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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有三大變
局，其一是啟嗣禹位開
啟家天下；其二是秦滅
六國完成大一統；其三
是近一百年的歷史。這
些承接轉折之處是讀史
者尤須留意的重點。

文 / 軼飛  圖 / FOTOLIA

軼史
隨札

大一統 之序
對於三個變局之思考，可

以按順序來慢慢疏理，亦可找

到肯綮，如以無厚入有間，而

我更傾向於後者，所以，從第

二個變局入手破題是一個不

錯的方法。這不只是因為以此

為起點的兩千年的歷史比之上

古與我們所處的時代要更為接

近，還因這一變局如同歷史之

樞紐，將這一問題說清，三個

變局之關係也就一目瞭然。

歷史上凡大局之變遷，皆

先之以文化啟蒙，踵之以政局

變動，成之以天命時運，歸之

以文明大化。以此為脈絡來把

握大局，會有助於在紛擾的亂

世中看清歷史的走向，或曰天

意的選擇，而不是陷於亂局之

中說是非，囿於得失之中論成

敗。歷史中小的經驗固然是一

種經驗，但也只是人中的經驗

而已，且魚龍混雜。讀史不只

是為了獲取一些人中的小經

驗，更重要的是察天機、明天

道、正人倫，才會在人類有史

以來的最後一次變局中，看清

大勢，也為自己確立一個正確

的方向與位置。

而此一系列讀史隨筆將按

如下篇目來逐一討論：

因為「文以載道」，寫文章

即表達作者自己的思想，所以文

章是存世千古之事，好文章影響

極其深遠；一個好作家應該明白

自己在寫作上的得失，把寫文章

看成開啟人類智慧的千秋大事。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

知」出自唐朝杜甫的〈偶題〉。

意思是說，文章是傳之千古的

宏大事業，而其中的甘苦得失

只有作者自己心裡知道。原作

很長：「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

知。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

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前輩

飛騰入，餘波綺麗為。後賢兼舊

列，歷代各清規。法自儒家有，

心從弱歲疲。永懷江左逸，多病

鄴中奇。騄驥皆良馬，騏驎帶好

兒。車輪徒已斫，堂構惜仍虧。

漫作潛夫論，虛傳幼婦碑。緣情

慰漂蕩，抱疾屢遷移。經濟慚長

策，飛棲假一枝。塵沙傍蜂蠆，

江峽繞蛟螭。蕭瑟唐虞遠，聯翩

楚漢危。聖朝兼盜賊，異俗更喧

卑。鬱鬱星辰劍，蒼蒼雲雨池。

兩都開幕府，萬宇插軍麾。南海

殘銅柱，東風避月支。音書恨烏

鵲，號怒怪熊羆。稼穡分詩興，

柴荊學土宜。故山迷白閣，秋水

隱黃陂。不敢要佳句，愁來賦別

離。」這首詩歌表達了詩聖杜甫

晚年對詩歌創作的見解，是一篇

有概括性的傑作。

上句「千古事」是指留傳久

遠，關係重大，就如三國時代曹

丕所說的「文章經國之大業，不

朽之盛事」。下句「寸心知」是

說對於文章，作者本人的理解感

知最為明白。這兩句詩雖是以議

論入詩，但對仗工整，語言高度

概括，且切中肯綮，含蘊豐富，

很有哲理性。

我不是專業作家，也不是藝

人，但自從走上了業餘寫作的道

路之後，也經常專心觀察某些生

活細節，全心貫注的把靈光一現

的心靈感悟如實的記錄下來。文

章是一個宏大的概念，詩、詞、

歌、賦，書、表、策、論，其內

容非常豐富。各種內容都可以在

文章中體現，文章可以載道、抒

情、論理、寫意。能寫好文章自

然是一種功夫的體現，在過去幾

千年的時光裡，好文章與能寫好

文章的人都是屈指可數的。

唐朝的韓愈說過「師者，傳

道授業解惑也」，文章也是如

此。好文章能給人啟發和思考，

最大限度的開啟人的智慧，讓人

擁有正確的思想和認識，形成正

確的人生目標，以巧妙的智慧解

決人生中的難題。一篇文章要有

自己的觀點，要講明道理，析

理是為了明道，讓讀者接受觀

點；同時要有情感，情感是為了

吸引讀者，讓讀者能感受到美的

享受。「奇文共欣賞，異意相與

析」就是講這種意境。

不管是作文，還是寫詩，都

必須盡心盡力。寫詩、作文之

樂，實際上是苦中作樂，對此古

代不少的文人雅士都抒發了他們

切身的感受。好句妙詞難得可

貴，儘管是無處不在，無時不

有，但有時就是一字難求，時而

曇花一現，時而如波光水影；有

時遙不可及，有時擦肩而過。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因此好作家不能只講技巧而不修

德，擁有真誠的人品、寬廣的胸

懷，以及高尚的道德，才能寫出

好詩文。

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
文 / 貫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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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

心知」是詩聖杜甫寫出的

一句名言，這十個字言簡

意賅，內涵豐富。古往今

來，凡是富有責任感的文

人與作家，都將此奉為座

右銘而鐫刻於內心。

詩情 
畫意

Standing alone in Spring, 
whose courtyard is this?
Briskly, east wind
overspills the wall,
A thousand trees of 
sudden burning snow,
pear blossom's fragrance
scorching lane and trail.
Night descends, 
they beacon back the moon. 
At daybreak, 
they're caressed by misty cool.
While Qingming's coming, 
they're first to grasp Spring's 
soul,
making this far-off place 
beautiful.
I'm wondering: 
were they beings cast downto 
earth, 
to experience, whole, life's jail?
In cold night dreams
they still remember lightness,
home beyond
the cloudy mountains'rail.

梨花詩
寂歷三春誰家院    浩蕩東風吹過牆

玉樹千枝燃白雪    曲徑深巷梨花香

夜半溶溶光浸月    晝永脈脈煙生涼

時逢清明得氣早    開得冷豔天一方

仙子瑤臺名有籍    謫來立盡小劫長

夢裡輕寒尤料峭    認取雲山是故鄉

Translated by  
Jennifer Zeng（曾錚） 
 Damian Robin

Pear Blossom

 文 / 軼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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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
黃庭堅

xīn   zhú

黃庭堅，字魯直，號山

谷道人，晚號涪翁。北宋著

名詩人，乃江西詩派祖師。

為英宗治平四年進士，他的

詩書畫稱為「三絕」，與當

時 的 蘇 東 坡 齊 名 ， 並 稱 「

蘇黃」。著有《山谷集》傳

世。庭堅篤信佛教，亦慕道

教，生性至為孝順，身雖為

太史，富貴顯耀，然侍奉母

親，卻極盡其誠孝之心。 

（1）棘：酸棗樹，枝條多

刺，果實味酸。

（2）護持：保護維持。

（3）漣漪：水面的波紋。

（4）掠：輕拂而過。

（5）行天：行經天空。

（6）籜：竹筍外殼。

（7）簌簌：狀聲詞。形容

細碎的聲音。

（8）梢：竹枝末端。

（9）離離：隱約可見的樣

子。 
（10）頻：屢次。

（11）簟：竹蓆。

在地上插棘枝編成籬笆，小

心的維護新生的幼竹，長成碧綠

清涼的竹林，可與水波相映成

趣。清風吹過竹林時秋意已先到

來，即使午時日正當空也感覺不

到炎夏的酷熱。

幼竹生長脫開筍殼時能聽到

細碎的聲音，從頂端冒出後才隱

約看見新竹的身影。歸來閒暇我

想常來這裡，還要隨身帶著枕頭

和竹蓆呢！

黃庭堅曾在府衙後園種一叢

竹子，建一座亭子，名為「滴翠

軒」，亭中擺放黃庭堅的石像，

並自己題詩：「似僧有髮，似俗

脫塵。作夢中夢，悟身外身。」

黃庭堅任黃州知府時，接連

幾天夢見自己到了鄉村，看到一

位老婦人在門口供了一碗芹菜

麵，黃庭堅吃了麵後，醒來嘴裡

還留有芹菜香。他循著夢中的路

走入一個鄉村，夢中所見的老婦

就在門前，旁邊放著芹菜麵。老

婦悲傷的說，今天是女兒忌辰，

所以每年此時都會擺上女兒最愛

吃的芹菜麵。黃庭堅正巧也是今

天生日，他問女兒死去多久？老

婦說 26 年了，那年 26 歲的黃

庭堅不由得一驚。進屋看見一個

櫃子，但老婦不知道鑰匙在哪，

黃庭堅想一想就找到了鑰匙，櫃

子裡是女孩生前所讀的書和寫的

文稿，文稿和他歷次考試寫的文

章一字不差。黃庭堅明白了這位

老婦是他前世的母親，於是迎回

府衙奉養。竹林旁「滴翠軒」的

題詩，就是他對夢中所見前世輪

迴的感想。

作者 註釋 譯文 賞析

huáng tíng jiān

yǎng chéng hán bì yìng lián yī

fàng shāo chū jiàn yǐng lí    lí

養成寒碧映漣漪。

放梢初見影離離。

chì    rì  xíng tiān wǔ bù zhī

zhěn diàn réng jiāo dào chù suí

赤日行天午不知。

枕簟仍教到處隨。

chā   jí   biān lí    jǐn  hù   chí

jiě   tuò  shí wén shēng sù sù

插棘編籬謹護持，
qīng fēng lüè   dì  qiū  xiān dào

guī  xián ě   yù    pín  lái   cǐ

清風掠地秋先到，

歸閒我欲頻來此，

解籜時聞聲簌簌，

文 / 心怡

生活中，我們如果善於與人

交往就會覺得一切都很順利，反

之就會覺得處處碰壁，以致於甚

麼事情都做不成。有時候，能與

別人溝通就會覺得快樂，不能與

人相處就會覺得孤獨和不幸。一

個再聰明的孩子，如果不懂得如

何與人相處，只限於自己的知

識，那麼他的潛能就沒辦法施展

出來，如同閉門造車的書呆子。

如果人與人之間不能相互理解，

那麼每個人都會固執己見，認為

自己永遠對，而別人總是錯的。

傾聽的藝術

作者對兒子的教育中，一直

非常注重與人相處方面的培養。

為了能夠讓兒子與別人和睦相

處，能夠擁有很多朋友，他給兒

子提出必須要做到：友愛、協

作、大方、開朗、公道、禮貌、

自尊、責任心、組織能力等等，

讓兒子以這些準則來與他人相

處，讓兒子能夠與別人以適當的

方式交往。

有一天，作者的一位朋友說

起自己家庭的事：「我們有時候

會出現問題，可是我們又不願意

實實在在的說出來。部分原因是

由於害怕，部分原因是覺得丟

臉。大家全都是這樣，包括：我

和妻子，還有我們的孩子。」他

在美國哈佛大學的圖

書館裡有一本珍貴的藏

書—《卡爾‧威特的教

育》，這本書於1818年

寫成，作者卡爾·威特是

一位清貧的牧師，他記述

了弱智兒子在14歲以前

的成長過程及自己的教育

心得和方法。哈佛大學心

理學博士賽德茲說：「把

一個低智兒童培養成了聞

名全德意志的奇才，這是

證明《卡爾‧威特的教

育》一書神奇和偉大的最

好例子。」

建議朋友舉行一個家庭會議，每

個人都可以發表自己的意見，說

出自己的心裡話。

後來，自從有了家庭會議，

這位朋友家裡的氣氛好多了。以

前，孩子不敢與他多說話，妻子

也有些害怕他。現在，孩子們向

父母坦露了情感要求：希望父母

經常在晚上陪他們玩一會兒，父

母馬上答應了，但同時也提出了

對孩子的建議：要做到及時上

樓、吃飯和洗澡。這位朋友和妻

子的感情也恢復到了新婚時那樣

美滿。

這種溝通的方式，使父母與

孩子之間可以輕鬆的暢所欲言，

使家庭情感的溝通和家庭教育都

收到了理想的效果，作者稱這種

做法是自助的家庭教育方式。家

庭生活可能會使家人之間產生心

理障礙與隔閡，如果父母採取積

極的態度和溝通方法讓全家人都

坐下來，在和諧融洽的氣氛中與

孩子對話、教育孩子，那麼受父

母言傳身教的影響，孩子也能自

信、從容、理智的解決問題。

作者從兒子 3 歲開始，就

讓兒子加入家庭會議，與父母和

女傭一起討論某個問題。家庭會

議的方式涉及到家庭教育中的很

多重要細節，比如：母親表示，

如果孩子能夠幫她洗衣服和晒衣

服，她會很高興的。這些細節有

助於父母更深入的理解孩子，也

會讓孩子信任父母，更樂於接受

父母的教育。

作者在與孩子溝通的經

驗中，其中之一是「傾聽的藝

術」。他和妻子每天都會在兒

子入睡前，留一段時間聽孩子講

述今天發生了哪些事情？兒子很

多時候會對自己做自我評價，哪

些事情做得好？哪些事情做得不

好。在講述的過程中，孩子逐漸

的習慣了自我反省，他和妻子也

會清楚的瞭解兒子的個性、待人

處事的方式。

父母總是希望孩子對自己能

夠敞開心扉，希望孩子有甚麼事

情能夠與父母商量，所以父母要

營造出真心傾聽的氛圍，贏得孩

子的信任，才能與孩子無拘無束

的交流。在與孩子的交談中，對

於孩子不正確的想法，也會給予

及時的指導，講清楚道理。

在晚餐時，作者全家經常討

論家庭問題，家裡的每個人都有

機會說出自己的想法，兒子在這

時談論的事情也最能引起父母的

注意，得到了被尊重的滿足感。

他還會特意和兒子一起去田野、

一起去野餐，和兒子談心、分

享彼此的情感。所以他認為「傾

聽」是一種非常好的教育方式，

對孩子來說「傾聽」是在表示尊

敬、表達關心。

他認為溝通是一種藝術。孩

子有時候需要安慰時，他會擁

抱、撫摸兒子，有時候不方便口

頭表達時，他就會寫在紙條上。

他想盡一切辦法讓自己和家人能

與兒子有良好的溝通，這樣不僅

加深了對兒子的瞭解和感情，也

教會了兒子怎樣去與他人溝通交

流，以這種方式培養兒子能夠善

於與他人交往的能力。（待續）

如何教孩子與人相處（一）

___
卡爾‧威特的教育理念 

有時候，你會想表達非常、非常想做某事。換句話說，你

會想表達你的熱情。也就是說，你心情很激動，想要告訴整

個世界你對某件事感到多麼振奮。這與表達悲傷截然不同，

它需要非常積極的措辭。你可以使用這些短語來表達你對正

在做的事情的熱情，或者用來支持某人。

如何用英語表達
激動之情

Expressing 
Enthusiasm for 

Something You are 
Doing 

表達對你所做的某事的熱愛

這些表達是用來形容你所擁

有的某物的。你也可以用這些形

式來表示某人對自己的事的激動

之情。當你要表達對某人的支持

或熱情時，你可以使用下面的表

達。

1.  S + be + (rea l ly, 
very, quite) excited + about 
something

對某事感到十分激動

I’m very excited about 
working with Tom on the new 
project.

和湯姆一起做這個新項目讓

我非常激動。

I’m quite excited about 
my new car!

我一想起新買的車就十分 
激動！

2. S + be + (rea l ly) 
looking forward to something

對某事十分期待

I’m  r e a l l y  l o o k i n g 
forward to opening the new 
store next week.

我期待著下週開張的新店。

3. S + feel confident that …
對……很自信

I feel confident that I’ll 
get the position.

我自信能夠得到這份工作。

We feel confident that our 
son will succeed.

我們相信自己的兒子會成

功。

4. S + cherish
珍惜

I cherish the time I spend 

with you.
我很珍惜與你度過的時間。

Expressing 
Enthusiasm for 
Something You 
Experience 

表達對你經歷的某事的熱情

1 .  T h a t’ s  /  I t’ s  / 
They’re amazing / awesome 
/  f a n t a s t ic  /  i nc red ible  / 
unbelievable!

這 / 他們真是驚人 / 極好 /
精采 / 不可思議 / 令人難以置信

的！

這些形容詞也被稱為「極

度」形容詞，用來表達你的熱情。

注意使用的頻率不要過高！

Wow, that’s amazing! 
I’ve never seen a sunset like 
that before!

哇，太不可思議了！我從沒

看過這樣的日落！

Look at that mountain. 
It’s awesome!

看那座山。太壯觀了！

2. I can’t believe…
我真不敢相信……

T he  ph r a se  “ I  c a n’ t 
bel ieve“  is of ten used to 
e x p r e s s  s o m e t h i n g  t h a t 
surprises you in a good way.

I can’t believe（我真不敢

相信）這個短語是表達使你驚訝

的某事的不錯的方式。

I can’t believe how much 
fun that ride was!

我真不敢相信那次騎行是多

麼有趣！

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 love you!

我無法相信自己是多麼愛

你！

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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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對照賞析】

Liu Yuxi’s  
“This House, albeit 
Humble, is Fragrant 

Because of My 
Virtues”

Liu Yuxi (772 – 842 AD) 
of the Tang Dynasty wrote the 
famous article “Epigraph for a 
Humble House,” which stated, 
“A mountain is famous not for 
its height but for the deities in 
it. A lake is soulful not for its 
depth but for the dragons in it. 
This house, albeit humble, is 
fragrant because of my virtues. 
Moss has covered the steps 
green; grass color filled up 
the window view. Confabbing 
here are all erudite men, the 
contacts never lack knowledge. 
Here I can play my plain 
zither and read my Diamond 
Sutra. I am neither annoyed by 
the noises of string and flute 
instruments, nor exhausted 
by working on government 
affairs. My house is like Zhuge 
Liang’s Thatched Cottage in 
Nanyang, or Ziyun’s Pavilion 
in Western Shu. Just as what 
Confucius had said, ‘Where 
would the humbleness be 
then?’” 

This article contains less 
than one hundred characters, 
but it implicitly depicts the 
author’s aspiration of being 
content  wi th poverty and 
happily pursuing the Way, 
as well as his independent 
c h a r a c t e r  o f  n o t  b e i n g 
bogged down with worldly 
affairs.

How could the author 
feel happy while living in 
such a humble house without 
feeling its humbleness? This 
is because Liu Yuxi felt that 
as long as he could improve 
his realm of morality, his 
house would “be fragrant 
because  of  my v i r tues .” 
Therefore, even though he 
l ived in a  humble house , 
he fel t  “where would the 
humbleness be then?” 

T h e  a u t h o r ,  i n  t h e 
beginning of his article, used 
the analogies of mountains 
with deities and lakes with 
dragons to describe his humble 
house, which very naturally 
reflects the scheme of the 
article that led into the main 
point. The colorful details like 
the moss, green grass, plain 
zither, and Diamond Sutra 
make the humble house no 
longer humble, but instead 
very glamorous and unique. 
With the description of the 
friends he interacted with, 
his aspiration, his elegant 
playing of zither, and his 

ded ica ted  read ing  o f  the 
Buddhist sutra, the author felt 
that his humble house was 
like Zhuge Liang’s Thatched 
Cottage in Nanyang or Yang 
Ziyun’s Pavilion in Western 
Shu, which, albeit simple and 
humble, are remembered by 
future generations for the great 
aspirations of their owners.

The  au tho r  ended  i t s 
article with “Just as Confucius 
said, ‘Where would be the 
humblenes s?’” Th i s  was 
quoted from The Confucian 
Analec ts  –  Zi  Han:  “The 
Master [Confucius] wanted 
to go to live in the nine wild 
tribes of the east. Someone 
said, ‘Those places are very 
raw and undeveloped. How 
could you live there?’ The 
Master said, ‘If a nobleman 
goes to live there, where would 
be the humbleness then?’” 
This shows that Liu, the owner 
of the “humble house” also had 
the aspirations of the ancient 
sages. Although the author was 
in exile because of his having 
enraged the nobility, he would 
never change his aspiration. 
How could such a humble 
house be unworthy for me to 
write an epigraph for it?

Zhou Dunyi’s  
“Ode to Lotus”

Zhou Dunyi (1017 – 1073 
AD)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held governmental 
positions for several dozens 
of years. He was honest and 
upr ight .  He v iewed fame 
and profit very lightly and 
took nobility and richness 
as nothing. Confucius and 
Yan Hui were his models as 
he governed his region with 
benevolence. In his senior 
years, he resigned from his 
position and went to live a 
life as a common folk. He 
established the Lianxi School 
under the Lotus Cliff of Lu 
Mountain. People called him 
Mr. Lianxi .  He loved the 
lotus flower very much. He 
made a pond and planted 
lotus flowers inside it. He 
called the pond “Lotus Lover 
Pond.” About this pond, he 
wrote the legendary prose of 
“Ode to Lotus.” He used the 
nature of the lotus flower to 
symbolize his character of 
not flattering nobility and of 

always maintaining his true 
character.

Zhou wrote, “I only love 
the lotus because it grows 
out of mud without being 
pol lu ted by i t .  Bathed in 
clean water, it is pure and 
not lascivious. It is hollow 
inside but upright outside and 
does not cling nor branch. Its 
subtle fragrance reaches far 
and wide. It stands erect in 
water, upright and graceful. 
It can only be appreciated 
from afar but not touched 
blasphemously." He saw the 
lotus flower as the gentleman 
i n  t h e  f l owe r  wor ld .  He 
endowed the lotus f lower 
w i th  t he  s i gn i f i c ance  o f 
symbolizing the virtues of a 
gentleman. 

“Growing out  of  mud 
without being polluted by 
it” reflects the character of 
a gentleman, who, even in 
a filthy environment, does 
no t  d r i f t  a l ong  w i t h  t h e 
di r ty  current .  “Bathed in 
clean water, it is pure and 
not lascivious” symbolizes 
a  g e n t l eman’ s  d i g n i t y , 
s t ra ightness ,  no t  seeking 
popularity, and not showing 
o f f .  “ I t  i s  ho l low ins ide 
bu t  u p r i g h t  o u t s i d e  a nd 
does not cling nor branch” 
represents a gentleman’s 
upright, unyielding, open, and 
forgiving character. “Its subtle 
fragrance reaches far and 
wide. It stands erect in water, 
upright and graceful.” denotes 
a gentleman’s rectifying 
power and the fragrance of 
his good virtues. “It can only 
be appreciated from afar but 
not touched blasphemously” 
embodies a gentleman’s great 
aspiration, pure behavior, and 
graceful demeanor, which 
makes people revere him and 
dare not to blaspheme him.

T h e  l o t u s  d o e s  n o t 
drift along with the current. 
The lotus’ beauty l ies in 
i ts nobleness,  puri ty,  and 
sacrifice. Comparing man 
to the lotus f lower,  Zhou 
emphasized the character of 
a man, who should have a 
steadfast faith in truth and 
morali ty and should keep 
himself pure and from being 
polluted. Reading “Ode to 
Lotus” reminds people to 
muster their spiritual power 
to pursue righteousness and 
remove all filth.

