部分出城的公車、火車和航

班也大多停駛，進入類似「軟封

城」的狀態。

不過，部分流行病學專家

警告，Omicron 病毒在天津恐

怕已經隱匿傳播三代以上，若

【記者邢亞男綜合

報導】北京冬奧會將在2

月4日開幕，1月8日，天

津首次發現Omicron感

染病例，1500萬市民被

要求48小時 進行全員核

酸檢測，全市進入「軟封

城」狀態。與距京1100多

公里的西安不同，天津距

北京僅100多公里，疫情

是否會影響到北京冬奧，

引發關注。

Omicron現身多省

天津是中國首個遭新冠病

OMICRON OUTBREAT IN TIANJIN THREATENS WINTER OLYMPICS
毒變異株 Omicron 攻陷的城

市。除天津外，中國還在河南、

廣東、湖南、浙江等省發現

Omicron 病例，其中天津是出

現 Omicron 病例最多的城市。

自從 1 月 8 日首度發現 2
起確診病例後，根據天津市衛生

健康委員會的最新疫情通報，截

至週二 (1 月 11 日 ) 上午 9 時，

共累計了 40 例確診病例，其中

無症狀感染者有 13 例，就症狀

而言，輕症有 28 例，普通型則

有 12 例。

天津目前受污染的封控區主

要集中在東南方的津南區，而最

新發現的一起病例則在西北方西

北京政府將民眾與
冬奧選手完全隔離。

北京堅持清零 衝擊中國經濟
Strict COVID-19 Lockdowns Slash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6反省自己 勿責他人 習近平再清洗 
孫力軍餘黨B3A3 小匈牙利反革命事件

真相（下）C2雙語報導
English or

Consider Others First, Cultivate  
Your Inner Self and Never Blame Others

以每代近三天來計算，可能已

經傳染達 9 天以上了。因此，

微博上的關注詞「一週內從天津

出來的人去了哪裡」一度上了熱

搜榜，尤其報載的一張遷徙圖

顯示，天津市民近期前往的城

市，主要集中在北京市、河北

省的廊坊市、唐山市等地，引

發籌備中的北京冬季奧運賽事

恐遭殃及的擔憂。

天津疫情出現後，當地立即

宣布全員檢測，要求 1 月 9 日

開始 48 小時內完成。這一政策

倍廣遭詬病，天津有 1500 萬人

口，許多檢測點出現了人擠人的

情況。（下轉 A2）

天津疫情天津疫情
威脅冬奧威脅冬奧 ▲

https://www.calgaryhouse.ca/
https://www.calgaryhous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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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A1）1 月 10 日，中國

衛健委通報全國新增 192 例確

診病例，以河南省 88 例最多，

天津市 18 例。新增無症狀感染

者 50 例，其中天津有 11 例。

1 月 11 日，中國新增本土病例

166 例，河南最多 118 例，天

津 33 例，其中津南區 28 例、

西青區 3 例、河西區 2 例。值

得注意的是，天津 8 日首次傳出

Omicron 變種株感染病例後，3
天內激增至 47 例確診；而河南

安陽 9 日也出現兩例 Omicron
個案，與天津疫情屬同一傳播

鏈，感染源為上月從天津返鄉的

大學生。

天津距北京僅 100多公里，

這波疫情嚴重威脅正在籌備冬奧

的北京。據百度遷徙地圖顯示，

1 月 1 日至 1 月 7 日 7 天時間，

天津遷出人口目的地，主要集中

在北京市、河北省廊坊市、唐山

市等，而 7 天時間內，除 1 月 1
日和 1 月 2 日外，遷出地佔比

最高的均為北京市。

根據《健康時報》統計，天

津市遷出地排名前 5 的其他城

市則集中在河北省廊坊市、唐山

市、滄州市和保定市。按照省、

市來看，天津市遷出的主要目的

地仍集中於北京市和河北省。此

外，還包括山東省德州市和濟南

市等。

截至發稿前，北京、天津

尚未封城，但河南安陽在發現 2
例 Omicron 病例傳播鏈來自天

津後，已於 10 日深夜緊急發布

18號通告，禁止當地民眾外出。

同時，「安陽日報」微博也

發消息，河南安陽市 11 日宣布

500 萬居民暫時停止人員流動，

禁止所有私家車輛上街，非必要

的企業都暫停營業，並開始進行

普篩。這是繼西安、禹州封城

後，第三座實施封城的城市。

據悉，河南自去年 12 月 31
日至今年 1 月 10 日為止，累計

本土病例 258 例，在鄭州、洛

陽、安陽、許昌等多地出現。出

現聚集性疫情的鄭州及許昌禹州

市，都是 Delta 變異株，目前病

毒來源尚不明確。

北京堅決成為 
「雙奧之城」

變種病毒奧密克戎攻陷鄰近

北京的天津市後，為北京冬奧的

舉辦增添壓力。北京冬奧組委會

1 月 11 日表示，中國如期舉辦

賽事的決心「堅定不移」，冬奧

「泡泡」的「閉環式管理」也運

作順利，北京在賽事期間「不會

封城」，還有二十多天，北京將

成為史上第一個舉辦過夏季與冬

季奧運的「雙奧之城」。

運動員的抉擇

從北京故宮、慕田峪長城到

北海公園，北京冬奧組委會官網

上宣傳行銷北京的友善美好，但

來自世界各國冬奧選手，是無法

親赴現場參觀的。

北京冬奧組委會已經於 1
月 4 日啟動閉環管理，也就是

在這次冬奧的三大賽區北京、張

家口和延慶三地舉行的所有比

賽，都會在封閉狀態中舉行。

《紐約時報》報導，上千名

的運動員、教練、團隊行政官

員、奧運工作人員、承包商、志

願者和記者，將在整個奧運會期

間與外界隔絕。比賽場地、酒店

和其他運動員住地、媒體設施和

交通網路也都在閉環的「泡泡」

內，也就是外人進不去，裡面的

人出不來。

在閉環管理下，運動員和各

國記者接受一樣的防疫規格。參

加冬奧的所有人都得接種過疫

苗，想選擇醫療豁免的，得在比

賽前隔離二十一天，而進入閉環

管理的泡泡中後，每人每天都將

接受新冠檢測。

法新社引述駐北京外交官的

話說，北京冬奧會的防疫管控措

施「太過極端」，他們擔心，這

根本無法向閉環泡泡中自己國家

的選手與國民提供協助。

而研究批判性體育理論

（Critical Sports Studies）的陶

森 大 學（Towson University）
運 動 管 理 學 系 講 師 孫 又 揆

（Daniel Sun）接受訪問時就

說，在疫情下參與北京冬奧的各

國選手，要面對的心理壓力是多

重的，並不輕鬆。「屆時運動員

在頒獎台上或是接受訪問時發

言，會怎麼表達自己的意見與看

法，這對中國政府來說，屆時會

怎麼處理，都是考驗。」

「尤其是對西方國家的運動

員來說，在自己的國家時，他

們沒有什麼嚴格限制，但當他

們到了北京參加奧運，等於是

處處被中國主辦單位限制與監

控行動自由，這當然對運動員

的心理會有一些影響，這是不

是會造成一些反彈、或是訴苦

的情況出現？這都會為賽事的

舉辦增加不確定性。」孫又揆

分析。

活在嚴格管理與監控下，

經歷這兩年的疫情以來，中國

人民有更深刻的感受，就更不

用說在西藏與新疆地區，藏人

與維吾爾人長期面臨的針對性

壓迫。

美國因為新疆人權問題對

這次北京冬奧採取外交抵制，

「五眼聯盟」的成員國也跟進。

而即將現身北京冬奧舞臺

的美國花式滑冰選手勒杜克

（Timothy LeDuc） 出 發 前 也

對《今日美國》（USA Today）
說，「我們都知道發生在維吾

爾人身上可怕的事情，我在某

個地方讀過報導，那裡有第二

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的集中

營』，在我們眼前上演的是迫害

人權的行為。」

參賽國警告冬奧選手 
在中國應謹慎

除了疫情疑慮外，法新社

報導，德國反禁藥組織 1 月 10

日呼籲，即將前往北京參加冬

季奧運的運動員不要在中國食

用肉品，以免攝取到肉品中俗

稱瘦肉精的類固醇「克倫特羅」

（clenbuterol）。克倫特羅是一

種類固醇，用於讓牲畜在屠宰前

增加瘦肉、減少脂肪。

報導還指出，反禁藥組織長

久以來都有提到中國產製肉品受

「克倫特羅」污染的風險，但卻

未引起外界重視。

此前也多次傳出有運動員檢

測出瘦肉精呈現陽性反應的案

例。例如，西班牙自由車名將康

塔多（Alberto Contador）因在

2010 年時食用含有瘦肉精成分

的牛排，導致查出服用禁藥，被

剝奪 2010 年和 2011 年環法和

環義等多個冠軍頭銜，當時一度

登上國際體育頭條新聞。

此 外， 在 1 月 11 日， 荷

蘭《民眾報》 （De Volkskrant）引

述消息人士稱，荷蘭奧委會

（NOCNSF）緊急提出呼籲，參

加北京冬奧的荷蘭選手及工作人

員，不要把手機、筆電等個人設

備帶到中國。

此為荷蘭奧委會發布的一系

列措施之一部分，亦是該國前所

未有的舉措，其目的是在因應北

京特工任何的可能性破壞。

消息人士向《民眾報》表

示，為了保護個人資料不遭中方

監控，荷蘭團隊的成員在中國這

段期間，都將配發未使用過的新

通訊設備。

數年前美國白宮也曾警告，

在中國使用蘋果電腦或黑莓機等

設備，其通訊錄、行事曆及電郵

等，都將會在極短時間內，遭中

方間諜全部下載。

    

天津疫情 威脅冬奧   This policy was criticized be-
cause Tianjin has a population 
of 15 million and the 48-hour re-
quirement to complete full-scale 
testing resulted in the crowded 
conditions seen in many videos at 
the testing sites. The high density 
of people gives the virus a new 
opportunity to spread on a large 
scale.
  China has been taking the strict-
est “zero-COVID” measures 
since late 2019. However, pres-
ence of the more potent Omicron 
in Chinese communities and the 
failure to uncover community 
transmission chains has increased 
the pressure to adhere to a “zero-
COVID” policy.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o close the city of Bei-
jing is also a difficult one as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are just 
around the corner; it may be up to 
Xi Jinping to make the decision 
himself.
  The most serious impact of the 
Omicron variant in Tianjin is 
psychological. For the public, 
China’s 2.8 billion doses of vac-
cine, an average of two doses per 
person, will not be able to stop 
the outbreak. For foreign athletes, 
China’s overly strict quarantine 
measures may concern them and 
some athletes may not be ab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Winter Olym-
pics if they test positive before 
the games open. For Beijing, it 
would be a huge embarrassment 
if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in 
the Winter Olympics were to be 
drastically reduced due to the 
pandemic.

Pressure on Winter Olympics 
and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In the meantime, food and other 
supplies must still be transported 
from outside to the venues. With 
such a high flow of people, there 
is a risk of even one asymptom-
atic person causing an outbreak 
in the Winter Olympics venues.
  Taiwan’s former Director of 
Health, Mr. Tu Sheng-chieh, be-
lieves that it’s very difficult to 
get a complete clearance: “Espe-
cially for Omicron, firstly, it is 
very infectious; secondly, it has 
many asymptomatic people, and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coming 
and going to the Winter Olym-
pics, so it would be very difficult 
to get rid of it completely. There 
are only two situations: one is 
to pretend there is no epidemic, 
to lie; the other is very strict, to 
simply not host [the Olympics]. 
Otherwise, once held, to ensure 
a completely epidemic-free event 
will be very difficult”, Tu said.
  Samsung, Volkswagen, and tex-
tile companies that supply Nike 
and Adidas confirmed that their 
production activities in China 
have been temporarily suspended 
or reduced. Frederic Neumann, 
co-head of Asian economic re-
search at HSBC, warned that 
Omicron could bring production 
in China, the mother of all supply 
chains, to a halt in Asian facto-
ries in the coming months. A new 
round of city closures in China 
to prevent epidemics has also 
hit factory and port operations, 
potentially adding to the global 
supply chain’s woes once again.

天津市下令在48小時內進行全民檢測，圖為檢測點的排隊人龍。（Getty Images）

中國取消多趟美國航班 華人難回家過年
【看中國訊】在新冠病

毒（COVID-19）的新變種
「奧米克戎」（Omicron）
引起的感染繼續激增之際，

中國於週三（1月12日）下令
在未來幾週內再暫停6趟從
美國到中國的航班，眼看中

國新年就要到了，估計很多

在美華人要想回國回家過

年會更難了。

今年被取消的從美國到中國

的航班數已經達到 70 架次。中

國方面的航空監管機構 1 月 12
日表示，由於在最近的一次航班

上發現有 7 名乘客檢測新冠病

毒呈陽性，因此從 1 月 24 日那

週開始，它將暫停美國聯合航空

公司（United Airlines）從舊金

山飛往上海的兩趟航班。

從 1 月 31 日那週起，中國

南方航空公司還將暫停從洛杉磯

飛往廣州的四趟航班，此舉也將

影響 2 月份的回程航班。

2022 年的中國新年是 2 月

1 日，而 1 月 31 日正是大年除

夕，是很多中國人根據傳統習俗

要合家團聚的重要日子。

很多海外華人，其中一大部

分是留學生，都有回國回家過年

的打算，可是回國航班已經越來

越少，如果他們能夠找到的話，

那個票價飆升得也是令人望而生

畏的。

達美航空今年 2 月份每週

二從西雅圖到上海的單程航班

售價已經達到 6,285 美元（約 4
萬元人民幣）。

在中國知名度較高的航班酒

店預訂網路攜程網上的搜索顯

示，從 1 月 12 日以後一直到月

底的時間裏幾乎沒有從美國到中

國的直飛航班了。

在 1 月 12 日的最新取消航

班之前，有三家美國航空公司和

四家中國航空公司每週在美中兩

國之間運營大約 20 個航班，而

新冠大流行以前，美中兩國之間

每週有 100 多個航班。

除了美國以外，中國方面在

12 日也宣布暫停來自法國和加

拿大的六趟航班。

另據美聯社報導，美利堅

航空公司星期二說，1 月下旬和

2 月上旬的六個達拉斯飛往上海

的航班被中國方面取消。美聯航

說，被迫取消 1 月下旬的 6 班

從舊金山飛往上海的航班。達美

航空公司表示，上週取消了一班

航班，這個星期五的另一班飛往

上海的航班也被取消。

報導說，代表美國旅客及貨

運航空公司的美國航空運輸協會

說，該協會曾與美國和中國政府

官員討論此事，希望找到最低限

度影響旅客行程的方法。

報導說，美國拜登政府還沒

有就更多的航班被取消立即發表

評論。中國再次取消航班是美中

兩國在國際航班以及設法防止病

毒擴散的規定上持續分歧的最新

發展。

隨著北京冬奧會 2 月 4 日

開幕臨近，在最新一輪疫情爆發

後，中國對旅行的限制不斷收

緊。中國一直限制飛往中國的航

班只能搭載 75% 的客量，並要

求乘客在乘機前和抵達後都做檢

測。如果有乘客抵達後檢測陽

性，則航空公司可能根據陽性

檢測的數量，被強迫取消 2 到 4
班的航班。

上週，香港也宣布對來自

包括英國和美國在內的八個國

家的入境航班實施為期兩週的

禁令。希望通過中轉香港回到

大陸過年的華人旅客恐怕也沒

有太多機會了。

不少海外華人在社交媒體

上抱怨：「已經兩年沒有回家

了！」。隨著越來越多的航班再

被暫停，很多海外華人抱怨現在

想回中國已經像是一個「不可能

完成的任務」了。

對於這些被迫滯留在外的

海外華人，或許留在海外反倒

給了他們更多的安全和自由。

目前國內實施的對病毒「清零」

的一刀切政策已經導致很多地

方民不聊生，甚至會造成更多

的傳染。實際情況也是如此，

例如西安並沒有控制住疫情，

天津也淪陷了，北京可能離淪

陷也不遠了。

另外，海外華人即使輾轉回

到國內，還要面對苛刻的隔離政

策，兩週、三週，如果到了過年

的時候，還在隔離期而不能和親

人見面的話，那個滋味就更不好

受了。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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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民眾希望減少與中國經貿往來
【看中國訊】一項最新民調

顯示，多數加拿大人希望減少與

中國的經貿往來，認為在與北京

打交道的時候人權和法治比經貿

更重要。不過很多加拿大人也擔

心，採取這樣的立場可能會對加

拿大造成經濟後果。

據美國之音報導，加拿大

民調機構安格斯 - 裡德研究所

（Angus Reid Institute）1 月 10
日公布了 2021 年 11 月 26 日至

29 日隨機訪問 2005 名加拿大

公民所得出的調查結果。根據這

項民意調查，61% 的受訪者希

望加拿大減少與中國的貿易和投

資。只有 24% 的人認為中國和

其他國家一樣是好的貿易夥伴。

2020 年，加拿大與中國之

間的貿易額達到 1000 多億美

元，中國是加拿大的第二大貿易

夥伴。在希望與中國減少貿易往

來的受訪者中，約 28% 的人認

為加拿大這樣做可能不會對本國

經濟產生負面影響，並有 60%
的人認為加拿大可以在經濟影響

較小的情況下降低對中國的依

賴。

安格斯 - 裡德研究所發布的

調查結果還顯示，77% 的加拿

大人認為，在與北京打交道時，

應將人權和法治作為優先事項，

而不是經貿投資。

但是也有近 60% 的受訪者

擔心，採取這樣的立場或是對抗

北京可能會對加拿大造成經濟後

果，並有 70% 的人認為，加拿

大做什麼都不可能改變北京的行

為。

安格斯 - 裡德研究所所長莎

琪 · 科爾（Shachi Kurl）表示，

加拿大人對這些問題的反饋，與

加拿大與北京之間發生的一系列

事件有關。她說，加拿大過去兩

年多來與北京在經貿和外交上問

題上發生了很多爭端，從北京暫

停加拿大菜籽油和肉類的進口，

到兩名加拿大人在孟晚舟事件

後被北京當局以「間諜罪」拘押

一千多天，而後者在加拿大國內

被廣泛視為是北京的報復。

科爾對美國之音說，加拿大

人也對中國的人權和法治表現出

並且繼續表現出擔憂。大多數加

拿大人認為北京對待維吾爾少數

族裔的方式是「種族滅絕」。他

們也非常不安地關注香港的政治

局勢和言論自由情況，有約 30
萬加拿大人在那裡生活。

這項最新民調結果也反映

加拿大人對中國的好感度在下

降。安格斯 - 裡德研究所 2021
年 12 月公布的一項民調顯示，

僅有 16% 的加拿大人對中國抱

有好感，而在 14 年前北京舉辦

夏季奧運會期間，這個數字是

50%。皮尤中心去年早些時候

的一項調查也顯示，對中國持正

面觀感的加拿大人不足三成。

自 2018 年孟晚舟事件後，

加拿大與北京的關係一直冷淡。

一些觀察人士認為，在北京採取

「人質外交」這種強硬應對孟晚

舟事件的做法之後，加中關係不

太可能會回到過去。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在 2021
年年底的一個電視採訪中說，西

方國家應該聯合起來對抗北京政

府，以防止北京利用商業利益在

西方製造分化。他在新年伊始還

任命對北京持強硬態度的「鷹派

人物」、國防部副部長喬迪 · 托
馬斯（Jody Thomas）擔任他的

國家安全顧問。

2021 年 12 月，加拿大宣

布與美國等盟國一道外交抵制今

年 2 月舉行的北京冬奧會，就

中國的人權問題向北京發出信

號。加拿大眾議院通過動議，認

定北京對待新疆維吾爾人少數

民族的方式構成「種族滅絕」，

但特魯多政府沒有使用「種族滅

絕」一詞來描述北京在新疆的人

權侵犯。

美國之音報導稱，在加拿大

人希望減少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之

時，加拿大政府正在拓展在印太

地區的其他經貿關係，加強供應

鏈韌性。加拿大政府和臺灣政府

1 月 10 日宣布就一項外國投資

促進和保護協議展開談判。 
加拿大國際貿易部長辦公室

在 1 月 10 日的聲明中說，這個

安排旨在為加拿大企業投資海

外和外國企業投資加拿大「提供

一個穩定的基於規則的投資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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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加拿大和台灣

展開《投資促進及保護協議》

(FIPA) 的對話，進一步拓展雙

邊經貿。專家解讀這是加拿大對

華政策調整方向的一步棋，就經

濟角度，能保證加拿大握有台灣

晶元產能；在地緣政治角度，則

將與美英澳在印太地區的戰略同

步。

加拿大和台灣宣布啟動雙

方《投資促進及保障協議》的探

索性討論。加拿大國際貿易部長

伍鳳儀（Mary Ng）第一時間

在推特上提到她與台灣行政院經

貿談判辦公室總談判代表鄧振中

舉行視訊會議，強調加台雙方進

一步在經濟領域，包括供應鏈、

綠能、科技、創新、教育及原住

民事務等領域加強合作。伍鳳儀

並提到：「加拿大致力深化與印

太地區的貿易連結及經濟夥伴關

係，而台灣是加拿大在印太的關

鍵貿易與投資夥伴。」

渥太華大學教授史國良表

示，前兩天加拿大外交部長喬美

蘭 (Melanie Joly) 已提到正在制

訂新的印太戰略，隨後國貿部長

就啟動與台灣的貿易對話，這顯

示聯邦政府的對華政策將採取和

過去完全不一樣的走向了。

史國良表示，「渥太華正在

研擬印太戰略，過去我們把中國

市場看得很重要，但現在我們理

解，中國市場雖然大，但它有很

多問題，對自由世界會有危險，

所以我們調整方向，和美國、英

國、澳大利亞站在同一陣線，更

積極與日本、印度和臺灣等其他

亞太國家合作往來。」

【看中國訊】一名加拿大

軍官披露，在北京正式承認

Covid-19 爆發之前的兩個月，

他就在 Covid-19 的「原爆點」

武漢。而且，與他一起在武漢

參加世界軍人運動會的各國隊

友，很多人在武漢都出現了疑似

Covid-19 症狀，他要求對那裡

爆發的可疑疾病進行調查。

據《星期日郵報》1 月 9 日

報導，這位長期服役的軍官因仍

在部隊而不能透露姓名，他是在

2019 年 10 月參加武漢世界軍

人運動會後，患上衰弱性疾病的

數十名運動員之一。

他說，外國選手發現這座擁

有 1100 萬人口的城市「像一座

鬼城」，加拿大隊受到神秘病毒

的困擾，以至於在他們回國的軍

用飛機上設立了一個隔離區。

這位軍官說，儘管他以前的

體能水平很高，但仍然受到疾病

的影響，一位軍方指定的醫生

後來說，他幾乎肯定是感染了

Covid-19。
他的披露，加劇了人們對中

國政府掩蓋疫情的擔憂，因為掩

蓋已經造成了毀滅性的後果。北

京政府說，第一個確診病例是在

2019 年 12 月 8 日，比世界衛

生組織得到臺灣消息來源的通知

早了三週。

「為何不好好調查？」

幾名參加奧運會的歐洲運動

員說，他們在武漢出現了類似於

Covid 的症狀，這屆奧運會吸引

了來自 100 個國家的 9000 多名

選手。報告還顯示，有伊朗參賽

者在回國後不久就死亡。

這位加拿大軍官說：「我

百分之百相信，當我們在武漢

時，病毒就在那裡。但證明的

責任在科學界和情報專家身

上，而不是運動員。我承認我

不是科學家，而且可能不是染

上 了 Covid-19， 但 為 什 麼 每

個人似乎都不願意好好調查？

Covid-19 對每個人的生活產生

如此大的影響，導致數百萬人死

亡，經濟衰退，那麼為什麼不進

行盡職調查。難道是事實太大，

無法處理？」

運動會期間武漢像座鬼城

這位軍官說，168 人的加拿

大代表團於 10 月 15 日抵達武

漢，發現這個城市空無一人。他

說：「你能看到的地方都是摩天

大樓，但所有的學校都關閉了，

起重機沒有移動，幾乎沒有任何

汽車，周圍幾乎沒有人。」

他說，8 天後，加拿大運動

員開始感到不適，出現類似流感

的症狀，如發燒、噁心和疲憊。

「我在運動會結束前就開始出現

症狀。有這麼多病例，以至於回

來的飛機上有很大一部分病人不

得不被隔離起來」。

他感覺非常糟糕，從機場開

車回家時，他不得不停下來在一

家酒店睡了三天，並在六個星期

內疲憊不堪。將近兩年後，他說

他仍在遭受他認為是慢性 Covid
病症的折磨。

世衛：不徹查每個事件 
是不明智的

世界衛生組織的顧問梅茨爾

（Jamie Metzl）說，雖然不能確

認運動會是否是早期的超級傳播

事件，但對這種線索進行跟蹤是

至關重要的。

他說：「在我們知道這場可

怕的危機是如何開始的之前，不

徹查每個事件是不明智的，也是

自取滅亡。大多數人在得知沒有

對這一流行病的起源進行全面的

國際調查時，會感到震驚。這是

不可接受的，它使整個世界和子

孫後代處於危險之中。」

去年 1 月，美國國務院說，

情報報告顯示，武漢病毒研究所

的研究人員，「在 2019 年秋季

生病」，症狀「與 Covid-19 和

普通季節性疾病一致」，儘管後

來總統拜登下令進行的審查，但

對其起源沒有結論。

各國軍人運動員 
也報告染神秘疾病

這位加拿大軍官的故事與法

國、義大利、盧森堡和瑞典的一

些運動員聲稱，他們在運動會中

感染了病毒的說法相吻合，《星

期日郵報》在 2020 年 5 月首次

報導了這一情況。英國沒有參加

世界軍人運動會。

德 國 排 球 運 動 員 博 克

（Jacqueline Bock）說，她和一

些隊友在武漢生病了。她補充

說：「我從來沒有感到過如此的

不適。要麼是非常嚴重的感冒，

要 麼 是 Covid-19。 我 認 為 是

Covid-19。」

義大利擊劍運動員塔利亞

里奧（Matteo Tagliariol）說，

在他武漢公寓的每個人都生病

後，他遭受了高燒、嚴重咳嗽

和呼吸困難，他說這些症狀與

Covid-19 相同。

一位運動員在運動會結束

後不久匿名告訴記者，281 名

法國參賽者中，「有不少人」生

病了。 31 歲的五項全能運動

員克勞維爾（Elodie Clouvel）
後來說，她和她的夥伴貝勞

（Valentin Belaud）都生病了。

官方的說法是，這種報告是

高度推測性的，沒有確鑿的證據

支持。

運動會結束後，美國運動員

們回到了全國各地的 200 多個

軍事基地。在 2020 年 3 月底之

前，其中 63 個基地出現了確認

的感染。

共和黨議員試圖確定與運動

會的任何聯繫，但他們發給政府

高層人士的信件沒有得到答覆。

不過，拜登上週簽署的一項法律

包括一項披露武漢感染人數的任

務。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政

府指責參加奧運會的美國軍隊將

Covid 帶到武漢，作為轉移對其

掩蓋數據的注意力的虛假宣傳活

動的一部分。

2016年 G20國家領導人杭州峰會，特魯多與習近平握手。（Getty Images）

2019年武漢世界軍人運動會開幕式。

加拿大軍官爆料：武漢軍人運動會已爆發疫情
加拿大與台灣
深化經貿合作

https://mru.ca/conserv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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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北京冬季奧運

會及帕拉林匹克運動會（殘奧

會）將在 2 月 4 到 20 日舉行，

但天津與河北疫情令北京當局高

度緊張，已啟動「防疫泡泡」計

畫，防堵外來病毒侵入。北京警

方甚至要求民眾，勿與外籍選手

接觸，即使遇上車禍也不要冒然

出手相救，這種如同公開教唆大

眾「見死不救」的行為引發社會

震驚。

冬奧外國團隊若出車禍 
民眾不准救

法新社 10 日報導，北京當

局於 1 月 4 日開啟所謂的「防疫

泡泡」計畫，這意味著數以千計

的冬奧工作人員、義工、清掃

員、廚師以及司機等，將與外部

世界隔絕數週，這是中共官方維

持「清零」政策的措施之一。

不僅如此，北京市公安局公

安交通管理局甚至還在微博發文

要求當地民眾，一旦與載有冬奧

選手、教練或官員的特殊車輛發

生交通意外，務必與對方保持安

全距離，切勿與車輛或車內人員

接觸，也不要讓對方離開車輛，

必須等待專業人員到場。

報導還指出，全球各地媒

體及約 3000 名運動員將在賽前

幾週陸續抵達北京，並從落地

後到離開中國期間，都待在「泡

泡」當中。所有人必須完整接種

疫苗，或在落地後接受 21 天隔

離，且每人每天均須採檢，也必

須時時戴著口罩。

對此，有網友質疑，如果真

遇到突然狀況，「真的要袖手旁

觀、見死不救嗎？」、「生死一

瞬間啊」、「這也太不符合我大

國的風範了！」

天津爆Omicron 
北京緊張

事實上，中國國內疫情似乎

已到了失控的情勢。

近日傳出，距離北京僅高鐵

車程 30 分鐘的天津市已經出現

多起本土 Omicron 確診病例。

對此，北京市疾控中心已於 9
日發布公告，北京市民非必要不

得前往天津，天津市民非必要也

不要到北京，同時還建議京津通

勤人員居家辦公。

據《中國新聞週刊》報導，

從百度地圖遷徙大數據來看，一

直以來，天津人口遷出最多的地

方是北京和河北。 1 月 3 日至

6 日期間，在天津的遷出目的地

中，北京市始終名列首位，且在

1 月 4 日當天，天津至北京的人

口遷出率一度高達 32.09%。

而據天津市 10 日的通報，

該市自 8 日出現疫情迄今，已

累計隔離約 7.5 萬人，但疫情似

乎仍在擴散。

河南現Omicron 
源頭來自天津

北京除了防堵天津、河北疫

情入侵外，河南疫情也不容小

覷。

據中國衛健委 10 日通報，

中國 9 日再新增確診 157 例，

其中河南省本土病例 61 例。

值得注意的是，天津出現

中國首波 Omicron 變異株本土

疫情後，河南省安陽市也發現 2
例 Omicron 本土病例，與天津

疫情屬同一傳播鏈。此外，出現

群聚疫情的河南許昌禹州市與鄭

州市，又發現 Delta 變異株，但

病毒來源尚不明確。

北京啟動防疫新計畫惹議

冬奧會前，天津爆發疫情令北京當局高度緊張。示意圖。（Getty Images）

English Report
英文報道

For the past few decades, China has been 
one of the fastest-growing economies in 

the world. Even after COVID-19 broke out, 
according to China’s own data, the country 
recorded some economic growth in 2020. 

  But the communist regime has continued 
to tighten its lockdown policies to control 
COVID-19. Some experts have now raised 
concerns about the country’s growth poten-
tial.

  In a recent report, economists at Nomura 
warned that lockdowns in China are causing 
disruptions to the economy. Since the coun-
try is a major global manufacturing hub, 
any disruption in its supply chain will affect 
production facilities across the world that 
depend on Chinese components.

