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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華人紀念「六四」  
提醒民眾勿忘歷史

D5
從崔范大戰
說說影射與
自由

B3
卡城一周
好去處

三千勇士締造燿古傳奇穿越 
歷史

三千無當飛軍

七擒孟獲，征服南中後，

諸 葛 亮 組 建 了 一 支 蜀 漢 勁

旅 —— 無當飛軍。這支勁旅由

當時被稱為蠻夷的南中少數民族

組成，他們民風剽悍，戰士勇猛

善戰，作戰中「所當無前，號為

飛軍」，這便是「無當飛軍」的

名號來歷。

無當飛軍經常穿越在山

間，披鐵甲，擅長山地作戰，

善於使用弓弩，在統帥王平的

指揮下，多次參加諸葛亮的北

伐，屢立戰功。

一出祁山時，馬謖不聽諸葛

亮的告誡，導致失敗，撤退時正

是無當飛軍這支悍軍奮力廝殺殿

後，不僅全身而退，還成功的掩

護其他各部撤退。

諸葛亮四次北伐的時候，無

當飛軍居功至偉。飛軍屯兵於南

圍，司馬懿招架不住，派大將張

郃領數萬大軍攻打。三千無當飛

軍對陣張郃六萬大軍，以一敵

二十，兵力懸殊。但這三千無當

飛軍，戰力超強，氣勢如虎，張

郃大軍一直久攻不下。待司馬懿

大營被諸葛亮攻破，張郃大軍不

得不撤退時，無當飛軍對撤退的

魏軍發起攻勢，大敗魏軍。

三千天策玄甲

隋末，煬帝無道，天下大

亂。李世民起兵經綸濟世，先後

削平各割據勢力，一統天下。李

世民的統一戰爭中最關鍵的戰役

便是洛陽之戰。

洛陽為隋朝東都，城池堅

固，為王世充所占。李世民從西

都長安出兵攻打洛陽，戰爭曠日

持久。在此戰役中，李世民建立

了一支著名的精銳部隊 ——玄

甲軍。

玄甲軍由李世民親選，精銳

千餘騎，身穿皁衣玄甲，分為左

右隊。秦叔寶、程知節、尉遲敬

德、翟長孫分將之。每戰，李世

民都會親玄披甲作為前鋒主帥，

所向無不摧破，氣勢恢恢如虹。

玄甲軍的超強之處在於，單

兵作戰能力強，每人都是百裡挑

一的精兵；集團作戰能力強，心

氣相連、配合無間的精兵形成的

集團戰鬥力成倍放大；指揮作戰

水準高超，統兵將領都是當世名

將，最高統帥乃是大唐天主李世

民本人。

虎牢關一戰中，李世民以玄

甲軍為前鋒，三千玄甲鐵騎大破

竇建德十餘萬軍隊，俘獲竇建德

部五萬餘人，王世充也因此絕望

投降。

李世民因此戰功被唐高祖封

為天策上將軍，天策玄甲軍跟隨

大唐天主李世民創造了一個又一

個軍事奇蹟。

三千岳家軍

西元 1140 年，宋、金再起

戰事。金撕毀和約，以兀朮為統

玄甲軍由李世民

親選，單兵作戰

能力強，統兵將

領都是當世名將。

三千勇士，在中國歷史上

締造了一個又一個傳奇。他們是

諸葛武侯的三千無當飛軍，氣吞

萬里如虎；他們是大唐天主李世

民的三千天策玄甲，恢恢氣勢

如虹；他們是千古英雄岳飛郾

城大捷中的三千精兵，銳氣鋒不 
可當。

文 / 趙長歌

帥，大舉進犯。岳飛坐鎮郾城，

指揮岳家軍抗金，史上著名的郾

城之戰打響。

當時兀朮攜十萬軍，一萬

五千馬披甲、人披甲的「鐵浮

屠」而來，不僅兵力占據絕對優

勢，戰術也極為可怖。

金國鐵騎兵擅長「群狼戰

術」，一波又一波不停的衝鋒，

又不知疲勞，能從清早衝鋒到黃

昏。金兵的作戰方式是，兩翼以

輕騎兵「拐子馬」包抄迂迴，中

間以重騎兵「鐵浮屠」重點突破，

這種打法屢次給宋軍以毀滅性打

擊。連身經百戰的南宋抗金名將

吳玠都覺得，這種打法著實令人

膽寒，「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

然而就是率領這樣一支可

怖軍團的兀朮卻認為，南宋各

路兵馬都容易對付，唯獨岳家

軍 —— 「將勇而兵精，且有河北

忠義回應之援，其鋒不可當。」

（岳珂《金陀粹編》）

郾城之戰中，岳飛獨創鉤鐮

槍，指揮訓練岳家軍，以三千勇

士組成鉤鐮槍隊、刀斧手隊配合

入陣。鉤鐮槍隊依次剁馬足，鉤

鐮槍鉤下一個，刀斧砍死一個，

鏖戰至天色昏黑，一萬五千「鐵

浮屠」屍橫遍野，潰退而去。兀

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

此勝，今已矣！」

此戰岳家軍參戰三千人，金

國出兵十一萬五千人，可謂兵力

懸殊，但岳飛率三千勇士，大敗

兀朮十萬軍，令其一萬五千「鐵

浮屠」全軍覆沒，創造了「撼山

易，撼岳家軍難」的歷史奇蹟。

天空、飛鳥背景：FOTOLIA；
ILLUSTRATION：WINNIE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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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佑，字從一，唐趙

州﹙今河北省趙縣﹚人，生

卒年月不詳。是天寶七年進

士，曾在唐肅宗時出任台州

刺史，代宗時為袁州刺史。

他 的 詩 寫 得 很 好 ， 風 格 綺

麗，柔婉華美，別具一格，

是唐中興時期的風流人物。

有《李嘉佑集》一卷傳世。 

﹙1﹚竹樓：也有題作「寄王

舍人竹樓」。王舍人，名字、年

籍不詳，舍人是官名。 
﹙2﹚傲吏：有骨氣的官吏。

隱指王舍人，有讚美之意。 
﹙ 3﹚五侯：身居高位的大 

官們。 
﹙4﹚西江：指江水的西邊。

詩人作此詩時任袁州刺史，州府

在今江西宜春，位於贛江之西，

故稱西江。 
﹙ 5﹚蒲葵扇：用蒲葵葉作

成的扇子。蒲葵，常綠木本作

物，葉子可作蓑衣、斗笠、扇子。 

心高氣傲的王舍人，悠閒地

笑對那些皇戚權貴。他從西江伐

取竹子、蓋起了高樓。竹樓上有

涼爽的南風吹來也就用不著蒲葵

扇了，他戴著涼帽、對著水鷗，

悠然的睡覺。

這首詩題為「寄王舍人竹

樓」，實際上借對王舍人「竹

樓」的讚美，表現了其不重功

名、閒適自得的生活態度。 
詩的起句「傲吏身閒笑五

侯」，所謂「傲吏」，大約指的

是那位「王舍人」，他既然身己

為「吏」，卻無俗務纏身，遠比

那些忙碌不堪的達官貴人悠閒。 
戰國時期的莊子，曾在蒙

（今河南商丘）做過漆園小吏，

楚威王欲拜他為相，被他拒絕

了。後世遂稱他為傲吏，如晉郭

璞《遊仙》詩說：「漆園有傲吏」，

這裡將王舍人比喻成莊子之類 。
「西江取竹起高樓」，西江

歷來為產竹之地，而竹卻又被視

為「歲寒三友」之一，既「直」又

有「節」，及起「高樓」之高，所

以作者表面上是寫竹，實際上卻

是在寫這位「傲吏」的品格。 
詩的後兩句表面上是在寫

竹樓內的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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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中有話

文 / 心怡

如何才能與人和睦相處呢？

有些人之所以能和別人和諧相

處，是因為他們之間沒有距離，

特別是心理上的距離。而有些人

總是與他人無法溝通、交流，也

正是因為有了心理上的距離。當

有些人獲得了學問、名聲之後，

與他人相處就似乎有了一些難度。

傲慢是與人和諧相處 
的最大障礙

卡爾逐漸長大後，作者開始

進一步教他如何與人和諧的相

處。但卡爾的才華越來越出眾之

後，有時候竟然無法與人溝通、

交流。有一次，作者帶卡爾去教

堂做彌撒，人們都過來熱情的與

卡爾打招呼。可是，卡爾既沒有

微笑也沒有問好，只是冷冷的點

了點頭，一副很不在意的樣子，

大家看到卡爾如此冷漠的態度都

很詫異。

當時，他沒有對卡爾說甚

麼，回到家後立刻問道：「卡

爾，你今天怎麼這樣？」卡爾反

問道：「我怎麼啦？爸爸你怎麼

這麼奇怪的看著我？」「你今天

對人們那麼冷淡，這是為甚麼

呢？他們可都是非常關心你的人

啊！」卡爾說：「沒有對他們冷

淡呀，我向他們每一個人都點

頭示意了。」他說：「可是你的

態度與以前明顯不同，我相信每

一個人都能看出來。你這種做法

是不對的，因為這種做法是在給

自己安放障礙。」卡爾不服氣的

說：「有那麼嚴重嗎？我只是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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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我現在長大了，應該穩重一

些。何況那些人與我沒有甚麼共

同語言，我還能向他們說些甚麼

呢？」

他立刻明白：卡爾認為自己

現在是個「名人」了，就可以不

把周圍的人放在眼裡。他想只有

當兒子吃到一點苦頭才能改變這

種錯誤的想法，於是他就不再多

說甚麼。不久，卡爾那種目中無

人的高傲突然不見了，變得極其

沮喪。原來，由於卡爾在小伙伴

面前表現的很傲慢，經常炫耀自

己的才能，小伙伴們都討厭並不

再和他交往。

他馬上不失時機的開導兒

子：「卡爾，你一直是個很不錯

的孩子，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優異

的成績，這些的確是你值得驕傲

的事。可是你不要忘了，對於一

個優秀的人來說，僅僅擁有能力

和知識是不夠的，你還需要有許

多朋友來關心你、支持你。前一

段時間，你由於自己獲得了讚譽

便開始驕傲起來，總覺得自己比

周圍所有人都要高明，甚至看不

起周圍的人。其實，這種心態和

做法都是最愚蠢的，因為你在為

自己的將來設置障礙。要知道，

如果你想在社會中成為真正有作

為的人，就必須學會妥當的處理

你與他人之間的關係，否則，你

會處處碰壁。」

這時卡爾突然明白了這個道

理，問道：「那麼，我現在應該

怎麼辦呢？」「怎麼辦？這很簡

單，扔掉你的傲慢心理，以友好

的方式對待他人。只要這樣做，

你一定會贏得別人的尊重，也會

有越來越多的朋友。」從此卡爾

再也沒有把自己當作「神童」、

「天才」，而是以謙虛的態度對

待每一個人，同時也獲得了他人

的尊重。

教會兒子掌握 
人際交往的尺度

卡爾 10 歲時進入哥廷根大

學學習了 4 年，接觸的人越來

越多，如何處理人際關係就顯得

越來越重要。有一次，卡爾的哲

學老師來家裡作客，卡爾對老師

極為熱情，一點也沒有把老師當

外人。可是，老師反而表現的有

些冷淡，作者也表現的很拘束。

卡爾不理解：在鄉村裡人們即使

不熟悉也會熱情的打招呼，而城

市裡的人卻不是這樣。

於是他耐心的講解：「友好

的對待他人當然是正確的，但是

人的內心世界是很複雜的，有些

人你不瞭解，不知道他與你交往

的目的和用意，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應該學會觀察，以便正確的把

握對方的想法。所以，在你不瞭

解或不太熟悉的人面前，你應該

注意交往的尺度，甚麼事都不要

太直接或太過分，這樣對你和別

人都會有好處。」卡爾當時雖然

不能完全理解這些道理，但在以

後的日子裡，他一直能夠與他人

很好的相處，而且很懂得分寸，

這也是卡爾獲得輝煌人生的原因

之一。（待續）

如何教孩子與人相處（三）

___
卡爾‧威特的教育理念 

  ào    lì  shēn xián xiào wǔ  hóu 
傲吏身閒笑五侯，
  xī jiāng qǔ    zhú  qǐ    gāo lóu 
西江取竹起高樓。
 nán fēng bú  yòng pú   kuí shàn
南風不用蒲葵扇，
shā mào xián mián duì shuǐ ōu 
紗帽閒眠對水鷗。

竹樓
zhú lóu

李嘉佑   lǐ jiā yòu

一個貪心者上街去買鞋，心

想揀一便宜點的。 
不料，店主說：「我這裡的

鞋一元錢不要，隨你穿走，但有

一條件，就是你在三天內不能說

話。」 
太好了！貪心鬼認為這太上

算了，於是揀了一雙 500 元的

鞋子，不聲不響就回家了。 
妻子問他多少錢，他一言不

發，再三問，還是不說話。 
家人著急了，去請醫生，醫

生詢問他，他也咬著牙不說話，

醫生慌了，認為這是怪病，無法

醫治，他的妻子嚇壞了。 

三天到了，鞋匠來到他家，

先與他妻子談了一會兒。然後又

單獨進屋對貪心鬼說：「時間已

到，你可以說話了。」說完便告

辭了。 
那貪心鬼把這件事情說給妻

子聽，並且眉飛色舞的對妻子說

「太好了，只是三天不說話。白

白得了一雙鞋，500 元啊。」 
妻子聽了，瞪了眼：「甚

麼？剛才鞋匠說他會治啞巴，已

拿走了一千元啊 !」 
貪心者往往「收取」最大的

損失。知足者則贏得最多快樂。 
來源：搜狐

這陣子，由於工作壓力增加

的關係，回到家總是一身疲累。

這時，孩子的許多調皮或待改善

的行為，原本自己平常都還能忍

受，結果最近卻感到越來越沒有

耐性，因此常常對孩子大聲斥

責，孩子也偶爾忍不住而頂嘴，

就讓我更生氣，也就罵得越凶。

終於，有一次我又因為孩子

沒有整理好家中的玩具而大聲斥

責他時，他也很生氣地大聲回應

我說「我知道了啦，你沒看到我

已經在收了嗎？為何還要這樣大

聲罵我！」我一聽就更生氣，把

他叫來跟前，問他說「為什麼要

這麼大聲跟我講話？你有甚麼不

高興的地方嗎？」結果，孩子低

著頭，小聲地回答我說：「是你

先大聲吼我，我才大聲回應你

的。」

那時，我腦袋嗡了一下，馬

上察覺到是我自己的問題，確實

是我因為工作疲累，而變得較沒

有耐性跟孩子好好溝通，只想要

用強硬與權威的態度及口氣，以

為這樣就可以趕快把事情給做

好，最後演變成孩子有樣學樣，

也跟著我一起大吼大叫起來。

而且仔細想想，孩子就彷彿

像一面鏡子一樣，能充分反映出

大人的行為。所以，當我認為孩

子大聲回應我很不應該、心裏很

不高興，那我對孩子也是這樣的

大吼大叫，孩子怎麼會樂意接受

我的教誨呢？即使短期內，孩子

礙於我的權威，暫時把他的行為

收斂或改變，但他的內心並沒有

因此就信服，所以鐵定在後續的

行為中，還會有機會重複出現這

次被罵的行為，而非發自內心的

改變。

我想通了之後，開始心平氣

和地跟孩子溝通，也耐心地等待

他慢慢收拾玩具與分類存放；孩

子也樂於老爸我這樣的轉變，有

些事已經越來越少需要我講出來

才做，而是會事先自己主動就做

好。看來，管教孩子，心平氣和

還是比氣急敗壞有效，又不傷身

也不傷親子之間的和氣，真是一

舉多得呢。

文 / 張季民

管教孩子心平氣和更有效

《貪心》
幽默微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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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eror Kangxi (1654 – 
1722 AD) was serious about 
minding his thoughts. Below 
are three of his  views of 
kindness that he wrote about 
in the book Tingxun Geyan. 

1 .  Each person has  a 
mind.  When a thought  i s 
generated, it can be identified 
in an instant whether it is 
r ighteous or degenerated. 
I f  a  t hough t  i s  ev i l  a nd 
one corrects it right away, 
one will not stray from the 
r ighteous path.  The book 
Shang Shu indicates that even 
a saint, when harboring an 
evil thought, can lose control 
of his mindset and actions, 
while a maniac who focuses 
on self-restraint can become 
a saint .  A thought begins 
by being a tiny existence. 
When it is calm, it lies in the 
heart, but once it becomes 
a ripple, one must observe 
i t .  The real mastery is to 
constantly produce thoughts 
that align with the Heavens 
and be respected by people. 

In ancient times, people were 
mindful of their thoughts. 
When a thought appeared, 
the people made a decision 
whether to accept or reject 
that thought before it attached 
itself to them and became an 
emotion. Using this method, 
the ancients applied relatively 
minor effort  but received 
enormous effect in righteous 
thinking.

2 .  A s  a  p e r s o n ,  o n e 
s h o u l d  s e e k  i n n e r  j o y . 
When there  i s  inner  joy , 
one automatically holds an 
auspicious view, because an 
inner joy tends to generate 
thoughts of compassion. On 
the other hand, when one 
is in an angry mood, evil 
thoughts tend to show up. 
For this reason, in ancient 
times, people said, “When a 
kind thought is generated in a 
person, a propitious god will 
accompany him, even though 
he has not done anything 
good. Similarly,  when an 
evil thought is generated in 

a person, an evil spirit will 
follow him, although he has 
not done anything wrong.” 
Th i s  i s  a  mos t  a c cu r a t e 
principle! 

3. When a person holds 
onto compassionate thoughts, 
heaven will reward him with 
good fortune. Today many 
people hold a rosary and 
worship Buddha because they 
want to be good. However, if 
they cannot eliminate the evil 
thoughts from their minds, 
carrying a rosary is simply a 
superficial display that will 
not achieve any benefits. 

First Story
D u r i n g  t h e  r e i g n  o f 

Empe ro r  Zhengde  ( 1505 
–  1521 AD) in  the  Ming 
Dynasty, there was a scholar 
n a m e d  Z h a o  Y o n g z h e n . 
When he was young, he met 
a  for tune- te l ler  who to ld 
him, “You will surely win 
first place in the provincial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and 
obtain fame and fortune when 
you are twenty three years 
old.”

 W h e n  Z h a o  t o o k  t h e 
provincial-level civil service 
e x a m i n a t i o n ,  h e  w r o t e 
an  exce l len t  a r t i c le .  The 
head examiner had already 
decided to choose his article 
for several days. However, 
against all of his expectations, 
he made numerous errors in 
the later exams and failed 
to pass the provincial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He was 
very upset and prayed to the 
Imperial Deity of Wenchang 
(the authority in charge of 

education and examinations) 
to inform the reason for his 
failure through a dream. The 
Deity revealed, "You were 
supposed to win first place, 
but recently you peeped at 
your maid out of lust and 
f l i r ted wi th the gi r l  next 
door. Although you did not 
actually touch these women, 
you were lustful in mind that 
degenerated further by the 
day. This is the reason why 
you have been deprived of the 
honor!"

 After hearing what the 
Deity said, Yongzhen burst 
into tears .  He pledged to 
rectify his mistakes and do a 
lot of good deeds. He wrote 
a book encouraging people 
to guard their chastity and to 
refrain from lustful thoughts 
and behavior. As a result, he 
won the first place in the next 
provincial-level imperial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Later in 
his career, Zhao Yongzhen was 
made a feudal lord responsible 
for guarding a region.

Second Story
T h e r e  o n c e  w a s  a 

monk named Xingyun. One 
day he saw a lotus flower 
and suddenly had a lustful 
thought. That night, a woman 
came knocking on his door. 
Xingyun opened the door and 
saw the woman with a maid 
standing outside the door. The 
woman said, “I am the Lotus 
Lady.” Xingyun was very 
pleased to see the beautiful 
lady and started talking to 
her affectionately. After a 
while, the candle went out. 
The servant next door heard 
Xingyun crying and a woman 
harshly tell him, “Why did 
you have lustful thoughts? 
Even if I were really a woman, 
I would not agree to have a 
relation with you!” The servant 
immediately ran to gather 
other monks. They broke into 
the room and saw only two 
demons while Xingyun had 
been decapitated. 

(From Taiping Guangji)

色慾心起即為大過

康熙大帝很重視修心，下面

是他在《庭訓格言》中關於善念的

見解：

訓曰：人惟一心，起為念

慮。念慮之正與不正，只在頃刻

之間。若一念不正，頃刻而知

之，即從而正之，自不至離道之

遠。《書》曰：「惟聖罔念作狂，

惟狂克念作聖。」一念之微，靜

以存之，動則察之，必使俯仰無

愧，方是實在工夫。是故古人治

心，防於念之初生、情之未起，

所以用力甚微而收功甚巨也。

翻譯：人只有一顆心，心

起則為念慮。思想念頭的正與

不正，只在頃刻之間。如果產

生的一念是不正的，頃刻之間

就知道了，立即隨之糾正它，

自然不會離正道有多遠。《尚

書》上說：即使是聖賢，心生

妄念，也會行為狂亂；即使是

狂人，克制慾念，也可以成為

聖賢。一個微小的念頭，靜的

時候保存它，動的時候則要觀

察它，一定要使自己無愧於天

地，這才是實在的工夫。因

此，古人治理自己的心，在念

頭剛剛產生，感情沒有波動的

時候加以提防，所花費力氣很

小卻收到很大的功效。

訓曰：凡人處世，惟當常

尋歡喜。歡喜處自有一番吉祥

景象。蓋喜則動善念，怒則動

惡念。是故古語云：「人生一善

念，善雖未為，而吉神已隨之；

人生一惡念，惡雖未為，而兇神

已隨之。」此誠至理也夫！

翻譯：作為人活在世上，應

當經常追尋內心的喜悅。心生喜

悅時自然有一番吉祥的景象。因

為人在喜悅的時候就會動善念，

人在憤怒的時候就會動惡念。因

此古話說：「人產生一個善念，

善行雖然還沒有做，而吉祥的神

已經跟隨他了；人產生一個惡

念，惡行雖然還沒有做，而兇神

就已經跟隨他了。」這真是最正

確的道理啊。

訓曰：凡人存善念，天必綏

之福祿以善報之。今人日持珠敬

佛，欲行善之故也。苟惡念不

除，即持念珠，何益？

翻譯：大凡人心存善念，上

天一定會輔之以福分、祿位來作

為對他的善報。現在的人每天手

持念珠敬佛，也是想要做善事的

緣故啊。但是如果心中的惡念不

除去，即使經常拿著念珠，做這

些表面的形式上的事情，又有甚

麼益處呢？

Emperor Kangxi’s Views of Kindness康熙大帝論善念

Two Stories Illustrate How A Sin is Committed With Even One Thought of Lust

康熙大帝讀書像

（一）

明朝正德年間，有個讀書

人，名叫趙永貞，他在少年的時

候，曾經遇到一位異人告訴他

說：「你二十三歲的時候，必定

會考中功名。等到他廿三歲那年

參加鄉試，文章寫得極好，主考

官早已經決定選中他的文章好幾

天了；不料到了後場的考試，他

卻是連連的失誤，結果沒有考

中。趙永貞的心中，感到非常的

難過；因此就向文昌帝君祈求托

夢，告訴他不中的原因；文昌帝

君就說：「你本可以考中今年的

鄉試，但因為你近來調戲你家的

婢女，引誘鄰居的女兒，雖都沒

有成真；然而你的起心顛倒，意

淫纏綿不斷，心地日益轉暗；所

以你命中原有的功名，因此而被

消除了。」

永貞聽了帝君的解說，痛哭

流涕，發誓並決心改過，大做善

事。於是就刻印戒淫的善書，以

警醒世人。結果在下次的鄉試

中，永貞果然考中了解元，做官

做到了藩憲。

（二）

 有位叫行蘊的僧人，有一次

他見到了蓮花，忽然動了淫欲的

想法。當天晚上，就有一位婦人

來敲他的門。行蘊打開門看，見

到門外站了一位女子，而且還帶

了一個丫環，並且自稱道：「我

是蓮花娘子。」而這位女子容光

照人，極為美麗，行蘊見了十分

的高興，就與她情意纏綿的談

起話來。一會兒，蠟燭就熄滅

了，隔壁的侍者聽到行蘊叫苦的

聲音，和女子厲聲的對他說道：

「你為甚麼妄起淫心，假若我真

的是女子，也不會肯跟你苟合

啊！」侍者聽到之後，就立刻跑

去邀集寺裡其他的僧眾趕來，大

家合力破門而入，只看到了兩個

夜叉，而行蘊已經身首異處了。

（《太 平 廣 記》 卷 第

三百五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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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玄奘取經的艱辛，鑒

