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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痛難平 追責無路 遇難日變感恩日 

母親節母親的眼淚

川震十週年紀念日的隔天是

今年的母親節，在川震中失去孩

子的母親們回想起當年的情景仍

然難平心中的傷痛。

趙德琴的雙胞胎女兒佳佳和

琦琦死的時候 15 歲，當年，她

們就讀的學校倒塌。趙德琴目前

被當局監控，她曾表示，事情過

去多年，夢到佳佳和琦琦，仍會

從夢中哭醒。

川震中 21.6 萬間倒塌的房

屋裡，有 6898 間是學校，一具

具學生遺體並排在地上。媒體在

描述這些倒塌的學校時說：「廢

墟現場，水泥是疏鬆的，人們可

以像掰餅乾一樣把水泥預製板掰

出任意形狀。鋼筋也是如此。有

的水泥板中只有 3 根細小的鋼

筋，只需稍微用力就可以折斷。」

聚源中學遇難學生家長魯碧

玉在政府將川震十年紀念日定為

感恩日時說：「我不感恩，我只

氣憤，豆腐渣工程把我的娃娃害

死了，我為甚麼還要感恩啊？我

感誰的恩？我娃娃死了這麼多年

還不明不白，我感誰的恩？！」

圖片來源：大圖： FENG LI/GETTY IMAGES；譚作人：譚作人提供；家長集會：RFA；村官：視頻截圖；人民幣：FOTOLIA；劉鶴：FABRICE COFFRINI/AFP/GETTY IMAGES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導

10年前的5 · 12汶川
地震，造成至少8.7
萬人死亡或失蹤，死

難者大多是被倒塌

校舍壓死的學童。日

前，汶川縣政府將該

日宣布為感恩日，官

媒報導群眾要「滴水

相報」政府的「湧泉

之恩」。網民憤慨說：

「正常人都知道，這

天大地震死了好幾萬

人，你給命名為『感

恩日』，感恩甚麼？」

日至 19 日率團訪美，就中美經

貿問題與美國代表進行新一輪

談判。

劉鶴此訪美國的頭銜包括中

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特使、中共

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

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頭人等。

此次中方代表團成員來自各

主要經濟部門，成員包括：人民

銀行（央行）行長易綱、中共

國家發改委會副主任寧吉喆、中

共中財辦副主任廖岷、中共外交

部副部長鄭澤光、中共工信部副

部長羅文、中共財政部副部長朱

光耀、中共農業農村部副部長韓

俊、中共商務部副部長兼國際貿

易談判副代表王受文等。

值得注意的是，若與兩週前

劉鶴9人談判團隊赴美  重要副手首度公開
美國 7 人代表團赴北京進行首

輪貿易談判時劉鶴率領的團隊相

比，本次不見了中共財政部長劉

昆及中共商務部長鍾山，但多了

廖岷（中財辦）、羅文（工信

部）、韓俊（農業部）三人。

作為劉鶴的副手，中央財

經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廖岷首

次公開。

資料顯示，廖岷出生於

1968 年 12 月，畢業於北京大

學，早年在中國人民銀行、中國

光大集團、中國銀行總行工作。 
2003 年至 2010 年，廖岷轉戰

原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

歷任辦公廳副主任、主任，兼系

統團委書記。 2011 年至 2016
年「空降」上海任銀監局局長、

 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

鶴 率 團5月16日 已
抵達美國即將展開第

二輪貿易談判。他此

行團隊主要由9人組
成，來自各個主要經

濟部門。其中陪同劉

鶴的中財辦官員廖岷

首次公開。

六四天網創辦人黃琦，曾參

與救災，幫助川震中死難學生

家長揭露豆腐渣工程，2016 年

在家中被警方帶走，後以「為境

外非法提供國家機密」被正式逮

捕，據悉目前罹患多種病症，生

命垂危。黃琦的母親、現年 80
歲的蒲文清表示：「今天是母親

節，我的心情非常沉痛。」

村官冒充民眾毆打記者

川震 10 週年，香港有線電

視中國組記者陳浩暉在都江堰

採訪期間，被兩名自稱「老百

姓」的男子毆打。其後在都江堰

宣傳辦安排下，兩名男子道歉

稱，有家人遇難，「心情悲痛下

才打人」，後來改稱「是鄰居遇

難」。據遇難者親屬指認，這

兩人其實是當地的「村官」。

陳浩暉回憶事件經過表示，

他當時正在聚源中學舊址採訪，

該中學是受災較嚴重的地點，造

成超過 278 名學生死亡，而該

中學亦被調查學者發現在選址、

建築的構造、建築結構體系、施

工及材料方面都有問題。當日陳

浩暉在拿出手機準備拍照時，突

然被 2 名男子「一人一隻手」捉

住並拖行到河邊。

陳浩暉當時舉起手機準備拍

照的畫面，是不遠處同樣來自香

港的商台記者雷子健，當時雷子

健在車上被多名不明人士圍堵。

雷子健表示，遇難者親屬很希望

冤屈可以報導出去，所以對記

者都很友善。對於毆打陳浩暉

者宣稱「不希望被揭傷疤」，雷

表示「遇難學生家長不會有這感

受」，他們「更希望接受採訪，

報導不公平地方」。

死難者家屬變被管制群體

川震發生後 10 年間，死難

學生家屬堅持向政府陳情要真

相，但遭到當局高壓維穩。

綿竹市富新二小上訪家長

桑軍，5 月 7 日接受港媒採訪

時說，他與另一名家長上月打

算到北京上訪，到河南鄭州轉

車時，即被當地官員強制帶回

四川。

綿陽周女士日前向海外媒體

透露：「豆腐渣、貪汙款都沒有

解決，相反卻一直打擊報復我

們，把我們關在監獄，現在讓人

監視我們，上街買菜，到甚麼地

方去，都有人跟蹤。」

四川作家譚作人曾因呼籲民

間對川震遇難學生校舍工程質

量進行調查，被當局以「煽動顛

覆國家政權罪」判刑 5 年，他表

示：「本來地震已經是一個不幸

了，現在又添新的不幸。合法合

理的人不僅失去了人身自由、言

論自由、訴訟的權利，不許接受

媒體採訪，在敏感日或是甚麼時

候，這些 5 · 12 家長群體成了被

管制分子。」

民眾巨額善款下落不明

當年川震後，社會各界捐助

了大量善款，總計達 652.5 億元

人民幣。中國清華大學公共管理

學院教授鄧國勝，曾率領團隊製

作了「汶川地震善款流向」研究

報告，報告統計，八成捐款 501
億人民幣莫名失蹤。

當年為了讓民眾放心捐款，

民政部建立了「5.12 汶川地震捐

贈信息系統」，登陸系統可查詢

捐贈物資去向及如何被利用，但

現在該網站已消失不見。

擁有多個頭銜的劉鶴於5月15日

至 19日率團訪美，就中美經貿問

題與美國代表進行新一輪談判。

黨委書記。 2016 年，廖岷重回

北京，任原中央財經領導小組

辦公室經濟四局（國際經濟局）

局長，2018 年 5，任中財辦副

主任。

2018 年 3 月，中共機構改

革推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升格

為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

劉鶴啟程之前，美國總統川

普在推特上發文，表示會「為中

興提供快速恢復業務」找到可行

的途徑。 5 月 16 日開始，美國

貿易代表辦公室舉行一連三天的

公開聽證會，就川普此前提出的

針對價值 500 億美元的中國進

口產品加徵 25% 關稅的建議，

聽取商界意見。聽證會的結果

料將對中美貿易談判產生影響。

川震十年政府反人性惹眾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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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作家譚作人曾因呼籲調查川

震豆腐渣校舍，被當局判刑。

遇難學生家長到學校遺址集會悼

念，要求當局徹查豆腐渣工程。

兩名村官冒充民眾，毆打採訪

遇難者親屬的香港記者。

據媒體報導，擁有多個頭

銜的劉鶴應美方邀請於 5 月 15

巨額善款下落不明

最終去向不明的捐款

公布使用詳情的捐款

（億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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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生中興 川普立場依舊強硬

5 月 14 日，川普發推提到

放生中興。推文說：「中興通

訊，這家中國大手機公司，一直

在從美國公司購買很大份額的零

件。這（放生中興）反映了我

們與中方正在談判的大交易，以

及我與習主席的私人關係。」由

此美國有眾多媒體推測，美方將

以此換取中美貿易中更多利益。

中共副總理劉鶴率團週二

（5 月 15 日）抵美，和美國貿

易團隊展開第二輪經貿談判。

對於北京可能做出的讓步，《華

爾街日報》引述消息稱，劉鶴團

隊將攜帶一個大舉採購美國產

品的清單。福克斯新聞指，這

份採購清單可能包括飛機、汽

車、天然氣，和農產品。北京

還可能放寬外國公司在大陸金

融服務業的准入。

對此，《看中國》特約評論

員唐新元認為，在 3 月底，美

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稱對華加徵

關稅產品清單的公示天數將從

30 天延長至 60 天。隨著美國公

布具體徵收關稅方案的時間臨

近，中共當局將儘可能的對美國

示好，試圖暫時擺脫這一困境。

而美方是否受此影響而改變

方向，川普 5 月 16 日的三條推

文強調，美國沒什麼可給，因為

已經給得太多。川普說：「華盛

頓郵報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就我們與中國的貿易談

判寫了很多虛假的報導。除了涉

及（中美）較大的貿易協議外，

大多數事情和中興無關。我國每

年被中國拿走數千億美元……」

川普重申自己對中強硬的立

場，雖然沒有表明接下來對中興

問題怎麼辦，但是他直言，美國

還沒有看到中方的改變，而中方

應該有很多東西要給美國。

美 國 商 會 主 席 多 諾 霍

（Thomas Donohue）週二在北

京說，劉鶴此行除了會晤美國財

政部長姆欽和其他相關人員外，

有「很大的可能性」會和川普總

統進行會晤。

川航客機飛行中玻璃破碎洩密案改判有罪 馬英九稱一定上訴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四川一架編號為 3U8633 的

班機，原定 14 日早從重慶飛往

西藏拉薩，未想在飛行途中，駕

駛艙擋風玻璃突然破裂脫落，機

內迅速失壓，副機師身體一度飛

出半截、懸掛在窗外。

有網友 14 日爆料，當日駕

駛艙前的擋風玻璃突然破裂脫落

後，飛機駕駛立刻發出緊急代

碼 7700，表示飛機遇到緊急狀

況，比如機械故障，或有機上人

員突發疾病等。與此同時，網絡

也流傳 3U8633 航班轉向飛往

成都的截圖，引發外界關注。

一名自稱是該航班的乘客

在網絡自述：「駕駛艙玻璃破碎

後，機艙變暗、減壓、氧氣面

罩也掉了下來……」許多人以為

自己大限將至，客艙內不斷傳

【看中國訊】5 月 15 日，中

華民國前總統馬英九被控洩漏偵

查秘密及個人資料，高院逆轉改

判有罪。高院認為，總統有保密

義務，不能藉行政特權破壞法治

國原則，否則民主憲政保障人權

的核心價值將破壞殆盡。

高院指出，馬英九於民國

102 年 8 月 31 日晚間 10 時許，

明知調查司法關說案的「100 特

他 61 案」非僅行政不法，仍洩漏

偵查秘密、柯建銘個人資料及通

訊監察信息，給時任行政院長江

宜樺與總統府副秘書長羅智強。

台灣高等法院承審合議庭

認為，馬英九當時擔任總統，是

具有法定職務權限的公務員，因

職務關係得知國防以外應秘密消

息、監察通訊所得應秘密資料，

依據法律負有保密的義務，並且

不得超出原本搜集目的加以利用。

高院認為，前檢察總長黃世

銘向馬英九報告內容包括「全民

電通更一審司法關說案」等案的

辦案計劃與筆錄偵查秘密，及民

主進步黨籍立委柯建銘電話通聯

紀錄、監聽譯文、個人資料，都

屬於依法應保密的事項。

合議庭指出，當時並無避免

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

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也無維護

國家安全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的情形，馬英九卻意圖損害柯建

銘人格權利，借總統職務洩密。

馬英九當時聽取黃世銘報告

後，立即指示秘書打電話命江宜

樺、羅智強到寓所，轉述黃世銘

所報告的秘密內容。但合議庭認

為，江、羅與偵查犯罪、國會自

律毫無關聯，也無權知悉相關秘

密，馬英九所為自屬洩密。

馬英九辯稱是依憲法執行職

務，處理將發生的政治風暴，才

請江宜樺、羅智強共同商議。合

議庭則指出，黃世銘報告內容無

關五院職權行使的爭執，馬英九

未召集院際調解，並未行使憲法

第 44 條的院際調解權，洩密也

非為了解決閣員政治問題，辯詞

不足採信。馬英九表示，這個判

決跟先前 3 個相關判決的結果認

定不一樣，所以這個問題必須要

釐清，這是一宗憲法訴訟，他爭

取的不只是個人權益，也包括中

華民國未來總統的權限不應該受

到限制，因此「一定會上訴」。

對於判決書提到馬英九不足

以為元首表率，馬英九回應，面

對這樣的一個案子，如果回家睡

大覺，這才叫做不足表率。

【看中國記者憶文採

訪報導】關於川普放生中

興的原因，成為媒體關注

重點。川普在週三（16日）
連發三則推文表示，目前

媒體界流傳的太多相關

中興的消息是假新聞，中

興問題並不意味著中美貿

易方向的變化，美國的立

場也沒有改變。

金正恩變臉威脅取消川金會

國產航母進行海試 外界指技術過時

【看中國記者憶文綜合報導】

朝鮮以美韓聯合軍演為由，取消

了當天將要舉行的南北韓高級別

會談，並威脅可能會取消川金會。

5 月 10 日，美國總統川普

宣布，他與金正恩將於 6 月 12
日在新加坡會晤。 5 月 12 日，

朝鮮宣布，要在 23 ～ 25 日舉行

核試驗場關閉儀式，並邀請 5 國

記者觀摩。 5 月 14 日，朝鮮代

表團抵達北京，與中方磋商。 5
月 15 日，美國時間當天下午，

劉鶴率團抵達華盛頓與美方進行

第二輪貿易會談。幾乎在同一時

間，朝鮮變臉了。

朝鮮國營媒體朝中社 5 月

16 日報導，朝鮮將取消原定於

當天的南北部長級會談。朝方

稱，美韓聯合軍演是對 4 月 27
日簽訂《板門店宣言》的露骨挑

戰，朝方稱「給予機會也是有限

度的」。對於已定的 6 月 12 日

的美朝首腦會談，稱「必須深思

熟慮」。此外，朝鮮第一外務副

官金桂冠（Kim Kye Kwan）還

譴責川普政府將金正恩的「寬宏

大量」誤判為「最大限度施壓」

下的「示弱信號」。

白宮週三（5 月 16 日）表

示，目前沒有收到朝鮮取消川金

會的正式通知，「如果他們想見

面，我們會做好準備，如果他們

不這樣做，也沒關係。」白宮發

言人桑德斯表示，「這完全是意

料之中的事」。

日媒分析，朝鮮突然轉變態

度，暴露出金正恩沒有棄核的誠

意。外界質疑，朝鮮迅速「變臉」

的背後，是中共若隱若現的身影。

【看中國記者端木珊綜合報

導】5 月 13 日，中國第一艘國

產航母「001A 號」駛離大連港，

進行海試。官方報導指，001A
型航母已「躋身世界先進航母行

列」，但外界顯然對此並不認同。

001A 號航母於 2013 年 11
月開工，2015 年 3 月開始塢內

建造，2017 年 4 月 26 日下水，

在下水逾一年後，001A 號航母

終於進行海試。

航母工程總指揮胡問鳴稱，

001A 型航母所屬的 4 ～ 6 萬噸

級中型航母中，只有法國戴高樂

號使用核動力。因此，使用常規

動力的 001A 型航母已「躋身世

界先進航母行列」。

外界專家似乎並不認同這一

觀點。CNN 報導稱，雖然新的

航母會增強中國在亞洲區域內的

軍事力量，但它的技術過時，遠

遠地落後於美國。

韓國《中央日報》分析，

001A 航母使用傳統動力，與美

國核動力航母比較，最大的致命

傷就是其最主要核心戰鬥力——

滑板跳躍式跑道和艦載戰鬥機。

美聯社報導稱，就軍艦的數

量而言，中國擁有世界最大的海

軍，但它在技術以及作戰能力上

仍然落後於美國。

澳門國際軍事學會會長黃東

表示，美國海軍強調的是體系作

戰能力，這不僅僅是一艘航母的

問題，在補給艦數量、專業人員

配備以及飛行員作戰能力上，中

國仍十分欠缺，哪怕中國已經擁

有了航母，其戰鬥實力在國際排

名上仍然處於「遼寧號」。

空姐魂斷網約車
最後身影曝光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

導】因質疑鴻茅藥酒被跨省抓捕

的廣東醫生譚秦東突發精神疾病

入院治療。譚的妻子微博披露情

況後被消聲，多家媒體報導也遭

迅速刪除。

5 月 14 日晚上 8 點半，譚

秦東的妻子劉璇在微博上披露，

5 月 11 日晚 12 時，譚將自己

關在房間內，並有哭泣、自言自

語、情緒失控搧打自己耳光，甚

至以頭撞牆等自殘行為，家人緊

急將他送往醫院，現在廣東省醫

院綜合一科治療。

劉璇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

示，11 日上午 10 時許，被取保

候審的譚秦東到廣東車陂派出所

接受問詢，一直到晚上 10 時才

從派出所出來。

譚秦東突發精神疾病是在

歷經被派出所 12 小時問詢後出

現的。

39 歲的廣州醫生譚秦東，

因去年 12 月發表一篇題為「中

國神酒『鴻茅藥酒』，來自天堂

的毒藥」的帖子，被內蒙古涼城

縣警方跨省抓捕。案件經媒體披

露後，引發人們對鴻茅藥酒背後

政商關係的諸多質疑。

【看中國訊】馬來西亞航空

MH370 班機神秘失蹤超過 4 年

且搜尋無果。 13 日根據澳大利

亞九號電視網（Nine Network）
所屬的「九號新聞」（9 News）
報導指出，在一個研討會上，航

空專家們表示，他們贊同馬航

MH370 航班機長沙赫（Zaharie 
Ahmad Shah）試圖自殺的這個

推斷。

由於在機長沙哈家中搜出一

個客機機艙模擬器，專家指稱他

是經演練過的，即是要將飛機撞

進印度洋。調查人員說，他的犯

案動機，是因面臨與妻子離婚，

而產生的憂鬱症。

前加拿大運輸安全委員會高

級調查員、資深空難專家萬斯

（Larry Vance）認為，他的行

為是在自殺，但不幸的是，他也

在謀殺飛機上所有的人，而且是

故意的。

【看中國訊】山東濟南 21 歲

空姐李明珠，在河南鄭州搭「滴

滴」網約車遇害後，當局 14 日

公開其最後身影。

5 月 5 日晚間 10 時，山東

濟南 21 歲空姐李明珠完成飛行

任務回到駐地酒店，並計劃搭乘

5 月 6 日凌晨 1 時許的火車返回

老家濟南。根據滴滴訂單顯示，

她預訂的是一輛網約車，接單司

機是劉某。

劉某並沒有依李明珠要求前

往鄭州火車站，而是從南向北行

駛數分鐘後開往一處荒地，並在

那裡停留約 7 分鐘，然後調頭

反向行駛。而在上述 7 分鐘後，

劉某就被公路閉路電視拍到的

是，他赤膊駕車。

當局宣稱，12 日凌晨，警

方在附近河道撈取一具男性屍

體，經 DNA 鑑定，是嫌犯劉

某，疑似畏罪自殺。

質疑鴻茅藥酒醫生
譚秦東精神失常

馬航空難新結論
機長蓄意謀殺

老師罰書記女兒
遭其母施壓開除

【看中國訊】近日網友爆料，

一名嚴姓女童在校時經常打同

學，因此老師決定單獨讓她一個

人坐，並向其他老師抱怨，「真

是夠了」。沒想到老師傳信息時

竟將這些話誤傳到家長群中。

隨後，自稱嚴姓女童母親

的人，立即警告陳姓老師，必

須在全班所有師生面前給女童

道歉，「否則，我通知你們集

團領導來給我解釋，你對『嚴

書記』的女兒說這話是甚麼 
意思！」雖然多位媽媽在群裡為

陳老師求情。但隨後陳老師被學

校開除。

關於川普放生中興的原因，成為媒體關注重點。（JOHANNES EISELE/AFP/Getty Images)

出哭聲。

川航 3U8633 是一架空中客

車A319客機。事後機長劉傳健回

憶，事發前沒有任何徵兆，擋風

玻璃突然爆裂，轟一聲發出巨大

聲響。往旁邊看時，副機師身體

已飛出一半，半邊身體在窗外懸

掛。「幸好（他）繫了安全帶。」

劉傳健表示，事故發生後，

駕駛艙儀表盤被掀開，甚麼都聽

不見，只能靠目視水平儀操作。

艙內溫度驟降到攝氏零下 20 度

至 30 度（監測顯示，當時飛機

飛行高度為 32000 英尺，氣溫應

該為零下 40 度左右），所幸當日

天氣無雲，否則後果無法預料。

5 月 15 日中國民用航空局舉行

新聞發布會稱，飛機安全備降成

都雙流機場，駕駛艙部分設備受

損，副駕駛和一名乘務員受輕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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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注資卡城綠線輕軌
市民喊話要建油管

卡城的綠線輕軌工程項目是

卡城現有輕軌系統的延展，連接

卡城南北，南起 South Health 
Campus， 北 至 Keystone 社

區。綠線的第一期建設路線從

16 Avenue N 至 126 Ave SE，
將於 2020 年開工 , 預計 2026
年建成通車。第一期綠線項目包

括設計和建設 20 公里的輕軌路

線、14 個站臺、8 座連接橋、

4 公里的隧道及 1 公里的高架軌

道 ,70 輛低地板輕軌車及一輛輕

軌維護和設備儲存車，一期基建

投資大約 46.5 億加元。

特魯多告訴現場的民眾，這

筆基金現在是整體基礎建設計畫

的一部分。「我們將與亞省和卡

城的合作夥伴一起努力，促使綠

線輕軌工程的建成」他說。

據報導，亞省新民主黨

（NDP）政府去年也許諾將為此

項目投放 15.3 億的資金，使得

綠線輕軌項目獲得了三級政府幾

乎相等金額的注資。

陪 同 總 理 的 市 長 南 施

（Naheed Nenshi）在現場發言

說：「更多的細節將陸續發布出

來，但是在現金流和時間進程上

校園禁大麻 Bow Valley學院做表率
【看中國記者林佳綜合報導】

週一（5 月 14 日），卡城 Bow 
Valley 學院和愛城的 Burman
大學，榮獲「吸菸與健康行動」

評選排名的最高分。兩所院校都

已在校園內全面禁菸，從而獲得

了反菸草團體「報告卡」上的最

高分。該組織的執行董事萊斯．

哈根表示，其他院校應該以這兩

所學校為榜樣。

僅在兩個月前，Bow Valley
學院的師生仍可在校園室外的

露臺或者綠地找到片刻吸菸的場

所。該校在徵求「吸菸與健康行

動」等反菸草團體的意見後，決

定正式執行禁止吸食大麻政策。

三月份的時候，學校開始全面禁

菸，禁止在校園的任何地點吸食

包括大麻在內的任何煙草。

「隨著即將到來的大麻合法

化，這正是一個採取積極措施

的重要機會」，該校副校長馬里

奧．西西里諾說。 
隨著加拿大逐漸走入大麻合

法化，亞省各高等教育機構正在

慎重考慮如何應對校園使用大麻

的問題。

皇家山大學（Mount Royal 
University）最初傾向於允許在

校園內指定的區域使用大麻，但

在上個月市議會決議禁止在公共

場所使用大麻之後，決定重新考

慮。大學居住服務主任馬克．凱

勒說：「最可能的結果是我們會

遵照市府所期望的，不允許公開

吸食（大麻）。」

卡爾加里大學已經起草了一

項有關吸食大麻的政策，目前

正處於磋商階段。「該政策以聯

邦、省和市有關擁有和使用大麻

的規則和條例為指導，」卡爾加

里大學聲明裡提到：「一旦獲得

批准，將向校區和公眾提供有關

新的大麻政策的進一步信息。」

亞省衛生服務中心「削減

菸草計畫」的醫療衛生官員布

倫特．弗瑞森醫生說，本省 20
至 24 歲年齡段人口的吸菸率最

高。「現在隨著大麻合法化的到

來，這個群體也很容易被大麻零

售所害」，弗瑞森說：「在大學

裡制定針對大麻的政策是非常重

要的。我們知道，在未到 20 歲

年齡段的中後期之前，大麻會影

響大腦的發育。」

哈根說：「一些院校正在是

否允許使用大麻的問題上瞻前顧

後。我們希望看到的是如同這兩

所院校所做的，即在校園全面禁

止吸菸或吸食大麻，這是最理想

的情況」。

亞省分心駕駛
事故索賠率
上漲58%

【看中國訊】據大型保險公

司 Aviva Canada 發布數據，在

過去的兩年裡，亞省分心駕駛事

故索賠率增長了 58%，居全國

最高；全國平均增長率為 23%。

「儘管加大了對分心駕駛的

處罰力度，民眾在這一點上也非

常清楚，但有很多加拿大人仍

然在駕車時使用手機，」該公司

首席核保官菲爾．吉布森（Phil 
Gibson）說，「大多事故本應可

以避免。」

吉布森說，開車時使用電

子設備的習慣導致保險費上漲。

「除了人倫悲劇外，人們還要付

出更多的金錢，」他補充說，

Aviva 大部分增長的道路交通事

故索賠是由分心駕駛造成的。

從 2016 年 1 月 1 日開始，

亞省將分心駕駛罰款額度從 172
加元增加到 287 加元，並記罰

三分。

「毫無疑問，這些數字反

映了（分心駕駛）情況逐步惡

化，」卡爾加里交警部門的戴

爾．塞登說。他對亞省索賠增長

率高居全國首位同樣感到困惑。

卡爾加里開出的違規駕駛罰

單數量從 2016 年的 7,100 宗減

少到去年的約 6,200 宗。但這並

不意味著執法更有效或者駕駛行

為的改善，塞登說，「很明顯，

更嚴厲的懲罰並不是高招」。

塞登表示，任何單一的方法

都不會奏效，加強社會責任教育

和導向是解決這個難題必不可少

的措施。

【看中國記者鐘鳴綜合編

譯】歸屬於卡城市政府的幾個公

共高爾夫球場由於連續三年虧

損達 200 萬加元。2015、2016
和 2017 三年中，楓樹嶺（Maple 
Ridge）球場虧損超過 50 萬加

元；麥考爾湖（McCall Lake）
球場虧損約為 170 萬加元。加

拿 大 納 稅 人 聯 盟（Canadian 
Taxpayers Federation）要求市

政府賣掉卡城高爾夫球場。

加拿大納稅人聯盟的科林克

雷格（Colin Craig）說，他不

希望在高爾夫球場上浪費卡爾加

里納稅人的錢，一點點都不行，

他們不會妥協的。他說這不是喜

歡或不喜歡高爾夫的問題。

對克雷格來說，讓私人來

經營球場將是「止損的一個好方

法」。克雷格希望市政府能出

售球場。如果新主人想要經營高

爾夫球場，那就經營好了。如果

不想搞球場，可以在原場地上建

一些東西。

估計這樣做可能會在當地產

生震動，民眾在期待中。

非常、非常讓人高興 --- 能夠在

這個過程中節省數以百萬加元的

利息。」南施認為，綠線輕軌工

程是省內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個單

體基礎建設項目，而節省出來的

利息資金意味著在綠線建設的最

初階段可以完成更多的工程路

線。

不過對自由黨政府的「慷

慨」之舉，有不少保守黨人士以

及網民不以為然。 2015 年選舉

之前，即保守黨政府失去權力之

前，是保守黨政府首先對這筆注

資做出了承諾。

據《卡城先鋒報》報導，保

守黨國會議員 Pat Kelly 說，特

魯多不值得獲得什麼肯定，因為

這只是從最初的保守黨政府裡延

展過來的一個行動。「這真的算

不上什麼公布。」他說。

除了這些場外不讚譽的聲

音，在現場更有聲音帶著怨

氣。在特魯多入場時，不少圍

觀者手舉著「建設 KM（Kinder 
Morgan）」 示 威， 大 聲 呼 喊

「Build KM」。示威者中包括各

個族裔的人士，也有華裔面孔。

上個月，總部位於美國德

克薩斯州休斯頓的金德摩根

（Kinder Morgan）公司宣布，5
月 31 日為最後期限，明確其在

卑詩省建設的許可，以保護股東

們的利益。否則將停止這個總計

74 億加元的跨山輸油管道擴建

項目。

跨山輸油管道擴建項目於

2016 年獲得聯邦政府批准，據

預測項目建成後亞省石油產能可

能翻倍，極大地促進亞省經濟的

發展。但長期以來卑詩省政府持

反對和拖延的態度，也持續有卑

詩省環保主義者的抗議，使得此

項目的前景不明確。

現場記者問總理特魯多，面

對跨山油管項目的僵局，聯邦

政府如何應對即將到來的最後

限期。「我們一直在非常努力地

工作，包括看得見的和幕後的工

作」特魯多說，他說「所有應當

涉入的各方都在積極應對。」

「我們在商討最好的推進方

法。該方法是對亞省人有益的，

對加拿大人有益的，對環境負責

任的。」特魯多說，他提到之前

的保守黨政府雖然口頭稱「石油

第一位」、「振興主義」，但在

推進油管建設中也沒有成功。

週二當日上午早些時間，特

魯多在埃德蒙頓市政廳停留，宣

布渥太華將注資近 4 千萬加元

建造地下鐵路以及加寬第 50 街

（50th Street），以改善愛城的交

通問題。

【看中國記者林佳綜
合報導】本週二（5月15日）
下午1點左右，在卡城訪
問的總理特魯多（Justin 
Trudeau）連同卡城市長
南施（Naheed Nenshi），
在卡城牛仔節輕軌站
（Stampede station）宣
布，聯邦政府將注資15.3
億加元用于建造卡城綠線
輕軌一期工程。