淺談傳統理念
安貧樂道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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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2)

劉禹錫〈陋室銘〉

唐朝劉禹錫，寫了一篇著名

的〈陋室銘〉：「山不在高，有仙

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

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

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

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

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

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

孔子云：『何陋之有？』」這篇文

章不足百字，卻含而不露地表現

了作者安貧樂道的志趣和不與世

事沉浮的獨立人格。

為何作者身居陋室能「自得

其樂」，而不覺其陋？就因為在

他看來，只要我提升道德境界，

「惟吾德馨」，那麼即使身處陋

室又「何陋之有」？！他通過對

居室的描繪，文章開頭以有仙之

山，有龍之水比喻陋室，如溪流

直下，十分自然地引出正題，而

綠苔、青草、素琴、金經這些富

於色彩美的點染，更使陋室光彩

照人，別有洞天。交友的敘述，

志趣的抒發，幽雅地彈素，潛心

靜默地閱讀佛經。就好比南陽諸

葛亮的草廬，又好像西蜀揚子雲

的亭子，雖很簡陋，因為居住的

人抱負遠大，所以受到人們的景

仰。

文章篇末以「孔子云：何

陋之有？」典出《論語．子罕》：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

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

陋之有？』」，表明「陋室」的主

人也具有古代名賢的志趣和抱

負，雖因直言敢諫觸怒權貴而被

貶謫到邊郡，但絕不改變自己的

理想，難道這樣的陋室還不該銘

文以志之嗎？

周敦頤〈愛蓮說〉

北宋周敦頤為官幾十年，清

廉正直，淡泊名利，視軒冕之

劉禹錫畫像（公有領域）

貴、金玉之富，猶如銖塵一樣的

輕微，以孔子、顏回為楷模，倡

導和實行善政。他晚年辭官歸

隱，在廬山蓮花峰下建濂溪書堂

講學，世稱「濂溪先生」，平生

酷愛蓮花，曾闢池種蓮，名「愛

蓮池」，寫下了〈愛蓮說〉一文

流傳千古。蓮之品格也是他不阿

諛權貴，始終保持真我本色的寫

照。

周敦頤寫道：「予獨愛蓮之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

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

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

玩焉。」將蓮比作花中的君子，

使蓮具有象徵君子美好品德的意

義：「出淤泥而不染」象徵君子

身處汙濁環境而不同流合污、

不隨俗浮沉的品質；「濯清漣而

不妖」象徵君子的莊重、質樸，

不譁眾取寵，不炫耀自己；「中

通外直，不蔓不枝」象徵君子的

正直不苟，豁達大度；「香遠益

清，亭亭淨植」象徵君子的感化

力量和美德的芬芳；「可遠觀而

不可褻玩焉」，象徵君子志潔行

廉，儀態端莊，令人敬重而不敢

輕侮。

蓮不隨波逐流，蓮之美麗在

於它的高潔和給予，以蓮喻人，

周敦頤強調人的人格修養，對於

真理、對於道德，要有一種堅定

的信念，像蓮花一樣潔身自好，

不染纖塵。讀〈愛蓮說〉使人產

生激濁揚清、盪滌塵垢的精神力

量。

周敦頤畫像（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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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的各類建築物前，

如宮殿、衙署、陵墓、寺廟、園

林、橋梁等等，總會左右各擺放

一對石雕的獅子。在古籍也有記

載，如清朝朱象賢《聞見偶錄》：

「今宮殿衙署門外左右，所峙石

獸，卷髮巨眼，張吻施爪，俗稱

為石獅子。」

那麼，為甚麼古代建築前常

擺放一對石獅子呢？

中國獅子的來由

在中國的文化中，獅子是一

種神話中的動物，是和麒麟一樣

的靈獸。唐代高僧慧琳說：「狻

猊即獅子也，出西域。」

狻猊，另外傳說為龍生九

子的第五子：「形如獅，喜煙 
好坐。」

戰國時期的《穆天子傳》是

文獻最早提到狻猊的，說：「名

獸使足走千里，狻猊、野馬走

五百里。」晉郭璞注曰：「狻猊，

獅子。亦食虎豹。」

至於西方的獅子，在中國原

本沒有這種動物。據文獻記載，

獅子進入中國，源於漢武帝派

遣張騫出使西域，打通中國和

西域各國的往來。如《後漢書 •
卷八十八 • 西域傳》載︰「章帝

章和元年，（安息國）遣使獻師

（獅）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

無角。」意思是說，東漢章帝章

和元年，安息國派遣使者送來獅

子和符拔（一種形狀像麟而無

角的動物）。

隨著佛教東傳中國，獅子逐

漸取代了獸中之王——老虎的地

位。在宋僧道原所撰《傳燈錄》

上載︰「佛祖釋迦牟尼降生時，

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獅子吼

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

後來，「獅子吼」被用來

比喻佛陀說法時發出的聲音很

大，具有震懾一切外道邪說的神

威。而獅子在佛教中地位也更加

重要，被佛教徒視為吉祥莊嚴 
的神獸。

獅子建成雕刻 
藝術的題材

由於人們對獅子的推崇，獅

子在人們心目中是尊貴而威嚴的

瑞獸，因此很快就成為中國雕刻

藝術的題材。於是，漢唐時期的

帝王陵墓、豪門貴族墳園，開始

有了石獅子的蹤影。此時，石獅

子的使用並不普及，只出現在陵

寢墳宅之前，經常與石馬、石羊

等石像一起擺放，目的是讓人產

生敬畏之心。

唐宋以後，石獅子被民間廣

泛的使用，大門前置放石獅子就

像在門上貼門神一樣，都是用

來作為守護門戶，驅除邪靈鬼

怪，既美觀又寓有納福招祥瑞 
之意。

每個朝代石獅的造型不一，

漢唐時石獅子造型強悍威猛，元

朝時體瘦而雄壯有力，明清則較

為溫馴。到了清朝時，石獅的

雕刻基本上就定型了。清代《揚

州畫舫錄》說明：「獅子分頭、

臉、身、腿、牙、胯、繡帶、鈴

鐺、旋螺紋、滾鑿繡珠、出鑿崽

子。」

不同時代石獅子的雕刻呈現

不同的特點，也顯示出不同的地

方特色。因此，石獅子還有南獅

北獅之分。北獅雕塑樸實，外觀

較雄猛威嚴；南獅雕飾繁多，外

觀較活潑有趣。

古人認為萬物皆有陰陽之

分，講究陰陽協調，所以石獅子

的擺放也有一定規矩。通常是一

雄一雌，雙雙對對，左雄右雌，

符合男左女右的陰陽學說。擺放

在大門左側的雄獅，通常雕塑造

型是足下踏一繡球，象徵權力無

限；右側雌獅則是足下依偎著一

幼獅，象徵子孫綿延。

古人歷來把石獅子視為吉祥

的象徵，除了用來鎮宅辟邪，在

中國傳統建築中也是經常使用的

一種藝術裝飾品。如北京盧溝橋

雕有四百多個石獅子，這些石獅

大小各異，有雄有雌，姿態各

殊，生動靈活，栩栩如生。

「襦裙套裝」是古代女性最

經典的裝著，春秋戰國時期，中

山國開始流行一種服裝款式，即

為：襦裙。襦，是一種緊身窄

袖、長度只到腰間的短上衣；常

與襦配穿的裙子，是由多幅布所

製，上頭大多織有方格花紋。

歷朝歷代都出現了大量的仕

女圖，畫中仕女的服飾大多是襦

裙，像「麻姑獻壽」、「天女散

花」、「洛神」等。這些仕女的

裝束與神仙形象都是人們所熟

悉、推崇的。看見襦裙總不由聯

想到，原來天上的仙子就是穿這

樣的服裝啊！難怪會受到尊崇神

佛的古人如此歡迎、學習。

無論韶光荏苒，歷代的女子

總喜歡穿裙子，甚至穿出令時人

效仿、今人學習的樣款。只是，

若要認真論究中國服裝史上最最

出名的裙子，恐怕我們只能從文

獻上去總結出三條裙子。

一、留仙裙

留仙裙是西漢漢成帝劉驁

的第二任皇后趙飛燕所穿的裙

子，它是有縐褶的款式，據說

是三裙中最為傳奇的。它被記

載於《飛燕外傳》中，而《飛燕

外傳》又被明朝思想家胡應麟讚

為「傳奇之首」。只是，古今

學者多說它乃偽作，作者並非

伶玄。

《飛燕外傳》的趙飛燕，就

是「環肥燕瘦」中的「燕瘦」趙

飛燕。就是史料所記載的，體

態輕盈如燕的趙飛燕，傳說她

纖瘦到能做掌上舞。杜牧於〈遣

懷〉中的「楚腰纖細掌中輕」，

即是提及這一傳說。

傳聞有一天，趙飛燕穿著

雲英紫裙與帝王劉驁一同乘坐

千人舟於太液池中遊玩。帝后

兩人一開懷，趙飛燕遂開始翩

翩起舞，要令劉驁更歡暢，孰

料湖上突然颳起狂風，將趙飛

燕給吹上了天，當下大家都驚

呆了。

幸好，一旁的宮女及時拽

住趙飛燕的裙子，才不令這位

纖細的趙飛燕真成了天上的飛

燕，只可惜了那條漂亮的華麗

裙。因為，那件裙子在眾宮女

的拉扯下，被拽出了許多縐

褶。可這也成了最不可惜的事

情，因為多了那麼多道縐褶的

裙子，意外地變得更好看了，

竟然還讓嬪妃、宮女爭相效

仿。自此往後，這一條「留仙

裙」即於歷史上出了名。

二、石榴裙

「石榴裙」被視為三裙中最

為風流的，它是唐玄宗李隆基最

寵愛的楊貴妃，楊玉環所穿的。

這也就是上述所提的「環肥燕

瘦」中的「環肥」。

石榴裙，顧名思義，其顏色

是紅的。此裙南朝時期已經出現

了，款式乃上窄底寬，由於顏

色鮮紅，一經穿上即令人相當

搶眼。大詩人白居易即於〈琵琶

行〉中稱之為「血色羅裙」。據

說時下的年輕女子特別喜歡這

種紅裙子，詩人萬楚在〈五日觀

妓〉中說道：「眉黛奪得萱草色，

紅裙妒殺石榴花」。詩句之意

乃為：紅豔的裙子，讓石榴花見

了，極為妒嫉。

楊貴妃穿著石榴裙，想必是

豔冠群芳、魅力四射，否則眾女

子不會爭著穿上如此彩豔的紅

裙，而「拜倒在石榴裙下」的典

故，亦從此來。

有一天，唐明皇設宴款待眾

臣，還歡喜地邀著楊貴妃獻舞助

興。可是，當楊貴妃向唐明皇表

示：「臣子們大多對臣妾側目而

視，不恭敬有禮，我是不願意為

他們獻舞的。」

唐明皇也替楊貴妃覺得委

屈，他立即下令，要求文官武將

見著楊貴妃一律得以禮相待，倘

若出現拒絕跪拜者，一律以欺君

之罪嚴懲。眾臣聽聞帝王的旨意

後都相當無奈。至此往後，眾臣

見到身著石榴裙走來的楊貴妃，

無不下跪使禮。這就是「跪拜在

石榴裙下」的典故。

時至今日，「跪拜在石榴裙

下」一句成了比喻男子對女子的

迷戀。

三、百鳥裙

最後這一條「百鳥裙」，也

是最值錢的裙子。它是唐中宗與

韋皇后之女安樂公主李裹兒所

穿。安樂公主受盡父母寵愛，擁

有唐朝第一美人之稱。

據《新唐書 • 志第二十四 •
五行一》記載：「安樂公主使尚

方合百鳥毛織二裙，正視為一

色，傍視為一色，日中為一色，

影中為一色，而百鳥之狀皆見，

以其一獻韋后。」w
「公主又以百獸毛為面，韋

后則集鳥毛為之，皆具其鳥獸

狀，工費巨萬。公主初出降，益

州獻單絲碧羅籠裙，縷金為花

鳥，細如絲髮，大如黍米，眼鼻

觜甲皆備，嘹視者方見之。皆服

妖也。自作毛裙，貴臣富家多效

之，江、嶺奇禽異獸毛羽採之 
殆盡。」

「百鳥裙」又稱為「毛裙」，

它是宮廷師傅專門使用百鳥羽毛

所製成的。它的成本高昂——

「工費巨萬」，是天價裙子。

那麼，它有何特點，才能名副 
其實呢？

「百鳥裙」，顧名思義，它

就是採用了百種鳥類的羽毛所製

成的。試想，一件裙子能顯現出

一百種鳥雀的形象，讓人擁有多

種聯想，多華麗啊！況且，史料

也說了，「百鳥裙」從哪個角度

看，顏色各異：正看是一種顏

色，側看則是另一種顏色。在陽

光下、在黑中看，都是不同的 
顏色。

不過，這般風光的百鳥裙不

僅僅只有一條，當時「尚方（官

職名）」共織出了兩條百鳥裙，

安樂公主把另外一條裙子贈給了

母親韋后。

當百鳥裙大出風頭後，權貴

人家的婦女紛紛仿效，害得一時

之間珍奇異獸的毛羽通通都被拔

光了。

此外，最可惜的是，能穿著

中國服裝史上獨樹一幟的百鳥裙

的安樂公主，卻不懂得知足享

福，她因為不守婦道、跋扈蠻

橫，還與母親韋后發動政變，

最後落得被砍頭的下場，享年

二十五歲，諡號悖逆庶人。

文 / 毛茸茸　圖 / 公有領域

古今不同，從生活起

居與穿著最能體現出來。就

舉服裝來說吧！古代的女子

穿得最多的總是裙子，無論

冬天夏天，裙子是女子不變

的選擇。裙子能讓女子展現

溫柔婉約的美德，也最能體

現中國的傳統文化與特色。

因而，古代女子不僅喜愛裙

子，也穿出了很多經典款，

令人為之驚豔。

古建築前石獅子的來由
文 / 心語

中國歷史上最出名的三條裙

雍和宮前的石獅子 

McKay Savage/wiki/BY 2.0

香爐腿上的狻猊 

用心閣/wiki/BY-SA 3.0

麻姑獻壽

唐　周昉〈簪花仕女圖〉局部

明 仇英〈千秋豔圖〉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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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有好報      
文/吳明

文/安吉

城市建設 
VS.地理風水 

這些年在國家政策的鼓勵

下，很多地區發生了毀滅性的全

面破壞。

比如為了城市的開發，一個

樓盤建在半山上，打地基時很多

棺木被挖了出來，一把火就燒掉

了； 當然也修了很多高速公路

和鐵路。遇山開山或挖隧道穿

洞，大山一座座變小或消失，多

條龍脈均被傷及筋骨，所結的地

穴也就被破掉，如果主脈再被挖

斷，甚至會禍及幾十里幾百里外

結穴的地穴；還有電網和通信基

站，一般會選擇山頂，這樣就

造成山體形狀的改變，有些還

會紮在穴位左右，甚至直接紮

在穴位上，那更是完全將穴位 
破壞了。 

有兩位隱於民間的風水師，

已達到和地靈神如意溝通的境

界。他們常去一處山谷，那是幾

條龍脈的落頭之處，所以從山谷

到山頂有大大小小百餘地穴，也

就是百餘位「地靈神」都駐守在

那裡。

1994 年，兩位風水師再次

造訪，眾地靈神，紛紛請求風水

師救命，風水師大驚，何以如

此？

原來一國企化工廠已把此處

規劃為工業廢石灰的傾倒地，所

有地穴的家園將無存，他們希望

兩位風水師收留。風水師明白後

頗感奇怪，就問：「你們可以回

歸本位，或另尋去處，為何要跟

隨我們？」

地靈神回道：「現在人間道

德淪喪，天地人間都在劫數中，

兩位風水師很快會遇到一位高德

大法之師，當兩位功成圓滿後，

我們才算真正得救。」

風水師雖不解其意，但也答

應了收留這些地靈神。果然數月

後，在山谷出口處，修起一座數

十米高，三百餘米長的大壩，將

山谷堵死，一根水桶粗細的鐵管

日夜不停的流出工業廢渣水，水

分揮發，留下的石灰渣填滿了山

谷，掩埋了山谷中數百座墳墓和

百餘地穴。分管此龍脈的「地脈

龍神」於是大怒，立刻上報，將

參與此事的相關人員均記錄下

來，所以陸續出現了相關人員

病死、出車禍、貪汙被抓等事

件……

只是世間人都迷，只把這些

當成不相干的偶然事件，遭報了

還以為是無妄之災！

美國凱斯西儲大學前生命

倫理學教授史蒂芬．波斯特

（Stephen Post）和小說家吉爾．

奈馬克（Stephen Post）從現代

科學和醫學的角度出發，對人的

種種善行，在「付出」與「回報」

之間究竟能產生甚麼樣的關係進

行了深入的研究。

研究人員制定了一個詳細的

測量表，長期追蹤一些樂於付出

的人，分門別類的對每一種「付

出」帶來的「回報」進行物理統

計和生理分析，從而揭示了「付

出」產生的「醫療作用」和「快

樂指數」：「宅心仁厚、樂善好

施」的人，這些善行確實對自身

心理和身體健康產生巨大而深遠

的影響，其自身的社會能力、判

斷能力、正面情緒以及心態等都

會全面提升。

哪怕對別人一個會心的微

笑，傳遞一個友好的幽默表情，

這些簡單的行為，都會引起唾液

中的免疫球蛋白濃度增加。

他們綜合了四十多所美國主

要大學一百多項研究成果，並結

合長期追蹤的實驗報告顯示的資

料，得出了令人驚訝的結果，

集結出了一本專著《好人有好報

嗎》。

人們善良的行為，比如讚

美、寬恕、勇氣、幽默、尊重、

同情、忠誠等等，這些行為的付

出顯示：「付出與回報之間存在

著神奇的能量轉換祕密，即一個

人在付出的同時，回報的能量正

通過各種形式向此人返還，只不

過在大多數情況下，自己渾然不

知而已……」

科學家在神經化學領域的研

究中也發現這樣一種現象：

當人心懷善念、正向

思考時，人體內會分泌出

令細胞健康的神經傳導

物質，免疫細胞也變得活

躍，免疫系統就強健，人

就不容易生病。

而當心存惡意、負面思考

時，走的是相反的神經系統：即

負向系統被激發啟動，而正向系

統被抑制住，身體機能的良性循

環會被破壞。

其實中國古代的醫學巨著

《黃帝內經》中就講到：「靜則神

藏，燥則消亡。」

靜，是指人的精神、情志保

持在澹泊寧靜的狀態，神氣清靜

而無雜念，可達到真氣內存、心

神平安的目的。「靜」的意義很

廣泛，不是單純的靜止不動，而

是人的思想和行為，在受到外因

的衝撞時，能有豁達的心胸去包

容、去體諒，而不是馬上進入熱

戰狀態，唇槍舌劍一番。

現代也有科學研究表明，人

在入靜後，大腦可以回復到兒童

時代的腦電波狀態，使得衰老暫

時得到「逆轉」。

從上述科學研究來看，善

惡有報已經超越了有神論所宣導

的生命價值取向，而是整個人類

在此基礎上發展和生存的規律；

亦印證了醫學古籍中講的「正

氣存內，邪不可干」，及孔子說

的「仁者壽」等等，生命自然健

康，自然福壽。

美國有份雜誌曾經發表過一

篇題為《壞心情產生毒素》的研

究報告。報告中稱：「在心理實

驗室中的試驗顯示，我們人類的

惡念，能引起生理上的化學物質

變化，在血液中產生一種毒素。

當人在正常心態下向一個冰杯內

吐氣時，凝附著的是一種無色透

明的物質；而當人處在怨恨、暴

怒、恐怖、嫉妒的心情下，凝聚

起的物體便分別顯現出不同的顏

色，通過化學分析得知，人的負

面思想會使人的體液內產生毒

素。」

美國耶魯大學和加州大學合

作研究了「社會關係如何影響人

的死亡率」課題，工作者隨機抽

取了 7000 人進行了長達 9 年的

跟蹤調查、統計研究。在不同種

族、階層、健身習慣的人群中，

都得出了以下的相同的結論：

樂於助人且與他人

相處融洽的人，其健康狀

況和預期壽命明顯優於

常懷惡意、心胸狹隘、損

人利己的人，而後者的死

亡率比正常人高出1.5到2
倍。

更多不同的生理醫學領域中

的實驗都得出了相同的結論，即

純淨、慈善、正面的思想狀態能

令生命健康喜悅，而惡念會讓機

體組織失衡與病變。

善惡有不同的物質特性

無神論者往往會說，這只是

心理意識的暗示作用，道德都是

人自己制訂的，沒有什麼固定的

標準，善惡也沒有固定的標準，

好人壞人也都是人自己定義的。

如果一個人不在這種人為的道德

薰陶下長大，就不會產生這種影

響人體健康的負罪感了。

然而，事實恰恰相反，科學

家的最新研究發現，善惡有著不

同的能量頻率，有著不同的物質

特性；剛剛出生不久、沒有經過

觀念教化的嬰兒都有著善良的本

性；當人要說謊、欺騙時，無論

情緒如何穩定，但生理狀態都會

出現不由自主的變化，且都能被

精密的測謊儀監測到，人的機體

似乎遵循著某種客觀特性在運

轉，不以人的思想狀態為改變。

20 世紀末蓬勃興起的「瀕

死體驗」與「催眠回溯前世」研

究已經給全世界帶來了訊息：生

命輪迴、另外空間、因緣果報甚

至天堂地獄原來都是存在的。人

做了壞事、傷害了別人，如果這

輩子沒能「現世現報」，那很可

能就延續到下一輩子來償還，直

到業力償還完為止，甚至這個人

投胎轉生後扮演的角色也與前世

的業力積累有直接關係。這正像

中國人的一句老話說的「善有善

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

未到；時候一到，一切都報」。

自古以來，「善有

善報、惡有惡報」是

大家耳熟能詳的話。

美國科學家以科學方

法深入研究，在綜合了

一百多項研究成果的

基礎上，得出結論：付

出與回報之間存在著

能量轉換，即一個人

在付出的同時，也得

到能量以各種形式回

報到這個人身上。

科學家揭示

常存善心改變命運  八字不好 天星來化解    
成功學大師韋恩．戴爾博

士，寫過一本書名叫《心誠則

靈》的書。這本書不僅讓一位

出租車司機改變了他做事的心

態，也改變了他的命運。

俗話說：「船到橋頭自然

直。」當你有突破困境的願望，

常存善念來對待他的顧客，積

極地去做當下應該做的事情，

那麼時間久了一定能突破困

難，向著自己追求的目標前進。

改變自己

書中闡述了一個重要觀

點，那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遇到

的任何事，都是你生命中最珍

貴的事，只要多付出愛心就會

讓你走向成功。這句話讓這位

司機突然醒悟，他想很多糟

糕的情況其實都是自己抱怨

造成的。所以決定開始改變 
自己。

先是開始使自己成為一輛

非常有特色的出租車。比方自己

穿著整齊乾淨，車裡也整理的非

常乾淨、舒適，讓客人一上車就

能看到一張精美卡片，卡片上寫

著：「我將用最快捷，最安全，

最省錢的方法把我的客人送達

目的地。」又提供各種飲料、咖

啡，還有不同的報紙及雜誌給乘

客，讓客人感覺賓至如歸。

享受結果

果然第一年，他只是微笑

地對待所有的乘客，他的收入

就翻了一倍。第二年，他發自

內心地去關心所有乘客的喜怒

哀樂，並寬慰他們，這讓他收

入更加翻了一翻。

第三年，除了收入上漲外

他的人氣更是高，他的出租車

變成了全美國都少有的五星級

出租車。現在想要坐這輛車，

還需要提前打電話預約呢！

據清代古籍《亦復如是》記

載，清朝時，揚州有一個人通

曉算命之術，幫人算命很準。

當時揚州商會的總長，一

個當地很有名的大富商專門請

他為自己算命。

此人得到富商的生辰八字

後，反覆推算都看不出此八字

富在何處。為了找出原因，他

專門來到北京的欽天監供職，

希望在這個職位上能遇到高人。

因為欽天監是為朝廷和

皇帝觀測天象、占卜吉凶的機

構。他把富商的八字貼在他的

房中，可欽天監裡的同事們每

天來來往往，都沒有人有興趣

詢問此事的。一天欽天監正佐

領到他的屋裡來，看到此八字

略微推算一番，就好奇的說到：

「此八字平凡無奇，你寫它幹

嘛？」他於是說此乃揚州大富豪

的八字，正佐領聽了也是大吃

一驚，兩人都沒有看出此八字

有何奇異之處。

正佐領沉思片刻後說：「須

細查一番。」正佐領用了幾天的

時間，查對各種資料後終於找

出原因。原來富商出生之時，

天富星正照臨揚州分野，恰好

應在富商身上，所以富商雖然

八字平庸，可因天星的原因成

了大富翁。

另外清代古籍《秋燈叢話》

上也有一個相似的記載。清代

河中的某任太守未發跡之前，

就與一個精通算命之術的人成

了朋友。一天這位朋友為其算

命後，很坦白的告訴他：「你

雖然努力讀書希望出人頭地，

可我細細的推算了你的生辰八

字，發現你八字中根本就沒有

祿命，當不了官，而且最後還

會淪落為乞丐。」

他聽了認為這說法很荒謬

不可信，仍繼續用功讀書，結

果高中科舉當了官，官位從縣

令一直高升到了郡守。那位會

算命的朋友見此羞愧得無地自

容。他為了找出算命失誤的原

因，遍訪異人，可所有看過太

守八字的人都說：「此人是個乞

丐命，根本就不可能當官。」

直到有一天，他找到一位

欽天監裡精通星象的高人，那

位高人查對之後說：「當日文曲

高照，且天廚化解，二星應在

此人。並且他還推算出了那位

太守出生地的情況。」那位朋友

回去一問太守，果然他的出生

地與這位高人說的一樣。

故事中的這兩人八字原本

不好，可因有天星照臨的緣故

命運發生了改變。也就是天上

的神幫了他們，消除了八字不

好帶給他們的負面影響。

文/斐平

文/幀建

一個人要想有好

運，要想時來運轉，除

了看他的八字、風水

這些東西外，還需要

看此人的善緣與福德

的大小才行。現就舉

兩個在古籍中看見的

例子來說說。

成功故事

(Fotolia)

(Fotolia)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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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

測

【牡羊座】(3.21-4.20)

本週幸運日：週二

整體運勢：

本週牡羊座運勢逐漸走

上坡路。週日週一，為人為事忙不

停，到最後還沒落下個好，這讓你內

心很是不爽。週二週三，精力充沛，

耐力足夠，這兩天的任務能又快又

好地完成。週四到週六，你把外界

施壓當做自己前進的動力，越是壓

力大，你就越是勇往直前。

【金牛座】(4.21-5.20)

你本週幸運日：週六

整體運勢：

本週金牛座運勢起起

落落，很是不穩。週日週一，整理方

面的工作這幾天不適合做，因為你

私事掛心，注意力不夠集中。週二

週三，馬馬虎虎，敷衍塞責，再這樣

下去的話，你肯定要去坐坐冷板凳

了。週四到週六，實幹精神終於再

次回來，廢話不多少，埋頭伏案，踏

實做事，你會有所收穫。

【雙子座】(5.21-6.21)

本週幸運日：週二

整體運勢：

本週雙子座好運不會

維繫到最後。週日週一，有些事比較

花心思跟時間，但好在有足夠的時

間好好準備。週二週三，日子比較平

順，也比較有調劑。週四到週六，事

情，活動，依然不少；為人為事擔憂

掛懷，手頭上在做的事情進度也一

直拖拖拉拉沒個進展。

【巨蟹座】(6.22-7.22)

本週幸運日：週四

整體運勢：

本週巨蟹座運勢還挺好

的。週日週一，悠閒，有意思的時光

還是不少。週二週三，適宜敞開心

扉，廣交朋友的一段時間。週四到

週六，原本就很順利的事務，在貴

人的點撥下，進行的更順利、更暢通

了；被人拜託幫忙做件事，但你公務

私事纏身，實在抽不出空閒，只好婉

拒。

【獅子座】(7.23-8.22)

本週幸運日：週三

整體運勢：

本週獅子座運勢逐漸由

陰霾轉為晴朗。週日週一，懶於付

出努力的一段時間，最後換來的只

有令你失望的結果。週二週三，重拾

擱置已久的計畫，你感到積極向上

的那個自己又回來了。週四到週六，

資歷比你深的前輩，給你提意見，一

定要虛心聽取，對你很有幫助。

【處女座】(8.23-9.22)

本週幸運日：週五

整體運勢：

本週處女座好運姍姍來

遲，最終運勢為明朗。週日週一，私

事掛心，影響你的心情，工作/學習

效率也不可避免地有所下降。週二

週三，給自己制定的目標太高，以

至於你即使忙的腳不沾地，也很難

在預期時間內完成。週四到週六，

加班加點你也要把手頭未了結的事

情給搞定，你的敬業態度會得到上

級好評。

【射手座】(11.23-12.21)