真和尚東渡日本也遭到 5 次的

失敗，甚至還導致兩眼失明。

惟在傳法的堅定意志下，經過

10 年的艱辛突破萬難，鑒真終

於成功抵日，隨後在日本開創

了佛教戒律制度。鑒真在推廣

漢方醫藥、大唐文化上亦成就

輝煌，被日本人稱為「過海大

師」。

日本佛教界 
欲聘請大唐高僧

佛教自公元六世紀傳入日

本後，至七、八世紀達於鼎盛時

期，成為日本的主要宗教。但從

佛教正統傳承上來看，當時日

本的僧人中沒有具備授具足戒

資格的高僧，因此日本佛教戒 
法不全。

日本佛教界向日本政府提

出需從唐土聘請傳戒高僧，並

推薦榮睿、普照這兩位年輕的

僧人為使者。於是榮睿、普照肩

負著重任，於唐玄宗開元二十一

年（公元 733 年）隨第九次遣

唐使（遣唐使是日本政府派出

的學習中國文化的使團）來到

中國。

榮睿、普照來唐後，在洛

陽、長安學習佛法達 10 年之

久，這期間也不斷地尋找能夠去

日本傳戒的僧人。

鑒真德高望重 
學問淵博

後來，榮睿、普照得知揚州

鑒真和尚是一位學識淵博且德

高望重的高僧，於是在天寶元

年約同了長安的僧人道航、澄

觀、洛陽的僧人德清、高麗的僧

人如海一起來揚州拜謁鑒真，

邀請鑒真去日本傳授戒律。

鑒真生於唐垂拱四年（公

元 688 年），揚州人，俗姓淳

于。他十四歲在揚州大雲寺出

家，潛心研究佛教經典，20 歲

時，隨著老師道岸律師遊學二京

（洛陽、長安）。當時，道岸的

師父文綱、師兄弘景均應召來

到京城，鑒真跟隨這些名師學

習佛學。

鑒真對醫藥學也作過深入

鑽研。他從學的融濟、文綱律

師是律學始祖道宣的弟子，道

宣則與唐代藥王孫思邈有極深

的友誼。鑒真從這老師那兒學到

了許多藥方。日本常用中藥「奇

效丸」，的藥方，據說就是鑒真

通過弘景而得自道宣。

鑒真為法不惜身

當榮睿、普照來大明寺拜

謁鑒真時，他們懷著虔敬的心

說：「我國在海之中，不知距齊

州幾千里，雖有法而無傳法人，

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非燭何

見乎！願師可能捨此方之利樂，

為海東之導師可乎？」

鑒真平時已聽聞日本的情

況，如今看到他們一片誠意，深

感日本是一個「有緣之國」。當

時就問徒眾說：「誰有應此遠請

向日本國傳法者乎？」

一位叫祥彥的僧徒出來說

道：「彼國太遠，性命難存，滄

海淼漫，百無一至。」不等祥彥

說完，鑒真又開口道：「另有誰

願意去？」仍舊無人回答。

於是鑒真第三次開口道：

「是為法事也，不惜身、命！諸

人不去，我即去耳！」鑒真的語

氣是如此的堅決，在座的弟子

不禁為師父的決心所感動，於

是祥彥等 17 位僧徒紛紛表示願

隨師東渡傳戒。那時，鑒真已有

55 歲。

自從鑒真接受日僧邀請，

他不僅要克服「滄海淼漫」的自

然障礙，而且還要面對更為複

雜的社會阻力，在 11 年的時間

裡，前後 6 次東渡，5 次失敗。

鑒真東渡的阻礙多

唐天寶二年（公元 743 年）

3 月，鑒真正待啟航，不意浙東

一帶出現了海盜，隨行的僧徒

之間又發生了意見糾紛。道航

認為高麗僧人如海學行欠缺，

不應帶他同行，如海遂向官府

誣告，說道航等私通海盜，淮

南採訪使立即將榮睿、普照、

道航等人拘捕。雖然事後真相

大白，榮睿等人被釋放，可是淮

南採訪使仍認為「今海賊大動，

不得過海！」第一次東渡計畫失

敗了。

同年12月下旬，鑒真一行，

在 12 月下旬的一個月明之夜從

揚州悄悄開航。但船到浪溝浦

即遇風暴，浪擊破船，停留一

月修船，再度下海，船至揚子江

口，又遇風浪，停泊 1 月，再次

啟航，不幸在衢州群島觸礁船

沉，全體人員登上一個荒島，後

被官船送回明州（寧波），大部

分人遣送回鄉，17 位僧人被送

到浙江鄞縣阿育王寺。第二次

東渡又失敗了。

第二年春，鑒真一行受聘

到越州（紹興）龍興寺講律授

戒，天寶三年（公元 744 年）

秋歸阿育王寺。因越州僧人不

理解鑒真東渡的意義，向官府

控告說榮睿引誘鑒真，官府隨

即逮捕了榮睿，普照因躲在民

家未被逮去。榮睿在押送解京

途中，在杭州得病，假稱病死，

才得脫難，第三次東渡計畫又

夭折了。

天寶三年冬，鑒真派人先去

福建購買船隻，備辦海糧，自己

率徒眾三十餘人，秘密從浙江小

路往福州取齊。但龍興寺的弟

子靈佑不忍鑒真遠適異域，發

起僧徒阻止鑒真赴日，江東道

採訪使遂追蹤攔截，強行押解

回揚州，第四次東渡計畫又成了

泡影。

五渡遭險難意更堅

在這樣的形勢下，榮睿、普

照感到再留著會使得官廳繼續

監視鑒真。為了迴避風潮，他們

遂移居同安郡，在那裡足足等

待了 3 年。

唐 天 寶 七 年（公 元 748
年），鑒真又悄悄做第五次東渡

準備。「買香藥，備辦百物，一

如天寶二載所備。」

鑒 真 及 其 弟 子， 加 上 榮

睿、普照共有十四位僧徒，他

們在 6 月 26 日夜從揚州新河

秘密登舟。但尚未出海，即遇

風浪，飄到浙江海面，先後在

三塔山、署風山各停住 1 月。

10 月 16 日登程後又遇狂風怒

濤，在大海中整整飄流了 14
天，最後飄到了海南島。然後

輾轉從雷州海峽，經由廣西、

廣東、江西、安徽，返回揚州，

一路上歷盡艱辛，前後歷時兩

年。

日僧榮睿在路過端州不幸

逝世，埋骨異鄉。跟隨鑒真始

終如一的祥彥，在途經吉州時

也病死了。鑒真因受暑熱得了眼

疾，不幸雙目失明。

鑒真雖遭受接二連三的沉

重打擊，但他瞭解到日本眾生

對佛法戒律的渴望，明確赴日

傳戒是他的使命，故以「不遂本

願」決不罷休的堅強意志，又準

備做第六次東渡壯舉。

鑒真抵日本創善德

天 寶 十 二 年（公 元 753
年），日本第十次遣唐使藤原

清河歸國前，特來揚州拜訪

鑒真，鑒真決意乘遣唐使船渡

日。為了避開官府及僧人的阻

攔，鑒真及其弟子於 10 月 17
日夜秘密乘船離開揚州，普照

從鄭山阿育王寺趕來，大家會

合後，一行 24 人搭上了遣唐使

船。

這樣，鑒真一行又踏上了

第六次東渡的征途，終於在次

年（公元 754 年）2 月到達當時

日本的首都奈良，那時鑒真已經

是 66 歲失明的老人了。

鑒真抵日後，講律授戒，許

多日本僧人得以完成正規的受

戒儀式。從此佛教中的佛法在日

本才算具備了完整的傳承。

鑒真初到日本後，便治癒了

光明皇太后的疾病。

隋唐年間，雖中國醫藥知

識及醫藥典籍相繼傳入日本，

但日本人對於鑑別藥物品種的

真偽、規格、好壞尚缺乏經驗。

鑒真抵日後，儘管雙目失明，但

是，他利用鼻子的嗅覺、舌頭的

味覺、手指的觸覺，將有關藥

物的知識傳授給日本人，矯正了

過去不少錯誤；同時對於藥物

的收藏、炮炙、使用、配伍等知

識，也毫無保留地傳授給日本

人。

據日本《皇國名醫傳》裡指

出，自鑒真東渡日本面授醫藥知

識，使日本人真正掌握辨認藥品

之知識，從此日本醫道才完備。

十四世紀以前，日本醫道把鑒

真奉為醫藥始祖，直到德川時

代，日本藥袋上還貼有鑒真的

圖像，可見其影響之深。

鑒真東渡日本，把盛唐文化

全面地介紹給日本，對日本的佛

學、醫藥學、工藝技術等各方面

貢獻極大，日本因此稱他為過

海大師。

鑒真在日本傳法 10 年，於

公元 763 年 6 月 21日圓寂於奈

良唐招提寺，享年 76 歲。鑒真

逝世前一年，由他的弟子思托

根據鑒真的形像，製成等身大

小的乾漆夾貯坐像一尊，即是

現存唐招提寺開山堂內的鑒真

像。這是日本最早的以真實人物

作為對像的優秀塑像，是日本美

術史上的一件重寶。

（資料來源：《東征傳》等）

「衣冠禽獸」通常被認為

是一個含有貶義的成語，我們

會形容一些品德敗壞，行為像

禽獸一樣卑劣的人為「衣冠禽

獸」。例如：《鏡花緣》：「既

是不孝，所謂衣冠禽獸，要那

才女又有何用？」但是您可知

道，在古代如果想在衣服上畫

上「珍禽瑞獸」，其實只有「當

官的」才有資格呢！

按照明代官員的服飾規

定，只有「當官的」才能穿上繡

著飛禽或繪著瑞獸的官服。文

官的官服上繡禽，武將的官服

上繪獸，而且等級不同圖案也

不相同。

官袍上有哪些 
飛禽瑞獸？

明代官員分為九品，服飾

則按照官階的品級有著嚴格的

規定，並用「補子」來區分官

階的大小。「補子」是一塊縫

在官員服裝上的布，上面所繡

的飛禽瑞獸，代表了一個人官

位高低，所以古代官員穿的袍

子也叫「補服」。「補子」作

為官服上的等級標誌用了將近

600 年，成為官員等級制度代

表符號。

通常，文官補子上的九種

飛禽從高到低分別為：仙鶴、

錦雞、孔雀、雲雁、白鷳、鷺

鷥、鸂鶒、黃鸝、鵪鶉；而武

將則是獅子 ( 一品和二品 )、老

虎、豹子、熊、彪 ( 六品和七

品 )、犀牛、海馬。

衣冠禽獸的故事

關於衣冠禽獸這一成語

作為貶義的由來，還有一說是

出自明代宋濂《燕書》中的故

事——「彼獸而人，汝則人而

獸也！」。

齊國有個名叫西王 須的

人，原本經營海運生意。有一

天，他的船因遭逢狂風巨浪

而沉沒，游上岸後，他覺得自

己必死無疑，便找了個山洞準

備自盡。但正當他向山洞走去

時，一隻猩猩從洞裡走出來，

拿了些食物給他吃。晚上怕西

王須凍死，還將山洞讓給他

睡，就這樣平安的度過了一年。

一年後的某天，海上突然

開來了一條大船，猩猩趕緊把

西王須護送上船，並佇立在遠

處望著大船，久久不忍離去。

西 王 須 登 船 後 發 現 船

長是自己的朋友。他 對朋友

說：「我 聽 說 猩 猩 的 血可以

染 氈 布， 過 100 年 也 不 會

褪 色， 這隻大 猩猩很 肥 大，

為甚麼我們不登岸捕殺牠呢？」

他的朋友聞聽此言，氣憤的

說：「彼獸而人，汝則人而獸

也！」

於是，船長命人在袋中裝

上石頭，連同西王須一起沉入

水中。禽獸不如的西王須不僅

被丟入水中，還留下了「衣冠

禽獸」這個用來形容那些「穿

著人的衣服，行為卻如禽獸一

般卑劣的人」的成語。

文 / 劉新宇 
圖 / 公有領域

唐代玄奘西行取佛經於印

度，及鑒真和尚東渡日本傳戒律

是中國佛教歷史上兩件大事。

克服五渡失敗 
鑒真和尚赴日傳佛教

鑒真和尚真像，位於奈良唐招

提寺，列為日本國寶。

鑒真第六次東渡圖

文 / 美慧　圖 / 公有領域

鷺鷥紋官服

「衣冠禽獸」是貶義　還是褒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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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耳形天生不佳，或是生

有招風耳，可以用長髮來遮掩；

耳垂小的人則可以用戴耳環的方

法來掩飾其不足；這才是帶耳環

的主要作用。如果天生耳朵長的

很好，例如：耳朵有垂珠且耳朵

垂長的人、耳朵的垂珠朝口 ( 垂
珠朝向嘴巴 )、耳垂既厚且大像

佛的耳朵等等，則沒必要在耳朵

上打洞。

因為這樣的人普遍運氣都不

錯，如果在耳朵上穿洞，福氣反

而會從洞中漏掉。若就運程而

言，耳朵走的是 1-14 歲，所以

在這個階段，最好不要打耳洞，

會影響智力和學業表現。

另外根據中醫理論，耳朵與

腎臟息息相關，耳朵殘缺或損傷

的人，腎功能就容易出現問題，

因此，在耳垂上打洞，很可能影

響泌尿系統的健康。

現代人，尤其是年輕男女，為

了漂亮、為了追求時尚，很多都喜

歡在耳朵上穿洞，還有的在鼻孔、

肚臍，甚至舌上都打了洞。看起來

很潮！很時髦！其實從面相學角度

來看，這都屬於破相，都會對人的

運勢或多或少造成負面的影響。

潮男潮女 
穿耳洞

他們普遍出生在良好的家

庭，能得到良好的教養。同時垂

珠也是一種壽徵，長壽健康的老

人家一般都有，如果又大又厚、

又長長的垂下來，尤佳！至於耳

朵沒有垂珠的人 ( 即耳垂部位直

接相連到面頰 )，小時候家境多

半不好，生活也比較勞碌，賺錢

運也比較差。

然而，面相不能單論，還得

配合其他部位，做整體觀察，也

能通過自身的努力去改變。這裡

舉一個實例：有一位女性耳朵沒

有垂珠。她生長在一個很現實的

家庭，父母很貪心、很愛錢，認

為女生是「賠錢貨」，所以她得

不到應有的愛，不快樂的童年烙

下了陰影。

但長大後，得到正確的觀

念，便努力改善自己的行為及

性格缺點，耳朵竟在不知不覺

間，長出了小小的「垂珠」。

在相學裡，耳朵是很難改變的

地方，她竟然也能改變，足見

「相由心生」一點也不錯。當

然，她的「心境」和日後的「運

勢」隨之轉向正面，生活也步入 
坦途。

面相裡，耳垂是福氣多寡的

觀察指標之一。擁有圓厚飽滿的

耳垂(即垂珠)是有福氣的。

耳垂

文/新生

文/新生

隋朝代州有個叫趙良相的

人，家產上萬。他有兩個孩子，

長子趙孟、次子趙盈，趙盈強、

趙孟弱。趙良相臨終前把家產分

為兩份，哥哥趙孟那份比較多。

他一死，趙盈就把哥哥的財產占

為己有，只分了一所舊屋讓他棲

身。趙孟被迫只得靠做傭工度

日。 
不久，趙盈死去，轉到哥哥

趙孟家做他的兒子，叫趙凡。之

後趙孟也死了，生在趙盈家，給

趙盈做孫子，叫趙先。隨著年齡

增長，孟家也越來越窮，盈家卻

越來越富，趙凡只好靠著給趙先

家做傭工來糊口。 
有一天，趙凡的寡母對他

說：「趙盈占你家產，使你這麼

貧窮，你還去他家做奴僕，不覺

得羞恥嗎？」趙凡聽後，懷恨在

心，就想找機會殺死趙先。 
開皇初年，趙凡跟趙先一起

朝拜五台山，進入峨谷東面幾

十里的地方。山谷深曠，四下

無人，趙凡趁機拔刀對趙先說：

「你祖父和我父親是親弟兄，但

你祖父卻霸占我家產業，導致我

家世代貧窮，並且還得做你僕

人，所以我今天要殺你。」 
趙先見勢不妙，拔腿就跑。

趙凡一路追入樹林。就在這時，

趙先見到一座草廟，便飛快地跑

了進去。 
趙凡趕到時，有位老僧從

庵中出來，對他說：「你來幹甚

麼？」趙凡說：「我追冤家。」

老僧笑道：「你暫時放放，我讓

你自己明白。」然後給他一種藥

物，讓他以茶湯服下。他如夢初

醒般記起往事，羞愧自傷。 
老僧說：「趙盈是趙凡的前

身，他霸占哥哥的產業，實際是

自棄福業；趙先是趙孟再來，他

只是領取份內家產，他父親的遺

囑還在呢！」兩人聽後，都捨俗

入佛門，後在彌陀庵去世。 
世人不解「因果」真相，乃

覺天理不公，認為趙凡家世代貧

苦，父親受趙盈家欺負，兒子還

要給他孫子家做工，真乃奇恥大

辱，不殺不足以解恨。

可是用業鏡一照，才知道占

便宜的吃虧，吃虧的占便宜，天

理原本公平，原先的懷恨豈不可

笑！到底該恨誰呢？因果報應絲

毫不爽，不與取的就要償還，哪

裡能逃得掉？所以，對因果關係

生起勝解，了了分明，一切攀比

之心、一切非分之想、一切投機

心理、一切怨天尤人，都可以由

此正見。 

  ( 文章來源：益西彭措堪布

著作《因果的奧秘》 )

還是占便宜
是吃虧

文/陸真

古時，漢族認為宇宙之初是

巨大混沌不明的圓形時空，不分

天地，四處黝黑一片。

經過約一萬八千年，從中生

出人首龍身的盤古，他不斷長

大，撐開了天與地，從此，世界

有了天地之分。又經過了一萬

八千年，盤古撐累了、死了，身

軀變成日月星辰、江海河泊、

飛禽走獸、魚蝦龜蟹、草木玉

石……這就是漢族賴以生存的世

界，人位於天地之間，白晝由太

陽掌管，黑夜由太陰掌管，太陰

即月亮；分四季節、四方向；有

雷與風形成天氣，有山有澤成為

地貌，還有大水、天然大火……

這種種變數影響著人類的收成、

生命繁延、災難或福祉。

漢族認為：如若天地四時

（四季）的運作順暢和諧，則人

丁興旺、五穀豐收、六畜興旺；

如若有某力量破壞了這種和諧，

則災難四起、人畜不安、事業不

順……這時，便希冀宇宙之初的

偉大力量來重新使其和諧。這股

偉大力量的符號，就是太極圖。

《易經》繫辭上傳十一章：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

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比大

還大，是謂太；極有最終、最高

之意。

太極圖的外圓，象徵宇宙；

一黑一白的魚形，稱太陰、太

陽，此為兩儀，象徵自然界的黑

夜、白晝與雌性、雄性，此二股

力量在變動中達到平衡和諧，生

命力因此暢旺，萬物滋長。

太陰中的白點，稱少陽；太

陽中的黑點，稱少陰；太陰、少

陽、太陽、少陰此四者謂之四

象，象徵春夏秋冬四季和東西南

北四方。此外，又以八個符號表

示自然界的天、地、山（土聚

集處）、澤（水聚集處）、雷、

風、水（大水）和火（天然大

火）等八大景象，將它們排成

八角形、似網狀又似迷陣的圖

像，此即為八卦圖。太極圖再配

上八卦圖，象徵宇宙自然界和諧

的偉大力量。

除了自然界，漢族視家宅庭

院之生活空間亦是一個小宇宙，

也視身體為最小的宇宙。

當家人、牲口時常生病、事

業不順，而找不出任何原因，便

認為有某些障礙物或邪靈破壞了

居住環境的和諧。

為了阻止邪祟入侵，恢復人

與天地宇宙的和諧，重新獲得生

命力，使人畜欣欣向榮、事業蒸

蒸日上，屋主便請法師來「安八

卦」，透過宗教儀式敕點「太極

八卦牌」，使它具有神力，然後

安置於門楣上，達到守護家宅人

畜平安、事業順利的目的。

太極八卦牌

漢族的太極八卦牌

「晴耕雨讀」一語融會了三

國時期一代高人諸葛亮的心血與

人生智慧。在中國古代，農人們

都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

子。下雨天大家用來休閒，有志

向的人則用來閱讀詩書。幼時我

在鄉村偶爾也有看到冒雨耕作的

人，在大雨滂沱之中施肥除草，

但我總覺得那樣的做法是逆天而

行，得不償失。

現代人多半忙於生計，心情

浮躁，晝夜顛倒，週末加班也不

少見。然而，長時間超時工作畢

竟不符合大自然的規律，積勞成

疾的現象也就見怪不怪了。有些

自認為勤奮的人甚至討厭下雨

天，他們認為下雨耽誤了他們外

出、耽誤了他們遠行、耽誤了他

們做自己想做的事等等。但是莊

稼禾苗需要雨水的滋潤，大自然

不會因為人的意願而改變其規

律，「天要下雨」是人力所無法

阻擋的。

生活中讓人不順心的事情很

多：銷售沒有達到預定的目標、

考試成績沒能及格、親友突然離

世、學校畢業後遲遲找不到工

作、收入太低入不敷出等等。我

經常想，人在無所適從時，選擇

順其自然，也不失為聰明之舉。

俗話說：「有心栽花花不開，無

心插柳柳成蔭。」很多東西，太

刻意了反倒會失去，就如同手裡

的沙子，握得越緊，它就會漏得

越快。

有一個佛教故事中說，禪院

裡的草地有一大片枯黃了，小

和尚有些著急，對他的師父說：

「我們趕緊撒點草籽吧，實在是

太難看了！」師父告訴他：「不

急，甚麼時候都能撒，隨時！」

中秋的時候，師父把草籽買了回

來，交給小和尚去播種。秋風起

了，草籽邊撒就邊被飄走了。

小和尚這時十分焦急地對師父

喊：「不好了，許多草籽都被吹

走了。」師父很平靜地說：「沒

關係，吹走的多半是空的，撒下

去也發不了芽。擔甚麼心呢？隨

性！」

撒完草籽，小和尚發現有許

多小鳥飛來啄食。他非常驚慌地

告訴師父：「草籽都會被小鳥吃

了，這下沒戲了！」師父依然很

平靜：「沒關係，種子多，吃不

完！隨遇！」半夜的時候，下了

一陣暴雨，小和尚一大早就衝進

了禪房，「師父，這下真完了！

好多草籽被雨水沖走了！」師

父說：「沖到哪兒，就在哪兒發

芽。隨緣！」一個星期過去了，

原本光禿禿的地面，居然長出許

多青翠的草苗，一些原來沒播種

的角落，也泛出了綠意。小和尚

高興得直拍手，師父點頭：「隨

喜！」

由此看來，當遇到困難之

時，找不出好的解決辦法，就讓

它順其自然。畢竟「謀事在人，

成事在天。」老子在《道德經》中

所說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道法自然」也包含了這一層

涵意，其意思是，人受制於地，

地受制於天，天受制於規則，規

則受制於自然。自然就是客觀存

在的世界以及因此而產生的不變

的規律。道法自然就是做事的方

法必須順應大自然的規律。

人有時只為求一份盡善盡

美，便絞盡腦汁，殫精竭慮；在

遇到關係重大、情形複雜的狀況

之時，更是寢食難安，甚至徹夜

不眠；其實，在這種時候與其百

般思量，不如順其自然，反倒能

夠柳暗花明又一村。

順其自然的智慧    
文/雲中君

雖然不能改變際遇，但可以

改變心境。當心境改變了，際遇也

會隨之改變。

每個民族對大自然、民族生

命的起源及生存禍福的原由，都

有其獨特的見解，也因此延伸出

多彩浪漫的神話傳說。

文/可莊整理

文/陸真

太極八卦牌：財團法人台灣民族學博物館基金會 ;其他圖片：FOTOLIA

人生
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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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羊座】(3.21-4.20)

本週幸運日：週四

整體運勢：

本週牡羊座碰到的不順

心的事情多，心頭一直比較鬱悶，不

容易開心起來。週日週一，忙的事

情多有時間性，來來回回，反反覆覆

的，好幾次忙東忙西，東奔西跑的。

週二週三，狀況不少，只要心急，就

容易煩躁起來。週四週五，零星時

間好好利用起來，也能豐富你的生

活，不妨一試。週六，拖延病上身，

很難按計畫完成你的既定目標。

【金牛座】(4.21-5.20)

你本週幸運日：週二

整體運勢：

本週金牛座工作時不

大在狀態。週日週一，待辦的事情

一個接一個，雖說時間上還算從

容，但幾乎沒什麼閒置時間。週二

週三，清閒度日，悠哉悠哉。週四週

五，經常處在要把握時間的節奏中，

會在幾件事上費不少心思，幾次因

為一時心急而對人表現出不耐煩的

態度。週六，熟識的某個人心情不

佳，會關切那人的情形。

【雙子座】(5.21-6.21)

本週幸運日：週三

整體運勢：

本週雙子座運勢有苦

有甜。週日週一，人的困擾糾纏在心

頭：對方可能是熟識的人，也可能是

交情一般的人，不論情形為何，都會

大大影響心情。週二週三，做完手

頭的事務，就可以徹徹底底放鬆一下

了，加油！週四週五，做事乾脆俐落

不拖拉，你的乾脆作風會受到身邊

人的一致好評。週六，跟家人/朋友
一同開心出遊，心情放鬆了不少。

【巨蟹座】(6.22-7.22)

本週幸運日：週日

整體運勢：

本週巨蟹座為事情奔忙

著，勞碌著。週日週一，忙的事情會

陸續了結，或有不錯的進展。週二週

三，雖有些吃喝聚會，但因心頭一直

有放心不下的事，也常碰到無奈的

情況，所以這兩天的心情異常低落。

週四週五，對於等待或講好的事，

最好別抱太大希望，建議持平常心

看待。週六，某事進展不順心，心情

悶悶的。

【獅子座】(7.23-8.22)

本週幸運日：週一

整體運勢：

本週獅子座運勢忽高忽

低。週日週一，不甘心落後於人，你

會更加努力，決心戰勝自己、超過別

人。週二週三，拜託給別人的事未能

如願完成，內心不免有些失望；沒

有人理所應當幫你，在受助之後，記

得表示感謝。週四週五，前方挑戰

讓你產生畏難情緒，可能會考慮退

縮。週六，玩心變重，做事不認真，

小心出差錯！

【處女座】(8.23-9.22)

