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廣告 C3

電子報 E-paper.secretchina.comwww.secretchina.com周四出版     卡爾加里版   

廣告洽詢專線：1-403-988-1836   Email: sales.calgary@visiontimes.com    投稿與反饋：editor.calgary@visiontimes.com  Tel./Fax:1-587-619-4229

卡城牛仔節開幕
傳承西部卓絕   開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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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多彩的活動

卡城牛仔節被譽為「全球最

盛大的戶外活動」。每年的牛

仔節以盛大的遊行開幕。有來

自全球各地 100 多個方陣、數

十個樂隊、過百輛花車及數以

百計的馬匹，在現場和通過電

視直播向世界展示風采。

牛仔節大遊行代表著牛仔

節的正式開始，遊行由大帥

（Parade Marshal） 引 導， 每

年遊行大帥不同，由運動員、

演員、政要等公眾人物擔任。

今年牛仔節遊行大帥是奧運獎

牌獲得者麥克莫里斯

（Mark McMorris），他在

2018 平昌冬奧會上獲得

了單板滑雪銅牌，成為加

拿大單板運動首位奧運獎

牌獲得者，被視為「英雄」。

從 7 月 5 日開始的十天中，

在 Stampede Park 的可口可樂舞

臺（Coca － Cola Stage），
有來自本地、本國及國際上

的表演者為觀眾提供精彩的

音樂表演。除此外，預計超過百

萬人次將在牛仔公園參觀各種博

覽會、參加遊樂活動、品嚐世界

美食等。而牛仔節期間處處的免

費早餐，則是當地居民早已熟知

的節日特惠活動。

在牛仔節期間，

卡城人喜歡換上牛仔裝出現街

頭甚至工作場所。作為外地遊

客，無論你來自何處，都可以

戴上牛仔帽，繫上方塊圍巾，

融入到卡城歡樂的人群中。

勇者的遊戲

為期十天中的「牛仔競技

表演」（Rodeo）是最為激動人

心的壓軸大戲，來自加拿大、

美國、墨西哥、甚至澳大利亞

等各國的牛仔精英，向觀眾展

示他們的勇敢、彪悍、智慧和

不凡的身手。據報導每天都能

吸引兩三萬觀眾到現場觀看，

堪稱世界一流的「牛仔競技」 
表演。

牛仔競技表演包括騎無

鞍野馬（Bareback）、套牛犢

（Tie—Down Roping）、 扳 小

牛（Steer Wrestling）、騎有鞍

野馬

（ S a d d l e 
Bronc）、 繞 木 桶

（Barrel Racing）、騎公牛（Bull 
Riding）等項目。常言道「外行

看熱鬧，內行看門道」，如果

觀眾能略懂牛仔競技表演的規

則，或會對選手和過往的牛仔

文化生出特別的敬意。

比如騎無鞍野馬項目，牛

仔騎在沒有套馬鞍的野馬上，

只能用單手抓住索具，另一隻

手高舉空中，努力在馬上保持

平衡不被摔下來，時間至少需

要維持 8 秒。撐的時間越久，

得 分 越 高。 少 於 8 秒， 或 者

另一隻手觸碰馬身都是不合格

的。還比如騎蠻牛項目，規則

與騎無鞍野馬相同但此項目危

險係數更高。公牛的重量通常

高達一千多磅，被甩下牛背後

選手想安全退出場地都需要技

巧，通常有衣著鮮艷的小丑跳

出來將牛引開。再看如何

套牛犢。牛仔騎馬在

奔馳中將繩索甩

出 去， 套 在

前面飛跑的牛犢脖子

上。然後牛仔跳下馬，將

牛犢的三隻腳以迅雷不及掩耳

之勢捆上，選手需有要非常純

熟的技巧。

西部卓絕開拓精神

牛仔競技項目是西部開荒

時人們馴服牛馬技能的濃縮展

示，在今日更多的是娛樂意

義，而在當時則是生存所需技

能；卡城人牛仔節時期，那歡

樂中透著自豪的神情，有意無

意也呈現了對北美牛仔時代精

神的肯定和致敬。

( 下文轉 A2）

【看 中 國 記 者 林

佳 報導】在「y a h o o」

「yee－haw」的聲浪中，

一年一度的卡城牛仔節

（Calgary Stampede）

如期到來。2018年7月6

日正式拉開序幕，為期10

天至7月15日。此時，卡

城成為加拿大一處非凡

之地，也是最熱情奔放

的慶典中心。人們用大遊

行、競技賽、牛仔帽、音

樂、美食—向悠久的北美

西部文化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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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接 A1）加拿大建國

僅 151 年，而卡城的牛仔節已

連續舉辦到 107 屆了，可以說

勇於開拓的牛仔文化是北美和加

拿大歷史上濃墨重彩的一頁，伴

隨著這個國家走過了最初的蠻荒

時代，其卓絕的開荒精神也直接

推動了國家經濟的成長和成熟。

加拿大最早居民是北美原

住民。 1867 年成立加拿大聯

邦，第一任總理麥克唐納（John 
Macdonald）政府為發展經濟，

大力組織向西部移民，開發西

部；於 1872~1881 年修建橫貫

大陸的太平洋鐵路。這些政策促

進了加拿大經濟的繁榮和發展。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加拿大

第 7 任總理威爾弗裡德．勞雷

爾（Wilfrid Laurier）時期，大

批居民湧向西部開辦農場，包括

歐洲大陸居民開始向加拿大大平

原地區移民，因此促成了阿爾伯

塔省和薩斯喀徹溫省的建立。西

部人口劇增，農業區域不斷擴

大，穀物產量成倍增長，西部草

原區成為世界最大的穀倉之一。

加拿大社會經濟迅速發展。

在每年卡城牛仔節開幕日的

大遊行中，都可以看到規模龐大

的加拿大皇家騎警方陣。他們可

不是牛仔文化中「湊熱鬧」的角

色。 1873 年加拿大政府設立了

西北騎警，西北騎警使得西部開

發這個過程基本以一種有序的方

式進行，特別是比較公正地解決

了原住民民與白人牛仔之間的

矛盾。 1904 年英國王室正式將

這支西北騎警警備隊冠以皇家

稱號，1920 年則改名為皇家騎

警，並把警備服務推向全國。

再後來，一個名叫蓋．韋迪

克（Guy Weadick） 的 牛 仔，

他曾經常遊走於美國各地從事西

部牛仔表演，一心夢想要舉辦一

個牛仔競技活動，發揚西部拓荒

精神與西部牛仔文化，在他的努

力遊說下，獲得了當時擔任牛仔

競技組織的四大商業巨頭資助。

於是 1912 年 9 月，卡城首

次創辦了牛仔競技活動。自此，

卡城牛仔節延續百年不衰，西部

開拓精神代代相傳。

【看中國訊】施工將在亞省

賈斯珀（Jasper）和埃德蒙頓之

間展開，在卑詩省平原區也會同

步作業。

該公司表示，自去年秋天從

卑詩省本拿比 Westridge 碼頭

動工以來，施工一直在繼續，本

月將擴建碼頭基礎設施，以提升

貨物處理能力。

該公司還表示，埃德蒙頓

和賈斯珀國家公園之間長達 290
公里的管道工程將於 8 月開始，

先期進行測量、標記管道路權。

施工將清除一些樹木和植被，同

時會採取措施保護環境，比如將

稀有植物妥善移植，對野生動物

進行觀測等。

9 月， 位 於 卑 詩 省 羅 伯

森 山 省 公 園（Mt. Robson 
Provincial Park）和藍河（Blue 
River）之間的 120 公里長的管

道也將開工，先期進行測量和管

道路權標識。

本週二（7 月 3 日），來自

綠色和平組織（Greenpeace）
的 12 個 人 從 鋼 鐵 工 人 大 橋

（Ironworkers Bridge）上用繩

子攀爬下來，以抗議政府收購跨

山油管項目。上月民調結果顯

示，有大約 60％的亞省人支持

政府購買這個項目。

據報導，有亞省和卑詩省的

原住民部落有意向購買跨山油管

項目的部分股權。

【看中國訊】德勤（卡爾加

里）合夥人博特里爾（Andrew 
Botterill）預測，今年 Hardisty
石油輸配中心加拿大西部選擇

（Western Canada Select） 原

油平均價為 53.35 美元 / 桶，明

年將攀升至每桶 54.55 美元，

2023 年將達到 69.15 美元 /桶，

比今年的平均價高出 30％。

博特里爾表示：鐵路運力提

升有助於緩解一些運輸壓力，運

力不足已在一定程度上打壓了油

價；來自美國墨西哥灣沿岸煉油

廠的訂單會增加，因為委內瑞拉

原油產量減少導致他們原料供應

出現缺口。由於最近石油管道擴

建項目前景已經更明朗，加之上

週 Enbridge 公司在明尼蘇達州

的 3 號生產線擴建獲得批准，

這些都是利好消息。他說，但是

美國石油產量的增加仍可能拖累

價格。

「前景可算樂觀，但此刻應

保持低調，」博特里爾在接受採

訪時說，「我們很高興看到一些

因素會促成石油業整體向好，但

我們仍然保持謹慎」。

德 勤 預 測， 亞 省 今 年

AECO 天然氣平均基準價為每

千立方英尺 1.70 美元，明年將

增長達到 2 美元， 2023 年升至

3.20 美元，比今年增加 88％。

【看中國訊】儘管存在反對

的聲音，但對加拿大政府來說，

通過法案來推進更為詳盡的公民

出入境記錄將利大於弊。

據 CBC 報導，加拿大公安

部長古德爾（Ralph Goodale）
在兩年多年前提出 C-21 法案，

要求收集所有出入加拿大境內人

士數據，包括之前並未被收集的

更為詳盡的數據，同時美國海關

也會將收集的進入美國境內人士

的數據交給加拿大。該法案上週

已通過國會審議，只等參議院秋

季審議最後通過。

一旦此法案通過，政府可根

據這些出境數據，防止一些長期

停留在海外的加拿大人濫領老年

金（OAS）、失業保險（EI）和

低收入補貼（GIS）等，還能查

知永久居住的外籍人士是否滿足

入加拿大籍申請居住要求；另外

還能掌握那些危及國家安全的高

度危險分子的蹤跡，或瞭解外國

旅客是否非法滯留在加拿大等。

迄今為止，加拿大邊境服務

管理局（CBSA）記錄了人們入

境加拿大的情況。現在加拿大

政府計畫使用 C-21 法案來收集

「基本數據」包括姓名、國籍、

出生日期、性別以及離境時間和

地點等基。航空公司也會收集出

境乘客信息。

「C-21 法案不僅能保證加美

兩國邊境更加安全，還將有助於

移民和社保福利系統更好地服務

加拿大人。」古德爾在最近一次

國會審議此法案時說。

受到比較大的影響和比較有

顧慮的人群如下：

雪鳥族

加拿大每年都有大量的人口

南下美國過冬，他們被稱為雪鳥

一族，據報導其中加拿大老人和

退休族高達 100 多萬。通常來

說，加拿大人每年可在美最多停

目前海航集團官網與王健的

百度百科介紹頁面均為黑白色。

媒體有對王健上一次公開露

面的報導。 6 月 2 日，當時海

航集團與中國商用飛機有限責任

公司在上海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

議，海航集團計劃未來逐步引進

並運營 100 架 ARJ21 新支線客

機、200 架 C919 大型客機，王

健出席了簽字儀式。

公開資料顯示，王健生於

1961 年，天津人，1983 年至

1990 年，王健曾在中國民用航

空總局計劃司工作，長期從事民

航的經濟管理、計劃管理及經營

管理工作。 1990 年，王健在參

敏感時刻 海航董事長王健離奇死亡

與創建海南省航空公司和組建海

航集團，是海航的主要負責人和

決策者之一。王健在海航集團

25 年的發展歷程中，起著主導

作用，包括其曾任海航集團首席

執行官與副董事長。

海航近期一度受到財政危機

【記者董林杉綜合報

導】陷入危機的海航集團背

負著6000億元人民幣的債
務，近期北京當局悄悄的策

劃了對海航集團的救助行

動之後，卻傳來董事長王健

在法國考察跌死的消息，令

外界譁然。

海航集團（HNA）

的困擾，但中國政府出手幫助其

渡過難關。根據彭博社報導，負

債近 6000 億元人民幣的海航集

團，與之前安邦、萬達等公司遭

遇的命運不同，獲得中共高層出

手搭救。

報導稱，6 月 12 日中國央

行、監管機構、海南省政府和海

航集團董事局主席陳峰召開「海

航專項會議」，央行行長易綱傳

達北京高層對海航的定性和要求

各方支持海航發債的決定。

不久之後，據媒體報導，6
月 20 日海航 20 多名高管到延

安朝拜，並扮紅軍、唱紅歌。

有分析指，這北京允許海航

發債券，救其渡過難關後，海航

的「表忠心」之舉。

據悉，海航集團以海南航空

起家，後來跨足多領域，近年透

過貸款融資在海外大舉收購企業

與房地產，總金額高達 500 億

美元，導致陷入資金緊縮危機。

隨後，海航不斷拋售資產與股

權，去年傳出資金鍊斷裂危機。

2017 年 6 月，中國銀監會

點名萬達、安邦、海航、復星四

家企業涉嫌以海外併購的名義、

用內保外貸的方式轉移資產至海

外，然後，大陸銀行基本上停止

了對他們的貸款。這幾家企業的

資金資金鏈跟著就出現了問題。

據海航集團官方微信 7 月

4 日發布訃告稱，海航集團有限

公司聯合創始人、董事長王健在

法國公務考察時意外跌落導致重

傷，經搶救無效，於當地時間

2018 年 7 月 3 日不幸離世，終

年 57 歲。

卡城牛仔節開幕  傳承西部卓絕開拓精神

跨山油管項目
未來半年施工計劃公布

明年加拿大油價
將繼續緩慢上漲

預測    渥京推進法案
收集更多居民出入境記錄

封堵
漏洞

留 182 天，而無需擔心被美國

稅務局或移民官盯上。但許多人

很容易就超過這個天數，一旦停

留超過這個天數，就屬「非法居

留」，會引發稅務糾紛，甚至有

可能終生被禁入境美國。

如果法案完全通過，加拿大

海關收集的出入境人士數據並與

美國政府共享，對於長期非法滯

留美國的加拿大居民來說，今後

再難鑽空子長期滯留；而對逾期

的雪鳥族來說，最大的危險則是

可能會被美國稅局盯上。

加拿大雪鳥族協會（CSA）

研究與公關主管拉齊科夫斯基

（Evan Rachkovsky） 說：「被

稅局和美國移民部盯上這是我們

最擔心的。我們協會許多會員在

佛羅里達有房產，但今後絕對會

格外小心不要停留過長，我們可

不想因此而迫害了可以每年一度

到訪這些房產的機會，給以後出

入美國帶來麻煩。」

EI和OAS族
加拿大就業與社會發展部

（ESDC）是專管聯邦福利發放

的部門，他們預測有加拿大人出

入境數據，ESDC 每年能避免

5,000 多萬元的福利濫領欺詐。

比如失業金（EI）領取人

士，領取 EI 期間可能隨時會得

到就職的機會，那麼就不准許

他們隨意出境，除非一些特別

的情況，比如參加葬禮或就醫

等。有了 C-21 法案，CBSA 就

能將失業金領取人士出入境數據

提交給加拿大服務部（Service 
Canada），避免 EI 被濫領，每

年估計能節省 500 萬稅金。

對老年金（OAS）的領取，

加拿大政府規定，滿 18 歲以

後，在加拿大居住至少 20 年的

任何人，無論在哪裡居住，都有

資格領取老年金。因此對多數久

居海外的老人來說，無需擔心今

後領取資格是否會受到 C-21 法

案的影響。但政府仍估計根據

C-21法案，每年能節省近5,000
萬元被濫領的老年金。「保守地

估計，未來可能會節省 4,700 萬

元」ESDC 的部長助理波傑利

（Elise Boisjoly）說。

加 拿 大 人 如 果 不 相 信

CBSA 出入境數據的準確性，

有權要求政府重新檢查記錄。

再有受到影響的人士是申

請加入加拿大籍的永久居住人

士。加拿大移民法規定，在過去

5 年內住滿至少 1095 天，才滿

足入加拿大籍的申請資格。古德

爾說，如果沒有蒐集人們出境數

據，很難確定入籍申請人在加拿

大境內是否居住日期已滿。

反對者

儘管 CBSA 承諾會盡量保

護加拿大人的隱私，對加拿大人

的個人數據也將採取最嚴謹措施

和協議來保護收集和分享，在

上週國會委員會對此法案的討

論中，將所收集數據最長保存

時間限定為 15 年。國際公民自

由監察組織（ICLMG）認為保

留 15 年還是太長。「這類法案

雖小，但卻在一點一點蠶食人們

的自由和隱私權。我想加拿大人

應當對任何政府擁有太多自己的

信息都會心有顧慮。」ICLMG
研究和公關協調人格廷（Anne 
Dagenais Guertin）說。

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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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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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戰燒到中移動

中移動或被禁入美

美國商務部下屬的國家電

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2 日

（週一）在其網站發布聲明說，

建議聯邦通信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拒絕中移動於 2011 年提

交的在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提供

電信服務的申請。

消息傳出後，中國移動股價

次日開盤時一度大跌 2.6%，降至

逾四年低點。中移動今次是否步

中興通訊後塵，備受關注。

中移動被指 
威脅國家安全

中國移動在營業申請案中，

表示無意參與美國國內的行動通

訊市場。但美國商務部所屬的國

家通訊與資訊管理局 NTIA 說：

「中共可以利用由中移動建立的

聯接，進行經濟間諜活動及收集

情報。受影響的消費者可能包

括：固定和移動網絡營運商、電

話卡公司及企業客戶。」聯邦通

訊委員會則表示將研究 NTIA 的

報告。

中國移動在全域性的防火長

城的基礎上，額外封鎖了中國移

動單方面認為的不良網站，這些

被封鎖的網站累計超 60 萬個。

路透熱點透視專欄作家史威尼認

為，NTIA 此舉顯示美國壓制中

國監控海外企業與個人能力的活

動已展開，接下來可能盯上中國

聯通、中國電信及阿里巴巴。

中國移動幾乎所有營收都來

自大陸，NTIA 的建議不致對中

國移動業務造成實質威脅，但由

於美、中從 6 日起都將對彼此進

口產品加征關稅，並且美國已禁

止了軍方與中興通訊及華為進行

交易，因此時機甚為敏感。

中移動的「江家」背景

中國移動作為全球最賺錢的

電信公司，有中共前黨魁江澤民

家族的背景。據報，江家控制著

大陸電信行業，江綿恆號稱「電

信大王」。 2010 年首先落馬的

中移動副總裁張春江，就被指是

協助江綿恆染指大陸電信的「第

一人」。

大陸網友慶賀美國獨立日美查獲價值170萬中國芬太尼
【看 中 國 訊】7 月 4 日 是

美國的獨立日（Independence 
Day），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在官

方微博上貼出全美各地的煙火影

片慶祝，同時公布 4 日使領館

休息一天。沒想到，大陸網友卻

在這條微博上不斷留言。

大陸網友一邊慶祝美國國

慶，一邊藉機批評中國政府，直

言「美國是人類的希望。」、「美

利堅能拯救中國的一切。」

不過，也有網友嘲諷說：

「才兩百多年的國家就這麼囂張

了。」貼文發出後，就有網友回

帖：「1949 年到現在，多少年數

過沒？」

由於中國政府不敢隨意刪除

美國大使館上的留言，及網友評

論，因此許多大陸網友時常到美

國駐中國大使館官方微博訴說真

心話。

有網友毫不避諱地說：「等

我有能力了，我會選擇美利堅，

不能把下一代給毀了。」、「移

民美國，才是中國夢。」

也有網友大膽留言：「以消

除（共產）邪惡為己任：美帝

國慶日快樂。」

美國獨立日（Independence 
Day）是為紀念在 1776 年 7 月

4 日於大陸會議（國會前身）

中宣布「獨立宣言」所成立的節

日。這一天是美國宣布從大英帝

國宣告獨立的日子，因此獨立日

也是美國的國慶日。

7 月 4 日這一天，美國會舉

辦許多活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敲響位於費城的自由鐘。在各地

也會舉辦各項慶祝活動，比如：

放煙火、花車遊行、節日遊行、

燒烤、野餐、舉辦音樂會、棒球

賽，以及家庭聚會等。

【看中國記者憶文綜合報導】

7 月 2 日，在費城港口進行的例

行檢查中，美國海關和邊境巡邏

隊（CBP）人員查獲了價值 170
萬美元的芬太尼（Fentanyl），這

些芬太尼毒品從中國運抵費城港

口。

費城港口進行例行檢查時，

一隻專門進行藥物檢測 K9 警犬

向官員們發出警告，警方在從中

國運來的鐵氧化物桶內，發現了

50 個裝有白色粉狀物質的密封

袋，後確定這些白色粉末是致命

毒品芬太尼。芬太尼的街頭販賣

價為每公斤 3.4 萬美元，查獲的

這些 110 磅芬太尼價值 170 萬美

元。

2016 年 CBP 在全美緝獲了

440 磅，2017 年截獲 951 磅，到

2018 年 4 月已上升到 984 磅。

芬太尼是一種合成止痛藥，

其效力是海洛因的 30 ～ 50 倍，

每次用量不到一毫克，花費低廉

使其在癮君子中越來越受到歡

迎。但芬太尼毒性強勁，造成癲

癇發作上升，僅需約 4 粒鹽的份

量便可殺死一名成年人。

每天有 115 名美國人因藥物

過量喪命，2016 年死亡人數超過

4.2 萬，並呈上升趨勢。藥物危

機已成為比艾滋病更大的殺手。

包括音樂明星「王子」(Prince)。
其後川普總統宣布鴉片危機是公

共衛生緊急事件。

加拿大聯邦政府 6 月 17 日

發布消息說，加拿大大約有 4000
人死於鴉片類藥物過量，芬太尼

是罪魁禍首，其中 72% 死於芬太

尼或是類芬太尼藥物，2016 年，

這一比例是 55%。

毒品調查人員表示，一個

令人擔憂的趨勢是：毒販將芬太

尼、海洛因、羥考酮（另一種受

歡迎的止痛藥），或假冒處方藥

混合在一起，賣給不知情的用戶。

美國《巴爾的摩太陽報》報導

說，中國是世界最大的芬太尼生

產國，這種藥物每天都由飛機或

輪船運到墨西哥，再從墨西哥由

毒販和卡車司機輕車熟路地運往

美國。

據《紐約時報》中文版 2017
年 11 月 10 日報導，川普總統期

望習近平主席對美國阿片類藥物

的氾濫「做點甚麼」，他認為中

國對這個問題負有責任。

儘管法律禁止，但從中國購

買鴉片類藥物還是很容易，只需

付款、提供送貨地址。中國網站

上的藥物銷售興旺，為全球用戶

提供一站式購物服務。

總部設在杭州的網站維庫

(Weiku.com) 上，有近百家中國

公司自稱銷售芬太尼。在設於北

京的網站 Mfrbee.com 上，商家

出售雞塊、籃球衫和卡芬太尼。

【看中國記者憶文綜
合報導】中美貿易戰繼續升
級，戰火燒到中移動。美國
政府7月2日出手阻止中國
移動通信向美國電信市場
提供服務，建議監管機構拒
絕中國移動歷時七年的國
際通話服務申請，因為這家
國有企業對美國國家安全
構成風險。消息傳出後，中
移動股價一度大跌。