  The latest focus of Beijing’s COVID-19 
lockdown policies is Xi’an, a city of 13 mil-
lion people. It’s an important hub that pro-
duces auto parts and processors for smart-

phones, for example. In an interview with 
AP News, Shelly Jang of Fitch Ratings stat-
ed that if the lockdown in Xi’an extends, it 
could “negatively affect” NAND flash sup-
ply and worsen supply uncertainties.

  “Samsung Electronics and Micron Tech-
nologies Ltd. say their factories in Xi’an 
are affected but they are trying to minimize 
disruptions by drawing o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Micron said some deliveries might 
be delayed… Those factories make DRAM 
and NAND memory chips used in smart-
phones, personal computers, and services… 
Xi’an accounts for 42% of Samsung’s NAND 
production and 15% of global supply… Sam-
sung makes about one-third of such chips,” 
according to the media outlet.

  Eurasia Group, an American consult-
ancy firm, sees Beijing’s strict adherence 
to a zero-COVID policy as a top political 
risk for the year, potentially causing prob-
lems for other nations. The group predicts 
Xi Jinping’s policies to fail against the 

new Omicron variant, which will lead to 
bigger outbreaks, wider and tighter lock-
downs, greater economic disruptions, and 
even more state intervention. This will also 
cause significant disruptions to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China is in the most difficult situation be-
cause of a zero-COVID policy that looked 
incredibly successful in 2020, but now has 
become a fight against a much more trans-
missible variant with broader lockdowns and 
vaccines with limited effectiveness,” Eurasia 
Group president Ian Bremmer and Chair-
man Cliff Kupchan stated. Xi’s “personal 
attachment” to the zero-COVID policy and 
its initial success will make it “impossible to 
change course,” they warned.

  The spread of Omicron and the crisis in the 
property sector will suppress the Chinese 
economy this year. The World Bank recently 
cut down its growth predictions for China in 
2022, reducing it from 5.4 to 5.1 percent. If 
China only grows at 5.1 percent, it will be its 

second-slowest growth rate since 1990. The 
country only grew 2.2 percent in 2020.

  The World Bank points out that China’s 
typical way of boosting the economy 
through real estate and infrastructure 
growth has “run its course.” In order to 
grow better in the medium-term, Beijing 
has to “rebalance its economy.” It must 
permit the private sector to have a bigger 
role and turn society into services and con-
sumption-based economy. 

  “Addressing distortions in factor markets 
and further opening up of the protected 
services sector would not only support the 
shift to more private sector-led growth but 
also encourage rebalancing towards higher 
value services jobs,” Ibrahim Chowdhury, 
the World Bank’s lead economist for China, 
said in a statement.

  Some experts predict China’s Q4 2021 GDP 
growth rate to be at just 3 percent. China’s 
Q3 growth was registered at 4.9 percent.

北京堅持清零 衝擊中國經濟
Strict COVID-19 Lockdowns Slash China’s Economic Growth

 Jonathan Walker

【看中國訊】多家美國媒體

報導，因難以快速補充牛奶、

麵包、肉類等日常必需品，美

國各地的雜貨店貨架幾乎都空

空蕩蕩。武漢肺炎疫情爆發

近兩年來，供應鏈問題仍未解

決，雜貨店的供應不但沒得到

改善，還面臨著其他挑戰。

福克斯新聞採訪了幾位華

盛頓 DC 的消費者，得到的反

饋是：「就像 1981 年的蘇聯

商店，太可怕了。」「看起來

像 2020 年 3 月，那時每個人

都在囤貨，貨架上空空如也。」

「所 有 東 西 都 缺， 包 括 肉、

蛋、奶製品、某些麵包、大多

數蔬菜。」「有人會挨餓的。」

等等。

CNN 報道，有四個原因導

致雜貨店供應短缺：

Omicron的打擊

隨著高傳染性 Omicron 變

種繼續使工人染疫，造成運輸和

物流等關鍵部門人員短缺，從而

影響到全美各地的產品交付和商

店貨架的補貨。

美國雜貨商協會的數據顯

示，許多成員的勞動力不到正常

時的一半。

「雖然供應鏈中有大量食

品，但由於持續的供應和勞動力

挑戰，我們預計消費者將繼續經

歷某些產品類別的零星中斷，正

如我們在過去一年半中看到的那

樣，」Albertsons 集團總裁兼

首席執行官告訴 CNN。

SuperMarketGuru.com
的 行 業 分 析 師 兼 編 輯 Phil 
Lempert 表示，勞動力短缺持續

給食品行業的各個領域帶來壓

力。「從農場到食品製造商再到

雜貨店，它是全面的。」

交通問題

卡車司機的持續短缺使供應

鏈和雜貨店快速補充貨架的能力

減緩。

「過去幾年，卡車運輸業的

勞動力老齡化嚴重而且短缺，」

Lempert 說。

除了國內運輸問題，美國港

口目前也處於創記錄的高擁堵水

平。他說：「這兩個挑戰共同造

成（貨品）短缺。」

天氣原因

中西部和東北部的大部分地

區最近一直在努力應對惡劣的天

氣和糟糕的交通條件。

Lempert 說，人們囤積了更

多的雜貨，而且這種高需求加上

交通挑戰使在惡劣天氣下運輸貨

物變得更加困難，從而導致短缺

更加嚴重。

另外，火災和乾旱對小麥、

玉米、大豆等糧食供應形成長期

威脅。

人們的飲食習慣改變

Lempert 說，疫情期間，越

來越多的人減少外出就餐，人們

會購買更多的食品。

2022 年，貨品短缺也推高

了商品的價格。

Lempert 給雜貨店出招，每

種產品只推出有限品種和有限數

量，以防止囤積並在交貨之間延

長供應時間。

有網友在福克斯相關新聞下

留言，有的寫道：「令人難以置

信的是，一個完全領導世界併發

明、製造和提供最具創新性產品

和想法的國家，卻無法在一夜之

間解決任何供應鏈問題，這些問

題甚至都不該存在。」

共和黨眾議院領袖麥卡錫批

評民主黨的政策讓美國倒退。

美國各地雜貨店空盪盪 媒體報道四原因

【看中國訊】今年 6 月，全

球唯一的一家 1989 年六四屠殺

紀念館在香港被關閉。一些海外

中國民主活動人士 1 月 10 日宣

布，他們計畫在紐約建立六四大

屠殺紀念館，以對抗中國共產黨

政權大力推行的強迫遺忘。

1989 年 6 月 3 日和 4 日，

中共政權出動野戰軍和軍警在北

京和成都等地射殺舉行和平抗議

的學生和市民。自那時以來，中

共政權採取種種措施試圖使公眾

徹底忘記那場殺戮，其措施不但

包括嚴禁中國民眾以紀念或提及

六四屠殺，而且包括禁止中共控

制的官方媒體在六四紀念日或任

何日子提及或討論中共當年一度

宣傳的那場所謂「粉碎反革命暴

亂的偉大勝利」。

2021 年年底，香港當局從

香港大學移除了豎立在香港大

學校園 20 多年的紀念六四屠殺

的雕塑「國殤之柱」。 2022 年

元月 4 日，香港法院判處已經

被解散的香港民主運動組織支

聯會副主席鄒幸彤 15 個月的監

禁，理由是她 2020 年曾在網上

發表文章，呼籲市民參加六四

屠殺紀念集會。著名民主人

士、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也因

兩年前號召港民參加這樣的集

會被判刑 13 個月。

此外，香港的實體六四紀

念館和在線紀念館也在 2021 年

被關閉。 2021 年，聽命於中共

政權的香港當局還下令所有有

關「六四」的書籍也在香港的圖

書館下架。批評者說，這是操

控香港當局的中共政權力圖在

香港徹底掃除任何有可能幫助

人們了解或記憶當年的屠殺的

文物。

1 月 10 日，由海外華人組

成的六四大屠殺紀念館籌備委員

會舉行線上記者會，宣布計畫在

美國紐約建立永久性的六四紀念

館。

六四大屠殺紀念館籌委會

召集人、1989 北京學生民主運

動領袖之一王丹宣讀該籌委會

的聲明說：「歷史的傷痛，不應

被墨寫的謊言和冷血的權力掩

蓋。那些青年學子，那些熱血

國人，他們的熱情，他們的付

出，不應該被歷史遺忘。永不

忘記，永不放棄，是每一個有

良知的中國人，應當具備的道

德底線。」

出席 10 日記者會的籌委會

成員金岩承認，多年來，中共

當局傾國家之力實行全方位的

信息封鎖和言論封殺，使中國

年輕一代人大概瞭解六四屠殺

來龍去脈的人少之又少。他說

自己曾經在來美國留學的中國

留學生當中做過調查，「10 人

當中有 7 人不知道，有 3 人知

道，但是是中共的宣傳，說是

暴動。 100 個人當中才有一個

有正確的認識。」

但王丹表示，中共當局擁有

強大財力和技術手段，儘管突破

中共當局的強迫遺忘面臨巨大的

困難，但這不是放棄的理由。

他說：「但我們不能因為有

困難就不做任何事情了。我們要

是不做出努力的話，就能難以跟

那個龐大的集權政權做對抗。也

許我們的努力不足以跟它對抗，

但我們要是什麼都不做就等於是

投降。」

六四大屠殺紀念館籌委會表

示，將爭取明年在華盛頓舉辦

「六四」特展作為籌建紀念館的

先導，並呼籲人們捐款支持。

港六四紀念館被關 紐約將成新家

香港六四紀念館已被關閉。（公有領域 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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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加拿大房地產

業的增長已經超過了生產性投

資，而且並沒有放緩跡象。加

拿大統計局的數據顯示，11 月

獲批的建築許可數量仍在攀

升，建築許可通常被認為是代

表未來的建設意向的指標。這

一增長完全歸功於住宅建設，

現在比 2020 年前高出 50%。

更多的住房固然好，但加拿大

對住房的投資已經超過了其他

行業。

最新數據顯示，獲批的建

築許可總量大幅增加。 11 月獲

批的建築許可涉及投資總額 112

億元，（經季節性調整後）比一

個月前增長 6.8%，這是一個新

的記錄高點。

經通脹調整後，建築意向仍

然很高。 11 月，實際價值比前

一個月增長 6.3%。與 2021 年

3 月相比，建築許可證的實際價

值並未創下歷史新高，而是下降

了 7.1%。系統中有很多通貨膨

脹因素，尤其是在每月的增長

中。

有很多房屋正在籌建中。住

宅的開工率比 2020 年之前高出

近 50%。進入 2020 年也不是特

別慢，多倫多等城市在全球建築

排行榜上名列前茅。房價飆升正

在創造大量的建設動力。

非住宅建築意向正在下降。

11 月非住宅建築意向下降至 34
億元，較前一個月下降 2.9%。

雖然這一趨勢高於 2020 年，但

自 2019 年以來並沒有太大變

化。在過去五年中，這一趨勢相

對一致。

毫無疑問，加拿大需要建設

更多的住房，但它的經濟不能只

依靠房地產業。目前，投資已經

高度集中在房地產領域。 11 月

的數據顯示，加拿大國正朝著這

條道路走得更遠。

加國住宅建設投資熱度不減

（Pixabay）

【看中國訊】目前外國業主

在加拿大擁有的房產可能比想像

的要多得多。加拿大統計局的數

據顯示，2020 年非加拿大居民

購房參與度飆升。

安大略省向來對外國購房

者具有吸引力。 2020 年，該

省 3.4% 的房屋所有權轉移涉

及非居民業主，高於前一年的

3.3%。如果只計算 2016 年之

後建造的房屋，那麼 2020 年房

產轉移記錄中，非居民所佔比例

為 5.6%。對於新建成的房屋，

這一比例甚至更高。

卑詩省的非居民業主比例

遠高於安大略省，但正在下

降。 2020 年，非居民擁有卑詩

省 4.7% 的房屋，低於前一年的

4.9%。他們擁有 2016 年之後

建造的房屋的 9.0%，低於前一

年的 10.5%。

卑詩省的外國公寓業主正

在下降。 2020 年，非居民持

有 8.4% 的公寓單位，低於前

一年的 8.7%。對於 2016 年之

後建成的公寓單位，該比例為

13.4%。

新斯科舍省房地產一直在

悄悄吸引大量外國投資。 2020
年，非居民擁有 5.6% 的房屋。

並且，非居民更傾向於購買新建

房屋——2016 年之後建造的房

屋中非居民業主佔 7.4%。

高回報、低稅收和過戶手續

簡單，使加拿大房產成為外國資

本的理想選擇。

【看中國訊】為穩定市場，

中國央行日前鼓勵國企和民企

並購風險企業的優質項目，希

望藉此化解市場風險。房企大

省廣東近日率先邀集多家房

企開會，為併購計畫「牽線搭

橋」。

據中央社報導，中國央行

和銀保監會，於 2021 年 12 月

底聯合發布「關於做好重點房地

產企業風險處置專案並購金融

服務的通知」，鼓勵大型民營企

業、央企和國企並購風險和經

營困難的房地產開發商手裡的

優質項目。

財聯社報導稱，被外界視

為房地產大省的廣東省，近日

率先響應政策，邀集多家國企

和民企開會，研議由這些企業

出面並購風險房企的可能性。

與會的房地產開發商包含

中國奧園、富力地產、保利地

產、中海地產、五礦地產、越

秀地產、珠江實業集團。

報導引述據知情人士透

露，會議中介紹了部分具風險

房地產開發商的經營情況及項

目，這次會議相當於廣東省政

府為幾家國企、央企與民企收

購或並購風險企業的計畫「牽線

搭橋」。

報導分析，在中央政策、

地方落實的背景之下，今年中

國的房地產市場可能面臨「並購

大年」。

同時，報導也提到，上週

開始，中國的銀行已陸續告知

一些「優質」的大型房地產開發

商，如果計畫對風險企業的項

目實施承債式收購（並購方以

承擔被併購方全部債務或者部

分債務為條件，獲得實際控制

權），相關的併購貸款不計入

「三條紅線」相關指標。

三道紅線是北京監管部門

對房地產業劃出的三道指標，

分別是「扣除預收款後的資產

負債率大於 70%」、「淨負債

率大於 100%」、「現金短債比

小於 1」，一旦超過就踩到「紅

線」，未超過則視為達標。三個

標準都達標者，稱為綠檔，兩

項達標為黃檔、一項達標為橙

檔，均未達標則是紅檔。

廣東促國企並購風險房企 加國房產業主 外國人遠比想像的多

【看中國訊】在中共 20 大召

開之年，高官稱「穩」住中國經

濟是政治問題。對於金融風險最

大的房地產市場，北京當局設定

的「三條紅線」已經悄然生變。

在上個月結束的中央經濟工

作會議上，中南海決策層認為，

中國經濟面臨需求收縮、供給衝

擊、預期轉弱的三重壓力。

會議還提到「經濟工作要穩

字當頭、穩中求進……積極推出

有利於經濟穩定的政策」；「著

力穩定宏觀經濟大盤，保持經濟

運行在合理區間，保持社會大

局穩定，迎接黨的 20 大勝利召

開。」

1 月 5 日，中共中央財經委

員會辦公室副主任韓文秀髮表

文章表示，今年要召開中共 20
大，做好經濟工作極為重要，各

部門要擔負起穩定宏觀經濟的責

任，「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政

治問題」。

韓文秀在官媒《瞭望週刊》

發表的這篇「以高質量發展優異

成績迎接黨的 20 大勝利召開」

為題的文章還提到，今年中國消

費和投資成長態勢將減弱，加上

供應鏈受阻，企業面臨生產要素

短缺，而經濟金融領域風險隱患

也將較多。

韓文秀表示，在國際方面，

世界經濟不穩定、不確定、不平

衡的特點突出，同時單邊主義、

保護主義、民粹主義上升，今年

外部環境更趨複雜嚴峻。

韓文秀強調，「穩」是中央

經濟工作會議最為突出的關鍵

詞。

不過，在曾擔任過全國人大

財經委副主任委員的賀鏗看來，

強調「穩」是因為存在不穩。賀

鏗此前對《路透社》表示，不穩

的總根源是金融不穩，也是主雷

區。主要引爆不穩的導火線可能

是房地產業泡沫的破裂。

賀鏗表示，中國房地產與當

年泰國、美國和日本泡沫破裂前

有所不同。一是低等級商品房總

量過剩，商品房空房率估計不低

於 20%，所以去庫存問題很大；

二是房地產行業的債務量大，且

與銀行和地方政府有交集，大大

增加了「拆彈」困難。

賀鏗稱，「2022 年不可避免

地還會有『雷』要爆」。

從去年 9 月以來，以中國

恆大、佳兆業等為代表的房地產

開發商債務危機爆發事件頻繁發

生，極大地挫傷了投資者信心。

日前網傳消息稱，商業銀行

已告知一些大型優質房企，針對

出險企業項目的承債式收購，

相關並購貸款不再計入「三道紅

線」相關指標。

1 月 7 日，據官媒《上海證

券報》報導，某排名前二十強房

企高管證實此消息是真的，「根

據監管要求，針對收購出險房企

項目，銀行的收並購貸款不計入

房企『三道紅線』相關指標內。」

另一家房企人士稱，近期已

有多家金融機構來與公司進行相

關項目溝通，但在具體的相關指

標上仍有待進一步明確。

房地產業內人士分析稱，該

政策旨在助推大型優質房企出手

並購出險房企項目。企業併購主

要有兩種模式，一種是資產收

購，一種是承債式收購。

所謂承債式併購，是指收購

方在股權併購中，承擔或清償目

標公司的債務作為其購買股權對

價的部分或全部，此舉主要應用

於對資不抵債企業的收購中，優

勢在於享受稅收減免及獲得債務

清償的優惠條件。

過往案例不少都是承債式收

購，其潛在風險主要體現在房企

對標的公司完成收購後，如果市

場處於繁榮狀態，相對來說問題

不大；如果市場下行，則收購資

產或將面臨打折甚至難以變現的

局面，就可能會出現風險。

因此，北京當局的新政在計

算房地產開發商的「三條紅線」

時候，將收購不良資產所產生的

債務排除在外。

東方金誠首席宏觀分析師王

青對《路透社》分析指出，2022
年房地產投資可能出現有歷史數

據統計以來的首次全年累計負增

長。

據其測算，房地產行業對

GDP 增長的拉動在 25%-30%
左右。若房地產活動整體收縮

4%，對 GDP 增速的直接和間

接影響可達 1.0-1.2 個百分點左

右。

「由此，2022 年宏觀經濟

的首要目標之一就是遏制房地產

超預期下滑及其可能產生的次生

風險，」他說。

中國三條紅線動搖 經濟問題上升到政治層面

（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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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官方通報中並未透露該負

責人具體違法細節，如嫌犯張某

東實施了什麼樣的「病毒傳播行

為」。知情網友披露了一些其

中的內情：河南禹州市因疫情嚴

重，之前一共做了 8 輪全員核

酸檢測，金域臨床檢驗中心承擔

了其中的前 5 輪。後來換了核

酸檢測公司，結果一下就測出

74 例確診病例。有網友說是因

來不及做檢測，直接填寫了假的

數據；也有網友說一開始就沒有

認真做檢測。

據官媒 1 月 11 日報導，1

河南金域核酸檢測公司涉傳播病毒
1月12日，鄭州金域臨

床檢驗中心區域負責人張

某東，涉嫌違反傳染病防治

法規定，在河南禹州市實施

引起新冠病毒傳播的危險

行為，被河南警方立案偵查

並採取強制措施。該公司一

個季度從核酸檢測大賺6億
元。據陸媒報導，鐘南山是

「金域醫學」的牽頭人。

看中國訊

月 10 日 0—24 時，河南許昌禹

州市新增本土確診病例 74 例，

有許多人 6 次核酸才確診。

而在前一天，1 月 9 日 0-24
時，河南許昌禹州市新增本土確

診病例 21 例。金域臨床檢驗中

心因此事發。

據報導，近兩年在核酸檢

測業務的推動下，金域醫學的

業績增長明顯。在大陸各地大

規模核酸檢測鋪開之前的 2020

年一季度，金域醫學 (603882)
歸母淨利潤還僅有 4800 萬元，

到 2021 年第一季度則飆升到

5.38 億元，較上一年增長了

誇張的 1023%。據金域醫學

2021 年三季報，公司主營收入

86.17 億元，其中三季度單季度

主營收入 31.62 億元，同比上

升 34.39%；單季度歸母淨利潤

6.13 億元，同比上升 22.84%。

並先後在湖北、廣東、吉林、北

京等全國 31 個省市區和香港、

澳門特別行政區開展新冠核酸檢

測，截止 2021 年 9 月 30 日累

計檢測量超過 1.7 億人份。

受此消息影響，截至 12 日

中午收盤，金域醫學股價下挫超

7%，每股不足 90 元，總市值

418 億元。

據企查查 App 顯示，鄭州

金域臨床檢驗中心有限公司成立

於 2017 年 12 月，法定代表人

為嚴某，註冊資本 2000 萬元人

民幣，經營範圍含醫療服務；臨

床檢驗服務；健康體檢服務等，

由 A 股上市公司金域醫學全資

控股。據報導，鄭州金域臨床檢

驗中心是河南省最大的第三方檢

測機構。金域醫學在河南鄭州每

日可檢測超過 200 萬人份。

據報導，之前也曾有過檢測

機構涉嫌偽造檢測結果。 2021
年 1 月 17 日，河北邢臺市於 1
月 12 日至 13 日在隆堯縣進行

第二輪核酸檢測，委託濟南華曦

醫學檢驗有限公司檢測 314987

核酸檢測取樣。（Getty Images）

期限已到 恆大39棟樓未拆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官方勒令恆大集團限期拆毀在海

南海花島已建成的 39 棟樓，現

在最後期限已過。恆大創辦人許

家印 1 月 4 日發起行政複議，

投資 810 億人民幣的海花島項

目命運未卜。

恆大海花島項目開盤第一期

就銷售 122 億元（人民幣，下

同），打破三項世界紀錄的銷售

故事，至今依然被人津津樂道。

並且它還是唯一能夠在官媒央視

六個頻道黃金時間段，播放長達

5 分鐘宣傳片的房地產項目。

現階段出售或抵押資產是深

陷債務危機的恆大集團自救的主

要辦法，通過出售資產獲得資

金，用以償還到期的債券本息。

例如，恆大集團主席許家印將位

於香港山頂布力徑的豪宅抵押償

還債券。

許家印在 2022 年的新年致

詞公開信中稱，2021 年 9 月以

來，恆大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

大困難」，全體員工都經受了

「極其嚴峻的挑戰」。

許家印在新年致詞時說要恢

復經營、還清各方面債務。然

而，屋漏偏逢連夜雨。海南省儋

州市海花島 2 號島 39 棟樓被官

方認定為違法建築，要求開發商

恆大在 10 日內自行拆除。如逾

【看中國記者程雯綜合報

導】美國著名調查媒體「真相工

程」（Project Veritas）1 月 10
日晚間披露令人震驚的美國軍

方文件，文件涉及到新冠病毒

（SARS-CoV-2）的起源、病毒

功能增強的研究、疫苗、新冠潛

在治療方法被壓制等內容，以及

白宮高級科學顧問福奇博士涉嫌

隱瞞真相的內容。

「真 相 工 程」 獲 得 的 文

件來自國防高級研究計畫局

（DARPA）的一份報告，該報

告被隱藏在一個絕密的共享硬盤

中。DARPA 是美國國防部下屬

的一個機構，專責促進具有潛在

軍事應用的技術研究。

「真相工程」披露，這份報

告是由 DARPA 的前研究員、

美國海軍陸戰隊少校約瑟夫．墨

菲（Joseph Murphy）寫給美國

國防部監察長的單獨報告

這份報告指出，「生態健康

聯 盟」（EcoHealth Alliance）
於 2018 年 3 月 與 DARPA 接

洽，尋求資金支持他們進行蝙蝠

傳播冠狀病毒的功能增強（gain 
of function）研究。

「生態健康聯盟」機構向

DARPA 提出資金申請的項目

提案叫「拆雷項目」（Project 
Defuse）， 但 是 這 個 提 案 被

DARPA 拒絕了，理由是出於安

全考慮，並且認為該項目違反了

暫停功能增強研究的基礎原則。

根據「真相工程」獲得的文

件，「生態健康聯盟」在被美國

軍方拒絕後，繼續得到美國國

立衛生研究院（NIH）所屬的美

國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

（NIAID）的支持，在中國大陸

武漢和美國多個地點繼續開展病

毒功能增強性研究。

NIAID 所長是現在美國總

統拜登的白宮高級科學顧問安東

尼．福奇（Anthony Fauci）。
福奇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

一再宣誓聲稱，NIH 和 NAIAD
都沒有參與「生態健康聯盟」計

畫的病毒功能增強研究。但是

根據「真相工程」所獲得的文

件，DARPA 確鑿地將「生態健

康聯盟」提案中的研究歸類為

「功能增強」研究，並且這也是

DARPA 拒絕「生態健康聯盟」

提案的主因。

在 DARPA 給「生態健康

聯盟」的拒絕信中提到：「該

提案沒有提及或評估功能增強

（GoF）研究的潛在風險」。

此外，墨菲少校的報告中還

詳細說明了很多相關問題，如

SARS-CoV-2 病毒的功能增強

研究計畫、文件的隱瞞、抑制潛

在的治療藥物（如伊維菌素和

羥氯奎），以及 mRNA 疫苗。

關於這些文件及其被保

密的方式，「真相工程」聯繫

DARPA， 並 與 DARPA 的 通

訊主管賈理德．亞當斯（Jared 
Adams）進行了交談，亞當斯

回答說：「這對我來說聽起來很

不正常，如果某些文件存放在機

密環境中，那麼它應該被適當地

標記。我一點都不知道有沒被標

記的文件存放在機密空間中。」

「真相工程」的創始人兼首

席執行官和調查記者的詹姆斯．

奧 基 夫（James O'Keefe） 向

DARPA 提出了一個基本問題：

「誰在 DARPA 做出了要隱藏原

始報告的決定？他們本可以向五

角大樓、白宮或國會發出危險警

報，阻止這場給全球數億人帶來

痛苦的災難。」

「真相工程」也向福奇發出

了置評請求，但是沒有回應。

【看中國訊】去年伊斯蘭激

進組織塔利班（Taliban）奪取

政權後，就對中 ( 共 ) 國頻頻示

好，希望能夠獲得北京的援助與

投資。然而，阿富汗駐中國大使

在 10 日公布了留給塔利班政權

所派接任者之辭職信後，就立

即「走人」了。他透露，該使館

員工於中國「充分知情」的情況

下，已經數個月沒有領到薪資，

只剩下一個接待員接聽電話。

阿富汗在許多國家的大使

館，都處於不確定接下來將會發

生什麼事的困境，而且營運這些

使館的人員，仍然效忠於遭塔利

班推翻的獲西方支持的政府。

卡姆（Javid Ahmad Qaem）

是阿富汗駐中國大使。他在推特

上詳細描述稱，他在去年 8 月

塔利班重掌阿富汗之後，已經有

數個月沒有領到薪資了，他必須

自大使館的銀行帳戶內提取現

金，以支付工作人員之薪資。

卡姆在推特發布的信件上

說：「在過去 6 個月內我們沒有

收到來自於喀布爾的薪水，我們

的外交人員指派了一個委員會來

解決財務上的問題。」不過，卡

姆仍然為他的繼任者留下一些

資金。他表示：「截至 2022 年

1 月 1 日為止，帳戶內還剩下約

10 萬美元」。而此封信的標註

日期是 1 月 1 日，但他在 10 日

才發布至社群媒體。

卡姆在信中提及，自從喀

布爾失守後，有幾名阿富汗外

交官已經拋棄了他們於北京的

職務。他也在推文上聲稱稱自

己的辭職，是一個「光榮職責

的告終」。信中還寫道：「我

深信，當新任命的沙達特先生

（Sadaat）抵達北京之時，應該

不會再有其他外交官了。」另外

他還補充說，北京政府對此已經

「充分知情」。而卡姆餅未說明

接下來他將會去何方。

阿富汗陷入全民貧困

2021 年 9 月 10 日， 阿 富

汗前央行行長阿傑瑪律 ‧ 艾哈

邁迪表示，隨著塔利班控制阿富

汗和外援受阻，將導致阿富汗經

濟可能劇烈收縮，且面臨現金短

缺。他不想說將會發生經濟崩

潰，可是會有極端具有挑戰性或

困難之經濟狀況。他預測阿富汗

的國民生產總值將會收縮 10%
至 20%。

阿富汗駐中國大使辭職

真相工程再爆料 福奇不置評

人。但是，該公司收集點負責人

翟某在樣本尚未檢測完成，未

知已完成檢測數量和結果的情

況下，於 1 月 14 日向縣衛健局

謊報送檢樣本全部為陰性，1 月

16 日又報告發現有陽性樣本。

另據報導，「金域醫學」主

要從事第三方醫學檢驗及病理診

斷業務，向各類醫療機構等提供

醫學檢驗及病理診斷外包服務。

經過多年發展，第三方醫檢市場

已呈寡頭壟斷格局，「金域醫學」

早已成為行業龍頭，佔據市場大

頭份額。

據陸媒報導，2003 年金域

醫學正式命名前，原身是廣州醫

學院（廣州醫科大學前身）的

校辦企業。據廣州醫科大學官網

顯示，1992 年到 2002 年，中

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為該院院

長。金域醫學成立的金域醫學學

術委員會，鐘南山任主席。因

此，鐘南山可謂是金域醫學 20
多年發展的指導者、引領者和見

證者。

【看中國訊】中企科技巨頭

騰訊的創始人馬化騰近日公開發

言，期間提到騰訊只是一家普通

公司，隨時都可能會被換掉，這

一說法引發業界關注。

根據大陸媒體的報導，馬化

騰在 12 月底的員工大會上公開

表示，騰訊只是社會發展中的一

個普通公司，並非什麼基礎服務

機構，隨時都可以被換。他還

稱，未來騰訊將繼續服務國家與

社會，會做到不缺位、不越位。

這一說法被認為是對習近平政府

表忠。

騰訊作為互聯網巨頭公司，

去年受到北京政府的高度監管

壓力，公司的業務收入、股價與

業績全部收到衝擊。在這種情況

下，騰訊投入上千億元的捐款，

支持中共政府推動的共同富裕政

策。同時，創始人馬化騰也宣布

從部分騰訊下屬公司的機構離

職。行業認為，騰訊與馬化騰都

在遭到中共國進民退政策的壓力。

有評論認為，馬化騰的說

法，就是在告訴大家，騰訊公司

的業務規模雖然很大，但是北京

的監管政策可以隨時打倒它，因

為它不是一個體制內的機構。馬

化騰這次還聲明說騰訊不會越

位，明顯是在對北京的鐵拳打擊

服軟，主動配合中共國進民退的

需要。例如，華為被美國制裁後

小米成為中國最大手機公司，而

消費者發現，現在小米手機都內

置了中共政府的反詐中心軟體，

顯然是因為中共想借殼民企，發

展它的影響力。騰訊也會在未來

繼續迎合北京的整改，這造成的

直接後果就是企業的活力喪失。

彭博億萬富豪指數顯示，中

國最富有的 10 位科技及互聯網

公司富豪，2021 年淨資產合計

蒸發 800 億美元，約合 5100 億

元人民幣。其中，拼多多公司創

始人黃崢的損失最大，一共損失

429 億美元，約合人民幣 2738
億元；馬化騰損失 101 億美元。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 指 出，