本週幸運日：週三

整體運勢：

本週處女座運勢還挺美。週

日週一，隨著新計畫的推動實施，

你越來越有幹勁兒，身邊人也對你

刮目相看。週二週三，不想被人看扁

的你，這段時間尤其努力。週四週

五，趕工的壓力讓你身心疲憊，不過

你深知再多抱怨也無用，所以還是

會打起精神做事！週六，工作學習太

累，不妨適度安排一些休閒娛樂活

動，勞逸結合才能走得更長遠哦！

【射手座】(11.23-12.21)

本週幸運日：週日

整體運勢：

本週射手座運勢緩慢下

滑。週日週一，耐著性子，陸續處理

掉不少事；比較花時間、短時間沒法

告一段落的，也會有明顯的進展。週

二週三，做事受打擾，心思不容易定

下來，手頭在做的事務進展也變得

不明朗。週四週五，對某事沒什麼把

握，以至於你的內心一直忐忑不安

的。週六，沒什麼拼勁兒，一整天都

顯得無精打採，慵懶閒散。

【魔羯座】(12.22-1.20)

本週幸運日：週五

整體運勢：

本週魔羯座職場表現還

不錯。週日週一，很多事務都必須你

親自上陣解決，這段時間身心疲憊

在所難免。週二週三，職場人士憑

藉出色的表現，很容易贏得上級的

信任、同事的敬重。週四週五，碎片

時間你也絲毫不願浪費，抓緊時間

利用起來也能學習不少東西呢！週

六，丟掉理性，讓感性回歸，今天的

你或許會過的比較輕鬆。

【寶瓶座】(1.21-2.18)

本週幸運日：週四

整體運勢：

本週寶瓶座運勢逐步轉

為明媚。週日週一，抗壓能力較差的

一段時間，稍微一點挫折都能讓你

陷入情緒的低谷。週二週三，原本拖

拉很久沒做的事，是時候撿起來追

趕一下進度了，別犯懶了！週四週五，

制定了目標，你不會只是嘴上說說，

而是真正讓自己投入到實際行動中

去。週六，狀態佳，做什麼事都有乾

脆俐落的作風。

【雙魚座】(2.19-3.20)

本週幸運日：週五

整體運勢：

本週雙魚座要忙的事不

少。週日週一，有些事惦記著，都要

找時間去處理，公務、私事都有。週

二週三，待做的事情還很多，抱怨

無濟於事，還是打起精神來一一了

結吧！週四週五，善於自省的一段時

間，發現自身存在的不足，會立即想

辦法改善。週六，做事情順風順水，

一整天都心情飛揚。

【天秤座】(9.23-10.22)

本週幸運日：週五

整體運勢：

本週天秤座運勢可不怎

麼美妙。週日週一，敷衍的態度露

出苗頭，辦事不牢靠，容易給人留下

不好的印象。週二週三，做事不夠

專注，總是被一些無關緊要的狀況

分了心神，小心出錯哦！週四週五，

再怎麼棘手的人際關係，你都能想

方設法多方考慮，妥善處理。週六，

時刻釋放著你的熱情和善意，人緣

相當不錯的一天。

【天蠍座】(10.23-11.22)

本週幸運日：週六

整體運勢：

本週天蠍座運勢時強時

弱。週日週一，未了結的事務一件接

一件，夠你忙上好一陣子了。週二週

三，敷衍塞責的態度，讓你很難獲

得上級的肯定。週四週五，你的固執

己見，會成為損害你人緣的罪魁禍

首；新目標的制定讓你對未來充滿

希望。週六，狀態不錯，且做事細心

而認真的一天。

十二星座本週運勢
（6月10日～6月16日）

文章來源：星吧(www.xingbar.com.tw)

選 A
你因為工作學習太緊張了，壓

力又過大，導致事情一件一件堆起

來，讓你應接不暇，多了容易出

錯，又有人在催，如果家裡再攤上

個什麼事，就會覺得是自己運氣欠

佳，才會被搞的如此鬧心。

不如爭取休個長假，讓自己放鬆

心情。繁忙的工作是在都市生活中的

人們疲憊不堪的主要誘因，有這個問

題的人不在少數，但是能順利脫身而

出的人卻寥寥無幾，試著找出工作繁

重卻不能擺脫的原因，對症下藥才能

恢復輕鬆自由之身啊！人輕鬆了，世

界圍著自己轉了，自然運氣也會繞著

你轉啦 ~~~ 

選 B
你因為生活太單一了，每天三點

一線或者兩點一線的生活讓自己變得

麻木不仁起來，忘記了自己原本的方

向標，迷失了追求理想的意志，單調

的生活讓你充滿了無趣，總是於內心

嚮往的生活背離導致運氣頻繁不好。

嘗試著變換衣服顏色，上下班

選擇不同的路線，變換心情可以讓

自己對世界的看法改觀很多。試著

擠出時間來對個人進行改變，出去

購物出去聚會，選擇自己的幸運石

的首飾，幸運顏色的衣服，豐富多

彩的生活會讓你的關注焦點發生改

變，那些惱人的事再經過你眼前的

時候也不會影響到你對人生的感悟

了 ~ 

選 C
你的生活，當然可能是你生活中

的一部分，剛剛上軌道，神經處於緊

張戒備狀態，不管是新到一個地方要

認識很多新朋友，還是剛接手一個工

作有很多事務要去熟悉，緊張的心情

讓你自信缺失，以運氣欠佳來作為合

理的解釋。

可以考慮去廟裡求神或尋找屬於

自己的精神信仰，以此來鎮定心情；

如果是可愛的女生，擁有一顆年輕地

長不大的心，那麼認真的去喜歡一個

偶像，追求一個現實卻又不可觸摸的

人，會使你的心靈有個寄託，人是需

要幻想的，運氣好壞，也會隨著你心

情而改變看法的 ~~~ 

選 D
你可能壓抑了很久了，對某件

事情的不滿，對某人的不滿，沒有

地方傾訴或者沒辦法吐出來，一味

地往自己肚子裡嚥只能導致積怨更

深而已。想要對抗卻無法正面對抗

導致了你總是選擇執拗的態度來對

待人和事。不妨找人傾訴，當面談

談，解除心理壓力，換一個好心情。

其實這只是鬧彆扭的一種，但是

鬧彆扭成了習慣，會成為自己成功的

絆腳石，習慣性地執拗行為，讓自己

總是任性地逃避問題，而不是正面和

問題對抗，要知道不是所有的人和事

都能以同一方法解決，需要本身的分

析哦。

1.如果有人拉住你說，來，給你算個
姻緣吧，你覺得他會是？ 

一個長鬍子老頭——轉 2 
一個滿臉皺紋的婆婆——轉 3 

2.飯店廚師調料放錯了，你希望是什
麼放多了？ 

糖放多了——轉 3 
鹽放多了——轉 4 

3.你的朋友給你求了護身符，你覺得
裝護身符的袋子會是？ 

紅色錦囊——轉 5 
黃色錦囊——轉 4 

4.你會把護身符放在什麼地方？ 
放在錢包裡——轉 5 
掛脖子上——轉 6 

5.如果去酒店的化妝室，水龍頭太先
進了不會用，你會？ 

看人家怎麼用——轉 7 
自己琢磨——轉 6 

6.如果去朋友家玩，不小心弄壞了人
家的東西，你會？ 

偷偷修好儘快走人——轉 7 
對朋友說表示會賠償——轉 8 

7.如果被關電梯裡了，你覺得會是？ 
一個人關著——轉 8 

有人陪你一塊被關著——轉 9 

8.和比你大的男生出去約會，你覺得
他會打扮成？ 

嘻哈風格——轉 9 
運動風格——轉 10 

9.有著魔法的寶石會是什麼樣子的？ 
紫色水晶——轉 11 
黑色——轉 10 

10.如果有選擇的權利，你會堅決不
吃？ 

自己不喜歡的東西——轉 11 
沒營養的東西——轉 12 

11.晚上做夢到一個華麗的餐廳，桌
子上擺的是？ 

媽媽燒的飯菜——轉 B 
豪華海鮮料理——轉 12 

12.賭博買大買小如果總是輸，你
會？ 

繼續按照直覺來——轉 13 
一直買大或者一直買小——轉 D 

13.剛到公司，老闆就叫你去辦公室，
你覺得會是？ 

一個新項目——轉 A 
做錯事了嗎？——轉 C 

測試開始

天天

測
測試最近你要做什麼

才會轉運？
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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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 西 一 生中 解 讀了 1 萬

4306 個案例，發現人的「病」

無一不與上一世的行為有關。

疾病的真正來源，恰恰符合佛

家所說的「因果業報」。

西 元 37 至 68 年， 羅 馬

帝國的暴君尼祿瘋狂迫害基

督徒，把他們投入競技場，給

獅子撕咬，或以火淩遲，妄圖

改變基督徒對神的信仰。這場

迫害持續了二百多年。最終，

不可一世的羅馬帝國，在幾次

大瘟疫蔓延下被上天滅亡了。

而那些跟隨著暴政參與迫害

基督徒的人，不但在那一世被

大瘟疫淘汰，更在輪迴中生生

償還著自己造下的罪業。有個

青年 16 歲時因車禍傷到脊柱

癱瘓了。長達 7 年半的治療復

健，都無法讓他重新站起來。

他的母親請凱西為他做生命

解讀。凱西追溯了青年前兩世

的轉世情況，看到他有一世是

個羅馬士兵，對當時羅馬帝國

迫害基督徒，不但帶著幸災

樂禍的心情，而且直接參與迫

害。

一名電影製片人，17 歲時

得了脊髓灰質炎，落下腳的殘

疾，行走不便。凱西解讀他的

前世，發現他當時也是古羅馬

軍隊的一名士兵，被派去鎮壓

完全沒有抵抗的基督徒們，他

沒有按照自己的良心去做，而

是機械的執行上級的命令，對

正信的基督徒犯下了罪行。另

一位中年婦女，在 36 歲時因

患脊髓灰質炎而癱瘓無法行

走，只能靠輪椅代步，找到凱

西時已經癱瘓 9 年了。凱西幫

她做前世解讀，得知她在古羅

馬時期是皇室的一員，但她對

暴君尼祿瘋狂迫害正信的基督

徒非但沒有一絲同情心，還在

競技場中大聲嘲笑那些被殘

害的基督徒。

另一個女孩因髖關節結核

的病痛苦不堪。凱西解讀中發

現，她同樣是曾出生在羅馬時

代尼祿王朝的一名貴族，那一

世她常常在競技場中觀看基

督徒受迫害，並以此取樂。有

一次當她看到一年輕女孩的

身體被獅子撕爛時，竟然拍

手大笑。她以觀看殉道者的痛

苦為樂，毫無一絲悲憫之心。

以上的幾個病例，都來源

於古羅馬時期對基督徒迫害

的因果。這些人有些直接參與

了那場罪惡，有些懷有幸災樂

禍的心推波助瀾。

在凱西的解讀中，這些看

似偶然的疾病，其實都有著前

世業報因素。人自己看不到前

世，看不到輪迴，就以為生命

僅有一次，所以不信因果，不

信報應。凱西解讀的一萬四千

多個病例，可以讓人清清楚楚

的知道前世業力對今生命運

的決定性作用。那些讓人痛苦

不堪的疾病，正是自己前世種

下的因，今世收穫的果。

台灣媒體曾經報導過一則

離奇的命案，警方多方追查也

找不到任何線索。在長達 9 年

的時間裡，這樁命案都無法

偵破。最後卻是在亡者靈魂的

指引下找到真凶，命案最終告

破，殺人犯被繩之以法。

死者託夢，懸案終告破 
2006 年正月，台灣雲林

的鄉下，一名 78 歲黃姓老婦

被發現倒臥在防汛道路義軍廟

前堤防下，全身多處遭銳器所

傷，並造成動脈破裂大出血死

亡。

警方在偵查中，將附近可

疑對象全部列入調查範圍，但

苦於找不到確鑿證據，案件遲

遲無法突破。

 5 年過去了，案件依然沒有

絲毫 進展，警方毫無頭緒。

2011 年起，刑事局偵六大隊

四隊副隊長陳恆正接辦該案，

但也一直因沒有任何證據而擱

淺。

2015 年 10 月，陳恆正前

往雲林偵辦毒品案件，無意間

聽到有吸毒者提到該起殺人

案，再加上死者女兒幾次來找

他，希望重啟調查。他再度向

相關單位調閱資料，研究是否

有重啟調查的可能性。

 10 月底的一天，他留在隊

部過夜，睡夢中隱約看到死者

透過辦公室供奉的關聖帝君

向他託夢，表示自己死的很冤

枉，要他告訴自己的女兒，不

要再到處問神，以免搞錯方

向。

因為死者的女兒 10 年來

不斷求神問卜，希望能夠得到

神靈的指點，找出殺母凶手。

在夢中，死者要他去找一名綽

號「阿寶」的男子。

陳恆正根據死者指示找到

阿寶，阿寶也是吸毒者，他告

訴陳恆正，曾聽人說自己國中

時的一名洪姓同學就是殺害老

婦的凶手。陳恆正根據阿寶提

供的消息來源，層層追查終於

找到一名關鍵證人，該證人表

示案發當天曾看到洪某匆匆返

回住處，身上沾滿血跡。

陳恆正調查取證時發現，

洪姓男子當時的住處與案發現

場很近，其體型特徵與監視畫

面的凶嫌也十分吻合，而該命

案發生後，洪某離開此地到北

部投靠胞姊去了。陳恆正認為

洪某涉有重嫌，遂報請雲林地

檢署指揮偵辦。

衝動行凶，懺悔求神靈

警方在調查過程中得知，

洪某曾在給友人的電話中提到

自己疑似被冤靈附身，每天寫

佛經，還兩度到神壇求助。

2015 年 12 月，檢警決定

持拘票前往北部逮捕洪某。陳

恆正後來回憶說，就在行動的

前一週，死者再次託夢給他，

表示其偵辦方向正確。

警方在逮捕洪某時，從他

的居所起出多張抄寫迴向給死

者的心經，末端書寫「功德迴

向給黃 XX( 死者 )」。

洪某起初拒不承認殺人，

在警方運用心理戰術，無法再

抗拒的情況下，才坦承了殺人

的過程。

洪某也是吸毒者，案發當

時約了藥頭在堤防旁買毒品，

因藥頭遲遲未到，他心裡煩

躁。黃老太與他是鄰居，知道

他曾經因吸毒遭查，此番見他

又買毒，不免罵他幾句，讓他

找份正當工作。

洪 某 正犯毒 癮， 精神 不

穩，遂在口角中一時衝動，持

預藏的水果刀捅死黃老太，做

案後不久，即逃到新北市投靠

其姊。

洪某向警方供稱，自己因

衝動殺人後，雖逃脫警方的追

凶，但十年來也十分悔恨，常

去廟宇懺悔，並按「仙姑」指

示抄佛經迴向死者請求原諒。

他 特 別 向 警 方 交代 說，

2015 年的重陽節，自己好像

「中邪」了，每天都睡不好。

自認遭死者亡魂纏身，請

家人陪他到神壇求神，當時

靈媒突然拍桌對他大喊：「你

做了甚麼，從實招來！」他嚇

了一跳，脫口說出自己殺人的

事。

警方將洪某逮捕歸案，回

到當日黃姓老婦被殺的地方，

洪某現場下跪認錯，死者兒子

表示，歷時 10 年，終於抓到

凶手，雖然難過到說不出話，

但還是告慰母親，可以放心了。

此案結案後，陳恆正感慨

的說，他擔任刑警以來辦過無

數大小案件，從未遇過這麼玄

奇的事，「可能是死者死不瞑

目才一再託夢，死者才是破案

的最大關鍵！」許多人稱此懸

案是「玄案」，是現代實證科

學所無法證明、無法解釋的，

可它實實在在的發生了。善惡

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

遲，可見冥冥之中上天自有安

排。

中國人常講：善惡有報。可

有很多時候，人們看到有些惡人

並沒有立即遭到報應。比如某一

件凶殺案，殺人者也許藏匿很多

年都不被抓獲。其實，天理昭彰，

行惡者躲得過人的眼睛，卻躲不

過老天的眼睛，老天爺最終都會

以人所想像不到的方法，使惡人

遭到報應。

預言家凱西對疾病的另類解讀
文 / 藍月　圖 / 公有領域

美國預言家愛德加．凱西

（Edga r   Cayce，1877～1945

年），擁有超心理學的能力，具有

透視累世因緣解讀病因的特異

功能，能夠在睡夢中回答治療疾

病的方法，又被稱為「睡著的預

言家」。

《基督殉道者最後的祈禱》

（The Christian Martyrs Last 

Prayer），描述古羅馬殘酷迫害

基督教徒的情景，而看台上無

數的民眾毫無同情心的觀看著

這慘烈的情景。

亡魂託夢追凶奇案

中國人在春天到來時，往往

愛用「鳥語花香」這個詞，來形

容春天的美好。悅耳的鳥鳴聲，

像自然流淌的音樂一樣，讓人心

情舒暢。但鳥也不是隨便叫的，

有研究鳥語的科學家得出了一項

結論：鳥語也包含語音、語法。

據《華盛頓郵報》報導，《自

然》雜誌發表了一項最新的生物

學研究論文，證實山雀的叫聲

中也含有語法。這是科學家第

一次發現，除了人以外，動物

的溝通也講究語法。

研究論文描述，人類在運

用語言的時候，使用同樣的詞

和詞組，但是組合順序不同，

意思就會變得不同，這種語言

現象叫「句法」（Syntax）。如：

「小心，危險。到我這邊來。」

同樣一句話，改變一下組合順

序，變成：「到我這邊來」，「小

心，危險。」這兩種表達方式所

傳遞的意思是不同的。

日本、德國和瑞典科學家

合作研究鳥類語言，通過對一

種日本白頰山雀叫聲的分析得

出結論：鳥兒的「歌聲」不只

是一種「樂音」，而是有具體

含義的語言。科學家在觀察日

本山雀的叫聲中發現，鳥兒的

叫聲具有語法規律。例如，他

們記錄山雀的兩句話，第一句

是「注意危險」，第二句是「過

來」，然後用不同的組合播放

給山雀觀察牠的反應。日本「綜

合研究大學院大學」教授鈴木

（Toshitaka Suzuki） 說：「在

十年間的研究中，我注意到日

本山雀可以發出各種類型的呼

叫聲，在不同的場合使用不同

的叫聲。」鈴木教授說，如果

先播「注意危險」，再播「過

來」，附近的山雀就會一邊觀

察環境，一邊向聲音傳來的地

方接近。而先播「過來」，再

播「注意危險」，山雀就沒有反

應。

從實驗可以看出，山雀

的語言也講語法。如果語法

不對，山雀就聽不懂。參與

該 研 究 的 瑞 典 烏 普 薩 拉 大

學（Uppsala University） 生

物 學 家 懷 特 勞 夫 特（David 
Wheatcroft）也證實，該實驗

準確地觀察到山雀對不同組合

叫聲的反應不同。

但是不清楚其生物學機

制，尤其無法用進化論去解

釋。他說：「我們不明白，為甚

麼鳥不使用一個新詞來表達一

個新的意思呢？為甚麼這種組

合順序有不同的結果呢？」

《探 索》 雜 誌 在 報 導

時， 援 引 澳 大 利 亞 國 家 大

學（A u s t r a l i a n  N a t i o n a l 
University）的行為生態學家馬

格拉特（Robert Magrath）的

話：「這個研究很有趣，說明鳥

使用特定的音節順序來改變所

表達的意思。」

懷特勞夫特希望能在其它

鳥類以及更多的動物中發現這

種語法現象。但鈴木教授認為：

「目前還沒有發現其他動物會使

用這種組合型句法的證據，即

使猩猩也不例外。」也許這項研

究能給人對生命科學思考的啟

示，其它生命並非現代科學家

想像的那麼簡單。

鳥的叫聲也有語法
文 / 天羽　圖 / FOTOLIA

日本、德國和瑞典科學家

合作研究鳥類語言，鳥兒的「歌

聲」不只是一種「樂音」，而是有

具體含義的語言且具有語法規

律。這是科學家第一次發現，除

了人以外，動物的溝通也講究語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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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回

