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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央行未升息
維持基準利率不變

扁鵲原名秦越人，是戰國時

代人，距離現在二千四百年前。

司馬遷《史記》記載扁鵲學醫的

傳奇：扁鵲原是一家旅館的舍

長，專門處理旅館事務。有一

扁鵲 有一次 經 過虢

國，聽到虢 國太子 死亡

的消息，因而拜見虢國的

國君。扁鵲診視虢太子，

發 現 並 沒有死，而是因

為「屍厥」昏死，扁鵲施

以針灸、湯藥，虢太子甦

醒後痊癒，扁鵲博得「神

醫」的美名。

文 /王元甫   
圖 /公有領域 扁鵲為何被稱為神醫

位客人長桑君，前後投宿十多

年，有一天，長桑君把扁鵲叫過

來說：「我已年老，有秘方要傳

授給你，但是你不可以告訴別

人。」扁鵲答應了，長桑君於是

拿出一包藥說：「此藥用上池水

（清晨還沒有落地的露水）泡來

喝，三十日後就能知曉人的生與

死。」然後交給扁鵲所有的醫書。

長桑君說完話之後，就突然

消失不見了。《史記》描述長桑

君不是凡人，可能是神仙吧！扁

鵲就按照長桑君的話去做，吃了

三十日的藥，果如長桑君所言，

神奇的事出現了，扁鵲可以隔牆

看物，可以隔著牆壁看到牆壁另

外一邊的人，所以扁鵲就是用

「透視人體」的功能看病，脈診

只是做做形式。

神醫扁鵲透視人體功能是真

的存在嗎？這是我們今日受科學

教育的人，心中存在的大疑問。

為甚麼神醫扁鵲的特異功能

那麼重要呢？因為這是中醫理

論形成的關鍵。《難經》相傳是

扁鵲所寫，第二十五難（問題）

提到：「心主與三焦為表裡，俱

有名而無形。」無形是指我們人

看不到的東西，不只心主與三焦

人的眼睛看不到，中醫還講到許

多無形的東西，包括：神、魂、

魄、氣、命門等等，這些都是中

醫精華的部分，但因為是無形

的，至今還無法用現代科學方法

驗證。這些無形的東西是古代大

醫學家用透視人體的特異功能直

接看到的，所以才能寫在醫書

上，如：《黃帝內經》，而成為

中醫理論的基礎。

當今我們許多人都信仰宗

教，宗教有許多神跡，例如：道

教元始天尊讓姜子牙封神；佛教

釋迦牟尼佛的弟子目犍連神通第

一；基督教耶穌治病、驅魔的神

跡，對信徒來說，這些是不需要

科學驗證的。古代文化是神傳文

化，與現代科學有極大的差異，

現代人用神傳文化的觀點，就不

難理解神醫扁鵲的真實性。扁鵲

輝 煌 的人 類 文明 歷

史，母親大抵是所有故事

的起源吧！奠定中華文明

千古禮樂的大周，其先祖

乃古神后稷。后稷的母親

姜嫄出身尊貴，她是有邰

氏之女，帝嚳的元妃。

文 / 梅公子 

《詩經 ‧ 大雅 ‧ 生民》描

繪了姜嫄因天人感孕，而生育后

稷的場景。姜嫄無子，於是舉

行隆重的祭天儀式「郊禖」，祭

祀上天。祭天典禮「禋」，意思

是升煙以祭。因天體遙遠，仙人

遠隔，難能企及，為與仙界天神

溝通，以達天聽，煙是能穿越三

界，抵達天庭的唯一物質，因此

這一儀式稱之為「禋」。

舉行郊禖大儀時，神跡出

現，大地出現大神的巨大足跡，

姜嫄抬起自己的腳，輕輕落於大

足之中，身心皆有感應，彷彿被

一種奇異的能量充滿，自此便有

了身孕。

然而，姜嫄心中憂患著天下

人不肯信任她生育下上天賜與的

孩兒。既然他有著不凡的來歷，

姜嫄相信，他能在任何環境中存

活下來，於是，後世的我們，熟

知了這位年輕的母親一系列的大

膽舉動。她曾命人將這個孩子扔

在人煙輳集的集市之中，然而，

往來拉車輜重的牛馬，皆小心翼

翼的舉起蹄足，避開這個襁褓中

的嬰兒；姜嫄又將他遺棄到深山

叢林裡，然而，寂靜的山林突然

出現許多砍柴的樵夫和採藥人，

人跡密集，使得這個嬰兒不被野

獸所傷；姜嫄又派人將嬰孩放在

冰凍的河渠上，卻有一群群飛鳥

落下，用羽翼將這臥冰的嬰孩團

團圍住。惟有天命所繫，神靈庇

佑，才能在這個嬰兒身上，發

生這樣的神跡。於是便將他抱

回來，親自撫養，取名為棄。

這個孩子，就是日後周人的先

祖 —— 后稷。

後世之人心中無所敬畏，天

對人們的作用，大抵只在於今天

天氣如何？對上古時候的社會型

態也鑑定為母系社會，認為其人

不知有父，只知有母。大抵是人

世間迷得越深，神跡也就不在這

樣混沌悖行的社會之中體現了

罷！而縱觀人類歷史，大抵聖人

出世皆有異象，天人感孕，西方

眾所周知的，便是耶穌的誕生，

而東方更是不勝枚舉。帝嚳的孩

子，都乃天賜神人，其另一子殷

契，其母簡狄乃有娀氏之女，為

帝嚳次妃，見玄鳥之卵，取而吞

之，因孕生契。「天命玄鳥，降

而生商」，史書都如此記載商的

起源。

兒時的棄，即表達出對稼

穡的天然喜好，他種下禾苗，

生根發苗，幼弱青翠，自有行

列；種下麻麥，則幼苗萌生，茁

壯茂盛；種下瓜瓞，則串串小

瓜簇簇多。總之，這神奇的孩

子，與其說他天性親近草木，

不如說，草木都自動的親近他。

棄生長的時代，正是大禹治

水的時代。大禹帶領著人們，決

九川，距四海，開通天下的河

道，讓大水隨著河道流入江河湖

海，讓山川、丘陵和平原重新顯

露，使得人們有了賴以棲身的土

地。彼時的年月，食物稀有，人

們以打獵、遊牧維生，何以飽足

肚腹，事關生死存亡。成年後的

棄，被任命為農官，他從大地上

紛繁如星的植物中，尋尋覓覓，

鑒別哪些是可進食的穀類。他種

植多達上百種：稷穀、菽、麥、

麻、瓜、秬、秠、麇、芑等，人

們跟隨著他種植穀物，除了耕作

和種植，棄擅長相地，他能從香

茅、野草、荊棘遍布的土地上，

勘探出甚麼樣的土地是土質肥

沃，適合開墾與種植的。

棄的腳步跟隨著水源，發掘

出一塊一塊適宜於耕作的土地，

很自然的，長滿莊稼的土地周

圍，自然會聚集起村落人家，豐

收的穀物使得古早的人們得到了

飽暖。這樣的煙火生計，讓大地

插圖繪製：Winnie Wang

變得充滿生機。

每到豐收時節，他帶領人

們，將果實釀成美酒，豐美的穀

米用來供奉神祗，熟食盛在祭祀

用的木碗和瓦盆裡。將晾晒乾燥

的香蒿、香茅，浸泡於動物油脂

之中，點燃後會持久的散發燈火

光焰，這樣虔誠用心的豐盛祭

祀，用以表達祭祀天帝和先祖的

心意。

棄將古早時候的人們，帶入

一個五穀保暖，藏入倉稟的文明

時期；也是棄，將先民的祭祀之

儀，發揚光大，使得祭祀先祖的

儀式更加豐盛和誠摯。

舜帝感其功業，就將中原

富饒的邰地賜封給棄，號稱「后

稷」。

後裔們對后稷有隆重的祭

祀。播種、繁殖、收割，都是光

陰之中安靜的事務，靜靜生發，

枝繁果香，萬物茂盛，所以，後

人稱讚后稷之德乃是文德，其德

可配天。他布陳農政，種植糧穀

養活芸芸黎庶，後世仰慕他的功

德，尊稱他為穀神，享天、社祭

祀，萬世不廢。

《山海經‧卷十八‧海內

經》有載：「西南黑水之間，有都

廣之野，后稷葬焉。」遼闊的原野

上埋葬著穀神后稷，他應運天命而

生，帶給人間穀物種植的技術，

天人相應的盛大祭祀之禮，走完

他天命所在的一生，安詳埋骨於

遼闊大地。那裡百穀自生，香草

蔥蘢，鳳凰鸞鳥自在歌舞，百獸

行走，靈草常青，祥瑞之境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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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維 ， 字 摩 詰 ， 唐 山 西

人，官至尚書右丞。生於武

后聖曆二年（公元699年），

卒於肅宗乾元二年（公元759

年），享年六十一歲。

王維天資聰慧，少年就以

詩著稱，之後為山水田園詩人

的代表，和孟浩然並稱「王

孟」。他精通音律、草隸、詩

畫，開創了水墨山水畫派，為

「南宗畫之祖」，北宋蘇東坡

稱讚他「詩中有畫，畫中有

詩」。

王維一生深受禪宗影響，

寫了大量宣揚佛理的詠禪詩。 

﹙1﹚輞川：水名。

﹙2﹚蒸藜：蒸野菜。藜，一

年生草本植物，葉及嫩芽可食用。

﹙ 3﹚炊黍：燒飯。黍，雜

糧的一種，可當主食。

﹙4﹚餉：給耕作者送食。

﹙ 5﹚菑：指初次開墾第一

年耕種的田地。

﹙6﹚漠漠：廣遠遼闊。

﹙7﹚陰陰：樹木茂盛的樣子。

﹙8﹚囀：鳥鳴。

﹙9﹚朝槿：植物名。即木

槿，夏秋之間開花，朝開暮謝，

故稱朝槿。

﹙10﹚清齋：清淡的素食。

﹙11﹚露葵：帶露水的葵菜。

﹙12﹚野老：居住鄉野的老

人。此處是詩人自稱。

﹙13﹚海鷗相疑：典出《列

子‧黃帝篇》，是說有一個在海

上討生活的人，他很喜歡鷗鳥，

鷗鳥常停歇在他的船上，與他嬉

戲。他的父親聽說後，就要他捉

幾隻帶回去，結果第二天再到海

上的時候，那些鷗鳥只在四周飛

舞而不下來。因為此時鷗鳥已感

受不到善意、祥和之境，人的心

機對應出鷗鳥對他的不再信任。

久雨後空曠的林野中炊煙緩

緩地升起，農婦們蒸煮著菜飯、

準備送給在田裡耕種的人。一望

無際的水田上飛舞著白色的鷺

鷥，黃鶯在夏天濃密的樹林裡宛

轉鳴唱。我在山中學習入靜的功

夫並觀察木槿花的開謝，也在松

樹下享用帶著露水的葵菜作成的

的清爽素食。我這個鄉野老人已

經不再與人爭逐名位了，海鷗

呀！你為甚麼還要懷疑呢？

這是詩人隱居在輞川時碰到

積雨，藉農村生活的恬靜來寫出

他與世無爭的心境。〈積雨輞

川莊作〉是王維山水田園詩的代

表作品，被選入清代蘅塘退士

孫洙編的《唐詩三百首》。內容

雖然是說生活，實際上仍在寫

這位「傲吏」不重功名、閒適自

得的人生態度。「南風不用蒲葵

扇」，亦是說 「傲吏」在竹樓上

享受著徐徐吹來的南風，悠然自

得，無爭無競。

作者 註釋 譯文 賞析

輞川積雨
王  維

  wǎng chuān  jī    yǔ

wáng wéi 

zhēng lí chuī shǔ xiǎng dōng zī 

sōng xià qīng zhāi shé   lù    kuí 

蒸藜炊黍餉東菑。

松下清齋折露葵。

 yīn  yīn  xià  mù zhuǎn huáng lí 

 hǎi  ōu     hé shì gèng xiāng yí 

陰陰夏木囀黃鸝。

海鷗何事更相疑。

  jī    yǔ   kōng lín  yān  huǒ  chí

shān zhōng xí jìng guān zhāo jǐn

積雨空林煙火遲，
 mò  mò shuǐ  tián fēi    bó    lù

 yě    lǎo  yǔ   rén zhēng xí   bà

漠漠水田飛白鷺，

野老與人爭席罷，

山中習靜觀朝槿，

文 / 心怡

在現代家庭生活中，父母與

孩子之間情感的疏離和冷漠，以

及孩子性格或心理上的缺陷等問

題，都與家庭中的交流、溝通有

關，大多數都是因為相互之間不

能夠很好的理解。

相互理解的力量

有些孩子的撒謊行為，很多

是因為孩子感到了與父母處於不

平等的地位，父母不願意去理解

孩子做的某些事情，不願意與孩

子共同探討某些事情該如何做，

而且會對孩子所犯的錯誤加以嚴

厲的斥責，所以孩子只好選擇不

把真話說出來。

作者認為成功的家庭溝通，

應注意以下因素：理解、關懷、

接納、依賴和尊重。理解需要父

母和孩子雙方能夠設身處地的為

對方著想；關懷不但存在於內

心，更要付諸於行動；接納要考

慮到每個人的個性，懂得欣賞對

方的優點；依賴要做到既信任別

人，也信任自己；尊重是指尊重

對方，特別是孩子的權利，尊重

孩子的意見和選擇。

要想建立一種積極健康的家

庭溝通交流關係，就要改變父母

是決策人，孩子是接受者的角色

分配。每一個家庭成員都可以表

達自己的願望，讓孩子參與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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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學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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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的討論，孩子才能更好的理

解父母，父母也可以更加瞭解孩

子的才幹。

作者弟弟的孩子威爾納來家

裡住了一段時間，他比卡爾小一

歲，非常可愛。卡爾的母親對威

爾納極為疼愛，這使卡爾認為父

母的關懷被弟弟分享而產生了不

平衡的心理，甚至認為母親總是

偏袒弟弟威爾納。

面對卡爾的氣惱，母親沒有

直接用道理來教訓他，而是對兩

個孩子鄭重的說：「我給你們提

個建議，以後你們自己要搞好團

結，我不干預，你們已經是有理

智的孩子了。卡爾，你是不會在

感情上傷害弟弟的，對嗎？如果

你們倆還不團結，再來找我好

了。」

這樣，卡爾的母親就把一個

關心者、照顧者的角色交給了兒

子，這之後，卡爾和弟弟威爾納

之間有了更加親密的手足之情。

母親的提醒使卡爾意識到自己的

責任，自己應該是家裡負責任的

一員，因此漸漸的變得成熟起來

了。卡爾對弟弟威爾納百般照

顧，陪他玩、教他讀書，還給他

講故事。

有一次，卡爾和弟弟威爾納

想到田野中去玩，作者同意了，

但是要求他們必須在傍晚之前回

來。可是，他們可能玩的太高興

了，直到天黑之後他們才回到

家。對於他們不遵守時間回來的

事，作者當時沒有說甚麼，而是

等到他們再次想去田野中玩的時

候，他才對卡爾說：「有件事僅

有我和你的母親很擔憂，就是在

約定好的時間裡你們沒有回來。

那天可把我們急壞了，不知道究

竟發生事了，你母親都快要急哭

了，你看應該怎麼辦呢？」

因為讓孩子親自參與對問題

的決定，所以他會很自覺的按照

要求去做，後來，卡爾再也沒有

發生過不守時的事。通過讓孩

子對一個問題的共同協商，父

母最後是要讓孩子明白「理解、

信任、承諾、準時」等觀念的重

要。通過協商的方式，最容易讓

孩子站在他人的立場上思考，也

最容易讓孩子養成理解他人的習

慣。

有一次家庭會議上，卡爾計

畫在週末搞一次野炊，他選定了

野炊地點，宣布了出發時間，並

且對準備的食品提出了建議。他

和妻子有時加以表決，以推動計

畫進一步展開，大家不斷的在本

子上做記錄。有時對卡爾的想法

有不同意見，但是他們不會急於

批評，而是以巧妙的方式讓卡爾

自己做出正確的決定。

在家庭生活中，對溝通的技

能和方法的掌握與學習，與孩子

未來適應社會的能力緊密相關。

溝通是建立在理解的基礎上，如

果不能去理解他人、不能去發現

別人的長處，那麼與他人就無法

溝通。所以孩子能夠理解他人才

能與人交往，這樣孩子才有可能

成為一個全面發展的優秀人才。

（待續）

如何教孩子與人相處（二）

___
卡爾‧威特的教育理念 人人都喜歡看孩子的臉龐，

孩子的眼神，孩子的動作，是因

為那裡永遠存留著那份人類所嚮

往的純真人性。

英國《自然》期刊 2007 年

11 月 22 日刊載了耶魯大學的韓

林先生和他的耶魯大學同僚一起

做了一個有趣的實驗，實驗對象

是尚不會說話的六個月至十個月

大的嬰兒。

所有的實驗中，這些不會說

話的嬰兒均坐在父母的膝蓋上，

父母則必須遵守實驗規則：不得

流露任何可能給予嬰兒提示的 
反應。

韓林和耶魯大學同僚們讓嬰

兒看一個由木頭製成，以膠黏著

兩個大眼睛的人正試圖登上山

巔。在試了兩次後，嬰兒看懂了

登山者的意圖，第二個實驗開始

了。在登山者繼續攀登時，出現

了兩個人，一人協助推他爬上

山頂，另一人惡意的將他推到 
山下。

這幕戲結束後，當接受實驗

的嬰兒被鼓勵在這好壞兩個人之

間做一選擇時，約百分之八十的

嬰兒會伸手試圖觸摸那個助人為

樂的人。研究人員說，這是嬰兒

讚賞這種行為的「明確」跡象。

這個實驗對於整個世界來

說，有著非比尋常的意義。孩子

到底看到了什麼，為什麼大部分

的小嬰孩做出了「喜愛和讚賞好

人」的道德選擇，他們憑什麼能

夠做出這樣的準確判斷，這可是

人類最原始的道德驅動。

接下來，研究人員讓爬山者

分別接近那兩個幫助過和阻礙過

他的人，並觀測嬰兒有什麼反

應。實驗表明，當登山者親近妨

礙過他的人時，嬰兒流露出驚

訝、不可理解的表情。

研究人員又加入一個「灰色

地帶」的人物，並觀察嬰兒必須

在這個新人物和另外兩個好壞人

物之一做出抉擇時，如何反應。

實驗證明，把好人與「灰

色地帶」人物相比較，嬰兒顯

然偏向喜歡樂於助人的好人，

但如果只許可把這個「灰色地

帶」的人和那個卑鄙的害人

惡棍擺在一起做對比，嬰兒

又會毫不猶豫的選擇這個灰 
先生。

雖然對於科學家來說，設計

了種種不同的邏輯，對嬰孩來說

已經是過於複雜了。但是科學家

想不到的是，孩子們在用他們的

慧眼識別事物的過程中，實際上

就只有一個簡單標準：哪個物體

在另外的空間中更白更亮更光芒

就要哪個，那一定會好看一些。

可悲的是，人們長大了，有

知識了，頭腦變得成熟了，複雜

了，也就喪失了慧眼。一切都模

糊不清了，甚至好壞難分，善惡

不明。道德的標準開始扭曲，無

論做出多大的惡事，卻都能給自

己找到理由，麻木不仁的旁觀者

和利益驅動的協從者大有人在。

與這些慧目擇良的小嬰兒來說，

人是變得聰明了，還是愚蠢了？

科學家們煞費苦心的搞小嬰

兒認知試驗，細想想，這些根本

講不了話的純真小小孩就憑著用

小手一抓，真就把人類的厚實的

遮羞布毫不留情的給扯了下來。

有人說，在這些孩子面前，

現代的人類應感到羞愧難當。

文章來源：新三才

孩子帶給我們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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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對照賞析】

Cheng Hao (1032 – 1085 
AD) and Cheng Yi (1033 – 1107 
AD), two brothers, were famous 
philosophers and educators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y both 
“learned diligently, loved history, 
were content with poverty, and kept 
their noble characters.” Although 
they had different life experiences, 
they continued learning throughout 
their lifetimes. They kept teaching 
and pursuing the same ideal. Cheng 
Hao worked as a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 He wrote, “Care for people 
as if they were patients” as a motto 
to caution himself. He also politely 
refused a gift of one hundred 
rolls of high quality, delicate silk 
from Prime Minister Lu Dafang 
(1027 – 1097 AD), saying that he 
was not the only poor man, rather 
“There are many poor people in 
the world.” After completing his 
government affairs, he always went 
to teach his students. 

Cheng Yi served as a tutor 
to the emperor. He proposed to 
Emperor Zhezong (1077 – 1100 
AD) that  a gentleman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cultivating his 
character  and nourishing his 
virtue.” He liked being close to 
those who had noble character and 
dared to admonish the emperor. 
These descriptions reflect that the 
two brothers were not disturbed 
by poverty,  and they instead 
were concerned about the people 
than wealth. The two brothers 
later enraged the nobility and 
were forced to resign from their 
positions.

The Cheng brothers exhibited 
noble and moral character in the 
aspects of learning, governing 
and conducting themselves. They 
believed that the supreme goal of 
education is to have the students 
follow the heavenly principles, be 
benevolent to people, care about 
the world, and be in accord with 
the recognized principles. Although 
they lived a life of often “having 
no vegetables” for food, they never 
stopped teaching. Their noble 
characters were widely known, thus 
many people came to learn from 
them, even from a thousand miles 
away. 

The famous classic stories of 
“Cheng (Cheng Yi) Men (door) Li 
(standing) Xue (in snow)” and “Ru 
(like) Mu (bathing) Chun (spring) 
Feng (breeze)” have become 

legendar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The first story tells of how a 
couple of students went to see 
Cheng Yi. Cheng was sitting there 
mediating with his eyes closed. 
They respectfully stood outside the 
door in the severe snowy weather. 
When Cheng woke up, the snow 
was already one foot deep. They 
second story describe how Cheng 
Hao’s students felt  that they 
learned from him as if they were 
bathing in a spring breeze.

The Cheng brothers authored 
m a n y  w r i t i n g s .  T h e y  o n c e 
described their own experiences, 
“We studied under the direction of 
Zhou Dunyi. He often told us to 
find what Confucius and Yan Hui 
were content with and why they 
were happy.” They believed that 
assimilation to the Tao (heavenly 
principles) and unity of heaven and 
man are where spiritual happiness 
lies. Cheng Yi wrote, “Heavenly 
Tao and heavenly principles are 
the fundamental causes for the 
creation of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They are inside everything 
and also above everything. Every 
existence has its own course. 
Why the sky is high above, why 
the earth is deeply beneath, why 

everything exists as it naturally 
does, they all have their own 
causes.” “A sagacious person 
follows the heavenly principles 
and also wants all living beings 
to follow the same.” Cheng Hao 
wrote in his poem, “Observing all 
things in tranquility, one will find 
joy and interest in each, everything 
feels and enjoys the four seasons 
as humans do. Tao reaches heaven 
and earth and beyond any material 
existence, ever-changing thought 
is as unpredictable as wind and 
clouds.” He understood Tao’s 
stateliness and sublimity. His joy 
lay in knowing the spirit of heaven 
and earth, and the thoughts of the 
immeasurable sentient beings, as 
well as everything in the universe. 
He also wrote the poem, “It has 
separated from the secular world 
that is thirty miles away. The 
white clouds and red leaves are 
floating far and near.” (“Autumn 
Moon”) The poem of “The clouds 
are leisurely reflected in the water; 
the sound of spring water flowing 
naturally comes in the quietness.” 
(“Walking on the Moon Slope”) 
depicts Cheng Hao’s inner peace, 
indifference to fame and interest, 
and calmness.

There is an ancient saying, 
“Only by not pursuing glory and 
wealth can one have great ideals, 
only by being in peace at heart 
can one think and see far ahead.” 
There were many individuals with 
high virtues in history, who were 
practitioners and promoters of the 
truth and heavenly principles, as 
well as exemplary individuals of 
personal cultivation. Cultivators 
have their own pleasure from 
cultivation. Cultivation in itself 
is a pleasure to them. They look 
lightly at poorness, richness, and 
nobility, as they want to cultivate 
away all kinds of material desires 
and human attachments, keep 
their inner peace, and feel fulfilled 
and contented. Their happiness 
is in their knowing the heavenly 
principles, understanding the truth 
of the universe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in having a bright future! 
The ideal of “being content with 
poverty while happily pursuing 
the Tao” symbolizes their pursuit 
for a sublime, spiritual realm. 
Regardless of what circumstances 
they are under, they firmly hold 
onto their inner noble characters 
and pursue the truth without 
reservation or slacking off!