卡城公共高爾夫球
場被要求止損

5月15日，總理特魯多（Justin Trudeau）在卡城牛仔節輕軌站發表演說。（攝影/林佳）

Bow Valley學院（攝影/林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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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為何多是「負翁」

中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

GDP（國內生產總值）越來越

高，人均收入卻不盡人意。

2013 ～ 2016 年，GDP 年

均增長 7.2%，高於同期世界

2.6% 和發展中經濟體 4% 的平

均增長水平；在 2016 年，中國

人均國民總收入為 8260 美元，

世界排名第 93 位。

看似數據還不錯，但是仔細

分析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中國人

不是富翁，而是因為負債而成為

「負翁」。

2017 年 12 月末，中國本

外幣存款餘額 169.27 萬億元

（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

8.8%。不過，中國的存款裡面

97% 左右都是人民幣，其中人

民幣存款餘額 164.1 萬億元，同

比增長 9%，增速比上年同期低

2 個百分點。

存款增速在降低，這個趨勢

意味著資本的積累速度在減慢。

另外，外幣存款並不多，中

國官媒宣傳經常說藏匯於民，其

實中國民眾持有的外幣存款並沒

有多少，外幣存款只占總存款餘

額的 3%。

下面的數據顯示，僅僅房地

產過熱對中國民眾的財務狀況產

生了多麼大的影響：

2016 年中國民眾新增中長

期貸款為 5.7 萬億元，而當年中

國民眾新增存款為 5.16 萬億元；

2017 年中國民眾新增中長期貸

款為 5.3 萬億元，而當年中國民

眾新增人民幣存款下降到了 4.6
萬億元。

中國民眾的新增存款遠低於

新增貸款，這個中長期貸款主要

就是房貸。

中國央行最新的數據更令人

吃驚，5 月 11 日，中國央行公

布 4 月金融和社會融資增量統

計數據。數據顯示，受存款增長

乏力影響，當月廣義貨幣（M2）

增速仍在低位徘徊。

4 月的金融數據顯示，存款

增長依然偏弱，4 月新增存款

5352 億元，較 3 月下滑。從存

款結構看，當月新增的存款主要

來自企業部門，增加5456億元。

然而，居民部門的存款增長

形勢嚴峻。

4 月居民存款大降 1.32 萬

億元，為歷史單月最大降幅。

這個過程中，銀行起到了

推波助瀾的作用。 2018 年 1 月

12 日，興業銀行的首席經濟學

家魯政委稱，消費貸火爆既有

商業銀行重視消費貸市場，推

廣力度較大的原因，也與房地

產限貸有關聯，按揭貸款被限

制之後，消費貸變相投入樓市 
有關。

分析人士表示，雖然中國金

融監管層表示加大力度防控金融

風險，但消費信貸仍被用於投機

炒房，這導致家庭槓桿率迅速上

升、房地產泡沫膨脹，以及居民

儲蓄率下降。

銀行也在自食苦果。根據

《證券時報》5 月 12 日報導稱，

北京一銀行業的分析師表示：

「銀行現在面臨的局面是，貸款

多、存款少，尤其是存款增長質

量不理想，即便前期有定向降準

也不會直接補充存款。負債端問

題持續惡化，會制約資產端的擴

張。」

中國人不是富翁，而是因負債成為「負翁」。（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

合報導】作為世界第二大

經濟體，中國經濟的發展

讓國際關注。隨著GDP的
快速增長，中國民眾的財

富是否增加，也就成為熱

議話題。但是從金融數據

來看，實際情況堪憂。

【看 中 國 訊】美 國 夏

威夷州的主要景點幾勞亞

（Kilauea）火山持續湧出熔

岩，遊客取消到夏威夷大島

旅行，讓觀光業損失至少

500 萬美元。

美聯社報導，夏威夷

觀光部門官員柏奇（Ross 
Birch）說，5 月到 7 月的

減少的遊客，已讓觀光業損

失至少 500 萬美元。

飯店訂房與欣賞熔岩、

高空滑索和玻璃底船巡航

等活動的預訂速度已經掉

了 50%。許多郵輪也決定

不會進入大島西部柯納港

（Kona）等港口。

觀光業是夏威夷規模最

大的產業，也是當地經濟的

一大來源。夏威夷大島去年

觀光收入達 25 億美元，超

越夏威夷群島的其他島嶼。

官員說，15 日又有熔

岩從另一個裂縫湧出，還有

危害健康的氣體噴出，且稍

早地面冒出的裂縫，也有熔

岩緩緩流入海洋。

夏威夷當局說，這二條

新裂縫是出現在拉尼普娜

花園（Lanipuna Gardens）
住宅區內，官員警告，幾勞

亞火山將有更多熔岩冒出與

氣體噴發現象。

15 日通報出現的新裂

縫，讓火山噴發產生的裂縫

增至 19 條。幾勞亞火山冒

出滾燙熔岩，目前摧毀了約

40 戶民宅等建築物。

火山噴發
夏威夷觀光業

失血500萬美元

論上，現實生活中現在已經演變

成了「房住要搶」的格局，主要

原因是，新房價格遠低於二手房

的房價。

歸根結底是上面提到的「五

限」，地方政府除了限購、限

售，同時還限價，房地產市場上

的二手房價格是市場形成的，房

地產開發商手中的新房價格是

地方建委（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

會） 控制的。新房價格遠低於二

手房，而且買新房還能銀行按揭

貸款加槓桿，如此形成的套利空

間令人怦然心動，即便是全款買

房也有人排隊搶購，人們認為，

買到就是賺到。

這種套利空間的形成是人為

的，也是調控簡單化的必然。有

房地產行業研究人士直言，價格

管制有用，我們研究供求關係幹

甚麼？

《華夏時報》5月13日報導，

重慶這個擁有 3000 萬人口的中

國第一大直轄市，實際的城區人

口只有 800 萬，加上 200 萬外

來常住人口，也不過是 1000 萬 
左右。

2016 年重慶的房地產銷售

面積是 2000 餘萬平方米，2017
年是 3600 萬平方米，今年 1 ～

4 月的銷售已經達到 1100 萬平

方米，不出意外的是 2018 年的

銷售恐怕也會超過 3000 萬平 
方米。

3 年接近 8000 萬平方米，

這種銷售熱度熱到連本地開發商

都害怕的地步。但是，眼下真實

情況就是「一房難求」，人們已

經形成了共同的預期——「搶」。

類似的情形在南京、杭州等

多個城市出現過。套利空間的形

成也是尋租空間形成的過程，腐

敗也就相伴而生。至今，價格雙

軌制再次出現在房地產市場。

房地產開發商任志強去年公

開表示，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受政

府操控，不是一個完全市場化的

市場。

從 2016 年底開始，以及整

個 2017 年，中國內地各大城市

樓市的調控政策一個緊接著一

個的發布，媒體報導稱，中國樓

市調控已邁入限購、限貸、限

價、限售、限商的「五限時代」。

截至目前，北京等一線城市

的房價上漲速度已放緩，但一些

二線及二線以下城市的房價出現

上漲趨勢。

同樣和「五限時代」興起的

名詞是「房住不炒」，2016 年

年底的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

次提出：「房子是用來住的，不

是用來炒的」，被媒體稱為是房

地產行業發展的最高「綱領」。

但是實際情況卻讓人感到意

外，房住不炒基本上只停留在理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綜合

報導】韓國樂天集團決定向中

國利群集團出售樂天瑪特 72
家華東地區的門店。韓聯社表

示，樂天瑪特在入華 11 年後

基本退出中國市場。

韓聯社報導說，樂天瑪

特 4 月表示，以 2485 億韓元

（約合人民幣 14.72 億元）向

物美出售北京 21 家門店。樂

天瑪特計畫上半年完成出售工

作，出售完成後，樂天瑪特

將僅剩華中、東北地區的 14
家店鋪。樂天瑪特 2007 年進

軍中國市場，2008 年起在中

國大規模的擴張。 2017 年 2
月，樂天集團與韓國政府簽署

換地協議，同意讓出集團所屬

的高爾夫球場土地，以部署

「薩德」反導彈系統。

隨後引發中國強烈不滿，

中國政府高調呼籲民眾抵制樂

天，使其在華業務遭受重創。

99 家店鋪中有 87 家關門歇

業，剩餘賣場銷售額也減少八

成以上。據推測，樂天瑪特因

「薩德」風波損失的銷售額約

為 71 億元人民幣。

「薩德」引發的風波，不

僅讓樂天瑪特遭受了巨大的經

濟損失，同時也使樂天的中國

員工遭遇了嚴重損害。失去了

工作，他們只能選擇離職或待

崗。對中國抵制樂天造成兩敗

俱傷的後果，韓國民眾普遍

認為，應反思共產主義的危

害，樂天的遭遇為韓國買下 
了教訓。

【看中國訊】電動車大廠特

斯拉（Tesla）正面臨財務虧損

及資金緊缺的困境，內部也傳出

重要高階主管跳槽及留職停薪

等消息，對公司營運雪上加霜。

而蘋果公司坐擁約 2851億美元

現金，且向來讚賞有革命性潛

力的公司，據美國財經新聞網站

TheStreet 報導，蘋果有意收購

特斯拉。

近日，特斯拉傳出多起高

層人事異動的消息，上月底半

自動駕駛系統主管 Jim Keller
轉投英特爾、工程部門總監

Matthew Schwall 跳槽到競爭

對手 Alphabet 旗下的 Waymo
公司、首席工程師 Doug Field
也選在 Model 3 趕工的關鍵時

期宣布留職停薪。

A股納入MSCI指數  
還需小心行情見光死

【看中國訊】5 月 15 日，

明 晟 公 司（Morgan Stanley 
Capital International， 簡 稱

MSCI）公布了半年度指數成

分股調整結果，234 支 A 股被

納入 MSCI 指數體系，納入因

子為 2.5%。MSCI 稱，加入

的 A 股將在 MSCI 中國指數

和 MSCI 新興市場指數中分別

占 1.26% 和 0.39% 的權重。

MSCI 指數是全球影響力

最大的股票指數， 2017 年 6
月，MSCI 宣布 2018 年 6 月

起將 A 股納入 MSCI 新興市

場指數。有分析人士指出，A
股納入 MSCI 指數後，投資者

仍需謹慎，小心行情見光死。

美元漲勢如虹      
黃金股指國債齊看跌

【看中國訊】因 4 月零售銷

售數據亮眼，市場增加了對美

國經濟的信心，由此推動美元

指數進一步上揚。 15 日突破

93 的關口，達到 2018 年以來

的最高水平。

10 年 期美國國債收 益

率上漲近 7 個基點，飆升至

3.063%，創 2011年來新高。美

股低開之後，也進一步下跌。

納指跌幅達 1.05%，道指和標

普 500 跌幅均為 0.8%。現貨

黃金跌破 1300 美元 / 盎司關口

至 1292.53 美元，創去年底以

來新低。布倫特原油 15日漲幅

一度達到 1.1%，突破 79 美元

的關口，但隨後又出現下跌。

特斯拉市值約 513億美元，

其創新能力一向為蘋果讚賞，但

因遲遲未達產量目標，以至於財

務風險越來越大。而蘋果公司市

值近 1 兆美元，財力足以解決

特斯拉的燃眉之急，且可運用其

製造業的優勢及資源推動特斯拉

的量產，使特斯拉轉虧為盈。

關注特斯拉的汽車產業分

析師 Anton Wahlman 也指出，

若蘋果有意收購，即使出價低於

特斯拉的市值，執行長馬斯克也

「絕對毫無疑問」會接受，因為

Space X（太空探索技術公司）

才是他想做的，而不是汽車生意。

據多名特斯拉內部人士透

露，蘋果已對特斯拉做了 2 次實

地查核（Due Diligence,DD），

目的正是探詢收購特斯拉的可

能性。蘋果過去的併購案金額

通常較小，例如：去年斥資逾

4 億美元收購音樂辨識服務商

Shazam。當前特斯拉市值約

513 億美元，比 Shazam 高出許

多，但蘋果手頭上有 2851 億美

元的現金，若真的「中意」特斯

拉，以財務角度而言絕對可行。

（轉載自自由時報）

財經簡訊

大陸房市價格倒掛 誰之過？ 再售72家在華門店 
韓樂天集團全面退出中國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

綜合報導】在地方政府限

價政策的影響下，中國房市

再現奇特現象，新房價格

遠低於二手房的房價。

（螺釘/WIKI/CC BY）

◇

蘋果滿手現金將收購特斯拉傳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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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民眾難養老

時評人士李沐陽日前在視頻

評論節目中，提到朋友圈裡在

熱傳著一張名叫「獨生子」的照

片，一個年輕的男子坐在兩張病

床的中間，兩張床上分別躺著他

的父母、病倒的兩位老人。朋友

圈裡很多人看了照片後回覆，說

忍不住流淚了。

數月前網上熱傳的一篇文章

〈流感下的北京中年〉，披露了

一個北京中產階級家庭，因一位

老人生病，不到 2 個月的時間

家底就被掏空。

在美國威斯康星州立大學任

客座教授的中國人口學家易富賢

指出：「中國政府過去實行計畫

生育政策的時候，政府會負責為

你們養老的。但中國老齡化問題

會越來越嚴重，政府照顧養老是

根本不可能的。」

有網民總結了官媒《人民日

報》不同時期對養老問題的宣傳

調子：它在 1985 年說只生一個

好，政府來養老；1995 年它變

成了只生一個好，政府幫養老；

到了 2005 年，它告訴你，「養

老不能靠政府」；而在 2012 年

它又改口了，推遲退休好，自己

來養老。

一方面是平民百姓難堪養老

重負，另一方面，在中國長期有

一個規模龐大的特權階層，他們

的退休待遇遠遠拋離大眾的標

準。

高官「巨資」養老

據《軍情觀察》早前解密中

共高官（中央級；正省、部級；

副省、副部級）的退休待遇，

極其驚人。文章驚呼：地球上還

有哪一個國家的官員們退休後有

如此高級待遇和享受呢？

其中，中央級離退休幹部待

遇：1、購房補貼按建築面積標

準 220 平米。 2、配專職司機兼

警衛，配醫護。 3、一年 4 次國

內休養，每次 3 週，家屬不限。

4、飛機頭等艙或商務艙 2 至 4
個座位，火車軟臥，配 3 輛轎

車或兩輛旅遊車，機場一般需

配合起飛時間。 5、酒店高級套

房，餐飲實報實銷。 6、醫療特

供全免費。

有報導說，離退休官員們如

上這些都是公開的福利，還有看

不見的福利就更驚人。單是看這

些公開的福利，細算起來每個

離、退休的省部級官員每年就要

花掉納稅人的錢達上千萬元。

另據港媒《動向》雜誌 2014
年 1 月號披露，2012 年全年，

中共退休黨政軍高官 61 萬，其

薪酬、福利、待遇總開支 7250
餘億元（人民幣，下同），相當

於同年 GDP 的 1.3%，占同年

財政收入 6.2%。這些有關資料

是在 2013 年 12 月的一次國務

院常務會議提交的。

《動向》還報導，2014 年，

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

員長、國家副主席、中顧委副主

任一級的離休高幹，公費開支

高達 3.26 億元，平均每人 2725
萬元。其他級別逐級配置，形成

龐大國庫開支。

江耗民脂民膏最甚

據報導，江澤民退位後所享

特權最奢侈，不但可以享用專

機、專列，還享受北京軍區總醫

院（現更名為陸軍總醫院）、上

海華東醫院、廣州軍區總醫院隨

時待命提供的特供服務。

江澤民退休後經常「光顧」

的行宮除了北京釣魚台國賓館、

玉泉山中共中央軍委招待所 5
號樓外，還有上海西郊賓館、上

海大公館、蘇州太湖賓館等。上

海市政府不僅為江澤民興建了高

度保密的「上海一號工程」養老

豪宅，還在瑞金賓館、浦東地區

為其修建別墅。

江澤民長子江綿恆在擔任中

科院上海分院院長期間，還在閔

行區圈取上萬畝地皮興建航天

城，江澤民一行宮就在其中。其

奢華程度、面積均超過毛澤東當

年在上海的行宮——上海西郊賓

館。

有消息人士透露，退休後，

江澤民每年有半年時間住在上

海，上述養老豪宅和別墅成為江

在上海的「地下中南海」。

2012 年，江澤民在上海居

住了 150 天，其住宿、交通等

開支由市政府列作行政開支。

期間，僅宴客的開支就超過 230
萬元，全都由公款付帳。

據 媒 體 報 導，2016 年 11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

議，審議通過了規範所謂「黨和

國家領導人」的有關待遇等文

件。文件提出：中央高層領導人

退休後，要及時騰退辦公用房；

不能超標準配備車輛、超規格乘

坐交通工具；按規定配備工作人

員等。

報導稱，有關規定從中共

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率先做起，並

分批實施。

不過，這一文件規定並未降

低退休高官的相關標準，只是規

定不能「超標準」、「超規格」

而已。原本驚人的高標準、高規

格安排並無改變。

外事委人員首亮相

中共當局 3 月 21 日將機構

改革前的「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

組」改稱為「中央外事工作委員

會」，5 月 15 日，該機構召開

成立以來的首次會議。

據官媒報導，習近平、李克

強、王岐山、王滬寧、韓正等中

共高層現身，顯示中共外交層面

的最高領導結構。

報導顯示，習近平為外事委

員會主任，李克強為副主任，王

岐山則是委員。王滬寧與韓正雖

然參加會議，但並不是委員會

成員。這項會議審議通過「中央

外事工作委員會工作規則」等文

件。

李克強反常規排名

多維網報導認為，外事工作

委員會的前身為中央外事領導小

組，人員組成基本確定為國家主

席、國家副主席擔任正、副組

長。

如在胡錦濤時期，即由胡擔

任小組組長，時任國家副主席習

近平擔任副組長；十八大後，習

近平出任組長，副組長變為時任

國家副主席李源潮。

而此次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擔任副主任，國家副主席王岐山

擔任委員，一反慣例，是一個值

得關注的變化。

分析認為，這體現目前外交

工作的規格得到進一步提升，

黨、政首腦出任外交委員會的

正、副主任，意味著外交工作的

規格與財經、國家安全等領域持

平，同時，李克強在外交領域的

角色也由此突顯出來。

王岐山或事實統領外交

由於習近平作為總書記，

李克強本身是國務院總理，台

灣中央社報導認為，這份名單

證實排名第三的王岐山負責外

事工作。

王岐山在今年 3 月人大上

獲任國家副主席，外界早就預料

王岐山可能負責對外關係，並直

接對習近平負責。有報導說，王

岐山是中日、中印關係回暖的幕

後推手，甚至在中美經貿摩擦談

判中扮演重要角色。

民眾養老無著 高官待遇驚人
民眾老無所依國家一推了之　政府高官「富享」晚年

在中國，民眾納稅供養的不僅僅是在職及退休行政官員，還有龐大的本來應由中共自己養活的黨委官員。

（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李文隆

綜合報導】面對日益嚴重的

老齡化問題，中共在民眾養

老問題上再成「甩手掌櫃」。

據官方中新網5月10日的報
導，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

會醫政醫管局局長焦雅輝表

示，老人照護將主要由社區

和家庭承擔。「養老靠自己」

正成為壓在老百姓身上的

一座大山。而另一方面，退

休公職人員，特別是退休高

官，享受的奢侈待遇全球罕

見。

再刷新貪腐紀錄
廳官貪汙超92億

【看中國訊】落馬一年的甘

肅省天水市財政局原局長、天水

市原副市長、甘肅省農村信用社

聯合社原理事長雷志強被爆貪汙

超92億，該案細節近日被披露。

《財新周刊》5 月 15 日披

露，雷志強貪汙超 92 億，案發

後，其子也被抓。雷志強的涉

案金額空前，雷志強自己交代

了 2 億多元，均不在事先掌握

之內，另外還有 90 億元的帳外

資金。

「雷志強生活之奢靡，令人

歎為觀止，抄家時各種文玩拉了

兩卡車。」雷志強的住宅將被原

樣保留，甘肅省紀委有意將其搞

成類似賴昌星的紅樓式的警示教

育基地。

前述消息人士表示，中央對

地處西北經濟欠發達地區的甘

肅，發生如此嚴重的大面積貪腐

潰爛深感震驚。

報導引發網友紛紛評論：

「原 來 民 間 叫 雷 八 億， 現 在

財新網今天的獨家調查報導

出來，原來不是八億，是雷

八十億。」

「甘肅臨夏州也請瞭解一

下，楊改蘭一家六口死得悲慘！

有這樣的官兒，老百姓能好嗎？

甘肅省內自查力度怕是不夠！中

央巡視組來給甘肅好好的『肅』

一下！」

甘肅是腐敗的重災區。中共

十八大以來，繼全國政協原副主

席、前甘肅省委書記蘇榮被查

之後，第二位的前甘肅省委「一

把手」王三運於 2017 年 7 月 11
日落馬。就在王三運近日被宣布

調查前，僅在半年內，甘肅省有

8 名廳局級官員落馬，同時還有

多名官員自殺。

外事委首開會現排名 外交重要性提升

新成立的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召開首次會議，除習近平外，李克強和

王岐山分別排名第二、第三。（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李文隆綜

合報導】新成立的中央外事

工作委員會5月15日召開第
一次會議，首度證實國家副

主席王岐山擔任委員，負責

外交工作。而中共總理李克

強首次在外事委排第二也頗

受人關注。

專家揭王滬寧「投名狀」：為馬克思招魂
【看中國訊】今年 5 月 5 日

是馬克思冥誕 200 週年。中共

舉辦高規格紀念大會，現任 7
常委全部現身。中共官媒更是

連續發文，鼓吹馬克思及其理

論。

馬克思被共產黨視為祖師

爺。對此，民眾譏諷說，中共

騙子黨再也拿不出甚麼新招

了，只好直接「鬧鬼」了。

有專家揭露，中共為馬克

思大肆招魂背後的操手，或為

中共新一屆政治局常委王滬寧。

中國問題專家陳破空披

露，文革期間，王滬寧的父親

害怕三個兒子在外惹事，經常

把王滬寧等三兄弟關在家裡，

讓他們抄寫《毛澤東選集》，或

者讀馬列書籍。在此期間，王

滬寧熟讀的著作主要是列寧著

作，這也是王滬寧的政治學基

礎。

1986 年，已在復旦大學

任教的王滬寧，連同幾個筆桿

子，被上級召集在一起，為上

海市委宣傳部撰寫宣傳材料。

王滬寧寫成 《現代化進程中政

治領導方式分析》，後來被人

總結的「新權威主義」。

同道們問：為何不直接用

「新權威主義」？王滬寧稱：

「共產黨只能公開接受一個主

義，即馬克思列寧主義。」

陳破空說，這就是王滬寧

的成名作，也是他的投名狀，

該文被送到中共中央書記處，

引起中南海注意，為王滬寧日

後的飛黃騰達埋下伏筆。

陳破空稱，時聞書生誤

國，作為御用文人和反動文人

的書生，尤其誤國。可以說，

王滬寧的思想侷限，也成了整

個中國發展的侷限。

時事評論人士橫河說，如

果沒有王滬寧的存在，三個代

表、「科學發展觀」、「習思想」

等理論體系都不會存在，因為

這些都是無中生有的杜撰，通

過王滬寧的包裝和忽悠，把矛

盾理論裝扮到自圓其說，最後

冠在中共最高領導人名下，這

正是他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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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A將送一架直升機到火星。

（NASA網頁nasa.gov）

選 擇 性 實 習 訓

練（O p t i o n a l  P r a c t i c a l 
Training，簡稱為 OPT），是

就讀於美國高等院校（本科

或研究生）、持有 F-1 簽證的

國際學生的一種工作許可，美

國允許國際學生畢業後在其

學業相關的專業工作 1 年時

間，科學、技術、工程、數學

（STEM）相關專業則更長。

《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報導，根據皮

尤 研 究 中 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份最新報告顯示，

美國政府在 2016 年批准了 25
萬 7064 份 OPT 申請，這幾乎

是 2014 年的兩倍，而 OPT 申

請在 2008 年時僅有 7 萬 9877
份。

OPT 被廣泛認為是留學生

獲取夢寐以求的 H-1B 工作簽

證的跳板。從 2016 年開始，

STEM 領域的新畢業生被允許

延長 2 年實習時間，使 OPT 對

國際學生更具吸引力。

很多美國的高校都會使用

在畢業後短期就業的機會作為

吸引國際學生的一種方式。包

括 哥 倫 比 亞 大 學（Columbia 
University）、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 和 南 衛 理 公 會