黛紫直奔柳溪鎮 
兄嫂喜迎姐妹花

不一會，車子出了南門。秉

仁甩了一個清脆的響鞭，兩頭騾

子揚蹄飛奔。堂兄說：「不行，

太快了，車子顛得厲害，你兩個

姑姑受不了。」秉仁勒了一下韁

繩，車子平穩地行駛在馬路上。

紫娟把車簾勾起，拉黛玉往外

看。只見一條寬闊的大路伸向遠

方，馬路兩旁翠柳夾道，柔軟的

枝條在風中搖曳。馬路兩邊的麥

田一望無際，微風吹來，金黃色

的麥浪此起彼伏，真如兩個金色

的海洋。她們何曾見過如此廣

闊的田野！興奮不已。紫娟說：

「姐姐，你曾寫過一首詩，其中

有一句：『十里稻花香』，眼前

這光景怎麼寫呢？」沒等黛玉回

答，紫娟說，那就說：「千里飄

麥香吧！」「不錯！你也會寫詩

了。」也許她們的情緒感染了車

篷外面的三個人。堂兄說：「看

來今年是個豐收年。」坐在車尾

的秉義哼起小曲來，非常悅耳。

紫娟說：「真好聽！聲音大些。」

坐在前邊的秉仁說：「二弟的

歌，唱得好聽，十里八鄉無人不

知無人不曉。」「那就大聲唱個

罷！」紫娟再三央求，秉義說，

「那就在二位姑姑前獻醜了。」

清了清嗓子，放聲唱起來：「千

里麥苗香，農夫喜洋洋，豐收

上天賜，感恩永不忘。」聲音圓

潤、渾厚、嘹亮，十分動聽。黛

玉由衷誇讚，「真好！連你的詩

也唱進去了。」紫娟說：「比戲

臺上的小生唱得還好聽。」

五人說說唱唱，忽見前邊

馬路邊一個涼亭，亭頂的綠色

琉璃瓦在陽光下熠熠生輝，亮

麗的綠色在金黃麥浪襯托下，

十分耀眼，煞是好看。黛玉問

堂兄：「到了亭子，離城十里了

吧？」「是的。」紫娟問：「你

怎麼知道？」「沒聽說，十里長

亭送別嗎？馬路兩邊的垂柳也

是為送別用的，臨別，主人折

一枝柳送給客人，叫做『折柳送

別』。」紫娟迷惑不解：「為什

麼不折一枝桃花、杏花送別，

偏要折柳呢？」「你看那柳條細

長、柔軟，隨風飄拂，人們走到

跟前，柳條拂身纏繞，大有依依

不捨之狀。」「啊，我懂了！難

怪書上說：『楊柳依依』。」說

著，馬車到了亭子跟前。亭子很

大，八隻角翹向藍天，八根金色

大柱子，中間一個大石圓桌，周

圍有石凳，可客納幾十人。過了

亭子不久，馬路兩邊的垂柳，換

成高大挺拔的白楊，楊樹葉子在

陽光照躍下，銀光閃閃。微風吹

過，葉子沙沙作響。紫娟笑著

說：「剛才是垂柳姑娘依依不捨

送我們，現在是白楊大哥拍著手

歡迎我們！」大家都笑了。

說笑之間，看到前方馬路

邊，烏壓壓一大片房舍，堂兄

說：「那是二十里鋪。」紫娟忽

然喊「你們看！」眾人望去，只

見路邊一位婦人牽著一個三四歲

的孩子，走路搖搖晃晃，猛然

栽倒在地。黛玉喊「快停車！救

人！」車子穩穩地停在路邊。幾

個人同時跳下了車，奔到婦人身

邊，紫娟說：「姐姐，你就留在

車上吧。」婦人已經昏死過去。

大哥對紫娟說：「快用力掐人

中！」紫娟掐了幾下，不一會，

婦人哼了一聲，「醒過來了！」

眾人鬆了口氣。黛玉遞過來一杯

熱茶，紫娟喂婦人幾口，婦人慢

慢睜開了眼睛。黛玉急忙打開食

籃，拿出兩個滷雞蛋，遞了過

去，紫娟掰成幾小塊，餵婦人吃

了。婦人掙扎幾下，想站起來，

腿一軟，又倒下去。大哥說：

「大嫂，你家住在哪裡？我們送

你回去。」大嫂說：「前面有條

岔道，走六七里路，就到了。」

眾人把婦人和孩子扶上了車。馬

車從大路上下來，插上小路向前

奔去。

不一會，看到前面有個村

莊，馬車在一個院子前停下。小

小籬笆院，三間茅草房。眾人下

了車，扶婦人進了屋。屋內炕上

還躺著一位生病的老太太。原來

這家有個兒子，三年前戰死在沙

場，老人聽到噩耗，無比悲傷，

一病不起。婦人失去丈夫，忍住

悲痛，既要服侍病重的婆婆又要

照看沒滿周歲的嬰兒，家中幾畝

薄田無人耕種，就荒了，日子越

過越窮困，以至到了討飯的地

步。聽到這裡，眾人唏噓不已，

黛玉、紫娟眼裡噙著淚水。婦人

說：「慚愧，家中無一粒糧食，

不能招待救命恩人，我去燒點水

吧。」黛玉說：「只顧講話，竟

忘了。秉仁，快把車上吃的、喝

的都弄來。」紫娟把一籃子吃食

拿到跟前，揭開一層雪白的蓋

布。燒餅、包子還是熱的。旁邊

有四個荷葉包，分別包著四樣滷

菜，打開一看，頓時屋內香味四

溢。孩子見了，早已眼睛放光，

口水直流。紫娟說：「正好我們

也該吃午飯了，咱們就一起吃

吧。」紫娟連忙把兩個包子遞給

孩子，又把兩個雞蛋送給老太

太，說：「這個好咬。」又麻利

地將兩個燒餅中間夾上牛肉，分

別送給眾人。黛玉只吃半個包

子，幾片牛肉；紫娟也吃了一

些。紫娟說：「還剩大半籃子吃

的，留給你們吧。」吃飽了飯，

大哥說：「我們還要趕路，就此

告別吧。」老太太說：「小石頭，

快給救命恩人磕頭！」孩子連著

磕了三個響頭。黛玉小聲對紫娟

說：「身邊有銀子嗎？」紫娟掏

出一個小布袋，遞給婦人，說：

「這些碎銀請收下。」大哥走到

老太太跟前說：「大娘，您想開

些，兒子沒了，還有孫子，這個

家還是有盼頭的。您快些把病養

好，和媳婦一起，打起精神，把

這個家打理好，把石頭撫養大。

人最怕的不是窮，是心死。」老

人流著眼淚說：「您說的是貼心

貼肺的話，我聽您的。」說著，

竟掀開被子，下了炕，婦人和小

石頭驚喜萬分。

馬車沿著原路返回，又上了

大道。轉眼間到了二十里鋪。

馬路邊有幾家飯店、茶館。

此時，一大群人正圍在茶館前議

論著什麼，情緒激動。紫娟看人

多，連忙放下了布簾。車子駛到

茶館門前時，人們一起轉過頭

來，驚詫地望著這輛馬車。一

位大叔說：「請停停，你們是從

哪裡冒出來的？」大哥把車停下

來，笑著說：「這位老哥說話真

有趣，我們是從京城出來的，

怎麼是冒出來的？」頓時，一片

譁然。有人問：「你們沒撞上土

匪？」「土匪？哪來的土匪？。」

那位大叔說：「大約一個時辰

前，一群土匪忽然躥上了這一條

官道，個個騎著高頭大馬，人人

手拿鋼刀，見人就砍，見錢物就

搶，從京城到此二十里以內無

人倖免。你們竟安然無恙，怪

哉！」大哥一笑，說：「原來如

此！」就把救人的事說了一遍。

眾人又是一片譁然：「真是善人

有善報啊！」「好心救人，倒躲

過一劫！」· · · · · · 一個書生一

拍手說：「我悟到一件事，那就

是『善』是最有力量的，三尺頭

上有神靈，人在做，天在看，神

是保護善人的。誰能比神更有

力量？」人們不住點頭。大哥抱

拳向人們致意：「各位父老，抱

歉！我們還要趕路，告辭了！」

人們說：「早有一大隊官兵把他

們剿滅了。你們放心大膽地往

前走吧！」馬車啟動了，雙方揮

手告別。飯後有些困倦，再加上

一路上都有些興奮，車子晃悠

悠，黛紫二人不覺睡去。睡意

朦朧中，只聽秉仁小聲說：「這

車子真好！咱們家要能買一輛多

好！」堂兄說：「別做美夢了，

聽你神醫爺爺說，要上千兩銀子

呢！」秉仁說：「要這麼多銀子

啊！咱家的全部家當都算上，也

不夠啊！」

車子停了，只聽說：「到家

了！」黛玉連忙推推紫娟，紫娟

睜開眼，只見車子停在一個院落

門口。一帶黃泥牆，大門倒也

寬大厚實。秉義說：「姑姑下車

吧。」紫娟下車後，又牽著黛玉

的手，黛玉另一隻手拎著裙子，

慢慢下了車。只見院門大開，

幾個人擁著一位四十歲在右的

農家女子迎了出來。只見她中

等身材，紅紅的面孔，修眉俊

眼，笑盈盈地望著黛玉、紫娟，

說：「快進來吧！」一手拉著黛

玉，一手拉著紫娟進了院子，走

進上房。上房是三間朝南的房

子，一明兩暗。八仙桌旁兩排椅

子，大家坐定。堂兄指著那女子

說：「這是你們的大嫂。」黛紫

二人連忙施禮。堂兄又喊院子裡

的幾個孩子，說：「這是你們的

兩個姑姑。」只見五個孩子站成

一排，樓梯一般，前面四個兒

子，個個濃眉大眼，英俊挺拔，

最可愛的是站在末尾的小女孩，

大約八九歲，粉都都的小圓臉、

撲閃撲閃的大眼睛，透著靈巧和

聰慧。堂兄說：「五個孩子依次

叫仁、義、禮、智、信，這女

孩子，平時都叫她小翠。你們

快紿兩位姑姑磕頭。」五個孩子

跪了下來。黛玉、紫娟連忙扶

起。堂兄又對大嫂說：「咱這兩

個妹妹，一個叫柳青，一個叫柳

丹。」大哥指了指院子說：「一

個小院子，十幾間破房子，幾十

畝薄田，這就是咱們家的全部家

當。家是窮了些，放心，我絕不

會讓兩個妹妹挨餓受凍的。有事

情就多問你嫂子吧！」說完，帶

幾個兒子到門口卸行李去了。嫂

子說：「聽柳郎中說要坐人的馬

車，知道你們要來，我急忙準

備了一下。這正房東西兩間，

正好空著，妹妹每人一間。」黛

玉忙說：「這正房原該大哥大嫂

住的，我們住廂房可以。」「都

一樣，我們住慣了廂房，就別

折騰了！」黛玉只好荅應。紫娟

說：「這些年，我和姐姐一直睡

在一張床上，我們兩個就住在東

邊一間吧。」這時，只聽身後的

小翠說：「我就住在西邊一間。

大嫂說：「也好！在這裡正好伺

候兩位姑姑。」「我們哪裡讓小

翠伺候？有小翠作伴，我們很高

興。」正說著爺幾個把木箱子抬

進來。眾人一齊進了東屋。大嫂

向：「放在床頭空地上行嗎？」

黛玉連連點頭。只見這房子靠北

牆放一張寬大的雙人床，迎面靠

牆一個大立櫃。窗下一張寫字

桌。大床上吊了一個白底藍色蝴

蝶花的帳子，雖是家織粗布，但

素淨、清爽，別有一番趣味。

大嫂說：「快洗洗手，咱們

吃飯去。」全家走進一間廂房。

房內二張方桌，十幾個凳子，雖

然破舊，但擦得光潔、乾淨。大

嫂把兩個方桌並在一起。四個兒

子在西頭一張方桌，大哥大嫂和

兩位姑姑坐在東頭一張方桌。

大哥說：「今天咱全家就圍在一

起，吃個團圓飯罷。也是歡迎兩

個妺妹歸家。」菜陸續上桌，先

是兩大大碗公雞湯，接著四暈四

素八個菜上桌，每個菜一式兩

份，分別放在兩個方桌上，兩大

盤饅頭層層碼上，形如小山。黛

玉每樣嚐一口，讚不絕口。這

邊菜基本沒動，那邊桌上己是

風捲殘雲，每個菜僅剩下些湯

水。霎那間，饅頭山也不見了。

秉仁說：「姑姑，你們慢用，我

們哥幾個告辭了，明天還要割

麥子呢！」大哥說：「你們下去

睡吧。」大嫂又忙著給兩位妹妹

夾菜。紫娟說：「不用了，我們

也吃飽了。」「沒見動筷子，怎

麼就飽了？」紫娟說：「今天真

的是吃的最多的一餐。」回到房

間，兩人洗漱完畢，就上了床。

紫娟說：「到家了，懸著的心總

算放下來了。我可要睡個安穩覺

了。」黛玉也馬上進入了夢鄉。

（待續）

夢
醒黛

玉
後
傳

文/黃靚  畫/清 孫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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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寶馬旗下高性能

升級版 M Performance 一直象徵寶

馬車中的「彪悍」特性。不過漸漸

的，無論是顧客還是公司都希望更

進一步，這也讓「M Competition」

等級登陸市場。在為小車推出了

M2 Competition 後，寶馬公司為旗

下的熱門 5 系打造了超級轎車 M5 

Competition。

雖然 M5 的馬力已經不

俗，M5 Competition 所搭載的 4.4 升

雙渦輪 V8 引擎在動力上小幅調漲，

最大輸出功率達到了 460kW，峰值

扭矩仍為 750Nm。該車 0-100 公里

/ 時加速比 M5 減少了 0.1 秒到 3.3

秒 ; 0-200 公里 / 時加速只需要 10.8

秒，比 M5 快了 0.3 秒。

現款 M5 的一大亮點就是其四

驅系統。 8AT 變速箱鑲嵌了 Active 

M 主動式差速器，只需要一個按

鍵， 扭 力 自 動 分 配 至 後 軸。M5 

Competition 在此基礎上，還增加了

避震彈簧的剛度，提升整車的動作

敏捷度，使得「偏移」更加刺激。

該車在外觀上比普通版 M5 進

行了小幅修改。前臉部分，新車在

標誌性的雙腎前格柵周圍採用了黑

色來代替現款的鍍鉻裝飾。此外，

新車還在反

光鏡、後擾流板等多處同樣採用了

黑色點綴。尾部方面，新車將 M5

的標識也升級為了黑色，並在下方

標注有 Competition 字樣。

M5 Competition 標配 M Sport

排氣管組，除了尾飾管採用黑鉻塗

裝之外，這組排氣管還擁有排氣閥

門控制系統，既能發出兇猛的咆嘯

聲浪，也能夠保持低調的聲音。雖

然聲浪加倍，但廢氣排放量比以往

更低。

M5 Competition

比「M」更彪悍

美 東 時 間 2018 年 6 月 5
日，在美國紐約聯合國總部

成功舉辦了 2018 聯合國綠色

博 覽 會（UN Green Fair）。

該 活 動 由 世 界 兒 童 基 金 會

（UNICEF）， 聯 合 國 環 境 署

（UN Environment）等國際組

織聯合舉辦以慶祝一年一度的世

界環境日（World Environment 
Day）。

此次聯合國綠色博覽會以禁

止塑料污染為主題，邀請各國企

業以及環境組織參加，以豐富多

彩的互動和綠色產品的展示向參

展觀眾普及了綠色環保的重要性

及現狀。

此 次 博 覽

會 吸 引 了 超 過

1500 位 觀 眾，

包 括 來 自 超 過

190 多個國家的

各國外交人員及

聯 合 國 職 員。

C a s s e y  W a n g
代 表 HealthTube Corp. 跟 隨

Iconthin Biotech Corp. 受邀參

展。

Iconthin Biotech Corp. 源

於多倫多大學微藻實驗室，以科

研為基礎，整合了加拿大頂級微

藻類研發團隊，為未來的海洋生

物科技和創新提供了技術儲備，

並且大力支持聯合國的 17 個可

持續發展目標。

Iconthin Biotech Corp. 擁

有多年微藻研究經驗。科研團

隊曾多次在世界知名學術期刊

發表文獻，參加過世界最大微

藻會議且獲得傑出青年微藻研

究者獎項。該公司作為新型生

物科技公司，研發產品範圍包

括 AstaDaily 保健膠囊和微藻類

護膚產品等，且通過微藻技術研

發，全力打造由微藻生物質為源

頭的綠色可持續化產業。作為第

二次受邀參展聯合國綠色博覽會

的唯一華人企業，值得各界廣泛

關注。

來自多倫多大學研發的

AstaDaily 
蝦青素

複合配方

由 Health Tube 引入亞省

疏通心腦血管，調節血糖平衡

清除自由基，增強人體免疫力

超強抗氧化，延緩衰老

明亮眼睛，保護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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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購招商請聯繫 Cassey Wang：1-403-890-8108

HealthTube Corp.受邀參加2018聯合國綠色博覽會

Cassey Wang代表HealthTube Corp.參加2018聯合國綠色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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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將缺席巴黎車展成本
太高

TOYOTA連續6年奪冠
全球汽車品牌價值

【看中國訊】銷售量雖然是

品牌最重要目標，但品牌價值卻

能提升旗下產品的銷售。來自

英國市場調查研究公司 Kantar 
Millward Brown 公 布 2018 年

BrandZ 全球品牌價值前 100 
強，汽車品牌部分，Toyota 不

意外的蟬聯冠軍，這也是連續 6
年拿下第 1 名殊榮。

汽 車 品 牌 共 有 5 家 擠 進

2018 年 BrandZ 全球品牌價值

前 100 強。Toyota 以 299.87
億美元的品牌價值，在全球 100
強中排名第 36 名，奔馳名列汽

車品牌價值第 2 名，以 256.84
億美元險勝 BMW 的 256.24 億

美元。

福特則以 127.42 億美元，

名列第 96 名，不過較 2017 年

衰 退 2%；Honda 則 以 126.95
億美元排名第 97 名，小幅增長 
4%。

在百強以外的汽車品牌方

面，Nissan 為 114.25 億美元排

名第 6，Audi 為 96.3 億美元排

名第 7，美國電動車品牌 Tesla
則是衝上第 8 名，品牌價值

94 億 美 元，Volkswagen 則 是 
59.86 億美元排名第 10 名。

Kantar Millward Brown
品牌總監 Peter Walshe 表示，

Toyota 汽車很可靠，讓品牌擁

有極高價值。此項調查已進行

13 年，Toyota 拿下其中 11 年

的汽車品牌冠軍，即使 2012 及

2013未獲冠軍，但仍居第2名。

而 Volkswagen 的 品 牌 價

值仍未回到 2015 年時的 93 億

美元水準，不過已比去年的

51 億美元增長。而 Tesla 則是

前 10 名汽車品牌裡，增長最 
快的。

Walshe 認為，人們對於 
Tesla 相當有興趣，畢竟它不只

是個汽車品牌，同時也是個火星

探索品牌，這相當吸引人們。

Subaru: 北美不放棄房車銷售
【看中國訊】目前全球各大

市場都呈現休旅車熱銷的情況，

甚至已經嚴重壓縮傳統四門房

車的生存空間，其中更有幾個

品牌提出停售房車的策略，但

Subaru 北美高層近日接受訪問

時表示，整體而言，房車的油耗

表現還是比 SUV 好上一些，因

此品牌並不打算放棄此車型。

日前 Ford 和 Fiat Chrysler
都紛紛宣布要退出北美轎車市

場，打算專攻較受歡迎的 SUV 
車 型。 對 此，Suabru 北 美 產

品經理 Dominick Infante 接受

《Motortrend》訪談時表示，目

前房車的平均油耗表現仍比休旅

車來的優異，在如今油價不斷飆

漲的時期，房車很可能會重新獲

得消費者青睞。

同 時 Dominick Infante 也

強調，現在的休旅車越做越大，

再加上較大尺寸的輪胎以及四輪

驅動系統等配置，都會令油耗表

現受到影響，隨著這波油價飆

漲，很可能會導致 SUV 熱潮減

退，而品牌旗下的 Impreza 四

門與五門車型，將會是面對高油

價環境下的重要戰略車款。

不過今年第一季來看，

Subaru 旗下房車的銷售狀況普

遍下滑，相較之下，跨界休旅

則大受歡迎，因此 Subaru 雖然

不願放棄房車，但仍會積極開

發 SUV 的車型，像是七人座的

Ascent，能提供給消費者更多

的選擇。

Subaru Impreza 4D 房 車

的平均油耗為 15.0 km/L，而

2018 Subaru XV 的油耗表現則

為 13.3 至 14.3 km/L 不等。若

是與如 Forester 這類 SUV 相
比，油耗差距更大，除了 SUV 
普遍會使用較大的動力配置，如

XV 採用 2.0 升引擎，Impreza
則為 1.6 升引擎，車重也較房車

更重些，以及使用更大輪圈配

置，都使得 SUV 的平均油耗表

現不如房車。

長途駕駛
身體舒適6招：

【看 中 國 訊】《Consumer 
Reports》根 據 Winston-Salem 
大學物理治療教授 Lynn Millar
的建議，整理出長途旅行緩解身

體疲勞的方法。

1. 每 2-3 小時伸展一次

Lynn Millar 教授表示，長

時間駕駛可能壓迫椎間盤，導致

腿部發麻、疼痛，脖子與臀部也

會僵硬，因此建議每 2-3 小時就

下車走一段路。

2. 伸展背部

在駕駛休息時間，將雙臂垂

直向上伸展，同時配合墊腳尖的

動作，保持 5 秒鐘後再放下手

臂，如此動作重複 1-2 次，另外

雙手在背後相握，並緩緩向上

舉，肩部往後伸展，同樣持續 5
秒。

3. 伸展腿部

呈現弓箭步的姿勢，一腿彎

曲一腿打直，確保腳後跟平貼地

面，然後雙手放在臀部上，保持

30 秒，接著換腿重複該動作，

能有效緩解長時間乘坐帶來的不

適。

4. 放鬆肩膀

頭向後仰，保持下巴與地面

平行，並盡可能將頭部往後拉

伸，讓長時間駕駛導致的肩膀僵

硬疲勞得到緩解，該動作重複 6
次。

5. 乘客腿部伸展

如果駕駛路程超過 4 小時，

將會增加靜脈血栓形成的風險，

因此建議乘客在行駛過程中，每

半小時就針對左右踝關節進行旋

轉的動作。

6. 避免疲勞駕駛

當出現精神不集中的情況

時，立即更換駕駛，若是自己駕

車，最好能找休息站，先進行完

整的休息，再繼續上路。

【看中國訊】路透社報導，德

國汽車巨頭大眾已經確定將缺席

今年 10 月舉行的巴黎車展。但

大眾旗下的奧迪、保時捷、斯柯

達等將依舊參加。已經確定缺席

此次巴黎車展的其他品牌還包括

福特、日產 - 雷諾、歐寶、馬自

達、沃爾沃、英菲尼迪以及蘭

博基尼。

據報導，大眾品牌

有望在 2020 年回歸巴

黎車展。此後，大

眾或將每年交替

參與巴黎車展

和法蘭克福

車展。

傳統車展成本太高

此 次 是 大 眾 自 2015 年 排

放醜聞爆發以來缺席的第三場

傳統車展。大眾等品牌的退出

被認為是傳統車展吸引力下降

的結果。據前保時捷營銷總監

Dudenhoeffer 表示，大眾汽車集

團在巴黎展會上可能花費高達

5000 萬歐元，但大筆資金的付出

也許不會得到對等的回報。

大眾官方表示：「大眾將持續

評估參與各國際車展的可能性，

而相較於參與今年的巴黎車展，

大眾更傾向在當地展開各面向的

溝通行銷。」

高額的成本也讓其他一些品牌

對傳統車展熱情減弱。比如寶馬預

計要把法蘭克福車展的展位面積從

3.6 萬平方英尺縮減到 1 萬英尺。

據德國商報新聞網（Handelsblatt）

報導，寶馬計劃將其在歐洲

的車展預算砍到原先的

75%。

目光轉向新興科技展會

雖然對傳統車展的興緻不

高，在拉斯維加斯的 CES 消費

電子展以及巴塞羅那的移動世

界大會這樣的高科技展會上，

大眾卻參加的尤為積極，甚至

有媒體稱之「 與車展無異 」，這

也顯示出行內趨勢的變化。

豐田汽車首席執行官豐田章

男就表示，未來的宣傳重心將

從傳統車展轉向諸如 CES 這樣

的新興展會。

未來展望

對於大眾集團而言，目前最

為重要的是加速推動大眾集團旗

下汽車品牌全力向新能源、智

能化製造和自動駕駛技

術的轉型。

近日有傳

聞， 大

眾正在與蘋果公司合作開發電動

自駕車。在美國的喬治亞羅設計

室，雙方整合各自技術資源，將

以 Volkswagen 旗下的 T6 廂型車

為基礎，改裝成為電動自駕車，

作為在工作場區接送工人的擺 

渡車。

雖然此前蘋果公司有計劃完

全自主打造無人駕駛汽車，但發

現難度很大。因此蘋果公司轉而

尋找合作夥伴，由合作夥伴提供

車輛基礎技術資源，如底盤平

台、懸吊結構等，再套上蘋果公

司所開發的感應器與自駕

軟件，打造出一台全

新的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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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投入
大商機

做廣告  找 Rosy
587-429-8513 （國、粵、英）

rosy.guo@visiontimes.com

無限商機
盡在

Rosy
587-429-8513

rosy.guo@visiontimes.com

卡城一周好去處

全球健康日免費家庭活動

時間：6月９日，週六，下午１：00–４:00

地點：Country Hills Village購物中心(5149 Country Hills Blvd.NW)

鏈接：https://www.familyfuncanada.com/zh-CN/calgary/country-hills-
village-shopping-centre/

活動內容：Country Hills Village購物中心借全球健康日歡迎社區並支

全球健康日向公眾免費提供活動，包括家庭瑜伽課程，參觀治療犬和手

工活動等。

卡城玉米農場初生動物節
時間：6月8日，週五，早10：00–下午4：30
地點：:284022 Township Road 224,Rockyview,AB,T1X 0J6
網站：calgarycornmaze.com

活動內容：和農村初生動物互動，包括小矮馬、驢子、羊羔、小兔、小豬、小鴨、小雞、小牛和小貓！門票包含35總娛樂遊戲，3歲以上小孩可免費騎小馬。2歲小孩門票免費。

免費學習嬰兒按摩
時間：6月10日，週日，下午1：00–3：00
地點：:MH Vicars按摩學校MH Vicars School of Massage Therapy:101,200 Country Hills Landing NW
網站：mhvicarsschool.com

活動內容：免費學習如何給嬰兒按摩，讓哭鬧的孩子變得平靜放鬆，增進父母和孩子的感情，歡迎所有的父母、保姆或祖父母。

免費學廣場舞

時間：6月12日，週二，晚6：30–7：30

地點：Winston Heights Community Hall（社區中心）:520,27 Avenue 

NE

網站：squaredancecalgary.com

活動內容：鍛練身體兼社交，歡迎您一起來跳舞，免費入場，免費教授

西方廣場舞，無需帶舞伴，無需任何經驗。

英格爾伍德夜市（Inglew
ood）

時間：6月8日，週五，晚5：00–11：00

地點：:Inglewood社區，9大道和10街附近

網站：inglewoodnightmarket.ca

活動內容：英格爾伍德是一個時尚夜市，夏季每月第二個週五舉行，

每次有50多家本地商家參加，從小吃到手工、古玩、服裝，還有音

樂、表演、露天餐飲，眼花繚亂，是體驗主流文化，兼帶週末休閑的

好去處。

免費玩「樂高」

時間：6月9日，週六，下午12：00–1:00

地點：卡城中央圖書館，616 Macleod Trail SE

鏈接：ccalgary.madscience.org/

活動內容：體驗「瘋狂科學」的免費「樂高」班，孩子們可動手實踐，

學習工程、物理和設計原理。由卡城公立圖書館資助。需提前註冊。訪

問卡城公立圖書館進行註冊。

助您成功
做廣告  找

小慧
587-719-9788
（國、英）

sharon.duan@visiontimes.com

觀天下

小慧 587-719-9788
sharon.duan@visiontimes.com

時間：6 月 11 日，週一，上午 10：00–12：00

地點：鳳凰教育基地 Phoenix Education:320,19 Street SE4

網站：phoenixfoundation.ca

活動內容：您有 1-6 年級的孩子嗎？想在家自己教孩子嗎？鳳凰教育基地開放日可

以給您提供免費資訊，並解答您的問題。

想在家裡教孩子嗎？鳳凰教育基地開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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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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l Estate