淺談傳統理念
安貧樂道(下)

The ConCepT of “Being ConTenT wiTh living minimally 
and happily pursuing The Tao” (parT 3)

二程安貧守節

 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程

顥、程頤兄弟二人，「力學好

古，安貧守節」，雖然個人經歷

不同，卻都一生學而不厭，誨人

不倦，追求共同的理想。程顥歷

任地方官，書「視民如傷」於座

右自警，又婉拒宰相呂大防贈他

百匹高檔精美絹帛，說何只我

窮，「天下之貧者亦眾矣」，每

於公事完畢，即親自教學傳道；

程頤曾教皇帝讀書，向哲宗提出

了君子應重視「涵養氣質，薰陶

德性」，常接近品行高尚，敢於

當面規勸君主之過失之人。這些

都反映了他們二人不以自處清寒

為意，而以百姓疾苦為念。二人

後來因觸怒權貴而辭職回鄉。

二程在為學、為政與做人

等方面都表現出高尚的道德風

範，認為教育最高目的要使受教

育者循天理，仁民而愛物，謹

守綱常。他們的生活狀況雖然

時常「蔬菜不繼」，但從不「輟

教」，名節廣傳，故士子從其學

者無數，甚至不遠千里而來，著

名的「程門立雪」和「如沐春風」

的典故更被後人傳為佳話。

二程著作甚豐，曾自述：

「昔受學於周敦頤，每令尋孔顏

樂處，所樂何事？」認為心靈得

道，天人合一的境界，乃是精神

上樂趣之所在。程頤寫道：「天

道、天理，是創造萬事萬物的根

源，它在事物之中，又在事物之

上。事事物物都有其規律，天之

所以高，地之所以深，萬事萬物

之所以然，都有其理」、「聖人

循天理而欲萬物同之。」程顥在

詩中寫道：「萬物靜觀皆自得，

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

外，思入風雲變態中。」感悟道

的莊嚴崇高，「樂」在於通於天

地精神，乃至通於無量眾生之

心，通於宇宙萬事萬物，他還

寫道：「隔斷紅塵三十里，白雲

紅葉兩悠悠。」（〈秋月〉）、「水

心雲影閒相照，林下泉聲靜自

來。」（〈遊月陂〉），表現出其

心境的寧靜、淡泊和從容。

古語云：「非淡泊無以明

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歷史上

有許多道德高尚之人，都是真理

和道義的實踐者、傳播者和修身

的典範。修道人有修道人的樂

趣，本身就是樂在其中，看淡

貧、窮、富、貴，修去各種物慾

及人的執著，保持內心世界的祥

和、充實和自得。樂在明理，明

瞭宇宙人生真相，前程一片光

明！「安貧樂道」理念彰顯出一

種對高尚精神境界的追求，無論

身處任何環境都要堅持道義，堅

守心靈深處的高貴，義無反顧地

追隨真理，永不懈怠！

The Cheng Brothers 
Kept Their Noble 
Characters Amidst 

Poverty

溪隱圖（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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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劇名段「報燈名」出自京劇《打龍袍》。《打龍袍》的

故事源於清朝石玉昆的名著《三俠五義》，演的是宋仁宗出

生後，被劉皇后狸貓換太子的民間傳說，最後，包拯借元宵

節觀燈之際，讓宋仁宗明白了真相，於是迎生母李妃還朝。

文 / 園丁

「報燈名」正是《打龍袍》第

二場裡燈官的數板台詞：「尊萬

歲在上聽，細聽我燈官報花燈：

一團和氣燈，和合二聖燈，三羊

開泰燈，四季平安燈，五子奪魁

燈，六國封相燈，七子八婿燈，

八仙過海燈，九子十成燈，十面

埋伏燈……」

台詞不長，卻字字有出處，

句句有典故。

 和合二聖
傳說唐朝有一個僧人隱名埋

姓，在貞觀年間，隱居浙江天台

山修行，後來在蘇州普明塔院

（今寒山寺）任住持，後人稱他

寒山，他修煉圓滿後，被稱為和

聖。另一個同期僧人也無名，原

來是被國清寺豐干禪師撿回來的

棄兒，故名為拾得，曾在國清寺

當和尚，後來到蘇州明塔寺院與

寒山成為至交。他們二人經常結

伴雲遊四方，拾得修煉圓滿後，

被稱為合聖。清朝雍正年間，他

們被皇帝追封為和合二聖，主管

和平、婚姻等；在民間，把他倆

尊為神仙，象徵和睦、和氣、吉

祥、萬事如意。

關於他們傳說和修煉佳話，

流傳至今的有不少，在此只介紹

「忍耐歌」中的幾句，即：昔日

寒山問拾得曰：「世間謗我、欺

我、辱我、輕我、賤我、騙我，

如何處治乎？」拾得云：「只忍

他、讓他、由他、避他、耐他、

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幾年你且

看他。」他們的這番對話，講出

了修煉人的大忍之心。

 三羊開泰
即三陽開泰，三陽，按《易

經》推算是正月。三陽開泰已經

是句成語，即春天開始，欣欣

向榮之意。三羊開泰用於歲首

祝福，象徵吉祥如意。在《說

文解字》裡說，古文的「羊」字

與「祥」字相通。我們不妨再

引申，中文「美」和「善」二字

中都含有「羊」字，古人將肥羊

（大羊）稱作美，所以三羊開泰

表示吉祥如意、和善美好。

 四季平安
這也是吉祥話，中國自古

以來，也有用圖

紋、繪畫和器皿

來表達此意的，

如：繪有四季花卉

的瓷瓶、國畫等。一

般花卉圖案，用蘭花或

玉蘭代表春天；用蓮荷

代表夏天；用菊代表秋天；

用茶花或梅代表冬天。

 五子奪魁
源於五子登科。這裡有一

個典故，據《宋史 ‧ 竇儀傳》

記載，唐朝武則天建立後周

時，在燕山府有個竇禹鈞在朝

為官，他有五個兒子，名字分

別叫儀、儼、侃、偁、僖。其

品學兼優，都應科及第做官，

儀 —— 官禮部尚書；儼 —— 官
禮部侍郎；侃 —— 官補闕；

偁 —— 官議大夫；僖 —— 官起

居郎。當朝侍郎馮道賦詩讚曰：

「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靈

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竇禹

鈞長壽，82 歲無疾終。《三字

經》裡也有記載，即「竇燕山，

有義方，教五子，名俱揚」。

 六國封相
這是春秋戰國時期的事。

在中國歷史上，春秋時期諸侯

國有五霸主，即：齊桓公、晉文

公、秦穆公、宋襄公、楚莊王；

到了戰國時期有七雄，即：秦、

楚、燕、韓、趙、魏、齊，其

中以秦國勢力最強，秦要兼併

其他六國，這時洛陽有個人叫

蘇秦，遊說六國聯合起來對抗

秦國，這在歷史上稱為合縱，

於是蘇秦得到六國國君信任，

掛六國相印。

 七子八婿
唐朝有個大將軍，名叫郭

子 儀， 在《舊 唐 書 ‧ 郭 子 儀

傳》裡說，他有八個兒子、七個

女婿，都很有出息，都在朝廷

做官。後來演變為以七子八婿

來形容後代很多，且都出人頭

地。而七子八婿也常被用於吉

祥燈名。

 八仙過海
這是中國古代流傳最廣的

民間傳說，在明朝以前，八仙

是哪八仙，人名變化較多，說

法不一。直到明代吳元泰的《八

仙出處東遊記》問世後，才將八

仙確定下來。吳元泰對八仙名

列排序是：鐵拐李、漢鍾離、

藍采和、張果老、何仙姑、呂

洞賓、韓湘子、曹國舅。中國

有句成語叫「八仙過海」，也有

個諺語叫「八仙過海，各顯神

通」。

 九子十成
中國歷史在遠古時期，沒

有文字記載，是靠民間傳說。

相傳在三皇五帝時期，五帝

的最後二位是堯、舜。堯傳位

於舜，舜有九子，均有德、有

為，他們父子共同治理天下，

於是國泰民安。此事在後來的

《呂氏春秋》卷一 —— 〈去私〉目

下有這樣的文字記載：「堯有子

十人，不與其子，授舜。舜有

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

公也。」文中「不與」是「不傳

位予」的意思。

 十面埋伏
在楚、漢相爭時，韓信在垓

下聚兵百萬，在九里山設十面埋

伏，打敗了楚霸王項羽，項羽在

烏江自刎。京劇有《霸王別姬》、

琵琶曲有〈十面埋伏〉都是以這個

歷史故事為題材而創作的。

秋江

夜讀

文 / 軼飛

秋風搖動蘆荻花，

亂山萬點歸暮鴉。

江天隱隱漁燈小，

五湖煙霞可泛家。

文 / 軼飛

小院風枝搖參差，

正是秋窗月上時。

誰遣雲開清光瀉，

寂照幽人夜讀詩。

詩情
畫意

FOTOLIA

ILLUSTRATION：WINNIE WANG

和合二仙圖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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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羊開泰圖（公有領域） 

 竇燕山教子圖（公有領域）

尊萬歲在上

聽，細聽我燈

官報花燈：一

團和氣燈，和

合二聖燈……

誣陷朝臣 罄竹難書
來俊臣以滅族為能事，他

通常先引導人承認自己犯了反

叛的罪名，然後奏請武則天下

令，再拿著武則天的敕書去審

問，被抓之人就會承認強加的

罪名，因為這樣做或許還可以

減免其他族人的死罪。

他誣告大將軍張虔勖、大

將軍內侍范雲仙，並將他們囚

禁在洛陽官署，施以酷刑。張

虔勖痛苦不堪，厲聲斥責來俊

臣，他自述戎馬一生，於國有

功，來俊臣卻命令衛士把他亂

刀砍死。范雲仙也痛訴自己歷

事先朝，不負皇恩，卻遭受不白

之冤和極大的痛苦，來俊臣則

下令割去了他的舌頭。士子和庶

民見到這些場景，紛紛嚇破了

膽，不敢再說話。

綦連耀與劉思禮等人對朝

政有異議，吉頊獲悉此事後，

告訴了來俊臣，結果幾十人受到

株連而被滅族。

如意元年（西元 692 年），

尚書狄仁傑、李遊道、袁智宏

等六位元大臣一同遭到酷吏的

誣告。來俊臣威脅狄仁傑，迫

使他承認莫須有的反叛罪，狄

仁傑嘆道：「大周革命，萬事維

新，唐室舊臣，甘願被殺，反叛

是實。」來俊臣才稍微從寬處

理。

來俊臣的判官王德壽想升

官，脅迫狄仁傑陷害禮部官員

楊執柔，狄仁傑誓死不從，他

一頭撞在柱子上，頓時血流滿

面，王德壽見狀，嚇得驚恐而

去。

當時，歸附中國的西突厥

可汗阿史那斛瑟羅家有位能

歌善舞的婢女，來俊臣為得

到她，就命自己的黨羽羅織其

反叛罪狀，最後西域數十位酋

長在朝堂上割耳破面，申訴冤

屈，才得以倖免滅族之罪。

天怒人怨 
酷吏身死族滅

來俊臣以告密、羅織罪名，

殺人為能事，陷害李唐宗親、

朝中官員、士庶，難以計數。後

來，他為竊取更大的權勢，連

武氏王族、太平公主等人也沒

有放過。武氏宗親和太平公主

深為恐懼，就聯手揭發他的罪

行，將他關進監獄，判其死罪。

武則天認為來俊臣有功於

國家，想赦免他，所以有司呈上

判他死刑的奏章，擱置了三天，

都沒有得到批示。宰相王及善

進言：「來俊臣凶殘貪暴，是國

家的大惡人，此人不除，必會動

搖社稷根基。」武則天遊覽宮

廷園林，又詢問宰相吉頊宮外

情況，吉頊說，宮外的人在議

論，為何處死來俊臣的奏章還

沒批下來。來俊臣貪婪成性，收

受的賄賂都可堆積成山；他濫

施酷刑，枉殺無辜，被他害死

的冤魂足可鋪滿道路。對這個

危害國家的惡人，還有甚麼可

憐惜的呢？

武氏重用酷吏 來俊臣剷

除異己，在招致天怒人怨後，

為收民望，只好下詔在街頭將

來俊臣斬首示眾、砍成肉醬。

為非作歹、殘害忠良的一代酷

吏，最終落此下場，可謂果報

不虛。

來俊臣是唐代武則天

時期的酷吏，曾陷害、殘

殺數千王公貴族、大臣。

來俊臣還將種種羅織罪名

的方法編寫成書，名為《羅

織經》。

編輯整理 / 林楓

酷吏來俊臣 作惡終遭報

「報燈名」京劇 
名段

裡的歷史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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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發生在八十年

代，我朋友老家的故事。這家

人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兄弟

一個個都是人高馬大、五大三

粗。在農村兒子多很占便宜，

一般人都不敢欺負，很有勢

力，然而這家人的命運卻非常 
坎坷。

三個兒子中的兩個相繼突

然去世，據說是患心臟病或腦

溢血之類的疾病。四、五年後的

一天，女兒的老公值班時被人殺

了，腦袋都被砍了下來。原本很

強勢的一家由於人丁凋零反而

倍受欺負。

現在要說的是這家人中

僅存的兒子。這個人農閒時喜

歡捉鱔魚、龍蝦、蛇等動物賺

些錢。夏季一天基本可以賺上

一、二百塊錢。奇怪的是，每

次賺了錢，過不了幾天，他老

婆就會莫名其妙的生病，花掉

的錢與他每次賺的錢數目大致

相當，屢試不爽，所以後來他

幾乎不再抓了。

我們在某人損失錢財時常

會說「破財消災」四個字來安慰

當事人，其實是有道理的。

按照福祿守恆的原則，破

財消災的原理其實就是把本來

要在其他方面遭受的損失（比

如疾病，官司等）轉化成錢財

的損失，而這兩種損失大致相

抵。

 所以古聖先賢不厭其煩的教

誨大家，不義之財不可取，取

來之後必遭橫禍。由於這個財

本來就不是你的，你占有了，

享受了，必然會在其他方面遭

受損失以達平衡。

眾所周知的《了凡四訓》

告訴大家，那些遭受奇冤而死

的，其子孫往往會驟然發福。

所以一時被人冤枉、一時吃些

虧，不必大呼小叫、憤憤不

平，是你的跑不掉。假如你起

而報復或不擇手段去獲取，拚

死拚活，最終得到的不過是你

本來就該得的東西。並且在不

擇手段爭取的過程中，又種下

了惡的種子，將來必然會承受

新的惡果（比如遭受法律制裁

等等）。

我們常在媒體上看到某某

大官被抓，他的老婆、子女和

親戚也連帶被抓，鋃鐺入獄。

當官本是件光宗耀祖之

事，不料到頭來卻拖累整個家

族。也有非常多人，父母很能

幹、占盡風光，子女卻一無是

處。相反的，很多貧寒一生的

人，子女卻很有出息。富不過

三代，是有一定道理的。

很多正當賺錢，甚至富可

敵國的人很重視花錢做善事，

比如比爾 · 蓋茨、李嘉誠等人

捐出了大量的錢給慈善事業。

這樣做，一方面固然是品德高

尚、宅心仁厚，另一方面也是

為自己和昆裔積德，好讓福澤

延綿，這個道理有點像大家現

在所講的「可持續性發展」。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

所伏」，盛極必衰，窮極思變。

人們總期盼能「五福臨

門」。 五福「一曰壽、二曰

富、三曰康寧、四曰修好德、

五曰考終命。」源自《 書經 · 洪
範 》，並非《新論十一 》所改過

的「壽、富、貴、安樂、子孫

眾多。」那是人們的奢求。

所以正確的解讀是長壽、

富貴、康寧、好德、善終。其

中「德」是「福」的原因，「福」

是「德」的結果。

源起於 
「黃鐘之律」的尺制 
《史記 ‧ 律書》：「王者制

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

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所

謂的六律，指的是音律。昔日

黃帝命伶倫作樂律，伶倫自解

谷砍來粗細適中的竹子，依據

鳳凰的鳴叫聲製作出十二支竹

笛，完成了十二律。為了保存

這十二個音，黃帝下令鑄造

十二個銅鐘呈現這些音律。

「黃鐘者，律之始也」，中

國古代的度量衡系統以「黃鐘之

律」為基準。奇怪！音樂與度量

衡是兩個毫不相干的領域，怎

麼能相提並論呢？所謂的「度」

指黃鐘的長度，「量」指黃鐘之

鑰的容積，「衡」指黃鐘的重量；

以樂器黃鐘作為度量衡的基

準，是中華文化的神妙之處，

其明確的說法首見於《漢書 ‧

律曆志》。

黃鐘為天統，管長九寸，

發出的聲音為宮音（do），「宮

立而五音形矣」。在《管子 ‧

地員篇》首見以數理的方式談論

五聲的定律方法，稱為「三分

損益法」。以九寸長的黃鐘律

管為基準，輪流乘上 2/3（三分

損一）與 4/3（三分益一）分

別求得各律管的長度，產生商

（re）、角（mi）、徵（sol）、羽

（la）四音；五聲便確立了。到

了《呂氏春秋 ‧ 音律篇》，由

五聲擴展到十二律，構成先秦

時代的音律之學。《國語‧周

語下》：「凡神人以數合之，以

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

也。」說明了「律」與「數」的

關係。學者指出當兩個高低不

同的聲音合在一起，要令人感

到和諧悅耳，兩根弦的長度就

需為簡單的整數比，例如 4：

周亞夫擔任河內郡守時，

許負為他看相說：「您三年後

會封侯，封侯又八年後會擔任

將軍和丞相之職，掌握國家政

權，地位尊貴，無人可比；但

是再過九年，您將會餓死。」

周亞夫笑說：「我的哥哥

（周勝之）已經繼承侯位了，

就算他過世了爵位也是傳給兒

子，豈會輪到我？話又說回

來，既然我能像你說的這般尊

貴，又怎麼會餓死呢？請你告

訴我。」許負指著周亞夫的口

說：「有縱理入口（法令紋向

下延伸入嘴巴），這是餓死之

相。」

後來絳侯周勝之因犯殺人

罪而被廢除侯爵，漢文帝另選

周亞夫接續爵位，應驗了許負

的封侯之說。當時匈奴勢力強

大，時常侵犯邊塞，周亞夫被

派遣駐守細柳。文帝親自到細

柳營慰勞將士時，被全副武裝

的官兵擋駕，表明：「軍中只聽

將軍號令，不聞天子詔令。」待

周亞夫下令開營門，官兵又言：

「將軍有規定，軍營內不准驅馬

奔馳。」文帝車駕只好緩慢駛

入。見到周亞夫後，周亞夫手

持武器，拱手作揖說：「武裝將

士不跪拜，請求以軍禮相見。」

文帝歎道：「此真將軍矣。」後

任命他為中尉，掌管京師治安。

文帝將要去世時告誡太子

說：「若有危急之事，周亞夫

可承擔重任。」景帝三年（前

154 年）爆發七國之亂，周亞

夫由中尉升任太尉（最高軍

事長官），受命出兵弭亂。在

整體戰略上，周亞夫先讓梁國

與敵軍正面交鋒，而後乘機斷

絕敵方糧道；過程中多次不顧

梁王的緊急求援，最終雖然成

功平亂，卻也使得梁王對他挾 
恨在心。

景帝五年（前 152 年），

周亞夫升任丞相，深受倚重，

在政事上幾次與景帝的意見

相左，加之梁王經常聯合竇太

后批評周亞夫，使得景帝開始

疏遠他。後來匈奴王唯徐盧等

五人投降漢朝，景帝不顧周亞

夫反對堅持封他們為侯，以鼓

勵後來的人，周亞夫即稱病不

上朝，然後就被免職了。不多

久，周亞夫的兒子為父親買了

五百件殉葬用的盔甲盾牌，因

為不給雇工搬運的工錢，被上

告要叛變。周亞夫受牽連下

獄，被捕時原想自殺，被夫人

制止了，就連續絕食五日，最

後吐血而死。周亞夫的法令紋

深刻分明，所以治軍嚴謹，堅

守原則，性格剛硬；但因「縱

理入口」，未得善終。（見《史

記‧絳侯周勃世家》）

餓死相：縱理入口     編輯整理/史鑑

在建築或器物的美學

設計上，西方有所謂的黃

金比例，東方則有魯班尺

作原則。魯班尺是中國傳

承二千多年的技藝，不僅

講究和諧之美，還兼具風

水術與音律學的內涵，蘊

含著東方獨特的美學。

福祿守恆定律編輯整理/宋伂文

文/紫翎

3、3：2 及 2：1。中國三分損

益法中三分益一（乘 4/3）的定

律之法，所增比例就是 4：3，
這個和諧的比例日後也影響著

魯班尺的尺寸原則。

夏商周三代是中國度量衡

制度逐漸建立的時期，而「度量

衡三者法制皆出於律」。吳承

洛《中國度量衡史》說道：中國

古代尺制自周代中期以後已不

統一了。木工因農業而興起，

加之周代營邑立城的發達，所

用尺制自成一個系統，曰木工

尺。當時世稱東周魯國公輸般

（魯班）為木工之聖，故又稱 
魯班尺。

魯班尺 
蘊含的風水術數

清《欽定續文獻通考》中

記：「商尺者，即今木匠所用

曲尺，蓋自魯般傳至於唐，唐

人謂之大尺，由唐至今用之。」

明《新鐫工師雕斫正式魯班木

經匠家鏡》載：「魯般尺乃有曲

尺一尺四寸四分，其尺間有八

寸，一寸堆曲尺一寸八分；內

有財、病、離、義、官、劫、

害、本也。凡人造門，用依 
尺法也。」

魯班尺因是師徒代代相

承，少受朝代更替影響，故自

魯班相沿而下從無變更。魯班

尺不同於一般的尺子，而是在

營造上用來趨吉避凶的工具。

風水除了講究負陰抱陽、

巒頭形勢及理氣之外，建築尺

寸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如《陽

宅十書》云：「門戶通氣之處，

和氣則致祥，乖氣則鑿戾，乃

造化一定之理，故古先聖賢製

造門尺，立定吉方，慎選月

日，以門之所關最大故耳。」說

明「開門」是一大重點。魯班尺

是造宅、造門及器物、家具尺

寸的依據；總長一尺四寸四分

（唐尺，合 42.76 公分），分為

八格，依次刻著財、病、離、

義、官、劫、害、本八個字，

每個字下面又分為四小格，共

有三十二個意義。一般來說每

逢財義官本四字的尺寸為吉，

其餘為凶；但在實際運用上，

八個字各有其適用之處，例如：

病字宜用於廁門，官字忌用於

民宅大門等。

門要開得好，魯班尺須

與曲尺配合使用。魯班尺八寸

為一尺，曲尺十寸為一尺，一

寸魯班尺等於一寸八分曲尺，

而《魯班經》中所言尺寸皆以曲

尺為準。吉門的尺寸採雙雙制

約，也就是說除了要合於魯班

尺的吉字外，同時還要壓在曲

尺「紫白九星」的白星上（九星

為一白、二黑、三碧、四綠、

五黃、六白、七赤、八白、九

紫） ，俗稱「壓白」。以門寬

二尺一寸為例，該尺寸落在魯

班尺的義字和曲尺的一白上，

稱為「義門壓一白」，是最吉

之門。義字下還細分有添丁、

益利、貴子、大吉四種意義，

尺寸餘數落在貴子上，「義門貴

子」，代表子孫可以出人頭地。

魯班尺的尺制是從中國

古代的黃鐘律所演變而來的，

不僅和諧成局，還包含八卦五

行、九宮色彩與吉凶判斷，它

是傳承二千餘年的技藝，是東

方博大精深的美學。

法令，指鼻翼兩側到

嘴邊的紋理，又稱縱理、

騰蛇、金縷、壽帶，主管

號令之位。深長開闊者，

統御威嚴，令人誠服，若

紋路入唇，則為餓死相。

魯 班 尺
趨吉避凶

魯班尺、城牆、縱理入口：網絡圖片 ;其他圖片：FOTOLIA

編輯整理/夏泠

東漢穎川（今河南省許昌

縣）人荀巨伯，去遠方探望生

病的朋友，剛好遇到北方胡人

來攻打郡城。

朋友對他說：「我是快死的

人了，你趕快走吧！」

荀巨伯回答：「我從這麼遠

的地方來探望你，你卻要我離

開，這種貪生怕死又敗壞道義

的行為，哪裡是我荀巨伯所能

做得出來的事呢？」

胡人攻入城以後，見到荀

巨伯說：「我們的大軍一到，

全城的人都逃走了，你是甚麼

人，竟敢獨自留在這裡？」荀巨

伯回答說：「我的朋友生病了，

不忍心拋齊他，寧願用我的身

軀來換取朋友的性命！」

賊兵聽了相互說道：「我們

這些無義的人，竟來攻掠這個

講究道義的國家！」於是整個軍

隊撤離郡城，全城因而獲得保

全。

《世說新語》之《荀巨伯遠看

友人疾》原文：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

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

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

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

豈荀巨伯所行邪？」賊既至，謂

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

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

「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

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

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

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全。

道義之心 解一城之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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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