大 學（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等在內的許多大

學，都改變了對一些經濟學和金

融學學位的分類方法，以便讓畢

業生符合資格申請工作時間更長

的 STEM 領域的 OPT。

報導稱，5 月 9 日，美國

國土安全部（DHS）發布春季

監 管 更 新（spring regulatory 
update）， 移 民 海 關 執 法 署

（ICE）將提議全面改革 OPT 計

畫，以減少欺詐和濫用行為。

國土安全部還表示將制定新

規，加強保護美國雇員不會受到

國際學生留美工作的影響。

今年年初，美國公民和

移 民 服 務 局（USCIS） 修 改

了 STEM 資格準則，要獲得

STEM 領域延長兩年實習時間

的 OPT，國際畢業生必須在雇

主公司實習，而不得表面上為諮

詢公司等第三方公司僱用，實際

上卻在其他公司工作。

《華爾街日報》援引一位移

民局發言人的講話稱，為第三

方公司工作的實習方式「破壞」

了 STEM 延期的初衷，使合法

遵守 OPT 的規定變得難以確

保，並「增加簽證欺詐的可能

性」。

美留學生OPT未來或改革
NASA2020計畫 
送直升機到火星

【看中國訊】美國國家航空

暨太空總署（NASA）日前表

示，計畫 2020 年送一架直升機

到火星，這架小型、無人駕駛的

空拍機將有助增進對這顆「紅色

行星」的瞭解。這架「火星直升

機」重量不到 1.8 公斤，主體或

機身和壘球大小差不多。火星

2020 計畫預定 2020 年 7 月發

射，2021 年 2 月抵達火星。

【看中國訊】英國全球高等

教育分析機構日前公布了全球

100 個最佳大學城市排名，倫敦

奪冠。前 10 名分別是：倫敦、

東京、墨爾本、蒙特利爾、巴

黎、慕尼黑、柏林、蘇黎世、悉

尼、首爾。台灣的台北市和新

竹市也上榜，名次分別為 20 和

72。

【看中國訊】美國退伍軍

人 理 查 德． 奧 弗 頓（Richard 
Overton）今年 112 歲，居住在

東奧斯汀。出生於 1906 年的他

是美國最老、全世界第二老的男

性。他的長壽秘訣是：告訴自

己，別放棄活著！

在 5 月 11 日的 112 歲生日

慶典上，他看上去身體狀況非常

好，生活起居都可以自理，無需

別人照料。他每天要喝許多杯咖

啡，會吸大約一打（12 支）雪

茄，最喜歡威士忌和可樂。他的

長壽之道，幾乎與當今的養生觀

念毫不沾邊。

奧弗頓的朋友史蒂夫．韋恩

納（Steve Wiener）說：「他有

著獨特的幽默感，還特別喜歡開

玩笑。他總能很輕鬆的調動別人

的情緒。」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編譯】皮

尤研究中心最新數據顯示，留

美學生畢業後的OPT申請數量
迅速增長。美國國土安全部日

前表示，移民海關執法署將提

議全面改革該計畫，以減少欺

詐和濫用。

全球最佳大學城 
台北新竹上榜

【看中國記者憶文綜合報導】

從 2010 年開始，在短短兩年

內，18 到 20 名身在中國的美國

情報人員相繼入獄或被處決，中

情局（CIA）在華間諜網絡被摧

毀。

聯邦調查局（FBI）就此展

開調查。他們發現前中央情報局

雇員李振成（Jerry Chun Shing 
Lee）有重大嫌疑。 5 月 8 日，

53 歲的李振成被指控是向中共

傳遞情報的紅色間諜。造成的破

壞力之嚴重也可說是前所未有。

1992 年，李振成畢業於夏

威夷太平洋大學，獲得國際商業

管理學士，1993 年取得人力資

源管理碩士，說著一口流利的普

通話。

從 1994 年到 2007 年，李

振成為中情局工作了 13 年，期

間他擁有接觸最高機密許可權，

因此與中情局簽有保密協定。

離職後，李振成舉家遷往香

港。 2012 年，他從香港返回美

國維吉尼亞州居住。被捕前，李

振成是香港佳士得保安方面的雇

員，被捕後，他被停職。

李振成是怎樣成為紅色間諜

的？ 2010 年 4 月，兩名中共情

報人員找到李振成，表示願意出

錢讓他提供信息。法庭文件說，

中共情報人員給李振成提供了一

系列電子郵件地址，方便李和他

們秘密聯繫。至少在 2011 年，

李振成還在接收中國情報人員的

指令。

2012 年 FBI 獲 得 了 搜 查

證，在李振成到維吉尼亞州、夏

威夷旅遊期間，在他住的酒店房

間裡，發現了兩個小本兒，裡面

詳細記載著機密資料，包括線民

與中情局臥底探員會面的資料，

還有這些人的真實姓名，及聯繫

電話。全都是手寫。李振成把這

些機密泄露給中共後，當 CIA
人員與中國線人聯絡時，就被中

共當局竊聽、監禁，甚至被處

決。此後，FBI 與李振成進行了

5 次面談。 2018 年 1 月，李振

成抵達紐約機場後被捕。弗吉尼

亞州聯邦大陪審團指控他非法保

留機密信息；最新的起訴書中，

追加控告他蒐集機密資料，企圖

交給中共政府的罪名。

【看中國記者石光宇編譯】

5 月 13 日，夏威夷火山觀測局

在大島發現了一處新的火山裂

隙，並伴有熔岩噴出，附近居民

隨即被緊急疏散。新裂隙的出現

增加了人們對更大規模火山爆發

的恐懼。

據《今日美國》報導，新出

現的裂隙位於夏威夷大島的東南

端，132 號公路的西側，這是當

地自基拉韋厄火山噴發以來發現

的第 17 處裂隙。美國地質調查

局表示，新的裂隙至少有幾百碼

長（1 碼 =0.9144 米），噴濺

出的熔岩「高達數十英尺」（1
英尺 =0.3048 米）。

由於新裂隙的出現伴隨著噴

濺的熔岩和蒸汽，當局立即疏散

了位於 Halekamahina 環路上的

一些居民。夏威夷民防官員在早

上接到新裂隙的消息後，挨家挨

戶敲門叫醒民眾，幫助他們撤

離。

據夏威夷火山觀測中心的

消息，截至當地時間 15 日，基

拉韋厄火山已持續噴發 12 天。

目前熔岩裂縫已增加至 20 條，

從裂縫滲透出的大量熔岩流淌

至島上地勢較低的地區，損毀

了沿路的部分草場、數十棟民

宅等建築物。持續的火山噴發

還給夏威夷的旅遊業造成了很

大影響。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編譯

/ 綜合報導】傑瑞米．尼克斯

（Jeremie Nix）是美國佛羅里達

州馬里昂縣（Marion County）
的一名警官。他因救了一個 3
個月大的嬰兒而獲得網民稱讚。

據 CNN 報導，上週的一天

傍晚，尼克斯開著巡邏車經過一

個十字路口等待紅綠燈時，看到

一輛打開了雙閃燈的車。車內的

一名女子焦急的對他說，她的孩

子看起來完全沒有反應，她需要

幫助。

馬里昂縣警長辦公室發布的

行車記錄儀（Dashcam）顯示，

尼克斯立刻將車掉頭停在路邊，

那名婦女一邊打著電話，一邊抱

著嬰兒下了車，尼克斯趕緊從她

手中接過嬰兒，並將他放在地上

施行急救措施。孩子的母親在一

旁急得團團轉。

幾分鐘後，嬰兒還是沒有任

何反應，尼克斯並沒有給急救中

心打電話等待醫護人員來救援，

而是迅速起身將嬰兒抱在懷裡上

了巡邏車，直接開到奧卡拉地區

醫療中心，然後抱著孩子衝往急

診室。

經過醫生的搶救，孩子終於

轉危為安。醫生告訴他們，幸虧

送來及時，孩子可以完全康復。

事後，在面對 CNN 的採

訪時，男嬰的母親妮可．科羅

威爾（Nechole Crowell）說，

當時看到金斯頓沒有反應，「我

感覺有點恐慌，然後開始哭泣，

我拚命告訴我自己，他還有呼

吸。」

「我感謝上帝，我心存感

激。所以我想讓全世界知道這一

點，他（尼克斯）很了不起，

他是名英雄，不管別人是否這樣

認為。我相信，當金斯頓長大聽

到這個故事的時候，他也會認為

尼克斯是名英雄。」

尼克斯在採訪中也告訴記

者，整個過程中「我一直都在祈

禱，感謝上帝，讓我在正確的時

間出現在正確的地點，這才是

（孩子能夠得救）最正確的理

由」。尼克斯表示：「這是我職

業生涯中最激動人心的一天，雖

然經歷了最緊張的（事件），但

也是最有收穫的。」

警長辦公室說：「我們為尼

克斯警官感到自豪。他和他救回

來的嬰兒金斯頓之間，將會終生

保持一個更深的關係。」

佛州愛心警官救瀕危嬰兒

中情局紅色間諜李振成受審 夏威夷火山裂隙增至20處

在美國學習的東方留學生（Getty Images）

台灣大學校門。（Richy Li/WIKI/

CC BY-SA）

美國司法部（Sebmol/WIKI/

CC BY-SA）

5月13日，夏威夷大島發現一處新

的火山裂隙。（Getty Images）

【看中國訊】歐陽娜娜轉向踏

進演藝圈，3 年狂賺 9000 萬台

幣之後，卻遭網友們評論演技不

好，原來的音樂光環似乎也跟著

褪去，她坦承自己迷失了方向。

歐陽娜娜，2000 年出生於

臺北明星世家。有愛自己的爸

爸、媽媽和姐姐歐陽妮妮，以及

小自己四歲的妹妹歐陽娣娣，很

是幸福。

父親歐陽龍為臺灣昔日一線

演員、節目製作人，現為臺灣政

治人物，媽媽傅娟是臺灣資深藝

人，姑姑是著名歌星歐陽菲菲。

11 歲時，娜娜贏得全台

大提琴比賽冠軍，並以特優

第一名被保送進入臺灣師大

附 中 音 樂 班。 12 歲 時 舉 辦

「Only&Nana － 2012 歐陽娜娜

大提琴獨奏會」，成為臺灣「國

家演奏廳」有史以來年紀最小的

演奏家。

13 歲時，她以大提琴最小

年紀考取世界著名頂尖音樂學

校——美國柯蒂斯音樂學院（據

說全世界只招 160 人，而且原

則上不收 17 歲以下學生）。

柯蒂斯音樂學院畢業需要 9

年，娜娜只修了 2 年便休學，

轉向進軍娛樂圈。

出 演 電 影《北 京 愛 情 故

事》、《破風》，電視劇《是！尚

先生》，參加真人秀綜藝節目《偶

像來了》、《快樂大本營》《演員

的誕生》《王牌對王牌》錄製……

短短 3 年時間，狂賺了 9 千萬。

轉向離開音樂道路的她，

音樂光環似乎也跟著褪去，好多

人為她放棄在美國學習深造而惋

惜。而她自己也坦承迷茫，感到

迷失了方向。一次接受採訪時，

被問及「演技差」評價的感受，

娜娜回應道：「說難聽講，就是

自己活該，這是我自己選的嘛。」

人生最終得為自己的選擇負

責。雖然娜娜對於大提琴的喜愛

依然不減，還是期待未來能看見

更好的歐陽娜娜。

賺九千萬她自嘆迷失

歐陽娜娜是個音樂才華洋溢的美

少女。（微博擷圖）

長壽秘訣是啥  
百歲老兵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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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大選  民粹陣線勝出
薩德「進步陣線」突起讓各方跌破眼鏡   但對伊朗亦成為一大打擊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

綜合報導】伊拉克終結境內

伊斯蘭國(IS)好戰分子後的
首次國會大選於12日舉行，
根據選舉委員會公布的結

果，民粹的什葉派教士薩德

(Moqtada al-Sadr)領導的
「進步陣線」異軍突起，成

為伊拉克國會的多數勢力。

現年 44 歲什葉派領袖薩

德的突起，讓各方專家跌破眼

鏡。現任總理阿巴迪（Haider 
al-Abadi）與前任總理馬利基

（Al-Maliki）在國會的政治版

圖，將受到巨大的挑戰。而只有

44.5% 的投票率，預料將讓新

政府的籌組陷入漫長的過程。

與西方不睦

原本僅為納札夫（Najaf）
什葉派地方教派領袖的薩德，在

2003 年海珊政權遭到推翻後，

因不滿納札夫一家什葉基本教義

報紙遭到新政府禁止發行，引發

他所領導的「馬迪軍」與新政府

間劇烈的武裝衝突。美軍基於戰

後伊拉克局勢的維穩與新政府武

裝能力的薄弱，進而派兵協助當

局執行清剿。後在強勢武裝介入

下，大致平定納札夫的動亂，但

也讓薩德成為伊拉克著名的什葉

派反美領袖。由於他堅拒和解的

態度，一度甚至成為美伊急欲除

去的對象。不過薩德及其武裝勢

力在對 IS 的反擊態度上，倒是

與西方同調。

自 2003 年遜尼派海珊垮台

後，過往受大極度壓迫，擁有

60%人口結構的什葉派對於僅

擁有 18% 的遜尼派仍持續享有

不成比例的政治資源分配而極度

不滿；而戰後重建工作遲緩，社

會治安持續惡化以及失業率增

加，什葉派穆斯林和駐伊聯軍的

衝突也時有所聞。這都成為薩德

最大的政治資源，坐實薩德成為

伊拉克境內什葉派領袖的地位。

而薩德的發源地─納札夫

在 1965 年即成為伊朗精神領袖

柯梅尼的藏匿之所，直到 1979
伊朗革命那年。伊朗也因此在美

軍清剿納札夫戰役中力挺薩德的

「馬迪軍」；在宗教上，伊朗什葉

派聖城庫姆（Qom）也一度為伊

拉克什葉派民心所繫。薩德也因

而被貼上伊朗同路人的標籤。

對伊朗一大打擊

不過伊朗對敘利亞阿賽德政

權、黎巴嫩真主黨、也門青年

黨這些恐怖主義的支持，讓許多

伊拉克人民極為反感，再加上美

國重啟制裁伊朗，也讓伊拉克政

治人物警覺重新修正雙方關係的

必要性。政治敏感度高的薩德自

有此認識，也同時意識到伊朗染

指中東各國的野心，因此在這次

大選便極力淡化與伊朗的關係，

讓外界明確接受到他所要表達的

重要信息：伊拉克就是伊拉克，

但也不應受到伊朗的影響，更別

說成為伊朗的代理戰爭場地。也

因此，薩德的勝出雖讓西方在選

後處於不利的境況，但對一手扶

植伊拉克武裝力量「人民動員」

（PMF）的伊朗卻更是一大打擊。

薩德另一個能夠脫穎而出的

原因，則是他支持政教分離的政

治主張。伊拉克什葉派的宗教領

袖阿希斯塔尼就直接反對伊朗最

高精神領袖柯梅尼對於宗教治國

的主張，也深獲薩德的支持。這

不但讓他獲得民心並建立勝選

後的政府新形象，也同時衝擊到

為多數伊朗人民所厭惡的伊朗政

治生態，而其在什葉派的領袖地

位，甚或影響再度受到美國制裁

的後伊朗政治結構。

千億重建經費                 
或與西方言和

分析指出，薩德與西方的僵

持態度並不會持續太久，除了政

教分離廣為西方陣營所接受外，

因清剿伊斯蘭國戰役所造成的經

濟損失讓伊拉克背負沉重的重建

壓力，則會是薩德與西方相互修

好的主要動因。據估計，戰爭為

伊拉克帶來 457億美金的災損，

重建費用預估則為 880億美金。

這筆高達千億餘美金的籌措，還

是需要靠國際社會的支援。

所謂富貴險中求，世界銀行

一份報告宣布，伊拉克是一片投

資沃土，富含石油儲備而且有大

量的重建需求。報告的結論說：

「即使有風險，在伊拉克投資能

提供數一數二的回報率。」在當

前各國財政危機未解之前，民間

企業會是最大的資金籌募對象。

在今年 2 月 13 日在伊拉克所舉

辦的投資會議上，就湧入了來自

世界上 60 個國家的近兩千家公

司，其中包括 150家美國企業，

為各國之首。

在這種投資氛圍下，川普對

伊朗的制裁壓力發揮極致：更加

明確地與伊朗切割，會是伊拉克

新政府得以順利籌募資金的必要

條件；而西方對伊拉克政府在軍

事上的加持，則是維繫投資者意

願的最佳保證。就在當天，包括

前美國務卿提勒森在內的美伊部

長也同時舉行會談，以加強軍事

力量防堵伊斯蘭國再度崛起的宣

示，為那場投資會議做出最佳的

保障承諾。

美國之音報導指出，薩德雖

沒有直接參選，不能擔任總理，

但是他作為一個政治聯盟的領

袖，將在為組建伊拉克政府而進

行的各種談判和利益交換中發揮

重大作用。專家也指出，在現實

利益的考量下，較為務實的薩德

政權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在經過一陣磨合後，將會朝向更

為正面的外交方向前進，新政府

也將對中東政局，特別是伊朗的

地位，起到重大的變化。

伊拉克居民在14日公布選舉結果後，走上街頭高舉薩德宣傳照大肆慶祝他的勝出。(Getty Images)

馬哈地逆襲 重掌大馬政局伊朗發動火箭攻勢    以軍空襲還擊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

編譯】駐紮在敘利亞境內的

伊朗軍隊10日對以色列軍
隊在戈蘭高地基地發動了

火箭彈襲擊，導致以軍出動

空軍戰機轟炸伊朗的軍事

設施。這也是數十年以來，

以軍對敘利亞境內軍事目

標最大規模的軍事打擊行

動。

據 以 色 列《國 土 報》

（Haaretz）5 月 10 日報導，由

於伊朗軍隊在敘利亞向以色列戈

蘭高地軍事基地發射了 20 枚火

箭彈，因此，以色列軍隊對敘利

亞境內十幾處伊朗軍事設施發動

了攻擊，這也是以軍數十年來對

敘利亞境內軍事目標最大規模的

軍事打擊行動。

以色列軍方指責，伊朗革命

衛隊指揮官卡西姆．索萊曼尼

少將所指揮的 「聖城旅」 向戈

蘭高地的以色列軍隊發動了攻

擊， 這也是以色利首次直接公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

綜合報導】5月1 0日馬來
西亞大選，破天荒的由現

年9 2歲的前首相馬哈地
（Mahathir Mohamad）
所帶領的反對黨聯盟逆轉

勝，終結執政聯盟「國民陣

線」（BN）長達60年的執
政。

馬 哈 地 的「希 望 聯 盟」

（PH）與另一結盟的政黨共拿下

國會 222 席中的 115 席，成為

國會多數，同時也獲得 12 州的

505 席州議席。

就在反對黨聯盟告急之際，

高齡 92 的馬哈地處面整合並組

成「希望聯盟」。他運用策略，

與他任內收押入獄的最大反對黨

「公正黨」領袖安華取得協議，

同意勝選後立即釋放安華並交棒

退休，進而獲得安華所屬政黨的

全力支持。

勝選後的第六天，馬來西亞

特赦局將特赦案呈報國家元首並

獲同意，由馬來西亞國家皇宮於

16 日發出聲明，安華可立即洗

刷之前的罪名，獲得全面特赦，

當天立即生效，並可隨時投入政

治活動。這也是馬來西亞政治史

上的首個全面特赦案。

前總理納吉布因涉嫌「一馬

發展公司」（1MDB）的貪汙醜

聞，挪用公款中飽私囊，而身敗

名裂，導致敗選。其涉貪金額高

達 10 億美金。

他於敗選後試圖搭機離境但

是遭到海關阻擋。馬哈地表示，

他將會在短時間內起訴因貪腐而

在選戰失利的前總理納吉布。

老而彌堅的馬哈地在勝選後

顯然又重燃他的鬥志，對於退休

一事有了新的打算。

他在 15 日表示，他也許會

繼續擔任馬來西亞總理 1、2 年，

「我必須擔任總理，我必須經營

這個國家」。

開譴責伊朗向以色列開火。

以色列軍方指出，伊朗軍隊

發射的 4 枚火箭彈被以軍鐵穹防

空系統（Iron Dome air defense 
system）攔截，其餘火箭彈在敘

利亞境內爆炸，以色列軍隊在這

次襲擊中沒有人員傷亡。

以色列軍方 10 日稱，這次

空襲軍事行動目標是伊朗精銳部

隊在敘利亞境內的軍事武器庫、

後勤設施和情報中心。軍事行

動摧毀 5 個敘利亞防空系統設

施，沒有一架戰機受到襲擊。以

色列國防部長阿維戈多．利伯曼

（Avigdor Lieberman） 稱， 以

色列戰機擊中了「伊朗在敘利亞

境內所有軍事設施」。他強調，

以色列不尋求升級軍事行動，但

不會讓伊朗將敘利亞變成威脅以

色列的「基地」。

據以色列安全機構透露，自

1974 年 5月以色列與敘利亞簽署

「脫離接觸協議」（Agreement 

寰宇新聞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波頓

警告，若歐洲各國不聽從美國

總統川普所提，停止與伊朗做

生意的要求，美國準備對歐洲

企業實施制裁。波頓強調，「歐

洲將面臨美國的有效制裁」，全

看歐洲各國政府怎麼做。他表

示，歐盟一旦認真思考川普的

決定，及面臨制裁的威脅時，

歐洲終將與美國站在同一陣

營。而國務卿龐培歐此刻正與

歐洲各國進行外交協商。歐洲

企業主管私下承認，任何跨國

企業只要與美國有金融往來，

將很難積極與伊朗做生意。歐

盟各國正設法協助企業規避美

國的制裁。法國也已向美國要

求給業者更長的「退場」期。

◆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在

14 日正式遷到耶路撒冷，並承

認自 1950 年來，耶路撒冷就是

以色列首都。美國財政部長、美

國總統川普的女兒伊萬卡和女婿

庫什納親赴該地為大使館揭幕。

美國總統川普發來視頻祝賀，這

是他的大選承諾之一。川普認

為，過去 2500 年的歷史顯示，

耶路撒冷只是猶太人的國家——

以色列的首都。川普的三位前

任，克林頓、布希和奧巴馬都承

諾將大使館遷至耶路撒冷，但都

只是紙上談兵，只有川普做到

了。此舉亦向俄羅斯等國表明，

美國力量重新回到中東地區扮演

主導地位。

◆澳洲新州政府目前正對

中共贊助的「孔子課堂」提出審

核，並以「『孔子課堂』將讓學

生曝露在中國的宣傳之下」為主

題，新州教育部將重新對這個極

度爭議性的中文教學課程提出質

疑。同時也還採取行動將中共政

府出資贊助澳中小學校長的旅行

項目暫時喊停，並進行提出調

查，以確保沒有來自外國勢力的

不當影響。該旅行項目由孔子學

院主辦，並為校長們提供食宿

及赴中旅費，但校長們必須首

先表示有興趣在回澳後在學校

內設立「孔子課堂」的課程。澳

洲政府前資深情報分析師 Ross 
Babbage 曾表示：「在澳洲州政

府部門中，接受中共政府資助是

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值得緊急

審查。」

◆朝鮮進行自稱是氫彈的

第六次核子試驗後，造成咸鏡

北道萬塔山下沉了 50 公分的地

理巨變。刊登在最新一期的國

際學術雜誌《科學》一篇由美、

中、德及新加坡等科學家所做

的聯合相關研究指稱，朝鮮豐

溪里於萬塔山頂下方 450 公

尺處的第 6 次核子試驗之後，

核爆炸所產生的高溫高壓，致

使萬塔山一下子膨脹而抬高了

2 公尺，隨後又再急速冷卻收

縮，此時下沉高度卻比先前還

低了 50 公分。文中說，從爆炸

的中心點往南約 700 公尺處、

位於坑道出入口，由於收縮崩

落導致岩盤大規模崩壞。因此

推測第 6 次核子試驗的的威力

規模，達到 120 千噸，相當於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在廣島

投擲的原子彈威力的 8 倍。

◆巴黎市中心於 12 日晚發

生一名男子高呼「真主至大」後

隨即揮刀攻擊 5 人事件，殺死

一名路人並殺傷另外 4 人，警

方隨後擊斃了攻擊者。激進組織

伊斯蘭國（IS）宣稱是他們於幕

後主使這起攻擊案，而「執行此

任務是在回應（IS）攻擊聯軍國

家的呼籲」。法國檢察官莫林

斯（Francois Moli-ns）告訴記

者，有鑑於於攻擊者的「行動模

式」，警方反恐部門將會對此展

開調查。法國總統馬克龍發表推

文讚揚警察制伏恐怖分子，並

且稱法國絕不會對自由的敵人讓

步分毫。

on Disengagement） 以 來， 這

是以色列發動的最大規模的軍事

行動。

在以色列發動空襲之前，

俄羅斯已經被告知這次軍事行

動。目前，還沒有伊朗軍隊傷亡

的消息。另據敘利亞媒體報導，

以色列軍隊還襲擊了在敘利亞

戈蘭高地邊界地區附近的真主黨

（Hezbollah）和伊朗支持的武裝

力量。

在敘利亞內戰期間，敘利亞

境內與伊朗、真主黨及阿薩德政

府軍有關聯的組織，曾多次向以

色列發射火箭。在過去一個月，

德黑蘭當局也曾經發布了數個威

脅聲明。在川普總統宣布美國退

出伊朗核協議之後，以色列軍方

就曾預計他們很可能成為伊朗火

箭襲擊的目標。

在接受《國土報》採訪時，美

國國務院一名官員強調，美國支

持以色列對抗伊朗的軍事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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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條消息的關鍵在於所謂