公布的數據顯示，卡城的民

宿中 88% 在 Airbnb 網路平台上

市。截至今年 4 月份，市面上共

有 3780 個民宿。其中只有 30%
比較活躍，每年出租天數在 90
天以上 ;14% 的民宿每年出租天

數能超過 181 天 ; 有 37% 的民

宿運營者稱，全年都無人來租

住，也就是短租收入為零；29%
的民宿年收入在五千元以下；

13% 年收入在五千元至一萬元

之間；16% 在一萬至兩萬五千

元之間；4% 在兩萬五千元至五

萬元之間；只有 1% 的租戶收入

超過五萬元。

目前卡城民宿租價呈下降

趨勢，77% 的民宿租價不超過

100 元 / 天。

溫哥華在今年 4 月份已開

始施行對民宿的管理政策，包括

民宿的運營者需要取得執照，否

則將面臨每天一千元的高額罰

金；投資屋不允許用作民宿出租

等等，但卡城目前尚未出臺相關

法規。

有的市議員已經收到了些

許對民宿的投訴。市議員薩瑟

蘭（Ward Sutherland）稱，在

他的區裡收到十幾宗對民宿的投

訴。他說，民宿缺乏監管，對於

酒店和其他持有許可證的出租物

業來說不公平：「如果它是一個

生意，那麼它應該被當作商業來

管理。」但薩瑟蘭也承認，相對

於民宿的數量來說，投訴的數量

非常少。

市 議 員 法 雷 爾（Druh 

Farrell）所轄區域是第 7 區。第

7 區里民宿的數量在全市各區中

排名第二，特別集中在卡城東村

新建的公寓樓裡。法雷爾認為，

正規旅館的房間都符合防火規

範，每個房間都有煙霧探測器，

但民宿不一定有這些（設施）。

另外，公寓大樓裡來往的短租客

帶來的嘈雜聲會干擾住戶的生

活。「如果住戶不知道他們身邊

有個類似酒店的鄰居，這不利於

建立良好的社區聯繫」，她說。

不過，也有人認為，溫哥華

之所以出臺比較嚴厲的法規來

管理民宿，是因為溫哥華的出

租市場十分緊張，可負擔的起

的出租屋極為匱乏。限制民宿

的數量，能保障長租市場的供

給。但卡城的出租屋市場並非如

此。根據加拿大房屋貸款與住房

公司（Canadian Mortgage and 
Housing Corp.）的最新報告，

卡城出租屋空置率大約為 6.3%
左右，而大溫地區的出租屋空置

率在同一時期不到 1%。

因此，市議員伍利（Evan 
Woolley）認為市政府不宜對民

宿市場過多地插手管理：「我們

有足夠的出租屋。對於遊客而

言，民宿是一種經濟實惠的模

式，也是房主的收入方式」。

另外，法雷爾等人也指出，對

民宿過度的監管會阻礙「共享經

濟」在卡城的發展。

預計今年秋季市議會將會收

到關於卡城民宿的完整報告以及

相關監管政策建議。

【看中國訊】六月份，多利

安大酒店（The Dorian）即將

在卡爾加里市中心第五大道開始

興建。這座 27 層的酒店將擁有

300 間客房、主樓層餐廳、會議

設施、健身設施以及帶戶外庭院

的頂樓餐廳休息室。預計這幢酒

店造價 1 億加元，將於 2020 年

秋季開業，並僱用超過 150人。

PBA 土地和開發公司高級

副總裁鮑勃林說，酒店將迎合

兩個不同的市場。下層的「萬豪

（Marriot）庭院」將吸引對價

格敏感的「商務和休閒旅客」，

而上層的「愜意萬豪」則為期待

「奢華體驗」的旅客提供服務。

加拿大房地產協會負責人邁

克爾．伯爾克表示，儘管法律可

能允許家庭種植四株大麻，但對

植物大小沒有限制，種植者每年

仍可種植產出高達 5 公斤（11
磅）菸草的大型植物。

據大麻種植專家介紹，大麻

需要開花才能產生需要的大麻

酚。為此，大麻每天需要 12 個

小時的光照和 12 個小時的完全

黑暗。所以自家種植大麻最理想

的位置是地下室。

這增加了住戶和健康風險，

例如通過通風系統傳播黴菌和真

菌。伯爾克在向渥太華參議院委

員會作證時指出，「應該修改法

律，暫停家庭種植，直到各省能

夠通過更嚴格的住房條例。該立

法忽略了室內種植的大麻對住房

和房主健康造成危害的證據」。

【看中國訊】五月份卡城房

屋市場繼續疲軟，其中獨立屋

成交量降幅最大。五月份全市

房屋共成交 1726 套，比去年同

期減少了 19%，比長期平均值

低了 24%。獨立屋的成交量降

到了十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房貸利率上漲和貸款資格

收緊兩個因素導致房屋需求下

滑」，卡城房產局總經濟師盧瑞

（Ann-Marie Lurie）表示，「相

對於幾年前，經濟狀況已有所好

轉，但經濟復甦還不足以抵消貸

款利率上漲帶來的（對房市的）

不利影響」。

房屋市場供應還未能按成交

行情調整。房屋供應量大於需求

量，壓低了價格。五月份全市住

宅標桿成交價為 43.69 萬元。這

與上月的價格相差不大，比去年

同期價格下降了 0.6%。

各價位區間獨立屋的庫存量

都有所上漲，但 50萬以上的獨立

屋供應量明顯偏大。與過去的幾

年相比，高價位獨立屋在市場上

待售期偏長，但仍比 2008-2009 
年後金融危機期間待售期短。

「借貸市場的變化令很多人

『望房止步』。房市的不確定性

使很多人暫不改變居住條件，只

是觀望」，卡城房產局總裁韋斯

科特（Tom Westcott）說。

周末看房团 最新日期
敬请致电查询

卡城民宿
增長快 獲利者少

卡城即將興建
一幢豪華酒店

自種四株大麻仍
會損壞房產

貸款利率抑制住房需求

【看中國林佳綜合

報導】卡城市政府最近公

布的報告顯示，卡城的短

租物業（民宿）在以每年

100%的速度增長，不過

絕大部分民宿並不賺錢。

地產簡訊

Fotolia

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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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齡、膚色、職業  他們為何紀念歷史？

香港維園11.5萬燭光
八九民運 29 週年，在烏雲

密布，不時降驟雨的夜晚，香港

的民眾再次於維多利亞公園（維

園）高舉燭光，悼念六四的死

難者。大會舉辦方支聯會宣布，

晚會參與人數為 11.5 萬人，坐

滿 6 個足球場。民眾訴求各有

不同，有人希望薪火相傳，有人

要求結束一黨專政。

14 歲的劉俊傑的身影和話

語讓人感到格外感動，作為千禧

後的年輕一代，他覺得應該為國

家的民主發展出一份力。劉俊傑

表達了這樣的看法：「要繼續堅

持下去，我們要抱著希望，不要

絕望，只可失望不可絕望。」

蓬佩奧：銘記無辜生命

6 月 3 日，美國國務卿蓬佩

奧發表聲明，強調保護人權是所

有國家的基本責任，要「銘記慘

劇中失去的無辜生命」。蓬佩

奧指出：「我們和國際社會一起

敦促中國政府全面公布死亡、遭

拘留或失蹤的人數，釋放那些為

了紀念天安門事件而被判監禁的

人；並結束對示威參與者及其家

屬的持續騷擾。」美國駐華大使

館官方微博於 4 日當天發表了

蓬佩奧的聲明。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以簡體

字在臉書上寫道：「如果北京當

局可以正視六四事件，承認這個

事件國家暴力的本質，六四不幸

的歷史將會轉化成中國邁向自由

民主的基石。」

圖片來源：大圖、民眾悼念特寫：  ANTHONY KWAN/GETTY IMAGES；香港維園：看中國攝影；天安門母親：天安門母親網站；史密斯：美國眾議院官網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導

14歲、35歲、59歲⋯⋯
他們生於不同世代，對

29年前的六四事件有
著不一樣的記憶，為甚

麼這一晚，十幾萬人走

到了維園？他們膚色不

同，國籍不同，為甚麼

紛紛在這一天對此歷

史事件發表相同意見？

CECC 共同主席、共和黨

籍新澤西州聯邦眾議員史密斯

（Christopher Smith）表示：「對

於那些追求自由和改革而失去生

命的人來說，正義沒有得到伸

張。我們每年紀念天安門悲劇，

是因為那是一起重要到無法忘懷

的事件，是一起在中國進行紀念

是如此危險的事件。」

「天安門母親」的心願

自由亞洲電台報導，天安門

母親一行人約十多人，在六四事

件 29 週年的早上，在當局監控

安排下，前往北京萬安公墓拜祭

部分死難者。天安門母親代表狄

孟奇的兒子，當年騎單車經過軍

隊進城的北京木樨地遭槍擊，去

世時僅 19 歲。

「天安門母親」及遇難者親

屬團體日前致信中國國家主席習

近平，要求當局對六四進行重新

評價。在這封公開信中，每年的

兩會、外國政要訪華及六四祭

日，遇難者的家屬都會被監控、

監視居住或被旅遊。信中稱，

六四慘案雖然已成為歷史，但是

帶來的災難並沒有終結，傷口也

難以癒合。

「天安門母親」團體中，有

的已經去世，在一年年的等待

中，她們「期盼在有生之年能看

到親人昭雪的那一天」。

趙紫陽、鄧麗君

每年六四，還會讓人們想起

在事件中因同情學生，反對武力

鎮壓而下台的時任中共中央總書

記的趙紫陽。

在當時學生絕食 7 天之際，

趙紫陽呼籲學生要小心身體，希

望他們盡快結束絕食，並表示政

府絕不會關上對話之門，時任中

央辦公廳主任的溫家寶當年站在

趙紫陽身旁。趙紫陽發表完講話

後，被鄧小平免去黨內外一切職

務，被軟禁終生。

當年還有很多文藝界人士用

歌聲支持學生。他們創作了〈歷

史的傷口〉、〈自由花〉、〈為自

由〉等歌曲。鄧麗君當年頭綁「民

主萬歲」的白布條、胸前掛著

「反對軍管」的牌子，以一曲〈我

家在山那邊〉表達對自由民主的

支持。鄧麗君的心願是能踏上大

陸的土地舉行演唱會，但因六四

事件，她終生都沒能回到大陸。

民間記錄歷史

今年，台灣民間出版了新書

《天安門殺戮》，由數名海外人

士編輯撰寫，以珍貴圖像記錄歷

史，披露了罕見的軍方資料。

德國之聲對「六四」流亡者

吳仁華進行了專訪。吳仁華表

示，當年自己親歷了鎮壓事件，

中共軍人屠殺學生和市民的記憶

仍然還在自己的腦海中，當時在

六部口至少有 3 輛坦克從背後

追壓學生隊伍，壓死了 11 名學

生，還有很多學生受傷。

吳仁華披露，這些年參與鎮

壓的官兵，39 集團軍步兵 1164
的李曉明中尉算是軍銜最高的表

達懺悔的人。李曉明提到 1164
部隊的許峰師長當時消極抗命，

沒有按照命令抵達天安門廣場參

與鎮壓，最後被軍方處理。

六四29週年燭光裡的身影和堅持

史
密
斯

對於那些追求自由

和改革而失去生命

的人來說，正義沒

有得到伸張。

 ─CECC共同主席史密斯

香港維園11.5萬人點燃燭光「天安門母親」等待親人昭雪

民眾悼念六四的死難者

參與香港維園悼念六四集會的人數為11.5萬人，坐滿6個足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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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在咖啡行業從

業將近十年後，卡城一位咖啡店

老闆被評為加拿大頂級咖啡師。

上 週 末，Rosso Coffee 
Roasters 的合夥人兼董事多羅德

（Cole Torode）在加拿大國家咖

啡師錦標賽中獲得第一名。這是

他從業 7 年來的第一次獲勝。

多羅德說在製作他獲獎的飲

料中使用了兩種咖啡，一種來自

巴拿馬，另一種來自哥倫比亞。

在他的招牌飲料或「咖啡雞尾

酒」中展示了咖啡的香味。

2 週半後多羅德將參加阿姆

斯特丹舉行的世界咖啡師大賽 ,
看上去沒有多少時間可以休息。

【看中國訊】上月班芙區域

出現一例麻疹病例後，亞省衛生

局（AHS）發出警告，稱班夫

地區存在潛在麻疹病例。公告

說，5 月 25 日或 26 日下午一點

四十五分左右在 209 班芙大街

OK 店裡的人，以及那些在 5 月

30 日下午五點至七點十五分在

318 Marten St. 的 IGA 店裡的

人，有可能感染麻疹。

公告還說，麻疹極易傳染，

沒有什麼治療方案，但可以通過

免疫接種來預防。 1970 年後出

生沒有出過麻疹，或者沒有接受

過兩次麻疹疫苗並且在上面提到

的時間段在那兩個店裡的人群存

在感染麻疹的風險。亞省衛生局

提醒市民注意觀察自身情況。如

體溫達 38.3 ℃以上，或者出現

發燒、咳嗽、流鼻涕、紅眼，或

發燒後三至七天出現紅色疹子，

從耳朵後面開始蔓延到全身，如

出現這些現象，AHS 建議大家

留在家中，去醫院前先致電諮詢

HealthLink 811。

【看中國訊】本週一（6 月 4
日），數十名抗議者在卡城市中

心舉行抗議，反對聯邦政府以

45 億元收購金德摩根公司的跨

山油管擴建項目。他們認為政府

不應該支持碳排放工業，而應把

錢花在發展可再生能源工業上。

抗議者向國會議員肯特．赫

爾的辦公室遞交了有 3 萬 7 千

個簽名的請願書。

活動家馬里恩 · 韋斯托爾

說，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心油管

項目對環境的潛在影響，很多人

通過網絡表示對這項目的質疑。

她表示，在卡爾加里，她一直是

孤軍奮戰，他們面對的是大量的

石油業工人。

管道擴建項目的支持者們也

開始聚集，他們的人數很快超過

了抗議者，其中有些是石油業工

人。雙方爭論關於管道對氣候變

化和經濟的影響，不時變得激

烈。支持者呼喊：「快把它建成

吧」！

省長諾特利當日在紅鹿市表

示，她希望抗議者能夠理解管道

比鐵路運輸石油更安全可靠。

「這並非是增加碳排放的問題，

這完全是為本國公民——這個資

源的所有者增加回報的問題」，

她說。

據推測類似的示威活動會在

全國範圍內展開。當日下午在卡

城中央紀念公園還發生了第二波

抗議活動。

【看中國訊】「丁香空結雨

中愁」，丁香在華人文化中是優

雅及憂鬱象徵，但在卡城短暫的

夏日，卻是溫馨與熱鬧的代表。

6 月 3 日，卡城市中心如

往年一樣，開展了初夏最大的

戶外節日——丁香節（Lilac 
Festival）。在每年一度的這個

節日裡，有大約 500家小商戶、

社團擺開攤位，有各種特色表

演，數十萬市民和遊客步行其

中，同時還有不少民間團體參

加，有些政黨也會在此節日「與

民同樂」，亞省聯合保守黨領

袖、前移民部部長和國會議員傑

森．康尼就參與其中。

上午的遊行是丁香節的重頭

戲，於上午 10 點開始，從西南

第 25 大道（25th Avenue SW）

出發，沿途經過第四街道（4th 
Street），最後在西南第 13 大道

結束（13th Avenue SW）。

卡城丁香節，標誌著一個夏

季的開始，整個城市都沉浸在丁

香花熏染的空氣中。丁香節通常

是每年五月份最後一個星期天，

或者是每年六月份的第一個星期

天舉辦。通常只有一天的時間。

中國民主促進會的湯般若會

長在集會時發言，他說：「我們

曾希望平反六四，希望施行民主

政治，希望獲得言論自由。這些

本來是百姓應有的基本權利，共

產黨非但不容，而且變本加利，

封殺言論，造假新聞，以掩蓋罪

惡，欺騙百姓。」他認為目前的

唯一救國之道，就是結束一黨專

政政權，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政

府。同時他呼籲加拿大政府認清

專制政黨的本質及其歷史，不要

為了商業利益而放棄民主國家的

基本價值觀，要警惕來自北京的

政治滲透。

「六四」至今已有 29 年了，

對很多人來說可能只是一個歷史

事件而已，甚至有些年輕人對此

聞所未聞。但對有些人來說，

「六四」留給他們的不只是記

憶，而是一段永遠無法抹去的傷

痛，無法忘懷。

一位名叫石清的先生參加

了集會，他曾是「六四囚徒」。

1989 年 9 月，石清由於支持

「六四」學生運動被非法抓捕，

之後被冠以「反革命」的罪名

關進監獄達七年之久。獲釋後

一路逃亡，從泰國輾轉來到加

拿大。他先在溫哥華生活了幾

年，後定居在亞省克雷莫納

（Cremona）鎮。

石先生每年都來卡爾加里參

加「六四」悼念活動。根據他的

親身經歷，他深刻認識到了共產

黨的邪惡本質。他認為：「中國

強大了，中國人會覺得有面子，

但中國不等於中共。其實共產黨

毀壞了人們的道德，導致現在

（國內）種種惡行沒有底線。如

果社會道德墮落到如此可怕的程

度，那中華民族就沒有未來。將

來，中國人很有可能在世界上受

排斥。為了海外華人的未來，我

們不能再麻木了。」

他還對在加拿大的中國留學

生提出了希望。他說：「六四以

後出生的，不知道以前發生了什

麼，他們不知道前輩們為了國家

的未來做出了什麼樣的犧牲。國

內媒體全都掌控在中共手裡，人

民群眾沒有發聲的平臺。在真相

信息被封鎖、屏蔽的情況下，很

多人不可能瞭解「六四」事件的

歷史事實。現在既然來到海外，

要多瞭解事實真相，才能理解當

年那些勇士是為了什麼才挺身而

出。結束一黨專政，中國才能步

入文明社會」。

來自大陸的新移民王女士也

參加了集會。她表示，看到人們

堅持紀念六四，她很受感動。同

時她也感概這段歷史正在被掩

蓋、被淡忘。在大陸，無論歷史

教科書還是媒體上都看不到任何

關於六四事件的痕跡。但這段用

血淚寫成的歷史不應該被遺忘。

政府收購油管項目  民眾意見難統一

「六四」卡城華人紀念

【看中國記者王璐採訪報

導】2018年6月4日下午，卡城一
些華人在市中心中國領事館前

集會，他們高舉著「平反六四」、

「言論自由」的牌子，悼念六四

事件中的死難者。他們都抱著一

個共同的理念：「平反六四、追究

中共責任、結束一黨專政」。

當日下午，集會者還來到卡

城大學向民主女神像獻了花。

中國領事館前集會。（集會者提供）

與民主女神像合影。（攝影：王璐）

提醒民眾勿忘歷史

鄰家 民宿

(卡爾加里·加拿大)

交通便利
溫馨舒適
環境優雅
設施齊備

豐山大統華附近，近幾場 

樓上兩室一廳 充足陽光 

全套廚具及餐具

高速網絡

價格優

詳情見愛彼迎網站Airbnb

海內存知己   天涯若比鄰

卡城老闆
獲評頂級咖啡師

AHS警告：
班芙出現麻疹

丁香節開啟卡城美麗夏季

街頭的抗議人群。（看中國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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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查美韓芯片生產商

據《華爾街日報》週一（6 月

4 日）報導，中國國家市場監督

管理總局正在調查一家美國芯片

生產商美光科技公司（Micron 
Technology Inc.），以及另外兩

家韓國企業三星電子（Samsung 
Electronics Co.）和海力士半導

體（SK Hynix Inc.）。 據 悉，

這三間公司都屬於全球知名存儲

芯片製造商，是動態隨機存儲器

（Dynamic Random Access，
DRAM）芯片的主要供應商。

這三家公司均表示，監督管

理總局官員近期來過其中國辦公

室，他們正在配合調查，但沒有

透露具體細節。

Bernstein 全 球 研 究 ETF
（Bernstein Global Research 
Fund）分析師馬克．紐曼（Mark 
Newman）認為，中國智能手機

生產商對這類芯片需求量大，供

給持續不足，這個調查可能涉

及 DRAM 芯片近幾個月來的價

格上漲。他說，此舉可能是為當

前的 DRAM 定價權談判獲得籌

碼。中方若試圖通過給外商施

壓，以獲得技術轉讓或分享的做

法，也不足為奇。

據 國 際 商 務 策 略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B u s i n e s s 
Strategies）的研究報告，中國