測

【牡羊座】(3.21-4.20)

本週幸運日：週六

整體運勢：

本週牡羊座日子過得可

不怎麼輕鬆，常常是東忙西跑的。週

日到週二，為事情忙進忙出，或是因

事外出去這去那，東奔西跑的時候，

最好能沉住氣，不急不趕，才能更順

利地搞定一些事。週三週四，事多，

這兒那兒的小狀況不少，心情容易

鬱悶的兩天。週五週六，不想那麼

累，想對自己好一點，給自己放個小

假，調整一下身心吧！

【金牛座】(4.21-5.20)

你本週幸運日：週日

整體運勢：

本週金牛座運勢漸弱。

週日到週二，小目標的實現，提升了

你的自信心；果敢無畏，勇挑重任，

身邊人都對你豎起大拇指。週三週

四，在幾件事上花費不少時間和心

思，得按部就班的一步步來，急不

得。週五週六，熟識的某人，近來

過得不大順心，你會關心那人的狀

況，對方碰到的事會波及到部分金

牛座人，從而間接受影響。

【雙子座】(5.21-6.21)

本週幸運日：週三

整體運勢：

本週雙子座懂得勞逸

結合，小日子有滋有

味的。週日到週二，時

間上比較自由，沒什麼特別要趕的

事務，可清閒度過這段時間。週三

週四，忙完自己的事，會專門花時

間、花心思幫朋友排憂解難；狀態

滿分，做事有效率，同時還能保證

完成的品質。週五週六，會被某件

事或某個狀況折騰到，容易累，心

情指數也不再像之前那樣高漲。

【巨蟹座】(6.22-7.22)

本週幸運日：週五

整體運勢：

本週巨蟹座運勢逐漸迎

向明朗。週日到週二，無奈的情形

漸多，有種事事不順心的感覺，好幾

次因一些狀況影響當時心情，狀況

大小因人而異，有的巨蟹座碰到的

問題比較嚴重，有的則是比較小的

狀況題。週三週四，充足的休閒時

光，幫助你放鬆心情，排解壓力。週

五週六，大事小事你都格外認真，

極少出差錯。

【獅子座】(7.23-8.22)

本週幸運日：週五

整體運勢：

本週獅子座的生活苦中

有樂。週日到週二，私事掛心，影響

你工作/學習時的效率；別人越是催
你做事，你就越容易因手忙腳亂而

出錯。週三週四，不少煩心事影響了

清閒度日的興致，煩心事多半跟人，

跟錢有關。週五週六，日子變得有

點變化，有點意思，好幾次盡享悠閒

時光，不是一個人不受打擾地做著

自己喜歡的事，就是優哉遊哉地出

門逛逛。

【處女座】(8.23-9.22)

本週幸運日：週三

整體運勢：

本週處女座很難保持良好

的工作狀態，心思容易隨著外界人

事物的影響而起伏波動。週日到週

二，在意幾件事，會花不少時間在

那上頭（或是關注），其中有件比較

煩心的，多半跟你熟識的人有關。

週三週四，埋頭做事，專注其中，不

容易受旁邊的人事物干擾。週五週

六，臨時出現的小狀況，擾亂了你原

有的計畫、安排，導致這兩天的你

難以提振情緒，對什麼事都一副心

不在焉的樣子。

【射手座】(11.23-12.21)

本週幸運日：週六

整體運勢：

本週射手座的運勢可謂

苦盡甘來。週日到週二，要忙的事情

一件接一件（或約定，行程多），經

常沒法好好休息，身心俱疲的感受

日益明顯。週三週四，未了的事務暗

示你：不完成就別想著玩樂的事情！

再多抱怨也沒用，抓緊趕工吧！週五

週六，費時費力處理一件（些）事，

好在最後的結果令你相當滿意。

【魔羯座】(12.22-1.20)

本週幸運日：週一

整體運勢：

本週魔羯座心情不佳，

常有煩惱。週日到週二，自律性極

強，即使有再多「誘惑」，你也會克

制自己，盡力去實現目標。週三週

四，總有些事得你親自跑一趟或親

自出面處理，有的是小事，有的則是

滿在意的事（包括約定）。週五週

六，常會因一些狀況，心情陷入低

谷，有的也是因為別人造成的，人際

互動上常得耐著性子。

【寶瓶座】(1.21-2.18)

本週幸運日：週日

整體運勢：

本週寶瓶座的運勢不是

很理想。週日到週二，會因特別的

原因，去些地方或是去做些事，以

新鮮有意思的經驗居多。週三週

四，見人有難，你絕不會袖手旁觀，

挺身而出才是你的風格；某事讓你

大傷腦筋。週五週六，未了結的事

情還很多，不肯花時間，又懶得付出

心思，結果只能是一拖再拖。

【雙魚座】(2.19-3.20)

本週幸運日：週三

整體運勢：

本週雙魚座運勢並沒有

太給力。週日到週二，有

放心不下，一直懸在那兒

的事，沒告一段落之前，沒辦法真的

輕鬆起來。週三週四，在你強大自

制力的作用下，你的工作/學習都有
不小的進步。週五週六，複雜的人

際關係讓你倍感疲憊，處理不妥當

的話還會影響你的發展。

【天秤座】(9.23-10.22)

本週幸運日：週二

整體運勢：

本週天秤座運勢還是可

以的。週日到週二，會去些沒去過或

平常不會去的地方，收穫不少異於

往常的正面的、有趣的生活體驗。

週三週四，心頭一直掛念著某（些）

事，也常思考一件（些）事怎麼做

比較好，其中有的沒碰到過。週五

週六，某人或某事，你一想到就生

氣，眼不見心不煩，你儘可能躲得遠 
遠的。

【天蠍座】(10.23-11.22)

本週幸運日：週三

整體運勢：

本週天蠍座運勢逐漸朝

好的方向發展。週日到週二，一直有

事惦記著，放心不下，容易覺得身心

疲憊，常處在不想動、懶得動的狀

態下，但還有些事得硬著頭皮去做。

週三週四，頂住壓力，解決了棘手的

難題，你會受到大家的一致點讚。

週五週六，超前、超額完成任務，心

情大好，忍不住想呼朋喚友好好慶

祝一番呢！

十二星座本週運勢
（6月3日～6月9日）
文章來源：星吧(www.xingbar.com.tw)

測試結果

測試開始

來源：測試達人

你的哪點性格影響你的成功？

1.對於沒有把握的事情，你

不會輕易嘗試？

A. 是——轉第 2 題

B. 不是——轉第 3 題

C. 不一定——轉第 4 題

2.假如打小報告能升職，

你願意做這種事嗎？

A. 願意——轉第 4 題

B. 不願意——轉第 3 題

C. 不知道——轉第 5 題

3.早晨起床，你通常是以

甚麼樣的節奏開始一天的？

A. 很快起床刷牙洗臉——

轉第 4 題

B. 在床上磨蹭一會兒才起

A、天真
你過份的天真就是性格中的

包袱，天真是因為你始終堅持著

自己的理想。

天真是因為你總是相信這個

世界是像童話書中一樣的美好。

天真是因為你總是以為人人

都如你般天真。

天真是因為你總是以一種積

極向上的眼光來看待世界，明天

的太陽會更燦爛。

總之，你是把天真和聰明結

合的最好、最美妙的人。但實際

上卻常常因為天真把事情考慮得

太過簡單。

B、懦弱
成天混跡在各種熱鬧的地

方，來排解自己的寂寞，可是你

的內心始終都是別人無法靠近

的。

自己也很矛盾，埋藏了太多

的事情，自己其實也很苦，想找

個人傾訴，張了張嘴，卻又不知

從何說起。

於是索性笑一笑，沒有甚麼

大不了的。所以你不甘寂寞，卻

又真的很寂寞。

不敢直面寂寞，是因為你的

懦弱個性在作祟，懦弱是包袱，

害得你在很多事情上，不敢進不

敢退。

C、善變
如果有人覺得你冷漠，傲

慢，高傲，堅強，那你一定把對

方當成是泛泛之交；

如果有人覺得你可愛又好

玩，各種無厘頭，那你覺得對方

只是你的熟人；

如果有人覺得你很二，很

軸，很傻，很白癡，那麼你跟對

方的關係是好友；

如果有人覺得看著我蠻不講

理，胡攪蠻纏，折磨人，黏人，

愛哭，脆弱。那你一定是愛那個

人。

所以，你個性中的包袱是善

變，你會傷害你真正愛的人。

D、癡情
你脾氣很大，但只是對朋

友，因為那是對朋友的在乎。

你很喜歡隱藏自己，那是怕

被人看穿，只有身邊的少數人被

允許看透。

你很重友情，為朋友兩肋插

刀，對朋友的占有欲也非常強。

但是在愛情上，卻很死腦

筋。一旦全心全意愛上，結果是

難忘，而不是忘不了。對你來

說，個性上的包袱就是癡情。

人總是需要歷經風雨才能見到彩虹，人生的道路會有諸多坎坷，歷經坎坷才能離成功更進一步。

成功不會是天上掉餡餅般的降臨，總是要經過自己的努力奮鬥，稍有差池，可能就和它擦肩而過了，影

響成功的因素有許許多多，但是自身的因素卻是最大的。

一起做個性格測試，看看你的哪點性格影響你走向成功？

      床——轉第 5 題

C. 有條不紊地來——轉第

6 題

4.和別人相約見面時，你

會提前多少時間準備？

A. 提前半個小時——轉第

5 題

B. 提前十幾分鐘——轉第

6 題

C. 不一定——轉第 7 題

5.你喜歡平時購物就囤一

些日用品在家嗎？

A. 是——轉第 8 題

B. 不喜歡——轉第 6 題

C. 不一定——轉第 7 題

6.出差在外時，你到了目

的地會第一時間把返程票給預定

好嗎？

A. 會——轉第 7 題

B. 不會——轉第 8 題

C. 不一定——轉第 9 題

7.你充值話費時，會預存

多一點嗎？

A. 會——轉第 9 題

B. 不會——轉第 8 題

C. 不一定——轉第 10
8.如果你居住的地方經常

停水，你會有甚麼想法？

A. 很 惱 火， 但 也 能 忍

耐——A
B. 準備一些桶之類的東西

——B
C. 無所謂，熬熬就過去了

——轉第 9 題

9.每到黃曆新年前，你都

會提前很久去置辦年貨嗎？

A. 會——D
B. 不會——C
C. 基本就不辦年貨——A
10.高風險高收入的投資，

你願意嘗試嗎？

A. 願意——D
B. 不願意——C
C. 不知道——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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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北京郊外有一個

叫瓦家店的村子，村裡住著一

個姓錢的大戶人家，人稱「錢員

外」。這錢員外為人和善，尤

其對待在他家幹活的僱工，從不

吝嗇。

錢員外托銀假說酒

有一年，錢員外有事要帶家

眷去南方待幾個月。這一天，他

將在他家打零工的李某找來，對

他說：「李老弟，我們關係相處

不錯，我有點事託付給你，不知

你是否答應？」

這李某因排行第二，大家都

叫他李老二。李家貧寒，時常在

錢家找些零活幹，錢員外給的工

錢不少，一來二去兩家相處得非

常融洽。當下，李老二說：「錢

大哥，你有事就儘管說，我能

辦的事一定盡力去辦。」錢員外

說：「我有一批好酒，恐怕走後

被看家護院的家人偷喝了，想

放到你家保管，不知你意下如

何 ?」李老二說：「這點事，我

還當是甚麼大事，你放心走吧！

等你回來，我原封不動還給你就

是。」

錢員外讓家人把三十個封好

的酒罈送到李老二家。李老二把

這些酒罈擺到西屋的空房中，平

時用鎖鎖著。一晃，錢員外走了

兩個月了，李老二也從未動過看

看酒罈的念頭。

有一天，李老二想起了這

三十罈好酒，便去了西屋。酒罈

都用牛皮紙封著口，李老二用雙

手捧起一個酒罈聞了聞，沒有甚

麼味兒。他有些納悶，封得再嚴

實，也不會沒有一絲酒味啊？掂

量掂量有些沉，晃晃也聽不到酒

的聲音。

好奇心驅使李老二打開了酒

罈的封口，看著罈子裡的東西，

李老二半天沒回過神來。原來，

酒罈子裡裝的全是白花花的銀

子。李老二忍不住將所有的罈子

全部打開，足足有三千兩白銀。

李老二見財起貪心

天上真的掉餡餅了，李老二

看著這些白銀，抑制不住心中的

狂喜，開始盤算著如何將這些銀

兩占為己有。苦思冥想之後，他

有了辦法。你不是讓我保管的是

酒嗎？那就把銀子變成酒吧。他

買來好酒，灌到酒罈中，再把酒

罈原封不動地封好。

又過了幾個月，錢員外回來

了，李老二把這三十罈酒給錢家

送了回去。等李老二一走，錢員

外打開酒罈一看，白銀變成了白

酒，李老二把銀子掉了包。錢員

外又氣又急，那些銀子是自己一

生的積蓄啊。有心到衙門去告

他，可自己當初說好讓他保管的

是酒，他送回來的也是酒，這官

司還真不好打。錢員外只能啞巴

吃黃連，自己憋氣，沒有半年時

間就憂鬱而死。

錢員外一死，李老二就無所

顧忌了。他用那筆錢買房置地，

又娶了幾個小妾，過上了富貴榮

華的生活。

為愛兒不惜擲千金

沒過幾年，他的一個小妾懷

孕要臨產了。這一天，他突然做

了一個夢：他正在一個房間裡喝

茶，門突然開了，從外面走進一

個人，竟是錢員外。那錢員外肩

上搭著一個錢褡褳，笑呵呵地對

李老二說：「我來討債來了。」

他猛然驚醒，聽到一個女傭說：

「恭喜老爺，二少奶給您生了個

大胖小子。」

李老二原本無子，喜得麟兒

本是很高興的事，可一想到夢中

情景，總是不自覺的把兒子和錢

員外聯繫起來。不過，這個兒子

卻出奇的聰明、孝順，李老二請

了教書先生單獨教他。時間一

長，李老二慢慢就把夢中討債的

事淡忘了。

轉眼兒子十八歲了，進京趕

考一考即中，封了個七品官。李

老二設宴慶賀，親朋好友都來捧

場。席間一個人說：「如今時興

用錢買官。我看李兄你家也不缺

錢，不如花點錢給你兒子買個大

一點的官。如果你願意我可以給

你做引見人。」在座的人都說是

個好主意。李老二就動了心。

李老二花重金託人為兒子買

官。幾個月後，收了重禮的宰相

果真把李老二的兒子提拔成四品

官。李家自是歡天喜地。官做大

了，提親保媒的人也多了。可

是，兒子一個也看不上，就相中

了朝中一個大臣的千金小姐。

李老二擰不過兒子，只得又

花重金送禮，請媒人說媒，那女

方家總算同意了，可卻要了一大

筆彩禮。李老二花了許多錢，卻

也沒有辦法。

獨生子原是討債人

迎親的前夕，李老二越想越

高興，美滋滋的喝了幾杯小酒，

躺在床上睡著了。閉上眼，看

到錢員外笑呵呵地站在他面前：

「你欠我的債，我討了十八年，

總算要回來了，還帶了一點利

息。」說著伸手拍拍肩上的錢褡

褳，果然來時錢褡褳是癟的，現

在都鼓了起來。錢員外接著說：

「債也討完了，我也該走了。」

李老二猛然驚醒。此時，一

個傭人慌慌張張跑進來說：「老

爺，不好了，大公子不行了！」

李老二三步併做兩步跑到兒子房

間，兒子已經死了。李老二跌坐

在地：原來，果然是錢員外托生

成他的兒子來向他討債。

想想從兒子出生，他為兒子

請教書先生、趕考、買官、定親

足足花掉三萬兩白銀不止，怪不

得錢員外臨走說還帶了一些利息

呢。悔不該當初一念之差，如今

落得個人財兩空，可世上哪裡來

的後悔藥呢？

從此，當地多了個瘋子，見

人就絮絮叨叨講他貪心昧財遭了

報應。

天堂與地獄到底存不存在？

人類的爭論從未停止過。前蘇聯

地質學家狄米爾 ‧ 阿撒哥夫博

士說，作為一個無神論的共產國

家的科學家，以前從不相信天堂

地獄之說，但自從柯拉超深孔神

秘事件後，他開始確信，地獄真

的存在。

上世紀 60 年代，前蘇聯計

劃實施一起科學深鑽工程，鑽孔

深度到達地球外殼與內殼之間的

界線。鑽探地點設在人跡罕至的

帕欽加地區。

鑽探工作於 1970 年 5 月 24
日開始，到 1983 年，該井的鑽

探深度已經達到了 12,000 米。

到 1993 年，鑽探深度 12,262
米。該鑽孔被稱為柯拉超深，為

當時世界最深的超深孔，並成為

世界第一個深部實驗室。

令人費解的是，這個超深孔

洞的最後 262米花了整整十年，

期間出現了很多科學無法解釋的

現象。

科學家表示，鑽探超過 3

千米深就會出現一些奇怪現象，

鑽頭會融化到地下某些非常熱的

物質中，雖然鑽頭的熔點幾乎等

於太陽表面的溫度，有時候鑽頭

被墜了下去，拉出來的只剩下鋼

絲繩。柯拉超深井在鑽探過程中

就曾發生多次鑽柱脫落事故，

1994 年官方宣布停止鑽探。

官方給出的理由是經費不

足。但據內部人員透露，真正的

停鑽原因是因為在鑽探過程中出

現的一些超自然的現象。

鑽井技術人員確信：「根本

不存在經費問題，而是由於有

『妖魔』從井底出來，鑽探工作

不得不停止進行。」

當時芬蘭有一家報紙報導了

這個消息。報導引述了前蘇聯

著名地質學家狄米爾 ‧ 阿撒哥

夫博士的話。他說：「鑽探開始

時一切十分正常。但到了大約 9
英里深，那個鑽探機器突然轉得

異常劇烈，顯示出地底下有一個

巨大的空間。」

當時的溫度感應器顯示，那

裡的溫度高達華氏 2 千度。「而

當我們將鑽探針收上來時，更嚇

一大跳的是，隨著那洞口噴出的

高溫氣體，一頭長有獠牙，眼神

充滿邪惡的巨大怪物，從裡面飛

出來，它就像一頭發狂的猛獸，

不停高聲尖叫，轉瞬間便飛走

了。」

他說：「在場一些工人見了

嚇得轉身就跑，但我們決定留

下，希望找出一個究竟。我們將

一臺拾音器吊下洞裡去，這種拾

音器原本是設計用來收聽地殼移

動的聲音。但奇怪的是，從喇叭

傳來的不是地殼移動聲，而是人

類的慘叫聲。最初，我們還以為

是儀器本身出了毛病，但當我們

調整過後，卻證實那些聲音的確

是來自地底。它不單是一個人的

叫聲，而是千千萬萬人的哀號呼

救聲。」

有參與鑽探工作的技術人員

說：「聽到的聲音就像是地獄中

罪人的呼叫，隨後，突然聽到一

聲自然界從來沒有聽到過的強烈

爆炸聲。之後，數天裡再也聽不

到任何聲響。」

狄米爾‧阿撒哥夫博士說：

「幸好，我們當時已將這些哀叫

聲用錄音機錄下，證明我們並非

無中生有。我們現已將那個洞口

封好，留待有關方面調查。」

這位前蘇聯地質學家最後

說：「我過去不相信有天堂地獄

之說，但作為一個科學家，我現

在卻不能不確信有地獄存在。不

用說，我們都對此種發現感到萬

分震驚。但我們確信所見所聽

的，絕非幻覺，而我們也絕對肯

定，我們已打開了地獄之門。」

地心神秘聲音來自地獄？

文 / 青蓮　圖 / FOTOLIA

以前常常聽老人講，誰

誰家的孩子花了多少多少錢

培養，或是生病花光了家裡

所有的積蓄，結果年紀輕輕

的就死了，這是來討債的，

這家父母上輩子或這輩子欠

了這孩子的。過去老人們的

話，大都不是憑空說的。

為討債而來的兒子

錢員外把三十個封好的酒

罈送到李老二家託其保管

這批好酒，而其實酒罈裡

裝的並不是酒，而是白花

花的銀子。

前蘇聯曾打開「地獄之門」，萬米地下傳出有成千上萬的人的哀號呼救聲。

文 / 幽夏

敘 利 亞 阿 勒 坡

（Aleppo）的西北部有一
座安達拉神廟（Ain Dara 
temple），已經有好幾千年
的歷史。考古學家表示，這

座神廟存在於西元前 1300
年至西元前 740年之間，
推斷其建成時間比著名的

所 羅 門 聖 殿（Solomon's 
Temple）還早。

敘利亞神廟
的巨人腳印

1955 年，考古學家發現安

達拉神廟遺址，在隨後的挖掘中

發現，它的石頭地面上有 4 個

巨大的腳印，每個長度約 1 公

尺。其中有 2 個位於入口門廊

處，呈左右並排狀；另一個在這

2 個前方；還有一個在大廳入口

處。 2 個單一腳印分別為左腳

和右腳，兩者相距約 9 米。特

別像是一個巨人一步跨出的痕

跡。有研究者認為，如果一步的

距離可達 9 米的話，那這個人

的身高，應該有 20 米左右。

 伊斯蘭教的《古蘭經》中曾記

載過有一個 AAD 國，是個巨人

族。這些人很高，身體很寬，力

氣非凡，能用一隻手將大樹拔

起。

據 New Nation 網 絡 新 聞

社 2004 年報導，在沙烏地阿

拉伯東南部的油田勘探中，

ARAMCO 曾發現一個巨人骸

骨。考古學家相信這個巨人骸

骨屬於《古蘭經》中記載的 AAD
國人。那麼，安達拉神廟前的巨

人腳印是否也驗證了巨人族存在

的事實？

敘利亞安達拉神廟遺址一角。 
（Odilia/WILKI/CC BY-SA）

神廟中的神秘大腳印，足足一米

長。（Odilia/WILKI/CC BY-SA）

文 / 藍月



看廣告 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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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小說A8 www.kanzhongguo.com   VISION TIMES2018年 5月 31日—6月 6日     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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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回