塔利班的奪取政權，這讓阿富汗

20 年來的穩定經濟發展，陷入

危險境地。發展署更預測，阿富

汗 GDP 於 2022 年 6 月開始的

下一個財政年度，將會下跌最高

達到 13.2%。

2021 年 9 月 9 日，聯合國

開發計畫署亞太局的局長坎尼 ·
維格納拉賈 (Kanni Wignaraja)
在一個記者會上說，無論如何預

測，其結果皆指向阿富汗正走向

全民貧困，甚至貧困率可高達

97% 至 98%。

塔利班：北京是最重要

夥伴

2021 年 9 月 5 日，義大利

報紙《共和國報》刊出了採訪塔

利班發言人紮比胡拉 ‧ 穆賈希

德（Zabihullah Mujahid）的報

導，他表示，自從外國軍隊撤出

阿富汗，而由塔利班接管該國之

後，他們將主要依賴來自於中

國的資金。穆賈希德向《共和國

報》表示，中（共）國是我們最

重要的一個夥伴。

期不拆除，官方將予以拆除。

海花島是恆大集團在海南投

資開發的重大項目。項目設計包

含三座獨立的離岸人工島，規劃

平面形態為盛開在海中的三朵

花，故取名為「海花島」。三座

島嶼人工填海面積約 7.8 平方公

里，相當於四分之一個澳門大

小，號稱是世界上最大人工島。

大批自媒體從業人員趕赴海

花島，藉助微博、抖音、快手及

微信公眾號等多媒體平臺，以鋪

天蓋地的視頻、文字內容向外界

傳遞著海花島 39 棟樓的信息。

1 月 11 日，據全媒通輿情

監測系統監測，2021 年 12 月

30 日 至 2022 年 1 月 10 日 19
時，全網共監測到有關「海花島

39 棟樓」輿情信息多達 29670
條，其中排名第一的是微博。

據最新消息，許家印不想坐以

待斃，目前恆大已發起的行政

複議，官方須在 60 天內審批回

覆，那麼至少在這段時間內，

39 棟樓應該不會被直接拆除。

恆大海花島。（視頻截圖）

馬化騰：騰訊隨時
可能被換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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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李靜汝採訪報導

隨著中國的生產成本

越來越高，疊加中美貿易戰

增加關稅等外界因素影響，

近年來產業鏈不斷從中國轉

移到越南等國家。不完全統

計，僅製鞋業7年間損失的
外貿出口訂單金額達4300
億元人民幣。

自中國在 2001 年加入世界

貿易組織（WTO）以來，中國

製鞋產業以人工成本低廉為優

勢，二十年來，中國每年向全世

界出口數十億雙鞋子。中國鞋業

產品的出口金額不斷攀升，從

2001 年的 100.96 億美元，直至

2014 年的 562.48 億美元。

據《第一財經》1 月 11 日報

導，受到中美貿易戰增加關稅及

中國人工等成本不斷攀升影響，

過去 7 年中國鞋業的出口訂單

不斷流失。

從 2014 年之後，中國的鞋

業出口開始走下坡路。以 2014
年出口額 562.48 億美元為基

準，2015 年至 2020 年，出口

額分別減少了 27.39 億美元、

90.4 億美元、80.62 億美元、

93.54 億美元、85.48 億美元、

181.37 億美元，2021 年前 11
個月減少額約為 100 億美元。 7
年間，中國製鞋產業出口額累積

縮減了 660 億美元，以當前美

元兌人民幣匯率 6.37 測算，損

失額為 4304.2 億元人民幣。

中國的勞力成本不斷攀升。

以中國福建省晉江市為例，該市

2001 年的最低工資標準為每月

380 元人民幣，2022 年最低工

資標準增至 1960 元人民幣，20
年間上漲了逾 4 倍，迫使一些

製鞋業者開始將產能遷移至東南

亞國家，那裡在人力、土地、出

口稅收等方面具備成本優勢。

財經簡訊

近年來以華利、豐泰、裕

元、鈺齊為代表的大型台資製鞋

企業，紛紛將產能由中國轉往東

南亞，尤其是越南。根據 Wind
的數據，越南每年出口的鞋子

金額在 2010 年之前不到 50 億

美元，2019 年已達 183.18 億美

元。例如：2010 年以前，中國

還是耐克（Nike）鞋類產品的

最大製造國，現在，耐克一半以

上的鞋子產自越南。越南一步步

取代中國，成為了耐克鞋類產品

的最大生產基地。

耐克財報顯示，隨著時間的

推移，越南代工的比例不斷攀

中國外貿出口榮景不再 
升。 2020 年，越南生產了耐克

50% 的鞋類產品，2021 年，該

比例進一步升至 51%。與此同

時，中國的生產比例則從 2006
年的 35% 逐漸降至 2021 年的

21%。

與耐克類似，另一運動服

裝巨頭阿迪達斯（adidas）的鞋

類製造環節也呈現類似變化。

2013 年，越南取代中國成為

阿迪達斯鞋類產品最大的生產

地。當年，越南生產了阿迪達斯

35% 的鞋類製品，中國則占據

31% 份額；2020 年，越南的生

產比例已經升至 42%，中國則

只剩下 15%。

越南在 2015 年 1 月發布了

針對製造業企業的所得稅激勵政

策。據相關優惠政策，滿足一定

條件的企業所得稅前 4 年全免，

後 9 年應納稅額減免 50%，再

往後 15 年減免 10%。此外，越

南的優惠政策還包括：用於形成

固定資產的貨物免徵進口稅，按

季度申報增值稅，以及其它投資

信貸激勵措施和免徵土地和水面

租金等政策。

近幾年間，越南的上述政策

有所更新。現在，越南將更大規

模的投入資金刺激經濟增長。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

導】中國工信部公布的數據顯

示，2021 年進口芯片所花費的

金額將超 4000 億美元。

中國自 2018 年以來，每年

僅芯片進口這一項所花費的金

額就超過 3000 億美元，成為中

國進口金額最大的單一產品。

2018 年花費 3121 億美元，2019
年花費 3055 億美元，2020 年花

費更是高達 3500 億美元。

儘管北京當局積極扶植中國

的半導體產業，希望提高自有技

術和產品自製率，但 2021 年芯

片進口金額不但沒有減少，反而

或將再次刷新記錄新高。

根據中國工信部日前發布

的統計數據，2021 年前 11 個

月，中國進口芯片數量高達

5822.2 億個，比上一年同期增

加 19.3%， 價 值 約 3890.6 億

美元；相較之下，2021 年前

11 個月，中國出口芯片數量為

2840 億個，雖然比上一年同期

增加 23%，但進口量遠大於出

口量。

2021 年中國芯片進口金額

創新高，主要有二大原因：全球

芯片荒，導致芯片價格上漲；中

美貿易戰延續，美國出口管制更

加嚴格，促使許多中國廠商開始

大量囤積手機、汽車等各種芯

片。由於中國工信部的報告中的

統計數據截至 2021 年 11 月，預

計 2021 全年芯片進口金額將超

過4000億美元，再創記錄新高。

「天鈞政經」分析文章指

出，從日常生活的手機、家用電

器，到各行各業的機械、汽車，

再到高超音速洲際彈道導彈、衛

星、戰鬥機等，無一不依賴這小

小的芯片。美國的制裁導致華為

等北京當局重點扶持的公司和軍

工行業均遭重創，其短板正是沒

有高端芯片的技術。

四十年來，儘管北京對芯片

很重視，但國產芯片和發達國家

比較，仍處於相對落後的狀態。

中國所需芯片 80% 左右還得依

賴進口，尤其是高端芯片，在中

國更是十分稀缺。並且以千億級

投資的武漢弘芯為代表的等多個

芯片項目「爛尾」，更令人唏噓

不已。

近年來產業鏈不斷從中國轉移到越南等國家。（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世界經濟論壇 1 月 11 日發表一

份報告說，除了氣候變化和新冠

疫情大流行之外，網絡威脅和太

空競賽正在成為全球經濟面臨的

新風險。

據美國之音報導，世界經濟

論壇基於對全球 1000 位專家和

行業領導人進行的意見調查所做

的全球風險評估報告說，疫情大

流行及其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依

然對世界構成重大威脅。疫情使

很多人在家工作，隨之帶來的網

上平臺和設備數量的爆炸性增長

也大大增加了網絡安全風險。網

絡攻擊正變得更加大膽，涉及範

圍更加廣泛。另一方面，許多接

受調查的人認為網絡安全只是短

期和中期的風險，這令全球風險

評估報告的作者們感到憂慮，認

為這是公司和政府的一個盲點。

報告還說，太空發射技術的

成本不斷下降，導致公司與政府

之間出現了一場新的太空競賽。

此外，許多國家正增強他們的太

空項目，謀求提升自己的地緣政

治和軍事力量，增進科研發展和

商業利益。報告說，這些項目加

大了太空軌道中出現擁擠、摩擦

和碰撞的風險，可是世界缺乏解

決太空分歧的管治辦法。

 世界經濟論壇：
全球面臨新風險

（Adobe Stock）

2021年中國307家險
企被罰逾3億元

【看 中 國 訊】4 大 會 計 事

務所之一的普華永道近期發布

《2021 年度保險行業監管處罰分

析》顯示，2021 年中國銀保監

會及其相關機構共開出 2182 張

保險監管罰單，涉及 307 家保

險機構，罰單總金額約 3.03 億

人民幣，行政處罰主要涉及吊銷

業務許可證、停止接受新業務、

撤銷高管任職資格、罰款及警

告、責令改正 5 類。

受罰第 1 名是財產險公司，

收到 1180 張罰單，合計被罰約

1.95 億。 56 家人身險公司收

到 574 張罰單，合計被罰 6595
萬。 184 家保險中介機構收到

361張罰單，合計被罰3980萬。

中國房企被調降評級 4
家開發商債務風險大

【看中國訊】中國房地產開

發商世茂集團在幾個月前才被評

級機構評為低風險的投資級企

業，近期卻傳出旗下子公司擔

保的信託貸款已經違約，遭到

降評。 1 月 10 日，包含標普和

穆迪在內的評級機構下調世茂

的信用評級，長期發行人違約

評級由「B+」下調至「B-」，高

級無抵押債務評級由「B」調低

至「CCC+」，標普並稱世茂需

「加速進行銷售和資產處置」，

以妥善管理其債務問題。除世

茂外，標普此前還調降「綠地

控股」和「易居」兩家房企的評

級。還有因「再融資風險增加」

的廈門禹洲集團也被惠譽降評。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美國勞工部 1 月 12 日公布了一

項備受關注的指標顯示，去年

12 月的通貨膨脹速度達到了近

40 年來的最高水平。

美國勞工部勞工統計局的數

據顯示，衡量數十種商品成本的

消費者價格指數（CPI）上升了

7%。CPI 環比上漲 0.5%。之

前經濟學家預計 12 月消費者價

格指數將上漲 0.4%，同比漲幅

為 7%。相比之下，11 月的增

幅為 0.8%，同比增長 6.8%，

為 1982 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據 C N B C 報 導 ，

Wilmington Trust 首席分析師

Luke Tilley 稱：「我們預計通

中國去年芯片進口額
估計將破4千億

CPI飆升成美聯儲加息催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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脹將在 2022 年放緩，2022 年

的價格漲幅將低於 2021 年。一

些支出疲軟和供應鏈問題不會完

全得到解決，但我們認為，一些

航運供應鏈已經度過了頂峰。」

經濟學家對通脹何時見頂存

在分歧，但是無論如何，目前通

脹水平已遠遠超過美聯儲最初預

期的時間框架，此前美聯儲將通

脹稱為「暫時的」。美聯儲目前

預計今年將加息 3 次，每次 25

（Adobe Stock）

個基點，以對抗通脹。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Jerome 
Powell）1 月 11 日在參議院金

融委員會聽證會上說，如果通脹

持續加劇，美聯儲將使用所有工

具來緩解不斷上漲的物價。鮑威

爾稱高通脹是對全面經濟復甦的

「嚴重威脅」，並表示由於經濟

不再需要緊急支持，美聯儲正準

備提高利率。

據路透社報導，高盛、摩根

大通和德意志銀行都預計，從 3
月開始，美聯儲今年將至少有 4
次加息。考慮到供應鏈衝擊緩解

從而使物價企穩的可能性，經濟

局勢仍然充滿變數，但加息預期

比起一週前還是更加迫切。

https://cookwithfik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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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軍官透露劉亞洲被控內幕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綜合報

導】距離中共二十大召開不足一

年，中南海內部角力白熱化。近

日海外瘋傳已故中共元老李先念

的女婿劉亞洲上將已經被內控。

前中共海軍軍官姚誠披露劉亞洲

目前處境，他並指出，2022 年

是中共最難過的一年，現在黨內

和軍中對習近平的反對聲音太

強，搞不好就分裂了。

現居美國的前中共海軍司令

部中校軍官姚誠披露，鄧小平當

年取消了領導幹部終身制，但習

近平要破例在二十大開啟第三任

期，現在軍隊的反抗非常強烈。

劉亞洲事件可能和這種形勢有

關。

談到劉亞洲失聯的傳聞，姚

誠表示，從目前國內透露的消息

看，劉亞洲至少被控制了，沒有

自由。具體是軟禁還是逮捕，沒

辦法確認。他說，「但是我認為

習近平不敢逮捕他。逮捕劉亞

洲，軍隊會反抗。」

姚誠進一步指出，習近平沒

有經歷過軍隊，大家跟他不是一

條心。而劉亞洲一直在部隊，他

是國防大學政委，中共的將軍都

是國防大學培養的，將軍都是他

的學生。

姚誠又說，劉亞洲是上將，

也是太子黨成員，如果習要抓一

個退役四五年的將軍，那就證明

他要下大力氣，要軍隊支持他，

因為二十大的核心問題是習的連

任。

他認為，相信當局是讓劉亞

洲反省，或者是不讓他出來說

話，關到牢裡去的可能性不大。

他認為當局明顯是為了在二十大

之前降低劉亞洲的自由度。「他

（劉亞洲）的鼓動力太強。習近

平二十大之前不讓他說話，不讓

他出來活動。」

姚誠表示，現在黨內對習近

平的反對聲音太強。而劉亞洲是

一個軍方的代表性人物。圍繞著

二十大展開鬥爭，今年是中共有

史以來最不好過的一年。

「像劉亞洲這樣的太子黨，

從某一個程度上，他代表了政治

老人的意見。所以習近平中共

二十大很難過，會搞得頭破血

流，搞不好黨就分裂。」

有關劉亞洲被抓的消息，上

個月最先從一名旅美中國作家畢

汝諧處傳出，隨後旅澳學者袁紅

冰 2021 年 12 月 30 日接受《看

中國》採訪時，引述來自中共內

部人士傳出的信息指，劉亞洲作

為太子黨邊緣家族的一員，一開

始也支持習近平。但是，因為他

私人問題，習近平決定讓他提前

退休，他的立場隨之發生了改

變。

另外，袁紅冰說，習近平上

臺後不斷集權，威脅到太子黨們

的政治和經濟利益，他們也開始

反對習近平，試圖阻止習連任。

前空軍上將劉亞洲在空軍可

謂根深地厚，曾任北京軍區空軍

政治部主任、成都軍區空軍政

委、空軍副政委、國防大學政委

等職。劉亞洲成了太子黨內一個

反習的代表人物

有評論認為，2022 年中共

軍隊的主要任務不再是對外，而

是要確保習近平在二十大連任成

功，鐵腕壓制住反習勢力，也

就是 2022 年新的「鬥爭形勢變

化」。

中共駐港部隊司令換人
【看中國訊】中共駐港部隊

司令員近日由武警部隊副參謀

長、少將軍銜的彭京堂接替；由

於彭京堂曾擔任新疆高級警官，

此次任命引發人們擔心中共對香

港的立場會更加強硬。

綜合大陸官媒報導，中共中

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習近平近日簽

署命令，任命彭京堂為駐港部隊

司令員，接替 2019 年 4 月公布

上任的原司令員陳道祥少將。

公開資料顯示，彭京堂曾任

武警新疆總隊參謀長，原濟南軍

區某旅旅長、濟南軍區司令部軍

訓部部長。更重要的是，彭京堂

任新疆武警總隊的參謀長時，專

責新疆反恐多年，其中赫赫有名

的「山鷹」突擊隊就由其指揮。

中共在香港實施國家安全法

以來，包括美國在內的多國政

府、多國議員，以及民主活動人

士和維權團體均表示，香港的自

治、民主和自由已經受到嚴重侵

蝕。

臺灣中時新聞網 1 月 10 日

報導稱，北京此時派出武警猛將

來統率駐港部隊，強力維穩意味

不言而喻。

自香港主權移交以來，中共

駐港部隊歷任司令員有劉鎮武、

熊自仁、王繼堂、張仕波、王曉

軍、譚本宏和陳道祥，他們來港

時的軍銜都是少將，後來升任中

將。

外界注意到，上述各人一個

共同點都來自各大軍區，只有這

次的彭京堂來自武警部隊，這次

北京派遣彭京堂來港的意圖，引

人猜測。

根據中共武裝警察法，彭京

堂原屬的武警部隊任務包括參與

處置動亂、暴亂、騷亂、非法聚

集、群體事件等。正因為武警有

以上任務，訓練方式不同於軍

隊。

據《南華早報》報導，上

週，在習近平呼籲軍隊採用最新

技術贏得未來戰爭之後，駐港部

隊進行了一次高調的演習。

駐港部隊由中共陸軍、海軍

和空軍部隊組成，隸屬南部戰

區。駐港部隊軍費由中共政府負

擔，部隊由中央軍委會直接領

導。

2017 年 10 月，彭帥在新聞發布
會上。（Getty Images）

習栗最新同場 
習放狠話「決不饒恕」指向誰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綜合報

導】北京冬奧會臨近，中國多地

疫情蔓延。在此背景下，1 月

11 日，中共政治局常委在省部

級幹部研討班在北京開班，中央

政治局七名常委均出席活動，包

括近日缺席新年茶話會的栗戰書

亦坐在主席台上。這次研討班

上，習近平發表講話稱考驗前所

未有；習還強調，「不論誰在黨

紀國法上出問題，黨紀國法決不

饒恕」。

一年前的 2021 年 1 月 11
日，中共也曾舉辦了省部級主要

領導幹部研討班，在當時的開班

儀式上，黨媒報導習近平講話

稱，到了「強起來」的「歷史性

跨越的新階段」，「時與勢在我

們一邊，這是我們定力和底氣所

在」。

一年之後，中共高層所說的

「時與勢」和「底氣」都不見了；

變成了「矛盾風險挑戰之多」、

「考驗之大都前所未有」，後面

還跟了一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變局深刻變化前所未有」。

時事評論員鐘原撰文表示，

中共高層曾提出的「百年未有之

大變局」，並不是對中共有利的

「大變局」，而是直接威脅了中

共政權存亡的「大變局」。中共

高層對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訓

話，應該在試圖強調形勢的嚴峻

性，對各級幹部再度示警。不難

想像，2022 年中國內外的諸多

問題沒人真正會去解決，中共的

激烈內鬥還會導致更多、更大的

問題。

習近平在研討班上講話

稱，「在黨紀國法出問題決不饒

恕」，表明習對江曾勢力再次提

出警告。據悉，2018 年中共新

黨紀條例特別增加了對「背著黨

中央另搞一套」者和「兩面人」

的處理規定，以及對「製造、散

佈、傳播政治謠言、破壞黨的團

結統一」的處理。

中共十九大前夕，習選擇與

曾慶紅妥協，「擒賊不擒王」的

後果是這之後習一直處在「罵

習、反習、倒習、政變」的風險

中，那麼中共二十大前，習近平

是否還會跟曾慶紅妥協，就是中

共政壇鬥爭的焦點。

【看中國訊】北京冬奧會即

將在 2022 年 2 月 4 日開幕，彭

帥事件成為北京冬奧會前的外交

難題，多國宣布外交抵制這場冬

奧盛事。習近平近日到北京冬

奧場館視察，要求「傳播冬奧消

息，講好中國故事」。然而由

於疫情、新疆人權等問題疊加，

外界對這次冬奧會並不看好。

1 月 4 日宣布，習近平到北

京體育場館、媒體中心、訓練基

地等，考察 2022 年冬奧會、冬

殘奧會籌辦備賽工作。官媒強調

這次是自 2017 年以來習第 5 次

實地考察冬奧會籌辦工作。

本屆冬奧會受到國際社會前

所未有的強烈抵制。繼美國、英

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及日本等

國以中共迫害人權為由，宣布外

交抵制或不派官員出席北京冬奧

會後，紐西蘭、比利時、奧地利

等國則以疫情為由，宣布不派高

層官員出席北京冬奧。上述國家

外交抵制令北京很難堪。

去年 11 月 2 日，中國網球

名將彭帥在微博上指控中共前國

務院副總理張高麗性侵，事件被

國際社會廣泛關注。美國白宮、

歐盟、國際女子網球協會、聯合

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眾多體育

明星都紛紛要求中共對彭帥的指

控進行全面、公平、透明的調

查。

海外媒體也密集追蹤彭帥的

安危，北京方面通過各種方式刻

意安排彭帥露面，但仍然未消除

外界的疑慮。迄今為止，沒有人

確切知道彭帥是否安全。不過，

隨著時間的推移，彭帥事件的關

注熱度正在逐漸降溫。

2022 年 1 月 2 日，全美歷

史最悠久的大學校報《耶魯日

報》，刊載題為「彭帥在哪裡」

的匿名評論文章。該文作者呼

籲國際社會不能讓彭帥「被埋

葬」，不能繼續容忍中共使用

「權力的語言」對付異己。

臺灣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

所教授李酉潭表示，習近平現在

陷於兩難，「因為張高麗曾是北

京冬奧會籌備工作小組的組長，

這個時候如果處理他，會更加突

顯出來奧運的狀況連連；那如果

說他不處理，這個事情牽涉到國

際的聲援，中共的（負面）形

象再次突顯出來。」

他認為，如果全世界愛好體

育運動人士要求所有自由國家領

袖不能去參加，企業不能去贊助

這個奧運會，「這次奧運中共要

辦下去一定是灰頭土臉」。

李酉潭說，張高麗本身不是

紅二代，從小是農村長大的，他

最終進到中共高層裡面。「所以

他發生事情的時候，會容易被推

出去斬首」，但是張高麗背後也

有江派的人。

李酉潭說張高麗會不會被犧

牲，現在取決於中共現在內部鬥

爭，如果反習的勢力集結起來，

也會使得習近平處理張高麗的事

情變成兩難。

彭帥事件讓習近平堵心 
如何處置張高麗陷兩難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

導】中共公安部日前宣

稱，將肅清前公安部副部

長孫力軍等人流毒作為重

大政治任務，全面清理涉

及孫力軍等人的人、事、

案。外界分析認為，此舉

涉及到黨內權鬥，即習近

平欲在二十大前鞏固其地

位，削弱江澤民、周永康

勢力對政法系的操控。

中共公安部新聞發言人李蓓

在 1 月 10 日的記者會上說，公

安部將肅清孫力軍等人流毒影響

作為重大政治任務，對孫力軍等

人曾分管或插手多的重點部門重

點領域開展多輪督導檢查，對涉

及孫力軍等人嚴重違紀違法問題

的人、事、案進行全面清理。

李蓓說，公安部把肅清孫力

軍等人流毒影響作為重中之重，

清除「政治隱患」、整治「突出

問題」、懲處「害群之馬」。

早在 2021 年 1 月 4 日，中

共公安部黨委（擴大）會暨全

國公安隊伍教育整頓領導小組第

六次會議召開。會議提出要緊盯

涉及孫力軍等人的人、事、線

索、單位，進一步強化線索核查

和案件查辦力度。

2021 年 10 月 22 日，公安

部又表態，要深挖徹查涉及孫力

軍嚴重違紀違法問題的「人」和

「事」，堅決清除政治隱患，從

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作風

上全面徹底肅清孫力軍等人流毒

影響。

有觀察人士認為，這是習近

平為保證二十大順利連任，要繼

續清洗公安部，指向孫力軍的同

黨、那些潛伏在背後勢力。

外界盛傳涉嫌「政變集團」

的中共前公安副部長孫力軍，

於 2020 年 4 月 19 日落馬，當

時官方通報將他視為與周永康、

孟宏偉同級的「大老虎」，表示

要從多方面「肅清周永康、孟宏

偉、孫力軍等人流毒影響」，對

黨員幹部「妄議中央大政方針、

陽奉陰違」等問題嚴厲懲罰。

2021 年 9 月 30 日孫力軍

被雙開，官方通報措辭十分嚴

厲，指孫力軍「政治野心極度

膨脹、妄議黨中央大政方針」、

「政治品質極為惡劣，權力觀、

政績觀極度扭曲」、「成夥作勢

控制要害部門」、「私藏私放大

量涉密材料」、「嚴重破壞黨的

團結統一，嚴重危害政治安全」

等極其罕見的表述。

時事評論人士橫河認為，這

些罪名都是屬於謀反類型的，放

在孫力軍一個人身上非常罕見，

說明情況有多嚴重。

橫河表示，公安部是中共維

護統治最重要的部門，打江山是

槍桿子筆桿子，坐江山是刀把

子、筆桿子，刀把子就是政法系

統，最主要的就是公安部。孫力

軍被指控「成夥作勢控制要害部

門」，要害部門就是指公安部。

他還表示，對中共來說，黨

內高層有組織地反對團體是最不

能容忍的。而「成夥作勢」就不

是孫力軍一個人，而是公安部門

的很多人。顯然孫力軍反習不僅

是發發牢騷，而是有組織地行動

了。

近兩年來，習近平當局對政

法系進行大清洗。 2021 年，大

批中共政法委、610、公安、司

法和監獄系統的官員落馬，其

中包括上百名廳級以上官員。 2
月底到 6 月底，在市縣兩級政

法系教育整頓中，近 20 萬名幹

警被處理處分。

習近平對政法系「倒查 20
年」，孫力軍落馬後不久，原重

慶市公安局長鄧恢林、上海市公

安局局長龔道安相繼被查。

去年 4 月，山西前公安廳

廳長劉新雲被查。 2010 年 11
月至 2017 年 6 月，劉新雲、龔

道安與孫力軍三人同在中共公安

部任職，存在工作交集。

劉新雲落馬半年後，即

2021 年 10 月 2 日，中共前公

安部常務副部長傅政華落馬。

此 外，2020 年 10 月 24
日，江蘇省政法委書記、公安廳

長王立科主動投案；2021 年 11
月，外界傳原廣西政法委書記曾

欣涉孫力軍案也已經主動投案，

近期他已經卸任多個要職。

以上這些警虎的老上級、江

派重要人物、原中共中央政法委

書記、公安部長孟建柱的處境也

非常不妙。

習近平再清洗孫力軍餘黨

中共公安部近日再稱要全面清理涉孫力軍的人、事、案，圖為公安部

大門。( 維基百科）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Hong Kong / Taiwan A9看港台2022年 1月13日—1月19日    第193期