每年消費芯片價值高達 1900 億

美元，其中近 90% 的芯片依靠

進口，或由在華外資企業生產。

中國政府一直試圖降低對外國芯

片的依賴。

外界認為，正值美國川普政

府針對北京竊取美知識產權、

301 關稅即將啟動過程中，並且

其中一條劍指北京強迫在華外企

技術轉讓。中國國家市場監管總

局這一舉動可能加深中美貿易的

緊張關係，該監管局對此未做置

評。

在 2017 年美國貿易代表辦

公室（USTR）進行的「301 調

查」聽證會上，美中貿易全國委

員會表示，根據他們的調查，有

三分之一的美企在中國被要求技

術轉讓，並「有少數被強迫轉讓

技術，且未獲補償」。

根據中國美國商會（The 
A m e r i c a n  C h a m b e r  o f 
Commence）2017 年 公 布 的

《中國商務環境調查報告》，有

約 40% 的在華企業擔心數據安

全、知識產權洩露，和中方的互

聯網審查制度。

而且在華美國企業中的

54% 表示，與其他地區相比，

在中國知識產權的洩露和數據安

全面臨更大的威脅。

美高法裁決有利蛋糕店主川金會花費驚人 金正恩需他人付錢
【看中國訊】美國最高法院

6 月 5 日就科羅拉多州一家蛋糕

店主 2012 年拒絕為一對同性伴

侶定製婚禮蛋糕的案件作出了

對店主有利，但適用性有限的

裁決。

大法官們以七票對兩票裁

決說，科羅拉多民權委員會裁

定蛋糕烘培店主傑克 • 菲利普斯

違反該州反歧視法時，侵犯了

菲利普斯受憲法第一修正案保

護的言論自由權。

最高法院的裁決說：「法律

和憲法可以，而且在某些情況下

必須保護同性戀個人和同性戀

伴侶行使他們的民權，然而，

出於宗教和理念而反對同性婚

姻，也是受保護的觀點，而且在

某些情況下是受保護的表達方

式。」

大法官安東尼 • 肯尼迪是最

高法院 2015 年有關同性婚姻的

重大裁決的主筆人。他在本案、

也就是「傑作蛋糕店對科羅拉

多民權委員會」( Masterpiece 
Cakeshop v. Colorado Civil 
Rights Commission) 的 裁 決

中寫道，裁決只限於本案。

他寫道：「其他情形下的類

似案件的結果必須等候法庭進

一步詳細闡述，所有這一切都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那就是，這

些糾紛必須以寬容解決，不得

對真誠的宗教信仰有不當的不

敬，也不得讓同性戀個人在公

開市場尋求貨物與服務時蒙受

侮辱。」

自由派大法官魯思 • 金斯伯

格和索尼婭 • 索托馬約爾發表

了不同意見。

本案的涉案人菲利普斯是

「傑作蛋糕店」的業主。 2012
年，這名基督徒「蛋糕藝術師」

拒絕為一對同性戀伴侶定製婚

禮蛋糕，因為這樣做違反其信

仰。

【看中國訊】6月12日，「川

金會」將在新加坡舉行。路透社

曾報導，先前有消息傳出，經濟

相當拮据的朝鮮，可能無法負擔

金正恩停留在新加坡的費用，及

為川金會所需的安保人員與代表

團費用等，因此外界相當關注此

次費用由誰支付。去年諾貝爾和

平獎得主「國際廢除核武器運動」

（ICAN）表示，他們願意以諾貝

爾獎的獎金來支付川金會費用，

其中包含金正恩的飯店花費等。

根 據 路 透 社 報 導 指出，

「國 際廢 除 核武器運 動」 透

露，他們願意拿諾貝爾獎金

支 付 任 何 住 宿 或 場 地 費 用

等， 以 確 保 能 成 功 召 開「川 
金會」。

據國際廢除核武器運動的

官員川崎哲（Akira Kawasaki）
表示，這是一場相當具有歷史意

義的會議，這個世代僅有此次機

會，能夠使世界免除核武威脅。

川崎哲強調，並不是替朝鮮領導

人或任何人住的豪華房間來付

帳，這也不是他們的意圖。

去年諾貝爾和平獎的獎金是

900 萬瑞典克朗（約 671萬人民

幣）。

上週金正恩幕僚長金昌善

赴新加坡，並在新加坡浮爾頓

（Fullerton）飯店與白宮副幕僚

長哈金 (Joe Hagin) 會面，商討

有關川金會相關事宜。

據《華盛頓郵報》報導，外傳

浮爾頓飯店是朝鮮中意的金正恩

下榻處所，而其總統套房每晚價

格 約 8000 新幣（約 3 萬 8000
人民幣）。

先前新加坡就已表明願意承

擔川金會的費用，以確保會議能

夠順利舉行。

2 月，朝鮮代表團參加在韓

國平昌舉行的冬奧會，該團全部

的費用，全由韓國承擔了，總計

約 260 萬美元，其中包括 400 多

名朝鮮運動員在高級酒店的所有

花費。

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美韓高

級研究員斯奈德 (Scott Snyder)
表示，如果由美國替朝鮮支付帳

單，則可能被朝鮮視為是一種侮

辱。這對於朝鮮而言，是一個諷

刺，更有違背該國所堅持被平等

對待的態度。

如果白宮副幕僚長哈金想幫

朝鮮官員支付飯店花費，極可能

也會有一些阻力。白宮將可能要

求財政部對朝鮮的經濟制裁予以

豁免，才行得通。

據悉，新加坡浮爾頓飯店

前身是建於 1928 年的浮爾頓大

廈，其古典的建築風格及得天獨

厚的地理位置，使它其成為外界

焦點。近一個世紀以來，它一直

於新加坡的歷史中，扮演著舉足

輕重的角色。 2015 年 12 月，浮

爾頓飯店也被政府正式列入國家

古蹟。

【看中國記者憶文綜合報導】

近期，中國監管機構正在調查

三家在華外國存儲芯片製造商，

包括一家美國公司和兩家韓國

企業。外界質疑，北京可能藉

機強制技術轉讓，發展國內芯

片企業。

台陸軍禁iPhone進入軍營

北京重啟中朝航線 中國客赴朝旅遊

【看中國記者明思綜合報導】

中華民國陸軍司令部 6月 3日指

出，國軍在營區內使用手機都有

一定規範，除了小米、華為等大

陸制手機禁止進入營區外，無論

iPhone 或他牌手機，若 MDM
管制程序無法作動、閃退，7月1
日起禁止帶入陸軍營區。

軍方雖然有開放官兵在營區

內使用智慧手機，不過需安裝中

科院研發的「國軍智慧型手機管

理軟件（MDM）」。

MDM 軟件可讓官兵在進入

機密場所時，自動限制手機拍照

與傳輸、打卡等顯示座標功能。

不過，《聯合報》消息稱，近

期資安人員分析多起手機資安違

規案例發現，將 MDM 裝至在多

廠牌手機時，會有「打不開」、

「閃退」、「無法啟動管制」及

「可自行刪除 APP」等問題。

資安人員指出，MDM 程序

可應用在 Android 系統中，該系

統是以「程序設定」為導向，但

iOS 系統在設計上以「操作者」

為導向，iOS 使用者只要強制啟

動拍照與傳輸功能，在營區內死

角處，仍有機率啟動相關功能。

特別 是 使用 iPhone 手 機

的官兵，甚至在軍方完成灌入

MDM 程式等管制手續後，借由

一般手機刪除 APP 的程序，即

可輕易直接刪除 MDM 程序。

如今，陸軍已通令全軍，自

7月 1日起禁止攜用 iPhone 手

機進入軍營區。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朝鮮領導人金正恩 2011 年

上台後，一度疏遠中國，但近

期兩國關係又戲劇般解凍，現

在中國國際航空在時隔 6 個月

後，重啟北京與平壤的航線；平

壤至上海浦東航線也於 5 月 31
日正式復航。

由於朝鮮去年接連發射導

彈、核試挑釁北京，中朝關係

一度降至冰點，中國國航也於

去年 11 月 21日，中斷北京至平

壤的航線，以示對朝鮮的不滿。

不過，韓聯社援引中國航

空業消息人士的最新消息稱，

北京與平壤之間的定期航班，

將於 6 月 6 日恢復運行，每週

訂有 3 班機。

北京消息人士指出，近期

中朝展開多個民間交流，主因

是擔心中方在朝鮮半島問題上

影響力減弱，這次國航重啟北

京至平壤航線，也是出於同樣

原因。

另外，來往平壤與上海的

航線也已恢復運作。高麗航空

自 5 月 31 日起，逢週四、週日

有航班來往平壤及上海浦東。

今年起，中國與朝鮮關係

急速升溫，之後朝鮮新設平壤

至成都的包機航線。

香港文匯網報導，今年 5
月分以來，吉林省相繼開通或

恢復赴朝鮮羅先、南陽、清津、

七寶山等多條旅遊線路的運營。

現在赴朝游進入旺季，報

導稱，吉林省琿春市和延吉市

多家旅行社每天赴朝旅遊的國

內遊客，多達數 10人次。

軍嫂上訪遭行拘 
各地老兵聲援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編譯】

美 國 CBS News 報 導，2017
年，來自北卡羅萊納州 25 歲的

克里斯．哈里斯（Chris Harris）
收到了作為丈夫最幸福的消

息，愛妻布里特（Britt）懷孕

了。然而，一週後，即 2017
年 8 月 2 日， 一 名 自 殺 式 炸

彈襲擊者在阿富汗攻擊了北約

組織（NATO）的一個車隊，

身為美國陸軍特種部隊士兵的

克里斯在這次襲擊中不幸遇難 
殉職。

2018 年 3 月 17 日， 克 里

斯與布里特的女兒出生了，她的

名字是克里斯蒂安．米歇爾．

哈 里 斯（Christian Michelle 
Harris）。最近，布里特帶著女

兒和丈夫生前戰友在華盛頓特區

合影。

大約 20 名士兵身穿軍裝

參加了照片拍攝，慶祝克里斯

蒂安的加入他們這個大家庭。

他們抱著小寶寶，並按照攝影

師要求的姿勢拍照。克里斯

蒂安穿著一件特別的嬰兒服

裝 onesie，上面寫著：「我的

爸爸，我的英雄」，畫面無比 
溫馨。

【看中國訊】香港著名「補

習天王」蕭源，過去因多次

「貼中」試題而爆紅，受到大

批學生「熱捧」，這些成功例

子疑似從考評局絕密資料中 
拿到。

《明報》報導，廉政公署 4
日發表新聞稿，正式起訴 42 歲

的蕭源（原名蕭志勇）和其同

樣任職補習導師的妻子、33 歲

的蔡怡（原名蔡盈盈），2 人

涉及從 2 名前考官張國權（43
歲）及吳宏梁（43 歲）取得當

年的絕密考試資料，4 人分別被

控「串謀不誠實意圖取用電腦罪

名」及「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

罪名」。

案發時蕭源和蔡怡均在現代

教育任職。

【看中國訊】近日，河南漯

河巿陳姓退伍軍人的 40 歲翟姓

妻子，因不滿當局對丈夫的退伍

安排，進京上訪討說法，結果途

中被截訪人員抓回，行政拘留 7
天。

翟女被抓的消息，在當地退

伍軍人的圈子中傳開後，引發老

兵不滿，數十名老兵上月 29 日

前往漯河當局要求解釋，同樣被

抓。

此外，也有傳漯河市副市長

兼公安局長李軍信，用髒話辱罵

退伍軍人及其家眷，因而激起公

憤，結果導致四川、浙江、山

東、安徽、河北等地退伍老兵，

趕到漯河聲援。

網傳當局還出動網絡干擾

車，切斷老兵與外界聯繫。

士兵殉職留孕妻
戰友代送父愛

疑買考官洩題 
「補習天王」被訴

解決金正恩隱憂

朝三巨頭遭撤換

【看中國訊】6 月 12 日即將

在新加坡舉行川金會，在此之

際，朝鮮為了防止軍內動亂，而

將三名軍中巨頭撤換，他們是總

政治局長、朝鮮武裝部長及總參

謀長等人。

6 月 3 日，《朝日新聞》披

露，從 2015 年 5 月開始就擔任

朝鮮武裝部長的朴永植，已由第

一副部長努光鐵接替。

報導中說，還有未經證實的

報導稱，朝鮮軍總參謀長李明洙

亦被更換。

從金正恩 2011 年底掌權

後，已經撤換 4 位總政治局局

長，依次為崔龍海、黃炳誓、金

正角及金秀吉。

近期，中國監管機構正在調查三家在華外國存儲芯片製造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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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官場C4 www.kanzhongguo.com   VISION TIMESChina 2018年 6月7日—6月13日     第 5期    

背景難解 海航主席突傳去世
昔日迅猛擴張  今陷資金危機　海航內幕成媒體禁忌 背後勢力惹猜疑

不利消息頻傳

近期，由於債務累累，資金

壓力加大，海航集團開始不斷出

售土地和辦公樓等資產。

3 月 22 日，有香港媒體報

導，海航以 4000 萬港元（約合

509 萬美元）的成交價，將位於

香港金鐘的一處辦公室賣掉。

也有媒體報導，海航集團

2018 年第一季度有約 650 億元

人民幣（約合 82 億美元）的債

務到期需償付。

香港《東方日報》2 月 15 日

報導，陷入資金危機的海航或面

臨美國政府的制裁。中國海南

航空集團近期與美國企業有多

宗交易，美國外商投資審查委員

會（CFIUS）指海航在尋求收

購美國企業過程中，涉提供虛假

資訊，沒有如實申報股東包括現

任中國官員，以及該企業與中國

政府的財務關係。

而《南方周末》今年 2 月刊出

的兩篇有關海航集團的專題報

導曾被無故撤稿，使海航內幕更

令人關注。

這兩篇文章描述了海航集團

如何從 1989 年只能買飛機零件

的資本，通過一系列宣布破產，

巨額虧損，借債併購，上市圈錢

等手段，利用制度的漏洞，迅速

擴張的「海航模式」。

文章指，海航旗下的「天海

投資」以「空手套白狼」式的跨

境併購，使該集團總資產在兩年

內暴漲 18 倍，從 127 億元膨脹

至 2314 億元。

文章指出，令人不解的是，

對海航旗下公司的「高負債、低

收益併購，擴張經營的風險」，

多家券商及研究機構都視而不

見。

在撤稿兩天後，其總編段功

偉也離開了崗位。

一個值得注意的情況是，

去年 7月，在當局遏制中國私營

大公司海外擴張的背景下，海航

突然宣布股權結構大變動。股

權變更後，曾經榜上有名的神秘

商人貫君已經不在控股者名單

中。

背景之謎

海航從一開始就似乎有神秘

力量撐持。 2005 年發表的〈海

航集團董事長陳峰：中國沒有人

能看懂海航〉一文始出處是《時

代人物周報》，經由新華社轉載

獲廣泛傳播。但當時沒有人去更

多懷疑海航的幕後靠山。

2000 年至 2001 年成立不

久的海航先後併購重組長安航

空，新華航空與山西航空。截

至 2015 年底，海航集團資產總

額達 4687 億元，較之 2005 年

的 189.6 億元資產總額，十年之

內，海航資產增加了 24 倍。

近幾年海航集團資產增長

突然迅猛，僅 2014 到 2016 年，

其資產就擴大了四倍，達 12000
億人民幣，相當於 1775 億美

元。海航集團在 1993 年成立之

初的註冊資金僅 1000 萬元人民

幣，20 多年增長了 12 萬倍。

海航集團的神秘爆發式發

展，其神秘股東、其董事長陳峰

以及靠山都有誰？去年以來，持

續成為外界猜測的焦點。

《紐約時報》曾在報導中點

名前中共常委賀國強家族。

這篇報導指：「2008 年，海

航集團與一家同賀國強之子關

係密切的公司合作，成立了合資

企業，賀國強當時在權力很大的

中共中央紀律檢察委員會擔任

書記。」「這一切都對陳峰實現

目標有所幫助。」

北京的《新京報》去年曾有

長篇報導深挖海航複雜的股權

結構，大手筆的資本運作、海內

外併購，以及背後的神秘掌舵

人。不過，相關文章同樣很快被

撤掉。

《新京報》的報導主要講述

海航與有海南前高官掛職的慈

航基金會的關係，2013 年，海

航集團將 20% 股權「捐贈」給

慈航基金會。該基金會理事長曾

浩榮曾任海口市市長，2007 年

在海南省最高法院院長任上退

休。

據維基百科，海航成立之

初陳峰就從時任海南省省長劉

劍鋒支持下獲得了資金，在劉劍

鋒調任民航總局局長之後，海

航還能獲得額外的照顧。而劉

劍鋒 1984 年擔任中共電子工業

部副部長兼紀檢組組長，時任

中共電子工業部部長的是江澤

民；劉劍鋒 1997 年兼任中國聯

合通信有限公司董事長，中國聯

通後來成為江澤民之子江綿恆

掌控的中國聯通家族企業的部

分前身。

還有海外媒體報導稱，海

航與曾慶紅家族關係密切，曾

得到曾慶紅的支持和照顧。

2006 年 4月 20 日，時任中共國

家副主席的曾慶紅在參加海南

博鰲論壇時曾會見了陳峰。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導】

西班牙媒體《西班牙機密報》近

日報導了中國海南航空集團（下

稱海航）陳峰去世的消息。5月
31日，海航集團發表聲明稱：有
關公司董事局主席陳峰去世的

媒體報導完全是錯誤的。 但聲
明沒有說明陳峰的現況。資料顯

示，陳峰 1953年出生於山西霍
州市，1989年成立海南省航空公
司，也即海南航空前身，曾任海

南省省長航空事務助理。

海航與中共權貴關聯持續成為外界關注焦點。（維基百科）

胡錦濤夫人低調

家世出身新消息

【看中國訊】胡錦濤退出

政壇已超過 6 年時間，其家

事仍讓外界感興趣。其中，

胡錦濤的夫人劉永清便是一

例。胡錦濤曾被媒體形容為

「謎」，但其夫人劉永清比他

還要低調。

6 月 3 日，中國網絡自媒

體「五道口學人」刊文披露，

劉永清於 1940 年出生，外界

盛傳其是劉伯承的女兒，但難

以證實。文章認為，劉永清的

父親是原中共西南軍區高級軍

官。

1959 年，19 歲的劉永清

考入清華大學，彼時 17 歲的

胡錦濤也在清華求學。

文章稱，劉永清有兩個姐

姐，一個是教師，一個曾任社

科院副院長和黨組副書記。而

她的舅舅叫常芝清，是鄧小平

生前的紅人，曾任中共《人民

日報》副總編輯。

文章披露，胡錦濤曾多次

到劉永清家中，便認識了常芝

青。常芝青對胡錦濤非常滿

意，便在各種問題上對他加以

點撥。

據稱，可以肯定的是，劉

永清那邊的親戚為胡錦濤在官

場上打開關係，熟悉官場文化

和習慣，起了很大影響。胡錦

濤後來的步步高陞，也與劉永

清親人的幫助必不可少。

1965 年，劉永清前往甘

肅劉家峽水電站工作。 1968
年，為躲避文革衝擊，胡錦濤

亦赴甘肅任職。 1970 年，胡

錦濤、劉永清結婚。

1982 年，胡錦濤調回北

京，任共青團中央書記，劉永

清返回北京，任北京市城鄉規

劃委員會副主任。

底氣何來？吳小暉鐵心步薄熙來後塵

吳小暉多次反覆

安邦保險集團前董事長吳

小暉於 5月 10 日因集資詐騙、

職務侵占一審判處 18 年有期徒

刑，並沒收財產 105 億元人民

幣。時隔 3 週，吳小暉的代表律

師陳有西 5月 30 日在社交網站

發布消息，「安邦案」吳小暉不

服一審兩罪判決，已經提起無罪

上訴。並指上海高院已經就案件

組成二審合議庭。

陳有西的帖子還說，吳小暉

聘請了李貴方律師。李貴方曾經

為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做辯

護律師。

財新網透露，吳小暉態度早

已經歷了多次反覆，3月在法庭

受審時說，他不知道自己所做的

事情是否構成犯罪。但就在幾個

小時後，他承認了有罪。

官媒央視公開 3月 28 日的

庭審畫面中，吳小暉當庭表示深

刻反省、認罪悔罪，並對自己的

行為表示深刻的懺悔，請求從

輕處罰。片段中吳小暉一度看上

去有掩面而泣的動作。

紅色基因是底氣？

中共十八大以來，被判刑

的「大老虎」中，無論被判處無

期徒刑的國級高官周永康、孫

政才、令計劃、郭伯雄、蘇榮，

還是被判處各類刑期的數百名

部級官員，都表示「認罪、悔

罪」。只有薄熙來除外，當年

被判決無期徒刑後，當時薄熙

來情緒失控不服判決，提起上

訴。一審判決之後 35 天，新華

社發布了對薄熙來二審「駁回上

訴，維持原判」的消息。

那麼為甚麼被判處 18 年刑

期的吳小暉與薄熙來一樣，敢於

「上訴」呢？

自由亞洲電台 6 月 1日刊發

特約評論員高新的文章說，翻查

二人出身，吳小暉與薄熙來具有

紅色基因。前者是紅三代，是中

共前領導人鄧小平生前最寵愛

的外孫女鄧卓芮的丈夫；後者是

紅二代，是中共前元老薄一波之

子。

高新說，吳小暉與薄熙來除

都是「紅後代」外，他們還有一

個共同的二審辯護律師李貴方，

這無疑是意味著明知當局的「欽

案」不可抗拒，但吳小暉鐵了心

要效法薄熙來一把，明知二審會

「維持原判」，但還是不惜一搏。

吳小暉去年 6 月被帶走調

查，9 個月後即一審開庭，其速

度之快超過了以往類似案件。高

新曾在此前的文章中披露，吳

小暉案件辦理迅速，按照內部人

士的說法，辦案速度之快令人驚

訝，皆因中共政法委秘書長陳一

新親臨上海督陣，傳達了習近平

要求「特案特辦，從簡從快」的

指示。

針對吳小暉從認罪到翻供

的態度轉變，《紐約時報》說，

中共法院判處幾乎所有被公訴

的人有罪，而且通常對公開對抗

法院判決的人沒有好感。「吳

小暉抵制判決的行為可能會激

怒法院，對他做出更嚴厲的判

決。」

文章認為，安邦案讓人得以

窺視中國金融體系中的一些巨

大風險。很多人把對吳小暉的公

訴解讀為北京殺一儆百的努力，

安邦已成為中國企業靠大筆舉

債在海外進行瘋狂收購的象徵。

安邦集團前董事長吳小暉上月被判 18年，但他不服判決，已提出無罪

上訴，媒體分析他敢於對抗當局的底氣何來。（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安邦集團前董事長吳小暉不服

一審被判處 18年有期徒刑，已
提起無罪上訴。巧的是，吳小

暉聘請的律師李貴方正是曾擔

任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辯

護律師。有分析稱，吳小暉要

效仿薄熙來，明知二審會「維

持原判」，但還是不惜一搏。

周永康警衛秘書已判十年 傳涉暗殺習近平
【看中國訊】6 月 5 日，北

京市二中院公布了 3 起減刑案

件的公示，其中曾任周永康警

衛秘書的公安部警衛局原正師

職參謀談紅。

公 示 稱：「2018 年 6 月 1
日，刑罰執行機關以罪犯談紅

獲得表揚 5 次為由，建議將其

刑期減去八個月。」

根據北京二中院的消息，

談紅出生於 1971 年 6 月 6 日，

因犯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 10
年，並處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

50 萬元。現在在司法部燕城監

獄服刑。

談紅所工作過的公安部警

衛局，負責中共副國級領導人

及訪華要人的安保工作，又稱

公安部八局，正軍級單位，下

轄部隊屬公安現役部隊，佩武

警警銜。

談 紅 2014 年 7 月 2 日 落

馬。不到一個月後的 2014 年 7
月 29 日，周永康落馬。

與談紅有關的最轟動傳聞

是為周永康執行謀殺習近平行

動。海外多家媒體報導，在

2012 年 8 月的北戴河會議前

後，周永康至少兩次試圖暗殺

習近平。一次是在北戴河會議

室放置計時炸彈；另外一次是

趁習在 301 醫院做體檢時打毒

針。由於當時形勢危急，習近

平一度需移居西山軍事指揮中

心，以防不測。這些暗殺均由

周永康的助理和警衛談紅實施。

從 2013 年 12 月開始，談

紅被「失聯」調查，在 2014 年

7 月 2 日被官方通報開除黨籍

後，就沒有進一步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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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使館公布中國人權報告

美國大使館 5 月 29 日中午

在新浪微博貼出「現在有中文版

了」的訊息，並附有《中國（含

西藏、香港和澳門）2017 年人

權報告》中文版全文鏈接，內容

約 8 萬字。

這項報告描述了中國人權的

現狀。報告指出，大陸不計其數

的被拘押者遭到毆打、電擊、強

制數小時坐板凳邊、綁手腕吊

起、強姦、剝奪睡眠、強制灌

食、違背本人意願強迫服藥，以

及其他形式的身心虐待。政治與

宗教異議人士則受到比一般人更

惡劣的虐待。

報告指出，在「709」大抓

捕中被拘押的律師、法律助理和

活動人士被施以不同形式的酷

刑，有不少活動人士和上訪者甚

至被送入精神病院。

報告談到了多起強迫失蹤事

件。人權律師高智晟去年 8 月

失蹤後至今下落不明；中國民主

黨創始人秦永敏的妻子趙素利自

從 2015 年 1 月被拘押至今渺無

音信，家人擔心趙已經死亡；律

師王全璋依舊下落不明。

美華裔達508萬
福建人最多

【看中國訊】聯邦人口普查

局 5 月分發布最新亞太裔數據，

美國亞裔總人口已達 2140 萬，

其中華裔 ( 包括台裔 ) 最多，超

過 508 萬人。

這 508 萬華人主要居住在

加州、紐約和大都會城市。紐約

是美國最大、最繁華的城市，市

區人口 850萬，華人 100多萬，

並以福建人居多。福建人在美

國華人中人數最多，約 110.2 萬

人。

北京在美國人口約 26.1 萬

人。北京人來美國基本是通過留

學方式，畢業後進入互聯網、管

理、投資等行業。上海在美國人

口約 28 萬人。

【看中國訊】中國官方數據

顯示，2018 年全國高考報名考

生人數達 975 萬人，比去年增

加 35 萬人。為防止高考中以高

技術手段作弊，中國各地推出一

系列高科技應對手段。有的城市

採用臉部識別技術，考生進入考

場後還需接受安檢。大多數考場

全程錄音、錄像。

【看中國訊】今年 6月 4日，

是 1989 年天安門六四事件 29
週年。香港德信學校多年來堅持

為六四死難者舉行紀念祈禱。在

祈禱會上，老師會先簡述六四史

實，例如事件因由、當局採取的

反應，以及鎮壓中的死難人數

等。希望藉此將六四真相留傳下

去的同時，學生也學會互相尊重

及尊重生命。

而該校舉辦祈禱會的展板

上，也貼上「為義而受迫害的

人是有福的」，並在領禱時提

到「希望天父令中國變得更開

明、更有言論自由和體恤人民訴

求」。

育」等。

截至 5 月 31 日晚間 10 時

許，這則貼文下方共有 887 則

評論，轉發 1592 次 ， 2960 次按

讚。但轉評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

制，絕大多數評論已無法正常顯

示，不過該貼文未被刪除。

有網民表示：「為甚麼中國

發生的新聞，我卻通過美國才能

瞭解到？」

有網民稱讚：「這篇文章

就很厲害了，讀起來像一掛鞭

炮。」

還有網民感慨：「看過之後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

報導】美國駐中國大使館日前首

度在微博官方帳號公布中文版

《中國 2017年人權報告》，該
帖發布後至今仍未被刪除。

報告還說，當局嚴控互聯

網，監控電話、短信、傳真、電

子郵件、即時通訊和其他數碼

通信。他們還檢查國內和國際郵

件。公安部則在各地設置了數以

千萬計的攝像頭來監控民眾。

中國當局去年 6 月針對《禁

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

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公

布新規，稱警察或檢察官通過酷

刑、威脅或欺騙來勒索口供是非

法行為。但調查發現，在大陸，

法輪功信仰團體遭到殘酷迫害，

維吾爾族人也被迫接受「再教

心裡沉重了許多。」

據自由亞洲電台（RFA）

報導，這是美國駐中國大使館首

次在微博上發布中文版的中國人

權報告。使館微博說，美國國務

院每年的《各國人權報告》是被

閱讀最多的美國國務院報告，網

上閱讀量每年超過 100 萬。

美國國會 40 多年前立法，

責成國務卿每年就世界各國人權

狀況作出報告提交國會。《報

告》以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

等國際人權公約為指導，只列事

實不作法律結論。

為防止高考作弊      
中國採用高科技

港小學紀念六四
希望真相留傳

美國駐中國大使館。（自由亞洲電台）

【看中國記者憶文綜合報導】

現年 18 歲的金肯斯（Richard 
Jenkins）曾遇到許多困難，但

他化挫折為動力，發奮讀書。如

今這個費城高中畢業生獲得了全

額獎學金，前往哈佛大學就讀。

金肯斯銘記一路走過的艱苦

歷程，他給有夢想孩子的建議

是：「有時候你會被絆倒，偏離

了跑道，或者不想繼續了。」他

說：「但是只要你堅持原定的計

畫，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金肯斯幼年時，家裡的房子

被銀行強制拍賣，母親帶著他和

兩個弟弟無家可歸長達兩年。他

們常常搬家，當母親住不起汽車

旅館時，他們就會去流浪漢收容

所。金肯斯曾面臨貧困、緊急醫

療狀況和同學的霸凌，一度對自

己的處境感到尷尬。

但他將這些障礙轉化為替自

己和家人創造更美好未來的動

力。他知道有一條途徑可以改變

自己的命運：那就是發奮讀書。

他在課堂上表現出色。

「我意識到我必須努力，不

管怎麼樣，我都不能再讓自己經

歷這些了。」金肯斯告訴CNN。

金肯斯的母親對 CNN 說，

當得知費城希拉德學院（Girard 

根據英國 BBC 新聞報導，

22 歲的馬里青年馬蒙杜．加薩

瑪（Mamoudou Gassama） 的

救人視頻顯示，當時，一名 4
歲男童雙手懸掛在陽台的欄杆

上，搖搖欲墜，稍有鬆懈就會墜

樓，情況十分危急。

這時，加薩瑪從公寓樓下開

始攀爬，短短一分鐘之內，一鼓

作氣爬到了四樓，抓住男童，將

他救了上來。

加薩瑪在法國被視為英

雄。 5 月 28 日，被稱作「Le 蜘

蛛俠」（Le Spider-Man）的加

薩瑪在巴黎愛麗舍宮（Elysée 
Palace）得到了法國總統馬克

龍的嘉獎，並獲得了「勇敢奉

獻」的獎章。

5 月 29 日上午，法國移民

局對加薩瑪提交的移民文件進行

了快速處理之後，他獲得了合法

身分。

收容所男孩被哈佛全獎錄取超級英雄 全球點讚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編譯 /

綜合報導】日前，巴黎一個小夥

子 30秒徒手爬上 4樓陽台，救
下一名懸掛在陽台上的小男孩。

這段視頻在網絡上廣泛流傳。網

民讚歎這才是真正的「超級英

雄」。

法國一家消防站為他提供一

份工作，並簽署了有關消防和

救援服務 10 個月的實習工作合

同，預計他的月薪是約 600 歐

元。加薩瑪還將在 3 個月之內

獲得法國國籍。

據悉，加薩瑪在十幾歲的時

候離開了馬里，在穿過利比亞的

旅途中，他曾被捕過，也遭到過

毆打。最終與其他難民一起乘船

抵達意大利海岸，並在那裡生活

了 4 年。

去年九月，他抵達法國，與

他的兄弟團聚。

由於他在法國沒有合法的身

分，加薩瑪一直居住在巴黎郊區

的蒙特勒伊（Montreuil）的一

個移民住所裡，與另外 6 個人

共用一間狹小的房間，每晚使用

一張薄的床墊睡在地板上，而且

無法工作。

巴黎市長安娜．伊達戈

（Anne Hidalgo）稱讚了這名馬

里青年的英勇救人的行為。

蒙特勒伊市長帕特里斯．貝

薩克（Patrice Bessac）稱讚加

薩瑪的勇氣。

他表示說，很自豪地看到許

多外來移民豐富了法國社會的多

元文化。

College）十一年級有名額提供

給單親家庭的資優生時，鼓勵他

去申請。這是費城一所有名的寄

宿學校。金肯斯被接收了。

在那裡，金肯斯加入了模擬

試驗計畫、世界事務委員會和籃

球隊。他還創立了製作者太空俱

樂 部（Makers'Space Club），

在那裡有 3D 印表機、縫紉機和

其他 DIY 設備。

「他非常有創意，並且喜歡

主動去做點甚麼。」學校的技術

協調人金（Hye Kyong Kim）

說。金肯斯的堅忍獲得了巨大回

報。他不僅被哈佛錄取，而且獲

得 Full Ride 獎學金。Full Ride
獎學金涵蓋整個大學的費用，包

括學費、食宿、書本、學校材

料，有時候還包括生活開銷和海

外學習費用。

金肯斯計畫學習計算機科

學，並期待學習日語和武術劍

道，因為他一直被日本文化所吸

引。

海外華人。（Getty Images）

哈佛大學（Fotol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憶文綜合報導】

5 月 29 日，美國國務院宣布將

從 6 月 11 日起實施簽證新規，

限制部分中國留學生與研究人員

的赴美簽證。這被認為是川普政

府反制北京盜竊美國知識產權的

又一具體步驟。

根據美聯社報導，該簽證

新規定已送達美國使領館，6
月 11 日開始生效。具體內容包

括，到美國大學研讀某些高科技

專業的中國留學生將只能獲得一

年的簽證。這些專業包括機器人

技術、航空和高科技製造業，都

是北京宣布的「中國製造 2025」
計畫中的重要行業。此外，美國

商務部有一份需要嚴格審查的公

司名單。

在這些公司擔任研究人員或

【看中國訊】法國青少年超

過 9 成有手機，在學校使用時，

容易影響課程進行和學習效果，

有國會議員提案修法，要更嚴格

禁止學生使用手機；在英國、丹

麥，也有學校採取類似措施。

中央社報導，法國的共和前

進（LREM）黨籍國民議會議

員費宏（Richard Ferrand）近

期提出教育法修正草案，要禁止

初中生和小學生在校使用手機。

歐洲其他國家近年也有類似

做法。法國《費加洛報》今年一

月一篇報導提到，英國的布瑞頓

學校（Brighton College）為了

避免學生一有空就盯手機，以致

荒廢閱讀，甚至成癮，就針對不

同年齡採取不同措施。

例如 11 歲到 14 歲學生須

批。報告中說，美國官員會考慮

限制某些國家的科技學生的簽

證，以保護知識產權。

美國之音報導，今年 2 月，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局長克

里斯托弗‧雷在聽證會上說，北

京政府的「學術間諜」正滲透美

國各地獲取科學技術，成為美國

全社會的威脅。今年 4月11日，

專家丹尼爾‧戈爾登（Daniel 
Golden）在國會作證時說，美國

大學的全球化使美國的高等教育

成為國際間諜戰的前線。

他說，2000 年以來，至少

有 30 名來自中國的留學生被美

國以經濟間諜、盜竊商業秘密以

及類似的罪名起訴，他們的研究

生學校包括哈佛、斯坦福、哥倫

比亞以及康奈爾等名校。

把手機交給教師全天保管，15
歲學生每週交給教師保管 3 天，

16 歲學生每週兩天。副校長泰

勒（Steve Marshall Taylor）
說，措施實施後，學生更加投入

課外活動和團體社交，食堂裡也

又開始聽到談笑聲。

有許多家長和學童覺得，禁

令有助於上課更專心學習、下課

更認真和大家一起玩。

經理的中國人， 其簽證申請將

必須通過多個美國政府部門的聯

合審批。這些過程可能長達幾個

月。

去年 12 月，白宮發表的川

普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表示，

美國可能收緊對外國學生來美學

習科技、工程等專業的簽證審

中國人赴美 簽證新規公布 找回專注 歐洲校園禁手機

中國人在美國大使館申請簽證。

（Getty Images）

小學生在課堂上使用手機。

（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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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