周立波曝持槍涉毒案新內幕

港珠澳大橋再曝險情 大樓漏水漏電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

導】傳得沸沸揚揚的周立波持槍

涉毒一案，經過一年又四個月

的 11 次庭審後終於被判無罪。

7 月 4 日早上，周立波在微博發

布長文，訴「涉毒持槍案」事件

原委，稱該案「元凶有驚人背

景」。

6 月 30 日周立波夫婦回

國，之後周曾表示，他是被人

陷害的，並在微博發文中詳細

解釋了被陷害的全過程，但當

時他並沒有表明該神秘人的真

實身分，反而遭到網友們的質

疑，甚至懷疑是周立波編造的

故事，真實目的就是為了洗白

自己。

7 月 4 日，周立波發長文

稱自己公布案件真相後遭到質

疑，故決定公開「元凶」身分是

官二代，「他是（中國）北方某

省委書記的前女婿，在美國沒

有正當職位和生意，卻擁有數

十億美元資產和占地 45 畝的長

島豪宅，遊艇女人無數並且喜

歡槍支。該槍支登記在某某名

下，且有槍支轉移證明和某人

律師收取 3 萬美元現金。」

周立波說，此人作為復員

軍人，酷愛槍支，家中藏有上

百把真槍，甚至包括紐約州限

制持有的某些衝鋒鎗，這些槍

支很多都是非法持有或者登記

在他人名下，登記在此人名下

的只有 2 把。

周立波還表示此人與警察

關係很深，搜車的警察事後均

未出庭作證，他質疑其是害怕

作偽證，再次強調自己被陷

害。隨後周立波聲明自己嚴格

守法，「我不會也不敢拿自己的

命運開玩笑。」

2017 年 1 月 19 日，紐約

州警方在長島萊亭頓將開車「蛇

行」的周立波攔下。警方搜查車

輛時發現槍枝和毒品，周立波

面臨多達五項的罪名指控，引

發了國內社會不小的轟動。

【看中國記者鍾靈綜合報導】

7 月 2 日，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旅檢大樓被揭露嚴重漏水，導致

地庫（地下室）水浸、電機房

被水灌入冒出黑煙等危險情況。

港府斥資千億建造的港珠澳

大橋，工程不時傳出醜聞。港媒

獲得影片顯示，大橋香港口岸旅

檢大樓從今年 2 月起出現嚴重

漏水，地庫出現水浸，大量水

如同「瀑布」湧入運行中的電機

房，令其冒出黑煙。有工程師表

明事態嚴重，對地盤工人及市民

構成嚴重威脅，更有爆炸的可能

性。

《蘋果日報》最早引述消息

指，口岸大樓自今年 2 月起多

次嚴重漏水，與大雨及水管滲漏

有關，從取得片段亦發現，電機

房遭巨大水柱沖刷，水流直接灌

進電箱內；另一條短片顯示電箱

冒出大量黑煙；片段顯示，有工

人互相提醒漏水、漏電情況，指

情況十分危險。據悉電箱冒煙的

影片在 6 月下旬拍攝。

土木及結構工程師蘇耀坤指

出，大橋人工島四面環海，電機

房不應該設於地庫，也不應該在

地庫上方開洞讓電纜進入。蘇

指出，此類大樓的電壓至少有

1.1 萬伏特，最大可高達 3.3 萬

伏特，如果漏電，後果會十分嚴

重，可能導致人命傷亡。

川普二兒子救人 
紐 約 街 頭 攔 車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美國駐廣州領館外交官早前

疑遭「聲波攻擊」後，已經撤離

中國境內。最新消息指出，「聲

波攻擊」的範圍已經擴展至北京

及上海。有美媒統計說，目前已

有 280 多名美國外交官和家屬

在中國接受醫學檢查，至少 11
名外交人員及其家屬被迫返美。

據美國《紐約時報》報導，

近日上海領事館、北京大使館也

傳出，有不尋常聲音出現。上

海領事館 1 名員工和北京使館 2
名員工，亦於近期完成身體檢查

後，被送返美國進行深入體檢。

迄今在中國的美國使領館人員共

有 25 人被迫返美，做進一步檢

查。

美國官員表示，由於事件涉

及敏感問題，因此無法透露詳

情。

美國國務院已派遣資深官員

赴中國，調查駐外人員的發病原

因；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6 月 29 日也與中國外

長王毅通電話時再次提到，美國

使領館人員遭受「神秘聲音」侵

襲的事件。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

慷回應說中方未發現相關原因和

線索。

【看中國訊】難民申請人在

等待審批結果期間，可以申請一

年期亞省駕照了。

自 2012 年以來，難民申請

人在等待聽證會期間不能申請亞

省駕照，亞省是全國唯一拒絕向

難民申請人發放駕駛執照的省

份。現在這種狀況改變了。

省政府表示，這項新變化將

使難民申請人更容易養家餬口，

並開始在這裡建立新的生活。

卡城新移民中心的 Anila 
Lee Yuen 表示，擁有駕照將有

助於難民更好地適應加拿大的生

活。她說：「難民申請人可以獲

得工作許可，因此他們可以自行

謀生，因為等待審批結果期間

他們得不到任何形式的政府援

助。」「但之前，在亞省，他們

不能獲得駕照。」Yuen 說，「在

加拿大尋求庇護的人，是因為處

於危險的境地而不得不這樣。獲

得駕駛資格是成功融入當地社會

的一個重要方面」。

【看 中 國 訊】6 月 27 日，

在紐約曼哈頓中城大街上，川

普總統的二兒子艾力克（Eric 
Trump）在路邊著急地攔住一輛

救護車，把一個昏倒在路旁的女

士送上車。這一幕並沒有引起多

少人的注意，但還是讓一個路人

看到了。

根 據《華 府 監 察 報》（the 
Washington Examiner ） 引

用 這 個 不 願 意 透 露 姓 名 的

路 人 的 話 說， 在 第 六 大 道

57 街、58 街 之 間 的 F 地 鐵

站 外， 一 位 女 士 突 然 昏 倒 
在地。「艾力克碰巧看見一輛救

護車正從第六大道駛過，他跑進

車流，差點被一輛自行車撞了，

然後朝救護車喊。」他攔下了車。

北京上海美領館 
再傳神秘音波

難民申請人可以
拿亞省駕照了！

貝爾贏得亞省「超級
網絡」全面經營權

【看中國訊】貝爾加拿大分

公司贏得了全面運營 SuperNet
（譯名：超級網絡）的多年合同。

SuperNet 網絡由亞省政府

主導，為全省境內各公共服務機

構提供寬帶主幹網絡接入。它

包括 1 萬 3 千餘公里的光纜和 2
千餘公里的高速無線鏈路，服務

於學校、圖書館、醫院、市政、

土著辦事處和政府部門等，同時

還為各駐地互聯網服務商（ISP）
提供連接服務。

根據這份合同，除了目前為

27 個亞省大中城市正在提供的

服務以外，貝爾還將接管運營連

接亞省 402個鄉村地區的網絡。

貝爾公司稱其已簽署協

議，收購了卡爾加里周邊鄉鎮

地 區 SuperNet 運 營 商 Axia 
NetMedia。

中國移動被指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風險。（LIU JIN/AFP/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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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防長訪華 當局安排「遇冷」
歡 迎 晚 宴 文 工 團 上 陣 引 發 爭 議

中方晚宴「失靈」

美國防長馬蒂斯 6 月 26 日

至 28 日訪華，其稱此行目的是

為「傾聽」。

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盡力款

待馬蒂斯，精心設計了一場歌舞

晚宴。

法廣 7 月 3 日引述多維報

導指出，中方接待馬蒂斯時大打

美女牌被批有損軍人形象。該報

導說，美國防長馬蒂斯訪華更多

細節曝光。

為款待來訪的馬蒂斯，北京

可謂使出「渾身解數」。

晚宴活動也引起國內網友熱

烈討論，有網友說，中國將慰勞

基層官兵的餘興節目搬上國防部

長層級晚宴，相當失禮。

從網絡視頻和照片看，為馬

蒂斯舉行盛大的晚宴上，中方派

出軍方文工團演員，獻舞又獻

歌，其中包括：軍旅歌手蔡國慶

和白雪。據悉，在表演過程中，

有美女軍官手持橫幅，寫有「中

美友誼長存」。而蔡國慶在演

唱〈雪絨花〉時，曾試圖邀請馬

蒂斯合唱，但遭到婉拒。

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緊急救

場，與蔡國慶一起合唱，試圖避

免尷尬局面。

對此，旅美政論家陳破空接

受採訪表示，馬蒂斯拒絕唱歌，

除了不願意矮化自己，讓外界以

為中美友好的感覺。另外一個考

量就是怕中方在歌詞翻譯方面藏

有陷阱。

陳破空說：「實際上，中方

在唱歌方面製造陷阱是由來已

久。（以前在美國白宮）中方當

時就布置了一個鋼琴手去演唱，

居然演唱上甘嶺的一首歌，叫做

〈我的祖國〉，其中有句所謂的

『朋友來了有美酒，敵人來了有

獵槍』，這實際上是反美歌曲，

後來被民運人士揭露，白宮才知

道，中方在其中埋了伏筆。

所以這次馬蒂斯婉拒了蔡國

慶的邀請，恐怕是有很多的考量

在裡邊。」

馬蒂斯「冷對」 
中方軍頭

華盛頓《自由燈塔》 7 月

2 日報導， 中國軍方二號人物

許其亮滿懷笑容地在北京中共

中央軍委大樓外熱情歡迎馬蒂

斯， 甚至說相信兩人可以成

為好朋友， 但馬蒂斯則表情冷

淡。 知名 「紅二代」 羅宇表

示， 馬蒂斯在他首次訪華時也

明確表示， 這次的會面是關於

戰略利益， 而不是友誼。

羅宇說：「而且馬蒂斯在

中國也講了， 講得很清楚， 就

是說， 對你在南海的行為， 我

們是不滿意的， 我們是有不同

意見的， 這就是實質。 」

羅宇稱：「實際上， 中

美兩軍的關係是在兩國關係的基

礎上， 對不對？所以兩國關係

現在貿易戰很緊張的時候， 兩

軍的關係不可能有甚麼比較輕鬆

活潑， 不可能有這種事情， 因

為美國去之前， 就不要求中國

參加環太平洋軍演了， 這就是

一個態度。 」

在去中國前， 馬蒂斯對記

者表示， 南海問題可能將成為

他訪華的首要議題， 對於中方

在南海人工島上進行的軍事化活

動， 美國將繼續施壓。 外媒普

遍認為， 馬蒂斯此次訪華目的

是美方向臺灣軍售等問題跟北京

溝通。 此前美國國防部同意向

美國承包商發放臺灣軍方尋求的

柴電潛艇技術銷售許可證。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

合報導】鷹派的美國國防部

長馬蒂斯日前訪華，會見了

習近平與中共軍方高層官

員。中方為馬蒂斯舉行盛大

的宴會，並出動軍方文工團

「獻舞又獻歌」，遭到外界

的熱議。

6月27日，中共國防部長魏鳳和在北京八一大樓主持儀式歡迎到訪的馬蒂斯。（Getty Images）

許其亮（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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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國記者李文隆綜合報

導】中共前總書記胡錦濤的兒

子、原嘉興市長胡海峰沒有如同

預測擔任嘉興市委書記，日前獲

任中共麗水市委書記。外媒引述

消息指胡海峰邁向中南海仕途看

好。

胡海峰獲任新職

7 月 2 日，浙江官方發布人

事任命，中共嘉興市前市委副書

記、市長胡海峰出任麗水市委

書記。此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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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胡海峰

擬任設區市黨委書記。

一個令人關注的情況就是，

正當浙江官方公示胡海峰擬陞官

之際，嘉興市發生民眾到市府示

威抗議徵地，並爆警民衝突，數

百民眾衝進政府大樓。但胡海峰

升遷沒有受到影響。

不過嘉興市委書記魯俊、市

長胡海峰這次同步調離，仍然引

起一些猜測。

最後的「希望」？

胡海峰作為前中共領導人胡

錦濤之子，仕途一直備受關注。

報導稱，胡海峰進入中南海

被指「幾乎指日可待」，是中共

太子黨「最後的希望」。

中國問題專家橫河早前對美

媒表示，胡錦濤兒子胡海峰，能

夠在中共人事布局中平安地脫穎

而出有兩大原因：一是胡錦濤沒

有野心，向來以循規蹈矩名聲在

外，而且他還幫助習近平清洗江

澤民勢力，對於習近平打壓團派

也視而不見；二是很多紅二代在

商界，沒有從基層開始從政；底

層上來的紅二代資源比不上太子

黨，構不成威脅。更重要的是，

習近平要借胡海峰給其他太子黨

樹立榜樣。

胡海峰仕途看好 
太子黨最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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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在俄大量採伐森林

美國之音報導，最近數月

來，俄羅斯一些官方控制不是很

嚴的媒體，出現了眾多有關中企

大規模砍伐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

原始森林的報導。社交媒體也出

現了呼籲簽名阻止中企濫伐森林

的請願活動，其中一個涉及禁止

向中國出口木材的請願活動，參

與簽名人數已經超過了52萬人。

今年 2 月起，俄羅斯克拉

斯諾亞爾斯克、阿爾泰和布里亞

特地區，不斷出現當地居民反對

中國公司砍伐當地森林的抗議活

動。今年 5 月中旬，有 100 多

名布里亞特居民在首府烏拉伍德

政府大樓前示威，抗議中企租賃

當地林區 49 年。他們指責中資

公司濫伐森林，破壞附近的貝加

爾湖生態。不過抗議活動很快被

警方驅散。

俄羅斯博客作家、旅行家帕

什科夫稱，他有充分證據顯示中

企已經控制了全部西伯利亞的林

業採伐和木材加工業，這意味著

中國已經完全掌控了西伯利亞森

林資源。從空中俯瞰可以清楚看

到西伯利亞地區森林正在大面積

減少，特別是該地區東部森林資

源，這將引發生態環境的災難。

今年 7 月，帕什科夫計畫

推出《俄羅斯原始森林》紀錄

片，講述西伯利亞森林資源在中

企的參與下如何遭到破壞。此

外，他認為俄羅斯遠東地區森林

毀壞的狀況比西伯利亞更嚴峻，

因此計畫與他的團隊前往遠東地

區調查拍攝影片。來自俄羅斯水

資源研究所的一名學者表示，俄

羅斯的西伯利亞森林資源與南美

洲亞馬遜森林一樣，都被認為是

地球的肺。西伯利亞森林遭毀，

那麼全球環境生態也將遭到毀

壞。

俄羅斯綠色和平組織在致普

京總統一封公開信中稱，由於後

貝加爾邊疆區附近地區森林資源

有限，中國資本在該地區投資建

立造紙廠項目，導致砍伐森林行

為，嚴重威脅當地的生態環境。

西伯利亞森林資源最豐富的

地區伊爾庫茨克州鄰近貝加爾

湖，當地生態活動人士奧格羅德

尼科夫稱，木材採伐行業到處都

有腐敗。

俄羅斯綠色和平組織林業項

目負責人亞羅申科表示，俄羅斯

政府在森林資源保護方面，存在

無能和管理不善的問題。尤其不

少非法砍伐森林的活動及出口，

涉及俄羅斯政府官員的腐敗問

題，因為這些木材必須具備相關

正式文件才能通過海關出口到其

他國家。他還說：「西伯利亞東

部、西部和遠東地區距離中國比

較近，許多木材出口到中國，其

中來自西伯利亞森林砍伐的木材

有一半出口中國。俄羅斯當局沒

有對森林資源進行植樹維護，導

致數十公頃森林被砍光。」

美國海軍陸戰隊 
或將進駐AIT

【看中國訊】CNN 日前報

導稱，美國國務院提出要求派

遣美國海軍陸戰隊，進駐新落

成的美國在臺協會臺北辦事處

（AIT），並且由國務院外交安全

處與美國海軍陸戰隊就此進行磋

商。有關消息引起熱議。因過去

美國陸戰隊僅會駐守美國政府的

官方組織，而 AIT 是非營利性

的民間機構。

不過也有專家指出，陸戰隊

有可能進駐 AIT 是因為《臺灣旅

行法》的通過，未來將有不同層

級的美國國家官員到訪臺灣，因

此也可能是出於保護有關人員的

人身安全的目的。

【看中國訊】英國恩茲利保

險公司（Endsleigh）編製的全

球最危險旅遊地排行榜前十名近

期出爐，泰國登榜首。而早在

2017 年 12 月，世界經濟論壇

（WEF）也將泰國列入全球旅遊

最危險的 20 個國家之一。泰國

交通不發達，除了首都曼谷外，

遊客們只能選擇自租摩托車解決

交通問題。泰國的山路彎曲，這

是遊客在泰頻發交通事故的原

因。

【看中國訊】Creator 漢堡

店日前在舊金山南市場街區開張

試賣，這是全球首家百分百由機

器人製作漢堡的快餐店。從烤麵

包、煎漢堡肉到加配料、醬料，

都由機器人操作。每份漢堡只售

6 美元。這個機器人是灣區餐飲

機器人公司 Creator 製造的。該

店將從 9 月開始正式營業。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

綜合報導】俄羅斯出現越來

越多呼聲，批評中企大規模

採伐西伯利亞和遠東森林，

一些地區的民眾甚至上街

抗議。

最危險的旅遊地 
泰國排名第一

機器人漢堡店 
舊金山開張試賣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編譯】

對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

鬥機飛行員布賴恩．考克斯

（Bryan Cox）來說，75 年後再

次駕駛飛機上天的感覺真的不

一樣，他感慨道：「這真是一種

懷舊的體驗！」

據新西蘭新聞網站 Stuff日

前報導，7 月 1 日，前二戰戰

鬥機飛行員考克斯在眾人面前

從蘭基塔塔島機場（Rangitata 
Island Aerodrome） 再 次 駕

駛 虎 蛾 機（Tiger Moth） 飛

上 了 南 坎 特 伯 雷（South 
Canterbury） 的 藍 天。 此

次飛行先是由安德魯．洛夫

（Andrew Love）控制飛機起

飛，隨後由考克斯駕駛著虎蛾

機，展現了一系列的特技飛行

技巧。

考克斯說：「特技飛行是我

職業生涯中所訓練的技能，這

體現出飛行員在任何情況下自

由操控飛機的能力。戰鬥機飛

行員完全是依靠自己的飛行技

能來生存。」

今年，考克斯以 93 歲高齡

獲得了休閒飛機駕照，使他成

為新西蘭最年長的飛行員之一。

考克斯曾在新西蘭皇家空

軍站哈伍德（現為基督城國際

機場）接受基本的飛行訓練，

當時的教練飛機就是虎蛾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剛滿 19 歲的考克斯駕駛戰鷹戰

鬥機（Kittyhawks）和海盜式

戰鬥機（F4U Corsair）與日軍

作戰。當時新西蘭皇家空軍擁

有 1.3 萬名訓練有素的軍人，戰

爭造成了該部隊超過 4000 人的

傷亡。

20 歲生日那天，考克斯親

眼目睹了一場戰機混戰，數名

同行的戰鬥機飛行員身亡。

考克斯說：「當時我們有

15 人參戰，最終只有 8 人平安

歸來。」

二戰結束後，他曾三次到

南太平洋地區旅行，並在日本

廣島（Hiroshima）停留了一年。

之後，考克斯擔任飛行教

練，積累了 2.1 萬飛行小時的紀

錄，還撰寫了幾本有關他飛行

經歷的書籍。

大陸媒體報導，中國男足江

蘇隊近日到米蘭訓練，訓練結束

後一起吃火鍋，還喝啤酒、可

樂、紅酒……

不僅江蘇隊，訓練或比賽期

間大吃大喝似乎成了國足的習

慣。有消息稱，國足每逢去其他

地方進行訓練或參加比賽，都會

配備專門的廚師給他們做飯，大

魚大肉、美酒飲料等應有盡有，

吃得不亦樂乎。

2015 年，媒體也曾報導了

國足在迪拜進行為期五天的訓練

期間，國足內部提前與迪拜當地

華人社團取得聯繫，希望他們能

夠幫助聯絡中餐館，為球隊球員

提供中餐。

報導顯示，其中一天的午餐

中，中餐館給球員提供了蓮藕煲

雞湯、土豆燉牛腩、炸雞翅、家

鄉煲老鴨、乾燒千葉豆腐、蒜蓉

上海青等。

男足飲食被曝光後，引發網

民熱議，相關消息一度登上百

度熱搜榜第一位。網民紛紛表

示，「啤酒飲料都喝上了，難怪

中國足球……」「繼續這樣的飲

食，中國甚麼時候才能再進世界

盃？」

更有媒體報導，將國足球員

的飲食與 33 歲的葡萄牙足球明

星 C 羅進行對比。一次，C 羅

邀請一位朋友到家中做客，食物

只有水煮雞胸肉、蔬菜沙拉和白

開水。

據搜狐刊登的一篇評論文章

表示，無緣世界盃賽場 16 年，

中國球員不僅在技術方面與別人

有差距，在個人自律方面也是做

得不夠好，球員的身材「毫無訓

練痕跡」。

自從有世界盃以來，中國男

足僅僅打入了一次，即 2002 年

的韓日世界盃。不過在小組賽

中，中國隊三戰皆負，一球未進

打道回府。

《衛報》日前評選世界盃歷

史上表現最差球隊，中國隊以

2002 年世界盃小組賽 0 分、淨

勝球 -9，被列入最差的 5 支球

隊之一。

93歲飛行員駕機再上藍天中國男足飲食曝光
【看中國記者端木珊

綜合報導】世界盃比賽進入

白熱化階段，無緣世界盃的

中國國足目前正在海外訓

練。近日，男足訓練後的餐

食在網絡曝光。圖片顯示，

飯桌上大魚大肉，還有可

樂、啤酒等飲品。

美 國 在 臺 協 會 臺 北 辦 事 處

（AIT）新館。（自由時報）

【看中國記者明思綜合報導】

想知道大陸遊客心中的臺灣是甚

麼樣子嗎？近日，大陸媒體發表

一篇題為「在寶島旅遊的我為何

會感慨：大陸民眾不妨來臺灣上

一堂公民素養課？」的文章，作

者署名趙毅，談及他赴臺旅遊的

切身感受。

中央社報導，趙毅提到，臺

灣的超市店員們在收找錢時會雙

手接錢，雙手遞錢，一接一遞之

際，可以聽到兩次道謝聲，而他

自己也在無處不在的「謝謝」聲

中，很快跟著說「謝謝」。

他還指出，民眾在超市便利

店內都可以很隨意的找個位置坐

下，看看報紙，喝喝咖啡，或者

吃吃飯，甚至作為洽談商務的場

所，也沒有甚麼不便，令他感覺

很新鮮。

趙毅說，在臺灣，看到每個

城市的街道都很乾淨，很少看到

地上有菸蒂，更難看到痰跡，也

聽不到汽車喇叭聲，更聽不到高

分貝的高談闊論，而且臺灣行人

互相禮讓，也令趙毅十分讚許。

文章提及大陸有許多城市，

很多人根本對路人視若無睹，絲

毫不會避讓，更有甚者還會理直

氣壯地與他人碰撞後，惡語相

向，而在臺北街頭，很多行人都

會主動側身避讓，即使是不小

心擋住去路，也會回頭說「對不

起」。

趙毅還提到兩岸的婚姻觀差

異，他表示大陸女孩給人的印象

是婚嫁時要先考慮車子、房子等

物質因素，但有臺灣女生卻告訴

他，結婚最在乎的是感情，兩個

人如果感情好，其他方面都可以

一起努力而達到。事實上，近年

來許多大陸游客赴臺旅遊後，都

對臺灣有好感。

廣州《新周刊》總主筆就曾

發文分享稱，在臺灣你能感悟到

一種久違的溫馨，他認為過往所

了解的中國，只是一半，而另一

半在臺灣，但這一半雖小，卻濃

縮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粹。

【看中國訊】中國網絡監控

已從本土防火牆內翻到牆外，

並滲透到世界各網站。外媒報

導，中國政府部門已採用一款

監測軟件，可監測港澳臺等境

外 8000 多個「涉敏」網站，甚

至可採集 53 種語言輿論信息。

中央社援引自由亞洲電臺

報導，中科點擊（北京）科技

有限公司推出的「軍犬網絡輿

情監控系統」已被中國政府部

門應用，在中國境內置有 1.8
萬家輿情監控據點。

據中科點擊資料，這款系

統可以分析輿情、信息預警、熱

點分析，蒐集負面輿情、輿情

趨勢、簡報、分析、推送及統

計分析等。還可以監測新聞、

論壇、部落格、微博、圖片、影

片等。

此外，這套系統還可以採

集中文、英文、法文、西班牙

文，以及維吾爾語、蒙古語、藏

語、朝鮮語、壯語、阿拉伯語、

越南語、寮國語等，總共 53 種

語言的輿論信息。旅居德國的

蒙古族維權領袖席海明受訪時

表示，中國政府將監控擴大至

海外是對人類自由的侵犯。

大陸遊客讚臺：最美的風景是人 大陸網絡監控擴大至海外

中國網絡監控跨足境外。（自由

亞洲電臺）

西伯利亞地區森林。（公有領域）

（公有領域）

虎蛾機（示意圖）（Towpilot/
WIKI/CC BY-SA)