本週幸運日：週六

整體運勢：

本週零七八碎的瑣事一

點點消耗著你的心力，讓你倍感疲

憊。週日週一，時間寶貴就不宜再拖

拖拉拉去浪費，抓緊時間處理手邊

的事吧！週二週三，做事情被人催來

催去，搞得你心煩意亂，越著急就

越容易出錯。週四到週六，做事不認

真，就被人抓住把柄，被賜冷板凳的

感覺讓你心涼涼；身邊的人脈資源

若能妥善利用，也能幫你不少忙。

【魔羯座】(12.22-1.20)

本週幸運日：週六

整體運勢：

本週魔羯座並非事事順

心，運勢也比較坎坷。週日週一，看

人臉色辦事的體驗讓你心情糟糕，

只能回去以後獨自生悶氣。週二週

三，過分謙和，讓你很容易受人支

配，在人際關係上變得特別被動。

週四到週六，發現自身的不足，不拖

拉，不掩飾，會及時進行完善；對細

節問題倍加重視，極大程度上避免

了出差錯的可能。

【寶瓶座】(1.21-2.18)

本週幸運日：週日

整體運勢：

本週寶瓶座運勢一路轉

弱。週日週一，做事情無人打擾，無

事來煩，你能專心地投入其中。週二

週三，不好意思拒絕某人的請求，只

得犧牲自己的時間去幫對方做事。

週四到週六，創新方面的事務，做

的比較順手；想安安心心做完自己

的事，可惜總有些狀況來打斷你的

進度。

【雙魚座】(2.19-3.20)

本週幸運日：週二

整體運勢：

本週雙魚座運勢還可

以。週日週一，很快就能進入工作/
學習狀態，效率得以保證。週二週

三，專注處理好每一件事，你的努

力最終不會白費的。週四到週六，

積極的心境，讓你在工作/學習時能

保持一個良好的狀態；你負責做的

事，會遇到一些挫折，不那麼順，讓

你挺犯愁。

【天秤座】(9.23-10.22)

本週幸運日：週二

整體運勢：

本週天秤座運勢一片低

迷。週日週一，雖然你很想盡快給

某個事情畫上句號，但那件事情就

是需要再多一點時間才能搞定。週

二週三，巧妙地化解了與某人的矛

盾，心情大好；有些不必要去做的

事無需緊緊抓在手中，做要緊事才

是當務之急。週四到週六，你越是

想靜靜地呆著不受打擾，就越是有

人、有事找上門來煩擾你。

【天蠍座】(10.23-11.22)

本週幸運日：週二

整體運勢：

本週天蠍座運勢並不理

想。週日週一，對自己的要求嚴格，

對身邊人也一樣，小心引發身邊人

牢騷。週二週三，為達目標而奔波忙

碌的一段時間，但你甘之如飴。週

四到週六，誠信待人能助你在事業

發展上一臂之力；目標不夠明晰，以

至於你在做事的時候，總是擔心事

情的完成品質與進度問題。

十二星座本週運勢
（5月27日～6月2日）
文章來源：星吧(www.xingbar.com.tw)

1. 你有吃早餐的習慣嗎？

有→到第 2 題

沒有→到第 3 題

2. 你曾經養寵物嗎？

有→到第 7 題

沒有→到第 3 題

3. 你有打工過的經驗嗎？

有→到第 7 題

沒有→到第 4 題

4. 你的運動細胞很好？

是→到第 9 題

否→到第 6 題

5. 你現在正在減肥？

是→到第 9 題

否→到第 10 題

6. 你認為去看電影的時

候，一定要吃喝東西才過癮？

是→到第 9 題

否→到第 10 題

7. 你覺得地球上不曾出現

過外星人？

是→到第 11 題

否→到第 8 題

8. 你有很多異性朋友？

是→到第 12 題

否→到第 9 題

9. 你很少看漫畫？

是→到第 13 題

否→到第 10 題

10. 你到 KTV 就會唱個不

停，很難罷口？

是→到第 13 題

否→到第 14 題

11. 你喜歡吃三明治？

是→到第 14 題

否→到第 12 題

12. 你會自創不同的美食？

是→到第 15 題

否→到第 13 題

13. 你很會畫插圖？

是→到第 16 題

否→到第 14 題

14. 你喜歡格子的圖案？

是→到第 16 題

否→到第 18 題

15. 你很想到國外去讀書、

工作？

是→到第 19 題

否→到第 16 題

16. 你曾經參加過某個明星

的影迷俱樂部或流連於明星的網

站？

有→到第 20 題

沒有→到第 17 題

17. 你常被感動而哭泣？

是→到第 21 題

否→到第 18 題

18. 你曾經處在腳踏兩條船

的感情狀態？

是→到第 21 題

否→到第 22 題

19. 你覺得生活中沒有手機

會非常不便？

是→到第 23 題

否→到第 20 題

20. 你很注意理財和財經信

息？

是→到第 24 題

否→到第 21 題

21. 你喜歡看恐怖片？

是→到第 25 題

否→到第 22 題

22. 你不喜歡喝咖啡？

A、你是很會照顧別人
的領導派

不管是在熟悉或陌生的環

境，你都會主動和別人打招呼，

有問題發生時，你也總是毫不猶

豫地衝向前去解決，喜歡享受

別人「叫你第一名」的得意滋味

兒。你天生就具有領導的性格，

在團體中常處於指揮的地位，容

易被別人信任。

B、你是不知道煩惱 
為何物的樂天派

你是屬於自來熟那一型的

人物，沒事兒也會找事兒做，

沒話也會找話說，有你在的地

方就有笑聲。你的人際關係不

錯，大家都喜歡和你相處，而

你也總是開朗大方，所以朋友

很多，常常有參加不完的聚

會，哎呀，好忙呀。

C、你是擇善固執的 
堅持派

你很注意流行資訊，只要有

人和你聊這樣的話題，你一定可

以馬上和他成為無話不談的好朋

友。你是很有原則的人，只要不

和你的原則衝突，什麼事兒都好

商量，可是一旦違背你的原則或

底線，那就什麼也沒得談了。

D、你是積極努力的 
認真派

你是一個很守規矩的人，自

我要求很高，對別人也不會放

鬆，你喜歡自我約束力高的人，

個性隨興的人是無法和你成為朋

友的。你非常的努力，是別人眼

中的乖寶寶，常因為太過專注於

學習工作，而忽略了人際關係。

E、你是開朗沒心機的 
奇檬子派

你對人沒有什麼特別的好

惡，不過，如果有人能和你聊聊

有興趣的話題，你的話匣子就打

開了。別人和你相處感覺很舒

服，所以你很容易交朋友，就算

你不積極的拓展人際關係，朋友

也會不請自來。

F、你是洞察人心的 
神秘派

在團體中，你的話並不多，

甚至別人對你的印象都是停留在

「神秘」二字。其實你並不是不

喜歡和人群在一起，只是你喜歡

躲在一邊觀察，有自己的世界，

所以你非常能看出別人心裡在想

什麼。你也喜歡和別人討論命

理、星座、占卜之類的學問。

G、你是無憂無慮的 

天真派
你是一個沒心眼兒的人，想

法單純，凡事都不會有計劃或想

太遠，屬於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類

型。原則上，你的朋友都喜歡

你，只是有時候你的天真可能會

為別人帶來一些不必要的麻煩。

H、你是和善親切的 
自然派

你是一個很親切的人，不會

帶給人壓力，對朋友很體貼，具

有同情心。任何人來找你幫忙，

你都會盡其所能的提供幫助，不

求回報，也不會不耐煩，所以你

的人際關係很好，是許多人的情

緒垃圾桶、心靈急救站。

測試結果

測試開始

是→到第 25 題

否→到第 26 題

23. 你喜歡擦香水/古龍水？

是→ A
否→ B
24. 你有 5 瓶以上的保養品

或化妝品？

是→ C
否→ D
25. 你是一個不怕麻煩的

人？

是→ E
否→ F
26. 你常被別人邀請去參加

活動？

是→ G
否→ H

來源：測試達人

身邊這八種人，你是哪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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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劉根嚮往道術不戀功名，

遂辭官學道，在河南嵩山一個懸

崖峭壁上的石洞中修煉。幾十年

過去了，劉根道學有成，面貌仍

然像十四、五歲的少年人，有時

候他和別人對面坐著，才一眨眼

功夫身上的衣著就變成了穿黑

袍、戴高帽的道士裝束，但並不

見他去換衣服。

有一位張太守聞聽此事，認

為他是妖道，打算設計殺掉他。

有善心的官員偷偷告訴劉根，讓

他趕快找地方躲起來。

劉根不以為然，當天就到了

太守府。張太守派了五十多個人

手持刀棍繩索站於堂上，對劉

根說：「聽說你很厲害，馬上給

我捉一個鬼來，不然我就宰了

你！」

劉根笑了一下：「那有甚麼

問題？召個鬼來這是小事一樁

嘛！」語罷就借了筆硯和批閱公

文的桌子開始揮毫，不一會兒，

大廳中由遠至近，響起了錚錚的

銅鐵撞擊聲，聲音愈來愈大，一

直傳到外面去。

接著，劉根又大聲呼嘯起

來，聲音非常洪亮。忽然，大廳

南邊的牆壁發出一聲巨響，裂開

了好幾丈，瞬間湧進四、五百名

穿戴盔甲的士兵。劉根又大聲傳

呼，進來四、五十個全身穿紅衣

服的士兵，佩帶刀劍，簇擁著推

了一輛車，從崩壞了的牆壁走進

大廳，不一會兒，那面牆壁又恢

復原狀，合了起來。

劉根命令車上的鬼下車，紅

衣服士兵就打開車上的布簾，簾

子下坐著一對白髮蒼蒼的老公公

和老婆婆，身上被繩索五花大

綁，綁得密密實實的，動彈不

得，被紅衣士兵推來大廳前。

張太守睜大眼睛看，發現這

對老夫妻竟然是自己死去的父

母！他的父母親開口罵道：「你

這個不肖子！我們在世的時候，

你官階小，薪俸微薄，沒有好好

的供養孝順我們。等我們死了，

又為何還要招惹事端，觸怒神

仙，連累我們被抓到這裡來，遭

受這樣的侮辱，你這個當兒子的

忤逆天道，還有甚麼臉活在人世

上啊？！」張太守羞愧難當，忙

下臺階向劉根磕頭認罪受死，只

求劉根寬宏大量，赦免他的父

母，張太守的夫人也當場昏死過

去。

劉根見他確有悔悟之心，就

下令眾士兵把兩個老人家放回陰

間，士兵們拉著兩個老人從南面

牆上走出去，車子一過去，牆面

很快又恢復原狀，看不出任何異

樣。隨後劉根也消失無蹤。

太守夫人過了很久才醒過

來。她餘悸猶存的說：「我剛剛

看到劉根捉來的父母親非常生

氣，一直責怪我們冒犯了神界的

仙官，使他們被抓補受辱，他們

不肯原諒我們，要殺掉我們。」

一個月以後，張太守夫婦和他們

的兒子都莫名其妙的死了。

有一位叫王珍的人，對劉根

很是崇拜，數次拜見欲求道術。

劉根對他說：「告訴你，我當年

入山學道時，沒有不去的地方。

後來我又來到華陰山，正巧遇到

一個乘白鹿車的人，身邊帶著十

幾個侍從，左右共有四位十五、

六歲的玉女，手持彩色的旌杖。

我趕快向神仙叩頭施禮，懇求他

點化我。神仙問我說：『你聽說

過韓眾嗎？』我說聽過，他說：

『我就是韓眾。』我對神仙說：

『我從小就想要求道，可惜一直

沒有遇到明師指點。讀了許多論

道的書，也照書上的指示去做，

可沒有靈驗的。是不是我命中沒

有得道的機緣呢？今天有幸遇到

神仙，請您垂憐我的一份誠心，

賜給我修道成仙的秘訣吧！』

那位神仙靜默不語，我哭

著再三請求，神仙見我意志堅

定，才願意傳授給我成仙的訣

竅：『要想求得長生之道，首

先一定要完全去除人身體中的

色慾、愛慾、貪慾這三屍，否

則不必妄想修道。除掉三屍以

後，人世的慾望才能除盡，修

道的意志也才能堅定。』神仙傳

授我五篇神藥仙方。我將神仙

所言奉為圭臬，依照他的教導

大力除盡色慾、愛慾、貪慾，

並且服用他給我的仙藥，最後

才能修成神仙。」

劉根教王珍運氣的方法，並

告誡他要堅守「三綱五紀」，提

高道德。後來劉根進入雞頭山成

仙而去。

因果
報應

神話故事裡的

羅摩橋
文 / 幽夏

2002 年 4 月，美國 NASA
發布了一張航太照片，從照片

中能夠清晰地看到，印度與斯

里蘭卡之間的保克海峽（Palk 
Strait）中，有一道狹長的海底

沙梁。有研究印度古代歷史文

化的人士驚訝的發現，這條海

底沙梁與印度史詩《羅摩衍那》

（Ramayana）中描述的羅摩橋

（Rama's Bridge）很相像。

印度史詩《羅摩衍那》講

述，大約 3500 年前，印度的

羅摩（Rama）王子為救出被斯

里蘭卡魔王拉瓦那（Ravana）
擄走的妻子，經神猴哈奴曼

（Hanuman）相助，組建了一支

猴子大軍，花 5 天 5 夜的時間

建造了一座橋，直通斯里蘭卡。

羅摩因此打敗拉瓦那，救回愛

妻。這座橋就稱為羅摩橋。

學術界一直將此視為神話

故事。但 NASA 的衛星照片顯

示，這兩國之間的海域中確實有

一個天然橋的影像存在，由海中

一連串的石灰岩沙洲所構成。它

連接印度東南海岸的城鎮拉美斯

瓦拉姆（Rameswaram），以及

斯里蘭卡的曼納島（Mannar Is-
land），綿延 48 公里。

印度宗教界認為，這就是傳

說中神猴所建的羅摩橋，西方稱

為亞當橋（Adam's Bridge）。
據說在 15 世紀時，這條通道都

還存在，人們可自由行走。由於

年代久遠，地貌的改變，如今羅

摩橋的部分沙洲已沒入水中。

印度政府原本計畫將這一串

沙洲改造成一條可以通航的海

峽，以便海運船隻不必再繞道斯

里蘭卡島，多花近 30 個小時的

航運時間。但宗教人士認為，羅

摩橋是神蹟，不應破壞。

蒼天不饒昧心人

印度羅摩橋 

PlaneMad/Wiki/CC by-sa

清朝年間，雲南蒙化知府

一職由無錫人士曹五輯擔任，

曹知府平素為官清廉，治理地

方十分用心，績效卓著。育有

一獨子曹某，自幼聰慧好學，

是江蘇巡撫莊滋圃的門生，亦

為乾隆庚午年孝廉科的舉人。

善人賣畫葬白骨 
曹某昧銀暴病亡

乾隆二十一年，天降災

禍，無錫地區不明原因發生了

很大的瘟疫，鄉里間諸多百姓

相繼染病而亡，人心惶惶，到

處都瀰漫著一股哀傷的氣氛。

眾多貧民甚至暴屍荒野，親人

尚且自顧不暇，無力予以安葬。

無錫當地有一位華某人，

家境還算殷實，一向樂善好

施，見之不忍，就捐出幾幅他

收藏的古畫，請託曹五輯的兒

子曹某拿去義賣，並且叮囑他

說：「這些畫是我多年收藏，你

盡量想法子，最好能賣到八百

兩銀子，用來埋葬城裡這些病

死的可憐人。」

曹某拿了畫作到蘇州莊

家，介紹給莊家員外莊滋圃

看。莊滋圃藝術修為不錯，對

畫作很有鑑賞力，他看這些畫

作的質量確實很好，又聽聞華

某人欲賣畫埋屍的義舉，深受

感動，就毫不猶豫拿出了八百

兩銀子交給曹某。

不料，曹某人見錢眼開，

心生貪念，回到無錫以後，獨

吞了大部分的銀兩，只將其中

八十兩銀子交給華某，還故作

無奈狀，嘆息地說：「唉！不好

賣啊！我想盡辦法，也只賣了

這麼多錢。」

華某人非常失望，但也沒

辦法，只好想方設法，東拼西

湊去買了幾副便宜的棺木，收

埋了少數暴屍在外的屍骨，其

他還有好多原本想要幫忙埋葬

的遺體已經沒有足夠的錢來買

棺材了，只能眼睜睜看著那些

白骨仍然經受日晒雨淋，卻無

能為力。

沒過多久，一向身強體壯

的曹某在沒有任何預警的情況

下，忽然暴病而亡。所謂「天下

父母心」，每一個孩子都是父母

從小呵護長大的心頭肉，「白髮

人送黑髮人」情何以堪？更何況

是家中唯一的孩子，曹五輯真

的是痛徹心扉！

痛失獨子問何故 
東嶽神殿知因果

曹五輯哀痛逾恆，自思這

一生沒做甚麼傷天害理、巧取

豪奪之事，為何老天爺要帶走

自己唯一的兒子？因此他強忍

住悲傷寫了一份文稿燒給東嶽

神，他寫道：「我曹五輯一生

為官公正廉明，只有這一個兒

子，兒子又沒有做錯甚麼事，

為何會有如此報應？天理何在

啊？！」

回家以後，他感到心力交

瘁，十分疲憊，就上床睡覺。

才剛睡著就看到有一個青衣

人，手裡拿著東嶽神君的名帖

向他走來，請曹五輯隨他前去

說話。

曹五輯跟隨其後，走到一

個大殿門口，此時，東嶽神君

從殿堂上走下台階迎接他，告

訴他說：「曹知府，我知道你

是個好官，你說得沒錯。但是

你兒子最近做了惡事，天理難

容！他拿了別人的錢財，私吞

旁人的福祉，以致上千人曝屍

荒野，魂魄無棲身之處，悽慘

哪！你如果不相信，就去你兒

子的書房開箱查看，便知分

曉。你看看，那麼多人因他而

受累，不得安息，這罪業不大

嗎？」

說完，東嶽神君命人押來

一個披枷戴鎖，形容憔悴的囚

犯，曹五輯上前仔細一看，正

是他朝思暮想的兒子！便一把

抱住兒子痛哭流涕，卻忽然從

夢中驚醒過來。

曹五輯立刻飛奔到兒子書

房，打開房裡的箱子一看，裡

頭竟然裝了七百多兩白銀，他

大吃一驚！詢問家僕才知道兒

子到蘇州莊家賣畫，私吞銀兩

之事，這件事保密到家，連他

的兒媳婦都非常訝異，根本不

知道有這等事。

經過東嶽神君夢中的點

化，曹五輯心知肚明，兒子是

自作自受，遭到報應，個人「業

力」個人擔當，他必須為自己

做錯的事情負責。所以，從此

以後對兒子哀悼的心放淡了許

多，也不再提起思念兒子的事

情了。

曹某昧著良心欺詐他人，

連上千亡者「入土為安」的棺材

錢都要據為己有，自然逃不過

老天爺的法眼。用非法手段得

來不義之財折損自己的福分甚

至生命，實在是得不償失。連

命都沒了，要那一箱白花花的

銀兩又有啥用呢？

文 / 李翠雲　圖 / FOTOLIA

《尚書 ·太甲》篇有言：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

孽，不可活。」意思是自

然界造成的災害，人們尚

能逃避而生存；但人們自

作的罪孽，卻是無法逃避

懲罰的。佛家也講「因果

報應」，當人做了甚麼損

人的事情，必將遭到報

應。

劉根，字君安，漢朝

京城長安人，自幼才華過

人。漢成帝綏和二年被推

舉為孝廉，任命郎中。
文 / 李翠雲　圖 / FOTOLIA

古代修道人的傳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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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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回

