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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宮
十大鎮院之寶

故宮之所以讓人流連，在於它是一座藏寶巨庫，它超越了人對於世上奇珍的想像。每個來到

故宮的人，都會為這裡的國寶而著迷。在這座中國最大的博物館裡，有文物100多萬件，僅一級

文物就有萬件之多。因其價值，眾多愛寶之人不惜以生命相護，創造了文化史上的奇跡。

1宮廷之寶
乾隆款金

甌 永 固 杯 是

清宮禮制用

器， 黃 金 質

地，為故宮

宮廷文物的

代 表 作。 高

12.5 厘米，口

徑 8 厘米，足

高 5 厘 米， 口

邊刻有回紋。

根據清「內務

府活計檔」記載，

乾隆皇帝對此杯的製

作十分重視，不僅調用

內庫黃金、珍珠、寶石等

珍貴材料，而且精工細作，曾

多次修改，直至皇帝滿意為止。因

此，該杯一直被清代皇帝視為珍

貴的祖傳法寶。

「金甌」寓意國家政權，取名

「金甌永固」則反映永遠鞏固地保

持政權的一種願望。它是清代皇

帝每年元旦舉行開筆儀式時專用

的酒杯。每當元旦子時，皇帝在

養心殿，把「金甌永固杯」放在紫

檀長案上，倒入屠蘇酒，親燃蠟

燭，提起毛筆寫下祈求江山社稷

平安永固的吉語。

青 玉 雲

龍 紋 爐 為 故

宮 玉 器 的 代

表 作 品。 宋

代 出 品， 高

7.9cm， 口徑

12.8cm， 爐

青玉質。通體

以「工」字紋為

底，上飾游龍、

祥雲和海水紋。

器內底陰刻乾隆七

言詩一首：「何年廟

器贊天經，刻作飛龍

殿四靈。毛伯邢侯異周

制，祖丁父癸似商形。依

然韞匵閱桑海，所惜從薪遇丙

丁。土氣羊脂胥變幻，只余雲水

淡拖青。」末署「乾隆戊戌孟秋

御題」。

宋時，受理學「格物致知」

思想的影響，文玩鑒賞成為時

尚，對三代青銅器的研究也頗有

成果。於是，宋代的玉器形制便

又多出了一個類別，那就是仿古

青銅器玉器，簡稱仿古玉器。本

器即以青銅簋為藍本，但在器型

和紋飾上多有增損變化，玉料也

不是黃色。（下文轉 A2）

郎 窯 紅 釉 穿 帶 直口瓶

為故宮陶瓷的代表作品。高

20.8cm， 口 徑 6.1cm， 足 徑

9.1cm。景德鎮有句話說「若

3玉器之寶

2陶瓷之寶

要 窮， 燒 郎

紅」，因為其燒製極為困

難，數百窯亦難燒成一件。 18
世紀初，江西巡撫郎廷極奉康熙

之命到景德鎮主持御窯，試圖燒

製出失傳數百年的祭紅，雖未成

功，卻成功地燒製出另外一種更

為鮮亮的紅釉瓷器，人們把這種

瓷器以他的姓氏命名。

訂座電話
(403)208-3533

SNOW PALACE RESTAURANT
午市：11am~2pm 晚市：4pm~10pm

Crowchild Square
#1B 5403  Crowchild Trail NW

SHAGANAPPI TRAIL

JOHN LAURIE BLVD NW
CROWCHILD TRAIL NW

SARCEE TRAIL NW

53RD  STREET NW

Dalhousie
C_Train Station

即點 即蒸多
款
精美實惠點心

午
市

提
供

蝦餃
shrimp dumplings

奶黃流沙包
steamed egg yolk custard buns

燒餅
  baked sesame seed cake

擔擔麵
szechuan style handmade noodles in soup

soup dumplings
小籠包

魚子燒賣皇
pork dumplings

瑤柱珍珠雞
steamed mini sticky rice in lotus leaf

濃湯鮮竹卷
  soup of bean curd skin roll

豆沙鍋餅
 mashed sweet bean c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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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銅之寶

亞酗方尊：商代酒具，大

族象徵。

亞酗方尊為故宮青銅器的

代表作品。青銅器的產生是古

代中國走向文明時代的重要標

誌之一。尊是盛酒器，流行於

商早期至春秋戰國時期。方尊

傳世較少。上世紀 70 年代在山

東益都蘇埠屯出土了幾件帶有

亞酗銘文的青銅器，從挖掘的

墓穴來看，規模都不小，加上

眾多的帶有亞酗銘記的器物，

說明它們所代表的可能是一個

大族。

5書畫之寶
〈清 明 上 河

圖〉為故宮書畫

代表作品，該畫

為張擇端所作，以

精緻的工筆紀錄了北

宋末葉、徽宗時代首都汴京（今

開封）郊區和城內汴河兩岸的

建築和民生。全圖分為三個段

落。在五米多長的畫卷裡，共

繪了 550 多個各色人物。

該畫首先收藏在北宋宮

廷，曾在宮內四進三出。其最

北京故宮十大鎮院之寶

才開始上朝理政、處理公務，不

過聖祖康熙通常在大清早就開始

早朝了。

據《大清會典》，清代早期

皇帝「月之每旬五日（即黃曆初

五、十五和廿五三天）御太和

殿受朝」，此稱常朝，並不討論

朝政實務；「折本降旨則有御門

之儀」，即所謂「御門聽政」。

康熙皇帝幾乎每天都會「御

門聽政」，冬春季早上 6 點、夏

秋季早上 5 點聽取官員匯報，

地點多在乾清宮前面的乾清門。

像抗擊沙俄的雅克薩之戰、平三

藩等重大決策都是由御門聽政決

策的。早朝後，康熙皇帝也會向

太皇太后請安，顯示皇帝以身作

大清盛世 政績卓越
中國最後一個王朝——大清

朝由滿族在十七世紀建立，當時

八旗將領率軍越長城，入主中

原，取代衰落的明王朝而一統 
天下。

作為外族的滿清王朝，通過

文化上的滿漢交融而結束明末亂

局，引導大清帝國走向了安定。

其間，中國的地域版圖拓展了三

倍，而大清帝國也讓歐洲啟蒙運

動中的哲人們仰慕不已。

作為少數民族的滿族只占中

國人口的一小部分，卻治國超過

兩個半世紀。在北京紫禁城裡，

多位清代皇帝勵精圖治，其勤勉

和付出超乎後人想像。特別是史

稱「康雍乾盛世」的近 140年中，

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位皇帝最以

自律和奉獻精神為後人銘記。

下文即介紹皇帝們一日起居

的大略情形，對後人的啟示約略

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著眼：

早起晨讀 獨自用餐
根據內廷祕笈《起居注》，

凌晨 5 時左右，清朝皇帝會起

床穿衣。袍服會根據不同的季

節、月分、場合和時辰來選擇。

穿著停當，皇帝會進佛堂禮佛燒

香，然後進行早讀。

據《國朝宮史》，乾隆皇帝

會在乾清宮西暖閣及弘德殿，閱

列朝《實錄》《寶訓》一冊，在不

間斷參鑑前朝歷史、學習先祖聖

訓中，制定自己的治國方略。

早上 6 點到 7 點，皇帝已

完成早讀，前去用早膳。據滿族

習俗，大清皇帝每天只吃兩頓

正餐，一頓「早膳」，一頓「晚

膳」。晚膳不是現在習慣的晚

餐，其實是中午用膳，加上午

休，約在 11 點到下午 2 點半。

皇帝也常在下午 5 點到晚上

7 點再用一頓非正餐，稱為「晚

點」。三餐都是獨自一人用膳，

而不是飲酒作樂的豪華宴席。

勤政天下 親批奏摺
大清皇帝通常上午 9 點半

滿族是少數民族，只

占中國人口的一小部分，卻

建立了長達270年的大清王
朝，其中「康雍乾」三代盛世

就超過了130年。大清皇帝
在這段時間的治國成績斐

然，而究竟，這個卓越成就

是如何達成的呢？

文/雲卿 圖/公有領域 則「以孝治天下」。

大清皇帝日常聽取官員工作

匯報、處理政務，最普遍的形式

則是召對臣工，一般每天都會 
進行。雍正年間設軍機處，早起

由軍機大臣向皇帝奏事，或一人

獨自奏對，或多人奏對。地點在

養心殿西暖閣。如果擴大範圍商

討，則多傳旨在養心殿進行朝會

議事。

《國朝宮史》載，乾隆皇帝

每天用早膳時，先查閱王公大臣

的名牌，以確定要召見的官員，

在隨後一個半小時的時間裡分批

召見。如皇帝住紫禁城，一般在

乾清宮、養心殿等處的暖閣內單

獨召見。

皇帝接收大臣奏摺後會進行

閱批，下發「硃批諭旨」，直到

午時（11 點）。康雍乾三朝皇

帝都是上朝早、理政快；他們非

常勤政，批閱奏摺不用代筆，繁

忙的時候會至深夜。

自幼苦讀 知識淵博
大清皇帝能夠親批奏摺，除

了顯示勤政的精神之外，也是

反映的對自己學問的自信。試

想，大臣官員們個個即使不是狀

元、探花，也多是進士出身，

這些上奏給皇帝的奏摺也都一

定是寫得好文章，皇帝沒有一

定的自信，如何能夠直接「硃批 
諭旨」？

那是因為大清皇帝自幼即被

要求苦讀，所以知識甚為淵博。

根據《康熙起居註冊》記載。

皇子們清晨寅時（約 4 點）開始

在書房讀書，卯時（約 6 點）滿

文老師和漢文老師會抵達侍讀。

皇帝在辰時（約 8 點）可能會抵

達考核皇子讀書的情形。

到了巳時（約 10 點），皇

子的文章寫好了，交給滿文老師

和漢文老師批閱指點。

到了午時（約 12 點），皇

子用過膳後，繼續讀書。至於下

午，皇子也不得休息，要接受彎

弓射箭或其他的功課。皇帝也可

能再次親臨考核，康熙皇帝就曾

經親臨演示射箭的技巧。

大臣趙翼描述他在值班的時

候，看到早朝的官員都還沒到的

時候，皇子們已經隨著白紗燈

籠，進到書房去讀書了。趙翼讚

歎說，這樣的皇子等到親臨政事

時：「上下千古，成敗理亂，已

瞭然於胸中，以之臨政，復何事

不辦？」

養心為重 潛心藝文
皇帝用過午膳之後，如果不

需要繼續批閱奏章，通常會從

事一些文化娛樂活動，包括 : 作
畫、賦詩、看戲、欣賞文物和花

鳥魚蟲等；至晚上 9 點則沐浴

入寢，如此他們可以在第二天天

未亮之前就醒來。

另外，皇帝除了早晚要進佛

堂禮佛焚香，晚上 7 點到 9 點

間也要遵滿族的薩滿教傳統進行

祭祀。而祭天、祭地、祭五穀、

祭祖等在內的重大祭祀活動，一

定要皇帝親自出席並主持。

最成功的大清帝王不僅是善

於治國的一國之君，也是具有精

神高度、思想非常開闊的人。他

們身後留下很多修煉和思想方面

的著述。

清朝的皇子們則要從小接

受嚴格的傳統經典教育。康熙

帝《庭訓格言》中教育皇子要清

心寡慾，他說：「要多書則嗜欲

淡」、「平日不自放縱」。

順治和康熙兩位皇帝以乾清

宮西暖閣為寢宮。而雍正以後皇

帝，如居紫禁城，理政多在「養

心殿」前殿，居寢則在後殿。為

凝神養心，皇帝多是獨自一人就

寢。被召幸的嬪妃侍寢後，會在

皇帝寢宮的偏殿就寢。

大清皇帝們也是有卓越成就

的書畫家。乾隆皇帝以書法名

世，康熙皇帝除了書法造詣深

厚，亦如先賢孔子一樣好尚音

樂，潛心研究東西方音樂傳統。

大清王朝從建立之初就大力

支持藝術文化，這對他們成功治

理中原，無疑很有助益。

大清皇帝給後人的啟示

康熙帝朝服全身像

康熙為何令人敬佩？ 

6琺瑯之寶

掐絲琺瑯纏枝蓮紋

象耳爐為故宮琺瑯的

代表作品。元代出

品， 通 高 13.9cm，

口 徑 16cm， 足 徑

13.5cm。清宮舊藏。

此器釉質瑩潤，有的

部分釉質呈玻璃般的透明

狀，琺瑯色澤渾厚諧調，富麗

典雅。

「銅胎掐絲琺瑯」又稱「景

泰藍」，是北京著名的傳統工藝

品，因在明朝景泰年間盛行而

得名。實際上，早在中國元代

已出現掐絲製品。

後一次出宮，是當年溥儀和溥傑

偷偷運出宮廷，然後被帶到長

春，最終凌亂地堆在了東北博物

館的臨時庫房。

1950 年冬天，古書畫鑒定

專家楊仁愷無意中發現該圖。當

時已出現多幅該畫贗品，楊仁愷

最初不敢相信這幅就是真品，經

多方鑒定方確認其身份。

在《宋史 • 外國列傳》中記

載：「大食國」本波斯之別稱。

「大食」，是宋、元時期中國對

西亞阿拉伯地區的稱謂。有關

專家根據史料分析，該工藝大

約於 13 世紀末，由阿拉伯國家 
傳入中國。傳入之初，被稱作

「大食窯器」、「鬼國窯器」和

「佛郎嵌」。

法帖之寶

西晉陸機的〈平復

帖〉是故宮法帖的代表

作品，也是目前存世最

早的名人墨蹟，內容為陸

機向朋友問候疾病的書劄。

〈平 復 帖〉本

為清宮舊藏，嘉

慶 帝 將 其 當 作

珍玩稀品賞給

親王，遂流出

內府。民國期

間，為恭親王後

人珍藏。1937年，

為了給母親治病籌措

費用，恭親王後人意欲出賣，

幾經轉手落入英國。張伯駒以 4
萬大洋購入，並將自己的書房

命名為「平復堂」。不料日寇大

舉侵華，張伯駒攜家人避禍到

陝西，隨身將〈平復帖〉縫入隨

身衣被，從而使文物得以保全。

8織綉之寶

沈子蕃緙絲〈梅鵲圖〉軸為

故宮織繡的代表

作品。圖軸縱

104cm， 寬

36cm 中國古

代 緙 絲 被 認

為是絲織工藝

中最為高貴的品

種，古人以「一寸

緙絲一寸金」言緙絲作品之珍

貴。緙絲之高貴，首先因其耗

費工時巨大，以萬縷千絲成其

工巧，「如婦人一衣，終歲方

成」。其次，緙技易學難

精，雖摹緙書畫，並非

簡單的照葫蘆畫瓢，而

需要純熟的工藝技巧和

相當的書畫藝術修養，

許多緙絲書畫具有很

高的藝術鑒賞價值。

緙絲以其貴重而

漸為皇家所壟斷，現

存傳世緙絲珍品主要

集中在故宮博物院。

9鐘錶之寶

彩漆描金樓

閣式自開門群仙

祝壽御製鐘為故

宮 鐘 錶 的 代 表

作。 高 185cm，

面寬 102cm，側

寬 70cm。此鐘

共 有 7 套 機 械

系統，分別控制

走時、報時、景

箱內的活動裝置

等，技術水準相當高。根據

紀錄，從乾隆八年接旨著

手設計到十四年完工，

歷時五年多。 17 世紀

前，中國皇宮一直以銅

壺滴漏計時。意大利傳教

士利瑪竇帶著兩個西洋自

鳴鐘叩開了中國宮廷的大門。

10漆器之寶

張 成 造 款

雕漆雲紋盤

為故宮漆

器的代表

作品。高

3 . 3 c m，

口 徑

19.2cm， 盤 木

胎黑漆，內外均雕雲紋。堆漆

甚厚，晶瑩照人，刻工圓潤。

張成是元代雕漆大家，其

傳世作品被一致認為是雕漆作

品裡的珍品，但署張成款的一

些雕漆器物，被疑作偽作。這

件剔紅盤，是公認的張成的作

品，是具有歷史性的作品。

元代是中國漆器工

藝史上的輝煌階段，雕漆

工藝能人大量出現，他

們均以刀法精細，風格

瑰麗著稱於世。尤其是張

成和楊茂的漆器傳到日本

後，對該國木漆品工藝

產生巨大影響，他倆創

作的漆器精品，被日本

美術史專家稱讚是「誠無

上之作品」。

( 上文接 A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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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盤 盛 大 促 銷
14 套新屋現在即可入住

*Monthly price based on a purchase price of $314,580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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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ctive June 1st, 2018. 
O� er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Inquire at sales centre for more details.

402 Nolancrest Heights NW
jayman.com/carnaby

MIKE LAPRAIRIE  BROKER, REALTOR®
JAYMAN REALTY INC
D. (403) 723-8400 C. (403) 852-9626 
mlaprairie@jayman.com

$1,510/MONTH* + condo fees, 3.24% 5 year fi xed rate
您每月的

付款：

Aura
$397,000–$410,900 + GST 
• 3 臥室  & 2.5 衛浴
• 1,698 sq. ft. – 1,723 sq. ft.    
•  兩套側端屋背靠後花園
•  寬敞陽臺，面朝花園
•  供暖的雙車庫

Serendipity
$319,000–$340,948 + GST
• 2 臥室  + 小空間  & 2.5 衛浴
• 1,301 sq. ft. – 1,373 sq. ft. 
•  供暖的車庫
•  主層  9 尺天花
•  降層小空間

Esprit IV
$356,900 + GST
• 3 臥室  & 2.5 衛浴 
• 1,439 sq. ft. – 1,479 sq. ft.
•  供暖的連體式車庫
•  主層  9 尺天花

Cosmo
$304,900–$319,000 + GST
• 2 臥室  & 2.5 衛浴
• 1,206 sq. ft. – 1,213 sq. ft.
•  供暖的連體式車庫
•  主層  9 尺天花

2
 套可選

4
 套可選

最新下調價格起價  $304,900 + GST*
還有最後7套屋後庭院房！

您在2018年9月30日前購買的所有新屋將包括空調禮包。*

3
 套可選

5
 套可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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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100 Country Village Rd NE Calgary(Coventry Hills Superstore 店內 )

Exclusively where President's Choice  products are sold

MOBILE   T
H

E SHOPTM

R

看中國
報紙發行點

Coventry Hills Superstore 手機店歡迎您的光臨！

Ancient Chinese Parenting Philosophy
Emphasizing on Virtue 

and Moral Behavior
Ancient Chinese people 

placed great  emphasis on 
f am i l y  manne r s  a nd  t h e 
cultivation of discipline and 
virtue. Following the principles 
of benevolence, righteousness, 
rites, wisdom, and trust, the 
basic values in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ancient Chinese people 
cherished the philosophy of 
cultivation of virtue and moral 
behaviors in their children, 
and regarded it as the dogma 
of family discipline. Ancient 
saints and sages showed great 
compassion and care for their 
children, but they were very 
strict with their children too. In 
this way, they educated their 
children to follow good advice 
from others and thus lead a 
righteous life without regret. 
The ancient Chinese parenting 
method is of great value to 
us today. The following is an 
example.

Confucius Teaching His 
Son to Learn the Book of 
Songs and Classic of Rites

Confucius (551 – 479 
BC) was a great thinker and 
educator. It is said that he had 
more than 3,000 students. In 
Lunyu, there is a story about 
one of Confucius' students 
Chen Kang and Confucius' son 
Kong Li. Chen Kang asked, 

“Have you heard special things 
from Teacher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normal teachings?” 
Kong Li said, “No. Once, 
Father was standing in the 
yard alone. I walked to him. 

He  asked  me ,  'Have  you 
studied the Book of Songs 
yet?' I replied, 'No.' So he 
said, 'You have no grounds 
to say anything if you have 
not studied it yet.' Therefore, 
I hurried back to study it. 
Another time, I met Father. He 
was standing alone. I walked to 
him. He asked me, 'Have you 
studied Classic of Rites yet?' I 
replied, 'No.' So he said to me, 
'You have no ground to stand 
on if you haven't studied it 
yet.' So I hurried back to study 
it. I have only heard these two 
things.” After hearing this, 
Chen was very happy. He said, 
“I only asked one question, 
but I have learned three things. 
I know the importance of 
studying Book of Songs and 
Classic of Rites, and I learned 
that Teacher treats everyone 
the same.”

Indeed, Book of Songs 
and  Class i c  o f  R i t e s  a re 
among  the  fundamen ta l s 
of  Confucius 's  teachings. 
Confucius said, “Poetry can 
express one's thoughts, poems 
can express one's aspirations 
and songs can chant one's 
words.” He believed that using 
art and literature as vivid 
teaching materials was more 
effective than preaching. It is 
said that Book of Songs has 
305 pieces in total, which 
were all compiled and edited 
by Confucius. Most of the 
pieces are about cultivation, 
following good ethics, and 
the will of Heaven. Confucius 

believed that the cultivation 
of one's morality should start 
here, which could also build 
one's insight. In addition, 
one can learn a lot about 
history, nature and sociology 
through reading them. He 
said, “Prosperity from Book 
of Songs, sustenance from 
Classic of Rites, and success 
from Classic of  Music .” 
When he talked about rites, 
he meant the standards of 
moral behavior and etiquette. 
Education starts from teaching 
students moral behaviors and 
virtue. From practice, one 
can cultivate morality and 
discipline. Therefore, it can 
lay the foundation for one's 
future development in self-
cultivation, governing society 
or helping people.

Confucius treated his son 
in the same way he treated 
his other students in terms 
of studying Book of Songs 
and Classic of Rites. He used 
the same standard and never 
lowered the bar for his son, 
from which we can see he 
treated everyone equally and 
had high expectations for his 
son and his other students. 
Scholars in later generations 
r e f e r r e d  t o  C o n f u c i u s '    
parenting method as “Leaving 
a family legacy with Book of 
Songs and Classic of Rites.”