臺北自由廣場。（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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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匯率兩天破十關

人民幣貶值速度太快了！這

是資本市場都在關注的事情，交

易員們也議論紛紛。速度有多

快？人民幣匯率兩天內連破十大

關口。 7 月 2 日，連破 6.64、
6.65、6.66、6.67、6.68、6.69
六 大 關 口； 在 7 月 3 日， 連

破 6.7、6.71、6.72、6.73 四

大關口，離岸人民幣匯率突破

6.73，在岸人民幣跌幅超過 700
個基點，人民幣貶值的速度仍

然在加快。自 6 月 13 日以來，

離岸人民幣兌美元最低已跌去

3400 點，在岸人民幣最低跌逾

3100 點，紛紛刷新去年 8 月以

來新低。

中國央行從 2005 到 2014
年間曾系統性地干預匯市，操縱

並壓低人民幣匯率；2015 年之

後為防止資金外逃，中國央行反

而藉干預匯市來支撐人民幣匯

率。分析師表示，截至目前為止

的貶值主要是基於官方態度，而

非匯率戰。不過他們警告，如果

人民幣持續疲軟，可能使美中貿

易緊張狀態愈發升級。

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無疑是

市場關注的另一個焦點。今年 2
月分以來，中國的進口增長呈現

逐月加速勢頭。中國海關數據顯

示，中國 5 月分出口同比增長

12.6%，小幅放緩；同時，進口

同比增長 26%，增速較上月加

快 4.5 個百分點，中國貿易順差

進一步收窄。資本市場普遍認

為，一個國家貿易順差縮水將對

該國貨幣形成貶值壓力。人民幣

產生貶值預期，可能會對資本跨

境流動造成影響。短期來看，美

聯儲如期加息，美國各項經濟數

據表現良好，美元將繼續保持強

勢，同樣也對人民幣匯率產生壓

力。

康奈爾大學經濟學家埃斯瓦

爾．普拉薩德表示：「在兩國貿

易與經濟摩擦升高時，匯率變

動的象徵性意義比正常時期更

大。」；「人民幣對美元貶值，

可能是作為一項墨跡測驗，可能

代表中國讓市場來決定匯率，或

是北京試圖提醒華府中國還有另

一項貿易戰的武器。」

TS Lombard 研究集團首席

中國經濟學者鮑雙認為，中國讓

人民幣做戰術性貶值，可能是向

美國華府傳送一項信息。但如果

人民幣大幅貶值，對中國將會產

生反效果。「人民幣大幅貶值的

結果將是得不償失，加速資金外

逃，使國內流動性吃緊，並可能

加重信用市場壓力」；「許多市

場人士猜測中國可能會將人民幣

武器化，借由貶值來抵消關稅的

影響。我們並不認同此點，雖然

中國當局目前正考慮貶值此一選

項。」

中國內地金融學者易憲容

認為，一國貨幣與另一國貨幣

的匯率關係很大程度上取決於

本國政府的意志，取決於國家

與國家之間的利益博弈。所

以，人民幣突然快速貶值是當

局的意願。易憲容認為，利用

人民幣貶值應對美中貿易戰實

際上可能是一招險棋。這一招

可能還沒有殺敵，先讓自己身

受重傷。這一招看上去是可以

保住出口貿易，但卻會傷害中

國金融業、航空業、房地產市

場等，可謂是得不償失。

有專家表示，如果中國讓人民幣大幅貶值將會產生反效果。（JUNG YEON-JE/AFP/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
合報導】在這一輪人民幣貶
值週期內，人民幣對美元匯
率累計下跌幅度超過7%，
匯率在兩天內連破十大關
口。對此，中國央行行長等
金融官員紛紛表態試圖穩
定市場情緒。有專家表示，
如果中國讓人民幣大幅貶
值，將會產生反效果。

【看中國訊】是風口也是泡

沫，2017 年 6 月中國的共享單

車品牌陸續倒閉，輝煌一時的

共享單車生產第一鎮王慶坨，

昔日因共享單車熱潮而起的

500 家製造商，如今已倒了 200
多家。

回首 2016 年底，共享經濟

的熱度傳導到自行車業，這個

號稱可以解決「出行最後一哩

路」的共享單車開始在北京、上

海等大城市街頭現蹤。統計顯

示，中國 2017 年共享單車行業

累計投放單車 2300 萬輛、覆蓋

200 個城市。

也正是 2017 年的中旬，

共享單車開始出現倒閉潮。今

年 4 月，共享單車龍頭品牌摩

拜單車也被美團收購，共享單

車已不再是新創公司熱衷的遊

戲。

被共享單車拖垮的，還有

自行車製造業。《每日經濟新

聞》報導，天津市的王慶坨鎮一

年多前還被稱為「共享單車生產

第一鎮」，在共享單車走紅的巔

峰時期，這邊有高達 500 家的

製造商，而今已不到 300 家。

事實上，這已非共享單車首次

遭遇低潮，各地頒布的共享單

車調控政策，就曾一度重挫這

個行業，危及製造商生存。

如今，風停了，自行車業

和王慶坨鎮多久才能恢復昔日

的生產活力，誰也不知道。散

落在各地的「共享單車墳墓」、

映入眼簾的橘色、藍色、黃

色、白色等斑駁車身烤漆，對

這起共享經濟泡沫做了最沉默

的見證。（轉載自中央社，限於

版面有刪節）

共享單車盛況不再 
生產鎮企業倒近半

美國商務部長羅斯接受媒

體採訪釋放強硬信號，股市跌再

慘，也不會改變美國總統川普處

理美國貿易關係的方式。 
羅斯在接受 CNBC 採訪時

表示，不存在改變貿易政策的股

市下跌底線。「總統正努力解決

的是長期問題，而這些問題早該

在很久以前就被解決。」；「很明

顯，在我們試圖解決非常嚴重的

問題時，將會出現一些拉鋸戰。

在這個過程中也會出現一些小波

折。」

羅斯接受採訪的事件背景是

美國股市三大股指 7月 2日開盤

出現下跌，2018 年下半年第一個

交易日出師不利，因美國與貿易

夥伴間的關稅憂慮加重，增添了

市場的看跌人氣。但是美國股市

在 7月 3日開盤普漲，因能源公

司股價在油價上漲提振下升高，

扶助美股高開。

川普 6 月 15 日宣布對 500
億美元從中國進口商品加徵高額

關稅，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將

自 7月 6日起開始對第一批清單

上 818 個類別、價值 340 億美元

的商品加徵關稅；而中國商務部

則在其網站上公布，對原產於美

國的大豆等農產品、汽車、水產

品等進口商品對等採取加徵關稅

措施，稅率為 25%，涉及 2017年

中國自美國進口金額約 340 億美

元，上述措施將從 7月 6日起生

效。

有跡象表明中共當局不希望

重蹈 2015 年的政策失誤，當時

應對股災推出了包括暫停新股發

行以及實施積極的寬鬆政策，但

均未能平復投資者的憂慮。

受人民幣貶值推動，當年 6
月15日股災發生，導致上證綜指

跌逾 40%。

多數專家提醒，在經濟下行

壓力猶存的大背景下，貿易戰的

不確定性會擾亂市場預期，尤其

中國「三去一降一補」（去產能、

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

板）的供給側結構改革仍在進

行，在防範化解風險的同時，中

國更須提防貿易戰成為引爆中國

積累的深層次矛盾的「導火索」。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綜合報

導】中國國家審計署審計長胡澤

君日前表示，9 家大型國有銀

行違規向房地產行業提供融資

360.87 億元（人民幣，下同），

抽查的個人消費貸款中也有部分

實際流入樓市股市；此外，多家

金融機構和企業涉及房地產資產

閒置。

wind 數據也顯示，多家上

市公司持有房產。截至 2018 年

一季度，投資房地產的上市公司

數量已增至上千家，總共持有投

資性房產市值超過 9000 億元人

民幣。

審計署審查發現，2013 年

至 2016 年，中國工商銀行河

北、江蘇分行未嚴格執行監管規

定，違規向房地產企業發放併購

貸款；2015 年至 2016 年，河

北、北京、雲南、上海 4 家分

行存在個別土地及房產長期閒置

或處置程序不規範等問題。 
2014 年 10 月分至 2016 年

底，中國農業銀行通過理財資金

向房地產企業提供融資、違規向

土地儲備中心和部分建築工程施

工許可證等「四證」不全的房企

等提供融資。

中國中信集團有限公司從

2013 年至審計時，所屬中信銀

行、中信信託未嚴格執行監管

規定，向「四證」不全或低密度

房地產項目提供融資 211.01 億

元，另有部分融資被用於繳納土

地出讓金。

截至 2018 年一季度，上市

公司中持有投資性房地產行業前

三分別是：房地產 4375.78 億

元，其次是商業貿易 1508.79
億 元， 建 築 裝 飾 持 有 金 額

866.88 億元排在第三。

最後期限迫近 美釋強硬信號 上市公司大規模炒房 
投資市值超9000億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
合報導】離美國預告正式加
徵中國商品關稅的日期愈
來愈近，各界都在關注中美
貿易解決爭端的進展，若貿
易爭端持續將損及中國下
半年經濟增長，甚至成為引
爆中國積累的深層次矛盾的
「導火索」。 美國商務部長羅斯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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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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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有名的牛仔節

早餐，有超過8 5年的歷
史，已成為本地傳統的一

部分。熱心的義工，會在

搭有牛仔節大篷車的地

方，不管「下雨或天晴」，

以卡城特有的方式歡迎

您，為您提供免費西式煎

餅早餐和娛樂。牛仔節期

間，在不同社區和時間，

均有類似活動，詳情請留

意社區通知或查詢：Free 
Stampede Pancakes，此
處列出部分活動供參考。

7月 7日
時間：早 9：00-11:00
地 點： 東 北 購 物 中 心

Marlborough Mall（433 
Marlborough Way NE）

西 南 社 區 活 動 中 心

Westside Recreation Centre
（2000 69 St SW）

7月 8日
時間：早 8：30-11:00
地點：市中心牛仔公園

內（Calgary Stampede）,
室內體育館正門前（Scotia 

Saddledome）或室外體育館

前草坪（the Grandstand）

7月 9日
時間：早 9：00-11:00
地點：西北購物中心

CrossIron Mills（261055 
CrossIron Blvd.NW）

North Hill Shopping 
Centre（1632 14th Avenue 
NW）

7月 10日
時間：早 9：00-11:00
地 點： 西 北 購 物 中

心 Market Mall Shopping 
Centre(3625 Shaganappi 
Trail NW)

東南購物中心 Douglas 
Square(11520 24th Street 
SE)

7月 11日
時間：早 9：00-11:00
地 點： 西 北 購 物 中

心 Dalhousie Station and 
Shopping Centre（5005 
Dalhousie Drive NW）

西 南 購 物 中 心

Southcentre Shopping Centre

卡城市政府暑期在東南西北

不同社區提供免費夏令營！無需

註冊，可任選日期。按年齡段分

成 2 種，提供許多不同的活動，

包括手工及各種遊戲等活動，深

受歡迎。夏令營一般在公園設置

一個紅色帳篷，以便家長和孩子

可以輕鬆找到。每日接受孩子數

量有限，建議活動當日提早到場

或在網上提早註冊。

Stay n'Play(幼兒班)
年齡：3-5 歲；

時間：早 10- 點 -12 點

要求：需父母陪同

Park n'Play(少兒班)
年齡：6-12 歲

時間：早 10 點 - 下午 3：30
要求：無需父母陪同

地 點
西 北： 胖 大 媽 山，

Panorama Hills School（1057 
Panorama Hills Drive N.W.）
東 北 :LCONRIDGE, 

Fa lconr idge School (1331 
Falconridge Drive N.E.)

R E N F R E W , C o l o n e l 
Macleod School(1610 Sixth 
Street N.E.)

東 南：ACADIA，Acadia 
School(9603 Fifth Street S.E.)

RIVERBEND,Riverbend 
School(65 Rivervalley Drive 
S.E.)

西 南：SHAWNESSY，

Samuel W.Shaw School(115 
Shannon Drive S.W.)

Free Summer Camps 

卡城免費夏令
營本週地點

(7月9日-13日，週一至五)

（100 Anderson Road SW）

7月 12日
時間：早 9：00-11:00
地 點： 東 南 購 物 中 心

Southland Leisure Centre
（2000 Southland Drive SW）

東 南 McKenzie Towne
小 區 中 心 廣 場 McKenzie 
T o w n e  C e n t r e （ 2 0 
McKenzie Towne Ave SE）

7月 13日
時間：早 9：00-11:00
地點：東北社區活動中

心 Genesis Centre（7555 
Fa l con r idge  Bou leva rd 
Northeast）

東北購物中心 Sunridge 
Mall（2525 36th Street NE）

7月 14日
時間：早 9：00-11:00
地 點： 東 北 購 物 中 心

Coventry Hills Centre(130 
Country Village Road NE)

東 南 購 物 中 心

Dee r  Va l l e y  Shopp i ng 
C e n t r e ( 1 2 2 1  C a n y o n 
Meadows Drive SE)

牛仔節免費早餐

普通票（13 至 64 歲）：$18
老人票（65 歲及以上）：$9

青年票（7 至 12 歲）：$9
兒童票（6 歲及以下）：免費

Calgary Stampede Admission

每年牛仔節都提供免費入場，今年具體細

節如下：

遊行日：7月6日（星期五）
免費入場：上午 11:00 ～下午 1:30
觀 看 完 遊 行 後 可 順 道 去 牛 仔 公 園

（Calgary Stampede Park）。

Cenovus家庭日：7月8日 
（星期天）

免費入場：上午 8:00 ～上午 11:00
全家一起體驗牛仔節，品嚐牛仔節的特色

免費西式早餐。

BMO兒童日：7月11日 
（星期三）

免費入場 : 上午 7:00~9：00，牛仔節設

有專門兒童區，提供各種兒童類活動。

• 去 牛 仔 公 園 最 方

便 的 交 通 是 搭 乘 輕 軌

（CTrain）， 其 中 Victoria 
Park/Stampede 輕軌站直接

通往牛仔公園正門；另外一

站 Erlton/Stampede 通往牛

仔公園的南部入口。建議把

車停在輕軌站附設的免費停

車場，再搭輕軌前往。

• 卡城輕軌在市中心地

段免費，離開市中心地段需

要付費。

• 牛仔公園有停車場，

可開車前往，停車費 $15。

牛仔節票價信息

時間：7月 6日∼ 15日 ,上午 11時∼午夜 ,當日有效

牛仔節 
免費入場信息

牛仔節
出行信息

Transportation 
During Calgary 

Stampede

Calgary Stampede 
 Free Ad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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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皮膚缺水有哪些原因呢

過度曝晒
當皮膚因為溫度或是過度曝晒的

環境刺激，造成「經皮水分流失率」

(Transepidermal Water Loss，TEWL)
改變，也就是過度曝晒在豔陽底下，表

皮細胞因此受損，這個時候角質層會增

厚，皮膚缺水狀況也會增加，進而失去

彈性。

不當的保養品
人們總是特別注

重清潔， 但是清潔

過了頭會大大影響皮

膚的保濕能力。 表

皮分泌皮脂是皮膚保

水的機制之一， 當我們過度使用不安全

的介面活性劑來清潔表皮， 就會導致表

皮屏障功能受損， 保濕能力自然就會下

降。

細胞的老化
當年齡到了一個階段時，營養吸收

就不再是年輕時這麼有效率，細胞缺乏

營養就容易死亡凋零，甚至影響到整個

皮膚器官。皮膚器官的退化，會出現皮

脂與汗液分泌減少的現象，還會造成細

胞新陳代謝效率變差，老廢角質堆積狀

況就會增加。角質堆積愈嚴重，皮膚保

濕能力下降和促進細胞新陳代謝的酵素

分泌將會減少。最後導致角質層中的保

濕因子和細胞間質不足，外觀看起來就

會出現醜醜的細紋與乾燥。

 2皮膚保溼有哪些作法
一般來說，一個身體健康的成年人

每天約需水 2500 毫升，大概 8 到 10 杯

水。不同季節的人體需水量也不同，夏

夏季首重保濕
夏季裡要做好防晒。相信大家

都已經知道，紫外線除了會讓人晒黑

還會使肌膚老化得更嚴重。其中一

個原因就是皮膚的保水能力變差。

季人體因出汗流失水分，需水量最大。

但每次不能喝得太多， 要分次飲用。另外

飲水速度要慢， 不可過猛，要小口喝。

避免用過熱的水洗澡
因為洗澡時會把皮膚上的天然油脂

沖掉，如果長期洗溫度過高的熱水澡，

就會加劇肌膚乾燥的情形，甚至導致肌

膚龜裂，或是長出濕疹，也建議洗澡時

間最好在 20 分鐘內，以便免肌膚水分過

度流失。

保養品使用方法要正確
到了夏天氣候非常炎熱，許多人都

不喜歡臉上油膩膩的感覺，總是不喜歡

擦含有油的成分的保養品在臉上，所以

只有擦化妝水而已，因為她們有這種錯

誤的觀念，認為只要擦化妝水就已經有

保濕的效果了。

但是事實是，化妝水只有剛擦上去

的時候可以短暫的補充皮膚水分，除非

在化妝水之後，立刻塗上含油份的乳液

阻止水分蒸發，否則一旦水分蒸發後，

皮膚就會再度缺水。那麼要選用哪種乳

液產品呢 ? 建議不添加任何酒精與防腐

劑、無香料、無色素、無礦物油的乳液

為佳。

如果皮膚保濕力不夠，皮膚表面的

皮脂膜容易受損，皮膚就容易變得暗

沉、產生皺紋，曾有研究顯示，如果只

注重防晒、而不做任何保濕，1 年後皮膚

出現細紋的速度會加快；相較於防晒、

保濕都注重的人，皺紋出現的速度會快

上 2~3 倍。由此可見，夏季防晒之餘，

也不可忘記保濕。

建議洗澡時間最

好在20分鐘內。

清潔過了頭會

大大影響皮膚

的保濕能力。

飲水速度要

慢、小口喝。

肌 膚 清 爽 彈 潤 秘 訣

文 / 吳吉妮 圖 / Fotolia

夏季防晒之

餘、也不可

忘記保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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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巾新品

油紙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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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蕾絲扇 髮簪步搖

Zen & Accessories 
禪

美因您而中國民族風

最健康 
24小時時間安排

【看中國訊】對於多數人而

言，能否擁有一份完美的健康作

息時間表，完全取決於你良好的

生活習慣及堅強的毅力。

在以下為您推薦的作息時間

表裡，涵蓋了每天進食、運動、

休息所需要的最佳時間長度，幫

您更合理規劃作息時間。

7：30 起床
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的研

究人員發現，那些在早上 5：
22 ～ 7：21 分起床的人，其血

液中有一種能引起心臟病的物質

含量較高，因此，在 7：21 之

後起床對身體健康更加有益。

打開台燈。「一醒來，就將

燈打開，這樣將會重新調整體內

的生物鐘，調整睡眠和醒來模

式。」拉夫堡大學睡眠研究中心

教授吉姆 · 霍恩說。

接著應該喝一杯水。水是身

體內成千上萬化學反應得以進行

的必需物質。早上起床後就喝一

杯清水，可以補充晚上的缺水狀

態。

7：30∼8：00  
在早飯之前刷牙

「在早飯之前刷牙可以防止

牙齒的腐蝕，因為刷牙之後，可

以在牙齒外面塗上一層含氟的保

護層。要麼，就等早飯之後半小

時再刷牙。」英國牙齒協會健康

和安全研究人員戈登 · 沃特金斯

說。

8：00∼8：30  
吃早飯

「早飯必須吃，因為它可以

幫助你維持血糖水平的穩定。」

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營養師凱文 ·
威爾倫說。早飯可以吃燕麥粥

等，這類食物具有較低的血糖指

數

8：30∼9：00  
避免運動

來自布魯奈爾大學的研究人

員發現，在早晨進行鍛鍊的運動

員更容易感染疾病，因為免疫系

統在這個時間的功能最弱。步行

上班。馬薩諸塞州大學醫學院的

研究人員發現，每天走路的人，

比那些久坐不運動的人患感冒病

的機率低 25%。

9：30 開始工作
紐約睡眠中心的研究人員發

現，大部分人在每天醒來的一、

兩個小時內頭腦最清醒。

10：30 讓眼睛 
離開屏幕休息一下

如果你使用電腦工作，那麼

每工作一小時，就讓眼睛休息 3
分鐘。

11：00 吃點水果
這是一種解決身體血糖下降

的好方法。吃一個橙子或一些紅

色水果，這樣做能同時補充體內

的鐵含量和維生素 C 含量。

13：00 在麵包上 
加一些豆類蔬菜

你需要一頓可口的午餐，並

且能夠緩慢地釋放能量。「烘烤

的豆類食品富含纖維素，番茄醬

可以當作是蔬菜的一部分。」維

倫博士說。

14：30∼15：30  
午休一小會兒

雅典的一所大學研究發現，

那些每天中午午休 30 分鐘或更

長時間，每週至少午休 3 次的

人，因心臟病死亡的機率會下降

37%。

16：00 喝杯酸奶
這樣做可以穩定血糖水平。

在每天三餐之間喝些酸牛奶，有

利於心臟健康。

17：00∼19：00  
鍛鍊身體

根據體內的生物鐘，這個時

間是運動的最佳時間，舍菲爾德

大學運動學醫生瑞沃 · 尼克說。

19：30 晚餐少吃點
晚飯吃太多，會引起血糖升

高，並增加消化系統的負擔，影

響睡眠。晚飯應該多吃蔬菜，少

吃富含卡路里和蛋白質的食物。

吃飯時要細嚼慢嚥。

21：45 看一會兒電視
這個時間看會兒電視放鬆一

下，有助於睡眠，但要注意，盡

量不要躺在床上看電視，這會影

響睡眠質量。

23：00 洗個熱水澡
「體溫的適當降低有助於放

鬆和睡眠。」拉夫堡大學睡眠研

究中心吉姆 · 霍恩教授說。

23：30 上床睡覺
如果你早上 7 點 30 起床，

現在入睡可以保證你享受 8 小

時充足的睡眠。

任何試圖更改生物鐘的行

為，都將給身體留下莫名其妙的

疾病，20、30 年之後再後悔，

已經來不及了。培養良好的生活

習慣還應注意以下幾點：

一、晚上 9 ～ 11 點為免疫

系統 ( 淋巴 ) 排毒時間，此段時

間應安靜或聽音樂。

二、晚間 11 ～凌晨 1 點，

肝的排毒，需在熟睡中進行。

三、凌晨 1 ～ 3 點，膽的

排毒，亦同。

四、凌晨 3 ～ 5 點，肺的

排毒。此即為何咳嗽的人在這段

時間咳得最劇烈，因排毒動作已

走到肺；不應用止咳藥，以免抑

制廢積物的排除。

五、早晨 5 ～ 7 點，大腸

的排毒，應上廁所排便。

六、早晨 7 ～ 9 點，小腸

大量吸收營養的時段，應吃早

餐。療病者最好早吃，在 6 點

半前，養生者在 7 點半前，不

吃早餐者應改變習慣，即使拖到

9、10 點吃都比不吃好。

七、半夜至凌晨 4 點為脊

椎造血時段，必須熟睡，不宜熬

夜。

香蕉柔軟易入口，加上

含有豐富的鉀、鎂、色胺酸

等元素。從離乳的嬰幼兒到百

歲人瑞都適合食用；且香蕉含

鉀量是一般水果的 2 到 3 倍，

可以降低血壓，有預防心血管

疾病的功能。香蕉營養素比想

像得多，像是 100 公克香蕉中

的鎂含量，就超過蘋果的 5 倍，

可預防心血管疾病、舒緩疲勞；

其餘如色胺酸可參與體內血清

素的合成，有助於放鬆心情，

減少情緒低落；膳食纖維有助

於腸胃蠕動，對有便秘的老人

家及孕婦是最佳良藥。

香蕉容易變黑，想要香蕉

能夠儲存得久一點，你得這樣

做：

一、不要挑選全黃的

首先在買香蕉的時候盡量

不要挑選那種全黃色的，這樣

你就可以先吃掉黃色熟了的，

而剩下的香蕉在它綠色變成黃

色的時候再吃。

二、清水沖洗

剛買回來的香蕉表面有催

熟劑。買回來的香蕉立即用清

水沖洗幾遍，這樣可以減輕催

熟劑的腐蝕。沖洗之後用乾淨

的抹布擦乾。沖洗過的香蕉可

以延長存放 5 ～ 7 天不變質。

三、報紙包裹，懸掛最好

1. 要與蘋果分開存放，蘋果

會釋放乙醚，對水果有較強的催

熟作用。

2. 不能懸掛儲存時，一定要

保證拱面朝上，這樣能夠保證香

蕉本身能夠受到最少的壓迫。

減肥者、慢性腎臟病合併

高血鉀的病人，應少吃；香蕉偏

寒，體質偏虛寒者，也應少吃。

香蕉保存不發黑
也不發軟！

從清晨睜開眼睛的那

一刻，你的生活就要踏入健

康的生活軌道裡。

生
活
百
科

Adobe Stock

作息 
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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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診治
來自廿九年的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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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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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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來臨，火熱毒辣

