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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佳節喝雄黃酒，看

龍舟—極易聯想到的民間

故事《白蛇傳》，白娘子就

是喝了雄黃酒漏出了白蛇的

本相，引發了丈夫許仙的糾

結，後來才發生了與法海一

戰中的水漫金山寺。這裡就

端午節這個中華傳統佳節

之際，探討傳統文化中，白

娘子、許仙和法海的故事中

深藏的另一層意義。

文 / 軼飛  圖 /看中國圖庫       

後世的人們越來越傾向於歌

頌白蛇對愛情的忠貞，而倒楣的

和尚「法海」則成了世人嫌棄、

嘲笑甚至痛恨的對象。

白娘子

故事中寫道白蛇是為了報恩

才嫁與許仙，且表現得似乎頗重

形；職是之故，白素貞才不至喝

了三杯雄黃酒便撐不住現出原

形。在《聊齋誌異》這本集狐黃

白柳之大成的故事書中，男主人

翁因與狐仙花精結合而導致形容

枯槁的例子比比皆是，說人們對

這種現象的認知傳承已久。

法海幾次規勸許仙，希望能

夠救度於他；儘管許仙執迷不

悟，法海也不能允許狐黃白柳在

人間做惡，鎮妖除魔，慈悲眾生

是其本意。而芸芸眾生，為甚麼

法海幾番被拒絕被辱罵，卻未曾

放棄解救許仙呢？

許仙

如果許仙只是個尋常的白面

書生，碰巧被路過的法海從妖精

手上救出來，那故事的重點只是

「正邪較量」罷了，可是許仙的

根基相當不錯。也就是說許仙具

備著很好的修煉底子，所以法海

相中他作徒弟；而且撐著油紙傘

的他，也被得了靈氣的白蛇在芸

白娘子與法海
情意，然這畢竟是作者為取悅讀

者，好吸引讀者跟著故事走下

去。其實，在故事中白蛇和青蛇

的魔性仍表露無遺，例如，她們

為使許仙的藥鋪生意興隆，不惜

毒害無辜的善良百姓。又如水漫

金山寺一節，人們往往只注意白

蛇與法海的爭鬥，卻忽略了水能

漫過高高在上的金山寺，那麼錢

塘的黎民百姓豈不都在澤國水鄉

了？為了一己之私，無視人類死

活，白蛇的殘忍魔性顯露無遺。

法海

人們不滿意法海一見面就勸

許仙出家，卻不知許仙這樣的修

煉機遇可能是幾世因緣才促成，

法海和尚如果不幫助許仙，那才

是「有虧職守」呢！法海說許仙

臉上有妖氣，就是因為他和白蛇

在一起。在中華傳統文化中認

為，動物與人類結合是為了吸取

人體精華，使自己能夠修成人

芸眾生中一眼就看中，這都證明

了許仙不是個普通人。只可惜，

只靠先天的根基是修不成道的：

他明知老婆是蛇精，仍然沉溺於

情慾當中不能自拔，更怪罪一心

救度他的法海是在拆散夫妻。

傳統佳節

在閒談間稱許「人間愛情」

是無可厚非的。但是，中國近

現代文人們，還自認為思想開

放，要以新思維解讀古傳統，

刻意忽略中華傳統文化中的深

邃含義，甚至扭曲了傳說的本

意，《白蛇傳》可以說就是一個

典型的例子。

值得慶幸的是，幾千年來傳

統節日，將古神州的半神文化代

代相傳。比如端午節最重要的兩

項活動——競渡和吃粽子，都和

龍有關。後世人仍可在紛亂的現

代學說意識中，探詢個體生命、

民族國家的存在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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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註釋 譯文

賞析

程 顥， 字 伯 淳， 號 明 道

(1032-1085) 。世稱明道先生，

北宋洛城伊川人，程顥與其弟

程頤，皆理學大師，世稱「二

程」。死後追封「豫國公」，配

祀孔廟。 

﹙ 1 ﹚月陂：指月光下的

陂堤。陂讀作「坡」時，是指高

低不平的地方。讀作「皮」時，

就作蓄水池或水邊來解釋。

﹙ 2 ﹚中天：半天，形容

很高的意思。

﹙ 3 ﹚聊為：姑且作為。

﹙ 4 ﹚重陪：再度陪伴。

月光下，我們在陂堤上四處

閒逛，北邊有一座矗立半空的百

尺高台。眼前的景物已隨著秋天

的到來改變了它的形影，那麼就

先喝上一杯姑且作為迎接晚涼的

開端吧。水中的雲影與天上的白

雲悠閒地相互映照著，林下的流

泉聲雖然微小，但是只要心緒寧

靜它自然就會傳送過來。那些變

化無常的世間事又何必計較呢？

只要遇到好的節日我們就相約再

聚吧。

遊月殿
程  顥

yóu yuè diàn

chéng hào

běi  yǒu zhōng tiān bǎi chǐ   tái

lín  xià quán shēng jìng zì   lái

北有中天百尺臺。

林下泉聲靜自來。

yì     zūn liáo wèi wǎn liáng kāi

dàn féng  jiā   jié  yuē chóng péi

一樽聊為晚涼開。

但逢佳節約重陪。

yuè  pō     tí  shàng sì    pái  huái

shuǐ xīn yún yǐng xián xiāng zhào

月陂堤上四徘徊，
wàn wù    yǐ    suí  qiū   qì    gǎi

shì    shì  wú  duān hé    zú    jì

萬物已隨秋氣改，

世事無端何足計，

水心雲影閒相照，

程顥的弟子朱光庭在汝州聽

明道先生講學，聽了一個多月才

回家，逢人便說老師講學的精

妙。他說 : 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

月。這是「如沐春風」的由來。

程顥與其弟程頤共同為宋

代理學奠定了基業，「新儒學」

的真正成立源自程氏兄弟，世

稱「二程」。他們是周敦頤的學

生，邵雍的晚輩，張載的姻親。

因二程兄弟長期在洛陽講學，故

世稱其學為「洛學」。

程頤，為人嚴肅方正，後世

所謂「道學臉孔」便由他而來。

北宋進士楊時，曾拜程顥為

師，後又師從程頤。有一次，楊

時與學友游酢因對某問題看法不

同，前往求教程頤。到他家時，

天降大雪，先生正閉目養神。楊

時二人不願驚動老師，風雪雖

大，不為所動毫無退縮之意，就

在門口靜候。程頤醒時，楊時與

游酢仍立於雪中，積雪已一尺多

厚了。此乃「程門立雪」典故的 
由來。

程顥畫像

1
文/李青城

至聖先師孔子教授了很多做

人的道理，他如何看待人的構成

呢？孔子在注解《易經》中提到：

「精氣為物，遊魂為變。」也就

是說，從物質層面看，孩子的身

體是父母精血之氣結合，而精神

層面，卻是自由的靈魂投胎而

來。如果能理解與孩子之間，超

越血肉關係外，還有更深層的精

神聯繫，媽媽們可能會更加理解

孩子為甚麼會來到自己的身邊，

作為孩子的守護者，媽媽應該如

何幫助他們達成人生的夙願。

媽媽的胎夢

很多媽媽都有過胎夢的體

驗。中國老輩人說胎夢是孕媽做

母愛是人類一切情感中最

深切的一種，也是最無私偉大的

愛，母親可以為孩子付出自己擁

有的一切，甚至生命。人間的愛

幾乎全都指向團聚，而母愛卻指

向分離。母親把孩子帶到人世，

卻要把他們養育成能夠獨自走

向世界的人。然而，很多媽媽覺

得孩子是媽媽身上掉下來的一塊

肉，把孩子看作是自己的附屬，

喜歡控制和支配孩子，怕孩子吃

苦而要為他們做一切，孩子受到

委屈和傷害就心如刀絞。結果無

私的母愛變了味道，自己和孩子

都活得十分辛苦。

上天送給媽媽的禮物

的靈魂投胎的夢，都發生在嬰兒

誕生前幾週之內，夢到凡間或仙

界的動植物、金銀珠寶、神仙或

人、甚至星宿等，或投入自己懷

中、或進到自己家裡、或被自己

撿起。夢醒後，夢中的景象仍歷

歷在目。

古人認為胎夢預示著胎兒

將成為甚麼樣的人。 《詩 · 小雅 ·
斯干》說：「吉夢維何？維熊維

羆。」、「大人占之，維熊維羆，

男子之祥。」古人通過占卜，得

知夢見熊是生男孩的吉兆，後來

「夢熊」就成了生男孩的頌語，

演變出成語「夢熊有兆」。 《周

公解夢》中對胎夢進行了種種注

解，比如，夢到龍是孩子富貴的

表徵；夢中看到龍角表示生兒

子，看到龍尾或抱住龍身則是生

女兒。

史籍中也記載了很多名人母

親的胎夢。中國歷史上最神武的

將軍岳飛的母親臨盆前不久，夢

見大鵬鳥停在自家屋頂上，父親

岳和預見到要出生的是個兒子，

將來會有高遠的志向，為他取名

「飛」，字「鵬舉」。果然岳飛

心懷大志，要保大宋江山免受刀

兵踐踏，要救大宋子民免於生靈

塗炭。文韜武略的岳飛帶領宋軍

徹底扭轉了敗局，卓越的戰績使

民間認為他是「大鵬金翅明王」

轉世。平民出身的岳飛雖然被奸

佞殘害，最終被昭雪後賜諡號忠

武，封鄂王。

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詩人李

白的母親的胎夢則奇妙浪漫。李

白的族叔李陽冰在《草堂集序》

中記載，一個朦朧的黃昏，李白

母親夢到長庚星入懷，之後誕下

男孩。金星古稱太白金星，黎

明見於東方叫啟明星，傍晚見

於西方稱長庚星。父親為他取

名「白」，字「太白」。星空似

乎與他的生命來源有著密切的聯

繫，是他靈感的源泉。李白對於

星空月夜情有獨鍾，創作了無數

浪漫的詩篇，有的詩篇落款為

「長庚李白」。 「聖人」一詞不

足以描述這位偉大詩人的文學成

就，後人認為他是「長庚星精」

下凡，敬稱他為「詩仙」。

一百多年前西方出現了一個

學科叫「超心理學」，使用近現

代科學手段對超自然現象進行研

究。一些科研機構做過實驗，用

儀器監測孕婦，發現總是在嬰兒

出生前的一段時間內，有一個光

亮的東西進入孕婦體內，研究者

認為這是靈魂進入嬰兒的身體。

催眠術是西方正統心理學的

一種研究方法。催眠師對病人進

行深度催眠，引導他們通過夢境

的經歷，講出自己前世或轉生時

的過程。催眠師們認為人類睡著

時，肉體的大腦休息時，意識才

能自由活動，能接收到靈界發來

的信息，就是說夢境是靈界與現

實世界的溝通渠道。所以準媽媽

們在嬰兒降生前不久夢到胎夢，

這大概就是那些小生命們提前在

夢境中與媽媽溝通。

*   *   *
不只是媽媽們能從夢中感受

到孩子的靈魂的到來，很多孩子

們也記得他們是怎麼來到媽媽這

裡，而且非常的詳細。日本婦產

醫生池川明根據自己的研究寫

下《在雲彩上看到媽媽時》和《媽

媽，我是為妳而來的》，池川明

在書中記錄了很多兒童對出生前

的記憶的醫學實例。（待續）

Fotolia

註釋

〈1〉天地玄黃是形容在遠古

地球剛誕生時的景象。那時候新

的天體正在組成，天地之間一片

渾沌熾熱。天空因大氣燃燒而赤

黑又變化莫測，所以稱之為「天

玄」。大地因燃燒而變得焦黃，

所以稱之為「地黃」。

古人把頭頂上諸星羅列的空

間稱為「天」，也把神靈所住的

地方稱為天，因此對於「天」是

非常敬畏的。

「地」就是人類所居住的地

球，太陽系九大行星之一。是供

給眾多生命物資的地方。

「玄」；黑中帶赤的顏色稱

之為玄，後來多指黑色。又作深

奧微妙難測解釋，如《老子》「玄

之又玄，眾妙之門」。

「黃」；顏色的一種，與紅、

藍合稱三原色。「黃」也是中國

的大姓；「黃帝」是中華民族的

共同始祖。

〈2〉宇宙洪荒是說那個時候

的地球有很長一段時間被洪水所

淹沒，到處顯得荒蕪淒涼。

「宇」是古人形容無限廣大

的空間，指上、下及東、南、

西、北四方。

「宙」古往今來，指時間。

「宇、宙」兩字合起來，有無

限大空間與無限長時間的含意。

「洪」就是「大」的意思，做

為名詞時作「大水」解。「荒」

就是雜草滿地，凡沒有或不能栽

種任何作物的土地就稱為荒地。

譯文參考

在地球剛誕生的時候，地球

的四周被渾沌不清、變幻莫測的

赤黑色氣體所包圍，而大地則是

枯黃的一片。到處都是大水，舉

目所見一片荒涼。

千字文
tiān   dì  xuán huáng yǔ zhòu hóng huāng

天地玄黃， 宇宙洪荒。

【看中國訊】原意為年老信

佛，以求保佑，有臨渴掘井之

意。後因稱平時無準備而事急時

倉猝張羅為「臨時抱佛腳」。

臨時抱佛腳這句俗語是東漢

時由外族人傳入中國的。

古時候，在雲南的南面有一

個外民族建立的小國家，這國家

的民眾都是信仰釋迦牟尼的佛教

徒。有一次，一個被判了死刑的

罪犯在深夜掙斷了鎖鏈和木枷越

獄逃跑了。第二天清晨，官府發

現後即派兵丁差役四處追捕。那

個罪犯逃了一天一夜後已精疲力

竭，眼看追兵已近，他自知難以

逃脫，便一頭撞進了一座古廟。

這座廟宇裡供著一座釋迦

牟尼的坐像，佛像高大無比。

罪犯一見佛像，心裏悔恨不

已，抱著佛像的腳，號啕大哭

起來，並不斷用磕頭表示懺

悔。這個罪犯一邊磕頭，一邊

嘴裡不停地說：「佛祖慈悲為

懷，我自知有罪，請求剃度為

僧，從今往後，再也不敢為非

作歹 !」不一會兒，他的頭也

磕破了，弄得渾身上下都是 
鮮血。

正在這時，追兵趕到。兵丁

差役見此情景，竟被罪犯的虔誠

信佛、真心悔過的態度感動了，

便派人去稟告官府，請求給予寬

恕。官府聽後，不敢作主，馬上

稟告了國王。國王篤信佛祖，赦

免了罪犯的死罪，讓他入寺剃髮

當了和尚。

後來，當這個國家的一些和

尚到中國傳播佛教時，將這個

故事及因故事產生的「臨時抱佛

腳」的俗語帶入了中國。

臨時抱佛腳

【成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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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day, Confucius was 
reading the book Yi (also 
called Zhou Yi or Yi Jing 
and translated as The Book of 
Changes). He heaved several 
sighs when reading the chapter 
that dealt with predictions of 
bad or good luck. Zixia, one 
of his students, noticing him 
sighing, approached and asked, 

“Teacher, why did you sigh?”
Confucius  rep l ied ,  “ I 

enlightened a lot from the 
wisdom in the Yi. It told me 
that people who perceived 
insufficiencies in themselves 
wi l l  receive benef i t s  and 
conceited people will face 
difficulties. That’s why I 
sighed in admiration.”

Zixia asked, “Can they 
not receive benefi ts from 
studying?” 

Con fuc i u s  an swe r ed , 
“No. The heaven's laws would 
not allow such a success to 

be long lasting.” Confucius' 
words mean that success can be 
fleeting. If people study hard 
and with a humble attitude, they 
are likely to learn more. But if 
they are not humble in seeking 
knowledge, even if they realize 
their own shortcomings, no 
amount of knowledge will do 
them any good.

Confuc ius  con t inued , 
“When Yao  became  the 
emperor, he still treated others 
with respect and humility, 
and was strict with himself. 
His country was stronger 
after a hundred years and his 
merits are known even today. 
Kunwu (a chieftain of the Xia 
Dynasty) regarded himself as 
infallible. When he reached 
the highest position, his greed 
continued, and soon he fell. 
Today, people have even more 
hatred for him. Isn’t this 
proof of harm and benefit? A 

humble attitude is the key to 
maintaining one's position.

Everything goes in cycles. 
When the sun is at its brightest 
at noontime, it is also when 
it begins its decline. When 
the moon is full, it is about to 
start on its way to becoming a 
crescent.

A sage should not become 
arrogant .  When there are 
three people in a carriage, he 
should step out and let the 
others ride. If there are two 
people, he should be courteous 
and respectful to the other. 
He needs to be willing to 
adjust his behavior to suit the 
situation, and only thus would 
he be a sage for a long time.”

Zixia listened carefully 
to Confucius’ lecture and 
said, “Good! I will 
remember what you 
taught me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In  h i s  book  Vi r tuous 
Stories, Li Yuangang (960 
– 1279 AD) from the Song 
Dyn a s t y  r e c o r d e d  many 
historical stories of virtuous 
people. Here are two of them.

1. Yang Xie Did Not Mix 
Public Affairs with Personal 
Issues

Minister Yang Xie (980 
– 1048 AD) was appointed to 
direct the Institute of Official 
Examinations. Li Yuanhao 
(1003 – 1048 AD, who later 
became Emperor Jingzong of 
Western Xia) wanted to seek a 
peace agreement with the Song 
Dynasty rather than become a 
vassal to it.

Yang Xie suggested to 
the Emperor, "We have sent 
troops to f ight with them 
every year. Now the state is 
quite financially stressed. Why 
don't we write to him, accept 
his request, and find ways to 
conquer him later?"

Censorates Ouyang Xiu 
and Cai Xiang each submitted 
a report recommending that 
Yang be impeached. They 
criticized Yang, a high-ranking 
official, for failing to find the 
means to suppress the enemy 
and, instead, supporting Li 
Yuanhao's request to not accept 
vassalship. They suggested 
that Yang be executed for this 
"wrongdoing."

Y a n g  X i e  w a s  v e r y 
regretful and asked to be 
demoted and sent to Yuezhou, 
a remote town, as a local 
o f f i c i a l .  O n  h i s  w a y  t o 
Yuezhou, his appointment 
was changed to be a local 
official in Hangzhou, a much 
larger region. At that time, Cai 
Xiang also happened to arrive 
in Hangzhou to welcome his 
parents. Cai didn't return to the 
court on time, because he went 
sightseeing for pleasure.

S o m e o n e  s u g g e s t e d 
to Yang Xie, "Ca i  X ia ng 
once  r e com mended  you r 
execution. Now he has failed 
to act properly and is deceiving 
the Emperor. Why don't you 
report him to the Emperor ?"

Yang  answered ,  "Ca i 
Xiang attacked me over a 
public issue. He did so in 
an open and fair  manner. 
How could I seek revenge by 
exposing his private affairs?"

2. Zhao Bian Did Not Put 
His Personal Interests before 
the Public Interest

During the Zhihe Period 
of the Song Dynasty (1054 – 
1056 AD), Fan Jingren was 
appointed the Remonstrance 
Official. His responsibility was 
to offer advice to the Emperor. 
Zhao Bian was appointed to 
the Censorate, a supervisory 
agency  in  anc i en t  Ch ina 

that monitored government 
o f f i c i a l s .  They  once  had 
a  ser ious  conf l ic t  over  a 
government issue, and Wang 
Anshi noticed it.

L a t e r ,  W a n g  A n s h i 
became the Prime Minister 
during the Xining Period (1068 
– 1077 AD). He didn't like Fan 
Jingren and often bad mouthed 
Fan in front of the Emperor. 
One day he told the Emperor, 
"You may find out more about 
Fan's character from Zhao 
Bian."

Af te r  some t ime ,  the 
Emperor asked Zhao Bian, 
"Tell me what you think about 
Fan Jingren." Zhao replied, 
"Fan is a loyal official. He is 
not a flatterer or underhanded."

The Emperor then asked, 
"Why do you say that?" Zhao 
replied, "In 1056, Emperor 
Renzong was in poor health. 
Fan was the first to suggest 
to Emperor Renzong that he 
appoint his successor so as to 
stabilize the state. Wasn't that 
a loyal act?"

 The Emperor agreed.As 
Zhao was about to leave the 
imperial court, Wang Anshi 
asked him, "Don’t you once 
have a conflict with Fan?"Zhao 
replied, "Whatever I say is in 
the public interest. I would not 
dare put my personal interests 
before the public interest."

宋代的李元綱，在他的《厚

德錄》中，記述了不少美德史

實，現選取兩則如下：

一、楊偕公私不混

侍郎楊偕主持審官院的工

作時，西夏李元昊請和而不稱

臣。楊偕對皇上說：「我朝連年

出師，國家財力緊張。不如去封

信表示同意，慢慢的想辦法消滅

他」。

諫官歐陽修、蔡襄分別上奏

章彈劾他，說楊偕的職務是從

官，不考慮為國家討賊，卻支持

元昊不稱臣的請求，他的罪該

殺。楊偕深感不安，要求去做越

州知州，中途改為杭州知州。當

時正好蔡襄來到杭州迎接雙親，

卻隨便到街市上去遊玩。

有人對楊偕說：「蔡襄以前

說你該殺。他現在欺騙皇上，不

幹正事。為甚麼不把他的行為上

告朝廷？」

楊偕說：「蔡襄當時是因公

事攻擊我，他是正大光明的說

事。我現在怎麼可以因為私事，

而去報復他呢？」

二、趙汴不敢以私害公

宋代至和年間，范景仁當諫

官，趙汴為御史，他們倆人，在

議論一件公事上，發生爭執，有

了矛盾。此事，王安石看在眼裡。

到了熙寧年間，王安石執

政。王安石內心怨恨范景仁，多

次在皇上面前說范景仁的壞話。

有一天，他對皇上說：「只要一

問趙汴，就知道范景仁的為人。」

過了一些時日，皇上便問趙

汴：「你講講，范景仁的為人怎

麼樣？」趙汴回答說：「范景仁是

個忠臣，不是諂媚陰險之徒。」

皇上問他：「你怎麼知道

范景仁是忠臣？」趙汴回答說：

「嘉佑初年，仁宗身體不好，范

景仁首先請求立皇嗣，以安社

稷。難道這不是忠嗎？」

皇上覺得趙汴講的話有道

理。趙汴退朝出來以後，王安石

問趙汴：「你不是和范景仁有矛

盾嗎？……」趙汴說：「講話得

出以公心，我不敢以私害公！」

不以私害公 Two Ancient Stories About Righteousness

有一天，孔子讀《易》（又稱

周易、易經），讀到損卦、益卦

時，就接連發出了感嘆的聲音。

子夏聽到後，便起身離座，問

道：「老師，您為甚麼而感嘆呀 ?」
孔 子 回 答 說：「我

從易經中的損卦、益卦

裏，受到很大的啟發：

那些自認為不足的人，

會得到補益；而那些自

滿狂傲的人，便會有損

壞。我因此而感嘆。」

子夏問：「那麼通過學習，

就不能得到補益嗎 ?」孔子說：

「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

也！這句話的意思是：不能這麼

講！上天的規律即宇宙的法則

是：成功了的好事情，未必能夠

長久。那學習的人，如果是以謙

虛的態度，來接受知識，就會有

所得。假若不懂得採取謙虛的態

度，就是自認為不足，那麼天下

的好言論，就不能進入他的耳朵

和心中了。從前，唐堯登上天子

的高位，仍然恭敬虔誠的來自

律，用謙虛恬靜的態度，來對待

臣民，所以他的事業，經過百年

而更加興盛；他的德澤，直到今

天越發昌明。昆吾（指夏朝的

部落君主）自以為是，志得意

滿，他登上最高位，貪慾仍不停

止，因此在當時就受到

挫敗，到今天更加使人

憎惡。這難道不是損、

益的證明嗎？所以我說：

『謙虛的態度，就能用來

保存自己的地位。』豐卦

說：要趁日中時行動，因為那時

光明普照，所以能算得上是豐

大；如果已達到豐大時，便會開

始虧缺了。因此說，太陽到了中

午就開始偏西，月亮圓了就開始

變缺；天地的盈滿空虛，按照一

定的時間彼消此長。因此聖人不

敢自負盛名，他坐在車上遇見三

個人時，就下車；遇見兩個人

時，就扶軾表示禮敬，主動調節

那盈滿與空虛的關係，所以盛名

能夠長久。」

子夏聽完孔子的話，敬誠的

說：「好！我一定終身記住您的

這番教誨。」

聖賢們是怎樣學習的 Confucius Learning from The Book of Changes

王安石畫像。（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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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古人 
都只吃兩餐？