「和習主席一起努力」，也就是

習近平介入這起個案。所謂一起

努力也就意味著習近平得為挽救

這家公司承諾一起具體的事項。

這個消息的出現是為劉鶴從 15
日開始的訪美創造一個氛圍，也

期待著從華盛頓回合的談判中有

所收穫。

我們之前的節目說過中興的

絕罰令只是川普手上的一張牌，

逼迫中共做出讓步的。而習近平

如果願意挽救中興是一定可以做

到的，問題只在於他認為這顆棋

子在他的整盤棋裡的分量有多

重，願意付出多大的代價。我覺

得從中興這事的反覆上，可以從

這麼幾個角度理解。

第一問題是，這反映了川普

的反覆無常，朝令夕改嗎？國內

的媒體給特朗普起了個外號，叫

特沒譜。經過這 1 年以來的觀

察，其實川普的反覆無常是在手

段上，而不是在戰略目標上。在

伊朗核問題、朝鮮核問題上，在

無核化這個最終目標上目前沒有

變過，在最大壓力這個戰略路徑

上沒有顛覆過。在這個過程中我

們看到了一些混亂的現象，國家

安全顧問換了兩任、國務卿也換

人，他的戰略顧問班農又被踢出

局。 1 年後回頭來這與其說是

反覆無常，倒不如說是川普是政

壇素人，在剛上任的時候沒有熟

悉可靠的班底，其團隊構成有臨

時性的色彩。在這 1 年當中主

管官員經常表達出和白宮不一致

的信號，給人以混亂感，一段時

間內走馬燈式的人事變化，體現

的是川普想貫徹他初衷的緊迫願

望，因此把和他理念有衝突的人

都清理出局。

在貿易問題上，大幅削減貿

易赤字、阻止中國大規模補貼科

技產品出口企業上、強制轉讓知

識產權等等這些問題上他還沒有

出現反覆，中興是這個過程中的

一顆棋子。

第二個問題是中興本身是否

已經脫離危機，應該說還沒有。

就如同朝鮮現在再談無核化的門

檻一定會比九 O 年代第一波美

朝談判時要高一樣；中興再度進

入市場的門檻也會更高。上一次

關於中興違規的調查，其處理結

果要給中興出口的公司必須專門

申請許可證，一次只簽發 3 個

月，到期再視情況看是否延長，

同時給中興處以巨額罰款，這次

再對它網開一面條件應該只會比

這更嚴。除了對它的出口須有專

門的許可之外，也許還會限制數

量，只把中興維持在低水平的生

存線上，以此作為監督北京協議

履行情況的一個擔保。這是我的

一個猜測，其實從川普的立場來

講，以中興和華為作為要脅，換

得習近平的讓步，再把它們作為

質押品扣在手上，其益處是要大

於把它們幹死，短期內是這樣。

而經過這一齣鬧騰，中興的競爭

力肯定也會大打折扣，它的處境

仍然相當不樂觀，甚至由於長期

只能維持基本生存和支付巨額罰

款，仍然不得已要關停相當一部

分產能及大批裁員。

第三個問題是，川普講對中

興網開一面，就意味著中美馬上

就會達成協議？當然現在臨近了

加關稅的實施截止日，第二輪談

判肯定要有一些更務實的內容，

達成初步協議的可能性比月初要

大，5 月 8 日川普和習近平通電

話也可能直接談到了中興，川普

在推文中說：「good things will 
happen。」但雙方最終立場能否

接近仍然是很有挑戰性的。這次

劉鶴來談 4 天，上次姆努欽帶

隊去中國只待了兩天，這回劉鶴

來談判的時間長很多，應該就會

涉及多一些具體內容。中興會

不會真的馬上能恢復生產，也

許要視和劉鶴的談判是否順利， 
川普的話很多時候我們不能逐字

逐句的看，有時候他的目的更像

是營造一種氛圍，放個氣球出來

敦促對方妥協。如果中興獲得一

個臨時延期的從美國進口的許可

證，延期的時間能涵蓋未來中美

談判所需要的時間，這一類的處

理手法應該是比較合理的預期。

關於中美的立場真能接近

嗎？《華爾街日報》之前報導過

月初姆努欽財長帶隊去中國之前

給中方發了一份要求清單，其中

造成分歧最大的是兩項，一項

是把中國的貿易順差兩年減少

2000 億美元，這是通過現在的

進出口貿易無法完全達到，因此

我猜美方是留了一些交換條件，

就是中國開放市場，要求在兩年

之內就要達到可以衡量的收益，

相當於抵補了在貿易赤字上未完

成的指標。

第二個分歧是停止對高科

技行業的扶持舉措，相當於對

2015 中國製造計畫做出修正，

這裡的問題在哪些產業政策是可

以容忍的？哪些會導致不公平貿

易的？需要做細緻的切分，是有

可以談的空間。比如說歐美都有

綠色能源補貼計畫，消費者買油

電混合車、安裝太陽能光伏板，

政府都給予一定的補貼。按你價

格的一定比例，購買新能源設備

的錢，政府返還給你。你家用太

陽能發的電，政府可以買去。這

種產業政策都是鼓勵民眾轉向

使用新能源，同時也是變相給

新能源企業創造更多的市場機

會。但是這種補貼是補貼消費

者，同時不區分本土企業還是外

資，就是你在我這裡設廠生產的

新能源設備都享受這個政策，以 
及這種補貼不帶來出口的競爭 
優勢。

就是說政府補貼本國科技行

業，哪些是可以接受的，哪些會

帶來不對等的競爭優勢，有大量

混亂的解釋，因此國內有大量似

是而非的文章，為甚麼這樣那樣

的手段誰誰都能用，我們不能

用。這方面的內容，等劉鶴這

回的談判有進一步的消息我們 
再來聊。

那年油菜花比往年晚開了整

整一個月，人們並沒有意識到甚

麼。那時人們還相信專家，專家

說花期推遲很正常，青蛙上街很

正常。那天我正在書房趕一篇文

章，地動時還以為家貓在腳下調

皮。直到滿書架的書往外飛，才

明白是地震。

大樓搖晃、燈桿傾斜、天邊

發出異光，總之那個景象十分特

殊，像末日降臨。我拚命衝下

樓，地面像煮沸了一樣抖動，地

面下像有無數雙手在抓腳後跟，

好不容易跟一些鄰居逃到小區外

空地……慢慢地才知道都江堰死

了很多人，北川已封路了，血漿

都不夠用了。那時我正處於一個

愛國青年的尾聲，糾結處熱情最

為猛烈，我認為報效國家的時候

到了，要用我們的血肉築起新的

長城。我到處張羅捐款後，次日

清晨與唐建光、鄭褚進到北川。

可是，我在北川一中面臨著

人生很大的一個困擾。我無法解

釋為甚麼五層高的新樓倒塌後只

有半個籃球場那麼大，而幾十年

前修的舊樓竟沒有倒塌。我也無

法解釋為甚麼樓房脆得像餅乾一

樣且建渣裡面沒甚麼鋼筋，連一

樓的學生都沒來得及逃脫。一個

婦人一直在我身邊走來走去，她

已不太哭得出聲，只指著那堆很

渺小的建渣：「看，那是我娃娃

呀，手還在動，她還沒死，但是

我扯不出來她啊……」那個情景

令人崩潰，我看得見那個女娃娃

碎花衣服的一角，還有其他孩子

的衣角，他們中很多還在動，可

按部隊命令我們不能上前，因為

過脆的廢墟不能輕易站人，否則

會引起二次崩塌。就這樣眼看孩

子們的身體還在動，與那些石頭

一起，慢慢變冷，而我們無能為

力。

在此之前我還是個愛國青

年，我相信生活的很多不幸是敵

對勢力造成的。我在球評裡寫

「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這些

總打敗中國隊的傢伙是南京大屠

殺的後裔。我罵過 CNN 長了口

蹄疫，因為蒂弗萊說中國人幾千

年來都是暴民和垃圾。我也不反

對抵制家樂福，覺得這一個側面

也可喚醒民主意識。我家離美領

館很近，99 年美國導彈轟炸我

駐南大使館時，我也在美領館外

高舉過抗議的拳頭。同年前往美

國採訪時，我寫過一句「像一枚

導彈打進美國本土」，深覺這句

子十分有力。

可站在北川學校廢墟前，我

很困惑。我還堅持過去一些愛國

觀點，但開始明白建渣裡的鋼筋

並不是帝國主義悄悄抽走的，那

些孩子也不是死於侵略者的魔

爪，而是死於自己人的髒手。我

更困惑的是，為甚麼 911 死難

者都有名字，而我們的孩子沒有

名字。我認為我們當然要用血肉

築起新的長城，可另一方面，長

城也應該要保護我們的血肉。

愛國主義應該是雙向的，單向

收費的不是愛國主義，是向君 
主效忠。

我從 2008 發生變化，如果

晚年寫自傳，我會以 2008 為基

點，在此之前我是一個混蛋。那

段時間與其他一些志願者天天在

北川山裡晃，救了一些老人和小

孩，無意發現有一所希望小學完

好無損甚至連玻璃窗都沒怎麼震

碎，最後學生們在老師帶領下翻

過三座大山逃到山外。我問過校

長和老師為甚麼出現這個奇蹟，

他們說得感謝那個監工。那個監

工是捐款企業派來的，工程兵出

身，修建過程中天天用小錘子敲

水泥柱子聽聲音，他能從聲音裡

聽出有沒有多摻沙子，圓石比

例、水泥標號是否匹配，如果不

合格就責令返工。老師告訴我，

那些日子工地上除了施工聲音就

是這個監工跟人吵架的聲音，除

因質量問題吵，就因向當地政府

追款吵。因為，企業捐助希望小

學的款都要先交當地政府掌握，

再由政府撥給具體施工單位……

最後一次吵架是關於操場的，終

於成功追款修起了操場。大地震

發生時，正是這個操場庇護了幾

百名孩子。

我問過這所希望小學是不是

用了特殊標準才修得這麼堅固。

這個監工說：不，只是按國家普

通建築標準修建的。我又得知，

這個監工監理了五所學校，在那

場大地震中奇蹟般的無一垮塌。

他說：沒甚麼奇蹟，所謂奇蹟，

就是你修房子時，能在 10 年之

前想到 10 年之後的事情。

可是他從來不能被主流媒

體宣傳，名字也一直不能公布，

後又傳出他所屬的企業其實涉

黑。前兩年的一天晚上，他打來

電話，說正在被精神病醫生治療

著，老婆也離婚了，他現在想帶

著女兒逃出四川，問我能不能幫

他遠離這是非之地，在北方找一

個工作……後來我們就斷了聯繫。

我從 2008 年開始變化，一

個人生平第一次看到無數的冤

魂，肯定會變化。我持續四年的

困惑：我們不僅不能公布那些死

去孩子的名字，也不能公布救了

很多孩子的監工的名字，這裡正

式公布他的名字：句艷東。

最近大家很愛談愛國主義。

在我看來，不要狹隘理解愛國主

義就是敢於抵禦外敵，愛國主義

更是敢於抗爭內賊，這如同你愛

你們村，不僅表現在敢於同別村

搶水源時打架，更表現平時勤懇

耕種、愛護資源、不對本村婦女

耍流氓……一方面欺負本村人

民，一方面為了財主利益勇敢跟

別村打架，這不叫愛國主義，這

叫「勇當家丁」。所以我認為句

艷東是十足的愛國者，他沒去攻

打釣魚島黃巖島，可他救了很多

孩子，他應當得到彰顯，可弘揚

名望的舞台被騙子占領著，我在

災區一月見聞，多少騙子假太陽

光輝之名橫行……我們深愛的國

家正在逆淘汰、逆宣傳、逆襲真

相，如果一個國家的愛國主義宣

傳著一些騙子，這個愛國主義本

身就是騙局。

5.13 下午再次強烈餘震，

接命令必須外撤，走了幾公里撤

到山口時正碰到央視張泉靈在時

空連線，無意中我一身雨水的形

象被攝進鏡頭。剛到山下，一個

素以厚道著稱的央視記者打來電

話：你丫真會出風頭，沒事兒你

跑北川幹嘛呀，搶我們台鏡頭。

我說：XXX。絕交至今。一月

後回京碰一著名央視仁義大哥，

聊起豆腐渣工程，我說：貪官該

殺幾個。仁義大哥深邃的看著

我：不，中國的事情要慢慢來，

否則又會亂，畢竟重建還要靠他

們呀。又過 3 年，我不小心批

評了倪萍「共和國脊梁」，該名

仁義大哥電話裡斥：你丫罵人倪

大姐幹甚麼呢，她可是好人哪！

我在香港書展調侃于丹、余秋雨

偽善，仁義大哥再斥：想不到這

幾年你變成這種人，承鵬，咱不

能只破壞不建設，不能見政府幹

的事都是錯的。

我曾經如此欣賞仁義大哥，

現在大家天各一方，形同陌路。

他那些不知是矯造還是表演的關

於公平正義的話在微博流傳著，

星光燦爛，粉絲推崇。以及類似

仁義大哥這樣的愛國者總說：不

管國家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可

我們仍要愛這個國。我覺得這是

個病句，我愛這個國，可我不能

去愛製造豆腐渣工程的政府，更

不能去愛給學校修豆腐渣、給自

己修豪華辦公樓的政府官員。

我認為我仍是一個愛國者，

可歷經 2008 年的奧運、毒牛

奶，特別是汶川大地震，我對愛

國主義重新定義。愛國主義肯

定不是一邊說是外人搶劫了我

們，一邊親自掠奪國人財富的主

義；不是一邊說惡鄰讓我們石油

緊缺，一邊派出發改委只漲不降

的主義；不是一邊號召不要讓強

盜欺負我們的母親，一邊在大地

震裡讓很多的母親被欺侮的主

義，她們看得見自己孩子的手 
還在……

中興絕處逢生 川普出啥招

寫在5.12的愛國帖 2008前我是一個混蛋

文/文昭

川普深夜發出推文，說

他和習近平正在一起努力

讓中興通訊「盡快恢復業

務」。於是又點燃了很多人

的希望，看來中興這次又能

絕處逢生、躲過一劫了。

川震廢墟下的孩子，手裡緊握著一把牙刷。（李承鵬）

文/李承鵬

那年油菜花比往年晚

開了整整一個月，人們並沒

有意識到甚麼。那時人們

還相信專家，專家說花期

推遲很正常，青蛙上街很

正常。那天我正在書房趕

一篇文章，地動時還以為

家貓在腳下調皮。直到滿

書架的書往外飛，才明白 
是地震。

美國總統川普13日發推文說，

他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將一起

努力讓中興通訊「盡快恢復業

務」。14日，川普再次發推，

疑解釋放生中興的4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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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治病的藥，還是滋補

的藥，都不可能「一日三餐」地

吃。唯有陳皮，「一日三餐」都

可食用。

陳皮的營養價值

1、健脾開胃

陳皮因其燥溼的特點，常與

人蔘、白朮、茯苓等配合使用，

具有健脾開胃的作用，尤為適合

脾虛飲食減少、消化不良者食

用，惡性嘔吐者也適合食用陳

皮。但需要注意的是，胃寒嘔吐

應將陳皮與生薑同用；胃熱嘔

吐，可將陳皮與竹茹、黃連等藥

同用。

2、行氣化痰

陳皮苦溫燥溼，配伍蒼朮、

厚朴同用，可用於溼阻中焦、脘

腹痞脹、便溏泄瀉，以及痰多咳

嗽等症，起到行氣化痰的作用。

若是將陳皮與半夏、茯苓同用，

可燥溼化痰，為治溼痰壅肺、痰

多咳嗽的常用要藥。

3、行散肺氣

陳皮辛散通溫，與木香、枳

殼等配伍使用，長於理氣，能入

脾肺，可行散肺氣，適合肺氣擁

滯、胸膈痞滿及脾胃氣滯、脘腹

脹滿等患者食用。

陳皮的功效

具理氣降逆、調中開胃、燥

溼化痰之功。主治脾胃氣滯溼

阻、胸膈滿悶、脘腹脹痛、不思

飲食、嘔吐穢逆、二便不利、肺

氣阻滯、咳嗽痰多，亦治乳癰初

起。經多年研究，現已知陳皮具

有許多藥理作用。

1、對消化系統的作用

陳皮所含揮發油，對胃腸道

有溫和的刺激作用，可促進消化

液的分泌，排除腸管內積氣，具

有芳香健胃和驅風下氣的效用。

2、對心血管系統的作用

陳皮煎劑、醇提物等能興奮

心肌，但劑量過大時反而出現抑

制。另外，它還可使血管產生輕

度的收縮，迅速升高血壓。陳皮

中的果膠對高脂飲食引起的動脈

硬化也有一定的預防作用。

3、對呼吸系統的作用

陳皮所含揮發油有刺激性被

動祛痰作用，使痰液易咯出。陳

皮煎劑對支氣管有微弱的擴張作

用，其醇提物的平喘效價較高。

4、對泌尿生殖系統的作用

陳皮煎劑可使腎血管收縮，

尿量減少。

5、抗炎作用

陳皮煎劑與維生素 C、維生

素 K 並用，能增強消炎作用。

6、對血脂的影響

橘皮果膠對實驗性高血脂

動物，能明顯減輕和改善 AS 病

變，延長 AS 大鼠的存活時間。

適宜人群；理氣健脾，燥溼

化痰。用於胸脘脹滿，食少吐

瀉，咳嗽痰多。禁忌；氣虛體

燥、陰虛燥咳、吐血及內有實熱

者慎服。

陳皮在中國的使用史非常悠

久，不僅能入藥，還能煲湯、入

茶、做菜等，可以稱得上是養生

的「百搭小能手」。無論是美容

養顏的豬腳湯還是大補的老鴨

湯，都可以加一味陳皮，不僅養

身，而且口感會更佳。

1、清除搪瓷茶杯中留下的

茶垢和咖啡漬，可在杯內壁塗

上牙膏後反覆擦洗，一會兒就

可以光亮如初。

2、寫鋼筆字時，如寫錯了

字抹點牙膏，一擦就淨 ; 電熨斗

用久了，會在底部留下一層煳

鏽，可在電熨斗底部抹上。用

牙膏擦拭不鏽鋼器皿的表面，

就能使其光亮如新。

3、水龍頭下方容易留下

水鏽和水垢，塗上牙膏進行擦

洗，很快就能清理乾淨。

4、銀器久置不用，表面會

出現一層黑色的氧化層，

只要用牙膏進行擦拭，即可

變得銀白光亮。

5、衣服染上動植物油垢，

擠些牙膏，輕擦幾次，再用清

水洗，油垢可清除乾淨。

6、擦皮鞋時，將少許牙膏

和在鞋油中擦拭，皮鞋更光亮。

7、手電筒的反光鏡日久

發黑，用細紗布沾少許牙膏輕

擦，就可使其光亮如新。

8、清洗魚後，手上總會留

下難以去除的腥味兒，先用肥

皂將手洗淨，再抹上牙膏反覆

搓擦，用清水洗淨後腥味兒就

去除了。

9、可去除手錶表面劃痕。

用少許牙膏塗於手錶表面，用軟

布反覆擦拭，即可將細小的劃紋

除去。

10、去衣櫥鏡上汙跡。可

用絨布抹點牙膏擦拭即除。

11、衣服上的墨跡如果不

大，可用牙膏反覆揉搓，清水沖

洗，即可除去。

12、用牙膏貼畫，既牢靠

又不損壞牆壁。如要取下，只要

用水溼潤張貼部位，就可以很容

易地取下來。

13、燉煮東西時一不小心

常會溢出鍋外弄髒灶台，這時可

將抹布浸在熱水中，擰乾後蓋在

灶台的焦垢上，讓它悶一會兒，

不久汙垢便會軟化浮起。之後，

只要用尼龍洗碗布蘸牙膏用力刷

除汙垢，再用抹布擦乾淨即可。

14、家中若有頑皮的小

孩，稍不注意便會在地毯、牆

壁、沙發或門上塗鴉，有礙觀

瞻。由於孩童用的多半是蠟筆，

這些顏色的成分多半含蠟或油

脂，只要用溼抹布醮點牙膏擦

拭，便能清除塗鴉。

15、吃葡萄時，先拿剪刀

剪到根蒂部分，使其保留完整顆

粒，並浸泡稀釋過的鹽水，達到

消菌的效果，沖洗乾淨的葡萄表

面還殘留一層白膜，可擠些牙

膏，把葡萄置於手掌間，輕加搓

揉，過清水之後，便使葡萄完全

晶瑩剔透，吃起來更安心！

陳皮養生大功效天然
良藥 

牙膏的15個另類用途

奶粉有效防潮小技巧

將蘸有適量白酒的脫脂棉，

放在奶袋的開口處，然後將袋口

紮緊，放到儲物箱裏能保存 1 個

月。因脫脂棉可以阻隔空氣，而

酒精則可以殺滅細菌，以後再有

開封的奶粉可以用使用這個小

技巧就能能儲存較長時間啦。

 蔬菜保鮮小常識
首先用大白菜葉包裹著青

菜，這樣可以可以保鮮數天，

但前提是蔬菜不要沾到水。還

有一個技巧就是用白電腦紙包

裹蔬菜，然後放入塑料袋中，

注意塑料袋不要扎口，重點是

蔬菜不要沾水哦。

襯衣上的汙漬清除

大多數衣服在衣櫃裏放

久了，可能是因除臭劑的關

係，有時會出現一塊塊的黃色

汙漬。這個時候就可以把小蘇

打、雙氧水和清水混合在一起

清洗衣物，這樣就可以去掉討

厭的黃色汙漬了。如果是汗漬

的話，可以用檸檬汁去除汗漬。

   如何清除 
 運動鞋裏的氣味
可以在鞋子裏放小蘇打，

這樣可以防止腳臭的味道。最

後可以試試撒上爽身粉，也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減輕腳臭。

吃了太辣的東西 
如何緩解

如果平常吃了非常辣的東

西，受不了辣的時候，就往嘴

裏放上少許鹽，含一下，漱下

口，就不辣了！

16種?了嗎

你會

【看中國訊】明代著名

醫學家李時珍說：「橘皮，苦

能瀉能燥、辛能散、溫能和、

其治百病，總是取其理氣燥

溼之功。同補藥則補，同瀉

藥則瀉，同升藥則升，同降

藥則降。」其功效之變化在

四季湯品的搭配中可窺見一

斑，春食清淡、夏食甘涼、秋

食生津、冬食溫熱，飲食因四

季而變，養生因四季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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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牆倒臥式」 
有效瘦腿

「靠牆倒臥式」號稱是最有

效的瘦腿絕招，動作超簡單，

只要持之以恆，每天堅持做上

10 ～ 15 分鐘，不但可以讓您擁

有一雙纖細的腿，對健康也很有

幫助。

據說這個瘦腿法在韓國非

常風行，許多女生從初中開始

就每晚力行，所以腰細腿長者

眾多。

首先，在床上躺好，抬起

雙腿，盡量保持 90 度，垂直貼

緊於牆面上。如果身體比較僵

硬的話，雙腿可以離牆面稍微

遠一點；如果肌肉僵硬不易做

好，也可以預備一個大枕頭作

為緩衝。

然後，您不妨輕鬆的閉目

養神，將注意力集中在呼吸

上，並且感受到自己的大腿骨

和腹部重心都從骨盆的後方滲

透到軀幹，保持此姿勢 10 ～

15 分鐘左右；再放下兩腿，彎

曲膝蓋，讓雙腿踩住牆面並且

抬高臀部；最後放下臀部後，

呼氣，再坐起來。

專家指出，此法如果在大自

然的環境中施行，瘦身的效果會

更理想。因此，建議您想像自己

躺在綠油油的草坪上，體會身歷

其境的感受，對於心情的舒緩也

有幫助。

此外，每次以不超過 15 分

鐘為宜，時間太長的話容易使腿

部發麻，如果姿勢錯誤還可能會

增加脊椎的壓力。

身體可得到很多好處

1. 促進肝腎排毒：能促使

血液迅速流回肝和腎，給予重新

解毒、排毒。

2. 護心、穩定血壓：緩解

心胸鬱悶，幫助心臟和血壓恢復

正常功能。

3. 降血脂、穩血糖：抬腳

時流汗有助於將體內酸性毒素排

出，使血脂肪自然燃燒，也能穩

定血糖，改善脾的功能。

4. 護脊椎、防關節退化：

脊椎保持水平，氣血通暢，對於

脊椎和關節都有很好的保護作

用。

5. 舒緩心情、幫助睡眠：

當思緒專注在有規律的緩慢呼吸

上的時候，心情得以放鬆，可以

幫助失眠的人入睡。

6. 緩解腿部疲勞：能放鬆

雙腿和臀部，使肌肉的緊張感消

除。

7. 舒緩神經系統疲勞：身

體充分放鬆，搭配緩慢規律的呼

吸，能促進消化，迅速去除疲

勞。

8. 緩解大腿和腳部水腫：

促進體液流通，緩解身體水腫等

不適，適合低血壓或每天必須久

坐的人。

當然，事後努力減肥瘦腿，

遠不如事前控制食慾的效果好，

如果可以，美食當前要「三思而

後行」，少攝取一些熱量，自然

就少減一些肉！

想要擁有修長的腿部曲線，

建議您先透過有氧運動來甩掉脂

肪，再認真伸展腿部肌肉，然後

抬腿來舒緩放鬆，既甩肉又健

康。

說到「長壽」，是古今

中外世人的追求，根據世界

衛生組織在日內瓦發布的一

項《2016世界衛生統計》報
告指出，全球人均壽命 71.4
歲，而德國人均壽命竟有

81歲，超越全球人均壽命
10歲！

文 / 白亦方　圖 / FOTOLIA

值得探討的是：130 年前德

國人的人均壽命，男性僅有 35
歲，女性也不過才 38 歲，為甚

麼如今德國人這麼長壽呢？

愛吃大蒜

眾所周知，大蒜是養生抗癌

的好食材，有「天然抗生素」美

稱，所含的大蒜素能夠抑制細菌

的繁殖和生長。

德國人愛吃大蒜是出了名

的，大蒜餐館、大蒜專賣店林

立，各種大蒜食品的吃法也十分

多樣化，有不少人甚至一天三餐

都要吃大蒜，· 大蒜中含有 400
多種有益身體健康的成分，想

要長壽，多吃大蒜準沒錯。

喝水果綠茶

綠茶中含有綠茶素，多喝綠

茶能幫助預防心腦血管疾病、降

低罹癌症的風險、抑制腫瘤擴

散、降低癌細胞轉移的機會。德

國人很喜歡喝咖啡，近幾年也愛

喝綠茶，加入不同的水果不僅增

加健康，也憑添風味，例如：加

蘆薈成為蘆薈綠茶；加乾草莓變

成草莓綠茶等。

每週五都吃魚

根據許多研究指出，吃太多

紅肉不利健康，而魚類蛋白富含

蛋氨酸和牛磺酸，可降低高血

壓、腦卒中、直腸癌的發病機

率；魚油富含不飽和脂肪酸，也

能幫助降壓。

因為耶穌基督是在星期五受

難，因此教徒們每週五都不吃肉，

德國人就選擇吃魚來取代肉類，

這種不論是家裡、餐館、公司或

學校食堂，週五「強制」吃魚的習

慣，已經成為一種全民飲食風氣。

從小喝牛奶

牛奶營養豐富，是補鈣的好

食品，德國人從小就喝大量牛奶

長大，連烹調菜餚也習慣加入

牛奶，類似中國人的「勾芡」作

法，根據統計，1 個德國人每年

要喝掉大約 85 公斤的牛奶，堪

稱世界之最。

德國人一向比較注重飲食健

康，早餐也保持了最簡單的營養

搭配——牛奶加蜂蜜，給德國人

帶來一天的好精神。

每天「站比坐多」

「久坐」影響健康，其壞處

即使經常運動也不能抵銷，更增

高罹患肺癌、結腸癌、子宮內膜

癌等疾病的風險。

德 國 是 著 名 的「啤 酒 之

鄉」，但是中年人的啤酒肚卻逐

年減少，原因就是德國人工作的

時候經常站著，包括：站著辦

公、站著開會等，不但可以減

肥、活動身體，也能減少腰椎不

適的症狀，甚至有的小學也採取

站著上課的方式。

傳統愛好：散步

散步有不少好處，能夠減

重、保護骨骼、紓解工作壓

力，還可以增加血管彈性、改

善血液循環、提高心臟工作效

率等。

大約 2/3 的德國人每週至少

會從事 2 次體育鍛鍊，散步是

他們的傳統愛好，大部分成年人

每天至少會散步 15 分鐘。尤其

是每週日的午餐後，更是德國老

人的「散步日」。

不比吃穿 會自我放鬆

德國人擁有樂觀積極的心

態，平時吃飯、穿衣都很隨意，

不會與人攀比，而心情開朗、心

態健康也讓他們獲得身體上的健

康。

德國人的工作壓力不小，但

他們對自己的生活滿意，多數都

不想背負貸款去買房子，很多人

一輩子都租房子。

休息日不能被打擾

德國人工作態度嚴謹認真，

非常重視休閒生活。很少有人會

選擇在週末、假日加班工作，更

不會在週末還去應付客戶，當然

也就沒有出現「過勞」的情形發

生。他們深信充分的休息才能使

人徹底充電、恢復活力。除非遇

到緊急事件，不然也不會在平日

的晚上 7 點鐘以後，或週末、

假日打電話到別人家中。

退休也不閒著

德國人的退休年齡平均是

63 歲，但許多老年人主動延後

退休。即使退休了，德國老人也

不想「享清福」，他們會為自己

安排充實的退休生活，做自己想

做的事，完成年輕時未實現的夢

想。也有一些老年人會在德國街

頭，專門為外國人指路或為盲人

讀報等，讓生活充滿樂趣和幸福

感。

不隨便買藥吃 吃藥遵醫囑

中國人愛吃藥，濫用藥物的

後果使得罹患腎臟疾病的人口增

多，其實，「是藥三分毒」，藥物

應該在不得不用的時候才服用，

否則在身體累積多了，可能會造

成肝臟、腎臟的損傷。德國人不

隨意買藥來吃，須要服用藥物的

話，也嚴格遵照醫生的囑咐。

養生
之道 德國人10大長壽秘訣

腿向上靠牆式 瘦腿又健康美容
強身

大蒜是養生抗癌的好食材。

從去年年底尾牙、

冬至、聖誕節、親友聚餐

到今年的元旦、新年、元

宵節⋯⋯連續吃喝玩樂下

來，體重計上的數字著

實令人心驚！轉眼間春天

就來了，身上的贅肉藏不

住，怎麼辦呢？

文 / 心荷　圖 / FOTOLIA

腿與身體
盡量保持
90度。

冼
慧成功診治

來自廿九年的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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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7.352.3152（英、國） 403.614.1825（國）
#109, 2308 Center Street NE Calgary  |  inf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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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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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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蕹菜常見於東南亞、台灣及