中國古人非常注重家風、家

教，注重對子女的德性培養，以

傳統文化中的仁、義、禮、智、

信、向道、向善等理念正面引

導，「重德修身」成為各家家訓

的核心內容。古聖先賢們對子女

的仁慈關愛和嚴格要求，使其在

任何時候能夠擇善而從，走正人

生之路而無怨無悔。古人家教的

智慧，為後世留下了很多寶貴的

經驗。以下舉些例子。

孔子教子學 
《詩》、《禮》

孔子是我國春秋時的思想

家、教育家，相傳他有三千學

生。《論語 • 季氏》中記載了這

樣一個故事：他的一個學生陳

亢有一天問孔子的兒子孔鯉：

「你在老師那裡聽到有與別人不

同的教誨嗎？」孔鯉說：「沒有

啊。有一次我父親曾獨自站在

庭院中，我快步走過，父親問

我：『學《詩》沒有？』我說：『沒

有。』父親說：『不學《詩》，無

以言。』我馬上就去學《詩》。

又有一次，遇到父親一個人在

那裡，我快步走過，父親問我：

『有沒有學《禮》？』我說：『沒

有。』父親說：『不學《禮》，無

以立。』我馬上又去學《禮》。

我只聽到這兩件事。」陳亢下來

高興地說：「我問一個問題，卻

得到三個收穫，知道了學《詩》

的道理和學《禮》的道理，還知

道了君子對待自己的兒子與別人

的孩子是一樣的。」

 的確，詩和禮，都是孔子教

育學生的重要內容。孔子說：

「詩言志，歌詠言。」認為利用

文藝形式對學生進行具體形象的

教育，比說教往往有效得多。相

傳《詩經》三百零五篇，就是他

親自刪定的，內容多和修身、知

命、追隨道義有關。孔子認為人

的道德修養就應從這裡開始，可

以提高人的觀察力，另外，通過

讀詩也能夠學到許多歷史、自

然、社會知識。孔子說：「興於

《詩》，立於《禮》，成於《樂》。」

他所說的禮，就是社會的道德禮

儀行為規範，從學禮開始，教育

學生樹立自己的德行，從實踐中

逐漸培養出學生的自覺的道德主

體意識，進而成為日後通達天

道、經世濟民的基礎。

孔子教育兒子學「詩」、學

「禮」，和對其他學生的要求是

一樣的，並沒有因為孔鯉是自己

的兒子就放鬆對他的要求，這一

點可以看出孔子對學生的一視同

仁，以及對兒子寄予著很高的希

望。後代的讀書人，把孔子教子

的方法稱做「詩禮傳家」。

Benevolence

仁 義 禮 智 信
Righteousness Rites Wisdom Trust

古人教子理念

重德修身

孔子畫像（明·仇英，公有領域）

傳統
文化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地址：3575 20 Avenue NE Calgary(Sunridge Superstore 店內 )

Sunridge Superstore Lottrey

加拿大樂透獎券專賣店

專售樂透獎券及各類博彩遊戲咭

附設配鑰匙服務
提供多種類優質鑰匙坯

祝
您
好
運

夢
想
成
真

看中國

發行點

專售樂透獎券及各類博彩遊戲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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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的公卿大人們都爭相請

他為自己預測，只有大夫李棲筠

不相信他的話。一日，李棲筠故

意把術士召來，問他說：「你看

看我明天用的是甚麼餐？」術士

想了一下便說：「你將吃兩盤粘

糕，二十碗桔皮湯。」李棲筠聽

後大笑，吩咐廚師準備飯菜，明

日要宴請朝中諸位大臣，想當然

耳，自然是不會用粘糕和桔皮湯

來待客。

沒有想到，第二天天一亮，

皇上就下詔書請李棲筠進宮。入

宮後，朝見皇上，皇上對他說：

「今天京兆尹剛進獻了新糯米，

御廚用它做了些粘糕，你儘管品

嘗品嘗吧。」

等了一段時間，侍者用金盤

盛來了粘糕，李大夫只得領旨品

嘗，在皇上面前勉強把粘糕吃

完。皇上見他都吃下了，很高興

地說：「看你吃得甚美，再賜你

一盤。」李棲筠只好又將這盤粘

糕吃光了。李棲筠回府後，腹部

痛得很厲害，甚麼東西也吃不下

去，只能喝桔皮湯，直到半夜方

才痊癒。這時他突然想起術士

說的話，就問左右侍奉的人說：

「我喝了多少桔皮湯？」回答說：

「二十碗了。」

李大夫長吁短嘆了很久，不

得不相信術士的話，於是下令速

請他來府，給予不少錢帛。

（事據《逸史》）

文/佚名

說話的藝術

說話的藝術是每個人都要學

的一門學問，不管你的命格是巨

門化祿、化權、化忌，只要把當

事人放在心上，你可以表達自己

的感受但不要傷害到別人，說話

讓人感到很舒服，那你無論走到

哪裡都是個受歡迎的人了。

《伊索寓言》裡有一則這樣

的故事，伊索做奴僕的時候，有

一天主人要宴請一些哲學家，吩

咐伊索做最好的菜來招待貴賓，

伊索收集許多動物的舌頭準備了

一席舌頭餐。

開席時主人、賓客都大惑不

解凝視著！伊索說：「舌頭能言

善辯對尊貴的哲學家來說這難道

不是最好的菜餚嗎？」客人們都

笑著點頭說是。接著主人又吩咐

他說：我明天要再辦一次宴會，

菜要最壞的！」

到了第二天宴席上的菜仍是

舌頭，主人大發雷霆！

伊索卻說：「難道不是禍從

口出嗎？」「舌頭是最好的東

西，也是最壞的東西啊！」

在紫微斗數的星曜中關於說

話的星有許多……例如：天機星

會天梁星屬紙上善談兵。

廉貞星是自己有實力時說話

就特別大聲。文曲星主口才表達

若與甲級星搭配得好的話，說話

很有內容。巨門星是「口」的代

表，事情的成功與失敗全靠這張

嘴，跟伊索寓言裡的舌頭一樣能

夠影響命運。

就星曜的四化來論 
「巨門星」說話的藝術

巨門化祿：開口進財，開口

順遂，即使話多也很有效用，利

用口才賺錢，或是遭人誤解時替

自己辯解無礙，這是巨門化祿最

大的特點。

巨門化權：在紫微斗數中最

喜化權的星曜，可提高社會地

怎麼說話不得罪人？

位，使我們在開口說話時具有權

威、分量，令人信服。

巨門星不化科：巨門星是不

化科，本身即含有出風頭及表現

的意味，說話比較會顧場面……

會講場面話。

巨門化忌：巨門生性多疑多

慮，化忌說話比較直接型易傷

人，或是不說實話容易惹口舌是

非，對親情、感情、人際、工作

不好。

我們常聽人說：「狗嘴裡吐

不出象牙。」其實話要說得得

體，很不容易，有人活了一輩

子，做了閣員或立委，說話還是

不登大雅之堂，它是學識、風度

和教養的外在表現，需要 IQ、

EQ 和同理心，也需要時間的磨

練。

一句改變命運 
一念贏得幸褔

有一案例﹕命造他的命盤格

局是巨日格，他是辛卯年生，巨

門化祿會昌曲，他的數理普通，

但文科、社會科特別強。

大三時，有一位當律師的學

長回來分享他讀法律系到考上律

師執照的人生歷程。學長是一個

很孝順父母的人，當年考大學時

為了遵循父母的期望當醫生。第

一年考試失利沒有考上醫學系，

第二年再重考也落榜，從此與醫

學系絕緣。儘管如此學長最後還

是聽從了父母的指導，考上機械

系，直到碩士畢業進入科技業工

作。原本以為一輩子就是當工程

師了，但是他當律師的夢想，一

直沒有改變。這一次他不再逃避

了，半工半讀花了三年的時間苦

讀，終於考上法律系，並通過律

師考試，當上律師。

聽了學長的演講讓命造記憶

最深的一段話是他期許台下的學

弟、妹說：

「人生永遠不要嫌太

晚，只要堅定自己想走的路，

終究會到達彼岸，人生才會

活得精采。」

命造從小就很會讀書，很會

說話，大二時司法官高考及格，

大三就通過律師考試及格。自民

國 70 年起執行律師業務迄今，

我問他為甚麼當年選工作只要

做律師？命造就因為聽了學長

的一席話，他告訴自己「人生一

定要做有意義、有興趣的事。」

他想當一位律師，他想走自己 

的路。

命造是一個古道熱腸很有正

義感的人，看見不公不義的事一

定會熱情相助，看見弱勢族群也

會誠心的關懷，真心接納幫助他

們。他真的是當律師的料，每天

用不完的精力為他的委託人奔

走。在現今粥少僧多的律師業界

的生態上，他的事務所的生意還

算不差，他享受著助人之美的快

樂也持續走出適合自己的一條法

律之路。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命造原本

的命格「巨日格」，巨門化祿見

昌曲，思慮清楚口條佳，在競爭

的行業以靠「口」吃飯的行業例

如外交工作、業務、大眾傳播或

是律師都應該可以勝任，命造終

究以自己的人格特質選擇了當 
律師。

他能夠一針見血的指出一件

事情的重點和利弊得失，腳踏是

非地，但不失良善的本質，很受

委託人的敬重和肯定。他說：每

當一件案件的結束，不管結局是

否令人滿意，但是委託人的一句

「謝謝您，律師」就是對他最好

的回饋。

如今他已經執業 30 個年頭

了還是不忘初心，始終為需要他

的人繼續熱忱服務下去。

文/紫薇老師

命宮坐
巨門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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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紫薇提供 看中國製圖 

宋朝時，李士衡在翰林院任

職，一次奉命出使高麗，武將余

英擔任其副手。圓滿完成使命

後，對高麗作為禮品贈送的財

物，李士衡都不關注和在意，一

切都委託給余英去處理。

在回國的船上，余英看到船

底有滲漏的地方，擔心會打濕自

己的物品，就把李士衡得到的絲

綢細絹等物墊放在船底，然後放

上自己的東西以免弄潮濕。

船到大海之中，忽遇風起浪

湧，幾乎要把船吞沒，船又太

重，情況十分危急，船長急忙請

求余英將裝載的東西全部扔掉，

以減輕船的重量，否則將船翻人

亡。余英此時也非常慌張，就急

忙把船上的東西拋入大海。

東西大約丟了一半時，風浪

平息，航船穩定了，他們終於脫

險。余英檢點物品時，才發現拋

入海中的東西全是自己的，李士

衡的東西由於堆在船底，所以完

好無缺，只是受了點潮罷了。

對於饋贈的財物，李士衡因

為「不關注」，結果一無所失，

而余英是非常「關注」，結果一

無所獲。這樣的結局絕不是成於

偶然。

李士衡的「得」，是源於他

平時淡泊名利的高尚人品；余英

的「失」，則因為他貪愛財物，

做人不厚道。

文/智真

一無所失與一無所獲 

文/史然整理

【冥冥之中有定數】 

二十碗桔皮湯

唐玄宗在位的時候，

有一個術士身具功能，連

別人吃甚麼東西這種細小

的事情，他都能夠預先知

道。

宋景公的時候，楚惠王滅

掉了宋國的近鄰陳國。而此時

天上熒惑星（火星，主刀兵

的凶星）侵入了心宿星的範

圍，依當時星象的分野理論，

心宿區對應的是宋國地區，因

此宋景公非常憂慮，生怕上天

會給宋國帶來災禍。

第二天上朝時，太史官稟

報：「昨天晚上，下官發現火

星停留在心宿不去（熒惑守

心），這是嚴重的凶兆，請大

王召集百官商議對策。」

宋景公便問百官有什麼辦

法，文武官員面面相覷，大臣

司星子韋說：「熒惑守心是最

不祥的星象，對應宋國和朝

廷，由國君對應此禍。但是，

大王可以通過禱告驅禳的辦

法，把這個災禍轉移到宰相的

身上，大王即可倖免。」

景公說：「這怎麼行。宰

相是輔佐國家的大臣，好比我

的股肱，支持整個身體的行動

一樣，怎麼可以使他遭受禍患

呢？」

子韋說：「還有個辦法，

大王可於今日午時三刻登上

靈臺祭天，將災禍轉移給百

姓。」

景公說：「這是甚麼話？

作為人君，應該以仁愛來安撫

百姓，怎可反而讓百姓承受災

呢？百姓就像是國君的生身父

母，我能把災禍轉給他們嗎？」

子韋又想了想，說：「那

就別轉給人了，轉成今年年成

不好，也能過這一關。」

景公生氣的說：「不用再

說了。年成不好，必有饑荒，

人民會挨餓。做人家的君主卻

欲坑害其民以求自活，我怎麼

還配做君主呢？老子說：受國

不祥，方為天下王。一切都由

我自己來承擔！只要百姓活的

好，寡人不惜一死，不用你們

這些餿主意。」

子韋被景公的想法感動

了，他退了幾步，率眾大臣一

齊向景公禮拜，說：「您這種

情願自己受難，也不嫁禍給臣

民的德行，一定會上達天庭，

天帝不但能使您免禍，而且您

一定還會延壽。」

景公說：「你怎麼知道會

這樣？」子韋回答說：「天雖

然至高在上，卻能聽到下界細

微的聲音，國君有三善，就是

為人君的三種仁愛、寬厚的言

論，天必三賞國君。今天晚上

熒惑星必離開心宿三舍的距

離，一舍可以行七星，一星對

應一年，三七二十一，國君將

會延壽二十一年。晚上可派人

伺察天象。」

景公說：「嗯，晚上觀察

觀察！」這天晚上，太史官陪

著景公和子韋仔細觀測火星，

發現火星果然移動了三度，離

開了心宿的範圍，正如子韋所

說。人們都說景公以蒼生為

念，德行感動了上天，宋國也

得以躲避了災難。

宋景公在位六十四年，施

行仁政。他非常敬重老子和孔

子，親自去向他們請教治國的

方略，遵禮重德，百姓安居樂

業，天下太平。

天道佑善
因果
故事

（整版圖片來源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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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找媽媽的記憶

日本婦產科醫生池川明寫

的《在雲彩上看到媽媽時》、《媽

媽，我是為你而來的》書中，很

多孩子都說他們出生之前在柔軟

的雲彩上面，與天使和仙子們一

起生活，並在全世界找尋他們認

為的最優女性作為人世間的媽

媽，然後離開舒適的天上，投入

媽媽的肚子裡。

有個十歲的小女孩說在雲彩

上往下看的時候，看到媽媽很溫

柔，就決定飛入媽媽的肚子裡。

一名六歲的男孩小龍說選擇媽媽

需要排隊，有很多小天使，一團

團的排著隊，仙女輪番飛來，帶

排在前面的小朋友去找媽媽。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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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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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父母精血之氣的結合，而

從精神層面看，卻是自由的

靈魂投胎而來。

他人需要繼續等很長時間，直到

仙女回來帶下一個。輪到小龍的

時候，他與仙女一起在天上往下

看，找到了媽媽，覺得媽媽最好

但很寂寞，小龍覺得自己來了媽

媽就不會寂寞，所以就選擇了這

個媽媽，於是小龍直接飛到媽媽

肚子裡。看來生孩子不是自己想

要有個孩子就能有孩子那麼簡

單，老輩人說，多子多福不無道

理，身體正常不是生孩子的唯一

條件，福德也很重要。媽媽們能

夠生下一個天真的寶寶，是因為

具備了溫柔善良等優秀的品質，

從而被選擇成為媽媽。

孩子在母親腹內的記憶

日本福島大學副教授飯田史

產的書《我記得喲！在媽媽肚子

裡的那段時間》和池川明醫生的

兩本書中，都記載了很多孩子在

媽媽腹內的記憶和對出生過程

的記憶。池川明醫生對平均年

齡四歲的 1620 名幼兒進行了調

查，33% 的幼兒有胎內記憶，

有 21% 的幼兒保留著對誕生過

程的記憶。池川明醫生表示這些

統計數字之外的孩子不一定沒有

這方面的記憶，而是他們的父母

沒有問過孩子這方面的問題。如

果媽媽都問問自己的孩子，也許

也會從純真的孩子們那裡聽到暖

心的話語。這些調查說明胎兒有

感知和意識。

一個叫優的小男孩說，在媽

媽的肚子裡面雖然感覺很黑，但

很溫暖還可以游來游去，好想早

點出來看看媽媽。出生前，他被

告知可以出去了。本來想第一時

上天賜給媽媽的禮物
間看到媽媽，卻被放入了一個玻

璃盒子；一個兩歲的小女孩說在

媽媽肚子裡看到自己雙手抱著膝

蓋蹲著，像泡在浴缸裡；有個三

歲的孩子摸著自己的肚臍，告訴

研究者這是與媽媽連接的地方。

2015 年，一位英國女士路

易斯在網絡上公布了 2012 年懷

孕時拍攝的超音波掃描圖，照片

中驚奇地拍到天使，路易斯說：

「那張圖片看起來就像有個天使

把身體傾向胎兒，守護著她。我

的女兒三歲了，一直很乖，感覺

女兒在受到神的庇護。 」
看來，胎兒與媽媽不但心靈

與情感相通，就連相連的血肉也

是在上天的呵護下長成的。每個

得到孩子的母親，無論孩子健康

美醜都是上天的饋贈。如果能夠

得到一個健康聰慧的孩子，更要

感謝上天的垂青。

凡事皆有因由，孩子為何不

留在天上卻要來到人世間呢？歷

史記載與學者的研究中，有很多

關於孩子是為某種使命而來到人

間的記載。有位年輕姑娘小提琴

拉得非常好，很小年紀就獲得青

年音樂家優秀獎。她的父母說，

女兒在很小的時候自己提出要學

小提琴，並說這是她的使命，在

投胎前就已經計畫好出生後要學

小提琴。她學小提琴進步神速，

好像前世就會，只需要老師給她

一點提示她就明白了。（待續）

清江
杜甫

qīng  jiāng

dù fǔ 
cháng xià jiāng cūn shì shì  yōu 

zhì   zǐ   qiāo zhēn zuò diào gōu 

長夏江村事事幽。

稚子敲針作釣鉤。

xiāng qīn xiāng jìn shuǐ zhōng ōu 

wēi  qū    cǐ   wài gèng  hé   qiú 

相親相近水中鷗。 

微軀此外更何求。

qīng jiāng yì   qǔ   bào cūn   liú 

lǎo    qī    huà zhǐ  wéi   qí     jú 

清江一曲抱村流，
  zì    qù    zì    lái liáng shàng yàn 

duō bìng suǒ   xū  wéi  yào  wù 

自去自來樑上燕，

多病所須惟藥物，

老妻畫紙為棋局，

杜甫，字子美，唐河南人，

生於公元 712 年，卒於公元

770 年，享年五十九歲。被後人

尊為「詩聖」。

詩作大多描述安史之亂前後

人民的苦難。反映唐朝由盛轉衰

的歷史，也稱「詩史」。

詩風沉鬱，與李白同為唐代

第一流詩人，合稱「李杜」。

清澈的江水曲折地繞村流

過，長長的夏日裡，村中的一切

都顯得幽雅。樑上的燕子自由自

在地飛來飛去，水中的白鷗相親

相近，相伴相隨。老妻正在用紙

畫一張棋盤，小兒子敲打着針作

一隻魚鉤。體弱多病的我只要治

病的藥材，除此之外，我還有什

麼奢求呢？

這首詩是詩人在成都浣花

溪畔築茅屋（即草堂）而居

時所寫的。這一段時光也是

詩人一生中生活最安定的日

子，所以寫出來的詩充滿祥和 
寧靜。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

村事事幽」介紹居住的環境以及

家居生活的悠閑雅靜，也把這首

詩的主題點了出來。

「自去自來樑上燕，相親相

近水中鷗」則例舉燕子、水鷗的

活動情景，證明環境的「幽」。

「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

針作釣鉤」是從家人的閒適自

在，彰顯生活的「幽」。二三兩

聯是這首詩的重點，也是對「事

事幽」的說明。兩聯用詞淺白直

接，尤其對仗自然巧妙，更是難

得。

「多病所須惟藥物，微軀此

外更何求」來表示除了身體有病

還需要藥物外，再沒有其他的要

求了，滿足之情溢於言表。

作者 譯文 賞析

註釋

〈1〉日月盈昃是告訴我們太

陽跟月亮運行於天空，因受地球

自轉的影響所以有日出日落，月

圓月缺的現象。

「日」就是太陽，它是一顆

恆星，會發出很強的熱與光，照

亮包括地球在內的這個太陽系。

「月」就是月亮，它是圍繞

我們地球的衛星。

「盈」是指充滿而又有餘的

樣子，古人稱黃曆每月十五夜裡

的月亮為「盈月」所以「盈」又

有「圓」的意思。

「昃」是指太陽西斜，古人

看到太陽早上從東邊的地平線出

來，慢慢地往上爬升，到正午時

太陽就在我們的頭頂上。但是一

過了正午的時候太陽就開始往西

邊斜落，好像要掉下去的樣子。

其實太陽是一顆恆星，它並不會

移動，是因為地球自轉造成的假

象，以為太陽會升起來降下去。

所以有「日中則昃」的說法。

〈2〉辰宿列張指在無邊無際

的天空中佈滿大大小小的星星。

「辰」是指「星辰」是天空群

星的統稱。「辰」又是古代記時

的符號，上午七至九時為辰時，

引申把「時刻」稱為「時辰」。

「宿」， 音「秀」 指「星

宿」。古代中國人把某些星的

集合體稱為宿，西方稱為星座。

「列」，作陳列解；「張」，

就是分布的意思；「列張」就是

陳列分布。

譯文參考

太陽、月亮很有規律的在天

空中運行著，每到十五夜，月亮

就會又亮又圓。而太陽一過了中

午就開始向西邊慢慢偏斜，這種

現象從來沒有改變過。而無數的

星星散佈在無限廣闊的天空中，

帶給人類無限的遐思。

今天晚上，兒子在客廳看電

視，我經過他的房間門口，看到

房間內書本亂堆在桌子與椅子

上，地上有些紙屑垃圾，玩具也

三三兩兩散落各處，衣服也沒有

整齊堆放，原本又想要生氣責罵

他時，突然想到這樣責罵也有過

幾次了，甚至有時我還動手幫他

收了幾次，但效果仍然不彰，於

是我想試試看另一種方法。

我把兒子叫過來門口，讓他

先看看自己房間的樣子，然後我

站在門口，要求他自己動手收整

齊。兒子一聽，也知道我的意

思，也就開始動手整理書桌與地

上。期間，我只是靜靜站在門口

看著，也不出聲指導，也不責罵

一句，只見兒子一下子把書一本

一本放上書櫃，把玩具一件一件

擺到玩具箱中，還自動把書桌上

的勞作用品、鉛筆等文具一一收

整齊，地上的紙屑也全部撿乾

淨，最後甚至連檯燈有點歪了都

自己動手調正回來。

收完之後，我再請他站到

門口自己看一看，然後我問他

說：「你喜歡收整齊之後的房

間，還是先前雜亂的房間呢？」

他看著我，很不好意思地回答

說：「當然是現在收整齊之後

的房間。」我又再問他說：「那

你知道要如何維持房間的整齊

嗎？是從此以後不使用這間房

間，才有辦法永遠保持這樣的

整齊嗎？」他說：「當然不是

啊。就是用完一件東西，

或玩完一件玩具，或

看完一本書，就趕

快擺整齊，不要

等到堆積一大堆

再來收。」

我聽了很開

心，摸摸他的頭

說：「這就對了，

你看，你自己都知

道甚麼是整齊的標

準，也知道要如何維

持，看來，接下來的重點就是

要能時時提醒自己做到你剛剛

說的這樣，用完一個就擺好、

收好，也就不用再讓我罵你或

唸你了，對吧。」

原來，教養也可以完全不

責罵。讓孩子能自發性認識到

自己的不足，並且理解如何做

好，反而比起不斷責罵來得更

有效呢。

千字文
rì  yuè yíng  zè
日月盈昃

chén xiù  liè zhāng
辰宿列張

不責罵的教養
文 / 張季民

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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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衛報》網站 8 月 12 日報導，這