初見大哥情義淳 
告別賈府前路闊

第二天早晨洗漱時，黛玉問

紫娟：「如何智取？想好了嗎？」

紫娟說：「吾已成竹在胸，保證

手到擒拿。只是天機不可泄露，

你就靜候佳音吧！」黛玉笑笑

說：「還滿嘴文縐縐的。」「跟

你這個才女這麼多年，再笨也能

學幾句。我到樓下看看堂兄來了

沒有？」到大門口張望了一會，

又跑回來。黛玉說：「往日你是

個慢性子，這幾天總是火急火燎

的。你想，堂兄就是一大早來，

這三十里路，現在也趕不到。你

就安安心心吃個早飯吧。」早飯

畢，紫娟又跑到大門口，只見老

遠一輛雙騾大馬車向這裡駛來。

仔細一瞧，趕車的人正是堂兄。

紫娟十分高興，忙迎了上去。

「大哥，你們辛苦了，來得還算

早。」大哥說：「說你有急事，

雞叫頭遍就往這裡趕。」兩個後

生從車上跳下來。堂兄說：「這

是你們的姑姑，這是你的大侄

子、二侄子。」雙方見面施禮。

堂兄說：「我怕人手不夠，把他

們也帶來了。」「太好了！辛苦

了。進來吃飯吧。」進了飯店，

三人坐下，紫娟叫了三碗豆漿，

六根油條，三盤煎餃。說：「你

們吃吧，我吃過了，不夠再添。」

三人吃飯的功夫，紫娟走到櫃

臺前，說：「大叔，這回有現錢

了，請您再開個房間，就要我們

隔壁的那間。」說著遞過去一塊

銀子。

吃飯畢，四人上了樓，紫娟

把三人引到房間。黛玉連忙從床

沿上站了起來，此時，三人用異

樣的眼光望著黛玉，紫娟見狀愣

了一下，心想，姑娘是長得美，

但也不至於這樣。互相施禮畢，

紫娟對兩個侄子說：「你們先到

隔壁房內休息一會，我同你爹說

幾句話。」侄子走後，紫娟關上

門，三人坐在桌前，紫娟鄭重地

說：「大哥，這世上，我只有你

一個親人了，我必須把實情告訴

你。她就是我在賈府服伺的小

姐。賈府不是她的家，她的家在

南方蘇州。父母雙亡，從小被賈

府的老太太帶在身邊撫養，老太

太是她的外祖母，對她萬分疼

愛，吃穿用度都是賈府最好的。

難免遭人嫉妒。她又體弱多病，

又加上生了些閑氣。前一陣子犯

了病，大口吐血，死了過去。那

時，賈家的一個孫子正在辦喜

事，怕死人的晦氣沖了喜氣，還

嚥氣不到兩個時辰，硬是把她移

到一個廟裡。當天晚上霹靂震

天，大雨傾盆。一個響雷炸在房

頂上，她竟活了過來，我倆商量

一下，不願再回賈府，南方的老

家早已沒人了。就想投奔您，暫

住一段時間，再打聽南方老家

的情況，不知堂兄能否接納我

們。」堂兄聽得唏噓不已，聽到

最後幾句話，連忙說：「我家就

是你的家，怎麼說暫住？你們不

嫌棄，住一輩子，我也樂意。只

是我家茅屋低矮，飯菜粗糙，姑

娘去了，太憋屈了！」紫娟說：

「只要有個安身的地方，我們就

心滿意足了。」大哥說：「那好！

明咱們就回家。」紫娟說：「現

在姑娘死而復生的事，沒人知

道，若傳出去，恐怕要鬧得滿城

風雨。若傳到賈府，他們又會來

找麻煩。所以這件事千萬不能泄

露。大哥，你千萬不要告訴任何

人，對外就說是你的兩個堂妹，

同時伺候一個小姐，小姐病逝

後，在賈府無事可做，就都回來

了。」大哥說：「我懂，對！就

這樣。」「現在我叫柳丹，她叫

柳青。」「好！知道了。」紫娟

說：「大哥，我們還有一件要緊

事，你和大侄子要駕車到賈府跑

一趟。」

紫娟臨走，一再叮囑二侄

子：「你就在這房間裡歇著，放

機靈點，聽到什麼動靜出來看

看，千萬保護好隔壁的姑姑。」

三人出了大門，駕車直奔賈府。

到了大觀園的角門外，讓他們

坐在車裡等候，自己進了大觀

園。穿過大觀園，到了內府正

房。正好碰上李紈的丫頭素雲，

兩人親熱地打招呼。紫娟小聲

問：「你怎麼在這裡？璉二奶奶

在嗎？」「沒有，她病了，在家

躺著呢！」紫娟聽後竊喜，但隱

隱有些內疚，總覺得二奶奶的

病，與自己有關。沒法子！顧不

得這些了。壯著膽，向王夫人房

間走來。門口的兩個丫頭老遠就

給紫娟打招呼，紫娟說：「有勞

妹妹，給太太通報一聲。」一個

小丫頭轉身掀開帘子進去，不一

會小丫頭出來了，說：「太太讓

姐姐進去。」紫娟整理了一下衣

服，進了門。只見王夫人斜靠在

炕上，李紈站在炕前。紫娟忙給

二人行禮、請安。紫娟偷偷地瞄

了王夫人一眼，只見面有慍色。

只聽王夫人說：「你這幾日辛苦

了，又傷心痛哭，又惱怒泄憤，

林丫頭有你這忠實的奴才，是她

的造化。」紫娟聽這口聲，心想

那日的事，她全都知道了。我暫

且忍著吧，辦大事要緊。紫娟連

忙跪在地上，說：「太太是最仁

慈的。望太太原諒小人，那日事

情太急，小人一時想不通，就放

肆起來。事後，小人就後悔了。

我都不敢回府了，心想就死在

鐵檻寺算了。」說著，哽嚥了起

來，邊哭邊說：「想著自已從小

進府，主人沒有不對我好的，我

那日鬼迷心竅，失了本性，我罪

該萬死，我今天就是來賠罪的，

聽說二奶奶病了，我馬上到她那

裡去請罪。」王夫人看到紫娟誠

惶誠恐的樣子，心中的怒氣也消

了大半，說：「罷了，以後說話

謹慎些，別忘了自己的身份。二

奶奶那裡，你就別去了，她不想

見任何人。你還有事嗎？」紫娟

說：「差點忘了，還有件小事，

討太太、奶奶的示下。」「你

說。」紫娟說：「昨晚林姑娘託

夢給我，說她在那邊很好，什麼

都不缺，就是沒書看。要我把她

生前看的書送紿她，說是南門外

十里，有個河灣，那裡潔淨，叫

我到那裡去燒，也不知可有這個

地方。又說衣服倒不需要，但又

怕亂送人弄髒了，叫我連同她的

衣服一齊燒掉。」李紈說：「活

著時，沒有一日不讀書，死了，

還是愛書。」王夫人看了李紈一

眼，對紫娟說：「我正想過幾天

閑下來，去整理林姑娘的東西，

恰好你今天來了，既是她要，你

就去送吧。只是這書沉甸甸的又

要跑那麼遠，夠麻煩的。」紫娟

說：「她平日喜愛的書都裝在一

個箱子裡。我看見園子的角門

外，常有車子停在那裡，瀟湘館

離那角門近，不如就雇個車子送

去，太太看可好？」「行，你就

去辦吧，找兩個小廝幫你搬。」

又對李紈說：「你就陪她去一趟

吧。」紫娟說：「多謝太太！」忙

行了禮，轉身要走，又回來說：

「我今天興許無法燒完，那附近

正好有我一個遠親，萬一今日回

不來，我想今晚就住在她家。不

知行嗎？」「也好，你這一陣子

也累了，在親戚家多住幾天也

好。」紫娟又再三道謝，同李紈

一起向瀟湘館走去。路上，李紈

吩咐了一個丫頭幾句話，丫頭轉

身去了。

兩人邊走邊說話，紫娟說：

「剛才在太太跟前我沒敢講，昨

晚姑娘在夢中泄露一個天機，她

說，今後全賈府中只有你和三姑

娘能享受榮華富貴，你們為她佈

置的靈堂她也知道了，她再三表

示道謝。」李紈說：「她在眾姑

娘中，是最俊俏、最聰明的一

個。往日姑娘們在一起寫詩、作

女紅、玩耍，如果缺了她，就沒

有了情趣，所以眾人都愛她。沒

想到如此出眾的一個女孩，剛滿

十六歲就走了，怎不讓人心疼！

我們只能為她做這一點事了。」

說著眼圈紅了，連聲嘆氣。

走到瀟湘館時，只見茗煙和

一個小廝拿著繩子和扛子已等

在門口。李紈二人進了房間內

室，紫娟指著牆角的一個箱子

說：「就是它。」紫娟明白，太

太所以讓李紈來，讓她監看自己

而已。紫娟把上面的衣服拿開，

打開鎖，讓李紈看，又走到書架

前，喊：「大奶奶，你過來，幫

我挑選幾本吧，你知道她愛看哪

些書。」誰知李紈卻未動，仍站

在箱子跟前，好像發現了什麼，

伸手要往下邊翻。紫娟嚇得渾身

冷汗，心狂跳不止，怎麼辦？

忽見旁邊有個茶壺，忙摔在地

上，並喊了一聲「哎喲！」。李

紈正伸手取一個描紅字帖，只聽

「呯」的一聲脆響，吃了一驚，

連忙走了過來。只見紫娟手上鮮

血直流，連忙用手帕擦，仍血流

不止。李紈慌了，忽然想起香灰

可以止血，急忙跑到靈堂前，抓

起一把香灰，按在傷口上，真有

效！血止住了。又幫紫娟把傷口

包紮好。李紈這才看那茶壺碎

片，說：「可惜了，這可是宋朝

上好的定瓷，上面有閻立本的

畫，是一個珍貴的古董呢！」蹲

在地下，撿起一大塊，仔細瞧，

只見一個美女僅剩下身子了。連

連嘆息，紫娟愧疚不已，忙把碎

片掃在一起，裝到一個小紙盒

裡。李紈說：「快收拾吧！」紫

娟拿了幾本書，放在箱子裡，

問李紈：「你看這些夠了嗎？」

李紈說：「行了，太多了，抬不

動。」說著，把箱蓋合上了。紫

娟說：「還要鎖嗎？一些舊書而

已。」李紈說：「鎖上好，省得

顛出來。」紫娟把鎖遞給李紈，

李紈鎖上了，順手把鑰匙遞紿紫

娟，接到鑰匙，紫娟懸著的心才

放下了。又包了一大包衣服。喊

茗煙進來，把箱子抬了出去。李

紈送到大觀園的角門邊，站住

了，說：「我只送到這兒了，你

辛苦了。」紫娟再三道謝。李紈

眼看著箱子被搬到一駕雙騾車

上。紫娟也上了車，向李紈等人

揮手告別。

到了悅來客棧，紫娟讓堂兄

在門外稍等，急忙上了樓，見

到黛玉，喜孜孜地說：「大功告

成，百寶箱已到咱們手裡。」黛

玉看見紫娟手上纏著白布條，

還有血跡，連忙問：「怎麼回

事？要緊嗎？」紫娟說：「略施

點苦肉計。快走吧，到車上再細

說。」兩人連忙把東西全帶上，

又喊二侄子，三人下了樓。紫

娟說：「你們先坐一下，我去結

帳。」紫娟走到櫃臺邊，說：「大

叔，謝謝你們的關照，我們要走

了，我給的銀子夠嗎？」「還要

找你錢，對了，這鐲子還給你。」

「錢不用找了，想當初，我們分

文全無，你們不但讓我們住下，

還好吃好喝，這情義是多少錢也

買不來的。樂樂在哪裡？」大叔

面對裡間喊：「樂樂！」後面的

門帘一挑，老闆娘和樂樂都走出

來，樂樂說：「姐姐要走了嗎？

我好喜歡兩位姐姐。」「我們也

好喜歡樂樂妹妺，這隻手鐲送給

你吧，留個念想，我們以後還

會見面的。」樂樂不敢接，望著

娘，娘說：「姐姐誠心給你，就

收下吧。」紫娟幫樂樂戴上。紫

娟、黛玉再次表示謝意，方轉身

離去。老闆娘忽然喊：「姑娘，

請稍候。」二人停下了腳步。

老闆娘喊：「小二！找個乾淨籃

子，裝滿吃食。」這時樂樂也跑

回去。不一會，抱個麥秸編的小

墩子走出來，說：「這裡是一壺

熱茶，路上喝。捂在裡頭，一

天都是熱的。」又遞過來幾個杯

子，說：「路上用！」籃子和茶

都放在車上，三人上了車，眾人

送出門外，依依告別。

車子寬大，上面有車篷，

四周有布帘，下面鋪個厚厚的墊

子。堂兄對她倆說：「車子要從

東關到南關，然後從南門出城，

街上人聲嘈雜，你們把帘子放

下吧！」紫娟連忙放下所有的布

帘。在墊子上又鋪了一個被子，

讓黛玉坐在上面，紫娟又遞過去

一個小枕頭，可坐、可臥，十分

舒服。自己則靠百寶箱坐著。堂

兄和大侄兒秉仁在前邊趕車，

二侄子秉義坐在車後邊。紫娟悄

聲說：「有三個人護送，挺安全

的。」黛玉笑笑。車子啟動了，

紫娟不斷從縫隙往外看，車子行

了一會，紫娟連忙向黛玉招手，

「快看！」原來車子到了榮寧二

府的門前，望著兩扇威武的獸頭

大門，想到在賈府的日日夜夜，

酸甜苦辣湧向心頭，黛玉暗暗地

說：「賈府的林黛玉死了，死了！

我如今是柳青，我要開始新的生

活，走好以後的路。」（待續）

夢
醒黛

玉
後
傳

文/黃靚  畫/清 孫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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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近日，谷歌在 I 
/ O 開發者大會上宣布，未來沃

爾沃 Sensus 汽車系統中將結合

大量的谷歌功能，這代表雙方的

合作更進一步。

早在去年，谷歌公司就宣

布，將與沃爾沃公司合作，打造

基於安卓系統的汽車操作系統。

在下一代的 Sensus 中，用

戶可以在操作系統中下載大量

的谷歌程序，例如谷歌地圖、

智能語音助手等，甚至能夠在

Google Play 商店上下載豐富的

App，為汽車提供更多功能。沃

爾沃的積極合作給未來谷歌發展

打下堅實基礎，谷歌將數千個其

他適用於 Android 的汽車信息

娛樂系統的第三方 APP 整合到

汽車使用中。

其中最重要的 Google 智能

助理可以集中各種 APP 程序在

一個界面，讓駕駛員可以控制各

種車載功能，如空調，播放音樂

和發送信息，同時有助於減少駕

駛員分心。

Android Auto 工程副總裁

Patrick Brady 表示：「我們正在

創造歷史，在為汽車信息娛樂系

統設定新的標準。」目前本田、

現代和起亞等汽車製造商還在他

們的產品中使用舊版的 Android
操作系統。谷歌將幫助他們更新

到最新的版本，並且會很快將

Google 地圖等實用工具和服務

整合到系統中。

目前沃爾沃公司官方還沒

有發布任何聲明，此新世代車

載系統將於何時問世，以及與

谷歌的合作夥伴關係

是否將影響未

來 Apple 
C a r P l a y
的 可 用 性，

目前還不得而知，

也有汽車專家表示，未

來蘋果公司也將作出相關應對 
措施。

Patrick Brady

▲

谷歌 Andoid Auto
沃爾沃SENSUS

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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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斯萊斯勞斯萊斯

最奢華SUV登場

動力方面， Cullinan搭載6.75升雙渦輪增壓V12引

擎，最大功率420kW，峰值扭矩900Nm。傳動匹配

ZF 8AT變速箱與全時四驅系統。

多媒體控制旋鈕在右側帶有「OFF ROAD」越野模

式和陡坡緩降按鈕，這些配置都首次出現在勞斯萊斯

車型上。

精選5款最佳公路旅行車
【看中國訊】天氣越來

越穩定且氣溫宜人之下，想

出門旅行的念頭就越來越強

烈。美國汽車媒體網站《Auto 
Guide》日前選出 5 款最佳

公路旅行車輛。這 5 款新車

並沒有車型、級別或售價之

分，純粹以車輛設計特點以

符合公路旅行需求下獲選。

Volvo XC40 
《Auto Guide》編輯們認

為 Volvo XC40 針對車內空

間應用的設計，到達了另一

種水準，包括內車門兩側能

放入筆電這絕佳的配置外，

還充分利用所有可用空間，

提供垃圾桶或卡片、證件等

雜物最合適的擺放位置。

Mercedes-AMG 
E63S

中大型豪華旅行車中，

近期性能話題最具熱議的 
Mercedes-AMG E63 S， 不

僅後廂空間大，可乘載多人

後搭上行李，還有媲美超跑

的 603 匹最大馬力輸出。想

要有另類的高性能公路旅行

體 驗，Mercedes-AMG E63 
S 絕對能勝任。

Chrysler Pacifica
想要全家出遊，空間寬

敞且座位充足的 MPV 是最

佳首選。美國 Chrysler 推出

的新世代 Pacifica，不僅有節

能的 PHEV 插電式複合動力

可選，後排更提供雙螢幕影

音娛樂系統，可透過 HDMI 
播放藍光或 DVD 光碟等，

非常適合帶小孩或好友一同

出遊。

Mazda MX-5 
Miata

出門旅行不一定要開大

車，偶而享受兩人世界

並搭配強烈操控感的雙門跑

車 也 是 不 錯 選 擇。《Auto 
Guide》認 為 Mazda MX-5 
Miata 除具備開篷兜風的特

點外，還有相當實用的後行

李廂空間，同時 Mazda 特有

的強烈操控回饋，也增添不

少駕駛樂趣。

Mini Clubman
英國時尚小車品牌 Mini 

推出的 Clubman，不僅比標

準 Mini Cooper 多兩扇門增

加後座乘客進出便利性外，

特殊的後對開尾門結構也是

乘用車中少有的設計。正因

為如此 Mini Clubman 融合

了旅行車的便捷與空間應用

機能，最適合出遊時駕駛。

【看中國訊】在經過多次曝

光 測 試 照 片 後，

勞 斯 萊 斯 終

於 正 式 公 布

了 旗 下 首 部

SUV 車 款 ——

Cullinan。
Cu l l i n a n

是 全 球 目 前

已知最大鑽石

原石，以鑽石為

名。勞斯萊斯的這款新

車秉承了品牌一貫的豪華，並

且加上了卓越的越野性能。同

時，為了保證其高貴的身分以

及質量，Cullinan 的年產量將

限制在 4,000 台。

新車車長超過 5.3 米，車

高 1.83 米，保留了很多勞斯萊

斯的經典設計元素，車身方正

寬大但比例非常協調，威嚴的

帕特農神廟進氣柵格依舊霸氣

十足，馬車式對開門盡顯奢華

的儀式感。當車主拉動門把手

或使用鑰匙解鎖 Cullinan，它

會在標準離地高度的基礎上自

動降低 40 厘米，而通過按鈕

自動關閉車門啟動發動機後，

Cullinan 會自動恢復到標準離

地高度。

電動尾門為上下兩部分，

下部打開以後可以承重 400 公

斤，特別設計有一組折疊式座

椅與香檳桌，車主輕鬆、舒適

的坐在車尾，享受眼前的美景。

內飾方面，新車延續了家

族式設計，內飾配色以米黃色

為主，中控台大面積採用實木

裝飾板，可見內部用料極其奢

華。新車配備液晶儀表及大尺

寸三幅式多功能方向盤，10.2
吋中控屏。標配激光大燈、

Bespoke Audio 定制音響、全

景天窗、HUD 抬頭顯示。

【看中國訊】日前傳出

Ford 北美市場未來銷售陣容

將會有重大變動，只留下皮

卡、休旅車等車型，而指標

性的房車、掀背車還有都會

車等，都將直接停售。Ford 
汽車針對北美市場將全力衝

刺多功能車款，未來一般

乘用車只留下 Mustang、
Focus Active 兩款。

針對北美市場即將取

消房車、掀背車還有都會車

等車型的舉措，Ford 首席

執行長 Jim Hackett 指出，

放棄這些轎車，僅保留休旅

車、皮卡、Mustang 跑車與

路面穿越機能較強的 Focus 
Active 車型，預估到 2020
年以前，品牌獲利將可以達

到 8%。

品牌首席財務長 Bob 
Shanks 也指出，透過削減

獲利較低的車型，預計到

2020 年 能 為 Ford 節 省 下

250 億美元，同時能將這些

經費轉往開發更高獲利的車

型，像是休旅車或新能源車

款等。

另外 UBS 分析師 Colin 
Langan 透露，Ford 在北美

小型車銷售上可損失達 8 億

美元，而今年第一季品牌獲

益達 30 億，其中主要都來

自休旅車、皮卡等車款。

Ford 全 球 市 場 負 責

人 Jim Farley 也 表 示， 從

燃油經濟性來看，旗下房

車 Fusion 雖 有 27mpg，
但休旅車 Escape 的燃油經

濟性也達到 26mpg，而且

Escape 擁有更大的空間表

現，相形之下，房車優勢進

一步降低。

預計到 2020 年，Ford 
汽車在北美市場銷售的車

款，將有 90％的比例是休

旅車、皮卡或商用車，來

迎合市場銷售走向。同時 
Ford 會加速推出高性能的

電動汽車上市。

Mazda MX-5 Miata

將停售房車、掀背車 
獲利不豐 Ford北美 ROAD TRIP 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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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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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6

有什麼特殊需要應該考慮

嗎？如一些老年人需要特別堅

固的椅子，這樣他們比較容易

起身，或需要擺放輪椅的空間 
( 見左圖一），或特別不喜歡什麼

東西。下面的圖二是一個兒童活動

室，用了復合地板和寬大的門。

下個問題9
 
最常提出的        

Q 
9

最後你要向設計師提問：我的

預算能達到我的目標嗎？一個好的

設計師會直接告訴客戶。您可能會

對設計師的回答感到失望，但總比

到最後沒錢了要好得多。一般來

說，如果你的預算與項目不般配，

設計師會給你一些建議。

Q 
8

你的預算是多少？你需要知道

怎樣才能少花錢多辦事，設計師也

需要知道當他們發現有特別好的東

西時，他們是否有資金空間調整開

銷。假如你有一個像左下方圖四這

樣的計畫，那麼你的預算是 1,000
元還是10,000元？不要不好意思， 
告訴你的設計師。

Q 
7

你想要一次性購買家具還是分

階段購買？如果你想分階段完成，

設計師將告訴你哪些家具優先購

買，哪些家具後買，這樣你從一開

始就可以使用房間。右圖三是一個

大房間，第一階段可能只是兩張沙

發和咖啡桌，第二階段可能是牛皮

椅和桌子。

3

4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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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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報導，央行未升息，由此

加拿大銀行間維持隔夜拆借利率

1.25% 不變，隔夜拆借利率是

影響加拿大銀行貸款利率的最主

要財務基準。

央行在週三的聲明中表示，

進口機械和設備的數據顯示，加

國投資持續復甦，因此出口增長

強於預期，但第二季度本國房地

產市場疲軟，市場還在「繼續調

整以適應新的抵押貸款準則和更

高的借貸利率」。

央行還指出，全球經濟增長

保持在既定軌道，但貿易政策的

不確定性正在阻礙全球商業投

資，一些新興市場經濟體受到的

壓力正在加劇。

道明銀行高級經濟專家布德

普拉託（Brian DePratto）在給

客戶的一份通知中寫道：「所有

人都告訴我們，積極因素似乎超

過了消極因素。」「展望未來，

穩健的勞動力收入增長支持了地

產市場回暖的預期，並且消費力

的增長將在 2018 年繼續為經濟

增長做出重要貢獻。」

央行決定保持利率不變，是

基於當前核心通脹率高於通脹區

間 1% 至 3% 的中間點 2%。核

心通脹率自 2012 年以來首次超

過兩個百分點。

加拿大央行下一次利率調

整的決定將於 7 月 11 日發布，

屆時的報告將更新經濟和通脹

前景。

央行週三的聲明指出，最近

經濟的發展更加證實了其觀點，

即更高的利率將有助於保持通貨

膨脹接近其目標，它將採取漸進

的方法並以經濟數據為指導。聲

明中不再使用「謹慎」，而選擇

了「漸進」一詞，顯示出央行對

未來升息會有強硬態度。

加拿大會議委員會首席

經 濟 專 家 麥 克 唐 納（Alicia 
Macdonald）自 1 月份以來一

直預計，央行將在 7 月份提高

基準利率。她在週三表示，央行

有可能在 9 月或 10 月份提高利

率，但這將取決於與美國和墨西

哥的貿易談判會發生什麼。麥克

唐納還說，央行期望未來房地產

市場能回暖，但她認為：「今後

的情況不會那麼糟糕，但我們確

實看到未來幾個月房地產市場活

動持續疲軟的可能性，並可能影

響未來的房價上漲。」

自去年夏天以來，央行已

經三次上調關鍵利率，這促使

加各大型銀行提高最優惠利率

（prime rate），直接影響到浮動

抵押貸款利率和浮動貸款利率。

來卡城十年，租房五六次，

買了兩次房。不是地產界的專業

人士，僅是卡城普通居民，不過

通過這兩次買房，心情起起落

落，也算略有所悟，願與讀者朋

友分享。

第一次買房最大的教訓就

是，買房需想賣房時。

買房的時候一定要考慮賣房

時候會面臨的種種因素。本人第

一次在加拿大買房，沒有經驗，

對房屋幾乎沒有什麼特別的要

求，從價格上對第一套小房子覺

得很滿意。沉浸在買房的興奮之

中，就只想著自己的喜好。有些

活兒看上去不難，比如刷牆，不

若自己動手干。於是從來沒有刷

過牆的我，從 google 上查到相

關信息，到 Home Depot 買了

牆面漆和各種工具就開始刷了。

刷了幾天，新鮮勁一過，開始馬

馬虎虎地對付。特別是牆面的邊

邊角角要刷勻稱，也就刷得毛毛

糙糙的。是凡朋友們來參觀，都

表示能看出牆面是自己動手的結

果。完成了牆面，又把原本還可

以使用的門窗都換了，花了近萬

元，換成了自己喜歡顏色的嶄新

門窗，想：反正是自己住，錢都

是花在自己家中。

可惜，計畫趕不上變化快。

幾年後，出現了意外的情況，必

須換套大房。才驚覺，自己當年

裝修花了太多不必要的裝修費。

幾年內上漲的房價，全被當年不

必要的裝修費用給抵消了；而在

買家來看房時，視線落在那刷得

不甚整齊的牆面邊角，本人站

在一旁觀看，心中不由敲起了

小鼓。還好，那套房子終於在 2
個月後出手了。

所以，買房時要想到賣房

時，因為你永不知未來的變化！

【看中國訊】隨著卡城環路

西南段立交橋建設項目的推進，

將會給周邊社區的交通帶來一些

不便。

在 G l e n m o r e T r a i l 和

SarceeTrail 交接處、8 號公路

和西南 37 街的交叉口處車輛需

要繞道行駛。

亞 省 交 通 發 言 人 Adam 
Johnson 說，儘管為維持目前的

交通順暢做出了努力，但西南地

區的公交車還是會延誤。

改 建 計 劃 在 8 號 公 路、

Glenmore Trail 和 SarceeTrail

之間修建一座立交橋，屆時此

處的交通路口將不復存在，

Glenmore Trail 及 8 號公路上

的車輛可經由立交橋直接北行到

Sarcee Trail；Glenmore Trail
和 8 號高速公路也直接連通。

從今年 6 月份開始，Sarcee 
Trail 將變成兩條窄車道。在 8
號公路和 Glenmore Trail 之間

行駛的車輛需在 Sarcee Trail 的
交叉路口處掉頭。

同樣從下個月開始，進入

Glenmore Trail 和 Lakeview
之間的通道也將沿 Gray Eagle 
Boulevard 重新調整。唯一例外

的是，在 Glenmore Trail 向東

行駛的車輛可改道 Grey Eagle 
Boulevard。

根據亞省交通部門的消息，

將永久關閉西南第 37 街和 22X
高速公路以及西南第 45 街和

Glenmore Trail 交叉路口，關

閉將延續至 2019 年。

目前的改道路線將在 2019
年秋季更新，改建項目預計

2020 年秋季完成。環路西南段

將於 2021 年秋季通車。

周末看房团 最新日期
敬请致电查询

加央行未升息
維持基準利率不變

買房賣房悲喜劇

西南環路的修建將影響
Glenmore一帶的主要交通

加拿大國家銀行（公有領域）

【看中國林佳綜合報

導】加拿大央行週三（5月

30日）公布維持當前的基

準利率不變，但也指出第

一季度加拿大經濟稍強

於預期，提高了今年晚些

時候加息的可能性。

文/陳澄

地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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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
中國央行行長
解析理財陷阱