據中央社報導，台灣日本關

係協會、日本台灣交流協會今日

上午以視訊方式舉行第 45 屆台

日經濟貿易會議開幕式，雙方分

別由邱義仁、大橋光夫代表致

詞。邱義仁首先致詞感謝日方提

供台灣 420 萬劑疫苗，高居各

國對台援贈疫苗之冠、次數更高

達 6 次，充分展現台日之間珍

貴的友誼及穩固的夥伴關係。

邱義仁說，日本從參加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CPTPP）談判以來，一直扮演

關鍵地位併發揮領導力。台灣去

年 9 月 22 日遞出入會申請，日

本朝野也公開表達支持。台灣在

全球供應鏈及經貿具關鍵地位，

若能加入 CPTPP，必可大幅增

看中國記者明思綜合報導

第45屆台日經濟貿易會
議11日在台灣台北舉行，而在
會議前夕，日本媒體報導，台

灣最快可能在今年3月前開放
福島食品進口。對此，台灣衛

福部食藥署表示，會以現有

檢驗標準，針對所有進口食

品安全進行把關，農委會也

強調會以確保國人食品安全

為第一考量。

時隔2年 台日經貿會議開幕

加該協定在全球經貿的重要性與

能見度，期盼雙方及早展開有關

台灣加入CPTPP的建設性對話。

大橋光夫致詞則說，台灣對

日本食品的進口管制措施，從科

學依據和國際標準角度仍有不少

疑慮。去年 9 月，美國宣布解

除對日本食品所有的進口限制，

且目前已有許多科學證據都證明

日本食品的安全性。

他強調，即使台灣像美國一

樣解除進口限制，日本也絕不會

向台灣出口有健康疑慮的食品，

並深切期望台灣能儘早跟上歐盟

及美國腳步，依據科學證據及國

際標準處理福島五縣食品。

大橋光夫提到，台日產業合

作緊密，特別是半導體產業已成

為緊密的供應鏈夥伴關係；去年

台積電在日本設立研發中心，並

宣布計畫與日本企業合資建半導

體工廠，在日本引起廣泛關注。

他期盼台日合作能夠進一步擴

大，並為增強日台雙方供應鏈的

韌性帶來正面作用。

大橋光夫強調，對日本而

言，台灣是共享自由、民主、人

權及法治等基本價值極為重要的

夥伴與友人。去年 9 月台灣申

請加入 CPTPP，日本政府不僅

明白台灣的努力，也很歡迎台灣

提出申請加入。

邱義仁則在開幕式後受訪表

示，「福島五縣食品開放沒有時

間表，也不確定會不會談、要談

多久才會有結果」。關於台灣

加入 CPTPP，邱義仁說，日本

也提過很多次，但因為這是高標

準事情，會按既有方式討論審

查，且 CPTPP 是要很多國家參

與討論，達成共識，就看他們怎

麼做。

在會議前夕，日本時事

通信社報導稱，台灣為加入

CPTPP，正加速討論開放福島

五縣食品，最快今年 1 到 3 月

間有望解禁。日本福島、茨城、

櫪木、群馬與千葉 5 縣食品，

被台灣部分在野人士稱為「核

食」，認為有輻射污染疑慮，反

對開放進口。

2018 年台灣通過公投提

案，福島 5 縣食品繼續被禁止

進口，但台灣在去年 12 月 18
日舉行的公投，否決了禁止美國

萊豬進口，使得開放福島 5 縣

食品進口獲得助力。

報導引述民進黨立委郭國文

的觀點認為，反萊豬公投遭否決

後，台灣社會的氛圍已經改變，

沒有理由繼續拖延開放日本 5
縣食品進口，現在台灣的焦點已

轉移到解禁時間表，最快今年 1
月到 3 月間可望解禁。

目前全世界僅剩台灣和中

國禁止福島食品的進口，但中

國和台灣又在同時申請加入

CPTPP，因此，日本的支持對

台灣來說尤為重要。報導引述日

本外交人士指出，這是台灣的內

政問題，要是被認為日本強力施

壓才開放，會造成反效果，日本

對此事要採取冷靜觀察的態度。

《聯合報》報導稱，對於日

本福島食品是否解禁的問題，台

灣經濟部官員回應說，會以「國

人健康」、「國際標準」、「科

學證據」的 3 原則，作為各種對

話、評估跟管理依據，且台日經

貿會議過去 2 年因疫情並未舉

辦，此時恢復正常對話，對於強

化台日雙邊經貿合作別具意義。

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署長

吳秀梅回應說，食藥署會依據國

際規範與科學證據，針對進口食

品嚴格把關，確保國人健康。農

委會主委陳吉仲今天也表示，會

以確保食品安全為第一目標，但

要以國際規範當依據、要有科學

相關數據作為管理的基本支撐。

【看中國訊】2022年
伊始，COVI D-1 9變種病
毒將香港高官和政商圈殺

了個措手不及，一場「洪門

宴」爆出疫情讓包括官員議

員在內的過百人被送往隔

離營，也將中共地下黨人脈

意外曝光。1月10日，港區人
大代表洪為民的生日派對

再添一名確診者，同樣具有

特殊身份；她所居住的「君

匯港」也被圍封強制檢測，

曾有報導指該處是中聯辦

宿舍之一，有不少處長級官

員居住。

港區人大代表洪為民生日

會爆發疫情，涉及賓客愈揭愈

多。 1 月 6 日，特首林鄭月娥

稱派對有過百人出席，7 日當

局追蹤到 170 人，兩日後增至

192 人，至 10 日最新發現出席

人數達 214，當中 104 人要送

隔離營檢疫。衛生防護中心傳

染病處主任張竹君不排除仍有

更多出席者未在當局掌握之中。

這場「洪門宴」有至少 13
名港府高官、20 名新任立法會

議員和大量政商界名流出席，

出席官員層級之高、主人家人

脈之廣，甚至被評論形容為中

共香港地下黨政商人脈的大曝

光。 1 月 10 日，「洪門宴」再

證實多一名賓客確診，她是首

名確診者榮源茶行太子女王詩

雅同行的朋友。港媒《明報》、

《香港01》報導了她的特殊身分。

據了解，第二名確診者為

43 歲女子陳穎沁，是馬匹「機

緣巧俠」馬主新劍俠團體成員

之一，報導指她懷疑未有主動

向當局呈報曾經出席洪為民生

日宴，或須負法律責任。王詩

雅與陳穎沁出席生日宴前，報

稱曾到干諾道西 115 號「吃小

食」。但是，多家本地傳媒查

證之下，都發現香港地圖中沒

有干諾道西有 115 號這個地

址。該處也沒有被納入強制檢

測範圍。

據《香港 01》報導，陳穎沁

出席洪門宴後，1 月 5 日晚上還

到跑馬地馬場，與全國人大代

表馬豪輝等馬主在廂房吃飯。

馬豪輝之後證實自己和太太都

已被視為緊密接觸者，需要接

受檢疫。

報導指，根據陳穎沁的中、

英名字，她的身分應為港澳深圳

市僑聯聯宜會會董，同時也是香

港青年關愛協會公關主任，以及

新界居民婦女聯合會會長。「港

澳深圳市僑聯聯宜會」屬中共在

港統戰組織，陸媒報導指該會

2011 年在廣東省僑聯倡導和深

圳市僑聯指導下成立。

「香港青年關愛協會」（青

關會）則是隸屬中共江澤民集

港官場「洪門宴」爆疫情

團專責迫害法輪功的「610」辦

公室之分支機構，成立於 2012
年 6 月，從前特首梁振英上台

起不斷暴力滋擾法輪功學員在

香港的活動，持續長達 8 年。

「港澳深圳市僑聯聯宜會」網站

顯示，青關會會長楊江也是該

會的常務顧問。青關會據報已

於 2020 年的最後一天解散，此

後未再見有街頭活動。

而在 1 月 9 日，大角咀深

旺道 8 號「君匯港」2 座因有

住客確診染疫，被政府全棟圍

封，進行強制檢測。根據當局

公布的住戶資料和病人行蹤，

該染疫住客正是陳穎沁。翻查

過去的報導，中聯辦在 2007
年透過一家名為新民置業的公

司，一舉購入「君匯港」48 個

單位，作員工宿舍之用，當時

涉資 1.6 億元。維基百科顯示，

該處作為九龍工作部幹部宿

舍，有不少處長級官員居住。

立陶宛挺台
引北京經濟制裁

【看中國訊】立陶宛挺

台引發北京經濟制裁，台灣

各界相繼伸出支援之手，不

僅有台酒買下被中國海關拒

收的2萬多瓶立陶宛「深色蘭
姆酒」；最近台灣甘田食品科

技也慷慨買下同樣遭中國拒

收的1貨櫃牛奶。除此之外，
政府火速成立2億美元的中
東歐投資基金，投資立陶宛

雷射和半導體等產業，經濟

部則擬定計畫扶植立陶宛半

導體產業。

據中央社報導，立陶宛挺

台遭中國報復，一個貨櫃奶水漂

流海上兩個多月，在台灣及立陶

宛政府大力協助之下，由新竹廠

商甘田食品科技公司接手，再輾

轉運送來台。甘田食品科技董姓

負責人表示，經通關程序後，上

週甘田食品科技已領貨近千箱送

入倉庫存放，後續準備調配港式

奶茶、銷售茶餐廳材料等。該名

負責人還說，未來他要將自己設

計的奶茶包裝結合立陶宛「黃綠

紅」國旗展現。

此前，立陶宛一批 2 萬多

瓶深色蘭姆酒被禁止進入中國，

台灣菸酒公司也出手購入表達支

持，並表示不排除建立長期合作

關係。

除了買吃的，台灣政府也

從產業合作下手。 1 月 5 日，

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表示，台灣

將設立 2 億美元的「中東歐投資

基金」，投資在有利台灣與立陶

宛兩國經濟與科技發展戰略意義

的產業，協助兩國產業共同提升

競爭力，投資領域初步鎖定半導

體、生技、雷射等領域的技術合

作與關鍵產業的對接。

「政治客」（Politico）歐洲

網站 10 日報導稱，台灣在立陶

宛的投資計畫還沒有最終確定，

台灣專家團隊將在未來幾個月內

進行研究。台灣國家發展委員會

部長孔銘鑫也是台積電的董事會

成員，他 11 日將與立陶宛經濟

與創新部長阿莫納伊特會晤。報

導說，無論是誰，能與台灣發達

的芯片產業合作，都是引人注目

的。台積電（TSMC）2020 年

在全球代工收入中佔有 54% 的

龐大份額，許多外國政府都有高

端芯片需求。但到目前為止，台

灣一直以極其謹慎的態度對待這

些事，確保只有美國和日本這樣

的戰略夥伴，即在發生戰爭時可

能為台灣提供防禦的國家，才能

獲得芯片。

對此，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

萊斯（Ned Price）回應表示，

美國一向歡迎台灣與立陶宛深化

合作，包括互相在首都設處，有

助於台立雙方擴大合作。

第45屆台日經濟貿易會議今上午在台北大倉久和飯店舉行開幕式。（L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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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海關關長鄧以海。（政府新聞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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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工作四天 
或成新潮

【看中國記者陳勇編譯報導】

日本松下公司將允許職工每週工

作 4 天，公司還允許一些僱員

在家工作。

首席執行官楠見雄規說，

「我們的責任是讓多樣化的人力

資本在工作和生活之間達到最佳

平衡。」

雖然這樣的公司依然是少

數，但其數量正在增長。根據

2020 年日本勞動省的調查，日

本只有 8% 的公司允許職工每週

休息兩天以上。

目前世界上許多科技公司

都在嘗試這種安排。 2018 年，

亞馬遜開始允許部分職工每週

工作 4 天。消費者產品製造商

Unilever（聯合利華）在 2020
年 12 月開始允許紐西蘭的職工

每週工作 4 天，為期一年。

4 月份以後，日本製藥公司

鹽野義製藥（Shionogi） 允許職

工每星期工作 4 天。如果職工

需要照顧子女或老人，日本雅

虎、日本損害保險，也允許他們

每週工作 4 天。

老虎滿臉愁容 
虎年郵票被吐槽

【看中國訊】按照中國黃

曆，2022 年是虎年。中國郵政

日前發行了一套虎年郵票，均以

國畫呈現。據中央社報導，壬寅

年特種郵票 1 套 2 枚，一枚郵

票描繪了一隻公虎形象，另一枚

是虎媽媽帶著兩隻小虎的場景，

但這些老虎卻被業界、網友吐槽

「滿臉愁容」、「這是病貓」。

報導稱，虎年郵票推出後，

不少網友稱郵票上的老虎「滿臉

愁容」，眉頭緊鎖，看起來病懨

懨的，一點兒也沒有上山虎的威

武。

有網友直指「公的沒有雄

威，母的沒有慈愛，小的缺

可愛」；還有網友批「這是病

貓」。有網友譏稱「真實反映了

老虎的焦慮」、「老虎生活壓力

大，負擔太重」，獲得數以千計

網友按讚。

陸媒每日經濟新聞對此進行

了即時網路民調，網友也是一面

倒的認為郵票中的老虎「確實有

點憂愁」。

新東方轉型 直播帶貨

【看中國記者程雯編譯 / 綜
合報導】美國馬里蘭州的一家醫

院將一顆豬心臟移植到一位患有

心力衰竭、即將死去的病人體

內，該醫院在 1 月 10 日（週一）

宣布，手術三天後患者的情況很

好。

用豬心臟為人類做器官移

植，這是美國的第一例，醫學界

希望在這方面創造突破，為人類

的器官移植找到新的器官來源。

醫生們認為，現在判斷這項

手術是否真的成功有效還為時過

早，但是它至少標誌著數十年來

期望的向著有朝一日能夠使用動

物器官為人類挽救生命的移植手

術的第一步。

據美聯社消息，接受豬心

臟器官移植的患者是 57 歲的馬

里蘭州人戴維．貝內特（David 
Bennett）。進行移植手術的醫

生是巴特利．格裡菲斯（Bartley 

Griffith）醫生。

被移植到貝內特體內的豬心

臟是經過了基因編輯的，以去除

豬細胞中導致超快器官排斥反應

的糖分。

過去五年來，格裡菲斯博士

用豬心臟給大約 50 只狒狒做了

器官移植手術，之後才向貝內特

提供了這種選擇。

這項使用豬心臟的器官移植

手術也得到了美國食品和藥物

管理局（FDA）在「同情使用」

（compassionate use）緊急授權

條款下的許可，這種授權只有在

患者有危及生命的危險而沒有其

它選擇時才可以使用。

此前的這種異種器官移植的

嘗試都失敗了，主要是因為人類

患者的身體迅速排斥了動物器

官。值得注意的是，1984 年，

一名垂死的小嬰兒帶著狒狒的心

臟活了 21 天。

【看中國記者楊天姿綜合報

導】作為最博大精深的中文，是

這世界上最難學習的語言之一。

中國山東就有一個「超稀有」姓

氏是「爨」，不僅筆劃屬姓氏中

最多的，也有多數人不會唸，而

這個字正確唸法是（cuàn）。
根據《梨視頻》報導，在中

國山東有一個稱做「爨家村」的

村莊，裡面的居民家族姓氏都姓

「爨」，裡面共有615人都姓爨。

爨家村書記爨立貞講述，整

個村莊是由雲南那邊遷移過來

的，至今已經傳到第 20 代了。

村民則表示，由於這姓氏較為少

見，同事都不曉得該怎麼讀它，

這樣罕見的姓氏要在「千家姓」

中才能找到。村人都為自己的姓

氏感到十分自豪。

村莊中有一名叫爨佳弈的女

童，由於姓氏的筆劃太多，她到

了 9 歲才知道怎麼寫。

爨姓是在《中國姓氏大辭

典》中記載筆畫最多的姓氏之

一，共 30 畫，由於太過難寫，

也有部分爨姓人改為寸、全、

炊、串等姓氏。

據史書記載，爨姓的一個起

源是源於姬姓，出自周王朝時期

官吏爨官，屬於以官職稱謂為

氏。爨官，為西周時期在宮廷內

為王室成員制膳之士中的灶官，

就是俗稱的火頭倌，專職掌管

炊火。「爨」，就是今天稱作的

「灶」，用於安置無足器皿烹煮

食物 ,「大羹湆在爨」，就是烹

煮肉食、肉湯。而無足之器皿就

稱作「鍋」。

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爨氏家

族，是從中原遷徙到南中地區

（今天的雲南、貴州和四川西南

部地區）的大姓之一，始顯於

蜀漢時期，強盛於晉朝時期，直

至唐朝天寶年間，前後大約輝煌

了 700 年，創造了聞名於世的

爨文化。

爨氏的衰敗是在唐朝天寶年

間。爨氏出現內訌，相互殘殺。

於是，爨氏人為了躲避戰禍，四

處遷徙。

如今，按照爨姓居住情況來

看，群居人口達 300 人以上的

省市主要在雲南的麗江、大理、

保山等地，四川的宜賓，湖北的

石首、荊門、棗陽，河南的南

陽、洛陽，山西的運城，陝西省

的寶雞、西安、華陰。此外，爨

姓在北京、黑龍江、吉林也有分

布。

關注爨文化多年的爨躍峰認

為「爨字集中體現了中華文明的

魅力。它看起來筆畫繁雜，但理

解起來很輕鬆愉快，『興字頭，

林字腰，大字底下把火燒』。

爨字包含著無比博大精深的哲理

和文化。」

姓氏「爨」比劃最多 女童9歲才識寫 美國首例 移植豬心給人

【看中國記者黎紫曦綜合報

導】近日中國經濟學家任澤平呼

籲官方建立「鼓勵生育基金」，

央行多印 2 兆人民幣，用 10 年

時間鼓勵社會多生 5000 萬個孩

子。相關話題引發不小爭議。

任澤平日前發布一篇名為的

文章，文中稱，降低生育養育成

本是解決低生育率的主要出路。

文章呼籲官方盡快推出鼓勵生育

基金，同時諫言央行多印 2 萬

億人民幣，用 10 年時間鼓勵社

會多生 5000 萬孩子。

他並提醒說，生孩子不要指

望 90 後 00 後，因為 1975 年至

1985 年出生的這批人還有多子

多福的生育觀念，而 90 後和 00
後，許多人甚至連結婚都不願

意。

隨後，任澤平又對「印錢生

娃」這個熱點進行了回應。他

說，未來 10 年多生 5000 萬是

怎麼來的？也就是每年多生 500
萬。 2021 年綜和生育率 1.1，
新生兒 1000 萬左右，而代際平

衡需要每年 1500 萬，即每年多

生 500 萬。

至於央行為何要印 2 萬億

印錢生娃行得通嗎？
【看中國訊】日前，美國

國 會 官 網 congress.gov 發 布

了 眾 議 員 Scott Perry 提 交 的

H.R.6319《法輪功保護法案》在

國會的審議流程信息，該法案是

針對活摘法輪功人士器官的參與

人員實施制裁的法案。

眾議員斯科特．佩裡於

2021 年 12 月 16 日介紹並提交

了該法案。外交事務委員會和司

法委員會將進一步審議該法案。

斯科特．佩裡說：「我們需要有

針對性地立法，專門解決中共迫

害法輪功的問題。」

該法案首先介紹了法輪功是

以「真、善、忍」為原則的一種

佛家修煉功法，由李洪志先生於

1992 年在中國傳出。

該法案還介紹，1999 年 7
月 20 日，時任中共總書記江澤

民在全國範圍內發動了對法輪功

的密集迫害，並拘留數十萬法輪

功人士，旨在消滅法輪功。

該法案介紹了美國國會、人

權律師、人權專家等世界多個獨

立機構，通過大量數據、調查報

告，從多角度論證了中共活摘法

輪功人士器官的事實。

該法案專門保護「法輪功群

體」，要求針對中國境內活摘法

輪功人士器官的反人類罪人員進

行制裁，制止中共對法輪功長達

22 年的迫害。

該法案要求美國總統定期提

交給國會中共活摘器官參與者的

更新名單，無論直接參與者還是

間接參與者，包括政府高層官員

和軍隊官員等。並授權美國總統

可禁止這些人入境美國、凍結其

資產等制裁權力。

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在

其 2021 年報告中指出：「據報

導，2020 年期間，數千名法輪

功人士因從事信仰活動而受到騷

擾和逮捕，一些人可能在關押期

間因虐待和酷刑而死亡」。可

靠的國際報告還表明，摘取器

官，包括摘取法輪功人士的器

官，可能仍在繼續。

評論員林峰指出，該法案是

在國際社會第一次由官方計畫出

臺針對保護法輪功群體，制止中

共迫害法輪功的法案。意義重

大。

《法輪功保護法案》 
被提交審議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

綜合報導】受「教育雙減」

政策影響，中國補教龍頭

「新東方」董事長俞敏洪透

露，2021公司營收初估大減
80%，並裁員6萬人，退學
費、員工辭退補償、教學點

退租等現金支出近200億人
民幣，現在好不容易生存下

來，將轉型為農產品帶貨平

臺。

去年 7 月 24 日，官媒新華

社公告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

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進一步減

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

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簡稱：

雙減意見），堵死了學科類培訓

機構的資本運作之路。一夕間，

中國各地上千萬教培人員失業。

新東方也受到重創。

儘管全年財報尚未發布，但

新東方創辦人俞敏洪日前在個人

微信公眾號發文，談及 2021 年

的工作總結和未來的轉向方向展

望。他直言，新東方去年遇到太

多變故，包括政策、疫情、國際

關係等，許多業務處於不確定性

中。「這似乎由不得我喜歡不喜

歡，必須全力以赴」。

據 俞 敏 洪 透 露，2021 年

公司市值下跌 90%，營收減少

80%，員工辭退 6 萬人，除此

之外，退學費、員工辭退賠償、

教學點退租等現金支出近 200
億人民幣，並全面停止 K9（幼

兒園至九年級）的線下和線上

培訓。

俞敏洪還說，過去的半年，

新東方好不容易生存了下來，此

刻正厲行節儉，聚餐都去普通餐

館，為了讓大家吃好，自己到市

場去買海鮮，請餐館幫忙煮，酒

也從原來的好酒換成了普通白酒

和紅酒。

外界不禁關注新東方大裁

員後，該公司未來路在何方？

2022 年新東方要怎麼辦？按俞

敏洪的說法，接下來新東方會轉

型為農產品帶貨平臺。 2021 年

12 月 28 日，1962 年出生的俞

敏洪，首次以直播帶貨的主播亮

相，他說，直播間裡賣的都是農

產品。他希望能夠為中國農民提

供產品增值服務，做鏈接農民和

消費者的平臺。

不過，轉型並不容易。有媒

體指出，俞敏洪直播間在首播當

天，銷售額達到近 500 萬，但

此後沒有俞敏洪親自上場的直播

熱度明顯下滑，據飛瓜數據顯

示，12 月 29 日至 1 月 4 日的 7
場直播，累計銷售額不足90萬。

在對 2021 年的總結中，俞

敏洪提到，「各條業務線都在努

力尋找新的發展機會，我要求大

家在資源可控的前提下，大膽創

新、努力進取，在核心戰略項目

上爭取有突破性的發展。」

新東方為農產品直播帶貨。農產品示意圖。(Adobe Stock)

早上趕著上班的日本人。

（Getty Images）

人民幣？任澤平指出，OECD
國家鼓勵與生育相關的家庭社

會福利支出佔 GDP 比重 2%-
3%，中國 GDP 有 110 萬億

元，因此鼓勵生育基金應該是

2 萬億。「此處注意，是每年

多印 2 萬億用於鼓勵生育。」

他還特別提到，「印錢生

娃」需要央行印鈔，但卻不能

從中國財政預算。「因為現在

疫情、經濟下行壓力大、土地

財政大幅下滑，政府、企業和

家庭都沒錢。」

任澤平的言論引發民間熱

議。有網友表示，「鳥沒窩能

下蛋麼？多印錢只會導致房價

更高，生的更少。現在主要問

題是很多人買不起房，結不起

婚。」

還有網友指出，「挺搞

笑，75-85 後這一代，是中國

第一批獨生子女，現在基本都

要夫妻 2 個人養 4 個老人、

普遍至少 1-2 個孩子，再生

要累死了。」另有人感慨說，

「再生一個累的是老人，再者

都快 40 不惑之年了，沒有再

生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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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西安封城以來我們節目中多次談到

次性災害，這是我們站在普通市民角度來

看待的，但是掌權者完全可能是從另一個

角度來看待這個經驗的。他們很可能會看

作是對於新時代、新技術條件下的一次大

練兵。練什麼兵呢？就是毛細血管式的控

制社會，讓全社會快速轉入緊急狀態的大

練兵。

首先是高科技監控的練兵，健康碼控

制個人的活動範圍；再大數據追蹤、精準

找到每個目標的活動軌跡——通過聯網的

銷售終端，找到你在哪裡消費過，再通過

無所不在的監控攝像頭，在茫茫人海中馬

上把你的幾天之內的活動軌跡精確描繪出

來。這是科技練兵。

其次是動員能力練兵，防疫志願者有

不少人真的是出於公益的動機參與，但是

有一部分積極份子、表現得特別凶、特別

橫的，會成為中共未來在危機發生時，控

制社會的底層骨幹，防疫動員讓這部分人

浮出水面，讓掌權者看到誰是「可以依賴

的群眾」。

最近有不少人感嘆底層之惡無邊無

際。有些人平時自己也是韭菜，但是你只

要臨時給他一點鼻屎大的權力，當個防疫

人員去指揮別人，立刻就橫起來了。這些

人就是政權未來「可以依賴的群眾」，下

回不是防疫，或許是房地產爆雷事件、金

融爆雷事件需要維穩，社區幹部只要在現

成的「志願者微信群」上發條信息，這些

人立刻就能重裝上陣，成為一支不用發工

資的維穩生力軍。當局給他們發一碗泡

麵、一根火腿腸、兩個茶葉蛋就行，讓他

們過一把權力的癮就是對他們最大的獎賞

了。甚至連泡麵都不用發，讓他們過癮、

自帶乾糧都願意。

所以防疫過程會被掌權者看成是基層

大練兵的過程。會特意做這方面的強調，

也會特意安排。以我們對中共黨性和體制

的瞭解，這一出是保證會發生的。

第三方面防疫封鎖的狀態又讓掌權者

得著個藉口臨時退出市場機制，把物資配

給、統購統銷這套又重演一遍。多練幾次

之後，領袖對復活計畫體制就更有信心：

瞧瞧，疫情期間我們這套保障機制是發揮

了作用的嘛，雖然說怨言很多，細節做不

到位，但一個上千萬人口的大城市也沒垮

嘛，我們還是應該有制度自信的。

這類經驗換個立場完全可以做相反的

理解，在我們這兒作為失敗和傷害的教

訓，另一個人那兒完全可以作為成功和寶

貴經驗。有這些經驗墊底，他就會去做更

魯莽的嘗試。比如市場機制也不重要嘛，

沒它天也沒塌下來，我去捶爆更多的行

業、實施更多管制，有更多人失業我也不

怕了；或者我加速和世界脫鉤，我內循環

也循環得挺好。堅持清零防疫，大家不要

以為它只是一個防疫政策，它正在從總體

上和微觀兩個維度改造著社會，如果你以

為這就是苦日子的極致，可能實際相反，

它只是個開始。以上是基於中共體制和歷

史的瞭解、基於偉大領袖的性格所做的推

測，對不對，在實踐中來印證。

我這裡很難為每一個觀眾提出具體建

議，你該怎麼應對環境的變化。我做的是

把它分析明白和透徹，提出個提前一兩步

的預見，大家自己想怎麼辦。如何更積極

主動的發聲，不讓情況朝那個方向變得更

糟是最好的。作為一個預言者，沒有人會

比我更希望自己的預言落空。

◎文：文昭

今天的國際局勢大致分兩個

陣營，一邊是以美國為首的自由

民主陣營；一邊是獨裁國家的若

即若離的聯盟，中國、俄羅斯、

伊朗，要把朝鮮加進去的話也

行。兩大陣營之間存在著衝突，

但都表現在地緣政治上，中國有

台灣、俄羅斯有烏克蘭、伊朗有

黎巴嫩。

特別是台灣跟烏克蘭。儘管

二者之間隔這一萬多公里，但近

來有越來越多的觀察家、國際事

務研究人士，在密切注視台灣和

烏克蘭之間的相似之處。

前美國海軍上將詹姆斯．

史塔伏瑞迪斯 (James Stavridis)
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提醒說，北

京正在密切關注美國在烏克蘭問

題上的立場和動作，評估他們自

己在台灣問題上該怎麼做。德國

馬歇爾基金會的中國問題專家

伯尼．格雷塞 (Bonnie Glaser)
說：如果美國不採取軍事行動干

預俄國入侵烏克蘭，北京就以為

侵略台灣，美國也不會軍事干預

的話，那就算錯了。

那麼，萬一中共對台灣動

武，美國會不會軍事干預？美國

從來就不明確表態，根據台灣關

係法，必須履行幫助台灣防衛外

敵入侵的義務，但具體的手段卻

是戰略模糊，視具體情況而定。

但在烏克蘭問題上，白宮已經表

態，不會參戰。那麼，烏克蘭跟

台灣之間有什麼異同之處呢？在

國際戰略外交上又有什麼異同之

處呢？

◎文：東方

從烏克蘭看台灣

首先，入侵的名義。中共向

來把台灣稱作中國的一部分，台

灣自己也認為是中國的一部分，

一中是有共識的，但怎麼解釋就

不一樣了，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一個是中華民國，這一點您

一定很瞭解了。其實俄羅斯也是

這麼看烏克蘭，從某種意義上

講，烏克蘭才是俄羅斯的文化起

源。去年夏天，普京就發表了一

篇長文，可以說是論文了，他從

歷史和文化的角度，闡述為什麼

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應該

是一個國家，應該統一，而且要

統一在俄羅斯旗下，他甚至不承

認當年在蘇聯憲法中都承認的烏

克蘭的獨立地位。俄羅斯屯兵烏

克蘭邊境，目地也是要統一、領

土完整。

其次，台灣和烏克蘭面對的

挑戰非常類似，都離開美國很

遠，都面臨歐亞大陸大國的軍事

威脅，不單單面對常規軍事威

脅，還要面對核武威脅，中國和

俄國都擁有核武器。真要開戰的

話，軍事侵略的打擊方式都以閃

電戰為主。看俄國在烏克蘭邊境

屯兵的架勢，地面是優勢坦克部

隊和空降兵，配以遠程大炮，就

跟 2015 在烏克蘭的戰爭一樣。

北京的戰術則是空軍和數以千計

的導彈，都是通過懸殊的軍事力

量打閃電戰，讓對手沒有時間組

織反擊。

第三，在烏克蘭的黑海也

好，在台灣的台灣海峽也好，美

國都沒有足夠的軍事力量跟俄羅

斯和中國一戰決輸贏。不是說美

國整體的軍事力量不夠，而是在

台灣和烏克蘭所在的地緣環境

中，軍事力量不足，難以招架閃

電戰。

美國是民主國家，政府的立

場跟民意息息相關，特別是動用

軍事力量，要沒有民意的支持一

般是不敢為的，而宣戰是國會的

特權。那麼美國的民意在台灣和

烏克蘭又怎樣呢？

根 據 最 新 的 經 濟 學 人 /
YouGov 民意調查，大多數美

國人支持給予烏克蘭更多的幫

助。美國人基本瞭解烏克蘭和俄

國邊境地帶的爭端，普遍認為烏

克蘭是友邦、俄羅斯有敵意，甚

至把俄羅斯視為威脅。具體說

來，四分之三的美國人對俄羅斯

沒有好感，而對烏克蘭沒有好感

的只有 13%，55% 認為烏克蘭

是友好盟邦。

相當多的美國人不知道該怎

麼對待烏克蘭受到的威脅，沒有

想法，在有想法的人當中，贊成

支援烏克蘭的人是持反對意見人

數的兩倍。當被問到應該是表

達強硬姿態制止俄國入侵烏克

蘭，還是應該跟俄羅斯保持良

好的關係，54% 的人選擇強硬

姿態，21% 選擇跟俄國保持良

好關係。在共和黨人中的比例

幾乎一樣，54% 對 22%，而在

民主黨人中，這個比例差距更

大，64% 對 14%；而且越是對

俄羅斯在烏克蘭邊境屯兵有所

瞭解的人當中，態度差別更懸

殊，79% 選擇強硬，12% 選擇

綏靖。致於說美國是否應該出兵

援助烏克蘭，差別就沒那麼大

了，34% 支持美國出兵，22%
反對，共和黨人中，37% 支持，

23% 反對，而在民主黨人中，

41% 支持出兵，18% 反對。從

這個比例看，民主黨人態度更強

硬，更好戰。

有意思的是，在對待俄羅斯

和中國的態度上，共和黨、民主

黨的差別非常大。當被問到，中

國跟俄國，哪個國家對美國的威

脅更大。民主黨人認為俄羅斯威

脅更大，比認為中國更大的威脅

的多了 16 個百分點。而共和黨

人正好相反，84% 認為中國的

威脅超過俄羅斯。

當美國人被問到同樣的問

題，當被問到應該是對中國表達

強硬姿態呢，還是應該跟中國保

持良好的關係，50% 認為應該

強硬，21% 認為應該搞好關係，

也是二比一的比例。民主黨人當

中，48% 贊成強硬，25% 贊成

綏靖；共和黨人當中，56% 主

張強硬，18% 主張保持良好關

係。在瞭解中共戰機頻繁挑釁台

灣的人當中，這個比例差距更懸

殊，77% 贊成強硬，15% 贊成

綏靖。至於說美國是否應該出兵

幫助台灣，比例差距就小了，

38% 支持，19% 反對，雖然也

是二比一的比例，但還是不如沒

有立場的人群。

從這個最新的問卷調查可以

得出這麼幾個結論。

一，美國普通老百姓普遍反

對獨裁政權對民主政權，對小國

的欺負，普遍要求美國採取強硬

的姿態制止。

二，北京也好，莫斯科也

好，通過頻繁的戰機挑釁，在邊

境屯兵展示武力，想用這種辦法

嚇唬美國的策略，可能適得其

反，因為瞭解情況的美國人，支

持強硬和綏靖之間的比例差距最

大。

三，支持軍事干預的人不在

大多數，沒有超過半數，最大的

一部分是沒有態度的人，既不反

對、也不贊成，那麼這票人的態

度會怎麼轉變就成了關鍵了，如

果有一個特殊事件讓這些人倒向

贊成出兵，那麼美國軍事干預就

有了民意基礎，美國加入二戰，

導火索就是日本偷襲珍珠港，甚

至有人說這是羅斯福有意引導

的，當然這是陰謀論的說法了，

不予置評了。

（Getty Images）

你的災難成為他的「練兵」你的災難成為他的「練兵」

年前 12 月 28 日，退休後旅居美

國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周孝正接到學校

打來的電話，通知他，他已經被學校被

開除了。周孝正是一位社會學教授，出

國後，時常接受海外媒體訪問，並且開

設自媒體《文明客廳》議論時政。周教

授說，「說話是我的尊嚴」。在國內，

他沒這個尊嚴；在國外，和在國內一

樣，中共仍然還是不給他說話的尊嚴。

周孝正是名人，他在美國因言論遭

中共懲處，成了新聞。其實，有成千上

萬個事實可以說明，華人來到海外，仍

生活在中共的恐怖之中，不得不謹言慎

行。中共聲言，中共國有 34 個省市自

治區和特別行政區，包括臺灣，而現在

它正在建立第 35 個省——中共國「海

外省」，其範圍涵蓋 5000 萬海外華人

居住的所有國家。用中共外交部長王毅

的話說：海外華人無論持有任何護照，

他首先被中共政權視為中國人（中共

的奴隸）。

管轄中共國「海外省」的，有中共

外交部、國務院僑辦、中共統戰部、國

安部、公安部。在美國，中共大使館和

各地領事館，有龐大的資料庫，存儲每

一位華人的詳盡資料，包括他們在美國

的一舉一動。各地中共領事館成為當地

華人社區的實際統治者，華人妄議中共

的言論都有可能被舉報，被列入禁止回

國的黑名單，他們在中國大陸的親屬的

安全和生計就將受影響。美國華人的親

北京僑團，並非個個成員都親中共，許

多人出於對中共的恐懼而加入。一些傳

統的反共僑團，包括一些民運組織，其

成員也在約束自己的言行，只怕回不了

中國。幾年前，洛杉磯有一位華人朝著

中領館掃了一梭子子彈，然後飲彈自

盡，唯一的原因就是他參加了當地華人

一場中共不喜歡的集會，被舉報，中領

館把他列入黑名單，父母去世也不能回

國奔喪，便以死抗爭，上演一場悲劇。

中共控制「海外省」的華人，主要

靠「愛國華人」舉報、派眼線打進反共

僑團和民運組織。此外，近些年來，海

外華人自媒體發展迅速，一些華人在海

外網路社交平臺油管（YouTube）、推

特（Twitter）臉書（Facebook）上開

設自己的賬號，中共便在這些網路社交

平台上搜索海外華人的言論。近日《紐

約時報》報導了一位現居澳大利亞的中

國女留學生提供的一段視頻顯示，她老

家的警察傳喚了她的父親，並用父親的

手機給她打電話，催促她刪除一個有損

中共領導人形象的推特賬號。《紐約時

報》說：「中共不遺餘力地擴展其網路

搜捕行動，找出那些在國際社交媒體上

批評中國的人，並且讓他們閉嘴。」中

共監控的對象還包括海外臺灣人和香港

人，也將他們視為中共國「海外省」居

民。

過去，不喜歡中共的中國人，可以

逃出中國；中共國「海外省」的建立，

使得中國人無處可逃，即使逃出中國，

也是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廟。舉目四顧，

偌大世界，只要中共的幽靈一天不消

失，中國人就要生活在恐懼之中，再也

找不到一個安全的地方。 

中共是怎樣隱性控制中共是怎樣隱性控制
全世界海外華人的？全世界海外華人的？

東方
縱橫

◎文： 旗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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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肖然/程雯綜合報導