的太陽當空，一不小心就

可能出現身體不適、中暑

的現象。雖然一般中暑的

情況並不嚴重，但若掉以

輕心，也可能危及生命。

如何預防中暑？萬一中暑

了，又需要如何應對呢？

文 / 白楊

認識中暑3階段的症狀
1. 先兆中暑：在大太陽下

活動太久，出現流汗、口渴、頭

痛、頭暈、四肢無力且酸疼等症

狀，或是自己感覺到注意力不集

中、動作無法協調等異狀，此時

皮膚溫度可能是正常的或略微提

高，此為中暑的第一個階段。

2. 輕症中暑：到第二個階

段，輕症中暑時，體溫在 38℃
以上，不僅出現頭暈、口渴，還

有大量流汗、臉部泛紅、皮膚有

明顯灼燙感等，有時也伴隨臉色

蒼白、四肢冷感、血壓下降、脈

搏變快等症狀。如果能夠及時應

對，也可以在短短數小時內恢復

正常。

3. 重症中暑：前面二階段

中如果沒有處理，可能就會演變

到最嚴重的第三階段，危害生

命。重症中暑，包括：熱痙攣、

熱衰竭、日射病、熱射病，4 種

類型。

中暑應對方法

1. 到陰涼處休息：發現先

兆中暑或輕症中暑時，必須迅速

移動到通風陰涼處休息，並補充

足夠的水分和鹽分，也可以塗抹

清涼油等產品在額頭、頸部、太

陽穴上。短時間內即可恢復正

常，不算嚴重。

3. 飲食注意事項：中暑時，

應該多吃些高蛋白、高熱量、高

維生素的營養食物（西紅柿湯、

酸梅湯、綠豆湯等），避免雞

排、炸雞、薯條等油膩食物，以

免增加腸胃負擔，消化不良。雖

然中暑後營養不足，但也不能馬

上進補，否則不利暑熱的消除，

也可能讓消退的暑熱再次出現。

不妨多吃可以補充水分的食物，

例如：生菜、黃瓜、乳製品等。

4. 維持良好生活習慣：中

暑除了氣候、環境變遷的原因之

外，平時運動量過少，對疾病和

耐熱的承受力較差，或者工作過

量、睡眠不足、精神太過緊繃、

人群過於密集等，也可能是導致

中暑的原因。

因此，維持良好生活習慣也

很重要，例如：充足的睡眠可以

夏季
保健

2. 少量飲水：中暑時要注

意補水的方法，以少量、多次飲

水（不超過 300c.c.）為宜。此

時，不宜過量飲水，因為大量喝

水會沖淡胃液，影響消化功能，

還可能引起反射排汗亢進，造成

本來就少量的水分和鹽分大量流

失，加重中暑情況，甚至出現熱

痙攣等狀況。要注意的是：喝溫

水才能提升身體散熱機能，喝完

才會感到涼爽。

中醫
保健

炎炎夏日，
烈陽當空，
如何預防及
應對中暑？

舌燥。起初不以為意，但漸漸的

體重減輕，體力、精神狀態也常

覺得疲累，就診後發現血糖值

高，診斷為糖尿病，醫師建議他

要飲食控制及運動來控制血糖。

糖尿病是一種代謝性疾病，

主要是因體內胰島素缺乏或胰島

素阻抗，對糖類的利用能力下

降，造成血中葡萄糖值高於正常

值，而部分的糖尿病病患，在發

病時會出現「3 多 1 少」，即吃

多、喝多、尿多和體重減輕的典

型症狀，但是大部分的病患在發

病時，沒有典型症狀，目前糖尿

病的診斷主要還是依據血糖值高

低來判斷。

近代中醫對糖尿病的病因探

討，多論述因飲食過食肥甘、多

坐少動、情志失調等因素，因此

調整生活作息、多運動、飲食控

制、調適情緒是預防糖尿病的保

健方法。

在中藥方面，有許多種類可

以幫助血糖調控，如：枸杞子、

山藥、黃耆、人參、淡竹葉、天

花粉、桑葉、地黃、黃連、肉

桂、黃精、玄參等，至於臨床上

如何使用，仍需請中醫師診察

後，瞭解自己身體現在的寒熱、

虛實，配合處方用藥的使用。

文 / 許博期

中醫學上多從「消

渴」來認識糖尿病，因糖

尿病與消渴皆有多渴、多

飢、多尿、形體消瘦的臨

床表現，但消渴病不等同

於現今的糖尿病，而是可

能涵蓋其他疾病。

夏天如何預防中暑？

夏季注意補水

人體 70% 是由水構成

的，尤其夏天易傷津液，補

水很重要。除了開水之外，

適當喝些運動飲料，多吃些

蔬菜、水果、海帶等可以補

充流失的水分和溶解於水中

的無機鹽類；綠豆湯清熱、

利濕；膠狀類的愛玉、仙草

等既營養又消暑，都是很好

的夏日消暑聖品。果汁可當

作飲品，但不宜喝太多；含

糖飲料、碳酸飲料等也盡量

少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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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瓜、黃瓜、苦瓜、香椿

葉、秋葵、山藥、地瓜葉、菠

菜、西蘭花（綠花菜）、蓮藕、

白木耳、香蕉、蘋果、藍莓、獼

猴桃（奇異果）等具有控制血

糖的成分。這些蔬果中含有豐富

的膳食纖維，可以減緩人體吸收

糖分的速度，對於改善高血糖有

很大的幫助。但有些水果的糖分

仍是很高，因此也需注意食用的

量。

糖尿病不是所有好吃的食物

都不能吃，而是要適量，如果可

以選擇穩定血糖的食材，配合適

當的飲食控制、運動，也可以享

受健康的人生。

讓大腦和身體各項系統得到放

鬆，有效預防中暑；不要睡在電

扇或空調出風口下面，以免太過

寒涼。

防暑茶飲

夏天如運動量較大，或必

須較長時間晒太陽，可以先吃

些生脈飲或補中益氣湯。吃西

瓜、絲瓜或蓮藕加牛奶等飲料

也有保健功效，但體質或腸胃

過於虛寒者，以及婦女月經期

間不宜吃西瓜。

荷葉煎湯取汁，用來煮粥，

有助於解暑，適合輕微中暑者食

用，可放點糖調味，但若想減重

者不必放糖。如感到煩熱、小便

顏色較深，或因天氣熱而頭昏、

頭痛者食之有益。

出現輕微中暑，又有感冒症

整版圖片：FOTOLIA

狀的話，輕輕按摩合谷穴、風池

穴、迎香穴及太陽穴，有舒緩作

用。自製防暑茶飲飲用，效果甚

佳，材料為魚腥草或夏枯草約

60 克、紅棗 5 ～ 10 顆，將藥

材以清水略沖洗後，全部放入鍋

中，加水蓋過材料，以大火煮沸

即可關火，濾渣取汁飲用。

王先生從事業務工作，因工

作關係常需外食，但外食的食物

常有過多油脂和糖類，因此他的

身材也就呈現中年發福的情形。

最近常因口渴、頻尿，好像喝水

後就排尿排掉了，仍然覺得口乾

夏天吃些西瓜，有解暑功效。

（轉載自自由時報）

中醫調理糖尿病 控制血糖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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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傳，在明朝末年，福州

的一個小村莊，住著一個名叫

孟波的孝子。孟波從小聰明又

乖巧孝順，侍奉母親非常用

心，他的孝心受到鄰里的稱讚。

話說，孟波的母親喜歡吃

豬肉，但隨著年紀愈大，牙齒

日益鬆動，咀嚼豬肉也不好使

了。為了讓年邁的母親能輕鬆

好入口，孟波想方設法，嘗試

各種豬肉加工的方法，就是為

了讓母親能再度感受吃豬肉的

滿足。

有天，孟波看到鄰居做麻

糬，鄰居用杵把糯米搗軟，再

捏成麻糬。這一幕啟發了孟

波，他迫不及待地把這個方法

應用在豬肉上。孟波把豬肉搗

成肉泥，再抓捏成一顆顆小肉

球，放到滾水裡煮熟。

煮熟的小肉丸子，散發出

一股濃郁的肉香，母親一入

口，很驚喜自己能吃得動。同

時，豬肉的質感變的非常軟嫩

有彈性，吃起來非常美味。母

親不禁露出滿足的笑容，孟波

也隨之開懷。孟波的巧思隨著

孝行一起傳遍了福州城，街頭

上慢慢地愈來愈多人仿製孟波

的豬肉丸子，成為流行小吃，

漸漸流傳開來，至今盛行不墜。

豬肉化身成了丸子，口感

也大變身，其美味關鍵在於豬

肉泥，豬肉打成泥不僅口感被

軟化，且釋放出豬肉獨特的鮮

味。這種「敲打的動作」，閩

南話的發音為「摃」，而捏成

的「小圓球狀」發音為「丸」，

故將它取名為「摃丸」，又因為

「摃」音同「貢」，所以又稱為

「貢丸」。

貢丸的吃法很多，簡單的

貢丸湯，只要一點香菜、油蔥

酥提味，就非常清香可口。或

是在一鍋豐盛的湯菜裡，浮著

朵朵貢丸花，圓滿又喜氣。除

了煮湯，貢丸切片搭配青菜烹

煮，就是一道肉香濃郁的清爽

蔬菜料理。此外，富有口感的

貢丸也適合滷，可當極佳的常

備菜，至於炸或烤貢丸，以焦

香的貢丸口感結合鹹香的調

味，特別引人垂涎。

現代社會自己做貢丸的人

相對是比較少，大多是在市

場、超市採買現成的貢丸。對

於現成的食品，人們可能有許

多疑慮，親自動手做做看，或

許是一個解消不安的好方法，

也可以趁此感受看看需要多大

的力氣才能摃出美味的貢丸。

泰
式

文 / 山平

貢丸在中國南方、台灣、東南亞國

家是常見的街頭美食。相傳它的由來，

還蘊含一個體貼母親的感人故事。

美
味
料
理

月亮蝦餅是台灣人研發的泰式
風味菜，成菜外皮酥脆，內餡
飽滿。酸甜醬汁烘托蝦餡的鮮
味，有畫龍點睛之效。

月亮蝦餅4

食材
新鮮蝦仁 15尾、絞肉（肥瘦比例 7：
3）50g、大蒜 3瓣、雞蛋 1 個、大

張餅皮（潤餅皮或春捲皮）4張。

調料：鹽 1小匙、胡椒粉 1/4小匙。

作法作法
備料：鮮蝦仁拍成泥。絞肉剁

細。大蒜搗成泥。以上混合，再

加入調味料及蛋液，攪拌均勻。

同一個方向攪打，打出有黏性的

蝦泥餡。

餅皮攤在工作檯面上，蝦泥放

在餅皮上，均勻抹開在整張餅皮

上。餅皮邊緣抹一點玉米粉水，

再把另一片春捲皮蓋上來黏合，

餅皮周緣壓緊。最後以牙籤在餅

皮上戳洞，以防炸時起泡。重複

以上動作完成 2份蝦餅。

準備炸油鍋，加熱至約 120攝氏

度，放入蝦餅，以小火慢炸，以

筷子輕輕翻面，炸至表面呈金黃

色，即可起鍋，瀝乾油。

食用前，切小片，搭配酸甜辣醬

食用。

作法
備料：燒鴨去骨切成厚片狀備

用。芫荽根莖切碎加少許鹽、蒜

末，搗成香料醬。

熱油鍋，加入香料醬，以小火炒

香。放入咖哩醬，攪拌均勻，火

稍微轉大，煸炒出香氣。

倒入 1 杯椰奶，煮至濃稠。再倒

入 1杯椰奶，繼續煮至收汁。

剩下的椰奶全部倒入鍋裡，火轉

大，煮濃稠，加椰糖，煮出香甜

味。直到咖哩醬的顏色轉深，並

散發濃烈的香氣。

放入西紅柿、青葡萄及菠蘿，煮

滾後，轉小火，續煮 3分鐘。加入

魚露調味。最後加入燒鴨，小火

再加熱 3分鐘即可。上菜前灑上檸

檬葉絲，風味更佳。

燒鴨適量、芫荽 1 株、紅咖哩醬 3
大匙、蒜末 1/2 大匙、椰奶 4 杯、

椰糖 1 大匙、西紅柿、青葡萄及菠

蘿適量。

調料：魚露 3大匙、檸檬葉 1片。

食材

這是一道泰國華人家鄉料理，
粵式燒鴨與椰奶、咖哩、水果
融合出獨特的風味，看起來油
潤濃郁，吃起來卻非常清爽。

雞蛋6個、香菜末半碗。

香料：蝦米3大匙、油 3 小匙、紅

蔥頭末 2大匙、紅辣椒末 1大匙。

調料：酸子醬 1 大匙、棕櫚糖 1大
匙、魚露 1.5小匙、水 2大匙。

食材

作法
水煮蛋：準備一鍋水，水量必

須能淹沒過蛋。冷水放入雞蛋，

開中火，水煮開後，續煮5分鐘

即可。將蛋移到冰冷水裡泡一會

兒，即可輕鬆去殼。

準備炸油鍋，油溫燒至中油溫，

筷子伸入油裡，筷尖冒小泡。蛋

去好殼，放入熱油中炸至金黃撈

起，切半擺盤。

蝦米用石臼搗碎，再和其他香料

一起放進熱油鍋裡，煸出香氣。

準備小鍋，加入全部的醬料材

料，攪拌均勻，煮至糖完全溶化；

加入與作法炒香的香料，攪拌均

勻，煮至醬汁收稠。

醬汁淋在炸蛋上，最後灑上香菜

末，即可上菜。

女婿蛋是泰國傳統美食，也是
一道喜菜。當有女兒的人家認
可準女婿，願意把女兒託付他
時，便會為他做這道蛋料理。

作法
備料：乾燥的粿條放在冷水裡浸

泡約 10分鐘，軟化後撈起，瀝乾

水分。芫荽切碎備用。

高湯煮滾，轉中火，加入薑絲。

以大湯勺盛絞肉，放進滾湯裡，

肉一變色，加入少許米酒、鹽提

味去腥，隨即撈起放在碗裡。將

浮在湯上的白沫撈除。

原鍋繼續加熱，煮開後，放入粿

條，再煮開，將粿條撈起跟絞肉

放在一起。

原鍋繼續加熱，嘗嘗味道，以鹽

和白胡椒粉調味。熄火，將熱湯

加到碗裡，完成豬肉粿條湯。撒

上魚露、紅蔥頭酥和芫荽末、檸

檬汁，更添風味。

美味秘訣

可以將豬絞肉換成豬肉片、雞胸

肉、海鮮等，變化不同風味。

乾燥的泰式粿條 2人份、豬絞肉

100g、雞高湯 800ccm、紅蔥頭

酥、芫荽適量。

調料：魚露、鹽、白胡椒、檸檬。

食材

潮汕飲食在泰國落地生根，粿
條成為泰國國民美食。粿條有
粗有細，搭配各種湯頭及調味
料，形成了風味多重的粿條湯。

豬肉粿條湯3

紅咖哩燒鴨2

女婿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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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菜 事

 美味的貢丸，吃起來富有彈
性，咀嚼之中可以品嘗到豬肉的

鮮甜，是老少咸宜的美食。

 YURIY KOSYGIN/WIKI/CC BY-SA

泰國料理
酸甜美味
特色鮮明
風味獨特

自己在家做

泰國料理，

用各種異國

香料和調料

烹製獨特美

食，也是樂

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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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美慧 圖/網絡圖片

古色古香
話花窗

窗平眺時視野寬闊，能將園中遠

近美景盡收眼底。

漏窗

又稱漏花窗，是傳統園林建

築中裝飾性十分強的透空窗。漏

窗在古代園林建築上非常多見，

外觀為一扇開放的空窗，窗洞內

以鏤空窗花圖案裝飾，將兩邊的

空間似有若無地相隔，透過漏窗

可若隱若現地看見另一側的景

物，極富層次感。

漏窗窗框沒有固定的形式，

方形、橫長形、直長形、圓形、

六角星、扇形等都是漏窗的常見

形狀，在這些常見形狀以外，還

有著圓角型與海棠文等，但以方

形與橫長形的漏窗最為常見。

在一座園林內，漏窗的花紋

圖案是不會有雷同的。這樣的漏

窗框景千姿百態，在行走間光影

迷離，充滿了流動的變換感。

古人對於窗的製作是非常講究的，有各種形

式的窗，如長窗、半窗、漏窗等。窗框上雕刻著豐

富多彩的花紋，有時還有美麗的珠簾作裝飾。因

而，欣賞古代的花窗可算的上是一種美的饗宴。

古代詩人、詞人筆下的窗
文/石小嵐

李商隱
「西窗剪燭」 
的愛情故事

〈夜雨寄北〉——李商隱
君問歸期未有期，
巴山夜雨漲秋池。
何當共剪西窗燭，
卻話巴山夜雨時。

文/簡易 圖/網絡圖片

中國古代的花窗，經典的窗

格構造，集高貴典雅於一身，除

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也給人靜

謐脫俗的視覺享受，別有一番韻

味，它們穿越千年而來，是一種

極致的經典之美。其中，蘇州園

林的花窗可謂江南園林之窗的典

範，也可說是一座花窗的微型博

物館。

空窗

只有窗孔沒有窗扇的窗，稱

為「空窗」，其特點是外來之景

如畫一般鑲嵌於「畫框」之中，

他人觀窗中之人與物猶如一幅動

態的肖像畫，觀賞的角度不同，

畫框中的人物也不同。

空窗是為了取景所用，往往

布置成一幅立體的風景畫，引人

入勝，美不勝收。如拙政園嘉實

亭、與誰同坐軒裡都不乏佳例。

半窗

半窗是指安裝於半牆之上的

窗，一般裝在廂房和書齋，窗外

多半會種植芭蕉、綠竹或梅花等

植物。推開窗戶，可以盡情欣

賞滿園的綠意，感受牆外「青山

橫黛色、門前流水帶花香」的美

妙，十分愜意。

蘇州滄浪亭內的「翠玲瓏」

就是以觀翠竹為主題的建築，小

巧精雅，南面植竹，擋去前面圍

牆之外不佳之景，北栽竹，形成

翠林，遮掩「五百名賢祠」，以

緩莊嚴肅穆之氣。而南北之牆，

各布置一排半窗，落座室內，白

日滿院鮮翠映入眼中使人爽心；

月夜涼風微起，「墨竹」輕舞，

尤如一幅動態的水墨畫。

紗窗

亦稱紗隔，與長窗頗相

似，在蘇州古典園林中常以紗

窗來分隔空間，透過朦朧的紗

窗，窗外的林木和閣樓顯得更

加淡雅，更加詩意，頗具國畫

的韻味。而在這一片淡雅中，

窗前的花朵也為整個畫面增添

了幾分明媚。

留園的「五峰仙館」於紗隔

上繪寫書畫，這種詩意的搭配，

充分顯露出古人靈慧的巧思。怡

園「梅花廳事」的紗窗採用半透

明玻璃代替絹紗，網師園集虛齋

紗隔巧妙地將樓梯隱藏在後，均

兼具實用性和藝術性。

和合窗

又稱支摘窗。為何稱「支摘

窗」？即窗分上、中、下三層

（但也有二層式的和合窗），上

層、二層做成可支起放下的窗，

而下層一扇則做成直立式，拔掉

木插銷可將窗摘下。這種形式的

窗，一般窗成長方形，也有其它

式樣。下層為何不做成和合式？

因為此窗高度一般與人體高度相

近，如果做成和合窗就會妨礙人

的行走與採光了。

此類形式的窗，在蘇州園林

中的運用也是比較廣泛的。如今

它的作法與結構也有了變化。

如藝圃的「鶴柴」東邊之窗和

「延光閣」臨水南窗、留園「明

瑟樓」及「遠翠閣」、拙政園

的「香洲」和合窗，耦園的和合

窗，雖然功能相似，但款式還是

有區別的。此類窗的優點在於臨

窗，是一份飽含古意之美的

詩情。從古至今，有關「窗」的

詩句、詞句可說是俯拾即是，其

中，被推為最優雅、最具浪漫色

彩的「窗」，應屬李商隱的「西

窗剪燭」愛情故事。李商隱的那

首〈夜雨寄北〉「君問歸期未有

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

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優

雅的將西窗剪燭的深情，以及西

窗剪燭的思緒描寫得如幻似夢，

於是「窗」在文學史上便定格成

了詩化美學的無上之境。

窗，是家的一部分，和人的

生活經歷緊密的聯繫在一起，遠

離家鄉的遊子，總是會想起家中

的那一扇窗，離家越久，對窗的

眷戀便越深。王維的〈雜詩〉便

是最經典的代表作，雖然身處異

鄉，卻仍時時惦記著家鄉窗前的

那一株梅花：「來日綺窗前，寒

梅著花未？」寒冬臘月，梅花暗

香疏影的那扇窗，承載著他鄉遊

子的萬般柔情。

窗，不僅是思鄉的視窗，還

是回憶的視窗。李清照的晚年

便是守在窗前捱過的：「守著窗

兒，獨自怎生得黑？」看著窗前

的大雁飛過，聽著窗外的雨聲，

一切景象都似曾相識，但窗內的

人早已「不似舊家時」。此時的

窗，是回憶的窗口，窗內的人守

在窗前慢慢的咀嚼和回味。

窗，對於古代的詩人、詞人

來說，它既是一種文學的符號，

也是一種陶冶人心的文化境界。

窗，它深深地植根於中國人的心

靈之中，美麗著中國人的靈魂。

這是唐朝詩人李商隱離家赴

任官職，因身處異鄉，面對秋雨

時的夜深人靜，因而勾起他對妻

子的思念所作的一首詩。

曲折的一生

李商隱從小喪父，和母親兩

人相依為命，生活困頓，所以他

從小便立志要求取功名。十七歲

那年，他因才華洋溢而受到天平

節度使令狐楚的賞識，聘請他到

門下當參謀，李商隱因此和令狐

楚的兒子令狐綯成了好朋友。後

來，令狐綯當上宰相，他也因此

平步青雲，考取進士，成了朝廷

的官員。

可惜，好景不常，李商隱因

娶了另一名節度使王茂元的小女

兒，而成了日後「牛李黨爭」的

犧牲者，因為令狐楚屬牛黨，王

茂元屬李黨，李商隱成了王茂元

的女婿，牛黨的人士相當不滿，

紛紛譴責他是叛徒，好友令狐綯

也對他不諒解，以致官階越來越

低，甚至被貶至四川，遠離妻子

和兒女。

思鄉之情

雨滴滴答答的下，連續好幾

個夜晚都下著雨，池塘的水已經

漲滿了，溢了出來，浸溼了石徑

的小路。為甚麼異鄉的夜晚老是

下雨？難道老天也在傷心落淚？

我傷心落淚是因為滿滿的離愁，

老天傷心落淚又為哪樁呢？

這天，獨自到四川當官的李

商隱接到妻子王氏的來信，他顫

抖著手，拆開了信箋，興奮地讀

著信。妻子殷切地問起他的生活

情形，叮嚀他要注意身體，並詢

問何時才能夠返家，與她一起在

西窗邊點著蠟燭聊天，一起修剪

燭芯……

向來多愁善感的李商隱不知

不覺紅了眼眶，妻子深情的思念

和關心，刺痛了他的心。何時回

家？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可以知

道明天會不會下雨，卻無法知道

能不能返家。

四川盆地常在夜晚下起滂沱

大雨，一人隻身赴任的日子，每

到夜深人靜時，鄉愁就會悄悄地

浮上心頭，加上窗外的雨聲，像

是離人的眼淚，李商隱握著妻子

的信箋，思緒如潮水翻湧，此

刻，他想起了昔日的種種……

巴山夜雨知我愁

今晚的李商隱失眠了，他有

感而發地寫下〈夜雨寄北〉這一

首詩，雖然只有短短的四句，卻

道盡了詩人的相思之苦，巴山

今晚的雨一定是知道李商隱的

哀愁，才會滴滴答答地下個不

停……

地坪窗

地坪窗與半窗頗相似，但是

窗下部並不是用磚頭所砌成的半

牆，而是採用木頭鉤欄托頂，為

阻擋風雨或通風清潔，鉤欄外一

般還安裝有雨搭板，鉤欄與雨搭

板均可拆卸。例如蘇州的留園就

有「西樓」、「揖峰軒」、「林泉

耆實之館」等數處，它們簡樸與

精雕不一，各具特色。

橫風窗

橫風窗又稱橫披窗，安裝於

長窗之上，即上檻與中檻之間，

窗多為扁長方形。留園的「涵碧

山房」南北兩側長窗之上即為橫

風窗。

花窗，如同一幅悠長雋永的

古畫，作為中國古代文化的一個

縮影，就像是一本藝術史冊，它

穿越千年而來，緩緩的向我們訴

說著傳統文化的沉靜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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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中山大學的陳寅恪