【看中國記者鄭貝綜合報導】

在卡城 Saddledome 地址新建體

育館的會談失敗幾個月後，市政

府最近向各方拋出橄欖枝，提議

組建一個新的委員會處理此事。

市議員 Jeff Davison 幫助

制定了計畫，試圖讓擁有卡城火

焰隊（Calgary Flames）的卡城

體育娛樂公司（CSEC）重新回

到與市政府的談判中。

兩年前，卡城體育娛樂

公司（CSEC）提出計畫，在

Saddledome 體育場北側建一個

新館，擬投資 5 億元。CSEC
投資 2.75 億前期資金，向亞

省社區振興征費（Community 
Revitalization Levy）貸款 2.25
億。CSEC 將擁有門票和附加費

收入。市長 Nenshi 認為，這意

味著火焰隊可獲得所有門票和附

加費收入，卻不用向市府支付任

何體育館租金和房地產稅。

於是去年 9 月，卡城市府

提議由市府擁有火焰隊的新場

館。CSEC 總裁 Ken King 隨後

表示停止與市府的談判。

市長 Nenshi 表示他希望能

重啟談判。

議 員 Farrell 說：「火 焰 隊

才是主動退出談判的一方。沒有

甜頭兒，他們可能沒興趣回到談

判桌上」。

截至本週二（5 月 29 日），

火焰隊首席執行官 Ken King 沒

有對此事進行回應。

日前加拿大聯邦政府決定出

資 45 億加幣買下金德．摩根的

跨山油管項目及相關核心資產。

財政部長比爾．莫諾表示，8 月

份將完成交易。收購後，加拿大

將繼續自行建設管道，以期在市

場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最終以最優

惠的價格轉售出去。

莫諾在沃京的新聞發布會

上表示，「這是保護上千個高薪

工作的最佳方式，以最安全和

最有效的方式將資源投入世界

市場。這是對加拿大未來的投

資。」

關於為何用 45 億元的成本

買下金德．摩根聲稱的 75 億元

資產的問題上，莫諾並不迴避將

來施工成本會上升的問題。「我

們只是買下當前這個資產，投資

開建管線，這些資產是我們進一

步擴建所必須的。」

他還表示，將來還會有額外

的成本，這將由管道本身產生的

收入來負擔。「因為它（這個項

目）實際上採取向石油公司收

費的方式，所以額外的投資將用

這種方式來應對。」

「這個項目不會影響財政。

當你投資購買一項資產的時候，

它會被添加到平衡表中，所以這

個收購不會衝擊財政」。

加拿大出口發展公司將為收

購提供資金，其中包括管線、泵

站以及埃德蒙頓與溫哥華之間的

路權，還包括位於本拿比的海運

碼頭，在那裡將石油裝載到油船

出口。

莫諾表示聯邦政府不打算作

為這個項目的長期擁有者，現在

正在和有意的投資方進行談判。

亞省政府會為建設中額外的投資

提供資金支持。

亞省省長諾特利在推特上發

文說，「這是所有加拿大人邁出

的一大步，我們達到了最後期限

前的目標。這個項目前景一片

光明，我們會再接再厲直到最

後」。如果項目需要推進，亞

省會設法籌款 20 億加元。

總理賈斯汀．特魯多堅稱該

項目符合加拿大的國家利益，並

且是關係經濟發展的大事。特魯

多認為，加拿大出口石油每年少

收入 150 億美元，因為美國仍

是唯一的出口客戶，從而導致出

口價格被壓低。亞省石油運輸管

道和鐵路運輸能力的缺乏傷害了

加拿大的能源業。

金德．摩根的跨山管線擴建

項目立案於 2012 年 2 月，原計

畫於 2017 年開建並於 2019 年

12 月建成。 2016 年 5 月加拿

大國家能源局（NEB）在附帶

了 157 個條件下，批准了擴建

項目，結論是符合大眾利益。

在 BC 省 NDP 政府一系列

阻撓下，2018 年 1 月金德．摩

根警告跨山油管擴建項目回比計

畫拖後一年。 2018 年 3 月，最

高法院給予無限期禁令，禁止抗

議者進入項目的兩個施工地點 5
米以內。同月，綠黨領袖和新民

主黨議員因抗議管道擴張被捕，

聯邦上訴法院駁回了 BC 政府對

NEB 裁決的挑戰，允許金德．

摩根繞過本地行政條例。 4 月，

金德．摩根暫停了該項目，規定

5 月 31 日最後期限前跟各利益

相關方達成協議。

週三（5 月 30 日）莫諾在

卡爾加里表示聯邦政府收購金

德．摩根公司在加拿大的資產，

但渥京只打算作為跨山油管項目

的「臨時」業主。

有媒體報導，BC 省的抗議

可能會升級，有抗議者聲稱會用

身體阻擋管道擴建。還有的環境

主義者說特魯多背叛了當初遠離

油砂的承諾。還有人說政府實際

上認可了這個產生溫室氣體的工

業，和加拿大承諾的減少 30%
溫室氣體排放的目標背道而馳。

C5
中國富人為何
定居海外

為建新體育館
卡城市府拋橄欖枝加拿大斥資     億元

收購金德摩根油管項目

優遊假期（卡爾加里）
熱線電話：中文服務 403-230-3311粵語服務：587-586-4566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10:00-18:00 週六 11:00-16:00

地址：1507 Centre B Street NW（新鮮 100 超市南） 國際航協一級代理

2018 最新特價機票（含稅）

卡爾加里往返北京特價票 CAD $ 699 起（加航）

卡爾加里往返香港特價票 CAD $ 648 起（加航）

卡爾加里往返臺灣特價票 CAD $ 788 起（加航）

卡爾加里往返上海特價票 CAD $ 576 起（東航）

卡爾加里往返廣州特價票 CAD $ 686 起（南航）

卡爾加里往返上海特價票 CAD $ 671 起（海航）

卡爾加里往返國內城市票 CAD $ 701 起（海航）

江南水鄉美食 7 日遊       CAD $ 49

張家界鳳凰 7 日遊          CAD $ 99

珠江三角州美食 6 日遊    CAD $ 99

圓夢香格里拉 8 天遊       CAD $ 99

成都黃龍 8 天游             CAD $ 99

七彩雲南香格里拉 8 天游 CAD $ 99

2018 超值回國順道游系列

加東各大名城經典 5/6 日游雙人房僅 CAD $429（買 2 贈 1）

加東暢遊海洋三省 7/9 日游雙人房僅 CAD $609（第三人 $160）

加東秋季深度賞楓 6/7 日游三四人房僅 CAD $409（賞楓僅 3 團）

加東團贈送希爾頓酒店入住，送完為止

美國東部經典線路 5-8 日游雙人房僅 USD$390（買 2 贈 2）

美國西部經典線路 6-8 日游雙人房僅 USD$390（買 2 贈 1）

美西黃石公園線路 6 日游雙人房僅 USD$390（買 2 贈 1)

臺灣寶島 7 日游 CAD $199（買 1 贈 1）

韓國超值 6 日游 CAD $199（買 1 贈 1）

日本繽紛 6 日游 CAD $599

越南河內下龍灣 5 天 CAD $99

5/7 天陽光沙灘

古巴墨西哥全包假期

機票、住宿、飲食

CAD$885 起

包 

2018 暢遊美加經典游系列 2018 亞洲品味團系列

更多精彩行程

掃一掃

45

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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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級玩家首輪出牌後  誰將主導未來走向

川金會一波三折 
暫時峰迴路轉

川普宣布取消川金會，並重

申對朝軍事和經濟施壓後，5 月

26 日，金正恩緊急邀請文在寅

在板門店會面，金正恩透過文在

寅傳話說，他有堅定決心和川普

總統會面。在朝鮮的低姿態挽留

下，美朝繼續就川金會舉行會前

磋商。

時事評論員藍述表示：「對

北朝鮮的制裁是通過聯合國做出

來的，所以包括中國、俄羅斯都

必須遵守協議。在這種情況之

下，金正恩你願意怎麼做都可

以，美國它可以完完全全的不做

甚麼，我們就保持這個制裁就行

了。這個就是川普總統手上拿的

最大一張牌。」

雖然被媒體形容為「一波三

折」的川金會暫時峰迴路轉，但

雙方依然分歧巨大。據日韓媒體

報導，美方日前在板門店提出讓

朝鮮盡快運出 20 枚核武器，但

遭到朝方拒絕。此外，朝鮮依然

抵制為棄核設定時限。

蓬佩奧：朝鮮人民的機遇 
享受韓國水平的繁榮

對於峰迴路轉的川金會成效

如何，韓國政府消息人士透露，

川普把「不重複過去的錯誤」作

為談判的重要標準，要求這次川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

導】川金會會期5月10日
敲定後，朝鮮16日突然變
臉，威脅取消會議。24日，
川普致信金正恩，表示因

朝鮮的明顯敵意，決定取

消會議。幾個小時後，朝

鮮轉換態度，表示願與美

方會談，美國也再次伸出

橄欖枝，表示將如期舉行

原定於6月12日舉行的川
金會。

金會無論如何都要公布無核化的

「履行時限」，並明確在時限內

必須採取的「具體措施」。

美國務卿蓬佩奧表示，他已

經向金正恩闡明美國的態度，他

說：「川普總統想要看到朝鮮政

權完全、徹底地廢除其核武計

畫，作為交換，我們準備確保朝

鮮人民得到他們應得的機遇。」

此前，在與金正恩進行二次

會談之後，蓬佩奧曾公開表態

稱：「如果朝鮮能夠果斷而迅速

地實現無核化，美國將可以讓其

享受到韓國水平的繁榮。」

分析認為，從蓬佩奧的表態

推測，美朝已就朝鮮採取果斷措

施迅速實現無核化後，美國對解

除對朝制裁、保障朝鮮體制安

全，並為朝鮮提供大規模經濟援

助進行了磋商。

會前美披露朝鮮有12萬 
政治犯和宗教犯

就在川普政府繼續「積極準

備」跟金正恩可能的峰會之際，

5月 29日，美國務院發布《2017
年國際宗教自由報告》，涵蓋

200 個國家和地區，記錄宗教自

由和人權侵犯狀況。這份報告批

露了朝鮮去年 1304 件侵犯宗教

自由案例，同時詳細描述了政治

犯和宗教囚犯受到的虐待。

「政府繼續嚴厲對待各種

宗教教徒，對他們進行處死、

酷刑、毆打和逮捕。」報告說：

「估計有 8 萬到 12 萬政治犯，

一些因為宗教原因被抓的人據信

被關押在偏遠地區的政治集中

營，處於恐怖條件下。」

為推進談判 
新制裁將無限期推遲

同樣在 5 月 29 日，《華爾

街日報》引述美國政府官員說，

白宮本來決定最早在 5 月 29 日

宣布新制裁，但 28 日決定無限

期推遲，因為跟朝鮮的談判在推

進當中。

在川金會生變期間，美國表

示，如果川金會失敗，將加強制

裁朝鮮。美國高級政府官員說，

有必要採取更多制裁來遏制朝鮮

的外匯收入，阻斷朝鮮的活路。

目前朝鮮正面臨著現代歷史上最

全面的制裁方式。該制裁切斷了

朝鮮跟外界的金融聯繫，禁止其

大多數貿易。但是官員和專家

說，一些抵制制裁的國家仍然在

向朝鮮輸入資金，維持著朝鮮

400 億美元規模的經濟。

日本政府 5 月 29 日公布，

查獲朝鮮籍油輪「JI SONG 6
號」在東海的國際水域與一艘國

籍不明，但掛著中國大陸國旗的

小型船隻，在距離上海東南部約

350 公里的東海國際水域上接

舷。日本防衛省綜合判斷認為，

兩船接弦後很可能在進行走私交

易，有違聯合國的制裁，並表示

將通報聯合國安理會朝鮮制裁委

員會。

金正恩或將頻繁訪中 
美宣布對中301制裁

大陸知名獨立記者高瑜 5
月 26 日在推特發文稱，多趟北

京至東北相互運行的列車將被

臨時停運，時間節點多集中在

5 月 27、28 日 和 6 月 13、14
日，這說明川金會 6 月 12 日如

期舉行。

另據媒體報導，定於 6 月 9
日到 10 日在青島舉行的上海合

作組織峰會，金正恩可能會出

席。如果金正恩出席會議，將會

與習近平三度會面，也將與俄羅

斯總統普京首度會面。值得注意

的是，上合組織峰會距離預定的

川金會只有不到三天時間。

此前在中美貿易第二輪談判

中，金正恩與習近平在大連二度

會面，然後突然變臉。分析認為

北京在用朝鮮這張牌，作為中美

貿易談判的籌碼，而朝鮮也利用

中共的支持和美國要價。

川金會峰迴路轉 美恩威並施

因朝鮮的明顯敵意，川普總統24日宣布取消會議。朝鮮隨後低姿態挽留。 （WIN MCNAMEE/Getty Images)

「六四」是鄧小平策劃的一場政變

李 南 央 說， 她 是 因 為

「六四」出走海外的。「六四」

之後李銳告訴她：「這個國家沒

有味道了，你如果有機會，帶著

女兒一起離開吧。」

但 即 便 是 曾 親 身 經 歷

「六四」，她仍認為自己對這一

歷史性慘案混沌不解。

因此，在聆聽鮑彤的講述之

後，她感覺茅塞頓開之餘也「深

信一定能夠讓不知道『六四』是

怎麼一回事的年輕一代看清那段

歷史」，這才在上週通過《紐約

時報》發表了部分她與鮑彤在過

去一年間進行的、與「六四」有

關的對話。

在這段對話中，鮑彤開宗明

義的說：鄧小平鎮壓學生是為了

保他自己，「保證他死後中國不

出赫魯曉夫，讓他身敗名裂」。

鄧小平起意拿下趙紫陽

「六四」慘案的開端是前中

共總書記胡耀邦於 1989 年 4 月

15 號去世。

由於胡耀邦曾主導「平反冤

假錯案」等行動，因此被民間認

為是較開明人士，加上當時中共

官員的腐敗及專制制度束縛已經

引發民眾特別是學生的不滿，悼

念胡耀邦就成為了公眾表達這種

不滿的途徑。學生在大規模悼念

胡耀邦的同時提出了向中共要民

主、反腐敗、反官倒的口號。

鮑 彤 回 憶，4 月 18 日，

趙紫陽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表示

「我們沒有理由不讓學生哀悼

（胡）」，「這一句回答，立即讓

鄧小平警覺了。如果說學生可以

追悼胡耀邦，那麼就等於讓學生

打我鄧小平的耳光，因為胡耀邦

是我鄧小平搞下去的。」「鄧發

現了問題：趙紫陽是赫魯曉夫，

他將來在我（鄧小平）死了以

後是會做秘密報告的，必須把他

搞掉。」他認為，鄧小平就是在

此時決定幹掉趙紫陽。

鄧小平故意激化學生矛盾

趙紫陽原本決定讓新華社和

中共中辦合寫一篇文章《耀邦同

志逝世前後》，在 4 月 20 日發

表，澄清胡耀邦是被氣死的傳

言，解除學生的對立情緒。但據

《張萬舒回憶錄》，在 4 月 20 日

的凌晨 0 點 0 分 3 秒，中共中

辦突然通知不發這篇文章。

鮑彤認為，這一決定來自鄧

小平，意在「激化矛盾」。

接著，在胡耀邦追悼會結束

的次日，4 月 23 日，趙紫陽突

然啟程出訪朝鮮。

鮑彤曾親耳聽趙紫陽說過，

他請示過鄧小平要不要去朝鮮，

鄧小平告訴他：「你去，回來以

後你任軍委主席。」

鮑彤認為，鄧小平是有意將

趙紫陽調去朝鮮。

在趙紫陽動身後，鄧小平召

見時任中共國務院總理李鵬，否

定了趙紫陽在胡耀邦追悼會上做

出三個決定：勸說學生返校；不

能動武，除非發生打砸搶事件；

通過社會協商對話來解決學潮問

題。鮑彤分析說，如果學潮被平

息，鄧小平就沒理由撤掉趙紫

陽，「省委書記、部長都要問了：

趙紫陽犯了什麼錯誤？」「只有

學生鬧得一塌糊塗，那個時候再

來說：『你看，這是黨的生死存

亡關頭，趙紫陽不配合。』讓紫

陽下臺便順理成章。」

鮑彤說，於是鄧小平阻止發

表《耀邦同志逝世前後》、將趙

調去朝鮮、借李鵬否定了趙的三

個決定，再在聽取中共北京市委

有關學潮的匯報時將其定性為

「動亂」，藉此激怒學生，擴大

事端，實際上當時學生已經開始

陸續返校了。

發動「六四」

由於時任蘇聯總統戈爾巴喬

夫定於 5 月 16 日訪華，鄧小平

不得不暫時維持和平局面。但趙

紫陽 4 月 30 日從朝鮮回國時，

北京已是大勢已去——黨媒《人

民日報》已在 4 天前將學生悼念

活動定性為「動亂」。

另外，趙紫陽前智囊吳國光

曾刊文稱，鄧小平自 4 月 25 日

會見李鵬，直到 5 月 11 日接見

來訪的伊朗總統哈梅內伊，中間

半個月時間裏，鄧小平的活動一

片空白，趙紫陽回國後多次求見

鄧小平都被拒絕，直到 5 月 13
日才見到鄧。

吳國光分析，這半個月時間

裏，鄧小平很可能已秘密出京，

聯絡各地軍內嫡系，布局鎮壓學

潮，改組最高權力機構。

到 5 月 17 日，鄧小平主持

中共常委會議，會上李鵬與趙紫

陽就學潮展開激烈交鋒，最後鄧

小平表態反對「自由化」，要求

中共內部保持一致，同時鄧決定

北京實施戒嚴，出動軍隊鎮壓學

生。會後趙紫陽辭職。 5 月 19
日晚，李鵬代表中共國務院宣布

北京戒嚴，隨即調動 30 萬兵力

的中共軍隊進入北京。最終在 6
月 4 日中共軍隊控制天安門廣

場並實施清場，造成了震驚國際

社會的「六四」慘案。

鮑彤說：「鄧知道紫陽是不

會同意這麼做的，這樣逼迫他不

得已而辭職——不是我鄧讓你下

臺，是你自己不幹了。所以，

『六四』就是一場政變，鄧小平

個人謀劃的、矛頭對著趙紫陽的

一場政變。」

鮑彤的這段回憶為外界提供

了另一個視角——中共黨魁為了

自己的權力安穩，設下圈套，動

用軍隊屠殺百姓。

「六四」或造成 
上萬國人死亡

「六四」慘案究竟造成多少

國人傷亡，至今沒有準確數字。

中共「六四」戒嚴部隊發言

人張工在天安門清場次日的新聞

發布會上說：戒嚴部隊在 6 月 4
日凌晨 4 點 30 分至 5 點 30 分

執行清場任務的過程中，絕對沒

有打死一個學生和群眾，也沒有

軋死軋傷一個人。

英國國家檔案館 2017 年解

密部分外交檔案，其中一份文件

稱，中共國務院估計平民死亡人

數最少為 1 萬人。

這批解密文件中還有一份時

任英國駐華大使唐納德（Alan 
Donald）在 1989 年 6 月 22 日

發回國的電報。電報評估認為，

死亡人數約 2,700 至 3,400 人。

電報中還透露，當時屍體不僅停

滿醫院，更堆積在地下人行道。

「六四」之後，歐盟與美國

決定對中共實施武器禁運，並持

續至今。美國和加拿大當年專門

對海外華人開設「六四」政治庇

護簽證。「六四」事件之慘烈與

影響波及之廣，由此可見一斑。

趙紫陽被免去中共內部一切

職務後被軟禁 15 年後在 2005
年去世。

蓬
佩
奧

我們準備確保朝鮮

人民得到他們應得

的機遇。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金正恩緊急邀請文在寅會面

金正恩或會見習近平和普京

鮑彤曝祕辛

【看中國記者韓梅綜

合報導】下週一就是1989
年「六四」天安門慘案29
週年紀念日。趙紫陽前秘

書鮑彤與毛澤東秘書李

銳之女李南央的一段對話

近日曝光。其中鮑彤指，

「六四」實為前中共黨魁

鄧小平策劃的一場政變，

用學生及平民的鮮血換取

自己權力的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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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2 日，美國總統川普

簽署備忘錄，宣布採取多項措

施，制裁北京在技術轉移、知識

產權與創新等方面對美國的侵

害。週二（5 月 29 日），白宮官

網公布了美國在行動上的推進：

第一、對收購、投資美國工

業重要技術領域的中國個人和實

體，美國將採取具體的投資限

制，並加強出口管制，具體措施

將在 6 月 30 日前公布，並將很

快付諸行動。

第二、美國將繼續在世界貿

易組織（WTO）對中國提起訴

訟，解決知識產權爭端。

第三、美國將對價值約 500
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加徵

25% 的關稅，最終商品清單將

於 6 月 15 日前公布，其後不久

將加徵關稅。

此外，美國還將要求北京政

府消除所有貿易壁壘，並期待通

過消除中國嚴格的進口限制，解

決長期的結構性問題，並擴大 
出口。

在 5 月中旬的中美第二輪

貿易談判中，中方同意增加對美

國農業和能源產品的進口。上週

美商務部通知國會議員，已就中

興通訊恢復商業營運與中方達成

協議。

但川普表示他對談判結果並

不滿意，同時發推文說，中美之

間的貿易談判需要「一個不同的

結構」，這增加了下一步談判的

不確定性。

6 月 2 日到 6 月 4 日，美國

商務部長羅斯將率團訪問中國，

展開第三輪談判，屆時將討論中

國向美國採購的長期合同。據彭

博社援引知情人士透露，美方推

動與中國達成具體而長期的合

同，是為了使最終的貿易免受政

治壓力。

預計羅斯在本次訪華期間，

將做實第二輪談判的中方承諾，

使其「合同化」並且可執行。

官員們表示，這是美國過去

達成的貿易所缺乏的。

預計羅斯將聚焦美國液化天

然氣、成品油、原油等大宗商

品，以及家禽、牛肉、大豆等農

產品的出口。

【看中國記者憶文

綜合報導】美國商務部長

羅斯本週末（6月2日）將

率團訪華，展開第三輪談

判。美媒曝羅斯談判預

期。白宮週二（5月29日）

公布了保護技術和知識

產權的具體措施，包括6

月15日前，公布對價值約

5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徵

收25%關稅的最終清單

等。此舉被認為是美方為

避免拖延戰、口水戰、短

期效應所採取的措施。

安徽教師討薪 遭到暴力毆打

預約爆滿 洛杉磯 「遛人」服務紅火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日前安徽六安有近 200 名教

