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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大一統之千秋基業
Unifying China:
 laying foundation 
for centuries to 
come

D4:卡城東北大型購物中心 
今夏開建  聯合打造「購物天堂」 
Ethnic Shopping Centre 
is being built in northeast 
Calgary this summer

A4:我不是藥神 
救命藥為何天價
Chinese movie 
 blockbuster Dying to 
Survive/Drug Dealer

【看中國記者憶文綜合報導】上週，川普宣

布針對34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徵25%關稅時警

告，如果北京採取報復行動，美國將啟動目前暫

緩的對2,000億美元進口中國商品的徵稅，之後

再按照需要啟動另外3,00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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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徵稅加碼2000億 
北京急尋貿易戰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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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政府兌現了上星期發出

的警告，7 月 10 日宣布擬對價

值 2,000 億美元的進口中國產品

增收 10% 關稅的清單。對此北

京表示「感到震驚」，但尚未宣

布具體的反制措施。

美方這項清單列出 6,000 多

項產品類別，其中包括數百種食

品以及菸草、化學製品、煤炭和

鋼鋁。清單還包括眾多消費品，

如汽車輪胎、傢俱、手袋和箱

包、貓狗糧、地毯、門、自行

車、滑雪板、高爾夫球袋、狗

鏈、海鮮、水果、蔬菜、棉紗、

羊毛、雨衣、棒球手套、服裝、

床墊、電燈、電視攝像機、電

話、平板顯示器等。

中國商務部週三（7 月 11
日）發表聲明稱，「美方以加速

升級的方式公布徵稅清單，是完

全不可接受的，我們對此表示嚴

正抗議」；中方「感到震驚」，

「中國政府將一如既往，不得不

作出必要反制」。中國商務部

稱要「向世界貿易組織追加起

訴」，但未提反擊美方的具體關

稅措施。有報導稱，北京正在調

查美企遷出和評估中國經濟情

況，急尋貿易戰對策。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表示，

針對新的徵稅商品清單，將向公

眾徵求意見。新關稅所涉產品的

聽證會定於 8 月 20 日—23 日舉

行。一位高級官員說，實際敲定

該清單將在 8 月 31 日後做出。

北京面臨壓力

據悉，北京要想直接報復

美國很困難，根據美國的數據

統計，去年美方對中方進口

額為 5,060 億美元，出口額為

1,300 億美元，等量加關稅缺少

稅基。外界觀察，北京可能轉

向非關稅壁壘報復，但此舉措

面臨重重困難。

　《華爾街日報》週三報

導，一名不 具名的中國

官員表示，北京正在推出的報

復措施包括為美國公司提供許

可證，延遲批准涉及美國公司

的併購，以及加強對美國產品

的邊境檢查等。

但北京也憂慮貿易戰是否

會引發外企遷出中國。自中美

貿易戰的開啟，全球供應鏈已

經出現了轉移，一些勞動密集

型產業的外國公司正轉向其他

發展中國家，有的在華美國公

司則遷往美國本土。

「罷買美國貨」是中方目前

輿論宣傳中一種聲音。但中國

20 多年來已經產生了相當數量

掛美國品牌的中國商家，如果

輿論引導民眾罷買美國貨，也

會傷及這類中國企業，可能因

打擊面太大而無法收場。

中美貿易爭端持續六個多

月的時間，已造成中國股市、匯

率市場的波動，近期中國股市蒸

發了五分之一的市值，人民幣匯

率大幅下跌。外界觀察認為，如

果中美雙方繼續加碼、升級為全

面貿易戰，中國股市可能會陷入

更深的熊市。

美各界聲音

據法新社報導，美國政府認

為中國未能遵守 WTO 規則是兩

國衝突的核心，尤其是北京利用

國家資本巨額補貼本國公司，用

低價格碾壓外國私人企業，進而

壟斷市場，是摧毀世界公平競爭

平臺的做法。美國貿易副代表丹

尼斯．謝伊（Dennis Shea）表

示：「中國向國內產業提供大規

模的、扭曲市場的補貼和其它形

式的國家支持。」　

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

（Robert Lighthizer） 週 二（7
月 10 日）說：「一年多以來，

川普 ( 特朗普 ) 政府已耐心敦促

中國停止不公平做法、開放中

國市場、並參與真正的市場競

爭，」「中國非但沒有解決我們

的合理關切，還開始對美國產品

實施報復……這種做法是沒有正

當理由的。」

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

