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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歷史大局之變遷，皆先之以文化啟蒙，踵之以政局變

動，成之以天命時運。兩千年前的中國，從戰國以來的分裂

局面走向一統，亦有其思想先導、政治實踐、天意安排，而

非是簡單的一場實力較量與軍事征服。

文 / 軼飛  圖 /公有領域       

大一統者，乃天地之長經，古今

之通義。所以三皇御世，以道「一」天

下；五帝之出，以德「一」天下；三王

相延，以王道「一」天下。中華大地曾

有萬國之邦，無不一統於天下共主之號

令。直至西周末年，王綱廢馳，繼入東

周之世，禮崩樂壞，五百年間，諸侯並

爭，天下大亂。

這是秦以前之中國。然而在道德狀

況決定一切，包括政治的前提下，歷史

發展到此時，已不可能再有一位皇、

帝、王來到世間，以皇道、帝道、王道

來「一」天下，一種前所未有的新格局

亟待確立，這就是一統於中央的郡縣制

政治體系，與王霸道兼用的治國思想的

出現。歷史上凡大局之變遷，皆先之以

文化啟蒙，踵之以政局變動，成之以天

百家之旨歸。

政局︱結盟與衝突為一統之趨動

而與此大一統思潮相呼應的，則是

政治局勢的縱橫開合，波瀾壯闊。諸侯

間，爭戰、結盟、合縱、連橫，其鵠的

由春秋時的尊王攘夷，進而為戰國時的

華夏一統，最終，齊、楚、燕、韓、

趙、魏、秦七國勝出，是為戰國七雄。

在這一場將決定華夏民族未來的大決戰

中，有人將大一統的希望寄託於齊國，

宣揚「以齊為歸，是一天下也」（《荀

子》）；有人將大一統的希望寄託於楚

國，遊說楚國為合縱之盟；有人將大一

統的希望寄託於秦國，獻策秦王遠交近

攻……

在這個兵征天下的亂世，誰才是受

命於天的王者？

天時︱受命於天 歷數在秦
就這一點的考證中，會發現關於秦

軼史
隨札 歷史變局之大一統

命時運，這一次變局亦不例外。

文化︱一統共識為意識先導

自老子走後，諸子百家間的論道越

發如火如荼。到了戰國之世，稷下學宮

內的百家爭鳴，如春風夏陽般充滿生機

與活力，那是自上古以來的一次厚積薄

發，並終於匯合為一個中心 —— 大一

統。有人嚮往「四海之內若一家」（《荀

子》）；有人呼籲王者「以道蒞天下」、

「執一無為」（《道德》）；有人倡議「抱

道執度，天下可一也」（《道原》）；有人

勾勒出「天子出令於天下……書同名，

車同軌」（《管子》）的宏大藍圖；還有

如《春秋‧公羊傳》之類，由「尊王攘

夷」之義，發明其「大一統」的微言大

義。「大一統」思想已然時代之共識，

西元前 221年，

秦人一統中原。

建立大秦帝國，

如日初升。

國將要成就霸業，甚至改朝換代的預

言多有流傳。然而《史記‧秦本紀》中

的一條紀錄尤其重要，應該說是直接

點出了秦始皇的出現。這就是秦獻公

十一年（西元前 374 年），周烈王太

史儋對秦獻公所說的：「周故與秦國合

而別，別五百歲復合，合十七歲而霸

王出。」周太史所預見的是他生前身後

五百年的大變遷，雖然語焉不詳，詞意

隱晦，但可試解之。西周末年，秦人

擊退犬戎，護送周平王東遷，周平王

將岐周故地封給秦襄公以旌其勤王之

功，秦人因以立國，想來此即「周故與

秦合」之謂也；然而東周之世，諸侯爭

霸，與周王室分庭抗禮，秦國亦為其

一，故而又曰「合而別」；又，東周歷

時五百年而亡於秦，九鼎入秦庭，正

是「別五百歲復合」；之後約十七年，

即周太史所說的「霸王出」的時候，22
歲的秦王贏政正在雍城舉行盛大冠禮，

從這裡開始，他將要親理朝政，獨斷乾

綱。—— 一百三十五年前，太史儋的讖

言至此明驗！天道有常，歷數有歸，秦

王御世，豈人力為！

西元前 236 年，秦人的鐵騎列陣

於太行山的高地之上，以萬弩齊發的氣

勢俯視中原，並從此拉開席捲天下的大

戰陣。秦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十五年

間，追亡逐北，橫掃群雄，先後滅韓、

趙、魏、楚、燕、齊六國，終於在西元

前 221 年，一統中原。中國歷史上第

一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帝國，如日初

升。（未完待續）
秦半兩錢

東周歷時五百年後亡於秦，

九鼎入秦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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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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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頑固性流感，皰疹，

病毒感染性面癱，黴菌性陰道炎）

退行性腰椎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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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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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鬱的琴音，彷彿自

冰雪迸發的熱情，融化漠

然的心。跌宕的旋律，如

同橫劃天際的彩虹，接引

了渴望自由的生命。她手

上的琴弓如同利劍；他手

上的指揮棒，有如君王的

權杖；他們相遇在巴黎的

劇院。

文/艾艾子  圖/網絡圖片

於是，空氣中滿是奔騰

在橫槓中的音符，音階上下飛

舞著奔放的旋律。聽眾熱淚盈

眶、無神論者向神禱告，他們

用親吻來宣洩內心的感動，就

在不斷的掌聲中，天堂的和諧

──降臨！

三十多年的禁閉，關不住天

堂的協奏。柴可夫斯基的音樂，

衝破了極權的封閉，復活了失落

的樂神，他們用交響樂救贖自

己，成就一番新的世界……

我所描寫的，是法國電影

《交響人生》〈Le Concert〉所帶

給我的感動。如果可能，我實

在很想以音樂破題。但是，我

不能。因為，音樂是當下的感

動，無法複製與儲存。他是樂

神從人的技藝中現身，只有這

樣，藝術才有他純然的風格。

導演說了一個交響樂團復

活的故事。這部劇獨特點在於

他的倫理高度，編導對於極權

政治採取了寬恕與超越的視

野。容我略為描述故事的梗概。

樂團指揮竟然 
淪為清潔工

波修瓦管弦樂團是前蘇聯

的樂團，當年他的指揮是年輕

的安得烈，首席女小提琴家則

是美麗的猶太人蕾拉。當時，

他們倆正投入柴可夫斯基的音

樂世界中，不料，俄共總書記

布里茲涅夫開始迫害境內的猶

太人。安得烈為了保護團員，

被奪走指揮棒，從此之後三十

年，淪為劇場的清潔工。蕾拉

則因為言論觸犯當局，與其丈

夫被拘捕在寒冷的西伯利亞勞

改，終身不得再接觸她熱愛的

小提琴。臨行前，蕾拉將六個月

大的女嬰輾轉託人偷渡到巴黎。

女嬰被藏在大提琴的琴箱內，躲

過浩劫。隨後數十年，女嬰繼承

了母親的音樂血統，成為一名女

小提琴家。可是，蕾拉被迫害死

在冰天雪地裡，至死她都未曾忘

懷她的琴弓。常常閉目虛彈，忘

情於她的柴可夫斯基，人稱其為

瘋婆子。她至死不改其志，就這

麼死在北國。

這部戲的前大半用於鋪陳

《交響人生》

用音樂

庸俗的世界，導

演以幽默的嘲諷調子，

描繪了眾生相。當年的天

才指揮家失去了指揮棒，

樂團解散，團員四處分

飛。這些身懷絕技

的前樂團團員，

隨後個個奔走

於混沌的濁世

謀生。安得

烈也日漸衰

老，頭也禿

了，不復天

才指揮家的

風采。

這

部戲一開

始， 他 閉

著眼睛做指揮

樂團的動作。不過，

他只是波修瓦劇院的清潔工。正

陶醉在忘我的指揮時，劇院老

闆讓他回到現實，罵了他一

頓，一回到家又挨了老婆的

訓。安得烈就像一個糟老頭

一樣地活著，逐漸老去。

可是，安得烈心中的火

焰未息。老驥伏櫪，志在千

里，他終於等到了一個機會，

那是巴黎夏特雷表演廳傳給波

修瓦樂團的邀請。安得烈決定

放手一搏，他打算冒名頂替，

前進巴黎。可是，當年的團員

如今安在？他們有的成為 A 片

配音、小販……三十多年過去

了，大家的技藝如何？從沒排

演過的他們，能不能行呢？

無神論者竟然向神禱告

安得烈先找了昔日的死黨

──大提琴手沙夏。沙夏如今是

救護車司機，基於友情相挺。

可是，找誰當樂團經理呢？這

救度人類心靈

個人還必須懂

法 文。 結 果，

安得烈找了昔日迫

害他、搶走他手上指揮棒的共

黨書記──伊凡卡維洛夫。這

真不容易，找曾經害慘自己的

人合作？然後，他們一一找回

當年的團員，湊齊人數。可

是，每個人去巴黎都有其

他目的。例如，伊凡卡維

洛夫是想去巴黎參加共黨

大會，有人想找老朋友或

去旅行，猶太人是想去賣

魚子醬和手機……

我覺得導演安排了伊凡

卡維洛夫這個角色很有意思。

為了去巴黎演出，安得烈不計

一切過往之惡，就是要成行。

這樣的善念有回報的，伊凡卡

維洛夫在關鍵時刻發揮了大作

用，他擋住了正牌的波修瓦劇

院老闆，沒讓冒名頂替的安得

烈當眾穿幫。

片中，伊凡卡維洛夫為了樂

團演出成功，他這個共產黨員竟

然向神禱告（共產主義國家強制

推行無神論），而且最終他感謝

神的顯靈。我覺得，該劇的倫理

高點在這裡，安得烈不仇恨共產

黨，而是以音樂救贖他們。安得

烈勸告伊凡卡維洛夫時說：「共

產黨演講，你過去已經講過幾百

場了。可是，每個人的天賦都不

一樣的，都只會一種樂器。交響

樂就是讓每個人的天賦合而為

一，達到完美極致的境界」。

用音樂贏回人心

其二，導演刻意突顯種族的

問題。劇中的樂團可說是雜牌

軍，集歐洲諸多民族於一團，有

俄羅斯人、法國人、猶太人和吉

普賽人。他們全被蘇共迫害，沒

了舞台。如今匯集一堂，演奏的

是俄羅斯民族樂派的經典，柴可

夫斯基的作品。他們沒有因為被

俄國人迫害就排斥俄國的樂曲，

音樂沒有國界可見一斑。由這些

被迫害的人來演奏，詮釋柴氏的

唯一一首小提琴協奏曲，象徵性

地表現出交響樂可以超越民族的

藩籬。音樂國度的和諧，讓困頓

俗世的靈魂找回自己。

其三，該劇傳達了互相成就

的概念。安得烈指名安瑪麗為他

的首席女提琴手，當時的安瑪麗

行程滿檔，但由於聽過安得烈年

輕時演奏的馬勒交響曲，她認為

安得烈是大師，所以決定接受。

不料，該樂團果然是雜牌軍，團

員不來排練，去幹自己的事，因

此幾經波折，她拒絕演出。不

過，為了揭開自己的身世，最終

她站上舞台。

終於在紛亂中等來開場。兩

名團員遲到不說，一開始的演奏

荒腔走板。不過，首席凝神而

立，目有神光。忽然那清麗的琴

聲如一道擎天的長虹，如秋水般

的樂音凝止了樂團的雜亂無章。

隨後，在首席的獨奏下，團員回

神，凝聚在指揮的帶領，安瑪麗

步入極致顛峰，這是一個演奏者

夢寐以求的化境。這時其他團員

也如有神助，雖然從未在一起排

練過，此時卻神奇地融合在一

起。柴氏的沉鬱跌宕曲風再現，

樂團復活。他們不僅重生，而且

巡迴世界演出。

劇中表現安得烈是獨特的指

揮，他的領袖風格是摩西式的，

帶領著一大批人出蘇聯，拯救這

些無人生目標的失落藝術家。最

後，他也被他的團員所拯救。他

把安瑪麗提升高度，讓她體內的

音樂血脈噴湧而出，一個演奏者

追求的巔峰無非就是如此。安瑪

麗解開了自己身世之謎，也象徵

她尋回了自己的根。最後，她抱

著安得烈，畫面就此停格……

法國導演哈杜．米赫羅執導

的這部片子，非常高明地涉及種

族、政治與音樂，這和他的身世

背景有關。他本身是猶太裔法國

人，父母親為躲避納粹追殺，把

猶太姓氏布屈曼改成羅馬尼亞姓

氏，之後又為逃離斯大林的魔

掌，再度把羅馬尼亞姓氏改回猶

太姓氏。我想他拍這部片就是在

解放自我。

音樂可以抵抗極權迫害，可

以救度人類的心靈。帶領著一群

人從極權世界走出來，終於站上

全世界的舞台，巡迴公演。

（看中國媒體 《看》雜誌）

長孫皇后是北魏皇族拓跋氏

之後，生父長孫晟是隋右驍衛將

軍、著名外交家，也是平突厥的

功臣；其生母高氏，為北齊皇族

後裔、名臣高士廉之妹；其母高

氏之父高敬德曾任揚州刺史。

長孫皇后自幼生長在官宦世

家，接受了一整套正統的教育，

形成了知書達禮、賢淑溫柔、正

千古明君唐太宗李世

民締造輝煌的盛世「貞觀

之治」。這一切除了依靠

賢臣、勇將之外，也是與

他的妻子長孫皇后的全力

輔佐分不開的。

文 / 貫明 

母儀天下的長孫皇后
直善良的品性。這種與生俱來的

賢淑品德，使得她能事事以大局

為重，保持了後宮的平靜，而且

能夠理性的處理事務，從不願以

自己特殊的身分干預朝政。

在她很小的時候，一位卜卦

先生就曾說：「坤載萬物，德合

無疆，履中居順，貴不可言。」

她一生用一種特有的「柔」性道

德力量，幫助唐太宗安定後宮，

撫平心緒，為大唐的江山社稷盡

了一份作用非凡的力量。

長孫氏十三歲時，便嫁給了

當時太原留守李淵的次子、年方

十七歲的李世民為妻。嫁給李世

民之後，她勤勉的侍奉公婆，相

夫教子。

李淵起兵稱帝後，身邊的妃

嬪經常在其面前說李世民的壞

話，長孫氏都從中斡旋調節，此

時，她已是秦王妃。之後，玄武

門事變爆發當日，她親自到事發

地點慰問軍兵。

後來李世民被封為太子，

她也就「婦憑夫貴」，成為太子

妃。唐高祖武德九年八月，李淵

因年事已高，禪皇位給太子李世

民，李世民登基稱帝，史稱唐太

宗。長孫氏也就由太子妃成為母

儀天下的長孫皇后，應驗了卜卦

先生說她「坤載萬物」的預言。

做了至高無上的皇后，長孫

氏並不因此而驕矜自傲，她一如

既往的保持著賢良恭儉的美德。

對於年老賦閒的太上皇李淵，她

依舊十分恭敬而細膩的侍奉，每

日早晚必去請安，經常提醒太上

皇身旁的宮人怎樣調節他的飲食

起居，像一個普通的兒媳那樣，

力盡著孝道。

對後宮的妃嬪，長孫皇后也

非常寬容和順，她並不一心爭得

專寵，反而常規勸李世民要公平

的對待每一位妃嬪。長孫皇后憑

著自己的端莊品性，無形的影響

和感化了整個後宮的氣氛，使唐

太宗不受後宮是非的干擾，能專

心致志治理軍國大事。

雖然長孫皇后出身於顯貴之

家，但她卻一直遵奉節儉、簡樸

的生活方式，衣服、用品都不講

求豪奢華美，飲食、宴慶也從不

鋪張，因而也帶動了後宮之中的

儉樸風尚，恰好為唐太宗勵精圖

治的治國政策施行做出了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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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hly price based on a purchase price of $329,360 plus GST with an insured 5 year variable term of 2.4% through Jayman Financial. 
Terms and Conditions will apply. O.A.C., E&O.E. 5% down payment. 25 year amortization. Rate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Clients may 
have to qualify at a higher rate. Effective June 1st, 2018.  Renderings are for marketing purposes only. Premium move-in ready package 
qualifies for available homes purchased until Jun 30th with a move in date prior to August 31st. See sales centre for exact elevations and 
program details.

卓 越 外 表 。 卓 越 價 值 。
今 天 就 搬 進 您 的 新 鎮 屋 吧 。

月付起價：

起價

$1,505 / 月 *

$329,360*

 1,336-1,529 平尺

 2、3 或者 4 個臥室



為寵物 / 孩子貼心

設計的後院



完整景觀設計包括

露臺 / 圍欄

 無公寓管理費

 可選 16 英尺高天花

 隨時及 60 天內可

入住

 僅剩 12 套

僅在 JAYMAN BUILT 才是真正的僅在 JAYMAN BUILT 才是真正的

即 刻 入 住
僅至 6 月 30 日！

價值高達 $15,000！

 包括 Whirlpool 洗衣機 / 烘乾機，Hunter Douglas 窗簾，

及含露臺和圍欄完整景觀設計的前後院 !

今天就來訪問我們的銷售中心獲得獨家體驗！
1516 Cornerstone Blvd. NE, (403) 474-8544
新屋展示：週一到週四下午 2-8 點；週六和週日下午 12-5 點

Whirlpool 洗衣機 / 烘乾機
Hunter Douglas 窗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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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ima Guang changed the 
customs in Luoyang

Sima Guang (1019 – 1086 
AD) of the Song Dynasty 
is known for his honest and 
upright conduct. Due to wide 
acclaim and recognition of 
his moral character and good 
name, customs in Luoyang 
City were influenced by him 
while he l ived there. The 
people of Luoyang began 
to emphasize reputation for 
integrity instead of discussing 
profit and selfgain. Everyone 
had an honest mindset and they 
stayed vigilant for improper 
thoughts and actions. Even 
the youngsters reminded each 
other to not do criminal deeds, 
for  i f  S ima Guang found 
out, then they would suffer 
immense shame.
2. Chen Shi advised a thief

Chen Shi (104 – 187 AD) 
was a righteous man during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He 
treated people generously 
and dealt with matters fairly. 
Whenever conflicts broke 
out in the vil lage, people 
would request for Chen Shi to 
mediate and determine who 
was in the right or wrong. 
Chen Shi could fairly and 
accurately provide a verdict 
each time. His explanations 
o f  w h a t  w a s  r i g h t  a n d 
wrong always convinced the 
conflicting parties. After a 
while, a proverb emerged in 
the village, “One would rather 
be flogged by government 
officials than to be identified 
as in the wrong by Chen Shi.” 

O n e  n i g h t ,  a  t h i e f 
appeared in Chen Shi's home. 
The thief hid himself on the 
ceiling beams but Chen Shi 
discovered him. Chen got up 
from the bed, grabbed a candle 
and summoned everyone in the 
household. Chen Shi said, “One 

cannot cease to encourage 
oneself. An evildoer does not 
mean this person is bad from 
birth; rather it is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bad habits 
from performing bad deeds 
too many times. This is the 
situation with the gentleman 
on the beam. He was not a bad 
person before, but hunger and 
cold drove him to this state…”

When the thief heard Chen 
Shi's words, he was shocked 
and jumped down from the 
ceiling beam. He admitted his 
sin to Chen Shi and begged for 
forgiveness. Chen Shi advised 
him calmly, telling him to 
aspire to change and become a 
good person, never to perform 
a shameful act again. Chen Shi 
even gave the thief two rolls 
of cloth and encouraged him to 
make the painful determination 
to change.

Chen Shi's response to 
this incident inspired an entire 
county. Since then, the county 
no longer had any theft or 
robberies. 
3. Governor Fang instruct-
ed and influenced people by 
his words and deeds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period (907 – 960 AD), Fang 
Jingbo was the governor in 
Qinghe. He was honest and 
incorruptible as a governor. 
M o r e o v e r ,  h e  w a s  v e r y 
obedient to his mother as a 
son. His mother was not only 
knowledgeable, but also very 
understanding and reasonable.

Th e r e  wa s  a  l a d y  i n 
Be iq iu .  Her  son  was  no t 
obedient. She listed many 
facts around the lack of filial 
piety and reported him to the 
governor's office.

Fang J ingbo 's  mother 
said, “People here are still 
lacking reason and have yet 
to understand just ice and 

courtesy. As a governor, you 
have not applied guidance 
well. You must not blame 
them too much.”

Fang's mother summoned 
the lady from Beiqiu to the 
governor ' s  res idence and 
treated her with meals. She 
ordered the lady 's  son to 
stand beside them while they 
were eating so that he could 
witness how Governor Fang 
Jingbo served his own mother. 
Afterward, the lady's son was 
allowed to eat.

Af ter  ten  days  in  the 
governor ' s  res idence,  the 
lady's son had seen Governor 
Fang's respectful and cautious 
behavior and obedience to his 
mother. He said to his own 
mother, “Mother, I am wrong. 
I will mend my comportment. 
From now on, I will show my 
filial obedience to you. Let's 
go home.”

Governor Fang's mother 
said to Fang and the lady 
from Beiqiu, “Though your 
child expressed some shame, 
in his inner heart, he is not 
truly ashamed of himself.” 
Therefore, Fang's mother kept 
the lady and her son from 
leaving the official residence 
for another twenty days.

Twenty days later, the 
lady's son suddenly knelt down 
and kowtowed in front of his 
mother to show his repentance. 
He  repea ted ly  kowtowed 
until he bled. The lady was 
so moved that her face was 
bathed in tears. She begged the 
governor to allow them to go 
back home.

In the end, the lady's son 
became well-known in Beiqiu 
for being filial to his mother.

The above stories were 
from Ways of Accumulating 
Bless ings and Mit iga t ing 
Disasters.