名畫引出萬兩銀 
紫娟智取百寶箱

紫娟鬆了口氣，心想，這件

事辦妥了，該回賈府了。舉目一

看，街上車水馬龍，熙熙攘攘，

這是什麼街？回賈府的路在哪

裡？這一急，忽然感到渾身燥

熱，乾渴無比，嗓子如同冒火。

她往周圍望了望，身後正是一個

水果攤，幾片鮮紅的西瓜罩在紗

罩裡，紫娟的口水差點流了出

來。一看擺攤的人是一位五十

多歲的老人，紫娟走上前去，

問：「大伯，您知道賈府嗎？」

「賈府誰不知道？你往前走幾十

步，穿過一個十字路口，再橫過

三條街，往西走，看見兩座一

式的獸頭大門，兩座石獅子，

就是賈家東西兩府了。」「謝謝

大伯指路。」不由回頭又望了一

眼西瓜。大伯忽然喊：「姑娘請

留步！」紫娟不解，只見大伯

拿過來一個小凳，讓紫娟坐，

又遞過來兩片西瓜，說：「姑

娘，坐下歇歇，把兩片西瓜吃

下。」「我，我一文錢也沒有，

怎……」「兩片西瓜能值幾個

錢？我請客，吃罷！誰沒有急難

的時候？」紫娟接了西瓜，眼淚

快流出來了。急不可奈地吃了起

來。心想：我從來沒吃過這麼香

甜的西瓜！吃完後，拱手對大伯

說：「我也不言謝了，我會永遠

記住大伯的。」說完轉身離去。

兩年後，年關將近，一個人

找到大伯，送來了三十兩很子，

說是當年吃了大伯的西瓜，姑娘

念念不忘，特送銀略表心意。大

伯十分感動，「真是個好姑娘！」

送錢的人說：「她倒時時說你是

個好人！」這是後話，暫且不

表。

卻說紫娟當日吃下兩片西

瓜，頓時感到神清氣爽，精神倍

增。走到賈府的大門口，放慢了

腳步，心下猶豫：進去之後，

若見到二奶奶，多尷尬！那一

日，我一氣之下，什麼也不顧

了，竟罵了高貴的二奶奶！怎麼

辦？……管它呢，豁出去了，剛

想進賈府，忽然想：「我傻了！

何必進大門，可以直接從大觀園

角門進去，那裡離瀟湘館很近

的。況且回主人的房子，也不必

請示的。」

走進瀟湘館，只見院內兩個

婆婆坐著說閑話，見到紫娟，忙

站起來，說：「姑娘回來了？大

奶奶和三姑娘為林姑娘佈置個靈

堂，派我二人看門，不准閑雜人

進來。」紫娟連忙說：「兩位媽

媽辛苦了，紫娟謝了。我回來取

幾件衣服，也想洗個澡，煩請

兩位媽媽看個門。」「你把門拴

上，自管慢慢洗。」紫娟剛跨進

門，只見迎面牆上黛玉的畫像正

向自己微笑，畫像周圍鑲著白

色小花。兩邊各懸著一個白色

繡球，像前一個方桌，桌上一

個香爐，香煙繚繞。正中間豎

著一個木牌，上面寫著「林黛玉

靈位」，桌前一個大大的「奠」

字。肅穆而淡雅。心想：「真難

為這兩個人了。」站了一會，連

忙把房門關上，插上門栓，進了

臥房。走到牆角的木箱前，上面

凌亂地放了幾件衣服，扒開衣

服，只見一個金黃的大鎖鎖著。

糟了！哪裡有鑰匙？多少年來從

未開過，鑰匙早不知撂哪裡去

了？難道要撬開？急得紫娟團團

轉。忽然想到這書桌中間的一個

抽屜裡好像有一串鑰匙，從沒用

過。急忙取出來，仔細一看，中

間有一把，顏色、質地均和此鎖

相同。心想，試試吧，上天保

祜，但願就是它！

把鑰匙插進，用力一轉，哢

嚓一聲，開了！紫娟高興極了！

連忙打開箱蓋，一股霉味竄了出

來。上面幾本發黃的書和字帖亂

七八糟地放著。扒開兩層，忽然

看見一個精緻的長紙盒，淺青色

底子，幾朵燙金牡丹花，盒子還

用絲帶紮著。紫娟打開一看，裡

面一個畫軸也用絲帶纏繞，展開

一看，只見幾朵富貴的牡丹，花

枝上兩個鳥兒栩栩如生，旁邊還

有字跡和印章，紫娟也看不懂，

又仔細放好，心想，這難道就是

那幅名畫！找找看，還有沒有別

的畫。扒了兩層書，忽然看到一

個漂亮的木匣子。黑漆光亮，上

面也有燙金龍鳳花紋，旁邊有個

象牙插銷。裡面放著什麼好東

西？該不是貓兒眼、夜明珠吧？

打開一看，大失所望，原來是一

些小紙片，零七八碎也有幾十

張，紫娟一把抓起，扔了一地。

心想，這個盒子倒是很好，留給

我玩。再往下看，是幾層發霉的

宣紙，看來再沒有其它畫兒了。

剛想罷手，忽然觸到了硬硬的東

西。揭開一層宣紙，紫娟驚呆

了，原來是碼得齊齊整整的一層

大銀錠子！估計下面還有四、五

層，仔細一數，每層有十二個。

紫娟喜出望外，心怦怦直跳，好

半天，才平靜下來。剛想蓋上，

忽然發現一根黑絲帶，紫娟小心

往外拉，竟然拉出一個黑色牛皮

帶。袋子不大，卻重得很，帶子

一端有鬆緊套，又用一根黑絲帶

纏得緊緊的。紫娟仔細打開一

看，金光閃閃，金子！有成條

的、有成塊的！紫娟坐在椅子

上，細想了一會，馬上行動起

來。用一條薄被子把名畫和木匣

包住，用一條汗巾緊緊紮起來。

再把牛皮帶緊緊綑在腰間。又拿

了幾本舊書放在箱子裡，仍然鎖

好。上面又零亂地堆了些衣服，

收拾停當，披了斗蓬準備離開。

忽然想，雖有金子，但不能拿出

來用啊，手頭上需有些錢才行

啊！對！床底下木箱子裡是我們

放錢的地方。以往，幾個丫頭的

月例錢連同姑娘的錢，就往裡

丟，誰要用錢就隨便拿，誰也沒

去數過。不知還有沒有。蹲到床

前拉出木箱，竟然還有小半箱碎

銀子及成串的銅錢。紫娟找出一

個大手帕，抓了兩把碎銀，紮

好，挽在腕上。紫娟又環顧了一

下房間，然後打開門走了出來。

兩個婆婆說：「姑娘收拾好了？」

紫娟說：「謝謝兩位媽媽，姑娘

活著時，極愛乾淨，你們一定好

好地守著，絕不能讓閑雜人進

門，晚上把門鎖好。」說著，摸

出兩小塊碎銀，放在她們手裡，

「留媽媽買果子吃吧！我天黑前

要趕到鐵檻寺，告辭！」走出了

瀟湘館。門口正好停了幾輛車，

等生意。紫娟找了一個老誠些的

車主上了車。車主把布帘放下，

說了聲，「姑娘坐穩了！」駕著

車子直奔悅來客棧。

進了房間，紫娟把被子放在

床上，解開斗篷，跌坐在椅子

上。「累死我了！我這半輩子走

的路也沒今天一天走得多。」黛

玉連忙遞過來毛巾，讓她擦了

臉，又送來一杯熱茶，紫娟一飲

而盡，黛玉又添了茶，說：「渴

成這樣？」見紫娟又喝了一杯

茶，黛玉才說：「辛苦了！事情

辦得怎麼樣？」紫娟眼睛一亮，

說：「咱們發財了！」「那幅畫

找到了？」「當然，還有呢！」

說著，從腕上解下帕子，打開

一包碎銀，黛玉瞟了一眼，說：

「這就算發財了？」「還有呢！」

說著解下腰間的汗巾，遞過來

一個牛皮袋，黛玉打開一看，

說：「這才是真發財了，這是金

條、金磚。」紫娟從椅子上跳了

起來，奪過黛玉手中的金塊，

說：「以前只聽說，沒見過，

這小不點就是金磚？」黛玉說：

「你以為像蓋房子的磚頭那麼

大，才算金磚！哎，你是從哪弄

來的？」紫娟又跌坐在椅子上，

沉默了一會，憂傷地說：「我看

你捨不得那幅畫，咱們又沒有

錢，總得活著，萬般無奈，我

只好把自己賣了！」黛玉一驚，

「賣到哪去了？」紫娟小聲說：

「妓院！」黛玉眼圈紅了，差點

流出淚來，說：「你真糊塗！咱

們就是討飯，也不能到那種地方

去。」拿著牛皮袋，拉著紫娟，

說：「走！咱們把金子退回去！」

剛要出房門，覺得不對勁，掂了

掂牛皮帶，又看了看紫娟，只見

紫娟仍低著頭，黛玉低頭望了望

紫娟的臉，說：「別裝了，不是

我貶你，你那身價，還不值這些

金子。說，這金子到底是從哪來

的？」紫娟撐不住，笑了，「逃

不過你的火眼金睛。這金子是從

咱們的百寶箱內取出來的。」黛

玉一臉茫然，「百寶箱？哪裡來

的百寶箱？」紫娟把取畫時的意

外發現，如實地說了一遍。黛玉

也欣喜萬分，說：「難怪當年父

親非讓我把箱子帶著。看來，他

把終生的積蓄都留給了我。」想

起父親，眼裡噙滿了淚水。紫娟

連忙勸慰。

沉默了一會，紫娟說：「還

有一件奇怪的東西。」說著，解

開被子，拿出一個木匣。黛玉一

看，說：「確實做的精緻！」紫

娟說：「我以為裡面放著夜明珠

呢！打開一看，裡面都是些破

紙條，我一氣，把紙條扔了一

地，心想，只留這匣子玩吧。」

黛玉忙說：「你竟全扔了？」紫

娟一笑，說：「你以為我這麼笨

啊！當時我想：既然用這麼好

的匣子裝著，絕不是一般的東

西，我又全撿了起來，你打開看

看，一張也不少！」黛玉拿起一

張，走到窗前亮處仔細看，說：

「這可能就是銀票。」「能當銀

子用嗎？」「拿著它，到這上面

印章上的錢莊，就可以取出銀

子。」「阿彌陀佛！我幸虧又撿

回來了。」黛玉又去看那幅畫，

一看完整無缺，放心了。把畫貼

在胸前，說：「謝謝上天！我又

能保住這畫了！」紫娟說：「我

還沒說完呢！箱子裡還有一些

銀元寶呢！」黛玉說：「罷了，

咱們有這些夠了，銀子就留給

賈府吧，他們畢竟養育了我這

麼多年。」「哪裡是他們養你？

我們丫頭都私下說，你第一次

到賈府，帶了好多箱子，其中

兩箱子都是銀子。」「我怎麼不

知道？」「你當時才六、七歲，

又加上母親剛過世，哪管這些

事？」想了一會，紫娟說：「銀

子放在那裡不妥。你想，如果

發現瀟湖館有這麼多銀元寶，

肯定議論紛紛，說不定懷疑咱

們早就私藏銀兩呢！」「這麼說

來，還真得弄出來，可那箱子

又大又沉，怎麼往外弄？」「那

也是，得想想辦法，看來要來

個『智取百寶箱』。」紫娟得意

洋洋地說。黛玉不由圍著紫娟上

上下下地打量。紫娟莫名其妙，

說：「您不認識我？看的怪不好

意思。」黛玉說：「原先只以為

你敦厚老實，寡言少語，甚至有

點笨！沒想到這幾天真讓我刮目

相看。頭腦清晰、靈活，辦事幹

煉果斷，能吃苦耐勞，真乃巾幗

英雄矣！」「別誇我了，是形勢

逼到這個份上了。好了，我快餓

死了，快弄點吃的吧。」

紫娟打開房門，剛想下樓，

迎面碰到樂樂雙手托著食盤走

來，進了房間，把兩個青花瓷碗

放在桌上，打開蓋子，香氣四

溢，「這是兩碗雞湯銀絲麵，我

娘親手做的。」只見清亮的雞湯

裡臥著晶瑩雪白的麵條，細如髮

絲，湯麵上飄著芛片和翠綠的

蔥花。黛玉說：「太好了！小妹

妹，能再加一盤油煎餃嗎？我妹

妹餓壞了。」「行。」洗腳時，

紫娟直叫疼，黛玉一看，三個

大血泡，黛玉心疼地撫摸著這

隻腳，說：「你以前雖當丫頭，

也沒受過這種罪。都怪我。明天

哪兒也不去，靜養幾天，等腳好

了再說。」「歇一夜，就消下去

了，不必驚慌。那箱子必須盡

快弄出來，夜長夢多。」兩人上

了床，併肩靠在床頭。黛玉說：

「紫娟，我要說件正經事，你仔

細聽著。」「你說，我認真聽。」

黛玉說：「我自小父母雙亡，又

無兄弟姐妹，到了賈府，上天把

你送到我身邊。我從來沒把你當

成下人，一直把你當成妹妹，心

中的苦惱，在人前不能說的活，

只對你一人說。經過這次劫難，

偌大的賈府，只有你對我是真

心。從此以後，咱們就是嫡親姐

妹，相依為命，同甘苦、共患

難，永不分離！你同意嗎？」紫

娟早已是淚流滿面，哽嚥著說：

「我此生能有你這個姐姐，就是

姐倆去討飯，心裏也是甜的。」

兩人抱頭痛哭。（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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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為紀念於 1993 年 6 月推出的敞

篷車款 Mini Cabriolet 發售 25 周年，Mini 公司

近日在英國推出名為的「Mini 25th Anniversary 
Convertible」的限量車款。

該車以 MiniCooper S Convertible 為基礎打

造，限量 300 台，英國當地售價 32,995 英鎊。

該 車 外 觀 採 用 了 特 殊 內 外 配 色， 包 括

Starlight Blue Metallic 藍色塗裝，搭配白色樣

式後視鏡，白色引擎蓋條紋飾貼，標準配置的輪

圈則是使用了專屬的 MINI Yours 18 吋 Vanity 
Spoke 雙色款式。在軟篷上也點綴了與尾燈相互

呼應的英國米字旗。

座艙內該車不僅以衛星灰色系休息室

皮革進行包覆，其他高檔的標準配備還

有 Navigation Plus 的智能衛星導航以及

Harman Kardon 高傳真音響系統等等。當

然位於副駕駛座前方的 25 周年字樣銘牌以

及門檻飾板都有這台特別車款的專屬元素。

動力方面，新車依然搭載 2.0T 發動機，

最大輸出功率 143kW，峰值扭矩 280Nm，

傳動系統匹配 8 速手自一體變速箱。

紀念敞篷車款發售2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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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BENTLEY BENTAYGA

Mulliner 配備一款雙渦

輪增壓 6.0 升 W12 引擎，

無論是在公路上還是越野

駕駛，都可採用可變排量

的 W12 汽油發動機，0 至

60 英里 / 小時加速時間僅

需 4.1 秒，最高時速 可達

每 小 時 301 公 里（187 英

里 / 小時）。可變排量提供

最高效的性能和領先的燃油

經濟性，溫室氣體排放量為

296g/km。

BentaygaMulliner 的

標準技術包括全地形規格等

功能，可在各種環境和地形

下提供最流暢、最精緻的駕

駛體驗。The Naim，這個

全球出色的音響製造商專門

為 Bentayga 定製了一款適

合 於 SUV 的 超 強 1950 瓦

音頻系統，而這也是一項標

準配置。此卓越的音響系統

拖帶 20 個揚聲器，包括前

排座椅下的兩個有源放大低

音揚聲器，駕駛者充分享

受完美、真實的環繞立體 
音效。

從外觀到內飾，任何一個

細節都無法掩飾 Bentley 精

益求精的追求。大氣的外部

設計從各個角度都能體現出

Mulliner 高貴的身份。配備

22 英寸 Paragon 車輪，可適

用於各種苛刻的路面。LED
前車大燈充分照亮夜間駕駛的

前景。

不過，真正有意思的東西

還是在內部設計中。Bentayga 
Mulliner 是工藝和奢華的巔峰

之作。除了打上「Mulliner」
廠 徽 顯 示 了 自 己 的 身 份，

Mulliner 更結合傳統與現代

化的手工設計，根據不同的愛

Bentayga 的安全配置包

括：電子穩定控制（ESC）和

橫搖穩定控制、ABS 和傳動

系統牽引力控制、側面碰撞

梁、雙階段司機和乘客座椅側

面安全氣囊，以及自動停車感

測器、盲點感測器、前方碰撞

和後方碰撞警告、輪胎低壓警

告、雙階段司機和乘客前面安

全氣囊、簾式第一和第二排氣

囊、安全氣囊佔用感應器、電

源後部兒童安全鎖，以及 360
度攝像頭。

自 20 世紀 20 年代以來，

Mulliner 與賓利合作，現在

已成為賓利獨立的個人調試部

門。總之，Mulliner 的名字已

經成為近 500 年來奢華旅行的

標誌。

好，前後座椅可有 7 種顏色

可供選擇。另外藉由白色 / 金
色縫線混搭縫製而成的菱格紋

路，搭配全車純手工處理而成

的 頂 級 Ombre Burr Walnut 
Veneer 飾板也是 Mulliner 車
型的專屬設計。

後中央控制臺的四座舒

適座椅是奢華設計的終極表

述。這在兩個獨立的後排座椅

中立即可見一斑：它們能夠

以 18 種不同的方式進行座椅

調整，包括按摩和通風功能。

同時後座也設計了兩組可拆式

10.2 英 寸 Android Bentley
平板電腦，並支持 4G、WiFi 

與藍芽通訊等功能；當然音

響系統上採用 1950 Watt+ 
20 隻喇叭、21 頻道放大器的 
Naim for Bentley Premium 
Audio。另外獨特的全車氣

氛 燈 更 有 六 種 選 項， 搭 配 
Mulliner 特製冷藏冰箱於後座

中央扶手內，里頭再放置兩組 
Cumbria 水晶高腳杯，營造出

極致奢華風範。

【看中國訊】Bentley(賓利)，這個源於英國，飽經風霜而依舊風姿綽約的品牌，以精緻的工藝設計和出色的性能使其成為全球最優質

的豪華汽車品牌之一。尤其是在被德國大眾收購之後，賓利品牌走上了低迷中的復興之路。無論是技術還是設計，賓利都獲得前所未

有的進步和發展，其銷量與日俱增。賓利已經成為目前全球最為炙手可熱的頂級豪車之一，風光萬丈。為滿足挑剔的買家，Bentley推

出Bentayga——首款家族SUV，也是被稱為目前最為出色、頂級的豪華SUV。Bentayga分為四款不同「個性」的型號：Mulliner，Onyx 

Edition，Bentayga V8，和Bentayga Diesel。本期介紹前面兩款車型。

thecarconnection.com
8.6/10

caranddriver.com
5/5

專業評測

參數與性能

安全配置設計特點

Mulliner Onyx Edition

馬力 / 扭矩 600 bhp / 664 lb-ft 600 bhp / 664 lb-ft

0 - 60 mph，0 - 100 km/h 4.0 sec / 4.1 sec 4.0 sec / 4.1 sec

最高時速 187 mph / 301 km/h 187 mph / 301 km/h

起價 $235,525 $197,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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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提出的        上

你有沒有一個最喜歡的

設計外觀或風格？這與整個

審美有關，比如圖三這個法

國風格的家庭辦公室。

室內設計師

Q 
4

Q 
5

你打算如何使用你的房間？如

果是主臥室，這顯然是用於睡覺

的，見圖四，家具布置、技術和可

用空間都需要考慮；如果是客廳，

那就是來客人時用的，或者平時自

己也可以看電視，如圖五。

看電視的椅子對你到底有多重

要？如果電視椅子對你來說並不重

要，那麼就不是個大問題。但是如

果它對你很重要，那麼房間裡的一

切都必須從屬於電視和電視椅子。

在圖六中，毫無疑問，電視椅是非

常重要的家具。

最好的裝修者不是獨斷者，他們也不會在

乎讀者怎麼說，而是要了解客戶的喜好，所以

他們在為客戶服務之前常常需要一些客戶的基

本信息。下面就是他們最常向客戶提出的九個

問題。在聘請設計師之前，要准備好回答這些

問題。

個問題9

Q 
2

Q 
1

你喜歡什麼顏色，不喜歡什麼

顏色，有沒有激發你喜歡某種顏色

的實例？圖二這個客廳，房主肯定

是喜歡很酷的中性色彩。

你喜歡在房間裡都放些什麼，

不想放些什麼？這個問題很重要，

它保證了設計師按著客戶的意願設

計室內裝置和裝飾，而不是將他們

的思想強加給客戶，而且還有助於

設計人員更好的了解客戶的喜好。

例如，在圖一這個吸引人的客廳

中，房主肯定事先就告知想在客廳

中放一台大鋼琴。看看這個客廳的

設計，全部都是圍繞著鋼琴這個大

物件：黑色的門和沙發上的修剪細

節等。

5

4

2

1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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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洽詢專線：1-403-988-1836  Email: sales.calgary@visiontimes.com 投稿與反饋：editor.calgary@visiontimes.com

看地產B4 www.kanzhongguo.com   VISION TIMES2018年 5月 24日—5月 30日     第 3期    

ALL OFFERS HAVE CONDITIONS AND CANNOT BE COMBINED WITH THE 6 VEHICLE FEATURE OFFERS AND ONLY ONE OFFER PER CUSTOMER. THE $0 DOWN AND NO PAYMENT OFFER IS A PAYMENT DEFERRAL PROGRAM ONA BANK FINANCE CONTRACT FOR 6 MONTHS BUT INTEREST ACCUMULATES FROM DAY ONEAND IS OAC.ALL PRICES HAVE ALL AND ANY FACTORY REBATES ALREADY DEDUCTED IN THE SALE PRICE AND LOW RATE FINANCING CANNOT BE COMBINED WITH THESE PRICES. ALL LEASE
OFFERS ARE BASED ON TERM SHOWN WITH 20,000KM/YEAR ALLOWANCE AND TAXES AND OPTIONS EXTRA. 2018 COROLLA $1,999 DOWN, 39 MTH LEASE @0%, LEASE END VALUE IS $10,646.98. 2018 CAMRY $2,499 DOWN, 60 MTH LEASE @2.99%, LEASE END VALUE IS $11,236. 2018 RAV4 AWD $2,799 DOWN, 60 MTH LEASE @1.99%, LEASE END VALUE IS $13,035.43. 2018 SIENNA $2,199 DOWN, 60 MTH LEASE @5.59%, LEASE END VALUE IS $14,588.18. 2018 TACOMA $3,499
DOWN, 60 MTH LEASE@5.49%, LEASE END VALUE IS $20,782.80. 2018 YARIS $1,399 DOWN, 60 MTH LEASE@1.49%, LEASE END VALUE IS $7,058.98. 2018 PRIUS $1,799 DOWN, 60 MTH LEASE@3.79%, LEASE END VALUE IS $12,061.47. 2018 C-HR $2,399 DOWN, 48 MTH LEASE@1.49%, LEASE END VALUE IS $12,019.18. 2018 RAV4 LE $2,999 DOWN, 60 MTH LEASE@1.99%, LEASE END VALUE IS $15,567.67. 2018 HIGHLANDER $3,899 DOWN, 60 MTH LEASE@4.99%, LEASE
END VALUE IS $17,131.57. 2018 4RUNNER $3,999 DOWN, 60 MTH LEASE@4.69%, LEASE END VALUE IS $20,766.11.2018 TUNDRA $47,900, $4000 CASH BACK WITH PURCHASE, OAC. 0% OFFER VARY BY MODEL AND HAVE TERM AND DOWN PAYMENT RESTRICTIONS. SEE DEALER FOR COMPLETE DETAILS. OFFER ENDS MAY 31ST, 2018. AMVIC LICENSED DEALER.

RECEIVE ADDITIONAL

TRADE-IN BONUS

$1,000
IFYOU TRADE IN YOUR CURRENT VEHICLE. PRESENT THIS COUPON WHEN YOU ARRIVE

www.chtoyota.com
403-290-1111

Corner of Deerfoot
Trail & Country Hills

Blvd. North

ACTORY REBATES ALREADY DEDUCTED IN T

Blvd. NortBlvd. North

NEW 2018 TOYOTA RAV4 AWD
LEASE FOR ONLY
$71/week

60 mth Lease at

1.99%
NEW 2018 TOYOTA TACOMA DOUBLE

CAB SR5 TRD SPORT

NEW 2018 TOYOTA PRIUS

STK#2801191
#KBRF2C-A

NEW 2018 TOYOTA RAV4 LE HYBRID

LEASE FOR ONLY
$88/week

NEW 2018 TOYOTA HIGHLANDER LE AWD

LEASE FOR ONLY
$119/week

60 mth Lease

LEASE FOR ONLY

0%*

NEW 2018 TOYOTA 4RUNNER SR5 V6

LEASE FOR ONLY
$119/week
60 mth Lease

NEW 2018 TOYOTA TUNDRA 4X4
CREWMAX SR5 PLUS 5.7L

#DY5FIT-B

STARTING FROM
$47,990

NEW 2018 TOYOTA CAMRY SE

NEW 2018 TOYOTA SIENNA LE 8 PASSENGER
LEASE FOR ONLY
$119/week

60 mth Lease

NEW 2018 TOYOTA YARIS LE

#KTUD3P-B

LEASE FOR ONLY
$47/week
60 mth Lease at

1.49%
NEW 2018 TOYOTA C-HR XLE

#KHMBXC-A

LEASE FOR ONLY
$59/week
48 mth Lease at

1.49%

the DealReal
Sales Event

NO GIMMICKS....JUST THE STRAIGHT GOODS

LETS ROLL!

NO EXTENSIONS

COUNTRY HILLS

TOYOTA

#RJREVC-B
STK#D2860116

#BZRFHT-B
STK#2801204

#DZ5BNT-B
STK#2800573 STK#2800053

#KZ3DCT-A
STK#D28M0069

#B11HST-A
STK#2800193

STK#D2860010

#BFREVT-B
STK#2800970

#BU5JRA-B
STK#2801286

NEW 2018 TOYOTA COROLLA CE CVT
LEASE FOR ONLY
$49/week

39 mth Lease

0%*
#BURCEC-B
STK#2800245

ONLY ONE OFFER PER CUSTOMER. THE $0 DOWN AND

60 mth Lease at

1.99%

0%*

0%*

0%*

0%* 0%*
$4,000

9AM - 11 PM

0% 
✓
✓

✓

✓
✓

Jeff Huynh
FINANCIAL 

SERVICES MANAGER
403-516-5214

Andy Luo
ASSISTANT

SALES MANAGER
587-888-6106

Freeman Leung
SENIOR 

SALES MANAGER

Colin Chan
SALES AND LEASE 

CONSULTANT
403-969-9823

Shuo Qiu
SALES AND LEASE 

CONSULTANT
204-908-3111

Minh Phan
SALES AND LEASE 

CONSULTANT
403-909-9949

Vehicles shown are for illustration purposes only.  All payments are 60 months lease terms – 
20,000km per year – payment includes freight & PDI, a/c tax, fees and is plus GST only. † Only one 
offer per customer and all offers have conditions; Offers vary by model and have terms and down 
payment restrictions and is applicable to TFS leases only. O.A.C. †† O.A.C on approved credit. Cash 
back is accrued in monthly payment approved with bank finance only. ††† Toyota accessories.  †††† 
Taxes and fees to be paid by guest. See dealer for details; Offer cannot be combined;  All incentives to 
dealer.  8. - LEV $18397 + Tax, COB $2522. Offers cannot be combined,connditions may apply.

免費贈送冬胎隨每一購買*

免費贈送遠程啟動隨每一購買*

享受燒烤隨每一購買*

在租賃車輛和
貸款購車 OAC*

0首付且無需支付貸款直至2018年11月*

選擇下列優惠

租賃供款僅

租賃供款僅

租賃供款僅

租賃供款僅

租賃供款僅 購買僅需租賃供款僅租賃供款僅

租賃供款僅

租賃供款僅

租賃供款僅

租賃供款僅

/每週

/每週

/每週

/每週

/每週/每週/每週

/每週

/每週

/每週

/每週

個月租賃

個月租賃

個月租賃

個月租賃

個月租賃個月租賃
個月租賃

個月租賃

個月租賃

個月租賃

個月租賃

利率低至

利率低至

利率低至

現金折扣 

利率低至

利率低至

利率低至

$69

$95

60

60

60

$110

在發給兩級政府的信函

中，社區聯合會正式向政府提

出，不准許住宅區域與商業項

目之間有道路直接交通。

2 年 前，Tsuut'ina 原 住

民 部 落 原 酋 長 懷 特 里（Roy 
Whitey）宣布投資 45 億元開發

三個超大商業項目：Tsuut'ina 
park,Tsuut'ina Crossing 和

Tsuut'ina Centre， 還 將 擴

建 Grey Eagle 賭 場， 建 設 大

型寫字樓和大型購物中心，

初步預計開發時間總需 20 年

左右。該第一民族已與 Taza 
development 公司簽署合作協

議。項目建成後，將成為加拿

大最大的由原住民開發的項目。

Lakeview 社區與第一民族

項目所佔的土地以37街S.W.分
界。小區居民最大的擔心就是

新項目會增加社區內外的交通

擁堵，「那意味著我們小區裡

有更多額外的交通流量，我們

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住它。」

社區聯合會主席伯克（Joann 
Burke）說，不過這封提交給兩

級政府的信函並沒有同時發給

第一民族。伯克認為這是一個

疏忽：「我們希望能與他們直接

對話。」而 Tsuut'ina 名為「微

光」（Kevin Littlelight） 的 發

言人認為，雖然小區居民的現

狀值得同情，但不太可能有什

麼變化出現，而小區居民對交

通的訴求是「牽強的」。

郭女士 2014 年從中國大陸

移民到加拿大，以下是她講述的

買房故事：

2016 年郭女士一家決定在

卡城買房。卡城那麼大？如何選

擇適合自己的房子呢？經朋友

介紹，認識了房屋經紀龔彥。

2016 年 9 月初她和龔先生聯繫

上了，告訴他喜歡怎樣的戶型、

格局、色調、位置等等。龔先生

幫忙選了 10 套房子備選，約好

9 月的一個長週末看房。

當天下午 2 點左右，郭女

士一家到了第一套備選房子那

裡。一進去，馬上被這套房子吸

引住了，寬敞的客廳、餐廳，合

理的設計，橡木的地板，房子幾

乎是四面採光，明媚的陽光灑進

來，令人心曠神怡。房子的後花

園打理的非常好，五顏六色的花

兒爭相開放，丁香樹香氣撲鼻。

Walkout 的地下室寬敞明亮，

裝修的特別漂亮，地板也是好看

的橡木地板。郭女士的女兒、先

生同時歡呼：這就套了，就是

它了！女兒對她說：「媽媽，我

就要住這兒」。郭女士說：「孩

子，這是今天看的第一套房子，

還有 9 套沒看呢」。女兒說：

「我就要買這一套房子」。

後來她們又看了另外 9 套

房子，但還是覺得第一套最理

想。當天晚上就下了 Offer。經

過一兩個回合討價還價，就談好

了價格，以五十多萬成交。隨後

就交了定金。

郭女士的房子座落在美麗的

西北區，院子的後面沒有任何阻

攔，視線很好。她們一家三口在

這裡住了一年了，非常開心。郭

女士的經驗是：要買到中意的房

子，首先要明確購房要求，才能

快速買到中意的房產。好的地產

經紀也非常有幫助。

【看中國訊】莫凱斯．卡納爾

(Mukesh Khanal) 的房東要求

他搬家。因為他女兒生病了，整

晚在哭，引起了樓下租戶投訴。

卡納爾 5 月 14 日收到了公

寓管理公司發來的一封電子郵

件，告訴他房屋租賃到期後不得

續租，理由是他們晚上太吵了。

他回信解釋說，他的女兒病

得很厲害，所以晚上有點鬧。不

到一個小時後，房東通過電子郵

件通知他，房子到期不會續租給

他們了。

「你的孩子整晚整晚的吵，

樓下租戶很不滿。好幾天了，這

個問題一直沒得到解決。您的租

約將在 2018 年 6 月到期，不會

續約了。建議您跟您家人去住獨

立 屋。」Savy Properties 的 艾

米．斯特伍（Amy Stewart）在

郵件中寫道。

第二天，他門前貼了一條通

知，告知他們必須在 6 月 30 日

中午之前搬出。

「我們是很好的房客，按

時付房租，盡量不給別人添麻

煩 ...... 因為我 2 歲的女兒晚上

哭，物業公司要求我們搬出去，

這不公平」卡納爾說。

卡 納 爾 的 妻 子 蘇 蘇

娜（Sushila） 和 他 們 的 女 兒

Prakriya 於 2017 年 7 月 1 日搬

到這間公寓。幾個月後，樓下的

租戶也搬了進來。Prakriya 現在

已經兩歲了。

負責監督阿爾伯塔省住宅租

賃法執行的官員說，儅她聽到卡

納爾家庭的遭遇和被粗魯對待時

並不感到奇怪。

「我並不感到意外，我知道

存在各方面的各種歧視問題，包

括租房。」斯蒂芬妮．麥克萊恩

說 (Stephanie McLean)。
麥克萊恩說，房東完全有權

不續簽租約。但她表示，根據艾

伯塔省人權法，租戶不能因其家

庭狀況而受到歧視。她說也許她

並不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但卡

納爾可以去投訴，她鼓勵卡納爾

去聯繫人權委員會。

卡納爾正在考慮向阿爾伯達

省人權委員會提交正式投訴。

周末看房团 最新日期
敬请致电查询

Lakeview社區憂
卡城買房記

因嬰兒哭鬧，公寓住戶無法續租約

商業項目阻交通

Tsuut'ina原住民部落三個商業項目規劃圖（視頻截圖） Tsuut ' i na原住民部落原酋長懷特里

（Roy Whitey）（視頻截圖）

【 看 中 國 綜 合

報 導】近 日 位 於 卡 城

西 南 部 的 L a k e v i e w
社 區 聯 合 會 （ T h e 
Lakeview Community 
Association）向亞省和卡

城兩級政府提出訴求，希望

對Tsuut'ina第一民族主導

建設的大型商業項目進行

交通限制，以免住宅區內交

通過分擁堵。

文/湯粉

卡城

房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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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中國遊客擠爆荷
蘭威尼斯