個由愛丁堡大學研究人員開展的項目發現

了近 100 座火山。這些新發現的火山高

度在 100 米至 3850 米之間。集中分布在

一個名為「西南極洲裂谷系統」 的區域，

所有火山都覆蓋著冰。

該研究論文作者之一、冰川問題專家

羅伯特 • 賓哈姆說：「如果這些火山中的

一座噴發，可能讓南極洲西部的冰蓋進一

步失去穩定。任何導致冰融化的情況——

火山噴發肯定會導致冰融化——都可能加

快淡水流入海洋的速度。」 
科學家們擔憂，這些火山一旦噴發，

雖然岩漿不會觸及南極冰蓋的表面，但是

會加快冰蓋下部的冰層融化，從而極大地

破壞南極冰蓋整體的穩定性。地質學會愛

丁堡火山調查報告指出，在南極洲冰層下

面的這些構成火山的玄武岩和其他地區構

成火山的岩石極為相似。一些火山的尖端

甚至延伸到了冰層的上面。

羅伯特 • 賓哈姆表示，他的團隊對這

一發現非常吃驚。他們推測，在南極洲西

部可能還有更多的火山沒有被發現。這個

區域已超越非洲東部，成為火山密度最高

的區域。

考古學家在西伯利亞

北部的凍土層裡，發現大量

根本無法生活在寒帶的物

種的骸骨，有犀牛、野牛、

馬、羚羊、土狼、劍齒虎、獅

子，更不可思議的是竟然還

有人類的骸骨！

曾經溫潤的極地

如果說考古學家在西伯利亞

北部的凍土層裡，挖出皮糙肉厚

的披毛象遺體，並不會讓人覺得

奇怪，因為披毛象可以生活在嚴

寒地帶。但令他們覺得困惑的

是，和巨象遺體混在一起的骸

骨，有大量根本無法生活在寒帶

的物種：犀牛、野牛、馬、羚

羊、土狼、劍齒虎、獅子，甚至

還有人類的骸骨！

位於北極圈內的新西伯利亞

群島，是地球上最為寒冷的地區

之一。在那裡，唯一可以生長的

樹木，只有矮小淺根的極地樺。

可人們卻發現了一株完整的冰凍

果樹，高 70 英尺，青翠的葉子

和果實完好無缺地依附在枝頭，

這是典型的溫帶植物。

不 但 如 此， 人 們 在 北

極 500 英 里 內 的 冷 岸 群 島

（Svalbard）中的司匹茲卑爾根

（Spitzbergen）島上，還發現了

10 英尺長的棕櫚葉和睡蓮，很

顯然，這兩種都是在高氣溫、高

濕度氣候下才能生長的植物。

科學家在解剖巨象遺骸時愕

然發現，大象冰凍的胃裡，甚至

嘴裡的食物，竟然是風信子、金

鳳花、菖蒲、野豆等溫帶植物，

由於剛剛吞嚥還沒來得及消化，

一眼就能辨認出來。

著名考古學家漢卡克說：

「我們不得不承認，那個時候

（公元前 1 萬 1 千年以前），西

伯利亞的氣候一定相當溫和，甚

至溫暖，適合萬物生長……嚴寒

的天氣突然降臨西伯利亞，很快

把這片土地變成凍原」。

突如其來的巨變

據研究，這些大象至少是

在 1 萬 1000 年前凍上的，不但

大象本身完好不壞，就連吃進

去的食物也全都保存完好，而

且北極周圍的巨獸，也是這樣

冰凍「保鮮」的。可以想到這場

嚴寒來得有多突然，冷凍的速

度有多快。

專家說的：「這些巨獸死後

立即凍僵，以後一直保持著冰凍

狀態，使得它們的肉和長牙保存

得十分完好。」

科學家估計，如果要將幾噸

重的巨獸裡外凍透，還能保持胃

中食物不腐，當時的氣溫應該在

1 小時之內驟然下降 45 度！

如果災變是緩慢發生的，風

信子、菖蒲等溫帶草木早死光

了，那麼巨獸的胃裡就不可能發

現新鮮的草木。

如果青草凍僵被巨獸吃了，

在胃裡先要化掉，等動物凍死連

胃也凍僵後，青草再凍上，這

「冰凍 -- 融化 -- 再凍」，草就無

法保鮮，甚至爛了，也不可能像

解剖時發現的「保存完好，一眼

就能認出來」。

結論只有一個，這些口中還

含著青翠植物的動物，是在極短

的時間內就被凍僵、凍透。因為

只有驟然降溫，且溫度在零下

30 度左右，動植物屍體才能保

存的那麼完好。如果溫帶氣溫以

15 度計，降溫後的冰凍溫度以

零下 30 度計，降溫幅度最保守

的估計也達到 45 度。

我們彷彿可以看見，一萬多

年前的某一天，美國阿拉斯加整

個西部、加拿大育康（Yukon）
地區、西伯利亞大部（包括北

極圈內的新西伯利亞群島）等

大範圍之內突然變冷，很多巨象

和其他大型哺乳動物以及各種植

物，在毫無防備的劫難中成為一

座座冰雕。而這場劫難，也讓曾

經溫暖濕潤的極地，變成了冰封

萬年的寒帶。

這個被冰雪覆蓋了萬年之久

的秘密告訴我們，地球曾經歷過

的災難以及災難造成的後果，我

們驚歎於大自然的威力，也更想

知道，到底是甚麼原因，才讓天

公如此震怒，使地球上的生物遭

遇滅頂之災。

西伯利亞，終年天寒地

凍。可研究卻發現，那裡曾

森林茂密、水草豐美、花果

飄香，生物繁多。一萬年前，

不知為何，地球在極短時間

裡急劇降溫，熱土變成了冰

雪寒帶。

被冰雪覆蓋萬年的秘密
文 / 青蓮 圖 / Fotolia

 人體
「自動釀酒廠」

人體「自動釀酒綜合症」

（Auto-brewery syndrome），是

新鮮的名詞。得了這個病會怎麼

樣？就像體內有一個自動釀酒

廠，雖然沒喝酒，但也整天酒氣

沖天，像喝多了一樣。

據《紐約日報》報導，美國

德州一名 61 歲的男子，踉蹌地

走進醫院急診室，向醫護人員說

他的頭暈，醫生聞到濃烈的酒

味，就拿出檢測器，結果發現酒

精濃度竟然高達 0.37%，比當

地酒測標準高出了 5 倍之多。

這位大叔大呼冤枉，堅稱自

己沒有喝酒，但醫生並不相信，

將他留在醫院觀察。 24 小時後

再測，發現其體內酒精濃度仍有

0.12%。

醫院經研究發現，這位大叔

的肚子裡存有大量的啤酒酵母，

只要吃了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就

會發生醉酒症狀。

 英國男子尼克，時常會從嘴

裡散發酒氣，人人都以為他是個

酒鬼，但他的妻子卻從未發現他

喝酒。難道是偷著喝的？後來

到醫院檢查後才發現，他也患

有「自動釀酒綜合症」。尼克表

示，他的症狀發作時間長短不

一，有時候幾天才能顯現出來，

有時候「立竿見影」，吃完東西

馬上就醉。

美國紐約州有一名女子，因

酒測值超標逾 3 倍遭警方指控

醉酒駕車，女子堅持表示自己滴

酒未沾。找專家測試才發現自己

罹患「自動釀酒綜合症」，警方

最後撤回控罪。

據美聯社報導，「自動釀酒

綜合症」是 1970 年代首次被日

本學者記載入文獻的一種罕見病

症，這類患者腸道中的酵素，會

自動將碳水化合物轉化成酒精。

雖然這種病已經越來越被人

認識，但若有真酒駕被查謊稱是

得了「自動釀酒綜合症」，到了

醫生那裡也是蒙混不了的。

文 / 幽夏

南極冰蓋下的火山
文 / 藍月

一直以來，科學界都認為非洲東

部是地球上火山密度最高的地區。然

而近日，在最新的一項科研考察中，

英國愛丁堡大學的科學家發現，地球

上最大的火山地帶實際上位於南極

洲西部冰蓋下面兩公里處。

北京大學精神

衛生研究所和哈

佛大學、都柏林大

學學者共同進行一

《嬰兒氣質特點》的

跨文化比較研究，

這一研究對象是中國、

美國和愛爾蘭 3 個國家

數百個只有 4 個月大的小

嬰兒。研究發現，不同人

種的嬰兒，不但外表有差

異，內在的氣質也天生不

一樣。

結論顯示，中國孩子

在一些行為特徵上天生

和外國孩子不同。相對於歐美白種嬰兒，

中國嬰兒活動量、哭鬧和發聲都較少，且

對外界刺激不做強烈情緒反應。

在北京、波士頓和都柏林，參加測試

的研究人員和母親，

都是先把嬰兒餵好並

放鬆，放在嬰兒椅中。

然而母親持續 1分鐘

面帶微笑俯視孩子，

讓嬰兒聽一些錄好的

聲音，拿塑膠玩具逗他們，在

他們頭的上方拍破 1個氣球，

觀察他們的反應和舉動。

結果是無論哪國孩子，

男嬰都比女嬰愛笑，發聲次

數也多。歐美嬰兒比中國嬰兒

發聲次數更多。

美國嬰兒喚醒最快，其

次是愛爾蘭，最後醒的是中

國嬰兒。

在情緒表達方面，歐美的嬰兒更容易

煩躁，也更愛哭。但運動活動水準高於中

國小孩，唯一沒有差異的行為是微笑。

不同人種嬰兒
天生氣質不一樣
文 / 天羽 圖 / 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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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此文與《紅樓夢》沒
有關係，只是借用其中幾個
人物及個別情節而已。

第八回

慧紫娟狠心試嫂 
賢黛玉慷慨送金

時間過得飛快，轉眼又到了

秋收。砍高梁、收玉米，刨紅

薯……忙得人仰馬翻。玉米、紅

薯堆了一院子，連插腳的空都

沒有。黛玉要出去幫幫忙，紫

娟忙拉住她：「再試兩天，沈住

氣！」大哥一家人白天在田裡忙

了一天，晚上還要挑燈夜戰：掰

棒子、編玉米、摘花生……。小

翠也在人群中忙得不亦樂乎。

只見黛紫二人卻悠閒地在燈下

對弈。又聽紫娟喊：「小翠！送

杯茶來。」小翠笑嘻嘻地跳進上

房，「來了！」第二天晚上，一

家七口仍在院子裡忙。黛紫二人

置若罔聞。在屋內彈起琴來。彈

了一會，只見會唱歌的秉義汗流

滿面地端著瓢，喝水，笑著走到

門口，說：「姑姑彈的真好聽，

聽你們彈琴，我們都忘了累，活

幹得更快了。」屋外的幾個人也

說：「真的，太好聽了！仙樂似

的，姑姑您接著彈。」黛玉和紫

娟都無奈地笑了。紫娟在黛玉耳

邊說：「我真是服了，我真沒轍

了，這一家人，難道從來不會生

氣？難道從來不曾懷疑別人？」

黛玉說：「我看咱們還是偃旗息

鼓吧！」

秋收終於結來了。這天早

晨，小翠跑進來：「姑姑，我今

天跟爹到城裡去玩。我們借神

醫爺爺家的馬車去。」「到城裡

幹什麼去？」「賣糧去！」「糧

食賣了吃什麼？」「賣糧食換了

錢，給兩個姑姑做衣服。」「真

的？」兩人十分驚奇。「昨晚聽

我娘說，天涼了，我們都有舊棉

衣，姑姑沒有。爹說，咱家不有

織好的布嗎？我娘說，不行，那

粗布會把姑姑的細皮嫩肉磨破

的。要賣了糧食買綢緞做。」聽

了小翠的話，兩人愣住了，對

視了一會，黛玉說：「小翠，給

姑姑泡杯茶來，好嗎？」小翠走

後，黛玉說：「這一家人如此厚

道、真誠，待咱倆這麼貼心，盡

心，咱們還試人家，我真慚愧得

無地自容。」紫娟說：「既然做

過了，就別後悔，以後咱們真

心實意待他們便是。」小翠送來

了茶。紫娟說：「快把你爹娘和

你二哥請來，我們有話說。」小

翠走後，黛玉對紫娟說：「讓他

們先買一輛馬車，不能總借別

人的。」紫娟說：「那給他們多

少銀子呢？」「快把那木盒子取

來！」紫娟忙打開箱子，取出小

木匣，翻檢了一下，黛玉隨手把

寫著「二千」的一張取了出來。

這時幾個人也進了房子。紫

娟讓他們都坐下。黛玉說：「聽

說你們要進城賣糧食，咱們一大

家子人，糧食賣了，吃什麼，

千萬不能賣。我這裡有一張銀

票。」說著遞給秉義，「你看看

那章上印的字。」秉義走到亮處

仔細看，「是『恆豐錢莊』。這

個錢莊我去過，上次我陪神仙爺

爺去的。那樓可威風了，聽說全

國各地都有分店。」黛玉接過銀

票說：「這上面有二千兩銀子。

你們拿著，冬天來了，家裡缺什

麼，就直辦。」「二千兩？這麼

多！我們要他幹什麼？」秉義驚

訝地說。黛玉說：「你們到了城

裡，先取出銀子，然後到車馬

行買車買馬，同乾爹家的一糢

一樣。你們不是很喜歡那種車

嗎？又能拉人，又能裝貨。如果

還有多餘的銀子，就買一匹紅

緞子，一匹藍緞子，兩匹白洋

布。」小翠聽得眼都直了。「咱

們家要開布店啊！以往我娘只

買二尺布做鞋子。」紫娟把小翠

攬在懷裡，說：「別打岔，聽大

姑說。」黛玉接著說：「再買一

石京米，兩桶油……」大嫂說：

「這些吃的就別買了，咱們這兩

里外，有個集市，都能買到。」

黛玉說：「那就不買這些了。再

買一扎紙、兩碇墨、一個硯台、

一箱白蠟燭，一箱紅蠟燭。」紫

娟接著說：「再買一斤燕窩，半

斤人參，二斤雪花糖、二斤龍

井茶，一個又能熬藥，又能燒

水的小火爐，一個燒水的銀吊

子。」「你們再想想，看家裡還

要什麼？」「阿彌陀佛！這些已

經夠開一個雜貨店了，還要什

麼！」大嫂說。「不能把你倆的

錢全用完，要有個長遠的打算，

我看馬車就暫且別買了。」大哥

說。紫娟說：「什麼不買也得買

馬車，一定要買！而且要比乾爹

家的還好！以後的事，我倆自有

打算，你們放心。把要買的東西

寫個單子吧，以免忘了。」「不

用寫了，我的記性好著呢！」秉

義說。黛玉交待：「千萬別走著

去，還借乾爹家的車，回來要趕

兩輛車，叫幾個侄子都去吧！」

「我也要去！」小翠說。紫娟說：

「這次你就別去了，聽話！等咱

家的新車買來，元宵節時，咱們

全家坐著自己的車到城裡去看花

燈，好嗎？」「好啊！太好了！」

小翠拍著手又跳又笑。

天已完全黑了，進城的五人

仍未歸家。吃完晚飯，堂屋點上

了燈。大嫂納鞋底，黛玉縫香

袋，紫娟在繡花，小翠在三人中

竄來跳去。三人手中做著針線

活，耳朵卻始終聆聽著大門外的

動靜。過了一會，大嫂忽然愣了

一下，凝神諦聽。小聲說：「他

們回來了。」黛紫二人停下了針

線，細聽：「沒有啊！」過了一

會，果然車輪的軲轆聲由遠及

近。大嫂出了門。小翠早跟在後

頭。「姑姑，姑姑，快出來。」

黛紫二人出了正房，站在大

門內。只見一輛嶄新的馬車向這

裡駛來。兩頭騾子高大健壯。車

上幾張笑臉迎向她們。快到家門

口了，駕車的秉仁又來個脆鞭。

鞭聲又脆又響，油光嶄新的鞭子

上還繫著一簇鮮紅的穗子。小翠

嚇得直捂耳朵。眾人大聲笑起

來。車子停穩，幾個人跳下來。

黛玉說：「累了一整天，快進來

歇歇吧。」大嫂也說：「先進來

洗臉吃飯吧！」大哥說：「卸了

東西再吃吧！」小翠早已爬上了

車，揚臂高喊：「咱家有車了！

咱家有車了！」眾人忙著搬運東

西。嫂子早把庫房打掃乾淨，幾

個架子早挪出空來。忽然一道紅

光射進了院子，大家不由一愣，

原來小翠在上房點上了紅燭。接

著兩邊十幾間房子次第射出紅

光，艷艷的紅光籠罩整個院子。

人們笑容滿面地在紅光中忙碌

著。二侄子情不自禁地哼起了

小曲。小翠喊：「過年了！過年

了！」農家小院一片喜樂。大嫂

喊：「小翠，別鬧了，點這麼多

紅燭，太費了。快熄掉！」紫娟

說：「大嫂，她高興，就讓她點

吧。費不了多少。」

不一會，大哥、大嫂、秉義

三人走進堂屋。秉義喜孜孜地

說：「這輛車兩個姑姑滿意嗎？

我們挑了一上午。」「好！好！」

黛玉連聲說。大哥小心翼翼地從

懷裡摸出個布包，放在桌上，打

開，一大堆銀子。只聽秉義說：

「到錢莊換錢，人家一看銀票，

說多年沒取銀子了。算了算，

給了咱們七十兩利息。」「還有

利息啊？」紫娟高興地說。秉

義接著說：「一輛車五百兩，我

們討價還價，少要了十兩；騾

子每匹二百兩，咱們一下子買

二匹，人家少要了二十兩；緞

子每匹……」黛玉笑著說：「秉

義，別報了，你說的累，我聽

的暈。」大哥指著銀子說：「這

是剩下的七百三十一兩，收好

吧。」黛玉說：「這二千兩都給

你們了，哪有退還的道理？」大

哥愧疚地說：「已經用了你們這

麼多，以後還有用錢的時候，你

們就收著吧！再說，我拿著也沒

有用啊！」紫娟說：「大哥還一

口一個『你們，你們』，總是把

我們當外人！」大哥紅著臉，吶

吶地說：「不是，不是，……」

紫娟笑了，說：「這樣，這一百

兩銀子大嫂拿著，一大家子的柴

米油鹽，也得不少錢。再說幾個

侄子都在長個頭，大哥他們都幹

很重的活，每天光啃窩窩頭，吃

水煮青菜，怎麼行？往後，每天

至少一頓飯要有肉。」小翠瞪大

眼睛問：「每天都吃肉啊？以往

都是過節才吃肉啊！」紫娟說：

「那就每天都過節唄！這六百兩

大哥拿著，就買幾畝田吧！小

翠，這些零碎銀子就歸咱們了，

你包好。咱們以後到集上買果

子吃。」「哇！好多，好多啊！

娘，你明兒要給我縫個大大的錢

袋。」眾人都笑了。

這天，黛紫二人攜小翠、杏

花看望乾爹、乾娘。近日天氣轉

涼，傷風感冒的人陡增。看病的

人排起長龍。乾爹的幾個徒弟忙

得焦頭爛額，乾爹也只好親自問

診。包藥的人奇缺。乾媽和幾個

丫鬟、婆婆都在藥房忙著包藥。

乾媽見她們四人來了，喜不自

禁，忙叫丫鬟搬來凳子，讓她們

坐了，教她們包藥。杏花以前包

過，包得又快又好。她們三人仔

細地看，不一會也學會了。越包

越熟煉。包了一天，雖有些乏，

但黛紫二人心裡甜滋滋的，因為

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為別人付

出。連忙了幾天，就診的人數逐

漸正常。

這幾天，她們又在家裡忙著

做棉被。早飯後，黛玉在房中看

書，大嫂走了進來。「丹兒她們

到哪去了？」黛玉指了指小翠的

臥房：「正在那裡搗鼓被子的事

呢！」大嫂走進房，只見三人跪

在炕上，有的量布，有的拉布，

有的剪布，忙得不亦樂乎。旁邊

放著已經剪好的一塊白洋布，一

塊紅緞子。一看見大嫂，紫娟忙

說：「您來得太好了。快幫幫忙

吧。我們三人忙乎了半天，才裁

了一床被子，這十床被子，要裁

到什麼時候？」大嫂指了指紅緞

子，問：「這是給誰做的？」紫

娟說：「先給幾個侄子做吧，他

們的被子又舊又硬……」「就用

這紅緞子？」「是啊！」大嫂笑

了，說：「他們睡覺滾來滾去，

拉拉扯扯，不出十天，這紅緞子

就能扯成條，這雪白的裡子就成

了髒抹布。」「那用什麼布呢？」

大嫂說：「他們的被子也該換換

了。你們跟我來。」三人穿上

鞋，跟大嫂進了一間房。就是放

著織布機的那間房。大嫂指了指

炕上的兩匹白布，說：「這做被

裡，又結實又軟和。那兩匹花

布，本想開春給小翠做衣服的，

如今就做被面吧。」三人齊聲說

「好！」一齊把布搬了過來。大

嫂接過剪刀，把布扯開，望了望

炕，也不用量，「刷、刷、刷」

一口氣裁了九床被子。」紫娟

驚喜地說：「大嫂真聰明！真能

幹，做飯快，做針線活也快！真

利索！我們能有大嫂一半的本事

就好了。」大嫂說：「這算什麼

本事，你若幹多了，就會了。熟

能生巧。好了，下面的事，是你

們的了，我要做飯去了。那床紅

緞子被給青兒、丹兒吧。」

三人像著魔一般，吃過飯就

鑽進小翠的屋子，趴在炕上，絮

棉花，縫被子，每天忙到深夜。

五天後，小翠、杏花把所有的人

拉到自己的屋子。看人都到齊

了，小翠把蓋在被子上的一大

塊白布扯開，「你們看！」只見

一大摞碼得整整齊齊的嶄新、

漂亮的花被子。眾人的眼睛一

亮，「真好看！」秉仁說：「有

我們的份嗎？」「當然有，每人

一床，快來拿吧。」幾個哥哥瞪

大眼睛「真的嗎？」紫娟見幾個

侄子只顧發愣，就走到炕邊，

抱了一床被子塞到秉仁的懷裡，

說：「仁、義、禮、智、信都過

來，挨個拿。」幾個年輕人抱著

被子笑嘻嘻地說：「得洗個澡才

敢蓋。」「蓋上這被子，今晚要

當神仙了。」「謝謝姑姑，謝謝

兩位妹妹！」小伙子們興高彩烈

地抱著新被子走出正房。只聽小

四秉智在院子裡說：「從兩個姑

姑到咱家來，天天都像過年，

每天喜暈了頭，像做夢似的。」 
（待續）

夢
醒

黛
玉
後
傳

文/黃靚  畫/清 孫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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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近日，在奧地

利 舉 行 的 Worthersee GTI 嘉

年華中，大眾公司推出了馳騁

在 WTCR 與 TCR 賽 事 「小 鋼

炮」——Golf GTI TCR 概念車。

同時，大眾還宣布，這台車的量

產版將於年底推出。

Golf GTI TCR 概 念 車 是

Golf GTI TCR 的公路版車型。

外觀上，這台概念車幾乎保留了

目前 Golf GTI 的樣貌，採用了

Golf 最新家族式設計風格。前格

柵與兩側頭燈相連，兩側頭燈線

條流暢，內部雙 L 型日間行車燈

格外顯眼。前保險槓採用倒梯形

設計，中央採用蜂窩狀裝飾，兩

側加裝了橫向裝飾條，視覺效果

非常犀利。

新車側面採用雙腰線設計，

尾部採用了多條橫向線條裝飾，

拉寬了車尾的視覺寬度。兩側尾

燈組內部採用了點陣式結構，點

亮後辨識度較高。尾部下方裝配

銀色擾流板，同時採用了兩邊雙

出式排氣佈局，車輪使用全新啞

黑色大尺寸輪胎。

車內運用紅色縫線點綴，並

具有紅色定位標的 GTI 式樣三

輻式多功能方向盤，並且在車

門、中央扶手、排檔桿護套與座

椅等，也都使用紅色縫線。再透

過質感近似於麂皮的Microfiber
纖維妝點車門內飾、排檔桿護套

等，營造運動氣息濃烈的座艙氛

圍。該車還標配液晶儀表板、與

9.2 寸觸控屏幕與手勢控制功能的

多媒體資訊整合系統。

動力方面，這台車裝配了沿

用工廠賽車的 2.0 TSI 直列 4 缸

缸直噴渦輪增壓引擎。其最大輸

出功率可達 213kW，峰值扭矩可

達 370Nm。該車型不提供手動變

速器，僅搭載一款 7 速雙離合版

變速器。

 大眾推出最強小鋼炮
—— Golf GTI TCR概念車

福特車為越來越多的華人客戶所喜愛，為拓展業務，現招聘華

人業務代表。需流利國語（或粵語）和英語，有行業銷售經驗

者優先。提供良好的培訓、薪酬、團隊氛圍及職業發展機遇。

福特

人業

者優

METRO FORD

有意者請將您的簡歷傳真或電郵至：Lucas Chui
Email: l.chui@metroford.ca | Fax：403-233-8195 | Bus：403-262-0441 