中國中、南部各省，各地叫法不

同：有空心菜、通菜、甕等。其

中，空心菜之名，是因為蕹菜的

莖部中空，這個名字還曾經出現

在一個著名的傳奇故事中。

在中國經典小說《封神榜》

中有一段比干剖心的故事。當時

紂王因為寵幸被狐狸精附身的妲

己而昏庸無度，忠臣比干頻頻勸

諫，終於惹惱了紂王，要他挖心

證明忠心。

姜子牙早就預知了事情的發

生，事先給了比干靈符，讓他貼

在傷口上，暫時保住了他的命，

但要他立即策馬狂奔，離開京城

 Tip3

文 / 山平

  如果聽過比甘剖心與空心

菜的故事，日後吃蕹菜，必想

起這個故事。 蕹菜
食材的故事

 Tip1 

文 / 邊吉

菇類種類多，烹調也多變化，

煎、炒、燉、炸，都能品嘗菇

的好味道。

生鮮的菇類

氣味清香，色澤自然。杏

鮑菇具有粗大的傘柄，肉

質較肥厚，鮮度愈高，觸

感愈硬，且具有彈性。

食用菇類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菇類

的普林含量，雖遠不如內

臟、海鮮高，但仍比一般蔬

菜高。同時，菇類纖維粗，

食用時，宜細嚼慢嚥。

廚房小幫手

煎蛋鍋

早餐吃一顆煎蛋，營養美味兼

具。準備一支專門煎蛋的小尺

寸平底鍋，約 1至 2顆蛋的容

量。如此，用油量較少，後續

清潔也更省事。同時，鍋子附

手把，一手拿鍋，一手拿鏟，

翻面與盛盤都更順手。

巧用廚房工具 
 事半功倍

文 / 美里

在那些忙碌的時刻，用起來

順手的廚房工具，不僅讓人

忙中有序，展現好手藝；也

彰顯生活的智慧，令烹調更

多樂趣。

鮮菇
好味道

品
嘗

作法

 備料：鮮蝦去殼、腸泥，洗
淨瀝乾。青蔥切段。杏鮑菇沿

長向切厚片。蒜頭拍破備用。 

炒鍋乾鍋，以小火燒熱 1大匙油，
加入蒜頭，煸出香氣，取出蒜頭。轉

中火，下蝦子，煎至蝦子收縮成 C字

型，取出備用。

原鍋，放入蔥白及杏鮑菇，翻炒
均勻。加點水，蓋鍋，煮透杏鮑菇。 

加入生抽，翻炒均勻，加入鮮蝦、
蔥青、香醋，翻炒均勻。酌量以鹽調

味，起鍋前灑上香油。

杏鮑菇 300g、鮮蝦 6尾、青蔥 2株、

蒜頭 3瓣。

調料：生抽 1/2大匙、香醋 2小匙、

香油少許。

食材

杏鮑菇纖維豐富，依照不同烹調

方式有不同切法。用來煮湯，建

議切成滾刀狀，能更快釋放菇類

的甜味，增加湯頭鮮美程度。如

果是快炒，用手撕小段，或是切

片都可以使口感更好。

炒杏鮑菇1

作法

備料：米淘洗乾淨。雞肉切丁，拌
入醃料備用。磨菇切片、洋蔥切丁、

蒜頭切末備用。

炒鍋乾鍋，以小火燒熱半大匙油，
下雞肉，煎至表面金黃備用。

原鍋煸香蒜末、洋蔥、蘑菇，加入
米，拌炒均勻，移到電鍋內鍋。放入

雞肉及高湯。外鍋放 1杯水。按下開

關，開關跳起，燜 20分鐘即可。

飯攪拌均勻，以鹽、胡椒粉調味。

蘑菇 6朵、白米 2杯、雞腿肉

200g、洋蔥 100g、蒜頭 2瓣、雞高

湯 1.5杯。

醃料：醬油 1大匙、料酒 1大匙、白

糖 1小匙。

食材

每種菇類，都具有獨特的香味及

咀嚼感，在日常料理中，適量地

使用各種菇類，不僅可以為菜餚

增加風味，並有助於降低肉類與

脂肪的過度攝取，並提供飽足感。

洋菇炊飯2

洋菇

外 觀 晶 瑩 飽

滿，鐵質與蛋

白質含量高，

採收後會開始

氧 化 顏 色 變

深，建議購買

回家後盡快烹

調食用。

新鮮菇類

美味調料

做飯燒湯

滋味俱佳

研磨缽&杵

湖南人用缽擂辣椒；日本人用

缽磨芝麻；意大利人有搗青醬

的傳統。這些缽的造型及實際

使用或許不盡相同，但其共同

點就是利用杵及缽的撞擊、摩

擦、搗碎、磨細食材，充分釋

放食材的風味。

刨絲器

專業廚師認為：不同刀法會帶

來不同口感及味道。以工具取

代用刀，可以短時間達到精湛

刀工的效果。例如：使用刨絲

器，可以輕鬆備出完美的紅蘿

蔔絲，用來生吃、炒或煮湯，

都將有更好的口感。

夏天當季的

蕹菜，莖葉

較細嫩，適

合清炒，口

感爽脆。

 Tip4

 Tip2

漏勺

廚房裡瀝水工具不可少，從煮

麵、水餃的漏勺，蔬果的瀝水

架，到海鮮肉類的濾水墊，只

要工具齊全，食材準備會更到

位，不會有多餘的水分稀釋醬

料、湯頭。同時，做菜的流程

會更順暢。

整
版

圖
片
：

fotolia

作法

備料：豆腐切小塊。柳松菇去蒂
頭，一朵朵分散。青蔥切末備用。

味噌放入小碗中，沖入適量冷開水
調開均勻（水量足以化開味噌即可）。

高湯以中火煮滾，放入豆腐，煮
滾，轉小火，續煮約 5分鐘（視喜歡

的豆腐口感決定煮湯時間長短）。

柳松菇以水沖洗，瀝乾水分。爐火
轉中大火，放入柳松菇，攪拌均勻，

轉回中火。

續煮滾，加入味噌、蔥末，攪拌均
勻，即刻離火。

柳松菇 150g、豆腐 150g、昆布柴魚

高湯 600cc、青蔥 1株。

調料：味噌適量。

食材

理想的烹調方式之一是煮湯，形

狀細長的菇只要在湯裡汆燙幾

秒，即可為湯頭增香；菇類使用

數量也不用多，就能大大提升湯

料理的鮮度。

柳松菇味噌湯3

兩千里，只要不回頭，即使無心

也可以不死。

比干依照姜子牙吩咐行事，

沒想到痛恨比干的妲己卻變身成

賣菜老婦，在路上叫賣空心菜。

比干禁不住好奇，停住馬問她：

「菜沒有心可以活，人沒有心

呢？」妲己回答：「人沒有心就

死了。」比干聽到這句話，心一

驚，立刻倒下死了。

呼應以上故事，空心菜的確

可以活，而且種植容易，生長快

速。空心菜可以種在土裡、養在

水裡，生長期很長，且耐高溫。

空心菜不耐寒，所以冬季產量

少，也不好吃。

空心菜盛產於東南亞，例

如：在泰國料理的菜單中，少不

了蝦醬空心菜，以蝦醬快炒空心

菜，鹹香開胃，讓人不禁想多吃

一碗飯。因為空心菜本身沒有特

殊的味道，是很能表現醬料特色

的食材。除了蝦醬空心菜，也有

地區是以豆腐乳、沙茶醬配合炒

空心菜。

空心菜因品種不同，口感差

異很大，有人喜歡吃葉，也有人

只吃梗。湖南人煮空心菜，葉、

梗分開煮。其中，炒梗特別精

彩，辣椒、豆豉爆香後，放入切

的比蒼蠅頭再大一點的空心菜

梗，快炒斷生，沿鍋邊淋一點醬

油，快速翻炒均勻，就可以香噴

噴的起鍋了。火候掌握得好，菜

梗青翠爽脆，口味香辣甘醇。

夏天是空心菜的季節，空心

菜特別好吃。如果想吃得清淡

點，空心菜煮湯，加點小魚乾，

就非常鮮甜解渴，是夏天好湯。

家裡如果有新鮮辛香的蒜頭，單

以蒜末清炒空心菜，一起鍋，蒜

香四溢，就夠引人垂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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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
神蹟總在
大難時顯現

C8
夢醒—
黛玉後轉

唐朝白居易《琵琶行》詩︰

「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

茶去。」意思是說，商人重利不

重情，常常輕易別離，上個月又

到浮梁做茶葉生意了。

那麼，為甚麼從事買賣的人

又稱為「商人」呢？

「商人」這一稱謂，源自於

古代的商朝。據《史記 ‧ 殷本

紀》記載，殷的始祖是契。他的

母親簡狄，在河邊吞吃玄鳥掉下

的蛋，因而生下了契。契長大

後，幫助禹治水有功，舜帝任命

他為司徒，後被封在商地。商族

後來成為強大方國，成湯在伊尹

輔佐下，滅夏，建立商朝。

契封於商，商是地名，商族

之名從商這個地名轉為朝代名

稱。商王盤庚遷到新都城時，甲

骨文中把新都稱為「大邑商」。

周滅商後，為表示對商人的輕

編輯整理 / 心語

詞人園中散步，見梅花綻放於皎潔

月光中，有感而發，作詞賦之。

為甚麼從事買賣的人稱為「商人」？

姜夔（西元 1155∼ 1235），字堯章，號白石道人。
他是繼北宋蘇軾後難得一見的通才，不單善於詩詞、書法，

對於音律更是精通。他終身未仕，以四海為家，

與當時的名士辛棄疾、陸游、范成大等互相往來，以唱和為樂。

編輯整理 / 林楓

〈暗香〉

舊時月色，算幾番照我，梅

邊吹笛。喚起玉人，不管清寒與

攀摘。何遜而今漸老，都忘卻春

風詞筆。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

入瑤席。江國，正寂寂。嘆寄與

路遙，夜雪初積。翠尊易泣，紅

萼無言耿相憶。長記曾攜手處，

千樹壓西湖寒碧。又片片、吹盡

也，幾時見得。

〈疏影〉

苔枝綴玉，有翠禽小小，

枝上同宿。客裡相逢，籬角黃

昏，無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慣胡

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

佩環、月夜歸來，化作此花幽

獨。猶記深宮舊事， 那人正睡

裡，飛近蛾綠。莫似春風，不

管盈盈，早與安排金屋。還教

一片隨波去，又卻怨、玉龍哀

曲。等恁時、重覓幽香，已入

小窗橫幅。

〈暗香〉、〈疏影〉二詞寫

的是梅花。張炎在所著《詞源》

暗香疏影真佳境

白石道人曾有歌

南宋名士范成大評姜夔「翰

墨人品，皆似晉宋之雅士」，

觀其詞風亦如其人，張炎則評：

「姜白石詞如野雲孤飛，去留 
無跡。」

他的著作《白石道人歌曲》

是流傳至今的唯一一部帶有曲譜

的宋代歌集，保存了宋詞的音調

及唱法，被視作音樂史上的稀世 
珍寶。

在這本書收錄了十七首姜夔

的譜，其中的〈暗香〉、〈疏影〉

為其代表作。

《白石道人歌曲》序篇有言：

辛亥之冬，予載雪詣石湖。止既

月，授簡索句，且徵新聲，作此

兩曲。石湖把玩不已，使工伎

隸習之，音節諧婉，乃名之曰

〈暗香〉、〈疏影〉。現錄之如下：

中說：詩之賦梅，惟和靖一聯

而已，世非無詩，不能與之齊

驅耳。詞之賦梅，惟姜白石〈暗

香〉、〈疏影〉二曲，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自立新意，真為絕唱。

這二首詞是姜夔客居友人

范成大宅邸時所作，據聞，當時

他在花園散步，見園中幾許梅

樹配合著皎潔的明月，在雪中更

顯得美麗，有感而發，因而作詞 
賦之。

姜夔身處在南宋的和平時

期，當時朝野與百姓們一片歌

舞昇平，然而他的作品除了展

現了他個人清幽、浪漫的意境

及典雅的詞風外，也表現了思

念國破家亡之痛，比如有一首

〈揚州慢〉，這樣寫道：

〈揚州慢〉

淳熙丙申至日，予過維揚。

夜雪初霽，薺麥彌望。入其城則

四顧蕭條，寒水自碧，暮色漸

起，戍角悲吟。予懷愴然，感慨

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巖老人以

為有〈黍離〉之悲也。

淮左名都，竹西佳處，解鞍

少駐初程。過春風十里，盡薺麥

青青。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

木，猶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

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賞，算而

今、重到須驚。縱豆蔻詞工，青

樓夢好，難賦深情。二十四橋仍

在，波心蕩、冷月無聲。念橋邊

紅藥，年年知為誰生？

餘音

繞梁

當時適逢宋孝宗淳熙三

年（西 元 1176 年）， 在 此 之

前，金國皇帝完顏亮率六十萬

大軍南下侵宋，於采石磯遭江

淮參軍虞允文大敗。不久後，

宋孝宗即位，力圖振作，除下

詔為岳飛昭雪，追復其為鄂國

公外，更命老將張浚主持北伐

大業，然因秦檜專政近二十年

間，忠臣良將已幾乎誅除殆

盡，岳家軍已離開歷史舞台，

已幾無可用之將、兵，只能望

江興嘆。姜夔路過揚州城，看

見城內、城外滿目瘡痍，撫今

追昔，感慨萬分，於是寫下這

詞，以抒傷時感懷之情。

姜夔除了在作品中體現出宋

朝文人「忠」的風骨外，他還積

極於音樂教化。他曾上書朝廷論

作雅樂，又做《大樂議》、《琴瑟

考古圖》呈獻給朝廷，希望復興

遠古時期的禮樂之風，讓人們能

從音樂中體現神的偉大，進而能

修持自身，最後得到神的救贖。

蔑，便用商都附近商王的田獵

區「殷」地之名稱呼商都，於

是商朝被稱為殷朝、殷商及殷

人、商人。

據專家考證，從出土的甲骨

文及殷墟遺物中發現，殷商時期

即已大量使用貝幣，有來自各地

的商品，商業往來發達。如《尚

書 ‧ 盤庚中》孔穎達疏︰「貝

者，水蟲，古人取其甲以為貨，

如今之用錢然。」大意是說，貝

類是水生動物，古人拿它的殼作

為貨幣，就是現在用的錢。

貝幣的計算單位為朋，「朋」

的古字原意是一串或兩串相連的

「貝」，相傳五貝為一串，兩串

為一朋。如《詩經 ‧ 小雅 ‧ 菁

菁者莪》︰「既見君子，錫我

百朋。」故商代的甲骨卜辭多見

「貝朋」、「取貝」、「錫貝」等

語，青銅銘文常見「貝十朋」、

「錫貝五朋」等紀錄。

商朝農業進步、手工業發

達，商品交換頻繁，貨幣的使

用，間接輔助商業發展，促進商

貿活動。此外，甲骨文中也有

舟、車之類的象形字，足證當時

主要的交通工具為車和船，也為

商品交流提供了便利性，交易範

圍更廣、更遠。

另據《尚書‧酒誥》中載，

殷商遺民「肇牽車牛，遠服賈

用」，從事商業活動。由此可

見，商朝滅亡後，殷商遺民失去

土地，謀生困難，過著被監視的

揚州風光圖：FOTOLIA

ILLUTRATION: WINNIE WANG

生活，為了生存，因此就靠商朝

的經商傳統，往來各地販賣貨

品。

由於商民善於做買賣，人們

就習慣的將從事買賣的人稱為

「商人」。因此，後來有商（職

業）出於商（朝代），商人（從

事買賣的人）出於商人（殷商

遺民）的說法。

此外，古書典籍中亦常見

「商賈」一詞，如《周禮 ‧ 天

官 ‧ 大宰》︰「六曰商賈，阜

通貨賄。」鄭玄．注：「行曰商，

處曰賈。」意思是說，做生意的

人能使貨物流通而不感缺乏。

東漢鄭玄箋注《周禮》時認

為，商即「行商」，指往來各

地販售貨品的商人；賈即「坐

賈」，指在固定的地點設立商

店，招徠客人買賣東西的商人，

又稱坐商。後來，漸漸不再有行

商坐賈之分，凡是從事買賣的人

也泛稱為「商賈」。

中國錢幣博物館展示的各類商代天然貝（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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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段時間以來，由於老婆工

作時間的關係無法回家準備晚

餐，因此晚上回家料理晚餐給小

孩吃，就一直是我這個為人父親

的職責之一。

大約一年多前，兒子當時 8
歲左右，有一天吃完晚餐，我跟

他說他應該在吃完飯之後，要感

謝我煮飯給他吃。兒子一開始感

到不解，以往都是吃完飯就拍拍

屁股下餐桌去做他自己的事，為

何那天我要要求他這樣做？

我跟他說：「以前你還小，

所以不跟你講太多道理。現在你

慢慢長大了，應該要知道更多做

人處世的道理。例如，爸爸每天

上班很辛苦，回家來要忙著準備

晚餐給你吃，還得考慮你的喜

好、營養、美味等，所以都不是

隨便做做，都是很用心準備的餐

點。」兒子開始點點頭，有點理

解我要講的事了。

我接著又說：「不是每個爸

爸都會回家幫小孩準備晚餐的。

很多爸媽上班很辛苦，回家就每

天吃外面買的食物，或是根本忙

到沒時間回來陪小孩吃晚餐，就

拿錢給小孩讓小孩自己去買飯

吃。所以像你這樣，爸爸可以每

天回來，還有時間自己準備晚

餐，你應該要感到珍惜，也應該

要能感恩這樣的事。因為這樣的

事不是一定要發生，或是應該要

發生的。」

我當時原本期望兒子聽懂

後，就只要記得在每天餐後跟我

說聲謝謝而已。結果，出乎我意

料之外，兒子聽懂我講的話之

後，竟然自己把碗筷收好，椅子

靠攏，然後站在椅子旁邊，恭恭

敬敬的對我鞠躬，然後再對我

講：「我吃飽了，謝謝爸爸。」

當時，我也非常感動他願意自發

這樣做，我還特別跟他說沒關

係，說聲謝謝就好，不需要鞠

躬。結果兒子還是堅持說他認為

這樣比較好。

於是，這一年多下來，只要

我在家開伙，兒子總會在吃完飯

之後，自動收好餐具，椅子靠

好，然後一樣的恭敬鞠躬與感謝

我。為人父母者，當能夠感受到

小孩對自己的真正感恩時，其實

心中的喜悅，是難以形容的。我

也相信，借由這樣的習慣養成，

小孩長大之後，一定更有能力知

福惜福啊。

I wasn't born yesterday.
我又不是三歲小孩。

How do I address you?
我怎麼稱呼你 ?
She turns me off.
她使我厭煩。

So far so good.
目前為止，一切都好。

Be my guest.
請便。

Far from it.
一點也不。

Do you have any openings?
你們有空缺嗎 ?
Think nothing of it. 

 深山裡，田間溪邊住著一位

老人。老人在小溪旁架起了水

車，替鄉人擣米拿點小報酬維持

生活。日昇日落，日復一日，老

人的生活十分平安寧靜，他覺得

心滿意足。

有一天，他多賺了幾塊錢，

欣喜之餘，對著擣米用的杵、

臼，生出了感激之情，他對著擣

米的杵喃喃地訴說自己的感謝。

夜裡，他躺在草棚裡，愈想

愈覺得要是沒有杵，自己根本不

可能有這麼好的生活，所以第二

天一清早就買了紙錢，虔誠地在

杵前燒香跪拜感恩，心中才覺得

舒坦。

這樣一連拜了好幾個月。有

一天，他突然發現杵的工作是由

水車轉動所致，要是沒有水車，

杵一點作用也沒有，於是他又匆

匆預備了菜餚燒酒，對水車深深

致敬。

水車怎麼會動呢？聽見水

聲，看到流水淙淙。老人又想

了，想了再想，豁然開朗，要是

沒有水而只有水車，跟只有米沒

有火煮一樣沒有用，所以要拜就

拜水啊！要是上頭沒有水不斷地

來，下頭的水又有甚麼用呢？躺

在稻草搭的床上，老人輾轉難

眠，最後他決定背著幾件衣裳，

帶著乾糧，去找水源地。

到水源地方去的路程，出乎

意外的遙遠，因為大河源於小

溪，小溪來自高山，但老人一點

也不怕苦，他懷著極為感恩的

心，千裡跋涉去拜謝水賜給他的

恩典。

皇天不負苦心人，老人果然

找到了水源。叩拜致謝以後，沾

沾自喜地回家。雖然腳底磨起了

大水泡，他也酣然入夢。

又該到水源地去行禮了，可

是一連多天的雨，使老人遲遲不

能啟程，他有點悶悶不樂，甚麼

都可以馬虎，就是謝恩這件大事

絕不可疏忽。他走出草棚，仰天

祈求，祈求雨早點停，不要耽誤

了大事。然而就在這一剎那間，

他突然領悟了，甘霖乃是自天而

降，一切都是天賜神恩。他的心

底響起了歡呼。

我們做人，也正如同這位感

恩的老人，生活的圈子裡，有父

母、兄弟、朋友，還有許多陌生

人。若要生命像豐收的地，就該

一層層地找出那最重要的關鍵。

尋找的過程，乍看是一種愚昧的

浪費，其實卻是寶貴的經驗。只

要每一步都走的很穩妥，必定可

以步向成功的坦途。

人的一生，就是上天與社會

的賜與，所以一個人做人做事該

當飲水思源，滿懷感激。不但要

感謝，更要發揚光大，否則就白

費了一生。

文 / 藍蔭鼎 

讓孩子表達感恩也是重要的一堂課
【親子之間】

文 / 張季民

你會用英語「閒扯」嗎？英語
課堂

是不是有時候想表達

一個很短很常用的中文意

思，卻說不出來呢？希望下面

的表達幫你溝通順暢!

飲水思源

中國人的傳世格言
  知足者，大富也，實富
也。不知足者，大貧也，

實貧也。大凡人之貧，非

因乏財，乃因貪財。假令

爾有衣足禦寒，有食足飽

腹，有室安居，足蔽風

雨，是亦不易得也。人多

望之，幸得之，必以為大

福矣。爾得之而自視甚

貧，憂愁無已，抑何不自

足也。故曰: 貪吝之情，

使人於富中貧乏。

——出自《勸戒全書》

家有千金之玉，不知

治，猶之貧也。

——出自《韓詩外傳》

人生衣食財祿，皆有

定數，常留有餘不盡之

意。故儉約不貪，則可延

壽；奢侈過求，受盡則

終。未見暴殄之人，得皓

首也。

——出自《焦淡》 

別放在心上。

Don't  beat around the 
bush.

別拐彎抹角了。

It's up in the air.
尚未確定。

It slipped my mind.
我一下子想不起來。

It'll come to me.
我會想起來的。

Don't get me wrong.
不要誤會我。

You're the boss.

聽你的。

Over my dead body!
休想 !
Let's talk over coffee.
我們邊喝邊談。

Let's give him a big hand.
讓我們熱烈鼓掌。

You can't do this to me.
你不能這麼對我。

It's been a long time.
好久不見了。

It's about time.
時間差不多了。

That's really something.
真了不起。

W h a t  b r i n g s  y o u  t o 
Beijing?

甚麼風把你吹到北京來的 ?
來源：聽力課堂 編輯：Julie

韓愈，字退之，唐鄧州

南陽﹙在今河南省孟縣西﹚

人。生於唐代宗大曆三年﹙

公元768年﹚，卒於穆宗長

慶四年﹙公元824年﹚享年

五十七歲。 

韓愈三歲的時候就失去

父母，由兄嫂扶養長大，二

十五歲時考取進士，累官至

吏部侍郎，謚文。因其先祖

居昌黎，宋神宗元豐年間追

封昌黎伯，世人尊稱為韓文

公、韓昌黎而不名。 

韓愈學問淵博，經史百

家無不精通，文章「詞彩燦

爛」，為一代文宗。

他 與 柳 宗 元 等 人 提 倡

學 習 先 秦 、 西 漢 時 的 好 文

章 ， 但 不 是 抄 襲 ， 要 「

師 其 意 而 不 師 其 辭 」 ， 再

加 上 自 己 的 創 意 ， 就 成 為

一 種 與 當 時 駢 四 儷 六 相 異

的 文 體 ， 稱 之 為 「 古 文 」

， 這 就 是 所 謂 的 「 古 文 

運動」。

「古文」雖受一些詩人

的欣賞與支持，但尚在啟蒙

階 段 ， 到 了 宋 朝 經 過 歐 陽

修、王安石、蘇東坡等人大

力 推 廣 ， 逐 漸 成 為 主 要 文

體，直到近代才被白話文體

取代，可見影響之深遠，其

中韓愈被尊為唐宋八大家之

首 。 有 《 昌 黎 先 生 集 》 四

十卷、《外集》十卷、《遺

文》一卷、《全唐詩》錄詩

十卷。

﹙1﹚題榴花：《千家詩》將

〈題榴花〉作者列為朱熹，但是

《四部叢刊‧朱文公校昌黎先生

集》題作〈榴花〉，認為是韓愈的

詩，《全唐詩》中也錄有此詩。 
﹙2﹚可憐：可惜。 
﹙3﹚顛倒：散落。 
﹙4﹚蒼苔：深綠色的地錢或 

角苔。 
﹙ 5﹚絳英：紅色的花朵或

花瓣。英，作花解。 

五月裡的榴花鮮豔耀眼，枝

葉間可見初結的小石榴。可惜的

是，看不見有賞花的車輛經過，

紅色的榴花無奈地飄下落滿地。

這首詩開頭兩句點明時令，

寥寥數語就勾畫出了五月裡石榴

花開時的繁茂爛漫景象，尤其

「照眼明」三字，生動傳神。詩

人寫花，也寫了賞花人的心情。

後兩句點明如此美景，卻不

為人知，殷紅的石榴花繁多地落

在青苔上，表達出詩人的惋惜 
之情。 

全詩體現出詩人孤獨的心

境，隱喻世間那些文人才子，空

有一身學問卻懷才不遇的遺憾。

wǔ  yuè liú huā zhào yǎn míng 

zhī  jiān shí jiàn zǐ  chū chéng 
五月榴花照眼明，

枝間時見子初成。
kě   lián cǐ   dì   wú   jū  mǎ

diān dǎo cāng tái luò jiàng yīng 
可憐此地無車馬，

顛倒蒼苔落絳英。

題榴花

韓愈

     tí    liú   huā

hán yù 

作者 註釋 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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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對照賞析】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word “Tao” (or “Dao” or 
“Way”) refers to the law of the 
universe. The Tao has been the 
overall goal of and the ultimate 
realm in the various types of 
theories or schools of believes in 
China. The ancient Chinese took 
the ideal of “being content with 
living minimally and happily 
pursuing the Tao” as a guide for 
their personal cultivation and 
living. It is also a virtue that has 
been commended by Chinese 
people since ancient times. 

“Being content with living 
minimally” reflects a tranquil, 
u n p e r t u r b e d  a t t i t u d e  w h e n 
one faces a hard life and lack 
of material sustenance, while 
“happily pursuing the Tao” refers 
to one’s tireless pursuit of truth.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with their passing-down 
such virtues over the long hist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ave 
enabled many Chinese people to 
be content with minimal life and 
happily pursue the Tao. These 
individuals were neither moved by 
poverty and richness, nor swayed 
by other external factors. They 
were steadfast in their pursuits and 
took learning the Tao, enlightening 
to the Tao, and attaining the Tao as 
their greatest happiness. Here are 
some examples.

Zeng Shen Promoted 
the Tao

Zengzi  (505 – 435 BC), 
a disciple of Confucius, was 
accomplished in  cul t ivat ing 
himself and behaving according to 
etiquette. He inherited Confucius’ 
ideals and promoted the heavenly 
principles. He said, “A nobleman 
cannot go without having great 
aspiration and perseverance, as he 
shoulders a great responsibility 
and has a long journey to go.”

Zeng Shen worked daily 
in the field during the daytime 
and studied in the evening until 
it was very late. He led a hard 
life. When the King of the Lu 
Nation heard about Zeng’s high 
morality, he was very concerned 
about Zeng. The king decided to 
give Zeng some land as a gift, 
but Zeng firmly refused the offer 
and continued his life of “wearing 
simple clothes and working in the 
field, and often not cooking meals 
in a whole day.” (Book of Sayings 
of Confucius and His Disciples) 
The king’s envoy tried to persuade 
Zeng, “You have not asked for this 
gift, so why don’t you accept it?” 
Zeng said to the envoy sincerely, 
“I often hear that those who have 
accepted gifts from others would 

be intimidated by the giver, and 
those who gave the gifts would 
become arrogant. Even if the 
donor does not become arrogant, 
how could I not feel intimidated? 
Furthermore, rather than receiving 
reward for doing nothing, I should 
make a living by my own effort.” 
Zeng Shen continued to live his 
hard life without grudge or regret. 
He found joy in his way of living.

When Zeng Shen traveled 
to  var ious nat ions to  spread 
Confucianism, the Nation of 
Qi wanted to appoint him as its 
prime minister; the Nation of Chu 
wanted to appoint him as Ling Yin 
(another name for prime minister), 
and the Nation of Jin wanted to 
make him Shang Qing (a high 
ranking position). However, when 
Zeng saw that his suggestions to 
benefit people were not adopted, 
he  f i rmly refused the  offers 
from these nations. He devoted 
himself to teaching lifelong. He 
set up schools in many places. 
Later he went to the Nation of 
Wei. He and his classmate Zi Xia 
together taught in the Xi He (West 
River) region, and they had many 
students. 

At that time, his classmate Zi 
Lu was an official for the Nation 
of Wei. Someone suggested that 
Zeng Shen go see Zi Lu, so he 
could be appointed a high-ranking 
official and obtain a high income. 
Zeng said, “I have taken promoting 
‘benevolence’ as my mission, and 
I do not seek for fame nor profit. 
I would rather teach in Xi He and 
live a simple life while pursuing the 
Tao!” So he settled on the bank of 
the West River. He sometimes did 
not cook for three days in row. For 
ten years, he did not have any new 
clothes for himself. Even though 
he lived such a difficult life, he was 
always open-minded and optimistic. 
During breaks from teaching, he 
walked on the riverbank, enjoyed 
the breeze, and sang the “Ode 
to Shang.” He was peaceful and 
content! He also authored classics 
like The Great Learning (one of 
the Four Books in Confucianism) 
and The Classic of Filial Piety, 
which have been passed down to 
the future generations of Chinese 
people.