一、司馬光使洛陽風俗

為之一變

宋朝的司馬光為人忠厚正

直，天下聞名。正因為他的德望

威儀非常博大，所以他住在洛陽

的時候，洛陽的風俗都受到他的

影響感化，而為之一變。

由此以來，洛陽世人多能崇

尚名節，而羞於談論錢財利害；

人人都有廉恥的觀念，知道有所

警惕，不敢為非作歹了。

就是後生小輩想要做一件事

情，也必定會互相的提醒，彼此

的警惕說：「千萬別做壞事啊！

如果做了壞事，一旦被司馬光知

道，那就會無地自容啊！」

二、陳寔勸導梁上君子

後漢時，有位名叫陳寔的正

人君子，待人寬厚，處事公正。

鄉里間若是有人發生了爭執，都

會請陳寔出面協調，究竟是誰

對？誰錯？陳寔都能夠公平、準

確地做出裁判，並且講清對錯的

道理，令爭執的雙方都心服口

服，無話可說。

久而久之，在鄉里間就流傳

了這樣一句諺語：「寧可被官府

責罰打板子，千萬別被陳寔點名

說不是。」

有天夜晚，陳寔的家裡來了

個小偷，躲在屋子的大梁上面，

被陳寔發現了。陳寔就起床拿著

蠟燭，招呼家中的子弟，集合起

來訓話。陳寔說：「人不可以不

自勉啊！不善之人，未必是他

本來就惡，只因為他經常做惡

事，養成了習慣之後，以至於

此。就像我們家屋樑上面的那位

君子（梁上君子，典故出於此）

心地本來不壞，也是飢寒交迫所

致……」

這個小偷，聽到了陳寔的

話，大吃一驚，就從屋梁上跳了

下來，向陳寔認錯請罪；陳寔和

顏悅色地勸導他，要他立志改過

遷善，別再做見不得人的事。並

且還贈送他絹布兩疋，勉勵他務

必要痛下決心改過。

陳寔的作風，影響所及，居

然感化了一個縣。從此以後，縣

裡再也沒有盜竊的事情發生了。

三、房太守的言傳身教

五代時，房景伯擔任清和太

守，他廉潔奉公，生性至孝。房

景伯的母親，不但學問好，而且

還十分通情達理。

貝邱地方，有一位婦人，列

舉了她兒子不孝的事實，把自己

的兒子告到了太守府。

房景伯的母親，就向房景伯

說：「這裡的老百姓，尚未能明

白道理，未能通曉禮義，這是你

作為太守，教導不力所致。你可

不要過份的責備他們啊！」

房景伯的母親將這位告自己

兒子不孝的貝邱婦人，召到太守

府裡面，和她在一起吃飯，並且

叫她的兒子在旁邊站著，要他看

著太守房景伯如何地侍奉自己的

母親吃飯。然後，再叫他吃飯。

這樣過了十天，這位不孝的

兒子，天天親眼看到房太守恭

謹孝順地侍奉母親的行為，受

到很大震動，就對他的母親說：

「媽！我錯了，我一定會改過，

從今以後，一定會好好孝順您老

人家的。我們回家吧！」

房景伯的母親，對房景伯太

守和貝邱婦人說：「這孩子，表

面上雖然已經露出了慚愧的樣

子，但是他的內心，卻還沒有真

正地感到慚愧。」因此，就再留

貝邱婦人母子二人，在太守府

中，繼續生活了二十多天。

二十天以後，貝邱婦人的兒

子，忽然向母親下跪，叩頭懺

悔，一直叩頭到流血。貝邱婦人

因此而感動得淚流滿面，乞求太

守，准許他們母子回家。後來，

這位貝邱婦人的兒子，居然以孝

順而聞名鄉里，成了孝子。

 （以上均據《集福消災之道》）             

Ancient Sages Transform
 Others by Acting Righteously

古代先賢

正己化人故事

文化金橋

司馬光（1019－1086），

北宋文學家、史學家。主

持編纂了《資治通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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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身體健壯，是個勤勞樸

實的莊稼人。年輕時，他告別妻

兒，從農村來長沙城謀生。當

時，長沙城還沒有自來水，居民

用水全靠賣水人從湘江擔來。外

公初到長沙便是靠賣水為生。外

公待人厚道，遇有窮苦人家缺

錢，便分文不收。而且即使餓著

肚子也要把水從湘江擔到他們家

裏。天長日久，外公也就結識了

不少的窮朋友。有時外公找不到

買主，窮朋友就把水買下來，或

幫他找主顧……談起這些，外公

就要重復他那句口頭話：“世上

只有虧好吃。” 
外公幹的是力氣活，吃的是

最便宜的烤紅薯，偶爾吃頓米

飯，也只用醬豆腐下飯。這樣攢

省下一些錢後，外公就步行百余

裏送回家裏。路上也靠烤紅薯 
充饑。 

外婆是個理家能手，迫於貧

寒，她很儉省。見外公從城裏帶

回一些東西，不免要嘮叨幾句，

一旦外公察覺外婆生氣了，便躲

到一旁默不作聲，直到外婆心靜

氣消。所以外婆常說外公是個

“吃得虧的人”。也許正因為如

此，兩人感情一直很好。 
外公幹活能吃苦，進城後煙

也說戒就戒了。不久就積蓄了一

筆錢，開了個小小的雜貨店。沒

有主顧的時候，他就編竹器，居

然無師自通，質量越來越好，品

種也日漸增多，很得居民喜愛。

那時許多農民進城還是帶著

大豆、糧食等農副產品換錢，難

得狠下心來掏錢買竹器，但很想

用自己的東西交換。外公也不嫌

麻煩，對方給多給少，他也不在

乎，從不計較，總是樂呵呵地成

交，外婆有時埋怨他收少了，他

卻說：一般人是不會來占便宜

的，有時給的還會多一點，有的

人給少了，也許是一時手頭緊，

反正我是靠力氣掙錢，就算我幫

他們一把力氣吧。就真想在這裏

占便宜，那也就不會去買別人

的，讓他三分，只要成交，我們

總有點利得，即使我們吃了點

虧，可在眾人眼裏，信譽卻高

了。事也正是這樣，外公的生意

漸見興隆了。 
隨著年齡增長，我漸漸明白

了外公這句話的深意。每當我看

到有人在工作上拈輕怕重，為一

點私情置他人、集體於不顧，從

而失去別人信任的時候；每當我

聽到有人為貪小利而被騙或拉下

水身陷囹圄的時候；每當我聽到

有的家人為皮毛小事吵得不可開

交，甚至家庭破裂的時候，我便

會想起外公，想起他那“世上只

有虧好吃”的警世格言。 

文/佚名

清朝坐花主人講過一個故

事「十兩銀子改變命運」。他

說，有位福壽雙全的老先生，少

年時代極其窮苦，常常一連幾天

都沒有米煮飯。他考中解元前的

一天，街上有位算命極準的先生

告訴他，白露節前他就要死於非

命。

眼下考試在即，但因算命先

生說的話，少年打算放棄考試。

有位王生，家中富有而且很講義

氣。王生和這個少年相處得很

好，極力勸他一起去趕考，並慷

慨資助他趕考所需的一切費用。

他們來到金陵後，聽說承恩

寺有位相士，算人的禍福吉凶，

每次都出奇的精準。少年和六個

同學湊熱鬧，一起去看相。那位

相士看了他們六人，將他們的家

庭情況說得絲毫不差。

輪到少年時，先生先問了大

致情況，然後屈指一算，勸他趕

緊回家。眾人都感到很奇怪。相

士說，這名少年面相枯槁，天庭

已經出現晦紋。依照相法，五日

之內必會死於非命。據他現在的

面相，應當會死在路上。

王生和眾人都感到震驚，連

忙問化解的辦法。相士說，生死

大數，沒有大陰德，就不能挽回

天意。現在期限緊迫，還能有什

麼辦法！眾人一路沈默回到寓

所。

少年看到兩位算命先生都說

的一樣，為了不連累大家，打算

返回家鄉。王生憐憫他，替他雇

了船，再次送給他十兩銀子，以

備他急用。

書生以銀換銅救人性命

少年辭別大家，就登船返鄉

了。在長江走了十多裏水路，由

於風浪太大，客船不能繼續前

外公：世上只有虧好吃外公去世已有十幾年

了，他臨終前對我說的一

句話，我至今沒有忘卻。當

時，他緊緊地拉著我的手

說：“偉份子，世上只有虧

好吃。”隨著年齡增長，我

漸漸明白了外公這句話的

深意。

十兩銀子改變了命運

行。船夫就把船繫在岸邊。轉眼

過去了四天，但見風勢更猛了。

少年心想，快到五天的期限了，

船又不能走，難道真像相士說的

要死在路上嗎？

此時，少年一心等死，萬念

皆空。他上岸閑逛時，忽然看見

一個中年孕婦，帶著三個小孩

子，邊走邊哭。少年忽然心想，

這裏人煙稀少，她是要去哪兒

呢？少年心生疑惑，於是急忙上

前幾步，問她有什麼難處，或許

還能幫助她。

婦人不得已，就告訴他苦

楚。她賣了兩頭豬，上當受騙，

說好了是十兩銀子，卻收到了十

兩假銀。她害怕挨打，不敢回家

見丈夫。於是決定帶著孩子投江

自盡。

少年聽後心裏很難過，他想

自己快要死了，要這些錢有什麼

用，就將王生贈送的銀子悄悄

給她調換了。他對婦人說：「哎

呀，你真是差點鑄成大錯！這是

真銀，怎麼是假銀呢？」

婦人哀嘆說，好幾家銀店都

說是假銀，怎麼可能是真銀？少

年藉口說：「那些銀店欺負你是

女子！如果你跟我一塊去，他們

就不敢說是假銀。」婦人就和他

來到一家銀店驗銀，說是真銀。

他們又去了幾家，也都說是真

銀。婦人大喜，謝過書生後，就

帶著孩子回家去了。

神明重德 
賜二位少年功名

少年救下婦人後天色已晚，

不得已露宿在破廟的廊檐下。疲

倦的少年跑了一整天，剛坐下就

睡著了。朦朧中，他聽到衙役的

吆喝聲。少年伸頭一看，看到大

殿上燈火通明，兩旁的衙役威武

的站著，中間有一個王者模樣的

人坐在公堂之上，好像是關帝。

忽然關帝下令說，今天江邊有一

個人救了五條人命，應當查清這

個人，賜他福報。

待一個官員匯報書生的情況

後，帝君又問，這次秋榜書生是

否能考中？另一位官員說，少年

的福祿和壽命都已經盡了，就

應在今天夜裏子時，被倒塌的

牆砸斃。帝君說：「如果這樣，

那還怎麼勸人向善呢？改一下

祿籍。」本次秋試中江南一名解

元，因淫污婢女已被除名，帝君

決定就讓這名少年補缺。

旁邊另有一人說，因王生輕

財尚義，贈送書生錢財，才成就

了這一善果。所以王生也應榮獲

功名。帝君當即准奏。

救人挽回造化 
少年重獲新生

少年專心的聽著，忽然耳邊

似乎有人喊叫著：「快出來！快

出來！」少年心中大驚，猛然而

醒，看到自己依舊蜷縮在廟檐

下。他在一片漆黑中，聽到牆土

簌簌的往下掉，他連忙爬起來往

外跑。剛走出幾步，牆便轟然倒

塌，正好砸在他蹲坐的地方。

天亮以後，書生整衣拜過廟

裏的帝君，就返回到船上。他心

中想著神說的話，一定會應驗，

於是就和船家商量返回了金陵。

少年來到客店，大家見到他還

活著都感到震驚。王生笑著說：

「大難不死，必有後福。」為他

辦酒慶賀。

大家起鬨，簇擁著少年去找

相士。相士抬頭一見少年，驚訝

的說：「你還活著？」相士發現

短短几天，少年的骨相已經大

變。說他一定是他做了非同尋常

的善事，救了人命才挽回了這般

造化。並預言他今年科考一定能

中頭榜！明年會進入翰林，官至

一品，壽數增至八十。

功名調換非偶然 
陰德度己也惠人

相士笑著說：「這件事絕不

是偶然！半月前我為一個秀才看

相，他眉宇間明堂光彩非同一

般，肯定是今科的解元。但昨天

他又來看相，前額卻出現了懸針

紋，先前的光彩全都消失了。想

必，他一定做了見不得人的壞

事，功名都被取消了。」

相士又對王生說，今年他會

和這名少年一同考中。王生笑著

說：「我哪裡做了什麼善事啊？」

相士說：「正是無所為而為之，

這才叫陰德！」

回到客棧後，少年將事件

的始末全都告訴了王生，並說：

「如果沒有恩兄贈送的銀兩，我

也只能眼睜睜看著人家去死！今

天幸蒙神明護佑，這是仁兄的恩

惠呀！」

王生驚訝的說：「這是你有

大量！真要如此，我卻應該感謝

你才對呢！」二人彼此謙讓著。

這年科考，少年果然中了解元，

王生也榜上有名。第二年，兩人

同入翰林為官。

坐花主人的友人講起此事

時，感嘆地說：「人們都說窮困

短命都是命中注定的。卻不知道

上天的恩賞和施恩，都是看人怎

麼去選擇。雖然十兩銀子不算

多，但是神明追本溯源，都會給

予他豐厚的福報。那個注定的解

元本是折桂的人選，卻因犯下邪

淫，被迅速消除了功名。」善惡

一念間，真的應了「福禍無門，

惟人心自召」。（事據《坐花志

果》上卷三之《十金易命》）

文/杜若

命理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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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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羊座】(3.21-4.20)

本週幸運日：週六

整體運勢：

本週牡羊座運勢逐步明

媚起來。週日會有些流言蜚語讓你

不安，手頭的事也因為這種情緒而

受到負面影響。週一到週三，如果在

意的事進展順利，你會很快地變回

平時那個自信的樣子。週四週五，困

擾一一緩解，心頭事也告一段落。週

六，和親友相聚，身心得到放鬆。

【金牛座】(4.21-5.20)

你本週幸運日：週四

整體運勢：

本週金牛座運勢可謂

喜憂參半。週日，會為一件影響深遠

的事而感到愁悶。週一到週三，忙的

事不少，有的會持續下去，還要好一

陣子才會告一段落或逐漸明朗。週

四週五，總是能藉助他人的提攜而

交到意外的好運。要注意識別來自

他人的善意，如果機遇出現，切不可

錯過。週六，有空就多休息，注意補

充營養。

【雙子座】(5.21-6.21)

本週幸運日：週三

整體運勢：

本週雙子座心情不是

很好，常常很鬱悶。週日，想讓某事

早點落幕（或告一段落）。週一到週

三，人際困擾影響了原本想做些有意

思安排（活動）的心情。週四週五在

處理瑣碎事務時要有耐心，不可敷

衍了事。週六，可能會因為雞毛蒜皮

的事和身邊人產生衝突，此時注意

不要遷怒於人。

【巨蟹座】(6.22-7.22)

本週幸運日：週日

整體運勢：

本週巨蟹座運勢很旺。

週日，會有位高權重的人，無意中

幫了你大忙（比如透露給你重要資

訊）。週一到週三，某事告一段落或

是了結了，才會逐漸安下心來。週四

週五，心情不錯，也會有興趣參與各

種社交活動來放鬆情緒。週六，隨心

做自己喜歡的事，度過愉快的一天。

【獅子座】(7.23-8.22)

本週幸運日：週二

整體運勢：

本週獅子座運勢有進

步的空間。週日，心情糟糕，狀態不

佳。週一到週三，心情愉快，做事效

率也高；待人熱心真誠，人緣還不

錯。週四週五，雖然有很多事要處

理，但由於你能將一切都規劃得井

井有條，你的狀態可以說是忙而不

亂。週六，必須認真對待每個細節。

【處女座】(8.23-9.22)

本週幸運日：週四

整體運勢：

本週處女座偶有鬱悶。週

日，跟人有關，讓人煩心的事，會影

響本來可以好好享受假期的樂趣。

週一到週三，事情漸多，一個接一

個，沒有太多可以好好休息的時間，

即使可以稍微歇一歇，也會因放心不

下，沒多久又繼續忙。週四週五，成

功克服了畏難情緒，推動事態向前進

一步發展。週六，宜勞逸結合。

【射手座】(11.23-12.21)

本週幸運日：週四

整體運勢：

本週射手座日子過得很

是忙亂。週日，雖然你會在社交活動

中獲得放鬆，但原本制定的工作（學

習）計畫尚未完成，並直接導致週一

到週三時各方面的節奏都被打亂了，

不過這種混亂的狀況會在週四週五

時，因別人的幫助而得到很大程度上

的緩解。週六，你會選擇默默調整最

近狀態並努力消化那些負面情緒。

【魔羯座】(12.22-1.20)

本週幸運日：週四

整體運勢：

本週魔羯座運勢很普

通，沒什麼亮點。週日，有人心情不

佳，有煩惱，會關心那人的一些事。

週一到週三，你會靜下心來思索最

近遇到的麻煩事，這個過程對你

來說不那麼令人愉快，但在週四週

五，你會因為找到了合適的解決方

法（或至少是徹底想清楚了整個問

題），身心都變得前所未有的輕快。

週六，注意避免偏聽偏信。

【寶瓶座】(1.21-2.18)

本週幸運日：週日

整體運勢：

本週寶瓶座運勢很是低

迷。週日，跟朋友開心相聚，好心情

不言而喻。週一到週三，有件事讓你

挺傷腦筋的，這幾天一直在為此發

愁。週四週五，要同時處理來自公事

和私事兩方面的麻煩，所以會過得

格外辛苦。週六，深感焦慮的你會變

得煩躁不安，無法專心做任何事。

【雙魚座】(2.19-3.20)

本週幸運日：週二

整體運勢：

本週雙魚座忙中有閑，

過得挺充實的。週日，安安靜靜一

個人呆著，沒人打擾。週一到週三

是適合探索未知領域的日子，特別

是對你來說那些和觀念重建有關的

嘗試，大膽邁出第一步吧，驚喜會超

乎你想像。週四週五，你需要在工

作/學習與娛樂兩方面作出取捨。週
六，忙中偷閒，慰勞自己。

【天秤座】(9.23-10.22)

本週幸運日：週一

整體運勢：

天秤座本週表現不佳。週

日，心情易受一些小事的影響而波

動。週一到週三的你比較有幹勁，

所以這三天不妨多做些需要與他人

配合的工作。不過在週四週五你變

得容易分心，此時最忌做需要耐心

和細緻的工作。週六，可能會有人對

最近你「狀態不穩」的現況提出批

評，最好謙虛謹慎地把這些批評接

受下來，別跳腳。

【天蠍座】(10.23-11.22)

本週幸運日：週二

整體運勢：

本週天蠍座一直都陷在

忙忙碌碌的狀態中。週日，常為些事

思考怎麼做比較好。週一到週三，

用包容的心態看待身邊的人和物；

慷慨伸出援手，幫人一個忙。週四週

五，會經歷改變做法，調整原先計畫

的情形。週六最好用來養精蓄銳，順

便也多陪陪家人，因為接下來一段時

間你仍然會比較忙。

十二星座本週運勢
（6月24日～6月30日）

文章來源：星吧(www.xingbar.com.tw)

天天

測
從發微信的習慣看出你的弱點

來源：測試達人

1、你有沒有嘗試過自己編

輯一些搞笑或煽情的微信信息？

A、有過——2
B、沒有——3

2、當你收到朋友發來的搞

笑信息時，通常會？

A、一笑置之——4
B、感到很無聊——5
C、如果確實很有意思，會

轉發給其他朋友——3

3、你對發短信和發微信表

白的方式怎麼看？

A、比起當面表白可能帶來

的尷尬，這樣子更加含蓄、浪漫

一些——6
B、缺乏勇氣的表現——4

4、發信息時經常會用到語

氣詞，你通常會使用哪個字來表

示肯定的意味呢？

A、嗯或啊——6
B、哦或噢——5

5、在臨睡前發微信，你比

較習慣哪種方式？

A、當然是發完信息再上床

睡覺——7
B、躺在床上發——6

6、晚上和朋友發微信聊

天，總會記得道一聲晚安或類似

的結束語嗎？

A、是的——8
B、不是，常常發著發著就

睡著——7

7、你常常會忘記清理，使

得自己手機裡存滿了信息嗎？

A、是的——8
B、不是，我會記得定期清

理——9

8、你發微信是通常？

A、一隻手同時抓著手機打
字——9

B、一隻手扶著手機，另外

一隻手打字——11
C、兩手同時抓著手機打

字——10
9、你感到無聊時，比較偏好

用哪種方式向朋友或戀人傾訴？

A、打電話——10
B、發微信——11

10、你是不是常常發信息

發到一半就感到很不耐煩，轉而

打電話呢？

A、是的——12

B、這種情況很少出現—13
11、如果有不認識的惡人

發微信向你表白，你會？

A、打電話回去詢問對方是

誰——12
B、發回去詢問——14
C、甚麼也不問，先和對方

聊聊再說——13

12、收到明顯是發錯了而

且絕無惡意的信息時，你會？

A、置之不理——A 型

B、好心回覆提醒一下—14

13、你的消息提示鈴聲是？

A、手機自帶的——12
B、自己設置的或喜歡的鈴

聲——B 型

14、你沒事的時候喜歡翻看

自己以前發過或收到的信息嗎？

A、是的——C 型

B、不是——D 型

A
你的脾氣真的是很衝，而且

從來不知道加以掩飾。你心情好

的時候，看人就會格外順眼，而

且對人是出奇的好。要是你心情

不爽，就會把一張臉聳拉到老

長，而且你的周圍會散發出一股

陰冷之氣。

這還好呢，要是趕上你心情

極差的時候觸怒了你，你可一定

會不分場合的發作一番。這樣很

容易得罪人的！雖然你只是性子

急了一點，並沒有壞心，但是觸

碰到了心胸狹隘的人，很可能會

懷恨在心，在背後捅刀子。

要明白，這個世界不是圍繞

你一個人轉的，也要站在別人的

角度想一想。再說「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你真的做得到嗎？

B
與其說你對待感情太過執

著，倒不如說你是有點執迷不

悟。你從來不肯主動地放棄，雖

然理智上你明白感情已不再，但

是在情感上，就是不肯承認這個

現實，非要鑽牛角尖不可。你也

許會很長一段時間都沉浸在失戀

的痛苦中，也許會把痛苦轉為瘋

狂的報復行為。

你一旦愛上一個人，他

（她）就會成為你的全部，你會

心甘情願的為對方付出一切，當

然，也會不惜傷害自己和他人。

其實，愛情並不是生活的全

部，當愛已不再，能夠瀟灑的放

手，放過別人的同時，最重要的

是也放自己一條生路，畢竟，我

們應該為自己而活，不是嗎？

C
你做事情欠缺果斷，總會瞻

前顧後，即使是一件並不太大的

事，你也要在事前仔細的思量，

設想到各種可能性，再聯繫經

驗、理論，好好地斟酌一番，到

了這一步，你竟然還沒有拿定 
主意。

雖然說要三思而後行，但是

像你這樣五思、六思都過了，可

就不是謹慎，而是優柔寡斷了。

這樣下去，再好的機會也要與你

插肩而過了。其實，你對自己還

是滿有信心的，但是，究其根

源，你並不清楚的知道自己要的

是甚麼，也不知道該如何把握自

己的未來。

趁著還年輕，感覺好好的為

將來打算一下吧，否則，可是很

容易被人牽著鼻子走。

D
現在，不妨思量一下，你的

人生到現在為止，還有幾件事真

正做到了善始善終，是不是屈指

可數？你的腦袋夠聰明，也有足

夠的熱情，但可惜，只是三分鐘

熱度。你的性格很善變，常常是

事情進行不到一半，就覺得索然

無味，而且又很任性，不喜歡

了，想都不想就放棄。

對人也是如此，剛開始還

很要好的朋友，過不了多久，

就會厭倦對方，到最後只能形

同陌路。不信的話，看看身邊

的朋友，有幾個是相交多年 
的呢？

喜新厭舊是本性的東西，很

難改變，但是，自己坐下的事，

就要敢於承擔。堅持到底也是一

種責任心的體現噢。

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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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 6 月 10 日 早 上