有的人是不吃米飯就會不舒

服，有的人是三餐一定要照吃。

但是，您聽過餓了才去找吃的

嗎？根據《白虎通》記載：「飢則

求食，飽則棄餘。」我們可以知

曉，原始時期的人並沒有「一日

三餐」的觀念，他們只有在感覺

到飢餓時才去找東西吃。

那麼，甚麼時候才出現了

「定時吃飯」的習慣呢？據記載

是上古商代就逐漸形成「定時吃

飯」。所以，人類後來的「定時

吃飯」，已經被視為是飲食文明

方面的進步的標誌。

到了先秦，則出現了「兩餐

制」，尋常的百姓會在一天內吃

兩餐——「早餐」和「晚餐」。

不過，古人可不像我們這樣稱呼 
這兩餐，古人把第一餐叫做「朝

食」（又稱「饔」，音「雍」）；

第 二 餐 叫 做「餔 食」（又 稱

「飧」，音「孫」）。饔、飧，即

為「熟食」之意。

李東陽〈後東山草堂賦〉中

的「朝饔夕飧」，也就是在說這

兩頓飯。另外一提，此成語的意

思為：除了飲食以外，並無他事

可做。《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亦有載：「賢者與民並耕而食，

饔飧而治。」

不過，您也可別認定古人就

只吃兩餐。要知道古代也出現了

「三餐制」呢！

「三餐制」與 
「四餐制」

《戰國策 ‧ 齊策》就記載了

「士三食不得饜」，那麼「三餐

制」是何時出現的呢？答案是

「兩餐制」盛行的先秦時代就出

現了！另外，「三餐制」在大唐

時期就更是普及了，然而早期古

人所遵行的「兩餐制」並未因此

而消逝。

《莊子 ‧ 逍遙遊》即出現

「適莽蒼者三湌（餐的異體字）

而反，腹猶果然」之說，意思就

是說：去到郊外遊玩，要帶三頓

飯。郊遊回來後，整個肚子都是

飽飽的。

只是，在此要先澄清一點，

那時候實施「三餐制」的人，並

非是一般百姓，而往往是具有社

會地位的貴族或是家庭富裕的有

錢人。只有這幾類人，才會在一

天內吃三餐。不過，此時所謂的

「一日三餐」算被視為「一日兩

餐」的補充，因為第三頓飯是有

些「夜食」之意。

另外，既然權貴富人與

百姓的等級不同，可以吃三

餐，那麼帝王不就可以吃上

更 多 餐 的 佳 餚 了？ 根據《白

虎通》記載：「王者之所以日

四食何？明有四方之物，食

四時之功也。」我們可知，帝 
王可是藉由「四方」、「四時」等

概念來享用四餐呢！那麼古人把

一天劃分為十二個時段之後，他

們又是在哪些時間段內吃飯的

呢？

這「四餐」的時間分別是：

天剛亮，凌晨三點到五點的

「平旦 / 黎明」吃「旦食」；中

午十一時到下午一時的「日中

/ 日正」吃「晝食」；下午三點

到五點的「晡時 / 日晡」吃「夕

食」；太陽落山以後的晚上七時

到九時的「日暮 / 日晚」吃「暮

食」。

「四餐制」看起來是能吃得

挺豪華的，可是，比起現代人無

時無刻都可以吃，亦可以上網購

買到異國料理的狀況，古時帝王

的四餐似乎就不太令人覺得稀 
罕了。

古人什麼時辰 
吃兩頓飯？

那麼，古代百姓是在哪些時

辰內吃這兩餐呢？

食時，又稱早食，它是於早

上七時到九時之間的辰時所進行

的第一頓飯；晡時，又稱日餔、

夕食，它是於下午的三時到五時

之間的申時所進行的第二頓飯。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百姓的吃

飯時間，其實是與對應著農業社

會的運作狀況。

雖然古人習慣吃兩頓飯，但

在北宋時曾經出現現代人喜愛的

夜市。

據說，北宋一度取消宵禁，

致使夜市開始發展。不過，時人

的「一日兩餐」的習俗並未因此

而消失喔！甚至是到了明代，人

們依舊習慣「一日兩餐」。不

過，您可別以為只有中國人才有

「一日兩餐」的習俗，據說古印

度人也是吃兩餐的，而在歐洲中

世紀（五世紀～十六世紀）的

飲食文化中，也曾出現鼓吹「一

日兩餐」之說。第一餐為主餐，

多半在中午舉行；第二餐的分量

較少，是在晚間進食。

看完這些飲食的介紹，是不

是覺得現代人很幸福呢？不僅進

食時間沒有限制，又出現了眾多

夜市小吃可供夜貓子選擇。不

過，幸福歸幸福，還是得多注意

進食時間與食物的挑選喔！大

家還是定時定量，減少暴飲暴

食，盡量不偏食，別吃得太油

膩又太重口味而影響了身體健 
康吶！

文 / 毛茸茸 圖 / 台北故宮博物院

  您是不是都有吃早餐、中
餐、晚餐呢？三餐看起來很正

常，那麼，古人一日吃幾餐呢？

文 / 雲淡風輕

宋代大文豪蘇東坡才華洋

溢，他有一個相交甚篤的方外

知音「佛印禪師」，平時二人

在佛學及文學上總不忘相互切

磋，但也喜歡相互抬槓。

八風吹不動

後來蘇東坡在禪修上有了

功夫，某日出定後，欲抒發其

禪修心得，便喜孜孜地寫了一

首詩：「稽首天中天，毫光照

大千，八風吹不動，端坐紫金

蓮。」

他立刻命書僮過江，將此

詩送給佛印禪師觀覽，好炫耀

一下自己的禪定功夫。

沒想到佛印禪師看過後，

竟莞爾一笑，便順手拈來一枝

筆，在蘇東坡的詩上寫了兩個

斗大的字：「放屁」，然後再交

給書僮帶回去。

蘇東坡本以為佛印會羨慕

他的禪定成就，給他諸多的讚

美。豈料回信中竟是這麼無

禮，不由得火冒三丈：「豈有

此理！這個佛印實在是欺人太

甚，我非立刻過江與他理論不

可！」

誰知佛印禪師早已大門深

鎖，出遊去了，只在門板上貼

了一幅對聯，上面寫道：「八風

吹不動，一屁打過江。」

蘇東坡看到後不禁面紅耳

赤，慚愧不已，自嘆修行還是

遠不如佛印矣！

世間八法

這是一個膾炙人口的公

案，其中提到的「八風」，

就是佛經所提及的「世間八

法」：

一、稱：每逢有人「稱讚」

我們的時候，總不免令我們感

到開心。

二、 譏： 每 當 有 人「責

備」、「譏笑」、「羞辱」我們

的時候，我們會感到難堪。

三、毀：當有人說我們的

壞話時，一旦讓我們知道了，

會令我們憤怒。

四、譽：當我們得到「功

名利祿」或「眾人的喝采與掌

聲」時，我們會覺得很得意。

五、 利： 當 我 們 事 事 順

利，我們心情就會愉悅。

六、衰：當我們倒楣或諸

事不順，我們會感到頹喪。

七、 苦： 當 我 們 罹 患 重

病、無常打擊、或有心事煩惱

時，會認為人間充滿苦難。

八、 樂： 當 我 們 享 受 五

欲，身心適意時，總認為人間

充滿歡樂。

佛經中提及此這世間八

法，重點主要在說明世間八

法不脫「無常」、「苦」、「無

我」，既然世間的榮華富貴、

愛恨情仇、貧賤衰敗、是非恩

怨……本質上都是無常、無

我，而且轉眼成空，那麼我們

的心就應該學習「放下」，不

要那麼在意及執取這些虛幻不

實的東西，情緒也不應跟隨著

外境的轉變與順逆而波動與起

舞。

元代書畫家倪瓚，以淡泊幽

靜、清雅高逸的獨特風格而聞

名，與黃公望、王蒙、吳鎮並稱

元末四大畫家。

倪瓚擅長畫山水、竹石，開

創水墨山水的一代畫風，並被當

代評為「中國古代十大畫家」之

一，英國大不列顛百科全書還將

他列為世界文化名人。

感世事無常 
成淡泊性格

倪瓚（1301年～ 1374 年），

元代詩人、畫家、書法家、茶人。

倪瓚世居江蘇無錫，他的別號

很多，像是朱陽館主、滄浪漫士

等，但以雲林最為常見，一般人

都稱他為「雲林先生」。

倪雲林家境十分富裕，祖父

為大地主，富甲一方，因此，倪

雲林從小生活極為舒適，無憂無

慮。然而，倪雲林的父親卻於他

四歲時不幸去世，十八歲時，大

哥也撒手人寰，因此，倪雲林感

悟世事無常，養成了他的淡泊 
性格。

風格獨特 寂靜清逸
倪雲林曾畫〈龍門茶屋圖〉，

並於畫上題詩：「龍門秋月影，

茶屋白雲泉。不與世人賞，瑤草

自年年。上有天池水，松風舞

淪漣。何當躡飛鳧，去採池中

蓮。」透露出畫家清高孤傲的 
性格。

正所謂「畫如其人」，倪雲

林的畫就如同他高逸的人品一般， 
沒有色彩，沒有喧囂，超凡絕塵，

天真幽淡，常常是幾株疏樹，一

痕遠山，或者在疏林下加一個小

亭子，他的竹石畫也多半是幾片

嶙峋瘦石，幾枝疏竹，體現出意

境高遠深刻的「寂靜之美」。

明末清初著名的書畫家惲

南田最欣賞倪雲林的「真寂寞」

之境。他說：「寂寞無可奈何之

境，最宜入想。」他用「寂寞」

二字來評論倪雲林的畫，認為

倪雲林的畫是「真寂寞之境，再

著一點便俗。」「千山萬山，無

一筆是山；千水萬水，無一筆

是水，有處卻是無，無處卻是

有。」

清泉白石茶 
非佳客不供

倪雲林喜歡品茶是出了名

的，他揮毫作畫，迎賓會友，茶

是必備上品。

除了善於品茶，倪雲林還別

出心裁地創製出一套獨特的飲茶

方式。這種飲茶方式是用核桃、

松子和真粉拌成小塊，做成假山

狀，然後放入用惠山泉泡的茶

水中。此為看泉水之清、賞「假

山」之白、品茶湯之香，因此命

名為「清泉白石茶」。

有一次，有位宋朝皇室後裔

名叫趙行恕，因仰慕倪雲林的大

名，到倪雲林門上拜訪。倪雲林

一見到客人，便讓童子上茶，不

料趙行恕卻一下子就把茶喝光，

毫無品茶之道，倪雲林頓感不

悅，直言道：「碰上了清泉白石

茶，不細細地品，肯定不是雅

士！」趙行恕覺得自討沒趣，便

與他斷了往來。

為了不懂品茶就斷了往來，

恐怕也只有倪雲林一人了。

淡泊名利 
只傍清水不染塵

向來被稱為是「逸品」代表

的倪雲林，不隱也不仕，漂泊江

湖，別人都不了解他，他也不想

委屈自己去迎合別人。

明初，朱元璋曾召倪雲林

進京供職，但他堅辭不赴，並

做〈題彥真屋〉詩曰：「只傍清水

不染塵」說明他不願做官。這首

詩不但在日後成為了倪雲林的代

表作，而他這種淡泊名利的風

骨也成為了中國文人畫家的世 
代典範。

除了當時的人以擁有他的畫

為傲，倪雲林所留下的畫也成為

日後人人爭搶的寶物。明朝時，

江南人家更有「有無雲林圖為其

清濁」的說法，也就是說，家裡

能有一幅倪雲林的畫才可算是清

高的門第。

古人「一日兩餐」
    帝王則吃四餐？

只傍清水不染塵——元末畫家倪雲林
文 / 美慧 圖 / 公有領域

蘇軾說的 

「八風吹不動」

是指甚麼？

蘇東坡畫像。（公有領域）

宋徽宗《文會圖》

倪瓚作《虞山林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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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許多面積較小的空間為

了放大室內格局，多採開放式的

室內規劃設計，於是經常造成

「開門見灶」或「廚房與廁所相

對」的風水問題，在無可避免的

情況下，便可用設計創意來化解

風水上的忌諱。

開門見灶

古籍《陽宅三要》中有云：

「開門見灶，錢財多耗」，意思

是大門正對廚房，有破財之嫌。

化解之法：可設置玄關、屏

風或廚房門或者是裝過膝的門簾。

廚房與廁所相對

廚房因象徵一家的財庫，是

三餐煮食的地方，若是與廁所相

對則會造成「食用氣場」、「排

洩氣場」互相混雜的狀況，這在

風水學上是不吉的，會引致一家

人身體多疾。

化解方法：將植物吊在廁所

門口；將爐灶移位或廁所保持乾

淨、乾燥；在爐灶靠牆邊懸掛葫

蘆或五帝錢。

廚房煞氣
該如何化解？

文/慧欣

西晉王湛（249-295 年），

字處沖，面相龍顙大鼻，沉默寡

言，個性恬淡，家族的人都認為

他呆傻遲鈍，其實是個大智若

愚、器量弘深的人。王湛的姪兒

叫王濟，文武雙全，是晉武帝司

馬炎的女婿。他瞧不起王湛，用

餐時有滿桌的飯菜，也不招呼王

湛共食，然王湛毫不在意，命人

準備簡單的蔬菜，與王濟相對 
而食。

有次王濟來拜訪王湛，看見

床頭有本《周易》，便問：「叔叔

為何看此書？」王湛說：「身體

不舒服時就翻閱看看。」

王濟就向他請教，王湛為他

剖析玄理，都是王濟從來不曾聽

聞過的。

以前王濟對王湛毫無晚輩應

有的禮貌，在聽聞王湛的一番言

論後，不禁肅然起敬，深感自己

器識不足，嘆道：「家有名士，

三十年都不知道！」

王濟有一匹愛馬，王湛說：

「此馬雖快，卻無法苦行。我近

日見到督郵（官名）的馬就勝

過你這匹，可惜沒有餵食好的飼

料。」王濟就將那匹馬與自己的

愛馬一起飼養。王湛又說：「在

平路上測不出馬的負重能力。」

於是王濟就讓兩匹馬在丘陵

地測試，結果王濟的愛馬跌倒

了，督郵的馬仍奔馳如常。王湛

不僅識馬，還兼具高超的騎術，

善騎的人都不如他，讓王濟對這

個叔父敬佩不已。

晉武帝也以為王湛癡呆，

每次見到王濟就調笑說：「你癡

傻的叔父還活著嗎？」王濟常不

知如何回答，然這次王濟回說：

「臣的叔叔並不癡傻。」大大的

稱讚了王湛。

武帝又問：「可以跟誰比

呢？」王濟說：「在山濤之下，

魏舒之上。」王湛的名聲就這

樣傳開了。（參見《晉書 ‧ 卷

七十五》）

所謂的龍顙，指高額，在《神

像全編》中視為貴相，具有非凡的

見識與氣度。

龍顙大鼻 
大智若愚
編輯整理/夏泠

西元前300年，被秦人稱做
智囊的丞相樗里子歿了，葬在渭

水南邊的章台之東。他臨終前曾

預言說：「一百年後，將有天子的

宮殿夾著我的墳墓。」

公元前 202 年，漢高祖劉

邦稱帝，國都要設在哪裡？曾有

一番的爭論。有的主張在洛陽，

有的主張在關中，後者得到張良

的支持。張良說關中有三面險阻

可固守，獨以東方一面控制諸

侯，可藉黃河、渭水運輸天下糧

食與物資，可謂「金城千里，天

府之國」。於是高祖決定定都

關中，更名為長安。

太史公曰：「長安，故咸陽

也。」咸陽是秦國的國都，因戰

火而成為廢墟，漢長安以其為基

礎建造。在學界有漢承秦制的說

法，所以漢朝在國都的規劃上深

受秦代思想的影響。

甚麼是秦代的建都原則？據

《三輔黃圖》記載，秦咸陽「因北

陵營殿，端門四達。以制紫宮

象帝居，引渭水灌都，以象天

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咸

陽宮對應天上的紫微垣（天帝

之居），貫穿咸陽的渭河則象徵

銀河，跨越渭河南北兩岸的橫橋

如同鵲橋，牽起了牛郎與織女星

──這是模擬宇宙天體、法天象

地的建都手法。

漢長安又是怎樣的情景？

《三輔黃圖》曰長安「城南為南斗

宋 徽 宗 大 觀 年 間

（1107~1110 年），宿州（今安

徽宿縣）有錢姓兄弟遊學上庠

（京師的國立大學），正值春天

在等待應試，便趁著空閒到玉津

園遊玩。路上遇到三位道士迎來

交談，個個額高眉長，言語清

婉，使人愛聽；在告辭離去前

說：「我們有好酒想請兩位喝，

今日天色已晚，明日正午你們再

到這裡相聚飲酒，若遲了就見不

到我們了。」錢氏兄弟說好。

這時有位小道士笑著說：

「您們如果過了時間，可以挖地

找我。」兄弟二人以為在說笑，

大笑著與道士分別。第二天，錢

氏兄弟被其他事務纏身，到了晚

上才趕到相約之地，只見杯盤狼

藉，不見道士，兩人非常失望。

弟弟說：「莫非他們是仙

人？」便試著用鐵鍬挖地找尋。

挖了大約一尺，見到一個石匣，

裡頭裝著三位道士的畫像，衣冠

道服十分整齊，就像昨天見到的

一樣。另外還有一本方術書，說

的是如何鍛燒水銀變成白金的方

法。弟弟說：「書給大哥，我要

這幅畫像，回去焚香禮拜。」哥

哥欣然同意。應試的結果，弟弟

中舉，哥哥則回到宿州，在老家

試驗方術書中的方法，每一種都

成功，沒有幾年成為了富人。一

日，哥哥在廊下閒坐，外面傳來

有三位道士拜訪，見面之後，一

位道士起身說道：「過去的玉津

園之會，您還記得嗎？您得到我

們的方術，不用錢賑濟窮人，卻

貪得無厭，使福分超過您所應得

的，上天將會減少您的壽命。今

日若改過，還可以活三年，不

然早晚之間就會死去。我們因為

洩漏天機被貶為凡人，今日是

來向您說明這件事情。」道士走

後，哥哥覺得後悔，立即燒掉方

術書，毀掉丹鼎不再啟用。第二

天，小道士又來了，還未坐定，

哥哥就聽說侍妾生了孩子，急忙

進去探看，是一個男孩。他又走

出來陪客，卻不見小道士，到哪

兒去了？家中的僕人都不知道，

後來哥哥不到三年就死了。

（見《夷堅志 ‧ 玉津三道

士》）

錢財不是越多越好
編輯整理/乙風

一個人的生命中本沒有這

麼多的錢財，因為手段、投機、

強占或裙帶關係而大量獲得，一

旦超過了你生命中所能承受的富

裕，最終還是會失去，或用壽命來 
償還。

整版圖片來源：FOTOLIA

象天設都 「斗城」長安

形，北為北斗形，至今人呼漢京

城為斗城是也」。長安城北臨

渭河，南倚龍首原，基本上成方

形，但形狀並不規整。北城牆的

西北角蜿蜒曲折如北斗星；南城

牆中段突出曲折的部分如南斗

星，故長安有「斗城」之稱。

城內東南面的長樂宮，是高

祖處理朝政的地方，它原本是秦

代的興樂宮，在渭水以南，與渭

水以北的咸陽宮僅一水之隔。興

樂宮在秦朝末年躲過項羽的一把

火，高祖便以它為基礎改建為長

樂宮，作為朝廷使用。

長樂宮以西是未央宮，是

蕭何在高帝八年（公元前 199
年）開始興建的。張衡〈西京賦〉

云「正紫宮於未央，表嶢闕於閶

闔」；未央宮別名紫微宮，對應

天上的紫微垣，是惠帝之後朝廷

的所在地。未央宮興建在龍首山

崗，具有居高臨下的威勢。當時

天下紛亂，成敗未定，蕭何卻將

未央宮造得十分壯麗，高祖怒

問：「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

何回答：「正是因為天下未定，

才要建造宮室成為天下的焦點，

而且還要造得宏偉壯麗，彰顯天

子的威儀。」

長安周圍的城牆是在長樂宮

與未央宮之後建造的，北牆為北

斗形，南牆為南斗形，這是地形

因素與人為巧思下的設計。東漢

班固在〈西都賦〉道出他對漢朝

宮室的體會：「其宮室也，體象

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

正位，倣太紫之圓方。」說的是

長安城的布局取象於天地，取法

於陰陽。

有一道迷未解，樗里子臨

終前預言「當有天子之宮夾我

墓」，他葬在哪裡呢？長樂與未

央兩宮之間造有武庫，是精銳兵

器的儲藏所，樗里子的葬地就在

那裡。

文/宋伂文

他就發帖請賈某來參加自己

和同僚們在家中的聚會。

聚會前，他和他的同僚們各

自和長的比較好的僕人互相換了

衣冠，然後讓這些僕人坐在上

首，他們自己站在階下。

賈某來了以後，環視在場諸

人，笑著說：「僕人怎麼坐在主

人的位子上呢？」隨即他挨個向

站在階下的官員們揖禮，請他們

到上座。

賈某從未見過這些人，因而

眾人都十分驚訝。可是輪到孫部

曹時，賈某卻沒有作揖。

孫部曹笑著問：「你看別人

都看的準，怎麼看我就看不準了

呢？」

賈某再次看了看，驚訝的

說：「啊！若不是您開口講話我

還真看不出，原來您貴在牙齒

上，失敬失敬！」孫部曹聽賈某

說自己只有牙齒尊貴，頓時就不

高興了，轉身返回內堂去。

一進內堂，孫部曹的母親看

見了，說：「我兒今日為何如此

不高興啊？」孫部曹就把事情原

委向母親稟報。

孫部曹的母親聽後，說：

「哇，他看的太準了！在你出生

之前，我們孫家還很貧寒，你父

親只是一個窮教書先生。

有一年，你父親在外辛苦教

了一年書，到了年關回家過年

時，在路上遇見一個少婦抱著孩

子在哀哭。你父親上前詢問，一

問才知道她的丈夫出遠門後沒有

音信，更沒有寄錢回家，她家裡

因此窮的過不下去了。快過年

了，家裡卻連一點錢財都沒有

了，她之所以抱著孩子出門就是

準備走絕路的。

你父親一聽當即就把辛苦一

年積攢下來的錢全部送給了這對

可憐的母子，他之所以這麼做只

是出於憐憫別人的一片善心、惻

隱之心。

後來你出生時，我做了一個

夢，夢裡空中有個聲音說：此家

有救人的善行，當生佳兒，可惜

這孩子的髂骨已定，更換不易，

就賜給孩子一口貴齒吧。」

孫部曹聽後才知自己真是齒

貴，自己能做官是靠父親當年積

下的功德。

由此他不但深深的感激父

親，也更加佩服賈某的本領，趕

緊回去向賈某表示歉意。

（見《秋燈叢話》）

天賜貴齒為大官

清康熙年間，有一位姓孫的

部曹（清代官名）聽說當地有一

個賈某看相非常準。於是想試一

下賈某是不是真有本事，

文/正見

文/網絡找找看你的「佛眼紋」在哪兒
手相中，有一種紋路是代表

著聰明智慧高的，這個紋路就是

佛眼紋，在大拇指根部與手掌連

接的地方。

通常這裡的掌紋如果是鏈狀

（掌紋形成一個小圈連著一個小

圈），那麼就稱為「佛眼紋」。

擁有佛眼紋有甚好處呢？

1、擁有佛眼的人通常都是

直覺極其敏銳的人，天性聰慧，

喜歡學習，他們可以通過這種敏

銳的直覺做到趨吉避凶。

2、佛眼的紋路與佛眼紋、

佛眼線、佛心紋和念力相互相呼

應，常常能靠著這敏銳的直覺，

趨吉避凶，如同神佛一般的特殊

能力。

3、左右手都有紋路的人，

可以說是一個很有靈感的人。

4、還有一種說法是有著佛

眼的人直覺準確率相當的高，甚

至還能比較容易吸引到一些「東

西」，所以才會擁有如此特別的

能力。

擁有佛眼的人，不僅招財且

有很強的感知能力。

佛眼通

故事
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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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羊座】(3.21-4.20)

本週幸運日：週日

整體運勢：

本週牡羊座運勢逐步

減弱。週日，趁閑，或是利用比較沒

事的時候，讓自己輕鬆一下。週一到

週三，同時有好幾件事，已經在忙

了，還有臨時冒出來的，時間分配緊

促，好在撐過後會逐漸緩解。週四

週五，不順心的事情多。週六，依然

掛記著一些待做的事，也容易覺得

累。

【金牛座】(4.21-5.20)

你本週幸運日：週二

整體運勢：

本週金牛座一直在奔忙

不停。週日，因某事感到壓力。週一

到週三，比較有口福，常會（或有機

會）吃些好吃的，這股運勢不妨多用

在跟自己熟識親近的人身上，有助

於拉近關係。週四週五，一個人忙著

事情，一個人獨處的時間比較多。

週六，事情一件接著一件，容易累。

【雙子座】(5.21-6.21)

本週幸運日：週五

整體運勢：

本週雙子座運勢還是

比較不錯的。週日，為人為事忙個不

停，挺累的一天。週一到週三，有幾

件事本來要去做的（跟出門有關），

但基於一些考慮（或被一些事纏

身），一時沒法成行。週四週五，狀

態良好，做事勁頭也足。週六，求知

慾旺盛，會學習到不少新東西。

【巨蟹座】(6.22-7.22)

本週幸運日：週六

整體運勢：

本週巨蟹座運勢起起落

落不穩定。週日，原本可以休息的時

間，都有事要去做，容易累。週一到

週三，需要處理人際方面糾紛，感覺

心累。週四週五，有不少事得你親自

來，時機多半不太好。週六，心頭的

鬱悶一一緩解，好心情再次回歸。

【獅子座】(7.23-8.22)

本週幸運日：週一

整體運勢：

本週獅子座運勢跌宕起

伏很不穩。週日，為事外出，有個場

合需要跟人交流一下，作息時間跟

往常相比，比較變動。週一到週三，

生活步調有點變化，多次出門，跟

吃喝，買東西，或閒逛有關。週四週

五，煩惱比較嚴重，心情會有幾次比

較低潮，有的獅子座是因週遭親近

的人過的不是很好，掛念著。週六，

會因一些事，跟人有密集互動，會有

些不好的感受，得耐著性子應對。

【處女座】(8.23-9.22)

本週幸運日：週六

整體運勢：

本週處女座承受的壓力有

點大，有點辛苦。週日，你雖然有些

小情緒，但可以借由社交活動適度

減壓。但週一到週三的減壓工作就

只能靠自己了，此時你更可能是靠工

作或學習來強制自己淡化自身的負

面情緒，並藉由這個過程中獲得的

外界認可來提升自信。週四週五會有

一些私人事務頻繁出現，讓本來就

很忙碌的你應接不暇。週六，忙碌

也就此告一段落。

【射手座】(11.23-12.21)

本週幸運日：週二

整體運勢：

本週射手座心情因事起起

伏伏。週日，會有比較難得的聚會，

氣氛還不錯。週一到週三，在一些事

情上陸續有進展或有斬獲。週四週

五這兩天雖然工作/學習的效率有些
低，但憑藉之前相關的努力，你仍然

可以過得有滋有味，平靜無擾。週

六，常要把握時間做些事。

【魔羯座】(12.22-1.20)

本週幸運日：週五

整體運勢：

本週魔羯座運勢逐漸轉

好。週日，心情悶，容易被人惹到。

週一到週三，你的狀態起伏較大，主

要取決於手中事務的進展情況。如

果能把其間積存的負面情緒成功消

化掉，週四週五時你將會成功捕捉

到一個非常重要的機遇。週六，有口

福，跟熟識有比較難得的聚會。

【寶瓶座】(1.21-2.18)