【看中國訊】卡爾加里一男

子——維羅 · 摩根兩年半前不小

心將公民卡隨錢包一同遺失，他

申請了更換新卡。但是令人費解

的是，時至今日，他仍然未得到

政府簽發的新公民卡。

摩根說，「他們（政府）兩

年半以來一直沒有聯繫我，甚至

一次也沒有問過我什麼問題」。

他在此期間多次試圖和政府聯

繫，但是徒勞無功。「我感覺這

不公平。這太沒道理了，你無法

撥通他們的電話說，你好，我想

看看我的申請到底有何進展」。

摩根的父母在他三歲的時候

把他從牙買加帶到加拿大，他在

1978 年就成為加拿大公民。他

的父親在 2006 年不幸被謀殺，

所以摩根必須要照看在牙買加的

母親和房子。

「我的護照過期兩年了，公

民卡仍然沒有辦好……，這不合

常理」。沒有公民卡，他無法

續簽護照，也就無法返回牙買加

照看母親。

政府官方網站上顯示，辦

理公民證件的平均處理時間是

5 個月。摩根說道，「沒有問責

制，我不知還要再等多長時間。

沒人知道那些人（政府人員）

還在等什麼」。

【看中國記者林佳綜合報導】

日前，BC 省政府就亞省 12 號

法案問題向法院提起法律訴訟。

BC省總檢察長伊比（David 
Eby）說，12 號法案本身是違

法的，因為該法案的目的是通過

限製石油輸出來懲罰 BC 省。

第 12 號法案，全稱《保護

加拿大經濟繁榮法案》。據該法

案，亞省政府有權決定哪些產品

可以輸出亞省，以及輸出產品

的數量及時間。 5 月 16 日，亞

省立法委通過了這項法案，成

為亞省爭取金德摩根（Kinder 
Morgan）跨山油管擴建項目實

施的砝碼。

BC 省因反對跨山油管擴建

項目引發了與亞省的對立。據

析，BC 省就 12 號法案提出法

律訴訟將使兩省關係更加惡化。

金德摩根公司將於 5 月 31
日前對是否推進跨山油管擴建項

目進行最終決策。如無法在月底

前得到 BC 省的正式許可，就取

消該項目。

聯邦財政部長莫諾（Bill 

Morneau）上週表示渥京支持油

管擴建項目，甚至願意賠償政治

阻撓給投資者帶來的經濟損失。

有媒體評論說，目前事態發

展形勢撲朔迷離，難以預測。最

好的結果是，在最後一分鐘各方

能夠妥協，但是目前還沒有任何

奇蹟出現的徵兆。

【看 中 國 綜 合 報 導】5 月

19 日上午 9 點 40 許，Country 
Hills 區一棟房屋起火燃燒，火

勢迅速蔓延至左右兩鄰。儘管消

防員全力撲救，終因火勢太大將

房屋焚燬，兩鄰房舍皆受損。

Alberto Tolentino 住 在 失

火房屋的路對面。他說，「突然

聽到女子尖叫的聲音，往窗外一

看，一位女士正裹著浴巾站在

那棟房子前面，火苗和煙從房

頂上往外竄著」。「可能她正

在沖澡。然後就看到有人去幫

助她，緊接著聽到有人大叫『失

火了！』。鄰居們都衝出去幫

忙，搜尋是否有人困在著火的

房子裡」他說，「濃煙淹沒了整

個街道，令人幾乎無法呼吸。」

Tolentino 趕快把家人安置到安

全距離之外，面對大火濃煙，他

再也幫不上什麼忙。

消防車呼嘯而至，緊急實施

撲救，很快就將大火撲滅，但兩

側鄰房已經受損。

消防隊長巴爾斯（Bruce 
Barrs）說，大約上午 9 點 45 分

接到報警，緊急出動。「消防員

們幹的不錯」，他說，「他們疏

散了受影響的幾戶居民」。「天

氣還好，如果風向發生改變或風

力增大，鄰房受損會更大」。

所幸未造成人員傷亡，只有

一位鄰居被救護車送往醫院進行

檢查。另有兩隻貓失蹤。

巴爾斯還建議人們多掌握防

火知識，上網（www.calgary.
ca/fire）看一下防火竅門兒。

失火原因仍在調查中。

C3
朝鮮翻臉川金
會或生變

男子更換公民卡 
苦等兩年多未果

亞省通過12號法案  BC省提起法律訴訟

卡城西北區一屋燒毀  兩鄰受損

（攝影：看中國攝影記者王璐）

（公有領域）

吀攀氀㨀 㐀　㌀⸀㈀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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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讓步 分歧猶在 美中智囊將如何改變局面

達成完整協議還需時間

美中第二輪貿易談判結束

後，美中雙方發表聯合聲明，中

方稱雙方已同意不打貿易戰；而

美方的說法則是「暫時擱置」。

財政部長姆欽 20 日接受福

克斯新聞台訪問時說：「我們將

暫停貿易戰，我們已經同意，在

設法執行架構協議之際，先擱置

關稅。」數小時後，貿易代表萊

特希澤發布新聞稿強調，關稅仍

是「保障我國技術」的重要工具。

22 日，川普與韓國總統文

在寅會晤時談到美中兩國的貿易

談判情況：「我不滿意，但是我

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中方承諾增加購買

在聯合聲明中，中方不僅承

諾增加從美國進口農產品，更正

式承諾多從美國進口石油。美

國財長姆欽在接受福克斯採訪

時表示：「農業方面，我們可以

看到顯著的貿易增長，35% 到

40% 的增長幅度，單在 2018 年

就是。還有能源產業，在接下來

的 3 至 5 年，（中方對）能源產

品的購買量將翻倍，每年會增加

500 至 600 億美元的能源產品

購買。」

時事評論員梁京認為，這一

發展有利於迅速減少中國的順

差，但其重要意義遠不止於此，

而是可能產生重大和深遠的地緣

政治影響。他認為，美國迫使中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
導】5月19日，美中第二輪
貿易談判後，發表第一份
聯合聲明，稱雙方在減少
貿易逆差上達成共識，中
國將大幅增加購買美國商
品與服務，但未提及具體
數字。但川普22日在與韓
國總統文在寅會談前表
示，中興通訊可能面對多
達13億美元的新罰款。

國大量增加從美國進口石油，意

味著中國將被迫減少，或不增加

從俄羅斯、伊朗以及其他產油國

家進口石油。這樣將不僅削弱中

國利用自己的購買力對這些重要

產油國家施加影響，也將增加美

國對俄羅斯、伊朗等敵對國施加

經濟制裁的能力。

對於中方增加購買，能否達

到此前提出的削減 2000 億美元

貿易逆差的目標，加州大學教授

史宗瀚指出，就算中國大幅轉由

美國進口能源、原物料、飛機，

也只會減少 1000 億美元，2000
億美元則表示中國得大幅降低出

口，並大幅調整供應鏈。

而中國經濟學者夏業良認

為，美國還有很多東西是中國

能買的，「比方說除了中方非

常想要的民用高科技和軍方高

科技之外，還有能源類、通訊

類、金融服務和教育服務等。

全球化經濟環境下很多第三產

業可以跨國界，並非一定以有

形的方式進到中國。技術貿易

和服務貿易有廣泛的空間；農

產品也可以繼續深化。」

中興或面臨 
13億美元罰款

美國商務部 4 月中旬下令，

為制裁中興違規，禁止美國企業

在 7 年內向中興出售手機零部

件。川普 22 日在白宮與韓國總

統文在寅會談前告訴記者，中興

通訊可能面對多達 13 億美元的

新罰款、管理階層改組以及嚴格

的新規定，取代上個月宣布的禁

售令。他說：「為了做個人情給

習近平主席，我絕對會考慮。」

不過協議還沒有敲定。

在中國貿易代表團來訪期

間，美國眾議院籌款委員會緊急

通過一項對包括商務部在內各部

門的撥款法案時，加入了商務部

必須維持對中興制裁的條款。國

會兩黨議員罕見地一致通過了這

一修正案。

此前，白宮首席經濟顧問

庫德洛對 ABC 新聞說，中興是

「執法問題」。他說，即使有任

何補救措施的變動，美國對中

興的處罰仍然會「非常、非常嚴

厲」，這不僅包括巨額罰款，還

可能會要求中興制訂合規措施、

更換管理層與董事會。

港媒一篇題為〈一文看懂中

興有多依賴美國供應商〉的文章

表示，即使美國很快拿出其他措

施，零部件的出口也恢復正常，

中興通訊所受的衝擊的後遺症還

會延續。目前的供貨商與客戶，

都已開始重新評估其與中興通訊

的業務關係。

結構性改革、 
細節、實施是關鍵

對於如何解決美中貿易衝

突，時事評論員李天笑認為，這

是分兩步走的。第一步是談判取

得結果，平息貿易戰的可能，同

時確定深層結構和體制改革的框

架。第二步，則是促使中方進行

深層體制改革。

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商學院教

授陳朝暉表示，對於美中貿易談

判前景，還需要時間來驗證。他

表示，過去，中美貿易協商進行

了幾十年，成果也很多，包括中

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但

是效果都不理想。中方沒有能夠

兌現自己同意的許多承諾。

「我相信，包括納瓦羅和萊

特希澤在內的這些談判代表們，

對於過去合作的不成功之處應該

都有深切的體會。總之，如果沒

有可以實施的細節和可以驗證的

步驟，所有的一切都可能變成一

紙空文。」

5 月 22 日，北京宣布削減

進口汽車的關稅，從 25% 降到

15%，從 7 月 1 日開始執行，

預計這將推動福特和特斯拉等汽

車公司的在華銷售。

美中貿易新格局搭建仍需時間 

 美國總統川普會見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MANDEL NGAN/AFP/Getty Images)



美中經貿磋商聯合聲明

雙方同意富有意義的增加

美國農產品和能源出口。

中方將大量增加自美購買

商品和服務。



雙方就擴大製造業產品和

服務貿易進行了討論。

雙方高度重視知識產權保

護，同意加強合作。

雙方同意鼓勵雙向投資，努

力創造公平競爭營商環境。

雙方同意努力以主動的方式

解決經濟與貿易憂慮。

姆
欽

我們已經同意在設

法執行架構協議之

際，先擱置關稅。

 ─ 美國財政部長姆欽

驟後，才可使用順風車業務。

然而，恢復業務當天，就爆

出滴滴車司機騷擾女乘客事件。

綜合媒體消息，5 月 20 日，網

民朱女士向湖南交通頻道官方微

博投訴，19 日在長沙星砂金海

岸打滴滴車，上車後司機不停搭

訕。快到目的地時，司機居然把

訂單關閉，甚至鎖上車門，說要

約其吃飯，更提出 500 元摸一

下的過分要求。朱女士連連拒絕

司機的無理要求，最後，司機聽

到朱女士說要報警了，才讓其下

車。

被騷擾的不止朱女士一人。

另一位乘坐滴滴快車，從旅順回

滴滴順風車悄然上線  性騷擾事件頻爆

大連上學的女同學爆料，1 個多

小時的車程中，司機不斷對其進

行言語騷擾，說「你的身材很誘

人」等挑逗的話語。據這位女同

學回憶，該司機大概 30 多歲，

幾次要求女同學坐前座，甚至提

出讓女同學跟他約會的要求。整

【記者端木珊綜合報
導】因空姐遇害一事而停
業整改的滴滴順風車，5月
19日零時悄然恢復業務。
然而，整改後的滴滴順風
車，仍接連爆出司機騷擾
女乘客事件，甚至鎖住車
門，不讓女乘客下車。

個途中司機也一直鎖死車門，不

讓女同學下車。

廣西南寧一名滴滴女乘客

20 日乘坐「滴滴快車」時，同

樣遭到司機言語騷擾。據乘客

G 女士表示，當天上車後，司

機就問她是否有男朋友。一路

上，司機不停找 G 女士聊天，

還不時回頭看她，話題始終圍繞

著「G 女士是否單身、自己想找

個女朋友」，甚至問她「為甚麼

穿這麼短的裙子」。G 女士明

確向司機表示自己非單身後，司

機仍不死心，還說：「我是東北

的，就是想找一個你這樣的南寧

妹子。」司機還拿出自己的戶口

停業整改後的滴滴順風車，仍接連爆

出司機騷擾女乘客事件。(手機截圖)

在停業整改一週後，滴滴順

風車於 19 日零時恢復業務。整

改後的滴滴出行客戶端上明確規

定，車主和乘客均需進行註冊身

分驗真、接單身分驗真、隱私保

護設置、夜間出行保護、安全百

科學習和順風出行保障 6 個步

本證明自己單身未婚，問她要不

要跟他「處對象」。到達目的地

後，這位司機也將車門上鎖，要

求 G 女士給他電話號碼，否則

不讓她下車。無奈之下，G 女

士把自己的電話號碼交予該滴滴

司機，對方當場致電驗證後，才

放 G 女士下車離開。

5 月 6 日凌晨，中國祥鵬航

空空姐李明珠，在鄭州搭滴滴順

風車去火車站的途中，慘遭滴滴

司機姦殺。該事件在網絡迅速發

酵，引發輿論對網約車監管問題

的質疑。面對輿論壓力，滴滴出

行 11 日宣布開展自查，「順風車

平台」業務全國停業整改一週。

港府四朝元老突離職 引發各方猜測
【看中國記者鍾靈綜合報導】

港府特首林鄭月娥 2017 年 7 月

上任後，一度「展現管治新風

格」，更換了多名特首辦內人

員，但有「四朝元老」之稱的陳

建平則仍然留任，直到最近消息

傳出，陳建平已經與特首辦達成

離職共識，5 月 11 日最後一日

上班，結束其自董建華年代開始

的特首辦助理生涯。

事實上，陳建平是中共黨

員，但曾經採訪過 1989年六四事

件並表達過支持學運的立場、如同

當時不少黨內支持學運人士一樣，

事後都難逃黨內審查，要麼堅持

良知、退黨流亡海外，或「認錯歸

隊」，陳是後者。最終在中共改

組《文匯報》後成為了《文匯報》

駐北京辦事處負責人。

1997 年陳建平出任董建華

特別助理，主要負責對內地事

務，香港多名特首曾蔭權、梁振

英及林鄭月娥訪京時，陳建平都

會隨團在側，其與中共高層關係

相當密切，因此陳的離職引起了

各方猜想。

林鄭月娥上任後，對特首

辦進行了「大換血」，包括任命

前入境處處長陳國基為特首辦主

任、原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和特

別助理邱萍菲都不獲續任，只有

陳建平仍過渡到新班子。陳建平

自 1997 年開始出任董建華特別

助理、2003 年晉陞為高級特別

助理。不過，陳鮮少出現在公眾

面前、為人低調、因此不少港人

對這個名字都感到陌生。

不少香港政界中人都曾笑言

香港特區成立至今，最「長命」

僅陳建平。政界普遍認為，這不

僅因為陳建平在北京的靠山強

硬，包括港澳辦前主任魯平、前

外交部長李肇星等，且熟悉內地

官場文化，更曾一度盛傳其為北

京安插在香港特首辦的人，負責

向北京匯報港府的內部消息，以

及向時任特首匯報香港親中陣營

的動向與輿論。

前香港《文匯報》記者姜維

平 2010 年透露，陳建平在成為

駐北京辦事處負責人之後風光一

時，在中南海有強硬後台，其身

患絕症的妻子就曾乘搭某領導人

的專機到英國求醫；而時任中共

外交部發言人李肇星更是與其無

話不談，並會把一些重要新聞事

先透露給陳建平。

不過，對於陳建平的突然離

職，香港時事評論員季陶認為，

陳所熟悉的北京靠山已經是上一

代的人馬，其人脈已經並非如當

年般通達。加上林鄭月娥上任

後，在北京敏感的議題上「越來

越聽話」，相信已經獲得了習近

平的全面信任，因此在面對香港

內部的傳統親中建制陣營時，林

鄭也敢「唱反調」，顯示林鄭已

經建立了與北京最高層直接溝通

渠道，而不用再依靠體制內的政

制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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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翻臉 川金會或生變