7:30，英航 5390 班機搭載 81
名乘客，和往常一樣，從伯明罕

機場準時起飛，它將飛往西班牙

的馬拉加機場。 
這 架 型 號 為 BAC1-11 的

航班除了機長和副駕駛外，還

有一名乘務長和 3 名空姐。

機 長 蒂 姆 ‧ 蘭 開 斯 特（Tim 
Lancaster） 擁 有 21 年 的 飛

行駕駛經驗，副機長艾奇森

（Alastair Atchison）則剛剛加

入 5390 航班。 
飛機滑行、起飛，一切都如

往常一樣。 13 分鐘後，飛臨南

安普敦上空，飛機也爬升到 1.7
萬米的高空，飛行平穩。機長蘭

開斯特照例將飛機調到自動駕駛

狀態，起身想去弄杯飲料。然

而，就在他起身的一剎那，因為

之前維修師上錯了一顆螺母，

「砰」的一聲，駕駛艙左側的一

塊擋風玻璃炸開了！ 
蘭開斯特瞬間被巨大的氣壓

差挾裹著甩向機艙外。幸好他

的腳部被卡在控制盤上，所以

只有上半身被捲出駕駛室，隨

即趕來的乘務長奧格登（Nigel 
Ogden）立即上前死死抓住蘭開

斯特的腰帶。

副駕駛艾奇森開始進行緊急

迫降，控制飛機下降到 3300 米

的高度，這裡氧氣充足，而且不

會與別的飛機相撞。然後他把時

速減到 300 公里，并通知南安

普敦機場塔台要求緊急降落。

此時蘭開斯特又被風往外卷

了約 20 厘米。從駕駛室透過飛

機左前方的玻璃能看到他的頭和

胳膊在不停地撞擊機身，眼睛睜

得大大的，卻眨也不眨，大家都

認為他已經死了。

艾奇森收到塔台給予優先降

落許可，于 7 時 55 分降落於南

安普敦機場。

這次驚險的事故被加拿大製

作成電視節目空中浩劫第二季的

「Blow Out」。還有人根據此事

寫成一篇网文故事〈84 名乘客的

生死表決〉。

故事中，機長化名為西蒙，

副機長化名為阿拉史泰爾，81
名乘客變成了 84 位。故事中描

述了這樣一個驚心動魄卻感人至

深的場景：

乘務長和兩名男空服員還在

緊緊拽著大半個人都掛在機艙外

的機長西蒙，艙外零下 20℃的

氣溫，將他凍得毫無生息，彷彿

睡著了一樣。如果要阻住進風

口，就必須要丟掉西蒙。看著已

經被凍僵的機長，機組人員陷入

了極大的痛苦中，他們實在不忍

心放手。 
按照英航的規定，飛機在空

中遭遇事故時，機組人員有義務

犧牲一切來確保乘客的安全，除

非乘客不要他們那樣做。因此，

是否要丟下機長，決定權在乘客

手裡。 
在乘務長的授權下，一名空

姐走到客艙內，她穩了穩情緒，

對乘客們說：「我們遇到了一點

小麻煩，生死不明的機長被吊在

寒冷的機艙外，丟不丟下他事關

大家的生死，請大家考慮後表

決，贊同丟掉機長的人請舉手，

舉手的人超過半數，我們就將丟

下機長」。 
空姐說完後，機艙裡死一

般的寂靜。幾秒後，有人開始

舉 手，2 個，5 個，10 個，20
個…… 

空姐努力控制著自己的眼

淚，不讓悲傷的情緒影響到乘客

的決定。她強迫自己數清每個舉

手的人。

就在她數到 42 個時，突

然，有一隻舉著的手，慢慢放了

下來。緊接著，又有一隻舉著的

手，放了下來，接下來是第三

隻，第四隻…… 
當空姐淚眼朦朧想看清還

有幾隻手的時候，卻發現整個

機艙裡沒有一隻舉著的手。舉

手的人為零！突如其來的轉

變，令空姐再也忍不住了，眼

淚決堤而下。 

生死一念間。 84 個善良的

靈魂感動了上帝。危險突然間就

開始化解，副駕駛阿拉史泰爾終

於和空管中心取得了聯繫，依靠

他們的指揮引領，在發生事故的

22 分鐘後，飛機最終成功降落

在英國南安普敦機場。機長西蒙

也被隨即趕來的救護車接走。 
受到巨大撞擊、在極寒中被

冰凍了 20 多分鐘的機長西蒙，

在醫院裡被救醒， 3 個月後重新

回到了工作崗位。 5390 航班機

組人員和 84 名乘客全部安然無

恙。 
後來經過調查，大家才知道

當時幸虧沒有選擇丟下機長，如

果真的將他丟下，狂風就會將掛

在機艙外的他捲入機翼上轉動的

引擎裡，結果就是機毀人亡。

原來，在他們選擇生與死、

接受良知考驗的短短幾分鐘內，

死神已經與他們擦肩而過了。

當善良的力量，強大到可以

超越生死的時候，奇蹟就會出

現。乘客們的善念改變了一場生

死危機，救了機長的同時，冥冥

之中也救了他們自己。

前世為一苦行僧

蒲松齡一生窮困潦倒，空

有滿腹才華卻屢試不第，靠教

書賣文為生。他對自己時運不

濟的原因，在為《聊齋志異》所

寫的序言〈聊齋自志〉中，有過

一段描述。

「松懸弧時，先大人夢一病

瘠瞿曇（僧人的別稱），偏袒

入室，藥膏如錢，圓粘乳際，

寤而松生，果符墨志。」蒲松齡

出生時，其父夢中見到一位病

瘦僧人，穿著僧衣袒露右肩進

入屋中。銅錢大小的一塊膏藥

粘在乳旁，其父由夢中驚醒，

正好蒲松齡出生了，而且乳旁

果有一塊黑痣，與夢中僧人所

貼膏藥的位置完全一致。他父

親由此認為兒子乃夢中苦行僧

轉世，便賜其字曰「留仙」。

蒲松齡不但從小體弱多

病，長大了命運也不如人家

好，「且也，少羸多病，長命不

猶。門庭之淒寂，則冷淡如僧；

筆墨之耕耘，則蕭條似缽。每

搔頭自念，勿亦面壁人果是吾

前身耶？」自家門庭冷落，如僧

人幽居般淒清。以筆耕謀生，

似和尚持缽化緣般辛苦。每每

想到這些，他自己也覺得就是

那病僧轉世。

至於那病僧因何沒修成而

再度轉世呢？「蓋有漏根因，

未結人天之果；而隨風蕩墮，

竟成藩溷之花。」蒲松齡認為，

一定是自己前世也就是那病僧

修行有漏，故而因果相報，不

能成佛升天。只能隨風飄蕩，

轉生人間，身為貧賤。

「茫茫六道，何可謂無其理

哉！」這是蒲松齡領悟了因果之

道後，對自己今生現狀的感嘆：

茫茫六道輪迴中，怎麼能說沒

有天理呢 ? 如果說前世之說只

因出生時蒲松齡父親的一夢，

那麼關於蒲松齡後世轉生的記

載，則更為神奇。

後身仍然是文人

徐 昆， 清 代 著 名 文 人，

著有《柳崖外編》、《雨花臺傳

奇》、《柳崖詩鈔》等書。《柳

崖外編》中有王友亮、李金枝二

人所作的兩篇序言，皆稱徐昆

為「蒲留仙後身」。這兩篇序

言中，講了一個關於蒲松齡轉

世成為徐昆的神奇故事。

蒲松齡去世後的一年，在

距蒲家莊百里之遙的濟南城外

金家莊，山西臨汾籍商人徐敬

軒家中誕下一子。週歲那天徐

家大擺筵席。彼時天下大雨，

在大門口外迎客的徐敬軒見路

上有一年輕書生冒雨而行，遂

邀書生進來避雨。書生見堂

中設筵，便問何故，徐敬軒答

道：「兒子週歲」。喚人將孩

子抱出來。本來啼哭不止的嬰

孩一見書生便咧開嘴笑。書生

忙問：「此莊何名？」答：「金

家莊」。

書生聞言喜極而泣，徐敬

軒驚問其故。書生說：「您的

兒子就是我的老師轉世啊！我

的老師蒲留仙在前年的今日去

世，臨終前留下一句『紅塵再

到是金鄉』，兩年來我多方尋

訪也沒有找到，不想今天在這

裡遇到。」聽了書生的話，徐

敬軒忽然想起了前年做的一個

夢。

徐敬軒經商多年，家產頗

豐，可惜膝下無子。前年，他

去小峨眉山祈子，回來後偶得

一夢，夢中至一處地方，垂柳

依依，清泉濯濯。一老儒生手

執蒲扇，對著他笑而不語。此

時，忽然聽到一個聲音對他說：

「此汝子也」。夢醒後，徐敬

軒想了半天也不解何意。但不

久，夫人盧氏果然懷孕。

徐敬軒將夢中所見老儒的

相貌仔細描述後，書生說：「你

所見到的確是我的先師蒲松齡

先生」。此時兩人都明白了，

夢中的垂柳清泉，暗喻其號

「柳泉」，手執蒲扇，暗喻其姓

為蒲。徐敬軒大喜，便給兒子

取名昆，字「後山」，號「柳

崖」，皆有山的含義。與蒲松

齡的「柳泉」山水相對，借喻前

世與今生如山水般遙相呼應。

此等奇事自是流傳極快，徐昆

就是蒲松齡轉世的奇聞很快就

傳開了。

這徐昆也確實有神奇之

處，三歲識字，有過目不忘之

才。到十五、六歲時，文采飛

揚，已是名噪一時的少年才

子。一些文壇泰斗如錢大昕、

朱筠等人都對他青睞有加。朱

筠稱他是「山右之名士，蒲留

仙後身也」。徐昆本人也深信

輪迴之理，相信自己是蒲松齡

的轉世。當時蒲松齡的《聊齋

志異》十分暢銷，引來眾多仿

作。可惜這些仿作「筆墨既無

可觀，命意不解所謂」。徐昆

覺得，作為蒲松齡轉世，續寫

聊齋以「記我前生事，鴻文序

外編」是自己的責任，於是收

集各種神奇超常之事，經年日

久，終於寫成《柳崖外編》一

書。《柳崖外編》被譽為「無愧

《聊齋》再世」的佳作。當時著

名學者錢大昕為他題詩稱讚說：

「聞說家園似輞川，天機清妙有

仙緣。閒中小試生花筆，補入

《聊齋志異》編」。

清代著名小說集《聊

齋志異》，在中國可謂家

喻戶曉。作者蒲松齡，山東

淄川（今屬淄博）人，生於

明崇禎十三年（西元1640

年），字「留仙」，號「柳

泉」，世稱「聊齋先生」。

歷史上記載的關於蒲松齡

前世與後身的傳說，與《聊

齋志異》一樣精彩。

蒲松齡前世
與後身的傳奇

文 / 青蓮 圖 / Fotolia

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中記

載過一個因果循環的故事，讀來

耐人尋味。

清朝雍正乙卯年，交河有一

位叫及潤礎的老儒生，去參加鄉

試。

一天，他走到了石門橋這個

地方時，天色已晚。他去投宿，

但客館已經住滿旅客，只有一間

小屋，因窗臨馬槽，沒人願住，

及潤礎也只好將就著住了進去。

夜間，群馬踢跳，難以入睡。夜

深人靜以後，及潤礎忽然聽到馬

的說話聲。他平常愛看雜書，記

得宋人筆記、小說一類書中有堰

下牛語的事，知道不是鬼魅，就

屏息細聽。

一馬說：「現在才知道忍受

飢餓的苦楚，生前所欺騙隱匿的

草豆錢，如今在哪裡呢？」

另一馬說：「我們馬輩多是

由養馬的人轉生的，死後才明

白，生前絲毫不知，太可悲了！」

眾馬一聽，都傷心地嗚咽起來。

一馬說：「冥間的判決也不

很公平，為甚麼王五就能轉生為

狗呢？」

一馬回答說：「冥間鬼卒曾

經說過，他的一妻二女都很淫亂

放蕩，把他的錢全部偷去給了意

中人，這可以抵他的一半罪孽。」

一馬插言說：「確是這樣，罪有

輕重，姜七轉生了個豬身，要受

宰割，比起我們馬來豈不更苦。」

及潤礎忽然輕聲咳嗽了一下，馬

語立即停止，寂靜無聲。此後，

及潤礎經常用所經歷的故事告誡

養馬的人。

文 / 幽夏 圖 / Fotolia

及潤礎

夜半聽馬語

馬互相之間會互吐心聲。及潤礎

經常用所經歷的故事告誡養馬的

人。

人們常說，生命無常。

有時候，生與死的距離，就

在一念之間。但這一念卻

在冥冥中成為決定人生死

的關鍵。當善的力量超越

生死的時候，就會感動上

蒼，拯救別人的同時，最終

拯救自己。

英航BAC1-11飛機（CCBY-SA 

3.0）

文 / 紫雲 圖 / Fotolia

生死就在一念之間

蒲松齡（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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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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回

迎黛玉乾娘擺家宴 
賞菊花青兒讚佈局

第三天燒退了，咳嗽減輕

了；第四天，咳嗽完全止住了，

渾身輕鬆，吃得香，睡得沉。第

五天，吃完早飯，黛玉對大嫂

說：「今天我們想去拜見乾娘。」

大嫂說：「應該的！」喊小翠，

「你帶姑姑去。外面冷，多穿些

衣服。」紫娟挑出自己的兩件

舊披風，邊幫黛玉繫脖下的絲

帶，邊說：「你的那披風，若穿

出去，在這莊戶人家一走，還以

為神仙妃子來了呢，就委屈你，

穿我這舊的吧。」「這麼好看，

還說舊的？」小翠說。紫娟說：

「幸虧前幾天給小翠用舊衣服改

了一件，快穿上，走吧！」小翠

忙把自己的小披風穿上。美滋滋

地左看右看：水紅色的綾子面，

還有黑兔毛鑲邊。三人穿戴整

齊，向大嫂告別，出了大門。

三人走到小鎮中的路上，引

起了小小的震動。挑水的放下水

桶，行人停下腳步，兩邊各家的

門框裡站滿了人，都瞪大眼睛注

視著她們。「嘖嘖，誰家閨女？

真俊俏！」「你看那綢披風一飄

一飄的，像仙女下凡。」「那不

是小翠嗎？是柳老大的兩個堂

妹，聽說剛從城裡大戶人家回

來。」小翠笑嘻暗地跟熟人打招

呼。黛玉和紫娟大大方方地走

著，不斷向兩邊的人點頭微笑。

終於到了乾爹家門口。果然與眾

不同：高高的白石臺階，威武的

兩個白石獅子，厚重的黑漆大

門，畫龍雕鳳的門樓，和周圍的

農家院落相比，簡直就是一座宮

殿。黛玉紫娟拎著裙角，拾階而

上。進入第二道院子，轉過一個

大屏風，迎面五間正房，兩邊是

抄手遊廊的廂房。雪白的牆壁，

鮮紅的廊柱，院中隨意堆了幾塊

奇石，奇石邊上一叢翠竹，旁邊

幾棵秋菊正在盛開，吐著清雅的

幽香。

小翠飛跑著進入正房大廳，

嚷著：「奶奶！姑姑來看您了。」

大廳內走出一位五十歲左右的夫

人，漆黑的頭髮，只兩鬢露出幾

絲白髮，白淨、光潤的皮膚，

杏眼明亮，秀眉修長。看見黛

玉，搶前幾步，一把摟住黛玉大

哭：「我的親閨女，我的寶貝，

你可回來了！」旁邊的一個小丫

頭輕聲說：「太太，外邊風大，

到屋裡說話吧！」到了大廳，剛

坐下，兩人連忙跪在夫人面前：

「給乾娘磕頭，受女兒一拜。」

夫人連忙扶起二人。夫人說：

「五天前，聽你乾爹一說，我就

急著要去看你們。他說你有病要

靜養，硬是不讓我去。他估計，

你們今早要來，我們一大早就

起來等。你們恰恰地就來了！」

「乾爹呢？」「村東頭的張大爺

哮喘病犯了，把他叫去了。」說

著拉著黛玉的手，上下打量：

「天下真有這樣的奇事，果然容

貌、氣韻都像。」旁邊的幾個丫

頭、婆子也不住笑著點頭。都

說：「恭喜太太！」夫人對身邊

一個丫頭說：「把梳粧檯上的匣

子拿來。」太太打開，拿出一個

簪子說：「這個碧玉簪給青兒，

這是我娘留給我的。」只見這簪

子碧綠晶瑩，如一汪碧水。一端

用細細的銀絲編成一個玲瓏的鳳

凰，鳳凰口中吐出幾根流蘇，每

根流蘇均用一個個細小渾圓的

綠色玉珠綴成。又取出一個金

釵，「這個給丹兒。」只見釵子

金光閃閃，中間綴著兩朵鮮紅的

梅花。夫人望了小翠一眼，連忙

從自己腰帶中解下一串香囊。這

香囊著實精巧可愛。用各色緞子

做的尖尖的紅辣椒，碧綠的小黃

瓜，紫色的小茄子，五顏六色，

香氣襲人。下面綴著一排六顆晶

瑩的白珍珠。珍珠下又綴著一個

用鵝黃絲線做的大穗子，夫人

細心地繫在小翠腰帶上。回頭

說：「你們兩人戴在頭上，我看

看。」只見黛玉一個碧綠晶瑩的

簪子插在鬢邊，流蘇晃動，人更

顯清麗、素雅；紫娟油亮的黑髮

中插著兩朵紅豔豔的梅花，愈顯

俊俏、嫵媚。小翠喜得早已拍手

轉了好幾圈，隨著身子旋轉，一

串香囊飛了起來。夫人說：「小

心點，那幾顆珍珠別甩掉了。這

香囊中的香料很貴重，戴在身上

蚊蠅不近，還能冶病、防病。」

紫娟把小翠拉在身邊，反復把玩

香囊，「太有趣了！乾娘、這是

你做的嗎？能教我嗎？」「這容

易！香料咱家有，縫香囊的緞子

都是做衣服剩的邊角廢料，咱家

有好幾筐。村裡的姑娘、小媳婦

常來要，我讓她們隨便挑選。」

一個大嫂走進來，說：「夫

人，飯好了！」「那就上桌吧，

我們馬上過去。」「等等乾爹

吧！」「不等他了，他常年累月

就這樣，很少按時吃飯。有時，

剛端上飯碗，有人喊，撂下飯碗

就跑。」「乾爹治病救人，積了

大德了，肯定有好報的。」紫娟

說。眾人到了餐廳，一張大大的

紫檀木八仙桌上，早擺滿了各式

菜餚。中間一個白玉缽內的湯，

冒著熱氣。大家入座，乾娘拉著

黛紫二人坐在左右兩邊，小翠挨

著紫娟坐了。兩個丫頭站在邊上

伺候。丫頭用白瓷小碗，每人盛

了一碗湯。乾娘說：「飯前幾口

湯，賽過良藥方。」兩人喝了一

口，「真鮮美！」黛玉說。「多

喝點，這是角魚野雞湯，昨晚就

用沙鍋燉上了，肉都燉化了，骨

頭燉酥了，什麼都在湯裡頭，這

湯可養人了！」正說著，乾爹進

來了。紫娟連忙站起來，移到下

一個座位，把自己的位置讓給乾

爹。乾爹說：「你們吃，不用管

我，我冼洗手就來。」不一會，

乾爹換件衣服歸坐。問黛玉：

「身體大好了？」黛玉忙站起來

行禮，說：「謝謝爹爹！乾爹的

醫術果然不同凡響，以往像這

樣，起碼要拖半個月甚至更長，

這次才三天就好利索了。」「病

剛好，不要急著大補，先吃點清

淡的。」乾爹說著，夾了一筷子

清炒枸杞芽送到黛玉碗中，又夾

了一隻雞腿送到紫娟碗中，乾娘

忙夾了一塊紅燒肘子給小翠。

「自己愛吃什麼，隨便吃。」紫

娟指著一盤涼拌馬齒莧，說：

「這個酸酸涼涼的，很好吃！我

從來沒吃過。」「這就是一種野

菜，田壟、地頭上多的是，太

多，不稀罕，也用它餵豬。」小

翠笑起來了，「那咱們吃的是豬

食。以後也長成豬模樣了。」大

家笑起來。乾爹說：「放心吃

吧，只會越吃越俊。這種菜，養

分很高，在城裡，這菜金貴，

是名菜。」大家邊吃邊聊。乾娘

說：「這人多，吃飯就是香！平

日，大多是我一人吃，味同嚼

臘。以後你們要常來，小翠，陪

奶奶吃飯，好嗎？」小翠低聲嘟

噥：「那只能夜晚來。」「為什

麼？」小翠說：「剛才我們來，

全鎮上的人都瞪著眼看我們，嘴

裡還嘀嘀咕咕的。」「噢！原來

如此，鎮上人祖祖輩輩住在一

起，忽然見到一個生人，大家都

好奇，何況又是三個大美人！」

乾娘說。小翠連忙又搖頭又擺

手：「她們是大美人，我是小喜

鵲、毛猴子！」乾爹說：「小喜

鵲？像！嘰嘰喳喳，蹦蹦跳跳

的。這毛猴子？怎麼說。」「毛

猴子不也是整天蹦蹦跳跳的嗎？

而且還這樣……」說著，眼球直

轉，抓耳撓腮，大家見狀，轟的

大笑。「真是個毛猴子！」「我

娘叫我學兩個姑姑，我哪裡學的

來？」「要學！若長到姑姑這麼

大，還像個毛猴子，還不把男孩

子都嚇跑了，真嫁不出去了。」

乾娘說。「我幹嘛要嫁出去，就

跟著爹娘、姑姑、哥哥、爺爺、

奶奶過，多快活！」「你賴在家

裡一輩子，兩個姑姑也一輩子不

出嫁，都陪著你？」小翠從沒想

到這一層，不由得直轉眼珠，抓

耳撓腮起來，大家又笑了。這時

一個丫頭帶著秉智進來了。乾爹

連忙拉秉智入座：「來得正好，

這雞鴨魚肉還沒動筷子，你正好

來幫忙。」秉智說：「謝謝爺爺，

我娘讓我看兩位姑姑在哪吃飯，

還在家等信呢！」乾娘說：「那

好！杏花，把食盒拿來！」裝滿

三大盒菜，又用一個小沙鍋裝了

湯。「這湯給你爹娘補身子。一

年到頭，只知悶頭幹活，何曾

愛惜過身子？」「謝謝爺爺、奶

奶！」秉智轉身要走，乾娘又喊

住了他。「那屋裡有一小桶油，

封死的，是個東洋人送的。前日

你大哥托人從城裡帶來兩桶。這

日本國的油既醇厚又細膩，真的

好吃。」「這麼金貴，爺爺，奶

奶留著吃吧。」「一桶十斤，夠

我們吃一陣子的，放久了就變味

了。以後把你娘醃的小菜送來點

就行了。早上喝粥，就想那可

口小菜下飯。」「那容易，我一

會就送來。」「急什麼，我只是

那麼一說，以後有空再送來不

遲。」秉智轉身回去了。

不一會大家也吃飽了。幾個

丫頭送來了茶，大家漱了口。小

翠卻咕嚕一下嚥下肚。小翠瞪大

眼睛望著眾人：「你們怎麼都吐

出來了？」「這是漱口茶。」紫

娟說。「漱口，怎麼會用茶呢？」

「毛猴子，你聽著，茶水是解油

膩的，你吃過飯，滿嘴油乎乎

的，還有，對牙齒也好……」沒

等爺爺講完，小翠說：「我懂

了，那過一會再喝茶，就是解肚

子裡的油了。」「真聰明！能舉

一反三了。」

說笑間，眾人又回到了正

廳。這時丫頭才送來要喝的茶。

乾娘對乾爹說：「我看兩個女兒

身子單薄，不如把杏花送給她

們，也好早晚服伺。」乾爹連聲

說：「好！好！」乾娘把杏花叫

到跟前，只見這杏花十三、四

歲，眉清目秀，透著乖巧伶俐。

「你願意服伺兩個姑姑嗎？」「能

伺候姑姑，是我的福份。」杏

花機靈地回答。「你就每日灑

掃一下房間，平日端個茶送個

水。……」小翠連忙說：「這些

都是我做的。」「那你就做點粗

活，幫兩個姑姑洗洗衣服，幫那

家嬸嬸燒燒火、餵餵雞鴨，行

嗎？」杏花笑著說：「我喜歡。」

黛玉說：「叫杏花過來，我們當

然高興，可是乾娘這裡也要有

人照料。」「你放心！我這裡有

人。只是你們那裡房子窄小。我

看不如你姐倆就搬到這裡來住。

這裡幾十間房子，一小半空著。」

小翠連忙跳下椅子說：「不行，

我娘一時看不到姑姑就著急！」

乾娘笑著說：「我看是你著急

吧！那好，我不奪人所愛。」小

翠說：「我一個人睡個大炕，正

好杏花姐姐來了，我們睡在一

起，有人說話了！」杏花也很高

興：「同小翠一起，熱鬧。」「我

的這幾個丫頭，都是咱鄉裡人，

老實，能吃苦，什麼活都能幹。」

兩人連忙站起來施禮：「多謝乾

爹乾娘愛惜，想的周全！」

乾爹說：「吃過飯，該走

走，免得積食，你就帶孩子們到

花園裡逛逛吧！我還要去看病

人。」「對，走，看花去。」乾

娘攜眾人出了正廳。穿過角門，

遠遠看到一個月亮門。人未到，

幽幽的菊香已經襲來。走進月亮

門，只見滿園菊花，笑臉迎人，

五顏六色，千姿萬態，美不勝

收。黛玉陪著乾娘，慢悠悠地走

在壟間。紫娟和小翠早蹦跳著滿

園子亂竄：「太美了！」「哇！

好香啊！」乾娘說：「我種花一

是為了欣賞，主要是為了當藥

用，一年四季都有時新的花，每

一種花，都能入藥，所以也沒花

心思佈局，就像農家人種蘿蔔、

白菜似的。」黛玉說：「這樣更

好看呢，一壟壟，一畦畦，紅、

黃、白、紫，一排排相間，真像

七彩雲霞般絢麗。」乾娘對身後

的杏花說：「拿把剪刀來！」不

一會剪一大簇晶白如雪的菊花遞

給黛玉：「猜你喜歡這樣的。」

又剪了一大簇黃金菊送給了紫

娟。紫娟高興極了：「乾娘怎麼

知道我最愛黃菊花？」乾娘又

問小翠：「你喜歡什麼樣的？」

「我，我全部喜歡。」於是各色

菊花剪了一大簇。「回去用清水

養著。能開半個月。」這時太陽

已經偏西，一陣風吹來，有些涼

意。到了廳裡。黛玉說：「玩了

一天了，乾娘也乏了，咱們該

回去了。」三人披上披風，抱著

花，出了門。杏花跟在後頭。眾

人一直送到大門口，四人走出很

遠，眾人還在門口看。乾娘說：

「難怪鎮上的人稀罕，確實比畫

上的人還好看！」（待續）

夢
醒

黛
玉
後
傳

文/黃靚  畫/清 孫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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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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
桑
推
出

敞
篷
版Leaf

Open Car

【看中國訊】Leaf是尼桑旗下純電動車產品，自

去年推出第二代後受到全球大量粉絲的追捧。近日，為了慶

祝Leaf日本銷售達到10萬大關，尼桑特別推出了一款敞篷版Leaf 

Open Car。

雖然說到電動車，很多人會想到特斯拉。但是論銷售、親民，Leaf比

特斯拉更有優勢。自推出後，尼桑就對Leaf有十分精準的定位，滿足一般家庭

的需求，車型為主流的掀背式小車。第一代推出後全球銷量就超過30萬台。

第二代Leaf運用更精悍、銳利的設計語言，搭配e-Padel電子式加、減速踏板

以及ProPilot主動式駕駛安全輔助系統等先進配置，展現更強大的產品實力。不但

在日本銷量達到10萬台，在美國與歐洲的銷量也分別達到了11萬與9萬。

此次推出的Leaf Open Car新車採用了日產最新的家族式設計V-motion，

V字形的黑色飾板將左右燈組連成一體，無疑使前臉造型更具辨識度和層

次感。該車不但移除了車頂，同時改為雙門造型，讓前座更改為單座設

定。而後座座椅的尺寸則是向上升級，並且移除頭枕，以類似沙

發座椅的方式呈現。

動力方面，這款車所搭載的電動機最大功率為

110kW，峰值扭矩為320Nm，在日本標準JC08燃油模

式測試下，續航里程為400公里，在歐洲NEDC

標準下，續航里程為378公里。

電動車LEAF大受粉絲追捧,銷量破30萬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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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Acura R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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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評測