市中心福特車行
誠聘華人業務代表

1111-9th Ave SW Calgary AB

運動氣息濃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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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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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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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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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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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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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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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在十九世紀初

期，當日本街頭還主要充斥著歐

洲車的時候，一些機械工程師如

橋本增治郎和豐川順彌等人倡議

打造屬於自己的汽車品牌。這些

有識之士成為日產品牌的先驅。

1911 年，橋本增治郎集資

成立快進社 (Kwaishinsha)，為

日本國產車自製的先河。 1914
年，快進社推出以田健次郎、青

山祿朗、竹內明太郎三位投資者

名字的首字母而命名的 DAT 汽

車（脫兔號），並在當年舉行的

大正博覽會上展出，獲得銅牌。

1919 年，美國的一位機械

工程師在大阪成立實用汽車製造

社，專事生產三輪汽車，並從美

國引進當時最新的生產設備。

1926 年，實用汽車與 DAT 合

並。

1931 年，製造汽車零件的

戶畑鑄物公司鯰川義介將 DAT
汽車製造公司並入旗下，並推出

了第一輛 DATSUN 乘用車——

意 為「DAT 之 子」(Son of 
DAT)。 1934 年，日本產業公

司、戶畑鑄物公司註冊成立「汽

車製造股份公司」，鯰川義介擔

任社長。 1934 年，「汽車製造

股份公司」更名為「日產汽車公

司」（Nissan）。
二戰期間，日產汽車更名日

產重工業，為日本軍隊製造軍用

卡車，直到 1945 年年 11 月，

日產才恢復生產轎車。

從 1960 年代至今，日產陸

續推出許多經典的乘用車和跑

車。如 1966 年 8 月，日產並購

日本 Prince 汽車公司，並取得

了經典跑車 Prince 汽車經典跑

車 Skyline 的生產專利。

此外，說起日產的經典車

款， 不 得 不 提 GT-R 跑 車。

2008 年， GT-R 在德國紐柏林

賽車場的北方賽道上，以單圈

7 分 29 秒的速度，刷新原來由

保時捷 Porsche 911 GT2 創下

的 7 分 32 秒記錄，震撼了車

壇。 2011 年，GT-R 刷 新 了 7
分 24 秒 22 的新記錄。 2014 年

GT-R，由車手鈴木利男駕駛，

締造 7 分 18 秒 6 的新記

錄。GT-R 的成功也顯

示出日產在操控、車

身、傳動、底盤和

動力系統上的過人

之處。

1989 年， 日

產為擺脫平價印

象，全力拓展豪華車市場，在

美國推出了高檔品牌英菲尼迪

（Infiniti）。
1999 年 3 月，日產與法國雷

諾簽署結盟協定，2016 年，日產

收購三菱 34% 股權。如今，日

產 - 雷諾 - 三菱組

成的聯盟是全球汽車銷量最大的

聯盟，日產還與豐田、本田一起

成為日本三大汽車製造業巨頭。

致力於日本製造的老品牌
日產 NISSAN

鯰川義介

日產GT-R

【看中國訊】休旅車的實用性

眾所皆知，不僅空間靈活性相當

優異，較高的離地高度也能征服

更多地形，最重要的是，休旅車

的油耗表現經過多年開發，已經

變得相當不錯，甚至與大型房車

相當。

美 國 權 威 車 輛 評 測 機 構

《Consumer Reports》（消費者報

告）測試市面上的休旅車，排除

掉純電動車款後，發現最省油的 
SUV 主要是 Hybrid 油電混合動

力以及柴油動力車款，另外還有

小型的汽油車款也相當省油，而

且所有車款的數據都是經過實際

道路測試得來。

汽車品牌故事

最省油休旅車TOP10

車型
油耗

km/L
車型

油耗 

km/L

Toyota RAV4 Hybrid 13.18 Subaru Crosstrek 12.33

Chevrolet Equinox柴油 13.18 Honda CR-V 11.9

Lexus RX Hybrid 12.33 Mazda CX-3 11.9

Lexus NX Hybrid 12.33 Mercedes-Benz GLA 11.05

Honda HR-V 12.33 Nissan Rogue Sport 11.05

美權威
道路實測

 豐田RAV4

【看中國記者林佳報導】氣球、彩帶、美食、

音樂、時裝秀——本週二（6 月 26 日）傍晚，

加拿大最大、北美第二大的 Nissan 車行——

Country Hills Nissan 舉行了盛大的開張活動。

新車行在相對私密的角落設置了超大屏

幕的電子顯示屏。用戶通過觸屏，可自行選

擇和對比各種顏色和配置的新車，還可以通

過電子屏幕傳送服務需求指令，車行銷售在

另一端接收到指令後，會來到客戶身邊提供 
服務。

Country Hills Nissan 的市場部經理麥

克唐納（Matthew MacDonald）說，新車

行坐落在城市的外圍區域，方便客戶到來。

車行還招聘了會說漢語的銷售，服務於華人

客戶 :「車行大廳的設置和其他配置，都秉

承以客戶為中心的宗旨。整個汽車選購過

程，將由消費者而不是車行老闆或銷售人員

來主導。」

新車行大廳寬敞明亮，設計

現代。獨具特色的是車行大廳有

非常寬敞的社交區域，類似咖啡

廳，為客戶和員工提供了放鬆休

息或等待的舒適空間；

卡城車行

Country Hills Nissan 隸 屬 於 Kaizen Automotive 
Group。該汽車集團公司於 1989 年成立，擁有近千名員

工，是加拿大 50 個管理最好的公司之一（50 Best Managed 
Companies）。全新的車行坐落於 2451 Country Hills Blvd 
NE，緊鄰著一些大型車行如 Country Hills Toyota 等。

時裝秀

Datsun乘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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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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w Homes

【看中國訊】裝修是一件讓

人既興奮又苦惱的事情。裝修出

一個美觀又實用的家，是每個人

的夢想。有時，你在裝修上傾注

了不少心血，但是某些中看不中

用的裝修，往往會成為家裝的雞

肋，作用不大，卻又捨不得放

棄。下面就為大家細數那些中看

不中用的家裝，作為精明裝修人

的你，裝修時須注意避免這些裝

修中的雞肋。

裝修雞肋1 
獨立衣帽間

誤以為突顯大氣：在電視劇

上看到的衣帽間，眾多美麗的衣

服、鞋子陳列在內，主人公步入

衣帽間隨意挑選心愛的衣物，時

尚又大氣。而且衣帽間的格局讓

衣物整齊擺放，利於分類。

打理成難題：獨立衣帽間雖

然利於衣物的擺放，但是敞開式

衣帽間的清潔才是難題！大多數

的步入式衣帽間是沒有門的，這

樣衣物很容易積聚灰塵，清掃須

要花費很多時間。

或者，你可以花錢請人打

理，要不任其被灰塵掩蓋，這時

候你會覺得衣帽間成為裝修的一

大雞肋。

首選訂製衣櫃：現在衣櫃的

選擇有多種，除了到專賣店挑選

已確定尺寸的整體衣櫃外，更多

人選擇量身訂製衣櫃。這種衣櫃

不僅能為你節省空間，在內部布

局上能夠按照你的需求來訂製，

十分人性化。

【看中國訊】在開放日驗房

時，人們往往容易被一些小細節

吸引，從而忽視房子原有的缺

陷。而日後一旦買下房產時，你

不得不花費上萬元進行修理。

資深房地產經紀人 Georgiev 認

為，無論購買甚麼樣的房產，都

要懂得驗房的訣竅，仔細查看。

位置最重要

你希望你房子臨近商店、咖

啡店、公共交通，但也要注意是

否周圍有加油站、工業用大樓、

鐵軌、繁忙的道路等。

仔細查看

Georgiev 表示，檢查房子

時應該從外面開始， 看看大門、

籬笆、外牆的狀況怎麼樣。磚牆

上是否有裂縫。如果可以，再看

看屋頂的狀況。進到房子裡面，

在地板上跳一跳，看是否晃動。

他還建議應該看一看接線

箱，看一看電線是否需要重新鋪

設。還要查看地板上是不是有斷

裂的地方或小洞，這些可能是有

白蟻活動的跡象。

另外，開關門窗，自來水龍

頭，看是不是正常運作。不要被

家中漂亮的擺設所迷惑。

要有自然光

Georgiev 提醒，可以帶著

指南針，查看一下房子的朝向，

布局應該合理房子最好是朝北或

朝東，這樣能讓光線自然地照到

室內。

睜大眼睛

開放日是獲得信息的大好機

會，可以多問地產經理問題，包

括「預期的房價在甚麼範圍？房

主為甚麼賣房？」與其他來驗房

的人交談也是一個好主意。

帶上親朋好友

Georgiev 提出，在開放日

驗房時，帶上家人或朋友一起去

很有必要。「往往你犯的錯誤是

喜歡上了這棟房子。親朋好友會

提醒你隔壁是一家加油站，或者

是一條大公路。」

再看一次

 地產代理總是安排在對房子

最有利的時間開放驗房，如光線

最好或交通最不繁忙的時候，如

果你換個時間去看，也許情況就

不一樣了。

聘請專業人士

Georgiev 建議在你自己查

看過之後，最好請專業人士來檢

查。請有執照的專業驗房師、測

量師、建築師進行獨立的建築檢

查，是很有必要的。

裝修花費

如果要重新裝修，也要將這

筆費用考慮到預算內。施工、材

料、難度、規模就決定了費用的

不同，你需要大致計算一下裝修

的花費，這也是洽談價格時要考

慮的因素之一。

家居裝修應避免的
「裝修雞肋」

裝修雞肋2 
超大浴缸

因盲目追求樂趣而選購：每

天讓人最為放鬆身心的就是沐浴

的時候了，電視劇裡主人公辛勞

一天回家，躺在舒適的大浴缸，

一邊享受溫暖的花瓣浴，一邊享

用美酒，但是這種場景在現實生

活中是很難出現的。

電費吃不消：想要擁有一個

大浴缸，暫且不說那越來越小的

衛浴間面積了，只是一個大浴缸

的價格和每天用一大缸子熱水的

費用已經很可觀了。不少人安

裝浴缸後，都會存在這樣的情

況——漸漸地因為怕麻煩、省電

費等原因，把浴缸荒廢掉了。

淋浴房省電、省空間：對於

衛浴來說，淋浴房也不失為一個

好的選擇，淋浴比浸浴要來得節

省水電，而且淋浴房占地較小，

如果希望有按摩效果，可以選擇

帶按摩功能的淋浴設備，這樣既

能享受到舒適的沐浴，又能做到

節省費用、節省空間。

裝修中的雞肋有很多，步入

式衣帽間、射燈和大型浴缸只是

其中一部分，裝修時應根據自己

的實際情況制定合適的裝修方

案，避免做出那些中看不中用的

裝修。

裝修雞肋3 

炫彩的射燈

為打造空間氛圍而選擇：不

少年輕一族都嚮往氣氛佳的家居

裝修，他們多數會要求在一些角

落安裝不同顏色的射燈，從而把

家居打造成氣氛十足、色彩絢麗

的空間。

光汙染和電費難題：照明不

能亂使用，太多顏色的射燈不但

不能起到照明的作用，反而會引

起家居的光汙染。

長期在不同顏色的光源下生

活，容易讓人引起白內障、失

眠、抑鬱症等情況。再者，安裝

太多射燈，電費一定十分可觀，

而且維修起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情。

根據空間來安排光源：家居

的照明光源安排應該根據空間實

際情況考慮，比如：客廳生活區

和臥室應採用光線柔和的吊燈，

餐廳光源可採用吊燈或筒燈，書

房可選用吊燈和檯燈的組合，廚

衛選擇白熾燈最佳，而射燈可以

在吧台等地方作為點綴。

Albert Park

Emerald Sky Skyview Landing

Legacy Gate

開放日驗房 
需要注意做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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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儘管目前油價

已接近四年來的歷史最高水平，

但是作為加拿大能源業重鎮，卡

爾加里的辦公樓空置率達到了十

年來的最高，幾乎與 2008 年的

經濟低迷期相當。

據 Altus 房產數據諮詢公司

的報告，卡爾加里辦公樓空置

率今年第一季度攀升至 23% 左

右，高於去年同期的 20%。空

置率增長的原因之一是今年三月

份新建成的 250 萬平方英尺的

辦公室。另一原因是需求萎靡不

振。根據 Altus 的數據顯示，第

一季度辦公室投資物業的銷售額

驟降 83%。第一季度投資房地

產銷售總額大降 28%，與去年

同期相比下降了 2.95 億加元。

儘管過去一年以來全球油價

已經反彈，但苦於受到管道容量

短缺的影響，加拿大原油對美國

基準價格的折扣幅度卻加大了。

這箝制了生產商的產量，並導致

了各大公司不斷的裁員。

【看中國訊】卡城的綠地面

積讓其他城市羨慕不已。城市公

園規劃和發展主管特拉維斯．肖

（Travis Shaw）說：「生活在都

市中，擁有各種休憩空間非常重

要，譬如休閒運動的小路，帶兒

童攀爬設施的公園，和兒童踢球

的空地」。

接觸自然有益健康並有助於

提高生活品質，因而卡城將保證

城市綠地做為一項重要工作。

目前，卡城擁有 8,310 公頃的空

地，既每千戶居民有 6.7 公頃的

各類空間，和 3.2 公頃定期修剪

【看中國記者鐘鼎編譯報導】

2017 年，亞省兩個最大的城市

均在不同的物業類別吸引了相當

可觀的房產投資。

埃德蒙頓在零售和辦公物業

投資表現強勁。卡爾加里雖然在

這一領域出現下滑，但卻獲得了

住宅用地投資者的青睞。

Altus 集團最新發布的報告

披露了兩個城市在 2017 年市場

投資活動的詳細分類情況。

卡爾加里

2017 年卡爾加里的投資物

業銷售總額達到 34 億加元，為

2013 年以來的年度最高值。

2017 年辦公室、零售和土

地物業的投資額下降，未能被其

他物業的銷售增長彌補。

住宅用地投資環比增幅最

大 增长了一倍多，達到

5.61 億加元。這也使得自 2014
年以來土地銷售總額首次跨過

10 億加元的門檻。

公寓類投資在 2017年取得顯

著改善，由於第四季度的強勁增

長貢獻，年增長率達到了 17％。

2017 年辦公室物業遭受了

周末看房团 最新日期
敬请致电查询

讓卡城人引以為豪的綠地面積

2017年卡城愛城房市
各自亮眼特色

(圖片來源：Pixbay,看中國合成)

卡城商業樓空置
率十年來最高

的綠地及公園。其目標是讓每位

居民都能夠在 400 米內就有綠

地，目前 99.5% 的卡城居民實

現了這個目標。

目前缺乏綠地的地方，例如

在居民人口增長超過市公園預算

的市內居民區，卡城的重心則是

充分利用現有的資源。「在這些

情況下，我們嘗試更有效的利用

空間，而不僅僅是大片空地，」

肖說。

特別是在新社區，卡城旨在

為不同的住戶提供不同的體驗。

「通常情況下，我們看到的是較

小的公園，其間休閒小道交錯，

是北美常採用的設計方式，」肖

說，「我們會根據特定區域的自

然優勢進行開發和發展，例如濕

地、小溪或懸崖—這樣還可以幫

助我們瞭解在未開發前這些地方

在自然生態中所處的位置」。

當然，最有效地利用好開放

空間包括考慮不同住戶的要求和

偏好。「卡城擁有傑出的河谷景

觀和豐富的開放空間，這是該市

的珍寶之一，」肖說，「從視覺

角度來看，它們非常重要，也是

維護一個健康、充滿活力的城市

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我們必

須優先保證學校和其他用戶的用

地需求。要處理好用地平衡關

係，但我認為我們做得很好」。

最大的下跌，下降了2.3億加元。

埃德蒙頓

埃德蒙頓地產投資總額在

2017 年達到 28.9 億加元，是連

續第二年同比增長。

零售物業佔投資份額最大，

其中 136 筆交易為總投資額貢

獻了 5.86 億加元

辦公室物業同比增幅最大，

幾乎翻至三倍，達到了 4.25 億

加元。

從 2016 年至 2017 年，土

地銷售總額相對持平。

工業類物業 2017 年降幅最

大，雖然下降了 14%，但仍是

繼零售物業之後對整體物業銷售

的第二大貢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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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針對聯邦的「公

共服務均等化」未來的五年方

案，亞省和薩省擬向渥京抗爭，

儘管這個涵蓋 2019 － 2024 年

的方案已經被通過成為法律。

「均等化」指的是將聯邦公

共服務資金傾向性的分配給財力

不足的省份和地區，以確保全

國各地的加拿大人獲得「平均水

平」的公共服務。該計畫的資金

來源並非各個省級政府，而是繳

納聯邦稅的納稅人。

未來的五年「均等化」方

案延續了以前的分配方法，

在 2019 － 2024 年裡，魁北克

省將分得聯邦 190 億加元中的

117 億加元，安省將分得 9.63

億加元，而卑詩省、亞省、薩斯

喀徹溫省、紐芬蘭和拉布拉多省

則分文不得。

渥京認為儘管亞省經濟過去

幾年來遭遇了油價低迷、投資驟

減等重創，但亞省仍然是加拿大

經濟最強勁的省份。這就是包括

亞省在內的幾個省份沒有獲得任

何聯邦資金分配的原因。聯邦政

府稱，在與各省進行長期磋商

後，這新法案明確表達了保持各

省和地區現狀的意圖。

然而，亞省和薩省均提交了

對「均等化」方案進行修改的動

議，稱目前的安排是不公平的。

兩個省份之前均收到聯邦新的五

年「均等化」方案通知信函，其

中用詞含糊，並未意識到該方案

已經獲准通過。渥太華在沒有與

各省進一步進行磋商的情況下自

行通過了新的五年方案，這個事

實激怒了許多西部省份的人。

亞省財長塞斯表示，他打算

推動改變目前的分配方案，為富

含油氣資源的省份爭取更多的利

益，因這些省份的經濟在未來幾

年裡可能會衰落。塞斯說，「將

不正確的事情改正過來符合我

們的集體利益。」他認為，自從

2014 年油價下跌以來，渥京在

亞省經濟陷入困境的期間幾乎沒

有提供任何支援。

亞省聯合保守黨領袖傑森 ·
康尼稱渥京的這個決議是「打了

亞伯塔省一記耳光」。他說：

「這意味著我們將繼續被迫——

即使在亞省經濟糟糕的情況

下——為國家其他地區的公共服

務提供補貼。」他特別點名魁北

克省。

薩斯喀徹溫省省長斯科特 ·
莫（Scott Moe）表示他絕不會

退縮。他在推文中說，「這個

（均等化）方案對加拿大所有的

省份都不公平」。

卡城生活成本排名下降
【看中國訊】本週二（6 月

26 日），美世諮詢（Mercer）
發布了最新年度報告。報告調查

了超過 209 個城市生活成本。

以紐約市的情況為標桿，通過對

比住房、交通、食品、服裝和其

它費用等因素來考察各個城市的

生活成本。今年卡城的排名為第

154 位，比上一年下降了 11 個

名次。

與卡城生活成本水準相類似

的城市是：波蘭的華沙、厄瓜多

基多、利馬索爾、塞普勒斯和英

國貝爾法斯特。

【看中國訊】本週二（6 月

26 日）亞省小麥委員會聲稱韓

國已恢復進口加拿大小麥。

本月早些時候，加拿大食品

檢驗局宣布在亞省南部的一個農

場附近發現了一些轉基因小麥。

隨後日本暫停了加拿大小麥進

口，繼日本之後，上週韓國也宣

布暫停從加拿大進口小麥。

小麥委員會稱，經過嚴格的

測試，沒有證據顯示在商業運輸

的產品中有轉基因小麥。

而在加拿大的任何地方都不

允許進行轉基因小麥商業種植。

「韓國恢復進口加拿大小

麥，也是進一步向消費者展示加

拿大並不生產轉基因小麥」委員

會主席本德爾（Kevin Bender）
在週二（6 月 26 日）的發布會

上表示。

加拿大聯邦政府表示，在這

種情況下，暫時停止小麥貿易符

合加拿大與日本、韓國雙邊貿易

協定。

據統計，日本每年從加拿大

進口約 150 萬噸小麥，並傾向

於以高價購買高質量產品。而韓

國每年從加拿大進口約 23.5 萬

噸小麥。

該委員會還表示，他們有信

心日本會效仿韓國很快恢復加拿

大小麥進口。

【看中國林佳編譯報導】

CBC 新聞近日報導說，亞省的

酒類商店今後不再出售一種俄國

伏特加酒，其商標是鐮刀＋錘

子。因為之前烏克蘭裔加拿大人

大會（UCC）亞省分會對此酒

的標籤進行了投訴，認為這個商

標代表著大屠殺。

UCC 亞省分會主席 Luciw 
Andryjowycz 說，她對於這種

伏特加在卡城機場的出售感到特

別不安，因為那是一個向世界展

示亞省的窗口。由於這個商標的

「令人反感的性質」，UCC 亞省

分會 1 月份曾要求亞省酒類和

遊戲委員會下架此產品。最初她

被告知這不可能，因為酒類商店

是私人企業。

但在 6 月 21 日，亞經濟發

展部長 Deron Bilous 和省議員

Jessica Littlewood 向亞省酒類

和遊戲委員會致函。信中說亞省

擁有超過 36.5 萬烏克蘭－阿爾

巴尼亞人，他們當中的許多人為

了逃離迫害從蘇聯來到加拿大。

受害者為了讓「飢荒種族清洗」

的殘暴被公諸於世奔走多年。

「對我們來說，這個形象是一個

可憎的象徵，代表著數百萬人的

種族滅絕」這封信裡說。

鐮刀加錘子的標識源於蘇

聯，代表共產主義。烏克蘭大飢

荒發生在 1932 年到 1933 年，

造成至少 240 萬人死亡。一些

烏克蘭人認為蘇聯的收公糧、沒

收農產品、鎮壓農民、阻止逃荒

等政策是故意加重自然飢荒，達

到種族清洗的目的。飢荒期間有

7 萬多農民因擁有農產品被捕，

有 4880 人被判處死刑。當時發

生了食人行為，有 2000 多人因

食人被定罪。有歷史學者認為蘇

聯的種種政府舉措故意加重了自

然飢荒達到了種族清洗的目的。

亞省酒類和遊戲委員會後來

在聲明中表示：「確保帶鐮刀加

錘子的產品不再被帶入亞省，下

架此產品的決議立即生效」。

Luciew Andryjowycz 表

示，她對該委員會的決定感到

「非常激動」。另一個進口這種

伏特加的是魁北克省，UCC 下

一步將爭取在魁省禁售帶有鐮刀

和錘子商標的伏特加酒。

【看中國訊】加拿大聯邦政

府許諾在六年時間內投入額外 5
億元用於亞省的就業培訓。

聯邦就業部長海杜（Patty 
Hajdu）近日表示，將額外增加

投入的資金算在一起，亞省六

年來總共獲得高達 17 億元的資

金，將幫助大約超過 124，000
多名亞省的工人獲得就業機會和

技能培訓，包括學徒培訓、自雇

培訓和學術升級。

聯邦政府表示，殘疾人、婦

女和土著居民等特殊群體將特別

從該計畫中受益，因為此計畫中

包括多個針對以上人群的項目。

在計畫的頭兩年，亞省將通

過新的《勞動力發展協議》和《勞

工市場發展協議》收到4.9億元。

聯邦政府表示，將監測增加

投入就業培訓資金是否會增加亞

省人的收入，幫助亞省人獲得持

久的就業機會和打破低收入特殊

群體的就業障礙，並向公眾公布

相關信息。

【看中國訊】今年冬天大面

積降雪後，卡城居民步行穿過城

市街道將比往年更容易。

週一，卡城市議會以 14：
1 的票數通過了為冬季掃雪調增

預算 900 萬元的方案。只有議

員埃文．伍利（Evan Woolley）
對該方案投了反對票，他希望在

11 月份的預算審議之前不要作

出關於投資的決定。

該方案規定降雪後的 24 小

時內市區所有人行道將被清掃，

還會增掃 100 公里的通道，且

優先掃輪椅坡道。

「這實際上是一個很好的方

案」市長 Naheed Nenshi 說，

「市議會表示，這意味著秋季會

增加一些稅收，但我們認為市府

在這項服務方面表現欠佳，我們

必須做得更好」。

該掃雪方案是否要永久化需

要在 11 月份的商討預算方案時

討論、表決。

亞省獲額外5億
職業培訓資金

市府增加900萬
掃雪預算

冬天路會更好走

亞省薩省抗爭

亞省下架鐮刀錘子商標的伏特加

公共服務資金「均等化」

多倫多的排名是第 109位，

比去年前進 10 個位置，溫哥華

緊隨其後，比去年下降了兩個位

置。當然這毫不奇怪，兩座城市

都是加拿大的兩個居住成本最昂

貴的地方。

蒙特利爾的排名下降了 18
個位置，現在居第 147 位。渥

太華是加拿大第五大城市，在這

個榜單上位於第 160 位，

美世諮詢表示下降的城市是

由於當地的市場狀況相對穩定。

調查顯示，香港、東京、蘇

黎世，新加坡和首爾是世界五大

生活最昂貴的城市。

北美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依

舊是紐約市，名列此榜單的第

13 位。在報告中生活成本最低

的城市是烏茲別克的塔什幹。

韓國恢復進口加拿大小麥

（看中國合成）

（二條圖片由看中國合成，其餘圖片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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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名老兵安營紮寨 
萬餘警察趁天黑清場