美國和俄羅斯高級官

員，10日在瑞士日內瓦正式
啟動面對面會談，這是本週

歐洲系列外交談判的一部

分，旨在緩和烏克蘭邊境的

緊張局勢。截至目前來看，

談判雙方各說各話，如預期

一樣艱難。克里姆林宮還表

示，與美國的安全談判幾乎

沒有讓人樂觀的理由。美國

則是斷然拒絕俄羅斯提出

的北約不能接受烏克蘭入

盟的要求。

【看中國記者成容綜合報導】

中亞國家哈薩克日前爆發反政府

示威活動，演變成嚴重的暴力事

件。在當局格殺勿論的命令下，

已有 160 餘人罹難。俄羅斯隨

即派兵協助鎮壓。發生暴動的背

後原因很多，除了政府調漲液化

石油氣售價引起民眾反彈外，國

內社會嚴重貧富不均，少數富豪

財富占居國家財富一半以上，也

受到關注。但最啟人疑竇的是，

北京或位居幕後。

哈薩克 2 日因為能源補貼

取消，爆發全國大規模抗議，原

本大致和平的示威，在 5 日卻

爆發武裝衝突，總統托卡耶夫稱

有 2 萬餘人衝進了商業首都阿

拉木圖（Almaty）市區，並占

領政府大樓。當局隨後宣布國家

緊急狀態，並請求俄羅斯主導的

集體安全條約組織（CSTO）派

遣維和部隊介入，在幾日的鎮壓

之後，超過 160 人死亡、8000
人遭到了逮捕。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俄

羅斯國防部表示，它已經準備了

一支由 75 架以上運輸機組成的

特遣隊，以便向哈國持續部署部

隊。上週派遣的維和士兵人數可

能在 2500 人左右，但可能會更

多。這次任務是集體安全條約組

織的第一次任務，該組織的成立

是前蘇聯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北約 NATO）的回應，並顯示

了普京在過去十年中，成功地將

其軍事現代化利用為維持對前蘇

聯地區影響力的外交工具的程

度。

根據畢馬威會計公司（KP-
MG）一項調查發現，哈薩克最

富有的 162 人占據了國家 55%
的財富。其中，有 5 名億萬富

豪上了富比士全球富豪榜，他們

主要從事採礦業和銀行業，多數

來自前總統納扎爾巴耶夫家族。

專家表示，天然氣漲價只是全國

騷亂的導火線，而根本原因仍是

30 多年來哈薩克人對上層利益

集團的不滿，內部貧富差距才是

抗議浪潮迅速擴散的根源。

此外，這次原本和平的示威

之所以突然生變，以及原本被視

為納扎爾巴耶夫接班人──親中

的現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馬西

莫夫，因涉嫌叛國罪被逮捕，也

引發猜測。《TFI 全球》分析指

出，哈薩克斯坦是世界第九大

國，中亞最大的經濟體，北與俄

羅斯接壤，東與中國相鄰，擁有

豐富的石油儲量，具有在戰略和

俄高談北約東擴        美聚焦入侵

據美聯社報導，10 日上午，

俄羅斯副外長里亞布科夫一行在

瑞士警方護送下抵達美國駐日內

瓦外交使團，與美國副國務卿謝

爾曼的團隊進行面對面會談。本

次會議也是拜登和普京於 6 月

瑞士城市峰會上發起的「戰略安

全對話」會談的一部分。

俄高談北約東擴                    
美聚焦入侵烏東 
美國國務院一位發言人說，

會談在下午接近傍晚時結束。目

前還沒有會談結果的細節，不過

會談氣氛算是融洽。兩位副外長

在前一天的週日晚共進工作晚

宴。謝爾曼在會前晚宴上強調，

美國對主權、領土完整，以及主

權國家能夠自由選擇同盟這些國

際原則的承諾，並表明美國歡迎

透過外交手段取得實質進展。

里亞布科夫則在宴會後表示

情況不是很樂觀，並預料這次會

談很「艱難」。里亞布科夫表

示，俄羅斯參加談判是為了更清

楚地了解美方立場，可以討論俄

羅斯的一些提議。他提出了俄方

的三個要求，分別是北約不再進

一步擴張；不在俄羅斯邊界設置

導彈；北約不在其 1997 年邊界

之外進行軍事演習、情報行動或

設立基礎設施。里亞布科夫的態

度似乎頗為強硬，當被問及俄

羅斯是否準備好妥協時，他回

答道：「美國人應準備好達成妥

協。」他表示，莫斯科不會在美

國壓力下在烏克蘭危機以及要求

西方做出安全保證上做出任何讓

步，並且這些談判有可能很快就

結束。

歷時 7 個小時的會議結束

後，謝爾曼表示，烏克蘭局勢方

面，美國堅決拒絕俄方有關北約

不能接受烏克蘭入盟的要求。普

京可以選擇以外交途徑降低緊張

局勢，或軍事侵略；如果俄羅斯

再度入侵，美國已與和俄羅斯有

商業往來的歐洲國家商討，將共

同採取金融、經濟、出口管制以

及外交手段等嚴厲制裁措施，並

強化北約軍力，同時向烏克蘭提

供安全協助。

謝爾曼指出，俄方若無入侵

烏克蘭的計畫，就應將集結於邊

界區域的逾 10 萬兵力撤回原駐

地，或至少清楚說明部署意圖。

但在俄方沒有將軍隊撤回駐地之

跡象的情況下，要評估莫斯科當

局是否有意藉由外交途徑解決爭

議，仍言之過早。

謝爾曼表示，美國對導彈部

署以及軍事演習規模等方面持開

放的態度，並願意與俄羅斯取得

互惠的成果，尋回雙方的互信。

具體說來，資深官員在週末白宮

國安會簡報會上指出，若俄方做

出互惠承諾，美國將不會在烏克

蘭部署導彈防禦系統；若俄方願

意減少其在北約盟國邊境的「一

系列大型與更加脅迫性的軍事

演習」，美國也願意討論互惠作

法。另外，雙方都同意核戰爭沒

有贏家也不該爆發。但謝爾曼也

向俄方傳達「不會在盟邦未出席

的情況下，討論歐洲安全相關議

題」的立場，強調與北約相關的

問題，須透過多方架構協商。

俄羅斯副外長里亞布科夫則

說：「美俄在原則性處理方式上

分歧很大。在需要採取甚麼行

動上，美俄有時持截然相反的

觀點。」他指出，雖然會談「公

開、全面和直接」，但他強調結

果是最重要的。「到目前為止，

我們還沒有看到任何樂觀的理

由」。並重申，俄方要求北約

「明確排除接納烏克蘭入會」的

核心立場，並老調重彈稱俄軍調

度與行動都在俄國領土內進行，

無向外侵略的意圖。由於雙方形

同再度強調各自底線，此次會談

尚難形成共識。

1 月 12 日 ( 週三 )，在布魯

塞爾將舉行北約俄羅斯會談，週

四在維也納舉行多邊歐洲安全與

合作組織會議。莫斯科試圖藉這

次談判爭取一系列讓步，包括北

約保證不再向東擴展到像烏克蘭

這樣的前蘇聯國家。

俄羅斯曾表示，希望 1 月

分能解決問題，但北約擔心普京

可能會尋找談判失敗等藉口入侵

烏克蘭。

美國和北約淡化期望 
美方此前淡化了取得重大進

展的期望，並表示俄方的一些要

求，如停止北約擴張，違背了各

國的主權權利，沒有談判的餘

地。不過，美國官員對其他想法

持開放態度，如減少未來在烏克

蘭部署進攻性導彈的可能性，以

及限制美國和北約在東歐的軍事

演習，前提是俄羅斯願意在烏克

蘭問題上讓步。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9 日直

言不諱地預計本週的談判不會有

任何突破。他表示更有可能的積

極結果是達成協議，在短期內緩

和緊張局勢，並在未來的適當時

間恢復談判，但華盛頓必須看到

軍事威脅降級才能取得實際進

展。布林肯表示，儘管拜登與普

京有過幾次對話，但俄羅斯的軍

事行動仍在繼續，加劇對二戰後

全球秩序的威脅。同時俄方把自

己描繪成西方侵略威脅的受害

者，並要求雙方會談迅速獲得成

果，但雙方分歧似乎無法逾越。

布林肯在 CNN 節目中說：

「當局勢持續升級時，很難看到

這種情況（指談判進展）會發

生，當俄羅斯在其邊境附近集結

10 萬大軍，用槍指著烏克蘭的

腦袋，有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將

軍隊翻倍。」

稻草人計畫？                 
俄轉移侵略議題

本次會談的結果應是各方所

料，普京以武力拉高姿態試圖奪

取更多談判利益的手段，自是不

為美歐所容。

布林肯和北約秘書長斯托爾

滕貝格，於會前的 1 月 7 日（週

五）就表示，他們不會同意俄

羅斯要求北約停止擴張的要求，

全面拒絕了俄羅斯關於北約不能

接納新成員國的要求，強調俄羅

斯對於應該允許誰加入北約沒有

發言權。並指責俄羅斯總統普京

提出的該要求是個「稻草人」計

畫，以轉移人們對俄羅斯在烏克

蘭邊境部署軍事行動的注意力。

布林肯說：「他們（俄羅斯）想

讓我們參與關於北約的辯論，而

不是關注手頭的問題，即他們對

烏克蘭的侵略。我們不會從這個

問題上轉移注意力。」他們也同

時警告俄羅斯，北約將就俄羅斯

對烏克蘭的任何進一步軍事干預

做出「有力」回應。

美國和北約的明確態度完全

否定了普京提出的為緩和其與烏

克蘭緊張關係的要求中的一個關

鍵問題——普京希望北約停止接

納包括烏克蘭在內的所有新成員

國的計畫。美聯社的消息認為，

在可預見的未來裡，烏克蘭不太

可能加入北約，但是北約並不會

排除這個可能。

美俄 10日於日內瓦舉行峰會，試圖緩解烏克蘭邊境緊張局面，但無共

識。（Getty Images）

哈薩克暴動涉中俄角力    普京出兵鎮壓
經濟上的重要意義。中共不僅看

準了這塊肥肉，而且對這場抗議

活動進行了劫持。

根據推特上的消息，在神秘

組織的劫持下，這次抗議活動已

經變成完全反莫斯科的運動。這

些所謂抗議者的一些要求是：立

即釋放所有政治犯；總統和政府

全面辭職；建立一個由有聲望的

公民和公眾組成的臨時政府；退

出與俄羅斯的所有聯盟。《TFI
全球》分析稱，從這些要求中不

難看出中共的影子。

在俄羅斯部隊進入哈薩克

後，可想而知，這裡的中共特工

也只能撤離了。分析表示，中共

劫持的這場哈薩克抗議，不僅是

失敗了，而且已經取得了和預期

恰恰相反的結果。雖然北京想削

弱俄羅斯在哈薩克的影響力，但

實際發生的情況是，中共的親密

老朋友、哈國前情報局長馬西莫

夫因涉嫌叛國罪被逮捕，普京派

出了自己的部隊進行清理，哈薩

克和俄羅斯的關係，現在比蘇聯

解體後的任何時候都更親近。

而 現 任 總 統 托 卡 耶 夫

（Kass-ym-Jomart Tokayev）很

清楚，不能投靠中共，為了自

保，同時剿滅前總統的勢力，托

卡耶夫主動的排斥了北京，選擇

了莫斯科，而普京也向哈國開出

了條件。根據土耳其國家電視臺

報導，普京首先要求哈國承認克

里米亞是俄聯邦領土，第二就是

俄語必須成為哈薩克的第二語

言，第三個要求是俄羅斯可以在

哈薩克建立軍事基地，最後就是

允許在哈薩克的俄羅斯人有自 
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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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庫裝潢  廚房浴室

全屋翻新  一步到位

SUNLIT RENOVATION LTD.

新亮裝修有限公司

200萬工程保險 員工保險WCB

陳生：403-708-6868

◎ 文：  文龍

機會，也將更多資金轉移到中國境外。

在 2021 年，全球政府對加密貨幣

（Cryptocurrency）進行管制與監控似

乎不見成效，加密貨幣應用面越來越

廣，除了私人交易之外，薩爾瓦多政府

成為第一個正式承認並使用比特幣的國

家，並宣示將建立一個完全使用比特幣

的城市，英國老牌拍賣行佳士得除標準

法幣外也接受以比特幣進行付款，使得

加密貨幣遭遇監管利空不空，甚至有持

續吸引資金聚集的跡象。比特幣在熱錢

推升下，於 2021 年 11 月突破前期高

點又創下 69020 美元的歷史記錄。目

前，零售巨頭沃爾瑪已規劃於賣場設置

加密貨幣兌換機器，市場預期將來購物

有望以加密貨幣進行支付，應用層面將

更為廣泛。

而貝寶（PayPal）聯合創始人彼

得 · 泰爾（Peter Thiel）則表示，北京

為 控 制 資 金 外 逃， 北 京 當 局 從

2007 年起規定，中國公民每年最高購

匯、結匯限額為 5 萬美元，且不得跨境

攜帶外匯，以任何方式轉移資金到境外

均屬違法行為。隨著加密貨幣的出現，

中國資金出境有了新渠道。

1 月 10 日，據《澳洲人報》（The 
Australian）報導，由香港中文大學的

Maggie Hu、迪肯大學的 Adrian Lee
和悉尼科技大學的 Talis Putnins 撰寫

的一篇研究論文顯示，2011 年 9 月至

2018 年 2 月期間，中國公民交易了近

878 萬枚比特幣，將約 46 億美元帶出

中國，以規避北京嚴格的資本管制。

在通過海外平臺流出的資金中，

5.77 億美元經過美國，3.21 億美元通

過設在芬蘭的平臺，1.79 億美元在盧

森堡處理。在美國之外，最受中國交

易者歡迎的比特幣交易所 Bitstamp 位

於盧森堡，而另一個受歡迎的交易所

LocalBitcoins 位於芬蘭。

論文指出，通過加密貨幣兌換法定

貨幣以逃避資本管制與洗錢有相似之

處，因為它涉及以故意隱瞞資金來源和

目的地方式進行的交易。與投資者為其

在中國的國內資產尋求安全避難所的動

機相一致的是，「我們發現，當中國經

濟政策的不確定性變得更高時，通過比

特幣逃離中國的資本外逃強度更大。」

研究人員在他們的論文中總結道，

「據估計，中國比特幣交易所超過四分

之一的交易量涉及規避中國的資本管

制。」

目前北京當局已將加密貨幣的獲取

和交易定為非法，就是希望堵死資金外

逃管道。不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悉尼科技大學教授 Talis Putnins 也詳

細介紹了中國企業和公民規避資本管

制，從中國匯出資金的方式，包括偽造

購物發票，以及使用銀聯（UnionPay）
卡進行海外購物。

另外，有些正規的中國中小型外貿

企業或出於成本考慮，或為滿足交易對

方的要求，選擇地下錢莊來進行真實的

貿易貨款跨境收付。此外，還有很多個

人利用境外出差、留學、探親或旅遊的

據一份研究論文顯示，中國公

民7年總計交易了近878萬枚比特
幣，將約46億美元帶出中國。北京
當局正在不斷封堵包括加密貨幣在

內的資金出境渠道，但上有政策，下

有對策。

比特幣交易大國－－中國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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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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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2022石油價格趨勢分析

RFI 法文網 2022 年 1 月 4 日在《原

材 料》專 欄（Chronique des matières 
premières） 刊 出 了 記 者 Marie-Pierre 

Olphand 的一篇報導。分析在 Omicron
變異病毒大流行的背景下，石油輸出國

組織和歐佩克盟國（OPEP+）將可能採

取怎樣策略？石油價格在 2022 年的趨勢

如何？在此做簡介，可供參考。

石油生產國目前態度樂觀

RFI 的這篇法文報導分析認為，

Omicron 變異病毒應該會強化石油生產

國的謹慎政策，但問題是如何把握好尺

度？很難想像 OPEP+ 成員國進一步提

高自 2021 年中旬以來每月更新的，日

增 40 萬桶的水平。但鑒於疫情反彈，

有成員甚至可能不願意釋放少量的額外

原油。總的而言，目前是樂觀氣氛佔據

2 0 2 2年伊 始，全 球面對
Omicron變異病毒疫情的迅猛傳
播，以及引發地緣政治關係緊張的

能源危機。在國際能源市場上，今年

的石油價格走勢將如何？歐佩克石

油輸出國組織及其盟國（OPEP+）
又將可能採取怎樣的策略？這是

RFI法語經濟組在開年裡專題報導
的關注焦點之一。

主導地位。石油生產國似乎認為，新變

異病毒的衝擊將是「適度的」和「短期

的」。即便是國際旅行限制將在未來幾

週導致需求減少。

國際能源署（IEA）則決定，下調其

對 2022 年總體燃料消耗的預測，原因正

是由於航空運輸放緩。不過，它預測美

國、加拿大和巴西這些非 OPEP+ 的產

油國會增產，並應該可能達到歷史最高

水平。因此，預計 2022 年供應充沛。當

前的衛生形勢及其對經濟恢復所帶來的

不確定性，這可能會造成價格波動。路

透社詢問了三十多名專家都認為，總體

上，今年應該是下跌。

◎ 文：  RFI

當局正在利用比特幣作為金融武器損害

美國利益。

位於加利福尼亞州的智庫尼克松基

金 會（Richard Nixon Foundation）
去年 4 月 6 日舉辦在線論壇，泰爾表

示，擔心比特幣「對法定貨幣形成威

脅，尤其會威脅到美元。」

而中國正在利用比特幣損害美國，

被中國視為對抗美國的金融武器。泰爾

說，中國希望看到有兩種全球儲備貨

幣，而不只是美元作為默認儲備貨幣。

中國過去曾將歐元部分用作對付美元的

武器，那樣做並沒有起作用，所以現在

中國試圖提升比特幣的作用。

泰爾認為，從地緣政治角度看，美

國應該就上述的問題提出應對措施。

談及中國央行推出的數字人民幣，

泰爾並不以為然：「那不是真正的加密

貨幣，只是某種極權主義的度量手段」。

https://mru.ca/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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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梅松鶴

 唐代著名文學家駱

賓王與王勃、楊炯、盧照鄰

一起，被後人稱為「初唐四

傑」。他自幼聰穎、有文

才，7歲即能寫詩，尤其擅

長五言詩。在他所留下的詩

文之中，最廣為人知、並且

口耳相傳的名篇，是他7歲時

所寫的《詠鵝》詩：「鵝鵝

鵝，曲項向天歌。白毛浮綠

水，紅掌撥清波。」全詩充

滿童趣和天真，清新可愛，

活潑喜人，是千餘年來小學

生學唐詩時首先要學、要背

誦的一首好詩。詩仙李白評

價說：「駱賓王為詩，格高

指遠，若在天上物外，神仙

會集，雲行鶴駕，想見飄然

之狀。」（《詩人玉屑》卷

十二《李太白集》）

嚴文檄武氏 落髮入僧道

他曾作《帝京篇》，當時以

為絕唱。初為道王府屬，歷武

功主簿，又調長安主簿。徐敬

業起兵討伐之時，駱賓王代他

寫《》。檄文羅列了武則天各項

的罪狀，寫得文采昂揚，豪氣干

雲。當武則天讀到「一抔之土未

乾，六尺之孤安在」兩句時，極

為震動，責問宰相為何不早重用

此人。

他在獄中所作的《詠蟬》，

以充沛的感情，明確的譬喻，加

上雙關語和典故的巧妙運用，寄

情於詠物，達到物我一體的境

界，是詠物詩中的名篇。他借荊

軻刺秦王的典故而寫的抒懷詠志

小詩《於易水送人》，在送別詩

中別開生面。

駱賓王在寫詩時特別喜

歡在對仗中使用數字對，比

如：「秦塞重關一百二，漢家離

宮三十六。」「小堂綺帳三千

萬，大道青樓十二重。」「且

論二八千金是，寧知四十九年

非。」等等，因此人們給他一個

雅號叫做「算博士」。

他 在 高 宗 儀 鳳 三 年（公

元 678 年） 時， 任 侍 御 史，

因上書論事得罪了武則天，遭

到誣陷，以貪贓罪名下獄。第

二年，遇赦而獲釋。武則天掌

握朝中實權後，駱賓王對其深

為不滿，幾次上書言事而不得

用，反而貶官為臨海縣丞。使

他「鞅鞅不得志」，棄官而去。

他一直希望推翻武則天，為匡

復李唐王朝幹出一番事業。

武則天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

女皇帝，她的工讒善媚手段無人

可比，而她宰制天下的氣概和能

力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武

則天 14 歲時被唐太宗選入宮內

為才人，太宗死後，她出家當了

尼姑，不久又被繼位的高宗召回

為昭儀，後立為皇后。後來，武

則天參預朝政，自稱天后，與唐

高宗並稱「二聖」。高宗死後，

武則天先後廢了中宗、睿宗兩個

皇帝，自己做皇帝，並改唐國號

為周，立武氏七廟。此後她專

門造了一個字，給自己取名為

「曌」，意思是日月當空，目無

一切。

公元 684 年，武則天正式

攝政，殺了不少李唐王朝的人，

其中包括她自己的兒子。徐敬業

等人在揚州起兵討伐武則天，駱

賓王投到其部下，並為其寫了有

名的聲討武則天的檄文《代李敬

業討武氏檄》，歷數武則天的多

項罪狀。後來討武一方兵敗，徐

敬業和駱賓王不知去向。

雖然駱賓王在討武檄文中痛

罵了武則天，但武則天對他的文

才仍然青眼有加。當討武檄文傳

到武則天手中時，她居然一邊讀

一邊「嘻笑」。當讀到「入門見

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

狐媚偏能惑主」之時，還頗有

得意之色。再讀到「一抔之土未

乾，六尺之孤安在」時，才驚呼

到「是誰寫的？」有人告訴她是

駱賓王寫的，她竟責問道：「宰

相安得失此人？」認為駱賓王很

有才華卻沒能受到重用，是宰相

提到三代的尺寸不同，夏代十寸

為尺，殷代九寸為尺，周代八寸

為尺。那麼春秋戰國時代、漢代

的七尺之軀換算成今制，實際有

多高呢？

《漢書 · 律曆志》說「十分為

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

而基礎單位的「分」怎麼求來？

是用中型的「秬黍」（黑黍）的

寬度計算來的，「一黍為一分，

十黍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 
」。從出土的漢尺來看，一尺為

23.1 公分 ，兩者的度量結果相

符合。春秋戰國時期群雄並立，

各國度量衡並不一致，秦始皇統

一了度量衡，採用一尺為 23.1 
公分的這個標準。換算成今制，

堂堂七尺男兒，到底有多高？就

是 161.7 公分，你覺得高嗎？

實際上，「七尺男兒」象徵

意義重於身高意義，它傳遞的是

一個負得起自我責任的成年男子

的意義。沈約《齊太尉王儉碑》

描述「傾方寸以奉國，忘七尺以

事君」，表彰的就是這種高貴的

氣節。故而，在歷代中不管度量

衡的尺寸標準幾度改變，堂堂

「七尺男兒」的偉岸形象在中華

子孫的心目中是鮮明不變的。你

看身高不到 140 公分的晏子立德

立言受人敬仰，就是個明證了。

失職未能推薦的結果。

當時的著名詩人宋之問曾經

官至考工員外郎，但因事屢次貶

官。後在貶謫途中經過江南，到

著名的靈隱寺遊覽。一天夜裡，

皓月當空，他在長廊上漫步吟

詩，冥思苦索地想出了第一聯：

「鷲嶺鬱岧嶢，龍宮鏁寂寥」。

反覆吟誦，又總覺得不滿意，沒

法寫下去。

寺裡有個老和尚，點著長明

燈，坐在大禪床上，問道：「年

輕人夜深了還不睡覺，有什麼事

啊？」宋之問回答道：「我剛才

想對此寺題詩一首，卻思路不

順，出不了佳句。」

老僧要宋之問把他的詩誦一

遍，聽完後他自己又反覆吟誦了

幾遍，最後說道：「為何不用『樓

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這兩句

呢？」宋之問一聽大為震驚，對

這兩句詩的遒勁和壯麗感到十分

驚訝。那老僧又接下去把詩一直

續完：「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

飄。捫蘿登塔遠，刳木取泉遙。

霜薄花更發，冰輕葉未凋。待入

天台路，看余度石橋。」

第二天，宋之問再去拜訪他

時，就再也找不到了。

寺中有知道底細的僧人說：

「這位老僧就是駱賓王。」在宋

之問的追問下，他回答說：「當

年徐敬業兵敗後，與駱賓王都逃

走了。將帥們擔心漏掉了大頭

目，不知道會有多大的罪責，就

在當時戰死的幾萬人中，找了兩

個與他們相貌相似的人，砍下頭

來裝在盒裡報送朝廷。後來雖然

知道他們沒有死，也不敢再抓捕

來送給朝廷了。」

你覺得堂堂的「七尺男兒」

到底有多高呢？其實，度量衡在

古代中國不是永恆不更改的，但

是奇怪的是，無論尺寸標準幾度

改變，堂堂「七尺男兒」的用法

始終不變，但這又是為何呢？此

外，「七尺男兒」的鮮明形象指

的是男兒「七尺軀」，還是另有

真意或是指涉其它什麼內涵呢？

七尺身軀有多高呢？

在跟大家介紹七尺身的高度

之前，先來說說一則身矮志氣驚

人的故事。根據《晏子內篇 · 雜
篇》記載：春秋晚期齊國宰相晏

子（晏嬰）是名聲響亮的政治

家、外交家，但他的身高未滿六

尺。剛好，為晏嬰駕車的車夫是

一位身長八尺的大漢，跟晏子形

成強烈對比。

一天，車夫為晏嬰駕車出

門，車夫的妻子在一旁剛好看到

了一幕：宰相晏嬰的駟馬大車非

常氣派，車頂上有著大車蓋，她

丈夫掌控車子，鞭策駟馬馳行，

意氣風發，洋洋自得。

這一天，車夫出了任務歸來

後，妻子卻向車夫提出離婚的請

求。由於事出突然，害得車夫嚇

了一大跳。他隨後疑惑不解地詢

問妻子，兩人好端端的，她為什

麼要下堂求去呢？

妻子說：「君的主人晏子身

長不滿六尺，在齊國為相，名顯

諸侯。他本人非常謙虛，而且常

常自居人下，不炫耀自己。反觀

君身長八尺，只是個幫人駕車的

僕人，卻一副自滿自足的神態，

妾身因此想求去也。」這個故事

後來有了很圓滿的結局，因為這

個車夫很有自省和改過遷善能

力，聽了妻子的一番話之後，從

此自我約束、自我修持，去掉自

我膨脹的心。

晏子明顯地看到、感受到車

夫的轉變，感到奇怪，後來得知

原因之後，就推薦這個車夫，讓

車夫當上了齊國大夫。

晏子是歷史上知名的政治

家，又以身材矮小卻功業昭然，

名垂後世。他身長不滿六尺，是

「七尺男兒」到底有多高?
遠低於標準的矮個兒；他的

車夫則是個身長八尺的高個

兒，那麼，七尺男兒居其中，應

該就是標準身材了，並不算高。

所以說堂堂七尺男兒強調的並非

身高，那是表示什麼意義呢？

根據成書約在戰國時代的

《周禮》，古人是以「七尺」表示

成人的身分。《周禮》在「鄉大

夫」的工作職掌中說到：「國中

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

六十有五，皆征之。」《周禮注

疏》說「七尺謂年二十」。這個

周代的規定，住在都城的二十歲

到六十歲的人和住在鄉野十五歲

到六十五歲的人是征役的對象。

周代的公家法規中用「七

尺」來代稱成年男子，可以推論

「七尺」應該是當時成年的標準

身高。這種類似用法在《論語》

和《孟子》中也可見到。

在《論語 · 泰伯》中，曾子

說：「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

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

也。」《周禮注疏》說「六尺謂年

十五」，鄭玄注說，六尺之孤，

是指年十五以下的孤兒。《孟

子 · 滕文公上》篇說：「雖使五尺

之童適市，莫之或欺。」這「五

尺之童」就是指孩童的意思。

在《後漢書》的馮勤（字偉

伯）列傳中，說了馮家「身高」

的家史，透露了「七尺」的訊

息。馮勤是東漢光武帝時代的

司徒，他的祖父馮偃是個矮個

兒，身高「不滿七尺，常自恥短

陋」。馮偃擔心子孫和自己一

樣身材短小，在為兒子馮伉娶妻

之時，特地挑選了身材高挑的

媳婦，結果孫子馮勤真長成「長

人」，身高八尺三寸。

從這個史實中反映出的訊息

是，七尺當是東漢時的標準身

高；七尺之軀就是指成年男子的

身軀，東漢書籍《論衡 · 吉驗》也

提到「人身長七尺」。東漢光武

帝年身高七尺三寸，東漢名臣馬

援身高七尺五寸，都比標準身高

高一些。

不過，七尺軀換算成今制，

實際有多高？這個度量衡的尺度

隨著時代變化。《蔡邕 · 獨斷》

因此，徐敬業後來得以在衡

山落髮為僧，直到九十多歲才

死。駱賓王當時也落髮為僧，並

遍遊各處名山，後來到了靈隱

寺。據稱他到靈隱寺一年後便去

世了。但宋之問貶謫途中遊靈隱

寺，應當是公元 705 年以後的

事，那時駱賓王已經至少是八十

歲的人了。

當年他們雖然兵敗，但因為

當初起兵是為了復興唐朝，所以

後來有時抓到了他們，也都設法

為之開脫，把他們放了。只是當

時罪名很大，駱賓王的詩文大都

散失了。

後來唐中宗即位，下詔書搜

求駱賓王的詩文，只收集到了幾

百篇，僅僅是其全部詩文的一小

部分，經過整理後以《駱賓王文

集》之名而傳世，後來清代又稍

有增補，重刻為《駱丞集》。那

首駱賓王幫宋之問所作的《靈隱

寺》詩，因為只有兩句（或四句）

是宋之問所作，所以也收在《駱

丞集》中。但有些不相信駱賓王

身世的人寧願認為那是宋之問的

詩，把它歸入宋的詩集中。

《靈隱寺》一詩傳出後，曾

經引起一時的轟動，特別是其中

「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兩

句，對仗工整、景色壯觀，讀之

令人心胸開展、豪情滿懷，因此

人們爭相傳抄。但與此二句相似

的句子，我們還能從駱賓王其它

詩中找到，比如《敘寄員半千》：

「薄宦三河道，自負十餘年……

魂歸滄海上，望斷白雲前。釣名

勞拾紫，隱跡自談玄……長揖

謝時事，獨往訪林泉……」其中

「魂歸滄海上，望斷白雲前」與

「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極

其相似，其思維和描述方法上的

一脈相承是顯而易見的。

同時，這首詩中也反映了駱

賓王曾經有過歸隱求道的思想。

雖然這種思想還偶爾地反映到他

的其它一些詩中，但當時駱賓王

畢竟太執著於世間時局的轉變，

未能走入道中，只有到了兵敗後

無路可走時，才終於走上了自己

早就應該走的入道之路。

◎ 文： 容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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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興化縣有個叫馬文安的商人，識