What Confucius and 
Yan Hui were 
 Content with

 Confucius said, “With coarse 
rice to eat, with plain water to 
drink, and with my bent arm 
as  a  p i l low,  I  s t i l l  have  joy 
in the midst  of these things. 
Riches and honors acquired by 
unrighteousness are just floating 

clouds to me.” (Lun Yu or The 
Confucian Analects - Shu Er) 
That is to say, if one conforms 
to a righteous way, materialistic 
hardships will not be a source 
of unhappiness. Confucius also 
descr ibed h imsel f  th is  way, 
“He is simply a man, who, in 
his eager pursuit of knowledge, 
forgets his meals, who, in the 
joy of its attainment, forgets 
his sorrows, and who does not 
perceive that he is getting old." 

 When commending his dis-
ciple Yan Hui, Confucius said, 
"Admirable indeed is the virtue 
of Hui! He could live a life on a 
humble street with just a small 
bamboo basket to hold rice and 
a gourd ladle to hold water. 
While others could not endure 
such distress, it did not affect 
his enjoyment." (The Confucian 
Analects – Yong Ye) For such 
noble individuals as Confucius 
and Yan Hui, their enjoyment 
did not lie in material things, 
but in spiritual pursuits. People 
collectively call their happiness, 
which came from the depth of 
their  hearts  via assimilat ing 
themselves to the Tao, and their 
spirit of being content with living 
minimally and happily pursuing 
the Tao, as “what Confucius and 
Yan were content with.”

Confucius promoted the pri-
nciple of “being content with 
living minimally and pursuing the 
Tao” and held the firm belief of 
“using the Tao to help people.” 
Confucians believed that they 
had the social responsibili ty 
and historic mission of “taking 
responsibility for the well-being 
of the nation.” He advocated 
educating and enlightening people 
with the Tao and virtues. He often 
asked people to be content with 
minimal life, happily pursue the 
Tao, improve their own morality, 
free themselves from the desires 
for fame and interests, and not 
become degenerated due to losing 
one's direction in life. He said, 
“At fifteen, I had my mind bent 
on learning knowledge and the 
Way. At thirty, I found the Way 
and established myself. At forty, I 
knew the Way and was no longer 
perplexed. At fifty, I understood 
the mandate of Heaven. At sixty, 
nothing I heard could disarray me. 
At seventy, I could follow what my 
heart desired without transgressing 
what was right.” (The Confucian 
Ana lec t s  –  The  P rac t i ce  o f 
Government) Confucius told 
people to understand and follow 
the heavenly ordinance, and in this 
way, one could always be content 
with living minimallly and happily 
pursue the Tao.

淺談傳統理念
安貧樂道 (上)

 

 孔子說：「飯疏食飲水，曲

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

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論語．述而》），意指如符合

正道，即使吃粗糧，喝白水，

彎著胳膊當枕頭，也是樂在其

中了；孔子還曾這樣描述自己：

「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

憂，不知老之將至。」孔子稱

讚他的學生顏回說：「賢哉，

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

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

樂」（《論語．雍也》），說顏回

使用非常簡陋的竹器吃飯，用

葫蘆瓢飲水，住在陋巷，別人

受不了這種貧苦，顏回卻處之

泰然，不改安貧樂道的心境。

對於孔子、顏回這樣品德高尚

的人來說，快樂不在於物質享

受，而在於精神境界的追求，

人們把他們這種融於道的心靈

深處的快樂，安貧樂道的精

神，合而稱之為「孔顏樂處」。

孔子倡導儒家道義擔當的

「安貧樂道」，對「道濟天下」

的堅信，「以天下為己任」的社

會責任和使命感，提倡道德教

化，經常勸人安貧樂道，完善

道德人格，幫助人們從功名利

祿的貪欲中超脫出來，勿因迷

失人生方向而墮落。他說：「吾

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

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

欲，不逾矩。」《論語．為政》，

告訴人們知順天命，就可以隨

時隨地的安貧樂道了。

在我國傳統文化中，
「道」，即宇宙規律，一直
是各家學說、各個學派所
追求的總歸宿、最高目標
和境界。安貧樂道是我國
古人的一種立身處世之
道，也是自古以來為人稱
頌的美德。「安貧」反映
的是對清貧的物質生活安
然恬靜的一種坦然態度，
「樂道」反映的是對真理
孜孜不倦的追求。儒釋道
在傳統文化中的淵源傳
承，使得歷史上有很多安
貧樂道之士，他們不為世
間貧窮、富貴等外在環境
所動，始終道心堅定，以
學道、悟道、得道為最大
的快樂，以下舉些例子。

The ConCepT of “Being ConTenT wiTh living 
minimally and happily pursuing The Tao” 

 (parT 1)

曾參，師從孔子，在修身

和躬行禮儀上頗有建樹，傳承

孔子主張，弘揚道義，他說：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

遠」。

曾參每日在家白天躬耕隴

畝，晚間刻苦學習到深夜，生

活窘迫，魯國國君聽說了他的

品行後，非常關心和同情，決

定贈以「食邑」。他固辭不受，

依舊「衣敝衣而耕，常日不舉

火」（《孔子家語》）。使者曾勸

說他：「先生非求於人，為何

不受？」曾參對使者誠懇地說：

「我常聽說，受人者畏懼於人；

予人者驕傲於人。縱然予人者

並不驕傲，但我能不畏懼嗎？

再說，無功受祿，不如自食其

力。」因此，曾參依舊無怨無悔

地過著貧困的日子，自得其樂。

曾參周遊列國時，齊國想

聘他為相，楚國欲迎他為令

尹，晉國有意尊他為上卿，但

他看到自己施惠於民的建議未

被採納，於是堅辭不受，始終

從事教學，四處授館。後來他

到衛國，與同學子夏等設教於

西河一帶，從者甚眾。當時他

的同學子路正在衛國做大夫，

有人建議他去找子路，定能獲

得高官厚祿。曾參說：「我以宣

揚『仁』為己任，並不求名利。

寧願在西河教學，過安貧樂道

曾參弘道

的生活。」他就一直住在西河

岸邊，有時連續三天不生火做

飯，十年沒做過新衣服，儘管

生活如此艱苦，卻依然樂觀開

朗。教學之餘，散步河邊，拂

著輕風，唱著《商頌》，怡然自

得！他還編著了《大學》、《孝

經》等經典著作，流傳後世。

孔顏樂處



廣告洽詢專線：1-403-988-1836  Email: sales.calgary@visiontimes.com 投稿與反饋：editor.calgary@visiontimes.com

看文史C4 www.kanzhongguo.com   VISION TIMES2018年 5月17日—5月 23日     第 2期    

蘇東坡反對新法，又對回

歸舊法有所保留，不隨著當

權派走，也不趨炎附勢導致

他自己的官運不順。但是由

於他是站在百姓的角度，真

正關心人民的福利，所以不

識字的人也許不知道其詩詞，

但卻在各地留下了讓人稱頌的 
政績。

以百姓為重 不趨炎附勢
蘇東坡反對新法，因為他在

地方任職時，親身體會到每一項

政策，都會牽動老百姓的生命，

大意不得，所以他反對新政，

說新政「不便民」，反對操之過

急。新政推行十年，受挫，司馬

光以垂老之年主持政務，行政主

軸在盡廢新法，東坡也以為不

妥，因為十年新政，百姓已習以

為常，如果廢除，無疑是另一

次擾民。就這樣，東坡的政治

生涯便一再的遭遇貶謫，註定

失敗，但這都是因為他愛民的 
原故。

東坡愛民的例子不少。東坡

到錢塘的時候，有老百姓投訴欠

人綾絹帳款二萬錢，沒辦法償

還。東坡叫這人來，問他為甚麼

不還錢。回答道：「我家是製造

扇子為生的；不幸，父親剛剛去

世，而且過年以來，一直都在下

雨，天氣涼，扇子沒人買，本錢

回不來，所以還不了債，不是存

心要拖久的。」

東坡先端詳了好一回兒，心

裡盤算如何幫助這個人。然後

對這個人說：「你試著將扇子拿

來，我想辦法替你促銷一下。」

沒多久，扇子拿來了，東坡

先生從中選了二十把白色夾絹的

扇子，就大筆大筆地書畫起來，

不多久，扇面上盡是草書、行

書，山水、竹石等畫作，就拿給

這個人，告訴他說：「你快點拿

去賣，賣了錢還你的債務。」

那個人抱著這些扇子，十分

感動，連番致謝，就告辭出去了。

才剛出了府門，就有一些消息靈

通的人，爭著要以一千錢一把的

代價來買這些扇子。一下子所有

的扇子全都賣光了；晚來的人，

買不到，都感到很懊惱。這個賣

扇子的於是就這樣還清所拖欠的

所有債務。整個錢塘都覺得不可

思議，有的還感動到流下眼淚！

蘇軾任杭州知府時，自掏腰

包，用五十兩金補助公庫，在城

中設置病坊，取名安樂坊，以和

尚當主持，兩、三年之間，醫好上

千人。後來兩浙漕運大臣也仿傚

這個作法，設立安濟坊，凡是病

坊的醫僧，三年期限，所醫達到

一定數目，就賜給紫衣及道牒。

重金買宅 還屋老嫗
宋朝洛陽的牡丹，天下有

名。牡丹花盛開的時候，地方

太守會舉辦萬花會。宴會的場

所，用牡丹花作為屏帳。甚至

在屋的梁柱及斗拱，都用竹筒

貯水，用來插花展示，所以一抬

頭，看到的都是花。而揚州則盛

產芍藥，蔡京任淮揚知州的時

候，也仿傚洛陽的作法，舉辦萬

花會。從此之後，年年依循舊

習，老百姓相當困擾。

元祐年間，東坡到揚州任

官，剛好也遇到花開季節，辦

事的吏員向東坡報告這裡原來

的慣例，東坡裁示停辦，所有

人都十分高興，真是歡欣鼓

舞。東坡寫信給王定國的時

候，說：「辦一次花會要用成千

上萬的花朵，辦事官吏藉機從

事不法，貪汙圖利，我已將它

停辦了，雖然有點大殺風景，

但也省去許多不良的效應。」這

是東坡的愛民表現。

傳說建中靖國元年，東坡

被調離貶謫之地向北返，打算

定居在陽羨。當地的讀書人和官

員，還有顧忌，不敢和他交往。

只有邵民瞻拜東坡為師，向他學

習。東坡也很喜歡這個人，時常

和他一起撐著拐杖走過長橋，去

拜訪山中的高人。邵民瞻替東坡

買了一棟住宅，大約五百緡，

東坡掏光所有積蓄，也只能勉 
強應付而已。

喬遷後，大約過了幾天。

一個夜晚，東坡和邵民瞻在月

下散步，偶然到了一處村落，

聽到有一位老婦人哭得很悲

傷。東坡不忍離開，說：「奇

怪了，這婦人為甚麼哭得那麼

悲傷呢？難道有甚麼難以割捨

的事令她這麼傷心嗎？我要 
問一問她。」

於是和邵民瞻推門進去，發

現一位老太太，老太太看到東坡

一行人仍舊自顧哭個不停。東坡

問老太太為甚麼這麼哀傷？老太

太說：「我有一間房子，是家傳

祖屋，已相傳百年，一直保存到

現在。但我兒子不肖，竟然將它

變賣，我才搬到這裡來。上百年

的老房子，一下子失去，心裡不

捨，所以我才在這裡哭泣。」

東坡感到非常難過，也十分

同情這位老太太的遭遇。同時，

就問她的老房子在那裡，原來竟

是東坡用五百緡所買到的那一

間房子！於是再三的安慰老太

太，並且對她說：「老太太，您

的房子是被我買了，您不必太難

過，我理當將這房子還給您老人

家。」於是就叫人拿來屋契，在

老太太面前燒了。同時叫她兒子

第二天迎接母親回老家去，也不

向他討回五百緡。

東坡於是就回到毗陵，也不

再買房子，暫時借住顧塘橋孫氏

的房子。這一年的七月廿八，東

坡就病逝於借住的房子中。

政敵對他的評價

東坡如此愛護百姓，連政治

立場不同的人也不能否認。進士

曾旼，剛免去州學教授的職位，

路經真州，遇見呂惠卿。惠卿

問他蘇軾是怎樣的一個人？曾

旼說：「聰明人！」惠卿很生氣

說：「就像堯一樣聰明，舜一樣

聰明嗎？還是像大禹那樣聰明

呢？」曾旼說：「雖然不是你所

說的那三種聰明，但還是十分聰

明啊。」

惠 卿 說：「蘇 軾 學 甚 麼

人？」曾旼曰：「他學孟子。」

惠卿更 加生氣，站起來說：

「甚麼話？不倫不類！」曾旼

說：「我 之 所 以 說 蘇 軾 學 孟

子，是因為蘇軾和孟子一樣，

都是最重視百姓，而認為國家

反而次要。」惠卿聽了之後， 
只能默認，沒話可說。

東坡愛民，也表現在勤政

上面。東坡對杭州，貢獻很

多，西湖上的蘇堤，就是他

的功績之一，那是利用疏濬

西湖後所得的廢土建成的，

既省去運輸的工夫，也可便

利交通。但他巧濬西湖，則最 
令人激賞！

西湖不但是杭州的景點，更

是杭州人賴以生存的水源。但到

宋代，由於人為及自然的原故，西

湖被水生植物所淤塞，形成湖水

涸竭的危機，東坡前後兩次任職

杭州，相距十五年，而這種淤塞

情況嚴重一倍以上，東坡判斷，

若不積極整治，再過二十年，西

湖可能就要消失了，因此清除葑

田，疏濬淤泥，實在刻不容緩。

蘇堤： 
用智慧建立的政績

問題是要進行這樣的工

程，人力物力，不是地方所能

負擔的。而在宋代錢權都集中

在中央的情況下，要得到這筆

預算，可能要等待相當長的時

間，有點緩不濟急，而且也不

能保證一定爭取得到。或者，

就只有轉嫁到百姓身上一種辦

法。然而，不管是加徵稅項，

或者是以力役方式代替，無形

中都增加百姓的負擔。所以這

工程是蘇東坡的挑戰。

蘇東坡除了進行一般例行的

疏濬，並將淤泥用以修築長堤之

外，更開放原來水域供百姓租

佃，以種菱角。種菱角要先清除

原先的植物才可以下種，有防止

葑塞的功能，而在收成的時候，

又可帶走部分淤泥；更何況租佃

收入也可以用作下一年疏濬工作

的經費！

因此蘇東坡利用他的智慧，

不用向朝廷要錢，不用增加百姓

的負擔，卻提供了百姓生產的途

徑，和增加了地方的財源和疏濬

的經費。可謂一舉數得，可以說

是勤政愛民的典範，貢獻智慧的

真實展示，也是讀書人肩負為國

為民使命的表現。難怪杭州人感

念東坡的作為，歷史也給他崇高

的定位。

然而，很多人並不知曉的

是：白毛女並沒有受過甚麼壓

迫，而真實的黃世仁更是勤勞本

分、喜歡行善的地主。經過記者

對黃世仁的家鄉河北省平山縣進

行詳細調查，終於找到了歷史上

那一段傳說的真相。

從老實貧農到大善人

黃世仁的爺爺黃運全，本是

一個貧農，經過一輩子的省吃

儉用艱苦創業在 40 歲的時候買

下了 15 畝薄田，然後經辛勤勞

動、精心經營，逐步擴大地產，

最終將 105 畝土地傳給了他的

獨生子黃起龍。

黃起龍念過私塾知書達理，

聆聽祖訓秉承父業，低調做人。幾

十年間，將黃世仁的爺爺黃運全留

下的地擴大成千畝良田。並且有了

仁、義、禮、智、信五個兒子。

黃世仁是長子，自然接了父

親的班兒。黃世仁自幼好學，學

歷至相當於現在的高中。黃家五

兄弟在當地名聲頗好。黃家仁人

善心，經常周濟鄰里，行善積

德。在當地是有名的黃大善人。

楊白勞是黃世仁的髮小兒

（自小玩伴）。楊白勞的父親楊

洪業是當地有名的豆腐大王，人

稱楊豆腐。楊家豆腐以質好價廉

著稱。楊洪業將他的豆腐事業傳

給他的獨生子楊白勞之後，於

41 歲英年早逝。楊白勞承接父

業之後卻染上了賭癮毒癮，豆腐

事業從此一路向南。當地百姓都

很看不起他。

為了鬥爭需要造出 
《白毛女》冤案

大春，貧農，一個小痞子，

無賴。喜兒，楊白勞的獨生女

兒。

《白毛女》中歪曲事實的描

述：黃世仁是為富不仁、橫禍鄉

里的惡霸，強搶民女強姦喜兒最

後在人民群眾的吼聲中被鎮壓

了。楊白勞因欠黃家巨款無力償

還喝鹵水自盡，喜兒據說在大山

裡待了若干年頭髮全白最後被大

春救出。大春參加革命結束無 
賴生活；

事實是：黃世仁在楊白勞欠

下巨額賭債，無力償還又遭債主

追討的時候，立字據借給楊白勞

大洋 1,000 元（相當於現在的 10
萬人民幣），然後又收留未成年

的喜兒。楊白勞欠錢躲債吃喝嫖

賭無臉見人，最終誤喝鹵水不治

身亡。黃世仁念在同楊白勞多年

的情份上厚葬楊白勞，並且收養 

喜兒。

根據上級製造仇恨的需要，

《白毛女》的編劇們顛倒了楊白勞

欠債不還的基本事實，又把為富

不仁的帽子扣到黃世仁頭上，再

給黃世仁編加了強姦喜兒這麼一

段苦大仇深的劇情，將黃世仁在

名聲上顛覆至萬劫不復。於是，

全國人民對地主的仇恨成功挑起

來了，也就可以理所當然的在全

國掀起土改運動，殺地主，搶地

主的田地財產，霸占地主的妻妾。

《白毛女》虛構的成分太大

了。同時，顛倒事實，實屬大不

應該。穿鑿汙史，辱前人於地

下，公允何在？

人家都說竇娥冤，其實黃世

仁比竇娥還冤。

愛民如子  
蘇東坡的大寫人生

蘇東坡是歷史上的大文

豪，自然以文名流芳後世；

但蘇東坡還有另一個重要的

面向，卻較少被風雅之人注

意到，即是他仁民愛物的精

神，這讓他的許多故事流傳

在民間。

文 / 歐慶亨

對於白毛女、楊白勞

和黃世仁這三個人物形象，

許多人並不陌生，甚至當今

一些工作壓力大的白領還

會戲稱自己的老闆是「黃世

仁」，潛台詞就是自己被其

「壓榨」。

文 / 陳天鵬

真實的黃世仁和白毛女

蘇東坡最大的政績在於他的愛民如子。（網絡圖片）

〈蘇東坡〉元趙孟頫繪。 
（維基百科） 遠觀蘇堤。（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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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器說白了就是國家機器，這

個機器和馬列講的那個政治體制

的國家機器是兩回事，這是真實的

一部機器，運轉這套機制的設備

就叫做王器。
中國歷代的王器 下

(公有領域)

紫禁城

明朝皇帝將皇宮定名為

「紫微宮」（紫禁城之名由此而

來）。當時的建築師把紫禁城中

最大的奉天殿（後名太和殿）

布置在中央，供皇帝所用。奉天

殿、華蓋殿（中和殿）、謹身殿

（保和殿）象徵天闕三垣。三大

殿下設三層台階，象徵太微垣下

的「三台」星。以上是「前廷」，

屬陽。以偶陰奇陽的數理，陽區

有「前三殿」、「三朝五門」之

制，陰區有「六宮六寢」格局。

北京城

北京城凸字形平面，外城為

陽，設七個城門，為少陽之數。

內城為陰，設九個城門，為老陽

之數，內老外少，形成內主外

從。按八卦易理，老陽、老陰可

形成變卦，而少陽，少陰不變，

內用九數為「陰中之陽」。內城

南牆屬乾陽，城門設三個，取象

於天。北門則設二，屬坤陰，取

象於地。皇城中央序列中布置五

個門，取象於人。天、地、人三

才齊備。全城宛如宇宙縮影。城

市形、數匹配，形同涵蓋天地的

八卦巨陣。

 北京城的中軸線
北京布局與天地相合而布

局。也是中國古代最符合周禮的

都城。《周禮 • 考工記》要求都

城的建造是：「匠人營國，方九

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

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

市朝一夫。」北京城牆方正、街

道平直寬闊，紫禁城東面為祖

廟，西面為社稷壇，景山前的紫

禁城是朝廷，後面是大運河的終

點後海，是北京的主要交易市場

和民居，朝廷宮室市場各占地

一百畝左右。

1644 年李自成進北京，在

武英殿登基稱帝后，一把火把紫

禁城和九門城樓給燒了，

僅僅剩下了武英殿、建極殿、英

華殿、南熏殿、四周角樓和皇極

門。（見於《明史》）大火後的紫

禁城）

李自成這把火殺了明朝的王

器，所以明朝那麼大的地盤，

面對十幾萬八旗兵束手無策，

讓清朝統一了全中國。清朝入關

後，順治皇帝面對一堆廢墟，不

得不在武英殿登基，並著手重建

紫禁城，今天我們看到的紫禁城

就是明朝的地基，清朝的建築。

康熙三十四年至康熙三十六年重

建太和殿，期間屢遭雷電大火，

康熙於是「下罪己詔」從自身修

養、政治清明著手，重新把太和

殿這個國家重器修建起來，並且

在屋脊上的脊獸多建了一個「行

什」。據傳它就是雷震子的化

身。而現存的太和殿即此次重建

後的形制。

清朝的皇帝在明朝皇宮的地

基上修建了新的皇宮，所以清朝

初年，全國都很不太平，到處鬧

反清復明，甚至暗殺活動能深

入皇宮，直達皇帝身邊。這樣的

事情一直折騰到清朝末年，就和

明朝的皇宮只剩下地基一樣，這

些人形成了很多的組織和地下幫

會，現在的洪門就是從當年反清

復明的天地會來的。後來孫文鬧

革命，推翻清朝政府的時候，洪

門提供了非常多的經濟資源。

頤和園是皇家 
最後的園林

清朝從順治入關開始，就開

始修建皇家園林。形成了後來著

名的三山五園的景觀。三山是指

萬壽山、香山和玉泉山。三座山

上分別建有靜宜園、靜明園、清

漪園（後為頤和園），此外還有

附近的暢春園和圓明園，統稱五

園（參見《中國古代建築史》清代

卷》）

圓明園是中國歷史上園林

藝術的巔峰之作，被外國傳教士

稱為「萬園之園」。愛新覺羅家

族與鳳凰有很深的淵緣，鳳凰是

這個家族的守護神，在風水師看

來，圓明園就是一隻巨大的鳳凰。

乾隆年間蓋了那麼多園林，

可今天剩下最完整的就要數頤和

園了。說起頤和園，雖然不得不

佩服皇家園林的壯美，但也一定

要聲討慈禧老佛爺為了修頤和園

動用海軍軍費的腐敗。作為執政

48 年的大家長，慈禧真的糊塗

到為了自己的享樂，毀了大清的

江山嗎？

掌握了帝王術，就和今天美

國總統拿到了美國國家機密的鑰

匙一樣，對掌控國家的命運是十

分重要的。歷代帝王術的基礎相

同，但各有特色。清朝的皇家當

然也有一套自己的帝王術，而掌

權者就是這套學問的專家。

在慈禧看來，那些園林不僅

僅是遊樂場所，也是大清的王

器，蘊藏著大清統領天下的秘

密。這些園林被毀壞，就和元朝

的大聖壽萬安寺被雷火焚毀一

樣，是大清將亡的徵兆。可慈禧

不像元順帝那樣有蒙古大草原這

條退路，她面對的是世界列強。

為了延續大清的血脈，她想出了

一個法子，就是重新把這些園

林，也就是大清的「王器」給修

建起來。

從現代人的認識角度看，國

家富強多買軍艦，多添火炮，增

強軍力可以不受欺侮；可從慈禧

的帝王術的角度看，大清的「王

器」比軍艦更加有力。這些帝王

術的秘密都是不能讓人知道的，

所以慈禧以養老、辦壽為理由，

要求重建頤和園。可惜清朝末年

的國力比起乾隆爺年間，實在是

差的太多，所以，慈禧重建圓明

園，恢復宗廟的目標無法實現，

不得已挑了頤和園作為恢復皇家

園林的起點。但是清末，大地的

風水格局早已十分混亂，不僅清

朝氣數已盡，宣統後面也出不來

天命的皇帝了，不要說頤和園因

為財力不足沒能恢復清朝旖園的

所有建築，即便能恢復乾隆當年

所有的園林，也不可能起到相應

的作用，畢竟那王器只是一部機

器，沒有能量是無法運作的。

 歷史上最後一次 
殺王器

太和殿寶座上方天花正中安

置形似傘蓋向上方隆起的藻井。

藻井正中雕有蟠臥巨龍，龍頭

下探，口銜寶珠。這顆大銅

珠，名為「軒轅鏡」，旁

邊還有 6 顆小珠。民間傳說如果

不是受命於天的人坐上寶座，軒

轅鏡就會落下來，致那個人於死

地。袁世凱要當洪憲皇帝，怕軒

轅鏡掉下來砸死自己，於是下令

將寶座向後（向北）移動 2 米。

因此如今軒轅鏡的正下方是方台

的台階前沿，而非寶座。李自成

當年不敢在太和殿登基坐殿也是

怕軒轅鏡。據說毛澤東進北京

後，很想當皇帝，可他到太和殿

看了一眼，那軒轅鏡後叼著銅珠

的大龍目光炯炯，嚇得他一輩子

沒敢再踏進紫禁城。

毛澤東多少知道一點帝王術

的皮毛，一心算計著要拆了北京

城。 50 年代初，外城牆全都被

拆乾淨了，1953 年開始要拆內

城牆，受到梁思成等學者的強烈

反對。直到 1965 年，老毛終於

找到了個機會，故意把北京地鐵

二期工程沿著北京內城建，以此

為理由把內城牆全都拆了個乾

淨，還把北京城裡的各個要道口

的牌樓都拆了。八臂哪吒城，這

座鎮邪滅亂、維護國家穩定的王

器就這麼沒了。沒過多久，全中

國都高呼「毛主席萬歲」，開始

了文革，一鬧就是十年……

拆北京城牆是歷史上最後一

次殺王器，原因是老毛想當皇

帝。拆了北京城牆後，他終於

在一場共產造神運動中過了一

把「萬歲」癮。老毛最終沒能拆

了紫禁城，他沒能得到皇帝的名

分，一輩子在「不稱霸」、「不

稱王」的自我解嘲中恨恨作罷！

拆了老城牆，共黨也建立了

自己的機器，比如把毛的停屍房

設在了能量貫通的中軸線上，中

國的大地能量被汙染，中共卻得

到能量補充。以前每天動輒有幾

百上千人去「瞻仰毛的遺容」，

好比宗教祭拜。把紀念碑立在中

軸線上，如同腦血栓一樣阻塞正

能量通向中華大地，讓人們沒有

能力反強權。圍繞在毛墳周圍

建造了人大會堂、歷史博物館

等和那些被稱為建國的「十大建

築」。那些「建築」由於機制邪

惡，算不上王器。它溝通的不是

天地，是魔鬼，那部機器運轉，

讓中國社會災難深重，山河破

碎，環境汙染，百姓貧困。

王器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

隨朝代興而興，隨朝代亡而亡，

它就是一部機器，需要懂得它的

人去操作和維護，能擁有和駕馭

王器的人一定是要有那份德行，

才能造福天下百姓。

（全文完）

元大都與明清紫禁城中軸線對比

北京城的中軸線

圓明園總平面圖

明朝在元大都的基礎上建立

了新的北京城，繼承了很多風水

格局，導致元朝後來逃到蒙古建

立北元，但蒙古政權亡而不滅，

一直騷擾著大明。

在中國，歷朝歷代要政權穩

固，都是從北方向南方打江山，

南方向北方打江山能坐穩天下的

只有明朝。五行屬性中南方屬

火，北方屬水，北方壓過南方建

立的政權是水上火下，為「濟」

卦，有事情圓滿的意思，是很吉

利的卦象；而朱元璋南方打敗

北方，是火上水下，是「未濟」

卦，因此江山打下來了，可朱元

璋就是覺得事情沒完，非要把會

打仗的全殺光不可。可他一死，

朱棣就從北方重新打了一遍江

山，表面看，似乎是朱棣奪了皇

位，實際上，是把明朝的江山從

未卦反轉成了濟卦，因此後來大

明江山穩固，就是皇帝幾十年不

上朝，國家照樣運轉。因為朱棣

的成就，被稱為「祖」。建立了

新的皇宮和都城，於是造就了今

天的北京城和紫禁城。

元大都與明清 
紫禁城中軸線對比

明朝燕王朱棣選定北京為都

城，他既要用此地理之氣，又要

廢除元代的剩餘王氣。風水師便

採用將宮殿中軸東移，使元大都

宮殿原中軸落西，處於風水上的

「白虎」位置，加以剋煞前朝殘

餘王氣；鑿掉原中軸線上的御道

盤龍石，廢掉周橋，建設人工景

山。這樣，主山（景山）– 宮穴

（紫禁城）– 朝案山（永定門外

的大台山「燕墩」）的風水格局

又重新形成了。

文/屠龍、孟圓

紫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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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羊座】(3.21-4.20)