Standard AWD
基本款四驅

Standard FWD
基本款前驅

Advance AWD
高配款四驅

Advance FWD
高配款前驅

引擎 渦輪 2.0L 四缸 3.5 L V6引擎 3.5 L V6引擎 3.5 L V6引擎

馬力/扭矩 272 / 280 272 / 280 272 / 280 272 / 280

排量mpg

城市/高速
22 / 28 21/ 27 22 / 28 21/ 27

起價 $39,300 $37,300 $47,400 $45,400

【看中國訊】自從2013年首款RDX上市，這個車型已經經過5年的演化。相對上一款RDX， 全新

2019 RDX從外觀和內置上的設計有大幅度的提升。新款的RDX強調了科技感和運動駕駛感，

這是前所未有的。Acura這次瞄準了Mercedes、 BMW、 VOLVO 等競爭對手，而它確實有令人刮

目相看的地方。

也許上一款在設計與豪華性

能上都與對手相距甚遠，新款的

RDX無論是外觀設計還是內部設計

都有了大幅度的改善，與同等級

別的對手來說，新款的RDX不再給

人過時落伍的體驗。RDX的儀表板

與其他任何目前的SUV一樣。從

NSX超級跑車借用的駕駛模式旋鈕

位於前部和中間，中央控制台向

上拱起，為駕駛者的手機創建便

利的存儲角落（帶有12伏和USB充

電端口）。但真正的核心是Acura

全新的True Touchpad接口，它

可以控制大多數信息娛樂功能。 

Acura RDX在觸摸板角落裡增加

了硬性點。真個中控區的設計具

有前衛的科技感，取消了雙頻的

設計，新款的中央控制區乾淨利

索。不過難以適應的就是代替了

傳統換檔把手的按鍵，可能不會

容易讓駕駛者適應。

RD X有五個座位。它的後

座空間充足，意味著成人可以

在短途旅行中填滿每個座位。

寬敞的後排腿部空間和肩部空

間可以提供相對舒適的乘坐體

驗。真皮的座椅內飾和加熱前

排座椅是標準配置，可選配件

包括皮革運動座椅和通風前排

座椅。無論您的後排座椅是向

上還是向下，RDX中的貨物空間

都將達到高於平均水平。

雖然新款尚未獲得評測，但

上一款的RDX最出色的一項標準

就是可靠性—獲得高於平均水平

的預測可靠性得分，五星中的四

顆星。

新款RDX包括兩個USB插孔、

前排加熱座椅、19英寸鋁合金

輪圈、電動後擋板、備用攝像

頭、藍牙、智能進入和無鑰匙

啟動以及織物覆蓋座椅。RDX

新推出的是AcuraWatch安全

系統、全景天窗、19英寸鋁合

金輪轂、9揚聲器音響、帶有

Wi-Fi板載的4G LTE遠程信息處

理和Apple CarPlay兼容性。

一旦Goo g l e建立在觸控板界

面，Android Auto就會自動跟

隨。 RDX車體堅固，不過缺乏盲

點感應器、前後聲納和後方交

叉交通警報。

由於配備了一款2.0升渦輪

增壓四缸發動機，RDX可產生272

馬力和280磅英尺的扭矩。這比

Q5、X3和GLC的基礎版本款的馬

力要高，但Audi、BMW和Mer-

cedes都提供更多性能的車型和

更高的配置。

結合前輪驅動的10速自動變

速器，RDX的渦輪引擎與Acura

超級處理全輪驅動（SH-AWD）

相連，這意味著動力在後輪之

間分流，有助於車輛再彎道時

的穩定性。而且SH-AWD也是RDX

的秘密「武器」。三種額外的

駕駛模式補充了個性定義的運

動：雪地、舒適和運動+。將其

保留在默認的運動設置中，可

以顯示出車身平衡性能良好的

平衡駕駛性能。

Acura預計EPA燃料經濟性評

級為24 英里 /加侖（22 mpg/城

市，28 mpg /公路），用於前輪

驅動的基礎、Tech和Advance車

型，以及全加速度為23英里/加

侖（21 mpg /城市， 27 mpg /公

里） 這些模型的驅動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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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上一款在設計與豪華性

能上都與對手相距甚遠，新款的

RDX無論是外觀設計還是內部設計

都有了大幅度的改善，與同等級

別的對手來說，新款的RDX不再給

人過時落伍的體驗。RDX的儀表板

與其他任何目前的SUV一樣。從

NSX超級跑車借用的駕駛模式旋鈕

位於前部和中間，中央控制台向

上拱起，為駕駛者的手機創建便

利的存儲角落（帶有12伏和USB充

電端口）。但真正的核心是Acura

全新的True Touchpad接口，它

可以控制大多數信息娛樂功能。 

Acura RDX在觸摸板角落裡增加

了硬性點。真個中控區的設計具

有前衛的科技感，取消了雙頻的

設計，新款的中央控制區乾淨利

索。不過難以適應的就是代替了

傳統換檔把手的按鍵，可能不會

容易讓駕駛者適應。

RD X有五個座位。它的後

座空間充足，意味著成人可以

在短途旅行中填滿每個座位。

寬敞的後排腿部空間和肩部空

間可以提供相對舒適的乘坐體

驗。真皮的座椅內飾和加熱前

排座椅是標準配置，可選配件

包括皮革運動座椅和通風前排

座椅。無論您的後排座椅是向

上還是向下，RDX中的貨物空間

都將達到高於平均水平。

雖然新款尚未獲得評測，但

上一款的RDX最出色的一項標準

就是可靠性—獲得高於平均水平

的預測可靠性得分，五星中的四

顆星。

新款RDX包括兩個USB插孔、

前排加熱座椅、19英寸鋁合金

輪圈、電動後擋板、備用攝像

頭、藍牙、智能進入和無鑰匙

啟動以及織物覆蓋座椅。RDX

新推出的是AcuraWatch安全

系統、全景天窗、19英寸鋁合

金輪轂、9揚聲器音響、帶有

Wi-Fi板載的4G LTE遠程信息處

理和Apple CarPlay兼容性。

一旦Goo g l e建立在觸控板界

面，Android Auto就會自動跟

隨。 RDX車體堅固，不過缺乏盲

點感應器、前後聲納和後方交

叉交通警報。

由於配備了一款2.0升渦輪

增壓四缸發動機，RDX可產生272

馬力和280磅英尺的扭矩。這比

Q5、X3和GLC的基礎版本款的馬

力要高，但Audi、BMW和Mer-

cedes都提供更多性能的車型和

更高的配置。

結合前輪驅動的10速自動變

速器，RDX的渦輪引擎與Acura

超級處理全輪驅動（SH-AWD）

相連，這意味著動力在後輪之

間分流，有助於車輛再彎道時

的穩定性。而且SH-AWD也是RDX

的秘密「武器」。三種額外的

駕駛模式補充了個性定義的運

動：雪地、舒適和運動+。將其

保留在默認的運動設置中，可

以顯示出車身平衡性能良好的

平衡駕駛性能。

Acura預計EPA燃料經濟性評

級為24 英里 /加侖（22 mpg/城

市，28 mpg /公路），用於前輪

驅動的基礎、Tech和Advance車

型，以及全加速度為23英里/加

侖（21 mpg /城市， 27 mpg /公

里） 這些模型的驅動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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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配備了一款 2.0 升渦

輪增壓四缸發動機，RDX 可產生

272 馬力和 280 磅英尺的扭矩。

這比 Q5、X3 和 GLC 的基礎版本

款的馬力要高，但 Audi、BMW 和

Mercedes 都提供更多性能的車型

和更高的配置。

結合前輪驅動的 10速自動變

速器，RDX 的渦輪引擎與 Acura

超級處理全輪驅動（SH-AWD）相

連，這意味著動力在後輪之間分

流，有助於車輛過彎道時的穩定

性。而且 SH-AWD 也是 RDX 的秘

密「武器」。三種額外的個性駕

駛模式：雪地、舒適和運動 +，

可以顯示出良好的車身平衡駕駛

性能。

2019 Acura RDX 前 驅 版

（含 基 本 X、Tech 和 Advance 車

型）燃油經濟性為 24 英里 / 加

侖（22mpg/ 城市，28mgp/ 公路）；

其四驅版燃油經濟性則為 23 英

里 / 加侖（21mpg/ 城市，27mpg/

公路）。

新款的 RDX 無論是外觀還是

內部設計都有了大幅度的改善，

與同等級別的對手來說，新款

的 RDX 不再給人過時落伍的印 

象。

RDX 的儀表板與其他任何目

前的 SUV 一樣。從 NSX 超級跑車

借用的駕駛模式旋鈕位於中部。

中央控制台向上拱起，為駕駛者

的手機創建便利的存儲角落（帶

有 12 伏和 USB 充電端口）。但真

正的核心是 Acura 全新的 True 

Touchpad 接口，它可以控制大多

數信息娛樂功能。Acura RDX 在

觸摸板角落裡增加了硬性點。中

控區的設計具有前衛的科技感，

取消了雙頻的設計，新款的中央

控制區乾淨利索。使用按鍵替代

了傳統的換檔把手，駕駛者可能

對此有個過程才能適應。

RDX 有五個座位。它的後座

空間充足，成人可以在短途旅行

中舒適乘坐。寬敞的後排腿部空

間和肩部空間也可以提供出相對

舒適的乘坐體驗。真皮座椅和前

排加熱座椅是標配，可選配件

包括皮革運動座椅和通風前排座

椅。無論您的後排座椅是否折疊

收起，RDX 中的貨物空間都高於

平均水平。

雖然新款尚未獲得評測，但上

一款的 RDX 最出色的一項指標就是

可靠性——獲得高於平均水平的得

分，五顆星中的四顆星。

新款 RDX 包括兩個 USB 插孔、

前排加熱座椅、19 英寸鋁合金輪

圈、電動後擋板、倒車影響、藍

牙、智能進入和無鑰匙啟動以及

織物覆蓋座椅。RDX 新推出的是

AcuraWatch安全系統、全景天窗、

19 英寸鋁合金輪轂、9 揚聲器音

響、帶有 Wi-Fi 板載的 4G LTE 遠

程信息處理和 Apple CarPlay 兼

容性。一旦在在觸控板界面配置好

Google 應用，Android Auto 就會

自動啟用。 RDX 車體堅固，不過

缺乏盲點感應器、前後聲納和後方

過車警示。

Standard AWD
基本款四驅

Standard FWD
基本款前驅

Advance AWD
高配款四驅

Advance FWD
高配款前驅

引擎 渦輪 2.0 L 四缸 2.0 L V6引擎 2.0 L V6引擎 2.0 L V6引擎

馬力/扭矩 272 / 280 272 / 280 272 / 280 272 / 280

排量mpg(城市/高速) 21 / 27 22/ 28 21 / 27 22/ 28

起價 $39,300 $37,300 $47,400 $45,400

Acura RDX

B4 看車訊 www.kanzhongguo.com

1-800-896-1326 info@KZGBoston.com

www.kanzhongguo.com A3

2019 Acura RDX
Thecarconnection 

6.4 / 10

Caranddriver 

3.5 / 5

專業評測

Standard AWD
基本款四驅

Standard FWD
基本款前驅

Advance AWD
高配款四驅

Advance FWD
高配款前驅

引擎 渦輪 2.0L 四缸 3.5 L V6引擎 3.5 L V6引擎 3.5 L V6引擎

馬力/扭矩 272 / 280 272 / 280 272 / 280 272 / 280

排量mpg

城市/高速
22 / 28 21/ 27 22 / 28 21/ 27

起價 $39,300 $37,300 $47,400 $45,400

【看中國訊】自從2013年首款RDX上市，這個車型已經經過5年的演化。相對上一款RDX， 全新

2019 RDX從外觀和內置上的設計有大幅度的提升。新款的RDX強調了科技感和運動駕駛感，

這是前所未有的。Acura這次瞄準了Mercedes、 BMW、 VOLVO 等競爭對手，而它確實有令人刮

目相看的地方。

也許上一款在設計與豪華性

能上都與對手相距甚遠，新款的

RDX無論是外觀設計還是內部設計

都有了大幅度的改善，與同等級

別的對手來說，新款的RDX不再給

人過時落伍的體驗。RDX的儀表板

與其他任何目前的SUV一樣。從

NSX超級跑車借用的駕駛模式旋鈕

位於前部和中間，中央控制台向

上拱起，為駕駛者的手機創建便

利的存儲角落（帶有12伏和USB充

電端口）。但真正的核心是Acura

全新的True Touchpad接口，它

可以控制大多數信息娛樂功能。 

Acura RDX在觸摸板角落裡增加

了硬性點。真個中控區的設計具

有前衛的科技感，取消了雙頻的

設計，新款的中央控制區乾淨利

索。不過難以適應的就是代替了

傳統換檔把手的按鍵，可能不會

容易讓駕駛者適應。

RD X有五個座位。它的後

座空間充足，意味著成人可以

在短途旅行中填滿每個座位。

寬敞的後排腿部空間和肩部空

間可以提供相對舒適的乘坐體

驗。真皮的座椅內飾和加熱前

排座椅是標準配置，可選配件

包括皮革運動座椅和通風前排

座椅。無論您的後排座椅是向

上還是向下，RDX中的貨物空間

都將達到高於平均水平。

雖然新款尚未獲得評測，但

上一款的RDX最出色的一項標準

就是可靠性—獲得高於平均水平

的預測可靠性得分，五星中的四

顆星。

新款RDX包括兩個USB插孔、

前排加熱座椅、19英寸鋁合金

輪圈、電動後擋板、備用攝像

頭、藍牙、智能進入和無鑰匙

啟動以及織物覆蓋座椅。RDX

新推出的是AcuraWatch安全

系統、全景天窗、19英寸鋁合

金輪轂、9揚聲器音響、帶有

Wi-Fi板載的4G LTE遠程信息處

理和Apple CarPlay兼容性。

一旦Goo g l e建立在觸控板界

面，Android Auto就會自動跟

隨。 RDX車體堅固，不過缺乏盲

點感應器、前後聲納和後方交

叉交通警報。

由於配備了一款2.0升渦輪

增壓四缸發動機，RDX可產生272

馬力和280磅英尺的扭矩。這比

Q5、X3和GLC的基礎版本款的馬

力要高，但Audi、BMW和Mer-

cedes都提供更多性能的車型和

更高的配置。

結合前輪驅動的10速自動變

速器，RDX的渦輪引擎與Acura

超級處理全輪驅動（SH-AWD）

相連，這意味著動力在後輪之

間分流，有助於車輛再彎道時

的穩定性。而且SH-AWD也是RDX

的秘密「武器」。三種額外的

駕駛模式補充了個性定義的運

動：雪地、舒適和運動+。將其

保留在默認的運動設置中，可

以顯示出車身平衡性能良好的

平衡駕駛性能。

Acura預計EPA燃料經濟性評

級為24 英里 /加侖（22 mpg/城

市，28 mpg /公路），用於前輪

驅動的基礎、Tech和Advance車

型，以及全加速度為23英里/加

侖（21 mpg /城市， 27 mpg /公

里） 這些模型的驅動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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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更換普通無聊的   
櫃門拉手

您可以考慮購買一些設計精

緻的拉手。如果您有很多不銹鋼

   十五個房屋
售前裝飾理念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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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鍋具和陶瓷廚具，那麼再配以不

銹鋼拉手就會很漂亮。

8.更換全新單布
確保任何可見的單布（茶

巾、椅墊、烤箱手套等）都是全

新的，或至少看起來都像新的。

9.徹底清潔廚房

聘請專業的清潔公司來清潔

所有的小角落和縫隙，要越入微

越好。順便提一句，其實這條規

則整個房子都適用。

10.完善浴室
花不到 100 加元就可以購

買一面漂亮的帶框鏡子，並將浴

室內間陋的鏡子換掉。您甚至可

以再花多一點錢到家庭用品精品

店買一面極高級的鏡子；燈也要

換成漂亮的吊燈或其他別緻燈

具，使浴室看起來像新裝修的一

樣。

11.營造酒店的感覺
到設計師精品屋購買浴室毛

巾架和與之相配的手紙架、廢紙

簍、托盤等，將目標定在「酒店

一樣的外觀」：潔白的毛巾整齊

地擺放在一個毛巾架上，將衛生

用品或香皂（帶包裝或不帶包

裝都可以）放在小托盤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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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請專業的清潔公司來清潔廚房

的所有的小角落和縫隙，要越入

微越好。

更換全新的桌布會給人帶來好心

情，同時會增加房子的舒適度，

從而賣個更好的價錢。

燈也要換成漂亮的吊燈或其他別

緻燈具，使浴室看起來像新裝修

的一樣。

後再擺放在洗手台上，別忘了再

擺放一些香味蠟燭。

12.保持最少雜物
家裡的雜物會給人帶來不

好的運氣，保持簡單的物品擺

放規則，會給人清爽的感覺。

可設置收納櫃，使不用的物品

都整齊的收納好，這是非常實

用的家居技巧。

13.完善主臥室

主臥室同樣要給人豪華酒店

的感覺：床上要放幾個新枕頭，

在枕頭前面還要放幾個軟墊；潔

白的床單，在床尾也要放一個軟

墊；桌面要整潔，除了配套的燈

具之外，不要在桌子上放任何物

件，除非必要時放一個花瓶類的

小東西。

14.修整房屋外觀
房子的外面也要像房內一

樣整潔漂亮，這意味著需要修

剪灌木並整修花壇。您還可以

在房子的正門口擺放新鮮的時

令裝飾物等。

15.噴灑宜人的香料
如果房子能夠散發出宜人的

香味，也會使其令人難以忘懷。

烘烤餅乾已經過時了，最好在每

次買主看房之前都撒上一點你喜

愛香味。

如果掌握要領，房屋的售

前裝飾可以是很容易的，也可

以是很便宜的。而要領就是專

注於細節。然後就可以不用再

操心了，讓您的房子去打動潛

在的購房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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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來臨，現在是時候裝飾

你的庭院了。通過一些小小的規

劃，可以讓你在這個週末創造一

個舒適的休憩環境，為自己的生

活增添一些色彩！

遮蔭

新社區樹木較少，高層露臺

一般會直接暴露於陽光下，這意

味著你需要先考慮防風和防晒。

遮陽布、戶外窗帘或遮陽帳篷都

是不錯的選擇。遮陽布可以通過

墊圈與地面或露臺連接，可以減

緩風力並改善庭院的整體氣溫。

吊籃和花盆

購買一個合適的吊籃將花盆

放入可節省時間，並為缺乏經驗

的園丁解決裝飾問題。不需自己

耗時耗力配置各種各樣的植物，

只需購買適合花盆的吊籃即可。

傢俱

喜歡淘寶的朋友可以在車庫

銷售中找到合適的戶外舊桌椅，

買回家粉刷一下便會煥然一新。

放在防雨防晒太陽傘下面，再搭

配上幾個舒適的坐墊，或者在露

台上放置幾把小椅子，也會給人

一種溫暖舒適的感覺。閑來邀請

幾個朋友喝茶、聊天，是不是很

愜意呢？另外 , 在庭院中放置幾

個童話燈 , 可以讓您在晚上舉辦

派對時增添一些浪漫氣息。

這個週末就創造您自己的戶

外休憩專屬區，享受您的夏日時

光吧！

5 月份通常是一年中房屋買

賣成交量最高的月份，有房市

「花季」之稱。而近日加拿大房

地產協會（CREA）發布數據顯

示，今年 5 月份房屋成交量明顯

低於去年同期，幾乎為 10 年來

房市最「冷」的一個 5 月。

季節性調整後成交量與

非季節性調整成交量

房屋買賣成交量一般按

兩個指標進行統計，一為季節

性調整後成交量（Seasonally 
Adjusted），一為非季節性調

整 成 交 量（Non-Seasonally 
Adjusted）。
季節性調整後成交量：對成

交量進行季節性調整，可以部分

地消除季節對數據波動的影響。

經濟學家普遍喜歡使用季節性調

整後成交量，以幫助分析房市的

月環比表現。例如，冬季很少有

房屋買賣達成，而春季則成交更

多。季節性調整，往往會降低春

季成交數量，而使冬季成交量加

大。調整結果是：成交量曲線變

得更加平滑和美觀，但反映出的

成交量並不真實。

非季節性調整成交量：顧名

思義，非季節性調整成交量就是

指真實的成交量，並未按季節進

行數據調整。

把房屋成交量按季節性進行

調整的實用性常被質疑，特別是

在美國。華爾街的一位分析師曾

問：「比較兩個虛構的數據有什

麼用處？」很多分析師傾向於使

用非季節性調整成交量對房屋市

場進行同比變化分析。

為了完整起見，在此對兩種

指標均進行分析。

季節性調整後成交量：5 月

份加拿大房屋銷售量同比下降超

過 15％
CREA 數 據 顯 示， 今 年

5 月份，季節性調整後房屋成

交 量 為 36,373， 比 4 月 份 下

降 0.1%。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15.03%。這是自 2012 年 12 月

以來季節性調整後成交量最低的

一個月，也是 10 年來季節性調

【看中國記者鐘鼎編譯報導】

卡城房市跟卡城整體經濟休戚

相關，今年卡城經濟的回暖為

房市描繪了謹慎樂觀的前景。

儘 管 與 2016 年 比，2017
年 卡 城 經 濟 增 長 有 亮 眼 的

6.9%，根據加拿大諮議委員會

的預測，2018 年和 2019 年卡

城經濟增長將放緩，其 GDP 增

長率分別為 2.5% 和 2.1%。

這表明卡城房地產市場在

未來一段時間內仍具挑戰。今

年上半年，MLS® 房產銷售系

統的銷售總額比去年同期降低

了近 20％，而房屋平均銷售價

格則下跌了 1% 多一點。

2017 及 2018 年迄今為止

油價上漲推動了卡城經濟走出

2015 年和 2016 年的低迷期，

而那時 3％左右的年度經濟萎縮

幅度延誤了城市的經濟發展，

同時也造成了房地產市場的 
低迷。

「這幾年經濟下滑是自上世

紀 80 年代末以來出現的首次持

續下降，重創了經濟，」諮議委

員會最近的報告中寫道。「去年

的強勁反彈相當令人鼓舞，儘

管我們估計它沒有完全抵消實

際 GDP 下降，但今年我們會挽

回局面……」

就業情況也在向好的方向

發展，這對於房市的健康發展

也是一個好消息。諮議委員會

預計未來幾年內就業率會溫和

上漲，預計年漲幅 1% 至 2%。

在人口增長方面，省際遷

入人口總數近幾年遭遇了重

創。但最新數據顯示，最糟糕

的情況似乎已經結束。「雖然省

際人口淨流出的狀況還會持續

幾年，但預計從今年開始將大

幅減少，隨後將進一步緩解。

這將有助於維持卡城未來人口

增長率保持接近 2%的水平」。

展望今年下半年和 2019
年，經濟和就業的增長再加上

人口增長的因素，將為卡爾加

里的房屋銷售市場創造一個有

利的環境。

周末看房团 最新日期
敬请致电查询

5月份加拿大房市冷淡

分析 卡城房市最低迷期已過

Fotolia

學習一下如何裝
飾你的庭院吧！

整後成交量最低的一個 5 月份。

真實成交量：5 月份加拿大

房屋銷售量同比下降超過 16％
CREA 數據顯示，今年 5

月份，全加拿大有 50,640 套

房屋成交。比去年 5 月份成交

量下降幅度達到 16.42％，為

2008 年以來最大年度下降幅

度。這是 10 年來第二次看到 5
月份成交量出現下滑，可能預示

成交量下降趨勢。以真實成交量

而論，這是自 2011 年以來房市

最冷的 5 月份。

加拿大房屋成交量 
年度變化

無論採用哪個指標來看，加

拿大全國房屋成交量都在下降。

有機構分析認為，高房貸利率和

最近開始施行的房貸壓力測試向

潛在的房屋賣家潑了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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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林佳綜合報導】