本週幸運日：週六

整體運勢：

寶瓶座本週挺忙的。週

日，想出門玩，或是做些自己想做的

事，但當時有事纏身，得先忙完手頭

上的事再說。週一到週三，處理事務

時務必謹言慎行，不要讓自己無心

說的話，被有心人捉了錯處去。週四

週五，有被事情綁住的感受，得告一

段落了才能做別的。週六，要做的事

會比較多，注意梳理順序。

【雙魚座】(2.19-3.20)

本週幸運日：週六

整體運勢：

本週雙魚座日子過得有

忙碌有悠閒。週日，打起精神來了結

了不少事。週一到週三，是將你某個

想法落實的日子，你也很喜歡這種

按照既定方案一步步行動的感覺。

但週四週五時會有某個變故突然發

生，該如何應對則要看你預先的準

備，以及臨危不亂的功力夠不夠深

厚。週六，會去些地方散心，跟人來

個聚會，見見很久沒見的人。

【天秤座】(9.23-10.22)

本週幸運日：週六

整體運勢：

本週天秤座運勢不是很

理想。週日，事多，常有人提醒一些

事。週一到週三，被一些事纏身，雖

然很想出門玩，但得忙完了一些事再

說。週四週五，需要面對來自重要者

的誤解，可能會委屈到心塞。週六則

適合在家休息、養精蓄銳，當然如果

仍有餘力的話，也可以為接下來需

要迎接的「新戰鬥」提前做好準備。

【天蠍座】(10.23-11.22)

本週幸運日：週日

整體運勢：

本週天蠍座將遇到不少

難題。週日你會因能力出眾而得到

他人的高度認可。週一到週三，會有

件很棘手的任務分派給你，而你接

手這件事後，會在週四週五感到這

件事簡直是千難萬難，無從下手，甚

至連一貫的自信也會受到影響。不

過幸好在週六時，個人事務過渡為

團隊工作。儘管他人的加入對解決

實際問題未必有顯著幫助，但至少

多了能夠共同探討的「隊友」，有利

於你在工作中找到更多靈感。

十二星座本週運勢
（6月17日～6月23日）

文章來源：星吧(www.xingbar.com.tw)

天天

測 測你的性格適合什麼工作

（提示：先拿筆跟紙記好每

個答案，最後再算總分哦！）

1、你何時感覺最好？
A、早晨

B、下午及傍晚

C、夜裡

2、你走路是
A、大步地快走

B、小步地快走

C、不快，仰著頭面對世界

D、不快，低著頭

E、很慢

3、和人說話時你

總分低於 21分：內向的悲
觀者。大多數公司不喜歡這類性

格。

人們認為你是一個害羞的、

神經質的、優柔寡斷的人，是需

人照顧、永遠要別人為你做決

定、不想與任何事或任何人有關

的人。他們認為你是一個杞人憂

天者，一個永遠看到不存在的問

題的人。有些人認為你令人乏

味，只有那些深知你的人知道你

不是這樣的人。

21分到 30分：缺乏信心

的挑剔者。適合編輯、會計等數

字和稽核工作。

你的朋友認為你勤勉刻苦、

很挑剔。他們認為你是一個謹慎

的、十分小心的人，一個緩慢而

穩定辛勤工作的人。如果你做任

何衝動的事或無準備的事。你會

令他們大吃一驚。他們認為你會

從各個角度仔細地檢查一切之後

仍經常決定不做。他們認為這種

反應一部分是因為你的小心的天

性所引起的。

31分到 40分：以牙還牙
的自我保護者。有最廣泛的適應

性。

別人認為你是一個明智、謹

慎、注重實效的人。也認為你是

一個伶俐、有天賦有才幹且謙虛

的人。你不會很快、很容易和人

成為朋友，但是是一個對朋友非

常忠誠的人，同時要求朋友對你

也有忠誠的回報。那些真正有機

會了解你的人會知道要動搖你對

朋友的信任是很難的，但相等

的，一旦這信任被破壞，會使你

很難熬過。

41分到 50分：平衡的中
道者。適合人力資源工作。

別人認為你是一個新鮮的、

有活力的、有魅力的、好玩的、

講究實際的、而永遠有趣的人；

一個經常是群眾注意力的焦點，

但是你是一個足夠平衡的人，不

至於因此而昏了頭。他們也認為

你親切、和藹、體貼、能諒解

人；一個永遠會使人高興起來並

會幫助別人的人。

51分到 60分：吸引人的
冒險家。適合市場開發與銷售工

作，適合獨當一面。

別人認為你是一個令人興奮

的、高度活潑的、相當易衝動的

個性；你是一個天生的領袖、一

個做決定會很快的人，雖然你的

決定不總是對的。他們認為你是

大膽的和冒險的，會願意試做任

何事至少一次；是一個願意嘗試

機會而欣賞冒險的人。因為你散

發的刺激，他們喜歡跟你在一起。

60分以上：傲慢的孤獨
者。通常很有才華，但與人溝通

功夫欠佳，可做研發指導工作。

別人認為對你必須「小心處

理」。在別人的眼中，你是自負

的、自我中心的、是個極端有支

配欲、統治欲的。別人可能欽佩

你，希望能多像你一點，但不會

永遠相信你，會對與你更深入的

來往有所躊躇及猶豫。

這個測試是美國的菲爾·麥
格勞博士在著名主持人奧普拉的

節目裡做的，時下被很多大公司

人事部門用來測查員工的性格，

你也快來測試一下，看看你適合

什麼崗位吧。

著名的菲爾·麥格勞測試

 A、手臂交疊站著

B、雙手緊握著

C、一隻手或兩手放在臀部

D、碰著或推著與你說話的

人

E、玩著你的耳朵、摸著你

的下巴或用手整理頭髮

4、坐著休息時，你

A、兩膝蓋併攏

B、兩腿交叉

C、兩腿伸直

D、一腿蜷在身下

5、碰到令你發笑的事情
時，你的反應是

A、欣賞地大笑

B、笑著，但不大聲

C、輕聲地笑

D、羞怯地微笑

6、當你去一個聚會或社交
場合時你

A、很大聲地入場以引起注

意

B、安靜地入場，找你認識

的人

C、非常安靜地入場，盡量

保持不被人注意

7、當你非常專心工作時，

有人打斷你你會

A、歡迎他

B、感到非常惱怒

C、在上述兩極端之間

8、下列顏色中，你最喜歡

哪一種顏色？

A、紅或桔黃色

B、黑色；

C、黃色或淺藍色

D、綠色

E、深藍色或紫色

F、白色

G、棕色或灰色

9、臨入睡的前幾分鐘，你

在床上的姿勢是

A、仰躺，伸直

B、俯臥，伸直

C、側躺，微蜷

D、頭睡在一條手臂上

E、被子蓋過頭

10、你經常夢到自己

A、落下；

B、打架或掙扎

C、找東西或人

D、飛或漂浮

E、你平常不做夢

F、你的夢都是愉快的

菲爾人格測試的得分標準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A 2 6 4 4 6 6 6 6 7 4

B 4 4 2 6 4 4 2 7 6 2

C 6 7 5 2 3 2 4 5 4 3

D - 2 7 1 5 - - 4 2 5

E - 1 6 - - - - 3 1 6

F - - - - - - - 2 - 1

G - - - - - - - 1 - -

來源：測試達人

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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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震盪後變天才

英國《每日郵報》曾經報

導，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市少

年拉克蘭 · 康納斯（Lachlan 
Connors）酷愛曲棍球運動，

夢想成為一名職業曲棍球手。

六年級時，他在打球時摔了一

跤，後腦勺撞地，當時感覺暈

眩。經醫生檢查後並未發現問

題，他被獲准重返球場。但接

下來，康納斯在運動時又被撞

過一兩次頭，他開始出現癲癇

病的徵兆，並出現幻覺。住院

治療時，醫生囑咐他再也不能

玩身體接觸類的運動了。

夢想的破滅本應讓康納斯

十分難過，但他卻突然發現，

自己的興趣起了變化。他開始

想要演奏樂器，而且拿起樂器

就可以演奏許多美妙的旋律。

不但如此，他竟能演奏鋼琴、

拇指琴、曼陀林、夏威夷小吉

他和小提琴等等十幾種鍵盤和

管弦樂器，甚至連蘇格蘭和愛

爾蘭風笛也無師自通。而他從

小就是個音樂盲，不但不識

譜，連簡單的童謠都不會唱。

現在，他也只是靠聽覺來體會

音樂的美妙。

無 獨 有 偶。 2006 年 10
月，也是科羅拉多州丹佛市， 
40 歲的男子德里克 · 阿馬托

（Derek Amato）到朋友家參

加聚會。在玩鬧嬉戲中，他跳

入了泳池，因池水太淺，頭部

撞到了堅硬池底。勉強爬上來

的阿馬托，已經聽不到朋友的

說話聲，隨後暈倒，被送到醫

院。經醫生診斷，他的腦部受

到嚴重震盪，除了常會頭痛，

還會永久失去 35% 的聽力及

部分記憶。

出院幾天後，阿馬托去拜

訪一位音樂家朋友，看到朋友

家中的鋼琴，他走過去坐在琴

凳上，隨手彈奏起來。嫻熟的

指法、流暢的旋律堪比一位鋼

琴高手，朋友大吃一驚。阿馬

托除了會彈一點吉他，從未受

過任何音樂訓練，也從未彈過

鋼琴。

阿馬托說自己看不懂樂

譜，「但閉上眼時，腦海中會

浮現出從左至右移動的黑白琴

鍵，還有連續的樂章，讓我

知道手指如何動作」。不但

是鋼琴，阿馬托莫名的就會演

奏八種樂器，並顯露出歌唱

稟賦。他索性改行成為職業

音樂人，還出版了一本書《我

美麗的災難》（My Beautiful 
Disaster）記錄了這段奇異的

經歷。

還有一名男子，在腦震

盪之後，突然變成了一位世

界上絕無僅有的繪圖天才。

41 歲的傑森 · 帕傑特（Jason 
Padgett），住在美國華盛頓特

區。大學肄業的他，在一個家

具店做店員。 10 年前，帕傑

特遇到一夥暴徒，被打成腦震

盪。此後，他忽然間能隨手畫

出如電腦繪製一般精確複雜的

「分形」（碎形）幾何圖案。

帕傑特說：「我滿腦子都是數

字和幾何圖形，沒有一刻看不

到，有時我想把這功能關掉，

可是做不到」。

帕傑特從此成為繪圖天

才，不但創作出大量作品，還

從一個普通的家具店店員變身

為一名教師。據說他是全世界

唯一能手繪這類圖案的人。

專家學者如是說

對於這種奇怪的現象，醫

學界將之稱為「後天性學者症

候群」。目前醫學界能夠給予

的解釋是：腦震盪啟動了大腦

原本休眠的某部分，使之具有

了某種天賦。有醫生認為，這

是人的左腦受損後由右腦補充

左腦的功能所致。

但這種解釋在現代科學對

大腦的認識上就無法說的通。

現代科學認為，人的大腦生

下來就是一張白紙，不可能天

生擁有某種專業知識的概念與

專業技能，一切知識與技能只

能來源於後天的學習與專業訓

練。就像科學家至今無法解釋

「白癡天才」現象一樣，「後天

性學者症候群」同樣是現有科

學理論的盲點。

民間學者對此類現象有自

己獨到的見解與認識。獨立撰

稿人諸葛明陽先生認為：「醫

學界的假說雖然不能自圓其

說，但卻佐證了一個事實，即

人是存有先天記憶的。那麼這

個先天記憶來自哪裡？只能來

自於自己的前世」。

為甚麼「後天性學者症候

群」的特殊技能不需要任何

學習和訓練？諸葛明陽先生

說：「即使是某種記憶被喚醒

了，比如音樂才能，從現有科

學理論來認識，也只能說這個

人學起音樂來比較快，樂感好

等等，而不可能抬手就能彈，

張口就能唱。這說明他們被一

種特殊的意識控制了，身體的

某一方面成了這個意識的載

體」。

生命的複雜遠超人類的想

像。現代科學雖然也在不斷探

索生命的奧秘，但離真相還很

遙遠，有時候甚至南轅北轍。

人類要想揭開生命之謎，唯有

改變這百十年來被現代科學禁

錮的思維，跳出這個框框才能

真正體驗生命的奇妙。

文 / 青蓮 圖 / FOTOLIA

  大千世界，無奇不有。一個
普普通通的人，遭遇了一場意外

之後，突然就成了某個方面的專

家、天才，被這樣「幸運的意

外」青睞的，全世界還不只一

個。這是上天賜予他們的恩典，

還是被另一個靈魂附身？亦或是

前世的記憶在撞擊之後瞬間被打

開？科學家的解釋也莫衷一是。

撞出來的天才
「美麗災難」

美國西北大學發布的研究

成果顯示，人類實質上並非血

肉之軀，而是若干光年之外超

新星爆炸後形成的塵埃結合

體。我們的原始生命不來自地

球，我們是產生於星際間的「外

來客」。

西北大學研究團隊使用超

級計算機進行模擬試驗，發現

了星系（包括銀河系在內）獲

得物質的一種主要模式：星際轉

移（Intergalactic Transfer）。

模擬顯示，超新星爆炸噴放出

大量氣體，形成強大的星際

風，導致原子從一個星系轉移

到另一星系，從而實現星際間

的物質轉移。研究人員利用

FIRE (Feedback In Realistic 
Environments) 模擬系統，構建

了自宇宙大爆炸至今星系演化

的 3D 仿真模型，採集豐富的數

據，量化星系從宇宙中獲取物

質的情況。

模擬系統顯示，氣體會從

較小的星系流向較大的星系，

並形成星體。大量物質通過星

際風轉移，比重可占稍大星系

物質量的 50%。

模擬試驗中發現的星際轉

移現象，使人類研究星系的演

變有了新的理論依據，也為天

體物理學家進一步研究星系

的形成開闢了一條新線索。

之前，人類從未想到過這一模

式，人類對於星際的形成一直

基於大爆炸理論（the Big Bang 
Theory）。

西北大學天體物理學中

心的博士後研究生丹尼爾 • 安
格列斯 - 阿爾卡薩爾（Daniel 
Anglés-Alcázar）表示，鑒於形

成我們自身的物質大量來自於

其它星系，「我們可以把自己視

作太空旅行者或是外星移民」。

研究人員還表示，這一發

現，讓人類關於星際轉移的猜

想在理論上具備了測試條件。

文 / 天羽

人類是 
「外星移民」？

人類研究星系的演變有了新的理

論依據，也為天體物理學家進一

步研究星系的形成開闢了一條新

線索。

《合歡竹傳奇》
文 / 蘭心 劉六娘與徐昆本是少年夫

妻，雖是父母之命、媒妁之

言，卻情意甚篤。遺憾的是，

幸福的日子並不長，劉六娘年

紀輕輕染病而逝。

她臨終前對婆婆說：「請您

把我的骸骨收埋好，我來世再

到您家來。」徐昆的父母遂將劉

氏埋於蓮花溝上。後來，徐昆

續娶高氏為妻。

徐昆於仕途並無興趣，

清乾隆二十六年（西元 1761
年），他歸隱田園，回到老家臨

汾過著恬靜的生活。

在這裡，他創作了著名的

聊齋後傳《柳崖外編》，及戲曲

《雨花台傳奇》。

一日，鄰縣襄陵（今山西

襄汾縣）正在演出徐昆的《雨

花台傳奇》，劉六娘的母親前

去看戲，偶然遇到一看戲的女

孩，其相貌神態極似自己去世

多年的女兒。劉母不由得駐足

端詳，女孩也頻頻回顧劉老夫

人。散戲後，老夫人尾隨來到

女孩家，拉著女孩的手哭著說：

「你不是我的女兒，但為甚麼神

形這麼像我女兒呢？」女孩潸然

淚下。

原來這女孩名叫李窈，年

方十四，卻記得自己就是劉六

娘轉世，她常常獨自嘆息：「六

兒，六兒，今生怎生啊！」今日

遇到前世的母親怎能不激動呢。

劉老夫人說：「你知道這個

《雨花台傳奇》是誰寫的嗎？他

就是你前生之夫啊 ! 現在雖然

他已經另娶妻室，但這個高氏

很賢淑，我還是想完成你前生

的願望，讓你回到徐家，與高

氏以姐妹相稱。」但李窈的母親

不太願意。

劉老夫人千方百計託人作

媒。第二年，十五歲的李窈成

了徐昆的妻子。

這時，徐昆已經四十多歲

了。李窈「柔嘉多才」，又知是

前兒媳轉世，徐昆母親甚為喜

愛，高氏賢德，二人相處也非

常融洽。一年清明上墳，路過

劉六娘墓，李窈對高氏說：「這

是妹妹我的前生，如同花落入

泥啊！」說完淚流不止。

高氏問她為何這麼傷感，

她說：「記得我從陰間往陽間轉

世時，袖中有竹籤二十多枚，

其中有九枚合歡竹。恐怕我與

徐郎的姻緣只有九年啊！」高氏

只得勸慰說：「這些不足為信。」

乾隆三十五年（西元 1770
年），徐昆中鄉試第二十五名舉

人。兩年後李窈在京城病逝，

得年二十四歲，與徐昆做了九

年夫妻。

徐昆悲愛妻得而復失，將

李窈安葬在北京城外的陶然亭

畔之後，為這位兩世皆鍾情於

自己的女子，寫下了劇本《合歡

竹傳奇》。

  清朝著名文人徐昆，身世
頗為傳奇，當時人稱他是蒲松

齡轉世。 
  但更為神奇的，是他的妻
子劉六娘，兩世為人都鍾情於

他的故事。

清朝文人徐昆，

大家說他是蒲松齡轉世。

他廣為留傳的創作有，

聊齋後傳《柳崖外編》，

戲曲《雨花台傳奇》。

更為神奇的是，

與妻子劉六娘有兩世姻緣，

有一段淒美傳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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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此文與《紅樓夢》沒
有關係，只是借用其中幾個
人物及個別情節而已。