川金會或生變數

日前，位於美國的朝鮮消息

網站「38North」報導披露，在

豐溪里核試場西邊坑道附近的山

丘上，疑似有四排木材堆，據推

測應該是朝鮮在搭建供記者們在

5 月 22 日至 5 月 25 日觀看爆

炸的瞭望台。川普之前也表示，

美方沒有收到平壤取消峰會的通

知，川金會的籌備工作在繼續。

在韓國總統文在寅前來華盛

頓會談的同時，朝鮮官方的《勞

動新聞》發表社論宣稱：「對凶

殘的美帝國主義者和嗜殺成性的

吃人的階級敵人，我們的心中沸

騰著無限的復仇熱血。」

朝鮮的這番言論，以及上個

星期的突然變臉，不僅讓幾個月

來不斷緩和的朝鮮半島局勢突然

變得緊張和不確定起來，也讓原

定 6 月 12 日在新加坡舉行的川

普與金正恩的會晤變得不確定。

川普 22 日已經表示，他與朝鮮

領導人金正恩的峰會有很大的可

能性不會在 6 月舉行。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21 日警

告朝鮮，如果未能達成協議，美

國將對朝鮮施加更令其痛苦的制

裁。副總統彭斯也說：「金正恩

如果認為可以欺騙川普的話，那

他就大錯特錯了。」

中國可能影響了朝鮮

華盛頓智庫戰略及國際研究

中心資深研究員約瑟夫博斯科在

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朝鮮

的突然改變可能受到了中國的

影響。他認為，中國干預「川金

會」有一定的動機。他認為，一

旦川普和金正恩達成協議，北京

就失去了操控朝鮮核威脅的能

力，同時也失去了幾十年來由此

產生的制衡美國的力量和優勢。

自由亞洲電台曾報導在金正

恩第二次訪華後，北京增加了對

朝的原油供應，中朝邊境上有緩

解對朝制裁的跡象。

【看中國記者張定綜

合報導】川金會在即，朝

鮮官方媒體卻宣稱，朝鮮人

「心中燃燒著無限復仇的

熱血」。目前，朝鮮雖然還

沒有退出川金會，但川普已

經表示川金會可能不會在6
月舉行。分析認為川金會或

有變數。

FBI滲透川普競選團隊遭調查

俄計畫在新疆邊境附近建新軍事基地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編譯報

導】美國總統川普 5 月 20 日要求

司法部（DOJ）徹底調查奧巴馬

政府在 2016 年總統競選期間是

否基於政治動機，要求聯邦調查

局（FBI）和司法部在川普競選

團隊安插線人及監視團隊成員的

問題。司法部隨後宣布，已指示

其內部監察機構付諸調查。

20 日，川普總統發表推文

說：「我在此要求司法部調查

FBI 或司法部是否曾出於政治目

的滲透或監視過川普競選團隊，

以及這些要求是否來自奧巴馬政

府的內部人員。我將在明天發出

正式要求。」

隨後，司法部做出行動回應

川普總統，宣布已指示司法部監

察機構調查這其中是否存在任何

不當或出於政治動機的行為，包

括審查一名退休的美國教授是如

何被用作 FBI 線人來與川普競選

團隊成員接觸的。

司法部發言人莎拉．弗洛雷

斯表示：「司法部已經要求總檢

察長擴大其目前對 FBI 根據《外

國情報監視法》（FISA）申請情

報監控令的調查，增加調查 FBI
如何對涉嫌與 2016 年干預美國

大選案的俄羅斯特工交往的人進

行反恐調查的，以及其中是否有

任何不當或政治動機。」

弗洛雷斯表示如發現證據，

司法部總檢察長會諮詢相關律

師。從 20 日起，川普發了一系

列推文，譴責通俄門調查是針對

他的獵巫行動（指政治迫害）。 
目前國會與司法部間有爭論，國

會試圖獲得有關線人的信息。

【看中國訊】美國之音報導，

俄羅斯可能在離中國新疆不遠的

吉爾吉斯南部地區部署新軍事基

地。當中國在中亞地區日趨活躍

之際，俄羅斯也試圖加大在中亞

軍事和安全領域的活動，避免中

國在中亞影響過大。

吉爾吉斯媒體報導，俄羅斯

有可能在吉爾吉斯的南部地區部

署第二個軍事基地。吉爾吉斯斯

坦總統熱恩別科夫最近對俄羅斯

官方媒體表示，他不反對部署新

的俄羅斯軍事基地。他說，新的

俄羅斯軍事基地主要是為了應對

來自阿富汗的安全威脅，塔吉克

和阿富汗邊界必須應得到鞏固，

各國需要合作協調共同打擊恐怖

主義、極端主義，以及販毒行為。

熱恩別科夫剛剛訪問了俄羅

斯，並在俄羅斯南部城市索契會

晤了俄羅斯總統普京。

吉爾吉斯南部與中國新疆

擁有共同邊界，俄羅斯新的軍事

基地可能部署在吉爾吉斯南部的

巴特肯州，當地與塔吉克斯坦相

鄰，離中國新疆不遠。

除了吉爾吉斯外，俄羅斯在

中亞的另一個國家塔吉克斯坦還

擁有兩處軍事基地。其中的一個

軍事基地被俄羅斯用來防空預警

和監視太空軌道中的衛星和其他

飛行器。另一個軍事基地駐紮有

俄軍第 201 步兵師。

俄羅斯在中亞軍事和安全領

域擴大影響之際，中國在中亞地

區也加緊活動，中亞是中國實施

一帶一路項目的重要地區。有中

亞學者認為，中國將不得不更多

考慮俄羅斯和安全領域的因素。

離婚要考試！  
江蘇推婚姻考卷

【看 中 國 記 者 黎 小 葵 綜

合 報 導】中 國 國 際 電 話 APP
「WePhone」創始人蘇享茂，疑因

前妻翟欣欣騙婚詐財，去年 9 月

在自家頂樓跳樓自殺。事後，蘇

享茂家人起訴翟欣欣，目前北京

朝陽法院已立案。

大陸《新京報》報導，蘇享

茂家屬5月20日透過代表律師，

向北京市朝陽區法院提交起訴

書，蘇享茂代理律師張起淮以 3
個案由，向法院遞交民事起訴書

及相關材料，3 個案由均為民事

案件，被告均為翟欣欣，原告為

蘇享茂家屬。

不過，曾代理王寶強、馬蓉

離婚案的張起淮同時也指出，翟

欣欣背景不一般，「因此存在一

些調查中的障礙。」

而翟欣欣律師易勝華則發聲

明指，蘇享茂家屬及其代理律師

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發表了一些

不符合事實的言論，或對司法機

關辦案造成干擾。

此前，每日財經網引述爆料

者消息稱，翟欣欣是兼職女模，

但同時也長期混跡於婚戀網站

「世紀佳緣」VIP 區，她曾有過 5
個對象、離過 4 次婚。

【看中國訊】「709」案律師

江天勇，上月底被轉往河南第二

監獄後，記憶力嚴重衰退，家人

懷疑他被強迫餵藥。

5 月 18 日，江天勇的父親

與妹妹江金萍在河南第二監獄探

視了江天勇，這是江天勇轉往監

獄服刑後首次獲准會見家人。

江金萍說，江天勇精神狀態

尚可，但她與哥哥交談期間，發

現他記憶力出現問題。她嘗試查

問江天勇記憶力衰退的原因，但

立即被警察阻止。

身在美國的江天勇妻子金變

玲說，探視是在國保全程監視下

進行的。「家人明顯感覺到他記

憶力下降得很厲害，因為他反覆

地問家裡人的電話號碼，還有我

們的孩子上幾年級了？這幾次的

探視他都在問，就說明他記憶力

下降得特別厲害，根本都記不住

這些事情」。

【看中國訊】開車要考試，入

學要考試，現在連離婚也需要考

試？江蘇連雲港市東海縣民政局

婚姻登記處 19 日開始，對想要

離婚的夫妻實施離婚考試。

這份「離婚考卷」獲取 60
分以上，初步表明夫妻有挽回餘

地；60 分以下可初步認定婚姻

關係快要破碎。據悉，首份試卷

的答題人，是一對育有一雙兒女

的 80 後夫妻，做完題後女方得

100 分，男方成績為 0 分。社工

認為，女方對男方及家庭還有深

厚的感情，請男方深思。

連雲港市政府官方微博 21
日公開這份「離婚考卷」的試

題，有填空題、簡述題等。

填空題包括「你們的結婚紀

念日是何日？」、「你的配偶最

喜歡吃甚麼？」等；另有簡述題：

「現在夫妻之間最大的矛盾及分

歧是甚麼？」對此，有网民直言

官方「加戲」。

逼死企業家丈夫
翟欣欣已被立案

江天勇嚴重失憶
疑遭受藥物迫害

新疆百萬維族人
被投「再教育營」

【看中國訊】美聯社披露，中

國官方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設

立「再教育營」，當地至少有 80
萬，甚至百萬人被強迫進行洗腦

教育。他們被要求自我批評，每

天要唱紅歌、高喊「感謝黨！感

謝祖國！」英國《獨立報》指出，

「再教育營」還破壞維吾爾族人

的信仰，強迫他們吃豬肉、喝

酒，拒絕照做的人，會被罰禁

食、做老虎凳，甚至 4 天 4 夜不

讓睡覺。

川普總統5月22日與到訪的韓國總統文在寅舉行會談。（SAUL LOEB/AFP/Getty Images）

大陸央視主持人離奇爆料
兒子從汶川地震輪迴轉世

23國WHA發言挺台 稱疾病無國界 
【看中國訊】大陸央視氣象節

目主持人宋英傑 5 月 10 日微博

引述 4 歲兒子睡前的話：「我的

老家在四川，就在成都西邊一點

點。我的兩個女兒還在那兒，一

個 15，一個 10 歲了。我已經好

久沒見到她們了，可能都快認不

出來了。我想去四川看她們，然

後再回來。我和四川都是中國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

宋英傑說兒子從未聽說過汶

川地震，卻說出老家的地點：北

川。「他說他老家在四川，這話

已經說了很久了，不下 100 遍，

還說從四川的甚麼地方坐船去過

重慶」。

貼文引起熱議，不少網友提

到類似經歷：「孫子也是在 3 歲

左右，很認真的給媽媽說，他是

大天鵝帶著飛著找到我們這一家

的，他看了兩家，最後選的我們

家，因為這家人好。問他是現在

這個家嗎？他說不是，是另外的

住處，媽呀，那是他媽媽懷他，

他沒去過的地方耶。」「我兒子

打（自從）會說話就告訴我他家

在故宮，並且堅稱太和殿上那把

椅子硌屁股！」

還有許多網友建議：「一定

要把孩子的願望實現，見見他前

世的兩個女兒。」「宋老師可以

帶孩子去趟四川。

亦有網友說：「寧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無。有一些人會說甚麼

封建迷信，但古人傳下來的東

西，或有其道理」。

　【看中國記者明思綜合報

導】 世衛大會（WHA）5 月 23
日進入第三天議程，雖然台灣今

年未能參會，但獲得廣泛國際支

持，3 天內共有美日德等一共 23
國代表發言力挺台灣，美國呼籲

世衛組織（WHO）「勿忘初衷」。  
　　據悉，台灣今年未受邀參

加 WHA。針對此情況，國際

挺台聲浪越來越大，初步估計

共有 23 國及位於歐洲的「馬爾

他騎士團」以直接或間接方式

發言挺台，超越去年的 18 國。  
　　有 17 個國家分別介紹台灣

的國際醫療貢獻，並強調支持台

灣參加世衛大會。引人注目的

是，首次發聲的加拿大及新西蘭

代表也分別強調，「疾病無國界」

及「醫療問題不應政治化」。  
　　據中央社報導，在世衛大會

發言結束階段，中國代表團再次

宣稱，在中國妥善安排及照顧

下，「過去 5 年，台灣參加了幾

乎所有的世衛組織（WHO）會

議」。中國外交部代表同時重申

「一中原則」，並指「中國台灣

地區」不能參加 WHA，是因為

台灣民進黨當局拒不承認「一中

原則」，主動拋棄有關活動的政

治基礎，「責任完全在台方」。  
　　面對多國力挺台灣的言論，

中方認為「真正將世衛大會政治

化的，是少數國家及台灣政府。」  
　　對此，中華民國外交部認為

中方「公然說謊」，表示嚴厲譴

責。外交部指出，從 2009 年到

2017 年，台灣申請參加 154 場

WHO 技術性會議，只獲邀出席

46 場，2017 年 18 件申請案只

有 5 件獲准，13 件被拒絕，獲

邀率及申請通過率皆不滿 3 成。  
　　中華民國外交部強調，

台灣的民主自由深受國際肯

定，也只有台灣的民選政府能

代表台灣 2300 萬人民。外交

部認為中國代表的發言是昧

於事實，感到憤怒與遺憾。  
　　此外，雅虎消息稱，因台灣

今年未獲邀世衛大會，台衛福部

長陳時中自 19 日便親自率「世

衛行動團」抵達日內瓦。陳時中

說，許多國家支持台灣的發言

都是有感而發，「人在做、天在

看」，正義的聲音總是會出來，

台灣堅守奉獻和實質參與的精

神，相信有一天終究會成功。  
　　陳時中 23 日在受訪時還表

示，已於 21 日向 WHO 遞交以

「中華民國台灣」衛福部長署名

的抗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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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習關係鐵 王岐山角色漸清

事工作委員會委員身分亮相，該

職務成為其復出政壇後擔任的第

二分公職，也是第一個中共黨內

職務。

由於習近平作為總書記，李

克強本身是國務院總理，中央社

的報導認為，據中共中央外事工

作委員會首次會議的名單排序，

證實排名第三的王岐山負責外事

工作。《看中國》5月 16日報

導也認為，王岐山或是事實統領

外交。

在中共十九大上卸任所有職

務的前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全

國人大會議上獲選任國家副主

席，外界早就預料王岐山可能負

責對外關係，重點是中、美關

係，並直接對習近平負責。

有媒體援引分析人士指出，

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負責中、

美貿易談判的安排，似乎也是來

自於背後習近平和王岐山的態

度，可以說王岐山是中美貿易談

判的幕後策劃者、參與者，而劉

鶴是前方做事的人。

德國之聲分析稱，習近平越

來越信賴老知己王岐山，並委託

他來協助指導中國的外交策略。

自擔任國家副主席以來，王

岐山已數次出席外事活動，香港

《明報》5月 18日報導認為，他

在國家外事領域的地位「不言而

喻」。

習、王關係不尋常

過去五年，習近平和王岐山

聯手掀起官場反腐，有關兩人關

係，外界一早就追根溯源至兩人

年輕時期的密切。

習近平與王岐山同是太子

黨，早年當知青時就是好友。習

近平在受訪時親述，當年下鄉插

隊到陝西，1969年下鄉初期，

一次從北京返回延安延川縣，因

路途遙遠，先到了馮莊找王岐山

外事委排名王岐山外交領域地位顯 獲習信任非偶然

王岐山地位        
「不言而喻」

德國之聲 5月 19日援引香

港嶺南大學亞太研究中心主任張

寶輝的消息稱，在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統管全局的同時，「王岐

山的任務可能會是將習近平的理

念變為相關政策」。

張寶輝認為，王岐山作為習

近平的老朋友，他的地位已經高

於中國外交部長王毅，以及中共

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

楊潔篪。

新成立的中央外事工作委員

會本月 15日召開第一次會議，

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王滬

寧、韓正等中共高層現身，中共

外交層面的 高領導結構人事確

認。

官方報導顯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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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是王岐山首次以中央外

借宿一夜，兩人就合蓋了一床被

子。

據時評人士高新表示，王歧

山與習近平之間的關係甚至勝過

了當年王震與鄧小平之間的關

係。從關係深厚角度，無論是習

近平委以組織重任的陳希，還是

委以北京市委書記重責的蔡奇，

無論是中學同學劉鶴，還是從

八十年代初即在他習近平身邊工

作的何立峰……都不能與習近平

十六歲那年即與之結交的王歧山

相提並論。

《日經亞洲評論》3月 26日
報導說，王岐山曾有一不尋常舉

動，暗示習、王關係非同一般。

一位熟悉中南海的官員稱，習近

平之所以選擇王岐山，是因為他

相信王不會背叛他。

報導指出，在 2016年 3月
的一次公開會議上，習近平從座

位上站起來，而王岐山從後邊拍

了拍他的背，很少有人在公開場

合中如此接觸習近平。習、王的

互動非常引人注意，顯示兩人關

係十分密切。

今年 3月，習近平通過修

憲，打破了任期限制。

報導還援引消息人士稱，習

這一做法連被認為是習 信任的

助手、重慶市委書記陳敏爾都疑

惑，只有王岐山知道習近平真正

的意圖。

報導稱，習近平現在有了更

大的權力，問題是他如何選擇運

用這些權力。對此，也許只有王

岐山知道習近平的真正打算。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

綜合報導】中共國家副主

席王岐山在 2018年中共
全國兩會後復出，主要負

責中、美關係。中共中央

外事委員會排名曝光之

後，王岐山在外交層面的

地位明確。德國媒體認為

他還有一個特別任務。

湯燦案更多秘密湯燦案更多秘密
艾滋害死徐才厚艾滋害死徐才厚

【看中國訊】被稱為中共高

官「公共情婦」、「軍中妖姬」

的軍旅歌手湯燦近照曝光，照片

中的湯燦憔悴瘦弱。有消息披

露，湯燦 7年前秘密被捕入獄，

因身患艾滋病，現已獲釋。湯燦

與原中共軍委副主席徐才厚等多

名大老虎有染，據傳，徐才厚因

此感染艾滋去世。

多維網 5 月 18 日引述消

息，雖然中共官方稱徐才厚死於

膀胱癌，但有傳言稱，其真實死

因是艾滋病併發症。

2018年 5月 9日，大陸微

信公眾號「大參考」發表文章，

披露了湯燦的更多傳聞細節。

文章稱，湯燦於 2013年被判刑

7年，在湖北咸寧的女子監獄中

服刑，化名「鄒豔」，罪名是經

濟犯罪。服刑期間，湯燦曾被帶

回北京，配合調查軍方的「大老

虎」案。可能因配合「打虎」有

功，2016年中國新年之前，湯

燦獲得減刑出獄。

2015 年有媒體傳出消息

稱，湖北武漢女子監獄例行體檢

時，驗出湯燦血液中愛滋抗體呈

陽性，並經二次抽血確認。由於

湯燦案背景複雜，經湖北當局上

報司法部，司法部再與軍方聯

繫，將湯燦保外就醫，送到武漢

軍區總醫院治療。

消息指，因湯燦曾是中共高

官的「公共情婦」，周永康、徐

才厚、谷俊山，以及大批在位的

政要等均與其有染。當局為此特

通知相關部門，要求與湯燦有染

的軍方及高層官員進行艾滋病抗

體檢查，事件引起恐慌。

就在該事件曝光前一個月，

2015年 3月 15日，傳與湯燦

有染的徐才厚病亡。中共官方對

外宣稱，徐才厚的死因是因為膀

胱癌。

傳蔡英挺上將連降八級 背後另有內幕

洋女婿惹事端？

近日，網上傳出一張被認為

是中共上將蔡英挺一家人的照

片。照片中有蔡英挺、妻子、女

兒，兩個外孫和他的外籍女婿。

據香港《蘋果日報》5月 21
日報導，有說法稱，這張照片拍

攝於福建清源山。當時，蔡英挺

一家人可能是在此地旅遊，拍下

了這張照片。

香港《南華早報》5 月 16
日援引消息人士稱，曾任中共

軍方副總參謀長、南京軍區司

令和軍事科學院院長的蔡英

挺，遭當局處分，已從第二級

官銜降為第十級，即處於營長

級別，原因可能是他的女兒與

法國人結婚，而他沒有將這層

曾任南京軍區司令員的蔡英挺上將，近日被傳出連降八級，被貶為營

長級別，事件背後原因複雜。（Getty Images）

「回歸」後的王岐山外事角色吃重。（Getty Images）

涉外關係向上面匯報。

消息稱，直到有人「打小報

告」，中南海高層才知悉蔡英挺

的「洋女婿」事件，高層對此事

感到相當惱火。

有分析指，蔡英挺被查的真

正原因並非如此。台灣大學政治

系教授明居正日前向法廣表示：

「女兒跟法國人結婚是一個藉口

而已， 核心的問題是跟徐才

厚、郭伯雄的關係，跟張萬年的

關係，從而跟江澤民的關係是習

不能容忍的。」

蔡英挺曾任中共軍委前副主

席張萬年的秘書，而張萬年又是

江澤民在軍中的「左膀右臂」。

臨時轉舵未獲信任

香港《爭鳴》2002年 12月
號報導，2002年，張萬年在中

共十六大主席團常委第四次會議

上，身為軍委副主席的他聯合

20多名主席團成員（全部為軍

人）突然發起聯署提出「特別動

議」，要求與會者同意江澤民繼

續留任軍委主席，並以此否決此

前已決定的江全退的決議。胡錦

濤當時迫於形勢被迫「同意」讓

江澤民留任 2年軍委主席。

就在同一年，蔡英挺獲得張

萬年的快速提拔。 2002年，蔡

英挺從張萬年秘書、中央軍委辦

公廳副主任的職位，升任南京軍

區副參謀長。張萬年退休的當

年，2004年蔡英挺任駐福建第

31集團軍軍長，3年後，2007
年升任南京軍區參謀長。 2013
年晉升上將軍銜。

中共十八大後，習近平先後

拿下了替江澤民把持軍權的中共

前軍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等

軍中「大老虎」。徐才厚落馬

後，正擔任南京軍區司令員的蔡

英挺，曾公開揭批徐才厚的所作

所為。去年 2月《星島日報》引

述消息指，當年蔡英挺拍徐才厚

馬屁還來不及，如今卻批徐才厚

集十大奸臣的「精華」於一身，

他的臨時轉舵未能贏得習近平的

信任。

《星島日報》還稱，蔡英挺

已經被查，消息在其家鄉福建

泉州傳開，知情者透露，蔡英

挺 2016年由南京軍區司令員貶

任軍科院，就是因為遭到實名

舉報。

對於蔡英挺當局調查，明

居正認為：「現在問題比較大的

是，不管降級、沒降級，很長

時間沒有露面，這個問題比較

大。」蔡英挺上次公開露面是在

去年 8月，原江蘇省委書記沈

達人的葬禮上。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

綜合報導】中共上將蔡英

挺在卸任軍科院院長後，

去向不明。日前傳出被連

降八級，原因據稱是其女

兒嫁給法國人而未按規定

報告，從而激怒了北京高

層。有分析認為，蔡英挺

被降級的真正內幕，是他

背後的「靠山」讓習近平

無法容忍。

退休廳官遭兒媳舉報 過億財產來源不明
【看中國訊】5月 16日，大

陸網絡上廣泛流傳一封關於北京

退休廳官王穎光貪腐的舉報信。

王被舉報過億財產來源不明。舉

報人自稱是王穎光之子王超的妻

子張方。

張方介紹，自己與王超是

經王穎光介紹相識並相戀，與

2012年 6月登記結婚，婚後育

有一女。婚後不到一年，丈夫王

超與多名女子有婚外情，並長期

對妻子張方實施家暴（有醫療

證明、8次報警紀錄），王穎光

夫婦對其子王超的無理行為不僅

不做正確教育，甚至還縱容、

放任。張方無奈於 2014年 7月
20日開始正式分居。

舉報信僅房產就列明17套，

價值過億。這封舉報信的真實性

還有待查證，官方亦未回應。

近年許多貪官兒媳也因家庭

內部衝突而加入了「反腐大軍」。

據中青在線 2016 年 9 月
28日報導，王某係陝西府谷

縣國土局副局長張少軍的「兒

媳」，其與張少軍的兒子張某以

夫妻名義生活並育有一個孩子，

因矛盾鬧起「離婚」。男方父母

知曉後，以兩人未領結婚證為

由，勸王某淨身出戶。王某遂向

榆林市、府谷縣二級紀委舉報

「公公」貪汙腐敗、巨額財產來

源不明。張少軍後被雙規。

媒體 2014年 1月報導，河

北省原發改委主任劉學庫在任職

廊坊市常務副市長期間，涉嫌盜

賣教育用地搞房地產開發。河北

官場盛傳，劉學庫案發原因在於

他遭自己的兒媳婦直接舉報。

其兒媳因提出離婚和 1億
元家產分割要求，被劉學庫和家

人拒絕之後，直接舉報劉學庫的

貪腐罪行。舉報內容包括：劉學

庫受賄達 2億元人民幣，以及

與家人合謀洗錢、包養情婦等醜

行，並詳列了其位於北京、石家

莊、廊坊多地的 21處高檔房產

和 5輛豪車的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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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遊客擠爆荷蘭威尼斯

《新 聞 日 報》（Algemeen 
Dagblad）日前報導，荷蘭羊

角村每年接待大約 35 萬名來自

中國的遊客，這意味著每天接

待約 1000 名中國遊客。

如此眾多的中國遊客讓羊

角村居民不勝其煩。居民尼克．

阿爾特納（Nick Altena）說：

「無論春夏秋冬，嚴寒還是下

雨，中國人每天都會來到羊角

村，而且越來越多。中國有 14
億人口，如果他們全都來旅遊

的話，羊角村將被擠爆！」

在家中，阿爾特納看到一

批又一批中國遊客走過羊角村

的 Binnenpad 街 道， 感 到 累

心。尼克認為，羊角村已經習

慣了很多遊客來訪，但中國人

的態度讓他感覺不太舒服。中

國遊客認為羊角村是一個博物

館，村裡的居民都是博物館的

工作人員。當羊角村居民正在

家裡吃飯的時候，中國遊客透

過窗戶拍攝照片，有些甚至進

入居民家中後花園，並坐在長

椅上恣意地享受陽光。

尼克表示：「中國人還是

比較有禮貌的，有時他們意

識到自己的行為可能不太好，

會說『對不起』，但還是很煩

人。」尼克抱怨說，每 10 分鐘，

承載中國遊客的船隻就撞到他

家前面的堤壩一次，幸虧客廳

前面有一個斜坡可以起到緩衝

作用。如今，中國投資者已經

購買了鄰居的房屋，並改建成

Airbnb 出租給中國遊客。這些

都不是 20 年前羊角村生活的

方式。」

如今，為了接待大量的中

國遊客，羊角村北部約 30 公

里的海倫芬（Heerenveen）一

家旅館，在中文傳單中被稱

為「羊 角 村 旅 館」（Hotel in 
Giethoorn）。

在旅遊旺季，停車位絕對

是一大難題。羊角村的居民抱

怨稱，與中國人一起停車簡直

就是一團糟。如今，羊角村修

建了更多的停車場，專門提供

給中國人停車。

既要讓遊客愉快的離開羊

角村，也要讓當地居民感到滿

意。怎麼辦？羊角村企業經營

者越來越意識到需要採取必

要的措施，不能過度發展旅遊

業。面對村民的投訴和抱怨，

羊角村開始尋求對策。該村莊

居民協會組織成員艾弗特．範

戴 克（Evert van Dijk） 說：

「我 們必須確保事情不會失

控。」

中醫西方受歡迎
針灸拔罐盛行

【看中國訊】在一些西方國

家，針灸和拔火罐等傳統中醫療

法受到民眾的歡迎。不少美國運

動明星用拔火罐來減輕肌肉疲勞

和疼痛，如著名的游泳健將菲爾

普斯（Michael Phelps) 常用拔

火罐療法來減輕肩部酸痛。一些

NBA 球隊還請針灸師為球員舒

通經絡。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對於百度 CEO 李彥宏「有

小三且育有一子」的傳聞，百度

官方發聲明闢謠。 5 月 22 日，

有網友爆料，李彥宏與元配妻子

馬東敏已經離婚，原因是馬東敏

沒有給李彥宏生兒子，而李彥宏

小三卻因產下私生子，對其進行

「逼宮」。還有傳言指，李彥宏

的小三是北京大學校花張嬌怡。

有消息稱，馬東敏離婚後將可分

得 400 億元人民幣的財產。對

此，李彥宏予以否認，百度也發

布聲明指「純屬子虛烏有」，並

稱要追究造謠者和惡意傳播者的

法律責任。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中國大陸出台 31 項惠台政

策，其中包括吸引台灣教育人才

的措施。日前傳出將有中國學校

低調前往台灣，招募教授，並開

出「薪資無上限」的條件。

台灣 《自由時報》報導，東

莞職業技術學院將在 5 月 27 日

前往台灣，餐敘為名，行面試之

實。該校預計招聘 19 名台灣師

資，號稱教授年薪為新台幣 169
多萬元（約 36 萬人民幣）、副

教授 145 多萬元（約 31 萬人民

幣），博士為 131 多萬元（約

28 萬人民幣），還附註「薪資無

上限、優秀人才一事一議」，每

學期可核銷一次回台的機票費

用。報導稱，由於該活動擔心引

起台灣官方注意，因此非常低

調，承辦單位自上週起透過熟人

發放相關信息，又故意迴避使用

「人才招募」等字眼。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編譯】

荷蘭羊角村（Giethoorn）是

一個著名的旅遊景點，位於

荷蘭上艾瑟爾省（Provincie 
Overijssel）斯滕韋克爾蘭德

（Steenwijkerland）城鎮西

南方約 5 公里。該村莊風景

如畫，以運河的船隻作為主要

交通工具，因此享有「北方威

尼斯」和「荷蘭威尼斯」的美

稱，也是備受中國遊客青睞的

旅遊景點。

傳聞李彥宏婚變
百度發聲明否認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編譯】

美國聯邦社會保障署 (Social 
Secur ity Administ rat ion，
SSA）公布了 2017 年美國最受

歡迎寶寶名字前 10 名。

艾 瑪（Emma） 和 利 亞 姆

（Liam）分別名列全美最受歡迎

的女孩、男孩名字的榜首。

5月17日，美國聯邦社會保

障署官方網站公布 2017 年美國

最受歡迎嬰兒名字的統計結果。

美國聯邦社會保障署表示，

一些傳統名字正在大量出現，這

也顯示新生嬰兒的父母在繼承他

們祖父母命名的風格。

2017 年美國出生 的 新生

嬰兒 人 數 超 過 380 萬， 是 近

30 年來出生人數最低的一年。

在新生嬰兒的名字中，最受歡

迎的前 10 名的女孩名字分別

為：艾 瑪 (Emma）、 奧 利 維

婭（Olivia）、 艾 娃（Ava）、

伊 莎 貝 拉（Isabella）、 索 菲

亞（Sophia）、 米 亞（Mia）、

夏洛特 (Charlotte)、艾蜜莉亞

(Amelia)、艾米琳（Evelyn）和

阿比蓋爾（Abigail）。
前 10 名 男 孩 名 字 分 別

為： 利 亞 姆（Liam）、 諾 亞

（Noah）、威廉（William)）、傑

姆斯（James）、洛根（Logan）、
本 杰 明（Benjamin）、 瑪 森

（Mason）、伊利加（Elijah）、奧

利佛（Oliver）和雅格（Jacob）。
哪些以前倍受歡迎的名字沒

有入選前 10 名？男孩名字是邁克

（Michael，第 12 名），女孩名字

是艾米莉（Emily，第 12 名）。

哪些是最近入選前 10 名的

新生嬰兒名字？女孩名字有：阿

梅 里 亞（Amelia， 第 8 名）、

伊芙琳（Evelyn，第 9 名），男

孩名字有：洛根（Logan，第 5
名）、奧利弗（Oliver，第9名）。

美國《福布斯》（Forbes）報

導，自 1997 年以來，美國社會保

障署每年都公布新生嬰兒的姓名

數據。

如果訪問美國社會保障署官

方網站的話，還可以找到以前更

早的數據，包括 1880 年登記的

姓名資料。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

報導】日前杭州市一所中學啟用

「課堂行為管理系統」，校方

稱該系統每 30 秒掃描一次，以

便「掌握學生在課堂上的情緒狀

態，調整教學內容」。

浙江省杭州市第十一中學

的教室牆壁上，安裝了一套名

為「智慧課堂行為管理系統」的

設備。表面上看，它與普通攝像

頭沒有區別，但實際上該攝像

頭可識別、收集學生表情和動

作，並在後臺進行一系列大數

據分析，比如課堂實時考勤數

據、課堂專注度偏離分析、課堂

行為紀錄，以及課堂表情數據

等。

中學課堂被安裝監控系

統，引發學生家長不滿，也引發

外界爭議。一位網民表示，從

幼兒園起，中國人的一生就處

在監控之下；也有學生家長認

為校方此舉侵犯了學生個人隱

私。事實上，近年中國當局建立

DNA 資料庫、人臉、聲紋，及

步態辨識系統等，早已令外界

對國人私隱感到擔憂。

前英特爾資深軟件工程師

高木曾表示，人臉識別技術在

國外早已研發成功，但是它沒

有用於追蹤定位任何一位公民，

「因為他們覺得，這對民眾基本

人權的傷害太大了。」

根據白宮新聞秘書桑德斯

（Sarah Sanders） 日前表 示，

川普總統將 2018 年第一季度

10 萬美元的薪水，捐贈給了退

伍軍人事務部（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簡稱 VA），

將用於資助該部門的護理項目。

在 5月 17 日的捐贈儀式記

者會上，退伍軍人事務部代理部

長威爾基（Robert Wilki）接受

了這項捐款。白宮說，川普總統

承諾要把老兵醫療保健列為優

先解決事宜。

2017 年，川普總統簽署了

一項法案，為退伍軍人該年的醫

療保健計畫額外追加 21 億美元

資金，允許老兵接受私人醫療服

務。

有人稱，川普是美國有史以

來最關心傷殘軍人的總統，不但

經常去醫院探望受傷的英雄和

他們的家人，是凡涉及到與老兵

相關的活動他都會參加，頒發獎

章並作專題演講等。今年，川普

總統將第一季度的薪水捐給他

們，用於給老兵們最好的護理。

不過川普總統上任後，就沒

領過薪水，都捐給了各個部門，

這也是兌現他競選時的承諾。

去年四個季度，川普總統的

薪水分別捐給了交通部、健康和

人類服務部、國家公園服務和教

育部。

除了想知道美國總統的工資

是多少，不少人肯定也很好奇美

國總統每天都吃甚麼。

川 普 競 選 團 隊 的 經 理

科 瑞． 李 萬 度 斯 基（Corey 
Lewandowski）曾經對媒體說

過，川普總統愛吃漢堡，通常會

點 2 個麥當勞的大麥克漢堡、2
個魚堡與 1 杯巧克力奶昔，但只

吃裡面的肉，不吃外面的麵包。

近日，川普總統的私人律師

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向

媒體透露，總統最近正在改變飲

食細節，為了在享用速食之餘仍

保持健康，吃漢堡時會吃半片麵

包。

據說巨無霸與奶昔的搭配

也改成乾酪漢堡和沙拉了。

老翁捐血60年救百萬胎兒川普的薪水捐給誰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綜合報導】

你知道美國總統掙多少工資嗎？

不知道，那就讓白宮來告訴你。

美國最受歡迎嬰兒名字揭曉 人臉識別技術入中國校園

「荷蘭威尼斯」羊角村。（CEphoto,Uwe Aranas/WIKI/CC BY-SA）

拔火罐療法。（Fotolia)