6 月 16 日（週六）上午， 50 多

名華人聚集在 James Short Park
一帶，舉牌反對在唐人街設置大

麻店。來自卡城市政府的數據顯

示，目前有兩個商家申請在唐人

街開大麻店。集會後，其中一家

表示撤銷申請。

集會人員所舉的標牌上寫

著：「請尊重多元文化—華人文

化值得重視」、「大麻店有悖中

華文化價值觀」及「不能有精神

污染物」等。抗議者認為非醫用

大麻與華人的價值觀相悖，反

對在唐人街這個有著濃重華人

傳統文化氣息的社區設置大麻

店。卡城華人聯合會（Calgary 
Chinese Union）成員現場向民

眾徵集簽名，據悉，截止週六上

午 11 時，已有超過 200 人在請

願書上簽字。

卡城華人聯合會成員 Han 
May（音）認為：「唐人街是承

載我們卡城華人傳統文化之地，

是卡城華人的根基，我認為大麻

店與唐人街其它的門店（文化

意味）不一致」。前省議員欒

晉生表示，大麻店入駐將把社會

陰暗的一面帶入唐人街，華人文

化絕對地反對本社區出現大麻，

大麻與華人文化氛圍格格不入。

前市議員參選人林鈞也參加

了集會，他認為華人家庭非常重

視下一代的教育，在唐人街設置

大麻店，是不可以接受的。

市中心區的市議員伍利

（Evan Woolley）的說法，似乎

代表了更為官方的看法。伍利認

為市政府已經就唐人街的改造進

行了規劃，接觸了華人社區的多

個組織和團體，深入唐人街了解

了情況。他認為大麻合法化是遵

從更高一級政府的指令而來，市

議會的焦點也是就全市範圍而討

論，並不能因為個別社區的情況

不同就區別對待。他反問：「合

法的生意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允

許在這個社區裡設置？」

卡城華人聯合會則表示，關

於在唐人街開大麻店的問題，他

們並沒有被諮詢過。

當日中午，華埠商業促進會

執行董事黃健磊（Terry Wong）
向集會人群表示，他已經和唐人

街大麻店的申請者之一黃姓眼科

醫生（John Huang）談過話，

對方表示撤銷申請。黃醫生對

卡城華人集會

北美大麻阻擊戰 舊金山華人有小勝
【看中國訊】隨著美國多州

和加拿大聯邦政府支持大麻合法

化，北美華人對大麻的抗擊戰也

因此而延展。日前，美國舊金山

新市長的承諾，顯示華人大麻阻

擊戰小小的勝利。

據統計，目前美國約四分之

一的人口居住於成年人可合法吸

服大麻的州。加州 1996 年成為

了全美第一個將藥用大麻合法化

的州，引發了當地華人對娛樂大

麻合法化的憂慮，但未能阻止在

2016 年 11 月 9 日第 64 號「娛

樂大麻合法化」提案得以通過，

加州居民可以合法種植和使用非

藥用的大麻。此提案統計結果出

來後的當日，讓華人圈炸開鍋，

很多人表示無法接受，在社交媒

體上用「傻眼」、「離譜」、「誇

張」、「超扯」等表示心情。

由此唐人街成為了加州華人

奮力保護的最後一塊陣地。因為

舊金山華人眾多，不少市長候選

人在競選中都承諾，當選後會促

成唐人街禁止大麻店的法案通

過。日前，舊金山首位非裔女

性市長布里德（London Breed）
上任。在 6 月 15 日出席由中國

城僑界主辦的慶祝暨答謝會上，

布 里 德（London Breed） 說：

「一方面，我想目前沒有人愚蠢

到想要在中國城申請開大麻店，

另外一方面，作為市長，我們將

推動在中國城禁大麻店的立法，

保證這樣的事情不會發生，讓僑

界滿意。」可以說，這是迄今為

止，北美華人抗擊大麻的努力中

為數不多的小小勝利。

【看中國訊】本週二晚（6 月

19 日）加拿大聯邦參議院以 52
比 29 優勢通過了 Bill C-45 法

案，即娛樂性大麻合法化法案，

為在全國推廣大麻合法化建立了

法律基礎。

此法案規定，允許成年人

在公共場所最多攜帶 30 克乾大

麻。如違反此規定，可能將面

臨長達 5 年監禁處罰。此外，

該法案還允許加拿大居民種植

4 株大麻，但只允許持有執照的

零售商或個人銷售大麻。大麻合

法化具體細節將由各省份自行決

定。在亞省，將有 200 多傢俬

營零售商被批准出售娛樂性大

麻 ; 而在安大略省，僅有 40 家

國營商店可被允許出售大麻。其

它大多數省份則允許此兩種銷售

方式並存。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在推特上

表示祝賀：「長期以來孩子們太

容易得到大麻—而罪犯卻賺取了

利潤。今天，我們改變了它。」

法案尚待加拿大總督最後批准，

在法律意義上娛樂性大麻才能合

法化，之前將維持原有法律，即

娛樂性大麻依然是非法品。在本

週三（6 月 20 日）的眾議院會

議上，特魯多宣布，給予各省更

多的時間來籌備實施，將政府宣

布大麻合法化的時間延期到 10
月 17 日。

社交媒體上，有網民將加拿

大國旗中的楓葉置換成了大麻

葉。也有網民評論說：「對加拿

大的孩子們來說，這是個悲傷的

日子」。

大麻不僅在中華文化中被視

為毒品，在全球長期以來也同樣

被視為軟毒品而予以嚴厲地監

管。但近年來北美大麻合法化倡

議甚囂塵上，並在多地付諸實踐。

推行者的邏輯是，與其將消

費者推向黑市，不如合法化，使

之更易管理且帶來相應政府稅

收。但據報導，這種邏輯在現實

中並不成立。調查顯示，大麻合

法化後的美國科羅拉多州，因為

大麻太普遍，在公開場合或駕車

時抽大麻、向青少年販賣大麻等

罪案大量出現，警方也疲於應付。

大麻為何能合法化？除了上

文所述的表面邏輯，更應質疑的

是其實質動機。

2015 年的聯邦大選中，加

拿大自由黨提出了大麻合法化綱

領。根據加拿大統計局資料，

當年加拿大人投票選民大約為

1755 萬，2015 年全國大麻吸食

者（包括醫療和非醫療）共計

約 490 萬。所以大麻合法化的

主張是否為爭取到相當高比例的

選票，不得而知。

據報導，在自由黨聯邦大選

獲勝後，大麻產業股票市值便

一路飆升。從 2016 年到 2017
年年底，加拿大商用大麻企業

Canopy Growth Corp 股價，已

從 2 加元漲到了 16. 85 加元。

另據加拿大廣播公司報導，大麻

合法化法律實施以後，大麻產業

的估計年產值 230 億加元。

在國家合法化的庇護下，在

產業高利潤的刺激下，龐大的資

金將被吸引進這個行業，大麻業

的發展勢必如洪水猛獸般洶湧而

至；這將離保護消費者遠離黑市

的「初衷」何其遙遠？！

毒品的最可怕之處，在於

「上癮」。當毒癮發作時，人可

以為獲得毒品放棄人正常的行為

準則，甚至鋌而走險。當政府與

社會都在為毒品大開綠燈，提供

庇護時，再藉助資本市場的重金

推動，只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們依

賴毒品，沉迷毒品中。又怎能期

望這樣的社會群體創造出繁榮的

物質和精神財富呢？

人是萬物之靈，擁有健康的

身體和自由的心靈，才能升華自

己的生命；當人的身體及精神都

被毒品控制時，人類不是滑下墮

落的深淵嗎？而推動社會大面積

墮落的，卻是各種打著「自由」

旗號的政府和社會組織。

在大陸網站上有這麼一個有

趣的問題：你最深刻的錯誤認識

是甚麼？

點讚最高的回答是：以為自

由就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後來

才發現自律者才會有自由。

沒有邊界的自由和縱容，就

是要將人類推向墮落和毀滅的邊

緣。為人父母者如此，為民政府

亦如此。

許多北美華人都有這種感

覺，對於大麻合法化之洶湧潮

流，無論怎樣反對，都有心無

力；這已是一種知其不可為而為

之的努力。為何世道會如此？筆

者近來讀到一些文章剖析：世間

之外，有神有魔。魔鬼代言人在

人間時，亦會藉助人世間的惡法

來敗壞人類。所以，人類要警

惕，要能明辨是與非。否則就會

在不知不覺中，上了當，被魔鬼

帶入萬劫不覆的深淵。這一類理

論，乍聽起來怪力亂神，貌似荒

誕；但目睹毒品都能批上合法的

外衣大行其道這種亂象，也啟發

了筆者從另一個角度試圖理解，

細細思考。

大麻合法化是走向規範還是滑入深淵？
文/豐味

反對大麻店入駐唐人街

CBC 表示，直到週六的抗議集

會出現，他才知道這種反對的聲

音。「作為居住已久的卡城人，

加拿大華人和社區的一份子，我

尊重社區的這種顧慮，所以我撤

銷了申請。」同時，他認為，他

的計畫是開設一家診所，為患有

慢性疼痛和其它疾病的醫用大麻

用戶提供大麻治療，華人社區對

他計畫中的診所缺乏足夠的了

解。而在向市府申請的時候，沒

有足夠的方式來區分醫療所用的

大麻和娛樂性質的大麻，由此社

區可能對此產生了誤解。

《看中國》記者在唐人街的

隨機採訪調查結果顯示，百分之

百的華人受訪者對大麻合法化表

示失望，並且反對在唐人街設

置大麻店。一對陳姓夫婦表示：

「大麻就是毒品，肯定是對身體

有損害的，特別對小孩。」領著

兩年幼女孩的王先生說：「對未

成年人的身體有不好的地方，不

是每一個人都能很理性地自律。

我看到社交媒體上有反對大麻合

法化的請願書都會去簽的。應該

更多地組織抗議這樣的活動。」

一位在國內是教師，在卡城中文

學校任教的畢女士直言：「這種

事情太不可思議了，這是對青少

年的摧殘；大麻在我們中國人心

中是一種有毒的東西，中國人經

歷了鴉片戰爭，受害太久，對它

很反感。是毒品就不要碰它，碰

到會終生受害。聽到說大麻合法

化，我都覺得這個國家瘋了。」

但唐人街上的西人受訪者全部表

示不願意對此話題給予任何評

論，並拒絕透露姓名。

（看中國資料室）

Fotolia

pixabay

讀者來信

加拿大通過

大麻合法化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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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綜合報

導】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 6月15
日公布了準備加徵關稅的中國商

品清單，共計 1102 項產品。並

宣布從 7月 6 日開始，對其中的

818 項加徵 25% 的關稅。川普總

統也於當日發布了聲明，重申美

國在美中貿易關係中的立場。

隨即，中國商務部於北京時

間 6 月 16 日凌晨在其網站上公

布，對原產美國的大豆等農產

品、汽車等進口商品對等採取加

徵關稅措施，7 月 6 日起生效。

並稱前期談判達成的所有經貿成

果都「失效」。

一切又回到原點，空氣中再

次瀰漫著濃濃的火藥味。

自 5 月以來，美中雙方已

就貿易相關問題經過三輪高級別

磋商，但都未能達成妥協。《華

爾街日報》消息說，據知情人士

透露，川普對在此期間中國政府

提出的額外進口 700 億美元美

國農產品、能源產品等其它商品

的提議無動於衷。

評論稱，增加 700 億美元

額外進口不是川普總統的目標。

川普說，對 500 億美元中國產品

加徵關稅，是美國依據 301 調查

的事實後做的決定，旨在遏制中

國政府長期以來在知識產權問

題上做出的一些傷害美國利益的

行為。對中方的報復，白宮表示

亦在預料之中。川普在聲明中說：

「如果中國政府採取報復措施，

例如對美國的商品、服務或農產

品施加新的關稅，提高非關稅壁

壘，或對美國出口商或在華美國

公司採取懲罰性措施，那麼美國

將追加額外關稅。」

有消息披露，美國對第二批

1000 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關

稅清單，也已經接近完成。

川普總統的決定，得到了各

方人士的支持，包括共和、民主

兩黨議員的力挺。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康

涅狄格州民主黨眾議員德勞羅

（Rosa DeLauro）稱：「為了改

善美國的貿易狀況，關稅必須成

為美國可動用的眾多工具之一，

好讓中國這樣不守規矩的國家承

擔後果，並讓中國政府坐到談判

桌前。」但 DeLauro 也說，川

普在和中國政府打交道時必須制

定一套「綜合戰略」。

《美國之音》報導說，來自

佛羅里達州的共和黨參議員魯比

奧（Marco Rubio）對川普總統

的這個決定表示歡迎。他在推文

中說：「這是川普總統採取的一

個很棒的舉動！在這些來自中國

的技術產品中，大部分是用從美

國公司那裡盜走的技術生產出來

的。他們每年盜竊了價值 3 千

多億美元的技術。因此這些不是

關稅，它們是盜竊稅。」

針對川普政府的加增關稅決

定，也有不同聲音。信息技術行

業理事會的主席加菲德認為，美

國產業的供應鏈高度一體化，對

中國產品徵收的任何關稅最終都

會轉嫁到美國消費者的頭上，而

這會給蘋果、臉書和三星這些技

術公司帶來問題。曾擔任過美國

駐華大使的駱家輝，也對增收關

稅是否會影響美國出口與就業表

示擔心。

美國企業研究所的經濟學家

史劍道（Derek Scissors）則認

為，川普總統決定對中國產品徵

收關稅對美國或是中國經濟並沒

有影響，因為 340 億或是 500
億美元對於這兩大經濟體來說並

不是很大的一個數字。但中國採

取針鋒相對的關稅報復措施是不

明智的，這個舉動可能導致更多

的關稅。

中啟關稅報復 貿易戰烽煙再起

(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

導】6 月 18 日，美國總統川普

聲明說，他已指示美國貿易代表

對價值 2000 億美元的中國商品

以 10% 的稅率加徵額外關稅，

如中國繼續增加關稅，美國將對

另外價值 2000 億美元的中國商

品徵收額外關稅。

川普在聲明中說，「中方決

定對價值 500 億美元的美國出

口商品加徵關稅」，這意味著

「中國顯然無意改變其在獲取美

國知識產權和技術方面的不公平

做法，不但不改變這些做法，反

而威脅無辜的美國公司、工人和

農民」，川普認為這是令人無法

接受的。

此前，美國政府宣布對中國

500 億美元商品加徵 25% 的關

稅，以懲罰中共政府「盜用知識

產權、技術，和其他不公平的貿

易政策」。所涉及的商品具有

「蘊含工業領域重要技術」的屬

性。並表示，若中國採取報復措

施，將額外對其他商品徵稅。該

徵稅產品的清單涵蓋 1102 個項

目，總價值約 500 億美元。

此前 CNBC 援引一位消息

人士報導稱，白宮已經在 10 個

政府機構中散佈有關關稅行動的

談話要點。此外，一份產品清單

已經上傳到一個政府資料庫，以

供執行。

6 月 16 日，中國方面發布

公告，決定對原產於美國的 659
項約 500 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徵

25% 的關稅，其中對農產品、

汽 車、 水 產 品 等 545 項， 約

340 億美元商品自 2018 年 7 月

6 日起實施加徵關稅。

而三位瞭解川普徵稅計畫想

法的消息人士告訴路透社，已經

接近完成對價值 1000 億美元的

中國商品徵稅的第二份清單。

1000 億美元的商品清單與 500
億美元商品清單一樣，都要徵詢

公眾意見和進行聽證，這份清單

打算選擇可從其他國家獲得大量

替代供應的商品，以便將美國消

費者和企業受到的影響降至最

低。

有分析指川普有可能在兩個

月內發動「全面貿易戰」，原因

是他早前主張包括實施加徵關稅

在內的貿易舉措期限將會逐一到

期。

據東網報導，美國頂級投

資機構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

（Pimco）公共政策主管 Libby 
Cantrill 警告，川普不但不會退

縮，而且有跡象顯示他會將貿易

戰升級。

貿易陰雲籠罩的情況下，美

元指數的走勢似乎銳不可當。

6 月 16 日美元指數延續隔夜漲

勢，再度突破 95 美元關口。

美對價值貳仟億中國商品徵關稅

中出口鋁合金薄板 美征反傾銷稅 中美貿易衝突升級
劉鶴再添要職

【看中國訊】本週二（6 月

19 日），美國政府宣布將對

從中國進口的鋁合金薄板課

徵 高 達 167.16% 反 傾 銷 稅。

因此，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

局（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必須向進口商收取

現金保證金。

「商務部將盡一切努力，阻

止不公平補貼或傾銷的商品流

入美國市場。」美國商務部長羅

斯（Wilbur Ross）在一份聲明

中說。根據商務部資料顯示，

2017 年美國進口的中國制通用

鋁合金薄板金額約 9 億美元，

較 2016 年增加約 50%。

反傾銷調查現在進入最後階

段，商務部門必須就傾銷差率做

出最終決定。美國國際貿易委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

導】有「習近平首席智囊」之

稱的劉鶴自擔任中國

國務院副總理後

頻頻露面，日

前 劉 鶴 第 4
個兼職被披

露， 出 任

國務院促

進中小企

業發展工

作領導小

組 ( 以 下

簡稱領導小

組 ) 組長。

6 月 20 日，據中國政府網

消息，中國國務院調整國務院

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工作領導小

組成員的通知，其中，中國國

務院副總理劉鶴擔任組長。時

任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和馬凱

都曾擔任過此職務。除了上述

披露的職務外，劉鶴如今的兼

職還包括：中央財經委員會辦

公室主任、中美全面經濟對話

中方牽頭人、中歐經貿高層對

話中方主席。香港《經濟日報》

報導，劉鶴主管國家經濟金融

命脈，是國務院 4 名副總理中

最具實權者。

劉鶴同時是中美貿易談判

的中方首席代表，近期曾兩次

率團赴美談判，但中美貿易談

判並未奏效。《華爾

街日報》曾引述一

位身在北京的

政 府 顧 問 的

消息稱，美

國 突 然 改

變 打 法，

讓劉鶴在

國 內 承

受著巨大

的 壓 力。

香 港《蘋 果

日 報》5 月 31 日 的 文 章 稱，

劉鶴認為打貿易戰必輸，前景

不堪設想，會引發中國經濟總

崩潰。貿易戰不能打的原因包

括：首先，論道義，北京長期

不遵守世貿協定，侵犯知識產

權更是見不得人的問題。其次

論能力，美國關稅制裁一旦超

過 1500 億美元，中國就沒法跟

進了，因為中國每年從美國的進

口只有 1500 億美元。第三，論

實力，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全部

可以替代；中國從美國進口的則

不然，都是國民經濟的生命線。

《金融時報》曾刊文稱，在北京，

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劉鶴擁有一

份「中國最糟糕的工作」。

大陸A股市場再度上演千股跌停
【看中國訊】週二（6月19日）

開市的中國股市大幅下挫，千股

跌停。上證綜指下跌 3.78%，報

2907.82 點，跌破 3000 點整數；

深成指跌 5.31% 報 9414.76，而

創業板指數重挫 6%，香港恆生

指數亦下跌 3.08%。

週一是中國大陸和香港的

公共假日端午節，週二成為美

國宣布對 500 億中國商品加征

關稅後的首個 A 股及港股交易

日。中港股市大幅下跌，上證指

數收盤跌 3.78%，盤中跌幅一

度超過 4%，深證成指收盤下跌

5.31%，滬深股市超過 1300 支

股票跌停。同時，中國鋼鐵價格

也顯著下跌，上海鋼筋期貨最

多跌 3.6%，為兩個月低，收跌

2.9%；大連鐵礦石期貨亦曾下

挫 5.8%，收跌 4.6%。

CMC Markets 分 析 師 麥

登（David Madden） 認 為，

中美貿易持續緊張，使得投資

人士進退兩難。紐約 B.Riley 
FBR 首席市場策略師霍甘（Art 
Hogan）表示，若中美貿易衝突

持續，將會一直影響股市走向。

美國要與中國打貿易戰的消息在

今年二月份傳出的時，全球股市

暴跌過一次。A 股今日再度陷

入恐慌暴跌。

(Getty Images)

(Fotolia)

員 會（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將確定貨物進口

是否會損害美國工業。兩項決定

都計畫在今年 10 月份進行。美

國商務部對中國的反傾銷調查可

以追溯到在 2017 年底，這是在

過去的 30 多年中，首次進行反

傾銷調查。商務部還同時開展了

反補貼調查，目前此調查已進入

最後階段。

「美國貿易法的嚴格執行是

川普政府的主要關注點，自從現

任政府運作以來，商務部已經啟

動了 118 項新的反傾銷（AD）

和 反 補 貼（CVD） 調 查 ——

這比過去政府運作 514 天內進

行的 74 次調查活動還要多出

59%。」商務部在這份聲明中陳

述。

布 洛 克（Heidi Brock），

美國鋁業協會主席，對政府此舉

表示滿意：「對商務部採取了征

反傾銷稅來對抗不公平貿易，我

們協會以及在鋁業中的成員公司

感到很高興。商務部今天採取的

行動，正是我們所需要的，我們

支持基於規則的全球貿易體系

強有力的、有針對性的貿易執

法。」布洛克補充說。

常見的合金鋁板通常用於建

築、運輸和電氣行業。

在今年 4 月份，美國商務

部已裁定中國通用鋁合金板獲得

不公平補貼，對相關產品開徵最

高 113% 的反補貼關稅。

劉鶴（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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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西隊 
奪冠次數最多

文/鄭煌 圖/Gettyimages

【看中國訊】根據國際足聯

公布的數據，今年俄羅斯國際

足協世界盃的32支球隊由736
位球員組成，現盤點球員的市

場價值、身高、年齡等，歸納了

最有身價的球星，總結出本屆

世界盃之最。

世界盃之最

巴西隊是奪冠次數

最多的球隊，曾五次奪

得 世 界 盃（1958 年、 
1962 年、1970 年、

1994 年、2002
年）。

其 次 是 四

次奪冠的德國隊

（1954 年、1974
年、1990 年、2014 年） 和 意

大 利 隊（1934 年、1938 年、

1982 年、2006 年）。

總共有八支球隊奪得過世

界盃冠軍，其中歐洲有五隊：

德國、意大利、英格蘭（1966
年）、法國（1998 年）和西班

牙（2010 年）；南美洲有三隊：

巴西、阿根廷（1978 年、1986
年）、烏拉圭（1930 年、1950
年）。

八個冠軍隊除了巴西及西

班牙外，其他球隊都曾以主辦

國身分奪得。

  法國隊 
身價最高的球隊

據《轉會市場》的數據顯

示，32 支參賽球隊中，身價最

高的是法國隊。

法國國家隊市場總價值為

10 億 8,000 萬歐元，平均每人

達到了 4,698 萬歐元，成為世界

盃歷史上最貴的國家隊。

第二名是西班牙隊，10 億

4,000 萬歐元，隨後是巴西、德

國、英格蘭、比利時、阿根廷

和葡萄牙隊。

亞洲球隊中，身價最高的

是韓國隊排名第 23 位，孫興

愍、具滋哲和寄誠庸三人的身

價抬升了韓國隊的數據。相比

之下，韓國隊的老對手日本隊

則排名第 25 位，本田圭佑和岡

崎慎司等老化的陣容拖了後腿。

32 強中，身價最低的是巴

拿馬國家隊，全部 23 人加起來

身價只有 943 萬歐元，是同一

小組英格蘭隊的九十分之一。

庫蒂

尼奧

梅西

C-羅納爾多

內馬爾

加雷斯貝
爾

  巴拿馬隊、 
  哥斯達黎加隊 
平均年齡最大

巴拿馬隊和哥斯達黎加隊

球員平均年齡都是 29.6 歲，是

本屆世界盃最「老」的球隊。

年紀最輕的是尼日利亞

隊，平均年齡 25.9 歲，其次是

法國和英格蘭隊，均為 26 歲。

此外，這次的世界盃也

是一次「高齡世界盃」，

和前幾屆世界盃相比，老將居

多。據 FIFA 公布的數字，本

次世界盃的平均年齡接近 28
歲，是世界盃歷史上年齡最大

的一屆。除了巴拿馬和哥斯達

黎加，墨西哥、阿根廷、埃

及、俄羅斯、沙特等球隊的

平均年齡都在 29

歲左右。

梅西、內馬爾 
身價最高的球星

梅西（阿根廷隊 10 號）與

內馬爾（巴西隊 10 號）憑 1.8
億歐元的絕對優勢，穩居球星

身價第一。

薩 拉 赫（埃 及 隊 10
號）、德布勞內（比利時 隊
7 號）、哈里凱恩（英格蘭

隊 9 號）以 1.5 億歐元並列

第二，之後還有姆巴佩（法

國隊 10 號，1.2 億歐元）、

阿扎爾（比利時隊 10 號，

1.1 億歐元）、C- 羅納爾

多（葡萄牙隊 7 號，1 億

歐元）、庫蒂尼奧（巴西隊

11 號，1 億歐元）。

   英格蘭隊 
本土聯賽球員 
比例最高

各個國家隊中，以在本國

聯賽中踢球的球員比例來看，

英格蘭是最高的，23 人 100%
的球員在英超效力，而塞內加

爾和瑞典則是 100% 不在本國

聯賽效力。

只參加本國聯賽的國內球

員占國家隊球員比例排名前

十的分別是英格蘭 100%、

俄羅斯 91%、沙特 91%、西

班牙 74%、德國 65%、韓國

52%、伊朗 42%、法國 39%、

日本和埃及墨西哥都是 35%，

並列第九位。

世界盃的優秀球員除了少

數幾個歐洲聯賽強國外，大部

分都在其他國家的俱樂部效

力。比如阿根廷隊的球員在國

內效力的只有 17%、葡萄牙為

26%、FIFA 第六的瑞士只有

3%，而巴西則有 13%。

   塞爾維亞隊 
平均身高1.856米
最高

本屆世界盃 32 支球隊

的平均身高為 1.817 米，其中

塞爾維亞隊平均最高，為 1.856
米，瑞典隊 1.852 米位居第二，

冰島和丹麥隊皆為 1.85 米，是

平均身高第三的球隊。而最矮

的則是沙特阿拉伯隊，僅 1.762
米，日本隊 1.781 米居第二，秘

魯隊 1.783米則是第三。

【看中國訊】由俄羅斯主辦

的 2018 世界盃，斥資 130 億

美元，為史上最貴，於 6 月 14
日 ~7 月 15 日盛大登場。本屆

比賽歷時 32 天，64 場比賽將跨

越 3 個時區，分別在 11 個城市

的 12 座球場舉行。

那麼本屆比賽的看點有哪些

呢？現整理如下：

1、強人普京
身為俄羅斯總統的普京，由

於作風強勢，絕不樂見不合格的

世足賽。耗費重金打造的硬件設

施，開賽後也將被一一檢驗。

2、梅西與 C羅的最後身影
對將滿 31 歲的梅西與 33

歲的 C 羅而言，本屆世足賽很

可能是他們最後一次的參與。生

涯獲獎無數的兩人，無不渴望獲

取一座大力神杯，來加持他們的

職業成就。

3、誰能擊敗世界二強
佔據世界排名前二的德國、

巴西兩隊，向來是歷屆世足賽奪

冠熱門，也都以奪冠為唯一目標。

上屆抱回隊史上第四座金盃

的德國隊，是資格賽中唯一不

敗的球隊。而對「森巴軍團」來

說，上屆四強賽中被德國以 1：
7 在自家主場打敗，亟待本次捲

土重來，討回顏面。

4、金靴與封王
金靴獎落誰家，向來是球迷

津津樂道的話題。各隊頂級射手

的臨場表現，對球隊的戰績也有

至關重大的影響。

5、黑馬冰島
人們都喜歡聽麻雀變鳳凰的

勵志故事，而本屆一鳴驚人的冰

島就符合這樣的期待。

6、VAR是助力還是阻力？

本次比賽，將是影像助理裁

判（VAR）首次上路，用於協

助：進球、12 碼判罰、紅牌與

判罰對象錯誤……等狀況。這項

創舉將為比賽帶來全新看點。

7、身價差距
根據權威估價媒體《轉會市

場》的估測，736 位選手中，身

價最低的是俄羅斯的謝爾蓋 · 伊
格納舍維奇，他的身價僅 2.5 萬

歐元，與梅西的 1.8 億歐元，差

了 7200 倍。

8、章魚保羅的傳人？
「章魚哥」保羅是 8 年前南

非世界盃的傳奇，也是令球迷印

象深刻的吉祥物，它曾神准預測

8 場比賽的勝負，成為世足的經

典花絮、球迷茶餘飯後的話題。

而此次比賽，則由一隻「白

貓」阿基里斯，接下章魚哥的棒

子，擔任官方預測官。由於阿基

里斯沒有聽力，反而讓人們認

為，這不會受球迷的尖叫所影

響，可以更專注於勝負的預測。

這些看點都將在 7 月 15 日

世足賽落幕之後公布謎底。

薩
拉
赫

2018世足賽開踢

不能錯過的
8大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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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對於典型的卡