書習禮。他的妻子吳氏，相貌漂亮，性情

也很聰敏，善於打理家務，只不過有些傲

慢，怨恨之心比較重。因此，婆媳之間經

常發生摩擦。每次馬文安回家，婆媳二人

都在他面前互相訴說對方的不是。婆婆說

媳婦不孝，媳婦說婆婆不仁，雙方各執一

詞，這讓馬文安真是左右為難。馬文安知

道妻子不願遵從母親，於是想了一個辦法

讓妻子感悟自己的過失。

有一天，吳氏又開始向馬文安訴說婆

婆的不好，馬文安便安慰道：「老母親囉

嗦，我也知道，我已經想好了，我要帶你

到外面去住。只是親友外人並不知道母親

難侍奉，我們如果突然背親離家，難免要

受人家指責，所以我勸你暫時忍耐一、二

個月。在這期間，你一定要任勞任怨，盡

心侍奉，讓親友們都知道你很孝順，說母

親不好，然後咱們再搬出去。這樣就可以

避免旁人說三道四了。」

吳氏聽後，還是面露為難的樣子。

馬文安又說：「很快咱們就要到外面居住

了，在這短暫的幾十天工夫，你就權當她

是咱們的賓客，對她進行殷勤款待，又有

甚麼為難呢？」

吳氏於是答應了丈夫。從此對待婆

婆就和顏悅色，順意承事。做婆婆的見

媳婦脾氣已改了，凡事都能順從自己，

心中快慰之餘，也就對其倍加體諒。

結果以前的日常摩擦沒有了，變的和睦

了。

過了些天，馬文安見吳氏並不像從

前那樣對他訴說婆婆的不是，故意問她：

「近來老母對你怎樣呀？」吳氏說：「比以

前好點了。」馬文安又對她道：「她既然

略微好點了，你應該更加謹慎侍奉，務必

要使她的不仁、你的孝道，讓眾人都知

道，那樣我才可帶你到外面住呀。」吳氏

聽了，唯唯答應。

這樣，又過了些時日，馬文安再問吳

氏：「老母對你怎樣？」吳氏回說：「現在

婆婆待我很好，我不再想離家別居了。我

很情願常在她老人家的身邊，替你盡人子

應盡的孝道。」

文安道：「我的本意，就是要你肯盡

孝道呀，並不是真的要你離家別居。現在

我將我的本意，同你講穿了，你便知我的

苦衷。你從前對我訴說老母的囉嗦難侍

奉，我早就明白，這是你沒有照顧好老人

的關係。但當時你在氣頭上，心中只知別

人的不是，毫不想到自己的錯處，我若明

說你的不是，你一定不肯承認。要你曲意

奉承老母，這更是你所辦不到的。所以我

在萬不得已的情形之下，只好以善巧方便

的方法，使你暫時忍耐，曲意謹事，來改

變你心中的傲慢，我並不是歡喜用手段來

欺騙你啊！」

還告訴她：「古人說的：『會做媳婦

沒惡婆。』實在是經驗之談呀！從今以

後，我希望你待人接物，務必要反省自

己，從自己身上找原因，切不可總是責怪

他人。古人云：『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

者人恆敬之。』處世是這樣，何況是侍奉

父母尊親呢？」並藉機給她講了父母恩德

的重大，以及自古以來孝子賢婦歷盡艱

苦、勤修孝道的事蹟。

從此以後，婆媳之間關係非常融洽，

人們都稱讚他家為孝慈雙美。

古時的人特別講究「內省」，「有則

改之，無則加勉」。在遇到矛盾時，如

果互相之間都找對方的不是，這樣矛盾只

會越鬧越大。馬文安的忠孝和循循善誘的

處理方式值得稱道。但故事中蘊涵的「反

身自省」的道理卻更令人深思，當我們遇

到矛盾時是怎樣做的呢？

◎文：白雲飛

In ancient China, a businessman named 
Ma Wenan lived in Xinghua County, 

Jiangsu Province. Mr. Ma was well educat-
ed and had good manners. His wife, Mrs. 
Wu, was smart, pretty, and good at doing 
housework. But she was a little arrogant 
and critical of others. Mrs. Wu didn’t get 
along well with Mr. Ma’s mother, her moth-
er-in-law. Every time Ma Wenan returned 
home from a business trip, both his wife 
and mother would blame each other for all 
their troubles and refused to listen to each 
other. This made Ma Wenan very uneasy. 
He knew that his wife did not respect his 
mother, and he wanted to change that. One 
day he came up with an idea to make his 
wife recognize her own faults.

  One day, Mrs. Wu again started to com-
plain about her mother-in-law in front of 
Ma Wenan. Mr. Ma said, “I know my old 
mother is talkative, so I have made the de-
cision that we should move out. But our 
relatives and friends don’t know that my 
mother is a difficult person. If we suddenly 
move out, people would criticize us. (It is 
Chinese tradition that the younger genera-
tion help the older.) So I urge you tolerate 
her for a month or two. Before we move, 
you certainly must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to take care of my mother wholeheartedly. 
That way, everyone will know of your great 
filial piety and how unreasonable my moth-
er is. Then we will move and no one will be 
able to say anything about it.”

  Mr. Wu was reluctant. Ma Wenan contin-
ued, “We will move out soon. During the 
next few weeks, you should treat my mother 
as a guest. Treat her with respect. Why is it 
so difficult, anyway?”

  Mrs. Wu finally agreed. From that day on, 
she became very nice and obedient to her 
mother-in-law. The mother-in-law noticed 
the change in the daughter-in-law, and she 
was pleased. The mother-in-law was happy 
and became very considerate of her daugh-
ter-in-law. Naturally, the friction was gone, 
and the relationship improved.

  Several days later, Ma Wenan noticed that 
his wife no longer bad-mouthed his mother. 
He asked, “How’s my mother been treating 
you lately?” “Better,” she answered. Mr. 
Ma said, “Now that she is getting better, 
you should attend to her even more careful-
ly. You must show everyone how obedient 
you are and how unreasonable my mother 
is. Only then can we can move out.” Mrs. 

Wu nodded in agreement.

  Several days later, Ma Wenan asked his 
wife, “How’s my mother treating you?” 
Mrs. Wu said, “Mother-in-law treats me 
very well now. I don’t want to move any 
more. I am happy to stay by her side and 
take care of her on your behalf.”

  Ma Wenan said, “I have to tell you that 
my actual intention was to have you take 
care of my mother, not to encourage you to 
move. Now that I have spoken my mind, I 
hope you can see my dilemma. In the past, 
you always complained about how talka-
tive and difficult my mother was. I knew all 
along that you did not take good care of my 
mother. But since you were angry, critical 
of others, and not willing to admit your own 
faults, I did not want to point out your short-
comings, because you would not agree. I 
couldn’t force you to appease my mother, 
so I had to come up with this trick to make 
you temporarily put up with her, hoping that 
you would change your arrogant attitude. I 
am sorry for having lied to you; I didn’t en-
joy doing that.”

  Ma Wenan went on, “An-cient people said, 
‘A good daughter-in-law will never fail to 

bring out the good in her mother-in-law’. It 
is a proven fact. From now on, I hope you 
always focus on your own faults and don’t 
always blame others. Ancient people also 
said, ‘Love others, and others will love you; 
respect others, and others will respect you.’ It 
is a principle that applies to human relation-
ships in society; it is also true within a fami-
ly.” Ma Wenan told her about the great virtue 
and favor that parents give to their children. 
He also told classic stories about children re-
specting their parents in ancient China.

  After that, the mother-in-law and daugh-
ter-in-law got along very well. Everyone 
praised their family as a role model for mu-
tual respect between the two generations.

  Ancient people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introspection; they believed in “correcting 
mistakes if you have committed them and 
guarding against them if you have not.” 
During a conflict, if each side blames the 
other, the conflict would only intensify. 
The virtuous and practical approach of Ma 
Wenan deserves our applause. But the sto-
ry’s inner truth of “self-examination and 
introspection” is more thought provoking. 
How should we conduct ourselves during a 
confl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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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 餘呎寬敞診所 國、粵、英語醫生團隊 代理保險結算

可解決：

Dr. Lai      黎柱峰 醫生 ( 粵 / 國 / 英語 )

Dr. Wong  黃順欣 醫生 ( 粵 / 英語 )

Dr. Chan   陳沾亮 醫生（粵 / 英語）

Dr. Zhang 張欣    醫生（國 / 英語）

僅必定順診所即有 7 位主治醫生
醫生團隊

均畢業於加拿大學府。

營業時間恢復正常
牙醫服務全部開診

接受新症及急症
彈性營業時間，接受新症及急症

403-275-4000
華語熱線

假牙鬆脫
咀嚼困難

長者植
牙關愛套餐

長者
佳音

$2300 起

反省自己 勿責他人 反省自己 勿責他人 

Consider Others First, Cultivate Your Inner Self and Never Blame Others

Zhuo Shu was a renowned perso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Three Kingdoms [i.e. the period 
between 220-265 when the Wei, Shu and Wu 
Kingdoms were often at war]. He was hon-
est and true to his word. One day, Zhuo Shu 
visited Zhuge Ke to say farewell before going 
back to his hometown Huiji “which is current-
ly Shaoxing, Zhejiang Province” from Jianye 
“which is currently Nanjing City”. Zhuge Ke 
asked him when he would return. Zhuo Shu 
thus told him the time and the day he would 
return.

On the day that Zhuo Shu was to return, Zhuge 
Ke invited many guests. But he told the guests 
not to start having their meal right away. He 
said, “Let’s wait for Zhuo Shu for a while.” 
The guests were all puzzled and said, “Hui-

ji is one thousand miles away from here and 
there are rivers and lakes separating Huiji and 
Jianye. How can you be certain that he will 
be sure to come back at this time?” While the 
guests were saying this, Zhuo Shu arrived as 
scheduled. The guests were very surprised.

Zhuo Ke said casually, “He was not restrict-
ed by anybody or any contract, yet he stuck 
to his word and fulfilled his promise. He truly 
practiced ‘keeping one’s word.’” It was just 
as Yuan Fu taught in the Song Dynasty from 
his family-discipline book Yuan’s Teaching 
for Generations, “Any part of what has been 
promised must be fulfilled. The time appointed 
must be abided by. This is called faith.” What 
was promised to other people must be done 
without leaving out any part.

卓恕是三國時的名士，他為人誠實

守信。有一天，卓恕要從建業（今南京）

回家鄉會稽（今浙江紹興）去，所以去

向太傅諸葛恪辭行。諸葛恪問他甚麼時候

能回來，卓恕便說了自己要回來的時間。

等到卓恕應該回來的日子，諸葛恪宴

請了很多賓客，但諸葛恪卻吩咐先不要開

始飲食，說要等等卓恕。賓客們都奇怪的

說：「會稽離這裡有千里之遠，而且路上

還有江湖相隔，怎麼能肯定他一定會這時

回來。話音未落，卓恕便如期到了，賓客

們都非常吃驚。

卓恕隨口說出一句話，沒有人約束，

也沒有甚麼契約，但卻堅守信約，履行自

己的承諾，真正做到了「言而有信」。

真如宋代袁甫在其家訓《袁氏世範》中所

訓誡的：「有所許諾，纖毫必償，有所期

約，時刻不易，謂之信也。」對別人承諾

的事，一絲一毫都不能少，與人有約期，

一時一刻也不能改變，這就是信。

老子說：「輕諾必寡信。」是說既然

說了就一定要做到，而那些隨便輕易許諾

的一定很少守信。

A man of his word言而有信
◎文：白雲飛

https://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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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萊 拉

500L共成
功試飛 55
次，飛行時

間 總 共 約

51小時。

未來「空中出租車」

◎文：紫雲

賽萊拉 500L 是一種形狀像

雞蛋、像飛艇、又像子彈一樣的

飛機，預計 2025 年投放市場，

有可能徹底改變未來商務航空領

域。

據奧托公司網站訊息，賽

萊拉 500L 擁有諸多優勢，它的

「子彈」形狀可以顯著減小空氣

阻力，飛行時只需要較少動力，

燃料能耗更少。

據 CNN 報導，奧托航空

◎文：藍月

運營1300 年的法師旅館       
在日本北陸地區中部的石

川縣溫泉區中，坐落著一家有

1 千 3 百多年歷史的旅館，這

家旅館已承傳了 46 代。法師旅

館，創建於西元 718 年，距今

已經有 1304 年的歷史。

據英國 Easy Woyage 網站

的文章，在日本奈良時代，有一

位非常受人敬仰的得道高僧泰澄

大師（682 ～ 767 年），他一生

最大的成就是修建了 120 多座廟

宇。有一天晚上，泰澄大師夢見

一位大神告訴他：「距此白山山

麓五、六里，有一粟津村莊。藥

師如來慈悲，村內有一口靈驗的

溫泉。勞你動身前去，與村民一

同挖掘這尚不為人知的溫泉，並

在日後永久守護這一方村民。」

夢醒後，泰澄大師就率領村

民開挖靈泉，並讓自己的弟子、

笹切源五郎的二兒子雅亮法師建

造了一座旅館，並負責管理。雅

亮又傳給養子善五郎管理，之後

管理者均由長子繼承，代代襲名

「法師善五郎」。若沒有兒子，

只有入贅法師家族的女婿才能成

為繼承人。

自旅館建成後，「一濯則形

容端正、兩濯則萬病悉除」的藥

泉吸引了遠近不少人前來，而一

代又一代的法師也繼承了先輩弘

揚佛法的精神。

法師旅館環境古樸典雅，旅

館內的 4 座建築，分別以春夏

秋冬命名，一共有 100間客房、

兩個室內和兩個室外溫泉浴池，

提供浴衣、茶道和當地旅遊服

務。法師旅館自建成以來也一直

受到王族的喜愛。

走過 1 千 3 百多年的法師

旅館，今日的法師善五郎已是

第 46 代，而法師旅館之所以如

此長壽，除了遠避深山，遠離戰

爭、瘟疫等自然災害外，最為重

要的秘密是其店規：積德不積

錢。

善五郎告訴美國《大西洋月

刊》，法師家族的所有人都不能

隨心所欲地生活，只能把他們所

空中出租車：Otto Aviation公司提供 ;法師旅館：Namazu-tron /wiki/CC BY-SA ;其他來源：ADOBE STOCK

有的時間貢獻給客人。

在接受英國 BBC 記者採訪

時，善五郎說：「我經常要求員

工，把庭園整理好、溫泉照顧

好、食材調理好，法師是被託付

來保管物品的，必須珍惜善用。

一定要以更好的模樣歸還。」

法師旅館的信條是「永遠對

別人有所幫助」，「飲水思源，

切記溫泉環保」。比如別家溫

泉旅館急功近利，當察覺溫泉稍

有枯竭，就用泵抽地下 100 公

尺深的溫泉水，「但是，法師只

抽地下 10 公尺，這就夠了。」

法師秉承的敬天愛人的傳

統，正是「積德不積錢」店規的

具體呈現。

◎文：青蓮

BBC 曾推出一部紀錄片《嬰

兒的秘密生活》，用大量的研

究，為我們打開了嬰兒世界的一

扇門，不僅向我們揭示了嬰兒們

的生活，也為我們展現了嬰兒們

那些不為人知的秘密。

紀錄片裡講了一個事例，一

位名叫凱特的媽媽，帶著 6 個

月大的兒子山姆去散步，不慎將

載有山姆的嬰兒車掉進了冰冷的

海水裡。當山姆被救上來的時

候，已經過了 5 ～ 6 分鐘。經

過 5 個小時的搶救後，山姆竟

奇蹟般地轉危為安了。

為甚麼嬰兒能夠抵抗冰冷

的海水而不會窒息或凍死？一

方面，是因為嬰兒的喉頭比成

人高，水不會流進肺部；另一

方面，在冰冷的海水環境裡，

嬰兒的大腦會自動停止基本活

嬰幼兒的   

一天她的孩子正在商店門外的

推車中睡覺，突然孩子瘋狂地

尖叫起來。伊琳娜十分害怕，

將孩子抱起來放在胸口安慰。

她剛剛完成這個動作，一個醉

酒的司機就開車將嬰兒車撞

翻了。這一個故事或許說明

孩子可以顯示出預見未來的 
能力。

嬰兒能辨別好壞 

天生樂於助人

耶魯大學的一項研究也發

現，六個月大的嬰兒就有辨別

「好壞」的能力和「樂於助人」

的品質。負責這項研究的基

利．哈姆林說，決定與誰合作

共事是人類和其他社會性動物

的一個重要能力。成人具備這

樣的能力無庸置疑，但哈姆林

想知道人類是從多大起開始發

展這項能力的，是否嬰兒能夠

區分「好人」和「壞人」。

哈姆林為此進行了實驗。

他們向六個月大的一組嬰兒和

十個月大的一組嬰兒演示一個

擬人化的「木偶表演」，即用三

個不同形狀的木塊扮演三個角

色──試圖登上一座山的「攀

登者」、代表「好人」的「幫助

者」協助「攀登者」爬上山，以

及代表「壞人」的「阻礙者」則

將「攀登者」推下山。

隨後，研究人員將代表「幫

助者」和「阻礙者」的木塊放在

一起讓兩組嬰兒挑選，在 16 名

十個月大的寶寶中有 14 個更喜

歡「幫助者」，12 名六個月大

的寶寶選擇的全是「好人」。

這表明嬰兒們對「樂於助人」的

「幫助者」更有好感。哈姆林表

示，雖然實驗還不能反映出嬰

兒們對「好人」的偏愛是否是一

種天生的能力，但可以肯定的

是，這不可能是大人教給孩子

們的。她說：「也許這是嬰兒們

與生俱來的。」

動，減緩腦細胞的死亡。所以，

嬰兒們雖然看上去脆弱，但在

某些情況下他們的生命力比大

人們強大的多。不僅是生命力

比成人要強，嬰幼兒的某些特

殊能力，在成人世界裡就是「超 
能力」。

美 國 佛 羅 里 達 州 納 波

斯（Naples） 希 瑟 和 葛 雷 格

（Heather and Greg Howell）
的 4 歲 兒 子 伊 萊 賈（Elijah 
Howell），自小就擁有神奇的預

知能力。

嬰兒有預見未來和 

心靈感應能力

世界各國的科學家都在研

究心靈感應和預見未來的現

象。俄羅斯醫學研究所下屬的

人類大腦研究所專門設立了一

個實驗室，該團隊研究發現，

所有新生嬰兒都具有預見未來

和心靈感應兩種能力，但這兩

種能力在孩子七、八歲的時候

就會突然消失。現在，科學家

們雖然有一些超能力的紀錄，

但還沒有找到合理的解釋。

研究人員在檢測中利用了

美國心理學家喬治．萊因設計

的方法。用 25 張不同圖形的卡

片，比如十字、五角星、圓圈

或者一列數點，卡片背面是黑

色，研究人員隨機抽取卡片，

要求受測者猜測。按照概率計

算，普通人猜對的概率為五分之

一，而擁有超能力的人可以全

部猜中。他們對 1500 名年齡從

三歲到五歲的孩子進行這項測

試，結果顯示，孩子們猜中的準

確率要遠遠高於普通人的平均水

平。而且孩子年齡越小，準確率 
越高。

薩拉托夫城婦女伊琳娜．

彼德拉科夫經營一間商店，有

公司（Otto Aviation）首席執

行官小威廉 ‧ 奧托（William 
Otto Jr.）介紹說，賽萊拉 500L
的飛行燃油效率高達「一般渦輪

螺旋槳飛機的四到五倍，噴氣式

飛機的七到八倍」。

據介紹，賽萊拉飛機每小時

的飛行成本僅為 328 美元，一

加侖燃料可飛行 18到 25英里，

燃油經濟性類似一輛大型 SUV
汽車。而目前一般商務飛機的飛

行成本約 2100 美元每小時，一

加侖燃料飛行 2 到 3 英里。賽

萊拉 500L 的設計航速可達 460
英里 / 小時，續航里程可望達到

4500英里，接近民航班機水準。

賽萊拉 500L 提供 6 個舒適

的乘客座位，機身寬敞。「機艙

有 6 英尺 2 英寸高，您可以在

飛機上直立行走，還有一個立式

盥洗室。」

奧托介紹。「我們的目標是

打造一架速度和成本堪與商業旅

行相媲美的私人飛機，實現在美

國任何二個城市之間直飛」，奧

托公司董事長兼首席科學家老威

廉 ‧ 奧托（William Otto Sr.）
說：「讓個人和家庭在許多情況

下都能以商務艙機票的價格，包

租一架賽萊拉 500L 飛機，還享

受了私人飛機的便利。」

賽萊拉 500L 於 2018 年首

飛， 到 2021 年 11 月 17 日 完

成其第一階段測試，共成功試

飛 55 次，飛行時間總共約 51

小時。試飛結果證實，該飛機

的燃料消耗目前比同類飛機低

80%。賽萊拉 500L 飛機很可能

為超短途航班帶來「空中出租車

模式」，從而徹底改變未來輕型

客機和商務機市場。

◎文：天羽

喜馬拉雅冰川

融化加速

一項新研究表明，過

去 40 年，橫跨喜馬拉雅山

脈的冰川正在以驚人速度融

化，恐危及亞洲大批居民。

英國利茲大學的研究人

員稱，喜馬拉雅冰川正以

「異常」速度融化，冰川萎

縮速度遠遠快於世界其他地

區的冰川。喜馬拉雅山脈擁

有世界第三大冰川，僅次於

南極洲和北極。

研究人員發現，與大

約 400 至 700 年前小冰河

期以來平均冰損失相比，近

幾十年來，喜馬拉雅冰川的

融化速度增加了十倍。冰川

面積從 28000 平方公里減

少到今天的約 19600 平方

公里，減少了大約 40%。

冰減少了 390 立方公里到

586 立方公里，相當於歐洲

中部阿爾卑斯山、高加索和

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所有冰的

總和。喜馬拉雅冰川的大量

融化，研究人員預測，由於

融化而釋放的水會使全球海

平面上升 0.92 毫米至 1.38
毫米，給依賴亞洲河流系統

獲取食物和能源的數億人帶

來嚴重後果，包括雅魯藏布

江、恆河和印度河流域周圍

的河流。

在日本石川縣坐落著有1301年的

法師旅館，它已承傳46代了。

超能力   

科學研究發現，嬰幼
兒有預見未來、心靈
感應的超能力，而且
年齡越小，超能力
越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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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采鑫整理

黃金虎尾蘭

配合虎年的來臨，家裡可擺放

一些特殊的招財擋煞的綠色植物，

如：黃金虎尾蘭。虎尾蘭又被稱為

千歲蘭，葉子的正反兩面均有不規

則的暗綠色雲層狀橫紋，如虎尾而

得名。

挺拔的葉姿象徵人生步步高

陞，寶劍形的葉子寓意陽剛，避邪

鎮宅，而且黃金虎尾蘭的金邊象徵

財運，綠色部分象徵著健康。家中

放一些黃金虎尾蘭，不僅漂亮，對

空氣也有很好的凈化作用。

虎尾蘭的風水作用

虎尾蘭有著改善家中風水的作

招財擋煞的

風水盆栽 

◎文：紫薇老師

2020∼ 2021 年全球經過

了 COVID-19 所引發的疫情，

讓全世界都亂套了。

儘管科學家們努力的尋找解

藥，病毒還是自己會分化更強的

變異毒株傳染給更多的人，死傷

無數，真的是大自然的反撲。要

擋，一時也擋不了。

現在 2021 年已經過去，

2022 年會否極泰來嗎？

盡快研發新藥、增強自身免

疫力，讓生活回到正軌，是我們

衷心的期盼。

2022 流年是壬寅年，紫微

流年四化，天干、壬干為天梁化

祿、紫微化權、左輔化科、武曲

化忌。流年四化星與各自命盤交

互作用下，呈現出屬於每個人的

流年運勢，是好是壞？是福是

禍？靜待有緣人為你解答。

天梁化祿 盡事聽天命

天梁星是父母星、老人星，

為蔭星，可得到祖先的庇蔭與福

分。亦是醫藥星，為解厄之神，

它的賦性是常有意外凶險，但都

能逢凶化吉、遇難呈祥、有驚無

險、化險為夷。

重要的一點是，天梁要化

祿，才能夠有化危解厄的作用。

2022 天梁化祿對於當下

COVID-19 疫情的注解是盡人

事聽天命！盡人事聽天命的意思

不是消極的無所事事，而是親力

親為，做你該做的事，最後結果

就由天命來決定。就好像經過 2
年病毒的摧殘，上天憐憫世人，

且全球科學家們積極不斷的研發

上2022紫微流年運勢解密

新藥，對抗病毒，可能就會顯著

地緩解疫情，化危解厄，這就是

盡人事聽天命最好的注解。  

紫微化權 宜按部就班

紫微星為北斗主星最尊貴的

星曜，又名帝座，為事業之主。

在命理的作用顯現在事業和財富

方面，帝王星化權會讓原本包

容、穩定、獨尊的特性更加強

化，好的強化是更穩重內斂，自

我意識較強，積極向外擴充版

圖的常勝軍，壞的強化是變得

更獨裁，凡事以自我為中心，

想主導一切，不會顧別人的意

見和感受，亦造成人際關係的 
崩壞。

2022 年紫微化權會很想積

極的趕快重振旗鼓，企圖想把事

業恢復到以前的榮景，給自己很

大的壓力，也造成別人的負擔，

很容易得到反效果，應該是要隨

時注意大環境的變化，按部就

班，不能貿然行事，才不會贏了

面子，失了裡子。

左輔化科 千里遇見伯樂

在命理上有穩定、擴大、持

續的發展，若命宮會左輔（右

弼）的話，化科個性比較穩定，

能夠多為別人著想，做事情較

為慎重而縝密，其重點是在「輔

佐」，若有好的啟發點（好的命

盤格局）再加上左輔的協助，

會錦上添花的。

2022 年有可能工作上會遇

到伯樂，讓你有所表現，受上司

重用，平步青雲，或是明年有考

試、比賽、發表的人意外有貴人

相助，金榜題名，但是自己仍須

努力才有用。

武曲化忌 投資理財需謹慎

武曲星為財帛之主，又名將

星，非常剛毅，是衝鋒陷陣的戰

將，且五行屬金，在論個人財利

時會扮演重要的角色，財星化祿

若進入財帛宮時是適得其所，會

把財理得很好，

若武曲化忌，財星化忌主傷

財，傷財的結果不免中斷，一般

領薪水的上班族會暫時中斷或減

少。在論事業、經營者時，可能

理財不慎造成虧損、呆帳，收不

回來，嚴重者甚至會倒閉。

2022 年景氣稍微復甦，可

不能大肆的投資，想要大賺一

筆，武曲五行屬金，在行業類

別，跟金錢有關的行業、金融相

關行業都算。在投資之前一定要

做好風險管理，思想有矛盾時就

不要當決策者，不要堅持己見，

盲目的追逐金錢遊戲，會攻不會

守，若個人流年不好的話，會血

本無歸，甚至招惹是非，須謹慎 
為之。

母親去世已二十九年

了，小時候母親給我講了這

樣一個故事。

那是在中共執政之後，

一戶貧困農家將養的唯一一

頭豬賣給了鄰居哥倆，議好

下月初一給錢。

到了初一，男主人出門

辦事，臨走囑咐妻子今天是

鄰居給錢的日子，一定要把

錢放好。中午送錢來的是鄰

居哥哥。進屋寒暄之後問男

主人怎麼不在，女主說出門

辦事了。哥哥於是把錢遞給

了女主人，女主人數了錢，

順手把錢塞進炕席底下，回

頭送走了鄰居，接著在院子

裡干起了農活。鄰居哥哥回

頭從後窗跳進屋裡，偷走了

炕席下面的賣豬錢。

晚上丈夫回來問起了豬

錢，妻子掀開炕席錢已不

見，丈夫怒吼妻子。妻子找

來鄰居說當時給錢只有你我

知道放錢的地方，也沒第二

個人來。鄰居發誓說如果我

偷了這錢讓雷劈死。丈夫心

疼錢，懷疑妻子把錢給了娘

家，對妻子出手打罵。妻子

思來想去無法說清，想不開

就拿根繩子上了吊。

事過三天的晚上，雷聲

震天，狂風暴雨下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村人路過吊死的

婦人墳地，看到墳前跪著一

個男人，已經被雷劈死，一

隻手舉著，指間還夾著一沓

錢，這人就是鄰居哥哥。

偷豬錢 雷劈死
◎文：李蓮子

用，可以起到很好的化邪避禍

的作用。而且虎尾蘭還可以旺

財、生財。將虎尾蘭放在家中

的財位之上，可以讓室內充滿

生機，可以起到提高自身的運

勢作用。

虎尾蘭四季常青，綠意盎

然、生機勃勃，不僅可以吸收

空氣中的甲醛、二氧化碳、一

氧化碳、灰塵等有害氣體，同

時還可釋放氧氣，對空氣有很

好的淨化作用，它能保證室內

空氣清新，而且可以防電腦、

手機等電子產品中的輻射。

虎尾蘭擺放

植物五行裡講：「白色屬

金、綠色屬木、藍色屬水、紅

色屬火、黃色屬土。」

作為常綠植物的虎尾蘭屬

木。大門朝南的客廳，南邊屬

火，應該擺放屬火或屬木的植

物，虎尾蘭屬木，擺放在這樣

的客廳中，對家人的心臟和腸

胃健康則有一定的幫助。

若大門朝西的客廳，西邊

屬金，應栽培屬金的植物，而

黃金虎尾蘭就是其中之一。

陽臺是住宅納氣呼吸的

地方，在此種植生長旺盛的植

物，能為家裡帶來財氣。

而虎尾蘭就是一種生命力

強韌的常綠植物，非常適合擺

放在陽臺，可以生旺化煞，增

加家裡的財氣，是很好的風水

植物。

虎尾蘭的擺放禁忌

可能有些人覺得虎尾蘭具

有很強的改善風水的作用，只

要是擺放在合適的位置就可以

招財納福。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這種

吉祥的植物是不可以擺放在凶

位上的，因為這樣的煞氣也會

直接將我們的福氣都敗光了，

也起不到任何的風水效果。

洗手間算是家裡最多髒汙

的地方了，一般如果是沒有除

煞效果的盆栽，是不適合放在

洗手間裡面的。

但是很多人認為，虎尾蘭

可以淨化衛生間裡面的汙氣，

所以就擺放在洗手間當中，這

本身就是一種錯誤的說法。

在家裡大門口的位置，也

是不適合擺放虎尾蘭。

因為將招財納福的風水植

物放在門口的話，好的福氣和

運氣都會被吸到門口，進不到

門裡面。如長久這樣的話，福

氣過家門而不入，還會反將家

裡面的財運吸走，易得不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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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情感和心理的表達 
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家的「寫