本週幸運日：週一

整體運勢：

牡羊座將度過東跑西

跑、奔波忙碌的一週。週日週一，

有件曾花不少時間和心思的事，會

告一段落或接近告一段落。週二週

三，比較有口福，跟熟識有約，聚

會或辦事的都有。週四週五，整個

人顯得消極而沉悶，很容易衝動行

事。週六，零零碎碎的事務讓你一

刻不得閒。

【金牛座】(4.21-5.20)

你本週幸運日：週三

整體運勢：

本週金牛座閑不下來。

週日週一，有狀況影響心情，以至

於你的工作、學習效率都明顯下

降。週二週三，不論工作還是學習，

都有堅持不懈的精神。週四週五，

常要把握時間處理一些事，有的專

程出門跑個幾趟。週六，美好的假

期，不想找折騰，只想讓自己徹底

放輕鬆。

【雙子座】(5.21-6.21)

本週幸運日：週六

整體運勢：

本週雙子座運勢較

弱，好運來得也比較晚。週日週一，

惱人、無奈的情況多，掃了不少興。

週二週三，做事馬馬虎虎，毛毛躁

躁，出差錯的風險增加。週四週五，

了結了一些事後，心情變得比較輕

鬆，日子也漸有調劑。週六，喜歡湊

熱鬧，人際關係也融洽的一天。

【巨蟹座】(6.22-7.22)

本週幸運日：週一

整體運勢：

本週巨蟹座心情不佳，

運勢也較差。週日週一，放低姿態

請人幫忙，你會得到良好的人際回

應。週二週三，越是期待已久的事，

越容易有掃興的情況。週四週五，

指揮不動別人，只能自己上陣，親力

親為；事情的結果固然重要，但其

間的過程也不能忽視。週六，為人

為事擔憂，搞得你工作/學習時都完
全不在狀態。

【獅子座】(7.23-8.22)

本週幸運日：週四

整體運勢：

本週獅子座運勢不怎麼

給力。週日週一，在幾件事上花不少

時間，時間壓力還好。週二週三，事

情東一個西一件的，心不容易定下

來，作息也常變動。週四週五，惦記

的事多，煩心的狀況也不少，好在獅

子座總能一鼓作氣把該辦的事給一

一了結。週六，幾次因事跟人有密集

互動，有些不好的感受。

【處女座】(8.23-9.22)

本週幸運日：週六

整體運勢：

本週處女座為人為事奔

忙不停，身心疲憊的你急需要停下

來好好休息一下。週日週一，外出

洽公東奔西跑，身心都難免感到疲

憊。週二週三，常盤算一些事，有的

要盡快處理。週四週五，心思依舊

被一些事佔據，不過忙中偷閒，會

趁空去逛一些地方，有不同往常的

收穫。週六，難得有生活調劑讓你

能暫時放鬆一下心情。

【射手座】(11.23-12.21)

本週幸運日：週三

整體運勢：

本週射手座運勢還不差。

週日週一，原本就想推動（去做）的

事，這兩天可以開始著手了。週二週

三，趕時間的事不少，好在時間觀念

強的你能快速、一一搞定。週四週

五，因事跟人的約定漸多，會陸續跟

人講好一些事。週六，做事情失去方

向感，混混沌沌，迷迷糊糊的，不知

該從從何入手。

【魔羯座】(12.22-1.20)

本週幸運日：週五

整體運勢：

本週魔羯座運勢逐步轉

好，值得慶幸。週日週一，煩心事不

少，得把握時間去處理。週二週三，

辦事效率有所提高，完成的品質也

不錯。週四週五，儘管這兩天待處

理的事依舊很多，比較忙，不過有

機會忙中偷閒，收穫不少新鮮有意

思的經驗。週六，隨著心頭的事一

一解除，終於能放寬心好好輕鬆一

下了。

【寶瓶座】(1.21-2.18)

本週幸運日：週六

整體運勢：

本週寶瓶座無奈的情形比

較多，心情也幾度不佳。週日週一，

對接下來的一些事（發展），心中一

時沒譜。週二週三，有內憂外患的情

形：工作/學習上有煩心事要面對，自
己或家中同時也有煩心事要處理。

週四週五，多做事、少抱怨，是你這

兩天的處事原則。週六，集中精力處

理一件事，最後的結果還不錯。

【雙魚座】(2.19-3.20)

本週幸運日：週日

整體運勢：

本週雙魚座運勢走入低

谷。週日週一，不想把自己逼太緊，

不如就勞逸結合一下，好好放鬆一

下緊繃的神經吧！週二週三，對人

沒耐心，對事又敷衍，狀態比較糟

糕。週四週五，這幾天要忙的事務

費心費力，搞得你身心疲憊，只想

拋開一切好好休息一下。週六，靈

感缺乏，寫文案或企劃的人會感到

心情悶悶的，很是沮喪。

【天秤座】(9.23-10.22)

本週幸運日：週六

本週天秤座心頭總是鬱

悶著。週日週一，敷衍

了事的態度再不糾正過

來，小心搞砸一些事。週二週三，幾件

事務都有時效性，你務必得打起精神

去一一解決。週四週五，幾度因為一些

事心情不佳；閒暇時間對你而言有點

多，如何打發，也成了你糾結的問題。

週六，小目標的實現，讓你對自己更加

有信心。

【天蠍座】(10.23-11.22)

本週幸運日：週日

整體運勢：

本週天蠍座想過得清閒

一點，可事實難如你願。週日週一，

因事跟人有約，包括難得的聚會。

週二週三，在意的事，多需要來來

回回處理，包括整理居處環境或物

品，身心疲憊。週四週五，因事出門

的情形漸多，一出門就容易在外待

上好一陣子。週六，太多事務等著你

去了結，別抱怨了，打起精神來去一

一搞定吧！

十二星座本週運勢
（5月20日～5月26日）

文章來源：星吧(www.xingbar.com.tw)

在人際交往中，一個人的眼神能透露出不少信息，眼睛可以淋漓盡致的表達出

一個人的情緒，甚至流露出語言難以表達的微妙感情。

你可以僅憑眼神就能準確讀取以下15個人的情緒嗎？

答案：

1.b 2.c 3.b 4.d 5.d 
6.a 7.d 8.c 9.a 10.a 
11.a12.a13.b14.b15.d

計算方法：
每題答對得 1 分，

總分 15 分

答對14-15個
讀心高手，可以敏

感的捕捉到別人最細微

的情緒，洞察一切，什

麼都不要想瞞過他。

答對9-13個
情商高，成熟，善

於察言觀色，能很快地

感知到別人的情緒，隨

時知道別人在想什麼。

答對6-9個
大部分的人在這一

區間，可以自如的和別

人交流，講道理，好溝

通。

答對1-5個
溝通起來略吃力，

相對的別人也不太懂得

他。

答對0個
真的有這麼麻木冷

漠的人嗎？

測試一下你的情商有多高！

達芬奇說：「眼睛是心靈

的窗戶。」

a.生氣 b.緊張c.期待 d.傷心

a.疲勞 b.生氣 c.開心 d.不耐煩

a.害怕 b.憤怒 c.傷心 d.疑問

a.疲勞 b.生氣 c.開心 d.悲傷

a.傷心 b.生氣 c.害怕 d.期待

a.傷心 b.生氣 c.愉快 d.反感

a.疲倦 b.緊張 c.愉快 d.悲哀

a.不耐煩 b.生氣 c.愉快 d.驚訝

a.期待 b.傷心 c.愉快 d.疑惑

a.驚喜 b.害怕 c.愉快 d.疑惑

a.不耐煩 b.害怕 c.緊張 d.疑惑

a.驚喜 b.害怕 c.緊張 d.疑惑

a.開心 b.害怕 c.好奇 d.失望

a.不耐煩 b.憎惡 c.緊張 d.疑惑

a.不滿 b.害怕 c.緊張 d.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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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維颶風中出現的神蹟

2017 年 8 月 25 日襲擊美

國德克薩斯州的颶風哈維，給德

州帶來了一場巨大的災難。地理

資訊分析家認為有美國洪災記錄

以來，「從沒見過這種強度或規

模的水災，這是現代觀察史上從

未發生的事。」

有專家直呼哈維給了德州

一場「千年一遇」的洪水：7 萬

5000 平方英里的面積降下至少

500 毫米的雨量，這個面積大於

西維吉尼亞州、馬裡蘭州等 10個

州。至少 2萬 8500平方英里的面

積降下至少 760 毫米的雨量，這

個面積約為馬裡蘭州的大小。

在哈維颶風的肆虐中，有人

失去了生命，有人失去的了財

產， 而有人，卻從這場橫行人間

的災難中，見證了神的奇蹟。

據福克斯新聞報導，羅伯

斯 堡（Robstown） 距 離 德 州

南部港口城市科珀斯克里斯蒂

（Corpus Christi）以西不到二十

英里，居住在羅伯斯堡的羅傑斯

家族擁有三座房屋，當哈維侵襲

該地區時，因電力問題引發大

火，三棟房子及所有物品被大火

燒毀。但一張令人驚歎的照片顯

示，一座聖母瑪利亞的雕像矗立

在廢墟之中，未受損壞。

房 主 娜 塔 莉． 羅 傑 斯

（Natali Rojas）告訴當地媒體：

「有些人可能責怪上帝，有些人

可能責怪颶風，但（在颶風中）

唯一能巍然不動的就是聖潔的物

品。你可以看到這個雕像是唯一

倖存下來的（物品）。我在那裡

挖東西，我發現了一座聖母瑪利

亞（雕像）。」

廢墟中完好無缺的聖母瑪利

亞雕像，給了失去家園的羅傑斯

一家希望，他們相信，災難中神

在護佑著他們全家，並以這樣的

方式堅定他們的信仰。

娜塔莉的父親表示，沒有人

在大火中遇難，對此他表示非常

感恩。他說：「我相信，在我一

生中，我吃了很多苦。我們是移

民，我們在田地中工作，努力讓

我們的家庭保持興旺，如何相信

上帝，把每個人凝聚在一起，成

為一個家庭。」娜塔莉說：「對

你所擁有的感恩，聆聽警告，擁

抱你的孩子，在今天和昨天感謝

上帝，祈求更美好的明天。」這

樣的神蹟其實每一個大災難中都

會出現，讓信仰者更加虔誠，不

信者則視為偶然。

大難中無處不在的神蹟

2015 年 4 月 25 日， 尼 泊

爾發生 8.1 級強震，14 座重點

古建築損毀，許多不是正教的寺

廟在地震中倒塌，而佛祖釋迦牟

尼誕生地藍毗尼在此次強震中保

存完好，被視為神蹟。 
2012 年珊迪颶風橫掃美國

大紐約地區，災難過後，到處一

片狼藉，但在 CNN 拍攝的諸多

災情照片中，一尊立在聖龕中的

聖母瑪利亞慈悲注視人間的雕

像，讓人頓起敬畏之心。

2011 年 3 月 11 日， 西 太

平洋地區發生 9.0 級大地震，引

發巨大海嘯，浪高達 23 米。而

位於震中的日本宮城縣，海嘯過

後滿目瘡痍。一尊地藏王菩薩

像，靜靜佇立在斷壁殘垣之中，

人們從菩薩的眼中彷彿可以看到

「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的巨大慈

悲。

2008 年，四川汶川大地

震，一名軍人搶險時拍到了令

人震撼的畫面：坍塌的寺廟

中，一座完好無損的菩薩像挺

立在廢墟上。讓我們再往前追

溯 一 下 2004 年 12 月 26 日，

印度洋海域發生 9.0 級地震引

發的那場導致 30 萬人喪生的大

海嘯。

重災區斯裡蘭卡，三萬人在

海嘯中喪生。在南方的一個小鎮

上，巴士轉運站邊上的橋旁邊供

奉著一尊佛像，保護櫥窗玻璃被

震碎一地，但洶湧的洪水，卻對

佛像無能為力。

同樣在海嘯中屹立不倒的，

還有泰國普吉島上的一尊木雕佛

像。在一間被沖毀的潛水商店

前，完好無損站立著的木雕佛

像與潛水商店的慘狀形成了極

其鮮明的對照。一個名叫哈夏

（Harsha）的斯里蘭卡人說：「民

眾並不認為這只是一場大災難，

這更像是上天在告訴他們，是該

改進他們的行為的時候了。」他

說：「斯里蘭卡人在海嘯過後都

變得更好了。」

大災之中必有神蹟。神不會

以人的思維方式出現，但總會在

人最無助的時候，顯現出神蹟，

告訴人們神的存在，指引人們做

出生命的正確選擇。

如何讓失智症患者回歸正常

生活狀態，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

溫情，而不是被整個社會拋棄，

日本人可謂先行了一步。

近日，日本出現一家名字叫

「會上錯菜的料理店」的餐館，

與餐廳的名字一樣，這家餐館裡

的服務生總是記不住客人點的是

甚麼，不僅會經常上錯菜，而且

行動遲緩，上菜速度很慢。

一般情況下，餐館服務生上

菜慢、上錯菜，記不住客人的桌

號，記不住菜名，這樣的餐館大

概會整天處於硝煙之中，也不會

有回頭客。

但這家餐館不但沒有發生

過顧客動怒事件，還在網絡

上獲得「零負評料理店」的稱

號。所有客人在這裡用餐，對

行動緩慢、總記不住菜名的服

務生，不但不著急不生氣，還

會溫柔提醒，或者貼心地把要

點的東西寫在紙上。不管端上

來的菜是不是自己點的，合不

合自己的口味，都沒有抱怨。

甚至有客人表示：「對於自己

點的菜會不會被上錯，還挺期

待的。」 「沒有上錯菜，鬆了口

氣，不過還有點兒遺憾。」

 「會上錯菜料理店」為甚麼會

得到客人如此的寬容與理解呢？

因為這是一家特別的餐廳，不是

說食物料理有甚麼特別，而是這

家餐廳的服務生全是老奶奶，而

且是患失智症的老人。 

據國際失智症協會（ADI）
2015 年 8 月發佈的全球失智症

報告顯示，平均每 3 秒就有一

人罹患失智症。 2015 年全球失

智症人口為 4680 萬人，到了

2050 年人數將高達 1 億 3150
萬人。失智症不再是個體健康

問題，已經成為全球性的社會

問題。日本社會近年亦已步入

老齡化，罹患老年癡呆症的人

越來越多。這家特別料理店的

企劃方是日本幾家電視臺和廣

告公司，策劃者之一的電視臺

製作人小國士朗接受日媒採訪

時說，這一企劃來自於四年前

另一個節目中的小意外。當

時，電視臺請了幾位有失智癥

的老人一起生活，老人們也會

做飯給大家吃。

有一天，小國士朗表示想吃

漢堡肉，結果端上來的卻是鍋

貼。本想抱怨一下，但因為對方

是失智老人，抱怨變成了理解：

「算啦，今天吃鍋貼也蠻好的。」 
小國士朗說，有一天，我們

身邊的人，甚至我們自己，也可

能患上同樣的病。改善法律、制

度固然重要，但來自每一個人的

寬容和理解，同樣可以解決許多

問題。 
儘管總是會上錯菜，但在推

特上，很多網友點贊說：「料理

比周邊其他店還好吃。」「『會

上錯菜的料理店』，或許別名該

叫做『絕對不會有抱怨的料理店 
』。」「大家都變得溫柔了。」

「這個企劃真的很棒。」 

神 蹟
總在大難時顯現

神是否真實存在，人
類一直爭論不休。不管人
怎麼想，神必以神的方
式，而不會以人想像的方
式出現。信與不信，那是
人的選擇。但神蹟，總是
在人類最無助的時刻，悄
然顯現。

文 / 青蓮　圖 / FOTOLIA & 推特

「會上錯菜的料理店」，這家餐

廳的服務生，全是患失智症的老

奶奶。即使上錯菜，客人完全沒

有抱怨。

哈維侵襲德州時，引發大火。一戶家庭房子及所有物品被大火燒毀。

但在廢墟中，發現一座聖母瑪利亞的雕像，未受損壞。

會上錯菜的特別服務生文 / 天羽 
圖 / FOTOLIA

失智症，即老年癡呆

症。隨著老年人口逐漸增

加，失智症也變得越來越常

見。失智症患者通常會因為

照護需要或用藥而被限制

人身自由。

外星人

將人類變石頭 ?

當人們還在討論，美國是不

是真的握有外星人存在的真實證

據的時候，CIA（美國中情局）

告訴全人類，這個真的可以有。

隨著人類對外星人的好奇心

不斷加強，CIA 逐漸揭開一些

秘密檔，其中的不可思議，可謂

吊足了好奇者的胃口。

CIA 在其官方網站發布一則

解密報告，講述俄羅斯軍隊 27
年前曾射下一架 UFO，來自異

世界的搭乘者在飛行器墜毀後，

與俄羅斯軍隊發生衝突，將人類

士兵變成了石頭。

這套根據中情局文件解密的

報告中說，當時這架 UFO 出現

在西伯利亞的軍事單位元元訓練

基地，遭到俄羅斯軍隊的地對空

飛彈射擊。被擊落後，「5 名大頭

和大黑眼睛的類人生物走出來。」

這 5 名「異世界生物」從墜

毀的飛行器中出現後，結合成一

個巨大光球體最終爆炸，把 23
名俄羅斯士兵變成石頭。解密報

告指出，據信有 2 名士兵在襲

擊中倖存下來。

英 國 每 日 快 報（Daily 
Express）報導稱，該事件來自

於 KGB( 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 )
的一份 250 頁的 UFO 攻擊真人

報告，包括照片和證人的證據。

實際上，中情局的官方網站

上這個可以自由取得的解密檔，

是烏克蘭報紙報導該事件的翻譯

文。

這份解密檔指出：「這份

KGB 報告繼續說明，變成石頭

的士兵的遺體，被轉移到莫斯

科附近的秘密研究機構。」「專

家認為，一種世人仍然不知道

的能源，在瞬間改變這些士兵

的活體組織結構，轉換成一種

分子結構與石灰石沒什麼不同

的物質。」一名中情局特工在報

告中寫道：「如果 KGB 檔案與

實際一致，這會是一個極度險

惡的情況。」「這些外星人擁有

這樣的武器和技術，超出我們

所有的假設。」

對於這份報告解密事件的真

假，很多人存有疑問。這似乎是

KGB 第一次出現外星人檔案的

解密文件。為什麼中情局會保留

存檔這份烏克蘭報紙報導的翻譯

文，也是人們想要瞭解的。

圖 / 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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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此文與《紅樓夢》沒
有關係，只是借用其中幾個
人物及個別情節而已。