第六回

小翠導遊農家院 
青兒初嘗兄嫂情

第二天醒來，已經日照三

竿。兩人剛穿好衣服，打開房

門，小翠已拎著一壺溫水進來。

兩人洗漱完畢，剛走出臥室，

只見廳內的八仙桌上已擺上了

飯菜，紫娟說：「怎麼把飯菜擺

到這裡了……」大嫂走進來，

說：「他們天不亮就下地割麥子

去了。怕下雨，要快收。飯是在

地裡吃的，我馬上就要送中午

飯去。給你們做的飯菜都快涼

了，趕緊吃吧！」大嫂說：「這

小米粥最養人，這桌上的青菜都

是咱自家種的，這雞蛋是咱家

的雞子下的蛋，可新鮮了。這

幾盤小菜是我醃製的，覺得味

道怎麼樣？」黛玉嘗了一口說：

「好吃！很爽口。」紫娟喜得直

拍手，「這些菜比山珍海味都好

吃！」大嫂說：「你們喜歡，讓

你們吃個夠，你看！」說著指著

院子，只見西牆角陰涼處擺了一

排壇壇罐罐，「那裡有我醃的雪

裡紅、醬黃瓜、糖醋蒜……」紫

娟說：「我的口水都流出來了，

饞死人！我倆好有口福，有這麼

個能幹的大嫂。」嫂子笑了。兩

人津津有味地吃著。嫂子坐在旁

邊說：「吃過飯，不要總坐在屋

裡，到外邊逛逛，消消食。咱們

這裡有山有水的，柳溪從村中穿

過，說是溪，我看比外面的河還

大，水可清涼了，是西邊山上的

雪水流下來的。河岸兩邊兩排柳

樹，鎮上的姑娘都到溪邊洗衣

服。清明節，城裡的公子、小

姐，成群結隊地到這裡逛。小

翠，閒時帶兩個姑姑逛逛。」小

翠喜得直拍手，跳著轉圈，甜甜

脆脆地回答：「好！」「我馬上

下地送飯，家裡就三個女孩子，

把大門關上，今天就帶姑姑看看

咱家菜園。」小翠又拍手蹦了一

圈。大嫂說：「你看兩個姑姑，

文文靜靜，哪像你，像個毛猴子

蹦蹦跳跳。」說完，出了門，收

拾一下，到田裡送飯去了。

兩人吃完飯，小翠把碗筷

收拾了，又為姑姑泡了茶，然

後把大門關上，拴好。又跑來

說：「咱們今天就在家裡玩，過

幾天，再帶你們到外邊玩。」說

著，拉著兩人出了門。昨日還怯

生生的，今日就熟絡起來了。像

個小喜鵲滿院子跑。指著大門兩

邊的兩間小房子說：「這裡有哼

哈二將為咱們把門，小鬼不敢進

來。」「哼哈二將？」兩個姑姑

不解，「我大哥、二哥，一人住

一間，兩人力氣可大了。」又指

指東西兩個廂房說：「守第二道

門的是兩大金剛，我三哥和四

哥。」說著又帶她們進入一間廂

房。只見窗下放個大織布機，大

炕上放著一個紡車，床頭摞了兩

匹白粗布，兩匹印花布：一匹白

底印著綠色竹葉，一匹白底印著

紫色菊花，兩人走到跟前仔細欣

賞。「這是在哪買的？」「我娘

織的。」「這上邊的花也是你娘

染上的？」「是啊，你們床上的

帳子也是我娘織的，我娘親手縫

的。」「就用這個織的嗎？」紫

娟指著窗下的機子問。「是啊！

地裡的棉花收回家，挑最好的棉

花留下來，搓成穗，然後在這紡

車上紡成線，再用線在這織布機

上織成布。然後就印各種顏色的

花布，兩個姑姑如果喜歡，就畫

出你們喜歡的花樣，讓我娘印在

布上。」兩人聽得目瞪口呆，紫

娟伸出大拇指，說：「你娘真了

不起！」小翠說：「沒有啊！家

家都這樣，別家的大娘嬸嬸也會

啊！」「那就全都了不起！」

瞬間，小喜鵲又跳到院子的

拐角處，原來正房和廂房之間有

一扇小門。一推小門，就看見了

後院，後院有半畝地大，青菜滿

院。放眼望去，一畦畦，一壟

壟，各種蔬菜競相生長，滿眼翠

綠。仔細看，茄子光潤，如紫玉

般明亮；紅辣椒如火苗般在綠葉

中閃爍；青白菜肥大的厚葉一層

層，如綠色的花朵在綻放。韭

菜、小蔥綠汪汪，散發縷縷清

香。那一邊的爬藤瓜果更是好

看！滿架黃瓜，個個細長，頂著

黃花，渾身柔軟的小剌；長豆

角，像一根根綠絲絛垂滿藤架。

那邊又有一個又高又大的綠涼

棚，原來是絲瓜、葫蘆瓜，瓜果

全垂在棚下。涼棚的地上也沒閑

著，爬滿了冬瓜藤。十幾個圓滾

滾的大冬瓜，舒舒服服地躺在地

上，肥胖的冬瓜好像仰面在和下

垂的絲瓜、葫蘆瓜談笑風生。紫

娟黛玉興奮不已。黛玉說：「原

來咱們只知道賞花，沒想到這瓜

果、蔬菜也這麼有趣、可愛！」

小翠早己跳到黃瓜架下，一

抬手摘了幾個黃瓜，遞給兩個姑

姑，自己拿了一根，一口咬了下

去，紫娟驚呼：「還沒洗呢！上

邊還有刺，小心扎著。」小翠笑

嘻嘻地仍大口吃著，說：「它們

一直掛在那裡，老天爺爺下一

次雨，就給它洗一次澡，可乾

淨了。刺一到嘴裡就化了。」紫

娟看她吃的香甜，也試著咬了

一口：「哎！真爽！這才是最本

色最純粹的黃瓜味。」黛玉一直

歪頭瞧她們，見她們吃得津津有

味，滿嘴流汁，也小心地咬了一

口，「真清香！爽脆！」小翠拿

著吃剩的蒂把，使勁往臉上塗

抹，兩人又傻了眼，「我娘說，

臉上搽黃瓜汁，皮膚白嫩！」又

轉臉，望著她倆，說：「你們倆

個不用了。」「為什麼？我們也

想長得俊啊。」「你們倆個俊得

不能再俊了，俊到頂了。」黛玉

笑著說：「小翠才真正俊俏呢！」

說笑間，又把她們引到牆邊

的一棵棗樹下，仰頭往上看，

紅紅綠綠的棗子掛滿樹枝，小

翠拿起牆邊的一個長竹竿，「刷

刷」幾下子，棗子嘩嘩掉下來，

砸得黛玉紫娟抱頭大叫。小翠哈

哈大笑。兩人還沒反應過來，一

陣棗雨又下了起來，向她們頭

上、身上砸去。紫娟嗔怪地叫：

「小翠，別鬧了，夠了！」又連

忙問黛玉：「砸傷了沒有？」黛

玉笑笑：「哪有那麼嬌氣？挺好

玩的，砸在身上麻麻的。原以為

棗子是摘下來的，原來是打下

來的。」小翠說：「那麼多，哪

能摘得過來，鎮西頭有一大片棗

林，是全鎮共有的。每年打棗

子，可熱鬧了，全村男女老幼齊

上陣。還用棗子打架呢！村裡那

幾個最俊的姐姐可慘了，被人們

用棗子打得無處躲。」邊說，三

人邊蹲在地上檢棗子。每人包了

一手帕。「走！打水洗棗子吃。」

黛玉還蹲在那裡認真地撿著。小

翠說：「不用撿了，留給小烏、

小松鼠吃吧。」三人興沖沖地來

到井邊，高高的黑石井欄，軲轆

上還掛著水桶。井臺邊一個小小

的茅草亭，亭中央一個小石桌，

周圍幾個木頭墩子。黛玉、紫娟

小心翼翼地往井裡看，水中映出

兩個俊俏的面孔。小翠一轉軲

轆，水桶掉到井裡。往外拉時，

紫娟連忙幫忙，兩人累得氣喘吁

吁，一滿桶水打了上來，清清涼

涼。把棗子全部扔進水裡，洗淨

後，放在一個瓢裡，小翠走到亭

子裡，把棗子放在石桌上，揀幾

個最紅最大的遞給兩個姑姑。自

己一屁股坐在木墩上吃起棗子

來。黛玉、紫娟還站在那裡，望

著木墩發愣。「快坐啊！這是老

樹根做的、我們當凳子用。你

們嫌髒，是吧？」連忙用自己的

手帕在上面拂了又拂。「不是嫌

髒，不知怎麼坐。」「就用屁股

坐唄！」三人大笑起來。

邊咬著脆棗，邊聽小翠說：

「咱家這井水冬暖夏涼，水甜甜

的，我爹我哥渴了，就來喝一瓢

井水。夏天我們把幾個西瓜裝在

網子裡，還用竹籃子裝滿杏啊、

桃啊，李子放到井水裡湃著。湃

一夜，第二天提上來吃，又涼、

又甜，又脆，可好吃了。」小翠

又望了望兩位姑姑，說：「我娘

說生棗子吃多了肚子疼。咱們把

剩下的棗子讓我娘用冰糖燉熟

了吃。」紫娟邊慢慢吃著棗子，

邊問：「你娘怎麼這樣能幹，做

的飯菜真的好吃！」小翠得意地

說：「全鎮上的人辦大事，都請

我娘去做飯，還排隊等呢。聽爹

說，我娘原先是城裡人，在城裡

開飯館，她和她的師父做菜。她

師父才大大地了不起呢，他給皇

帝爺做過飯呢，後來老了，出宮

後就教我娘燒菜，兩人合夥開飯

店。後來她師父病死了，我娘又

嫁到我爹這裡。」「原來如此！

有高人教啊！」紫絹說。

小翠跑到井臺邊：「把洗棗

子的水澆菜吧。」把桶一歪倒在

就近的一條溝裡。只見一桶清水

像條活潑的小龍，飛快地順著小

溪往前奔跑，一會，跑到盡頭

停了下來，用自己的身驅滋潤

著泥土，兩邊的青菜甜甜地吸

吮著它。小龍不一會消失了。

她們這時才留意，原來井臺周

圍挖了很多縱向的小溝，通向

菜園的每個角落。黛玉問：「每

天就這樣澆菜嗎？」 「是啊！只

要把水搖出來，一倒，水就流到

整個菜園。」「真聰明！」小翠

說：「用這井水澆菜，菜長得可

水靈了！」 「小翠吃著這樣的菜

長大，人就長水靈了！」小翠聽

兩個姑姑誇獎，一笑兩個酒窩。

「看這酒窩都有水呢！」大家一

齊笑了。

出了園子，三人回到正房的

廳內，兩人在八仙桌旁坐下，黛

玉輕輕揉著膝，說：「這院前院

後走一遭，真有點乏了。」小翠

連忙給兩個姑姑倒了熱茶。黛玉

邊喝茶邊望著院子：一棵大槐

樹，樹陰遮住了半個院子，樹下

也是一個石桌，周圍幾個木墩，

因年代久遠，己磨得油光水滑。

院子雖是泥地，但天長日久，踩

得硬實，十分乾淨，無一點塵

土。兩邊的房檐下，掛滿了一串

串玉米，紅辣椒、大蒜頭……

紅、黃、白相間，襯著翠綠的

樹葉，五彩繽紛，生氣盎然。

十幾隻小雞悠閒地在院中覓

食。黛玉輕歎了一句：「典型的

農家院落。」

忽聽到敲門聲，小翠蹦跳著

到了大門口，大嫂回來了！進門

就說：「我們在地裡都吃過了。

你們幾個還沒吃，我馬上做飯

去！」紫娟連忙把大嫂拉進了上

房，把她按在椅子上，連忙遞過

一杯熱茶，「你就歇一會吧，我

們都吃了一肚子了，又是黃瓜，

又是紅棗，一點不餓。」大嫂

喝完茶，說：「那不抵餓，我今

天就做個省事的，做臊子麵！」

小翠一聽，喜得又蹦又跳：「太

好了！吃臊子麵了！」「什麼是

臊子麵？」紫娟問。「你們在

那麼大的府裡，從來沒吃過臊

子麵？」兩人直搖頭。大嫂說：

「就是把半肥半瘦的豬肉切成細

丁，再把豆腐乾、香菇、笋子

也切成細丁，然後把蔥薑蒜、香

菇一齊在鍋裡爆香，把肉丁、乾

子丁、筍丁一齊翻炒，放點甜麵

醬，再加入清水，直到把肥肉煮

化，這肉湯就叫臊子。麵條下好

後，撈出，放在碗裡，把臊子澆

在上面，想清爽些，就再把黃

瓜切成細絲，一齊拌勻，就行

了。」「哎喲！這麼麻煩，還說

省事。我本來不餓的，叫你這一

說，恨不能馬上就吃到嘴。」紫

娟說。大嫂說：「這點飯，對我

來說就像小孩玩娃娃家，你們等

著。」

不一會功夫，三碗麵端來

了，麵未到，香味先飄進來。小

翠熟練地用筷子拌著，黛玉、紫

娟也學著樣。大嫂說：「只要拌

勻就行了。」小翠又跑到廚房，

弄來一瓶辣椒醬，舀了一勺，

拌在麵裡。大嫂說：「你倆也來

點？」紫娟舀了一點點，黛玉看

那紅紅的辣醬，嚇得直搖頭。黛

玉慢慢地挑著麵條吃，只見那兩

人吃得呼拉拉響，額上都沁出了

汗珠。小翠的嘴唇辣得鮮紅，用

手掌扇著，直叫：「真好吃！太

過癮了。」紫娟也說：「從來沒

吃過這麼香的麵條！吃的太飽

了。這樣吃下去，一個月後，我

姐倆準變成小肥豬了！」大家哄

然大笑，小翠先是蹦著笑，後來

又捂著肚子蹲在地上笑，嘴裡還

在說著：「兩位姑姑變成小肥豬

了。」越想越好笑，倒在娘懷裡

讓她揉肚子。（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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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Ranger在

2012年曾因為美規版本無法

達到法規撞擊標準而被 迫停

產，直到國際版有所改款後，

Ford才打算重起爐灶。而此回

Ranger改款不只採用F-150相

同的嚴苛測試，還希望能在北

美貨卡暢銷王者F-150老大哥

的光環下，重新奪回被Toyota 
Tacoma、Nissan Frontier與
Chevrolet Colorado等占領

的中型貨卡市場。

外觀上，Ranger 安裝了全新的

格柵和更寬的進氣口，在 XLT 和

Wildtrak 車款上擁有 LED 和 HID 組

合燈。內飾變化很小，配備了 Sync 3

系統與智能手機鏡像功能。Sync 系

統提供了在緊急碰撞後自動呼叫

911 的緊急援助功能。

在 XLT，Wildtrak 等級車型上

配備無鑰匙入車、按鈕啟動系統，

並有 AEB 自動緊急剎車輔助系統，

搭配交通號誌辨識，車道維持輔

助，車道偏離警示，主動巡航等駕

駛科技提供更為完善的安全防護。

動 力 方 面，Ranger XLT 和

Wildtrak 兩款車型的動力都將從 2.0

升雙渦輪柴油引擎升級至 3.2 升 5

缸渦輪增壓柴油引擎，最大輸出功

率為 147kW，峰值扭矩 470Nm。

該車配備 10 檔變速箱，並有 3.5

噸的牽引力。而重新調教的懸吊系

統也讓該車可以減少車身側傾和更

加靈敏的轉向。

此外，福特還為 Ranger 選配一

款四缸 2.2 升渦輪增壓柴油引擎，

最大輸出功率為 118kW、峰值扭矩

385Nm。 

最強越野皮卡Ford Ranger

重出江湖

除 了 外 觀 更 為 剽 悍 海 派 外， 也 導 入 Ford 全 新 Terrain 

Management 地 形 管 理 系 統， 可 以 依 照 地 形 的 不 同 選 擇

Normal( 常規 )、grass( 草地 )、gravel( 沙地 ) 及 snow( 雪地 ) 等

四種模式外，也可藉由 Trail Control 系統來進行陡坡緩降，讓

不諳越野特性的玩家也能縱情飆沙。

不同於澳洲、拉丁美洲與亞太區

銷售的 Ranger，美規版本有著專屬外觀

設計。更圓滑的車頭造型與傾斜的擋風

玻璃角度，可提升空氣力學並減少風切

聲。美規 Ranger 也相同採用梯形底盤結

構，刻意的前 / 後短懸提供更大的越野穿

越角度，同時具備 SuperCab（單廂）和

SuperCrew（四門）兩種不同車體可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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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擁有十四種不同

車款的升級版馬自達（Mazda）6
轎車款和旅行車款正式在加拿大市

場上市。該車在性能、安全配置和

車內配置上都進行了升級。

2018 款馬自達 Mazda6 外觀採

用了馬自達最新的設計語言，配置

也進行了部分升級。 2018 款馬自

達 6 前臉部分改變還是很大的，盾

牌狀的前格柵內部採用了點陣式的

設計，比現款橫幅式設計更上檔次。

Mazda6 根據車款不同，選

配三款發動機。在高配的 GT 與

Atenza 上，安裝了 2.5 升渦輪增

壓汽油引擎。該引擎與跨界型大車

馬自達 9 的引擎相同，最大輸出

功率 170kW，峰值扭矩 420Nm，

百公里耗油 7.6 升。而 2.5 升自然

吸氣汽油引擎的最大輸出功率為

140kW，峰值扭矩 252Nm，百公

里耗油 7.0 升。 2.5L 發動機配備

可變氣缸技術，發動機在低速行駛

中會關閉其中兩個氣缸，大幅提高

燃油經濟性。

2.2 升柴油引擎與 CX-5 上的

相同，在最大輸出功率和峰值扭矩

這兩項數據上相比升級前都有所提

高，百公里僅耗油 5.3 升。

所 有 三 款 引 擎 全 部 配 備

SkyActiv-Drive 六 速 自 動 變 速

箱，帶跑車模式、手動模式以及轉

矩變換器（torque converter）。該

車系全部為前輪驅動，並沒有配備

全輪驅動。

升級的馬自達 6 系車款全部

配備盲點提示、司機注意力警報、

遠光燈控制、車道偏離警告、車道

保持輔助、雷達引導的定速控制等

功能。自動緊急制動系統在高達

160 公里的時速下仍然有效。

其它配置還包括，所有版本

的座椅都有所加寬，最高配置的

Atenza 車款有前排座椅通風及冷

風系統，並且提供 360 度全景影

像和 7.0 英寸儀表盤。

新車在加國市場的起售價格是

27,000 元， Signature 版的起售價

格是 38,800 元。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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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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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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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ed time lease offer based on a new 2018 TLX (UB1F3JJ) // model shown, a 2018 TLX SH-AWD® Elite (UB3F7JKN) // 2018 Acura RDX (TB4H3JJNX) // model shown, a new 2018 Acura RDX Elite (TB4H7JKN) available through Acura Financial Services on approved credit. 
Representative lease example: 1.9% // 1.9% (2.79% effective APR) // 1.9% // 1.9% (2.87% effective APR) lease rate for 36 months (78 payments) // 36 months (36 payments). Bi-weekly payment is $215 // $289 with $0 // $0 down payment // Monthly payment is $408 // $507 with 
$4,600 // $4,600 down payment. 16,000 km allowance/year; charge of $0.15/km for excess kilometres. Total lease obligation is $16,770 // $22,542 // $19,288 // $22,852. Offer includes EHF tires ($29), EHF filters ($1), air conditioning fee ($100), OMVIC fee ($10), and PPSA ($29). 
License, insurance, registration, options and taxes are extra. PPSA lien registration fee and lien registering agent’s fee ($5) are due at time of delivery. Offer includes $2,500 // $1,500 incentive. ^$2,500 // $1,500 incentive is available on new and previously unregistered 2018 TLX (UB1F3JJ), TLX 
Tech (UB1F5JKN), TLX Tech Elite (UB1F7JKN), TLX SH-AWD® (UB3F3JJ), TLX SH-AWD® Tech (UB3F5JKN), and TLX SH-AWD® Elite (UB3F7JKN) // 2018 Acura RDX (TB4H3JJNX), RDX Tech (TB4H5JKNX), and RDX Elite (TB4H7JKN) models leased/financed from an authorized participating Acura retailer 
in Canada through Acura Financial Services (AFS) and delivered between October 3, 2017 and October 31, 2017. Incentive: (i) will be deducted from the negotiated price after taxes; and (ii) can be combined with all rates (including special lease and finance rates) offered through AFS. See your 
participating Acura retailer or visit www.acura.ca for details. **$1,000 Fall Bonus is available on new and previously unregistered 2018 Acura TLX (non-A-SPEC) models and 2018 Acura RDX models when registered and delivered between October 3, 2017 and October 31,2017. Fall Bonus: (i) cannot 
be applied to past transactions; and (ii) can be combined with lease/finance offers and will be deducted from the negotiated selling price after taxes. Some terms/conditions apply. Model shown for il lustration purposes only. Offers end October 31, 2017 and are subject to change, extension or cancellation 
without notice. Dealer may sell/lease for less. Dealer order/trade may be necessary. While quantities last. Certain features only available on certain trims. Visit acura.ca or your Acura dealer for details. © 2017 Acura, a division of Honda Canada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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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ed time lease offer based on a new 2018 TLX (UB1F3JJ) // model shown, a 2018 TLX SH-AWD® Elite (UB3F7JKN) // 2018 Acura RDX (TB4H3JJNX) // model shown, a new 2018 Acura RDX Elite (TB4H7JKN) available through Acura Financial Services on approved credit. 
Representative lease example: 1.9% // 1.9% (2.79% effective APR) // 1.9% // 1.9% (2.87% effective APR) lease rate for 36 months (78 payments) // 36 months (36 payments). Bi-weekly payment is $215 // $289 with $0 // $0 down payment // Monthly payment is $408 // $507 with 
$4,600 // $4,600 down payment. 16,000 km allowance/year; charge of $0.15/km for excess kilometres. Total lease obligation is $16,770 // $22,542 // $19,288 // $22,852. Offer includes EHF tires ($29), EHF filters ($1), air conditioning fee ($100), OMVIC fee ($10), and PPSA ($29). 
License, insurance, registration, options and taxes are extra. PPSA lien registration fee and lien registering agent’s fee ($5) are due at time of delivery. Offer includes $2,500 // $1,500 incentive. ^$2,500 // $1,500 incentive is available on new and previously unregistered 2018 TLX (UB1F3JJ), TLX 
Tech (UB1F5JKN), TLX Tech Elite (UB1F7JKN), TLX SH-AWD® (UB3F3JJ), TLX SH-AWD® Tech (UB3F5JKN), and TLX SH-AWD® Elite (UB3F7JKN) // 2018 Acura RDX (TB4H3JJNX), RDX Tech (TB4H5JKNX), and RDX Elite (TB4H7JKN) models leased/financed from an authorized participating Acura retailer 
in Canada through Acura Financial Services (AFS) and delivered between October 3, 2017 and October 31, 2017. Incentive: (i) will be deducted from the negotiated price after taxes; and (ii) can be combined with all rates (including special lease and finance rates) offered through AFS. See your 
participating Acura retailer or visit www.acura.ca for details. **$1,000 Fall Bonus is available on new and previously unregistered 2018 Acura TLX (non-A-SPEC) models and 2018 Acura RDX models when registered and delivered between October 3, 2017 and October 31,2017. Fall Bonus: (i) cannot 
be applied to past transactions; and (ii) can be combined with lease/finance offers and will be deducted from the negotiated selling price after taxes. Some terms/conditions apply. Model shown for il lustration purposes only. Offers end October 31, 2017 and are subject to change, extension or cancellation 
without notice. Dealer may sell/lease for less. Dealer order/trade may be necessary. While quantities last. Certain features only available on certain trims. Visit acura.ca or your Acura dealer for details. © 2017 Acura, a division of Honda Canada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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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2018款全新MDX起價

型號：YD4H2JJNX
36個月

獲得現金回饋高達

用於指定2018款MDX

圖示2018款 RDX ELITE 型號

†Limited time lease offer based on a new 2018 Acura MDX (YD4H2JJNX) // model shown, a 2018 MDX Elite (YD4H8JKN) available through Acura Financial Services on approved credit. Representative lease example: 0.9% // 0.9% (2.70% 
effective APR) lease rate for 36 months (78 payments). Bi-weekly payment is $248 // $342 with $5,800 // $5,800 down payment. 16,000 km allowance/year; charge of $0.15/km for excess kilometres. Total lease obligation is $25,344 // $32,676.  
Offer includes air conditioning fee ($100), Tire Duty ($20), AMVIC fee ($6.25), PPSA ($13) and applicable fees. Licence, insurance, registration, options and taxes are extra.‡$5,500 cash rebate available only on the cash purchase of new and 
previously unregistered 2018 Acura MDX Navi (YD4H4JKNX), MDX Tech (YD4H6JKN), MDX Elite (YD4H8JKN) and MDX Elite 6P (YD4H0JKN) models from an authorized Acura dealer when registered and delivered before May 31, 2018. Total 
incentives consist of: (i) $2,500 that cannot be combined with lease/finance offers; and (ii) $3,000 that can be combined with lease/finance offers. All incentives will be deducted from the negotiated selling price after taxes. Some terms/
conditions apply. Model shown for illustration purposes only. Offers end May 31, 2018 but are subject to change, extension or cancellation without notice and are only valid for Alberta residents at Alberta Acura retailers. Retailer may sell/lease 
for less. Retailer order/trade may be necessary. While quantities last. See your Silverhill Acura retailer for full details. © 2018 Acura, a division of Honda Canada Inc. 

絕對卓越表現

每兩週 / 首付$5,800
248 0.9 5,500或

Patrick Li
(403) 255-4275

patrickl@silverhillacura.com

Andy Wong
(403) 776-1435

andyw@silverhillacura.com

Vince Luong
(403) 258-4279

vincel@silverhillacura.com

圖示2018年MDX E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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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介紹阿麗薩女士的賣

房前裝飾技巧。

1.去個性化
房子內的牆上不要掛任何東

西，因為一個潛在的購房者會想

像自己住在這座房子內的情景，

他們將很快地想像出那些他們不

喜歡掛在牆上的東西的情景，所

以要拿掉一切顯示個人愛好的物

品（如家人的照片等）。

如果有必要的話，應將色彩

鮮艷的牆壁粉刷成中性的色調，

這樣不容易引起反感。

2.確保房內一切物品  
處於最佳狀態

牆壁表面不要有撕裂和開

裂，灶檯燈不要損壞。你可能

已經習慣於看到它們的這個樣

子了，但別人不習慣，所以要

用挑剔的眼光審視你的房子，

或者請別人來審視，同時修復

所有的瑕疵。

   十五個房屋
售前裝飾理念

（一）

編譯/高新宇
圖/網絡圖片

【看中國訊】目前房屋市場低迷，成交量持

續下滑，如何使房子升值並盡快賣出，是大家比

較關注的問題。下面請裝修專家阿麗薩（Alyssa 
Tavazoie）女士為我們支招，怎樣才能展現房
子最好的一面。

足夠的照明和漂亮

的燈具可以使房間

增值。

家具的規模一定要

適合整個房間大

小。

檢查所有的櫃子

門，確保它們是完

好的。

中性的牆壁色彩不

會引起反感。

3.安裝吊燈
吊燈是阿麗薩女士最喜歡的

一種低成本高回報的房屋裝飾

物。她說：「人們錯以為照明要

花大筆資金，其實不然，你完全

可以到超級市場花幾百元錢買一

個非常漂亮的燈。很多房子都沒

有足夠的照明，如果你打算聘請

電工，那就順便多安裝一些吊

燈，或者至少買一些漂亮的燈

具。」

4.注意家具的規模
您可能在房間裡有一個自己

喜愛的巨大沙發，但它會使房間

顯得小，所以必須扔掉。

您可以購買一些小一點的成

套家具，而且如果房間較大，可

以安裝兩套以上的裝飾家具。

5.廚房要乾淨
廚房檯面要乾淨整潔。一個

炊具架是可以的，但不要過多，

而且要將小家電等儲存在櫃子

內，盡量使檯面保持整潔。

6.完善廚房
如果爐頭上面的牆面沒有瓷

磚，你應該抽出一個週末來完成

裝修。只需要找一個工匠，花很

少的錢就可以完成。

可以買一些華麗的瓷磚（由

於面積小，不會花很多錢），或

考慮買一些玻璃馬賽克、反光瓷

磚或者一些帶有花哨點綴的普通

瓷磚等。

選房朝向位置的小竅門
【看中國訊】通常房屋在社區

中的位置選擇在裡面，即是社區

離大路最遠的位置，這個位置交

通流量比較少，房子比較安靜；

另外一個就是私密性比較好。

接下來是地勢，地勢一定要

平坦。有地下室沒有關係，後面

可能是伸下去，但是前院一定要

平坦。通常不建議選擇比路面還

低的住宅，不僅僅是風水角度，

主要是從舒適角度，而且通風比

較差。如果後院不是很好的話，

房子就會很潮。另一方面，也不

能比路面高出很多，高出一尺、

兩尺，這個是比較好的地勢！

朝向的選擇

中國人通常選擇南朝向的房

子，很少願意選擇西朝向的。這

裡面有一個問題，大家知道通常

車庫是放在前面的，無論是迎面

進的還是側面進的車庫。即使是

側進車庫，其窗子還是在前面。

通常需要采光的是主人房和

客廳，其實是這兩個地方需要朝

南，所以從舒適的角度來看，房

子的前臉應該是朝北的，這樣主

人房通常在後面，因為主人房需

要安靜。這樣就保障了客廳和主

人房朝南，冬暖夏涼，這是最理

想的朝向。

朝西的房子就非常的增加

能耗。朝向，當然是朝西開了

很多窗，那麼窗的作用就是，

熱量能進來卻出不去了，這樣

夏天就會非常的耗冷氣，冬天

又曬的時間較短，西向的溫度

也是比南向低。

社區整體設計從經濟效益和

審美的角度，有可能犧牲一部分

朝向，但是主人房等主要房間通

常都會放置在南朝向上去，建築

商會根據地塊的不同朝向採用不

同的設計，比如朝西的房子，他

們會把主人房或者大廳放到側面

的南面去。

怎樣的戶型才是理想的

明亮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標

準，大廳要明亮，廚房要明亮，

不是說開燈以後的明亮，而是在

自然光線下，房屋的窗戶要大。

一樓與二樓的廁所，最好也要有

窗；通常一樓比較開闊的房子，

這樣的戶型比較容易銷售，這樣

的房子你將來想出手的時候也是

比較容易的；二樓的過道給人的

印象也是很關鍵的，上了二樓以

後，光線也要好；客戶普遍不願

購買那種上了二樓像鑽山洞一樣

的房子，一直需要開燈，一是不

利於節能，同時心情上也是比較

容易受不好的影響，人們普遍還

是有趨光性。

地毯與地板的權衡

木地板的造價通常比地毯要

高一些，對於中下檔次的房子，

建商只是在入口處放一方塊地

板。一樓的進廳與過道，家庭成

員集中的地方，經常走的地方，

如果在一樓這些地方安裝地毯，

就會磨損比較嚴重，時間長了就

和周圍的地毯顏色不協調了。

地板在這些方面就會好很

多，除了陽光經常曬的地方會變

色，其他的耐磨損程度都會比地

毯好。而且地板便於打理和清

潔，不會像地毯那樣滋生細菌和

藏污納垢。一樓鋪地板，一進門

會感覺非常清新親切，非常高檔。

地毯容易積累灰塵。雖然空

調有過濾網，但是還是有很多沒

有過濾掉的塵土。地毯也有很多

好處，它比較軟，舒適性好。家

裡孩子或者老人如果不小心碰到

或者是跌倒，就不會有問題；同

時樓板走起路來比較安靜，加之

樓上基本上較少人走動，也非常

乾淨的。

油煙問題

中國無論南面還是北面的

人，做飯都是油煙很大的。那麼

保護廚房不被油煙侵蝕，就是一

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油煙問題處

理不好，如果充滿油污的住房將

來拿到市場上去賣的時候，買房

的人不一定是中國人，就會感覺

非常不好，對房屋的價格大大地

打了折扣。體現房子整潔的，第

一就是廚房，第二就是衛生間。

解決油煙問題有兩個方面，

第一個，就是把排煙的管道通到

戶外。不是像美國這種在室內循

環。美國的抽油煙機是用絲網過

濾的，只是定期洗絲網；而且是

就地循環，據說是乾淨的空氣又

排到了室內來了。這種方式是不

適合中國人的烹飪方式的。

第二，就是要選擇大功率

的、可以吸油的抽油煙機，必須

是針對中國廚房設計的。通常在

定制新房的時候，要告訴開發商

我們華人需要的抽油煙機，可以

和建商談判，要求建商給予安裝

適用中國廚房的抽油煙機。

建商要確認該產品品質過

關，可以給予品質保證期。否則

出現問題，如出現火災等，建商

可能因為你私自更換住宅設施而

要求免責。

【看中國訊】餐桌的材質不

同，清潔和保養的方法也各不相

同，要是用錯了方法，可是會影

響餐桌的使用壽命。下面是大理

石餐桌以及實木餐桌應該如何清

潔和保養知識。

一般餐桌的清潔與保養

1. 無論是木質、貼皮或是美

耐板桌面，用餐後都應以微溼的

軟布擦拭，再立刻用紙巾擦乾，

讓餐桌隨時處於乾燥的狀態。

2.若遇到餐桌較髒的情況，

將中性肥皂水與溫水以 1:20 的

比例混合後擦拭，再以清水擦

淨，並且將桌面擦乾，便可以恢

復餐桌乾淨的面貌。

3. 至於玻璃桌面，由於耐

酸鹼的特性，對清潔劑的使用限

制比較少，可以使用防霧噴劑常

保光亮。如果桌墊與桌面間的縫

隙有菜或湯汁滲入，也需要立刻

將之拆下處理。

大理石餐桌的清潔與保養

用液態擦洗劑仔細擦拭，可

用檸檬汁或醋清潔汙痕，但檸檬

停留在上面的時間最好不超過 2
分鐘，必要時可重複操作，然後

清洗並擦乾。對於輕微擦傷，可

用專門的大理石清潔劑和護理

劑。對於古舊或貴重的大理石家

具應請專業人員處理。

實木餐桌的保養與清潔

由於天然木材是不斷呼吸的

有機體，建議您放置在溫溼度合

宜的環境裡，同時須避免飲料、

化學藥劑或過熱的物體放置在表

面，以免損傷木質表面的天然色

澤。可向家具廠商選購保養油，

約每半年塗抹於餐桌一次，便可

達到保護木質的功能。

餐桌的清潔
與保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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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21 世紀（加拿