這次老兵集體維權事件始於

6 月 19 日。當日，鎮江市近百

名退伍軍人到政府門前維權，要

求解決他們的待遇太差等問題，

在求見市長會談無果後，一直留

守門外。 20 日凌晨，一群身分

不明的人闖入維權老兵當中，打

傷退伍老兵。

消息傳出後，各地千餘名老

兵趕來聲援，抗議現場的旗幟顯

示，這些老兵來自江蘇、四川、

湖南、湖北、山東、山西、河

北、遼寧、內蒙古、江西、廣東

等多個地區。老兵們喊出整齊的

抗議口號，包括：問題一定要解

決、交出凶手、反對打壓，打倒

貪官，嚴懲腐敗等，有的還喊

「與反動政府同歸於盡」。

這些老兵們由於經濟困難，

大多只能在路邊小樹林裡搭帳篷

席地而睡。 23 日凌晨，鎮江當

局深夜派出約上萬名警察，衝入

睡覺的老兵群體之中，暴力清場。

陝西退伍老兵楊先生表示，

當時，現場有 2000 多老兵，多

數是 50 多歲、60 多歲的人，手

無寸鐵，警察手持盾牌、警棍。

「23 號凌晨 3 點 40 分，他們突

然有 1 萬多警察，我們老兵都

在小樹林裡面休息嘛，也沒有燈

光甚麼的，他們包圍起來打，打

傷的也很多。」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

導】連日來，發生於江蘇鎮

江的老兵維權事件引發世界

關注。來自全國各地的數千

名退伍老兵前往鎮江維權，

遭到當地政府暴力鎮壓，網

傳3死500多人傷，其中15
人被打致昏迷。本次老兵上

訪原因是甚麼，他們團結起

來表達訴求會有結果嗎？

據《金融時報》報導，防務

智庫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

（ASPI）的一份報告發現，在過

去 8 年裡，澳大利亞議員的中

國之行，華為支付全部或部分費

贊助政客旅遊引發擔憂  華為在澳連連碰壁
用的多達 12 次，是對澳政客海

外旅行贊助最多的企業，相當於

2010 年以來企業贊助的所有旅

行的逾五分之一。

獲贊助者包括現任澳大利

亞 外 長 朱 莉． 畢 曉 普（Julie 
Bishop）和貿易部長史蒂夫．

喬博（Steve Ciobo），華為分

別在 2012 年和 2013 年贊助了

二人在野時的中國之行。

ASPI 網絡政策主管費格

斯．漢森（Fergus Hanson）表

示：「在澳大利亞，華為通過贊

助旅行以及讓前政客加入其董事

會，已非常有效地鎖定了一些具

有關鍵政治影響力的人物。」

【記者端木珊綜合報

導】基本被美國拒之門外的

中國科技巨頭華為，正忙於

挽救自己在澳大利亞的聲

譽。然而，近日有消息爆出，

華為在過去八年，多次贊助

澳洲政客的中國之行。外界

對華為——這家引發國家安

全擔憂的公司的贊助行為提

出了疑慮。

的原因。她的父親是 49 年之前

的八路軍士兵，今年 1 月過世，

但地方政府不按中央的優撫條例

發放足額的撫恤金，「我們那兒

的民政部門親口說的，總額是

40 多萬，但他們只給我 5 萬多

塊錢」。

董奎紅的表妹是 3 年退伍

老兵，「我妹妹老實，就是相信

黨相信組織，說實話是真的相

信。其實，他們不給她辦，都是

騙人的。這錢其實倒不多，買斷

一個工齡能有多少錢？才幾萬塊

錢。但她一分錢都沒撈到，完了

還讓他們給拿走了，讓政府給拿

走了」。

江蘇民主人士吳世明表示，

這些老兵生活極端困難，「他們

現在不是維權了，他們是維生

吧，為了維持自己的生計吧。維

權是為了權利受到侵害，他們是

為了生存嘛。老兵來自全國各

地。有的地方農村老兵一個月拿

75 塊錢，現在物價是多少啊？」

5700萬退役軍人 
待遇無解

老兵維權從十多年前已初見

端倪，當時還是零星的事件，大

約十年前開始出現大型的老兵維

權事件。近年來，老兵維權已演

變成全國性的規模。中國現有退

役軍人 5700 多萬，並以每年幾

十萬的速度遞增。

工作安置一直是老兵待遇中

比較突出的問題。退役軍人往往

沒有一技之長，在適應地方生活

上有困難。從 80 年代開始，地

方政府就已經出現了沒有能力安

置退役軍人工作的問題；而在市

場化的經濟改革中，私營企業又

沒有義務安置退伍軍人。今年

初，中國國務院進行機構改革，

增設了退役軍人事務部，其主要

職能是退役軍人的移交安置工作

和自主擇業退役軍人服務管理、

待遇保障工作等等。

原中國海軍司令部中校參謀

姚誠認為，目前政府沒有能力解

決這麼多老兵的待遇問題，「中

共沒有一個完善的制度，它解決

不了這個問題，這個制度需要經

濟保障。所以，現在中央把球踢

給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一開始想

解決這個問題，但是，現在一看

到中央政府讓地方政府拿錢，現

在哪一個省市不是瀕臨破產狀

態，都靠賣地來維持政府開支，

哪有那麼多錢去解決老兵問題？」

團結上訪結果如何

《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

表示，在當今中國，老兵這個群

體遠不是受壓迫最深、利益受損

最嚴重的群體。中國農民人數最

多，但在政府眼中最好欺負，因

為他們一盤散沙。老兵群體身分

感強，命運一體感強，加之當年

特殊的經歷和特殊的訓練，集體

行動能力比其他群體更強。

然而，即便如此，老兵團結

起來集體上訪是否能有結果呢？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6 月 26 日，

來自遼寧的老兵張先生說，他已

經從鎮江回家，在當地政府的武

力鎮壓下，在現場聚集的老兵已

經被清場。他說：「老兵沒有生

活之路，只能屈服在武力之下，

都已經撤回了，政府的人還在，

只是老兵已經不在現場了。」

華為或被禁入 
澳洲5G市場

《金融時報》報導稱，ASPI
已呼籲不讓華為進入澳大利亞

5G 移動市場，認為它可能從事

間諜活動。幾週之後，澳大利亞

老兵鎮江維權 萬警暴力清場 

將做出決定：是否同意華為為澳

大利亞的5G移動網絡供應設備。

在上週公開的一封寫給澳大

利亞政界人士的信中，華為還替

自己長期為澳大利亞最大的電信

公司提供網絡設備和其他設備的

身分進行辯護。

據《紐約時報》報導，信中

寫道：「將華為完全排除在澳大

利亞 5G 之外，意味著將華為排

除在整個澳大利亞市場之外。」

而在這封不同尋常的信出現

之前，有報導稱，澳大利亞政界

人士出於安全考慮，可能會將華

為排除在涉及升級澳大利亞移動

網絡的合同之外。

中國各地的退伍軍人在江蘇鎮江聲援戰友。(自由亞洲電臺)

凌晨，一群身分不明的人闖入維

權老兵當中，打傷退伍老兵。

消息傳出後，全國各地千餘名

老兵陸續趕來聲援戰友。

鎮江近百名退伍軍人到政府門前

維權，要求解決待遇差等問題。

鎮江當局凌晨派出上萬名警

察，衝入老兵群體中暴力清場。

6月19日

6月20日

20∼22日

6月23日

在當地政府的武力鎮壓下，現場

聚集的老兵已經被清場。

6月26日

鎮江退伍老兵維權遭毆打致傷。

當局使出各種手段「維穩」。(視

頻截圖，上同）

昔日軍人成維穩對象  組織性強令當局緊張

一直關注事件的羅先生透

露，官方選擇深夜動手，是經過

精心策劃的，「他們凌晨去鎮壓

老兵的話，就是天是黑的，即使

用手機也錄不到。他們選的這個

時間，確實是很準。」

八路軍家屬聲援 
維權還是維生？

自由亞洲報導，維權老兵家

屬董奎紅談到此次聲援鎮江老兵

此外，澳大利亞政府於上月

宣布幫助出資建造一條從悉尼到

所羅門群島的海底電信光纜，這

一決定也終止了所羅門群島與華

為之前的合作安排。

西方國家警惕華為

《金融時報》表示，華為一

直是導致外界擔心被北京竊聽

的一個原因。事實上早在 2012
年，澳大利亞就以國家安全

為由，禁止投資達 490 億澳

元的固話電信網路「國家寬帶

網 絡 」（National Broadband 
Network）從華為採購設備。美

方也一直指華為有安全風險。

華為或被禁入澳洲5G市場。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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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換將 誰是新董事長

《蘋果日報》6 月 26 日援

引知情人士透露，西安微電子

黨委書記兼副所長李自學，將

出任中興通訊新董事長。該知

情人士稱，從時間上和董事成

員提名來看，李自學出任的可

能性非常大。中興通訊官方對

此暫未置評。

公開資料顯示，李自學，

1964 年出生。 1987 年畢業於

西安交通大學電子元件與材料

專業，獲工學學士學位。李自

學 1987 年至 2010 年進入西安

微電子技術研究所從事微電子

技術的研發及管理工作；2010
年至 2014 年歷任西安微電子

技術研究所副所長、黨委副書

記、紀委書記、監事長；2014
年至 2015 年任西安微電子技術

研究所黨委書記兼紀委書記、

監事長、副所長；2015 年至今

任西安微電子技術研究所黨委

書記兼副所長。

有 知 情 人 士 表 示， 中

興 從 原 來 的 創 業 元 老 中 找

人 才 能 穩 住 局 面， 因 為 從

外 面 調 來 的 人 並 不 瞭 解 
中興。

因中興違反禁令，將含有

美國零部件的產品賣到受到聯

合國制裁的伊朗，美國商務

部 4 月向深圳的中國高科技企

業中興開出了長達 7 年出口禁

令。中興將不能採用任何來自

美國的零件和技術生產產品。

核心元件依賴美國的中興，受

到直接衝擊，事件震動中南

海。

此外，中興除將支付總額

為 17 億美元的罰款，包括依照

2017 年 3 月協定已支付的 3.61
億美元、10 億美元罰金，以及

將交由協力廠商託管的 4 億美

元。中興還必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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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成員將由中興出

資聘請。另一個監督員則是去

年由美國德州一家聯邦法庭指

派的，任期三年。

19歲女生跳樓 圍觀者鬨笑美揭密中方「千人計畫」獵取技術
【看中國記者李樂綜合報導】

近日，甘肅省慶陽市一名 19 歲

女生遭到班主任猥褻，在投訴無

門後選擇跳樓自殺。此事件引發

輿論關注，但官方媒體對此集體

噤聲。

6 月 20 日下午，慶陽市 19
歲女生李某奕在當地某百貨大

樓 8 層的玻璃幕牆外意欲跳樓

自殺。據救援視頻顯示，一名消

防員抓住女孩的一隻手，拚命喊

「抓住！抓住！」，結果李某奕

卻拚命掙脫，從高樓墜下身亡。

李某奕曾遭高三班主任吳老

師猥褻，女孩向其他老師、檢察

院求助，都沒得到幫助。後來李

某奕被診斷出得了抑鬱症。她曾

二次服安眠藥自殺被救回。此

次，李某奕萬念具灰之下選擇跳

樓討要公道。令人想不到的是，

跳樓現場樓下不少人圍觀鼓掌 
鬨笑。

大陸微信公眾號「大叔時

評」的文章表示，底下那群醜

陋、歡笑、激動、鼓掌、嘲諷、

直播的圍觀者們，他們從來不知

道一個生命是遭受到多大的痛苦

才會自棄，他們心裡根本沒有一

句「或許再救一下」的念頭！他

們笑得就像戲臺下等待謝幕的觀

眾，只為了「快手」與朋友圈中

一個個留言上跳動的數字，甚

至還有人冷血地寫下：「夠磨蹭

的，可終於跳了。」

文章說，從強姦未遂的始作

俑者班主任，到推卸責任的學

校、視其為異類的同學、冷酷無

情的執法者，以及大廈底下與直

播中醜陋的圍觀人群，每一個人

都是間接讓她走上絕路的凶手！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

6月23日，美國國防和情報官員指

出，中國大陸啟動的引進海外人才

「千人計畫」，以合法或非法手段

將美國技術、智慧產權帶入中國，

美國應像對抗前蘇聯一樣對抗中

共。

中國大陸於2008年起啟動「千

人計畫」，吸引海外人才。彭博社

報導，雖然這並非秘密計畫，但美

國情報部門旗下的國家情報委員

會指出，其「促進美國技術、智慧

產權，及專有技術的合法與非法轉

移」目標卻從未公開。

「千人計畫」目前已聘任 2629
人，其中 44%屬於醫學、生命或健

康科學專業範疇；22%為工業應

用技術專業；8%屬於電腦科學專

業；6%為航空或航太專業和天文

學，另有少數為經濟、金融與數學

方面的專業知識。

美國委員會主席、德州共和

黨眾議員索恩伯里表示，中國透過

這種手段獲取美國技術，中國竊取

技術行為包括工業間諜、大規模駭

客、派遣研究生到美國理工科大學

學習、利用中國政府贊助等的美國

組織招聘人才。

負責研究及工程的國防部次

長格里芬（Michael Griffin）也表

示，五角大樓面臨對其技術及工業

基礎前所未有的威脅，因為美國的

「開放社會」，為中國等國家，提

供了可以獲取同樣技術和信息的機

會，而這些技術和信息對於美國未

來作戰能力的成功，至關重要。

國家情報官員希奈拉指出，中

共獲取美國技術的另一個手段，是

通過合資和兼併與收購等越來越

大的投資，將美國的技術轉移到中

國。據悉，中國對美國技術領域投

資 2007 到 2017年間，已達到約

400 億美元。

因此，美國必須加強反間諜

能力，以及提升私營部門對安全的 
關注。

有證據表明，中國已將宣傳

手臂伸入美國企業、智庫和校園等 
各處。

《華盛頓觀察家報》曾披露，

中國在美國校園建立共產黨黨支

部組織，以繼續控制中國留學生的

思想；美國官員、議員與學者開始

思考「孔子學院」的去留，擔憂由

中國政府贊助的孔子學院正在利用

美國的學術自由，向美國年輕人灌

輸共產組織的價值觀。

美國 FBI 局長克里斯多夫 ·
雷說 :「中共在利用美國人的善良

和學術界的單純獲取必要資料。」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

合報導】因被指將美國零件

產品等售予朝鮮、伊朗而遭

美國制裁的中興通訊，將根

據制裁條款高層換人。最新

消息稱，新的董事長人選將

是西安微電子黨委書記兼副

所長李自學。

崔永元發微博 疑遭警方調查

美提去核化時間表 落實川金會承諾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綜合報

導】央視前主播崔永元爆料娛樂

圈「陰陽合同」事件，揭開了娛

樂圈鮮為人知的黑幕。近日崔永

元向有關部門遞交舉報材料仍未

獲回覆，以及向公安局報案受到

死亡威脅也石沉大海。 6 月 24
日，崔永元連發二條微博，疑似

被警方調查。

6 月 24 日上午，崔永元發

微博說：「鏟屎官說，前兩天

@ 國家稅務總局著急忙慌地想

『再聽一次情況彙報』，結果有

二個不明身分的人一臉嚴肅地也

跟著聽。等到他們一開口，鏟屎

官就聽出這是個別部門培養出來

的有罪推定的警察蜀黍。粗糙粗

暴粗線條，用的就是一件事問 8
遍的疲勞戰術。誰給你們的這個

權力？玩呢？違法了知道嗎？你

們可真讓人噁心！」

這條微博透露了幾點信息： 
1、國家稅務機關藉口「再聽一

次情況彙報」，主動約見崔永

元，結果真正訊問小崔的人，是

警察。不是聽，而是問。 2、訊

問態度簡單粗暴，直接了當，警

察的主觀立場是「有罪推定」。 
3、標準的預審技巧「一件事問

8 遍」。

崔永元的爆料再次升級，6
月 23 日再公布三份《大轟炸》合

同，其中晒出一張《大轟炸》電

影簽約范冰冰的合同。

崔永元稱：這部《大轟炸》

電影圍繞著「范冰冰」簽署的片

酬高達 8000 萬，而范冰冰告訴

崔永元 3 天她只拿了 2000 萬，

另外6000萬范冰冰表示不知情。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綜合報

導】6 月 24 日 ( 週日 )，美國國

防部一位高級官員表示，美國

即將向朝鮮提出一個列有美國

「具體要求」的去核化時間表，

以落實美國總統川普和朝鮮領

導人金正恩在新加坡舉行峰會

時所簽署的協議。

美國之音報導，美國國防

部長馬蒂斯即將開始他的亞洲

之行的時候，美國國防部一位

沒有透露姓名的高級官員表

示，無核化時間表將很快出

爐，並將安排得足夠緊湊，以

便清晰地顯示平壤方面對去核

化承諾的誠意。

這名高級官員說：「我們很

快就會知道，他們（朝鮮）是

否會真正行動……當我們向朝

鮮提出應該如何落實峰會協議

的方案時，我們將提出一個具

體要求，並且列出一份明確的

時間表。」

舉世矚目的「川金會」6 月

12 日在新加坡舉行。此次峰會

上，雙方達成協議並簽署了聯

合聲明。

蓬佩奧表示，美國期望在

今後兩年到兩年半的時間裡，

看到朝鮮解除核武裝。

這份聲明包含 4 項內容：

雙方共同承諾建立新型美朝關

係，推動和平與繁榮；雙方將

共同努力，建立持久穩定的朝

鮮半島和平政權與機制；朝鮮

重申將遵守韓朝兩國於 2018
年 4 月 27 日簽署的〈板門店宣

言〉，承諾致力於徹底完成朝鮮

半島無核化；雙方將致力於尋

回韓戰時期的戰俘及戰時失蹤

人員遺骸，包括將已經確認身

分的遺骸立即送回美國。

峰會過後，國際社會一直

在密切關注朝鮮徹底去核的具

體行動。

廣西降特大暴雨
引發山體滑坡

【看中國記者端木珊綜合報

導】本屆世界盃比賽，19 個贊助

企業中有 7 個來自中國，廣告

支出達 8.35 億美元（約 54.32
億元），中國品牌成為最大金

主。其中在天津註冊的指點藝境

是在世界盃開賽前一週才與國際

足聯匆匆簽約。該品牌沒有任何

產品問世，甚至很難從網絡上搜

到，而這家公司卻被大陸媒體吹

捧為世界盃歷史上第一家智慧硬

件贊助商。

根據《經濟學人》報導，四

年一度的世界盃賽事，是國際足

聯的主要收入來源。 2015 年，

美國檢察官起訴 40 個涉及國際

足聯腐敗問題的組織和個人後，

這些指控導致國際足聯的長期商

業合作夥伴擔憂，與國際足聯的

關係會影響他們的聲譽。本屆世

界盃中，甚至出現找不到廣告贊

助商的尷尬局面。但中國的企業

似乎不太在意與國際足聯的關係

對他們業務的影響。媒體稱中國

品牌在本屆世界盃走向世界。 
然而純甄、萬達、蒙牛等中國商

家的中文廣告卻顯示出，他們的

宣傳只是針對中國人，而非是國

際社會。

【看中國訊】6 月 23 日至

24 日，廣西田林縣普降中到大

雨、局部地區特大暴雨！持續強

降雨造成全縣 14 個鄉 ( 鎮 ) 不
同程度受災，致多人傷亡、高樓

倒塌、山體滑坡、停水停電、農

作物受災。

兩天來，廣西各地遭遇暴

雨、大暴雨和特大暴雨襲擊。

23 日清晨 6 時 40 分，南寧市武

鳴區因普降大雨，該區鑼圩鎮弄

七村 7 組因山上石塊滑落沖塌

民房，造成 1 死 1 傷。

當地居民表示，暴雨特別

大，造成房屋倒塌，有些地方水

深 2 米，停水停電。

據初步統計，暴雨導致倒塌

房屋 116 戶 346 間、直接經濟

損失 6137.37 萬元。

中國品牌砸50億 
成世界盃大金主

今日頭條告百度
騰訊遭遇黑公關

【看中國訊】手機新聞 App
「今日頭條」所屬公司 25 日向

北京海澱法院聲請，提訴百度

旗下的北京百度網訊科技有限

公司，以及百度線上網絡技術

（北京）有限公司，有涉及詆毀

和貶損「今日頭條」的內容。據

悉，海澱法院已受理案件。騰訊

微博亦於同日透過社交平臺表

示，公司持續遭遇密集，且非常

規的「黑公關」惡意攻擊，並已

就近期掌握的線索向公安機關報

案。

因被指將美國零件產品等售予朝鮮、伊朗而遭美國制裁的中興通訊，將根據制裁條款高層換人。 

（Getty Images）

國會山大型集會
美政要參與聲援

【看中國訊】6 月 20 日，來

自世界各地 6 千多名法輪功人

士聚集在美國國會西草坪上，呼

籲國際社會制止中共對法輪功長

達 19 年的殘酷迫害。國會外交

事務委員會資深眾議員伊麗安

娜．羅斯 - 雷婷恩（Ileana Ros-
Lehtinen）、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