導】6月 4日，中國央行網站公布

消息：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

匯管理局局長、互聯網金融風險

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潘功

勝帶隊赴公安部，與副部長孟慶

豐舉行工作會談。

央行表示，雙方就互聯網金

融風險、打擊地下錢莊及非法外

匯交易平台，以及下一步工作做了

安排。每年 6月，是中國金融系

統習慣性的資金緊張時期。今年

在金融去槓桿、美聯儲加息等壓

力下，市場對年中時點「錢緊」的

擔憂更甚。

多個因素的結合，將導致今

年 6月資金面形勢比過去幾年更

為嚴峻。

國際方面，美元指數開始上

升，美國處於加息週期。以前美

聯儲每次加息，都會給一些國家

地區帶來影響：拉美爆發債務危

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難以自

拔；第三次石油危機前夕，美元加

息週期再度開啟，日本房地產泡

沫破裂；互聯網泡沫破裂之前，

美元進入加息週期，爆發東南亞

金融危機。

6月，美聯儲加息是大概率

事件，到時勢必會讓很多國家

的熱錢流出，而中國國內的資金

仍在持續外流，無論是利用互聯

網，還是地下錢莊，這都是中國

金融監管層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中國國內，中、美貿易前景未

明，債務危機一觸即發。據路透

社 6月 5日報導，中國中誠信國

際信用評級公司董事總經理、企

業評級總監毛麒璟在「穆迪 - 中
誠信 2018 年中信用展望研討會」

上強調稱，在資管新規明確提出

打破剛兌的背景下，2018 年有可

能成為國內債券市場違約大年，

累積違約率將因此逐步抬升。

中國財經分析人士葉檀認

為，市場轉變期已經到來，風暴

正在醞釀，無論是新興市場貨

幣，還是香港樓市，絕不能掉以

輕心。

中國大陸樓市怪象：限價扭曲市場

近段時間，中國房地產市

場交易突然又火爆起來，「搖

號」、「搶房」等詞彙見諸報

端。據不完全統計，中國目前有

8 個城市出台了搖號購房政策，

上海、南京、長沙、成都、杭

州、西安、武漢和深圳等城市的

新房，一律限價搖號出售。政策

的背後，是新房與二手房價格倒

掛，即新房價格反而比二手房還

低，吸引百姓們花時間和精力去

排隊、辦理凍結銀行存款等手續

來爭取得到搖號資格。

於是出現了這樣的場景：深

圳有人揣著數千萬元（人民幣，

下同）來買房，需要凍結 500
萬元作為誠意金，這成為部分樓

盤最低的搖號門檻；杭州甚至出

現萬人爭搶百套房子的搖號，排

隊時有人暈倒、有人打架的局

面；武漢也由於新房低於二手房

10% ～ 40% 的價格而遭瘋搶。

《中國經營報》報導，南京

工業大學天誠不動產研究所執行

所長、南京市房地產學會會長吳

翔華表示，樓市調控近兩年，南

京樓市不但未有冷卻，反倒造成

熱門地區新房與二手房價嚴重倒

掛。「都是限價惹的禍！扭曲的

價格，帶來一連串扭曲的問題，

後面還會有更多的問題。」在吳

翔華看來，此次的搶房現象並不

能代表南京樓市有回暖跡象。

「這些都是限價房，沒有限價的

板塊根本賣不動。」數據顯示，

此前 3 月和 4 月南京新房成交

量僅為 9119 套，創下三年來新

低。

據最新的《中國百城住宅庫

存報告》顯示，4 月分中國百城

住宅庫存已經出現連續 33 個月

同比下降的現象，三、四線城市

去庫存週期為近 9 年最低。截

至 2018 年 4 月底，100 個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庫存總量為 43386
萬平方米，環比減少 0.7%，同

比減少 7.9%。

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發布

研究報告——〈「限價令」下大

中城市房價失真程度排行榜〉，

對中國 40 個大中城市的限價嚴

厲程度，以及新房價格失真程度

進行了分析和排名。

這 40 個城市，包括了 4 個

一線城市，分別為北京、上海、

廣州、深圳；31 個二線城市，

分別為天津、石家莊、呼和浩

特、太原、瀋陽、大連、長春、

哈爾濱、南京、杭州、寧波、合

肥、福州、廈門、南昌、濟南、

青島、鄭州、武漢、長沙、南

寧、海口、重慶成都、貴陽、昆

明、西安、蘭州、西寧、銀川、

烏魯木齊；5 個三線城市，分別

為丹東、無錫、徐州、惠州、三

亞。

該報告得出的結論認為，

「限價令」作為地方政府短期的

管控手段，不具有可持續性，樓

市長期平穩健康的發展，需要房

地產長效機制作為支撐。輿論認

為，地方政府扭曲了房地產市

場，地方政府在房地產市場賺得

盆滿缽滿。

原華遠地產董事長任志強曾

表示，房地產企業需要交納的各

種稅多達 27 種，這其中包含重

複徵收的部分。各種費用更是達

180 多種，「若將上述因素都考

慮在內，政府從房價中分得的份

額，要遠遠超過 70% 的比重。」

任志強說，這表明，老百姓的買

房錢，被政府拿走了七成以上。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中國目前多個城市實施「搖號」

購房，政策背景是地方政府限

價，導致新房價格低於二手房

價格。同時，也導致房地產數

據失真。對此，輿論一片譁然，

認為地方政府扭曲了房地產市

場。

【看中國訊】美國社交媒體

臉書承認與多家中國公司分享

用戶資料，其中包括：受到美

國政府制裁的世界第三大智能

手機製造商、中國的華為公司。

臉書 6 月 5 日表示，該公

司與華為、聯想等多家中國公

司，以及世界各國大約 60 家公

司簽有數據分享協議，允許這

些公司得到臉書用戶的一些資

料。

臉書稱，已經跟其中的大

多數公司終止了夥伴協議，並

且在這個星期終止與華為公司

的有關合約，也會終止與其他

幾家中國公司的數據分享協議。

5 日稍早前，美國國會來

自兩大政黨的參議員們紛紛要

求臉書對《紐約時報》5 月 3 日

的有關報導做出回應。報導還

說，臉書允許那些簽約公司在

未明確得到允許的情況下，接

觸臉書用戶朋友的資料，儘管

臉書曾在 2011 年與聯邦貿易

委員會簽訂協議，保證只在用

戶許可的情況下才能與包括廣

告商和程序商在內的第三方分

享用戶信息。

臉書負責產品夥伴關係的

一位負責人對臉書與其他公司

分享用戶資料的做法做出辯

護，稱這樣做是為了幫助用戶

索取信息；另一位負責人說，

臉書在跟中國公司分享用戶數

據時很謹慎。美國情報部門認

為，華為和其他中國通訊公司

為中國政府對美國從事間諜活

動提供了機會，並威脅到美國

關鍵的基礎設施。

（轉載自美國之音）

臉書承認與華為、

聯想分享用戶資料

在中國，舉凡外賣騎士、代

駕司機、家政人員都是一群透過

網絡平台預約而為消費者提供

服務的人，這批網約工至今約

7000 萬人。根據中國國家信息

中心數據，2020 年，共享經濟

提供服務者人數預計將超 1 億

人，正因如此，網約工的權益維

護問題是個全新課題，需要有關

方面加快立法速度，並予以有效

監管。

《工人日報》報導，外賣騎

手王先生，已經在家休養了 3
個月，原因是今年春節後，他送

外賣時與人碰撞，腿部骨折。儘

管保險有所賠償，但賠償的人民

幣 3 萬元僅夠醫藥費，至於不

能工作的這段時間，沒有工資和

補貼。

北京何姓網約車司機二個月

前剛在某平台註冊帳號，「蜜月

期」還未過，帳號就被關閉了，

原因是有乘客投訴他「拾到貴重

財物不予歸還」，然而這僅是乘

客的一面之詞，何姓司機未有任

何解釋機會。

張姓外賣騎手表示，他經常

會對消費者說聲「給個好評」。

根據平台的規定，一個好評可以

拿到的獎勵金只有幾元，但有時

消費者毫無緣由給出差評，平台

就直接扣 50 元。騎手們沒有辯

駁的機會，只能默認。前述例子

都非個案，因而引來輿論對網約

工權益的關注。

報導指出，網約工與網絡平

台之間究竟是「勞務關係」還是

「勞動關係」？網絡平台是否應

按照規定為網約工繳納法定「五

險一金」？全職和兼職網約工

待遇是否一致？這些都需要盡快

明確立法。如果認定雙方屬於勞

動關係，那麼企業應該為員工繳

納「五險一金」。然而採訪卻發

現，企業從未為大部分的網約工

繳納「五險一金」，一旦發生意

外，缺乏保障機制。

據中國勞動關係學院法學院

副教授沈劍峰表示，在現有的狀

況下，網約工能做的，就是盡可

能選擇信用優良的平台服務。

「面對龐大的網絡平台，網約工

依舊弱勢」。

（轉載自中央社）

【看中國訊】中國以蓬勃的共

享經濟自我標榜，多達 7000萬
人為共享經濟提供服務。然而，

這些「網約工」的勞動權益大

多沒受到應有保障，面對網絡

平台商的各種處罰，只能被動

接受。 （yujanlee/Flickr/CC
BY-SA）

輿論一片譁然，認為地方政府的限價政策扭曲了房地產市場。（Getty Images）

中國7千萬網約工  勞權無保障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綜合報

導】中國前央視主持人崔永元手

撕《手機 2》劇組，曝光中國大陸

影視圈以「陰陽合同」逃稅、漏

稅的事件正持續發酵。不僅整個

娛樂圈懵了圈，也直接導致 A
股娛樂股哀鴻一片，損失慘重。

根據大陸媒體報導，6月 4
日，受范冰冰「陰陽合同」事件

牽連，身處漩渦中心的唐德影

視及華誼兄弟早盤開盤即逼近

跌停。受此拖累，當天傳媒板

塊領跌 A 股兩市，整體跌幅達

1.66%，全天大單淨額淨流出近

8 億元。

其中，傳媒板塊跌停個股多

達 6 個，華誼兄弟和唐德影視以

跌停收盤，一個交易日內便蒸發

市值 22.71 億元和 6.6 億元。若

按當天收盤價計，華誼兄弟創近

5 年來新低。

而唐德影視從 5月 28 日崔

永元曝光影視圈「陰陽合同」開

始，股價下跌超 30%，市值蒸發

了 26.4 億元。

當天，除 6 支傳媒板塊股票

跌停以外，另有包括：驊威文化、

歡瑞世紀等 9 支個股，跌幅也超

過 5%以上。

在港股市場，相關概念股亦

受到牽連。其中華誼騰訊娛樂暴

跌 17.8%，華誼騰訊娛樂一度被

稱為華誼和騰訊的一次強強聯手

之作。

此外，其他影視娛樂股，

如：A8 新媒體跌 4.4%；阿里影

業跌近 3%。

對於當日的影視股大跌，崔

永元表示：「有人剛給我發的截

圖，看得我哭笑不得，不光是唐

德和華誼，所有的影視板塊全都

跌下來了。哪個公司裡有一個明

星，這事兒就玩大了，太多不靠

譜了。」

央視前主持人爆料娛樂圈 
A股傳媒板塊哀鴻一片

特斯拉欲在中國上海 
建立美國以外首個工廠

【看 中 國 訊】據 CNBC 報

導，6 月 5 日，特斯拉 (Tesla) 
披露了欲在中國上海建立美國以

外首個工廠的計畫。

在 6 月 5 日召開的股東大

會上，特斯拉全球銷售主管任宇

翔（Robin Ren）披露了該公司

在中國上海建設美國以外首個

工廠的計畫。任宇翔承諾，特

斯拉不久將披露有關中國合作

夥伴和新工廠的更多細節。特

斯拉 CEO 艾隆 ‧ 馬斯克在大

會上表示，與該公司在美國的

工廠不同，新的所謂「無畏艦」

（Dreadnought）工廠將同時生

產電池和組裝車輛。他說，特斯

拉不會生產摩托車。

傳夏普將斥資50億日圓 
買下東芝電腦公司

【看 中 國 訊】正 在 進 行

經 營 重 建 的 日 本 東 芝 公 司

（Toshiba），大致上決定要將電

腦事業出售給夏普（Sharp），
估計出售金額約 50 億日圓，雙

方還在協商，可能近期簽約。東

芝希望將不賺錢的事業切割出

去，去年就開始尋求買主。

東芝將出售的是東芝 Client 
Solutions 公司（東京都），是

一家以品牌名「DynaBook」製

售筆電等的公司。東芝的筆電事

業曾經在 1990 年代是全球市占

率龍頭。而曾經營電腦事業的夏

普於 2010 年撤退，如果買下東

芝的電腦事業，將再度經營電腦

生意。

金融風暴將至 中國該如何應對 財經簡訊

（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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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女性流行風向球
70年代重掃流行圈

70 年代風格是今年時

尚圈春夏的關鍵詞之一，可

是 70 年代的誇張大喇叭褲

被改為稍微有點寬鬆的喇叭

褲型。長版洋裝、繞脖子的

顎頸式（halter）背心、圍

裹式洋裝都是 70 年代流行

的單品。

餐桌格紋

格紋是相當常見的圖

案，因為帶有些許學院風，

所以很受年輕女性歡迎。此

外，格紋也是每幾年就會流

行一回的時尚元素，2018
年的流行格紋比較偏向明亮

色系，線條也比較簡單，如

野餐布上的格子就是很經典

的這類型圖案。

閃亮元素

閃亮的色彩多半有貴氣

的感覺，很多華貴風格的洋

裝或晚宴服等單品常使用閃

亮元素，局部亮片綴飾或是

全身亮片都是 2018 年的趨

勢。

腰包

二十年前左右一度流行

腰包斜背，當時美劇中女主

角也一度在劇中出現這樣的

配件。但是現在不再流行斜

背，而是當作腰帶的方式配

戴使用，看上去當然比運動

風的斜背來得優雅、女性化

許多。

魚尾裙

女性的柔美可以靠長裙

來搭襯，A 字裙、大圓裙

等都比較小家碧玉型，魚尾

裙繼去年開始流行，又變化

出許多細節不同的款式：牛

仔的、禮服材質的、襯衫布

的、柔軟棉質，款式上有荷

葉邊、長下擺、寬鬆款、連

帽運動衫款的都有。下半身

粗壯的女性可以選擇深色或

是織法比較緊密的布料。

大波浪形的魚尾裙曲線

明顯，如果不是纖細的女性

請勿嘗試。也因為大波浪的

魚尾裙有點誇張，不太緊的

剪裁會比較容易駕馭這類裙

款。有的連身裙做的就是寬

鬆剪裁，減齡又可愛。

運動風

許多單品的局部被加上

了顏色與衣服本體對比的粗

線條或是幾何圖案，帶進些

許的運動風。只要找不太嚴

肅的單品就可以搭配，另外

找雙百搭的休閒鞋或運動鞋

款吧，小白鞋應該會是不錯

的搭配。

西裝外套

數年前流行過的西裝外

套，沒幾年又回歸時尚圈。

前幾年很流行挺版又合身的

女性西裝外套，腰部顯瘦剪

裁和合身度是很主要的設

計。不過今年到目前為止，

看見的多是長版的西裝外

套，沒太講究腰身，但是屬

於整身偏窄、修長的版子。

魚尾裙

格紋

洋裝

西裝

外套

亮片

洋裝

長版

洋裝

喇叭

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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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面顏色

陽光不夠，顏色來湊。我

們都知道顏色越深就越吸光，

光的反射性太差的話，那麼室

內也就顯得很暗。所以我建議

大家應該選用白色基調的牆

面，白色不僅能夠增強屋內的

光亮程度，而且白色歡快、輕

盈，給人一種愉悅的感覺，同

時白色也比較好搭家居配飾，

因此特別適合家庭的裝修。當

然，如果你擔心白色容易髒，

可以選用米白色或奶白色，只

要顏色光亮一點的就可以。

鏡子

鏡子能夠反光，這樣就增

強了光線的反射，同樣在室內

裝上鏡子也能起到這樣的效

果。在家中合理地裝上鏡子，

除了能提升室內的光線，同

時還能放大空間，昇華你的格

調。尤其是女生，家裡有面鏡

子，隨時隨地都能整理自己的

妝容。但是鏡子也不能裝得太

多，更不能隨便裝鏡子，在哪

裡裝鏡子這些事情一定要事先

考慮好。

瓷磚要亮

如果你的房子採光夠好的

話，那你可以用亞光的瓷磚，

但是你的房子採光不好的話，

那就用拋光的瓷磚吧。這些磚

頭就像是鑲在地上的小鏡子，

可以讓整個空間都變得明亮。

切記不能用復古的瓷磚，更不

能用黑色或褐色這種暗色系的

瓷磚裝飾客廳、臥室這些大面

積的空間。

家具

不管怎麼樣，家具是肯定

要說的，它畢竟是房子裡面最

重要的配飾。如果你的家採光

很不好，就不建議大家買暗色

系的家具或是那些實木的家具

了，不然會讓整個家庭看起來

特別的灰暗和沉重。試著換上

一張淺色、長腳，可以一眼看

到地面的桌子，光線容易進

入，陰影也會顯得比較小，房

間自然就變亮啦！

趕緊用這些方式去點亮你

的家吧！

絲巾新品

油紙傘

202, 200 Barclay Parade SW, Calgary   (403) 252-2586  (587) 719-9788
各種風格·隨心所搭·批零兼營·歡迎光臨

蕾絲扇 髮簪步搖

Zen & Accessories 
禪

美因您而中國民族風

【看中國訊】在買房

子的時候，總會因為這樣

或那樣的原因，不能買到

自己完全滿意的房子，這

也是正常的，因房子不是

自己設計的，所以難免會

有某些細節不滿意。有的

地方是可以解決，而有些

卻不太好辦。

比如採光不好這件事情就

很難辦，可能是因為樓間距太

窄，也可能是因為陽台窗戶太

低。總之，遇到採光不好的狀

況，大部分人都只好隨遇而安

了。

不過，這雖然是比較棘手

的，也不是完全束手無策，我

們可以通過幾種方式來點亮你

的家，雖然採光不好，但是

照樣也能讓家裡亮堂堂的，

快來看看是怎麼做到的吧！ 

採光不好怎麼辦

這幾招瞬間點亮你的家

(整版圖片來源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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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經》夏季養生法