城家庭來說，每個月的水費可能

由現今的 116 加元調漲到每月

133 加元，相當於每年僅水費一

項就要多支出 200 多加元。

今年 11 月卡城市議會將對

2019-2022 年度四年預算案進

行投票。本週一市議會通過了自

來水、廢水和雨水服務費用指導

性上調計畫。據該計畫，四年預

算期內自來水費將保持不變，

但廢水處理費將每年調漲高達

5.5%，雨水處理費則每年調漲

5%。

如果此項計畫通過的話，每

個家庭每月大約要多支出 17 加

元的費用。漲價的原因主要是：

服務成本的增加；基礎設施的

升級；以及新社區基礎設施投

資。大部分新增加投資由開發商

的「場外設施稅」來支付，但是

仍可能存在 8 千萬加元的短缺，

這些由市府調漲水費解決。

市議員戴蒙評論說，水一類

的公用事業服務和其他市政服務

的不同之處在於，這筆投資需要

預先支出。「對於立交橋你可以晚

一些再建，但是新房落成之後，

你立即就需要用水來沖洗廁所」。

對於水費調漲，市議會以

14 票贊成、1 票反對通過。只

有市議員法卡斯投了反對票。他

說：「我不斷的聽到我選區內的

居民說，他們的生活負擔已經很

重。這不是在真空裡生活。」他

還指出，未來四年中其他稅費也

可能會上漲。

預計在下一個四年預算期

內，垃圾和回收服務的成本也將

增加。而勞動力成本的增加還是

一個大大的未知數，市府正在和

城市工會商定新的勞動合同。

【看中國記者憶文綜合報導】

經過二輪豁免，美國於 6 月 1
日開始，向來自歐盟、加拿大

和墨西哥的鋼、鋁材分別加徵

25% 和 10% 的關稅。一時間輿

論譁然。究竟是甚麼原因讓川普

政府決心不惜得罪盟友，打響美

國鋼鋁保衛戰呢？《華爾街日

報》的一篇文章披露了其中的深

層原因，竟然與中國有關。

產能過剩緣起

這要從中國的產能過剩說

起。據《華爾街日報》報導，

2000 年左右，北京認為鋼鐵行

業對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強國至關

重要，掀起了鋼鐵生產熱潮。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機，北京為

刺激經濟，新建了數百家煉鋼

廠。從 2000 ～ 2013 年的 13 年

裡，中國鋼鐵產量增長 6 倍，

2013 年占到全球的 50%。

2013 年，中國國內經濟增

長放緩，其鋼、鋁產品如潮水般

湧入全球市場，大幅壓低價格。

2011 ～ 2016 年間，中國鋼鐵

出口均價下降了約 50%。

世界各國應對

於是，世界各國政府紛紛對

中國金屬製造商實施了 130 多

項反傾銷關稅，主要針對鋼鐵，

這使得中國多餘的產能失去了一

個重要的消化渠道。

擴大海外生產

中國政府是如何應對的呢？

北京表示要去產能：2016 ～

2020 年間，每年將淨削減 1.5
億噸鋼鐵產能，未獲政府批准而

建成的鋁廠將被關閉。

然而在另一方面，北京於

2014 年啟動了「國際產能合作」

計畫，幫助中國製造商在海外擴

美國為何要鐵心加徵鋼鋁稅

卡城水費將上漲

韓國停止進口 
加拿大小麥

加滑雪名將出任牛仔節大帥

大生產。

報導稱，分析師、西方政

府，以及行業官員表示，中國製

造商獲得了政府數千億美元支持

用於在國外建造和收購工廠，這

些資金由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銀

行、中投公司等機構提供。海

外工廠很可能會被用作「一帶一

路」倡議的獨家供應商。「一帶

一路」是中國萬億美元級的基建

計畫，旨在將中國的影響力擴大

到亞洲、歐洲和非洲。

諮 詢 公 司 Future Risk 的

研 究 總 監 肯 德 丁（Tristan 
Kenderdine）說：「如果沒有國

家補貼，從供需關係來看，這些

項目沒有一個在經濟上是可行

的。」Future Risk 表示，中國

已簽署協議將在馬來西亞、巴基

斯坦和印度等國建廠。

繞過關稅

報導稱，在川普上台前，為

阻止中國向全球傾銷過剩鋼鐵產

品，中國鋼企在國內的工廠受到

包括美國在內的多國高關稅的限

制。但中國鋼企在國外的工廠很

少面臨這類反傾銷關稅。因此通

過在海外收購建廠，中國鋼企打

通了基本不受限制進入全球市場

的途徑。

美國不惜得罪盟友

2018 年 3 月，美國宣布對

中國出口的鋼、鋁產品分別加

徵 25% 和 10% 的關稅，期望

施壓中國關閉國內的鋼、鋁廠。

6 月 1 日，上述鋼、鋁關稅擴大

到加拿大、墨西哥和歐盟。歐

盟擔心被美國關稅拒之門外的

鋼、鋁湧入歐洲，也在考慮加徵 
關稅。

報導分析，即便如此，中國

依然從產能轉移的做法中獲得好

處，因為川普此次關稅的稅率

僅為 25% 和 10%，遠低於現行

的，通常超過 200% 的對華鋼

材反傾銷稅。

鋼廠收購「標桿案例」

報導例舉了一宗 5400 萬美

元的鋼廠收購「標桿案例」。

2012 年，塞爾維亞政府以 1 美

元的價格從 United States Steel 
Corp. 手中收購了該廠，並注入

了數千萬美元補貼，中國的產能

過剩造成鋼材價格大幅下跌，湧

入國際市場，而塞爾維亞的公共

財政每況愈下，2015 年初停止

了補貼。同年 3 月，河鋼集團

從中投公司融資收購了該廠。河

鋼承諾，3 年內投資至少 3 億美

元。 2016 年 6 月，習近平參觀

了該廠，並出席項目簽字儀式。

河鋼高管稱，他們從 2016
年 6 月起很快即扭轉了該鋼廠

的虧損局面。塞爾維亞公司紀

錄顯示，該廠在從那以後的 6
個月裡，虧損了 3400 萬美元。

2017 年的數據尚未公布。

德 國 的 Mercator School of 
Management 東亞經濟研究教授

陶布（Markus Taube）認為：「這

是一項巨大政治舉措的一部分。」

多年來，歐盟一直對中國低

價鋼鐵出口徵收關稅。現在，河

鋼在塞爾維亞的工廠可免稅向歐

盟 28 個成員國出口。

今年 5 月，在北京的一次

鋼鐵博覽會上，河鋼展台的橫幅

上寫著——「世界的河鋼」。

地圖上用大頭針標明了河鋼投資

過的地方：塞爾維亞、馬其頓、

瑞士、南非、澳大利亞和美國。

一名公司代表說，海外擴張現在

是公司的一項核心戰略。她說，

公司計畫在北美等地區建立更多

工廠，並計畫到 2020 年從中國

以外市場獲得 20% 的收入。

她說：「在歐洲地區製造

的商品不應受到歐洲關稅的限

制。」

玻璃大王看貿易爭端

對於愈演愈烈的中美貿易爭

端，在美國工廠的中國「玻璃大

王」曹德旺認為：「（美國）政

府運用反傾銷手段來保護國內產

業，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真發

生這樣的事情，我們自己也要檢

討。比如說我生產玻璃，賣得很

便宜，衝擊他的行業，把他的行

業搞到倒閉，那他們肯定不會說

你賣了便宜的產品給我們，我

們很感謝你之類的話。」曹德旺

說：「相反地，對方只會認為，

你進來一個行業，我倒閉一個行

業，還有一批工人要安置，銀行

壞帳要處理，你如果有一天不賣

給我們了又怎麼辦？這些問題怎

麼解決？所以任何一個國家都試

圖保護它的產業安全。」

「對我們來說，就是你去美

國賣貨的時候小心一點，不要

（惡意傾銷）導致人家傾家蕩

產。」曹德旺說。

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編譯】

美國共和黨人、前美國國會眾

議院議長紐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在福克斯新聞（Fox 
News）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

〈中國擁護馬克思主義對其人民

來說是悲劇〉。

文章稱，德國人卡爾 ‧ 馬

克思（Karl Marx）依然被中國

共產黨稱為是「現代最偉大的

思想家」。然而，所有的馬克

思主義者、社會主義者都忽視

了馬克思主義讓人類所付出的

巨大代價。弗拉基米爾．列寧

（Vladimir Lenin）以馬克思主

義的名義建立了蘇聯，這個警察

國家造成了數百萬人非正常死

亡。當約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接替列寧擔任蘇聯最高

領導人之後，歷史證明他更加冷

酷無情，並致力於大規模的政治

清洗和殺人。

毛澤東則是他們所有社會主

義國家領導人中殺人最多的馬克

思主義者。為了將他自己的意志

強加給中國社會及人民，毛澤東

為此殺了數不清的中國人，至少

有數百萬人被無情地殺害。

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

指導思想治理國家，將一個繁榮

的古巴變成了一個悲慘的警察國

家。南美洲石油大國委內瑞拉的

經濟也已經被社會主義者完全搞

垮了。

美國開國先賢們明白，人獲

得權力的欲望是永無止境的。他

們因此建立國家憲法來分配權

力，使任何人都無法在美國建立

獨裁極權政府。

美國前眾議長：

擁護馬克思主義

是悲劇

【看中國訊】繼加拿大食物

檢驗署（CFIA）披露在亞省南

部發現少量轉基因小麥作物之

後，韓國本週一暫停了對加拿大

小麥的進口貿易。

去年，有承包商噴灑除草劑

（Roundup）時發現有幾顆植物

沒有被殺死，隨即報告了地方當

局。

CFIA 檢驗後表示，亞省南

部發現的抗除草劑轉基因小麥

並非在冊的 450 種之一，而是

1998 年在 300 餘公里之外試驗

田中由美國孟山都公司試種過

的。

轉基因小麥目前不允許在加

拿大任何地方進行商業種植。檢

測結果確認了這種小麥並未進入

食物鏈，並且已經被隔離。加拿

大衛生部表示沒有健康風險。

【看中國訊】加拿大滑 雪

名將馬克．麥克莫里斯（Mark 
McMorris）將作為大帥，引領

2018 年卡城牛仔節遊行。

馬克．麥克莫里斯在 2012
和 2013 年連續兩年贏得冬季極

限運動坡面障礙技巧比賽的冠

軍，在 2014 年索契冬奧會上贏得

銅牌，是加拿大單板運動歷史上

首位奧運獎牌獲得者。他在 2018
年 2月份的韓國平昌冬奧會上再

次摘得銅牌。最後這場比賽的獎

牌尤其引人注目，是麥克莫里斯

遭受了重傷後，僅僅經過三個月

的康復治療，帶傷上陣而取得的。

「我從來沒有期望過自己會

被選中」麥克莫里斯說。這位來

自薩斯卡通的帥氣年輕人，對自

己被挑選為本屆卡城牛仔節大

帥，即將騎上一匹名為德克薩斯

（Texas）的大馬引領遊行，感到

非常榮幸和興奮：「我簡直等不

及了。只有三個星期了，讓我們出

發。」

美 十 大 不 宜 居 城 市 排 行 出 爐
【看中國訊】 總體來說，

美國大多數城市還是比較適合

居住的。 市場研究機構 「24/7 
Wall St.」 每年都會評選出美國

50 座不宜居住的城市， 今年的

結果在不久前出爐。 「汽車

城」 底特律以貧窮率居高、 人

口萎縮等因素排名不宜居城市榜

首。

調查包括美國大約 600 個人

口超過 5 萬人的城市， 然後按

犯罪率、 人口統計、 經濟、

教育、 生態環境、 健康、 住

屋、 基建和休閑設施共 9 個類

別評分。 排行第一的底特律人

口數為 672,829 ； 房價中位數

為 $43,500 ； 貧困人口比例為

35.7% ；擁有大學學位人口比例

為 14.9%。 這是底特律連續第

二年名列榜首。

在這個排行榜中， 紐約州

有 2個城市上榜， 加州也有 7個

城市中選。 排行秩序依次是：

10- 密爾沃基、 9- 巴爾的摩、

8- 春 田 （Springfield） / 密 蘇

里州、 7- 阿爾巴尼 （Albany）
/ 喬 治 亞 州、 6- 威 靈 頓

（Wilmington） / 特拉華州、 5-
克利夫蘭 （Cleveland）、 4. 孟
菲斯 （Memphis）、 3- 聖路易

斯 （St.Louis） / 密蘇里州、 2-
弗林特 （Flint） / 密歇根州、

1- 底特律 （Detro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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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福劍 2015 年捲入「視頻

風波」後離開央視，「消失」在

公眾的視野中。許多人都很想

知道畢福劍的現況。

近日，有網民爆出畢福劍

開了一家陝菜餐館，名為「畢

姥爺美食林」。據說是請的知

名美食專家和廚師定的菜系，

生意火爆。

有網民更上傳多張畢福劍

開辦的「畢姥爺」餐廳圖片，

稱這家餐廳食客絡繹不絕。

除了開餐館外，畢福劍還

有其他生財之道。他還會參與

一些旅遊節目，據稱，這樣的

節目一次也有 5 至 10 萬元收

入。

消息傳出以後，有不少網

民感嘆，畢福劍憑他曾經的名

氣和才華，做甚麼都比較容易

成功，而《星光大道》在他離開

後，卻收視率一直下滑，早已

沒了之前的人氣。

媒體「娛樂衝鋒前線」評論

稱：畢福劍之前把自己「藏起

來」一段時間是理智的做法。

有些事情，隨著時間的推移會

漸漸變淡。

畢福劍選擇自主創業，或

許就是他今朝最好的出路。

畢福劍曾是中國中央電視

臺文藝部導演、《星光大道》主

持人，2015 年 4 月 6 日，網上

突然流傳出一段畢福劍在酒桌

唱《智取威虎山》中的〈我們是

工農子弟兵〉選段視頻。

當唱到「共產黨毛澤東」

時，畢福劍說：「哎！可別提那

個老 XX( 髒話 ) 了，可把我們

給害苦了。」唱到「鬥倒地主」

時，畢福劍說：「嗨，地主招

你、惹你了？」當唱到「掃平威

虎山」後說，「吹 XX 吧！」

同 年 4 月 9 日， 在 中 國

官方壓力下，畢福劍在其微博

公開表示致歉，隨後被央視停

職。

曾有文章指出，畢福劍罵

毛澤東是由於其父曾被劃為右

派，畢福劍因此受到牽連、吃

了不少苦頭。在中國，象畢福

劍一樣被歷次運動坑苦的中國

人又何止千萬呢。

英國誠信調查：日本第一

日本人的素質真有那麼高？

不少到過日本的網民用親身經歷

回答了這個問題。

一位網民說：一次我在買完

聖誕禮物後準備乘火車回家，不

小心把東西留在了車站的椅子

上，於是我只好原路返回。 25
分鐘之後。我回到車站，發現東

西還是原封不動的放在原地。

另一網民說：我贊同你的說

法，我妻子之前也曾經完整的找

回她遺忘的東西。我在日本的研

究所生活了兩年，也曾看過有

人的筆記本電腦放在原地 24 小

時，但這期間沒有人試圖要偷走

它。

銀座是日本最繁華的地方，

每天人流量很大。有人說，之前

到日本工作，在銀座將自己價值

2.5 萬美元的 hasselblad 相機放

在距離自己 300 米遠的位置，

但從沒有人亂碰他的相機。

一位網民說：有一次，我把

有 10 萬日元的錢包丟在了火車

上，8 小時後這個錢包又回來了。

有網民說，在日本不小心丟

了東西不要著急，無論這個東西

是否值錢，回到原處遺失物會被

放置在原地或者是附近。

一位在日本生活多年的中國

學者，寫了一篇題為〈誠信，在

日本社會的分量有多重？〉的文

章。文中寫道，日本最值得學習

的東西，是「誠信」。在日本社

會，父母親從小教育孩子，見到

任何人都必須說真話。如果你有

一天說了一句假話，那麼過去說

過的一切真話，全部會被當成假

話，你將失去社會對你的信任。

社會和輿論不會接納你容忍你。

文章強調，撒謊做假，是要

付出人生代價的。這在日本社會

是一個最基本常識。正因為如

此，恪守誠信，成了每一位日本

人、每一家日本企業和日本社會

的道德與行為的準則。

文章指出，日本社會對於誠

信的要求，不僅僅只是要求你說

的每一句話，都必須是真話，同

時也要求你承諾的事情必須認真

按時地去完成。

日本不但是一個普遍認同誠

信價值的社會，也是一個具有謙

讓美德的社會。

一個朋友曾經說，在日

本，有一次他不小心踩了一個

女孩的腳，剛想道歉，那個日

本女孩卻低頭彎腰跟他說了一

聲：對不起！他當時就震驚了：

明明是我的錯，小姑娘反而給

我道歉！

後來他發現，在日本這樣的

事太平常了。日本的大街上、地

鐵上都很安靜，爭先恐後搶座

位，當街吵架的事簡直是不可想

像的。有人說，日本人素質高，

是因為大多數人能以道德為準則

約束自己。

申請芝加哥大學 
不需ACT/SAT

【看中國訊】芝加哥大學

（University of Chicago）日前

宣布，本科申請者不需要再提

交美國大學入學考試（ACT）
或學業能力傾向測驗（SAT）
成績。芝大在《美國新聞和世界

報導》大學排行榜上名列第三，

與耶魯並列，僅次於普林斯頓

和哈佛。芝大是名校中第一個

取消 ACT/SAT 准入門檻的大

學。但國際學生仍需提交 ACT/
SAT 成績。

此外，芝大還宣布，為家

庭年收入低於 12.5 萬美元的

學生提供全額獎學金；家庭年

收入低於 6 萬美元，不僅免學

費，還資助食宿和雜費；警察

和消防員的子女可免學費。芝

大 2018 ～ 19 年度的學費是 7
萬美金 / 年。

【看中國訊】2018 年世界

盃足球賽已經開場，許多中國

球迷前往俄羅斯觀看比賽，假

票事件也隨之而出。多家中國

旅行社和球迷，通過俄羅斯莫

斯科安郅公司訂購了球票，但

一直沒有收到。

有 網 絡 博 客（未 來 陽 光

BLOG）指出「俄羅斯莫斯科

安郅公司」已經出售了 1 萬多

張的假球票，其中有 3500 張流

入中國。

【看中國訊】2012 年，中

國籍的夏女士赴加拿大生產，

寶寶出生後出現健康問題。在

寶寶接受治療後，夏女士沒有

繳納任何費用，便偷偷帶著孩

子跑了。

當時這筆費用是 31.3 萬加

元，按照醫院方面 2% 的月利

息來算，截至去年 9 月，費用

就已經連本帶利的漲至了 117.8
萬加元，合人民幣約 580 萬。

賴帳不還的，並不止夏女

士一個人。現在加拿大決定聘

用專業的追債公司，通過法律

手段，向那些欠帳跑路的外國

人追債。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

綜合報導】英國東安格利亞

大學曾通過對15個國家的

1500人所做的兩份網上抽

樣調查得出結論，日本人的

誠信度最高。

世界盃足球賽
假票上萬

華女赴加生娃
欠大筆醫療費

身穿和服的日本女子（Fotolia）

【看中國訊】第 21 屆國際足

協世界盃於 2018 年 6 月 14 日

至 7 月 15 日在俄羅斯舉行。期

間，足球明星們雲集俄羅斯，來

自全世界的球迷也來到這裡參

與這個盛會，希望他們支持的球

隊能夠贏得比賽。與此同時，有

機構預測俄羅斯遭受恐怖主義

襲擊的風險也在增加。

世界盃開場

美國之音報導，本屆世界盃

比賽的會場均位於俄羅斯在歐

洲地區的城市。冠軍戰將於莫

斯科盧日尼基體育場舉行。

6 月 14 日在莫斯科盧日尼

基體育場的開場賽上，來自世界

各地的球迷都興致高昂，拍手歡

呼。那時起，俄羅斯變成了 24
小時慶典的會場，足球熱橫掃

全國。

摩洛哥球迷阿布戴．摩薩德

說：「到處都有慶祝活動，來自

全世界的球迷和 32 個國家的球

隊都在這。」

還有球迷在陸續抵達。來

自秘魯的球迷伊斯頓來為 36 年

來首次躋身世界盃的秘魯隊喝

采。他說：「多美的城市，多棒

的天氣。我們來這為秘魯國家

隊打氣。希望能看到他們贏得比

賽。」

儘管中國隊無緣參賽，但中

國球迷觀戰熱情仍不減。所有

球迷都希望他們支持的球隊能

大獲全勝。

美發布旅行警告

美國國務院 6 月 15 日發布

旅行警告，提醒美國公民在世界

盃足球賽期間，俄羅斯遭受恐

怖主義襲擊的風險增加，建議

重新考慮在這段時間前往俄羅

斯旅遊的決定。

警告中說，類似世界盃這

樣的大型國際盛事，對恐怖分

子來說，是具有相當吸引力的發

動恐怖襲擊的目標。

該旅行警告還提到，美國公

民經常成為俄羅斯執法人員和

其他官員騷擾、敲詐的對象。在

俄羅斯裁減了美國駐俄外交人

員後，美國政府向美國公民提供

幫助的能力也受到限制。

美國發布赴俄旅行警告畢福劍開陝菜餐館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

綜合報導】近日，前央視

主持人畢福劍的近況被曝

光，他經營的「畢姥爺」

餐廳更引來大批網民的關

注。

芝加哥大學（公有領域）

【看中國記者明思綜合報導】

被稱為「全世界最理想工作」的

澳洲大堡礁島主曾吸引各國民眾

爭相競選，如今臺灣也有自己的

島主徵選活動。

臺觀光局今次以探索臺灣

的 10 個島為活動品牌，自 6 月

1 日起推出島主徵選活動，民眾

只要上傳 1 分鐘自我介紹影片，

分享對島嶼行銷的想法，就有機

會獲選為島主。向旅客行銷島上

的旅遊特色，一週薪資約 3 萬 5
千台幣。目前已有許多熱心民眾

報名島主徵選。

交通部觀光局今次挑選出的

10 大魅力島嶼包括：龜山島、

綠島、蘭嶼、小琉球、七美、

漁翁島（西嶼）、吉貝、小金門

（烈嶼）、北竿及東莒。小琉球

是目前島主徵選活動最熱門的島

嶼之一。

觀光局表示，凡是年滿 20
歲設籍臺澎金馬地區，熱愛臺灣

島嶼土地人士；或是年滿 20 歲

在臺灣觀光、就學、工作及居

住，有合法簽證的外國朋友，皆

能參加徵選，獲選者須以圖文、

影音推廣島嶼旅遊。

觀光局強調，希望全世界熱

愛臺灣的遊客都能用自己的方式

發掘臺灣之美。活動以「臺灣最

理想的打工旅遊」為號召，連續

七日，每日提供新臺幣 5000 元

薪資鼓勵獲選者，為的是增加臺

灣離島能見度，利用網絡的力

量，使臺灣在地特色能被國際社

會看見。

生態旅遊作家劉克襄表示，

臺灣六縣十島旅遊，像是澎湖就

有七美島、漁翁島及吉貝等三

島，還有許多的秘境觀光景點，

希望未來選出的島主能夠具有魯

賓遜的冒險精神和好奇心，發掘

當地不同的文化特色。

觀光局介紹稱，6 月 24 日

報名截止後，將進入最終決選，

網絡投票比重占 3 成，7 成由專

家評監，7 月 17 日將公布 10 位

島主名單。

【看中國訊】苗栗縣頭份市

民林天龍傳承已故父親「西瓜

王」林玉清的巨型瓜果栽種技

術；今年依舊栽種出多個大西

瓜。日前他採收一個 62.4 公

斤的巨無霸西瓜，街坊鄰居都

前往觀看。

據《自 由 時 報》報 導 顯

示，日前，林天龍下田採收一

個巨無霸西瓜，重達 62.4 公

斤，相當於一名成人的體重，

加上西瓜體型圓滾、不好抱

持，得在底下襯布，再由 4 名

壯漢各拉一角，才順利將大西

瓜從田間搬起。

林天龍的父親林玉清生前

擁有超過 50 年的種瓜經歷，

經驗豐富、技術過人。 2011
年起嘗試栽種巨型瓜果，曾

連續多年種出超過 60 公斤的

巨無霸西瓜，贏得頭份「西瓜

王」封號。林玉清於 2 年前過

世，享壽 88 歲。他的長子林

天龍多年前，曾向父親學習栽

種巨型瓜果技術，父親過世

後，也連年持續栽種，將此技

術傳承。

林天龍說，今年氣候炎

熱，使得西瓜早熟，西瓜上市

也比往年提早約半個月，巨無

霸西瓜也得提早採收。

臺灣10大美麗島嶼徵選島主 採收62.4公斤巨無霸西瓜 出動4壯漢

人們與巨無霸西瓜合影。（中央

社）

世界盃足球賽在莫斯科舉行。
(Getty Images)