1952 ～ 1964 年，中山大

學有三個一級教授，數學系的

姜立夫、歷史系的陳寅恪和陳

序經。今天的中山大學文科再

沒有一級教授（全國各大學也

沒有）。

1976 年「文化大革命」浩

劫結束，自 1980 年代起，中國

史學界等掀起陳寅恪熱，各大

學和各學術機構不斷召開陳寅

恪學術研討會；出版社爭相出

版和再版陳寅恪的著作；研究

陳寅恪的各科著作更是層出不

窮，作為陳寅恪教授工作過的

中山大學當然不甘示弱。

首先在圖書館內設立一個

「陳寅恪教授紀念室」陳列他的

珍貴藏書，並鑄造一尊半身銅

像置於門前，又在陳寅恪故居

東南區 1 號的草坪路旁豎立一

個紅石柱，刻個陳寅恪生平。

接著是歷史系鑄造一尊大一點

的陳寅恪半身銅像，置於永芳

堂辦公室一樓大堂門口處。

近年，學校又在陳寅恪故

居一樓北草坪處，鑄造一尊坐

藤椅式的全身大銅像，同時對

外開放陳寅恪故居，供中外人

士參觀。

學校的這些舉措，我猜想

主旨不外是兩個：一是紀念和充

分肯定陳寅恪的高深學術地位；

二是讓一代代莘莘學子向陳寅

恪教授學習，從而成長為一代

代新人。

但 是， 就 本 人 1957 ～

1968 年在中山大學歷史系讀本

科及研究生，以後在校工作幾

十年長時間對陳寅恪教授的感

性瞭解，和讀過他的一部分著

作的粗淺認識，我以為：我們

這一代以至下一代的歷史學或

其他人文科學的學者，是無法

學得到陳寅恪教授的淵博、高

深學問和他研究的精神的。

因為按照著名歷史學家傅

斯年的評價：「陳先生的學問，

近三百年來一個人而已」，「中

國只有一個陳寅恪」。

請看下面的四個無法學得到

的事實。

陳寅恪驚人的記憶力

第一個無法學得到，是他驚

人超強的記憶力。

陳老師的驚人超強記憶力

是天賦的、娘生的。我讀大學和

研究生時期在校園內經常聽聞他

的驚人記憶力，說他雖然雙目失

明多年，但他以前讀過的史書資

料，哪一段、哪一句出自哪一部

（本）書的第幾頁，記得一清二楚。

他就憑此指導助手黃萱先生

為他蒐集相關資料，然後口授指

導黃萱撰寫論文和專著。

特別是自 1958 年起，他憑

驚人的記憶力又指導黃萱，歷

數年功夫，最後寫成《柳如是別

傳》這部 80 多萬字的巨著。該

書出版後，被中外史學家評價為

不朽著作。你說，當代或者下一

代人，有哪一位雙目失明二十多

年的七旬老翁，可以撰寫出這樣

的巨著。我敢答曰：無。

陳寅恪通曉多國今古語文

第二個無法學得到，是他通

曉多種外國今古語言文字。

與驚人超強記憶力相關，他

出國讀書時學習外國今古語言

文字，學一種牢記一種，掌握

一種、通曉一種。 1904 年，他

去日本留學，通曉了日本語。

1910 年始，他先後到德國柏林

洪堡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和法

國巴黎政治學院留學四年，學會

了德語和法語。

1918 年，他到美國哈佛大

學，除了英文外，還學會了梵文

和巴利文。 1921 年，他轉回德

國柏林洪堡大學，還學會了閱讀

蒙古文、梵文、巴利文、滿文、

藏文、波斯文、突厥文、西夏

文、拉丁文和古希臘文等 14 種

古文字，尤精於梵文和巴利文。

恕我孤陋寡聞，在上世紀，

中國懂梵文的學者已經寥寥無

幾，到我們這一代的歷史學者，

根本無一人學過梵文。至於甚麼

巴利文、波斯文、突厥文、西

夏文等中亞古文字，更無人識 
得了。

陳寅恪就憑此蒐集中亞國家

的古文字歷史資料，結合中文資

料研究魏晉南北朝、隋、唐歷

史，撰寫有關論文和專著，得心

應手，見解獨具深邃。這一條，

當今有那位歷史學家學得到。我

答曰：無。

陳寅恪堅持 
自由思想獨立精神

第三個無法學得到，是他堅

持自由思想、獨立精神。

如何研究歷史？怎樣做學

問？陳寅恪在 1929 年 6 月為王

國維所寫紀念碑文時就提出，

做學問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

神」。 1953 年，他對研究生汪

籛說：

「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

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

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

「特別是研究史學的人，最

主要的是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

精神。」

「做學問，不應有在『某某

主義或某某思想的指導下』這種

定語，凡是有這種定語的都不是

真學問。」

「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

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

治。」

陳寅恪堅持要以「自由思

想，獨立精神」做學問，最集中

突顯在他於 1953 年給中國科學

院任命他出任中古史研究所長的

蜚聲國內外的國學大

師陳寅恪教授，1925∼
1947年任教於清華大學國
學研究院，是與梁啟超、王

國維和于右任齊名的四大導

師。1948年南下廣州，受聘
擔任嶺南大學教授。中共於

1952年對中國高等院校進
行「院系調整」，民國時期

13所基督教大學之一的嶺
南大學被取消，主體併入中

山大學並以原嶺南大學校址

為校址。陳寅恪隨之受聘為

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在此

一直工作至1969年逝世， 
享年79歲。

答覆信上。

1953 年，中國科學院決定

設立遠古史研究所、中古史研究

所和近代史研究所，並任命郭沫

若、陳寅恪和范文瀾分別擔任所

長。委任狀發出，在北京的郭沫

若和范文瀾馬上赴任工作，在廣

州的陳寅恪未能按時到任。

於是中國科學院寫一信連

同委任狀，請曾是陳寅恪的研究

生、時任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的汪籛，親往中山大學面交陳 
寅恪。陳寅恪聽讀了信之後，請

其夫人唐簣執筆代謝答覆，提出

兩個條件：

1. 允准中古史研究所不宗

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

2. 請毛公（毛澤東）或劉

公（劉少奇）給一允許證明書，

以做擋箭牌。

當時，黃萱及中文系冼玉清

教授，勸說陳寅恪教授不必這樣

答覆。但陳卻對他們說：

「我對共產黨不必說假話。

我只想為學術領域留一塊淨土，

自從我為王國維作紀念碑文時，

即持學術自由之宗旨，歷 20 餘

年而不變。」

汪籛將恩師的答覆信帶回中

國科學院，後無下文。此事不了

了之。

讀者請看，我們這一代或下

一代的歷史學家、學者，有誰

能學得到陳寅恪如此終生堅持

以「自由思想，獨立精神」做學

問。我答曰：更無。

陳寅恪無學位和專著 
卻當教授

第四個無法學得到，是他沒

有學位和專著可當教授。

1925 年，陳寅恪數度出國

留學 17 年回到北京。當時清華

大學國學研究主任吳密向校長推

薦聘請陳寅恪。校長問吳密：陳

是甚麼學位？吳答：無學位；那

他有甚麼著作，吳又答：無著

作，有幾篇論文。於是校長為

難地說：那怎麼個聘法？吳密 
無語。

後吳密去找梁啟超出面。梁

啟超找校長說：陳寅恪是沒有學

位和專著，但他的幾篇論文水

平，比起我梁某的等身著作還要

高，你就「不拘一格降人才」聘

他好了。於是校長批准吳密聘請

陳寅恪為教授兼研究生導師。

時下或今後，有那位出國留

學的歷史以至文科的學生，即沒

有取得任何學位也沒有著作，一

我們無法學得到
陳寅恪的學問和精神

文/黃啟臣（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

陳寅恪（網絡圖片）

1953年，

他對他的研究生

汪籛說：

「我要請的人，

要帶的徒弟

都要有自由思想、

獨立精神。

不是這樣，

即不是

我的學生。」

「特別是

研究史學的人，

最主要的是

有自由的意志

和獨立的精神。」

「不要先有

馬列主義的見解，

再研究學術，

也不要學政治。」

編按：本文作者黃啟臣

教授長期服務於廣州中山

大學，不僅與國學大師陳寅

恪有地緣之親及師生之誼，

且以黃教授卓越的歷史研

究背景來談陳寅恪更形深

入。本期特刊黃教授大作以

饗讀者。

 陳寅恪故居。（網絡圖片）

陳寅恪著作（網絡圖片）

回國就能被清華大學聘為教授兼

碩士、博士研究生導師。我斗膽

敢說：無。

以上就是我們無法學得到陳

寅恪教授的四個方面。既然無法

學得到他的四條，那麼他研究歷

史的淵博、高深學問自然也無法

學得到了。

末了。我在此要交代一下

「我們無法學得到陳寅恪的學問

和精神」這題目的來歷。

本文題目之因緣

1996 年，我到澳門參加

「澳門與中西文化交流」國際學

術研討會，大家敬仰的國學大師

季羨林、任繼愈教授也來了，而

且剛好住在我的隔壁房。

季老，我是早認識了；任繼

愈教授，由於他是哲學史教授，

以前從未在一起開過會，此次才

謀面。有一天晚上，會議沒有安

排節目，我就到隔壁房找季老閒

談請教。談話間，因為陳寅恪教

授在中山大學工作十七年，自然

談到他。季老先是謙虛說：你我

都是陳寅恪的學生，我們話題自

然多了。

我說：季老，按理你不應是

他的學生呀。你也是在德國留學

回來的。季老說：我比他小 22
歲，我回國時，陳已經是清華研

究院的四大導師之一了，而且是

最年輕的導師。當時我不是在清

華教書，所以我們知道他何時上

課，我和馮友蘭、朱自清等就從

北大跑過去旁聽。

季老說：陳先生精通梵文，

我在德國也學過，所以經常請教

於他。這樣久而久之，不就是他

的學生了嗎。後我說：說來慚

愧，我在中大讀了 11 年書，同

陳老師一個系，當然是師生。

但陳老師自 1957 年起就不開課

了，所以我從未聽過他講課。就

是說：他從未教過我。現在我根

本不敢說自己是陳老師的學生。

如果硬要說是他的學生，那就是

名義上和輩份上的了。

後來談到現在史學界如何向

陳寅恪教授學習問題。季老倒是

嚴肅起來說：

「現在大家都說向陳寅恪學

習，但就我跟他認識交往 10 多

年和聽過他上課以及讀過他的著

作而說，我門根本無法學得到他

那些學問和做學問的精神。因為

他的學問實在太深奧了，而且涉

及歷史學、語言學、詩詞學、人

類學、民族學、宗教學、校勘學

等領域；他做學問的精神實在太

獨特了。」

於是我說：我完全同意季老

的說法。我讀過陳老師的《元白

詩箋証稿》、《唐代政治史述論

稿》和《柳如是別傳》，我是硬著

頭皮讀完，但完全讀不懂。後

來，我索性不敢再讀他的其它著

作了，反正讀不懂。至於他做

學問的精神，我（包括其他人）

根本不能學。

光陰荏苒。我和季老當年的

聊天，至今又過去 20 年了。現

在想起來，我就借季老「無法學

得到他那些學問和做學問的精

神」這句話作為題目，寫下這篇

短文，作為敬仰和崇拜陳寅恪教

授的一個意見，以求正於方家。

本文作者簡介：黃啟臣，

1938年生。中山大學歷史系教
授、廣東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

館員，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

家。以出版專著《十四—十七世

紀中國鋼鐵生產史》、《明清廣

東商人》、《澳門通史》、《廣東

海上絲綢之路史》等 27部；發
表論文《清代前期海外貿易的發

展》等 23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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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ient Chinese Parenting Philosophy
How Emperor Tang Taizong 

Educated His Children
Emperor Tang Taizong (598 

– 649 AD)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the education of his children. He 
personally wrote “Model of an 
Emperor”, a book of twelve articles, 
bestowing it upon the crown prince 
Li Zhi. The book contained twelve 
guidelines that a ruler must abide 
by, including the essence of a ruler, 
development of loyalty, the search 
for virtuous officials,  a review 
system of officials, acceptance of 
remonstrance, elimination of slander, 
refraining from overindulgence, 
honoring frugality,  reward and 
punishment, focus on agriculture, 
management of the military, and 
honoring academia. 

Emperor Taizong pointed out 
that “these twelve guidelines are 
the main principles for a ruler to 
follow. They will determine whether 
the nation is peaceful or chaotic, 
prosperous or impoverished,” and 
that “this book prepares a person for 
cultivating oneself and governing 
a country.” He repeatedly told Li 
Zhi to model his behaviors after the 
ancient sages and virtuous rulers such 
as Emperor Yao, Emperor Shun, 
Emperor Yu, King Tang of Shang 
and King Wen of Zhou. Taizong also 
stated in the “Essence of a Ruler” 
article, “Without dignity, virtuous 
actions, grace and punishment, one 
cannot have authority over people 
from afar. Without benevolence and 
generosity, one cannot stabilize the 
citizens of the nation,” and “One 
must be diligent in handling state 

affairs with virtuous and righteous 
actions.” “Model of an Emperor”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bible for family 
education by subsequent emperors. 

E m p e r o r  T a i z o n g  a l s o 
wrote other classic articles to his 
children, such as “Sincere Notes 
to King of Wu” (King Wu was 
Emperor Taizong’s third son), and 
“Warning to the Royal Family.” 
In these articles, he taught, “To be 
accomplished, one must focus on 
virtuous actions. Performing more 
kind deeds and gaining virtue is 
the way to extend fortune.” “The 
royal family must be diligent with 
regulating themselves,” and he 
described how he spent numerous 
y e a r s  w i t h o u t  s i g h t s e e i n g  o r 
entertainment, instead he spent all 
the time on governing the nation. 

The emperor picked highly 
respected people with vast know-
ledge to be teachers for the princes. 
These included Fang Xuanling, Li 
Gang, Zhang Xuansu, Li Baiyao, 
Wei Zheng, among others. He also 
issued an edict on the etiquette 
to have for teachers. On the one 
hand, Emperor Taizong taught his 
children to respect the teachers and 
emphasized education, as in “When 
you see your teacher, think of it as 
seeing your father”, and “Never slack 
off in terms of respect for teacher.” 
On the other hand, he supported 
strict teachings and encouraged the 
teachers to offer direct critique and 
admonition when the princes were 
at fault. This allowed the teachers 

to steadily perform their duties due 
to the understanding,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from the emperor. 

Emperor Taizong focused on 
details in the education of virtue, 
using each incident to cultivate 
qua l i t y  cha r ac t e r i s t i c s  i n  h i s 
children’s daily lives.

 Once, he saw Li Zhi resting 
under a crooked tree. Taizong said, 
“Although this tree is crooked, once 
you engrave an ink line, you could 
still produce straight material. The 
ruler himself may not be brilliant, 
but if he can accept suggestions and 
admonitions from others, he can also 
become brilliant.” 

Emperor Taizong also emph-
asized history in education. He 
instructed Wei Zheng to create 
the book “Good and Evil Actions 
of Rulers in History”, which was 
conferred upon each prince. They 
were told to “keep the book on 
their  desk to aid them in their 
development.” Lessons from the 
ancients on their accomplishments 
of kind deeds and failures due to 
evil deeds were an important factor 
to focus 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inces’ cultivation of virtue, 
righteous behaviors and care for the 
people.

The following short  stories 
display the virtue of Emperor Taizong 
(598 – 649 AD) in the Tang Dynasty. 

1) In the second year of the 
Zhen Guan era (628 AD), there was a 
plague of locusts near the capital city 
Chang’an. When Emperor Taizong 
saw the locusts while inspecting crops 
grown in the imperial gardens, he 
picked up a few and said, “People live 
on crops, but you consume them. It 
is harming the people. If the people 
have done anything wrong, I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it. If you understand 
this, then stop harming the masses of 
people. You can feed on my heart.” 
With these words, he swallowed the 
locusts. When the court officials saw 
this, they immediately said, “Please 
don’t do this. You may get sick.” 
Taizong said, “I was hoping that the 
disaster could be shifted to me. Why 

would I be afraid of getting sick?” He 
then gulped down the locusts. From 
then on, during his reign, there was 
never another plague of locusts. (Zhen 
Guan Politics – Farming Chapter 30)

2) In the fifth year of the era of 
Zhen Guan (631 AD), the Ministry 
of Rites presented a memorial to the 
emperor, saying that the crown prince 
was due for the Adult Ceremony soon, 
and that the most auspicious time for 
the ceremony was in February of the 
lunar calendar. They would like the 
emperor to issue a decree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soldiers as guards of 
honor for the various forms of insignia 
for the occasion. Emperor Taizong said 
in reply, “Farming is busy right now, 
and it [your suggestion] might harm 
farm work.” He then issued a decree 
to postpone the ceremony to October. 
The crown prince’s teacher wrote a 

letter to the emperor, suggesting that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mutual 
generation and mutual inhibition in the 
Yin Yang theory, February was the 
best month for the Adult Ceremony. 
Emperor Taizong said, “I do not 
rigidly adhere to the Yin Yang theory 
in doing things. If one does everything 
according to the Yin Yang theory, 
then he would not care much about 
reasoning and righteousness. How can 
we only pursue our own good fortune 
and ask for blessings from heaven? 
If one acts according to the righteous 
way, he will naturally be blessed with 
good fortune. Besides, one’s fate 
depends on himself. How can one just 
rely on Yin and Yang? Farming season 
is very important and it must not be 
put at risk.” He then rejected Xiao 
Yu’s suggestion. (Zhen Guan Politics - 
Farming Chapter 30)

唐太宗非常重視對子女的教

育培養，親自撰寫《帝範》十二

篇賜予太子李治，即包括君體、

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

讒、誡盈、崇儉、賞罰、務農、

閱武、崇文等，為君應當遵守

的十二條準則指出：「此十二條

者，帝王之大綱也。安危興廢，

咸在茲焉」、「修身治國，備在

其中」，諄諄告誡李治：效法

堯、舜、禹、商湯、周文王等

古代聖哲賢王，「非威德無以致

遠，非慈厚無以懷人」，「傾己

勤勞，以行德義」。《帝範》也

被歷代帝王奉為家教聖經。唐太

宗還寫了《誡吳王恪書》、《戒皇

屬》等經典名篇，教導子女「人

之立身，所貴者惟在德行」，指

出修養德行的重要性，多做善

事、美德充盈才能福澤綿延；教

導子女「夫帝子親王，先須克

己」，要自勉自制，嚴於律己，

他講述了自己數年「外絕遊觀之

樂，內卻聲色之娛」，把時間放

在勤勉朝政上。   
唐太宗經常教導子女「每著

一衣，則憫蠶婦；每餐一食，則

念之耕夫」，每穿一件衣服、吃

一頓飯，都不要忘記蠶婦、農夫

的辛勤，要培養節儉樸素的品

德。

唐太宗給幾個兒子選擇的

老師都是德高望重、學問淵博

的人，如：房玄齡、李綱、張

玄素、李百藥、魏徵等，並專

門下詔書規定了對待老師的禮

儀。他一方面教誡子女要尊師重

教，「見師如見父」，要「宜加

尊敬，不得懈怠」。一方面支

持老師嚴格管教，鼓勵老師對太

子及諸王的過失極言切諫。老師

們都能夠堅定地履行職責，與唐

太宗的理解、支持和鼓勵是分不

開的。

唐太宗非常注意以小見大、

深入淺出地進行道德教育，遇事

必誨，使子女在日常生活中逐漸

培養良好的品質。

如有一次，他看到李治在一

棵彎曲的樹下休息，就教誨他

說：「這樹雖然彎曲，打上墨線

就可以取直成材。做君主的即使

本身並不高明，但是能接受別人

的規諫，也可以變得聖明。」

唐太宗還注意結合史實進

行教育，他讓魏徵編錄了《自古

諸侯善惡錄》，分賜諸子，要他

們把書「置於座右，用為立身之

本」，從前人善者成、惡者敗的

事例中汲取經驗教訓，得到鼓

勵，從而更加重視自己的德行修

養，做正人君子和愛護百姓的

人。

唐朝貞觀二年，京師長安一

帶大旱蝗蟲四起。唐太宗進入皇

家禁苑觀察莊稼，當看到了蝗

蟲後，用手抓起幾隻蝗蟲，說：

「人以穀物維持生命，你卻吃了

它，是侵害百姓。如果百姓有甚

麼過錯，責任在我一人，如果你

有靈，你就不要坑害百姓，來蝕

食我的心吧。」說完就要把蝗蟲

吞入肚中。隨從的大臣們趕忙進

諫說：「恐成疾，不可。」太宗

說 :「我正希望把災害轉移到我

的身上，怕甚麼疾病呢？」說著

就把蝗蟲吞入腹中。從此以後，

太宗在位時，蝗蟲再也沒有為災

（《貞觀政要 • 務農第三十》）。

貞觀五年，負責禮儀的部門

向太宗上疏說，皇太子即將要行

成人禮，時間應該以黃曆的二月

為吉利，希望皇帝頒發詔書，增

加兵員來準備太子成人典禮時

所用的各種儀仗。太宗回覆曰：

「今東作方興，恐傷農事。」頒

詔令改為十月。太子少保蕭瑀

上書奏請說：「按照陰陽家相生

相剋的道理，選擇為二月為最

好。」太宗說：「朕不會拘泥於

陰陽而行事。如果人的一動一靜

都要依據陰陽，而不顧理義，就

想求得福分和上天的護佑，怎麼

可能呢？如果人的行為都遵守正

道，自然會與祥禎而遇。而且人

的吉凶在於人自己，哪能依靠

於陰陽。農時甚為重要，不能失

去。」拒絕了蕭瑀的奏請（《貞

觀政要 • 務農第三十》）。

Benevolence

仁

古人教子理念

唐太宗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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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損己身 恤民情 Two Stories About the Virtue of Emperor Taizong