大）與美國網站 Zillow（www.
zillow.com）達成合作協議，將

其待售房源發布在其網站上。據

悉，這是第一個與 Zillow 建立

此類合作關係的加拿大不動產公

司。這也是借鑒了 21世紀美國分

公司與該網站合作的成功經驗。

Zillow 表示，79% 的美國

購房者在網上買房，將加拿大的

待售房源列在網上，可增加其曝

光率，帶來更多的市場機會。

該公司還表示，他們還將

與更多的加拿大不動產公司開

展合作。

Zillow 公 司 於 2006 年 在

西雅圖成立，目前是美國最大

的房地產交易、租賃網站之一。

【看中國訊】皇家地產公司

（Royal LePage）發布的最新預

測報告顯示，亞省和安省將一起

引領全國度假房價格上漲，亞省

坎莫爾鎮的房價漲幅最大。預測

2018 年全國度假屋房價平均上

漲 5.8%，亞省房價上漲 8.9%。

年底，亞省度假房平均價格將從

2017 年的 70.7 萬元推高到 77
萬元。

預測安省的度假屋價格平均

漲幅最大，約為 10.4%，預計

2018 年全年平均價將達到 53.6
萬元。

皇家地產公司的房產經紀希

勒（Tom Shearer）說，坎莫爾

將是度假屋價格

上漲的領頭羊。

「那裡風景秀麗，

非常漂亮」，希勒

表示。「坎莫爾是

很多人的旅遊目

標地，人們從世

界各地來訪問這個

小鎮。」

受稅收政策調整影響，

2018 年預測鄰省卑詩省的度假

屋房價將下跌 2.8%。

周末看房团 最新日期
敬请致电查询

21世紀（加拿大）不動產
將在美國網站售房

亞省引領度假屋價格上漲
坎莫爾鎮首當其衝預測

應廣大讀者的要求，

看中國近期推出看新屋欄

目，旨在為讀者展現卡城

各建築商開發的新房源。 看新屋

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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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小時峰會開啟歷史之門  巨變正在發生

川普：比任何人預期都好 
金正恩：向川普總統致謝

在世界的矚目中，金正恩比

較他年長近 40 歲的川普，早了

7 分鐘抵達會場，韓媒將其稱之

為「長幼有序」的禮儀風範。金

正恩對川普說，世界各地很多人

不會相信正在新加坡發生的事

情，「許多人會認為這是一部科

幻電影中的狂想」。

在嘉佩樂酒店的一排美朝國

旗前，川金兩人各自緩步走向對

方，握手長達約 12 秒。兩人還

進行了約 35 分鐘的私人會面。

雙方於當時簽署聲明，川普

表示，半島無核化「將非常迅速

地推進」，會議結果「比任何人

所能預期的都好」。金正恩表

示，「這是一份清除過去，預示

新出發的歷史性文件」，並表示

「世界將看到巨大變化，向川普

總統致謝」。

不解除制裁 暫停軍演
川金會達成的聯合聲明關鍵

內容包括：美朝承諾建立新型美

朝關係；建設朝鮮半島長久穩定

的和平機制；確認朝韓 2018 年

4 月 27 日就朝鮮半島完全無核

化達成的《板門店宣言》；尋回

韓戰時期朝鮮半島的美軍陣亡者

遺體。

川普表示，他已經與金正恩

崔永元 6 月 5 日在接受媒

體專訪時稱，他手上掌握的多份

「陰陽合同」中，最嚴重的是中

國巨力集團總裁楊子及其妻黃聖

依涉嫌 7.5 億元人民幣「陰陽合

同」。他還詳細講述了這 7.5 億

人民幣「陰陽合同」事宜，並對

鏡頭說「楊子放話了，要殺我。」

【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
導】6月12日，在新加坡舉辦
的川金會吸引了約3000名
各國媒體記者和萬眾的目

光。川普與金正恩在峰會上

的歷史性握手和簽署的聯

合聲明，讓世界見證了二戰

結束73年來，美朝元首的破
冰會晤。短短5小時的美朝
峰會，為世界留下了廣泛的思

考空間。

【 記者董林杉綜合報
導】崔永元爆料娛樂圈以

「陰陽合同」逃稅事件，從

「范冰冰逃稅6000萬元人
民幣」到「楊子、黃聖依偷

稅7.5億元人民幣」，攪動整
個輿論場，巨力集團的總裁

楊子被指是楊尚昆之孫。但

10多年前楊尚昆次子楊紹明
曾予以否認。

達成了非常特殊的關係。當被問

及是否會邀請金正恩訪問白宮

時，川普回答說：「絕對會的。」

在談到朝鮮無核化的時候，川普

說：「我們正在與韓國、日本合

作。我們與中國的合作程度較

低，但我們也跟他們合作。」

川普告訴記者，金正恩已經

承諾關閉導彈發動機試驗場，將

有包括美國和國際社會在內的許

多人投入到朝鮮無核化的驗證過

程中，但要實現完全無核化需要

相當長的時間。

川普還表示，韓戰將會很快

結束，金正恩已經承諾將摧毀朝

鮮彈道導彈發動機測試場。美國

目前還不會解除對朝鮮的制裁，

但會先停止美國與韓國的聯合軍

事演習行動，「我們將停止軍事

演習，這將為我們節省大筆金

錢。」美國還希望未來有朝一日

從韓國撤軍。

朝鮮媒體口風轉變

對這場川金會的報導，朝中

社將此前的「對話」換成了「與

美國總統的首次歷史性會面」，

除此之外，朝鮮官媒還報導了金

正恩參加川金會的動向。

對此，BBC 全球媒體觀察

部的埃利斯特 · 克里曼（Alistair 
Coleman）說：「朝鮮媒體在日

常報導中的變化意味著重要的事

情正在發生。出於控制和某種程

度上的偏執，朝鮮國家媒體從不

提前報導最高領袖的動向。」

朝鮮官媒報導稱，金正恩

稱讚新加坡環境美麗且乾淨，

並表示要在各領域向新加坡學

習。而在朝鮮官媒報導中，通

常不會出現其他富裕國家的圖

片，如此盛讚朝鮮以外的西方

國家，這對朝鮮官媒來說是非

同尋常的事情。

克服困難引發解讀

川普與金正恩短暫與媒體見

面時，金正恩表示，「克服了一

切困難來到了這裡」，「被過去

的偏見和錯誤阻礙了」，「來到

這裡的道路並不輕鬆」。

對於「克服了一切困難」引

發了評論的解讀。《紐約時報》

表示，已經有了跡象表明，金正

恩不想接受中共的控制，金正恩

上臺後，大力清洗親北京勢力就

是證據。時事評論員陳破空表

示，金正恩當初很可能受到周圍

人員的監控，這與當年中共總書

記胡錦濤在任時極其相似。

另外一個插曲是，會議期

間全球各國約 3000 名記者收

到的禮品中，包括了一個迷你

USB 風扇，這個中國製造的小

小 USB 風扇引發了外國媒體記

者們心慌。

《華盛頓郵報》記者 Barton 
Gellman 呼籲所有記者，不要

把這個 USB 插入電腦中，也不

要帶回國內，最好是直接丟進垃

圾桶。法廣等媒體當天報導說，

記者們擔心這個中國產的 USB
設備在插入電腦後，會在電腦上

秘密裝置惡意軟件。

多項歷史性起點 
帶來巨變

金正恩少年時期留學瑞士，

在成長階段呼吸過自由主義的空

氣。在川普推動的聯合國經濟制

裁下，今年 4 月，金正恩把他

提出的「核開發與經濟建設並行

路線」，轉為「集中全部力量建

設經濟」。

外界分析，川金會開啟了多

項歷史性起點。這場峰會是美朝

外交轉型的起點，也是朝鮮政權

轉變的起點和金正恩選擇個人命

運的轉捩點。

川金破冰握手 簽署聯合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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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與金正恩準備一對一會談。 美朝舉行擴大的雙邊會議。 川普與金正恩簽署聯合聲明。



美朝聯合聲明關鍵內容

美朝將合作在朝鮮半島建立

持久穩定的和平機制。

依兩國人民對和平及繁榮的

願望，建立新型美朝關係。



重申板門店宣言，朝承諾致

力於朝鮮半島徹底無核化。

美朝承諾，尋回韓戰時期朝

鮮半島的美軍陣亡者遺體。

圖片來源：大圖：  HANDOUT/GETTY IMAGES；一對一會談、擴大會議、簽署聲明：KEVIN LIM/THE STRAIT TIMES/HANDOUT/GETTY IMAGES；楊尚昆：公有領域

崔永元捅的「婁子」很大，  
已波及中共元老？

前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

輿論的焦點從范冰冰轉向

了楊子、黃聖依夫婦。當日晚

間，楊子在微博上否認威脅崔

永元，並稱未簽過 7.5 億的陰陽

合同。

隨後，不少媒體報導稱，楊

子背景強大，他是中共元老楊

尚昆之孫。早在 10 多年前，香

港《太陽報》曾報導，巨力集團

的總裁楊子，銳意進軍大陸演藝

圈，當時楊子被問及他是否是楊

尚昆之孫時，楊子一概笑而不

答。

2005 年 4 月楊子在上海出

席一個手錶派對時，大會公開介

紹他是「已故國家主席楊尚昆的

孫兒」。當記者提及其爺爺楊

尚昆時，楊子以問題太敏感為由

拒絕回應。

但楊尚昆次子楊紹明接受媒

體專訪時說，楊尚昆育有兩子一

女，他的大哥生了兩個女兒，妹

妹也只有一個女兒，自己仍未有

孩子，何來一個楊尚昆的孫兒？

儘管楊子的國家元老後代背

景似乎並不屬實，崔永元爆料觸

及范冰冰、馮小剛，以及影視圈

逃稅問題，給予習近平整肅軍中

【看中國訊】美國國會參議

院司法委員會近日舉行主題為

「中共滲透和利用美國學術界」

的聽證會。美聯社報導說，聽

證會上，參議員魯比奧（Marco 
Rubio）要求美國關閉所有孔子

學院，美國的大學與孔子學院的

合作必須終止。他指出孔子學院

一直被用來打壓美國校園的學術

自由。從 2004 年起，中國政府

在全世界辦起了大約 500 所孔

子學院和 1000 間孔子課堂，其

中美國有 103 所孔子學院和 501
間孔子課堂。近來美國人發現這

些名義上提供中國語文教學的孔

子學院，實際上是向美國進行政

治滲透和從事間諜活動的機構。

娛樂圈提供藉口。

據香港《蘋果日報》報導，

傳官方不滿軍方控制娛樂圈，早

已發出「禁軍令」，限制有軍方

背景的公司及電影。消息稱，曾

獲得過軍方的大力支持的《紅海

行動》和《戰狼 2》最近被官方內

部批評鼓吹軍事主義。播出後惡

評如潮，反令「國家樹敵」。 
消息人士稱，這兩部影片現在想

拍攝續集已很難拿到批文了。

報導稱，自習近平上臺後，

為保權力打擊各大勢力，惟獨影

視娛樂仍未收編，成為政治隱

患。

明星逃稅的醜聞已經牽涉到

官方與軍方的權力鬥爭。目前，

廣電總局副局長張宏森已被問

責，調離電影，改管電視，今後

中國電影由中宣部全權管理。

美參議員魯比奧
提議關孔子學院

獲多項大獎的紀錄片《假孔子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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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四位華人包括 Foothills
區老牌政界華人、前省議員欒晉

生（Jason Luan），Beddington
區來自香港的老移民盤世寶

（Josephine Pon），還有兩位政

界新面孔，他們尤其引人注目。

一位曾是 2017 年卡城市議員參

選人的大陸移民林鈞，一位是

年輕靚麗的移民第二代翁雪兒

（Jennele Giong）。其參選背景

和競選綱領，一定程度上代表了

參政華人的主要思路。

林鈞選區

P a n o r a m a  h i l l s ，

Evanston，Carrington 以 及

Hanson Ranch
履歷：畢業於浙江大學財

經系，2002 年以技術移民身

份登陸加拿大；在蒙特利爾

完成 MBA 學業後移居亞省。

2008 年至今就職於亞省能源部

（Alberta Energy）；2010 年 起

居住於 Panorama Hills 社區，

與夫人一起撫育三個尚屬年幼的

女兒。

林鈞的競選口號：讓我們完

成！（Let's get it done!）
競選綱領的實幹項目包括：

1、平衡預算

2、完成跨山油管建設

3、 建 設 卡 城 北 部 高 中

（North Central High School）
4、將綠線輕軌延展到卡城

北部

採訪實錄：

為何參選？在通過市議員選

舉過程中，看到社區建設嚴重滯

後，政府表現不盡如人意。省議

員是政黨政治，是黨和黨之間的

競爭。我的政治立場也是保守派

的，也比較了解聯合保守黨的整

個方向，它和我個人價值觀比較

相似。

另外一方面，我希望能將北

部社區建設得更好，我覺得這裡

基本設施比較落後，所以希望改

善這個情況。除了綱領上列出來

的項目，還包括改善北部的交

通，還有建設老年中心等等。

省議員可以更加直接推動去

做這些項目。像醫療和老年中心

都是主要由省府來管，直接就可

以推動。像 Vivo 擴建，雖然主

要是市府管，但需要多方籌資，

省議員也能起到很大作用。

我有金融投資方面的教育背

景和在省能源部從業背景，包括

參與過一些大型項目的資源利潤

最大化，增加附加值的過程，

那麼在一些具體項目比如完成

跨山油管建設，我相信能貢獻 
力量。

特別感觸：「是時候可以回

饋一些東西了。

我覺得卡爾加里是個非常好

的城市，也給予了我很多。選擇

從政，自己原有工作軌跡都要停

止，家庭生活也會受到很大影

響。我是個政治素人，希望自己

可以像個急先鋒出來，做個華人

參政者的表率。

翁雪兒（Jennele 
Giong）選區

Tuscany，Royal Oak，
Rocky Ridge和Scenic Acres。

履歷：出生於卡城，父母是

中國廣東移民。 2017 年畢業於

卡爾加里大學，主修法律與社會

學，兼修商業管理。獲 2017 年

卡爾加里大學文學院院長嘉許名

單。目前任加拿大亞洲小姐區域

主管（Miss Asia Canada）。
翁雪兒的競選口號：回歸傳

統革新實幹

競選綱領主要努力方向：

1、消除赤字，減少省債

2、終止碳稅

3、確保父母有權參與子女

教育

4、改善醫療保健系統

採訪實錄：

我的母親是個小生意業主，

有個餐館，也是單親母親，有三

個孩子。我也會在母親的店裡幫

忙。當經濟環境惡化的時候，會

傷害到很多業主，我母親的店也

倒閉，我們失去了所有的東西，

包括住房。

我有時睡在自己車後座上過

夜，我摟著小妹妹讓她保持溫

暖，我們甚至付不出 20 元錢來

買生活用品。我和哥哥只有一個

人可以上大學，所以哥哥從大學

裡退學，干了三份工作，睡眠有

時大概只有三個小時。我也在干

兼職的工作，我後來做了教授的

研究助理，因此我開始接觸社區

組織包括唐人街的組織。這些社

區領袖還有省議員鼓勵我並教我

如何參與到政黨競選事務，比如

募集資金等。後來他們也鼓勵我

參選，認為是時候做一些改變

了，讓人們聽到那些未曾被聽見

的聲音。

我的經歷使我理解家庭需要

什麼。政治是需要保護家庭和孩

子，我們需要強勁的經濟，來保

護如我母親那樣的單親媽媽，這

就是我參選的動力。

有些議題不僅是省內的，更

多的是聯邦的。在教育方面，我

理解父母需要擁有權利，更多參

與到孩子的教育中，我妹妹 11
歲，我當然不會替她做什麼決

定，但政府企圖強制讓孩子們接

受某種觀念，我認為他們應當讓

父母更多地參與和理解孩子們的

所學。孩子的選擇和父母的關愛

並不衝突。

特別故事：有個 14 ＋志願

者團隊

我的同齡朋友們對我參與政

治並不感到驚奇。有些十五六歲

的青少年，不喜歡談論政治，也

不喜歡政治，因為我參與到其

中，和他們交談，他們開始明

白，每個政治的決定，每項政策

也會影響到他們自己。我現在

有志願者團隊，年齡是 14 歲以

上，在幫助我競選，他們也希望

有個更好的未來。

凡是 UCP 黨員，都可以投

票選舉黨內代表。選區內十四歲

以上居民（包括永久居民及公

民）都可以參加聯合保守黨，黨

費 10 元，有效期一年。UCP 黨

內代表的提名競選進程不同區域

有不同日程，詳情可上網查詢。

【看中國記者林佳綜

合報導】近日，亞省聯合保

守黨（UCP）省議員黨內提
名的競選已經拉開了序幕，

卡城有4位華人代表參選，
與以往華人參選情況相比，

顯示卡城華人參政意識的

增強。

相對於具有悠久民主選舉傳

統的西人，和公認比較「抱團」

的南亞移民，華人給加拿大社會

整體印象是：對政壇選舉的關注

度和參與度比較低。近期亞省聯

合保守黨議員黨內提名有多達 4
位華人參選代表，並且華人社交

媒體也出現了比較多幫參選人推

廣、拉票及相關討論，顯示了卡

城華人參政議政意識增長。究其

原因，大約有四：

一、移民日久，民主參政意

識增強。卡城在 2005 年左右因

為石油經濟的興盛導致眾多族裔

移民湧入。在十多年的發展過程

中，走出新移民的青澀路程，不

少華人開始深度地融入了加拿大

主流生活，相應而來參政議政意

識也成為了其思想的一部分，林

鈞的異軍突起可以說是這一類新

移民的代表。而華人移民第二代

的教育和成長背景與本地西人大

致無二，在北美教育中，模擬選

舉就是學生們成長中的課程。因

而翁雪兒這一代華裔青年參政者

的崛起也就不足為奇。

二、華人傳統理念與聯合保

守黨更為貼近。 2015 年 NDP
（新民主黨）成為了亞省的執政

黨，其多項政策引發民眾爭議，

包括政府大力推廣的極端性教育

（neutral gender）、大麻合法化

等，令華人家長深為擔憂；而聯

合保守黨相對傳統和保守的理念

更貼近華人的傳統思維，其黨魁

傑森 • 康尼（Jason Kenny）在眾

多場合清晰的表態，令不少華人

將保護下一代的希望寄託於他。

三、期盼走出經濟衰退陰

影。針對現任政府應對經濟危機

的政策，卡城中文網站有則評

論：「NDP 有計畫繼續加稅，並

增加福利的政策，將工資上調

到 $20/ 小時，這只能使勞動者

生活日益艱難，不勞動者依靠社

會福利會更加不願意外出工作。

辛勤工作者繳納稅賦之後，生活

水平反而不如不勞而獲者。」而

聯合保守黨提出系列振興經濟的

綱領，則給公眾以務實、尊重經

濟發展規律的印象。多位華人參

選代表也強調自己意欲在黨內協

同，在經濟方面有所作為，走務

實之路，也折射出這種一致的價

值觀。

四、UCP 勝選前景看好。

今年 5 月，受加拿大廣播公司

（CBC）委託的一個民調結果顯

示，53％的人支持康尼（Jason 
Kenney）領導的聯合保守黨；而

執政的新民主黨僅有 29％的支持

率。有媒體評論說，如果現在舉

行省政府選舉，UCP 將大獲全

勝。受此前景的鼓舞，華人更為

踴躍地參與到聯合保守黨黨內代

表提名競選，也在情理之中。

【看中國記者鄭貝報導】

針對日前四位華人參與亞省聯

合保守黨黨內提名競選，華人

圈引發熱議。鑒於歷次選舉

中，華人社團低投票率紀錄，

華人代表最終能得到本社區何

種程度的支持，前景尚不明

確，但正反方觀點卻在社交網

上日漸清晰地呈現。

在華人社區媒體的討論

中，有比較強大的支持的聲

音，其觀點包括：華人社團沒

有自己的代表，不發出自己的

聲音，就將被各種政治力量所

忽視，自身的權益也難以得到

保障。

曾在媒體就職的華人移民

陳女士說：在競選季節，作為

華文媒體與卡城各位國會議員

和省議員競選者打交道時，對

方常常說華人不喜歡投票；有

些代表坦誠地表示，他 / 她們

的主要努力方向不在華人社

團。在加拿大各個級別的官員

們與議員們，他們政策和議題

都影響到居民生活的方方面

面，許多華人那種遠離政治，

獨善其身的理念，是不切實際

的願望。在西方民主社會，參

與政治，不僅是保障自身發言

的權益，更是對社會公共事務

擔負起責任的行為。

但也有不同的是聲音。有

網民認為，如果僅憑膚色和移

民來源國，就支持某位代表是

非理性的，最重要的是參選代

表能否真正關愛社區，為民眾

發聲出力。

卡城居民孟女士則表達了

更深層次的擔憂，她說：許多

華人移民加拿大就是嚮往自由

的空氣，也想為下一代謀求更

好的成長和生存空間；而中國

政府一直沒有放棄控制海外華

人的努力，用財力和名譽地位

來拉攏和培養自己的代言人是

其一貫做法，華人代表當選

後，能否保持住西方民主價值

觀，堅持為社會公眾服務而不

被腐蝕不被利用，不散播扭曲

了價值觀，這將是一個很大的

挑戰。因此，從這個「安全」

的角度上來說，她更傾向於選

擇「土生土長」的白人代表。

亞省政壇刮啥風 
華人湧入UCP 社區熱議華人參選 

正反方各執一詞

四華人競選UCP代表提名

新移民及第二代嶄露頭角

 新聞評論
時事熱議

林鈞

參選代表

翁雪兒

參選代表

專訪

華人參選代表翁雪兒（左二）與UCP黨魁Jason Kenny（左五）共聚華人晚宴。

文/林風

 華人參選代表林鈞（左一）與家人。

 華人參選代表翁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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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肖建華出售資產求生