實精神」，不只限於肉眼所見的

表象真實感，他們對精神層面的

描寫也相當用心。特別是「人文

主義」對於中世紀以來絕對化的

宗教約束、忽略現世的價值和人

本身的情感和欲望感到不滿，進

而提倡更人性的、世俗的題材和

表達方式。因此在藝術的表現

上，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品比起中

世紀的聖像畫，不僅外形更逼

真、美好，表現方式上也更充滿

人性，有血有肉，更容易打動 
人心。 

喬托是最早把人類的情感溶

入嚴肅的宗教題材的畫家。他在

亞西西畫的〈聖方濟傳〉，和在

帕度瓦的壁畫〈耶穌生平〉中，

人物的神情、動作隨著情節而有

著喜怒哀樂的變化；幾個悲痛的

場面，如：〈耶穌釘刑圖〉、〈哀

悼耶穌〉中，除了聖母瑪利亞和

眾門徒的哀傷表情外，喬托連天

上的小天使也畫得哀痛莫名，有

的捶胸頓足、抱頭扼腕；有的撕

扯著衣服、頭髮，真切而純樸的

手法既動人，又可愛。 
馬薩其奧在布蘭卡契禮拜堂

的〈聖彼得生平〉壁畫的開端畫

的〈失樂園〉，也是一幅生動的

場景。畫中亞當和夏娃因偷吃禁

果，而被天使逐出伊甸園，其中

的亞當雙手掩面、低頭哭泣；夏

娃則雙手遮掩著身體，仰首哀

號。雖然外形描寫還欠細緻，但

是那種悔恨、羞愧、痛苦絕望的

表情卻十分真切。 

以肢體動作傳達心靈 
希臘哲人蘇格拉底曾說：

「一座雕像應該透過外在形式表

現心靈。」嚮往古人智慧的文藝

復興藝術家自然能領會其中奧

妙。以米開蘭基羅的雕刻作品

〈聖母悼子像〉（Pieta）為例，

喪子的聖母顯得異常的平靜，沒

文 |周怡秀

有誇張的表情，但是藝術家藉著

她無力、向上微微攤開的左手，

傳達了一種無言的哀痛，真有

「此時無聲勝有聲」的境界。而

1504 年創作的〈大衛〉，從容不

迫的姿態看似放鬆，實則醞釀著

下一刻的爆發；而發自內在的自

信與昂揚的鬥志，則凝聚在專注

的眉眼之間。繪畫作品如〈最後

的審判〉中，米開蘭基羅也以人

物的各種姿態，表現了被審判的

生命在各自位置的情感反應。 
米開蘭基羅的〈最後的審

判〉局部，罪人被惡鬼拉下地

獄。 
達文西更是用了大量心思觀

察肢體動作和心理的關係。他經

常在廣場和街道上閒逛，以觀察

各種形形色色人的行為。他也

在《論繪畫》中建議，畫家應該

隨身帶著速寫本，以便「……把

人們談話與爭執的神態與動作記

錄下來，要以極快的筆觸畫在

速寫本上……保留這些速寫，

作為你探索形式的參考。」他認

為：「一個好的畫家應該畫好兩

樣主要的東西：人和人的心靈意

向……繪畫中最重要的事是人物

的體態應表現出他的內心狀態，

如：渴望、鄙視、憤怒和同情等

等。」 
達文西實踐這些理論最好的

例子，應屬他在 1495 年於米蘭

聖瑪利亞感恩修道院創作的〈最

後的晚餐〉。他抓住了宗教故事

中戲劇性的一刻，也就是當耶穌

向門徒宣布「你們當中有一人要

出賣我」的當下，十二個門徒的

各自反應。觀者看到這幅畫時，

真能感受到那緊張、騷動、議論

紛紛的場景。 
除了將壁畫結合大廳的透視

和光源之外，達文西花了許多心

血構思全局，揣摩不同人物的外

形、不同性格的反應，以及人物

間的互動關係。他特別強調用各

種手勢來描繪耶穌和門徒們當時

的心理狀態。因為達文西認為：

「手和手臂的各種動作應顯示其

運動的思想意圖。人只要有同理

判斷，看到畫中的動作就能理解

動作者的內心意向。」 
在〈最後的晚餐〉的畫面中

央，耶穌攤開雙手，表現出無

辜、寬容，卻無奈的神情；嫉惡

如仇的聖彼得衝動地抓著約翰的

肩膀想問清楚，無意間卻把手中

抓著錢袋、驚恐回頭的叛徒猶大

推了出來。耶穌右邊的老雅各手

向兩旁一揮，認為事情不可能；

多馬指著天、菲力則雙手捫心，

都在自表清白；最右側的馬太、

達太和西門三人互相討論著，手

卻不約而同地都指向了討論的主

題——畫面中央的耶穌；而最左

邊的巴托繆、小雅各和安德烈，

雙手或扶案起身、或胸前比劃，

但目光也一致投向耶穌。如此畫

面中的十三個人雖然神態各異、

動作不一，卻都以耶穌為中心，

畫面消失點也集中在耶穌的頭

部，形成一種生動活潑、亂中有

舞姿……倒不是有意歧視農民，

而是用幽默、諷刺的方式表現人

類的「愚行」，以告誡世人。 
布魯格爾畫中，也反映了他

對各種事物觀察入微。一幅著名

的寓言畫〈盲人引導盲人〉，畫

家以他的方式來詮釋馬太福音

中耶穌所言：「若是瞎子引領瞎

子，兩個人都要掉在坑裡。」畫

中有六個盲人，一個牽著一個前

進，第一個跌進溝裡，後面的盲

人彷佛連續動的分解動作般，

一個接著一個地即將跌倒。除

了活生生的動感，值得一提的

是，畫家對盲人的描寫非常真

實：過去的畫家只是畫出閉著

的雙眼，代表盲人「看不見」，

而布魯格爾還進一步畫出這些

盲人的「病因」。布魯格爾研

究過眼病，因此能在畫中畫出

不同眼疾的特徵。如例：中央

青色頭巾的人有白內障；他前

方跌倒的白帽男子是失去眼球

的（可能由於意外或刑罰）；而

後方的盲人們則患有角膜斑白和

眼球萎縮症。這些盲人看來落

魄而可憐，和周圍優雅的農莊

景色形成了對比，或許畫家也

想突顯的是：人間的不幸和人

自己的盲目無知經常是互為因 
果的。 

布魯格爾的人物外觀雖然不

如意大利的完美準確，卻呈現另

一種生動、幽默而可親的風貌。 

結語 
文藝復興的藝術不論從空

間、明暗、質感到人性刻畫，

各方面的求真、求實的表現，

成就不僅超越前人，更成為人

類文化的共同寶藏。「寫實」技

法求真、求善，本身就是高難

度的技術表現，是對大自然的

一種虛心學習，是誠懇而嚴謹

的求真態度，更是專注力與耐

心的試煉。這些不都是可貴的

美德嗎？ 
現代藝術有意貶低寫實技

巧，認為是盲目模仿自然。事

實上，艱辛的藝術歷練，能促

使藝術家在創作中省視自我，

得到洗鍊和昇華。這些美德和

修為經驗不是用照相技術可以

得到的，也不是強調自我放

任、主觀的「現代藝術」可以

相比的。只要藝術家本性中還

有對宇宙永恆價值的嚮往，對

人生的善意與純真，神就會珍

惜他，賜予他創作的智慧。畢

竟神傳給人藝術的目的，不是

為了表現人那渺小又可憐的自

我，而是使人在追求純善，純

美的過程中，不斷地認識更高

尚的境界，從而得到生命的昇

華！

序的戲劇效果。 
達文西也為了找出適合的形

象，以刻畫人物而煞費苦心。他

在路上遇到形象奇特的人，會跟

蹤一天以仔細觀察記錄。他也曾

走訪監獄，為的是能找到符合叛

徒的邪惡形象，作為畫猶大的參

考。關於他創作〈最後的晚餐〉

也有一段趣聞，因為達文西在聖

瑪利亞感恩修道院創作時，經常

苦思良久方才動一筆，院長以為

達文西工作不力，而頻頻到場催

促，甚至一狀告到米蘭公爵那

裡。公爵招來藝術家，達文西從

容地解釋說，藝術家需要「冥思

苦想，完善各種構思」後，才能

動手實現。目前未完成的部分只

剩下耶穌和叛徒猶大的容貌，而

物色適合的模特兒需要時日。如

果那位院長堅持早日完工，他只

好勉為其難以院長的容貌來描繪

猶大了。聽了這番話，公爵不禁

莞爾，而那位修道院長此後也不

敢再來干擾達文西了。 
達文西從生活經驗與實際觀

察所得來刻畫人性，也正是求真

的寫實精神的極致發揮。 
法蘭德斯的彼得 · 布魯格

爾，以描寫農民生活的風俗畫著

稱。他一方面真實記錄了法蘭德

斯農村的景色和時令作息；一方

面藉由農民那率真、未經雕琢的

性格，展現人類天性中的善惡百

態。他筆下的農民純樸憨厚、頗

具喜感，同時卻又粗魯、笨拙、

好吃……具備了人的各種性格和

缺點。 
如：〈農民的婚禮〉、〈農村

舞會〉中，人們在樸實簡陋的條

件下，依然熱情地飲食作樂，一

方面反映了農村人的樂天知命；

一方面畫家也毫不掩飾地描寫了

農民的貪婪吃相、酗酒、爭吵得

臉紅脖子粗的醜態、笨手笨腳的

神形兼備的寫實精神

神 傳
文 化   文藝復興

4
〈哀悼耶穌〉中的小天使

精神層面的寫實

〈哀悼耶穌〉（公有領域） 〈最後的審判〉局部（公有領域）

〈農村舞會〉（公有領域）

梨園弟子 
文|茹之

「梨園弟子」出自於《新唐

書 · 禮樂志》。梨園，地名，在

今天的西安市內。 

唐朝玄宗非常喜歡音樂， 
而且自己也精通音律，善於作

曲。他將唐朝的宮廷樂隊，分為

立部伎和坐部伎。立部伎通常在

堂下表演，規模較小；坐部伎，

通常在堂上表演，規模宏大，講

究氣勢和排場。 
唐玄宗還特意挑選樂工、 

伶人三百名，安排在梨園親

自教習音樂。如果樂聲有錯 
誤，唐玄宗會馬上指出，並加以

糾正。這些樂工、伶人，就被稱

為梨園弟子。另有參與表演的宮

女數百人，也被稱為梨園弟子。 
後來，人們就用「梨園」指

演戲的地方，「梨園弟子」則指

表演歌舞、戲曲的藝人。 

中 華 典 故

「入室」出自於《論語 · 先
進》。 

春秋時期，大教育家孔子教

授學生時，強調要學習禮樂。有

一次，他聽到弟子仲由（子路）

在彈琴，彈的卻不是〈雅〉、〈頌〉

一類的古樂。孔子十分不高興，

就說道：「仲由彈琴，為甚麼要

在我這裡彈呢！」孔子的其他弟 
子聽見孔子這樣評價仲由，也就

都不尊敬他了。 
孔子知道後，便說：「仲

由，他在學習上已經達到了升

堂的程度，只是還沒有入室罷 
了。」這裡的「堂」是廳堂之

意，「室」是內室的意思。中國

古代房屋建築通常是廳堂在前

頭，內室在後邊，孔子以此來說

明學生學習的好壞。 
「入室」由此而來，指學問

達到了精深廣博的程度。後人用

「入門、升堂、入室」，來比喻

學習由淺入深的幾個階段。 
修煉也是如此，必然也要經

過「入門、升堂、入室」的幾個

階段，才可領悟修煉的真諦。 

文 |茹之 

入室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

新。」這個典故出自於《禮記 ·
大學》：「湯之，盤銘曰：苟日

新，日日新，又日新。」 
「湯」即成湯，也就是商

湯，大商朝的開國之君。「盤

銘」則是刻在器皿上，用來警戒

自己的箴言。這裡的器皿是指

商湯的洗澡盆。「苟」是如果之

意。「新」在這裡的本義，是指

洗澡除去身體上的汙垢，使身體

煥然一新，引申義則是指在行為

上不斷去惡從善，在道德修養上

不斷有新的進步、新的提高。 
這句話本來是商湯用來時時

激勵自己的一句話，反映了古人

在道德上，對自己的嚴格要求。 

苟日新 日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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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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美年度汽車大獎 (NACTOY) 
是迄今為止舉辦時間最長的新車獎

項，其評選從 1994 年就開始了，至

今已有 28 年的歷史。評審團的成員

是來自美國和加拿大的各種印刷、在

線、廣播和電視媒體的 50 名專業汽

車記者們。

北美年度汽車大獎揭曉北美年度汽車大獎揭曉
【看中國訊】2022年1月11

日，2022 年北美年度汽車、卡

車和多功能車™ (NACTOY) 大

獎的決賽評選結果，最終在底

特律揭曉！經過數百小時的試

駕、研究和評估，評審專家們在

三輪獨立驗證的投票後，最終

從36 輛候選車款中，評選出了

三個類別中的年度最佳車款。

評審員給了

本田 Civic 最多選

票， 原 因 包 括，

「低成本、高燃油

效率、實用性、舒

適性、可靠性和駕

駛樂趣」，「設計

精良且駕駛樂趣十

足，思域是每家汽

車製造商都應嚮往

的那種經濟實惠的

汽車。」

在以往的幾年裡，卡車領域的競爭對手最少。不過今

年，評審員面臨著在 Rivian R1T 和福特 Maverick 和現代

Santa Cruz 之間做著艱難的選擇。

最後，這款適合城市使用、功能強大的福特 Maverick
獲勝了！「配備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標準設備清單」；它的混

動車款也給評審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Maverick 混動車

款開創了自 1980 年代克萊斯勒小型貨車以來的第一個新車

型。Maverick 是第一款價格適中、高效的入門級車輛，恰

好提供了皮卡車的實用性。」

本田Civic
福特Maverick 2022年度北美皮卡

2022年度北美汽車

堅固的福特 Bronco 到精緻的 Genesis 
GV70 再到復古未來的電動現代 IONIQ 
5，是多功能車類別的候選車款。但全新的 
Bronco 更適合為戶外運動愛好者帶去驚喜和

信任，這印證了整個 Bronco 家族都是為冒險

而設計和製造的。

福特Bronco2022年度北美多功能車

可供選擇
終身免費換油 發動機、變速箱終身保修

4年 /6.4 萬公里免費保養 0%貸款利率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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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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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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RAV4
3 現車 本月到貨 23臺

2022 C-HR
本月到貨 4臺

2022 Highlander
3 現車 本月到貨 16臺

2022 Venza
1 現車 本月到貨 2臺

5 現車 本月到貨 18臺
2022 Tacoma2022 4Runner

4 本月到貨 8臺現車

本月到貨 7臺

2022 Sienna AWD Hybrid
1 現車 出口免問 $5,000按金3 本月到貨 6臺現車

2022 Tundra

2022 Corolla Hatchback
32 現車現車 本月到貨 1臺本月到貨 2臺

2022 Corolla
2現車 本月到貨 1臺

2022 Camry AWD2022 Corolla Cross AWD
2月份到貨 10臺

2022
年

https://www.heninger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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汙染。人們禮拜佛像時，注視著

佛陀的眼睛，會感受到其中蘊

含著無限的慈悲與洪大的寬容，

真如青蓮在眸，祥和中透露著 
威嚴。

後來，青蓮也成為僧人和寺

院的代稱。唐代陳子昂作詩〈酬

暉上人夏日林泉〉云：「聞道白

雲居，窈窕青蓮宇。」這裡以青

蓮代指佛寺。唐朝楊巨源〈夏日

苦熱，同長孫主簿過仁壽寺納

涼〉詩云：「因投竹林寺，一問

青蓮客。」此處則是以青蓮比喻 
僧人。

荀 子 在〈勸 學〉中 曾 說：

「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

冰，水為之，而寒於水。」靛青

從藍草中提取，可是比藍草的顏

色更深；冰由水凝結而成，卻比

水還要寒冷。荀子以青與藍、冰

與水為喻，勉勵後人，若能持之

以恆的研究學問，也可以取得比

前人更大的成就，因此而有了

「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說法。

成
都
二
師

下

文是草破土而出的象形字，所以

青字反映了草木生長的形貌，對

應著欣欣向榮的春天。

「青」常用來代表藍色或綠

色。金文的青是由生和丹所組成

的，丹是指水井，中間的一劃是

井口的意思，上面的生是土和

草，生長在井邊的小草容易得到

水的滋潤。所以井邊的小草就長

得特別漂亮，而這種漂亮的顏色

就是「青」。

後來丹的筆劃有的拉長、有

的縮短，到了小篆，就變成下面

有點像月。到了隸書，有的還是

寫成丹，有的就寫成了月，到了

楷書時，就只保留月的寫法了。

中國人很喜歡青色，覺得青

色充滿生機、希望和正直。所以

青就成了美好的象徵，例如：看

到美好的太陽就叫晴；美麗的人

就是倩；美好的心意就是情；剛

直有節的植物稱為青竹、青松；

美麗的少女稱為青娥；正氣凜

然、廉潔奉公的官員稱為青天；

結婚禮堂稱為青廬；蘊涵歷史風

雲的書籍稱為青史；道德高尚、

秉性高潔的人稱為青雲之士；仕

途平順，稱為平步青雲……

關於「青」的典故

在中國古代的典故當中，也

蘊藏著青色雋永的神采與身影。

梁簡文帝〈佛像銘〉曰：「滿

月為面，青蓮在眸。」以青蓮比

喻神、佛、菩薩的眼睛。青蓮，

雖然生長於淤泥之中，卻能不受

兩千年前的《詩經‧齊風‧

雞鳴》中記載了一則故事：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

「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

「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意思是說：

妻：「雄雞啼叫，早朝的官

員都到了。」夫：「不是雞鳴，

是蒼蠅的嗡嗡。」

妻：「東方已白，早朝會議

已經開得很熱鬧了。」夫：「東

方未白，白的是月光。」

妻：「唉喲！天已大亮，群

蟲飛翔，我也想伴你多躺一躺。

但是，就要散朝了，你遲到要惹

上司生氣了。」

從這則丈夫賴床，夫妻之間

有趣的對話可以發現，從春秋

起，古人就有了「雞鳴即上班」

的傳統。往後，這個時段就定於

「卯時」，即早晨五至七時。於

是就有了「上班點卯」的說法。

當然，如果每個官員都像這

個懶惰的丈夫上班遲到，那還得

了？所以，各個朝代對於官員的

遲到處罰都做了詳細的規定。

「早出早歸」的作息時間
古代官員的工作時間與現

在「朝九晚五」不同，整體來

說是上班上得早，下班也下得

早。比如清朝規定春夏下午 4
時下班，秋冬下午 3 時下班， 
也就是從早晨六、七點左右到下

午三、四點，共八個多小時。

就像現代都市上班一樣，

古代上班在路上花費的時間也

不少。唐朝白居易有詩：「退衙

歸逼夜，拜表出侵晨。」因為古

代，不少中低層官吏往往住不起

京城市中心附近的房子，只好住

得遙遠，再加上交通不便，所以

走回家就是「逼夜」了。

在古代，官員上班的第一件

事情就是開會。在中央政府，朝

廷開的是最高級別的朝會。而各

級地方機關也有先參加長官主持

的會議，然後各自辦公的程序。

遲到或缺勤有處罰

如果有誰遲到或缺勤，古代

律法都有嚴厲的規定。對於遲到

缺勤，除了「打板子」外，還有

扣工資、降級、撤職甚至坐牢等

五花八門的處罰措施。

比如《唐律疏議‧職制五》

有一條「官人無故不上」的法令，

就是說內外官員缺勤一天處笞

二十小板，每再滿三天加一等。

古代遲到也像現在一樣按次

數罰錢。唐玄宗時，「文武官朝

參，無故不到者，奪一季祿」。

到唐肅宗時，「朝參官無故不

到，奪一月俸」。再到唐文宗

時，「文武常參官，朝參不到，

據料錢多少每貫罰二十五文」。

還有因曠工而坐牢的。唐律

規定，曠工滿三十五天判處有期

徒刑一年。在軍事重鎮或邊境地

區工作的官員，還要罪加一等。

趣話「青」字和典故

古人會上班賴床嗎？ 

◎文：梅媛

◎文：史凡如

「 青 」 是 中 國 特

有 的 顏 色， 是 中 華

五 正 色 中 尊 貴 的 顏

色 之 一， 在 傳 統 的 

器物和服飾上常可見

到。

「青」作為東方之色，它承

載著美好的寓意，象徵著充滿生

機、希望和正直，在中華文化中

延續了數千年。

承載美好與希望的 
東方之色

劉熙《釋名》：「青，生也，

象物之生時色也。」生字的甲骨

往事微痕
的一個爛西紅柿，竟被當地民兵

按在地上，用鵝卵石打得腦漿迸

濺一命嗚呼。

直到 1978 年，有關部門為

這批青少年右派進行所謂的「平

反」時，他們中的不少人已經收

不到這個「改正」通知書了。他

們的父母親人已經早就不知道他

們的音訊下落了。二師的同學中

至今來留傳著 57 級某班兩個少

年右派的悲慘故事。

當工作人員向他們宣讀所謂

的平反通知時，發現兩個人的眼

珠不動，正驚異間，兩個同學忽

然放聲狂笑，笑聲十分恐怖，然

後突然倒下再也沒有起來。那個

父親曾是吳玉章戰友的李白森，

僥倖留在成都市一所平民學校做

看門人，後來讓他代課，直到

1978 年平反後才被允許做一名

小學教員。一位右派詩人在《祭

友》中寫道：「少年望北斗，壯

歲作楚囚。笑傲南冠幾多秋？歲

月水東流。人非物依舊，青塚恨

悠悠。淚灑『空吟聞笛賦』，日

暮風雨愁。」

無言的結局

這幾十年的風風雨雨，爭爭

鬥鬥，使許多人的生活也發生了

戲劇性的變化，二師事件中被調

到二師任副校長的原東城區公安

局副局長的徐某，竟也在運動後

期被人控告，同情學生而被打成

右派，而領導清查二師事件的中

共成都市宣傳部部長葉石也成了

右派，這真是叫人哭笑不得的殊

途同歸。

而當年一些反右積極份子

們，大都得到升遷，成為各級政

權和單位的負責人，吳紅所在班

的 13 名所謂熱愛共產黨、毛主

席，對階級敵人鬥爭堅決的革命

學生們，陸續被提拔成為教育局

長，文化局長，城建大隊長，體

委副主任，人大副主任，書記，

校長……

不知他們在頤養天年的現

在，忘沒有忘卻這樁「小匈牙利

反革命事件」？

（续上期）

揪出「反革命大同黨」

當反右運動進行到第二週，二師學生被

要求列隊返校，參加逮捕反革命「大同黨」

首惡份子及其同黨的大會。那天下午天氣陰

沉，學生們列隊走進校門，看到從校門通往

操場的路兩側佈滿了荷槍實彈的武裝士兵。

刺刀的陰寒，鋼盔的森冷，使陽春三月的蓉

城近似數九隆冬。學生們快步疾行，在指定

的地點坐下。會場上積極份子們情緒激昂，

革命歌聲不斷，時而有人振臂呼喊口號：「堅

決鎮壓反革分子！」「保衛無產階級紅色江

山！」

臺下一千多名各年級學生鴉雀無聲，望

著主席臺一舉一動。忽然，從人群裡有人舉

起了一幅貼在木板上的，畫著「大同黨」首

惡份子人物的漫畫，接著，掛著大紙牌的

「大同黨」首要與主犯，被士兵押上審判臺。

一些人為顯極積，跳上臺就對著他們拳打腳

踢，當場有兩個「反革命」被打得頭破血流

昏倒在地。臺下是叫好的口號聲。這時學生

們才發現，所謂的「大同黨」十多個人，原

來是 58，59 級的、不滿 20 歲的學生娃娃。

零落成泥輾著塵

1958 年 4 月「51」前夕，東城區教育系

統在錦江川劇院舉行「慶祝反右鬥爭勝利大

會」，僥倖獲得寬大的「內控右派」的吳紅，

坐在樓廂倒數第二排的一個位子上，他偷偷

用眼光尋找二師 57 級同學，已有一半人不見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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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大部分開除學藉送到西昌大涼山去

「勞動教養」，這一去就二十多年。

那位駝背的鋼琴家到涼山不久便去世，

臨終前想唱支歌也沒了力氣，大涼山灰暗的

天空中似乎飄蕩著這音樂奇材無盡的哀訴；

那個想學梁啟超辦《蓉城少年》的徐航，在去

勞改農場不久因飢餓難忍，勞動時撿了地上

◎ 
文 
：
鐵
流

小
匈
牙
利
反
革
命
事
件
真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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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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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作家鐵流

Adobe Stock

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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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是絕
佳的三明治

食材，其酸

甜多汁為三

明治提供爽

口滋潤感。

新鮮的小
黃瓜吃起來

鮮脆甜，欲

享受細嫩口

感，製作前

先去皮。

三明治的
醬料千變萬

化，和風與

西洋口味差

異大，可多

方嘗試。

據說，三明治命名源於 18世紀
英國貴族約翰·孟塔古，第四
代三明治伯爵。伯爵喜歡玩橋

牌，為方便打牌時取食，發明

了三明治。但也有人認為三明

治伯爵熱心軍務、政治和藝

術，因此三明治應該是在書桌

上發明的。三明治的名字源自

伯爵的領地Sandwich，意思
是「滿是沙子的地方」。

火腿片是
方便的三明

治主食，可

藉由火腿片

的厚度來調

整口感。

三明治的故事
SANDWICH

文︱米娜

三明治已成為人們忙碌生活中的餐食選擇之一。世界各

地的人們為三明治提供了很多賞味方式，值得一一品味。

在臺灣，無論是早餐店或是咖啡館

及輕食餐廳，都可見到總匯三明治。這

道三明治的作法是，用三片吐司麵包夾

豐富的內餡，一般有火腿片、雞蛋或鮪

魚沙拉等，成為雙層三明治，最後還要

以對角線將吐司切成四等分，對稱鋪排

在盤中。

名符其實，總匯三明治內餡非常豐

富，但它的名字卻是個以訛傳訛的美麗

錯誤。總匯三明治源於駐臺美軍的俱樂

部裡的 Club Sandwish，Club譯成「總

會」，隨著美軍俱樂部的菜單外流，臺

灣社會出現總會三明治，並慢慢改名為

「總匯」。

番茄、水煮蛋、切片。

取一片吐司，薄抹美乃滋，放火腿片，均

勻鋪上番茄片、水煮蛋片，淋上芥末醬，均

勻鋪生菜，蓋上吐司。

重複作法，完成第二層。

將三明治以對角線四等分，擺盤即可上

菜。內餡可任意變化，可將主料火腿片置換

為煙燻鮭魚或鮪魚沙拉。

作法

吐司3片。

內餡：火腿片、番茄、水煮蛋、生菜。

醬料：美乃滋、芥末醬適量。

食材

臺灣早餐 
總匯三明治

最早的炸豬排並不討喜。自從明治

維新開始，日本全國上下學習西方事

物，包括學習西方人如何長得高大的飲

食方式。一開始日本人不能接受豬肉的

味道，於是漸漸改良成以類似炸天婦羅

的方式，裹蛋液、麵包粉油炸，慢慢融

入日本飲食。

日本名古屋兼具歷史與異國風情，

味噌炸豬排是代表名古屋美食的一道料

理。芳香濃郁的八丁味噌是名古屋的特

產之一，搭配炸成金黃色的豬排，巧妙

融合兩種美味的珍饈佳餚，造就歷久不

衰的經典國民美食，虜獲當地人與遊客

的心。

豬排用叉子戳洞切斷纖維，兩面灑上黑胡

椒鹽，醃20分鐘，再裹上麵粉跟蛋液，然後

用麵包粉沾裹均勻。

豬排放入中油溫的油鍋，炸至表面金黃酥

脆，沾味噌醬。

豬排放在吐司上，鋪上高麗菜絲，蓋上另

一片吐司即可。

作法

豬排2片、吐司4片、黑胡椒鹽、高麗菜絲。

麵糊：麵粉、日式麵包粉各50g，雞蛋1顆。

醬料：味噌醬。

食材

和風洋食 
味噌炸豬排三明治

三明治小傳

西洋生菜
種類很多，

和風生菜還

有高麗菜，

搭配豬排，

非常對味。

英式下午茶舉世聞名，其所搭配的

三層點心架上，放著各種糕點及三明

治，令人賞心悅目。下午茶所搭配的三

明治又稱為茶三明治，是用去邊的白麵

包切成精美的三角形。這是源自維多利

亞時代的貴族傳統，是貴族們在晚宴前

的小點心。

一般三明治常切成兩個三角形，

但茶三明治，常以形狀像手指的長條

狀呈現，所以茶三明治又稱為 Finger 

Sandwich。黃瓜和乳酪是常見的餡料

組合。這種茶三明治，不是要用來吃飽

的，餡料也不多，講究的是精緻的口感

與爽口的滋味。

無鹽奶油軟化後，用打蛋器拌成奶油霜，

加鹽，攪拌均勻。

黃瓜去皮後，切薄片，厚度小於0.5公
分。黃瓜出的水，用紙巾吸乾。

吐司切去邊，只留白色部分，抹上奶油，

均勻鋪上黃瓜片，再蓋上一片吐司，切小塊

即可。

作法

新鮮吐司片。

內餡：黃瓜適量。

醬料：無鹽奶油適量。

食材

英國下午茶 
手指三明治

為了鮮度，
食用前再做
黃瓜三明治。

三
明
治
伯
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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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日 ∼ 1月 19 日

墨西哥辣椒

Green Cabbage 捲心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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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Russet Potatoes 褐皮土豆 Jalapeno PeppersGinger 鮮薑3 Pack Garlic 大蒜

Navel OrangesYellow Onions 黃洋蔥

平價 新鮮

臍橙 3.5lb Japanese Mandarins 日本蜜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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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898
lb