基金會政府關係部主任克莉絲蒂

娜． 歐 尼（Kristina Olney）、
加拿大前亞太司司長大衛．喬

高（David Kilgour）與加拿大

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等，都出席活動表示聲

援。此外，另有 28 位美國聯邦

參、眾議員致信聲援。其中，

美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

（CECC）主席瑪律科．盧比奧

（Marco Rubio） 和 CECC 聯

合主席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在聯名聲援信中表示，

他們非常瞭解這場殘酷迫害，他

們要努力讓那些行凶者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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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敗之外 中國官場的另類危機

達」亦有之。

中共官場近年怠政懶政亂象

頻現。官員被曝在上班時間賭

博、吸毒、打遊戲、網購、看色

情片，甚至通姦。

據媒體澎湃新聞 5 月 12 日

報導，江西大余縣國土局土地開

發整理中心副主任賴華南，因在

工作時間作為滴滴出行司機駕駛

私家車接單被通報。

媒體紅網 5 月 11 日披露，

湖南省龍山縣「烈士陵園」園長

楊明元，被女大學生舉報其作風

奢靡腐敗，擅離職守，上班時間

駕公車與異性私密約會，行為不

檢點，亂搞男女關係，試圖包養

情婦。

落馬的原中共政治局委員

孫政才據稱沉迷網絡遊戲《王者

榮耀》，無心工作。曾經多次在

工作會議前玩遊戲，「一局不結

束不下車」，導致「車外十多個

人乾等著」。孫政才被「雙開」

時，罪名就有「官僚主義嚴重，

慵懶無為」。

當局近年的反腐遭到官員

多種方式「抵制」，其中「怠

政」、「懶政」就是一種另類抵

擋方式。

去年 11 月有港媒刊發評論

認為，在反腐整風的高壓之下，

中國官場出現巨大變化，官員們

變得老實了，但也變得更狡猾，

不作為、無擔當現象比比皆是，

害怕冒風險，擔心踩紅線，開啟

「自保模式」。

還有的是怠工觀望，鑒於現

在規矩多了，審查嚴了，所以乾

脆怠工，牢騷話也多了。

基層官員吃力不討好

據時評人士胡少江分析，中

國官場現在流行新「三不」：「不

吃飯、不收禮、不辦事」。前

「兩不」是當局的反腐要求；而

後「一不」則是官員們對當局反

腐的最典型的對抗。

今年 4 月 28 日，復旦大學

經濟學院院長張軍在一次會議上

談到經濟改革受阻問題。

張軍說，第一是中央部委沒

有動力，第二是改革的熱情總體

上已經消退。因此使很多改革方

案並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每

         反腐高壓下 官場花樣對策  基層官員無動力 現悲觀狀態

官場中上層花樣怠工

《新華每日電訊》近日刊文

指責基層官員出現「混日子」暗

流，許多人身居一線有「退休情

結」。

文章說，有的官員「磨道拉

車」，出工不出力，「二線變離

線」，平平安安占位子，鬆鬆垮

垮混日子；有的官員進入體制內

自稱「只圖面子不求裡子」，就

要個公務員身分「鍍鍍金」，不

貪不占也不幹……

文章舉例，吉林省長春市

直屬機關老幹部管理服務中心

原主任對工作漫不經心，把涉

及政策的問題都交給下屬辦，

自己把大量時間花在詩詞歌賦

和遊山玩水上。

有官員坦言：「過去想把年

齡改小，能多幹幾年；現在想把

年齡改大，能早點退休。」

而部分「80 後」、「90 後」

的官員也存在「想退休」的想法。

《人民日報》5 月 21 日稱，

現在有一些官員失去追求、無

所作為，反以「無求」自況。把

意志消沉、屍位素餐，視為「淡

泊」者有之；把為官平庸、毫無

建樹，視為「超脫」者有之；把

怕事推諉、圓滑逍遙，視為「曠

個辦公室的每個科員都有能力來

阻礙一項改革」，「在這種情況

之下，如何做出改變的確是非常

難的事情」。

就在 4 月 27 日，李克強在

中國國務院第一次廉政工作會議

上說：「為政不廉是腐敗，占著

位子不作為、拿著俸祿不幹事，

同樣是腐敗，是不能容忍的。」

時政評論員李林一表示，當

天中紀委書記趙樂際也參加會

議，李克強上述這番話，間接證

實中國官場已經沒動力「改革」

了。有觀察者認為，這是政權極

度不穩定的一個顯著特徵。

自由亞洲電臺評論員史東 5
月 18 日撰文分析中國官員的特

點時，談到多得數都數不清的基

層綠豆芝麻官。

史東認為，在中國龐大的

多、閑、爛的官僚體制中，最倒

楣的是那些最基層的鄉鎮基層幹

部。這些人替上面催公糧，逼稅

款，強制執行計畫生育，被老百

姓所痛恨，而又往往得不到上級

的獎賞和表楊，所以他們自我

解嘲地說：「共產黨是恩人，各

級政府是好人，鄉鎮幹部是罪

人。」

這些無品無級的芝麻官，是

目前政治制度的犧牲品，雖然跑

腿賣命，反而吃力不討好，日子

也不好過，他們中有的發牢騷

說：「青春獻給共產黨，周圍群

眾得罪光，沒日沒黑拚命幹，老

了還要兒女養。」

史東表示，在這個體制中充

當頂樑柱的基層幹部都這麼悲觀

沮喪，政府的穩定性將會極度不

樂觀。 

【看中國記者李文隆

綜合報導】中國的現行體制

下，官場面臨各類危機。當

局繼續高調反腐的同時，官

媒卻不斷發出消極言論，對

官員「混日子」等慵懶心態

和現象無可奈何。

中國官場流行庸懶風，被認為是政權危機前的顯著特徵。（Getty Images）

高層「拜延安」
海航「表忠心」

【看中國訊】6 月 20 日，海

航集團 20 多名高管到延安，並

扮紅軍、唱紅歌。據悉，這是中

央允許海航發債，救其渡過難關

後，海航的「表忠心」之舉。

據《香港 01》21 日消息，

海航集團黨委書記、董事局主席

陳峰帶領集團 20 多名黨員高層

日前到中共紅色基地延安舉行培

訓。據稱海航還要將這裡作為集

團員工長期培訓基地。在海航微

信公眾號發布的照片顯示，這

20 多名黨員高官甚至穿上了當

年中共八路軍的灰色軍裝。

不久前，彭博社等海外媒體

爆出海航負債近 6000 億元人民

幣，但其獲中央高層出手搭救。

大陸財經評論家、《華夏時

報》總編水皮 6 月 15 日透露，

中共央行副行長潘功勝主持召開

了海航集團專項會議。在會上，

潘功勝轉述了中共高層對海航的

意見：海航集團和社會上的其他

企業是不同，海航是流動性問題

以及各方要支持海航發債，確保

發債成功等。並批准了海航集團

旗下渤海金控 40 億元人民幣公

司債券掛網備案。

在此背景下，海航高管朝

拜「中共革命聖地」引人關注。

據自由亞洲電臺援引旅居法國的

時評人王龍蒙的觀點表示，中國

很多私企都姓黨，它們是中共權

貴的「提款機」，海航是其中最

典型的代表，這也是中共力保它

的原因。另外，中共利用納稅人

的錢救海航，海航不去感謝納稅

人，卻跑到延安，這其實是在向

中共「表忠心」。

胡海峰升官消息發布 胡錦濤同日露面

胡氏父子信息同步

浙江省政府網站 6 月 25 日

發布兩名擬提拔任用省管幹部

的任前公示。其中，中共嘉興

市委副書記、市長胡海峰，擬

任設區市黨委書記。另一名是

現任中共寧波市委常委、北侖

區委書記毛宏芳，擬提名為設

區市市長候選人。

而同一天，黨媒新華社報

導，6 月 25 日，中共全國政協

前主席趙南起遺體在北京八寶山

公墓火化。除了中共七常委和國

家副主席王岐山外，中共前黨魁

胡錦濤也一同現身。而且，在當

晚央視《新聞聯播》的畫面中，

對胡錦濤給了特寫鏡頭。

胡氏父子信息同步，特別是

胡錦濤之子胡海峰近日確定將要升職，外界認為胡海峰仕途得益於胡

錦濤和習近平十八大後「打虎」期間的政治聯盟。（Getty Images）

胡海峰擬任設區市黨委書記，更

多地引發外界對胡海峰未來仕途

走向的猜測。

據中共體制慣例，將中國直

轄市以外的市分為「設區的市」

與「不設區的市」，其中設區的

市即設有市轄區的市，全國絕大

部分的地級市都有市轄區。

目前浙江的設區市共有 11
個，除了胡海峰任職的嘉興市之

外，還包括：杭州、寧波、溫

州、湖州、紹興、金華、衢州、

舟山、台州、麗水等。

根據任前公示，胡海峰調任

哪個設區市仍不確定。不過之前

的 6 月 20 日，臺媒中央社已引

述消息人士披露，胡海峰很快將

升任嘉興市委書記。

消息還說，胡海峰行事低

調、升官路不算快，主要原因是

胡錦濤不希望自己的兒子受到快

速提拔。

而臺灣聯合新聞網 6 月 20
日也報導稱，因擔任市長兩年期

間「政績」不錯，有消息指胡海

峰近期可望升任中共嘉興市委書

記。但職級仍為正廳級。

胡海峰被看好的原因

現年 48 歲的胡海峰畢業

於北方交通大學及清華大學的

EMBA。早年任職於商界，先

後擔任清華控股公司高級工程

師、同方威視技術公司總裁。

40 歲時躋身正廳級，2010 年曾

任浙江清華長三角研究院黨委

書記。

2013 年 5 月胡海峰開始從

政，掛職嘉興市委副書記，次

年兼任政法委書記。 2016 年 3
月，任嘉興市委副書記、市長。

2017 年 4 月，胡海峰連任嘉興

市長。胡海峰近兩年已幾度傳出

要升職，儘管最後傳聞均落空。

然而外界仍持續對其仕途看好。

香港《東方日報》去年 12 月

23 日刊文指出，在 50 歲之前，

胡海峰有可能晉升為副部級。長

遠來看，更有機會問鼎副國級。

胡海峰被看好的原因，外

界歸結主要有三：一是胡錦濤

和習近平的政治結盟，中共

十八大後，胡錦濤把全部權力

移交給習近平。習近平 5 年反

腐「打虎」期間，胡錦濤多次高

調露面挺習。二是因為胡海峰

本身屬清華系，同為清華系的

現任中組部長陳希與時任浙江

省委書記習近平曾共同主導浙

江清華長三角研究院，胡海峰

曾出任黨委書記。三是習近平

要借胡海峰給其他太子黨樹立

榜樣。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

綜合報導】6月25日，浙江
政府網發布任前公示，胡錦

濤之子、嘉興市長胡海峰將

升任一個設區市的黨委書

記。同一天，胡錦濤和中共

七常委同時現身前政協主

席趙南起的遺體告別儀式。

兩消息時間重合，胡家在中

共政壇影響再次引人關注。

貪腐額漲了三千多萬 陝高官受審痛哭
【看中國訊】據媒體 6 月 22

日報導，落馬一年多的中共陝西

省人大原副主任、西安市委原書

記魏民洲當天在湖南省郴州市中

級法院受審。

檢方指控，魏民洲利用職

權受賄摺合人民幣 10978.3324

萬。這個數目比先前《中國紀檢

監察雜誌》披露的 7400 多萬元

還要多出 3500 餘萬。

據報導，61 歲、滿頭白髮

的魏民洲在庭審最後陳述時當場

痛哭，表示認罪。

去 年 5 月 22 日， 中 紀 委

官網通報魏民洲涉嫌「嚴重違

紀」，正接受審查。

《中國紀檢監察雜誌》5 月

7 日刊文披露魏民洲的奇葩事：

魏鍾愛粉紅色和麵食，出門在外

要帶粉紅色的洗漱用品，要有專

做麵食的廚師隨行；每到一地視

察，都要派人先去「試溫」：室

內溫度是不是保持在 26 度；表

面上笑瞇瞇，私下熱衷蒐集同事

的「黑料」，用以打擊報復。

有媒體援引多名知情人士透

露，魏民洲當上西安市委書記，

是因得到了令計劃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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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控武器真的存在嗎？

事實上，名為「腦控」（人

工大腦控制）的研究早就已經

是北京的機密項目。根據美國

陸軍戰爭學院（U.S.Army War 
College）戰略研究院（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客座教授邦

克（Robert J.Bunker） 表 示，

北京早已進行聲波及電磁波軍事

攻擊的動物實驗。

來美的法輪功修煉者金女

士向《看中國》表示，從 2010 年

12 月到 2012 年 10 月，她本人

在中國大陸由於煉法輪功被當局

用電磁波等「黑科技」迫害。

2010 年 12 月中旬的一天，

便衣警察企圖綁架金女士未遂。

當天晚上，金女士突然間感覺頭

部就像有一個球形的網狀的刀往

下壓，往腦袋裡切的感覺。金女

士說，其實它就是一種聲波或是

射線，它往下壓的時候腦袋感覺

特別難受，它可能是種高科技。

金女士說，不只是大腦，而且可

以對身體的其他部位切割：大

腦、胸部，還有右腿。金女士經

常聽到鐵板擊打鐵塊的聲音。

金女士說，她用修煉人的方

式抵制它們，只有那種方式才能

抵擋那種強烈的迫害。

海外著名民運人士賈闊曾在

海外多家媒體爆料，他本人就是

被北京的海外特工用電磁波及腦

電波思維植入等高科技手段進行

秘密迫害的受害者之一。

聲 波 和 超 聲 波 武

器（Sonic  and Ul t rasonic 
Weapons,USW）以及電磁頻譜

（electromagnetic spectrum）武

器，都被歸類為「定向能武器」

（Directed Energy Weapons，
DEW）。這些武器具有多種功

能，包括：銷毀電子設備、讓被

鎖定的目標感到不適，甚至破壞

目標人士的體內器官。

根據海外媒體報導，華盛

頓國家融合中心（Washington 
State Fusion Center）最近發布

了數份文件，詳細說明了 DEW
武器即「定向能武器」的使用、

攻擊技術，及對人體和人類意識

的影響。

根據這些文件，電磁頻率

武器對人體和人類意識造成的

影響包括，強制記憶消失及誘

發錯誤行為、人體不同部位的

強烈疼痛、無原因地心臟狂

跳、引發聽覺變化，以及做夢

受到控制等。

據邦克教授說，不同頻譜

的 DEW 被用來攻擊人類時，

會對人類產生不同的生物效

應，例如，高功率微波會導致

癲癇發作和損傷；而次聲波則

會造成功能障礙和失能，甚至

器官衰竭。

搭機赴美有新規
粉狀物禁入客艙

【看中國訊】搭機赴美旅客

注意，配合美國國土安全部運輸

保安署（TSA）規定，6 月 30
日起除了經航空公司檢查確認非

屬危險或危安物品的藥粉、嬰兒

配方奶粉、人類骨灰，其他大於

或等於 350 毫升的粉狀物，均

不可攜帶進入客艙，僅能放在託

運行李中。

【看中國訊】6 月 24 日，沙

特阿拉伯取消了世界唯一的不准

女性駕駛汽車的禁令。女司機

們迫不及待地開車上路了。塔

哈妮．阿爾．多斯馬尼是 6 月 4
日首批獲得駕照的 10 名沙特女

性之一，日前她開車帶丈夫和女

兒去採購食品，她說非常享受這

種「美夢成真」的體驗。

這一舉措對沙特阿拉伯女性

是一個里程碑。在這之前，她們

出行只能依靠司機、男性親戚、

計程車或其他出租車服務。汽車

公司正準備迎接這一變化的到

來，預計沙特阿拉伯的 1000 萬

女性可以駕車後汽車銷量將猛

增。

【看中國訊】6 月 21 日全球

慶祝「世界長頸鹿日」。長頸鹿

是來自非洲的標誌性的長脖子動

物。不過，長頸鹿的數量一直在

急劇下降，研究者們表示在不遠

的未來，長頸鹿可能會從地球上

絕跡。偷獵是長頸鹿急劇減少的

原因之一。非洲現在已開始保護

長頸鹿。

【看中國記者楊浩採

訪報導】美國外交官在中國

疑受聲波攻擊後，在互聯網

上，圍繞包括「腦控武器」在

內的種種「黑科技」討論不

斷刷屏。

沙特阿拉伯女子  
終於可以開車了

長頸鹿面臨絕跡
偷獵是原因之一

聲波及電磁波武器會對人類產生生物效應。（Fotolia）

【看中國記者石光宇編譯】

美國總統川普的二兒媳勞拉．川

普（Lara Trump），日前在福克

斯新聞網站上發表一篇文章，講

述了她眼中的川普，是一位關心

所有美國人、並富有正義感的總

統。勞拉寫道，川普總統因在

本月初（6 月 6 日）給被判終身

監禁的愛麗斯．瑪麗．約翰遜

（Alice Marie Johnson）減刑，

而改變了她以及她一家人的生

活。

1996 年，愛麗絲．約翰遜

在剛剛經歷了丈夫離婚、小兒子

因車禍離世、住房被法拍後，為

了維持生活，而選擇幫助販毒商

運送毒品。她被以販毒和洗錢的

罪名判處終身監禁。愛麗絲．約

翰遜在監獄裡度過了 22 年的時

間，並成為了祖母和曾祖母。美

國真人秀明星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在了解她的經歷

之後，開始為她尋求幫助。

今年 5 月 30 日，卡戴珊在

白宮會見了美國總統川普，希望

他可以特赦愛麗絲．約翰遜，並

和川普討論了監獄與刑罰系統的

問題。會面後的第二週，愛麗

絲．約翰遜就被從監獄釋放了出

來。「這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

天。」剛從監獄被釋放出來的愛

麗絲．約翰遜說道，「我想感謝

唐納德．約翰．川普總統給了我

人生的第二次機會，並讓我回到

我的家人身邊。」

勞拉表示，她對愛麗絲．約

翰遜的反應並不感到驚訝。勞拉

寫道，「當你給他一個機會時，

你就會發現川普總統非常關心公

平和正義，他會盡其所能地改正

華盛頓政客在過去所犯下的錯

誤。」

「許多政客耗費數年時間談

論想要一個更公平的美國，但實

際上川普總統正在實現這一目

標。」勞拉寫道，「正是總統強

烈的正義感，成為了他所做一切

的基石。」

勞拉認為，川普總統所表現

出的正義行為將會產生深遠的影

響，川普所推行的恢復性監獄改

革和經濟政策，將會對受到司法

和經濟不公正的整整一代美國人

產生積極的影響。

川普是 FIRST STEP 法案

的大力支持者。該法案通過為囚

犯提供新的生活機會來解決大規

模監禁造成的負面影響。法案設

定了一個新的考評系統，可以讓

囚犯因良好表現而獲得提前釋放

的機會，並提供就業培訓、醫療

幫助等。

當年的羅玉鳳在中國可謂人

盡皆知。她出身卑微，從小身世

坎坷。 2009 年，她在上海街頭

發徵婚傳單，要求對方是清華、

北大經濟學碩士畢業、東部沿海

戶籍、有國際視野等等，經過網

絡的發酵，瞬間成了熱點人物。

她對自己外貌和學識的自

信，尤其是她說自己的智商上下

三百年無人可匹敵的言論，更是

令輿論譁然。在中國，羅玉鳳是

所有人嘲笑的對象。 2010 年，

在一片嘲諷聲中，羅玉鳳來到美

國紐約。她認為中國不適合她，

在那裡，她只能被作為「一個醜

陋和反面的形象」，她要在美國

追求成為華爾街金融家的夢想。

在抵達紐約後的四年中，羅玉鳳

一直輾轉於紐約多家美甲店打工

謀生。 2015 年 5 月初，《紐約

時報》採訪過這位「名人」。

羅玉鳳在採訪中，談到自己

當初來美國就是因為自由女神，

人人自由平等召喚著她奔向這塊

土地。

在談到美甲業的生存狀態

時，羅玉鳳說： 「一個普通務工

人員進入一家指甲店裡學習，之

後開始工作，三到五年後她就能

花 3 萬美金買下一家指甲店自

己做老闆了，這讓我受到莫大的

鼓舞。」

羅玉鳳對記者說：「她住在

紐約皇后區一間只有七、八平方

米的房子裡，廚房和廁所共用，

除了生活費，沒有任何存款。」

不過她計畫在美國結婚和居留，

不再回國發展。她沒有忘記當初

來美國時的夢想，她打算去學習

英文，拿一個學位，然後去做自

己喜歡的工作。如今的鳳姐，活

出了她想要的模樣。

他人眼中的美國總統川普鳳姐為何不願回國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綜

合報導】有消息說，人稱鳳姐

的羅玉鳳2018年辦好了兩件
大事：拿到綠卡、領取結婚

證。她終於實現了自己留在

美國的夢想，也離她的美國

夢更近。

【看中國訊】綽號「小土豆」

的加拿大總理特魯多，最近被加

拿大議會的道德規範專員宣布罰

款 100 加元（約合 500 元人民

幣），有點狼狽。

因為他收下了一份價值超過

200 加元的禮物後（約合 1000
元人民幣），卻沒有按照相關

規定在 30 天內向專員辦公室申

報，他的媒體秘書已承認此事。

據 海 外 中 文 媒 體 報 導，

原來給特魯多惹麻煩的是兩副

墨 鏡， 其 售 價 約 300 到 500
加 元 左 右。 在 去 年 6 月 分，

愛德華王子島省長麥克勞克

倫（Wade MacLauchlan） 巡

訪當地企業時，希德妮 . 塞吉

（Chris&Sydney Seggie）說想把

公司生產的墨鏡送給總理夫婦。

麥克勞克倫後來就將墨鏡轉

交給特魯多，還在自己臉書上提

了一下，並且放了一張兩人戴墨

鏡的照片。

特魯多在當年 7 月分訪問

愛爾蘭時戴著其中一副墨鏡；此

外，11 月到越南出席 APEC 峰

會時也戴著這副，似乎很喜歡

它。塞吉表示，看見特魯多兩次

出訪都是戴著那副墨鏡，讓公司

上下都很興奮。

據法律規定，違反利益衝

突法的民選官員可被處以罰款最

高 500 加元。像農業部長麥考

利（Lawrence MacAulay）也曾

經因為沒有在規定期限內申報所

收到的禮物，所以被罰款 200 加

元。

事實上，這不是特魯多第一

次被加拿大監察部門發現到違反

利益衝突法。

2016 年 12 月 26 日至 2017
年 1 月 4 日，特魯多一家人和兩

個黨內朋友及其家人於億萬富豪

阿迦汗四世的私人島嶼上度假。

在到達巴哈馬首都拿騷後，他們

轉乘主人的私人直升飛機上島。

81 歲的阿迦汗四世和加拿大關

係密切，和老特魯多之後的每一

任加拿大總理交往，同時也是老

特魯多的多年好友。

結果特魯多剛剛度假回來沒

多久，身為聯邦利益衝突和道德

事務專員的瑪麗．道森就宣布對

此事展開調查。國會議員卡爾金

斯（Blaine Calkins）指出，特

魯多是涉嫌違反禁止總理和部長

使用私人飛機的法案。

根據澳洲媒體報導，墨爾本

Burwood East 日前舉行了一場

拍賣會，大約 45 分鐘後，一位

競拍者退出，剩下二位競拍者。

其中一位華人買家先是出價 888
澳元，之後一直以 88 澳元的價

格不斷加價。Sanelli 說道：「我

感覺要算懵了」。不過另一位買

家則以比華人買家「多 12 澳元」

的價格加價。

這位出價總是高 12 澳元的

買家「救」了 Sanelli。最終，這

位買家成為新業主。Sanelli 說
道：「太有趣了，要知道我數學

並不好」。

華人買家以 88 加價，是因

為數字 8 與中文「發」諧音，很

多中國人把 8 視為幸運數字。悉

尼曾有一處公寓，地址裡有 5 個

「8」，引來中國買家的瘋狂競購。

中國人普遍不喜歡「4」，而

更喜歡「6」和「8」。所以一些

澳洲房地產商會為了數字避諱而

更換門牌號。

兩副墨鏡惹麻煩 加拿大總理受罰 遇華人買家 洋拍賣師懵了

（公有領域）

（公有領域）

2016年鳳姐接受美國之音採訪。

（美國之音）

（公有領域）

【看中國記者李樂
綜合報導】墨爾本拍賣師
Fabian Sanelli日前經歷了
一次不同尋常的房產拍賣
會，他遇到了一位一直以88
加價的華人買家。88加88加
88⋯⋯數學不好的Sanelli
當場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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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蜂蜜出口如何繞過關稅