唐太宗李世民畫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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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回

秋日喜遊大集市 
深夜驚見王中王

這日剛吃完早飯，小翠就過

來央求大姑：「咱們今天去趕集

吧。」黛玉正坐在窗前翻書，忙

問：「去幹什麼？」「趕集！」黛

玉抬頭望向窗外，看大嫂正在院

子裡收拾醃菜，忙大聲問：「大

嫂，你要我們把雞往哪裡趕？」

大嫂一頭霧水，不解地問：「誰

讓你們趕雞？」「小翠。」小翠

急得臉都紅了，說：「我讓你們

趕集，誰叫你們趕雞？」大嫂

說：「小翠，你今天說話這麼

怪？」正在院子裡掃地的杏花這

時聽明白了，扶著掃把撲哧一聲

大笑起來。一邊笑一邊說：「趕

集就是到集鎮上去，不是去趕雞

子。」這時，幾個人恍然大悟，

都大笑起來。大嫂笑得直流眼

淚，邊用圍裙擦眼淚邊說：「今

兒天好，去吧。只是來回幾里

路呢，兩個姑姑行嗎？」小翠連

忙說：「乾爺爺不是說了嗎？要

讓姑姑多走路，不要總悶在家

裡。」黛玉笑著說：「不說自己

嘴饞想吃果子，倒搬出乾爺爺讓

我們多走路。」大家又笑起來。

紫娟問「家裡要什麼東西嗎？我

們帶來。」「不要，你們自己逛

得高興就好。杏花也去吧，人多

也好照應。」杏花早就等著這句

話，高高興興地跟著出了門。大

嫂又叮囑：「早去早回，小翠不

准亂要東西。」

出了村子，絲絲涼氣沁入心

脾，頓覺神清氣爽。秋陽暖暖地

照著，秋風柔柔地颳著，四個小

女子悠悠閒閒地逛著。天空碧藍

如洗，潔白的雲朵悠悠地飄蕩。

小翠忽然喊：「你們看，天上一

個人在趕一群羊。」大家往空中

望去，果然像。杏花說：「趕羊

的人手裡還拿著鞭子呢，好多好

多羊，一個挨一個。」一陣風吹

來，不一會，羊群散了，放羊人

也消失了。黛玉放眼眺望，指著

藍天盡頭的一抹遠山問：「你們

看那天邊的山像什麼？」大家認

真看了一會，紫娟說：「像一個

人躺在那裡。」「對！對！是個

女的在那側身睡覺。」小翠說。

「為什麼是個女的？」「你看那

腰細細的，那屁股圓圓的，那

胸鼓鼓的。」小翠說。黛玉說：

「看那線條多柔和。她躺在天

際，望著我們。」不一會，大家

又被近處的山坡吸引。只見那山

坡萬紫千紅，絢麗多彩。滿山紅

葉在日光的照耀下，流光溢彩，

晶瑩剔透。黛玉不由歎道：「真

是霜葉紅於二月花。」此時的大

地已褪去豐富多彩的服裝，正裸

露著古銅色的寬闊的胸膛，安適

地休憩。秋天的陽光沐浴著它，

秋風溫柔地撫慰著它。

今 日是雙日，正趕上逢

集。路上不時有挑擔的，提籃子

的，趕車的人奔向大集鎮。「小

翠，帶姑姑來趕集啊？」兩個

三十多歲的婦人各拎著半籃子雞

蛋從後面趕上來問。黛玉、紫娟

忙對著她們點頭微笑。「我們先

去了，你們慢慢走。」兩人趕到

前邊去了，又回頭看了一眼，只

聽她們說：「這城裡的人就是養

的好看。臉皮白白嫩嫩的，腰身

細細的。」

黛玉她們說說笑笑，不一會

就到了集鎮。放眼望去，一條河

流從集鎮中間穿過。河流兩岸兩

條街道，街道兩邊各種店鋪挨挨

擠擠，綿延近二里路。河床上方

三個各具特色的白石橋將南北兩

條街連接起來。此鎮真有幾分江

南水鄉的風韻。雖沒有江南水鄉

煙雨朦朧之柔美，卻有北方集鎮

明朗開闊的陽剛之氣。黛玉凝

望著石橋流水，說：「可惜沒有

小船。」紫娟問：「想家了？想

起家鄉的小鎮了？」黛玉點頭笑

笑。四面八方的農戶人家向集鎮

匯集，南北兩條街道人頭攢動，

熙來攘往。街道兩邊臨時擺滿了

筐筐籃籃，罈罈罐罐。貨物雖

多，但擺放得井井有條。只見雞

蛋、鵝蛋、鴨蛋白花花一條；韭

菜、芹菜、小青菜……綠油油一

行；紅棗、石榴、柿子紅艷艷一

排；還有板栗、核桃數也數不

盡。反正農戶人家把家中的精華

都擺在這裡了。她們四人悠閒地

逛著，忽然被對岸的一個小樓吸

引。此樓小巧別緻，飛檐，翠

瓦，白柱，正面門楣上大大的

黑色匾額鑲嵌著斗大的「恆豐錢

莊」四個金光閃閃的大字。紫娟

見此分外驚喜，對黛玉說：「咱

們的紙條可以在這裡用了。」小

翠連忙問：「什麼紙條？」黛玉

說：「快看，糕點店，快買果子

去。」小翠一聽，也不管什麼

紙條了，連忙飛進店內。一老

一小站在櫃台內，老人笑臉相

迎：「姑娘們，看看喜歡吃哪一

種？」黛紫二人微笑著向老人

點頭行禮。紫娟小聲說：「這裡

也有『寶蘭齋』？」老人耳朵挺

靈的，連忙說：「城裡的『寶蘭

齋』是總店，我們這裡是分店，

點心都是一般無二，剛從總店運

來的，姑娘們可放心。」只見小

翠兩隻眼睛滴溜溜地轉，在尋找

最愛吃的。不一會指著一種點心

說：「我要吃這個。」老人說：

「這是芝麻酥球，又酥又甜，球

又小，最適合孩子們吃。」小翠

又指著另一種點心，此點心甚是

好看，顏色金黃，模樣彎彎像月

牙，金黃的外皮上還灑著點點晶

瑩的小冰糖粒。老人用勺盛了幾

個，讓她們品嘗。黛玉輕輕地咬

了一口，只覺外皮既香又酥，

甜甜的蜜水接著流入嘴中。「很

有意思。」老人說：「這叫羊角

蜜，樣子像羊角，酥皮中包著一

勺蜂蜜。這種點心老少皆宜。」

黛玉說：「有適合老年人吃的點

心嗎？」不一會老人挑了兩樣。

「這是桂花栗子糕，這個是玫

瑰酥都很好吃。」黛玉說：「很

好，那就這四種各要一斤吧。前

兩種十兩一包，六兩散裝；後兩

種半斤一包。」那位年輕人按著

黛玉的吩咐，認認真真地將點心

分了六大包和兩小紙包。紫娟把

兩個小包分別塞在小翠和杏花的

手裡，「吃吧！」四人走出了店

門。小翠問黛玉：「為什麼要包

那麼多包？」紫娟連忙說：「這

兩包是給你乾爺、乾奶奶的。這

兩包是給你爹娘的，這兩包自

然是給你幾個哥哥的囉。」小翠

問：「你怎麼知道呢？」「這就

叫心有靈犀。」說著又看到一家

布店。正面擺滿了各色綢緞，和

細紗花布，另一面擺滿了各色繡

花絲絨。紫娟每種顏色各挑了一

些，買了一大包。走出布店，一

股淡淡的幽香忽然飄來。一抬

頭，原來是一家專賣胭脂、粉的

小店，店面雖小，品種不少。只

看那精緻的盒子上也貼了些名店

的名字。黛玉紫娟挑了幾樣。剛

要出店門，忽然瞥見門旁的櫃台

裡竟有洗臉香皂和洗臉毛巾。見

香皂細膩，滑潤，香氣撲鼻，毛

巾軟軟和和。黛玉說：「要四塊

香皂，十條毛巾，五條粉紅的，

五條藍色的。」「乾嘛要這麼

多？」「一人一條啊。」

隔壁是一家賣傘的店。正面

牆上一排排的小巧紙傘，做工精

巧，畫面典雅，打開以後，像一

朵朵花兒在綻放。黛玉望著出

神，小聲對紫娟說：「我們江南

女子平日就打那樣的傘，買兩把

吧。」紫娟說：「在這裡打這種

傘，是否有點太扎眼了？」黛玉

沉吟了一下說：「也是，那就免

了吧。」於是她們買下兩把結實

的油布傘。四人走出傘店，前面

是一個飯館，菜香撲鼻。飯店門

口一口大鍋裡正飄著雪白的水

餃，小翠說：「咱們買盤餃子吃

吧。」杏花連忙說：「不行，嬸

嬸說叫咱們早些回去。」黛玉笑

著推小翠：「走吧，買點肉回家

叫你娘包。」小翠笑了，「那好，

咱們買肉去。」抬頭一望，河對

岸有幾家肉店，她們走到肉店

門口。聽見肉鋪裡一個大伯喊：

「小翠！來趕集了。」小翠連忙

喊：「王大爺，這是我的兩個姑

姑，我帶她們趕集來了。」一臉

得意之色。二位笑著朝王大爺

點頭。小翠走到肉鋪裡說：「我

想買點肉回家包餃子。」王大爺

拿起一把雪亮的刀，「唰」一下

從一扇豬肉上割下一長條，稱

了稱。「這是五花肉，共四斤二

兩。」小翠拎著肉，說：「王大

爺，有空到我家吃餃子去。」走

出肉鋪，四人急匆匆地往家趕。

大嫂見了她們，邊繫圍裙邊

說：「我給你們下雞湯麵去。」

小翠說：「娘，我們要吃餃子。」

紫娟說：「包餃子太麻煩了，明

天再吃。」嫂子說：「也不麻煩，

你們歇著，我很快就做好。」黛

玉紫娟說：「我們也幫忙。」大

嫂高興地說：「那好！那就更快

了。聽我的：杏花，我把肉切成

小塊了，你就剁餡，小翠帶兩個

姑姑到菜園割一把韭菜，摘好，

洗淨；我這就和麵擀皮。」五人

各自忙去了，小翠三人把韭菜拿

來時，肉餡已經調好，面皮已經

擀了一小堆。杏花連忙把韭菜細

細地切了，放在一個鉢子裡。

大嫂說：「先放油拌勻，再放一

點鹽，再放在肉餡裡。」紫娟

問：「為什麼要先放油？」「油

把菜包住，就不會出水，如果先

放鹽，嫩菜葉就蔫了，也容易

出水。」大家圍著桌子一起包起

來。黛玉、紫娟看她們個個熟

練，也慢慢地照樣學。大嫂忙著

燒火，不一會兩盤水餃就擺在桌

上了。大嫂又端了二小盤小醃

菜，放了一小盞醬料。杏花滿

嘴油光光的，「真香啊，太好吃

了。」等她們吃完，大嫂已經把

剩下的餃子全部包完。大嫂說：

「晚上下給他們吃。」

晚上，兩人洗漱完畢，紫娟

說：「今兒走了大半天路，真乏

了，快睡吧。」滅了燈，兩人各

自鑽進自己的被窩。黛玉朦朧睡

去，恍惚間覺得到了一個極其遙

遠的地方，此地名叫離恨天。離

恨天有一條河，岸邊有塊三生

石，三生石畔有棵絳珠草。赤霞

宮神瑛侍者偶遊到此，見此草鮮

艷婀娜，遂生憐憫之意。每日以

甘露灌溉。這絳珠草始得久延歲

月。既受天地精華，復得雨露

滋養。又不知過了幾劫幾世，

此仙草幻化成一個裊裊婷婷的

女兒身。此仙女便是自己。人

稱「絳珠仙子」，又因自己的寢

宮叫「瀟湘館」，又稱「瀟湘妃

子」。仙子因今日心中鬱悶，

遂到河邊散心，抬頭仰望，繁星

滿天。忽見一顆最大最亮的星星

緩緩向這邊移動。快到近前，只

見這顆星星變成了一個人形，身

披黃色袈裟，腳踏一個飛輪，英

俊軒昂。飛輪旋轉，袈裟飄飄，

竟向自己飛來。雖然年輕，但巨

大的慈悲和威嚴之勢卻橫貫天

宇，絳珠腦中迅速翻騰，這是何

方神聖？心中忽然一凜，難道他

就是仙人們常稱頌的宇宙最高之

神，或稱「王中之王」？想到

此，只見此神已飄然落在自己身

邊。絳珠頓覺無邊的慈祥和巨大

的聖潔包圍著自己，自己竟不敢

仰視，不由跪下去。「小仙給大

王行禮。」大王命她平身。大王

望了她一眼說：「這蒼茫宇宙及

其宇宙中的眾生有一天將要變

異，敗壞，消亡。我將到苦難的

人間去同化它，挽救它，屆時

你願隨我去做這件事嗎？」　絳

珠一愣，「願意！大王如此尊貴

都願意前往，我又何惜卑賤的

自己。我敢！」接著自己鄭重地

簽下了誓約。臨行，大王殷切交

代：「切記，切記。莫忘莫忘。」

自己含淚點頭。大王翩然而去，

不一會消失在無邊的宇宙中。絳

珠剛要轉身回寢宮，忽然一陣雞

鳴，睜眼一看，自己安然地躺在

床上，紫娟仍呼呼大睡。一縷曙

光映在窗紙上。（待續）

夢
醒

黛
玉
後
傳

文/黃靚  畫/清 孫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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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勢好壞首看氣色。人

無論高矮胖瘦，氣色好，運

勢就好；氣色不好，運勢就

不順遂。氣色好不好永遠是

第一優先的判斷標準。

人如果歷經了一段時間的敗

運，那麼氣色肯定是黑暗沉青紫

沒有光澤；人如果突然間面帶紅

潤、光澤外露、精氣神俱佳，隨

便穿一件以前不起眼的衣服，也

能透出精神抖擻和瀟灑倜儻，那

恭喜你，要交好運了！

有些人氣色是經常在變化、

甚至時時在變化，上午看可以是

這個氣色，下午看可能已經是另

外一種氣色了。因此在氣色的辨

識上是有難度的。

相學中流傳一句古話「財隨

肉長，骨隨貴長，相由心生」。

人要長肉的才會有錢嗎？那可不

一定，上等人發財不發身（精

氣神佳）、中等人發財又發身、

下等人發身不發財。氣色好不好

才是第一優先的判斷標準。

不乏有著豐隆有肉的鼻子、

大而厚的耳朵或是圓滾滾的下

巴，只是雖然有著這麼好形貌的

人，卻不能稱富甚至有可能餐風

露宿呢？關鍵就在於氣色。

我們常看到影視紅星、名人

或是企業家或是他們的第二、第

三代，維持著穠纖合度的身材，

臉型也都很細長或輪廓分明，怎

麼看也不像古代相書上畫的那種

標準的、肥嘟嘟的臉蛋，但怎麼

就是名利雙收、身價上億呢？其

實關鍵也在於氣色。

只要一個人氣色好，無論是

高矮胖瘦，財運都會亨通，但不

是說肉完全不重要，關鍵在於，

不要把他臉上有沒有肉放在他氣

色好不好的前面。一個人即使臉

當下運勢看氣色
上、身上再多肉，只要氣色不

好，財運就不順遂，但一個人即

使臉上、身上沒甚麼肉，但是氣

色好，財運自然就一帆風順。

如果各位有興趣，可以觀察

看看富人排行前幾名富豪的面

相，只能說他們的面相是各有千

秋，因為他們擁有的面相各異，

自然每個人致富的背景故事都不

一樣，有些人苦幹實幹，有些人

有祖上的庇蔭，有些是少年得

志，有些是中年發跡，不過大家

可以留心觀察他們的氣色，是不

是絕大部分都挺不錯的呢？

當然，照片很可能經過修圖

或美化，或者拍攝的當下也許不

是他們最得意風光的時候，所以

多少會有些失真。我建議最簡單

的方法是透過電視看看最近當紅

藝人的氣色，如果他們臉上散發

出黃瑩光潤的晶晶亮氣色，甚至

是連耳朵也透著淡淡的粉紅色，

就代表他們這陣子賺了不少錢，

而且接下來也會越賺越多喔！

現在，拿面鏡子替自己看個

相吧，如果氣色好，當然非常恭

喜妳，請繼續維持這樣的好氣

色。但如果你現在的氣色不是很

好，也千萬別灰心，請試著每天

固定為自己的臉溫和的按摩，把

按摩重點放在額頭、鼻頭、顴

骨、耳朵和下巴，再來試著放鬆

心情，無論是透過醫療、慢跑、

瑜珈或任何運動、靜心、宗教或

是心靈諮商，畢竟這時候我們得

透過人為的努力來扭轉這樣的氣

色。請持之以恆，因為氣色真的

會好轉！

運勢好壞首看氣色。只要一個

人氣色好，無論是高矮胖瘦，財

運自然就一帆風順。

文/少鋒

孟婆湯是中國古老的傳說，

前世的貪嗔癡愛恨惡憎，在飲下

孟婆湯之後，將灰飛煙滅，不復

記憶。死後靈魂的歸處，依據生

前功過，在輪迴中重新擺放位

置。

有關孟婆湯的記載，清王有

光《吳下諺聯》中寫著，人死後

的第一個去處是孟婆莊，卒役們

壓著鬼魂赴內接受審問，總結生

前的功與過，注入輪迴冊簿中。

能再次轉世為人的靈魂，仍從此

莊走回去。

孟婆莊的門口有一個老婆婆

在那兒招呼來者，上階梯步入室

內，見到雕梁畫棟，珠簾半捲，

廳中擺著一個玉雕的桌子。婆婆

呼喚一聲，有三名女子自屏內步

出，分別叫孟姜、孟庸及孟戈，

她們穿著紅色的裙子和翠綠色的

上衣，相貌好看，輕聲細語地請

來者坐下。

小鬟送上茶水，三名女子親

自奉茶，聽得手鐶叮叮脆響，又

聞得一縷清新香氣，此情此景，

很難婉拒不喝。才接過茶杯，便

覺得目眩神馳，喝了一口，清涼

無比，不自覺得一飲而盡。

喝到底時，竟見杯底約有一

匙渾泥，再抬頭一看，婆婆和女

子皆成為僵立的骷髏，華屋雕牆

變成了荒郊，生前事一切不能記

憶；一驚墮地，成為了懵懂小

孩。這杯茶就是孟婆湯，或曰泥

渾湯，又名迷魂湯。

孟婆湯的滋味如何？

據說先取要發往各地做人的

鬼魂，再加入採自俗世的藥材，

調和成如酒一般的湯，有甘、

苦、辛、酸、鹹五種口味。又或

者是，一滴一滴的收集每個人活

著的時候，因為喜、悲、痛、

恨、愁、愛，所流下的眼淚，煎

熬成湯。

凡預備投生者，都得飲下，

無可幸免。

編輯整理/乙風

忘卻前塵事
孟婆湯

周代尚未有風水術的概念，

但是他們的陰陽觀卻是日後風

水術的基礎。「陰陽」的原始含

義是指日光向背，後來凝鍊出

「氣」的概念，並用來解釋自然

界的變化。如何解釋？可見《國

語‧周語上》的一段記載。

周幽王二年 ( 前 780 年 )，
涇水、渭水、洛水都發生地震

( 三川出於岐山 )，伯陽父說：

周朝將要滅亡了！天地之氣不能

失去它的次序，如果失去次序，

是天子擾亂了它。陽氣滯留在內

而不能出，陰氣受到壓制而不能

發，於是有地震。

今日三川皆震，是陽氣不在

其應有的位置而壓制陰氣，川源

必會阻塞。水源不流暢，無法滋

潤土地而為民所用，人民將會缺

乏財物，國家又怎能不滅亡呢？

昔日，夏朝的覆滅是因為伊

水、洛水的乾涸；商朝的滅亡是

因為黃河的枯竭，現在周朝的德

性如同夏、商兩代的末世。一個

國家的生存必定要依賴山川，若

河川枯竭，必定導致山崩，這是

亡國的徵兆啊！時間不會超過十

年了。果然，這一年三條河流都

枯竭了，岐山崩塌了；十一年幽

王被殺，周乃東遷。史鑒中可

知，周人以陰陽二氣解釋自然界

的變化，同時也傳達一種理念

──天人同德。

伯陽父的陰陽觀

編輯整理/宋伂文

南朝時代的謝晦剛愎自用，

專橫跋扈不可一世。上敢罵天地

神明，下常欺壓黎民百姓。不符

合自己心意的事物都一概排斥，

甚至是大加撻伐、不擇手段，非

得毀了它甚至置之死地而後快。

有一年，他出任荊州刺史。

對城內一座佛塔寺院的建築風格

很不滿意，建造的地方也不妥

當，於是武斷地作出決定，命令

下屬立即拆除！

部下哪敢怠慢，急如星火的

帶領八十名士兵，手持刀斧錘鏟

等工具，開始拆毀佛塔寺院。謝

晦在現場監工，兵士們有的膽戰

心驚用手推，有的如狼似虎滿不

在乎地掄錘砸。一時間，佛像被

弄殘的弄殘，砸碎的砸碎，不堪

入目。殿宇傾墜，佛塔癱倒，磚

石橫陳、瓦木狼籍。

說時遲那時快，忽見雲霧瀰

漫，暗無天日，狂風驟起，塵土

飛揚。

謝晦見天色突變，狂風翻捲

起沙粒，瓦片撲面而來，打得他

立不住腳，睜不開眼，嚇得抱頭

鼠竄，躲了起來。士卒們也驚恐

四散，嘶喊亂叫，跑得無影無

蹤。但老百姓們都不知出了甚麼

事，個個驚慌失色、議論紛紛。

後來這些參與扒廟的人全都

夢見了天神、金剛、羅漢在天空

中飛騰，光輝照耀，令人不敢仰

視。另見兩尊身高過丈的大佛，

容貌偉岸，寶相莊嚴。其中一個

沉聲斥責說：「你們毀佛塔佛寺

的惡行，扒佛壇砸佛像的魔性實

屬大逆不道、天理難容。你們的

惡報就要到了，這是你們咎由自

取！怨不得別人，你們自己應該

死個明白！」

天亮後，這些士兵聚在一起

交流夢中所見，簡直如出一轍、

無一例外。一時之間都嚇的驚恐

謗佛毀廟遭惡報   
謝晦，南朝宋少帝四

位顧命大臣之一。後聯同

徐羨之及傅亮廢黜宋少

帝，迎立宋文帝，後外調

為荊州刺史。但不久宋文

帝就下詔誅殺徐羨之及傅

亮，並出兵討伐謝晦。謝

晦兵敗被擒，並被處死。

文/陸文

萬狀、寢食難安。但大錯已經鑄

成，個個後悔不迭。

沒過幾天，這些拆毀佛塔寺

院的兵士，個個滿身長滿癩瘡，

奇癢無比、疼痛難忍，仿如萬蟻

鑽心般難受。一個個陸續在痛

苦、哀嚎中死去。死狀慘不忍

睹，血肉膿爛模糊、腥臭無比。

下令扒廟的謝晦，在人間遭

惡報的時間更長，連年罹患各種

難以醫難治的怪病，身體日益衰

弱，有氣無力、痛苦不堪，活得

簡直生不如死。最後因參與謀反

被文帝處死，年僅三十七歲。全

家人亦被株連殺頭。

文章來源：《辯正論》——

唐代著名的佛教護法論著（唐

法琳撰）。

編輯整理/宋伂文山水環抱 魯國曲阜

周武王克商二年後去世，當

時天下尚未安寧，而繼位的太

子 ( 成王 ) 太年輕，於是武王的

弟弟管叔、蔡叔聯合武庚 ( 商紂

的兒子 ) 及東夷發動大規模的叛

亂，稱為「三監之亂」。局勢維

艱，周公興師東征前，用文王遺

留下的命龜占卜，結果得到吉

兆， 三年後周公東征勝利。

周公平亂後，為了分散殷

( 商 ) 貴族的勢力及加強四方的

防禦，於是分封姬姓與異性諸

侯，使他們帶著殷與方國貴族一

同到封國去，謀求進一步的開拓

與發展。史籍記載周公的長子伯

禽代父就封於魯，建都曲阜，魯

國就這樣建立起來了。

周人營邑立城重視人與自

然的整體結合，因此「相其陰

陽」，考察山水地理環境，找尋

陰陽和諧之處。典籍多言「山

南水北為陽」、「山北水南為

陰」，山水相交，陰陽融凝，論

謂「內氣萌生，外氣成形。內外

相乘」，自成良善循環的風水氣

候，臻至天地人和諧境界。

曲阜，因泰沂山系之餘脈綿

延起伏於北、東、南三方，故三

面環山，成環抱之勢，魯城坐落

其中。曲阜北負泰山，東連群

山 ( 沂蒙山 )，西俯平原，沂河

從城南流過，完全符合負陰抱

陽、沖氣為和的格局，是天造地

設的寶地。周公卜居曲阜，命龜

曰：「作邑 ( 國都 ) 乎山之陽 ( 泰
山之南 )，賢則茂昌，不賢則速

亡。」(《說苑》) 魯國之建立，

盡得天時、地利。在人和方面，

周公告戒伯禽說：我的地位不低

了，但為了要起身接待賢士，我

洗一次頭要三次挽起頭髮，吃一

頓飯要三次吐出正在咀嚼的食

物，你到魯國後切勿驕慢於人。

伯禽任魯國的首位君主，

堅持用周禮治魯。《左傳 ‧ 昭

公二年》韓宣子聘問魯國，在太

史那裡觀看到了《易》、《象》與

《魯春秋》，說道：「周禮盡在魯

矣」。後來，孔子在這塊寶地

誕生了，於此聚徒講學，創立了

儒家學說，曲阜成為舉世聞名的

儒學之源。

曲阜北負泰山，東連群

山(沂蒙山)，西俯平原，沂河
從城南流過，完全符合負陰

抱陽、沖氣為和的格局，是

天造地設的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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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青城