【看 中 國 記 者 楊 浩 綜 合

報 導】澳 洲 悉 尼 一 名 81 歲

老 翁 吉 姆 斯 哈 里 森（James 
Harrison），血液中含有 Rh 抗

原體，可用來製作「Anti-D 抗

體」，治療新生兒溶血症。他

60 年來每週捐血，救了無數生

命。

綜合海外媒體報導，吉姆

斯 14 歲時因得肺病，動了胸腔

大型手術，獲得了至少 13人的

捐血。醫生說，這或許導致他血

液中的血漿意外獲得 Rh 抗原

體，能製作「Anti-D 抗體」治

療新生兒溶血症。

新生兒溶血症 是血型相

斥的敏感症，時常發生在擁

有 RhD 陰性血的懷孕婦女身

上。子宮胎兒的血液若來自父

親 RhD 陽性血，母體對 RhD
陽性血敏感就會產生抗體，攻

擊「外來血液細胞」的胎兒及其

紅血球，引起溶血反應，輕則貧

血，嚴重可能造成胎兒腦部缺

陷、癱瘓，或是流產死亡。

在 1967 年醫生發現吉姆斯

血液中含有這種抗體之前，澳大

利亞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新生

兒，因為生下來患有嚴重的溶血

症而死去。

由於吉姆斯的貢獻，澳大

利亞成了最早發現人類血液中

含有這種抗體的國家之一。

澳大利亞的科學家目前已

經利用吉姆斯血液中產生的這

種特殊抗體，發明了一種名叫抗

免疫球蛋白的疫苗。澳洲已知

擁有這類抗體的人不超過50人。
澳洲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

心表示，吉姆斯 14 歲動過胸腔

大型手術，別人的捐血救了他一

命，所以他誓言捐血救人。吉姆

斯每週捐出 500 ～ 800 毫升的

血漿，到目前為止，吉姆斯也是

吉尼斯紀錄上獻血最多的人。

吉姆斯在 5 月 11日最後一

次捐血後宣布「退休」。他感

嘆：「今天對我是個難過的一

天，要結束長期捐血了。」他連

續 60 年每週捐血，一共救了

240 萬名嬰兒。

捐血（公有領域）

（Fotolia）
教室裡裝監控系統，家長不滿。

(Fotolia)

東莞學院赴台灣
不限高薪招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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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

導】中國內地樓市調控政策不斷

發布，中國房地產泡沫不斷膨

脹，房價也出現雙軌制，即在地

方政府限價政策的影響下，新

房價格遠低於二手房的房價。

中央財政集中了全國 50%
以上的財政收入，但支出只占全

國的 20% 左右，財政事權和支

出責任劃分不科學的問題逐漸

暴露。中央提出了「房子是用來

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然後把

樓市調控責任交給地方政府，

由此地方政府對中央愈發不滿。

一直以 來分析人士們都

認為，中國經濟的最大隱患之

一在房地產領域。中國內地多

個二、三線城市陷入瘋狂的局

面，再次出現搶購的場景，售

租比這個重要指標也超一線城

市，中南海智庫警示風險。中

國國家統計局最新發布的數據

顯示，房地產領域開始全面滑

坡，估計以後會越來越慘淡。但

硬幣的另一面卻是完全不同的

樣子，中國各地區樓市分化很

嚴重，對比一條新聞即可見一

斑：成都七萬人搶千套房，買房

隊伍綿延幾公里。

由於受到地方政府樓市調

控限價政策影響，導致新房和

二手房價格倒掛嚴重，即新房價

格低於二手房價格，同一區域

新舊房價差別普遍超過 30%，

新房成為買房者搶購對象。新舊

房價差每平方米可達萬元，這

讓此前一系列的樓市調控政策

變為無用功。

另一個數據也突顯樓市的

瘋狂，非省會的福建省廈門市，

在 1 月份的時候房價與租金比

值達到了驚人的 1100。這意味

著，當房價與租金分別保持不

變時，將需要 92 年才能通過租

金回本。

隨著二、三線城市的房價快

速上升，不少城市房價已經直

逼四個一線城市，其售租比更

是讓許多人大呼太瘋狂。中國

社科院去年 12 月提到，房價調

控政策屢次失效的一個重要根

源，在於地方政府的不作為，甚

至逆向作為。

中國將降低汽車進口關稅

5 月 22 日，中國財政部網

站發出公告稱：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降低汽車整車及零部

件的進口關稅。將汽車整車稅

率為 25% 的 135 個稅號和稅率

為 20% 的 4 個稅號的稅率降至

15%，將汽車零部件稅率分別為

8%、10%、15%、20%、25%
的共 79個稅號的稅率降至 6%。

長期以來，國際汽車生產商

一直在要求中共政府保障其在中

國市場上有更公平的競爭環境。

但是迄今為止，國際汽車生產商

在中國必須與中國企業組成合資

公司進行合作生產方可分享利

潤。否則，就必須要繳納高額的

進口汽車關稅。

據德國之聲報導，這一降稅

措施應能部分有助於國際汽車生

產商，以較中國競爭對手更合適

的價格銷售自己的產品。尤其對

德國生產商而言具有舉足輕重的

意義。有鑒於此，戴姆勒、寶馬

和大眾股票 22 日均明顯上揚。

據德國生產商提供的數字，

去年，大眾（VW）在華銷售汽

車 418 萬台，其中包含 18.9 萬

台進口車；寶馬（BMW）在華

進口車占比要大得多，在近 60
萬台售出的車中占三分之一。大

眾和寶馬均發表聲明，歡迎中國

市場進一步開放。

寶馬一名發言人表示： 「這

是中國繼續走開放道路的一個有

力信號。」

分析師們認為，中國財政部

這一降低關稅措施是在與美國的

貿易爭端中的一個讓步。

理由根據是，中國乘用車協

會秘書長崔東舒表示，通過降低

關稅，可減少其他國家對華貿易

的赤字。

此前，美國總統川普表示會

對數額高達 1500 億美元進口自

中國的商品徵收懲罰性關稅。而

中國則宣布會採取報復性措施。

公開數據顯示，自從 1986
年起，中國的進口車關稅從原

來的 220% 開始下降。在 2006
年，中國汽車進口關稅下調至

25%，並延續至今。這是時隔

十二年來中國再次降低汽車進口

關稅，可以期待進口汽車價格將

會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中國進口汽車的稅費主要由

三部分組成，除了關稅以外還有

消費稅和增值稅。

其中消費稅是根據進口汽車

的排氣量而定的，排氣量越大的

汽車消費稅越高。預計進口汽車

總稅率會降到 10% ～ 15% 的水

平，有研究機構在此基礎上測算

了進口汽車的綜合稅率。

以一輛報關價為 30 萬元

人民幣、4.0 排量的進口汽車

為例，假如關稅分別下降為

15%、10%， 總 稅 費 分 別 為

37.29、34.35 萬元，整車價格

依次下降 8.0%、12.0%。相對

於原本高昂的價格，降低關稅可

以使進口車價格降低。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導】

中美發布的經貿磋商聯合聲明

顯示，中國將擴大進口美國的

汽車、能源、農產品等商品。5
月 22 日，中國財政部公布，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降低汽車

整車及零部件進口關稅。分析

師們認為，這也是中國在同美

國貿易爭端中的一大讓步。

【看中國訊】美國的超市連

鎖店為爭奪顧客而展開激烈競

爭。由於顧客們經常要求送貨上

門，自動化越來越成為競爭的一

部分。美國郵購零售巨頭亞馬遜

收購全食超市（Whole Foods）
之後，在超市行業引起震動。美

國第二大食品零售商克羅格公司

（Kroger）與一家以其先進倉儲

技術而聞名的英國在線超市合

作，做出回應。

零售商們正努力實行倉庫自

動化。工人們不必在倉庫裡走來

走去，從貨架上取貨進行包裝。

機器人能更快速、更有效地對物

品進行分類和定位，接到訂單

24 小時內就可以發貨。

美國超市連鎖巨頭克羅格公

司看到巨大的市場契機之後，決

定與英國在線超市奧卡多合作，

奧卡多擁有歐洲最先進的機器人

倉庫之一。

這些電池驅動的機器人每秒

鐘可以移動 4 米，並通過類似

於手機網絡的先進的 4G 無線網

絡進行通訊。它們可以攜帶最重

為 10 公斤的貨物，幾分鐘內就

能選定顧客訂購的 50 件商品。

控制機器人的是一個類似空中交

通管制員所使用的系統。機器人

每週能夠完成 6 萬 5 千份訂單。

克羅格公司在美國經營著

2800 家不同品牌的超市。他們

今年計畫在美國修建三個自動化

倉庫，未來幾年可能會多達 20
個。

行業專家說，超市送貨可能

成為零售業中第一個完全實現自

動化的部分。

機器人替代人類工作 
零售倉庫實現自動化

【看中國訊】美、中兩國貿易

糾紛似乎暫告一段落。北京政府

承諾採取顯著措施，削減美國對

華貿易逆差。那麼，中國大陸的

民眾希望能買到哪些美國商品

呢？帶著這個問題，自由亞洲電

台記者採訪了多位普通民眾。

廣州的李先生對自由亞洲

電台表示，他希望中國的市場中

出現物美價廉的美國商品：「中

國人當然希望一些日常，與衣食

住行有關的東西（進口）。因為

美國的產品安全、衛生、質量很

可靠；而且，如果消除貿易壁壘

的話，價格也會很便宜，價廉物

美。中國人深受本國生產的有毒

食品以及質量不合格的產品的

毒害，真的是苦不堪言」。

網絡活躍人士王法展也認

為，高質量的日用品會受民眾歡

迎： 「作為普通百姓，當然希望

（進口）質量好的日用品，包括

汽車方面的。至於農產品的話，

如果大量進口的話會對中國的

農民造成很大的衝擊」。

上海的魏女士不關心具體

產品，而是希望中國真的兌現加

入世貿的承諾：「對於逆差甚麼

的我們關心的很少，美國不是要

（中國）履行 WTO 的條件嗎？

讓中國履行起來，我們就關心

這點」。

哈爾濱的于雲峰接受自由亞

洲電台採訪時表示，除了藥品等

與民眾相關的產品，也希望中國

能多從美國進口文化產品：「我

們希望進口一些與民眾息息相

關的，比如藥品或者說，進口美

國西方先進的教育技術。這些東

西進口來還可以，最主要的還是

在文化這一方面。」

江蘇的徐先生則認為，多進

口美國電影或是購買美國電視

劇，比一般的消費品更有意義：

「多進口一些美國好的東西，美

國有甚麼好的東西？電影、電視

劇，好萊塢等這些大片。就是因

為中國對美國的文化實行控制，

防止（文化產品）所灌輸的人生

觀、價值觀、世界觀對國人有影

響。」

不過，媒體人朱欣欣認為，

即使進口美國的電影、電視劇，

北京政府也必然嚴格選擇。他

認為，老百姓最關心的是互聯

網開放：「我們其實最重要的，

包括中國各個階層的老百姓，都

是很關心互聯網的開放，覺得互

聯網的開放是最根本的。」5月

19 日，在中國大陸，一些境外

新聞網站一度不需要翻牆即可

打開。其中包括 CNN、BBC 中

文網、《紐約時報》等，這種情

況會持續下去嗎？對這個問題，

大部分被訪者並不樂觀。（轉載

自自由亞洲電台，限於版面有刪

節）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編譯】

美國商務部發布公告，對經由

越南出口到美國的中國鋼材關

稅問題作出裁決，加徵高額反

傾銷和反補貼關稅。

5 月 21 日，美國商務部官

方網站宣布一項最終裁決，美

國從越南進口的耐腐蝕鋼和某

些冷軋鋼板都使用了來自於中

國的基材，對此加徵反傾銷和

反補貼關稅。

這項公告發布之後，美國

商務部將與美國海關和邊境保

護局（CBP）合作，繼續徵收

中國基本製成的越南進口耐腐

蝕鋼和冷軋鋼板關稅。

美國法律規定，當商品與

現有訂單相同的類別或種類商

品在進口到美國之前在第三國

完成或組裝時，這是屬於規避

反傾銷和反補貼關稅的訂單產

品，商務部有權對此進行裁決。

對於這些使用中國原材料

製成的越南鋼材來說，美國海

關和邊境保護局將繼續徵收反

傾銷和反補貼關稅，其中，耐

腐蝕鋼徵收 199.43% 反傾銷稅

和 39.05% 反補貼稅，冷軋鋼

板徵收 199.76% 反傾銷稅和

256.44% 反補貼稅。

這項反傾銷和反補貼關稅

適用於 2016 年 11 月 4 日（即

調查開始之日或之後）所有未

清算的產品。

來自越南或第三國基材生

產的越南鋼材產品，進出口商

可以通過證明原材料來源並非

是中國的方式尋求豁免反傾銷

和反補貼關稅。

自從 2015 年美國開始對

中國鋼材產品徵收相關關稅之

後，自越南進口的耐腐蝕鋼貿

易額從 200 萬美元激增至 8000
萬美元；越南進口的冷軋鋼板

貿易額也從 900 萬驟增至 2.15
億美元。

陸奇卸任總裁 
百度市值蒸發百億

【看中國訊】中國大陸網絡

公司百度 18 日晚上宣布陸奇卸

任集團總裁和營運長後，百度在

美上市股票連著 18 日和 21 日

兩個交易日大幅下跌共 14%，

市值蒸發 137 億美元。

百度宣布，陸奇由於個人和

家庭原因，無法繼續全職在北

京工作，7 月起卸任總裁和營運

長，轉任副董事長。

儘管如此，陸奇卸任的真實

原因仍引起揣測。財經媒體 36
氪報導，陸奇在任職期間曾和百

度某些業務主管發生過嚴重衝

突。陸奇要求百度不再對某些垂

直行業提供競價排名廣告，而多

位主管聯合抵制。

意大利債台高築    
歐盟官員表達關切

【看中國訊】歐盟執委會掌

管歐元事務副主席杜姆布羅夫

斯基斯（Valdis Dombrovskis）
在德國《商務日報》的專訪中表

示，意大利必須努力實行「負責

任」預算政策。他還說，意大利

的 2 兆 3000 億歐元債務，相當

於意大利 GDP 的 132%，債務

占 GDP 比例居全歐洲第 2 高，

僅次於希臘。

歐盟預測意大利公共債務

今年將維持在 GDP 的 130% 以

上，是歐盟規定上限 60% 的 2
倍多。因此，歐盟當局憂心意大

利能否依照歐盟規定持續努力減

少巨額債務，並擔心意大利新政

府將尋求增加公共支出。

中國二三線城市樓市再陷瘋狂

中國民眾想買哪些美國商品 美商務部：中國鋼材經由
越南出口加徵456%關稅

（Getty Images）

中國財政部公布將降低汽車整車及零部件進口關稅。（Getty Images）

（Fotolia）

財經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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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來臨，許多人喜好戶外活動，除了肌膚的防曬以外，眼

睛的防曬也是不可忽視的。太陽眼鏡已經成為了流行精品配飾

的一部分，但卻忽視了太陽眼鏡的品質。攤販上所見的太陽

眼鏡，有一部分並無隔離紫外線的功能，甚至有些壓克

力鏡片還是只浸泡過藥水染色，這樣的墨鏡，

對眼睛的傷害實在不敢想像。

文/郭潔
圖/Thinkstock

有色鏡片就能      
阻擋紫外線？

陽 光 中 的 紫 外 光（ultra 
violet）具有很強的破壞性，會

傷害視網膜，使視網膜老化，

病變（黃斑部病變）。所以眼

睛就讓瞳孔變得可以調節光線

的進入量，借此來控制光線強

度，減少對眼睛的傷害。

然而，光是靠瞳孔調節，並

不足以防禦紫外線，配戴太陽眼

鏡，遮光和遮住紫外線的功能應

該並重。沒有太陽眼鏡遮蔽下，

光線進入眼睛的量，跟暴露在

紫外光的量是相等的，相當危

險。如果你的太陽眼鏡只有單

純遮光的功能，不足以抗紫

外光，你的眼睛會因為遮

光功能感到稍微舒適，

但視網膜卻大量的吸

收到紫外光。

抗 UV 的功能是

專業特殊加工而成，

鏡片顏色深淺與眼部

防曬並無太大關聯，

配戴無防護功能的墨

鏡反而方便讓更多的

紫外線直接進入眼

睛。所以購買太陽眼

鏡時，可請店家以紫

外線檢測儀器測量；

購買知名廠商的商品

時，先認明鏡片上標示

「UV400」貼紙，代表可

過濾 400 奈米以下的紫

外線。

如何挑選適合的墨鏡

一副不合適的墨鏡，可能會

讓你的面部缺點被放大。所以想

要選對墨鏡，你必須先瞭解自己

的膚色以及臉型。

如果你是暖色膚色，可以選

擇一些暖色，溫暖的顏色如黃

色、奶油、黃金色。

如果你是冷色調膚色，讓你

的膚色最好看的顏色是黑色、藍

色、白色和銀色。

顏色以外，鏡片形狀主要掌

握好方臉避開方型鏡框、圓臉避

開圓形鏡框的大原則。

長方形臉  
整個臉型的比例都比較寬，

如果靠墨鏡來修飾，首先形狀不

能太小，否則看起來臉型會被截

斷。所以不能選太窄太細，如果

太細的話會感覺臉型長。顏色也

不要太深，看上去會比較柔和。

三角形臉  
跟方形臉有些接近，腮部的

骨頭較明顯，額頭沒那麼寬。這

種臉型看上去臉型比較短，可以

選擇上下漸層色系的。不建議選

擇框架的顏色太深的，因為太深

的顏色會把臉型的上半部和下半

部分得很明顯，所以最好上面的

框是一個顏色，下面的讓它慢慢

淡化掉，就可以拉長臉型。

心形臉型

典型的巨星臉型，但生活中

會有距離感，因為下巴很尖顯得

銳利。注意墨鏡的線條不能太

硬，線條角度太多會讓臉上的線

條也更硬、更有距離感。選擇墨

鏡時建議用一些花色來弱化距離

感，框的形狀可以選上寬下窄

的，用一個柔和的線條去把臉型

的銳利修飾掉。選擇正圓形的，

太明顯的對比衝突之下反而會突

顯尖下巴，角度更明顯。

鵝蛋形臉  
屬於比較標準的，可以挑選

最流行最時髦的款式，戴任何款

式都會很漂亮。如果要選一個最

適合鵝蛋型臉最能突顯這種臉的

優勢的話，就是橢圓形的鏡框，

會讓鵝蛋臉的橢圓形線條更突顯。

菱形臉型

柔化你的寬顴骨，讓你的面

部看起來更柔和勻稱，你可以通

過有弧度的圓鏡面的墨鏡來調

整。尋找的是讓你的額頭看起來

更寬的太陽鏡吧，向外上角兩側

添加更多寬度的墨鏡是不錯的選

擇，另外露出眉尾、眉毛增加自

己的額頭寬度。

梨形臉     
這種臉型在顴骨上面的地方

比較窄，太陽穴的地方有點凹陷

進去，覺得臉頰肉肉的，顴骨較

高。在選墨鏡的時候，除了要選

框比較寬比較大，可以修飾掉凹

陷的臉型，鏡腳也要寬一點，這

樣正好擋到太陽穴比較瘦的地

方，看上去就會比較像瓜子臉。

推薦漸變色墨鏡，有從中間向外

面延伸放大的效果，讓臉型變成

瓜子臉。

太陽眼鏡的鏡片類型 
調光變色鏡片：鏡片會隨著

紫外線強弱及溫度改變顏色，

在戶外鏡片顏色變深，有效隔

絕紫外線，回到室內後，鏡片

的顏色會再漸漸變淺，變回透

明。

鍍膜彩色鏡片：鏡片鍍有

彩色，一般太陽眼鏡是屬於這

類型。 
偏光鏡片：可偏光鏡片

能 明 顯 降 低

從水平表面

反射出的眩

光（像是水

面、 雪 地、

前擋風玻璃、

金屬）及大部

分的紫外線，

常用於雪地、

登 山、 釣 魚、

水上活動等。 
太陽眼鏡鏡

片以樹脂或玻

璃為好，壓克

力材質的太陽

眼 鏡， 雖 然

價錢便宜，但

透光度不夠，

也容易刮傷。

鏡片的顏色也建

議選擇墨綠、茶

褐、深灰色，可

獲得最豐富的色彩

層次與正確景物

線條。

為自己挑選一副

合適的夏日墨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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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皮鞋怎麼保養？

下面給大家介紹一些皮鞋保養方

面的常識。

鞋子基本保養用品

保養鞋子的基本用品有鞋

刷、清潔油、鞋油、布、防水噴

霧等物。最好使用馬毛的鞋刷，

並至少擁有兩支——大的刷鞋子

整體，小的刷細部。鞋油應鞋色

配合，茶色的鞋子用茶色的鞋

油，黑色的用黑鞋油。而鞋油與

清潔油性質不符時，鞋子可能會

變色，所以第一次擦新鞋時，應

從不顯眼的地方擦起。

新鞋先上油    
舊鞋要常擦

新皮鞋皮面充滿了毛細孔，

在穿前擦上一層鞋油將其填滿，

就能使其較長久地保持光潔，而

且以後擦鞋易亮。

皮鞋的耐穿與否與擦油的次

數大有關係，舊皮鞋的鞋面已經

皺裂，更需要多擦油，一般每月

擦上四、五次油即可，保持鞋面

的光潔並保護鞋面皮革。

擦油時，要用柔軟的刷子和

布，在皮鞋油中加一、二滴醋，

可使皮鞋的光彩鮮明耐久，最好

是晚上塗上鞋油，第二天清晨用

軟布將鞋輕擦幾遍，能使鞋油中

的松節油和石蠟等成分，充分地

被皮革吸收，起到極好的保護作

用，還使鞋面更光亮柔韌。

【看中國訊】中國大陸

心血管病患病率處於上升階

段，農村、城市心血管病分別

占死因的45%和42%，在

所有死亡因素中排第一。每

5例死亡中，就有2例死於心

血管病。

其中，腦卒中人群約 1300
萬，冠心病人群約 1100 萬，高

血壓人群甚至達到 2.7 億。

早點養血管  
勝於老來治

心血管病專家認為，腦中風

主要包括 8 項危險因素：高血

壓、血脂異常、糖尿、吸菸、房

顫、超重、缺乏運動及腦卒中家

族史。可怕的是，只要有任意 3
項，就是卒中高危人群。而冠心

病也包含：吸菸、長期精神緊

張、三高、肥胖、缺乏運動、遺

傳背景及長期服避孕藥者，這些

高危因素。

很多人認為，只有到老了才

必須為血管操心，其實心血管病

早就「提速」了。專家認為，早

點養血管，勝於老來治。

既然知道了大魚大肉、晝夜

顛倒、吸菸多、運動少等這些血

管「天敵」，不妨在摒棄它們的

同時，多做些有益血管的日常

養護。法國名醫曾說：「人與動

脈同壽。」將血管比作生命的蠟

燭，可見壽命與血管健康息息 
相關。

首先，飲食上控糖、限油。

現在生活節奏加快，餐館、外

賣，連很多人自家炒菜都為了口

味，多用「高鹽、高油、高糖」

和濃油赤醬「炮製」出來，導致

血管堵塞。所以飲食宜清淡，比

如：晚餐喝一碗雜糧粥，有利於

預防冠心病，控制膽固醇。

其二，增強血管功能運動。

慢跑、快走、游泳各種有氧運

動，幫助肌肉舒展、關節柔軟的

體操，哪怕是輕微的肌力鍛鍊等

活動，都能改善血液循環，抑制

交感神經活動，使人在常態時心

律減慢，降低心臟負擔。

世衛組織數據顯示，每週

步行大於或等於 4 小時的 65 歲

以上老人比每週步行小於 1 小

時的 65 歲以上老人，心血管發

病率減少 69%，病死率則減少

73%。

其三，保證睡眠。長期因為

勞累、壓力大、休息不夠導致猝

死的情況並不少。一般建議成人

每天 23 點前入睡，睡夠 7 ～ 8
小時，不要被任何事情干擾。

其四，精神放鬆。突然的精

神壓力可能引起血管內皮功能障

礙，內皮功能障礙使血管的擴張

能力受損。最後導致血管不能隨

血液需求的變化而調整其功能，

增加心臟突發事件的發生。

其五，每年要查血管。高血

壓是影響中國人心血管健康的最

危險因素。高血壓患者發生腦梗

的機率是正常人的 4 ～ 7 倍，

而高血壓不僅累及微血管，還會

導致大血管病變。血壓水平越

高，心血管發病係數越大，如果

血壓升一級，那麼發生心血管疾

病的機率翻幾倍！而且，血壓對

腦卒中的作用強度大於對冠心

病的作用，其中血壓對出血性

腦卒中的作用強度又大於對缺

血性腦卒中的作用強度。上述

結論由一項 3 萬多人的研究所 
得出。

每年要查血管，監測血壓，

並且一定要按時監測、服藥，讓

它們保持在正常範圍之內。

Fotolia

好習慣
5個

年輕長壽
讓血管

【看中國訊】一位母親問她五歲

的兒子 :「如果媽媽和你一起出去

玩，我們渴了，又沒帶水，而你的

小書包里恰巧有兩個蘋果，你會怎

麼做呢 ?」兒子歪著腦袋想了一會

兒，說 :「我會把兩個蘋果都咬一

口。」

可想而知，那位母親有多麼的

失望。她本想像別的父母一樣，對

孩子訓斥一番，然後再教孩子應該

怎樣做。可就在話即將說出口那一

刻，她忽然改變了主意。

母親摸摸兒子的小臉，溫柔地

問 :「能告訴媽媽，你為什麼要這樣

做嗎？」兒子眨眨眼睛，一臉的童

真 :「因為……因為我想把最甜的一

個給媽媽！」霎時，母親的眼裡充滿

了淚花……！

傾
聽

皮鞋怎麼保養

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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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廿九年的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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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週七天：上午11點∼下午6點（接受針灸按摩公司保險、WCB ）