在中國國內市場，很多消費

者不敢買蜂蜜，因為假貨太多，

而真正的蜂蜜主要出口美國。而

美國約 70% 的蜂蜜依賴進口，

中國蜂蜜便宜，於是給美國蜂蜜

行業帶來重大衝擊。

《紐 約 時 報》報 導，2001
年，美國廠商投訴中國競爭對手

向美國市場傾銷蜂蜜，為保護本

土的養蜂業和蜂蜜業，美國商務

部針對中國蜂蜜徵收了嚴厲的關

稅，將進口關稅幾乎提高到了原

來的三倍。

可是，美國蜂農的狀況並

未好轉。從其他國家進口的蜂

蜜數量突然飆升，包括一些不

太出產蜂蜜的國家。美國蜂蜜

生產商協會表示，馬來西亞每

年出產約 4.5 萬磅蜂蜜，但其一

年出口給美國的蜂蜜多達 3700
萬磅。

原來，中國產蜂蜜由上海或

韓國釜山等港口運出，再被貼上

其他國家的標籤，從而逃避美國

關稅。行話叫「轉運」或「洗蜂

蜜」。其中一些都不是蜂蜜，

而是玉米、大米甜味劑等摻在一

起的混合物。

報導稱，美國海關及邊境保

衛局（CBP）喬治亞州薩凡納

實驗室在東南亞各港口，抽取

了數千份樣本進行檢驗。 2008
年，該實驗室以 90% 的精確度

斷定，從泰國、菲律賓和俄羅斯

進口的蜂蜜，原產地其實都是中

國。

於是，美國商務部的限制蜂

蜜進口配額名錄裡又多了幾個國

家：泰國、菲律賓和俄羅斯。美

國就中國蜂蜜貼別國標籤銷售的

行為向中國提起了外交照會，中

國外交部照例予以堅決否認！事

實上，CBP 通過質譜儀對蜂蜜

進行化學成分的檢驗，其精度可

達千萬億分之一的數量級。各地

土壤不同，通過將約 40 種不同

元素的含量，與 CBP 的一個參

照性資料庫進行比對，即可檢驗

出許多樣本可能的來源。

然而，情況依然沒有多大起

色。 2006 年前後，一些不法進

口商摻入高果糖大米糖漿，或用

廉價純蜂蜜冒充人工混合蜂蜜。

當時，進口關稅只適用於蜂蜜含

量超過 50% 重量的人工混合蜂

蜜。問題來了，要確定大米糖漿

與蜂蜜的準確比例幾乎不可能。

2011 年，美國政府指控

稱，三家公司進口的價值數百萬

美元的大米果糖混合蜂蜜，實際

上都是應該徵稅的蜂蜜。這些進

口商聲稱，產品的蜂蜜含量不足

50%。

薩凡納實驗室用蜂蜜中的花

粉含量表明，其主要成分是蜂

蜜。但被告律師們用科學上的理

由，對研究結果反駁。最終法官

駁回了案件，政府撤銷了指控。

中國蜂蜜業利用了商人逐利的弱

點，繞過了關稅，破壞了 WTO
規則。現在，美國本土蜂蜜對市

場的占有率已可以忽略不計。這

也是川普政府為何不惜與盟友翻

臉，全面加高鋼鐵鋁關稅的根本

原因。否則，中國的鋼鋁換個標

籤，或在海外收購工廠就可以逃

過關稅，最終摧毀美國的鋼鋁

業。鋼鋁等金屬是建造橋梁、飛

機、武器等的必備材料，其品質

關乎國家安全。

美國目前進口 90% 的鋼

鐵，主要原因是中共用廉價鋼鋁

衝擊國際市場，這種做法正在摧

毀美國的鋼鐵和鋁業，讓這二個

行業都無法維持業務並實現現代

化。

【看中國記者憶文綜合

報導】3月23日，美國對中國
鋼鋁分別加徵關稅25%及
10%。6月1日，川普對歐盟、
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鋼鋁同樣

下重手。川普為何對盟友也

翻臉呢？這要以中國蜂蜜如

何欺騙美國蜂農與WTO規
則為例說起。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

導】隨著美國正式對中國商品加

徵關稅的日期臨近，中國四處活

動，向其他國家尋找美國商品的

替代品。 26 日，李克強會見法國

數十名企業家，也頻頻示好。中、

美貿易之間或出現更激烈衝突。

在法國總理菲利普訪華之

際，與中國達成協議，法國對中

國出口牛肉的計畫更進一步。法

國肉類工業協會 Interbev 也表

示，中國向 7 家肉類加工企業發

放許可證後，法國預計將於今年

9月分正式開始向中國出口牛肉。

6 月 26 日，中國宣布，自 7
月1日起下調部分亞太國家的大

豆進口關稅，並公布了其他關稅下

調的產品清單。其中將印度、韓

國、孟加拉國、寮國和斯里蘭卡

大豆進口關稅稅率從 3% 調降至

零（此前中國威脅對美國進口大

豆徵收 25% 的報復性關稅）。這

份清單還包括：化學品、農產品、

醫療用品、服裝、鋼鐵和鋁製

品，這些產品分別獲得不同程度

的關稅稅率下調。

同時，中國在提振今年的大

豆產量，並且中國還從巴西和俄

羅斯等國進口大豆，力圖增加大

豆進口來源。

不過有市場人士表示，印

度、韓國、孟加拉國、寮國和斯

里蘭卡並非全球主要的大豆供應

國，也不是中國進口大豆的主要

來源國。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

級，面對目前形勢，即使中國採

取相應的行動，也無法應對進口

大豆及其他農產品供應不足的問

題。

中國經濟活動頻繁 
要和美國硬碰硬？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中國個人所得稅第七次修改，將

起徵點由每月 3500 元提高至每

月 5000 元。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教授、

經濟學家黃有光認為，個人所得

稅起徵點提升得不夠大，中國的

稅收還有大量改進的空間。上

一次上調個人所得稅起徵點是

在 2011 年 6 月 30 日，距現在

已經過去了近 7 年。單單調整

七年來的物價、工資，或人均收

入的變化，就需要大量提高個人

所得稅起徵點。中國名義人均收

入，這七年大約增加了 80%，

如果單單根據這項來調整，個

人所得稅起徵點需要增加到約

6300 元。不過，他支持增加到

8000 元，甚至 1 萬元以上。這

次增加到 5000 元，遠遠偏低。

黃有光直言，在稅負的調整

方面，對中低收入者做得不夠。

實際上，考慮了上述七年來的物

價、工資，或人均收入的變化，

個人所得稅起徵點從 3500 元增

加到 5000 元的調整，連回顧或

彌補七年來的物價、工資，或人

均收入的增加都遠遠沒有跟上。

國務院參事、中央財經大學

財政稅務學院教授劉桓認為，

中國的個人所得稅起徵點，其

實嚴格說起來叫「必要費用扣除

額」。它的演算法考慮二個因

素，首先考慮個人生活的基本

費用，第二要考慮人口的贍養

係數。但是，「比如：在北京，

3500 塊錢對年輕人來說，連一

套房子都租不起。」

劉桓表示，在中國目前全部

的居民收入當中，來自於工薪階

層部分的收入，大概占全部比重

不到 40%，卻承擔著 60% 以上

的稅收。「可以這樣說，在中國

現在的制度設計框架之下，個人

所得稅的重負是落在普通百姓身

上。」

而且，按稅收基本原理，應

是和勞動方面越近的稅負越低，

和勞動方面越遠、和資本收入越

近的稅負越高。但在中國正好相

反，勞動所得稅收是明顯高於資

本所得的。

歐盟：4大電商將加速
危險產品下架作業

【看中國訊】歐洲聯盟執行

委員會表示，亞馬遜（Amazon.
com）、阿里巴巴、電子海灣

公司（eBay Inc.）和日本樂天

集團的法國子公司（Rakuten-
France），4 大電子商務巨擘 6月

25日保證，會加速危險產品下架

作業。

歐盟執委會表示，前述 4
大電商業者承諾，接獲歐洲聯盟

（EU）成員國的危險產品通知

後，會在 2 個工作天內採取行

動；若接獲消費者舉發，則會在

5 天內進行處理。歐盟執委會主

管消費事務的執行委員喬霍瓦表

示，4 家電商業者簽署的保證書

將「進一步提升消費安全」。

德國歐債危機暫得緩解

借錢給希臘 獲利29億
【看中國訊】因歐債危機焦

慮的德國納稅人暫時可以鬆口

氣。德國政府在回應綠黨議員質

詢時表示，自 2010 年以來，德

國通過歐債危機中向希臘發放的

貸款等方式獲得29億歐元利息。

德國央行等參加了歐洲央行

2010 年「證券市場計畫」和德

國政府控股的 KFW 開發銀行對

希臘發放貸款。據「證券市場計

畫」，德國等歐元區國家購買希

臘債券，以幫助希臘渡過難關。

據統計，至今為止，希臘通過歐

洲救助計畫得到的救助貸款將近

2740 億歐元。根據財政部的估

計，預計到 2024 年德國將繼續

獲得 4 億歐元的收益。

學者：個人所得稅發展明顯不健康 財經簡訊

中國央行 24 日宣布年內第

三次定向降準。 7 月 5 日起，

下調國有大型商業銀行等人民幣

存款準備金率 0.5 個百分點。這

次定向降準釋放的資金量大約

7000 億元（人民幣，下同）。

中國央行的公告稱，此次

定向降準後，工商銀行、農業銀

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交通

銀行這五大銀行和中信銀行、光

大銀行等十二家股份制銀行可釋

放資金約 5000 億元，用於支持

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項目。

也就是說，上述銀行想用這

些資金是有一定條件的：必須用

這筆錢來幫助那些債務負擔沈重

的公司和企業。這是中國在短短

二個多月內再一次釋放資金。

申萬宏源證券固收融資總部

首席分析師范為表示，要重視再

融資收緊對正常經營企業，特別

是民營企業所帶來的負面衝擊。

「債轉股」實際上是讓企業破產

和真正解體之間有一個「緩衝

墊」，有一、二年緩衝，因為銀

行可以「債轉股」，將債務人的

債權轉換為股權，然後用二年時

間來處置。

范為解釋稱，中國是 10 年

前開始大規模借貸，目前 200 萬

億債務裡約有 100 萬億是過去

10 年的利息。

這就出現了經典教科書裡提

到的「債務—通縮陷阱」怪象。

經濟學上的「債務—通縮」

理論認為，企業過度負債和通縮

會相互增強，最終導致經濟衰

退，中國正面臨這種風險。企業

缺少足夠的現金來支撐債務，只

好在投資和貸款需求都疲弱時仍

借新錢還舊債，從而加重債務負

擔；又因為應對財務壓力而削減

投資和生產計畫，繼而創造負反

饋循環，進一步影響實體經濟。

有分析認為，過度緊縮型的

去槓桿是非常糟糕的，去槓桿當

然會帶來金融緊縮，「但措施不

當，金融過度緊縮，造成了極其

嚴重的經濟蕭條、企業倒閉、金

融壞帳、經濟崩盤等局面」；而嚴

重通脹型去槓桿，把壞帳轉嫁給

了民眾，「如果過於嚴重，會帶

來劇烈的經濟危機、社會震盪」。

【看中國訊】受到多重因素

影響，近期人民幣對美元的匯

率持續下跌。有分析認為，在

美、中貿易爭端毫無緩和跡象

之際，中國央行有可能會允許

人民幣進一步貶值到 6.55至 6.6 
的範圍內。

6 月 25 日，離岸人民幣兌

美元的匯率連續第八個交易日

下跌，單日跌幅過 300 點，跌

破 1 美元兌換 6.54 人民幣的關

口，為 2018 年 1 月 10 日以來

最低點，並創下自 2016 年以來

最長的連跌紀錄。

6 月 26 日，人民幣兌美元

即期匯率繼續大幅調整，收盤

大跌 320 點，創逾半年新低，

並在官方收盤後隨即跌破 6.56
關口，中間價亦大跌 287 點，

創逾五個半月新低。

美國外交關係協會高級研

究員布拉德 · 塞特瑟表示，允許

人民幣貶值將從邏輯上成為中

國考慮的一項比較激進的應對

關稅的方案，因為「中國能瞄準

的美國商品數量較少」。

一些經濟學家認為，人民

幣本輪貶值主要是市場推動

的。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學會

高級研究員杜大偉表示，與其

說是人民幣貶值，倒不如說是

美元升值。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

級研究員、中國經濟問題專家

尼古拉斯 ‧ 拉迪認為，中國不

大可能這樣做，因為人民幣貶

值會對中國所有貿易夥伴產生

全面影響。人民幣貶值的另一

個更為嚴重的影響是可能會引

發又一輪資本外逃。 2015 年人

民幣貶值後，中國企業和個人

將大量資金轉移至海外，從而

加劇了人民幣的跌勢。（轉載自

美國之音，限於版面有所刪節）

中國經濟現教科書經典現象 人民幣「跌跌不休」
令美中貿易爭端複雜化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

報導】中國央行決定從7月5
日起實施定向降準，其中的

一個用途是「債轉股」。中

國的債務危機已經步步逼

近，分析人士指中國出現教

科書提到的現象。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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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瑕膏種類

目前市面上可見的遮瑕產品有這幾

類：膏狀、蜜狀、液狀。當然從質地可以

知道，濃稠度順序排列大至小為：膏狀、

蜜狀、液狀。每種包裝與附的刷具各異，

分別有罐裝、彩盤型 ( 如眼影盤 )、絨毛

刷頭型 ( 頭為短毛刷 )、口紅型 ( 像旋轉

型口紅 )、刷毛型 ( 筆狀，頭就像唇膏刷

一樣 )。
因為罐裝不便攜帶，所以業者會將遮

瑕膏與刷具做結合，也方便女性消費者放

置包內隨時拿出來補妝用。絨毛刷頭因為

毛較短，可以直接使用在暗瘡上，再用手

指腹推勻。長型的刷毛更能將遮瑕產品均

勻地推散。

看起來像素顏 ?
如何遮瑕最自然

亞洲的女性特別喜歡淡雅的

妝容，但每個人的膚質各異，有的

人因為身體情況容易長面皰、粉

刺；有的人膚色暗沉或是不均勻；

只要遇到出現肌膚色澤方面問題

時，除了身體的調養很重要外，肌

膚的保養和彩妝的技巧也顯得重

要，彩妝方面，這時就要交給遮

瑕。遮瑕產品種類不少，不同的肌

膚狀況、肌膚部位所使用的遮瑕方

式、產品也都不同。

遮瑕產品種類

遮瑕產品是由顏料、水與油組合而

成。濃稠性較高的產品，非常適合使用於

局部肌膚泛紅或是痘疤等處，如此才能完

全地將瑕疵處遮蓋，也因為其濃稠性，才

能維持較久；而保濕較佳的遮瑕產品，相

對來說不那麼黏稠，眼周的黑眼圈和肌膚

暗沉處最適合使用這類型產品。

遮瑕首重保濕

有的消費者購買了遮瑕產品回家後，

會發現遮瑕產品擦在臉上後會太乾，局部

產生細紋，或是妝容出現一點龜裂感，這

時可以利用質地較濕的遮瑕品，或是在遮

瑕產品中摻入保濕類乳液，或是將粉底液

與遮瑕膏混合，提高滋潤度，才能不著痕

跡的進行遮瑕。

各種肌膚狀況如何挑遮瑕品

如果您面部有暗瘡、痘疤，很可能也

有泛紅的問題，這時可以使用偏綠色的遮

瑕產品。

您若是有偏褐色黑眼圈的困擾，可以

選用膚色或黃色系的遮瑕膏。偏青綠的黑

眼圈，請使用橘色系的遮瑕品；如果您的

黑眼圈偏紫色，那麼，黃色系的遮瑕品較

適合您。

輕度的黑眼圈

直接用遮瑕度稍強的粉底便足夠，如果想

講究一點，記得挑選比膚色深一個色階的

遮瑕膏。

有瘀青的女性

請記得選購防水性較強的遮瑕品。如

果眼周色素顏色較深，選購滋潤、服貼性

高的遮瑕品最適合。要是粉刺、面皰造成

面部凹凸不平，那麼記得用黏稠性較好，

同時也比較乾的遮瑕產品。

乾性膚質

記得選擇液狀的遮瑕膏，因為膏狀遮

瑕產品，用在乾性膚質的臉上，尤其眼下

區塊，很可能出現乾裂的情況，皺紋在此

時會非常明顯。

若是有疤痕、暗瘡，附著力較強的遮

瑕品才比較適合您，也不會因為皮膚的坑

洞或是凹凸不平造成遮瑕品越疊越厚的情

形。

重度黑眼圈

重度黑眼圈的女性如果膚色偏白，可

以先使用米黃色提亮膏打底，再擦上一層

比膚色深一號的遮瑕膏。膚色偏黑者，用

橘色的提亮膏比較合適，同樣擦上比膚色

深一號的遮瑕品。 

面部有泛紅的問題，可

使用偏綠色的遮瑕。

偏褐色黑眼圈，請選膚

色或黃色系遮瑕膏。

偏青綠的黑眼圈，請使

用橘色系的遮瑕品。

偏紫色黑眼圈，黃色系

的遮瑕品較適合。

絨毛刷頭 口紅型

彩盤型

遮瑕產品中摻入保濕類乳液，或是

將粉底液與遮瑕膏混合，提高滋潤

度，才能不著痕跡的進行遮瑕。

粉底液＋遮瑕膏

遮瑕產品＋保濕乳液

選對遮瑕產品，才

能擁有淡雅妝容

文 / 郭潔 圖 / 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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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因您而中國民族風

不想未老先衰？

請做到這四件事
【看中國訊】人人都想青春

美麗、英俊瀟灑，能否讓衰老的

速度變慢？這是可做到的，只要

做到這下面的四件事。

戒菸

吸菸不僅是導致癌症、心臟

病等疾病的主要病因，也是加速

人體衰老的罪魁禍首。研究發

現，吸菸會導致皺紋增加，皮膚

老化，且帶有菸臭味。

戒菸後，味覺和嗅覺有很明

顯的改善，當然吃東西也會變好

吃，而且一些因為戒菸產生的不

舒服的症狀都慢慢消失，連被煙

醺黃的牙齒也慢慢變白了。

全身的血液循環變好，手腳

冰冷的狀況減少，喉嚨不會一直

有口痰卡住，體能明顯變好，心

跳也會恢復正常，血壓也會降

低，膚色改善，變的更有彈性。

戒菸對於罹患周邊血管疾病的危

險性降低。

  深度睡眠
睡眠可以使身體恢復活力。

當睡眠充足的時候，醒來後精神

振奮，感覺更有勁，這本身就讓

你更顯年輕。良好的睡眠還有助

於使膚色更健康，防止黑眼圈和

眼袋。專家表示，充足睡眠時間

因人而異，大多數人通常每天需

要 7 ～ 8 小時的睡眠。保證無

干擾的深睡時間最為關鍵。

因為在深睡眠狀態下，大腦

皮層細胞處於充分休息狀態，這

對於消除疲勞、恢復精力、免疫

抗病等都有至關重要的作用。然

而這種深度睡眠，只占整個睡眠

時間的 25%。因此對睡眠好壞

的評價，不能光看時間，更重要

的是看質量。提高睡眠質量，最

終要看深度睡眠時間的長短。在

睡眠科學來說，「深度睡眠」是

入睡以後大腦不進行活動的深度

休息。睡覺的這一晚上，先進入

淺睡眠，然後自然進入深睡眠，

然後又是淺睡眠，又深睡眠，來

回交替直到醒來。深度睡眠也被

稱作是「黃金睡眠」，也就是通

常說的「金質睡眠」、「金子般

的睡眠」。

多吃果蔬

各種水果蔬菜中含有大量的

強抗氧化劑，有助於緩解衰老進

程。果蔬中大量的纖維素有助於

保持勻稱身材，其中大量的水分

則有助於皮膚光潔。另外，多吃

果蔬可以攝入足夠的維生素和礦

物質，有助於增強免疫力。果蔬

可以幫助減少 DNA( 脫氧核糖

核酸）受損，因此可以降低癌

症風險。其中一些綠葉蔬菜（菠

菜）、黃色蔬菜（黃椒）和十字

花科蔬菜（菜花）可以降低患

癌症的風險。

多吃水果蔬菜具有很多好

處，例如：降低心血管疾病、糖

尿病、中風、肥胖、白內障等疾

病的風險。

 合適的髮型
正確飲食有助於保持頭髮健

康，另外，合適的髮型也可讓人

感覺年輕很多歲。研究發現，隨

著年齡增大，留長髮不見得顯年

輕，相反，還會更顯老。建議讓

髮型專家根據臉型，幫你選擇合

適髮型。沒有不好看的臉型，只

有不好看的造型。

【看中國訊】人人都愛

美，但愛美人士給皮膚補水

的一些錯誤的做法卻會令補水

效果南轅北轍。

誤區1：洗澡時敷果凍面膜
充滿蒸汽的浴室會讓面膜

中的成分被快速吸收。但洗澡

時，不推薦使用果凍型、剝離

型面膜補水，因為它們不僅不

會讓水分被皮膚吸收，反而會

讓肌膚更乾燥。建議洗澡時使

用乳霜型面膜。

誤區2：黃瓜片敷臉
黃瓜中含有大量水分，被很

多人視為補水佳品，但其實直接

用其敷臉並不可取。剛切下來的

黃瓜片表面會生成一種露珠狀的

黏稠物，會造成皮膚緊繃，使皮

膚更加乾皺。正確的做法是用黃

瓜汁敷臉：睡前取鮮黃瓜汁加入

牛奶、蜂蜜調勻，敷臉 20 分鐘

左右後洗淨即可。

誤區3：護膚品放冰箱
為了補水保溼的同時給肌

膚更清涼的感受，很多人會把

護膚品放在冰箱裡。護膚品的

最佳保存溫度在 5℃～ 25℃之

間。但如果冰鎮後仍存放在常

溫下，冷熱交換會產生酯化現

象，補水效果大打折扣。

誤區4：面膜敷得太久
很多人敷保溼面膜，半小時

都捨不得洗掉，生怕浪費了營養

成分。然而，敷的時間過長，皮

膚不僅不能吸收面膜中的養分，

反而會使面膜上的營養素蒸發，

帶走肌膚原有的水分。敷補水面

膜要遵照產品推薦的使用時間，

一般來說以 10 ～ 15 分鐘為宜，

敷後應立即塗抹乳液鎖水。

面部補水  
四大誤區 

人人都想
青春美麗、英

俊瀟灑，能否讓
衰老的速度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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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廿九年的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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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週七天：上午11點∼下午6點（接受針灸按摩公司保險、WCB ）