孩子因何而來

我身邊有一位同事還保持著

來世前的久遠記憶，初見她時立

刻就想到古埃及壁畫上的人物，

她的瀏海齊齊的剪到額頭一半的

高度，後面是中長的披肩髮。

她記得天上的家園，她的父

母掌管著一方天界很多眾生。一

次那裡來了一個異形生命，她想

跟那個東西玩，她的父母告誡她

不要和它玩。可是她執意要玩，

玩著玩著她就覺得自己被霧霾包

圍看不到父母了，她說話父母能

夠聽到，但父母說話她只能依稀

聽到。她感到非常孤獨，在漫長

的歲月中她感到無望，似乎再也

不能重返家園。

一天大家說有一件大事將在

人間發生，將對各界眾生非常有

利，各界生命都要派代表去參

與。她知道只要能參與此事就可

以回到自己的境界與父母相見，

於是向父母呼籲要去做這個群體

的代表！她的父母猶豫不決：人

世險惡，她可能再也回不來，連

現在所擁有的都會失去。但她仍

然堅定地要去，她希望能夠重返

家園，最後父母只好答應了她的

請求。

她看到天體中有一個大光

柱，很多生命化作一道道弧光從

四面八方進入那個巨大光柱，她

也飛了進去在其中穿行，一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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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告訴她：「你將忘記你在這裡

的一切。」她拚命地喊：「不行！

我不要忘記！我一定要記住我的

家！」

她在人間歷經了多次輪迴，

為成就自己的使命做了各方面的

準備，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轉生

為古埃及王后。聽到這裡我忍不

住笑了，我告訴她見到她的第一

印象就是她和古埃及人一樣。

今生是她要完成千古使命的

時候，今生的媽媽純真和善，選

這個媽媽能有助於她完成使命。

接著她感覺進入了一個地方，不

能呼吸、不能吃東西卻又憋不死

也餓不死。後來她感覺自己被擠

壓的非常難受，緊接著感到刺眼

的光，但能自如活動，可是卻有

人打她的屁股！心想：為甚麼打

我？接著她又被打了，這次她使

勁哭了兩聲表示抗議，結果發現

只要哭就不會挨打，於是她就一

直哭下去。

在這次人生中她歷經過很多

魔難，生過孩子後得了重病，年

紀輕輕就住院一年。她體會到人

生苦短，只有趕快修煉才能在此

生返回天國家園，並完成為自己

的天國帶回福分的使命。她的兒

子自幼能看到仙女，她還扶助兒

子走上修煉之路，支持他也完成

他的使命。

中國古老的修煉文化中，有

不少故事，講述天庭的神仙因為

犯下天條或被更高的仙人指派下

世救人，從而來到人間吃苦修

煉，為的是重返天庭。真沒想到

那些古老的神話傳說，竟然會發

生在每日與我一同工作的同事的

親身經歷中。

媽媽的使命

生育一個小孩看似平常，沒

想到會有那麼曲折神奇的過程，

更沒想到會跟宇宙、天使、神佛

有關，孩子是上天送給媽媽的禮

物。媽媽雖然養育著孩子的肉

體，卻只是他們靈魂的監護人而

非擁有者。這份禮物太珍貴，媽

媽如何呵護好孩子並且完成上天

給予媽媽的囑託，是每個媽媽的

使命。

孩子們帶著天賦的善心和能

力來到我們的家中，一定要讓他

們變得更加善良堅強，媽媽是最

好的身教老師。媽媽們瞭解了孩

子生命的獨立和人格的高貴，會

尊重自己的孩子；孩子也能從媽

媽對他們的尊重中，學到對別人

的尊重。當孩子遇到困難時，溺

愛反而無益，悲觀的情緒更會對

孩子產生負面的影響，媽媽要引

導孩子把每一次困難當作提升自

己的機會。因為在未來，孩子還

會遇到很多困難，這就是人生。

在前半生媽媽能夠呵護孩

子、支持孩子，但絕不能讓孩子

在困難面前退縮，更不要讓孩子

心生怨恨。媽媽可以幫助孩子懂

得：越是感到缺少關懷的時候，

越是應該學會關心別人的時候；

越是感到失去愛的時候，越是應

該學會愛別人的時候。愛人的人

最可愛，孩子學到的愛會在不知

不覺中得到回報，這是幫助孩子

們學會度過未來人生難關的最好

方式。

給孩子多少錢財，都不如把

古代聖賢的大義教給孩子們。岳

母刺字卻心頭滲血，然而「精忠

報國」的大義激勵了岳飛率領宋

軍抵擋住了鐵浮屠、連環馬，一

直衝到了黃河邊。孟母斷機杼卻

絲絲連心，讓三遷後還要逃學的

孟子懂得半途而廢和持之以恆的

道理，成為了一代儒學大家。

媽媽就像一張弓，上天把箭

放在裡面，珍惜上天的禮物吧！

施展最大的張力給箭注入能量，

讓變得光彩熠熠的箭射中目標，

這是對上天最好的報答。這樣的

弓是真正的寶彫弓，這樣的媽媽

是人世中成功的媽媽。（完）

3上天賜給媽媽的禮物

歸隱 
陳摶    

guī    yǐn

chén tuán
huí shǒu qīng shān rù mèng pín 

mèn tìng shēng gē guō zuì   rén

回首青山入夢頻。

悶聽笙歌聒醉人。

zhū mén suī    fù    bù    rú    pín 

 yě   huā   tí   niǎo   yì  bān chūn 

朱門雖富不如貧。

野花啼鳥一般春。

shí  nián zōng jī    zǒu hóng chén

chóu wén jiàn  jǐ    fú   wéi zhǔ 

十年蹤跡走紅塵，
zǐ shòu zòng róng zhēng jí shuì

xié   qǔ    jiù  shū  guī   jiù   yǐn 

紫綬縱榮爭及睡，

攜取舊書歸舊隱，

愁聞劍戟扶危主，

註釋

陳摶，字圖南，自號扶搖

子，五代宋初道士，舉進士不

第，寄情山水，尋仙訪道，曾隱

於武當山九室岩，後來移居陜

西華山雲台觀。陳摶喜愛《易》

學，著有《先天圖》，宋人講《易

經》、氣數之學就是由陳摶開始

的，他還寫了一本《指玄篇》用

指頭屈算，推衍玄機，北宋太宗

時賜號希夷先生。  

⑴ 紫綬：繫官印用的紫色

絲帶，代表高官的意思。

⑵ 劍戟：代表戰爭的意思。

⑶ 扶危主：扶助處於危難

中的皇帝。

⑷ 悶聽：聽起來很煩悶。

聽，有平仄兩讀音但意義不變。

⑸ 笙歌：吹笙和唱歌。指

歌舞享樂。

⑹ 聒：噪雜的樣子。

⑺ 歸舊隱：回到舊時隱居

的地方。

在塵世間浪跡了十年，回顧

往事，過去山林生活常常入夢

中。

高官厚祿雖享榮華，怎麼比

得上睡覺自在舒適，王公貴族雖

富有但不如貧窮清閒。

聽到持劍的將士扶助危難君

王的事，感到憂愁。聽到喧擾的

笙歌令人沉悶。

不如攜帶舊書回到原來隱居

的地方，那裡也一樣有著鳥語花

香的春景。 

陳摶十年進士不第後，不再

追求功名利祿，打算歸隱。父母

過世後，陳摶說：「我怎能像世

人那樣在輪迴之中生死呢？」於

是離開家鄉到泰山尋訪神仙，從

此走上修煉之路。有一年，陳

摶遇見二位道友，他們告訴他：

「武當山九室岩可以隱居。」於

是，他便前往武當山九室岩棲

隱，每天吐納服氣，不食煙火，

僅飲酒數杯，靜默修煉了二十餘

年。

平時，陳摶經常閉門臥睡，

往往累月不起，因而「睡」名遠

播。他的道友呂洞賓說：「( 陳 )
摶非欲長睡不醒也，意在隱於

睡，並資修煉內養，非真睡

也。」在道家內丹修煉上，他成

就了著名的睡功，成為中國歷史

上著名的「睡仙」。

作者 譯文

譯文參考
寒冷的冬天一來臨，炎熱的

夏天也就遠去了；而秋天是農作

物成熟收割的好時候，將收成的

穀物存藏起來，以備天寒地凍的

冬天使用。

文字的故事
秋：秋天正是百

谷收成的季節，所以

左邊有個「禾」字。

而且每次收成後，農夫總要放一

把火，將田裡的稻稈燒掉做肥

料，以便整理田地，準備下一季

的播種，所以秋的右邊有火字。

「秋」的古字很像一個類似蟋蟀

的昆蟲，在秋天時，這些昆蟲會

啾啾的叫個不停，每到秋天就會

聽到他們的叫聲，所以造這個字

時就畫出這些昆蟲的體型特徵；

又想到它們的叫聲，於是秋字的

讀音就仿照蟲聲「啾」了。

冬，冬季是四季

的最後一個季節，代

表一年終結的意思。

甲骨文「冬」的形狀，

畫的是一條繩子的兩

端都有打結，用來表示終結的意

思。小篆的寫法，上面的字形表

示冬天到了，把窗戶的縫塞的很

嚴密的樣子。下面的意思表示冰

的意思，冬天外頭結冰了，所以

要把窗戶關的緊一點，以免冷風

灌進來。

小 篆「寒」 的 寫

法，上面的符號表示屋

頂，中間的兩個符號表

示人窩在草做成的暖墊子裡，下

面的符號表示冰，人的腳底踩在

冰上，的確夠寒冷的了。

千字文
  hán     lái      shǔ    wǎng
寒 來 暑 往

       qiū    shōu   dōng   cáng
秋 收 冬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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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8 月，天文學家們

首次探測到雙中子星合併產生的

引力波，隨後全球幾十台天文設

備對其進行觀測，確定此次引力

波事件發生在距地球 1.3 億光年

的 NGC4993 星系，整個天文界

都為此沸騰。因為，這次觀測除

了測到引力波，科學家還揭開了

地球上的黃金來源之謎。原來，

金子真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地球上的黃金 
俱從天而來

2017 年 10 月 16 日，曾經

因為發現引力波而獲得諾貝爾獎

的科學家們宣布，人類首次探測

到兩顆中子星相撞。

這個過程不僅產生了強大的

引力波，也產生了數量巨大的

鉑、金、銀等「貴金屬」。

天上不會掉餡餅，卻會掉黃

金？人類自從發現黃金以來，就

一直認為，黃金是地球的產物。

後來，科學家證實，黃金這

種質子數高達 79 的貴金屬，是

地球無法產生的。而這次的中子

星碰撞事件，印證了印加人的傳

說：黃金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雪

城大學天文學家布朗（Duncan 
Brown）說 :「這次的發現是一

個革命性事件。」

 因為人類一直以為黃金等貴

金屬是地球自身的產物。而這次

觀察到的事實，提供了有關重金

屬是如何在太空中形成的線索。

其實，科學家們一直在探尋

地球貴金屬的來源。他們針對距

離地球大約 10 萬光年的一個小

型星系 Reticulum II 中的一些

最明亮恆星的光譜分析。

結果顯示這些恆星中含有

大量所謂的「r- 過程元素」，而

金、銀、珀、鈾和鉛都屬於「r-
過程元素」。

太空中的大多數恆星也和其

他生物一樣，以成雙成對的形式

存在，一樣遵循「成、住、壞、

滅」的生命規則。

大恆星在死亡的時候變成超

新星，隨後根據他們本身質量的

不同，有些變成黑洞，有些變成

中子星。現代科學認為，中子星

本身就是「恆星演化到末期」的

結果。而這次觀測到的中子星相

撞，即是兩個中子星碰撞合併為

一個黑洞。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

是恆星的「死亡」。

中子星相撞 
產生貴重金屬

20 世紀，人們就已經發

現，巨大的恆星爆炸形成超新

星，這個過程中會形成鐵和一些

更輕的元素，但是超新星爆炸無

法解釋金、銀、鉑等更重的金屬

的形成。研究者們於是假設，兩

顆中子星相撞可能會產生金、

銀、鉑，中子星由「中子」構

成，當兩顆中子星以接近光速相

撞時，這些中子會進行融合，就

如同核聚變。但因其密度太大，

不會如通常的核反應那樣迅速裂

變為較輕的原子，而是有機會產

生金銀等「重」原子。

科學家在此次的觀測過程中

發現，兩顆中子星相撞一秒之

後，就產生了驚人數量的元素：

大約 50 個地球質量的銀，100
個地球質量的金，以及 500 個

地球質量的鉑。

根據研究結果推測，地球上

大部分的貴金屬，應該都是很久

以前由這樣的過程帶來的。

天上掉下來的金子，是不是

太陽神的眼淚或汗水，我們不知

道，但佛曾經說過，萬物皆有

靈。宇宙中的萬事萬物都是有生

命的。

如果是這樣，那麼恆星的歷

程無疑也是一個生命過程，只是

與人類相比，恆星應該算是宇宙

中的「高級」生命。這種能量巨

大的高級生命死亡後，他們的殘

骸落到地球上，成為人類眼中

的稀有貴金屬，如 : 金、銀、鉑

等。

但如果有人指望天上掉黃金

來圓自己的發財夢，恐怕要空歡

喜一場了。

因為這些金銀碎塊從宇宙中

下落的速度，大概是光速的 0.1-
0.3 倍。也就是說，人類這次觀

測到的中子星相撞扔出的金子，

落到地球上至少需要 5 億年。

對於宇宙來說，5 億年可能

只是一瞬間。但對於一個普通

人，實在是無法想像的漫長時

間。所以，儘管知道天上會掉金

子，人們大概也只能繼續奉守

「天上不會掉餡餅，地上不會長

金子」的古訓，腳踏實地的過好

自己的人生。

印加人的神話中說，金

子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太

陽神印蒂的眼淚或者汗水。

印加人祖祖輩輩也一直相

信，金子並非地球所有。被

人類視為財富象徵的金子，

真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

文 / 青蓮 圖 / Fotolia

原來天上真的會掉金子

貪色果報實錄
文 / 藍月

一念之差 報應有別
明朝神宗時，武進人張瑋和

某生一起到南京應試。行至天

晚，遂投宿旅店。是夜，店主夢

見天榜，某生高中解元，便將此

夢告知某生，某生聽了甚是得

意。此事被店主的兩個女兒聽

到，怦然心動，於當晚叫婢女招

引某生，並縋下布幔做梯。

某生拉張瑋一起爬布梯上

樓，爬到一半，張瑋突然想到，

自己是來考試的，怎麼可以做如

此君子不齒的事呢？急忙返身退

下，某生已經爬上樓去了。

當晚，店主再夢天榜，解元

已變成張瑋。次日，店主追問某生

是否做了敗德的事，某生面紅耳

赤不敢答。考完試放榜，果然張

瑋中解元，任戶部主事，後官至左

副都御史，為官清廉受人稱道。

某生不第，心下大慚，貧鬱而終。

色慾當前 自毀前程
清朝鳳陽府書生汪某，這一

年欲參加科舉考試。

試前三天，家裡荷花池中忽

然生出一朵並蒂蓮花，家人樂壞

了，人人都說是吉兆，因為那荷

花自種下後從未開過花。

汪生心中暢快，當夜飲酒賞

花，竟調戲淫汙了一個婢女。次

日清晨，池中並蒂蓮花竟然枯

折，他的父母嘆惜不已。晚上，

汪生夢見晉見文昌帝君，看到自

己原本名列天榜，已然被帝君削

去。他再三拜禱，但連續三次都

被趕下，無法挽回。

夢醒後，汪生心知不祥，憂

心赴試。本來他所住的那一府，

有三個舉薦名額，只要審查合

格，即可獲得保薦。但結果是其

餘二人皆順利通過，只有他一人

被審核不合格，不能獲保薦，必

須參加考試。在考場，本來很熟

悉的問題，他竟不易作答。結果

名落孫山，流淚返家。

據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臺

（NPR）報導，《當代生物學》

（Current Biology） 雜 誌 上 描

述，科學家觀察新西蘭鸚鵡，

發現這種鸚鵡「有很奇特的感情

動作，影響其他鸚鵡」，並將之

定義為「積極情緒傳染」。

新西蘭的食肉鸚鵡（Kea）
在聽到同伴遊戲的叫聲後，會

出現撕扯玩耍、做一些高難動

作或向空中拋東西。

奧地利維也納獸醫大學

（University of Veterinary 
Medicine） 科 學 家 舒 韋 英

（Raoul Schwing） 說：「鸚 鵡

每次聽到同伴遊戲的這種叫聲

後，都會有相同的表現。這種

表現曾見於猩猩、猴子等靈長

類動物，很像人所具有的互相

影響的表現。」

研究人員感到很震驚：鳥

類屬於低級動物，不應該有這

種屬於大腦發達動物的行為。

這種較高智能的表現和進化論

的觀點正好相背離。

科學研究發現，鳥類大腦

的神經元密度非常高。其大腦

複雜性無法用進化論所定義的

生命低級或高級的概念來加以

解釋。

Andrés Ruzo 是美國德克

薩斯州南衛理公會大學的博士

生，Ruzo 的爺爺曾經告訴他：

幾百年前，西班牙殖民者在南

美亞馬遜雨林深處尋找黃金的

過程中，發現了一條河 Shanay-
Timpishka。

「Shanay-Timpishka」， 當

地語言意指「熱得如太陽一般沸

騰」。地理學家認為這不可能，

即使讓一條小河沸騰也需要大量

的地熱，而那附近並沒有活火

山，距離最近的活火山也有 600
公里遠。但 2011 年，Ruzo 親

眼目睹了這條河。

這條河位於秘魯亞馬遜流域

深處，河水一年四季都處於高溫

狀態，任何動物都無法生存。

因此這條河流也是動物們的

禁區。

這條河流全長 6.5 公里，河

水最寬處約 25 米，深約 6 米，

常年冒著水蒸氣，人站在河邊就

好像在濃霧裡，伸手不見五指。

Andrés Ruzo 表 示， 沸 騰

河周圍的空氣溫度也非常高，覺

得鼻子和肺就像燒著了一樣，

他說：「我實測河水的溫度為

100℃，很難想像有那麼多的沸

水。」「如果把手放進去，幾秒

鐘之內就會被燙傷。」曾有地質

學家來到這裡進行考察，希望弄

清楚熱水的來源，結果因為沒有

特種設備無法下水而放棄。

神秘的亞馬遜沸騰河
文 / 天羽 圖 / Fotolia

鸚鵡的快樂也可「傳染」
文 / 幽夏

人類快樂與悲傷的情

緒，可以感染身邊每一個

人。最近科學家發現，動物

也能將情緒傳染給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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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山水庭園是日本

文化獨有的一種縮微

式園林景觀，多見於

小巧、靜謐、深邃的

禪宗寺院。在其特有的

環境氣氛中，以細細耙

制的白砂石鋪地、疊放

有緻的幾尊石組，能對

人的心境產生神奇的力

量。枯山水如同音樂、

繪畫、文學一樣，可表

達深遠的哲理，而其中

的許多理念來自禪宗道

義，與東傳的佛教文化

有很深的淵源。

「枯山水」與禪文化

公元 538 年正值中國南北

朝，佛教聲名遠播至日本，日本

派出使者及工匠來到古代中國，

學習佛教教義及古中國藝術文

化。到 13 世紀時，源自中國的

一支佛教宗派「禪宗」在日本盛

行。

為反映禪宗修行者所追求的

「苦行」及「戒律」精神，日本

禪宗寺廟的園林開始摒棄以往的

「鳥語花香」的池泉庭園，改用

一些如常綠樹、苔蘚、沙、礫石

等靜止、不變的元素營造庭園，

園內幾乎不使用任何開花植物，

以期達到自我修行「心靜如止

水」的境界。

「枯山水」一詞實際上是外

來詞，最初出現在洛蘭 ‧ 苦克

1935 年的英語著作《京都百園》

中，形容禪宗寺院剔除花草流水

的庭園，後來這個術語才在日語

中被確認使用。

「枯山水」中錯落的樹木、

岩石、天空、土地等常常是寥寥

數筆即蘊涵著極深寓意，後來這

種園林隨著時間，發展成連喬灌

木、花鳥、甚至園林不可缺少的

流水等造園慣用要素均被剔除，

最後僅留下岩石、耙制的沙礫和

自發生長的一塊塊苔地，這便是

典型的、流行至今的日本「枯山

水」庭園的主要構成要素。

出乎意料的是，這種極簡的

「枯山水」庭園，卻對人的精神

有震撼的感染力。這種庭園後來

流入民間，並發展至巔峰。

「禪」泛指一種向人自身內

部而不是外部尋求真理的信仰，

禪僧一無所有，過著簡樸的生

活，他們每天都要久久地面壁冥

想，以求達悟。日本僧侶自佛教

傳入後就一直嚴格要求自己遵循

戒律，在日本弘揚佛法，不但把

東傳的佛教形式及文物等都完整

保留下來，而禪文化亦融入了日

本人生活的每一方面，發展成為

日本社會的核心價值：自律、節

儉、平和、謙卑、溫恭等。

「枯山水」亦被視為「禪」

文化形象成庭園的模樣，在空落

落的庭院，只有一塊塊岩石立在

一片「靜中蘊動」、耙成流水形

體的白沙地上，小小一處庭園似

乎包含著宇宙在不斷變化中那一

剎那的永恆。即使是走馬看花的

遊客，來到「枯山水」前也會身

不由己地靜坐下來，讓受紅塵瑣

事纏繞的心靈回歸平靜自省，尋

找深埋心中的一方天地。

京都「龍安寺」

建於 15 世紀的京都「龍安

寺」的庭園是日本最有名的枯山

水之一。它占地面積約 330 平

方米、呈矩形，庭園地形平坦，

由 15 尊大小不一之石及大片灰

色細卵石鋪地所構成。石以二、

三或五為一組，共分五組，石組

以苔鑲邊，往外耙制成同心波

紋。同心紋可被視為自省內斂的

象徵，如以佛經「十方世界」說

比喻，浩瀚無際的宇宙星海看似

靜止，但其實每一方淨土都蘊涵

無比強大的能量，如同每個人的

心靈都擁有強大能量。

表面上看龍安寺的「枯山

水」只有白色的砂、綠色的苔和

灰色的石，但三者在微妙的深

淺變化中融合為一體。而砂石

的「細小」與主石的「寬大」、

苔蘚的「柔軟」與岩石的「剛

硬」、臥石與立石的不同形態、

主石組合的多寡等，互相對比與

呼應，「簡單」的庭園其實有著

豐富層次。

「枯山水」的意境

「枯山水」屬「眺望庭園」，

一般除了耙制細石之人外，不允

許他人邁進此園。而前來參觀的

遊客則可坐在庭園邊的深色走廊

上，在砂、石的表面形式之外思

索「枯山水」更深刻的涵義。

在白沙上耙制出幾何圖案，

是禪寺每日清晨的工作。在白沙

上描繪出沙紋，看起來像河或像

大海。無水，卻讓人感覺到水。

這種表現方法就是「枯山水」的

特點。

京都禪院庭園如南禪寺、龍

安寺等，皆以素白的砂石為主，

看似單調的白砂上，耙制出漣漪

式、波浪式、漩渦式、回紋式等

平行線條，造成無水卻似有水的

效果。白砂的曲線可以代表大

川、海洋，甚至雲霧。石頭則可

寓意大山、島嶼等。

枯庭園的沙，無水卻似有

水，奔流不止之水，「水中」浮現

的是石塊，則寓意島嶼、山石，

它們是由沙石所構成的水流。

而在白砂之上畫線，往往保

持多時，因此「枯山水」庭園是

屬於視覺的欣賞，心靈的享受，

卻不准人徘徊踐踏的。

一般從粗淺角度，可以將

「枯山水」庭園理解為河流中的

岩石，或傳說中的神秘小島。不

過有學者曾從美學角度研究具有

一定歷史的「枯山水」庭園，發

現部分堪稱「絕作」：「枯山水」

對數字上的群組、平衡、物質形

式及流體運動形式等都有充分權

衡，主石之間的距離幾乎呈「黃

金比例」，使總體布局的協調程

度幾乎「完美」，以至於稍微移

動某一塊石頭就會破壞該庭園的

整體效果。

「枯山水」在發展過程中出

現了多種變化，16 世紀設計的

大德寺大仙院的方丈東北庭，通

過巧妙地運用尺度和透視感，

用岩石和沙礫營造出一條「河

道」。這裡的主石，或直立如

屏風，或交錯如門扇，或層疊如

臺階，其理石技藝精湛，當觀者

遠眺時，彷彿能感覺到「水」在

高聳的峭壁間流淌，並在低淺的

橋下奔流。

同樣位於京都的東福寺方

丈北庭是日本昭和時代的「枯山

水」庭園。它雖然建於 20 世紀

二、三十年代，卻仍然遵循古代

的枯山水形式，以三組主石展現

流動的茫茫海洋中，神態各異的

仙島此起彼落的浩瀚景象。

「
枯
山
水
」

美
之

顧名思義，枯山

水並沒有水，是

乾枯的庭院山水

景觀。其主要特

點是用山石和白

砂為主體，用以

象徵自然界的各

種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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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新 復 古 式 跑 車 ——