《黃帝內經‧素問‧四氣

調神大論》：「夏三月，此謂蕃

秀，天地氣交，萬物華實，夜臥

早起，無厭於日，使志無怒，使

華英成秀，使氣得泄，若所愛在

外，此夏氣之應，養長之道也。

逆之則傷心，秋為痎瘧，奉收者

少，冬至重病。」

夏季是指立夏到立秋前，

即「立夏、小滿、芒種、夏至、

小暑、大暑」六個節氣。在夏季

三月，自然界呈現出一片繁榮秀

麗的景象。在這個時節裡，天地

陰陽之氣相互交通，萬物生長

得很茂盛。因應這個節氣，生活

上要晚睡早起，不要厭惡白天

太長，抱怨天氣太熱，應該使

心情保持愉快，而不輕易激動

惱怒，精神要像自然界的草木

繁盛、花朵秀麗那樣的充沛旺

盛。夏天身體陽氣旺盛，應該

要出些汗，使身體過盛的陽氣

能宣通開泄於外。天氣雖然炎

熱，也不要長時間待在陰涼之

處休息，要適當的到戶外活動，

好像對室外的環境特別喜愛似

的，這就是因應「夏長」之氣來

調養身體的原則與方法。

如果違反了這個法則，心氣

就會受到傷害，到秋天會發生

瘧疾，這是為甚麼呢？因為夏天

的「長」，是秋天「收」的基礎，

若夏天養生不當，「長」氣不足，

供給秋天收斂的能力差了，就會

發生瘧疾之類的疾病，到了冬至

時，病情就可能加重了。

老年人夏時攝養法

炎熱的夏天，人體陰氣內

藏，暑熱毒氣在外薰蒸，縱意

吹風，嗜吃冷食，容易令人產

生腹瀉的疾病。老人體弱，更

應該注意保護。像屋簷下及走

廊，不適合納涼，這種風叫「賊

風」，容易讓人產生熱毒，應

該居處在乾淨的堂室、水邊、樹

蔭等乾淨的地方，自然有清涼

之意。

每天凌晨，進食溫平順氣

的湯散一服。飲食要溫軟，不可

吃得太飽。應當喝些粟米類的

粥食，生冷肥膩之品要減少。

老人氣弱，夏天人體的陽氣在

外，陰氣伏藏在裡，以致陰弱

的腹部若受納寒冷、肥膩的食

物，容易發生腹瀉，一旦傷到正

氣，短時間之內，是難以調補

的，應予特別留意。若要吃瓜果

之類食物，應衡量身體的虛實

強弱，少許進食，主要是因為老

人若有想要吃的食物，阻撓不

讓他吃，會心生不悅，這時可以

順從老人的心意給他食物，在

他要進食時，以和順的言語勸

說少量為宜，往往能讓他嘗得口

味之後便停止進食，如果沒有

順從老人的心意，產生爭執，反

而沒有好處。

氣弱的老人，夏至以後，可

以服用一些不燥熱、平補腎氣

的暖藥二、三十服，來幫助身體

元氣的提升，像蓯蓉丸、八味地

黃丸之類。另外，可以前往潔淨

的寺院，選擇虛靜寬敞之處，拿

他所喜好的物品來愉悅他。若

累了想要睡覺，隨其心意為之，

但不可久睡，只要時時讓他稍

微歇息即可，因為夏天白日久睡

容易讓人神志昏迷。亦可延請

年高的老人同行，家話閒聊，談

論過往，自然心情愉悅，忘記炎

炎夏日的暑熱之毒了。美味的細

湯及茗茶可以時時進食，到傍

晚天氣變涼了才回到住所。

夏季食養法

夏屬火，主於長養。夏季

心氣旺盛，心主火，味屬苦，在

五行，火能剋金，金屬肺，肺

主辛，故在飲食上，宜「減苦增

辛」，以養肺氣，如：在飲食上

可多食苦瓜、綠茶之類，帶有苦

味的食品，以減少心火過盛，剋

肺金的情形。心氣過盛者，另

可將嘴巴張開，以發出「呵」氣

的方式來疏散心火，若以此方

式順調，則身體安康，反之則

陽氣不長，心氣虛乏。

夏季時，陽熱盛於外，伏

陰潛於內。在自然界地下井水寒

涼，在人體則胃腸功能下降，腎

氣相對不足，人與自然都呈現外

熱內寒之象。

《養生鏡》：「夏之一季是

人脫精神之時，此時心旺腎衰，

液化為水，不問老少，皆宜食暖

物，獨宿調養。」

《頤身集》：「夏季心旺腎

衰，雖大熱不宜吃冷淘冰雪、密

冰、涼粉、冷粥。」這裡的「心

旺腎衰」乃陽旺陰弱之意，古人

夏季食養調和身體陰陽平衡的

方法上，提倡食暖物以扶充陽

氣、獨宿調養以顧護陰液。

《養生書》：「夏至後秋分

前，忌食肥膩餅、臛油酥之屬，

此等物與酒漿瓜果，極為相仿，

夏月多疾以此。」

夏季時飲食不可過於寒涼，

過食冷飲，多食則易損傷脾胃，

使人吐瀉。胃腸功能較弱者，不

宜過食肥甘厚味之品，飲食以

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為宜。

夏季暑熱之氣外蒸，身體

的毛孔開泄，容易多汗而耗損

人體的陰液，因此多進食稀粥

是夏季補充體液體力的重要方

法，如在早、晚餐時喝粥，午餐

時喝湯，既能生津止渴、清涼

解暑，又能補養身體，如：「綠

豆粥」有清暑、健脾、解毒的作

用，適於糖尿病口渴、中暑及皮

膚瘡癤等病症患者食用。

「扁豆粥」可健脾化濕、消

暑止瀉，既可預防中暑，又能治

療中暑所致的吐瀉、食慾不振

等病症。但是食用扁豆時宜注

意，須煮至全熟，因未煮熟的扁

豆易引起頭痛、嘔吐、腹瀉、心

悸等中毒反應。

「絲瓜粥」具有清熱、化

痰、涼血解毒的功效，對熱病、

身熱煩渴、喘咳痰黃、疔瘡、癰

腫等病症，有較好的防治作用。

「荷葉粥」具有清熱解暑、

涼血止血的功效，可以防治夏

季中暑所致的頭昏噁心、腹脹

便溏、不思飲食及吐血、鼻出血

等病症。

夏季調神養心法

夏屬火，與心相應，赤日炎

炎的夏季，烈日酷暑極易損耗汗

液，而「汗為心之液」，故夏季

心氣最易耗傷。心氣耗損，則神

無所主，人易昏沉嗜睡，所以心

臟不好的人，心氣不足，在炎熱

的夏日容易心悸、胸悶、多汗、

頭暈、倦怠乏力，此時心神的

調養特別重要。平時應心平氣

和，靜心調息，做到心靜自然涼

的狀態，以免心氣損耗更甚，如

嵇康《養生論》云：「夏季炎熱，

更宜調息靜心，常如冰雪在心，

炎熱亦於吾心少減，不可以熱

為熱，更生熱矣。」

另外，夏日中午人體心氣正

旺之時，午休小睡是簡單易行

的調養心氣方法，心臟不好者，

更應確實實行。

夏日好眠小秘招

中醫認為：「陽入於陰則

寐，陽出於陰則寤。」失眠者，

多由陽不能歸於陰為多見。平時

心火過旺的人（如：思慮多、煩

躁之人），容易陽氣亢奮在上，

難以潛入陰分，以至於失眠。

這時可以用苦蕎麥皮、黑豆皮、

綠豆皮、菊花、決明子等清涼退

火的材料作為枕頭的填充物，

以清腦熱，長期使用，可以健腦

明目，促進睡眠。

夏季是指立夏到立秋

前，即「立夏、小滿、芒種、

夏至、小暑、大暑」六個節

氣。在夏季三月，自然界呈

現出一片繁榮秀麗的景象，

在這個時節裡，天地陰陽之

氣相互交通，萬物生長得很

茂盛。

文 / 吳國斌　圖 / FOTOLIA

中醫
保健夏季養生

夏季養生
需要注意
甚麼？

夏季，在飲食上可多食苦瓜、綠

茶之類，帶有苦味的食品，以減

少心火過盛。

用扁豆煮粥可健脾化濕、消暑止

瀉，既可預防中暑，又能夠治療

中暑所致的吐瀉、食慾不振等病

症。

夏季養生
調節睡眠
很重要。

用菊花、決明子等清涼退火的材

料作為枕頭裡的填充物，以清腦

熱，長期使用可健腦明目，促進

睡眠。

夏季多喝些粟米類的粥食，生冷

肥膩之品要減少。

夏季暑熱之氣外蒸，身體毛孔開

泄，容易多汗，多進食稀粥是夏

季補充體液體力的重要方法。

如有如下問題，請預約

亞省中醫師公會中醫師

湖北中醫藥大學學士

廣州中醫藥大學碩士

趙明才
亞省註冊針灸師

 年中加兩地行醫經驗； 人治療後有好評。

臨床專長：

不育不孕流產滑胎

肥胖及其相關的高血壓，高血脂和高膽固醇

耐藥性的感染性疾病（超級病毒超級細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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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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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ael Zhao

35 兩萬

城中心：弓河康復中心城南診所：MC 針灸

南趙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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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法

豬肉放進冷水鍋，開微小火，煮至
小滾冒泡，撈起，搓洗乾淨備用。蔥

切段，薑切片備用。洋蔥去外皮、蒂

頭備用。

熱油鍋，小火煸香蒜頭。豬皮朝下
入鍋，煎至豬皮焦香，加米酒，以中

火煮至米酒漸收乾。

加其他滷汁材料煮滾，加入洋蔥，
撈除浮沫，轉為小火，細火慢燉1小
時，豬肉軟透即可撈起備用。

滷肉之前先爆香，透過加熱把辛

香料的水氣釋出，激發出濃郁香

氣，滷汁香氣更加辛香，滷味料

理大大加分。

豬五花肉600g、洋蔥1個。
滷汁材料：蒜頭3粒、蔥2根、醬油1.5
杯、米酒1杯、水6杯、砂糖1.5大匙。

食材

蒜香滷肉

作法

雞翅放進冷水鍋，開微小火，煮至
小滾冒泡，撈起，搓洗乾淨。蔥切

段，薑切片備用。

熱油鍋，以中火煎雞翅至兩面金
黃。蔥、薑下鍋，煸出香氣。

燉鍋加入五香材料和調味醬料，煮
滾，加入雞翅和蔥薑，煮滾，撈除浮

沫，轉小火，細火慢燉40分鐘即可。

中國菜中的「五香」香料是中藥

材，可在中藥行買到。自己混合

五香，調配出香氣的韻味，或買

市售的五香粉皆可。

雞翅1000g、蔥2株、薑1小塊。
五香材料：八角2個、甘草1片、桂皮
4g、丁香、白胡椒。
調味醬料：醬油1杯、紹興酒1/2杯、
水3杯、冰糖1大匙。

食材

五香雞翅

作法

清理豬耳朵：熱鍋（不加油），將豬
耳朵展平在鍋裡壓烤1分鐘，表面焦
黃，用刀刮一刮，可輕鬆清除豬毛。

煮滾一鍋水，放入豬耳朵，汆燙至
熟取出，刷洗乾淨備用。

燉鍋加入所有滷汁材料，煮滾，加
入豬耳朵，煮滾，撈除浮沫，轉小

火，細火慢燉2小時，豬耳朵軟透即
可撈起備用。

沙茶含有海味食材，以沙茶醬燉

滷食材，能增添滷汁的鮮香風

味。以沙茶滷汁為基底，加些辛

香料調配淋醬亦佳。

豬耳朵1個。
滷汁材料：辣椒1根、蔥2根、米酒1
杯、水8杯、醬油1.5杯、蠔油1杯、冰
糖1.5大匙、沙茶醬2匙、大蒜3瓣。

食材

沙茶香辣豬耳

滷花生

帶膜花生浸泡水膨脹至2倍大。搓去
外膜，以滾水汆燙，瀝乾水分後放進

滷汁裡，煮滾，轉小火燉煮至花生軟

透即可。

滷蘭花干

蘭花干切塊，和蔥薑一起在油鍋煸

炒。加入滷汁，然後煮滾，小火煮5
分鐘，熄火放涼後冷藏。第二天，花

干吸飽滷汁，回鍋加熱，口感更為香

濃多汁。

滷蛋

去好殼的水煮蛋放入滷汁中，中大火

煮滾，熄火靜燜。滷汁冷卻後再放入

冰箱冷藏。燜泡的方式能縮短加熱時

間，蛋白口感更嫩，蛋黃也更加入味

好吃。

滷味料理，隨食材與滷汁搭配而

千變萬化。值得注意是，最好將

滷汁舀到小鍋裡加熱，以保持原

始滷汁的原味。

各種滷味小菜

 沙茶含海味
食材，增添

滷汁鮮香。

五香粉可市

場購買也可

自己調製。

 滷肉之前先
爆香，香氣

更濃郁。

滷料理
整版圖片：FOTOLIA

調配香料
製作滷味
香味濃郁
滋味獨特

文/邊吉 自己動手做滷味，調配出自家的滷香。







午市：Mon～Sun  11am~2pm   
晚市：Mon～Sun  4pm~10pm

Crowchild Square 
(#1B) 5403 Crowchild Trail NW

SHAGANAPPI TRAIL

JOHN LAURIE BLVD NW
CROWCHILD TRAIL NW

SARCEE TRAIL NW

53RD  STREET NW

Dalhousie
C_Train Station

SNOW PALACE RESTAURANT  

訂座電話 (403)208-3533

【
北
京
片
皮
鴨
】

傳統美食
健康演繹

擔擔麵

陳皮鴨絲羹

菠蘿鴨粒炒飯

鴨絲炒粗面 

（加餅每10張$4 加鴨料$2 生菜包加$5）    
 

ROAST  DUCK
BEIJING  STYLE

One Course      $35.95
Two Courses    $42.95
Three Courses $49.95

szechuan style 
noodles in soup

蝦餃 魚子燒賣皇 珍珠雞燒餅 流沙包 小籠包
baked sesame seed cake      shrimp dumplings     pork dumplings   mini sticky rice  steamed egg yolk 

custard buns 
soup dumplings   

午市

點心

lunch

dim
 s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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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利益，有可能會利於某種觀

點被更多人接受，也可能會阻礙

這種觀點的流行，但不直接給某

人的名譽帶來損失和生活造成困

擾。

典型的例子如喬治 ‧ 奧威

爾的小說《1984》就是影射蘇聯

的集權體制；《動物農莊》影射

的是蘇俄的共產主義革命和大清

洗，《動物農莊》裡的角色也都

是有現實原型的，比如，被革命

推翻的農場主瓊斯先生，就是沙

皇尼古拉二世；提出「動物主義

思想」的老梅傑，影射馬克思和

恩格斯；那幾頭領導動物鬧革命

的豬，雪球——影射托洛茨基；

拿破侖——影射斯大林；斯奎

拉——影射莫洛托夫，等等。

這些人之所以成為被影射的

對象，是因為他們本人和他們

所代表的觀點就構成了公共生

活；和無數人的命運發生著密切

關聯。這樣的影射不僅是應該被

包容的，甚至是深刻的、有思想

的、有助於揭示社會本質的。從

作這類影射類的作品的實際社會

功效來看，對於某政治集團內的

具體的個人，非但不是冒犯和傷

害，反而懷有很大的善意，它向

人們揭示體制對你隱瞞的東西，

事情起因於 15 年前馮小剛

導演的一部電影《手機》，講了

一個關於電視圈裡的出軌和背叛

的故事。片中的人物和故事被指

是在影射當時在央視做主持人的

崔永元，和他的同事兼接班人和

晶。總之，這樁恩怨本來是 10
多年前一樁舊案，之所以再起

波瀾是因為馮小剛正計畫推出

這部電影的續集，片名叫做《手

機 2》，於是觸動了崔永元的舊

傷。范冰冰是演員為甚麼也被

捲入了呢？是因為她在社交媒

體上發了幾張照片，說自己出

演《手機 2》心情很好、很開心

之類的，於是崔永元感到這是一

種示威和冒犯，就揭發了范冰冰

簽陰陽合同逃稅的事。所謂「陰

陽合同」就是演員和製片方簽兩

份合同，一份片稿低的合同是假

的，是給稅務部門報稅用的；另

簽一份片酬高得多的合同作為真

實支付的依據。崔永元披露某合

同，小合同的金額是 1000 萬人

民幣 ( 以下同 )；大合同的金額

是 5000 萬，實際出演 4 天拿了

6000 萬，這才是引發輿論大譁

的爆破點，目前稅務機關已經表

示介入調查。

在互聯網上，支 持崔永

元的聲音大於反對，關鍵在

於他披露出陰陽合同這個娛

樂圈潛規則，也有人跟進，

指陰陽合同的操作手法不僅

在影視圈，在足球圈也成為 
慣例。

首先對這件事過程的是非曲

直我們這裡不做評判，因為我們

得到的信息是有限的，不足以把

當事人貼上任何標籤。我這裡

想分析的問題是：首先，崔永

元就算被人影射，這種影射行

為——以某個人為原型，再加

之以虛構的故事，在文藝作品

裡是不是可以被容忍的。這也

是崔永元在接受騰訊採訪的視 
頻裡重點想澄清的：人家說

川 普 都 可 以 被 影 射、 被 諷

刺，你作為小了幾號的公眾人

物，被影射一下又怎麼了，

用得著這麼上綱上線、怒不

可遏嗎？崔永元認為這是對他

和他家庭的傷害，是不能被 
容忍的。

那麼導演馮小剛、編劇劉震

雲有沒有這個創作自由，去影射

他崔永元呢？這是我們判斷整件

事最基礎的出發點。請大家注

意，我這裡的一貫原則是：只要

我們一談到自由，就要區分其應

用範圍，是在公共領域，還是在

私人領域。自由是在公共領域才

講的，影視創作是一種表達方

式，表達自由也是在公共生活領

域才成立的。說到影射這事—創

作者故意讓讀者或觀眾把作品中

的故事和人物，和另一個現實中

存在的對象建立起直接聯想，這

事是否合理，首先我們要看他所

影射的對象是某個歷史事件、某

種公眾觀點、某個政治團體或黨

派，還是有血有肉的活上世上的

某個人。如果是前者，那它符合

表達自由是沒問題的，它只是作

者參與公共生活、塑造公眾意見

的一種方式，你影射某個歷史事

件和政治團體，影響到的政治層

告訴你某些對你重要，但是之前

又沒人告訴你的真相，鼓勵你獨

立思考。這種影射的電影、小說

是太少了，而不是太多了。

但顯然馮小剛的電影《手

機》不具備這樣的意義，其實際

功效更多的是帶給被影射者生活

上的困擾、名譽的損失、家庭的

傷害。而且馮導的動機我們雖然

不能去裁判它，但至少可以說並

不單純，因為同樣類型的故事你

可以從央視裡找到很多原型，比

如，央視前台長李東生和女主持

人的關係；周永康和某幾位女主

播的關係；前最高檢察院檢察

長、現任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曹

建明和某位知名女主播的關係等

等。這些人你為甚麼不去影射影

射呢？拿崔永元說事，是不是因

為這樣做的成本、風險小而收益

高呢？他又是名人，影射他有票

房號召效應，同時又不會惹太大

的麻煩。這當中避免不了有成本

收益的算計，算計中獲益的是導

演、編劇、製片方等人，但是以

崔永元的名譽、家庭受到損傷為

代價，不能說是善意的吧！

但即使這樣，我們仍然不能

說《手機》這部電影就不符合表

達的自由，馮導和編劇也完全可

從崔范大戰說說影射與自由
以說：我們這就是個虛構故事，

沒有指名道姓是崔永元，何必對

號入座呢？這裡就是我要強調的

重點：雖然哪怕是這樣的電影也

符合表達自由，制止自由被濫用

不僅是法律的責任，更是輿論和

道德的責任。如果這種電影出

來，受到公眾一致的批評，認為

不負責任的影射對某個無辜的

人，他的家庭造成了傷害，如果

有這樣強大的批判聲浪，有電影

圈同仁們的抵制，我想馮導也不

會有衝動再拍它的續集吧？可在

實際中發生的是人們的追捧、獵

奇、津津樂道，對某些潛規則下

的艷遇充滿了妒嫉式的嚮往；結

果是票房的大熱，是同行們的讚

許，那當然馮導們就有再拍續集

的衝動。

崔永元反擊戰有太多情緒化

的內容，他的做法是否合適？有

很多爭論，但是揭露出陰陽合同

這事我認為應該肯定，就算有情

緒也不應該因人廢言，曝光潛規

則是於社會有益的。在這件事上

我們不應該把眼光集中在范冰冰

是不是成了靶子，是不是被無辜

波及上面。我有一大困惑是，陰

陽合同這事為甚麼會存在呢？因

為從邏輯上講，你范冰冰不可能

對同一部電影，簽字接受兩個不

同的片酬啊。其結果只能是兩份

合同都無效，低片酬那份合同無

效是因為它本身就不是你們約定

的數額；高片酬的合同之所以也

無效，是因為它是以違反法律逃

稅的目的被炮製出來的，違法的

契約本身就無效。你說合同金

額是 6000 萬，回頭製片方反悔

了只給你 3000 萬，你也沒法拿

這 6000 萬的合同去告他，因為

之前你還有一份合同願意只拿

1000 萬呢！

這說明甚麼？司法和稅務系

統之間有巨大的鴻溝。法院看到

的合同金額是 6000 萬，它依據

這個來判案。而稅務局看到的合

同是 1000 萬的，按這個徵稅，

看起來他們之間是不通氣。可接

下來的問題是，他們之間是真的

互不通氣被陰陽合同欺騙了呢？

還是假裝不知道，默認潛規則？

要是假裝不知道，這中間是不是

又有大量利益勾兌的，潛規則的

潛規則呢？這是崔永元反擊戰牽

扯出的更深沉的問題。

文 / 文昭 
圖 / Getty Images

崔永元 （左）

范冰冰

馮小剛

        今天說中國大陸很熱的一個
話題，就是崔永元爆料，炮轟馮

小剛和范冰冰的事。但還是先簡

單介紹一下這個衝突的由來。

柯 瑞（Stephen Curry） 日

前在 NBA 總冠軍賽第二戰中，

多次演出高難度的三分球，總計

17 投 9 中，一舉刷新總冠軍賽

最多三分球紀錄，同時創下總冠

軍累積最多三分球紀錄。

柯瑞在第四節幾度上演各種

誇張的進球，全場拿下 33 分，

包含九記三分球，讓克里夫蘭騎

士隊措手不及，雖然詹皇仍拿下

29 分、9 籃板、13 助攻的準大三

元成績，但仍無力回天，騎士將

帶著 0：2 落後的局面回到主場。

總冠軍賽單場三分球紀

錄 是 艾 倫（Ray Allen） 在

2010 年決賽面對湖人的第二

戰所創下，當時艾倫投進 8
記三分球。而包括：柯瑞、

厄 文（Kyrie Irving）、 格 林

（Danny Green）、皮本（Scottie 
Pippen）、艾倫、史密斯（J.R. 
Smith）、 米 勒（Mike Miller）
和 K. 史 密 斯（Kenny Smith）
都曾有過單場 7 顆三分球的表

現，其中柯瑞一人就有 3 次這

種表現，居所有球員之冠。加

上這 9 顆三分球，柯瑞在總冠

軍賽中，累積已經轟進 85 顆

三分球，超越詹姆斯（LeBron 
James）的紀錄，獨居史上第一。

柯瑞9記三分球
破紀錄 

芮妮是一位缺乏自信，處處

碰壁，連去健身房運動都被人投

以異樣眼光，更別說排隊結帳容

易被忽略。在一次意外撞傷了頭

後，一向被自己肉肉身材困擾的

她，忽然變得超有自信，從此深

信自己魅力無法擋！有點瞎的狂

自信竟換來了同行與同業的刮目

相看，也因此讓她爬上了化妝品

公司的決策位置，更得到了她的

偶像（也就是她的成功女強人

老闆）的尊重。  然而最終，芮

妮隨著傷勢恢復，開始意識到自

信魔法悄悄解除，但經歷了這段

從魔幻跌入現實的過程，她開始

瞭解到真正的美麗，不只是外表

的顯現而已……

在愛情事、業兩得意後，自

信過頭的她居然在團體聯誼大吐

姊妹的槽。

在這之後，她又因為另一場

意外，失去超級自信的感覺，沒

有自信，也沒有姊妹的支持，她

又變回了原本那個畏畏縮縮的女

生。芮妮因為對公司的責任感決

定劫持發布會現場，卻意外發現

有自信和沒自信的自己，其實根

本長得一樣，進而發表一段能量

滿點的談話，告訴大家不應該讓

自己的樣子被社會框限住，不需

要沒有自信，轉念讓自己的生活

開心，為自己而活。「感覺」是

非常主觀的概念，生活中任何大

小事只要感覺對了，似乎都能夠

朝著正向前進。

艾米．舒默 米歇爾．威廉姆斯 艾迪．布恩特湯姆．霍珀

文 / 周明真

自覺美麗 I Feel Pretty

艾米．舒默、米歇爾．威廉姆斯、湯姆．霍珀、

艾迪．布恩特

影片

主演

故事

導演

芮妮．班尼特（艾米．舒默飾）一直因為缺乏安

全感而感到困擾。然而，一起意外過後，她開始

相信自己是這世上最美的女人。

Abby Kohn、Marc Silverstein
電影
隨記《自覺美麗》

I Feel Pretty

智慧告訴自己 我其實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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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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祝遊

第三天 
伊斯坦布爾 >開塞利 > 格雷梅 

Istanbul > Kayseri > Goreme

多瑪巴赫切宮(Dolmabahce Sarayi)，建於

19世紀中葉奧斯曼帝國時期，但卻是巴洛克和

新古典主義風格相融合的一座皇宮，也被稱為

“新宮”。坐落在博斯普魯斯海峽歐洲部分的

沿岸，建築群沿著海峽綿延600米，占地1.5萬

平方米，房間285間，大廳43間，氣勢恢弘，顯

示出曾經奧斯曼帝國的輝煌與富庶。

新宮的后宮建築相對老皇宮更加氣派和豪

華。內部珍寶令人目不暇接，豪華的水晶燈、

象牙、黃金製品比比皆是。其中有世界上最大

的4500公斤重的水晶吊燈。浴室和衛生間全用

白色大理石鑲嵌，所有門窗都由優質木材精雕

細刻。整個建築工程耗費500万奧斯曼金磅，相

當於35噸黃金，有14噸黃金用於製成金箔裝飾

宮殿的天花板。還有分布在大廳和各個房間的

名家名畫，非常值得欣賞。

另外皇宮門口的站崗衛兵也是吸引遊客眼

球的亮點，他們高大威武，紋絲不動，以至於

很多人誤以為他們是雕像。

多爾瑪巴赫切宮

 DOLMBAHCE PALACE

從大巴扎步行15-20分鐘，來到俯

瞰金角灣的高台之上，便可到達蘇萊

曼清真寺。這是奧斯曼帝國鼎盛時期

的君主蘇萊曼大帝所建造的清真寺，

設計者是土耳其第一建築師錫南。

蘇萊曼清真寺是土耳其伊斯坦

布爾市內的第二大清真寺。宏偉的建

築群建在復雜和陡峭的第三山丘上，

使用了出奇的建築方案，將山丘和周

圍的街巷結合到一起。這裡還被稱

之為奧斯曼帝國“最富麗堂皇的紀 

念碑”。

清真寺以其內部的裝飾華美而著

稱，尤其是建築所使用的16世紀生產

的彩色玻璃，陽光投射進來的時候，

堪稱勝景。清真寺內還有蘇萊曼大帝

和妻子的陵墓，旁邊還有偉大設計者

錫南的墓，這位建築師一生共參與了

400座建築物的設計。

土耳其在歷史上從不是以吃

魚而聞名的民族，一直以來的游

牧生活更沒有使他們養成吃魚的

習慣；但伊斯坦布爾優越的地理

位置，使得這裡的居民可以享用

到新鮮魚肉。

烤魚時一般都不加任何佐

料，上桌以後自己可以按口味擠

上檸檬汁、撒上胡椒鹽。值得一

提的是，無論是在路邊大排檔還

是餐館，店員都會熟練地幫客人

剔除魚骨。

伊斯坦布爾吃烤魚的地方集

中在金角灣的加拉太大橋附近，

以及塔克西姆廣場附近的步行 

街上。

Shoestring Cave Hotel酒店位於格雷梅

鎮（Goreme），坐落在火山岩雕鑿而成的

建築內，共有23間房，每間客房都擁有極簡

主義風格的裝飾，配有中央供暖設備，而在

夏季則自然涼爽。

對於想要捕捉格雷梅城市風采的旅客

來說，舒斯特靈洞酒店(Shoestring Cave 
House)是一個理想的選擇。包括Shooting 
Star - Rose's Art studio、Hot Air Balloons in 
Cappadocia by Bonita Tour和Cappadocia 
Bike都在近距離內，入住酒店的旅客在該地

區遊覽會很方便。酒店鄰近多個熱門旅遊景

點，包括Uchisar Castle、愛情谷和烏奇薩

要塞，旅客可以將行程安排的更加緊湊。

旅客可以在酒店的西餐廳中挑選自己喜

愛的風味美食。在餘暇時間，可以選擇去酒

店的酒吧喝上一杯飲料，驅走所有的疲憊。

美食攻略

FOOD GUIDE 烤魚
(Balik Izgara)

宿：舒斯特靈洞酒店 Shoestring Cave House

蘇萊曼尼耶清真寺

SULEYMANIYE MOSQUE

格雷梅最熱門住宿之一

SHOESTRING CAVE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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