主
治

中醫 ‧ 中藥 ‧ 針灸 ‧ 按摩 ‧ 拔罐和耳針

‧ 神經系統疾病（抑鬱焦慮，疼痛麻木，中風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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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工作時，提了副高後，即使限號，每天必須看病人至少60個。在中醫
實踐中，會有類似熟能生巧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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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聽過「蛋黃油」嗎？

早在唐朝「藥性論」中就

有記載，明代醫書《本草

綱目》中說：「雞子油，

甘溫無毒，和粉敷頭瘡。

療小兒驚熱下痢。小兒服

之去痰熱，主百病。」

文︱羅樺

蛋黃油的製作方法

「蛋 黃 油」， 亦 稱「卵

油」、「雞蛋油」，顧名思義是

由蛋黃為原料，不用蛋白，並不

限於雞蛋、鴨蛋或鵝蛋，但是因

為雞蛋最容易取得，所以一般都

是用雞蛋蛋黃來製作。

傳統蛋黃油的製作方法是先

將蛋水煮以後，取出蛋黃壓碎，

麻仁酸等必需不飽和脂肪酸（維

生素 F），還有微量維生素 A、

D、E、磷、鐵、鈣、葉酸、泛

酸等成分，堪稱「食療之王」。

其中的卵磷脂功效最優，

它是構成我們身體的基礎物

質，特別是腦細胞、皮膚細

胞、神經細胞的主要成分。有

助於降低高血壓、中風等心血

管疾病，溶解附著於血管壁的

膽固醇，增強記憶力，預防老

年痴呆症；還能促進腸道軟化，

預防便秘、潰瘍，並防止脂肪

堆積在肝臟中導致的肝硬化。

蛋黃油傳入日本以後，被當

作療傷的藥品，對於治療刀傷、

火傷、消腫止痛均有療效。日本

文獻指出，蛋黃油能治心臟病，

外用可治皮膚溼癬、富貴手、香

港腳等。

日本醫學博士馬場和光的臨

食療
養生

再放入大鍋中以小火加熱，不斷

的壓炒，過程中會冒出許多濃

煙，並有焦味，蛋黃變成像瀝青

一樣的黑色，用鍋鏟壓就會流出

黑褐色的蛋黃油。先將蛋黃油倒

入瓷碗中，冷卻後過濾即成，

一般熬煮法的產率約在 10% 左

右，拌炒技巧好者蛋黃油產率可

能達到 15% 以上。

採取傳統方法榨出來的油顏

色較為焦黑，且有煙燻的焦味。

容易讓蛋黃中的蛋白質、脂質焦

化，產生不良的物質，影響品質

和安全性。所以目前蛋黃油的製

造朝向有機溶劑萃取法，甚至於

超臨界二氧化碳萃取的方式，以

製造出更為安全、健康的產品。

「食療之王」蛋黃油

蛋黃油富含卵磷脂和油酸、

棕櫚酸、硬脂酸、亞麻油酸、亞

食療之王：
神奇的蛋黃油

木耳薑絲茶

材料：黑木耳、生薑

10 片。每天早晨先用冷水

將黑木耳浸泡 10 分鐘，洗

去雜質，再和切好的生薑一

起放入茶杯，用開水沏茶，

隨意飲用，當天泡的木耳，

晚上還可以炒來吃。木耳薑

絲茶對便秘、高血壓、血脂

異常、動脈硬化等症有一定

的保健和治療作用。

日 常 生 活 中，

常常會遇到一些小問

題、小狀況，如果知

道如何處理，您就會

覺得得心應手，輕鬆

許多。以下介紹一些

生活養生小妙招，提

供您參考。

文︱小萍

民間妙方

生活養生
小妙招

床實驗發現：有不少使用強心劑

無效時，而改用蛋黃油，發揮良

好效果的例子。

以中醫觀點來看，蛋黃油能

除煩熱、止嘔逆、解熱毒、滋補

陰血、潤肺止咳、排膿散結、斂

瘡生肌等，內服可治肺結核、盜

汗，外用可治燙傷、奶癬、乳頭

破裂和下肢潰瘍等病症，滋潤皮

膚效果亦佳。

蛋黃中亦富含卵黃素，卵

黃素所含的鐵質、維他命等是

造血的原料，有益於貧血病人

補血；古人常將蛋黃和阿膠同

用，作為補血安眠劑；民間療

法中也有以蛋黃油滴耳，治療

中耳炎的方法。

蛋黃油的養生功效

1.減肥：蛋黃油內的成分

有脂肪再分配的功用，長期食用

能使身材苗條，增進健康。

2.有益心臟：對於心悸、

心律不整、心臟無力、狹心症、

先天性心臟瓣膜障礙患者，在心

臟極度衰弱時服用，可能會是一

帖特效良方。

3.滋補虛弱體質：對於體

質虛弱、易疲勞、病後體虛者有

很好的滋補強身功效。容易感冒

的人服用，亦能強身，改善成不

易感冒的強健體質。

4.改善血液組織：蛋黃油

適合貧血、冷感症、低血壓、高

血壓、偏頭痛、手腳冰冷、體力

不濟、腰痠背痛、血脂肪、膽固

醇過高者服用，對於因行血不良

引起的經痛和更年期障礙，亦能

緩解。

5.改善胃腸機能：蛋黃油

能緩解習慣性便秘，對幼兒的胃

腸機能亦有很好的改善效果。

6.增強肝臟功能：蛋黃油

能防止多餘脂肪附著在肝臟而導

致脂肪肝，有助於排毒，消除疲

勞，增強肝臟功能。

7.改善記憶力衰退：健

忘、記憶力衰退的人服用蛋黃油

大約半個月，即可明顯改善，對

於老人痴呆症亦有緩解功效。

8.治失眠、神經衰弱：服

用蛋黃油對於經常失眠、神經衰

弱者有改善功效。

9.改善氣喘、增強肺臟機
能：蛋黃油能改善氣喘、結核病

患者的症狀，也是抽菸者的最佳

保健品。

雖然蛋黃油的優點很多，但

是對於常吃甜食、高蛋白、煎炸

物的人群，如果累積了太多的腸

內毒素，表現出便秘、火氣大、

口乾舌燥等實熱證者，食用蛋黃

油的效力會明顯變差。

黑木耳可與生薑一起沏茶。

飲食
健康 每天3份全穀食物 心臟病風險大降

9%，而死於其他長期疾病的風

險則減少 7%。

研究結果指出：每天飲食攝

取 3 份全榖食物，可以幫助人們

更長壽，降低死亡風險 20%，

包括：降低 25% 心血管疾病和

14% 癌症相關死亡風險，即使

每天只是多吃一點全麥麵食或糙

米，也有助預防早死。

哈佛大學營養學系的主要研

究員孫琦（Qi Sun，音譯）說，

這些研究結果進一步支持目前的

飲食準則，建議每天至少食用 3

份（48 公克）全穀食物來改善

健康和預防早死。

孫琦指出：政府應該公布新

公共健康建議，呼籲民眾多吃全

穀食物，可以帶來強烈的長期好

處。雖然一些全穀食物含有不利

健康的糖和鹽，但其含量遠低於

白麵包、白米飯或加工穀物。

他也警告大家，不要採用

目前流行的「低碳水化合物飲食

法」，因為這種飲食法無視全榖

的好處，可能和升高心臟疾病、

死亡風險有關。

甚麼是「全穀」呢？全穀的

「全」字有全部和完整的意思，指

含有「胚乳、胚芽和麩皮」的完

整穀粒成分。糙米就是標準的

全穀，但去掉麩皮、胚芽後的白

米，就不算全穀了，其他包括：全

文︱姚立明

每天飲食攝取 3份全
榖食物，可以幫助人們更長

壽，降低死亡風險 20%。

麥、燕麥、藜麥、紫米、薏仁等。

全穀食物含有纖維，有助於

改善膽固醇水平，降低中風、肥

胖、心血管疾病、第二型糖尿病

等疾病的風險。

全穀食物也含有維生素 B
和各種礦物質等營養，但在精製

過程中會流失。

美國心臟學會（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建議攝取富

含蔬果的飲食，而且攝取的榖物

中，最少要有一半是全榖，才能

提升整體健康品質。

哈佛大學公衛學院的研究員

大規模分析 80 萬成年人的飲食

習慣，發現每 16 克（大約一片

麵包、半碗米飯、半碗全麥麵

食、一小碗什錦果麥等）的全

穀食物，能將死於癌症的風險降

低 5%，死於心臟病的可能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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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蔥保健效果佳

洋蔥是古老的植物，原產

於中亞或西亞，有很多不同的

品種，現為世界各地人們的日

常料理。洋蔥以其豐富的營養

素及養生功效被譽為「蔬菜皇

后」。值得注意的是，吃過多

洋蔥容易脹氣，年長者或胃不

適者應避免一次吃太多。

洋蔥愈煮愈有滋味

洋蔥具獨特香氣，生鮮的

時候味道辛嗆，隨著加熱時間

愈長，滋味轉為甘甜。洋蔥適

合拌炒烤燉煮，搭配其它蔬菜

食材亦相得益彰，例如土豆、

青椒、西紅柿等；洋蔥搭配肉

類烹調，可去肉腥，並使料理

更清爽可口。

選購與保存

洋蔥不難保存，放在通風

處即可。切過的洋蔥要密封冷

藏保鮮，避免水分散失。選購

洋蔥先挑外膜無破損，無嚴重

髒汙或蔥頭萌芽者。此外，壓

看看洋蔥身，軟軟的或聞起來

有蔬果發酵的味道，恐怕內部

有腐爛。

烤洋蔥作法非常簡單，味道

卻非常鮮美。西餐中常以烤紫洋

蔥襯托主菜，增添甘甜味道，並

豐富菜餚。其實，烤洋蔥單吃也

不遜色，烤後自然的甜味釋出，

很適合當開胃的小前菜。

食材

紫洋蔥 1 顆。

醬料材料：

橄欖油 1 大匙、紅酒醋 1/2
大匙、黑胡椒粒、意大利香料、

海鹽適量。

作法

1. 備料：紫洋蔥洗淨，去

頂部，保留根部。剝去表皮，切

成 8 等份（根部不要切除，洋

蔥塊才不會散開成片狀）。

2. 調醬料：將醬料材料攪

拌均勻。洋蔥放進烤盤裡，淋上

醬料，每一塊洋蔥都均勻抹上醬

料。靜置15分鐘，稍微醃一下。

3. 烤洋蔥：烤箱預熱 190
攝氏度。在烤盤上錫箔紙，送入

烤箱烤 15 分鐘。取出烤盤，輕

輕翻動洋蔥，讓洋蔥每一面都充

分吸收醬汁，然後不蓋錫箔紙再

次送入烤箱。

4. 上菜：再烤 15 分鐘至洋

蔥呈現微焦黃即可出爐，搭配其

它食物擺盤，或單獨上菜皆可。

營養美味的洋蔥搭配肉類烹

調，好吃而不油膩，融合鹹香鮮

甜，非常開胃下飯。洋蔥與肉類

的搭配，快炒是吃洋蔥的辛香口

感，慢燉是品味洋蔥的甘甜韻

味。洋蔥燉煮前，充分炒過再慢

燉，更能釋放甜味。

食材

洋 蔥 4 顆、 牛 肉 片 600g
（肩胛肉或腹脅肉）、蒜頭3瓣。

調料：

醬油 3 大匙、料酒 1 大匙、

糖 2 小匙、白胡椒粉、鹽適量。

作法

1. 備料：洋蔥洗淨，去頭

尾，撥去表皮，切粗絲（寬度

約 1 公分）。乾鍋小火煸香白芝

麻備用。蒜頭拍鬆備用。

2. 炒 洋 蔥： 熱 油 鍋， 放

入蒜瓣，油煎出香氣。放入洋

蔥，以中小火拌炒至稍軟，取

出備用。

3. 燉煮牛肉片：原鍋放入

牛肉片，轉中火，肉熟變

色前不要一直翻炒。

肉完全變白色後

倒入洋蔥，加入

調料，翻炒食材

均 勻 上 醬 色，

加水淹過食材

即可。煮滾，轉

小火燉煮至洋蔥軟

爛。

4. 上菜：均勻鋪在飯上做

成日式蓋飯，食用前撒上白芝

麻粒，風味極佳。

外酥內軟的洋蔥圈沾上酸甜

醬料，美味順口，是聚會的人氣

點心。在家自己做這道料理並不

難，只要能掌握酥炸方法，就可

以做出酥脆爽口的洋蔥圈。

食材

洋蔥 1 顆。

炸粉材料：

低筋麵粉 3 大匙、雞蛋 2
個、麵包粉 3 大匙。

作法

1. 備料：洋蔥洗淨，去頂

部，保留根部。剝去表皮，從頭

部開始，逆紋切片（寬度 1 公

分）。切好的片狀，再剝開成一

圈圈。雞蛋均勻打散備用。

2. 沾裹炸粉：洋蔥圈沾裹

炸粉必須依序。首先，洋蔥圈充

分沾裹上麵粉；接著放入蛋液，

均勻裹上蛋液；最後均勻沾裹上

麵包粉，才算完成裹炸粉。

3. 炸洋蔥圈：炸油燒熱至

約 150 攝氏度，可以筷子伸入

油內測試，如果筷子周圍起小泡

泡，即表示油溫足夠。把洋蔥圈

放入油鍋中，轉小火，炸至表皮

成金黃色撈起即可（需要的油

炸時間很短，約 30 秒）。

4. 上菜：炸好的洋蔥圈可

搭配酸奶醬或西紅柿醬食用。

洋蔥湯是每一位法國媽媽的

私房菜，不管是熬煮洋蔥清湯，

或煮成洋蔥濃湯，洋蔥湯的美味

關鍵就是耐心與時間。此外，跟

洋蔥搭配肉類料理一樣，洋蔥必

須先炒過，才容易熬出甜味。

食材

洋蔥 3 顆、無鹽奶油 50g、
高湯 1L、法國長棍麵包片適

量、焗烤起司絲。

調味料：

紅酒半杯（約 100cc）、紅

酒醋 3 大匙、月桂葉 2 片、鹽、

糖適量。

作法

1. 備料：洋蔥洗淨，切去

頭尾，撥去表皮，切粗絲（寬

度約 1 公分）。

2. 炒軟洋蔥：冷鍋放入橄

欖油，轉小火，放入奶油，奶油

溶化後放入洋蔥。持續拌炒洋蔥

至軟化。加入少許鹽及半小匙

糖，繼續炒洋蔥至上色成棕褐

色，約 30 分鐘。

3. 燉洋蔥湯：加入高湯、

紅酒、紅酒醋、月桂葉，攪拌均

勻，煮滾，轉小火，燉煮 30 分

鐘至洋蔥軟爛。

4. 上菜：湯分裝到耐烤湯

碗裡，湯上面放一片法國麵包，

再鋪上起司絲，烤至起司融化呈

金黃即可。

以洋蔥為主要食材的法國鹹

派 Quiche，結合蛋及起司，烘

烤出鹹香甜美的好滋味，趁熱吃

或冷吃，均有不同風味。

食材

洋蔥 2 顆、格瑞爾 Gruyere
起司 50g（適合料理的軟質起

司）、現成的鹹派塔皮 9 吋（鹹

派的塔皮深度比甜派大）。

奶醬材料：

麵粉 1 大匙、蛋 3 個、鮮

奶 250cc。

作法

1. 備料：洋蔥洗淨，切去

頭尾，撥去表皮，切絲（寬度

約 0.5 公分）。

2. 準備內餡：熱油鍋，放

入洋蔥，炒至半透明，撒上少許

黑胡椒、鹽即可熄火。洋蔥置涼

備用。另準備一個大碗，加入奶

醬材料，攪拌均勻。

3. 填入餡料：烤箱預熱 175
攝氏度。塔皮鋪放在烤盤上，洋

蔥均勻鋪放在塔皮。格瑞爾起司

刨絲鋪在洋蔥上，最後倒入奶

醬，抹平表面，送進烤箱烘烤

40分鐘至表面呈現金黃色即可。

4. 上菜：剛出爐的鹹派趁

熱吃非常美味；放涼後冷藏，第

二天取出直接食用，風味亦佳。

文 / 斯玟   圖 / Thinkstock

蔬菜的皇后
洋蔥Onion

3洋蔥醬燒牛肉
Beef Stew with Onions

1烤洋蔥
Roasted Onions

4法式洋蔥湯
French Onion 

Soup

2炸洋蔥圈
Onion Rings

5洋蔥派
Onion Quiche

洋蔥圈切

法有秘

訣，先橫

切洋蔥，

再分開為

一圈圈的

洋蔥圈。

洋蔥的好處說不盡，健康美味兼具，是東西方餐

桌上常見的食材，可以獨自作為主角，也能作為稱職的

配角，變化出多種料理。本期介紹數道代表性的洋蔥料

理，歡迎讀者動手做做看，一起品味洋蔥的豐富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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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住房計畫 
（Habitat For Humanity）

電話：403.253.9331
www.habitatsouthernab.ca

無論你從未擺動過一把錘子

還是已經在建築領域有經驗，你

和你的團隊都可以參與到慈善住

房計畫。團隊成員可以學習新技

能，結識朋友，在對社區產生切

實影響中得到成就感。是適合學

生、俱樂部、非營利組織和教會

團體的絕佳機會。

青年義工 
服務中心

電話：403.266.5448
https://youthcentral.com/

我們為青年志願者聯繫最適

合他們的義工機會。每支青年志

願者隊伍由訓練有素的隊長帶

領。針對特定項目的介紹和培訓

由該機構提供。YVC 由 20 名

年輕人組成的多元化委員會批准

審核最合適年輕志願者，最有意

義的社區項目。

Volunteer Information

卡爾加里塔 
國慶聚會

時間：6 月 30 日，週

六，上午 11 點 – 下午 4 點

地點：卡爾加里塔一樓

(101,9 Avenue SW)

卡爾加里塔將舉辦一場

以 60 年代為主題的街區派

對，包括食物卡車，臉部

彩繪，免費冰淇淋，音樂

等。另外，觀景臺的入場券

將全天半價！

卡城義工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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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國慶日慶祝活動一覽

Youth Volunteer Corps

卡城國慶慶祝活動

時 間：7 月 1 日， 週

日，中午 12 點 – 晚 12 點

地點：卡城市中心

加入卡城市中心的 151
週年國慶慶典活動！眾多有

趣的免費活動！有王子島公

園的土著展，Riverfront 的
社區唱歌表演，Riverfront 
Avenue 上的各式食物卡

車，軍隊也來助興，有特

別展示臺，法式美食和音

樂，東村的街區集市，歐

克萊爾（Eau Claire）的多

元文化節等等！國家音樂

中心在加拿大國慶日可免

費入場，晚上將在 11 點的

ENMAX 放焰火。

雲杉牧場賽馬活動

時間：6 月 26 日 -7 月

1 日，週二 - 週日，上午 9
點 – 下午 5 點

地點：雲杉牧場 (18011 
Spruce Meadows Way 
SW)

國際級別賽馬場，在

夏季系列賽中的第三場比

賽，泛美隊是一場為期六

天的戶外跳躍賽事，展示來

自北美各地的跳躍騎手和馬

匹，跳躍高達 1.6 米。在跳

躍事件之間，查看其他錦標

賽活動，如臉部繪畫，騎小

馬，購物。

庭院式的布局，美不勝

收，老少皆宜，免費入場。

Chestermere市 
人工湖畔國慶活動

時 間：7 月 1 日， 週

日，上午 9 點 – 晚 12 點

地 點：John Peake 
Park:100 John Morris 
Way Chestermere,AB

在 卡 城 東 部 小 鎮

Chestermere 市的人工湖畔

慶祝加拿大日！上午 9 點

在約翰皮克公園免費享用

煎餅早餐，然後在 Pavilion
舞台上全天進行娛樂活動。

客人還可以享受兔子比

賽，書籍銷售，交易站，食

品車等等！用煙花在湖上結

束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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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裡
有
世
界
上
最
著
名
的
狂
歡
節
，
燃
燒

你
的
五
官
，
更
有
無
與
倫
比
的
海
灘
和
世

界
新
七
大
奇
跡
之
一
的
基
督
像
。

文/祝遊

塞
維
利
亞
是
西
班
牙
一
座
古
老
的
城
市
，
你
可
以
漫

步
在
充
滿
鮮
花
、
摩
爾
人
的
城
堡
、
西
班
牙
美
食

T
a
p

a
s

飄
香
的
街
道
上
，
感
受
這
個
城
市
的
心
跳
。

這裡有絕美的運河、雄偉的教堂、五彩的酒吧，有著

令人嚮往的如水一般的靈動。

1.意大利－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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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ael Zhao

35 兩萬

城中心：弓河康復中心城南診所：MC 針灸

南趙

1
2
3

4

臨床專長：

無論是典雅的古都，還是摩登的新城，因為人類的發展而
變得各有千秋。從亞洲、歐洲到美洲，這50個此生必去的
城市，你去過幾個？

此 生 必 去 的

你去過幾個？50個城市
全
球5

0

大
必
去
城
市
裡
，
怎
能
沒
有
紐
約
？
這

個
世
界
的
十
字
路
口
，
找
不
到
第
二
個
城
市
，

像
她
一
樣
，
將
藝
術
、
文
化
、
時
尚
、
商
業
結

合
在
風
口
浪
尖
！

這座日光之城，是每個嚮往心靈朝聖的旅行者必去

之地，並且會讓你陷入一去再去的難以忘懷中。

2.西班牙－塞維利亞

3.美國－紐約

5.巴西－里約熱內盧

4.中國－拉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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