$29898
ea

$09898
lb

$05858
lb

H&W Produce H&W Produce 

$ 14848
ea

$06868
ea

$12828
lb

$39898
ea

10 磅裝

3 磅裝

$

3.5 磅裝

3 頭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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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芳香成分，就是植物

用來溝通的工具。對植物而言，

最古老的香氣就是「芳香烴」。

植物的「芳香烴」的芳香成

分當中，飽含著強大的力量，能

夠增強我們體內的生命力，但同

時也含有粗暴的性質，屬於芳香

烴的芳香醛類和酚類，是對皮膚

刺激性最強的成分。

酚類（Phenols）精油簡介
❶主要作用

強效抗感染（抗菌、抗病

毒、抗真菌）、刺激免疫、強

壯、抗寄生蟲、溫熱。

❷具代表性的精油

丁香、牛至、百里酚百里

香、龍腦百里香。

❸成分的特徵

加在食物中當作香料的精

油。日本從古代開始吃生魚肉的

強效「抗感染」改善呼吸系統 
一物有奇效

時候，就習慣沾芥末一起吃。另

外，在食品容易滋生細菌或發霉

的熱帶地區，人們也會經常食用

各種香料料理。

香料被用來殺菌或防止細菌

滋生。在大量使用香料的韓國，

食物中毒的案例似乎只有日本

的大約 1/3。香料不只有殺菌效

果，還能夠藉著強烈的刺激，讓

心靈與身體清醒，並溫暖起來。

吃生魚片沾芥末的時候，量

都非常少，因為沾太多的話刺激

就太強了。精油也是一樣，請絕

對不要一次用一大堆，讓一點點

的精油去發揮出效果就好。

酚類精油的刺激也很強，所

以必須多留意。酚類和芳香醛類

族群的分子構造本身就很特殊，

是刺激相當強的成分。

我常造訪東京藥科大學的學

植物為了適應環
境而製造出芳香成
分，香氣能透過嗅
覺，對自律神經系
統、內分泌系統的司
令下視丘，直接發揮
作用。而且精油含有
各式各樣的成分，比
起單一成分的藥物更
能影響全身，提升整
體的自然治癒力，進
而改善不適及預防感
染。

生餐廳，裡面賣的藥膳咖哩加了

非常多丁香。雖然吃起來沒有很

辣，但還是有辛香料的刺激感。

在冬季寒冷的時期吃這個咖哩會

讓身體熱起來。

酚類精油超強的抗菌力和能

夠提高與敵人戰鬥的免疫攻擊

力，非常吸引人，但同時也會傷

害皮膚，所以宜少量使用（請

稀釋到極淡，但做精油蒸氣吸

入，則沒有此問題）。除了讓身

體有精神和提高血壓以外，酚類

精油還有止痛的效果。貓的身體

無法代謝酚類，所以使用這類精

油時請特別注意（包含精油蒸

氣吸入）。

❹案例分享——丁香

一位平時喜歡柑橘類香氣的

女性，在體力被繁重工作逼到極

限，健康也出問題之後，我請她

保健
常識

氣喘很多是過敏性的。呼吸

道的黏膜發炎，一點小刺激就會

讓支氣管等處的肌肉收縮，引發

咳嗽。

副交感神經處於優勢會讓呼

吸道變狹窄，所以到了睡前，換

成副交感神經占優勢的時候，咳

嗽或氣喘的次數就會增加。因

此，雖然酯類精油有抗痙攣作

用，但會讓副交感神經處於優勢

的精油，還是要避免使用。

②對策

★呼吸系統的不適：氧化物

類。

★止咳：δ-3蒈烯、α- 水
芹烯。

★氣管抗痙攣：苯甲醚類。

★化痰、溶解黏液：酮類。

③推薦精油

★氧化物類：澳洲尤加利、

羅文莎葉、桉油醇迷迭香。

★ δ-3蒈烯：黑雲杉、絲

柏。

★α- 水芹烯：乳香。

注意：孕婦及女性荷爾蒙相

關疾病患者（乳癌、子宮肌瘤

等），請勿使用絲柏精油。

★苯甲醚類：羅勒、龍艾。

★酮類：薄荷、桉油醇迷迭

香。

注意：嬰幼兒、孕婦、哺乳

中、神經系統脆弱的人、老年人

和癲癇患者，請勿使用薄荷精

油。羅勒精油會刺激皮膚，必須

稀釋。

④配方

成人用：羅勒 2 滴、澳洲

尤加利 6 滴、絲柏 1 滴、桉油

醇迷迭香 1 滴、凝膠 10 公克

（5%）。

兒童用：黑雲杉 2 滴、羅文

莎葉 2 滴、澳洲尤加利 2 滴、

凝膠 10 公克（3%）。

注意：兒童用的配方以刺激

較小的精油為主，濃度減為大約

一半。

試聞以前覺得「太強烈了、不喜

歡」的丁香精油後，她卻覺得這

就是她要的味道，她本人也對這

種變化感到相當驚訝。對香氣喜

好的改變讓她察覺到自己體力已

經到了極限，她認為「現在的我

就需要這個」，於是帶著丁香的

精油回家了。

咳嗽與氣喘等 
呼吸系統的問題

你是否曾在感冒的時候覺

得，白天活動時沒甚麼問題，但

晚上睡覺前咳嗽突然變嚴重，呼

吸也變得困難？

①原因

咳嗽是要將從外面進來的灰

塵和感冒病毒等異物排出體外的

防禦反應，同時也有將累積在呼

吸道的痰排出去的功能。

你知道嗎？呼吸如果不正

確，交感神經容易起主導作用，

使身體處於緊繃狀態，造成肩頸

僵硬和背痛，趕快檢查自己是否

「好好呼吸」。

呼吸的型態

呼吸主要有肺部呼吸和腹式

呼吸兩種型態。

前者呼吸較為短促，緊張時

容易出現肺部呼吸；而腹式呼吸

相對緩慢，屬於深呼吸的型態，

使身體放鬆，可以消除緊張感。

冥想時便是採用腹式呼吸，

吸氣時空氣進入體內，腹部使其

鼓起，呼氣時則由嘴巴慢慢吐

氣，在專注的呼吸中沉澱心靈，

掃除煩惱、雜念。

呼吸不正常 肩頸跟著
僵硬

你的「呼吸」正確嗎？
錯誤呼吸肩頸跟著硬

療養
保健

日本運動教練西村紀子，在

日本健康知識網站「All About」
中表示，如果呼吸不正常，交感

神經就會占主導地位，使身體處

於緊張狀態，還可能導致肩頸僵

硬、頭痛和背痛等不適。

緊張、駝背和姿勢不良容易

影響呼吸，西村紀子指出，要瞭

解呼吸情況，可以照照鏡子看自

己的身體，觀察呼吸時肋骨是否

提高，頸部是否挺直。如果肋骨

移動的高度與腹部明顯不同，可

能沒有正常的呼氣，另外頭部如

果向前突出，表示頸部沒有挺

直，呼吸時往往需要使用更多頸

部周圍肌肉來協助，造成頸部和

自然的呼吸是每個
人天天在做，卻又不自
覺的事，在為生活忙忙
碌碌間，人們每天重複
2萬次以上的呼吸，透
過呼吸獲得維持生命
所需的氧氣，看似微小
的呼吸，卻對人體影響
巨大。

顏面神經麻痺
子和嘴唇的溝邊變平了、一邊嘴

巴下垂、一笑嘴巴就被拉到另ㄧ

邊、講話咬字有點不清、生氣時

想噘嘴都噘不起來、流口水、吹

口哨會漏氣、閉眼睛時露出白眼

瞪人、不是流淚就是流不出淚

來、一時之間臉走樣了。

顏面神經麻痺，中醫稱「口

眼歪斜」又稱吊線風、歪嘴風、

面癱。多發生在二十至四十歲，

以男性居多。所有患此症的人都

曾受到過冷風或外風的刺激。如

果沒有外風入侵，就是內風干

擾，叫肝風內動，即風邪在肝經

系統作怪，伴有頭暈、耳鳴或肢

體麻木。抵抗病邪的正氣不足，

易致風邪趁虛挾痰而入，阻礙經

絡，致使臉部的筋鬆弛，而不能

自收引，所侵犯的經絡以陽明經

為主。

顏面神經麻痺分為中樞性、

周邊性或末梢性，臉以陽明經分

布最廣，治療也以陽明經為主。

當顏面神經麻痺發作，十天內是

治療黃金時期，治癒率很高。一

發作馬上每天做針灸治療，連續

針十天，配合內服藥大多可以治

好。如果變成慢性症，就要配合

按摩和熱敷。

顏面神經麻痺要發作前其實

多少都有先兆，耳後、耳內，或

臉有點輕度痛感。自己在耳垂或

耳背，找ㄧ找有沒有紅點或血管

怒張的浮起點，把紅點或怒張點

揉一揉，然後放血，症狀馬上就

減輕許多。

如果眼睛閉不全，可以加按

眉頭的攢竹穴；嘴角歪，加按鼻

翼邊的迎香穴，並從耳珠前的聽

會穴、頰車穴往下巴方向按；陽

明經的強壯穴，是合谷穴和曲池

穴，一定要按，常揉耳垂。出門 （轉載自《按開人體的竅》）

盡量戴口罩，避免受風寒。

介紹下列有關穴道，按對側

穴位，如歪左邊按右邊穴位，能

改善口眼歪斜的情形。

下關穴：用手指壓耳珠前，

摸到顴骨弓的下方有個凹，張嘴

時會有骨彈起的地方就是了，按

穴時要閉口。此穴是顏面神經

的主幹所經過，治療顏面神經麻

痺，也治療三叉神經痛、耳朵痛。

地倉穴：在嘴角外四分，上

和直視的眼珠相對，旁邊和鼻唇

溝紋的延長線交叉，是顏面神經

的分支所經過，可治眼瞼閉合不

全、口眼歪斜、流口水。嘴歪要

從地倉穴按往耳朵的方向，一直

按到下關穴。按完，在穴位上，

隔著薑片用艾條灸更好。有人沒

有面癱，但講話時就習慣性的嘴

歪一邊，也可用這個按穴法矯正。

什麼是「顏面神經麻痺」

呢？它在臉部表現出來的症狀就

是一邊臉部肌肉動作失去功能。 
早晨起床洗臉照鏡子，猛然

發現，嘴巴歪了一邊，這是顏面

神經麻痺急性發作，幾小時之內

可發展到高峰，表情肌癱了，一

邊的額頭無皺紋、眼閉不全、鼻 地倉穴

下關穴

◎  文：川口三枝子

 按 穴 療 法
◎  文：溫嬪容
  （明慧中醫診所院長）

◎  編譯：洪晨涵 肩部周圍的肌肉緊張和僵硬。而

容易緊張的人習慣肺部呼吸，往

往橫膈膜沒有完全地下降，無法

充分呼氣，使吸氣時間加長，進

而啟動交感神經作用，身體就會

變得更加「緊繃」，造成惡性循

環。

正確呼吸的第一步 
——練習呼氣

西村紀子分享，正確呼吸的

第一件事是用力呼氣，這點可以

藉由練習伸展背闊肌、胸部和頸

部肌肉開始。平常可以做把手伸

直向前彎腰呼吸的動作，伸展背

闊肌，或者是練習吹氣球，同時

注意吹氣時不要聳肩。

佛家云：「生命只在一呼一

吸之間。」呼吸是人們打從出生

不用學就會的事情，不過不同的

呼吸方式卻帶給身體不同的變

化。日常生活當中，哪怕一天只

花個 5 分鐘，也要利用空檔調

整體態與深呼吸，靜下心來專注

內在，同時把正面的想法找回

來，不僅身體跟著放鬆，自然而

然地也會體驗到一種幸福與寧靜

的感受。

深呼吸和良好的姿
勢可以使身體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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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茶 醒茶 潤茶」有什麼不同？

【看中國訊】《朱子家訓》為

明末清初的理學家朱用純所著。

全文雖然只有 525 字，卻集儒

家做人處世方法之大成。以下是

《朱子家訓》中的五句常見的話，

在今天看來，依然深具教育意

義。

1、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

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

擺上餐桌的一頓粥或一餐

飯，我們應該想到其來之不易；

製成衣物的半根絲或半縷線，也

要顧念其製作的艱難。

老人常講，做人要知足惜

福。我們把「福」字拆開來看：

一口為人，左邊有衣，右邊有

田。一個人有衣有田，意味著衣

食不愁，這便是天大的福氣。

現如今生活條件越來越好，

孩子們從小長在蜜罐裡，不用為

吃穿而發愁。沒經歷過苦日子，

就容易養成糜費浪費的壞習慣：

飯菜不合胃口，倒掉；衣服款式

過時，丟棄。佛家認為，人活一

世，福氣都有定數。年輕時隨意

浪費、揮霍無度，難免會折損自

身的運道。因此一定要教育子女

勤儉持家、心存感激，方能福澤

綿長。

2、勿貪不測之財，勿飲過

量之酒。

不要飲用過量的酒，容易給

身體造成負擔。酗酒不單損傷脾

胃，更容易招惹是非，酒後駕

駛、酒後亂性、與人爭執，眾多

悲劇都是由於醉酒引起的，理當

杜絕。

不要貪圖意外之財，容易給

家人招致禍端。意外之財得來容

易，但如果整日為此提心吊膽，

那便是得不償失。人之所以不快

樂，不是因為擁有的太少，而是

因為慾望太多。

3、嫁女需擇佳婿，毋索重

聘；娶媳需求淑女，勿計厚奩。

嫁女兒，重在為女兒挑選人

品上佳的夫婿，無需索取貴重的

聘禮 ; 娶媳婦，重在求娶賢良的

淑女，不要計較嫁妝的薄厚。

締結婚姻，要把對方的家教

門風放在第一位考量。財帛乃身

外之物，如果能跟有能力、會持

家的人共渡一生，何愁過不上好

日子？

4、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

誠；子孫雖愚，經籍不能不讀。

慎終追遠是中國的優良傳

統。祖先雖已離我們遠去，但每

逢祭祀之時，依然要虔誠；子孫

就算天資愚鈍，也要勉勵他們用

功讀書，憤發向上。俗話說：積

錢不如教子，閑坐不如看書。

5、因事相爭，焉知非我之

不是？需平心暗想。

家人之間，難免會因大大小

小的事發生爭執。這時若遇事，

不要只想推卸責任，而應該平心

靜氣仔細反思，會發生這樣的

事，是否自己也有過失。家和萬

事興，家庭成員更應相互體諒。

需謹記古人之言：事到臨頭三思

為妙，怒上心頭忍讓最高。

【看中國訊】這幾年裡周圍

的同事一個個都面臨將要退休，

讓我思考到自己退休後的生活要

如何過的問題。當退休了也就是

年紀漸大了，如何規劃怎麼養老

最舒適？綜合身邊及最近在報導

退休生活方式給大家介紹幾種，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根據研究表明：培養一種興

趣愛好，能促進大腦運轉，延緩

智力衰退，增強人際交往，提升

幸福感。和老友相約喝茶下棋，

看書作詩，修身養性；和閨蜜約

著一起去學習舞蹈、瑜伽，既能

鍛鍊身體，還能豐富生活。

而且美國耶魯大學研究發

現，豐富多彩的退休生活可以幫

老人增壽 7.5 年，我們就要這樣

過，為自己好好活一把，活得更

精彩，更有味！

人如果長壽 
活得快樂 才有意義
很多人認為，老了不是和子

女住，就是去養老院。可是和子

女住久了，難免會產生摩擦和矛

盾；去養老院，又覺得沒面子，

害怕那裡的孤獨和冷漠……其

實，養老的方式不只這兩種。在

新潮養老觀念的影響下，很多老

年人都開創了不少新潮養老方式。

你可以不和子女住一起，也

不用去住養老院，而是和一群相

識或相投的同齡人一起一邊養老

一邊享受生活，不僅能過得豐富

多彩，快樂自在，還能盡量不給

子女們帶來麻煩。

1、抱團養老

孩子們在外地求學或者忙於

工作，偌大的房子只剩下孤零零

的兩個老人寂寞相依，不如和志

趣相投的老友們，開啟抱團同居

生活吧。

早晨一起鍛鍊、吃飯；上午

一起看書、聊天；中午一起吃

飯、看電視；下午一起打麻將、

喝茶；晚上一起吃飯，夜裡各回

各家睡覺……老了，能跟有共同

記憶的老朋友一起消磨時間，不

做任何事情，本身就很快樂，很

有意義。

2、旅居養老

如果覺得開車旅遊費用高，

不安全？那就試試旅居養老吧！

和老伴、好友們挑一座風景

美、氣候宜人的城市停下來，不

用趕時間，看看風景、嚐嚐美

食，半個月或者一個月的時間，

還能結交到許多的好朋友！

當代空巢留守老人與日聚

增，多年甚至十幾年兩個老人對

影向坐，面面相覷。如果許多老

人結伴一起坐車、一塊住宿、一

同爬山、同桌吃飯，那一定是一

番笑語連連、其樂融融的景象。

3、開房車旅遊

在國外，夫妻倆一起開露營

車、大房車旅遊，已經成為一種

最時尚的養老方式。

在國內，也有不少老人加入

開房車旅遊的隊伍。他們有的是

租車，有的是把小麵包車改裝成

「房車」。不管是哪種車，都阻

擋不了他們旅遊的快樂。

一邊旅行一邊露營，將以前

想去的地方全部去個遍。去看那

個高大巍峨的雪山，去看那靈動

秀美的湖泊，去體驗少數民族的

異域風情，去看看曾經上山下鄉

的地方……一路上，車就是家。

累了躺在柔軟的床上看看電視，

欣賞外面的碧海藍天，餓了給自

己做一頓簡便可口的晚餐，還可

以來一個淋浴衝去一整天的疲

勞，頗有樂趣。

4、回歸田園生活

退休後，避開擁擠，遠離喧

囂，從城市搬到農村，呼吸新鮮

的空氣，種一塊地、養一隻狗、

住一座屋，這裡池塘清澈、花香

滿院……這也是一種新潮的養老

模式——回歸田園生活。

我們可以房前種花，屋後種

菜，可以養雞鴨鵝貓狗，可以呼

吸清新的空氣。什麼都是新鮮

的，換一種生活方式，享受勞作

的樂趣，老年生活也就變得多姿

多彩了。

誰說老了就要在家好好獃

著，逃離城市，回歸田園，改裝

房子，那些年輕人熱衷的玩意，

我們也可以統統玩個遍。

5、返聘去工作

對於熱愛工作的人而言，年

齡只是一個數字。雖然到了退休

的歲數，但頭腦依然清晰，雙手

靈活，返聘去工作，繼續發揮自

己的餘熱。人老了，並不是沒有

價值，只要你願意，仍然可以活

躍在自己熱愛的崗位上，為社會

的建設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6、城市慢生活

如果不能去旅遊，不能去鄉

下，在城市裡過一種慢生活，也

能有滋有味，精彩無限。

以前總是忙著工作，沒有時

間陪家人老伴。如今剛好有時

間，可以和老伴去公園散步，去

菜市場挑菜，去商場逛街。變著

花樣給家人做一日三餐，研究營

養食譜。在家上上網，看看劇，

在微信上和老同學、老朋友聊天

侃大山，學習一些養生知識，自

己的身體自己管理。

7、培養一種愛好

大部分朋友可能經濟條件不

是那麼優越，還需要幫兒女照顧

孫子。這也沒關係，既然不能做

一個有錢的老人，那就做一個有

趣的老人吧！人各有各的愛好，

只要是自己喜歡，且無傷大雅，

不如就好好去研究發展，時間久

了，你就會發現日子越過越有

味，人也越活躍年輕。

【看中國訊】在泡茶時，很

多人會把第一泡茶湯棄去不飲。

這是為了洗茶，還是把茶喚醒，

亦或是把茶浸潤呢？

這個爭論不休的問題，其實

從古時候開始就已經有人在研究

了，讓人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

慧。

洗茶

對於「洗茶」，令人常誤以

為是茶葉不潔淨。其實，它是中

國五千年飲食文化在茶文化中的

一個體現，蘊含著中國茶道的精

神內涵。

中國自古以來的飲食文化思

想和審美情趣，其主要內涵有兩

層：一是飲食要講衛生；二是應

講究選料和烹調方法。「洗茶」

之程序，正是這種飲食文化在茶

飲上的一種表現形式。

醒茶

洗去茶葉的冷氣，便是

「醒茶」之意。茶葉如何會有

冷氣？茶葉製成後，一般不會

馬上飲用，剛加工完的茶葉火

氣較大，一般都要將茶葉儲存

一段時間後再飲用。一段時間

後，火氣雖褪，卻添冷氣，如果

存放時間較長，還會有陳氣。

而近代以來，常將茶葉存貯在

冰箱中，更增添了茶葉的生冷 
之氣。

此時如果將茶葉直接沖泡飲

用，滋味和香氣就不那麼好。所

以，茶葉在存放一段時間後，需

要「醒一醒」，去除冷氣，再進

行沖泡，其香、味會更佳。

潤茶

泡茶時，先讓茶葉浸潤舒展

開來，才能比較容易泡出味道。

潤茶這一過程有利於茶汁的浸

出，因此，經過潤茶後再衝泡的

茶湯，其香和味能更快的達到較

佳效果。

如今，第一泡茶湯棄去不

飲，很多人理解為洗去茶葉上的

髒污。其實不然，「洗茶」自古

有之，除「去塵」之外，主要是

為了更好地展現茶的香氣和滋

味，稱為「潤茶」或「醒茶」更

為恰當。

道出為人處世的智慧
《朱子家訓》5句精華

美國耶魯大學研

究發現，豐富多

彩的退休生活可

以幫老人增壽7.5

年(美國耶魯大學

研究發現，豐富

多彩的退休生活

可以幫老人增壽

7.5年。(Adobe 

Stock)

退休老人如何養老？退休老人如何養老？

這樣做活得更精彩！

《朱子家訓》全文雖只有506字，卻集儒家做人處世方法之大成。

（Adobe Stock）

【看中國訊】地理老師把一

幅世界河流分布示意圖掛在黑板

上，問：「同學們，這幅示意圖

上的河流有什麼特點呢？」

「都不是直線，而是彎彎的

曲線。」同學們回答說。

「為什麼會是這樣呢？也就

是說，河流為什麼不走直路，

而偏偏要走彎路呢？」老師繼續

問。

同學們七嘴八舌地議論開

了，有的說，河流走彎路，拉長

了河流的流程，河流也因此能擁

有更大的流量，當夏季洪水來臨

時，河流就不會以水滿為患了；

還有的說，由於河流的流程拉

長，每個單位河段的流量就相對

減少，河水對河床的衝擊力也隨

之減弱，這就起到了保護河床的

作用……

「同學們，你們說的這些都

對。」老師說，「但在我看來，

河流不走直路而走彎路，最根本

的原因就是，走彎路是自然界的

一種常態，走直路而是一種非常

態，因為河流在前進的過程中，

會遇到各種各樣的障礙，有些障

礙是無法逾越的。所以，它只有

取彎路，繞道而行，也正因為走

彎路，讓它避開了一道道障礙，

最終抵達了遙遠的大海。」

說到這裡，老師突然把話題

一轉，說：「其實，人生也是如

此，當你遇到坎坷、挫折時，也

要把曲折的人生看做是一種常

態，不悲觀失望，不長吁短嘆，

不停滯不前，把走彎路看成是前

行的另一種形式、另一條途徑，

這樣你就可以像那些走彎路的河

流一樣，抵達那遙遠的人生大

海。」

把走彎路看成是一種常態，

懷著平常心去看待前進中遇到的

坎坷和挫折，這就是一堂地理課

上收穫的人生啟示。

河流為什麼不走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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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e On Foods 广告待嵌入

在家輕鬆購物
我們為你準備！

即日取貨
自選時間送貨到府

營業時間 : 一周 7 天早 7 點至晚 10點營業時間 : 一周 7 天早 7 點至晚 10點

電話 :  (403)384-9780

225 Panatella Hill 
NW T3K 0Y5 胖大媽山

西北分店

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 月 13 日至 1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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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件2$ 99

Western Family
羅馬生菜 3 件裝

西北分店

原條西冷
烤牛排
$11.00/kg

特價
每磅4$ 99

本廣告優惠有效期 1 月 13 日至 1 月 19 日

進口甜桔 
5 磅裝

特價
每袋5$ 99

有機香蕉有機香蕉

牛油果
5個�

特價
每袋2$ 99

買一送一！

Western Family
生虎蝦 340g 

限購 6 包

新鮮野生大西洋
三文魚排

特價
100g2$ 79

特價
每件
99

Western Family
羅馬生菜 3 件裝
Western Family
羅馬生菜 3 件裝

Activia
多種口味乳酪

特價
每件12$ 99

黑森林蛋糕 8 吋

特價
每磅5$ 99

新鮮雞翼雞槌 
家庭裝 
$13.21/kg

特價
/2 件6$

進口甜桔 
5 磅裝
進口甜桔 
5 磅裝�口�鳥�

$3.28/kg特價
每磅0$ 99

Western Family
芝士碎 320g

特價
每包3$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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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中國訊】本文作者為尼克 · 哈德森

（Nick Hudson），原文的標題為 20 Lies
（20 個謊言）。（略有刪節）

誤區 1：病毒是新的。

現實：該病毒與廣泛流傳的貝塔冠狀

病毒（Betaconoravirus）密切相關，共

享 65-70% 的共同遺傳物質。

誤區 2：每個人都是易感者（免疫力

缺乏）。

現實：預先存在的或交叉的免疫是普

遍存在的，此外，兒童幾乎普遍享有強大

的先天免疫力。

誤區 3：病毒是致命的。最近的民

意調查顯示，公眾平均認為感染死亡率

（IFR）為 20-38%。

現實：Ioannidis 的研究是迄今為止

最全面的研究，揭示了全球 70 歲以下的

人的 IFR 為 0.05%，幾乎所有的死亡病

例都涉及嚴重的並發症。對於人口中的中

位風險成員，IFR 低於 0.01%，這意味

著對大多數人來說，風險可以忽略不計。

誤區 4：禁閉對減少死亡是有效的。

現實：超過 50 項研究表明，禁閉對

COVID 的死亡率沒有實質性的好處，如

果把非 COVID 的附帶危害考慮在內，禁

閉會使整體死亡率惡化。封鎖在以前的公

共衛生或大流行性呼吸道病毒指南中沒有

任何地位，它作為一個邊緣想法存在於那

些主張用軍事化方法處理大流行病的人

中，完全違背了公共衛生和流行病學的實

踐和理論。

誤區 5：布質口罩的規定是有效的。

現實：迄今為止，由歐洲 CDC 進行

的最全面的研究表明，幾乎所有支持使用

布質口罩的論文的證據價值都很低，而且

大多數都有偏見的跡象。在國際流行病數

據中沒有口罩功效的跡象。行為科學小組

被揭露將口罩作為心理戰的工具（以增

加對公共衛生措施的遵守）。

誤區 6：傳播是通過飛沫和蟲子，所

以口罩、消毒、貼紙、社交疏導和透明玻

璃幕是有效的。

現實：迄今為止，牛津大學循證醫學

中心進行的最全面的研究發現，沒有證據

支持飛沫和蟲媒傳播。與其他呼吸道病毒

一樣，空氣中的氣溶膠傳播有最多的證據

支持。幾乎所有花費巨資部署的應對措施

都沒有科學依據。

誤區7：無症狀傳播是流行病的動因。

現實：主要證據表明情況恰恰相

反——無症狀的感染者向他人分享接種

體，對傳播和提高免疫識別力有好處。無

症狀感染傳播的情況則更少見。

誤區 8：高週期閾值的 PCR 檢測是合

適的。陽性結果證明了一個疾病病例或死

亡病例的因果關係。

現實：PCR 檢測不能勝任 COVID
的診斷，或檢測「病例」、感染或感染

性。特別是在高「週期閾值」下部署時，

容易產生流行病學假陽性。

誤區 9：COVID 是無法治療的。在病

人到達醫院之前，什麼也做不了，這時應

該給他們上呼吸機並使用瑞德西韋。

現實：在疾病進入炎症期的 6-8 天窗

口期進行早期干預已被證明是非常有效

的，大大減少了死亡。瑞德西韋和早期上

呼吸機導致許多人死亡。標籤外藥物在許

多研究中顯示出療效，但卻成為製藥公司

和被佔領的媒體的明顯攻擊目標。

誤區 10：疫苗可以切實地防止傳播。

現實：根據其作用機制，注射疫苗不

能也不會從實質上防止傳播。這甚至不是

其製造商的主張，而是政治家和有爭議的

科學家的主張。在國際流行病數據中，沒

有證據表明傳播減少。「為了更多人的利

益」（Greater good）的說法是錯誤的。

誤區 11：疫苗的有效性約為 95%。

現實：篡改試驗以掩蓋因免疫抑制而

產生的明顯的初始負效應，這種情況無處

不在。實際療效低於預期，而且顯然在注

射 20 週之後有效性也是負面的。「現實

世界的研究」通過將最近接種疫苗的人當

作未接種疫苗的人，使這一錯誤加倍，此

舉不啻為嚴重的科學欺詐。

誤區 12：疫苗是如此安全，沒有人

應該對接種疫苗猶豫不決。

現實：疫苗在多個國家引發了史無前

例的不良事件。這些不良事件的作用機制

是已知的。在南非和其他地方，我們不斷

收到關於故意和嚴厲壓制不良事件報告的

報導，以及關於公共衛生部門的默許。

誤區 13：每個人都會從疫苗接種中

受益。

現實：目前的疫苗可能對脆弱的、未

恢復的少數人帶來淨益處。大多數人，包

括年輕人和康復者，都會因接種疫苗而受

到淨傷害。

誤區 14：天然免疫力不如合成免疫

力廣泛、持久和強大。

現實：就其作用機制而言，合成免疫

力比天然免疫力要窄得多。自然免疫可以

提供中期的滅毒免疫，而合成免疫不能。

通過調用更大範圍的免疫反應，可以認為

天然免疫比合成免疫提供更持久和靈活

（針對變種）的保護。

誤區 15：科學是一種制度，其權威

的觀點是無懈可擊的，是最終的。

現實：科學是一個過程，只有通過強

有力的推測和批評才能發展。

誤區 16 : COVID 長期症狀是一種不尋

常的、危險的流行病的一部分。

現實：COVID 的後遺症似乎並不比

其他呼吸道病毒的後遺症更常見。新建的

COVID 長期後遺症診所，已經悄悄地關

閉了，並未得到利用。

誤區 17：傳染性呼吸道病毒的遏制

是可能的。

現實：無論在哪裡嘗試，零感染率政

策都是失敗的。

誤區 18：大流行會更頻繁地發生，

因為人類和動物之間有更多的接觸。

現實：城市化和商業耕作方式減少了

人與動物的接觸。人類的相互聯繫意味著

許多溫和的病毒分布在世界各地，確保免

疫系統能夠識別出現的更致命的變種。

誤區 19：減少傳播可以減少死亡。

現實：通過限制非易感人群的流動性

來減少傳播，將疾病負擔轉移到易感人群

身上，導致更多的人在病毒流行之前就被

擊倒了。

誤區 20：對感知到的威脅擴大化是

為了公共衛生的利益。

現實：感覺到的威脅會導致歇斯底

里，導致明顯的、致命的反安慰劑效應

（對結果的負面預期的影響，與安慰劑效

應相反）。

COVID的20個誤區

https://www.pnbfasterhea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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