英國《金融時報》6 月 12
日報導，熟識肖家的人士表示，

肖建華目前被扣留在上海，配合

當局出售「明天系」所持有的資

產，肖配合當局已有數月。目

前，肖建華還沒有被以某項罪名

起訴。

消息人士透露，由於「明天

系」持有資產的情況錯綜複雜，

包括多家上市實體、銀行、保險

公司和證券經紀公司，資產剝離

的過程預計將持續 3 年以上。

該人士也稱，近年來，為支

撐大舉收購，「明天系」從銀行

借入了大量債務。該因素使「明

天系」的資產剝離變得複雜，還

使肖建華必須與當局合作，以避

免「明天系」崩潰，以及幾家與

「明天系」相關的銀行陷入危機。

據報導，「明天系」的幾項

主要資產已經掛牌出售，包括所

持的華夏人壽保險的股份。

《金融時報》引述消息人士

稱，「明天系」所持有的華夏

人壽保險股份計畫出售給中天

金融。另一項計畫是把「明天

系」所持的恆投證券（Hengtou 
Securities）的股份出售給中信

（Citic），但這一計畫已擱淺。

中國財經雜誌《財新》早前

報導稱，「明天系」還計畫部分

出售其所持的包商銀行的股份。

2017 年港媒披露，經多條

途徑查證，肖建華被關押在上海

松江，由正規軍隊而不是武警部

隊看守，並由專業的醫療團隊護

理。

5 月 29 日，港媒《南華早

報》引述知情人透露，肖建華的

案件，目前調查已完成，並已移

交檢察機關，進入司法程序。預

計今年 6 月底肖建華將接受法

庭審理。因為肖建華配合調查，

可能從輕懲罰。

另有消息人士預估，肖案的

庭審可能會在今年 8 月或 9 月

分進行。

肖建華被視為江澤民、曾慶

紅、劉雲山等江派權貴集團的白

手套、操盤手。其為中共江派海

外走資、洗錢，同時兼任特務角

色，拉攏、收買西方海外頂尖政

要。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綜

合報導】中國神秘富豪肖建

華去年疑似由香港被帶返大

陸接受調查後，下落不明。但

至今，肖建華尚未被以任何

罪名起訴。日前有英國媒體

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肖建華

目前被扣留在上海，正配合

當局出售公司旗下的資產。

G7前後美加貿易爭端起
美方論述貿易戰根源

卡車司機罷工 驚現「瓦崗寨」聯盟

【看中國記者樊睿綜合報

導】6 月 9 日七國集團首腦峰會

（G7）閉幕後，加拿大總理特魯

多宣布與川普存在重大分歧，將

針對鋼鋁稅進行報復；川普則撤

回了對公報的支持，並稱特魯多

「非常不誠實且軟弱」。

美加之間的貿易爭端集中在

G7 峰會前後爆發。5 月 31 日，

川普宣布決定不再對歐盟、加拿

大及墨西哥延長鋼鋁稅的暫時豁

免。當日，特魯多和外交部長方

蕙蘭（Chrystia Freeland）召開

記者招待會稱，對美國價值 166
億美元的進口商品加收報復性關

稅，並在 7 月 1 日正式生效。

特魯多說川普政府的做法「也是

對和美國人民併肩戰鬥而死去的

加拿大人的侮辱」。

6 月 7 日，川普連發數條推

文。在推文中說：「請告訴加拿

大總理特魯多及法國總統馬克

龍，他們正在對美國商品征收

高關稅以及實施非關稅壁壘。

歐盟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達 1,510
億美元，加拿大則是阻擋我們

的農民及其他業者（進入他們

的市場），期待明天與他們的會

面。」在另一則推文中，川普

說：「加拿大向美國生產的乳製

品課徵 270％關稅，他們沒有告

訴你們這個吧？對我們的農民不

公平！」

6 月 8 日，《紐約時報》發表

了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Peter 
Navarro）的專題文章「美國滿

足於貿易現狀的時代結束」。

文中納瓦羅說，G7 的其他六

國，這些國家的財經部長顯然沒

有意識到他們所採行的貿易措

施，是美國每年貨品及服務貿易

逆差超過 5,000 億美元的禍源。

納瓦羅列舉了幾大國家對美

國的貿易措施。如美國對產自德

國及歐盟其它會員國的汽車，課

徵 2.5% 的關稅，僅為歐盟汽車

關稅（10%）的四分之一。在

關稅不互惠的情況下，美國銷往

德國的汽車數量僅為德國汽車賣

到美國的三分之一。加拿大在過

去幾十年來，其一直將木材低價

傾銷到美國，威脅阿拉斯加州、

俄勒岡州和其它州的木材加工

業。此外，加拿大採行非關稅壁

壘及控制農產品價格，傷害美國

農業及加工業，包括小麥、大

麥、啤酒（烈酒）、奶製品等。

關於川普宣布不再對歐盟、

加拿大及墨西哥延長鋼鋁稅的

暫時豁免，商務部部長羅斯

（Wilbur Ross）與媒體記者對

話，解釋了緣何為了遏制中國鋼

品的政策，延展到了西方各國。

「中國鋼品的問題不限於直接來

自中國大陸的進口，而是通過其

它國家的轉運。」羅斯說。「這

是美國必須對所有進口鋼品加稅

的根本原因。現在雖然美國自中

國大陸進口鋼品的數量佔比很

小，但是中國業者向全球輸出的

鋼品數量龐大——也違規轉運到

美國」。

【看中國記者晏清流綜合報

導】近日，中國多省卡車司機大

罷工，並打出「瓦崗寨聯盟」的

旗號。大罷工進入第三天後，各

地出現官方介入鎮壓情況。

自 8 日起，中國多省卡車

司機發動罷工活動，然而，在罷

工行動第三天後，疑遭各地官方

強力維穩。至 11 日上午，互聯

網關於卡車司機罷工的資訊、圖

片，以及討論，陸續被刪除、屏

蔽。

中國卡車司機大罷工持續，

多省市的司機回應。但因受到官

方恐嚇等問題，3000 萬卡車司

機的大多未能參與大罷工，一些

地方的營運卡車被砸毀。有人則

前所未有的打出「瓦崗寨聯盟」

的旗號和呼喊出「打倒共產黨」

口號。瓦崗寨是隋朝末年瓦崗軍

農民起義之地。

從 6 月 8 日開始，各地大

批貨卡車司機駕駛卡車集結在高

速公路、國道和停車場進行罷

工，訴求是：反對霸權壟斷、要

求降低油價、提高運費，並要求

交警及運管部門停止對大卡車的

隨意罰款行為。各地貨卡車司機

罷工視頻一時間鋪滿微信、微

博、自媒體，中國貨卡車司機對

中共當局發出了十大質問，其中

包括隨意罰款不開票，是執法還

是搶劫？之後，也有消息稱，目

前「滴滴」司機也加入了罷工行

動。而中共官方除了封鎖消息，

官媒目前對此鴉雀無聲。

這次全國貨卡車司機大罷

工，是繼河南漯河退役老兵集體

抗議事件後，又一起重大的集體

維權事件。大罷工在各地的罷工

區域遍及山東、江西、上海、湖

北、安徽、重慶、貴州、河南等

省分。

【看中國訊】今年許多卡城

市民將會對遍佈全市各處的道路

施工叫苦不迭。市政官員本週三

在公布夏季的施工詳情時介紹，

施工隊今夏將建設 29 個大型基

礎設施項目，並對 40 多個路段

進行鋪設。

市長南施說，今年在建的項

目包括諸多新的道路、十字路

口和橋樑，總造價為 4.41 億加

元。他表示今年的施工項目可以

創造三千五百個就業機會。

鋪 路 項 目 主 要 有 Barlow 
Trail，Heritage Drive，Memorial 
Drive 和 14th Street W。

今年新建項目包括 Metis 
Trail 改建雙車道，Bow Trail
和 Glenmore Trail 拓寬。

接續去年的施工包括南 17
大道重建，Anderson 道路拓寬

和 Crowchild Trail 升級。

市長南施在瀝青廠舉行的記

者會上說：「施工完成以後，它

將改善卡城人們步行、駕車及騎

行的交通暢通性和安全性，並將

促進我市的持續發展」。

交通基礎設施總監弗倫赫茲

表示，為了控制施工造成的影

響，擬採取一系列措施，包括盡

量減少道路封閉時間，尤其在交

通高峰期，以及縮窄而不是關閉

車道以儘可能地保證車流暢通。

她鼓勵市民通過谷歌地圖、

卡城市政網站上的交通攝像監控

錄像和施工項目日報等查看施工

信息，來預先計畫他們的行程。

封路信息也會在 @yyctransport
推特帳戶上發布。

道路總監麥克勞德提醒司機

注意施工區域，並遵守交通標誌

以保障施工人員的安全。「對於

保障我們工人安全最重要的是請

遵守交通管控設施，並小心道路

上的工人，」他說。「這就是他

們的辦公室和工作場地。」

該城市的交通報告可在網

上 查 詢， 網 址 為 calgary.ca/
trafficinfo。

川普推文顯威力
洛杉磯開推特展

【看中國訊】美國司法部於 6
月 11 日宣布在全球三大洲逮捕

了 74 名網絡詐騙罪犯，他們涉

嫌利用電子郵件詐騙手段劫持銀

行轉帳進行「網絡財務詐騙」。

FBI 指，這些罪犯在獲得受害者

電子郵件帳戶的訪問權後，冒充

潛在的商業合作夥伴或企業關鍵

員工，說服受害者將錢匯到欺詐

者控制的銀行帳戶裡。

美國司法部長塞申斯說：

「這些詐騙者能夠在短短幾分

鐘之內把受害者一生的積蓄騙

走，司法部將採取積極行動繼

續打擊這些欺詐者，讓美國人

民能夠擁有安全感和內心的 
平靜。」

在美國司法部、國土安全

部、財政部和郵政檢查局等多個

部門支持下，經過 6 個月時間，

終於在最近兩週由聯邦調查局

（FBI）在美國和海外實施了抓

捕行動。有 42 名嫌犯在美國境

內被捕，29 名嫌犯在尼日利亞

被捕，剩餘的 3 名分別在加拿

大、毛里求斯和波蘭被捕。調查

人員說，他們緝獲了約 240 萬

美元。另外 1400 萬美元被阻止

和追回。

【看中國訊】美國總統川普

幾乎每天都在推特上貼文，當選

總統後，仍然堅持這一習慣。最

近，在加州西好萊塢推出了一項

特別的展覽，叫川普的推特圖書

館。一起去看看。

這個在西好萊塢舉辦的巡

迴展覽，名為「每日秀的禮物：

總統唐納德．川普的推特圖書

館」。

「每日秀」節目成員錢信伊

向參觀者介紹說，這些展品都是

第一手資料。

這場由美國知名脫口秀「每

日秀」舉辦的展覽，不僅整理出

川普的推文，一側還有寫有不同

推文前因後果的背景介紹，同時

為參觀者提供了自拍區域。

美打擊網絡犯罪  
74名詐騙犯落網

偷稅風暴波及廣
趙本山被點名

【看中國訊】近日，小品演

員趙本山也卷進逃稅風波，被

娛樂圈爆料人宋祖德質問：「個

人所得稅繳清了嗎？」宋祖德在

微博發文，直指「趙本山擁有

龐大的商業集團，自己有私人

飛機，是娛樂圈的超級富豪之

一。」宋祖德質問趙本山：「你

最近 20 年總收入或有幾十億，

甚至更多，你的個人所得稅繳

清了嗎？能不能出示完稅憑

證？」媒體爆料，據不完全統

計，趙本山的固定資產至少已

經達到 50 億。

2014 年，趙本山接連缺席

國家、省、市三級文藝座談會

後，2015 年傳出趙本山所有相

關影視被封殺。

媒體報導，肖建華目前被扣留在上海，正配合當局出售公司旗下的資產。大圖為香港四季酒店。小圖為肖建

華（Getty Images/網絡圖片）

卡城啟動夏季道路施工

趙本山（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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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美實力懸殊北京仍擺出對抗姿態  體制衍生「百病」令習夜不能寐

民族主義登場

中國軍方今年以來加強了對

台灣的軍事壓力，屢派軍機、軍

艦繞台灣海峽航行。美國則除在

南中國海持續「自由航行」外，

路透社 6 月 5 日援引美國官員

的話說，美國正考慮派遣一艘戰

艦穿越台灣海峽。美國還取消了

邀請中國軍方參加 2018 年「環

太平洋」聯合軍事演習。

對於北京在軍事對抗上的真

實考量，中國問題專家橫河在美

國之音 6 月 9 日焦點對話欄目

中表示，習近平現在面臨的主要

問題是國內而不是國際，他的所

有對外政策都反映國內的麻煩，

比方說，經濟金融、房地產泡

沫、環境等，這些問題長期積

累，似有總爆發的趨勢。

橫河表示，因為上述原因，

習才要對外必須保持強硬，這與

民選政府不一樣。極權尤其北京

極權必須通過對外強硬來掩蓋內

部問題，穩定民心因為穩定統

治。共產主義政黨是沒有國界，

與民族主義是對立的，而北京現

在要利用民族主義。

橫河說，北京的對外擴張由

其本性和國內的危機兩個層面而

決定。北京現在其實是寄希望於

北京抗美背後 內政或是主因

武漢發改委主任
辭職後攜妻逃美

【看中國訊】6 月 6 日，中

央追逃辦再次以公告形式，曝光

50 名涉嫌職務犯罪和經濟犯罪

的外逃人員藏匿線索，其中，武

漢市發改委原主任徐進及其妻子

劉芳也在名單之中，位列 36、
37 號。

徐進是湖北黃梅人，擁有經

濟學碩士學位，2009 年被任命

為武漢市發改委主任。他曾在一

冶建設公司、武漢團市委、武昌

區、洪山區、市直機關工委等單

位工作，並從黃陂區區長轉任市

發改委主任。

2010 年，徐進辭職後加盟

中鋼集團，任集團旗下一家合資

子公司總經理，年薪 50 萬。徐

進提出辭職下海經商，創造了

當時「武漢最高級別官員下海經

商」的紀錄。

徐進的妻子劉芳，是原中國

人保湖北分公司副處長，涉嫌罪

名是受賄。徐進和劉芳兩人分

別於 2012 年 7 月和 2014 年 12
月被通緝。目前兩人可能居住 
美國。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 5 月，

美國曝光一起投資移民欺詐案，

一個「皮包公司項目」騙了多名

中國人，徐進和劉芳就在被騙的

客戶名單中。

這對夫妻，也是「百人紅

通」 上 的「老 面 孔」。 2015
年，中國官方曾集中公布了針對

100 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國家工作

人員、重要腐敗案件涉案人員的

紅色通緝令，徐進夫妻二人名列

其中。

而此次公布線索的 50 人

中，絕大多數藏匿於美國、加拿

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據統

計，這 50 人中，在美國的就有

23 人。

中國權貴家族洗錢  香港成為中轉站

權貴財富中轉站

香港主權 1997 年回歸大陸

後，香港就成了中國權貴階層洗

錢的基地。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

師呂秉權 6 月 10 日接受德國之

聲專訪時披露，大陸視香港為一

個洗錢（走資）中心，然而，

貪官若要覓一個永久匿藏的地

方，香港並不是他們的永久地，

香港只可以作為一個中途站，可

以進行洗錢，或買護照、或者交

託給投資者（白手套）去進行

交易的地方，所以香港對一些貪

官來說，只是一個跳板。

香港被國際社會視為中國權貴家

族的「洗錢天堂」、財富轉移中

轉站。圖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維基百科）

孫恆山（網絡圖片）

呂秉權說，香港是中國領導

人及權貴家族洗錢走資的理想地

方，這也是一個公開的秘密。他

們通過代理人在香港有一定的運

作並幅射世界各地，一些嫡系家

族都有頗具規模的運作。由於他

們不會用自己的真實名字也不會

高調展示自己的運作模式；資金

不斷進進出出，要調查也很困難。

他披露，由於幾乎全部權貴

家族都這樣運作，這成了大家一

個共識，只要在政治上沒有大的

差池，這些權貴家族也不會出亂

子，因為大家有一個利益互相制

衡。除非像薄熙來，或一些嫡系

出了問題，資產才會被調查。

但他認為，從整體來說，香

港只是一個運作的跳板，權貴家

族的長期資產或最大資產的儲

存，並不會長時間留在香港，反

而是在外國私密度更高、運作更

隱藏的地方，香港只不過像螞蟻

搬家其中一個中轉站而已。

巴拿馬文件驗證

2016 年 4 月曝光的「巴拿

馬文件」（Panama Papers）是

巴拿馬的莫薩克—馮賽卡律師事

務所（Mossack Fonseca&Co.）
遭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揭

露的一批機密文件，包含了該律

師事務所自 1970 年代開始所列

有關 21.4 萬家離岸金融公司的

詳細資料共 1150 萬筆，揭露了

各國政治人物與菁英們未曝光的

海外資產。其中包括香港境外中

介公司，包括銀行、法律機構、

會計與相關公司，就有 2212
家，居全球之冠，比第二名、第

三名的英國、瑞士還要多。香港

還有三萬七千家公司，涉嫌幫全

球政要逃稅。其中曝光不少中國

政治局委員家族在香港經商、洗

錢，並在海外設有離岸公司。

據「巴拿馬文件」顯示，中

國前政治局常委、江澤民的心腹

賈慶林家族，他的女兒賈薔、女

婿李伯潭及外孫女李紫丹除持有

香港身分證外，還擁有多家離岸

公司；同時還有中國江派前政治

局常委張高麗女兒張曉燕、前政

治局常委劉雲山兒媳婦賈立青等

人也擁有離岸公司和香港身分證。

目前中國權貴家族在香港洗

錢的數量無法統計，中國媒體報

導，2016 年一年，近萬億人民

幣從中國到香港後就神秘消失，

沒有轉化為人民幣存款而直接兌

換成美金與港元。

匿藏香港多年的神秘富豪、

明天控股集團（明天系）的掌

門人肖建華，自去年年初從香港

四季酒店帶返內地。據悉，肖建

華的「明天系」是最早為江澤民

利益集團撈錢洗錢的一個機構，

背後涉及江澤民、曾慶紅、賈慶

林、劉雲山、張德江、李嵐清等

多家江派高層家族。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

合報導】北京當局日前公布

的50名外逃官員中，有2人
逃往香港，多人擁有香港身

分證，中國權貴家族在香

港的利益，包括洗錢、走資

的行徑再次引關注。德媒爆

料，幾乎所有的中國權貴家

族都把香港作為洗錢的中

轉站、跳板。

吉林政法系統官員被下屬捅數十刀死亡
【看中國訊】據媒體財新網 6

月 11 日報導，吉林省政法系統

官員孫恆山被下屬殺死。 8 日

下午 2 時左右，孫恆山的一名

下屬石某某（男，1974 年生）

進入其辦公室行兇。孫身中數十

刀，因傷勢過重，經搶救無效死

亡。石某某隨後潛逃。

報導說，多方消息稱嫌疑人

因未獲晉升機會釀成血案。

6 月 11 日， 長 春 市 公 安

局寬城分局官方微信發布〈關

於「6． 08」殺人案件情況的通

報〉，披露了相關信息。

1961 年出生的孫恆山現任

吉林省委防範和處理 X 教問題

領導小組辦公室（610 辦公室）

主任。據海外華文媒體指，610
辦公室是 1999 年 6 月 10 日，

江澤民為打壓法輪功信仰團體而

設立的特殊機構，與納粹德國的

「蓋世太保」和文革時期的「文

革小組」相似。從中央到地方各

級都有配置，均設在同級政法委

內。

據海外華文媒體報導，近幾

年，有關自殺或他殺的各級官

員，從國級，至村級，幾乎每日

都有這樣消息傳出，其中有許多

政法系統官員。

不與美國開戰，因為軍事實力無

法跟美軍相媲美。中國的實際軍

力比我們看到的更弱。軍艦是建

了，但是作戰力值得懷疑。

國力被質疑

中國首艘航母遼寧艦 5 月

底進入大連船廠碼頭，用來對空

警戒的雷達已被拆除。改自前蘇

聯的遼寧艦被外界稱為「山寨航

母」，其實戰能力一直被外界質

疑。而最近海試的國產航母也不

獲看好。

中興通訊遭美國制裁事件，

則直接暴露出中國科技業核心技

術短板。習近平六度在公開講話

中促國內加快核心科技發展。但

中國科技創新仍受專制體制等問

題制約。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金融學教授邁克爾．佩蒂斯

（Michael Pettis）6 月 6 日在接

受彭博社採訪時表示，中國債務

居高不下且繼續攀升，人口老齡

化嚴重、導致勞動力不斷萎縮，

收入差距巨大，以及僵化的、受

控制的社會，這些都導致了中國

長期缺乏創新。

佩蒂斯特別指出，由於北京

當局懼怕改革的代價，中國不會

做出重大創新。

自由亞洲電臺援引國際金

融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馬青

（Gene Ma）認為，中興被美國

封殺對北京只是小事件。真正難

的比如：中國的「精準脫貧」，

因為花了多少錢，有多少的效果

等，都缺乏有效的數據。

新唐人曾援引華府專家分析

說，除了中興事件，令習近平

難以入睡的「三座大山」，包括

「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精準

脫貧」和「汙染防治」。

報導認為，在過去幾十年

間，中國經濟總量大幅度增

長，但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付

出的代價卻是非常的昂貴，包

括環境汙染、嚴重的貧富懸

殊。由於效率低，消耗大量能

源、材料，製造出來的產品低

劣，浪費巨大，同時，高槓桿

產生了過剩的產能和庫存，國

企和地方債務非常嚴重。

內憂困擾當局

美國《紐約時報》報導認

為，近期出版的一本新書評論了

2017年 11月，川普訪華，習近平陪同檢閱軍方儀仗隊。（Getty Images）

讓習夜不能寐的五個大問題。

一是科技上的劣勢。這從近

期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爭端可

見。北京盜竊技術、黑客攻擊和

間諜滲透、對國際秩序的威脅等

等一系嚴重問題受到批評。

二是軍事劣勢。儘管中國已

經在升級軍隊方面花費了巨額資

金。但軍事專家們普遍認為，中

國軍事武器裝備方面，至少落後

美國半個世紀。

三是政局暗藏的金融風險。

中國畸形經濟體制下，不良資產

風險、債券違約風險、影子銀行

風險、外部衝擊風險、房地產泡

沫風險、政府債務風險、互聯

網、金融風險等正在累積，金融

市場上亂象叢生。這是政府壟斷

經濟和權貴資本揉合在一起，製

造出的混亂狀況。

四是互聯網對北京政權的威

脅。一直以來，執政黨為了維護

統治合法法，以謊言掩蓋自己不

光彩的歷史，抹殺國人對種種惡

政的反思等，但隨著互聯網的普

及正在一一被揭穿。

五是環境汙染引發的社會

動盪。執政黨「大躍進式」的不

計後果的「發展模式」，帶來一

系列環境問題，霧霾、土地汙

染及水源汙染等等，引發的公

眾憤怒和大型群體維權事件此

伏彼起，成為中國體制的一大 
威脅。

海外華人媒體早在 3 月 5
日刊發的〈戊戌年中共修憲中國

處巨變前夜〉文章表示，未來北

京內部的矛盾或將會激化，較量

將主要是習與執政黨體制內部之

間的「戰爭」。

【看中國記者李文隆

綜合報導】就在中美兩國因

貿易和朝核問題而博弈不

斷的同時，雙方的軍事對抗

升級。但外界多有評論認

為，習近平目前面臨的其實

主要是內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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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二胎中國老人叫苦

近日媒體採訪了幾位幫兒女

帶二胎的老人。

一、張阿姨，62歲，現居北京

張阿姨老家在河北，現居北

京，和女兒、女婿生活在一起，

幫他們照顧老二。「當初二胎還

是我勸女兒生的。」張阿姨談起

此事，露出後悔的神情說：「可

現在我竟然有點後悔了，主要是

我年紀大了，照顧孩子心力憔

悴。」

張阿姨女兒、女婿都在互聯

網公司上班，每天工作加班加

點，非常忙碌。因此，張阿姨不

僅要幫忙帶小孩，還要買菜、做

飯，即便是女兒、女婿休息日，

也指望不上他們照顧小孩。

「累就算了，關鍵是女兒還

總是跟我吵架，育兒觀點分歧太

大。」說起自己的女兒，她言語

中帶著抱怨，「我打算等老二上

了幼兒園就回河北老家。」張阿

姨說。

二、劉叔叔，59歲，現居武漢

劉叔叔是武漢人，兒子、兒

媳也住本地，去年兒子剛要的二

胎，老大、老二只差兩歲，所以

他和老伴幫忙照看兩個孩子。

「本來兒媳婦要了老二以

後，準備全職在家照顧孩子的，

可是沒辦法，兒子不爭氣，每個

月工資就那麼點兒。眼看著老二

出生了，家裡經濟壓力大了不

少，兒媳只好趕緊回去上班。」

劉叔叔說，他們夫婦退休金

不多，經濟方面幫不上忙，只能

盡力帶帶孩子，但是兩個孩子年

齡都小，每天把他們忙得團團

轉，連喘口氣的時間都沒有。

劉叔叔表示：「畢竟是幫人

家帶孩子，還得多加幾分小心。

有次孩子不小心撞到頭，起了個

包，兒媳婦看到後，臉色就特別

難看」。

三、孫阿姨，56歲，現居杭州

孫阿姨老家在浙江台州，現

居杭州。她說兒子大學一畢業，

就去杭州工作了。「老伴很早就

去世了，我一個人在老家。」孫

阿姨說：「兒媳婦生了二胎後，

兩個孩子照顧不過來，我就過來

了，幫著帶孩子」。

孫阿姨表示，在杭州住很不

習慣，除了帶孩子，甚麼也做

不了，「有時候就想找個人說說

話，可找誰去呢？好不容易等兒

子下了班，累得倒頭就睡，也沒

心思陪你聊天。」她說： 「我挺

想念家裡那些老姐妹的，我們都

住得不遠，沒事串串門、聊聊

天，還挺好的。現在感覺，我就

像個免費的保姆，生活裡除了孩

子，甚麼都沒有了」。

孫阿姨有些難過兒子忽略她

的存在，「全家人的心思都放在

二胎身上了，哪有人想著我們這

些老人也需要關注呢！」

美利堅小姐選美 
將摒棄泳裝競賽

【看 中 國 訊】美 利 堅 小

姐 組 織（Miss America 
Organization） 主 席 卡 爾 森

（Gretchen Carlson）日前表示，

美利堅小姐選美將摒棄泳裝競賽

項目，還說不會再評判參賽者的

外貌。

美利堅小姐選美約於 100
年 前 在 新 澤 西 州 大 西 洋 城

（Atlantic City）開始舉辦，但

如今比賽的泳裝競賽項目已經受

到抵制，甚至連晚禮服項目也面

臨阻力，但程度較小。

曾是前美利堅小姐的卡爾

森說：「我們不會以外貌來評斷

妳，因為我們感興趣的是造就妳

的事物。」

【看中國訊】一種完全以植

物為原料的素漢堡在美國異軍突

起，這種素漢堡名叫「不可能漢

堡」，在美國素食市場上大受歡

迎。

「不可能漢堡」是由加州硅

谷一家「不可能食品公司」生產

的，漢堡肉的主要原料是小麥蛋

白和馬鈴薯蛋白。不可能食品公

司的總裁大衛．李說，目前已為

全美幾千家飯店提供產品，還計

畫向全球推銷。素漢堡肉已經供

不應求。很多愛吃肉的人說，他

們更喜歡素漢堡。

美 國 著 名 的 美 食 餐 廳

Umami Burger 已經在出售不可

能漢堡，讓客人流連忘返。

【看中國訊】根據統計，大

陸江蘇省團體旅客赴臺人次自

2012 年開始已連續 6 年蟬聯各

省市之冠。業者觀察，江蘇奪冠

的原因在於兩岸民間交流活動

多，對臺灣的生活方式、文化比

較了解。一提到出境遊，許多民

眾多會想到臺灣一探究竟。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
報導】隨著中國大陸開放二胎

政策，大多數中國家庭出現一

種現象：不上班養不起孩子，

上班帶不了孩子。於是照顧孫

輩成了爺爺、奶奶和姥姥、姥

爺的責任。

素漢堡鮮嫩多汁 
供不應求

江蘇人最愛訪臺 
兩岸交流活動多

【看中國訊】走進位於阿根廷

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市中心的這

家傳統中國料理餐廳，特別吸引

人的，是裡面地道的亞洲美食及

料理。環顧餐廳內的客人們，有

不少是企業主，也有華人。

聽店員們介紹，他們餐廳的

菜品質量非常高，他們的食材，

都是使用有機產品，他們不用味

精及大陸生產的食材，只使用來

自臺灣、泰國、韓國的調味料，

而日式麵包也是自己做的。

他們說，儘管沒有華人主

廚，由於他們餐點及服務的品質

受到好評，很快就有了一群忠實

的客戶。

他們說，許多顧客來到這家

餐廳吃飯，其實不是只因為食物

的美味，而是他們覺得健康狀態

得到改善。餐廳的客戶之一是前

國家安全局局長，他告訴他們，

自從他開始在這吃飯以後，胃病

問題就漸漸沒有了。

另一位客戶也是，他在該地

區擁有一家古董店。當他第一次

來時，他說患有慢性胃痛。他總

是點同一道菜：炸雞排配米飯。

人們常會認為油炸食物對慢性胃

病不好，但是他不久就告訴餐廳

人員，他吃飯後胃痛就沒了。

餐廳員工們合作得很好，而

且他們的臉上沒有絲毫的不耐

煩，都是很親切的接待每位客人。

他們說，其實餐館工作是非

常艱苦的，工作時間長，客人多

時，是非常緊張的，因為要做得

快，還要做得好。但對於他們來

說，這些都不是問題。店老闆甚

至自豪的說，餐廳的員工都是模

範。再繼續問下去為甚麼他們能

夠做到這樣子？這才知道，原來

他們都是法輪功修煉人士。

聽店員們說，他們遵循真、

善、忍的原則為人處世，在遇到

每一個衝突時，總是要求先看看

自己哪邊做的不足，如何能夠更

好的對待客人。他們也分享，無

論他們是洗盤子，準備食物，烹

飪還是服務，任何一個細節，都

要求自己能夠做到更高的標準。

他們告訴我，當店內有些老

客戶知道他們修煉法輪功後，也

想進一步瞭解這個來自古老東方

的修煉功法。聽他們說，因為許

多人對餐廳的食品和服務質量

感到非常滿意，目前有許多來自

各地的邀約，像是布宜諾斯艾利

斯、巴西聖保羅和美國邁阿密的

客戶都向他們提出商業計畫。智

利、烏拉圭甚至紐約和臺灣的客

戶也告訴他們，應該在他們的城

市開設分店，一定會非常成功。

把錢變到境外的常見渠道

之一，就是地下錢莊。地下錢

莊在廣東等沿海地區非常活躍。

地下錢莊操作簡單。舉個

例子，大陸客戶到香港開設帳

戶，然後再到換匯店，店家會

給客戶提供一個大陸帳戶，客

戶把錢轉到該帳戶後，大約 2
小時後，香港錢莊就能把等額

的資金轉入客戶的香港帳戶上。

在北美舊金山、洛杉磯、

紐約等大城市的中國城，也不

乏這類的地下交易，有些錢莊

掛著「XX 商行」、「投資公司」

等招牌，有些則是用雜貨店作

掩護。

拿中美匯款為例，客戶把

人民幣打入錢莊指定的大陸帳

戶，地下錢莊扣除手續費後，

按當日匯率將美元打入客戶在

境外的帳戶。地下錢莊的手續

費約在 0.8% 至 1.5%。地下錢

莊操作簡單，而且完全不用考

慮限額，但風險很大。有律師

提醒，地下洗錢是違法行為。

另一個把錢變到境外的渠

道，是第三方支付平台，甚至

連網遊平臺、電商都可成為洗

錢工具。央行曾披露，洗錢者

通過在境外使用信用卡大額消

費或提現轉移資金。

目前，中國大陸對此類個

人支付沒有嚴格的外匯管制或

限制，這就為信用卡資金境外

轉移提供了可乘之機。

還有一個渠道，就是賭博

套現，有部分人通過去海外賭

場賭博的方式，把資金運往海

外。比如，在賭城拉斯維加

斯，有些人把錢打到銀行卡裡

參加賭場 VIP 客戶的換籌，然

後再通過掮客把籌碼從「死籌」

變成「活籌」換回資金，但不原

路返回銀行卡中。

阿根廷一家中餐館的故事中國人「搬」錢有術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
報導】日前央行表示將管控網