主
治

中醫 ‧ 中藥 ‧ 針灸 ‧ 按摩 ‧ 拔罐和耳針

‧ 神經系統疾病（抑鬱焦慮，疼痛麻木，中風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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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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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珍常隻身一人，背藥簍到深山

採藥。一日，近中午時分，來到

了懸崖絕壁旁，見對面山崖有一

銀髮老翁，在絕壁上採藥，老翁

手腳俐落、氣色紅潤，令李時珍

十分驚歎。

這位老翁是山裡的隱士，年

過百歲，眼不花，耳不聾，身板

硬朗，思維敏捷，非常健談，之

後，李時珍與老翁攀談起來，請

教老翁的延壽之道。老翁淡淡的

說：「山野之人，淡食為道，清

心寡慾，樂善好施，曲中之道，

靜心為上。」同時也指著背簍裡

的胡蘿蔔說，常吃這個。

老翁的話給了李時珍一些

啟示，同時也開始寫胡蘿蔔的

藥性：胡蘿蔔為中性食物，對

於陽虛者可扶陽，對於陰虛者

可滋陰，為蔬菜之王、養生之

品，多食胡蘿蔔對人體有益，

同時把胡蘿蔔的好處介紹給更

多的人。

直到如今，湖北蘄春一帶仍

盛行吃胡蘿蔔，當地人將胡蘿蔔

視為「小人參」，是每餐必食的

養生佳蔬。

胡蘿蔔，又稱紅蘿蔔，根據

李時珍《本草綱目》記載，因從

胡地來，味道像蘿蔔，故名「胡

蘿蔔」。胡蘿蔔於 16 世紀從中

國傳入日本，當時漢字名為「人

參」。

胡蘿蔔營養豐富，可直接生

食，也可切成塊、丁、絲，同其

他食材一同烹飪。胡蘿蔔汁或胡

蘿蔔泥也可以和麵粉或米粉等澱

粉類物質混合，做成糕餅類食

物。

胡蘿蔔的營養成分中，最重

要的就是胡蘿蔔素，可治療夜盲

症、促進兒童生長等功能，胡蘿

蔔亦含較多的維生素及鈣、磷、

鐵等礦物質。

此外，胡蘿蔔還有健脾化

滯、潤燥明目、降壓強心、抗

炎、抗過敏之功效，胡蘿蔔中所

含的葉酸與木質素有提高免疫力

和抗癌的作用。胡蘿蔔中的果膠

酸，可以降低膽固醇，預防冠狀

動脈疾病和中風。如果視力不太

好的話，多吃胡蘿蔔，對眼睛也

很有幫助。

1.耐心——相信 
真正的食物

這可能是您不想聽到的，因

為您想快速減肥。

當然，很多方法都可以達到

快速的減肥：計算卡路里，吃超

級無味的低脂食物，過度運動或

吃一堆重度加工的奶昔和包裝食

物，它們確實可以在短期內見

效，但是卻很難長期保持，而且

會使身體遭受嚴重的營養缺乏和

對食物的渴望，所以大多數人都

會功虧一簣，並最終放棄對減重

的渴望。

每個人的身體素質都不同，

決定減肥速度的因素有：年齡、

性別、生活方式、腸道健康狀

況、荷爾蒙是否平衡、新陳代

謝、壓力水準，甚至是烹飪技巧

等。

所以減肥要有耐心，真正的

食物是在深層次上起作用，可以

治癒身體。通常需要幾週，甚至

幾個月的時間才能看到結果。如

果你已經開始了某種真正的食物

（自然食物），重量會隨著時間

的推移而降低，這可能不會像你

想要的那麼快，但是您終究會達

到目標。

當然，如果能在開始時，就

找到並解決潛在的問題，會幫助

加快實現減肥目標。

2.修復腸道
大約 2000 年前，希波克拉

底（Hippocrates）就說過：「所

有的疾病都是從腸道開始的。」

腸道問題可能是慢性胃灼

熱、腹脹、氣體過多或便秘

等，但人們從來沒有意識到這

些腸道問題會與體重增加緊密

相關！

試想一下，如果胃不能夠完

全分解食物，身體就不能攝取

必要的營養物質。很多需要減

肥的人竟然還在服用 Prilosec、
Nexium 和 Zantac 等抗酸劑。

胃酸是幫助消化食物的，而長期

人為的降低胃酸，會導致礦物質

缺乏（從而導致骨質流失）和

缺乏維生素 B12。
另外，常年的不良飲食和不

良生活方式也能導致身體營養吸

收不良。如果有慢性胃脹、胃灼

熱、口臭、食慾不振，或者服用

維生素時感到不適等症狀，說明

您的胃酸不足，這可能導致一大

堆其他相關的消化問題。

但這只是冰山一角。膽囊和

胰臟不夠強壯、小腸腸�和大腸

中的細菌不平衡，都可能導致消

化不良，從而無法減肥。

3.找到隱藏的 
食物不耐受問題

有一個人人皆知的說法：

「一個人的美食可能是另一個人

的毒藥！」在營養界稱這種現象

為「生物個性」，對一個人來說

是高營養的食物，可能會導致另

一個人生病！

乳製品就是一個典型的例

子，它可以是有些人很健康的食

物，而對另一些人來說，卻根本

不能食入。

大多數人對食物耐受性的問

題還不夠重視，或者根本就不知

道還有這樣的問題。

食物不耐受與食物過敏是完

全不同的二個概念，食物過敏是

身體對食物中蛋白質的反應，而

且通常是直接而明顯的，例如：

花生或貝類過敏。

但食物不耐受是指身體對食

物中非蛋白質的反應，一個很好

的例子就是乳製品中的乳糖，或

者也可以是食品添加劑，如：味

精或食品染料，或者可能是由腸

道菌群不平衡引起的。

鑒別食物不耐受很複雜，因

為導致不耐受的食物並不能直接

導致疾病或肥胖，它們只是使腸

壁不斷的遭受破壞，給「腸漏」

和慢性炎症免疫反應設置舞台，

而且它們導致的症狀經常與腸道

症狀無關，如：偏頭痛、關節痛

和腦霧等，這就使識別對食物的

不耐受問題變得複雜。

雖然任何食物都可以導致

食物不耐受，但最常見有麩質

（gluten）、乳製品、玉米、大豆

和雞蛋。

最好的方法是從你的飲食中

消除可疑食物至少二週，例如：

許多人驚訝的發現，除去麩質或

乳製品後，體重下降的速度明顯

加快，這二種食物是迄今為止最

見效的。

如果你不確定從哪裡開始，

那就從麩質開始，一位醫生曾經

說過：「你甚麼都不用做，就是

讓病人從食物中去除麩質，就會

有一半的人回來感謝你！」

4.每天做身心健康練習
慢性壓力能夠導致消化不

良，從而耗盡我們身體的營養；

它還能導致腎上腺過勞，從而使

身體激素水準失衡；它使人對糖

和垃圾食品強烈渴望。所有這些

都可以導致體重增加。

當然，滋補和吃傳統的食物

飲食也可以有助於恢復，如：能

夠癒合腸道的骨肉湯、健康的脂

肪、發酵食品和優質蛋白質（神經

遞質的積木）等，都是最基本的

滋補食品，但是食物並不是一切。

許多人發現，他們的腸道症

狀在畢業後或結束不幸的婚姻後

消失，也有的人在照顧年邁的母

親後，腸道症狀消失。

這裡強調的是，我們不必等

到生活壓力的結束，學會主動，

而不是被動的處理壓力，才是生

活中應該學到的最有價值的技

能，如：冥想、瑜伽、太極、氣

功或生物回饋（biofeedback）；
參加音樂會、繪畫課或舞蹈班等

藝術活動也有類似的解壓功效。

身心療法在當今充滿壓力的社會

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每個人適合的身心療法都不

同，所以要注意你感興趣的活

動，也許是你一直關注的瑜伽，

也許是你一直說沒有時間、不能

參加的繪畫課程，不管它是甚

麼，找一個適合你的日常活動，

並堅持到底，這可能是打開減肥

大門的關鍵。

5.獲得幫助
讓我們面對現實吧！現實的

情況是：有時候，我們是需要幫

助的。

就像前面提到的 4 點，顯

而易見，如果沒有幫助，自己很

難做到：吃真正的食物需要計

畫、烹飪技術或教育；修復腸道

也需要時間；識別不耐受的食物

也需要不停的尋找；學習減壓活

動，需要很多的練習和耐心。

但如果有人指導你，對您會

大有益處。

飲食
健康低能飲食減肥失敗 怎麼辦？

李時珍與胡蘿蔔

李時珍，蘄州人，生於

蘄州，亦卒於蘄州，是中國

歷史上最著名的醫學家、藥

學家和博物學家之一，其所

著的《本草綱目》是本草學

集大成的著作，對後世影響

深遠。

文/鄧正梁 
（正梁中醫診所院長）

編譯 / 高新宇 
圖 / FOTOLIA

你已經開始多吃菜，已

經開始購買草飼畜牧肉類，

已經拋棄了低脂飲食，已

經開始了吃黃油和椰子

油，已經完全戒了糖，已

經像祖母一樣製作肉湯，

但體重還是沒有下降！那

麼，下一步該怎麼辦呢？

醫 師 講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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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 房 小 幫 手

鍋包肉

據說評價一家東北菜餐館的

手藝好壞，可以看他們的傳統菜

鍋包肉，看看這道菜上桌時是否

酸香撲鼻，吃起來是否酸甜開

胃，唇齒留香。鍋包肉不僅具有

東北菜的豪邁鹹香特色，也有細

緻的酸甜口味平衡，廚師的用心

值得細細體會。

鍋包肉創自東北菜名廚鄭興

文之手，20 世紀初，鄭興文出

任濱江關道膳長（即哈爾濱關

辣豆瓣醬加土豆，開胃又下飯。

聰明
飲食常備菜

本文圖片：fotolia

本文圖片：fotolia

對很多人而言，儘管知道自

己準備日常飲食對身心有益，但

要長期實踐自己下廚的計畫並不

容易。常備菜就是一個提高自己

備餐的效率，增加飲食生活滿足

感的解決方案。

適合事先準備的主菜

常備菜，固定在冰箱裡存放

可食用數天的菜餚份量，作為正

餐的主菜及配菜。適合保存數天

的主菜，以醬燒或滷煮肉類為

佳，或是乾煎魚排、肉片，都是

主菜的好選擇。

輕鬆準備一週的配菜

配菜可豐富餐桌，但也使常

備菜的採買及烹調增加複雜性。

其實，一種食材可變化不同的料

理方式，或是搭配不同口味的醬

料，即能變身為不同風味的菜

餚，使配菜多樣化。

準備半成品加快備餐

若不喜歡隔夜菜，也可以試

試半成品的模式。事先準備食

材，先切割調味再冷藏保存。開

飯前只需要少量的時間，以簡單

的烹調方式，例如：烤或蒸，就

能很快備好現煮的餐點。

文/邊吉

想要自己做飯又怕時間不夠?常備菜策略可減少每

天備菜時間，自己開伙不再是負擔。

作法

備料：菠菜梗部與葉部切開備
用。

煮開水，下菠菜，水滾，煮2分
鐘熄火。撈出菠菜，移至冷水降

溫，瀝乾水分。

擠乾菠菜的水分，加入調料，
手抓均勻，即可放入保鮮盒冷藏

保存。

美味秘訣

除菠菜，適合做成葉菜常備菜
的蔬菜還有芥蘭菜、青江菜等綠

色葉菜。

葉菜常備菜，搭配紅蘿蔔等彩
色蔬菜，可化身為五彩的什錦

菜，或是搭配雞蛋煮成蔬菜湯花

湯。

菠菜300g、白芝麻1/2大匙。

調料：鹽、香油適量。

食材

備妥綠色葉菜常備菜，就可以

確保每天都能吃到綠色蔬菜；

常備菜葉菜加上其他食材也可

變身更多不同料理。

麻香菠菜葉菜常備菜

作法

備料：豬肉切 0.5cm厚的薄片。

混合醃料，攪拌均勻。豬肉浸
入醃料，醃漬約30分鐘入味。

熱油鍋，開中火，下肉片，兩
面煎至變色，再轉中小火煎至兩

面金黃。

肉片放涼即放入保鮮盒冷藏保
存。

開飯前，預熱烤箱150攝氏
度，放入肉片，烤3分鐘即可。

食用前淋上一點兒薑汁醬油或
灑上芝麻，風味更佳。

豬肉（里肌肉）600g。

醃料：醬油3大匙、味醂 3大匙、

米酒 1大匙、薑泥1大匙。

食材

事先乾煎好魚類或肉類，冷藏

保存，風味保鮮期限約3天。
用餐前只要以烤或煎的方式稍

微加熱，即可快速上菜。

薑汁肉片主菜常備菜

作法

準備醃汁：熱油鍋，煸香薑
絲、洋蔥絲，加入其餘材料，以

中火煮滾，熄火置涼。

備料：肉、彩椒及蔥切成大小
相近的塊狀，串起來。

肉串浸入醃汁，半天後，將醃
汁瀝掉，肉串密封冷藏。

上菜前，烤箱以200攝氏度預
熱，肉串送進烤箱，烤約 15分鐘

即可。

串燒上灑新鮮檸檬汁，風味更
佳。

豬肉或雞肉500g。

醃汁材料：醬油 3大匙、薑絲 2大

匙、洋蔥絲1大匙、酒2大匙、糖1

大匙、香油2小匙。

食材

準備好醃漬入味的烤肉串放在

冰箱，隨時可烤肉上菜。烤肉

醬料也可視自己喜歡的口味調

配，嘗試各種烤肉風味。

烤肉串半成品常備菜

作法

備料：土豆去皮切大丁，浸泡
冷水 5分鐘，洗去表面澱粉瀝乾

備用。

熱油鍋，下土豆丁，翻炒均
勻，加入醬汁（醬汁淹過食材），

大火煮滾，轉小火燜煮至土豆熟

軟。

火轉大，湯汁收濃稠，熄火。
置涼放入保鮮盒冷藏保存。

此道料理冷藏過後再食用，更
加入味好吃。可直接當涼菜吃，

或加熱享用溫暖口感。

中型土豆3個。

醬汁材料：辣豆瓣醬1大匙、蔥花1

大匙、生抽1大匙、老抽1/2大匙、

糖2大匙、水適量。

食材

萬用常備菜的特色是開胃下

飯，美味期限又很長。適合的

食材很多，例如蒟蒻或根莖類

蔬菜，一次可以多做一點備

用。

醬煮土豆萬用常備菜

常備菜
保鮮訣竅

文/美里

常備菜的保存方法並不複

雜，只需花些心思與時間，

就能保存常備菜的新鮮與

美味。

隔絕水分防腐敗
當食材含有過多水分，容易加

快腐敗。蔬果清洗後應充分瀝

乾水分再封存。生鮮肉類食材

的瀝水，可在保鮮盒裡加放一

個瀝水隔板隔開水分，一段時

間過後除水擦乾即可。

油漬可隔絕空氣 
隔絕空氣不僅可延長食物保存

期限，還能讓食材的滋味更加

濃縮。油漬食材除了可以直接

享用，也可以稍微烹煮再食

用，油漬剩下的油品中融入了

蔬果的精華，還能二次利用。

蔬菜脫水更鮮美
製作蔬菜常備菜，蔬菜煮熟之

後，應確實擠乾水分。可加一

點鹽巴搓揉，加強出水，脫去

水分，或是添加吸收水分的食

材，例如：芝麻或柴魚片，也

有延長料理鮮美的效果。

食材熟透更美味 
以燉煮、油煎、熱炒烹調常備

菜，一定煮熟透；如果加熱不

足，可能導致食物中毒，也會

使食物更快腐敗。食物充分加

熱，入味均勻，令常備菜更美

味，增加家人的接受度。

中國名菜故事
鍋包肉，提到東北菜就一

定會想到的名菜之一，源

於清朝末年的東北官府

菜。

文 / 斯玟

鍋包肉外焦

裡嫩，酸甜

爽口，製作

工藝非常講

究火候。

公有
領域

 Tip2

 Tip1

 Tip3

 Tip4

常備主菜以醬燒或滷煮肉類為佳。 半成品模式可以簡單快煮不隔夜。








道，是哈爾濱當時最高級別行政

機構），開始官廚生涯。因鄭興

文擅長烹飪技術，醉心研究各種

料理廚藝，又能依據哈爾濱的天

候、物產、飲食習慣，其所製作

的料理受到道台杜學瀛的喜愛。

當時作為北方重要官方機構

的關道衙門，經常要與俄羅斯人

打交道，道台下令廚師們要設法

迎合俄人口味，招待好來訪的外

國使節。為此，鄭興文專門到東

清鐵路賓館學習俄式西餐，融合

中西風味的料理風格，令洋人大

加讚賞。

其中，東北傳統菜「焦溜肉

段」經過鄭興文的改良，成了後

來聲名遠播的鍋包肉。「焦溜」

顧名思義就是先把原料炸至外皮

焦脆，然後再利用較多的芡汁溜

製。這道菜看起來非常簡單，但

是很講究火力的運用，為火候

菜。操作要迅速，否則便達不到

外焦裡嫩的效果。

鄭興文將焦溜肉段的鹹香芡

汁換成了俄人喜歡的酸甜口味，

令俄羅斯客人非常喜歡，某些官

員還特地到訪道台府品嘗鄭興文

烹飪的菜肴。由於這道菜是用肉

裹上土豆澱粉糊，放在油鍋裡炸

致焦酥，所以命名鍋爆肉；但

外國人讀「爆」不準，聽起來像

「包」，時間一長，鍋爆肉就成

了鍋包肉。

鄭興文精益求精，持續提升

鍋包肉的食用滿意度。鍋包肉這

種火候菜，菜出鍋後若未立刻食

用，就吃不到外焦裡嫩、酸甜爽

口的特色，宴席上難免專注聊天

錯過美味瞬間，賓客也就愈吃愈

不青睞鍋包肉。於是鄭興文在芡

汁中增加西紅柿醬，且成品的醬

汁均勻，盤裡卻沒有多餘的醬

汁，使這道料理的美味更持久。

鄭興文的優秀廚藝還獲得了「濱

江膳祖」的美稱，表彰其對哈爾

濱飲食文化的卓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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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廣告 D5VISION TIMES      www.kanzhongguo.com 第 3期    2018年 5月 24日—5月 30日     



看風情D6 www.kanzhongguo.com   VISION TIMES2018年 5月 24日—5月 30日     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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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 丹 阿 赫 邁 特 廣 場

(Sultanahmet Meydani)，與藍色

清真寺僅一牆之隔，以前是羅馬帝

國遷都至君士坦丁堡後修建的賽馬

場，用於戰車比賽和舉辦其他娛樂

項目，一直是這個城市社會活動的

中心。如今是名符其實的露天博物

館，現存的三大紀念碑都是歷經風

霜的珍貴遺跡，歷經數千年，屹立

不倒，不可不看。

塞奧道西斯「奧拜里斯克」方

尖碑(Obelisk of Theodosius)：

原為古埃及法老圖特摩思三世為紀

念戰爭勝利而建造，距今已有3500

年曆史，保存完好。

青銅蛇柱(Spiral Column) ：

又名蛇柱。其頂端原有三個蛇頭支

持的金碗。在第四次十字軍征戰期

間，金碗被盜。蛇頭現也不復存

在。

君士坦丁方尖碑(Column of 

Constantine) ：又稱牆柱，碑高

32米，碑身外原來鑲滿了鍍金青銅

浮雕。但公元13世紀時被拉丁軍隊

洗劫並將其熔化，僅存核心石柱。

在三個紀念碑的西南側還可以

看到大競技場的彎月型牆壁遺跡。

廣場周圍的木造房子也非常

引人注目，尤其是梭烏克切什米大

街的18世紀的小木房，經過精心修

復，它們如今已改建成小旅館或收

藏有關伊斯坦布爾城市書籍的圖書

館。

聖索非亞教堂(Aya Sofya)，與藍

色清真寺隔街相望，建於東羅馬皇帝

Justinian統治時期（公元532年-公元

537年），當時拜占庭帝國正處於鼎盛

階段。拜占庭帝國衰落後，聖索非亞

教堂轉變成了供奉安拉的土耳其清真

寺。聖索非亞教堂是屬於基督徒和穆

罕默德信徒共有的一個宗教博物館。

作為世界上十大令人嚮往的教堂

之一，聖索非亞教堂充分體現出了卓

越的建築藝術，從而也成為了後來伊

斯蘭清真寺的設計模板。穹頂上方的

聖母瑪利亞懷抱耶穌的壁畫散發著金

色的光芒。

教堂裡還有個哭泣柱（Weeping 

Column），每個人都要把大拇指放

進洞裡，以其為圓心，其餘手指轉一

圈，祈求健康平安。

土耳其是世界上是第五大茶葉生

產國和第四大消費國。據說一個土耳其

人一天怎麼也得喝上10杯茶才算數。

土耳其茶叫cay，發音是差不多是「恰

一」，和中文的「茶」很像。

土耳其紅茶是由一個極富特色的雙

層土耳其茶壺烹製。茶煮好關火以後要

稍等片刻，待滾開的茶水沉靜下來，再

倒入透明的細腰玻璃杯中。倒茶也很有

講究，玻璃杯口放有一個過濾網，一般

先把小茶壺裡的茶水倒入一半，然後倒

入一半大茶壺裡的開水。好的紅茶呈現

出濃淡適中的琥珀色。

土耳其紅茶如不放糖味道稍苦，一

般放進兩塊方糖即可。另外，還有一種

蘋果茶（Elma Cayi ），酸甜口味，加

了糖之後又開胃又提神。

伊斯坦布爾聖索菲亞大教堂

AYA SOFYA

蘇丹阿赫邁特廣場

SULTANAHMET SQUARE

宿：伊斯坦布爾

土耳其紅茶(Siyah Çay)

美食攻略

卡爾加里—伊斯坦布爾 

（多倫多轉機 共耗時約17小時）

第一天  伊斯坦布爾

土耳其與伊斯蘭藝術博物館

坐落於易卜拉欣帕夏宮(Ibrahim 

Pasha Palace)之內，跑馬場的西

側，是首家全面覆蓋土耳其和伊斯

蘭藝術作品的土耳其博物館。這座

宮殿最早建於1524年，有棱有角的

風格有種肅穆的莊嚴感，是16世紀

奧斯曼民用建築最重要的代表性建

築。博物館裡展出有不同時代的伊

斯蘭書法、瓷磚、地毯和土耳其的

民族志，可以了解到具有土耳其特

色的伊斯蘭文明特點。

藍色清真寺可以稱之為伊斯

坦布爾的地標式建築，修建於奧

斯曼帝國時期，氣勢恢宏、造型

奢華獨特。之所以稱其為藍色清真

寺是因為清真寺內部的牆體貼滿了

一種藍彩釉瓷磚。其實，它真正

的名稱應該是蘇丹艾哈邁德清真寺

(Sultanahmet Camii)。這裡也是

伊斯坦布爾舊市街的中心。蘇丹艾

哈邁德清真寺建於蘇丹艾哈邁德一

世統治時的1609年至1616年。

君士坦丁堡賽馬場是一個羅

馬競技場，在土耳其語中有時也

稱為「馬廣場」（Atmeydan),曾

是拜占庭帝國京城君士坦丁堡的

體育和社交中心。

在古代，賽馬和雙輪戰車賽

是受歡迎的休閒活動，因此賽馬

場都很常見。今天，這裡是土耳

其城市伊斯坦布爾老城中心的蘇

丹艾哈邁德廣場，原來的建築只

保存了少數的片段。

位於聖索菲亞教堂斜對面的地下水宮

（Yerebatan Sarnici），建於公元532年，

是拜占庭時期到奧斯曼帝國時期的地下蓄水

池。這座140米長、70米寬的地下水池可儲

十萬噸水，至今還有魚在此游弋。除了作為

古老的蓄水池，這裡還曾作為軍事彈藥庫使

用。

如今，這裡可以稱得上是伊斯坦布爾最

浪漫、最神秘的景點之一。 336根巨大石柱

構建的巨大宮殿，每根柱子上都雕刻著精美

的圖案。宮殿裡面有兩個倒置的美杜莎頭顱

石雕，是1984年改建時，人們從底部厚達2

米的淤泥中發掘了出來。此外那悠長曠遠的

滴水聲加之那些詭異的傳說，彷彿帶你步入

了另一個莫測的世界。

土耳其與伊斯蘭藝術博物館

MUSEUM OF TURKISH & ISLAMIC ARTS

伊斯坦布爾藍色清真寺

SULTAN AHMET MOSQUE

君士坦丁堡賽馬場

HIPPODROME

伊斯坦布爾地下水宮殿

BASILICA CISTERN

土耳其是一個多元文化的集中地，同時也是一個

非常具有東西方交融色彩的各類故事發生地。

土耳其有78萬平方公里土地，3%的疆土在歐洲，

97%的疆土在亞洲——「像一匹烈馬，從亞洲狂奔而

來，一頭撞進歐洲大陸」，土耳其著名詩人用生動

的語言，形像地描述了土耳其的地理位置及其國土

形狀。土耳其北邊頭上頂的是黑海，西邊是馬爾馬

拉海、博斯普魯斯海峽和達達尼爾海峽，西南靠著

愛琴海，南邊坐著地中海，也因此造就了它漫長的

海岸線和如詩如畫的海景。

遇見藍色

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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