夢醒——黛玉後傳
文/黃靚  畫/清・孫溫、改琦

第二回

老闆娘好心收留 
柳郎中熱情奔忙

且說紫娟精疲力竭，不覺睡

去。忽然一聲炸雷，直震得天搖

地旋，廟宇晃動。紫娟感到五臟

六腑快要震出來了。她睜開眼，

周圍一片漆黑。剛想摸索桌上的

蠟燭，忽然從黑暗中傳來女人的

呻吟聲，又聽到幽幽的說話聲，

紫娟嚇了一身冷汗，顫聲說：「姑

娘，我知道你死得冤，你要顯顯

靈。你還是好好上路吧，別再嚇

唬紫娟了。」只聽那細弱的聲音，

「紫娟，是你嗎？這是在哪裡？

你快扶我坐起來！」這分明是姑

娘的聲音，難道姑娘真的活過來

了！紫娟一陣驚喜，連忙摸到燭

臺，點上臘燭，手持燭臺，往棺

材裏照，只見黛玉已掙扎著坐了

起來，正在揉眼睛。「姑娘！你真

的活過來了？」黛玉說：「難道我

死過嗎？我只不過做個夢，夢中

的情形真真切切，一聲霹靂把我

震醒，夢也忘了。」「你，你活過

來了，太好了！」紫娟連忙說：「我

扶你出來。」費了好大勁，終於把

黛玉拉了出來，扶黛玉坐在椅上。

紫娟端詳著黛玉，鼻子一酸，俯

在黛玉膝上又哭起來。黛玉往四

周看了看，一切都明白了：原來我

真的死過，可憐只有紫娟一人在

這陰森森的房裏陪著我。頓時，

淚水像斷了線的珠子掉了下來。

紫娟問黛玉：「咱們還回賈

府嗎？」黛玉搖搖頭，說：「我

是再也不回去的。」「那咱們到

哪裡去呢？」「回南方，到我的

老家蘇州去。」「林府不是早就

沒人了嗎？咱們冒冒失失地去

了，萬一連『林府』都沒有了，

咱們投奔誰去？就是真的要去，

也要盤纏啊，咱們可是分文全無

啊，總不能討著飯走著去吧！」

「看來咱們真是走投無路了。」

此時，外面大雨滂沱，屋內鬼氣

森森，看到自己躺過的棺材，想

到如今的處境，悲從中來，不由

抱著紫娟嚎啕大哭，兩人哭得肝

腸寸斷，哭得淋漓酣暢，哭得聲

嘶力竭。外面的雨漸漸停了，兩

人哭得心也空了，倒覺得暢快了

許多。兩人相對無言，紫娟忽然

說：「倒是有個去處，只是委屈了

你。」「我如今幾乎是個乞丐了，

還有什麼奢求，能有個遮風避雨

的地方就不錯了。」紫娟說：「我

有個堂兄，住在城南三十里的柳

溪鎮。你還記得嗎？兩年前過年

時，他來看過我。沒敢進賈府，

是在南大街一家藥店裏見的面。

那藥店裏有個坐堂醫生，是他們

同村的。你當時還包了一包碎銀

子讓我帶給他，他當時感激萬

分。如今投奔他去，想來會收留

我們吧？我們暫且住著，然後打

聽蘇州的情況，你看如何？」「也

只有這樣了。你堂兄家也是個窮

苦的農戶人家，咱們兩人一去，

只怕有心收留，也無力養活啊！」

此時，黛玉凍得嘴唇發烏，抱著

雙肩發抖。兩人正在發愁，忽聽

得雨聲停了，往外一望，只見繁

星滿天。紫娟說：「此地不可久

留，今晚必須離開。」「三更半

夜，兩個女孩往哪裡去呢？」紫

娟說：「離鐵檻寺不遠，有個大

客棧，一天十二個時辰營業，咱

們先去那裡住一宿。」「咱們沒

錢，人家會讓咱們白住嗎？」紫娟

忽然想起什麼，連忙站起身來，

走到棺材邊，踮著腳，彎腰從裡

面摸出一包東西。紫娟說：「這

是你的首飾盒，少說也有近百

件。都是金的、銀的、玉的……

我想，也值些錢吧？」黛玉苦笑，

「也不能當錢使，也不能當飯

吃，有什麼用，我如今可是又餓

又冷，飢寒交迫！」紫娟說：「快

點準備走，要先把棺蓋合上，不

然有人發現裡面是空的，就鬧大

了。」說著，站在椅子上爬進棺

內，扔出兩件長衣。又把被子摺

成長條，蒙上白布，一看，真像

下面躺個人。出來後，兩人費了

好大勁，才把棺蓋移過來，蓋上

了。紫娟想了想，又撕下一條白

布，讓黛玉寫上「回府取物」四

個字。紫娟說：「天一亮，小和尚

要來打掃、送飯，若不見人，會

鬧得沸沸揚揚。」又往四周望了

望，說：「可以走了。」兩人披上

長衣，輕輕拉開院門，悄悄出了

陰宅。紫娟把布條拴在門環上，

黛玉讚許地點了點頭。這陰宅旁

邊就是鐵檻寺的後門。兩人小心

翼翼地打開門，走上了後街，穿

過一個夾道，就到前街，往東一

瞧，兩盞明亮的大紅燈籠掛在旅

店的大門口。走了約百餘步，就

到了客棧。

門開著，一個人趴在櫃檯上

呼呼大睡，兩人走進去，在櫃檯

旁猶豫了一會，紫娟只好輕輕地

推了一下睡覺的人，那人睜開惺

忪的眼睛，打個哈欠，問「要住

店？」「是。」那人推過來一個

薄子，說：「報一下名字吧！」

兩人愣了一下，黛玉說：「我們

是姐妹倆，我叫柳青，妹妹叫

柳丹。」「住幾天？」「一、二

天吧。」「是現在交錢，還是最

後算帳？」紫娟忙從臂上褪下一

隻玉鐲，說：「大叔，我們剛才

迷了路，錢也丟了，你就發發

慈悲，讓我們住下吧。這隻玉

鐲，您暫時收著。」那人拿著玉

鐲左看右看，說：「看來是個好

東西，可是值多少錢呢？這也

不能當錢用啊。」「大叔，你就

行行好吧。」兩人央求。這時，

只見後面的門簾一挑，走出一

個三十多歲的女子，「你們在嚷

什麼？把我都吵醒了。」那人

說：「正好！老闆娘來了，這兩

人要住店，沒有錢，要用這鐲

子……」老闆娘打斷那人的話，

說：「快安排她們住下，這三更

半夜的，總不能讓兩個女孩子

住在街上吧。」黛玉兩人感動不

已，連連致謝。紫娟說：「我姐

姐受了風寒，能找個安靜些的房

子住嗎？」「有，你們跟我來。」

兩人跟著老闆娘上了二樓。到了

走廊的最西頭，打開了一間房

門，說：「這對門一間是倉庫，

裡面放了些毛巾、被褥之類，隔

壁一間也沒人住，很安靜。你倆

就好好睡個安穩覺吧。看樣子你

們也沒吃飯，我馬上派人送來吃

的。」說著走出房間，順便把房

門關上。兩人看看房間、床鋪，

倒還潔淨。不一會，有人敲門。

開門一看，原來是一位十一、二

歲的小姑娘，左手拎著食盒，右

手托著茶盤進來了，「我娘讓我

給兩位姐姐送吃的。」紫娟連忙

接下茶盤，小姑娘抽開盒屜，

說：「今天天晚了，只有米粥和

包子了。這是幾樣小菜，我娘親

手醃製的，可好吃了。這是我

泡的茶，很淡，我娘說，泡濃

了，怕兩個姐姐睡不著。姐姐

慢用吧。」說著退出房間。黛玉

說：「這小妹妹聰明伶俐，著實

可愛。」紫娟卻說：「這娘倆也

太好了，好的我都不敢相信了，

該不是開黑店的，對咱們居心不

良吧？」說著把一個包子掰開，

嗅來嗅去，黛玉說：「你該不會

懷疑這是人肉包子吧？」紫娟也

笑了，說：「管它呢，我可餓壞

了，人肉包子也顧不得了。」咬

了一口，「還真香！這米粥也正

是我想要的，真是善解人意！」

剛吃完飯，又聽敲門聲。只見

小姑娘拎了一大壺水進來，說：

「這是熱水、洗臉洗腳的。」說

完，麻利地把碗筷收了，出門時

說：「姐姐睡個好覺。」

兩人洗臉、泡腳後，上了

床，蓋上被子，並肩舒舒服服地

半臥在床頭，黛玉歎口氣說：「今

日才體會到，其實溫飽就是最大

的快樂。」紫娟無可奈何地搖搖

頭，說：「咱們是今日有酒今日

醉，不知明日在哪裡？」沈默了一

會，黛玉忽然坐起來，說：「想

起來了，我有一件值錢的東西！」

紫娟連忙問：「什麼東西？」黛玉

說：「一幅名畫，是真跡，本來真

跡就名貴，何況又是前朝皇上畫

的，若真能賣出去，我想，夠咱

倆小半輩子用的。」「我跟你這

麼多年，怎麼從沒見過。」黛玉

邊回憶，邊說：「那次爹爹病重，

璉二哥送我回揚州，揚州是爹爹

任職的地方。當時爹爹已不能講

話，但頭腦是清醒的。我一直在

床邊服伺。有一次，他手指那幅

畫，讓我取下來，並示意我裝在

床頭邊的箱子裏，我打開箱子，

裡面全是我讀過的舊書。我隨手

把那幅畫放在箱子裏。父親讓我

鎖起來，我照辦了。第二天，父

親就不行了，他一再示意，讓我

把箱子帶走，那箱子沉甸甸的，

真不想帶，無奈這是父親臨終前

的囑咐，只好千里迢迢地帶到這

裏。一則這幅畫有很多複製品，

很多人都見過，不稀罕；二則我

也不想拿出來顯擺。誰知這時間

一長，竟把它忘了。箱子裏只不

過一些舊書而已，所以那箱子一

直扔在牆角，從未打開過。」「我

說怎麼沒見過呢！明兒我回去把

它取出來，讓它見見天日，這麼

珍貴的寶貝，鎖在箱子裏，可惜

了。」黛玉又深深地歎了口氣，

說：「它可是我們林家的傳家寶。

傳到我這裏，我卻沒有能力保住

它，真愧對列祖列宗。」說著，

眼圈又紅了。紫娟又勸慰一番，

方罷。紫娟說：「咱們在這裏白

吃白住，此地也不能久留，咱們

要抓緊時間辦事，盡早離開。」

黛玉說：「當務之急，是先通知

你堂哥把咱們接出去，然後去取

那幅畫。」紫娟說：「對！我明天

就去把這兩件事都辦了。你可不

能拋頭露面，你只能呆在這屋

裏。」「你明天還要辦這麼多事，

就早點歇息吧。」

第二天倆人醒來，早已是陽

光滿屋。紫娟打開房門，正遇見

那個小女孩笑咪咪地走來。說：

「兩個姐姐好睡，早上喊你們吃

飯，靜悄悄的，我不敢打擾，來

了好幾遍了，你們終於醒了。現

在早飯時間已過，快要吃中午飯

了，兩位姐姐要吃什麼？」說著遞

過來一個菜單，足足有幾十種。

看得紫娟眼花瞭亂。小女孩說：

「我娘說，讓兩位姐姐只管點好

菜，說兩位姐姐的飯菜，我們小

店還是管得起的。」紫娟說：「你

幫我們點吧。」小姑娘爽快地

說：「好！」小姑娘看著菜單說：

「紅燒魚翅，是我們店的招牌

菜……」紫娟連忙說：「太貴了，

就點幾個家常菜吧，素淨些的。」

小姑娘說：「芛尖肉絲、青椒炒

蛋、青炒茼蒿、豆豉燒千張，再

來兩碗白米飯，可好？」紫娟喜得

直點頭，笑著說：「你伶俐又俊

俏，叫什麼名字？」「我叫樂樂。」

吃完飯，紫娟匆匆出了門。

進城後直奔南大街藥店。紫娟探

頭往裏一望，只見那位親戚正在

給一位病人號脈，紫娟不敢貿然

進去，正好一個小徒弟從店內出

來，紫娟說：「小兄弟，你能幫

我傳個話嗎？」「你找誰？」「我

找那位柳郎中。」小徒弟立即返

回店內，在柳郎中耳朵邊說了幾

句話。不一會，郎中走了出來，

紫娟忙迎上來，說：「柳大哥，

你還記得我嗎？」「記得，記得，

兩年前咱們見過面的。剛才給一

個病人看病，讓您久等了，抱歉！

姑娘有何事找我？」「有一事相

求，您能否到柳溪鎮去一趟，告

訴我堂兄，說我有急事，讓他火

速來一趟。」郎中說：「我去告

個假，您稍候。」不一會，出來

了，說：「行了，我回去告訴家人

一聲，騎一匹馬，很快就到了。

姑娘放心，我估計明早他就能趕

到。」紫娟說：「讓他駕一輛車

來，能坐人的車。讓他到東門外

的『悅來客棧』找我。有勞大哥

了，真不知怎麼謝您。」「鄉里

鄉親，這點小事何須謝？」說著

兩人分手。（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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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評測

Navigator 內飾採用大量

的優質材料，看起來很有吸

引力，而且擁有豪華 SUV 的

氛圍。全真皮座椅不僅手感

柔軟，而且乘坐十分舒適。

標準功能包括三區自動

空調控制、六個 USB 端口、

一個 Wi-Fi 熱點、一個 14 喇

叭 Revel 音頻系統、衛星廣

播和 Sync 3 信息娛樂系統。

信息娛樂系統包括一個 10 英

寸 的 觸 摸 屏、Apple CarPlay

和 Android Auto 兼容性（每

個競爭對手都無此標準）以

及 GPS 導航。雖然 Sync 3 信

息娛樂系統沒有最清晰的圖

形，但直觀且易於從駕駛員

座椅看到並觸及。可用功能

包括全景天窗、無線充電和

20 揚聲器 Revel 音頻系統。

根 據 您 的 選 擇，

Navigator 可 以 容 納 七 八 個

性能參數

Navigator 2018 只提供一種

動力總成選擇：一台 450 馬力

的雙渦輪增壓 V6 發動機配合 10

速自動變速器。它的引擎比大多

數競爭對手更強大，並且加速性

能好，沒有太多的渦輪遲滯，變

速器的換檔順利且靈敏。

儘管不太上乘，但是 Navi-

gator 的 耗 油 量 比 許 多 其 他

豪 華 大 型 SUV 要 好： 城 市 為

16mpg，高速公路為 23mpg。

此 外，Navigator 還 使 用 普

通汽油，而許多競爭對手則需

要優質的汽油。

比 起 競 爭 對 手 凱 迪 拉 克

凱 雷 德 和 Mercedes GLS 等，

Navigator 每年可為您節省數百

美元的汽油費。

即使是在崎嶇的道路上，

Navigator 也能提供出色的乘坐

體驗。相對於其它大型 SUV 來

說，它的轉彎半徑很小，轉彎相對容易。

Navigator 的牽引能力比許多同類競爭對

手高 ; 如果裝備適當，它可以拖曳至 8,700

磅。 這 樣 的 能 力 足 以 拉 動 一 般 的 拖 車 或 

船艇。

如果您比較注重拖車性能，您可以選擇

添加有用的功能，例如拖車搖擺控制和掛車

制動控制器。

安全性

人。所有三排座椅都有足夠

的空間讓大人可以舒適地乘

坐，並且座椅在長途旅行中

仍然保持舒適乘坐感。可用

的 30 向動力可調座椅是所有

SUV 中最好的。

所有第二排座椅位置以

及 第 三 排 外 側 座 椅 配 備 了

LATCH 兒童座椅連接器。

在 後 備 空 間 中，

Navigator 可 謂 是 貨 運 領 域

的領導者。這款底座車型在

後排座椅後方有超過 19 立

方英尺的空間，這足以滿足

黃金獵犬和幾個購物袋的需

求。向下折疊第二排和第三

排， 你 將 有 超 過 103 立 方

英尺的空間，這空間對於大

型戶外裝備來說是足夠的。

長 軸 距 的 Navigator L 擁 有

更 大 的 貨 艙 空 間， 第 三 排

後面的空間超過 34 立方英

尺， 最 大 容 量 約 120 立 方 

英尺。

2018 Lincoln Navigator

尚未經過公路安全保險協會或

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碰

撞測試。

標準安全配備包括：駕駛

員輔助功能 MyKey（ 可讓您設

置駕駛車輛的其他人的速度和

音量限制 ）、倒車攝像頭、前

後停車傳感器、盲點監控和後

部交叉路口警報。可用的功能

包括自適應巡航控制、平視顯

示器、360 度攝像頭、前方碰

撞警告、行人檢測、車道偏離

警告、車道保持輔助、駕駛員

困倦監控，以及平行和垂直停

車輔助。

 LINCOLN NAVIGATOR 2018
【看中國訊】這應該是全

球唯一一款以總統名字命名的

汽車品牌──Lincoln（林肯），

在當今競爭激烈的汽車市場中

似乎很難找到它昔日的輝煌。

在歷 經風雨多年後的今天，

Lincoln Navigator（領航者）以三

排座豪華車形象重新贏得市場

的目光，並且贏得豪華大型SUV

中的頭籌。它具有比大多數對手

更大的標準馬力，牽引能力也在

同級別中名列前茅。與其競爭

對手相比，Navigator還可以提供

不錯的燃油里程。

Standard RWD 後輪驅動 Optional 4WD 四驅

引擎 雙渦輪 3.5 L  V6 引擎 雙渦輪 3.5 L  V6 引擎

馬力 / 扭矩 450 hp / 510 lb 450 hp / 510 lb

燃油性 16 mpg / 城市 23 mpg / 高速 16 mpg / 城市 21 mpg / 高速

起價 $71,329 $7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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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梅賽德斯 - 奔馳

旗下豪華子品牌梅賽德斯 - 邁巴

赫近日發布一款全新的 SUV 概念

車。該車雖然還未公布名字，但

毫無疑問繼承了邁巴赫品牌一貫

的奢華。隨著邁巴赫的產品越來

越豐富，它也越來越有與賓利、

勞斯萊斯等品牌抗衡的資本。

從外觀來看，該車擁有與

Vision Mercedes Maybach 6 概

念車相似的設計語匯，狹長的

LED 頭燈搭配碩大的直瀑式水

箱罩、宛如渦輪狀的輪圈樣式，

樹立式的格柵都顯現出該車的霸

氣。尾燈使用橫置分體式佈局，

與目前的奔馳和邁巴赫的造型風

格完全不同。

內裝部分則可以看到奔馳慣

用的大型平板式儀表面板，且還

可以發現直瀑式水箱罩的元素也

被延伸應用至冷氣出風口上，搭

配大量皮質、木質、金屬，以及

LED 氣氛燈。

對比邁巴赫先前發布的數款

概念車，該車設計顯得更為務

實、更接近量產版本，包含四人

座椅規劃、方向盤、人機界面

等，都相對成熟，或許該車量產

可能性也不小。

雖然動力系統尚未公布，但

預計將搭載帶有閉缸技術的 4.0L
渦輪增壓 V8 發動機，同時還有

可能推出混合動力以及插電式混

合動力車型。

【看中國訊】在近日舉行的

寶馬 Group Digital Day 2018
活動中，寶馬公司在展示了下一

代 iDrive 車載信息娛樂系統同

時，重點推出高科技感十足全新

Operating System 7.0 數 字 儀

盤界面。預計該界面將在 7 系、

8 系、新一代 Z4 等高檔車款上

率先應用。

該系統採用了全新外觀設

計，旨在盡可能減少駕駛者在行

車過程中的分神，並且其在視

覺美學上也下了不少功夫。

儀表盤的輪

廓 不 再 是 寶

馬傳統的圓

形，取而代

之的是兩端

稜角分明的

長 方 形。 在

新系統中，儀

表盤中間是地

圖或其他相關信

息，左邊提供的是速度相關信

息，右邊則視車輛型號顯示燃油

數據、轉速表信息。

在完全數字化的顯示方式之

下，Operating System 7.0 系

統將能夠在儀表屏幕上顯示更多

的信息，更能夠適時適地的顯示

駕駛需要的車輛信息。

駕駛員將能夠透過 iDrive
的實體按鍵旋鈕、觸控屏幕、聲

控或者手勢控制來進行操作，相

比以前，寶馬強化了觸控反應，

在選用功能時更容易操作。

同時，寶馬稱其主菜單允許

用戶進行個性化設置，該系統可

將與個人相關的內容放置到靠前

和中央位置。

此外，寶馬還將在車內影音

娛樂系統當中導入最新的 5G 通

訊技術，另外還會有即時路況與

災害預警系統來讓駕駛人了解前

方道路的狀況，提供更加安全的

行車環境。

邁凱輪 720S 擁有前衛的侵略性外形設計，同時採

用了更先進的空氣力學設計，擁有更低的風阻表現。

該車搭載雙渦輪 4.0 升 V8 引擎，從靜止至 100 公

里 / 時僅 2.9 秒，靜止至 200 公里 / 時僅 7.8 秒，極速

341 公里 / 時。

【看中國訊】近日，被譽為「設計界奧斯卡」的德國紅點設計大獎（Red Dot Design Award）公布了汽車與摩

托車組別的最佳設計獎（Best of the Best）得主，最終法拉利 Portofino、邁凱輪 720S 與起亞 Stinger 榮獲殊榮。

法拉利 Portofino 於 2017 年日內瓦車展推出，名

字來自於意大利北部以迷人港口聞名的Portofino小鎮。

該車上寬下縮、宛如微笑的橫柵式水箱罩，以及單

環式尾燈的短促車尾，形成更加挺拔的視覺效果。車尾

兩側經典的雙圓燈組距離加寬，全新的折疊式電動硬頂

敞篷設計，不僅讓車尾線條更顯俐落，同時也讓頂篷存

放空間隱藏得更為精妙。

法 拉 利 Portofino 搭 載 的 是 一 款 600 匹 馬 力、

3.9 升雙渦輪增壓 V8 引擎，匹配一款 7 速雙離合變速

器，100 公里時速加速時間為 3.5 秒，極速大於 320 公 
里 / 時。

擁有「史上最高速起亞」稱號的 Stinger 在去年橫

空出世，無論是高聳的腰線、流暢的車頂線條、虎鼻式

水箱護罩，還是神氣的 LED 頭燈，都讓人眼前一亮。

Stinger 擁有 2.0 升 Theta II 缸內直噴渦輪引擎與 3.3
升 V6 雙渦輪增壓缸內直噴引擎兩種動力配置，搭配升

級自豪華旗艦 K900 的第二代 8 速自排變速系統，百公

里加速僅需 5.1 秒、極速 267 公里 / 時，並有五種駕駛

模式。

Reddot design Award

RedDot 設計大獎汽車類 

最佳設計獎出爐！
法拉利 Portofino

邁凱輪 720S

起亞 Stinger

梅賽德斯.邁巴赫
全新SUV
概念車

發布

——      Operating System 7.0數字儀表盤
寶馬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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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流動性趨緊及美元走

強伴隨著美國緊縮貨幣政策的綜

合效應下，更將會給一些債務嚴

重的新興經濟體帶來了各種各樣

的風險，一些經濟體的金融資產

或即將岌岌可危，尤以土耳其里

拉、阿根廷比索跌幅最大。引起

這些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金融資產

出現動盪的最根本原因便是離岸

美元荒，同時，歐洲、加拿大、

英國和日本等 G10貨幣也會感

受到壓力。

資金大量回撤美國，大量投

資者急欲在全球貨幣緊縮後撤資

到利潤高、更安全的國家，而導

致大量拋售、或形成金融市場踩

踏。而且許多弱國嚴重依賴進口

商品，美元走強會讓大宗商品承

壓，而原材料卻是許多新興市場

經濟體的重要出口產品，所有這

些都將致使這些國家的經濟生活

雪上加霜。根據最新的彭博報告

顯示，除了土耳其和阿根廷（也

被標普定義為「脆弱國家」）外，

目前這 7個國家的經濟或金融市

場也很有可能即將岌岌可危，正

面臨著很大的挑戰，包括：黎巴

嫩、厄瓜多爾、烏克蘭、埃及、

巴林、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亞。

加元僅處於

短暫相持階段

加元在美元強勢及北美自由

貿易協定談判不確定情況之下

理應走弱，但油價的突漲給加

元又帶來了強勁的支撐力，這是

一個比較奇特的現象，但不可忽

視的是，未來更嚴重的隱患仍

然存在，新興市場經濟體已是前

車之鑑。

美元強勢會令加拿大礦產資

源價格嚴重受壓，一旦油價回穩

或回跌，加元可能會迅速下跌，

進一步催化加拿大通脹預期，在

高房價的民生環境之中物價的飛

漲，將堅定加央行跟隨美國加息

步伐的決心，後續將直接影響到

加國目前重要的經濟支柱 --房
地產業，這種連鎖性的反應可能

根源還在於此次美元上漲週期。

美元強勢會否刺破

房地產泡沫？

兇猛的美元已經對高估值資

美國總統川普經濟政策以及

美國經濟良好表現，加息預期等

綜合效應之下，美元扶搖直上，

已經逼近了去年十月高點水平，

更令人關注的是此波行情會否成

為美元反轉趨勢，而恰在此際，

川普高調宣佈退出伊核協定，恢

復對伊朗的全面制裁，一石激

起千層，國際油價在交易量暴升

波濤之後，繼續沿著上漲趨勢上

行。美元與油價同期暴漲的情

勢，令全球經濟處於一個非常脆

弱的敏感期，甚至可能出現地域

性的經濟災難。

脆弱新興市場經濟體

易受衝擊

美國進入長加息週期，美元

飆升的效應已經顯現，阿根廷貨

幣出現崩盤跡象，被迫一周內加

息三次。這可能只是一個序幕，

脆弱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前景非常

不妙。美元持續上漲震撼新興市

場，導致近年來投資者為尋求更

高回報而爭相投資的股票、債券

和貨幣價格紛紛大跌，同時，對

大宗商品來說，美元指數走強可

能會成為一個重要的抑制因素。

【看中國訊】最近

在美元及國際油價強勁上

漲的情勢下，全球市場風

起雲湧，新興市場首當其

衝，各發達國家皆緊盯市

場變動而做應對之策。

加拿大目前也處於風口之

中，加元與房地產的動向

尤為敏感，有可能變局會

提前到來。

美元與油價同期暴漲，令全球經濟處於非常脆弱的敏感期。（Fotolia）

美元油價齊升 
加金融房產進關鍵期

產舉起了金融屠刀，而國際金融

界目前越來越多專家傾向於房地

產泡沫可能首當其衝，而且點名

溫哥華、多倫多是結束瘋狂房價

的先行者。

英國倫敦的房價近期出現

2009年來最快速度的下跌，金

融分析師稱，倫敦的房價目前就

像一顆石頭一樣在下墜並且面臨

崩盤的風險，倫敦房價瘋漲使得

身處懸崖邊上的「龐氏騙局」最

終還是迎來了崩塌的一刻。

美國進入加息長週期，隨著

近期美債收益率急速躥升、美元

強勢反彈，非美元貨幣貶值、海

外美元荒導致融資和負債成本上

升的壓力已經開始席捲全球。包

括加拿大在內的全球利率上升的

趨勢已經不可逆轉，逆全球化和

錢將變貴將長期籠罩在世界上房

地產泡沫最嚴重的國家和地區。

而加拿大的經濟危機可能比

想像中更嚴重，加拿大央行最近

剛剛發佈加拿大家庭債務報告

指出，8%的加拿大家庭負擔著

20%的加拿大個人債務，這部

分家庭的債務總額是他們總收入

的 3.5倍。即使是最輕微的利率

上升，也隨時可能摧毀他們脆弱

的財務狀況。央行警告加拿大家

庭，債務狀況正在惡化，危機隨

時可能到來。

央行的報告顯示年內依然有

巨大的加息壓力，到 2018年底，

加息 1.75%—2%的概率極大。

加拿大家庭債務的 72%是住房

抵押貸款，截至 2018年 3月底，

加拿大家庭的債務總額是 2.129
萬億加元，其中 1.52萬億加元是

住房抵押貸款。債務危機將導致

房地產市場危機，房地產業預計

一旦大都會城市房價跌過 50%，
加拿大經濟危機不可避免，最終

形成惡性循環。

正因為這種房地產業制約

經濟的結構形態，加央行可能在

貨幣政策方面更會顧忌到房價問

題，這將大大減低房地產崩盤風

險，而央行的應變決策應當時間

不遠了。

遼寧丹東房價被炒飆漲五成

專家提示小心虧本專家提示小心虧本

【看中國訊】近來，大陸

炒房團湧入和朝鮮接壤的丹東

市，使得丹東市的房價上漲了

50%。但有專家提醒，朝鮮局

勢還未發生根本的轉變，小心炒

房虧本。

自從朝鮮和韓國聯合發表了

《板門店宣言》，爭取年內簽和

平協議後，與朝鮮新義州市一江

之隔的中國遼寧丹東市便成了大

陸炒樓團的目標。

據深圳《證券時報》微信

公眾號「e公司官微」報導，

4月 21日，朝鮮宣布從當日起

停止核試驗後，丹東樓市頓時

火紅。 4天後，丹東不動產登

記中心發布通知，表示近期由

於辦理不動產登記業務急劇增

加，即日起實行預約發號，按

預約時間辦理。 位於遼寧省丹東市的鴨綠江大橋(維基百科)

(卡爾加里·加拿大)

交通便利
溫馨舒適
環境優雅
設施齊備

(卡

海內存知己   天涯若比鄰

丹東新區某樓盤 2天內就

從每平方米 3,500元（人民幣．

下同）升至 5,500元。該區的一

名樓盤銷售經理稱，現在新區的

樓價一天一變，有些甚至一天幾

變，要想在丹東新區買樓就趁早。

而在「五一」長假期間，前

往丹東各個樓盤看房的人明顯增

多，多是瀋陽和大連牌照的車主。

面對丹東樓價大幅上漲，有

業界人士提醒炒房者小心虧本。

據香港《信報》報導，有丹

東市當地分析人士表示，目前丹

東新區的房價上漲，一方面肯定

是開發商藉著朝鮮半島局勢發生

變化進行炒作造成的，另一方面

的確是外地人前來買樓推動的。

因此當樓價回歸理性，甚至地方

政府採取調控措施，前來買樓的

人便可能會投機不成還會賠上

身家。

也有分析人士表示，朝鮮半

島局勢還不能說已經發生根本性

逆轉。如果丹東新區樓價在短期

內繼續大漲，並發現明顯的人為

炒作跡象，預計丹東政府會採取

限購措施。

在朝鮮宣布棄核之後，國際

上質疑多於相信，表示要看到朝

鮮的實際行動才可以下結論。

丹東是中國對朝鮮貿易最大

的口岸城市，丹東對朝鮮貿易進

出口總額已占中國對朝進出口額

的近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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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加拿大豐業

銀行的高級經濟師 Adrienne 
Warren 和 Marc Desormeaux
近期撰文表示，2018 年的卡城

地產市場穩定，在緩慢復甦；並

推斷，2019 年房屋交易價格可

能還會保持低迷。

他們認為現在房地產市場處

於復甦模式，並重點分析了影響

房屋市場的兩個因素：

卡城房屋交易價格

因為考慮到 2018 年貸款利

率上漲，在 2017 年的最後幾週

買家加速了購買房子：「現在房

價正在趨於穩定，這證明亞省經

濟正在逐漸復甦。卡爾加里綜合

基準房價在三月份的前十二個月

內保持不變，獨立屋的小幅上漲

抵消了聯排別墅和公寓的小幅下

滑。 2018 年第一季度整體成交

量與新屋上市比率平均為 52，
處於在長期標準偏差範圍之內，

基本與市場波動持平。」

市場需求

卡爾加里 CMA（人口普查

大都會區）在過去一年中創造

了超過 23,000 個淨工作崗位，

現在全職人員失業率雖然仍在上

升，但已從 2016 年底的 10％
以上的高峰下降到 8％。預計

2018-2019 年失業率將繼續下

降。預計提高省級最低工資標準

將推動就業增長。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亞省的最低工資將

升至 15 加元每小時。

與溫哥華和多倫多相比，

卡城住房壓力較小，這點可以

吸引更多人才來此定居。也可

增加企業吸引和留住關鍵人才

的資本。

自 2017 年下半年開始，

亞省實現跨省人口淨流入。預

計人口淨流入量在一定時期內

會保持增長趨勢，但預計幅度

不大。即使在經濟放緩的情況

下，卡城人口也以每年大約 2％
的速度增長。據 2016 年人口

普查數據，卡城人口的平均年

齡為 37.4 歲，為全國最低； 25
至 39 歲年齡段的人群中，有

24.7％的人被認為是最有可能

的潛在購房客戶。

【看中國訊】與三月份相

比，四月份加拿大有些城市的房

屋成交量下降幅度高達 60%，

降幅以卑詩省菲沙河谷區、卡爾

加里、渥太華和蒙特利爾為前幾

位。加拿大的四月份房屋交易量

下降到了五年來的最低點，業界

認為是渥太華的貸款壓力測試阻

擋了潛在買家。

加拿大地產協會（CREA）

週二（5 月 15 日）公布，與三

月份相比，全國房屋成交量下降

了 2.9%。而在溫哥華、卡爾加

里、多倫多和蒙特利爾，下降的

幅度超過了 60%。

四月份房屋成交量下降是

本年度連續第三個月的下降。

與 2017 年 12 月相比，下降幅

度為 20%。新的貸款壓力測試

從本年度一月份開始。CREA
的 經 濟 師 克 拉 普（Gregory 
Klump）在報告中說：「今年

開始的貸款壓力測試令市場成

交活躍度下降，打破了亞省、

薩省和紐芬蘭省的房屋市場平

衡，」他還認為：「CREA 也曾

就此政策實行會給房地產市場

帶來的負效應向政府提出過警

告。」

對很多地產經紀人來說，四

月成交量下降是令人失望的。他

們認為更為嚴厲的房屋貸款政策

和上漲的利率阻擋了許多潛在買

家購房。為抑制房價上漲，有的

地區已採取行政措施干預。如卑

詩省，已實行對外國買家加稅的

政策。這都使得金融機構發放貸

款時更為謹慎。

不過，雖然房屋成交量下

降，但價格卻穩住了。四月份全

國基準房價指數上升了 0.6%，

比一年前同期上升了 1.5%。另

外，在四月份掛牌上市的新屋數

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4.8%。

【看中國訊】數據顯示，四

月份卡城各類多戶住宅二手房價

有升有降。根據卡城先驅報記者

Josh Skapin 撰寫的報告，近期

市場有三大看點：

價格

四月份，在卡城出售聯排別

墅收益最大的地段是市中心和

卡城北部。市中心的基準價格為

46.8 萬加元，卡城北部的價格為

26.3 萬加元，同比增長約 2％。

聯排別墅成交量最大是 20 萬

加元至 30 萬加元價位區間的住

宅，當月的銷售量為 72 個單元，

低於去年的 82 個單元。

全市公寓價格都有下跌，

卡城北部和西北區域的公寓價

格與 2017 年 4 月最為接近，每

個區域只下降了不到 1％。雖然

上個月大部分公寓銷售價格在

20 萬加元至 30 萬加元區間內，

且有 108 個單元易手，但增長

點是由比較高端的公寓交易帶

來的。卡城地產局（CREB）表

示，有 13 套公寓的銷售額在

45 萬加元至 50 萬加元之間，

較去年的 4 套有所上升。

對於雙拼屋的價格，有三個

區域脫穎而出。卡城南部的基準

價格年增長近 10％，而卡城東部

和東北部分別上漲了9％和 6％。

交易量

CREB 表示，公寓，雙拼

屋和聯排別墅的轉售量與 2017
年 4 月同期相比有所冷卻。

上個月公寓成交量 262套，

同比下降 7.5％。聯排別墅的銷

售量縮減了 13％，為 192 套。

銷售量降幅最大的是雙拼屋，從

去年的 204 套同比下滑 23.5％

至今年的 156 套。市中心區域

成交量明顯高於其他區域。

市場存量

儘管四月份三種多戶型都比

2017 年同期有更多掛牌出售，

但增幅最大的是雙拼屋，上個

月新增 350 個房源，同比飆升

30％，僅次於去年 3 月的 388
個新增房源。

CREB 表示，公寓、雙拼屋

和聯排別墅的總房源均比 2017
年同期有所增長。其中雙拼屋供

應量飆漲 66％，共有 756 套。

卡城地產市場
加拿大房屋成交量 
創五年最低

卡城多戶住宅市場  大看點

正在穩定緩慢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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