絡和金融交易，而許多中國人

在國外買房，全部使用現金。

這讓外界好奇，中國人怎樣繞

開國內金融機構的監管，將大

筆錢財輸往國外？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編譯報

導】一個叫摩根（Morgan）的女

孩，最近在推特上發了個帖子，

晒一個小小的塑料瓶照片，裡

面裝著一些硬幣，還有一張小

紙條，上面寫著：給你喝咖啡的

錢，愛你的爸爸。

她寫道，當她收到父親遞給

她的這份「禮物」，打開之後瞬

間淚奔 ...... 摩根給這個小小的

塑料瓶取了個名字：爸爸的存錢

罐。並講述了存錢罐背後一段令

人心酸又感動的故事。

摩根的父親叫吉姆（Jim），

是個虔誠的基督教徒，為人樂觀

開朗。 1981 年，吉姆在上班途

中被一個酒駕的司機撞倒，在醫

院整整昏迷了6 個星期。車禍的

後遺症，使他成了一個殘疾人。

他的手不再靈活，腿腳的損

傷，讓他無法再駕駛任何車輛。

不過，吉姆並未一蹶不振，相

反，他比過去更加堅強。因為他

知道，他的孩子們需要他。強大

的意志力，對孩子們的愛，支撐

著他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蹟。醫

生說他活不了，他活了過來；醫

生說他沒辦法再走路，他最終站

起來走出了家門。

儘管行動不便，他依然去

找了一份工作。雖然微薄的薪水

僅夠餬口，但能養活自己和孩子

們，就是他最大的快樂。

他經常講一些開心的事或

者笑話，讓大家心情變得開朗。

摩根回憶，父親一直以來也盡量

帶給家裡歡樂。雖然摩根的母

親在她很小的時候就離開了這個

家，但父親對自己的 4 個孩子愛

護有加，盡力彌補他們沒有母親

的缺憾。摩根覺得，因為有父親

的愛，他們都很快樂。雖然家境

艱難，但他的 4 個兒女，包括摩

根，都在父親給予的愛中健康快

樂地長大了。

不久前，吉姆因為健康問題

被工作了30多年的加油站辭退。

因為殘疾，他很難再找一份新的

工作。沒有了經濟來源，生活變

得更加艱難。父親失業後，摩根

已經很久沒看到他喝過咖啡。然

而，為了給女兒買杯咖啡，他竟

然一直在偷偷積攢零錢。

「爸爸的存錢罐」和它背後

的故事，感動了很多人。短短幾

天時間裡，網民們為這位父親籌

集了12800 多美元的捐款。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報導】

赴美留學是許多中國學生心中的

夢想。 然而美國大學的教育方

式與中國大不相同， 不少中國

學霸不能適應。

海外移民服務平臺日前發表

了一篇有關留學的文章， 文章

引述美國常青籐盟校公布的統計

數據稱， 在哈佛大學、 耶魯大

學、 康奈爾大學、 哥倫比亞大

學等 14 所名校中， 中國留學

生的退學率達到 25%。

文章還講了加州大學洛杉磯

分校一名中國留學生的經歷。

這名李同學被加州大學勸退。

他表示， 自己完全不適應美國

的學習方式。 美國大學通常是

教授引導、 學生自主學習。 考

試成績通常是由課程論文、 小

組作業、 課程學術演講和期末

筆試等部分組成。

李同學從未寫過課程論

文， 而且課程論文需要包括

20 個以上的資料引證來源，

導致他無從下手。 小組作業是

由 5 名學生自發組成小組， 進

行課程研究。 李同學不能與小

組成員溝通交流， 無法融入小

組。 課程學術演講更令李同學

頭疼。

慈父的神秘禮物讓女兒淚奔

臺灣桃園（Foxy1219/WIKI/CC 

BY-SA）

（Fotolia）

洗錢者通過在境外使用信用卡提

現轉移資金。（公有領域）

（Getty Images）

中國學霸在美遭遇滑鐵盧

中國留學生（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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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融資增量創新低

中國央行 12 日公布，5月新

增人民幣貸款 1.15 萬億元；當

月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同

比增長 8.3%；5 月社會融資規

模增量為 7608 億元人民幣，

創 22 個月新低，比上年同期少

3023 億元。

據 中國 央 行 數 據 顯 示，

5 月末人民幣貸款餘額 127.31
萬億元，同比增長 12.6%；中

國央行的新聞稿還稱，初步

統 計，5 月末 社 會 融 資 規 模

存 量 為 182.14 萬億 元， 同比

增 長 10.3%。 社 會 融 資 規 模

（Aggregate Financing to the 
Real Economy）又稱社會融資

總量或社會融資總規模，是指一

定時期內實體經濟從金融體系

獲得的資金總額，既包括銀行

體系的間接融資，又包括資本市

場的債券、股票等市場的直接

融資。統計數據分為存量和增量

二部分。

中金固收分析師陳健恆、但

堂華等人認為，5月分金融數據

中比較令人意外的是社融數據

明顯低於預期。今年 PPP 和城

投平臺融資收緊的情況下，基建

投資放緩，對資金需求也有所

減弱，是社融減弱的原因之一。

財通基金固收分析師鄭良

海表示，5月 M2 增速 8.3% 環

比持平，雖然 4 月進行了降準，

政策並沒由此走向寬鬆。去槓桿

背景下，缺少金融體系的貨幣

高速周轉，僅憑實體信貸，貨幣

增速很難回歸高位。南京證券

固定收益分析師楊浩認為，從總

量數據看，信貸規模同比持平，

社融規模無論同比、環比都出

現了大幅下滑，表明信用開始收

縮。非標和債券融資渠道的堵

塞使得民企、地產、過剩產能行

業、低等級平臺這些抗風險能

力差的主體面臨很大的再融資

風險，融資成本也已經在大幅上

升。

中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王

軍表示，信用萎縮之劇烈超出預

期，這是之前過於猛烈和粗暴的

去槓桿的必然結果，也是加快市

場出清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招商銀行資產管理部高級

分析師劉東亮直言，5月社融數

據相當糟糕，從分項數據看，表

外融資除股票相對穩定外，其

他幾項全部大幅惡化，委託貸

款和信託貸款大幅下降，與資

管新規嚴控表外融資相符，未

貼現銀行承兌匯票由正轉負，可

能一方面受到 5月頒布的跨省票

據業務監管政策的影響，一方面

與企業加速貼現有關，5月銀行

表內短期貸款和票據融資增長

強勁可做參考，5月企業債券融

資淨減 434 億元，主要受到信

用債發行環境惡化影響。

總體來看，5月社融數據為

宏觀經濟敲響了警鐘，也對當

前的監管政策提出挑戰，緊信用

環境下，企業融資不足將進一步

激發信用違約，繼而促使金融機

構收緊融資條件，帶來惡性循

環，處置風險的風險將會顯著上

升，監管政策有必要做出適度調

整。

貨幣政策或繼續推進降

準，以鼓勵銀行投放信貸，然而

負債回表緩慢、銀行資本金不足

等問題暫時看不到解決辦法，信

用風險高發也會降低信貸投放

意願。短期而言，在監管政策做

出適度調整之前，經濟下行預期

將再起，債券市場有望受到支

撐，唯一可確定的是，央行此時

不會冒然收緊流動性。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
報導】6月 12日，中國央行發
布 5月金融數據，社會融資規
模增量為 7608億元，比上年同
期少 3023億元。分析師表示，
這個數據相當糟糕，為宏觀經

濟敲響了警鐘，也對當前的監

管政策提出挑戰。

【看中國記者端木珊綜合報

導】美國商務部 6 月 11 日其網

站上公開了與中興簽訂的和解協

議，以及一份文件。

協議規定，中興必須支付總

額為 17 億美元的罰款，並改組

領導層等，否則禁令不會取消。

根據和解協議，中興將支

付總額為 17 億美元的罰款，包

括：依照 2017 年 3 月協議已支

付的 3.61 億美元、10 億美元罰

金，以及將交由第三方託管的 4
億美元。這 4 億美元將在一家

美國的銀行帳戶存放 10 年，如

果中興不能遵守協議，這筆錢將

付給美國商務部。未來 10 年，

如果中興沒有違約，那麼這 4
億美元將歸還給中興。

根據雙方簽署的另一份文

件，中興必須在 30 天內，替換

兩家公司實體的董事會。除了與

中興的違法行為有關的主管和辦

事人員外，該公司所有資深副總

裁或以上級別的高管也必須離

職。

與此同時，美國商務部將

在 30 天內選定一名監督者作為

特殊合規協調員，負責在未來

10 年中通報中興通訊及其全球

關聯公司的合規情況。這個協調

員將領導一個至少由六人組成的

小組，這個小組將由中興出資聘

請。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雙方簽

署的和解協議，在中興支付罰

款，並將 4 億美元的資金交由

一家美國批准的銀行託管帳戶之

前，美國商務部 4 月所頒布的

對中興採購美製零部件的禁令不

會被解除。

美商務部公布 
中興和解協議細節

一年一度的 618 年中大促銷

活動，正在中國各網絡電商平臺

熱鬧進行，標榜比實體店面售價

更優惠的「電商定製版」、「線上

專供款」、「網絡專供版」等所謂

的電商專供商品，又充斥其中。

但別以為網絡電商不用負擔店

租，就可用更便宜的價格買到同

樣的商品。

媒體報導，一款 3 門冰箱在

網絡只賣人民幣 4000 元出頭，

而實體店面一台外觀幾乎一模一

樣的卻貴出近 2000 元。實體店

銷售員指出，一般電商定製版和

線下版會在幾個關鍵的地方有區

別，比如：冰箱的發泡層厚度。

他說，發泡層是冰箱中起保

溫作用的材料，成本非常高，一

台冰箱的發泡材料的成本通常在

200 元到 500 元以上，為了降低

成本，電商定製版通常會用薄一

些的發泡層。如：普通版發泡層

5cm，電商定製版就用 3.5cm，

耗能相差達二成以上。還有調查

顯示，分別購買 20 組實體和電

商版的服裝鞋類，平均差價率為

17.9%。而在對一組服裝的檢測

中發現，實體的普通服裝品質符

合國家標準，但線上服裝卻有 3
款存在品質問題。

報導指出，電商定製的電腦

整機配置高，但價格卻比市場價

低很多，因裡面的關鍵零件，比

如：顯示卡都是縮水的，散熱器

配件、供電模組規格、頻寬、出

廠日期等方面可能都有區別，如

果做遊戲、製圖、影音編輯等就

會感受到差距。

南京一名消費者最近網購

一批日用品。其中，她最得意的

是平時用的某品牌捲筒衛生紙，

在超市買 12 卷動輒要 20 至 30
元，而在網上，她購買一整箱 30
卷，只要 50 多元。本以為真是

太划算，但實際使用，卻發現這

批衛生紙韌度不夠，紙質薄、纖

維粗、容易斷，而且衛生紙還容

易掉粉。

電子商務研究中心法律權益

部分析師姚建芳表示，電商專供

商品與實體店銷售的產品看似一

模一樣，仔細看會發現顏色、內

部配備或某些功能存在差別。電

商專供一般是價格較低而品質稍

遜的商品，「一分價錢一分貨」，

消費者要小心別中招。

（轉載自中央社）

【看中國訊】中國最大的娛

樂集團——華誼兄弟，其董事

長王中軍將股權質押 19.86%，

其原來持股 22.07%，也就是說

其手裡股權已經不到 3%，而王

中磊也是幾乎如此。

華誼兄弟 6 月 6 日發布公

告，公告宣布華誼兄弟持股人

王中軍、王中磊的股份質押狀

況，截止 2018 年 3月 31日王中

軍持股 6 億 1222 萬 9855 股，

占公司總股本 22.07%。截止公

告日，王中軍共向中信建投證

券有限公司質押股份 5 億 5087
萬 9999 股， 占 公 司 總 股 本

19.86%，作為第一大股東、公

司法人，手裡僅剩 2.21% 的公

司股份。王中磊持股 1 億 7168
萬 1986 股，占據公司總股本

6.19%， 質 押 股 份 1 億 4279
萬 9999 股，占據公司總股本

5.15%，手裡僅剩 1.04%。

王中軍與王中磊兄弟大量

質押公司股票一事，在影視圈

被爆出陰陽合同一事的敏感時

期，引發外界質疑其動機。對

此，中國網民們也眾說紛紜，質

疑王氏兩兄弟瘋狂套現，是要

成為第二個賈躍亭。有網友稱：

「不跑就是王健林第二。」、「這

是要帶錢跑呀！賈給他們上了一

課。」

6 月 11日晚間，華誼兄弟

發布公告，就王中軍、王中磊質

押股票一事作出回應。華誼兄

弟表示，股權質押是目前市場上

常見的籌資形態，不代表王中

軍、王中磊不看好公司未來，也

不會影響公司的正常經營。

此前有傳聞稱，華誼兄弟

涉嫌偷稅、漏稅，稅務部門已

進駐該公司調查。對此，華誼兄

弟 6 月 8 日在投資者互動平臺

上回應稱，這是不實消息。

大陸低價「電商專供」品質堪憂 瘋狂套現？華誼兄弟  
幾乎將全部股權質押  【看中國訊】媒體報導，

在中國網絡低價促銷的「電商

專供」商品，雖然不是假貨，

但普遍存在家電產品偷工減料、

服裝品質較差，甚至衛生紙變

薄等現象，消費者要購買前必

須謹慎。

中國5月社會融資規模增量創22個月新低。（Fotolia）

（Robbert Noordzij/FLICKR/   
CC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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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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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搭合宜會是一個很

好的辦法，衣服的材質剪裁

等，都能影響到穿搭者顯現出

來的效果，一起來探索顯瘦的

穿搭技巧吧！

遮住胖部位 露出瘦部位
這個道理很簡單，每個人

身材優缺點不盡相同，只要把

缺點都遮住，露出優點，那麼

看起來就不會那麼胖。如果您

的手臂纖細，可以多選擇無袖

的衣服；軀幹天生比較粗，就

選擇剪裁合宜，不過大也不過

小的衣服；如果是腳踝或是小

腿細，可以常常穿上九分褲或

是裙子。

有些人以為只要選擇長

版、寬版的上衣配上窄管褲就

可以遮住肉多的肚子，事實

上，這樣的穿搭也很挑身材，

如果您的肩膀很寬，或是上半

身厚，又或者是小腿肚比較粗

壯，您的身材也許不適合這樣

穿。並非所有顯瘦穿搭都適合

各種型的身材。

選擇和褲子同樣色系的

鞋子

有許多女性喜歡選擇珊瑚

粉色系的鞋子，因為和小腿同

個色系，可以使整個腿的比

例看起來更長。也就是說，

如果您選擇了其他顏色的

鞋子，感覺腿的長度到腳

踝那就被截斷，身材就變

短，接連著修長感消失，

就有變寬的感覺。

H字剪裁
A 字裙製造沙漏型身形，

但 H 型能讓身形顯直筒，也有

修飾的效果，但要記得，材質

一定要選擇比較硬挺的，就不

會讓身形原形畢露。

利用大圖案、 
大配件

可以選擇上面有大圖

案的 T 恤，讓自己看起來

嬌小一些。其實手包也有這

樣的效果，也就是說，身上

的配件如果大一點，都能視

覺上有身體小一些的錯覺。

抓出腰線部位

大部分女性的腰部還是身

上比較瘦的部位，所以，腰夠

細的女性最好還是別穿過大的

衣服才能顯出腰身。如果能嘗

試提高腰線，下半身的比例也

會跟著拉長。別怕將衣服紮進

下半身的褲或裙內，這樣除了

能讓軀幹看起來變小外，也

能使腿看起來修長許多。

手臂粗怎麼挑衣服

手臂粗的朋友，其實盡量要

避開上手臂剛剛好的剪裁，材質

也要選擇有彈性的，如果穿著沒

有彈性的七分袖或是長袖襯衫，

會顯得手臂特別不好活動，顯現

出來的效果當然就是衣服太緊，

手臂太粗了。

夏日必學 顯瘦穿搭術

腰不夠細的女性

推薦穿 A字剪
裁的裙子。

H字裙能讓
身形顯直筒。

選擇和褲子

同樣色系的鞋

子，增加修長

感。

提高腰線下

半身的比例

也會拉長。

夏日的腳步已經悄悄來

到，許多女性趕忙積極瘦身，

夏日輕薄材質的衣物才能不

那麼容易將自身缺點暴露。那

麼，要如何才能在尚未瘦身成

功時，看起來也能稍微纖

細一些呢？

A字裙修飾身材
A 字裙能讓下半身變寬一

點，也就是說，和上半身更能達

成平衡，腰不夠細的女性一定要

多選擇 A 字剪裁的裙子來穿。

讓腿有足夠的空間，才不會看起

來裙身過窄，造成下半身過寬的

錯覺。

短褲的褲管

太窄的話會

顯粗壯。

短褲的褲管不能太窄

如果您夏日喜歡穿著短

褲，請不要選擇褲口過窄，或

是和腿剛好貼合的褲管寬度，

因為那樣能讓大腿顯得比較粗

壯，顯現出的身形當然也因局

部而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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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因您而中國民族風

現，薑黃素的衍生物可直接及

間接抑制癌細胞的生長。目前

已有研究指出薑黃素能降低乳

癌、肺癌、大腸直腸癌及攝護

腺癌的發生率。

控制血糖

薑黃能穩定血糖、降低胰

島素抗性，有效預防第二型糖

尿病，早期糖尿病人每天早上

吃 1 克薑黃粉可以增加記憶，

預防認知衰退和失憶症，也用

於治療二型糖尿病。但必須注

意的是，當薑黃與強效降血糖

藥物一同服用時，可能會導致

血糖過低。

天然止痛藥  
預防關節炎

薑黃是「天然止痛藥」，能

強力消炎、抗氧化，因此用於

止痛、關節炎上效果顯著。

加速傷口癒合

薑黃的消炎功效有助於小

傷口的癒合，也可用於治療牛

皮癬或其他皮膚的發炎症狀。

解肝毒

薑黃是天然的肝臟解毒

劑，且可改善血液循環。

控制體重

膽汁能幫助身體代謝脂

質，而薑黃能促進膽汁分泌，

有助於代謝脂肪、控制體重。

有益心臟健康

薑黃能降低有害膽固醇，

防止血栓、動脈硬化。

增加抵抗力

薑黃中的抗菌、抗病毒成

分有助增加人體抵抗力。喉嚨

發炎或感冒時，也可服用薑黃

舒緩症狀。

美化皮膚

皮膚長粉刺，皮膚內沉積

毒素都會讓皮膚出現難看、暗

黃等症狀。每天內服 200 毫

克薑黃有助於排出血液和皮膚

中的雜質，讓肌膚純淨靚麗。

薑黃素可淨化體內的毒素和雜

質，保持身體健康和保護免受

自由基的傷害。

食用禁忌

大量服用薑黃易上火，每

天長期大量服用 15 克以上薑

黃，有的人有上火的反應。建

議每日攝取量在 200mg 以內，

避免攝取過多產生反效果。

薑黃不可以與血液稀釋劑

比如：華法林、吡格雷、阿司匹

林一同服用；也不可以與減少胃

酸的 H2 受體阻滯劑一同服用，

比如：西咪替丁、法莫替丁、雷

尼替丁、埃索美拉唑、奧美拉

唑等，以免影響治療效果。

新鮮的根狀莖薑黃泡茶

薑黃切成小塊然後用刀背

打扁，在玻璃或不鏽鋼鍋放水

加入薑黃，用寬鬆的鍋蓋蓋

上，把混合物放在小火上，添

加新鮮的果汁，有機檸檬或酸

橙，煮 30 分鐘。

將混合液中除去所有的植

物物質過濾，添加蜂蜜、椰子

奶，別具風味。

要煮薑黃水最好是把薑黃

切成小塊然後用刀背打扁，煮

時薑黃素才能釋出。

薑黃粉，強化咖哩料理的

營養價值。由於「薑黃屬油溶

性」，所以薑黃要跟油脂一起吃

更容易吸收！

【看中國訊】甚麼是

薑黃？大家最熟悉的印度

咖哩中黃色來源就是薑

黃。薑黃被人類使用已有

四千多年的歷史，在古印

度與中國等地，都曾把它

作為藥用或保健食品。近

年，許多醫學研究證實，

薑黃有防癌、排毒、抗老

化、預防疾病等功效，因

此受到許多民眾的注意。

薑黃與生薑長得相似，但

實際功效卻大不同。近年，許

多醫學研究證實，薑黃有防

癌、排毒、抗老化的功效，薑

黃素能增進腦啡肽酶（NEP）
活 性、 降 低 Aβ 胜肽， 預 防

阿茲海默症。隨著養生風氣盛

行，薑黃引起許多人關注。在

印度被廣泛地作為調料和食用

色素使用，又被稱作咖哩。產

於沖繩的薑黃更被作為「日本琉

球王朝御品」。

預防失智

薑黃素可以平衡失智症的

發炎反應對神經細胞的傷害。

薑黃素也能穿越血腦障壁，協

助巨噬細胞清除 β- 類澱粉蛋

白。由於薑黃素具有螢光反

應，也被用做診斷失智症的利

器。美國及澳洲的科學家分別

都在 2014 年阿茲海默症國際年

會中發表，利用薑黃素將視網

膜及水晶體染色的技術，以觀

察 β- 類澱粉蛋白堆積成的斑

塊。有助預防或減緩阿茲海默

症的病程。

防癌

薑黃能對抗自由基，維持

細胞的健康，且能阻斷促進癌

細胞生長的酶，進而幫助我們

預防癌症。在抗癌研究中發

「薑黃」防癌排毒               
抗老化防失智 抗癌新寵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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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健康的身體，再多財富、