師，因待遇問題，集體前往當地

政府討說法，結果遭到警方暴力

毆打、拘捕。

微博流傳視頻顯示，安徽六

安多名教師 5 月 27 日前往市政

府門外上訪，要求改善他們的待

遇，期間遭大批警員毆打、拘

捕。一名參與上訪的男教師，被

5 至 6 名警員強壓在地，雙手被

綁在背後；另一名女教師亦遭警

員用押解犯人的方式，強行帶離

現場。也有女教師受到暴力傷

害，被單架送往醫院救治，她在

病床上仍哭訴被警方暴力對待的

經過。

另根據微信截圖顯示，當地

官員要求校長，要「管好」自己

學校教師，更要管好自己嘴，同

時要求停止各種不當言論；六安

市金安區教育局要求教職工不要

在微信、微博、QQ 群傳播上訪

視頻及有關評論。已發過的視

頻，必須立即刪除。

而一篇北京《光明日報》5
月 28 日發表的〈請善待為我們

接續香火的人〉評論文章，則快

速在網絡產生刷屏效應。文中指

出，這些教師集體討薪的視頻和

社交媒體信息頗具震撼力。不說

經濟發展成就，也不說物質實力

基礎，薪資有國家財政保障的教

師，竟為拖欠工薪而發出公開籲

求，這無論如何都是一件令人羞

恥的事情。

網友表示，一個每年撥款 30
多億資助外國留學生的「超級富

國」，卻讓教師討薪，真是悲哀。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編譯報

導】隨著科技數字時代的發展，

互聯網、社交媒體和智能手機等

科技產品無處不在，看似便利，

但也讓人變得更加孤獨。美國加

州一名男子兩年前創造性推出一

種服務——「遛人」，陪伴陌生

人一起散步、鍛練和聊天，如今

業務十分紅火。

據美國之音，查克．麥卡

錫（Chuck McCarthy ） 是 一

名美國好萊塢演員，兩年前他

在洛杉磯創立了一項新的服務

性業務工作：「遛人者」（The 
People Walker）。 這 項 服 務

工作是陪伴陌生人一起散步、

鍛練，也兼顧聊天等語言的 
交流。

剛開始時，只有查克．麥卡

錫一人，隨著業務需求量增加，

「遛人者」生意規模也擴大了。

現在「遛人者」擁有 35名員工。

研究顯示，社交媒體和智能

手機等科技產品的普及，造成人

工製造的人際關係取代了人與人

之間的真實生活、語言交流和互

動交往。缺乏人際交流、脫離社

會關係以及孤獨感等，可以引發

抑鬱症和各種疾病。

現今，作為首位「遛人者」

的麥卡錫依然陪伴陌生人在洛杉

磯社區散步，他的收費標準是每

小時 30 美元。他說：「更多的

人在打短工或者在不正常的時間

工作，跟家人朋友閒聊，一道散

步還真挺難的。」

麥卡錫表示，付費請他人

陪伴散步的人並非是沒有朋

友，有些人只是尋求一點動力

來鍛練身體。

經營月子中心  
在美華人被判刑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綜合報

導】一位普通的中學教師，在生

命的危急關頭，以血肉之軀堵住

灼熱的槍口，避免了一場更大的

傷亡。在被所有人奉為英雄後，

身中三槍的老師說：感謝我的學

生，你們全都很棒。你們是我當

老師的動力。

據福克斯新聞（Fox News）
報導，5 月 25 日上午，美國印

第安納州一所中學發生槍擊案，

一名男學生持兩支手槍闖入教室

開火，事件造成一名女學生及一

名老師受傷。警方在通報中說，

正是這名叫傑森．西曼（Jason 
Seaman）的受傷老師，制服槍

手，阻止了更大悲劇的發生。

諾布爾斯維爾高中的新生莫

莉．邁爾斯（Molly Miles）說，

在射手演習訓練中，西曼老師曾

說他會全力保護學生們的安全。

「他今天證明了這一點。」莫莉

說：「他總是說，在他的學生發

生任何危險之前，他願意犧牲自

己。」人們都說西曼是英雄，在

任何人需要時他都可以隨時衝上。

【看中國訊】5 月 21 日，塞

班島一名華人孫森因非法經營生

育旅遊業（月子中心）以及庇護

非法移民，被北馬里亞納群島的

首席法官曼格羅納判處一年零一

天監禁，屬於重罪判罰。

依據聯邦法庭文件，孫森無

美國居留身分，卻逾期逗留在塞

班島（Saipan）上，屬於該島的

非法居民。他還開辦一家月子中

心進行非法經營，並僱用數十名

來自中國的非法勞工擔任保母。

這家無證企業位於一棟公寓

大樓，照顧多達十幾名孕婦。而

且每名孕婦至少支付 15000 美

元，讓她們的孩子可以在美國土

地上出生。

印州再傳槍擊案
教師捨身擋子彈

亞洲買家出10萬
收購百年牛仔褲

【看中國訊】近日，來自東南

亞一名人士出價近 10 萬美元，

收購了一條具有 125 年歷史的李

維斯（Levis）牛仔褲。

1893 年， 美 國 亞 利 桑 那

州（Arizona）領地一名店主索

羅門．華納（Solomon Warner）
是最初購買這條李維斯牛仔褲

的人。華納生前只穿過幾次這

條牛仔褲。這條牛仔褲狀況很

好，與現代流行的李維斯牛仔

褲有著截然不同的外觀。這件

具有 125 年歷史的牛仔褲只

有一個口袋，而且沒有腰帶穿

孔，顯示出當時民眾習慣於使用 
吊帶。

加徵關稅 羅斯週末訪華

美國商務部長羅斯將率團訪華，展開第三輪談判。（Getty Images）

查克．麥卡錫

（The People 

Walker推特截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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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官「與時俱進」

5 月 24 日，甘肅省原副省

長虞海燕受賄案，在重慶一審

開庭。庭上虞被曝與妻子李岩

華一同斂財6563萬多元人民幣。

官媒《北京日報》微信公號

「長安街知事」26 日報導指，李

岩華名字雖首次曝光，但她涉及

的部分事情，尤其是協助丈夫對

抗當局調查一事，早於去年 9月

就已被揭露。

據報導，為對抗審查，虞海

燕曾找了當地一名自稱在中紀委

工作過的退休警察，為他們夫

妻倆進行「培訓」，演練如何對

抗調查。「我把我愛人叫去，跟

他（見面）實際上是叫他培訓一

下，看看就是以後如果人家要調

查，看她怎麼說。」。

虞海燕於去年 1 月 10 日落

馬受查，成為 2017 年首虎。

4月 24 日，《中國紀檢監察

報》刊文稱，重慶落馬官員、武

隆區政協原主席張曉江經常上

網搜索官員職務犯罪的手段和

做法，採取「砍頭息」的方式「放

水」給有求於他的老闆，就是他

借鑒別人「貪腐」經驗，找到一

條自認為既能發大財，又安全隱

秘的路子。

文章批評，現實中，官員翻

閱警示教育材料，不是出於吸

取教訓的目的，而是走過場、

看熱鬧，甚至還有人像張曉江

一樣，「研究」如何貪腐才能更

加隱秘。這些人是典型的「兩面

人」，表面上口口聲聲高調反

腐，表態時說著「震驚」、「觸

動」、「教訓深刻」，背地裡卻

視腐敗為能耐，很羨慕別人輕輕

鬆鬆就能斂財萬千，過上奢靡享

樂的日子。

去年 8 月 5 日，北京官媒微

信公號「政事兒」也曾引述《中

國紀檢監察》雜誌報導說，官員

在觀看落馬貪官「警示錄」時，

反而視之為規避監督、鑽空子的

「寶典」、「秘籍」，官員從腐

敗官員身上「學習」到的有三大

套路，包括：保持低調、裝窮不

露富；自我設限、只跟「信得過」

的商人交往；隱身其中、尋找掮

客「代言人」等。

今年 1 月 2 日，官媒《人民

日報》微信公號刊文批評，部分

落馬官員所寫的懺悔錄不乏套

話、空話，甚至假話，要是不看

文章標題，實在看不出這是在懺

悔。

還有一種讓當局感到束手無

策的對抗方式——怠政也越來

越嚴重。

怠政——體制反撲

中共《人民日報》5月 21日

刊文批評稱，現在有一些官員在

所謂「改革攻堅、推進發展」中

失去追求、無所作為，反以「無

求」自況。把意志消沉、尸位素

餐，視為「淡泊」者有之；把為

官平庸、毫無建樹，視為「超

脫」者有之；把怕事推諉、圓滑

逍遙，視為「曠達」亦有之。

公開的媒體報導顯示，中共

官場近年怠政、懶政亂象頻現。

官員被曝在上班時間賭博、吸

毒、打遊戲、網購、看色情片，

甚至通姦等。

中共總理李克強上任以來，

更時常因為「政令不出中南海」

和官員怠政等「經常發火」。據

官媒披露，有一次李克強發火

時，一度用茶杯敲砸桌子。

時評人士胡少江分析，中共

官場現在流行新「三不」：「不吃

飯、不收禮、不辦事」。前「兩

不」是當局的反腐要求；而後「一

不」則是官員們對當局反腐的最

典型的對抗。

外界一直有觀點認為，中共

體制是官場腐敗主要原因，一黨

專制之下，貪官層出不窮，抓也

抓不完。

美國之音曾援引美國學者分

析，習近平的反腐工作正面臨重

大挑戰，其反腐舉措並沒有大幅

度降低中共的腐敗現象。主要因

為中共有一種貪腐的文化，腐敗

已經成為中共官場中無處不在

的病狀，這種腐敗文化是 2002
年江澤民用「三個代表」將經

濟新貴們納入政治體系而滋生

的，這樣的腐敗文化最終會拖累

經濟的發展。習近平不可能會查

辦所有官員，這不是一個行政命

令或是反腐運動可以解決的。

另一方面，習近平大規模打

擊貪汙腐敗的做法顯示，腐敗

已經滲透到中共官僚機構的各

個層面。但這場打貪腐的行動卻

沒有觸及到中共體制內貪汙腐

敗的根本，也就是習近平經常所

說的「貪腐的土壤」。習近平只

是暫時中斷腐敗的市場，一旦打

貪行動鬆懈，這個市場會馬上回

來。

對於當局近年反腐的同時

一再強調「從嚴治黨」，時評人

士文昭表示，客觀上來講，這會

激化共產黨內的矛盾，加速解

體。因為現在的社會環境跟八十

年代已不一樣了，「官員已經體

驗過紙醉金迷、物慾橫流的生

活，你現在要他回去當清教徒，

他不跟從，你還拿著反腐的鞭

子去抽著他，官員心裡的牴觸、

怨恨情緒可想而知了。」

反腐遇暗湧 官場抵抗大曝光
官員貪腐、對抗審查花樣層出不窮 官場怠政、當局無奈折射體制痼疾

【看中國記者李文隆綜合報

導】北京當局過去數年反腐力

度可謂不弱，上至前政治局常

委，下至縣官村長，皆有官員

落馬案例。但同時專責打貪的

中紀委也披露，涉貪官員也在

以各種方式防範和逃避、抵抗

審查，且落馬官員所謂懺悔也

在造假。此外，官場怠政對抗

情況也越來越嚴重。

中共自己製造的陽奉陰違、表裡不一的官場文化，成為當局反腐阻礙。（Getty Images）

村官自演搶劫戲

貪官演技比影帝

【看中國訊】近期，四川一村

委會副主任自導自演了一齣「麻

醉搶劫案」。

據《封面新聞》5月 24 日報

導，3月 26 日，四川內江市市中

區朝陽鎮梅堂灣村支部書記張

志敏到鎮上辦事時，看到該村

村委會副主任張曉斌躺在地上，

摩托車翻倒在一旁。而後，張曉

斌稱，他在給兩位村民開證明

時暈倒了，身上攜帶的 16.8 萬

元醫保款丟失，隨即，張志敏撥

打了 110 報警。

不過，張曉斌在「表演」難

以自圓其說後承認：「錢沒了，

是拿去還債了，根本就沒有發生

甚麼搶劫案。」原來長期賭博、

嫖娼的張曉斌，因近年來其藥材

生意連連虧本，負債累累。其負

責代收 800餘戶村民的醫保費，

除被其用來償債外，還在家裡藏

了5 萬多元。

這也許不過是村霸的小打

小鬧，但善於演戲的中共官場

「兩面人」、「戲精附體」的貪

官著實不少。

中共吉林省人大常委會農

業與農村委員會原主任委員藍

軍，曾自導「千人送藍書記」的

「送別戲」場面；中共茂名市政

協主席、黨組書記馮立梅退贓

時，當著眾多官員打了他老婆一

耳光，並大罵：「你怎麼能收人

錢！」

中共廣東原省委常委、廣

州原市委書記萬慶良被稱「六百

帝」，他任廣州市市長時哭窮

稱：「我工作了 20 多年還沒買

房，現在住的是珠江帝景，130
多平方米，每月交租 600 元。」

肖建華案遇難題 傳庭審推遲至下半年

命運取決於資產變賣

據《南華早報》29 日引述二

個消息來源報導，在香港四季酒

店神秘失蹤的大陸富豪肖建華，

將在今年下半年被開庭審訊，但

在此同時，他的前度旗艦企業明

天集團，卻遭遇乏人接手的困

境。

該報上月曾稱，對肖建華案

的調查已經結束，可能於 5 月

或 6 月開庭。

本次報導指出，由肖建華一

手創辦的明天集團，在變賣資產

方面遇上「技術性困難」，需要

更多時間解決，故肖建華一案可

能在 8 月或 9 月開審。

報導援引的消息源表示，

「整個事件並非一帆風順，資產

變賣需要有合理的價錢，才可償

還銀行的貸款。除此之外，現在

又有新的法例去規管有意的買

家」。

今年 3 月曾傳出「明天系」

被要求在 2018 年內剝離 1500
億元（人民幣，下同）資產來

償還銀行貸款，以便「自救」，

而在這之前，自肖建華被從香港

帶回內地以來，「明天系」已剝

離了約 1000 億元資產。

消息說，在今年資產處置完

成後，「明天系」的風險將降至

「相當可控」範圍內，這一資產

處置的成效將在相當程度上決定

肖建華的命運。

政治背景深厚的富豪

自從 2016 年以來，北京高

調進行金融反腐，並以調查的方

式暗中向一些高調的中國富豪開

刀，他們大多都倚仗銀行大規模

貸款而進行大膽的投資，以及海

外收購，而這些人背後，均有著

中共高層不同派系的政治背景。

現年 46 歲的肖建華，作為

「明天系」的掌門人，曾掌控最

少 9 間上市公司，資產規模達 1
萬億元，胡潤 2016 年公布的估

算結果，指他個人財富高達 400

億元。

肖建華一直被外界指為是同

時代理多個中共權貴家族利益

的「白手套」，特別被強調的是

與多個江派權貴太子黨密切，比

如：2006 年山東魯能集團併購

案涉曾慶紅兒子曾偉和 2009 年

北京昭德置業併購案涉賈慶林女

婿李伯潭，2009 年台灣南山人

壽併購案（已被台財政部否決）

涉李嵐清兒子李迅雷，2012 年

香港數字領域併購案涉戴相龍女

婿車峰。

在中共當局對落網者處理的

慣例之下，肖建華的命運可能更

與其供出太子黨貪腐斂財內情有

直接關聯。

據《南華早報》報導，與另

一個落馬資本大鱷、被判處 18 
年監禁的原安邦保險集團董事長

吳小暉相比，肖建華將受到的刑

罰要輕的多。

吳小暉 5 月 10 日被控涉

詐騙和貪汙判入獄 18 年，沒收

105 億財產，安邦保險亦遭到當

局國資接管，但相對之下，肖建

華則被軟禁在上海近郊，他的公

司獲准變賣資產還債。這顯示他

配合了當局的調查並交代了有價

值內情。

近日有消息報導，有深厚政治背景的落馬富豪肖建華，需要「剝離」

數千億資產，這在相當程度上決定著他的命運。（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李文隆綜合報導】

原「明天系」掌門人肖建華自

去年 1月底被北京當局自香港
帶回中國大陸後一直下落不明。

但已有爆料稱，「明天系」被

要求出售資產，肖本人被監禁、

調查，並即將被提起公訴。港

媒最新報導，肖建華案不會在

上半年開庭。

「人權打手」管「依法治國」 傅政華遭舉報
【看中國訊】5月 24 日，原

廣西百舉鳴律師事務所主任、律

師覃永沛公開發文，向中共國家

監察委舉報現任司法部長傅政華

涉嫌瀆職和濫用職權罪，參與或

指揮各地法院，剝奪律師及事務

所訴訟權利。

其中包括傅擔任公安部副部

長期間，直接主導了對 709 律師

的非法抓捕行動，製造了舉世聞

名的 709 迫害律師和維權人士的

事件。

前安徽檢察院檢察官瀋良慶

就舉報事件對希望之聲表示，傅

政華本身就是一個法西斯暴徒，

對中共而言「政治上可靠」；「我

覺得覃永沛這個做法是冤有頭債

有主，是找對了人。」

傅政華曾是周永康的親信，

充當多年「政治打手」，被冠

以「狠角色」之稱。據美國之音

2017 年 9月報導，傅與巴拿馬前

總統、俄羅斯總檢察長之子等人

權惡棍一起出現在人權團體向美

國政府提交的惡人名單中。

報導稱，「中國人權問責中

心」的發起人之一曹雅學說，傅

政華主使「709 案」，制裁他 10
遍都不冤枉。

官媒《新疆日報》4月 24 日

報導顯示，傅已兼任中共中央全

面依法治國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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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富人為何定居海外

「EB-5」是美國的投資類簽

證。如果外籍人士在美國至少投

資 50 萬美元且創造至少 10 個

美國就業機會，或者向其他發展

項目投資 100 萬美元，那麼將

會獲得美國永久居留權（即美

國綠卡）。實際上，這意味著你

可以通過投資方式購買在美國生

活的權利。「EB-5」投資類簽證

最大的需求來源是中國，而且

達到此類簽證資格的外籍移民

75% 是中國人。

美國每年簽發 1 萬個「EB-
5」投資類的簽證，2017 年 11
月，這類簽證等待批准的名單人

數超過 3 萬人，其中近 90% 申

請者來自中國。為甚麼中國富裕

階層不願住在中國？在胡潤公司

與加拿大公司 Visas Consulting 
Group 聯合做的調查報告中，

超過四分之三的受訪者表示，子

女教育問題是他們考慮移民的一

個原因；約六分之一的受訪者認

為中國的政治環境是考慮移民的

原因；約五分之一的受訪者承

認，考慮移民是希望能夠保護他

們的資產。

美國、澳大利亞和加拿大是

中國富豪最嚮往的國家。

澳大利亞悉尼的赫斯特維爾

（Hurstville）、墨爾本的博士山

（Box Hill）、美國舊金山的里

奇蒙（Richmond）以及加拿大

溫哥華的里奇蒙（Richmond）

等，這些城市的社區近幾年湧入

大量來自中國的華人移民，為當

地帶來一片繁榮。這些情景與中

國自身發展的故事存在著矛盾。

儘管在中國擁有更多的機會，越

來越多的中國富人卻似乎想通過

移民的方式離開中國。中國官

方英文報紙《中國日報》（China 
Daily）也承認了這一點，在

2014 年的一篇報導中寫著：「中

國的超級富豪定居國外以及獲得

海外國家護照的意願達到了歷史

新高。」

在澳大利亞悉尼，Black 
Diamondz Property Concierge
的創始人莫妮卡．杜（Monika 
Tu）擅長向富有的中國人出售

昂貴的房屋。她表示，中國當局

近期限制資本向海外流動，或者

當局努力阻止腐敗官員攜帶財產

外逃等舉措，對她的生意影響都

很小。

青海藏族學生 
要求雙語教學

【看中國訊】近日，青海海

東市部分藏族學生發起請願，

呼籲當局重視「雙語教學」，招

收「雙語教師」，真正實現「民

族平等」。藏族學生在請願

信中說：「海東市在 2018 年，

面向社會公開招聘中小學教師

共 359 名。其中，沒有一名『藏

漢雙語教師』，令人遺憾。」

有藏人指出，在西藏地區推行

「雙語教學」是為了復興藏民

族的文明與信仰。當今中國各

地藏區，許多藏人連藏語都不

會說，更不用提讀寫了。只有

較少的地方還有一些「雙語教

學」。沒有語言和文字，藏民

族的文化和信仰就無法傳承。

【看中國訊】根據聯合國

（UN）公布的《2018 年世界

幸福報告（The 2018 World 
Happiness Report）》顯 示，

台灣民眾的幸福感在全球 156
個國家中高居第 26 名，也是

全亞洲之冠。

【看中國訊】台灣一名林姓

商人，在江蘇蘇州經商期間，淪

為大陸國安部門間諜。林男曾擔

任蘇州台青會會長、台商投資協

會副會長及青年聯合會委員。林

男多次返台，欲以贈禮品、現

金、安排職務等方式，利誘他認

識的法務部調查局某情報調查

官，刺探台灣公務秘密、敏感資

料，及發展組織等，林男甚至承

諾「來大陸就再給幾百萬元」。

但被對方嚴拒。

日前，台灣桃園地檢署檢察

官在偵訊後，認為林男涉犯國家

安全法，因此向法院申請羈押禁

見。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編譯】越

來越多的中國富裕家庭選擇

離開大陸，定居海外。據總

部位於中國上海的胡潤公司

（Rupert Hoogewerf） 一 項
調查報告顯示，2017年年收入
130萬至 2630萬美元的中國人
當中，超過 46%的人正在考慮
移民。

世界幸福報告： 
台灣居亞洲之冠

台商赴陸經商 
淪為間諜犯法

2017年，在美國EB-5簽證等待批准的名單中，近90%申請者來自中國。（Fotolia）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報導】

位於英國倫敦的大英博物館

（British Museum）是世界規

模最大、最著名的博物館之一，

該博物館收藏了眾多的中國古

畫。來自上海的中國古畫修復大

師邱錦仙在這裡受到了極大的

尊重。

英國 BBC 新聞報導，邱錦

仙身懷絕技，但她並不是來自

古董修復世家，也沒有在專業

學校進修過，曾作為知青的她

還曾下鄉到農村插隊。在大英

博物館工作了 30 年，邱錦仙倍

受尊重。如今儘管已經退休，她

依然每週到大英博物館工作 3
天，除了修復古畫外，還傳授技

藝帶學生。

1968 年，剛滿 17 歲的邱

錦仙到上海南匯縣農村插隊，

每天下地幹農活。三年半後，邱

錦仙回城，來到上海博物館，在

古畫修復部門工作。

修復古畫是一項非常細緻

的技術活。需要研究作品年代、

技法風格、材質和破損程度等

情況之後，再決定古畫的修復

方法。盡可能使用相同年代、同

樣材質來修復，還要遵照古畫

卷原來的經緯進行填補、補色。

1987 年， 邱 錦 仙 有 機 會

到英國倫敦去修復古畫。大英

博物館的工作人員非常欽佩邱

錦仙高超的古畫修復技藝。時

任大英博物館東方館館長傑西

卡． 羅 森（Jessica Rawson）
下定決心聘請邱錦仙到倫敦工

作，她不但說服了上海博物館，

還幫助邱錦仙辦理了所有手續。

30 年過去了，邱錦仙依然

在大英博物館辛勤地修復中國

古畫。經過她的妙手回春，約

有 200 多幅古畫被修復。邱錦

仙表示，有些大型古畫作品修

復費時費力，需要數月時間才

能完成。她說：「每完成一件古

畫修復工作，我都感到欣慰。」

在英國倫敦的一名中國古

董修復學者表示，邱錦仙這樣

的一代古畫修復師，他們最令人

敬佩的就是那種鍥而不捨、精

益求精，只專心研究一門技藝

的傳統匠人精神。

台灣《聯合報》報導，華裔

腸胃科醫師甄理達與妻子參加

了兒子、兒媳的醫學院畢業典

禮之後，乘機從巴爾的摩返回

洛杉磯。在飛行途中，他發現

身旁非洲裔乘客出現疑似突

發心臟病的徵兆，包括臉部僵

硬、嘴半張、雙眼翻白等現象。

作為醫師，甄理達先是與對方

打招呼，看到對方沒有反應之

後，他伸手查看對方的脈搏，

發現該乘客心臟已經出現停止

跳動的跡象，立即開始搶救。

儘管從醫已經 30 多年了，

這還是甄理達首次在高空搶

救患者。他先是呼叫空姐到現

場，解開患者的安全帶，合力

將他平放在過道上，立即開始

心肺復甦（CPR），一直到對

方的手有了反應。談到當時的

情景時，甄理達說：「情況太

緊急，而且我知道美國有『好

人保護法』(Good Samaritan 
Law)，不用擔心事後被家屬控

告。」

甄理達讓患者咀嚼吞下三

片 81 毫克的阿斯匹林，緩解了

胸痛和氣短的症狀。

飛機接近芝加哥機場上空

時，航班機長聯繫了地面急救

醫療中心，急救醫療中心醫師

與甄理達連線討論後，決定在

飛機上給患者輸液，提供食物

和飲料，每 30 分鐘測量一次血

壓和脈搏。幸運的是班機上有

乘客是護士，幫助完成靜脈插

管。

在剩下的旅途中，甄理達

使用自己的 Fitbit 來觀測患者

血壓和脈搏。

飛機抵達洛杉磯之後，當

機長請求乘客讓患者和甄理達

先行下飛機，並向他表達謝意

時，班機上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插隊知青成大英博物館大師華裔醫生高空救人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報導】在