911 Speedster 概 念 車 將 是

Typ 991 II 代保時捷的收官

之作，外界預計該車的量產

版將於 7 月公布，並於明年

正式量產。

這 款 概 念 車 基 於 911 

GT3 打造而來，除了經典的

敞篷式車身之外，還在諸多

地方使用了經典車型的元

素。 比 如 保 時 捷 911 獨 特

的前置加油口也被移動到前

行李廂蓋中央，復古式頭蓋

鎖，更斜更低矮的前擋風玻

璃，子彈型外後視鏡等。

雖然外觀復古，但這台

概念車採用了領先的驅動技

術， 包 括 來 自 911 GT3 的

底盤，搭配 21 寸高亮苜蓿

葉造型鋁圈，同時採用與賽

車同等級的中央鎖定固定設

計；排氣尾管採用鈦金屬打

造等等。

動力方面，新一代 911 

Speedster 概念車將繼續搭載

4.0L 水平對置 6 缸發動機，

最大功率達到 370kW，峰值

扭矩 461Nm，匹配一台 6 速

手動變速箱。

保時捷在 2015 法蘭克福車展上

發布了純電動概念車 Mission E，今年

在 2018 日內瓦車展上發布了 Mission 

E Cross Turismo 概念車。此後保時捷

終於確定了首部量產型電動車——

Taycan。

該車將在明年正式上市，定位介

於 Panamera 和 911 之間，並將與特斯

拉 Model S 展開競爭。

動力方面，Taycan 在前後軸配備

兩台電動機，未來將提供三種馬力輸

出車型可選。該車百公里加速最快為

3.5秒，最高時速超過250公里/小時。

Taycan 使用 Turbo Charging 800V

超快充電技術，該快充技術理論上比

特斯拉的400V快充理論上快了3倍。

在快充模式下，可在 15 分鐘內從 0%

充至 80%，大約可以行駛 400 公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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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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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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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動車Taycan
復古式跑車 
911 Speedster 15分鐘內充電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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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美國知名汽車購買

分析網站 iSeeCars.com，公布一份

可行駛超過 20 萬英里比例最高的 
10 款車單，發現休旅車占了多數。

美國知名汽車購買分析網站

iSeeCars.com 通過 2017 年售出的 
1350 萬輛舊車進行分析，當中以 
Toyota Sequoia 全尺寸休旅車，行

駛超過 20 萬英里的比例達 6.6%
並排名第一。同時在這份 Top 10 
名單中，至少都有 2.4% 的車型具

備行駛超過 20 萬英里能力，也是

所有車型 1.2% 的兩倍之多。這份

最新的車單中，不僅 10 款內有 7 
款都是休旅車，日本與美國車廠也

恰好各分占 5 個名次。

車型 佔比 車型 佔比

Toyota Sequoia 6.6% Chevrolet Tahoe 3.8%

Ford Expedition 5.4% GMC Yukon 2.8% 

Chevrolet Suburban 5.2% Toyota Tacoma 2.6%

Toyota 4Runner 4.2% Toyota Avalon 2.4%

GMC Yukon XL 3.9% Honda Odyssey 2.4%Toyota Sequoia

1.機油、機濾
機油、機濾可以說是保養中

最基本但也是最重要的兩項了。

機濾全稱機油濾清器，它的作用

是去除機油中的灰塵、金屬顆

粒、碳沉澱物和煤煙顆粒等雜

質，保護發動機，每次保養必須

更換。但是，根據車型、車系的

不同，保養的時間、里程間隔不

盡相同。

如果經濟條件允許的，可以

按照廠家所印製的保養說明書上

規定的時間 / 里程來做保養，比

如每 5,000 公里或者每半年保養

一次（以先到者為準）；

也可以適當根據自身情況調

整，參照以下做法，那就是不管

甚麼車型，保養間隔多久，主要

看機油：

礦物機油：嚴格按照廠家說

明書來保養。

半 合 成 機 油： 每 7,500-
10,000 公里，不超過 8 個月。

全 合 成 機 油： 每 10,000-
15,000 公里，不超過 1 年。

2.空氣濾芯、空調濾芯
空氣濾芯關係到發動機呼吸

是否順暢、潔淨。如果髒了灰塵

較多會使發動機呼吸阻塞、吸入

的空氣雜質多而影響其性能。空

調濾芯影響車內空氣質量。二者

都可以參照保養說明書上的更換

週期按時更換。

3.玻璃水、防凍液、 
空調製冷劑

玻璃水 : 一種超濃縮型汽車

玻璃清潔劑。它能迅速驅除擋風

玻璃上的頑固污垢、油漬，雨澤

等，並形成一層保護膜，防止灰

塵和油污的附著，使雨刮片刮拭

更平滑寧靜，更能柔護雨刮片，

保持視野廣闊明亮。這其實是關

係到安全的東西，沒有了一定要

及時添加。如果氣溫在 0 攝氏

度以上，可以直接添加自然水；

但是如果氣溫在 0 攝氏度以下，

一定要添加能夠抵抗當地天氣的

防凍液，也就是冰點應該要低於

當地氣溫，不然玻璃水凍住了，

容易將水壺凍裂。

防凍液：全稱叫防凍冷卻

液，意為有防凍功能的冷卻液，

防凍液可以防止寒冷季節停車時

冷卻液結冰而脹裂散熱器和凍壞

發動機氣缸體。這是一個非常容

易被車友忽略的東西，因為防凍

液一般來說是不會減少的。但

是，防凍液也是有保質期的，時

間久了，會變質，也會參入很多

水分，影響發動機冷卻效果。具

體更換週期可以參考保養手冊，

一般為 4-5 萬公里更換。

空調製冷劑：感覺到空調製

冷效果不佳時，如果檢查後是因

為空調製冷劑缺少的原因，可以

按量添加。

4.制動液、變速箱油、
助力轉向油、離合器

油、差速器油
制動液：即剎車油。按照保

養手冊要求，一般為 4 萬公里

更換。

變速箱油：對於自動擋車型

來說，變速箱油是非常重要的；

它不僅有潤滑、冷卻散熱的作

用，而且內部的換擋，也是利用

變速箱油壓來進行的。按照保養

手冊要求更換。

轉向助力油：轉向助力油是

汽車助力轉向泵內部用的一種特

別液體，能夠使方向盤變的十分

輕便。現在大多數車輛轉向助力

為電子助力，也是免維護的。如

果你的愛車轉向助力是液壓助

力，也是需要按時更換轉向助力

油的，更換週期請參考自己的保

養手冊。

離合器油：手動擋車型要注

意離合器油也是需要更換的，

這樣才能保證離合器長期順滑

工作，更換週期同樣參考保養 
手冊。

差速器油：差速器油是針對

差速器潤滑而進行的潤滑油，能

有效的對差速器進行一定的保

護。每輛汽車都至少有一個差速

器。需要更換的車型按照自己的

保養手冊上要求的更換週期更換

即可。（未完待續）

汽 車每 天 都

在 在 為 我 們 服

務，俗話說「七分

保養，三分修」，

所以汽車的日常

保養就顯得特別

重要了。下面，我

們一起來了解最

基本的車輛日常

保養知識。

  制動液     變速箱油    差速器油

空調濾芯

防凍液

玻璃水

汽車保養與維護（上）

文/晨曦

機油

機油濾清器

【看中國訊】為了節省時

間與更快脫離擁擠路段，當

油錶燈亮起告知燃油存量到

低點時，不少司機仍會選擇

繼續行駛。雖然油箱設計會

保有基本的續航里程，但長

時間下來不僅會對車輛機件

造成損傷，倘若計算錯誤讓

油量完全耗盡停擺在路上，

更會危害安全。

美國汽車維修共享網站

YourMechanic 表示，大多數

車輛在油錶燈亮起時，仍保

有一定的行駛距離，更新的

車輛還會有行車電腦提示剩

餘里程。許多司機也會用這

數字為基準，繼續行駛直到

快耗盡燃油才進加油

站。但這做法卻

相當危險，因

為這數字都只是個估計，會

隨路況與駕駛習慣而改變，

甚至提前耗盡燃油。

YourMechanic 提到，當

油錶燈亮起時雖然還有油可

以繼續行駛，但這動作可能

會損害車輛油箱內的汽油泵

浦。在油量低標時，汽油泵

浦可能會吸入油箱底部的碎

屑或汙染物，造成內部機件

損壞。當然不是一次低油量

就會使汽油泵浦出現問題，

但經常在這種狀況下行駛，

就會增加汽油泵浦故障的

機會，爾後必須花錢維

修。

燃油耗盡使引擎熄火倘

若發生在高速公路或山區路

段時，可怕的後車追撞或無

動力滑行就會隨著而來。

因為當引擎熄火後方向盤沒

動力輔助、煞車泵也不會加

壓，此時就會難以控制車輛

且無法即時減速。因此建

議駕駛人養成盡早加油的習

慣，以避免發生危險或對車

子造成損傷。

油箱見底的危害

【看中國訊】主被動安全不只

是氣囊、ESP，頭燈也是其中一

項，頭燈的設計也越來越進步，

現在更有 LED、雷射頭燈等，但

這些投射明亮的頭燈，反而害到

其他用路人。

根據英國皇家汽車俱樂部

（RAC）所公布的一項研究指出，

有 15% 的英國人曾差點因為對向

來車頭燈過亮而發生車禍。

對於年紀較長，容易有眩光

現象的老司機而言，這問題更嚴

重。RAC 的調查也指出，有 65% 
的英國人因為對象頭燈過亮，有

長達 5 秒鐘的時間是處於遮蔽的

狀態，這 5 秒鐘的時間，可在時

速 60 英里的情況下行駛 134 公
尺。更有駕駛指出，這種狀況甚

至長達 10 秒鐘之久，足以行駛 
300 公尺的距離。

現今的新車多半配備 LED、

氙氣頭燈，與老車所配備的鹵素

頭燈相比，明亮許多，但反而害

到用路人。SUV 的熱賣也是其中

原因之一，由於 SUV 車身高，頭

燈投射出去時，會照射到車身較

低的轎車擋風玻璃。 
這個問題，其實也有解決方

案，就是通過遠近光燈自動調節

方式處理，通過搭配在車上的車

載攝像頭，自動辨識對向來車頭

燈以及偵測周遭亮度，自動切換

遠、近光燈的方式解決。不過目

前標配這功能的車輛仍較少。

頭燈太亮 
可能會導致對向駕駛車禍

安全駕駛

開20萬英里的十款車1350萬輛 
統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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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房是一件複雜的事情。在

購買過程中會涉及到複雜的合同

問題。如果掌握其中的一些專業

術語，會對購房大有幫助。以下

是 6 個經常遇到的專業名詞。

Earnest money 
定金

定金是買家在簽署購房合

同時需要支付的款項。定金實

際上是買家對購房的承諾，來

向賣家表達誠意。具體金額是

可以雙方協定的，一般為購價

的 1% 到 2%。但當房子搶手，

買家競爭激烈時，買家也可以

通過小幅提高定金（如達到總

房價的 4 ～ 5%）來吸引賣方，

增加搶到房概率。一旦報價被

接受，定金通常會由賣方經紀

或產權公司存管。

注意事項：必須注意的是合

同中提到的相應條件條款（如

貸款是否能獲批等），若買方因

為這些條件未達到而放棄購房，

賣方必須退還定金；若是因為合

同中未提及的其他原因，那定金

是不能退還的。

Contingency 
附帶條件

Contingency 直譯是「偶發

或特殊事件」，在購房合同中一

般指一些附帶條件，如萬一這些

情況發生了，買家是否有權中止

合同，拿回定金。這些條件可包

括：房屋評估、房屋檢查和貸款

獲批情況。

注意事項：附帶條件在購房

合同中非常重要，必須仔細閱

讀，他能保護買方在購房中的權

利，避免不必要的損失。當然值

得注意的是，這些條款也有時間

限制，一旦超過期限，賣方有權

終止交易。

Escrow 
第三方託管

在加拿大，房屋購買過程

中的款項和合同都會交由第

三方機構來持有，這個就是

Escrow。一般情況下，只有在

買賣雙方根據自己的合同履行

完自己的義務後，第三方機構

才會將手中的資金支付給賣方

或者銀行和貸款公司。Escrow
一般會是專門的房屋過戶公

司，律師或產權公司經紀。

注意事項：購房合同中會明

確寫出託管費是由買方還是賣方

負責支付，一般為購價的 1% 到

2%。如果購房者在無正當理由

的情況下退出交易，則託管費將

賠償給賣方。

Settlement date
過戶日期

「Settlement Date」 或

「Closing」指房屋的過戶日期。

通常而言，過戶日是在買賣雙方

達成協議時，在合同中便事先約

定好的。

注意事項：在選擇過戶日期

時，要確保給自己足夠的時間來

完成房屋檢查，評估和任何其他

條款中的檢查。如果在過戶日之

前沒有履行購買協議中的義務，

那麼可能會被視為「違約」，並

可能失去定金。

Possession date
產權交接日期

產權交接日期是投資購房者

正式擁有所購房產的日期，即買

家可搬入房屋的日期。有時買方

在過戶日即可入住，但有時雙方

同意在過戶日後，仍需等待數日

或數週才能入住。最常見的等待

時間為 30 到 45 天。

注意事項：產權交接日期是

可同賣家協商的，且會影響購房

者報價合同的競爭力。比方說，

如果賣家需要額外幾個月才能找

到新的居住地點，則提供過戶日

後 60 天的產權交接日期可能會

使報價更具吸引力。

Home warranty 
房屋保修保險

房屋保修保險包括了修理供

暖和製冷系統、熱水器、廚房和

洗衣設備、游泳池設備、家具、

家電所需的費用。

注意事項：許多賣家會提供

支付一年的保修保險，以吸引買

家，特別是如果房屋中的電器老

舊和 / 或正處於是買方市場。值

得注意的是，這些都必須清楚的

寫入購買協議中。

購房合同中必知的6個專業名詞

文/盛佳佳 圖/Fotolia

客廳是一個家庭中最重要的

一個區域，在裝修方面需要深思

熟慮，面對五花八門的客廳裝修

風格，我們應該如何選擇？這是

一個極大的考驗。但如果客廳裝

修沒注意以下幾點的話，住久了

都後悔！

客廳裝修 
插頭要留足

隨著電器化的發展，家用電

器越來越多，於是出現了有了新

電器卻沒有插座的情況。所以應

該根據住房面積，按照專業電工

的設計，再綜合家庭實際電器數

量，合理安置電源插頭，並留有

一些待用插頭，以利擴容。

客廳裝修一定要 
留布線圖

布線圖平時可能只能壓箱

底，可是當你打算在牆上打眼

或者鑿洞的時候就知道它有多

重要了。

留布線圖是為了以後方便

的，現在裝修基本上第一步就是

改裝水電，全部都是在牆上開

槽，埋的暗線，如果不留好布線

圖，會給未來家具家電位置的改

動，格局的改裝帶來很多麻煩。

重視瓷磚質量

首先，劣質的瓷磚具有放射

性，對家人的身體健康很不利！

其次，好的瓷磚一定能打造出好

的視覺效果，且經久耐用，不會

輕易出現空鼓或者裂紋，客廳是

一個家的門面，所以在選擇瓷磚

上一定不要吝嗇。

慎選地板

為了節約開支，許多人不捨

得花錢買高檔地板，這是一大失

誤。地板是整個房子使用面積最

廣的材料，質量不好用久了容易

磨損、刮花。

此外，劣質強化木地板很有

可能含有超標甲醛物質的，甲醛

能持續釋放 3 到 15 年。一旦劣

質地板的甲醛超標後，就會嚴重

危害身體健康。因此選擇地板的

時候一定要謹慎。

客廳玄關最好簡潔

玄關特指居所的外門與客

廳的連接處，

是進出房屋的

必經之地。作

為客廳裝修的

一個延伸，玄關

的裝修是尤為重要

的，但許多費盡心計

的家庭將玄關設計得過

於復雜，反而適得其反。

首先複雜化的玄關破壞了

客廳的整體美，其次玄關複雜

化不利於衛生清潔，時間一

長，反而會影響美觀。因此，

在玄關的裝修設計上，要簡

約、實用，既不奪客廳之美，

又便於永葆美麗。

燈飾安裝能少則少

裝修前參考各種客廳效果

圖，發現射燈、

吊燈、牆燈各種組合燈光炫

酷好看，裝修完才發現除了主

燈，其他根本用不上，整個天

花板都被燈飾占據了，複雜又

不好看。此外，射燈雖然瓦數

小，  但它們會積聚熱量，短時

間內產生高溫，時間一長易引

發火災。因此，在射燈的安裝

上應堅持能少則少的原則。

客廳裝修需注意 看過再裝不後悔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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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中 國 訊】從 7 月 份 開

始，亞省最大的天然氣配送商

ATCO Gas 將在約 1400 米的高

空，從飛機上利用電子接收器採

集 120 萬客戶的燃氣表數據。

ATCO 卡爾加里地區運營

副總裁 Ryan Germaine 表示，

抄表員利用飛機工作，效率也會

更高，他們可在短短几天內就完

成過去需要幾週才能完成的工作

任務。

「我們每年可減少 60 萬公

里的行駛里程，所以從安全的

角度來看，我們可降低交通事

故風險，」他說。大約五年前，

ATCO 從手動入戶抄表轉為用

數據車無線讀表。

「我們將飛得很高，以至於

居民不會察覺。」Germaine 還

表示，使用數據車收集數據有效

率為 99%，到目前為止，空中

讀表人員已經達到類似的效果。

「我 們 可 以 在 一 天 內 完

成 卡 爾 加 里 的 數 據 採 集，」

Germaine 說道，在罕見的情況

下，如果數據採集失敗，ATCO
將採用手動抄表的方式。

對 於 ATCO 和 Direct 
Energy 的客戶來說，過渡期

間可能會導致一些計費錯誤，

Germaine 說。這意味著在 7 月

到 9 月間，一些客戶可能在一

個月內收到兩張賬單而有客戶不

會收到賬單。

Germaine 表示，將來有朝

一日，可以採用無人駕駛飛機收

集天然氣讀數，但現在還不行。

「這並不是不可想像的，」

他說，「但目前在這一點上，技

術並不完善」。

【看 中 國 訊】落 基 山 縣

（Rocky View County）計劃在

517 公頃的土地上建設一個大

型購物中心，該中心包括購物

區、工廠直銷店 (outlets)，還

有餐館和咖啡館，三家精品酒

店，一個兒童創意遊樂區，一

個老人生活社區和一個大型辦

公區，規模大約是十字鐵購物

中 心（CrossIron Mills） 的 兩

倍。位於卡城東北部的工業區，

在 Stoney Trail 以東和 Country 
Hills 大道以南。

這一計劃引發了卡城市與落

基山縣之間的爭議。卡城市府擔

本次開發商共提出了 12 項

社區開發提案，提案中包括 17
個新社區開發提議，所有這些新

建社區都在卡城的周邊。經過討

論，其中 8 個新建社區獲得批

准。對於未獲批准的社區建設提

議，委員會表示，如果這些未獲

批准的社區提案能降低投資，以

後也可能會被委員會批准。

市長南施表示，這是「目前

為止」正在進行的最重要的工

作。他說，限制城市擴張將為納

稅人節省數十億加元，但有的房

周末看房团 最新日期
敬请致电查询

卡城東北部購物中心開發提議惹爭論

卡城周邊8個新社區獲准開發

新批准的8個社區規劃圖。(圖片來源：卡爾加里政府網站）

ATCO將在空中
讀燃氣表

心這將對該市的交通網路和應急

服務系統造成瀋重壓力。

「沒有人否認卡城是該地區

的中心，」落基山縣縣長 Greg 
Boehlke 說，「但他們害怕競

爭，他們想獨佔一方。這是浪費

納稅人的錢」。

卡城市府表示，洛基山縣的

這一發展計劃對交通、消防、安

全等問題考慮不周。市長南施說：

「該計劃的實施將會帶來重大的

交通壓力，並帶來安全風險。」

7 月 30 日，亞省市政治理

委員會將對這一市縣之爭舉行

聽證。

屋建築商可能會對這個決定感到

不滿。

「我們還不習慣於對開發方

說，『你們沒有贏得開發權』，

但就這件事說，開發方和委員會

一直合作的很好。他們從一開始

就理解會有贏家和輸家，並理解

如何讓城市發展最好地為城市居

民服務」。

新社區的大部分成本將由向

開發商徵收的稅款承擔，市議會

還批准了 0.5% ～ 0.75% 的小

額房產稅增長，以分散部分融資

風險。「市內的每個納稅人都會

付錢，」南施說，「這是為了分

擔一些風險，並促進城市周邊區

域的發展」。

【看中國記者鐘鼎編

譯報導】近日，卡爾加里

市優先事項和財務委員

會（The Priorities and 
Finance Committee ）
批准了在未來幾年內新建

8個社區的提案。

十字鐵購物中心（CrossIron M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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