名聲、地位⋯⋯全部沒有意義，

因為無福消受！現代人健康 10
大殺手是甚麼？只要摒除這些

破壞健康的因素，才能擁有健

康。

喝水太少
專 家 建 議 每 天 喝 2000 

c.c. 的水，如果長期水分攝取不

足，會導致便秘、皮膚乾燥，

罹患膀胱癌、腎結石的機會也

會增加。

「補水」應該在早晨起來和

三餐之間適度進行，不是等到口

渴才喝水。食物中也能攝取水

分，例如：湯品、蔬果和清粥

等。早餐補水應進食溫熱的湯、

粥品、飲品等；飯前補水可以

養胃，喝一小碗湯或半杯（約

100c.c.）果汁等都不錯。

喜吃燙食
我們的口腔、食道的耐受溫

度約為 50 ～ 60℃，超出此溫度

就會被燙傷，輕則口腔黏膜發紅

充血，重則起泡或引起口腔潰

瘍、出血等，也會損傷牙齒、牙

齦和胃腸道，不利於食物消化。

如果反覆受到不良刺激，可能誘

發食管炎、食道癌等。

尤其 40 歲以後要少吃麻、

辣、燙的食物，因為這些重口味

食物不斷刺激口腔，可能誘發口

腔癌。

缺乏運動
養成運動的習慣有非常多的

好處，包括：改善情緒、控制體

重、增強肺活量、增強免疫力、

強化骨骼和肌肉、預防特定的癌

症，降低心臟病、中風、糖尿病

等疾病的發病機率。

運動「333 原則」是指每次

運動 30 分鐘以上，心跳達到每

分鐘 130 以上，每週至少運動 3
次以上。當然，運動量的多寡必

須依照個人的身體狀況而定。

有些較為緩和的運動，如：

氣功、散步、瑜伽、太極等，有

靜心、減重、美容等功效。特別

要注意的是：久坐可能會抵消運

動帶來的好處。

蹺二郎腿
蹺二郎腿是一種非常不好的

習慣，因為長期腿部血流不順會

影響健康，可能造成靜脈曲張、

下肢水腫、血栓塞、彎腰駝背、

骨骼變形、脊椎側彎、下背疼

痛、腰椎間盤突出等毛病，尤其

是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患者

還容易加重病情。

男性蹺二郎腿還有一個壞

處，因為兩腿通常會夾得比較

緊，以致大腿內側及生殖器周圍

溫度升高，此種高溫會損傷精

子，長期下來可能影響生育，所

以男性如果要蹺二郎腿，最好不

要超過 10 分鐘。

用力排便
排便困難時，很多人會使勁

排便，這也是一個壞習慣。因為

排便太用力會加強心臟收縮，使

血壓突然升高而誘發腦溢血；用

力排便時腹腔內壓升高，也可引

起或加重痔瘡。

老年人排便過分用力風險更

大，可能會昏倒；高血壓患者可

引起腦血管意外；冠狀動脈供血

不足者可能導致心絞痛、心肌梗

死，還可引起動脈瘤、室壁瘤破

裂、心律失常等，甚至發生猝

死，不可不慎。

如廁看書報
不少人有上廁所玩手機、看

書報的習慣，以致久坐馬桶，增

加肛門周邊靜脈血管的壓力，更

不易解出。

醫師指出，坐馬桶若超過

30 分鐘，容易造成下肢靜脈曲

張，或內外痔瘡的發生。

醫師建議，如廁時間最好不

要超過 5 分鐘，若超過，就先

起身活動一下，等有便意時再上

廁所為宜。

彎腰搬重物
日常生活中常有彎腰搬運重

物的機會，如果長期用「彎腰」

的方法來搬重物，很可能造成腰

部或脊椎、韌帶的損傷。

平時最好減少彎腰搬重物的

情況，如果非搬不可，一定要注

意搬重物的正確姿勢——先將身

體向重物盡量靠攏，再屈膝、屈

髖，用雙手拿取，然後伸膝、伸

髖，即可搬起。

剛睡醒立刻下床
人體經過一個晚上的睡眠，

所有器官尚處於休息狀態，如果

一睡醒就急忙下床，血壓忽然變

動，可能會導致跌倒、中風、高

血壓等疾病，造成嚴重的後果。

建議睡醒以後，在床上躺半

分鐘，然後起來在床邊坐半分

鐘，活動一下四肢和頭部，靠床

邊站立半分鐘後再活動。採取如

此循序漸進的方式，可以緩解心

腦血管壓力變化對血管的傷害，

有利於心律穩定，讓身體各種器

官適應起床的變化。

喝過量咖啡或茶
適量喝咖啡和茶有益人體健

康，但如果飲用超過平時習慣的

量，就會刺激腸胃，造成神經過

敏，影響睡眠。高血壓患者要特

別注意，不要在工作壓力大的時

候攝取大量咖啡因。

茶大致上分為三類──綠茶

是涼性的，紅茶是熱性的，烏龍

茶則是平性的。綠茶喝太多可能

出現虛寒症狀，不妨喝比較平和

的烏龍茶，但都不要喝太多。

連續使用 
電腦3小時以上

在電腦前坐太久，電腦屏幕

發出的低頻輻射和磁場，可能導

致抑鬱、暴躁、流鼻涕、短暫失

憶、中樞神經失調等病症。操作

電腦過久，也會損傷肌腱、肌

肉、神經、關節等組織，可能造

成頭痛、頸背肩膀痛，危害手部

神經系統，罹患腕管綜合症，甚

至可能損害心肺功能。因此，電

腦不要連續使用 3 小時以上。

保健
常識 影響健康的10大殺手

文 / 林惠琴

現代人生活壓力大，有時難

免心情大起大落，影響工作

效率或人際關係，造成困擾。

營養師表示，「吃」對食

物，選擇「低GI」值的食物
（Glycemic Index，升糖指
數），有助於血糖保持穩定，

降低負面情緒，就能時時保

持好心情！

吃低GI食物 
保持好心情

「GI 值」指食物被吃進肚

子後，在體內造成血糖上升

的快慢指數；GI 值低於 55
的食物就稱為低 GI 值食物。

許多上班族在事情繁

多、情緒不佳時，吃些甜的

東西後，心情立刻變得很

好，但台灣營養師李婉萍解

釋，這是因為高 GI 值的食

物，會在短時間內造成血糖

高度起伏，先是血糖急速上

升，進而產生愉悅感，只是

胰島素分泌後，血糖又會驟

降，結果心情大起大落；反

觀低 GI 值的食物，血糖變化

較低，穩定性較高，可以較

長時間保持快樂情緒。

台灣營養師尤宣文也說，

低 GI 值的食物富含天然纖

維，可延遲飢餓感與再進食的

慾望，也能穩定血糖波動，有

助於情緒控制。尤宣文強調，

低 GI 值飲食原則是少加工食

品，多攝取足量蔬菜、優質蛋

白、低 GI 值水果，以均衡人

體攝取所需要的營養素，且可

用全穀類食物、低 GI 值水果

取代精緻澱粉等。

李婉萍介紹，低 GI 值飲

食方式可以糙米取代白米，

多攝取紅藜麥、紅薏仁等。

在水果方面，獼猴桃、小番

茄、蘋果、柳橙、葡萄柚、

櫻桃、藍莓均屬於低 GI 值。

此 外， 想 要 保 持 好 心

情，要注意有快樂荷爾蒙之

稱的「血清素」濃度不宜太

低，否則可能提高憂鬱情

緒，因此飲食上，除了選擇

低 GI 值食物外，李婉萍說，

血清素的原物料是「色胺

酸」，可適時補充牛奶、豆漿

等食物獲得，以保持心情輕

鬆。情緒穩定與否，不只可

透過飲食幫助，也可以養成

戶外運動的習慣，或是藉由

聽音樂等方式紓解壓力。

（轉載自《自由時報》）

飲食健康

 喝水太少會影響健康。

 不要喝過量咖啡或茶。

 蹺二郎腿是很不好的習慣。

冼
慧成功診治

來自廿九年的積累
中醫 ‧ 中藥 ‧ 針灸 ‧ 按摩 ‧ 拔罐和耳針

‧ 神經系統疾病（抑鬱焦慮，疼痛麻木，中風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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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7.352.3152（英、國） 403.614.1825（國）
#109, 2308 Center Street NE Calgary  |  info@kt-lucky.com

一週七天：上午11點∼下午6點（接受針灸按摩公司保險、WCB ）

主
治

“在北京工作時，提了副高後，即使限號，每天必須看病人至少60個。在中醫
實踐中，會有類似熟能生巧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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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粽子不簡單，包出好吃的

粽子更是需要經驗累積，如果請

教婆婆媽媽們美味秘訣是甚麼，

從她們口中分享出來，材料與作

法或許大同小異，從用米、準備

餡料，到包粽煮粽，都是常見的

說法。那麼令遊子魂牽夢縈的好

滋味到底是怎麼做出來的呢？

依家人習慣來選用粽米

相較於日常三餐食用的米

飯，糯米的黏性較佳，方便塑形

和黏結餡料，做成各式各樣年節

應景、祭祀用的米食糕點。糯米

主要分成兩類，長糯米和圓糯

米。至於應該用哪一種糯米包

粽，則沒有定論，兩種口感的粽

子都各有喜愛者。喜歡粒粒分明

又有彈性的口感，可以選擇長糯

米；圓糯米做成的米食則更軟黏

香糯。

肉粽的豬肉肥瘦比

例適當，粽子才能

軟滑而不膩口。

中國北方的粽子，主要品味純粹

的米香，或者雜以赤豆、棗子，

蘸白糖食用。

此外，除了品種，米的

收穫期別，也是影響口

感的因素。米經過存

放，水分會降低，

製作出的米食

黏滑度會降

低，相對

更 有 嚼 勁。

如果想要軟化口

感，需要更多時間

烹煮。如能依家人的口

感偏好，選用適當

的糯米種類，瞭解

米的收穫期別，調

整煮粽的方法與時

間，大致上離家的

味道就不遠了。

煮粽子的方法

煮粽子的方式一開始就要

決定。水煮還是蒸煮，會決定

備料方式，以及煮粽的鍋具。

以水煮粽而言，使用泡軟的

生米，與調味過的生餡料。同

時，煮粽的鍋必須夠大以容納

粽子量。如採蒸粽的方式，就

要準備容量足夠的蒸鍋，且蒸

煮利用蒸氣加熱，煮熟透時間

會比較久，糯米炒半熟再蒸，

可以減少蒸的時間。

美味餡料襯托米香

粽子的口味千變萬化，有

鹹有甜。雖說各地區人們有自

己認同的美味，但好吃的粽子

口味還是有其普遍特點。先不

論餡料內容，口味濃郁與否，

文/邊吉
圖/Thinkstock

端午節的腳步近了，市面上

紛紛出籠的各式粽子，是歡喜過

節的前奏。美味的粽子或許不

少，但最好吃的粽子，可能還是

自家婆婆媽媽包的熟悉的味道。

趁著端午團圓時刻，和家人一起

包粽子，歡慶佳節，品嘗家的味

道。

午包

端粽
慶

如果洗滌蔬菜用錯方

式，不但洗得不乾不淨，還

可能造成蔬果再度被汙染，

越洗越毒！最常犯的 5 個

洗菜錯誤方式，趕緊來看

看，自己犯過沒？

1.水中加鹽
為了洗去農藥，不少人

會以鹽水浸泡蔬果，然而真

的能去除農藥？殘留在蔬果

上的農藥，如果是偏脂溶性

的物質，鹽水對脂溶性的藥

劑溶解度並不好，而且鹽水

的濃度要調整到多少也很難

把握，加入過多鹽巴，還有

可能破壞了食材的營養。

2.長時間浸泡
蔬果浸泡在水裡超過

30 分鐘以上，蔬果中的營

養成分會流失掉，而且被溶

解的農藥是很有限的，還可

能使得被溶解的髒汙再次汙

染蔬果。此外，清洗蔬果

時，建議以清水先洗滌，浸

泡約 3 至 5 分鐘，待農藥

溶解在水中後，再用流動的

清水沖洗。

3.使用蔬果清潔劑
市售蔬果清潔劑琳瑯滿

目，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清潔

劑多含有界面活性劑，常導

致二次汙染。

4.用小蘇打粉清洗
一般我們洗蔬果最多幾

十分鐘，根本不可能解除全

部的農藥，利用小蘇打和醋

來加速農藥溶解，效果其實

不明顯。此外，市售的小蘇

打粉有食品、藥品、工業用

等不同用途，使用到雜質較

多的小蘇打粉，反而容易增

加汙染蔬果的機會。

5.臭氧清洗機
市面開發出一種洗蔬菜

的專用機，名稱為臭氧洗菜

專用機，洗菜不必動手洗，

機器幫你自動洗光光，用臭

氧機清洗蔬果只能去除蔬果

表面上的農藥，而且許多農

藥非臭氧所能破壞，洗凈力

跟水差不多，而且有些蔬果

含有氮，與臭氧反應後會形

成硝酸鹽或亞硝酸鹽，反而

不利健康。

常見誤解
文/陳明玉  圖/黃燕玉

狗不理包子創始於清朝咸豐

年間，與天津十八街麻花及耳朵

眼炸糕並稱為「天津三絕」，是

天津的傳統美食代表。

梁實秋先生在《雅舍談吃》

中曾提到狗不理包子：「……天

津包子也是遠近馳名的，尤其是

狗不理的字號十分響亮。其實不

一定要到狗不理去，搭平津火車

一到天津西站就有一群販賣包

子的高舉籠屜到車窗前，伸胳

膊就可以買幾個包子。包子是

扁扁的，裡面確有比一般為多

的湯汁，湯汁中有幾塊碎肉蔥

花……」

從梁先生的文章，可以看出

文/斯玟 

傳統的天津狗不理包子，餡

兒湯多，味道鮮美，其美味名號

連海外都響亮。

狗不理包子名菜
故事

天津包子的知名，文中提到狗不

理，可見當時狗不理包子已經遠

近馳名。

狗不理包子創始人高貴友，

乳名「狗子」，大家都喜歡叫

他狗子。狗子 15 歲就到天津學

藝，在天津侯家後，南運河畔的

劉家蒸食鋪當學徒。狗子心細手

巧，勤學好問，很快的學了一身

好功夫。

後來，老東家停業，狗子

憑著好手藝，在南運河畔開了

包子鋪，命名「德聚號」。據

傳，狗子賣的包子麵皮又白又

柔，餡兒肉鮮味美，一咬開滿

口油湯卻不膩嘴，吃過的人都

首先滋味得先調和。以肉粽

為例，肉類須新鮮，肥瘦

兼有，事先醃入味。

加上香氣俱足的爆

香料，再與糯

米一起被裹

緊在清香

的 粽 葉 中，

經 過 長 時 間 加

熱烹煮，豬油與糯

米、葉香米香餡料香融

為一體，滋味能

不讓人垂涎嗎？

餡料的種類

與用量宜適度，

過 於 豐 富 的 餡

料，米與餡料的

比例不利於融合，反而沒法互

相襯托出最好的滋味。常見的

粽餡還有豆類、堅果類，這些

比較乾硬的食材，則必須事先

軟化，以協調整體口感。

如何選購及清洗粽葉

粽葉就地取材，才能新鮮

便宜，取得容易。好粽葉有幾

個特點，除了聞起來清香，還

要柔軟、耐煮。當選購市面上

的粽葉時，還要特別注意，葉

子顏色太綠或聞起來有化學藥

劑味道，應不要購買，盡量選

擇無破損、乾燥、清香無刺鼻

味的粽葉。

乾燥保存的粽葉在包粽前要

先用熱水煮過，再一片片刷洗，

以去除葉上髒汙或殘留的蟲卵，

這樣才能拿來包粽子。此外，須

注意粽葉泡水後，滲出水的顏

色，滲出與葉色相仿的黃褐色水

算正常，若滲出異常顏色的水，

就有化學染色疑慮。

自己包粽子

成品數量

一般大小粽子 40 個。

材料

清洗乾淨的粽葉適量、長

糯米 1.5kg、豬肉（腹脅肉）

1.5kg、紅蔥頭 5 顆、乾蝦仁半

杯、中型乾香菇 15 朵。

調味料

醬油 2 杯、五香粉 1 大匙、

白胡椒粉 3 小匙、糖 3 小匙。

作法

1. 將糯米洗淨，以清水浸

泡 4 小時，濾乾水分備用。

2. 紅蔥頭去膜切細，熱油

鍋，低溫炸金黃酥香備用。

3. 乾 香 菇 泡 軟 切 絲， 蝦

仁洗淨泡軟瀝乾，豬肉切小塊

（1x3cm）備用。

4. 熱油鍋（1/3 杯豬油），

下蝦仁，中小火炒出香氣，加入

香菇，炒軟。全部取出備用。

5. 原鍋加入豬肉，煎至微

黃，倒入蝦仁、香菇，加入醬

油，拌炒上色，加入其它調味

料，最後放入紅蔥頭酥，炒均

勻，過濾湯水備用。

6. 用鍋裡的湯水拌炒生糯

米調味。將米與餡料包進粽葉

裡，裹緊，綁緊。

7. 粽子放入滾水裡煮約 2
小時。起鍋後瀝乾水分，放稍涼

即可食用。

關於洗菜的

5 個

叫好。不過，為省人力成本，

狗子自己裡外包辦，客人一

多，難免招待不周。

後來，狗子想了法子，在

門口放了一落粗碗，客人自己

取碗，把錢放在碗裡，再到櫃

檯把碗遞給狗子，錢換包子。

這樣一來，就省了招呼客人，

問包子數量的時間，也不用送

包子上桌。一些客人開玩笑說：

「你這是狗子賣包子，一概不

理。」傳來傳去，就成了狗不理

包子，而原店鋪字號反倒漸漸

被人們淡忘了。

有別於北方包子的豪邁，天

津包子雅緻秀氣。狗不理包子做

工有明確的標準，特別是包子褶

花勻稱，每個包子都不少於 15
個褶。其湯多味鮮的秘訣，在於

完美肉餡肥瘦比例，據說原始的

比例是 4：6，現今降低肥肉的

比例為 3：7。
此外，要能餡兒多汁，如果

易滲湯，就壞了包子。傳統的狗

不理包子，根據四季氣候條件，

調整和麵配方比例，才能做出又

不滲湯，又柔軟的包子好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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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一周好去處

第7界「翼和輪」飛行博物館年度父親節慶祝活動
時間：6月16&17日，週六、日上午10：00–下午４：00
地點：「翼和輪」飛行博物館 The Hangar 
Flight Museum  (4629 McCall Way NE）
網站：thehangermuseum.ca
活動內容：飛行博物館週末舉辦第七屆年度 
「翼和輪」父親節慶祝活動。這個為期兩天的

活動將有飛機、老爺車和LR直升機（如天氣允

許，直升機可供搭乘，額外收費）。飛機開放

內部供觀看。此外，「機翅」還將加入來自當

地汽車俱樂部的老爺車和摩托車展「輪」。每張付費入場券可讓一位父

親免費入場。0至2歲的兒童免費入場。

免費老人咖啡時間
主題：防虐老12週年紀念日
時間：6月15日，週五上午10：00–12：00
地點：卡城東南Penbrooke Meadows Com-munity Centre社區中心（6100 8Ave SE）
活動內容：不論年齡、族裔或信仰，虐老都
可能發生。來自不同族裔的老人齊聚喝咖
啡，探討如何防止虐老。

卡城公園父親節活動

時間：6月17日，週日下午12：00–2：00
地點：卡城西北貝克公園（Baker Park）9333 Scenic Bow Road NW
網站：calgary.ca/CSPS/Parks/Pages/Programs/Music-in-the-park.aspx
活動內容：卡城夏日免費音樂會系列「音樂在

公園」又開始了!和家人朋友在卡城的各地公

園享受現場音樂。不同的藝術家和各種音樂流

派,一定會讓您「就地起舞」。帶上午餐和毯

子，度過休閑的一天。周圍有食品卡車可購買

食物。

卡城農貿市場父親節特別活動

時間：6月17日，週日上午10：00–下午2：00
地點：卡城農貿市場(Calgary Farmers'Market)510,77 Avenue SE
網站：http://calgaryfarmersmarket.ca/community/news/celebrate_
fathers_day_with_tires_tunes
活動內容：卡車農貿市場主題為「輪和曲」的父親節特別活動，陪父親
度過美好時光!享受獨特車展:有老式、時尚和大眾車型、古董拖拉機和
小型袖珍坦克!現場亦有本地音樂家表演。有給父親們的免費贈品和孩子
們的免費氣球!

卡城拉爾夫‧克萊因濕地公園父親節特別活動

時間：6月17日，週日下午1：00–下午3：00
地點：Ralph Klein Park:12350,84 Street SE
網站：calgary.ca/parksevents
活動內容：參加加拿大最大的人工濕地公園為父親

節推出的特別活動和娛樂，包括塗面、游泳、帶解

說的觀景走路，自然手工活動等等!

野玫瑰聯合教會藝術節

時間：6月16日，週六上午10：00–下午４：00
地點：卡城西北野玫瑰聯合教堂Wild Rose United Church: 
1317,1 Street NW
鏈接：bit.ly/2skX3ou
活動內容：野玫瑰聯合教會舉辦復和藝術節。藝術節包括音樂、舞蹈、

文藝演出、講故事、群體創作藝術、工藝工作坊、藝術品拍賣、播客面

板、美食等等！此活動免費，旨在為土著和非土著社區之間搭建橋樑，

適合家庭參與，輪椅使用者也可方便出入。

時間：6月18日，週一下午3：00–3：45
地點：Nose Hill公立圖書館1530 Northmount Drive NW
網站：calgary.madscience.org/
活動內容：卡城公立圖書館出資，瘋狂科學提供的免費學前班，給孩

子樂趣與科學融為一體的體驗，通過不同玩具瞭解科學概念，如馬

達、能量和引力中心。需在卡城公立圖書館網站事先登記。

瘋狂科學免費學前班活動

移動冒險兒童公園

時間：6月15日，週五上午10：00–下午４：00

地點：卡城南部McKenzie Towne雪橇坡 

（180 McKenzie Towne Dr SE,Calgary）

活動內容：卡城市政府提供的免費創意兒童公園，

在不同社區設點，配有專職老師，與孩子進行啟發

性互動，不提供兒童看護，父母需在場，適合各年

齡段孩子。

Community 
Calendar

卡城糧倉路農場父親節特別活動
時間：6月17日，週日上午9：30–下午5：30
地點：226066 112 St W,Foothills No.31,AB T1S 5S5
網站：facebook.com/
events/2114424425467908/
活動內容：這是一個全新的家庭景點，擁有大
型集市、麵包店、餐廳和休息室以及包含37畝
的主動學習公園，是朋友和家人齊聚享受生活的好地方！卡城南部開車不遠即可抵達糧倉路（Granary Road）農場。

Volunteer Information

公益金（United Way) 
慈善組織誠招義工

地址：600-105 12 Ave SE
電話：403.231.6265
網址：http://www.calgaryunitedway.org
工作內容：公益金（United Way)慈
善組織在當地籌集資金，投資改善社

區生活，支持100多個當地社區機構

和56項合作倡議,每年影響15萬人的生

活。這裡有各種各樣的職位，根據你

的個人情況，我們可以幫助你連接到

最適合你的義工。

亞省癌症基金會活動 
辦公室誠招義工

地址：Suite 120,707 7th Ave SW
電話：403.775.4676
工作內容：通過走步和騎車活動籌

款，以幫助亞省癌症基金會及亞省病

人護理、研究和癌症治療。義工任

務包括路段巡邏、分發小吃和水、登

記、註冊、捐贈處理等。

亞省衛生部 
誠招義工訪客

電話：403.943.4702
工作內容：志願訪客為老人和有特殊

需要的成人提供陪伴和友誼,使他們在

家裡不再孤獨和孤立。志願者有機會

結識新人,進行對話,為社區做出貢獻和

回饋!一週只需幾個小時,卻極大的改善

他人生活!

卡城食品銀行 
誠招分裝義工

地址：5000 11 Street SE
電話：403.253.2059
工作內容：卡城食品銀行為面臨危機

的家庭和個人提供急救食品。我們每

天都收到捐贈的食物,一旦到達倉庫,捐
贈品需要分裝，以便派給需要的人。

分裝過程非常關鍵,
需要義工幫助使我

們的倉庫得以順利

運行。

卡城義工機會
接觸瞭解社會，積累工作經驗，廣結人脈，為社區服務，豐富社交生活，與人與己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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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千重 水千重 身在千重雲水中

——紹興古城

▲康熙御筆蘭亭碑

▲紹興八字橋

Gisling / Wiki / BY 3.0

貓貓的日記本 / Wiki / BY-SA 4.0

YONG YANG / WIKI / BY-SA 4.0

「悠悠鑒湖水，濃濃古越

情」紹興以其豐富的人文景觀、

秀麗的水鄉風光而著稱於世，自

古即為著名的遊覽勝地，這裡的

每一塊磚石、每一片屋瓦皆蘊藏

著美麗的故事……

不論是禹治洪水、勾踐建

都，還是王羲之的〈蘭亭序〉、

陸游的〈釵頭鳳〉等等的傳奇和

歷史故事，都讓這座小小的古城

歷經數千年的滄桑更迭，承載著

深厚的歷史文化，猶如陳年的紹

興酒，韻味悠長。

雲千重水千重 

身在千重雲水中

紹興古城地處江南水鄉地

帶，南屏會稽山，北瀕錢塘江，

西連杭州市，東接寧波港。自古

山水秀麗，風光明媚，城內水巷

縱橫，湖光山色，如身臨其境，

宛若「雲千重，水千重，身在千

重雲水中」。

紹興歷史悠久，古時大禹治

水功成之日，在這裡會賢臣，稽

功德，於是有了會稽的地名。大

禹死後葬在這裡，現存有大禹陵

等 18 處遺蹟。會稽的水清明如

鏡，於是這裡也稱為「鑑湖」，

「稽山鏡水」便成了紹興最好的

詮釋。春秋戰國時，越王勾踐建

都紹興，「越池」曾一度成為華

東政治文化中心，唐朝改稱「越

州」，南宋時又改為紹興府，並

沿襲至今。

青石拱橋獨具韻味

紹興是一座漂浮於水上的城

市，大街小巷，溪流縱橫。城中

水巷交叉，街道臨水而建，沿著

水巷緩緩前行，沿岸庭院深深，

不時傳來鬧市的喧譁，一條條交

織的水街將紹興城連貫起來，孕

育著古老的水鄉文化風情。

「垂虹玉帶門前事，萬古名

橋出越州。」紹興城內河巷縱

橫，橋特別多。清光緒年間，城

內的橋就多達三百餘座，現在

紹興市區較著名的橋還有七十

多座，整個紹興水鄉內的橋多

達三千餘座，因此這裡又有「橋

都」之稱。

紹興的橋多以青石構造，或

作拱形，或作梁式，或兩者結

合，千姿百態，各具特色，為

此處增添不少的韻味。其中以

始建於南宋嘉泰年間，重建於

南宋寶祐四年的「八字橋」最為

獨特，此橋地處在三街三河的

交錯點上，以石材建造，造型 

奇特。

古建築的藝術集錦： 

西施殿

西施，中國古代四大美女之

首。為了紀念西施，後人在位於

諸暨城南的苧蘿山下，浣紗江畔

的西施故里建造了一座西施殿。

西施殿內的建築構件有很大

一部分是從諸四鄉蒐集來的，包

括梁、柱、門、窗、牛腿、擎

枋、斗拱、雀替等，這些木、石

構件雕刻都十分精美，可以說是

民間古老建築的藝術集錦。

西施殿右側正對門樓的建築

是古越台，台分上下兩層，上層

供奉著越王勾踐和他的兩位謀臣

文種、范蠡；下層是「西施行」

故事展館。穿過香榧館、珍珠

館，出門從浣紗亭拾級而下就到

浣紗石了，相傳這裡就是西施當

年浣紗的地方。

書法聖地：蘭亭

蘭亭，位於紹興市區西南

13 公里的蘭渚山麓，因春秋

時越王勾踐種蘭於此而得名，

中外馳名的晉代書法家王羲之

寫〈蘭亭集序〉的故事也發生 
於此。

東晉穆帝永和九年（西元

354 年）三月。當時的一些名

人雅士，如 : 王羲之、謝安、孫

綽、王獻之等人，在浙江會稽蘭

亭舉行了一次盛大的詩酒會，他

們在溪邊席地而坐，飲酒賦詩，

匯詩成集，王羲之即興揮毫作

序，名之為〈蘭亭序〉。〈蘭亭

序〉的書法更被譽為「天下第一

行書」。

文/美慧

紹興，中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有著二千五百年的
歷史，素有水鄉、酒鄉、書法之鄉的美譽，山清水
秀，風景如畫，漫步其中，彷彿行走在一幅清新淡
雅的江南水墨畫之中。

神州
大地

▲紹興鑑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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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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