臺灣蘭嶼（David Hsu/WIKI/CC 

BY-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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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國政府發布通知

稱，決定建立養老保險基金中

央調劑制度，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該制度對各省分養

老保險基金進行適度調劑，確

保基本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

該通知顯示，在現行企業

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省級統籌基

礎上，建立中央調劑基金。中

央調劑基金由各省分養老保險

基金上繳的資金構成，當年籌

集的資金全部撥付地方，按人

均定額撥付。地方上繳資金取

決於當地的工資水平，以及參

保人數。各省分職工平均工資

的 90% 和在職應參保人數作為

計算上繳額度的基礎，上繳比

例從 3% 起步並逐步提高。

該通知表明，中國養老危

機日甚，而如何從根本上扭轉

地方的養老保險基金虧空局

面，以及防止未來出現更惡化

的情況，這些都是非常嚴峻的

問題。

此前，曾有專家不斷倡導

養老保險基金全國統籌，但多

年來一直無法推行，此次是中

央政府首次頒布全國範圍內的

調劑制度。

中央調劑制度可以用一句

話進行解釋：中國內地各省分

按比例上繳部分養老保險金給

中央，由中央統一調劑，撥付

給虧空大的省分。如果中央撥

付調劑資金下達到接受補貼的

省分後，養老保險基金還存在

缺口，那就沒辦法了，只能由

地方政府承擔，中央暫時只能

「幫」到這個份兒上了。

《看中國》特約評論員唐新

元認為，這是用「富」省補貼

「窮」省，但是不解決根本問

題。從養老方面看，2017 年

中國養老保險撫養比降至 2.8：
1。養老保險金支付最困難的黑

龍江省，其撫養比是 1.3 ︰ 1，
即 1.3 個人養 1 個人。

根據聯合國人口署在今年

年初發布的《世界人口展望》

2017 年修訂版，預計本世紀

末中國人口將出現倒「V」型反

轉，在低人口出生率狀態下，

人口數量加速下滑跌至 6.13
億。在不到百年時間裡，從人

口大爆炸反轉為人口大坍塌。

出生人口不斷下降，意味

著以後的勞動人口數量也會下

降，成了拉低經濟增長的因

素。那麼，中國目前的養老方

面存在的問題，未來將在相當

長的一段時間內持續，經濟下

滑將導致更嚴重的情況發生。

另有數據顯示，中國勞動

力人口從 2012 年開始逐漸下

降，至 2017 年減少了 500 多萬

人。繳納養老保險金的人數不

斷減少，這對中國的養老保險

基金也是一個考驗。

2017 年 11 月， 根 據 中

國人社部社保管理中心發布的

《中國社會保險發展年度報告

2016》顯示，中國城鎮企業養老

保險基金累計結餘 3 萬 6970 億

元人民幣。但是，養老金當期

收不抵支的省分增至 7 個，有

的省分甚至是負值。

另一面則是老齡化的加

劇，在本世紀初，中國總人口

中 65 歲以上的老年人所占比

重就已突破 7% 的基準線（聯

合國定義一個地區是否進入老

齡化社會的標準）。之後，這

一比重持續攀升，從未出現過

扭轉跡象，2016 年更是達到了

10.8%，也就是說，每 100 個

中國人裡，就有 11 個 65 歲以

上的老人。

中國百姓的養老危機正在

一步步逼近。

以富補窮  養老危機難解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

合報導】中國有些省分養老

保險金已經入不敷出。當局

決定進行干預，從7月1日起

實施中央調劑制度。分析指

是以「富」省補貼「窮」省。

【看中國訊】代表加州的民

主黨參議員、參議院司法委員

會副主席戴安‧范斯坦 14 日致

信臉書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扎

克伯格，要求他就臉書承認與

包括中國華為公司在內的數據

公司分享用戶信息做出解釋。

這位參議員在信中表示，根

據最近的新聞報導顯示，臉書

與多達 60 家電子製造商簽有特

別的數據共享交易協議，而臉

書主管扎克伯格今年 3 月在國

會作證時並沒有提到這些協議。

信件要求扎克伯格在 6 月

22 日前澄清與這 60 家公司的

交易是否屬實？是否仍然繼續？

以及臉書是否可以獲得沒有臉

書帳戶的用戶的個人信息？

然而，今年 6 月，《紐約時

報》披露了臉書與包括華為、聯

想、OPPO（歐珀）和 TCL 擁

有特別的數據共享交易，其中

臉書與華為的交易在 2010 年之

前就已經達成，授予華為獲得

臉書用戶數據的權利，包括：工

作和教育經歷、感情狀態和喜

好等等，以便更好地確定潛在

顧客群。

然而由於華為與中國政府

的特殊關係，美國情報官員多年

來一直對華為公司存有疑慮，

擔心中國政府可能要求獲取儲

存在華為設備或服務器上的數

據。

臉書在此交易被曝光之

後，即宣布決定終止與華為的

信息分享合作。

（轉載自美國之音，限於版

面有刪節）

參議員不信小扎？ 
用戶隱私再成焦點

【看中國記者陳錦緣綜合報

導】與美國政府達成協議後，

中興通訊 6 月 13 日復牌，但

連續三天跌停，下跌 41.5%，

市值蒸發 30 億美元，市值僅剩

956.77 億元。中興的所謂「復

活」神話，格外顯得黯然。

6 月 13 日 晚， 中 興 通 訊

（ZTE）再次發布公告稱：將於

2018 年 6 月 29 日上午 9 時召

開股東大會。在大會上，將審

議中興通訊向中國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申請 300億元人民幣（47
億美元）綜合授信額度的議案，

向國家開發銀行深圳市分行申

請 60 億美元的綜合授信額度的

議案，以及為中興香港中長期

債務性融資提供金額不超過 6
億美元的連帶責任保證擔保的

議案等。

業內人士則表示，短期內

受巨額罰款及人事變動等影

響，中興通訊業績也將受到衝

擊。

網民「小民之心」給中興算

了一筆帳：「從美國首次處罰至

今，中興累計受罰 22.9 億美元

（146 億人民幣）。中興 2017
年的淨利潤只有 45 億人民幣，

（該罰金）是中興 2017 年淨利

潤的三倍。

在無法經營期間，中興通

訊的損失高達 30 億美元，等於

6 至 7 年白幹」。

網友 some arewe 則表示：

「呵呵，現在的中興，還有啥值

得高興的嗎？ A、全世界都已

經知道，『中興』這個招牌，已

經被搞臭了；B、罰沒的錢，都

已經可以重新開設一個中興了；

C、現在的中興其實就是美國組

裝廠而已，就差沒將名字改為

『美興』；D、川普這一招殺雞

儆猴，對匪共威信的打擊，更

是無法計價的。最明顯的例子

就是華為，華為現在已經灰溜

溜地放棄了在 5G 標準上的野心

了，和以前自大狂妄的尿性，

簡直是兩樣……」

人民幣中間價重貶 
創近5個月新低

【看中國訊】受國際金融

市場的影響，人民幣貶值壓力

加大。中國官方 6 月 15 日公

布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報

6.4306 元，創近 5 個月以來最

低值，較 14 日下跌 344 個基

點，創下自今年 2 月 9 日以來

最大降幅。

在過去一天多時間裡，影響

國際金融市場的兩件大事先後確

定。美國聯準會完成年內第二次

升息，美元短時間內有微弱衝

高，隨後下滑；歐洲央行宣布將

於年底退出量化寬鬆，歐元暴跌

助推美元走強；這給包括人民幣

在內的資產帶來波動，使得人民

幣貶值壓力加大。

中國政府傳債務危機 
窮到公務員沒錢拿

【看中國訊】公務員在人們

心中是鐵飯碗，但近日中國大陸

爆出政府發不出薪水的情況。媒

體報導，湖南省耒陽市原訂於 5
月 15 日發放公務員薪資，但拖

到 6 月都未發放。官方說明指

出，由於當地主要財源煤炭經濟

持續萎縮，導致入不敷出。但外

界擔憂，大陸是否爆發債務危

機。

上個月 19 日，中國全國人

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賀鏗表示，

中國地方債約為 40 兆元人民

幣，但地方政府信用比企業信用

還差，沒一個想還債。「現在欠

的這些債不說還本，還息許多地

方都還不起」。

中興連續跌停三日 市值蒸發30億 財經簡訊

在 2016 年公布的報告中，

這個數字是 7.86 億，2017 年的

逾期金額上升了 34.6%。相比之

下，2017 年發放的個人公積金

貸款 254.76 萬筆，比上年降低了

22.21%，貸款發放額 9534.85
億，比上年降低 24.93%。

發的貸款越來越少，逾期越

來越多，意味著甚麼？讓人立馬

想起 2008 年美國的次貸危機中

最常見的現象：斷供。沒錯，公

積金貸款遭遇逾期，引發的最大

擔憂，就是房貸斷供潮已經不遠

了。

《公積金報告》顯示出個人

貸款情況：70.54% 的貸款用來

購買新房；90 ～ 144 平方米中

大戶型占主力，占到了61.43%。

首套房的比例達到了 86.24%，

占到了絕對的大多數。雙繳存職

工占獲取一半以上的貸款數目。

而其中年輕人則是貸款主

力軍，71.72% 的貸款人年齡在

40 歲以下，而 30 歲以下的貸款

人也占到了 33.31%。

最讓人擔憂的是，貸款人

群中 96.05% 的貸款人是中低

收入人群。當然，公積金貸款具

有保障性，與商業按揭貸款相

比，利率最低，一直以來都是中

低收入人群的首選。

目前五年期（含）以下的利

率為 2.75%，五年期以上的利率

為 3.25%，而五年期以上的商

貸基準利率是 4.9%。

2018 年 4 月，全國首套房

貸款的平均利率為 5.56%，相

當於基準利率 1.135 倍，環比 3
月上升 0.91%。從 2017 年 1 月

分至今，全國首套房平均利率已

連續上漲超過 16 個月，但首套

房的公積金貸款利率一直並沒

有上漲，這也是中低收入人群

融資購房成本最低的。

《公積金報告》顯示，2017
年公積金貸款中的槓桿率為

49%，有評論認為，這個數據本

身已經很高了，但恐怕真實的數

字要遠遠大於這個數字。

美國的槓桿率為 79%，英

國的槓桿率 88%，相比之下，

中國的 49% 好像尚有一些空

間，但歐元區只有 59%，亞洲強

國日本也只有 58%。作為新興

經濟體，49% 的槓桿率已經非

常危險。

【看中國訊】中國大陸 A 股

低迷近來成話題。媒體統計，自

2015 年中股災，3 年來滬指已

跌去 4 成，有 9 成個股不賺錢，

而工業富聯等獨角獸企業的股價

也出現回調。

8 日登上 A 股主板的鴻海

旗下工業富聯（FII），上漲的蜜

月行情沒有延續太久。 14 日跌

幅達 9.45%，收盤時每股報人

民幣 23.29 元；15 日也以跌幅

約 3% 的 22.60 元開出，早盤

一度跌 5%。另一家獨角獸企業

藥明康德，連續 16 個漲停後開

始大幅回調，14 日收盤價每股

100.26 元，較最高價 138.87 元

已跌去約 28%。

獨角獸企業的股價表現引發

是否估值過高的質疑，但這只是

A 股市場表現的一角。適逢大

陸股災 3 年，媒體近日對 3 年

來 A 股市場表現進行盤點。

2015 年 6 月 12 日上海證

券交易所綜合股價指數（上證

綜指）達到 5178.19 點的高點，

此後開始大幅波動，儘管當時監

管單位祭出多項限制交易措施，

指數仍一度接近腰斬。 3 年後，

回顧 A 股市場表現仍未盡理

想。以 2015 年的高點和 2018
年 6 月 11 日上證綜指收盤報

3052.78 點來看，跌了逾 4 成。

據      《21 世紀經濟報導》，

2747 支個股中有 9 成 3 年來是

下跌的，跌逾 50% 的多達 1737
支。自今年 5 月下旬以來，A
股跌多漲少。外界分析指出，官

方為了防範風險而持續推動的金

融去槓桿，也傳導到股市，造成

資金面吃緊。而大陸的高房價也

讓資金更願意留在房市，而非股

市。（轉載自中央社）

房貸斷供的魅影已悄然現身 中國A股3年表現不佳 
工業富聯早盤續跌【看中國記者丁曉雨

綜合報導】中國住建部、

財政部和央行近日聯合發

布《全國住房公積金2017

年年度報告》，報告顯示，

2017年度全國住房公積金

貸款逾期金額10.58億。

（Getty Images）

（Fotolia）

中國有些省分養老保險金已經入不敷出。（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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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夏季脫妝小竅門

妝前冷卻肌膚

化妝前，讓肌膚溫度降低，是防夏季

脫妝的基礎方法之一。如果您的肌膚降

溫，便不容易出油，持妝度也能停留在比

較好的狀態。這個步驟能讓皮脂腺分泌變

得較為緩慢，達到肌膚保持低溫、毛孔收

縮的目的。

那要如何使臉部肌膚溫度降低？拿取

冰毛巾覆蓋臉部約 10 分鐘左右，便可達

到目的。

文 / 郭潔 圖 / Fotolia

底妝不宜厚重

許多女性為了擔心脫妝，所以在上底

妝時會上得特別重，其實想要不脫妝，還

是得選擇適合自己膚質的彩妝品，彩妝質

地與膚質一旦合適了，當然不容易掉妝、

花妝了。另外，粉上得越多，看起來會像

是戴了一層厚厚的白面具。如果粉上得

少，脫妝機率就會大大降低了。

補妝技巧

不一定得使用吸油面紙，因為用完吸

油面紙後，臉部肌膚會更乾，導致粉反而

比較難推勻。可以用將海綿取代吸油面

紙，也能吸附面部油脂。

上妝手法

臉部肌膚能不能吃妝，其實上妝手法

也很關鍵，因為上妝的方式常常也能決定

浮粉與否。有的專家比較建議海綿，讓海

綿吸收過多的彩妝，使面部的妝容不致過

度厚重。另一種辦法是採用手指上妝，因

為手部的溫度會造成肌膚較為吃妝，因此

也很被建議使用。

眼妝脫妝

若是眼妝，如：眼線、睫毛脫妝，不

要用乾的棉花棒來推，用濕的棉花棒才能

把暈開的眼妝給清除掉。市面上也有一種

彩妝修正筆，價格比棉棒高上許多，但也

有許多愛好者。

分區使用彩妝品及妝前乳

臉上的 T 字部位是比較容易出油的

區塊；U 字部位，也就是兩頰外側，反

而比較容易乾。在夏日，高溫讓容易出油

的部位更加容易出油、出汗。如果您習慣

使用妝前乳，請按照濃稠程度來分區使

用，當然整個夏天都換一組清爽型的保養

品及彩妝品也是一種方式，如果希望講究

一些的，就在臉上分區使用吧！ T 區塊

使用控油的清爽型產品，U 字盡量使用

保濕型，或是預先使用保濕型保養品，彩

妝才能服貼，不容易浮粉。

基本化妝水打底

這個步驟的目的是要讓肌膚的保水度

提升，彩妝才服貼。請記得使用比較溫和

的保濕型化妝水，夏天如果要使用乳液，

可以多斟酌自身膚質以及習慣，如果容易

長粉刺或脂肪粒的體質，盡量不要使用較

油或較黏膩的產品為佳。另外，缺水乾燥

也會讓皮膚大量分泌油脂，所以使肌膚維

持油水平衡的狀態，控制臉部的出油量，

彩妝才會持久且服貼。

炎炎夏日的高溫，對於化妝的

女性來說是一大困擾，高溫容易讓

臉上的妝容糊掉、暈開，那麼夏季

應該使用甚麼方法上妝，才不會脫

妝呢？《看中國》編輯為您準備了

幾個方便又實用的小技巧，讓您夏

季頂著豔陽出門，妝容還是能完好

無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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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因您而中國民族風

 Costco的12種潛規則
【看中國訊】據《北美省錢

快 報》報 導，Groupon 現 有

Costco Gold Star 一年期新會

員促銷，送 20 現金卡 + 價值

$64.98優惠券，現價僅售$60。
價值 $64.98 優惠券包括：

免費 72 個 Kirkland Signature5
號電池（價值 $19.99），免費

Kirkland Signature 消毒溼巾 4
包（價 值 $9.99），$10 off 肉

類購物（包括 : 牛肉、雞肉、豬

肉、海鮮等），滿 $250 減 $25 
Costco.com 官網購物優惠券。

報導說，很多人是 Costco
的 忠 實 顧 客。 每 週 逛 一 次

Costco，每次都有新感覺，從

日常用品到家居用品，從眼鏡到

汽車，感覺在 Costco 甚麼都能

買到。北美君分享 Costco 的如

下潛規則：

1.不是每種商品 
都需要會員身分

沒想到吧？雖然是大家買會

員，但第一條卻是告訴大家不是

所有商品服務都需要會員！

Costco 員 工 透 露， 測 視

力、買酒、買汽油、買藥或接種

疫苗這些商品服務沒有會員也可 
購買。

2.從超市中間開始購物
Costco 很「心機」地把最

划算的特價商品都放在超市中

間，然後在門口擺放較貴商品，

可別被它給騙了。

3.為甚麼商品擺放的 
位置總是會變？

原因無他，就是為了引

起你的注意，然後讓你買買

買！因為有研究表明，擺放

位置的變動能激起顧客探索

的 欲 望， 就 像 是 尋 寶 遊 戲 
一樣。

4.如何買到 
商品的最低價

如果某款商品是以 $0.97 結

尾，就說明它已經是降價商品。

另外，如果價格前面加了星號

（*），那代表它不會再補貨，這

個價格已經是它的最低價。

5.大批量購買不一定好
雖然大批量購買很省錢，

但最好不要為了省錢一次性買

太多，特別是標註了「best used 
when fresh」的商品。

6.忘記優惠券這回事
Costco 一 般 情 況 下 不 怎

麼接受優惠券，如果想要得

到最大優惠折扣，那就得記

得時刻關注 Costco 官網優惠 
更新。

7.別擔心錯過促銷
如果你購買的商品，在你

購買後促銷時間短於 30 天，

Costco 承諾給你彌補差價。

8.有不少奇葩商品
只 有 你 想 不 到， 沒 有

Costco 買不到！

Costco 作 為 一 家 便 民 企

業，不僅承包了衣食住行，還為

死者提供安眠之所——棺材和骨

灰盒。

9.最佳購物時間
每週一和工作日早上是購物

者人最少的購物時間，此時購物

不用排長隊繳費；另外每年夏末

是室外家具大減價的時間。

10.員工沒有折扣
Costco 的 員 工 沒 有 折 扣

價，但是他們可以成為免費會

員。

11.如果你想買的 
東西沒有

如果 Costco 買不到你想要

的東西，那就給他們提建議，發

動親戚朋友一起提，提的人數和

次數多了以後，Costco 就會考

慮進貨啦！

12.你身邊的顧客 
可能是保安偽裝的

爲了防火、防盜，Costco
會安排保安僞裝成顧客四處巡

查。給人的感覺也是用心良 
苦了。

【看中國訊】巧妙擦玻璃：

1、窗上玻璃或玻璃鏡有陳

跡和油汙時，可用布或棉花滴上

少許煤油或白酒，輕輕擦拭，就

會光潔明亮。

2、鍍有金邊的鏡框、相框

或玻璃有汙垢，可用毛巾蘸剩啤

酒擦拭，使其潔淨光亮。

3、玻璃、鏡子上沾了油

漆、塵垢，用醋很容易擦淨。

4、用軟布或軟紙，在加有

酒精或白酒的水裡浸濕後，把鏡

子先擦一遍，再用乾淨布蘸些粉

筆末再擦一遍就非常乾淨了。

5、在水裡放些藍靛，會增

加玻璃的光澤。

6、擦洗玻璃時，先塗上粉

筆灰水或石膏粉水，乾後再用乾

布擦，易擦去汙垢，又易擦亮。

7、玻璃上有大面積油汙，

先用廢汽油擦洗，再用洗衣粉或

去汙粉擦洗，然後清水沖洗。

8、先用溼布把塵土揩去，

再把廢報紙搓成團在玻璃上擦，

報紙的油墨能很快把玻璃擦淨。

9、用洋蔥片擦玻璃窗，不

但能去掉汙垢，且特別明亮。

10、用殘茶擦洗鏡子、玻

璃等，去汙好。

教你如何 
巧妙擦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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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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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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週七天：上午11點∼下午6點（接受針灸按摩公司保險、WC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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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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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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談飲食養生有