乘班機的旅程中，華裔醫師甄

理達發現身旁乘客出現疑似心

臟病發作的徵兆，立即進行緊

急搶救，最終挽救了乘客的生

命。

身穿傳統民族服裝的藏民
（Antoine Taveneaux/WIKI/CC 
BY-SA）

大英博物館（Jononmac46/
WIKI/CC BY-SA）

台灣平溪天燈節 
（Lenovo-lin/WIKI/CC 
BY-SA）

Fotolia

【看中國訊】10 年來，亞洲

鯉魚入侵密西西比河，破壞生

態平衡，一直是美國政府努力

解決的難題。為了幫助解決這

個問題，一位中國移民在肯塔

基州建立了魚類加工廠。

美國之音報導，兩河漁業公

司創始人于泳琴來自中國東北，

已經接近退休，本來生活在加

州長灘。讓美國政府和生態專

家頭痛的亞洲鯉魚物種入侵的

難題，在于泳琴看來卻是商業

機會，她舉家從加州搬到肯塔

基州。在一個小城建了工廠，捕

撈、加工並出口亞洲鯉魚。

70 年代，從中國引進的亞

洲鯉魚被放入美國阿肯色州和

密西西比州用來清理池塘，而

1995 年的洪水讓這些魚流出

養殖池塘，進入河道，順流而

上。亞洲鯉魚生長迅速、快速

繁殖，無天敵的特性威脅到美

國本土河道物種的生態環境，

美國政府多年來努力防止亞洲

鯉魚進入五大湖區威脅本土物

種。于泳琴的兩河漁業公司位於

肯塔基州密西西比河和俄亥俄

河的交界，這裡也是自 2007 年

起美國內政部控制亞洲鯉魚氾

濫的主戰場之一。

不過，這個行業雖然有利

潤、可以解決美國生態問題，又

有政府的支持，但是對于泳琴

說，想繼續維持甚至擴大產業

還是存在障礙。

兩河漁業公司經營的第一

年，就因市場把握不準確而經

歷挫敗。于泳琴說：「一開始我

們是把市場瞄準到中國市場，中

國人是喜歡吃淡水魚，但是喜

歡吃活的，我們這個魚是凍魚，

和當地的新鮮魚在價格上就沒

有辦法競爭。」

第一年損失了幾十萬美金，

于泳琴說當時想的是調整市場

再堅持一下，五年過後，公司成

為僱用了 15 個本地員工的小

型企業，每年一千餘噸的加工

量。魚頭供給美國本土的亞裔市

場，魚肉出口東歐，並與當地公

司合作加工魚肉香腸和漢堡肉

餅。

華人在美出口鯉魚 解決生態問題
【看中國訊】5 月 27 日，洛

杉磯縣警局核桃鑽石吧分局接

到報警，稱有一群中國留學生在

核桃市的一家旅館前面「玩槍、

射擊」。警方如臨大敵，派出至

少四名警員到場，而且空中還有

巡邏直升機支持。 警方命令這

些年輕人舉起手來不許動，並給

其中兩名男學生帶上手銬，將他

們暫時留置在警車內。警方還搜

查了學生的駕車及個人物品，其

中有中國護照，並記下他們的姓

名。最後，警方並無發現真槍實

彈，確定只有一把仿真槍，在對

這群學生警告後離去，沒有人被

捕。

華裔射擊教官 Tony Lee
表示，現今仿真槍業者追求逼

真，將仿真槍打造得很真實，很

受一些年輕人喜歡。仿真槍在槍

管部位有標誌，18 歲以上都可

購買。但是玩仿真槍應盡量在封

閉區內進行，因為從功能而言，

仿真槍也容易傷人，不建議在公

共場所玩。 
據大黃蜂射擊俱樂部主席

顏文宇說明，仿真槍標誌是在

槍管處有橘色標誌，但若將標

誌去除即屬違法。所以當有人看

到沒有橘色標誌的仿真槍時，會

以為是真槍，報警很自然。而且

若用仿真槍威脅警察，也可能被

誤以為真槍，並遭到警察射擊。 
顏說，在美國買槍容易，但

有持槍證並不等於就可以隨身

帶槍。因為持槍證分三種，包括

可以隨身帶槍，即隱蔽帶槍；而

執法者持槍可以露在外面；居民

也允許有槍，但不可以隨身帶

槍。

玩仿真槍 留學生被警告

亞洲鯉魚入侵，美國如臨大敵。

（美國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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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行長解析理財陷阱

近些年來，中國流行一句

話，叫作「你不理財，財不理

你」。各個銀行紛紛推出名目

繁多的理財產品，以保本及高收

益吸引中國民眾購買。同時，也

有很多非銀行類金融機構面向中

國民眾發行各類投資產品。但在

這個過程中亂象叢生。

由北京市政府主辦的 2018
金融街論壇年會於 5 月 28 日至

29 日召開，中國央行行長易綱

在論壇上表示要在金融開放的過

程中加強對投資者的教育和消費

者的保護。

易綱強調，在消費者保護這

個問題上，要樹立負責任金融的

理念，把金融產品和服務的信息

準確地傳達給消費者，讓消費者

知道應該承擔的風險和後果。在

選擇金融產品和服務的時候，要

注意維護好自身的合法權益，天

上掉餡餅的事是不會發生的。

「如果你看到一個投資機會，他

告訴你又保本，又有一個兩位數

的收益，你一定要小心，一定要

問一問，它投甚麼項目才能夠有

這樣的結果」。

中國財政部前部長、現任社

保基金理事會理事長樓繼偉在

「兩會」期間接受採訪時表示，

老百姓要加強風險意識，不能

一看收益高就被「忽悠」進去，

「保證 6% 以上回報率的就別

買，那是騙子」。

中國銀監會主席郭樹清曾

在回答媒體提問時表示：「希

望媒體密切配合，普及金融知

識，提高老百姓對金融風險的

識別意識，防範金融欺詐。再

有，媒體刊登廣告要小心，有

很多金融詐騙是通過媒體發布

理財廣告，欺騙了老年人、退

休老工人，他們金融知識很有

限，全社會需要媒體做工作，

防範風險意識，提高識別金融

欺詐的能力。」

從上述中國主要的幾位金融

官員言論可以看出，在中國很多

所謂的「理財」與「投資」產品

都是騙局。有中國民眾表示：金

融監管就不能更嚴格一些嗎？銀

行就不能更規範一些嗎？老百姓

又懂甚麼呢？

截至 2017 年底，中國共有

562 家銀行業金融機構有存續的

理財產品，發行的理財產品總數

9.35 萬支，理財產品存續餘額

29.54 萬億元人民幣。

中國金融業人士透露，理財

產品就是不計入銀行資產負債表

的業務。每個銀行都有自己的資

產負債表，上面列明存款和貸款

各有多少，資產負債表的每個指

標都必須在中國銀保監會和央行

限定的範圍內。而銀行理財產品

則不同，其各項數據並不計入銀

行的資產負債表，所以銀行如何

使用資金往往不會受到約束。於

是，風險也隨之產生。

另有信息顯示，各類披著

「互聯網金融」外衣的新型金融

詐騙，正侵襲中國農村。例如，

加密數字幣、互聯網消費返現

等，這些金融騙局的進行，藉由

熟人關係在一定區域內進行傳

播，給中國農村埋下了極大的金

融風險隱患。

經濟界普遍認為，金融是實

體經濟的血脈，實體經濟的創新

發展，更離不開金融的支持。目

前，中國極待解決過度金融化問

題，防止資金脫實向虛。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導】

近年來，中國民眾熱衷購買各

類理財產品，但一不留神就掉

進理財陷阱、金融騙局裡。在

29日召開的 2018金融街論壇
年會上，中國央行行長易綱直

言，如果產品既保本，又有兩位

數收益，就要小心了。

【看中國訊】中國糧食進口

商在恢復購買美國高粱後，發

現高粱的供應量不足。之前由

於北京要求對美國農產品進口

進行反傾銷調查，導致美中這

兩個全球最大高粱貿易國之間

的交易暫停。

路透社報導說，北京四月

分在反傾銷調查時要求美國高

粱進口繳納高額押金，導致國

內買家卻步。在 5 月 17 日取

消調查之後，中國進口商一直

向美國貿易商詢問高粱價格和

供應量，但大部分本可以賣給

中國的高粱被其他國家及美國

國內的乙醇製造商買走。

美國高粱供不應求的局面

將持續到秋天。屆時美國糧倉

的中部各州將有一些收穫。但

即使如此，因為反傾銷調查對

價格的負面影響，許多美國農

場主們已改種小麥，使得今年

秋收的高粱產量減少。與此同

時，德克塞斯州的乾旱預計也

將導致高粱減產40%到60%。

美中兩國因貿易不平衡產

生的分歧導致雙方幾近展開貿

易戰。中國威脅提高美國農產

品進口關稅。但有些公司依靠

美國進口高粱作為牲畜飼料和

釀酒的原料。

對一些美國糧食出口商來

說，中國之前要求高額押金的

做法令他們心有餘悸，擔心美

中在貿易問題上隨時生變，導

致買賣雙方不敢簽署大筆訂

單，生怕未來的高粱進出口再

次受阻。（轉載自美國之音）

中國買家恢復進口 
美國高粱供不應求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從美國總統川普在推特發文可以

看到，中興通訊（ZTE）被美

國制裁的禁令有望解除，但是其

中的一個條件是中興通訊要繳納

13 億美元的巨額罰款。輿論質

疑中興通訊是否有能力支付巨額

罰單。

圍繞中興通訊一案，目前人

們特別關心的是，中興是否有能

力支付 13 億美元的罰款？根據

其公布的財務報告，13 億美元

的罰金差不多是該企業兩年的淨

利潤。再加上 2018 年 4 月以來

因禁令造成公司停擺帶來的損

失，輿論普遍質疑：中興能夠挺

過資金這一關嗎？

根 據 中 興 通 訊 財 報，

2017 年度，中興通訊銷售收入

1088.15 億元（人民幣，下同），

稅後淨利潤 53.86 億元，銷售淨

利潤率為 4.95%。 10 年平均銷

售淨利潤率僅為 2.41%。

綜合來看，中興通訊過去

10 年的稅前利潤全部加起來，

合計為 262.2 億元。其中：處

置各類股權的投資淨收益占稅

前總利潤 33.86%；各種退稅及

政府補貼收入扣減各種營業外

支出後的淨額占稅前利潤總額

68.98%。

僅上述兩項相加的占比已達

到 102.84%。即中興通訊主營

業務在過去 10 年對公司稅前利

潤的貢獻為負數。公司利潤的全

部均源自於退稅、政府補貼和投

資減持收益。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中興通

訊在 2016 年被罰的 8.92 億美

元（合計人民幣 62.02 億元），

也已經包含在財務報告的營業外

支出項中，已然由中國政府付

帳，最後由全體中國納稅人買

單。

有分析人士指出，如果中興

通訊的盈利能力真的那樣低下，

最後中興通訊這筆罰款還是會落

到中國納稅人的頭上，就是民眾

為中興通訊買單。

不過，與中興通訊的和解協

議很可能會在美國國會遇到強烈

的阻力。一些資深議員曾敦促川

普政府不要在中興通訊問題上讓

步，他們認為中興通訊涉及美國

的執法和國家安全問題。

中興或13億美元罰單換解禁 

中興通訊（Getty Images）

中國央行行長易綱直言，如果產品既保本，又有兩位數收益，就要小心了。（Getty Images）

星巴克進行反偏見教

育8000分店停業半天 

【看中國訊】為了平息抗議

的呼聲，美國連鎖咖啡店星巴克

（Starbucks）的 8000 家美國分

店 5 月 29 日下午暫時停業，對

員工進行反偏見培訓。上個月，

星巴克一家分店的雇員報警，導

致店內的兩名黑人被捕，引發抗

議。

對此，星巴克的首席執行官

文 · 約翰遜親自道歉。星巴克隨

後宣布改變政策，歡迎任何人坐

在咖啡館裡，即使他們不買任何

東西。 4 月分被捕的兩名男子 5
月早些時候與星巴克達成和解，

星巴克同意支付沒有披露數目的

賠償，並為他們提供上全部大學

教育費用。

中國降低進口汽車關稅 
輿論稱消費者獲益不大

【看中國訊】中國官方宣

布，從 7 月 1 日起將多數進口

汽車的關稅從 25% 降至 15%。

中國輿論認為，最大的得益者是

政府而非廣大消費者。

有網民舉例一輛進口汽車

到岸價為 24 萬元人民幣，可市

場價卻高達 90 萬元人民幣，減

稅額約 2.4 萬，只占銷售價的

3%，而政府從中收取的稅費則

達到令人震驚的 46%。

另有網民稱，購買一輛普通

的轎車，中國消費者須支付購

置稅、消費稅、增值稅、營業

稅、車船稅等，共約占購車款

40%。因此，僅降低關稅，民

眾受益極小。

財經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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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可不知的
防曬十大誤區

文/凱倫
圖/Thinkstock

1.晴天才需防曬乳？
許多人只有大晴天才擦防曬

乳。有時雲朵會遮蔽太陽，有人

就會誤認為這樣可以減少一點紫

外線。雲朵雖然可以阻擋部分

紫外線，不過陽光中，對肌膚產

生傷害的紫外線還是會有八成到

達地球表面，有

時雲朵也會反射

紫外線，幫助紫

外線進入地球表

面。

紫外線不會

發熱。譬如人們

在爬山時，愈往

上，山風愈涼，

這時紫外線也就

愈強。每往上 1,000 米，紫外線

就增強 10%。在大海上也是同

樣的道理：海風讓你感覺涼爽，

然而此時的紫外線已達到極強的

程度。

此外，雲層對紫外線來說幾

乎起不到任何隔離作用，90%
的紫外線都能穿透雲層，惟有昏

暗而又厚重的雨雲層才能阻止部

分紫外線。

2.膚色黑不需要    
防曬乳？

有些人皮膚的確較容易受紫

外線傷害，這與黑色素有關，皮

膚中的黑色素會吸收部分紫外線。

不過黑色素保護效果並沒有

你不可不知的
防曬十大誤區

防曬是保持年輕白皙的關鍵。若想肌膚白皙

免受陽光的折磨，就要掌握正確的防曬理念、遠

離防曬誤區。其實一年四季都是需要防曬的，只

是夏天尤為重要。防曬不僅能使我們的皮膚不被

曬黑，還能保護我們的皮膚。

很強大，因此無法取代防曬乳。

以防曬係數 spf 來說，黑色素防

曬效果相當於 spf 一點五到二點

零之間，對於阻擋長波紫外線

(uva) 效果更是微弱，紫外線容

易進入皮膚較深層組織，進而造

成危害。

以美國黑人來說，美國黑人

皮膚癌發生率雖然比其他人種來

得低，但一旦出現皮膚癌，存活

率、預後狀況往往不甚理想，白

人皮膚癌五年存活率為百分之

九十一，而黑人皮膚癌五年存活

率則只有百分之七十三，這除了

與醫療照護有關，也與皮膚癌種

類大有關聯。

3.已經被曬黑        
再塗防曬霜也於事無補

皮膚曬後呈棕黃色，表明

皮膚進入自我保護狀態。皮膚

的增厚和黑色素的產生是皮膚自

我保護的表現，此刻還是應該要 
防曬。

4.防曬乳過期      
還能用嗎？

防曬乳如果過期，就好像牛

奶過期一樣，都不是好事。不過

許多消費者使用、購買防曬乳

時，並不會特別注意有有效期

限。美國一項調查發現，大約有

三分之一的消費者購買防曬乳時

不會特別檢視有效日期。防曬乳

若過期，有些成分會減退，失

去保護作用，就算擦了，也無法

保護肌膚免受紫外線傷害。

防曬產品放置時間過長，會

降低防曬係數，減弱防曬功效。

另外，化妝品說明文字下方，通

常有一個瓶蓋被打開的標誌，

上面寫著一個數字和大寫字母

「M」，意為開蓋後要在該數字

規定的月份內用完。

5.塗上防曬品後      
可立即產生效果

防曬品中的有效成分必須滲

透至角質表層後，才能發揮長時

間的保護效果，因此，在出門

前 30 分鐘就先擦拭完畢，出門

前再補充一次，在使用的劑量

上，每次至少須有 1~2 毫升的

量，方可達到最佳防曬功效。

6.只要出門前塗了防曬
霜肌膚可一整天受保護

防曬產品在曝曬部位塗抹數

小時後，由於汗水的稀釋等原

因，其防曬效果會漸漸減弱，所

以應及時洗去並重新塗抹，以確

保防曬效果的延續。

7.防曬係數越高越有效
防曬係數越高的產品，就

意味著添加了越多的防曬劑，對

肌膚的刺激也就越大，因此如果

是平常上班的話，選 SPF15、
PA+ 的產品就可。如果在戶

外 運 動 的 話， 宜 選 SPF25 ～

SPF35、PA++ 的 產 品。

如果是到海邊游泳時，則選

SPF35~SPF50、PA+++即可。

8.塗抹多層防曬品      
防曬效果加倍

真正的防曬效果只在於防曬

值較高的產品，無需同時使用兩

種防曬產品。

9.冬天自然會白回來
在 25 歲之前，肌膚因色素

沉澱變黑或產生

的斑點，都具有

「可逆性」，可以

自己逐漸變白。

但過了 25 歲，肌

膚便失去了自動

可逆性，只能借

助美白產品來恢

復原有膚色了。

此時，一定要有

耐心，因為美白

產品的效果必須

經過一段時間才

會顯現出來。

10.偶爾忘記塗防曬品 
對肌膚並無大礙

日曬其實是會累積的，雖然

只是間接性地接受日曬，對皮膚

的傷害卻會長期積累下來，或許

無法立刻看到後果，但時間長了

就會造成肌膚曬黑、臉上出現斑

點、皮膚失去彈性、產生皺紋、

老化等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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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絲扇 髮簪步搖

Zen & Accessories 
禪

美因您而中國民族風

文/柏永輝

相信大家都聽過

這樣一句話：「我看誰

老不順眼了」。很多人

也都知道，「看誰不順

眼，說明你自己修為

不夠」，那麼這句話如

何理解呢？

看人不順眼，重要原

因之一就是你離不開他，

如果你有能力離開這個看不順

眼的人，又何必老是虐待自

己？

因此，停止抱怨，專注於

提升自己的能力吧，等有了能

力，就看誰都順眼了。

看人不順眼，根本原因是

修為不夠。「心中有甚麼，看外

界，就會有甚麼」，相信很多人

對這句話一定很熟悉。

瞅甚麼都順眼的人，肯定

優雅。人的優雅關鍵在於控制

自己的情緒。

我們時常被情緒所控制，

我們的不自由，通常是因為來

自內心的不良情緒左右了我

們。一個能控制住不良情緒的

人，比一個能拿下一座城池的

人強大。

情緒是否可以控制

呢？心理學的研究表明，

不但情緒可以影響人的行為，

反過來行為也可以影響人的情

緒。如果你做出一個微笑的面

容，那麼你就會感到增加了幾

分愉悅。

一個人感到幸福快樂無非

就是兩種，一種是在外界尋找

快樂，這樣自己會很快樂；另一

種是自己讓自己變得快樂。發

自內心的平和、安詳感，才是

最終的內心變得強大的寫照。

【看中國訊】人生歷練中，

如果懂得換個角度思考問題，很

多難題就容易迎刃而解了。

年輕時，我曾去紐約的一家

公司應聘，最後只剩下我和另一

個名叫馬倫的人競爭。老闆讓我

們第二天早晨來公司，他在辦公

室裡給我們做最後一個測試。

第二天一早，我和馬倫同時

來到老闆辦公室，老闆已經在那

裡等候了。他拿出 100 美元給

我，讓我去樓下的報攤買份當天

的《紐約時報》。我接過錢說：

「報紙只要 5 美分一份，100 美

元可能找不開。」老闆說：「你

去試試看！」

我來到報攤說要買一份《紐

約時報》，攤主笑笑說：「你拿

100 美元來買份 5 美分的報紙，

真是太為難我了，我現在沒有零

錢找你，過兩個小時再來，那時

我或許就能找開了。」果然如我

所料，我把剛才的情形告訴老

闆，老闆沒說什麼，讓我把錢交

給馬倫。沒想到幾分鐘後，馬倫

居然拿著一份《紐約時報》回來

了，而且他的手上還拿著那張

100 美元的紙幣。「你是怎麼買

到的？」我和老闆異口同聲地問。

馬倫笑笑說：「剛開始那個

人也說沒有零錢找，然後我對他

說：既然這樣，我能不能先把報

紙拿上去，過一會兒我向同事借

5 美分給你送下來。賣報紙的攤

主很爽快地答應了。」老闆滿意

地點點頭，然後對我們說：「同

樣一件事情，不同的說法就會有

不同的結果，有時候我們不應該

只是順著別人的話去理解問題，

而應該自己去創造一些機會讓別

人來理解和順從我們。」

最終的結果一點也不意外，

我失去了那份工作，不過雖然如

此，老闆說的那番話卻一直牢記

在我心裏，讓我受用終生。

看人不順眼  原因的
學會拐彎， 

人生沒有難路

因此，你看那些慈祥的老

人、智慧的長者，都具備這樣

「心如止水」“不以物喜，不以

己悲」的能力。

只有這樣的時候，你才不

會被外界的事情所幹擾，去專

注於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外界

的所有無關信息，都會被你過

濾掉。

相信有很多人，很容易被

外界的無關緊要的事情左右著

自己的情緒。外界開心，自己

開心，外界發生了不好的事

情，自己也會很憤怒，以至於

吃不好睡不好，影響自己的工

作學習，或者乾脆打亂自己的

目標方向。

怎麼做到一心不亂

呢？分清哪些是自己的事

情，哪些是別人的事情，哪些

是老天爺的事情。

別人這麼做，是別人的事

情，你自己控制好自己的事情

就可以了。至於老天如何，那

是老天的事情，它要颳風下

雨，這是它的事情，不要因為

外界事物的變化而干擾自己的

情緒。

我們的能量、精力、腦

力，都是很有限的，不要為了

這些對你目標毫無意義的事情

去關注、去重視、去生氣，反

而最後沒了心情去做自己的重

要事情。因為消極情緒會消耗

掉你 90% 的精神能量。

比如別人不小心踩了你一

腳。你勃然大怒，然後罵對

方，結果吵著吵著就打起來了。

因為你覺得這是別人的

錯，別人對你好了，你才會情

緒好，別人影響你的情緒了，

你就會勃然大怒。

你就像一個被控制的人一

樣，人家要你笑你就笑，人家

要你哭你就哭。

為甚麼要把控制自己內心

情緒的鑰匙交給別人呢？

外在世界的所有事

物，都有著你內心世界

的潛意識投影。你內心世界和

這個外在世界如何互動，那個

外在世界就會和你如何互動。

所以凡事想開一點，又何

必因為別人的關係而影響了自

己的情緒呢？

美國有對孿生兄弟出生於

貧困家庭，媽媽是酒鬼，爸爸

是賭徒，所以他們家非常貧

窮。兩兄弟長大後，弟弟無惡

不作，進了監獄。

記者採訪弟弟，弟弟說：

「都是我父母害的，我到現在這

個地步，都怪父母不好。」

記者又去採訪哥哥，哥哥

是一個很成功的企業家，哥哥

說：「我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

我的父母。」

同樣是一個悲慘的家庭，

為甚麼弟弟會淪為賭徒、哥哥

會變成企業家？因為決定命運

的不是外在世界，而是你的內

心。所以，看別人不順眼時，

還是立即想想你自己的修為

吧。因為對方就是你。

感 悟
人 生

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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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養生 D3VISION TIMES      www.kanzhongguo.com 第 4期    2018年 5月 31日—6月 6日     