「三因制宜」的內涵 ──

「因時制宜」、「因地制

宜」和「因人制宜」。根

據不同季節的天時氣候、

地域環境、體質狀態的特

點來選用適宜的飲食。

夏季最佳補品

——煲鴨湯

飲食健康

夏季炎熱潮溼，人體新陳代

謝旺、體力消耗大，易出現乏

力、食慾差、精神委靡等症狀。

考慮到人氣津兩虧的體質狀

態和自然環境裡的溼熱交結鬱蒸

對人的影響，故夏季中醫飲食養

生的原則是：扶正攻邪，亦即益

氣生津、清熱利濕。

夏季進補，推薦喝鴨湯。

《本草綱目》記載：「鴨肉性昧

甘、寒，填骨髓、長肌肉、生津

血、補五臟。」「主大補虛勞，

最消毒熱，利小便，除水腫，消

脹滿，利臟腑，退瘡腫，定驚

癇。」

鴨屬水禽，性寒涼，富含人

體夏天亟需的蛋白質、維生素、

礦物質等營養，且能防病、療

病。鴨肉入脾、胃、肺、腎經，

能養胃、滋陰補虛、利水消腫，

從中醫「熱者寒之」的治病原則

來看，尤其適合體內有熱、上火

者食用，如：低燒、虛弱、食

少、水腫、大便乾燥等夏季常見

的病症。

褒湯是鴨肉的最佳烹飪方

法，養生老鴨湯是老鴨和一些有

營養的中藥等煲出來的湯，能充

分發揮鴨肉的食療作用。

喝鴨湯補身，能夠視個人

的體質狀況、配合中藥或食物

進行，療效更佳。經常患上咳

嗽、感冒等呼吸道疾病等體質

較弱者，褒鴨湯可加山藥、

蓮子、黃芪、西洋參，通常為

30～ 60g；女性多喝加入百合、

玉竹的鴨湯，可以收到養顏護

膚功效。

糖尿病患者所喝的鴨湯，不

妨加入苦瓜、50g 地錦草；高血

壓患者烹煮鴨湯時，可加入黑豆

或赤豆、60 ～ 100g 枸杞；肺

結核病患則可以在製作鴨湯時，

加入百合、蟲草或南沙參。

夏天吃薑好處多

當夏天各種細菌、病毒大量

繁殖時，一不小心吃了不潔的食

物很容易「病從口入」。薑是天

然的抗菌劑，適當吃些生薑或用

乾薑加沸水沖泡後飲用，有防治

作用；拌涼菜時多放點薑末，亦

能消毒殺菌；用生薑水含漱，能

消滅口腔和腸道致病菌，還有治

療口臭和牙周炎的療效。研究發

現：生薑能起到某些抗菌素的作

用，尤其對沙門氏菌特別有效。

夏天吃薑還能「防寒」，一

是防「風寒」，因為許多人夜晚

都開著空調睡覺，寒氣入侵毛

孔，早晨起來可以喝杯薑茶抵擋

一下。二是防「內傷寒」，夏天

大量喝冰凍飲料是常有的事，可

是寒氣極易損傷五臟六腑，常吃

點薑能夠暖胃，避免寒氣積累起

來，不利健康。

煮薑湯的妙招

夏天吃薑好處超多，薑湯是

最簡單的一種料理方法，只要把

薑敲扁丟進水裡煮就成了，不

過，煮薑湯也有以下三種禁忌需

要注意，才能發揮最佳效果。

1.用新鮮的薑
首先，熬薑湯要挑選表皮完

整、柔軟、顏色鮮豔，外形飽滿

的新鮮薑，不要挑選存放時間過

久，已經發乾、發黑的薑。

新鮮的薑裡面含有薑醇，如

果薑放太久，薑醇就會轉變為薑

烯酚，此物質刺激性較強，比較

利於消炎，因此若是用久放風乾

的薑來煮湯，要注意其刺激性，

最好不要空腹喝。

2.不要煮太久
新鮮的薑裡所含的薑醇，能

夠幫助血液循環，有散寒的功

效，但是薑醇會因為高熱而揮

發，所以薑湯煮久了反而沒有效

果，通常煮 15 分鐘左右即可，

而且要趁熱服用。

如果特別喜歡薑的辣勁，只

要多放一些薑，將薑弄碎，直接

加入沸水中燜 10 幾分鐘，再放

入黑糖或紅糖，就可以喝到優質

的薑湯，驅寒效果也非常好。

但薑湯太辣可能會引起不

適，甚至因而喉嚨發痛。

3.早上喝薑湯最好
「早吃薑，補藥湯」，吃薑

最適合的時間就是早上，此因薑

最擅於宣發陽明經的陽氣，而早

晨正是氣血流注陽明胃經的時

候，此時吃薑能生發胃氣，促進

消化。且薑性辛溫，能加快血液

流動，起到提神的作用，養生保

健的效果最好。

正午心經的氣血最盛，對於

本身心火旺的人而言，此時吃薑

心火燒得更旺，肺就遭殃了，會

引起咳喘痰熱等各種症狀。

至於晚上則比較不宜吃

薑，因為晚上人體應該養陰，

而薑是宣發陽氣的，此時吃薑

會刺激神經，影響心臟功能；

鬱積內火，耗肺陰，傷腎水；

使人精神興奮，無法安眠。尤

其晚上喝酒的話更不宜用薑菜

下酒，薑和酒都是大熱之物，

薑借酒力入經絡，酒借薑性入

臟腑，易造成身體損傷。

化解吃薑的耗損

生薑味辛、性溫，能暖胃驅

寒、刺激消化。中醫師認為，體

質適合的人，其實晚上吃薑也沒

有關係，但是如果體質比較燥熱

就不宜吃薑，例如：容易嘴破、

火氣大、長痘痘的人，任何時候

吃薑都會造成一個耗損的作用，

特別是吃濃縮的薑母鴨、羊肉爐

等料理，更是火上加油。

體質屬陰虛火旺、目赤內熱

者，或罹患肺炎、肺結核、肺膿

腫、痔瘡、胃潰瘍、膽囊炎、腎

盂腎炎、糖尿病、癰腫瘡癤者， 夏季進補，推薦喝養生老鴨湯。

俗 諺 云：「 冬 吃 蘿

蔔夏吃薑，不用醫生開藥

方。」其他季節不吃薑都

無妨，可是夏天是吃薑養

生的最好時節，因此，到

了夏天，大家最好要吃一

點薑。

也不宜長期食用生薑。

不過，體質燥熱者吃薑也有

方法可以化解，只要在食物裡加

一些蘿蔔、白菜、豆腐、西紅柿

（番茄）、菇類等清涼的食物一

起煮，就不會上火了。

冬瓜湯加薑絲，一寒一熱，

也綜合了食物的調性。

如果體質燥熱吃太多的生薑

料理，還有一個補救之道——準

備一些菊花、甘草、元參、金銀

花、麥門冬、夏枯草等沖泡成茶

飲，吃過生薑料理後喝一杯，就

能清涼退火了。

生薑雖好，但屬熱性食物，

也不宜多吃。更不要吃腐爛的生

薑，腐爛的生薑毒性非常強，可

使肝細胞變性、壞死，誘發肝

癌、食道癌等。

紅糖薑湯緩解風寒感冒

治療感冒須要辨證論治，夏

季氣候多變，得風寒感冒者不

少，會出現畏寒、流清鼻涕等症

狀。

此時，可取生薑 10 克洗

淨、切絲，先用開水泡 5 分鐘，

文火熬 2 ～ 3 分鐘，加紅糖 15
克調勻成「紅糖薑湯」。

生薑能發熱、祛風、散寒；

紅糖有養血、活血的作用，二者

搭配可改善體表循環，幫助排

汗，有緩解、治療風寒感冒的功

效，但不能用於暑熱感冒、風熱

感冒或流行性感冒，更不能治療

中暑。

風熱感冒時，人體已經感受

熱邪，如再服用生薑類的溫藥，

反而造成反效果。如果出現鼻子

乾燥、喉嚨癢、喉嚨發炎的症狀

也不能喝薑湯。薑會促進血液循

環，有發炎、出血的情形也不要

食用。

體質燥熱者吃薑時，加些蘿蔔、菇類等清涼食物，就不會上火了。

養生保健功效強

夏季保健

夏天吃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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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一試不同的烹飪方式，說不定有

令人出奇的美味效果。蔬菜凍是一種能

同時享受視覺與味覺的料理，大人小孩

都會喜歡。

食材
四季豆、秋葵、玉米筍、西芹、杏

鮑菇、紅椒、黃椒、茄子適量。

凍汁材料：吉利丁片10g、雞高湯

400cc。

作法
備料：蔬菜清洗乾淨。西芹、四

季豆去筋。彩椒去籽及內膜。杏鮑菇、

西芹、彩椒切長條片狀備用。

鹽水煮蔬菜：煮滾一鍋水，加入

鹽。分別汆燙蔬菜，依喜歡的蔬菜口感

決定汆燙的時間。起鍋後蔬菜泡浸冰水。

準備蔬菜凍的容器。容器底部先

放一張保鮮膜，才好脫模。

雞湯凍汁：a. 吉利丁片以冰水泡

軟，擠乾水分。b. 以小火加熱雞高湯，

煮滾後加入吉利丁和調味料，一起攪拌

均勻，熄火。c. 放冷至開始凝結稠狀。

按成品要呈現的剖面，依序放入

蔬菜排列整齊，再倒入雞湯凍汁。最後

用保鮮膜密封，冰鎮定型，切片食用。

文 / 米娜 圖 / Fotolia

    蔬菜是大自然賜給我們

的禮物，嘗試各種蔬菜和烹

調方式，做出百變蔬食好滋

味。蔬菜好滋味享 
受

烤
蔬
菜
沙
拉


鼓勵孩子多吃蔬菜，可嘗試不同的

方式，例如：變化蔬菜的切割形狀；或

是將蔬菜與孩子喜歡的食材一起烹調，

例如：添加起司等。這樣，可以借助鮮

豔的色彩和變化的形狀，提升孩子對蔬

菜的興趣。

食材
櫛 瓜（zucchini）、 洋 蔥、 彩 椒、

土豆、茄子適量、新鮮馬蘇里拉起司

（mozzarella）適量、新鮮巴西里葉。

沙拉醬汁：橄欖油、紅酒醋適量

（油醋比例 3：1）、鹽、黑胡椒少量。

作法
備料： 蔬菜洗淨瀝乾，食材切適

合大小。烤箱以 250 攝氏度先預熱 10 分

鐘。

土豆需要前處理。將土豆放入滾水

裡，煮至八成熟，瀝乾水分。

烤盤抹上食用油。將所有食材全部

鋪在烤盤上，橄欖油均勻倒在所有食材上

面，撒上少量鹽。烤盤送入烤箱，以250
攝氏度，約烤20 分鐘。

取出烤盤，將蔬菜與撕小塊的馬蘇

里拉起司一起裝填入大碗裡，食材壓密緊

實，倒扣在大盤子上。

上菜前，淋上醬汁，撒上撕碎的巴

西里葉，風味更佳。

什
錦
蔬
菜
凍


涼
拌
四
季
豆


蔬菜的種類多樣，風味多元。多認識

蔬菜，可豐富自家餐桌的蔬菜菜餚。以涼

拌烹調蔬菜，既方便又能享受到蔬菜的原

汁原味。

食材
四季豆 200g、辣椒（或紅椒）少量。

調料：蒜頭1 瓣、鹽1/2 小匙、芝麻

香油 2 小匙、開水 50cc。

作法
備料：四季豆洗淨，去筋。煮滾一

鍋水（水量必須足以淹過所有食材），加

入少量鹽，放入四季豆，煮熟撈出，放入

冷開水中，降溫後撈出，瀝乾水分備用。

四季豆切小段，辣椒去籽切絲備用。

混合調料，拌入作法 中。翻動

食材，使之均勻沾裹醬汁。盛盤排列整

齊，即可上菜。

（請提前一日預訂）

Crowchild Square (#1B) 5403 Crowchild Trail NW   

  Open：Mon～Sun  
              11am~2pm  
              4pm~10pm

 (403) 208-3533

SNOW PALACE RESTAURANT

龍崗貴妃雞

豪
華
鮑
魚
套
餐

鮮
果
大
蝦
沙
律

百
花
釀
蟹
鉗
（
十
隻
）

蒜
子
瑤
柱
甫

紅
燒
蟹
肉
大
生
翅

紅
燒
六
頭
鮑
魚
（
十
隻
）

金
銀
蒜
蒸
雙
龍
蝦

南
乳
吊
燒
雞

清
蒸
老
虎
斑

生
炒
糯
米
飯

鮑
汁
幹
燒
伊
面

精
美
糖
水

$588

壽
筵
喜
慶
十
人
宴

一
品
大
拼
盤

紅
燒
雙
喜
翅

百
花
釀
蟹
鉗
（
十
隻
）

彩
鳳
玉
帶
子

上
湯
焗
雙
龍
蝦

貴
妃
龍
崗
雞

海
參
鮑
脯
扒
菜
膽

清
蒸
海
上
鮮

蛋
白
瑤
柱
炒
飯

紅
燒
伊
麵

精
美
糖
水

$388

豐
澤
填
鴨
席

北
京
片
皮
鴨

香
酥
炸
蝦
丸

XO

醬
炒
三
鮮

花
膠
鴨
絲
羹

貴
妃
龍
崗
雞

上
湯
雙
龍
蝦

清
蒸
海
上
鮮

瑤
柱
花
菇
扒
菜
膽

魚
子
海
皇
飯

乾
燒
伊
麵

精
美
糖
水

$298

八寶鴨

擔擔面

鮑
魚
四
和
菜

紅
燒
雙
喜
翅

琥
珀
蝦
球
炒
帶
子

上
湯
焗
龍
蝦
（
煎
面
底
）

紅
燒
六
頭
鮑
（
四
隻
）

當
紅
炸
子
雞
（
半
隻
）

絲
苗
白
飯

精
美
糖
水

$158

鮑
魚
六
和
菜

紅
燒
雙
喜
翅

琥
珀
蝦
球
炒
帶
子

上
湯
焗
龍
蝦(

煎
面
底)

紅
燒
六
頭
鮑
（
六
隻
）

古
法
蒸
蘇
眉

貴
妃
龍
崗
雞
（
半
隻
）

絲
苗
白
飯

精
美
糖
水

$228

蝦餃

紅燒獅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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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社區 D5VISION TIMES      www.secretchina.com 第 7期    2018年 6月 21日—6月 27日     Community

卡城一周好去處

艾爾德裡市初夏集市
時間：6月22-23日，週五—週六， 
下午3：30—晚7：30
地點：Best Western Airdrie 
（121 Edmonton Trail SE, Airdrie, AB）
活動內容：距卡城20分鐘的北部小鎮舉辦初
夏第一個屋頂市場，有來自紅鹿市或卡市最
受歡迎的供應商，除了室內集市，還有開放
的屋頂概念，有特色屋頂市場。

蘇斯博士快樂閱讀時光
時間：6月23日—8月25日，每週六上午11：00—下午3：30地點：卡城西北萊利公園 
 （Riley Park, 8Ave & 12 St NW）
活動內容：夏季每週六（天氣允許）在萊利
公園設立閱讀帳篷，以促進兒童讀寫能力！
孩子們將能夠與志願者一起閱讀書籍，免費
做手工和塗面等，每週有不同主題。

卡城東北水上公園週三半價

時間：6月27日，週三，下午4：00—晚10：00
地點：卡城Village Square Leisure Centre 
（2623 56 Street NE）
活動內容：卡城東北水上公園，有人造波瀾，

各式滑梯，熱水池，桑拿浴，嬰兒池，適合各

年齡段。週三下午4點後門票半價。

卡城西南水上公園週二半價

時間：6月26日，週二，下午4：00—晚10：00

地點：卡城西南Southland Leisure Centre 

（2000 Southland Drive SW）

活動內容：卡城西南水上公園，有人造波瀾，各

式滑梯，熱水池，桑拿浴，嬰兒池，適合各年齡

段。週二下午4點後門票半價。

Beltline 地區再開發公眾諮詢會

時間：6月27日，週三，下午4：00—晚7：00
地點：卡城東北部 Genesis Centre 
（7555 Falconridge Blvd NE）
活動內容：分享您對卡城未來文化和娛樂的想

法。與項目團隊談話並對地區再開發項目進

行了解。

卡勒威遊樂園祖父母特價活動

時間：6月23—24日，週六、日，上午10：00—下午7：00
地點：卡城西部卡勒威遊樂園 
（Calaway Park: 245033 Range Road 33）
鏈接：calawaypark.com
活動內容：加西規模最大的戶外家庭遊樂園，

家庭娛樂的好去處。這個週末遊樂園歡迎孩子

們和爺爺奶奶共渡週末，有孫子的陪同下祖父

母的門票可享受半價。

時間：6月28日，週四，上午10：00—下午4：00
地點：卡城東南部 Pearce Estate Park （1440 17A Street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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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動冒險兒童公園

免費學前班活動

時間：6月23日，週六下午2：15 —下午3：00

地點：卡城南部Fish Creek公立圖書館 

（11161 Bonaventure Drive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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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unity 
Calendar

卡城市中心手工藝品集市
時間：6月24日，週日， 
上午11：00—晚7：00
地點：東村區East Village District  
（439 8 Ave. SE）
鏈接：www.ourparkonline.com
活動內容：PARKSALE是一個戶外手工品市
場，出售獨家制家庭用品和手工製品，各式商品，玲瑯滿目。活動免費，面向公眾和家庭。

Volunteer Information

卡城公立圖書館 
誠招義工

地址：各圖書館

電話：403.260.2600
網址：www.calgarylibrary.ca
工作內容：卡城圖書館為成人和青少

年提供志願者機會，分享您的技能和

熱情，幫助社區蓬勃發展。詳情可上

網找查詢或在當地圖書館問詢，需填

寫申請表。

卡城動物園 
誠招義工

地址：1300 Zoo Road NE
電話：403.232.9300
網址：www.calgaryzoo.com 
工作內容：卡城動物園有很多有趣和

重要的義工機會包括迎接遊客，園林

綠化，在美麗的蝴蝶園中度過美好的

一天等等。

卡城長者協會 
誠招義工

地址：3639 26 Street NE
電話：403.943.4702
電話：www.calgaryseniors.org
工作內容：卡城長者協會有適合各種

時間安排的義工機會。所有職位都有

稍微不同的要求，但都必須年滿18
歲。

卡城讀者 
為義工提供優質培訓

地址：105, 105 12 Ave SE
電話：403.777.8254
工作內容：卡城讀者（Calgary 
Reads）為義工提供優質的培訓和不斷

的支持。這是一項極有意義的活動，

對孩子的生活產生巨大的影響，給您

成就感和滿足感。如果感興趣，可參

加我們的定期義工培訓課程，以便更

多了解如何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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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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美慧

神州
大地

河南白馬寺坐落在河南省洛

陽市老城區以東的一片古樹之

中，有著悠久的歷史，始建於東

漢永平十一年，即公元 68 年，

距今已逾二千餘年，因此有「中

國第一古剎」的稱號。

白馬寺是一座坐北朝南的

長方形院落，主要建築包括天

王殿、大佛殿、大雄殿、接引

殿、毗盧閣、齊雲塔等，是佛

教傳入中國以後所修建的第一

座寺院，寺內至今仍留存有大

量的元代夾紵乾漆造像，如：

三世佛、二天將、十八羅漢

等，均十分珍貴。

自洛陽白馬寺開始，中國的

僧院便泛稱為寺，白馬寺也因此

成為中國佛教的起源地。曾經有

多位高僧，甚至是外國名僧均來

此覽經求法，因此白馬寺被尊稱

為「祖庭」以及「釋源」。歷史

上白馬寺曾幾度興廢、重修，其

中以武則天時期所興建的規模最

為龐大。

發揚忠義精神的所在地 
——關林

自古以來，關羽「忠義勇

武」的形象即備受華人推崇與信

仰。當年關羽敗走麥城，呂蒙將

其首級砍下並帶回給孫權，孫權

因擔心劉備會出兵替關羽報仇，

便將關羽首級獻給曹操，企圖嫁

禍給他。曹操向來敬重關羽的為

人，便以沉香木為身軀，與他

的首級一起用王侯之禮厚葬於

洛陽。而位於洛陽市南郊的「關

林」便是埋葬關羽頭顱的地方。

園內古柏翠松，隆塚豐碑，殿宇

堂皇，是與至聖先師孔子齊名的

「武聖人塚」。

關林的建築規格是按照宮殿

形式修建的，布局嚴謹壯觀。廟

前有戲台，中軸線建築依次有大

門、儀門、甬道、拜殿、大殿、

二殿、三殿、石牌坊、林碑亭、

關墓。

在中國古代封建禮制中，皇 
帝 墓 葬 稱「陵」， 王 侯 墓 稱

「塚」， 只 有 聖 人 墓 才 能 稱

「林」，而媲美洛陽「關林」的

武聖關羽，也只有山東曲阜「孔

林」的文聖孔子，可見得關羽在

人們心中的地位有多麼崇高了。

千年古都

牡丹王國 

洛陽是華夏文明起源的所在

之一，文化底蘊十分豐富。因洛

陽城而被世人所熟知的牡丹，藝

術水平名揚天下的龍門石窟，歷

史悠久的中國第一古剎白馬寺，

以及發揚忠義精神的關林……細

細品讀這座千年古都，你也能感

受到一種時光沉澱下來的靜謐與

安詳。

居天下之中  
地理位置優越

洛陽早期因居於洛水的北

邊，又稱為「洛」，是我國歷史

上時間最長，朝代最多，定都最

早，且時間跨幅最大的都城。

洛陽城位於河南省的西邊，

地處中原地區，居天下之中心，

西靠秦嶺，東向嵩山，北鄰太行

山，又有黃河可作為屏障，南望

伏牛山，可說是山脈大川縱橫相

錯，有著「山河拱戴，形勢甲於

天下」的美譽，如此優越的地理

位置使得洛陽成為了軍事要地，

也是歷朝歷代諸侯群雄逐鹿中原

的必爭之地，是歷史上重要的政

治、經濟、文化中心。 
隋煬帝時期，朝廷開通大運

河，其中永濟和通濟這兩段溝渠

就是分別以洛陽為核心，然後向

東北、東南方向修建延展的，洛

陽也因此一舉成為隋唐運河的中

心和當時全國規模最大的糧食集

散地。隋朝時，曾在洛陽修建了

兩座大型糧食儲備基地，其中儲

存的糧食一直到唐朝貞觀年間都

沒有消耗完，可見糧倉容量之

大，儲存的糧食數量之多。

最強大的兩國首都 
——東洛陽、西羅馬

洛陽城自古以來就是個繁華

昌盛的城市，西漢時期，雖然不

是都城，但經濟繁榮，是全國商

品的流轉站，各地商品在這裡交

易後經長安再向西域進發。到了

東漢時期，洛陽更躍升為首都，

成為一個國際化的大都市，和羅

馬並稱為世界上兩個最強大國家

的首都之一。

東漢時期，班超出使西域，

打通了荒廢已久的絲綢之路，首

次將絲綢之路延伸到歐洲的羅

馬，而羅馬亦派使臣順著絲綢之

路來到中國，並在洛陽覲見了大

漢皇帝，洛陽因此成為了絲綢

之路的東方起點。這也是中國

歷史上首次和羅馬交往，所以

歷史上有「東洛陽、西羅馬」的 
說法。

到了隋唐時期，是絲綢之路

最興盛的時候，當時洛陽已是一

個具有相當規模的經貿中心，不

僅在國內占有重要地位，也是當

時的國際商業貿易中心。

洛陽牡丹甲天下

牡丹是中國的傳統名花，花

蕾碩大，色澤豔麗，國色天香，

自古就有富貴吉祥、繁榮昌盛的

寓意，代表著中華民族泱泱大國

的風範 ,。
牡丹又名「洛陽花」，由此

可知牡丹與洛陽的因緣匪淺。洛

陽人愛牡丹，再加上洛陽的氣候

非常適合種牡丹花，因而使得牡

丹與洛陽結下了不解之緣，洛陽

也因此有「洛陽牡丹甲天下」、

「千 年 帝 都、 牡 丹 花 城」 的 
美譽。

牡丹之所以成為洛陽的名

花，除了氣候適宜之外，還流傳

著這麼一個典故。

據傳，洛陽的北邙山從前是

座牡丹山，每年春天，豔麗的牡

丹花便會開滿整座山野。由於牡

丹太多，所以當地的人便毫不珍

惜的砍下牡丹來當柴火。

當時有位年輕的農民春哥，

看見牡丹被燒，覺得很可惜，就

帶回去栽培。有一年的仲秋月

夜，一位美麗的姑娘出現在春哥

家裡，為了感謝他對牡丹的栽

培，便贈送繡有牡丹的被子和手

帕給他。

春哥問：「姑娘從哪裡來？

為甚麼送我這麼精美的禮物？」

話一說完，姑娘便驟然消失，

春哥一看，手帕上繡有一首詩：

「芳名稱為洛陽花，氓山嶺上是

我家。感君一片惜花意，明年穀

雨見奇葩。」

翌年，春哥家裡種的牡丹紛

紛開出紅、黃、白、紫、綠、墨

等各種顏色的花朵，於是很快

地，牡丹花開滿了整座洛陽城，

並且一代傳一代，洛陽牡丹因此

名滿天下。

石刻藝術的代表 
——龍門石窟

龍門石窟是中國著名的三大

石刻藝術寶庫之一，位於河南

省洛陽南郊 12 公里處的伊河兩

岸，並與山西雲岡石窟、甘肅敦

煌莫高窟以及甘肅麥積山石窟並

稱為中國的四大石窟。

龍門石窟至今仍存有窟龕

2100 多個，造像 10 萬餘尊，

碑刻題記 3600 餘品，多在伊水

西岸。數量之多位居中國各大石

窟之首。其中「龍門二十品」是

書法魏碑精華，唐代著名書法家

褚遂良所書的「伊闕佛龕之碑」

則是初唐楷書藝術的典範。

龍門石窟最早於北魏孝文帝

遷都洛陽，即公元 493 年的前

後開始興建，後又經歷長達 400
餘年的多個朝代大規模的營造，

是歷代皇室貴族祈願造像最為集

中的地方。

中國最早的佛寺 
——白馬寺

洛陽，中國四大古都

之一，是有300多年文明的
帝都王城，也是十三個朝代

的王都。「華夏」、「中華」、

「中土」、「中原」、「中州」

等稱謂均源自於古老的洛陽

城和以洛陽為中心的河洛文

明。

龍門石窟（維基百科）

白馬寺（維基百科）

洛
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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