年過半百之後，男性體力逐

漸衰退，許多疾病都會一一浮

現，此時，應該如何做好自我保

健的功課，讓自己擁有一個健康

的身體呢？就讓我們一同來探討。

 控制體重
許多中年男性都是「大腹

翁」，身上的「游泳圈」很難消

掉。此因上了年紀之後，人體新

陳代謝的速度減緩，活動量減

少，熱量的消耗也少，但是吃的

食物卻不見得減少，因此非常容

易發胖。

男性體脂肪的比例如果大

於 25%，就屬於肥胖，而當腰或

臀比例大於 0.9 的時候，罹患糖

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風險也會增

加。因此，維持標準範圍之內的

體重非常重要，應「雙管齊下」，

以「少吃」和「多運動」來控制體

重。

 預防三高
「三高」是現代人很容易罹

患的慢性病，而三高指的是「血

壓、血脂、血糖」高。三高會導

致各種血管病變，以及腦中風、

心臟病、糖尿病、腎臟病等中老

年慢性病的發生，影響健康甚

鉅。

「三高」的成因和飲食息息

相關，故患者應改變不良的飲食

習慣，飲食盡量清淡，以「三低

一高」──「低油、低鹽、低糖、

高纖」來控制體重，並有助於預

防某些癌症（如：大腸、直腸癌

等）。

 戒菸、戒酒
抽菸、喝酒對人體的害處無

庸贅言，但是癮君子和酗酒者仍

不在少數。吸菸會增加罹患肺

癌、心血管疾病、呼吸器官疾病

的風險，要避免，唯有「戒菸」

一途。戒菸不容易，許多人往往

須要戒好幾次才會成功。

如果一時戒不了，可以經

常喝茶，並多吃一些菠菜、蔥、

蒜、魚類、甜椒、胡蘿蔔、橙黃

色水果來減輕吸菸的危害。

至於喝酒，不但傷肝、傷

腸胃，也容易誤事，造成意外傷

害，所以千萬不可酗酒，而且最

好能夠戒酒。

 留心胸痛
不少男性在運動後或做粗

重工作的時候，會發生胸痛的症

狀，一般情況下可能休息片刻就

能緩解，所以容易讓人輕忽。此

種情況也許正常，但也可能是心

臟病的早期症狀，建議能夠去醫

院檢查一下比較安心。

發生嚴重的胸痛症狀，如

果未能及時診斷處理，可能會影

響生命安全，例如：氣胸、心絞

痛、肺梗塞、心肌梗塞等，絕對

不可掉以輕心。

 注意痣變
男性通常比較不在意身上

痣的變化，也比較不願意看醫

生，其實，如果痣沒有增多或出

血，並不會帶來健康威脅，但是

潛在的危害是「癌變」。自己的

健康要靠自己守護，男性最好養

成關注皮膚狀況的習慣，一旦發

現具有變化特徵的痣，應即刻

找專科醫生看診，並且盡早去

除。

 例行體檢
許多疾病的發生沒有徵兆

或症狀輕微，很容易被忽略，

如果等到已經明顯感覺身體不

舒服，或者出現異常反應的時

候，往往已經錯失早期治療的

黃金契機。「早期發現，早期治

療」才是王道，為了避免小病不

醫拖成大病，每年做例行體檢

是必要的，然而更重要的是，

平時應留意身體是否有異常狀

況。

 注意如廁時間
我們的身體或多或少都累積

了一些毒素，順暢的排便就是一

種「排毒」方式，身體的毒素不

排出去的話會影響健康。

男性如果發生便秘，如廁時

間變長，也有可能和痔瘡有關，

應多喝水、多吃蔬果和高纖食

物，以緩解便秘；如廁時不要

一邊閱讀書報，否則排便時間

會拉長，若超過 3 分鐘可能導

致直腸靜脈曲張、淤血，容易引

發痔瘡；如廁次數無故增加，也

可能是前列腺炎，宜就診檢查治

療。

日常生活中，常常會

遇到一些小問題、小狀

況，如果知道如何處理，

您就會覺得得心應手，輕

鬆許多。以下介紹一些生活

養生小妙招，提供您參考。

護胃黃金搭檔

南瓜含類胡蘿蔔素，可在體

內轉化為維生素 A，保護黏膜，

所含的果膠，也能對胃黏膜起到

保護作用；紫甘藍含維生素 U，
能保護胃黏膜，促進胃潰瘍的癒

合。兩者互搭是促進胃部黏液生

成，修復胃黏膜的最佳營養菜餚。

作法是先將紫甘藍切絲，蔥

切段，南瓜切塊蒸10分鐘備用；

鍋內倒入橄欖油，放蔥段和紫甘

藍，炒一會兒再放入南瓜，再放

少許鹽，即可食用。

豆腐不能和 
8種食物同吃

豆腐富含大豆蛋白、鈣質、

維生素 E、卵磷脂等，不含膽固

醇和脂肪，有助防衰老、降血

脂、降血壓、降膽固醇等，是平

價的養生美食。但要注意，不能

和以下 8 種食物同吃，否則會

有不良影響。

1. 蜂蜜：同吃易腹瀉。

2. 鯽魚：同吃易引起水腫。

3. 竹筍：同食易產生結石。

4. 茭白筍：同吃易形成結

石。

5. 牛肉：同食會令人發燥

上火。

6. 羊肉：同吃易引起黃疸、

腳氣病。

7. 柿子：同吃會形成胃柿

石，引起嘔吐、胃脹、胃痛，甚

至導致胃出血等。

8. 小蔥、菠菜：小蔥和菠

菜中所含的草酸易和豆腐中的鈣

結合成難溶解的草酸鈣，影響人

體對鈣的吸收，長期食用易形成

結石。

紫甘藍炒南瓜有修復胃黏膜的作

用。文 / 洪景文　圖 / FOTOLIA

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

中，男性是支撐一個家庭

的中堅力量，他要勇敢、

果決、堅強、奮鬥，有苦

自己吞，有淚不輕彈，男

人身上背負了許多無形的

壓力，因此，應該如何做

好自我保健的功課，實在

刻不容緩。

七大秘訣
讓男性更健康

文 / 小萍　圖 / FOTOLIA

生活養生小妙招

民間妙方

戒菸、戒酒
是使身體變
得更健康的
秘訣之一。

豆腐不能和以上8種食物同吃。

     MC 針灸及弓河康復中心所長

深陷疾病無盡煩惱？
或失去希望？

亞省中醫師公會中醫師

湖北中醫學院學士

廣州中醫藥大學碩士

趙明才
亞省針灸協會註冊針灸師

請預約趙醫生

 年中加兩地行醫經驗； 人以上患者痊癒或好轉，

包括癌症患者。

 治療各類疑難雜症，以心血管及呼吸道疾病為最多例。

電話：403-255-5288 或 403-255-6009  
地址：#116, 738- 3Ave. SW Calgary

電話：403-252-8950  
地址：44, 180- 94 Ave. SE Calgary

Machel Zhao

37 萬

Bow River Wellness Centre MC Acupun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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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房小幫手

文/邊吉

魚肉美味營養，試試不同的煮魚方法，享受魚的好滋味。

魚料理 植物香料 

為美味健康加分

鮮魚1尾、蔥、薑、蒜適量。

調味料：醬油1大匙、砂糖1小匙、水

或高湯3大匙、香醋、胡椒粉少許。

食材

作法

備料：魚去鱗，清除內臟。薑切
片。蔥、蒜切末備用。

熱油鍋，轉中大火，灑下少許鹽巴
（阻隔魚皮直接接觸鍋面）再將魚放

入鍋，一開始不要翻動魚，約3分鐘

後，魚皮煎焦香、定型再翻面，兩面

都煎定型，轉小火煎熟，盛盤備用。

原鍋煸香蒜、薑，倒入紅燒醬料，
以中火煮滾。放入作法的魚，兩
面各以小火煨煮3分鐘，再以大火收

汁，灑上蔥花，醬汁收濃稠即可離

火，準備上菜。

美味秘訣

煎魚不黏鍋的秘訣，依所使用的鍋具

也有所不同，共同原則是下鍋前魚要

充分解凍退冷；同時，魚表面要拭乾

水分，或是下鍋前魚身裹上薄粉，也

有幫助。

紅燒魚是常見的家常菜，簡單的

烹飪法，隨性的調料，就能帶出

食材本身的鮮美，成為餐桌上最

開胃下飯的菜餚。

紅燒魚3 鮭魚頭 1個、鮭魚片 6片、昆布柴魚

高湯2L、根莖類蔬菜、葉菜蔬菜、豆

腐、新鮮菇類適量。

味噌調味汁調配：味噌100g、清酒

30cc、味醂50cc，以溫熱水調勻。

食材

作法

備料：鮭魚頭洗淨，切大塊狀。蔬
菜、豆腐切成適合入口的大小備用。

燒開一鍋水，放入鮭魚頭塊、鮭
魚片汆燙過水，撈起後冰鎮約30秒鐘

（魚肉組織緊實，燉煮時魚肉比較不

會散掉）。

高湯煮滾，加入魚頭、耐煮的根莖
類蔬菜，以大火煮滾，撈除浮沫，轉

中小火，燉煮至食材熟透。加入味噌

調味汁，攪拌均勻，完成鍋底。

取出鍋裡一半食材備用。轉大火，
加入鮭魚片、葉菜類蔬菜、豆腐、新

鮮菇類，煮熟即可食用。湯料吃完，

再把先前取出的一半放回鍋裡，繼續

食用。

石狩鍋是以日本北海道中西部、

鮭魚產量豐富的石狩川命名的，

是以味噌燉煮鮭魚和蔬菜的北海

道鄉土料理。

石狩鍋1

新鮮的魚 1尾、醃鳳梨醬 1大匙、薑

一小塊。

食材

作法

備料：魚去鱗，清除內臟，切成需
要的大小樣式。先嘗嘗鳳梨醬口味，

準備好使用分量。薑切絲備用。

煮滾一鍋水，把魚放入滾水中迅速
汆燙過水，去除殘留血水和魚腥味。

魚放在蒸盤上，鋪上薑絲，淋上鳳
梨醬備用。

準備蒸鍋，待蒸鍋的水沸騰，就把
魚盤放入蒸鍋，以大火蒸煮8至15分

鐘（視魚肉的厚度而定）。

美味秘訣
蒸鍋水量一次加足，避免在蒸的過

程掀開鍋蓋，讓蒸氣外洩，降低蒸魚

溫度。
待蒸鍋的水大滾，才把魚放入鍋

內。魚肉乍遇高溫蒸氣會立即收縮，

內部的肉汁鮮味便不會外流。
魚蒸煮過久，蛋白質慢慢凝固，魚

肉會乾柴且增加腥味，所以用大火縮

短蒸煮時間。

魚只要夠新鮮，簡單的清蒸就能

突顯鮮美。同時，運用醃漬醬料

蒸魚，可以讓食材快速入味，充

滿甘酸鹹甜味道。

醃鳳梨蒸魚2

  專家研究證實，天然草本

香料能增加膳食中的抗氧化劑

及重要礦物質。同時，部分植

物香料甚至能減少燒烤時產生

的有毒化學物質。如能好好的

加以利用，它們將是大自然的

最好的恩賜。

文/美里

家常菜

整版圖片：fotolia







單純的豆腐是否成為美味

佳餚，取決於高超的廚藝。山東

名菜鍋塌豆腐，以魯菜獨有的烹

調方法「鍋塌」燒製豆腐，成菜

色澤金黃，香氣濃郁，入口柔軟

沁香。食者如清嘉慶進士梁章鉅

（號茝鄰），烹飪飲食頗為講究

之人，都深受這道豆腐菜的吸引。

話說在道光年間，梁茝鄰任

山東按察使時，曾與多位官員一

起在濟南大明湖邊的餐館「薛荔

館」吃飯喝酒。宴會中場，侍者

上菜，端給每人一小碟，碟上盛

裝 2 個方塊。這方塊入口異常

美味，席間眾人都很驚豔，紛紛

好奇食材為何？結果，方塊原來

是豆腐料理。

文/斯玟

  鍋塌豆腐，魯菜中的經典

名品，其美味曾被比喻為人間

仙曲《廣陵散》般珍貴難得。 鍋塌豆腐
中國名菜故事

多年後，梁茝鄰每每想到這

道豆腐菜，便非常想念，在其著

作《歸田瑣記卷七》中感歎：「此

後此味則遂如《廣陵散》，杳不

可追矣。」直到晚年，每遇宴客，

總想仿製此菜，雖極力回想，努

力還原這道菜，但總覺不如在山

東濟南吃過的那道豆腐菜。

至於那道豆腐菜，後人認

為就是濟南傳統菜 ── 鍋塌豆

腐。由於宴飲方式變遷，宴席

由小碟改為大盤，並多用圓桌

圍餐。因此那道豆腐菜也隨之

發生變化，由一塊塊而合為一

盤。

鍋塌菜類是魯菜中的特色，

鍋塌的「塌」是指先煎硬後煨軟

的烹調法，除了經典名菜鍋塌豆

腐，常見的鍋塌菜還有鍋塌魚、

鍋塌菠菜、鍋塌里脊、鍋塌土豆

等。其特點是原料透過掛雞蛋糊

再煎，可以定型而成一體。

文學家梁實秋先生也喜歡吃

鍋塌豆腐， 他曾在〈豆腐〉一

文中描述這道菜的作法：「切

豆腐成許多長方塊， 厚薄隨

意， 裹以雞蛋汁， 再裹上一

層芡粉， 入油鍋炸， 炸到兩

面焦， 取出。 再下鍋， 澆上

預先備好的調味汁， 如： 醬

油、 料酒等， 如有蝦子羼入更

好。 略烹片刻， 即可供食。

雖然仍是豆腐， 然已別有滋

味。 」

豆腐別有的 「滋味」 ，

就是廚藝的展現。 鍋塌豆腐，

主料簡單， 就是豆腐， 而輔料

選用， 則豐儉由人；簡單的肉

末、 蔥薑調味， 或是高級食材

入味， 都各有不同風味。

下一次，家裡要是製作豆腐

菜，不妨試試這道鍋塌豆腐。只

要用心去做，相信都是暖心暖胃

的好味道。

薰衣草︱Lavender

飯後來杯薰衣草茶，不

僅能舒緩壓力，還能補充體

內所需的鐵質，幫助氣色紅

潤美麗！薰衣草與雞肉、豬

肉等肉類一起烹調，風味絕

佳；也可以代替迷迭香，用

於麵包烘焙。

 Tip4

羅勒︱Basil

羅勒原產於印度，各地

區的羅勒品種與外觀略有不

同，但都能看見它畫龍點

睛、挑動味蕾的效果。羅勒

具有緩解腸胃不適、幫助消

化、促進血液循環、強化和

安定神經等功效。

 Tip3

鼠尾草︱Sage

鼠尾草味道強烈，堪稱

是抗氧化劑發電廠，它的抗

氧化劑含量排名僅次於牛

至。同時，鼠尾草具有提升

腦力的功效。鼠尾草搭配西

奶油與西紅柿醬，與香腸、

雞肉、魚及豬肉等食材一起

烹煮，非常對味，是增強記

憶力的最佳料理。

 Tip2

牛至︱Oregano

如果在烹飪時只能選一

種植物香料調味的話，那麼

牛至就是最佳的首選。因為

牛至所含的抗癌、抗氧化

劑，高出其他植物香料 20
倍。牛至可加入沙拉醬中，

調味出帶有自然草本芳香的

醬汁。

 Ti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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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診治
來自廿九年的積累

587.352.3152（英、國） 403.614.1825（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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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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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年的《貝魯特》，美國

外交官梅森‧斯基爾斯（喬恩‧

哈姆飾）主辦了一場派對，恐怖

分子突然攻擊派對，造成了血腥

悲劇……

10 年後，梅森回到波士頓

工作，但也成了酒鬼。一天，有

個陌生人接近他，給他護照、機

票和現金，加上一封來自「朋友

們」的緊急邀請，要他立刻飛往

貝魯特。他很不情願地抵達，看

到之前美麗如畫的海濱城市，

已變成深受暴力之害的戰區，他

很快得知被召喚回來的真正理

由——恐怖分子綁架了他的好

友，也就是中情局探員卡爾‧萊

利（馬克‧佩雷格里諾飾），美

國大使館給他的任務就是前往

談判，對方的條件是釋放恐怖組

織首領阿布拉賈爾，據說他遭到

以色列監禁，必需用阿布拉賈爾

的自由來交換卡爾萊利，故事就

此展開。

 《貝魯特》刻劃了黎巴嫩紛亂

的大環境，將當地治安敗壞、不

時有爆炸、槍擊的情形搬上銀

幕。本片讓觀眾明白各個人物與

國家組織的立場，而在瞭解這些

相互交織的複雜利益後，會對

於劇中角色在維持平衡或打破

慣例的壓力與危機中的表現予以

同情。同時，更多直白的展現交

涉與談判中的衝撞，也是本片對

於真實場景的呈現，醜陋、破滅

與失落等的表現，加大了全戲

劇張力，使觀眾重新審視對於人

性與信念的認知。

布拉德．安德森 裴淳華  馬克．佩雷格里諾喬恩．哈姆

文 / 周明真
圖 / Getty Images

貝魯特 Beirut 

裴 淳 華 、 喬 恩 ． 哈 姆 、 馬 克 ． 佩 雷 格 里 諾 、 
迪恩．諾里斯

影片

主演

故事

導演

導演布拉德 ‧安德森，編劇托尼 ‧吉爾羅伊 (《諜影重
重》系列 )。喬恩 ‧哈姆飾演一位 70年代曾在貝魯特
工作的美外交官，十年後在 CIA的授命下他重回故地搭
救一位前同事。

布拉德．安德森 Brad Anderson電影
隨記《貝魯特》Beirut

不斷去面臨「最適當的挑戰」

劉德華監製 
《東方華爾街》全球開播

【看中國記者林風綜合報

導】劉德華首次任監製，集中、

港、臺實力演員參演的影集《東

方華爾街》5 月 24 日全球開

播，引發港澳臺各地觀眾關注。

據報導，華仔一直為港劇

創作尋求突破，這一次首以電

影方式拍 攝迷你劇（也稱影

集），由企鵝影視與福斯傳媒

聯合出品，斥資超過 500 萬美

金。福斯傳媒集團高級副總裁

嚴嘉念（Cora）接受專訪曾說，

《東方華爾街》剛開始籌拍「很

艱難」，因為「找演員是最大的

挑戰，大家還沒跳脫電視劇的

概念，不提是誰，但是蠻多藝

人拒絕的，也有電影大咖，很

多人因為不是很熟悉做法，沒

想到電視劇可以像美劇一樣拍

到很精緻，演員嘗試需要有勇

氣」。

《東方華爾街》以東南亞金

融市場為背景，講述了一場金融

股市、復仇博弈、詭計與智慧

較量的商戰故事。實力派演員

吳鎮宇、張孝全、張可頤領銜主

演。

據報導，華仔在 5 月 23 日

香港出席首播記者會談及：「今

次參與這個拍攝，完全是因為

一個電視臺，之前請了很多人，

結果沒有拿到電視牌照，結果

很多人都躺在那邊在示威，這

一位就是其中之一。他跟我說

他的心一直在電視……。」華仔

指的「這一位」是前港視導演，

執導過不少本土熱播劇如《天與

地》、《巾幗梟雄之義海豪情》

的黃國強（KK）。後港視不獲

政府發牌，因此，該劇是華仔

助黃國強圓夢的一次努力。

有大陸網友評論說：此劇

節奏明快，線索繁多，信息量

爆炸，演員表演也很合格，電

影級別的卡司。金融商戰題

材，總共 5 集，與國產劇動不

動 70 集、80 集相比簡直太良

心了，也很合英美迷你劇的規

格。

《東方華爾街》劇照

【看中國訊】繼無線劇《宮心

計 2 深宮計》後，馬浚偉、胡定

欣再度合作，馬浚偉與胡定欣

宣傳演出的舞台劇《偶然．徐志

摩》，女主角胡定欣表示自橫店

拍完外景返港後，就日以繼夜進

行彩排。

感謝馬浚偉給意見
胡定欣坦言：「我覺得有點

匆忙，但已經沒有那麼緊張了。

今次演舞台劇跟以前拍劇有些不

同，要適應，幸好有馬浚偉，他

很好，給了我很多意見。」馬仔

則對胡定欣充滿信心，又稱讚她

已有七成到位，相信她定能在舞

台上盡展最美一面。

此次舞台劇重演 11 場，馬

浚偉透露售票情況良好，相信加

場機會很大。「之後地鐵站會有

廣告，到時會同時見到我和胡定

欣的舞台劇和電視劇廣告。我有

朋友傳短訊給我，說到處都見到

我，所以他要飛去加拿大避開

我！我就叫朋友要認命，因舞台

劇之後我和胡定欣都會去美加登

台！」馬浚偉又稱短期內不會再

重演《偶然．徐志摩》，因有新

的劇本創作，呼籲沒看的朋友要

把握機會。 

馬浚偉讚胡定欣
舞台劇演技到位

攝影/宋碧龍

胡
定
欣

馬
浚
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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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伊斯坦布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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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邊是馬爾馬拉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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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倫斯水道橋是一個羅馬高

架渠，拜占庭帝國首都君士坦丁

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的主

要供水系統，由拜占庭皇帝瓦倫

斯完成於公元4世紀後期，奧斯

曼帝國數位蘇丹加以修復，是該

市最重要的地標之一。

高架渠位於伊斯坦布爾的

法提赫區，跨越今天伊斯坦布爾

大學和法提赫清真寺所在的小山

之間的山谷。保存下來的段落長

921米，比原來的長度減少了大

約50米。

瓦倫斯水道橋

AQUEDUCT OF VALENS

加拉塔大橋橫跨金角

灣，是伊斯坦布爾的交通要

道。大橋經過多次重建，現存

的加拉塔大橋是歷史上的第五

座，於1994年建成。大橋全長

490米，中間可以打開讓船隻

通過。自19世紀起，這座大橋

經常出現於土耳其文學及藝術

作品中。

加拉塔大橋

GALATA BRIDGE

托普卡比宮位於博斯普魯

斯海峽、金角灣以及馬爾馬拉海

的交匯點，又稱老皇宮。從1453

年到19世紀，將近四百年的時間

歷任蘇丹都居住在這裡接受拜

見，治理國事。托普卡比宮是昔

日舉行國家儀式及皇室娛樂的場

所，現今則是當地主要的觀光勝

地。托普卡比宮翻譯過來成為

「大砲之門」，昔日碉堡內曾放

置大砲，故以此命名。

托普卡比宮是蘇丹及王室

的主要居所。初期，托普卡比宮

除了是居所，還是政府的所在

地。皇宮的進出受到嚴格限制，

宮內的人都不敢貿然出宮。托普

卡比宮就像一個獨立存在的實

體，一個城中城。

宮內用作謁見及議論的殿

堂是帝國處理政務的地方。宮內

透過地下水槽供水，又設有御膳

房提供日常食物。宮內的寐室、

花園、圖書館、學校及清真寺用

作服務宮廷，宮內還有各種藝術

家和工匠，他們統稱為伊爾－

艾·海瑞弗（才能團體），他們

為整個帝國製作了許多優秀的 

作品。

嚴謹的宮廷儀式是宮內日

常生活的法典，確保不受到外界

影響。其中一個重要原則是不得

在內庭言談。隔絕帝王與外界聯

繫這一原則大概是來自拜占庭宮

廷。在1477年至1481年間這原則

被列在坎農納梅法典裡，該法典

將宮廷人員的職責高低、行政階

層及禮節系統化。這原則亦反映

在建築風格和廳堂建築的擺佈之

中。建築師須確保蘇丹及其家人

在宮內享有最大的私穩和行動自

由，於是以有格子的窗戶及建造

秘密通道來達到這目的。

托普卡比故宮

THE TOPKAPI PALACE

旋轉烤肉或許是中國人最熟悉的，也是

全球範圍內上鏡率最高的土耳其烤肉類型。有

牛肉和雞肉兩種，裡面通常加薯條和蔬菜，再

擠上醬，用餅捲起來吃。在土耳其有將近10種

分類，土耳其烤肉的講究可見一斑。

旋轉烤肉美食攻略

FOOD GUIDE

博斯普魯斯海峽

BOSPORUS

博斯普魯斯海峽（伊斯坦

布爾海峽）是歐洲與亞洲之界。

它長約30公里，最寬處寬約3700

米，最窄處寬約700米。它北連

黑海，南通馬爾馬拉海，海峽中

央有一股由黑海流向馬爾馬拉海

的急流，水面底下又有一股逆流

把含鹽的海水從馬爾馬拉海帶到

黑海。因魚群季節性地通過海峽

往返黑海，故漁業頗盛。

海峽兩岸樹木蔥鬱，村

莊、遊覽勝地、華麗的住所和別

墅星羅棋布。土耳其第一大城伊

斯坦布爾即隔著博斯普魯斯海峽

與小亞細亞半島相望，是黑海沿

岸國家出海第一關口。該海峽

是連接黑海以及地中海的唯一 

航道。

文/祝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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