哈賽特（Kevin Hassett）7 月 9
日對 CNBC 表示，一旦中國像

一個發達國家一樣行事，美國將

考慮停止貿易戰。

但美國工商界也存在反對

之聲。據美國之音報導，美國

服裝和鞋類行業協會總裁里

克．赫爾芬貝因週二（7 月 10
日）晚立刻發表聲明，稱川普

政府的這項徵稅措施將損害美

國消費者的利益。

聲明說：「我們敦促政府重

新聚焦處理美國跟中國貿易糾紛

的根本問題，而不是想法子向美

國人徵稅。」

【看中國 2018 年 7 月 9 日

訊】在加拿大，酒駕涉及觸犯刑

法，可不要掉以輕心。近期，

一名已在跨國企業找到工作中

國留學生儒先生（Mr Ru，音

譯），就因為醉駕，不僅失去了

大好的移民機會，還收到了驅

逐令。

2017 年 3 月第一天儒先生

駕車外出時，因飲酒被警方逮

捕，並被指控醉駕（impaired 
driving）罪名。

2017 年 10 月法庭做出判

決：儒先生醉駕罪名成立，吊銷

民生用

大豆、高粱、

海鮮徵稅

醉駕被捕 中國留學生移民泡湯收驅逐令
駕照一年，罰款 1200 加元，再

加上30％的受害者罰款附加費。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一

個半月後，儒先生收到加國政

府發出的驅逐令。這意味著他

永遠不能再入境，除非申請「授

權返回加拿大」（ARC）獲批。

這讓他感到毛骨悚然。

儒先生的案例再度為廣大

學生和移民敲響警鐘。

6 月 21 日， 加 拿 大 C －

46 法案獲得國會的批准和總督

的御准，意味著它將正式成為

法律。C － 46 法案主要強調兩

個方面：1、打擊毒駕 2、打擊

酒駕。

法案將酒駕犯罪的最高刑

期從 5 年提高至 10 年。在加

拿大的移民法中，最高刑期達

到 10 年的罪行，屬於「嚴重犯

罪」，任何永久居民和非公民

（包括留學生、工簽持有者、旅

遊簽持有者），只要被判「嚴重

犯罪」，就會被取消身份，進而

遣返。

現在，酒駕犯罪已經正式

被歸類於「嚴重犯罪」，成為了

所有移民萬萬碰不得的紅線。在加拿大，酒駕涉及觸犯刑法。（圖片來源：Pixabay）

「格列衛」藥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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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本週一（7 月 9
日）據加拿大廣播公司報導，

Cor4 石油公司的一條管線上發

生洩漏，超過 10 萬升的石油和

含鹽採出水從山上流入窪地。

Cor4 得知後立即啟動了應

急措施，並通知了亞省能源監管

機構（AER）。該公司稱「洩漏

的液體已經流出現場，其中一部

分流入低窪地帶的泥沼」。

專家現場評估了對野生動物

的影響，但看來似乎很小。工作

人員已經屯住了溢出的液體，以

免造成進一步的污染，同時開始

從地表回收大量洩漏的液體。

Cor4 首席執行官戴維斯

（Colin Davies）表示，洩漏在

幾個小時後被工作人員在進行管

道壓力檢測時發現。

該洩漏所影響的牧場農地目

前未被使用，土地所有者已經抵

達該地點進行查看。

該公司估計洩漏量為 10 萬

升至 20 萬升，低於最初估計的

25 萬升。

AER 女發言人肯揚（Tracie 
Kenyon）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說：

「這條管線已被隔離並關閉」。

Cor4 總部位於卡爾加里，

成 立 於 去 年 11 月， 接 管 了

Imaginea Energy 旗下的石油和

天然氣資產。

卡爾加里機場大道（Airport 
Trail）擴建是繼 2014 年六車道

機場隧道項目完工之後，機場大

道項目的第二階段工程。

擴建項目主要包括在東北區

第 36 街和第 60 街之間鋪設一

條新道路，並在東北區第 19 街

和機場大道交叉口新建一座立交

橋。項目將於今年開工，並於

2022 年春季完工。

該項目預計花費 1.45 億加

元，由聯邦、省政府和市政府共

同出資。其中，聯邦政府從「國

家貿易走廊基金」投入 5000 萬

加元，省政府撥款 2770 萬加

元，其餘款項由卡城市政府和機

場管理當局籌措。

市 長 南 施（Naheed 
Nenshi）說，「（項目建成後）

將讓人們能更輕鬆地到達機場，

減少擁堵，也使得公共交通中轉

更便利。本項目對卡城東北區的

公交、貨運，新社區、新商業區

和新工業區的建設至關重要」。

全世界一直在關注的泰國

「野豬」足球隊 13 名師生，終

于于 7 月 10 日被成功救出洞

穴，是奇蹟還是科學技術相助？

卡 城 一 家 名 為 Intermap 
Technologies 的公司一直在幫

助救援人員，通過創建複雜洞穴

系統的 3D 成像，繪製了地表、

地下、洞穴等三維地圖，並提供

了被困者可能的位置、水流情

況、可能的入口和出口、深度等

信息，成功地幫助救援隊找到了

最佳的救援路徑。

【看中國訊】長途汽車公司

灰狗（Greyhound）聲明將於今

秋終止在加拿大西部地區的長途

公交服務。

自 10 月 31 日起，灰狗將

完全從曼省、薩省和亞省撤出。

卑詩省的服務僅保留溫哥華至西

雅圖路段。安省西北部將停運，

安省其他地區和魁省的路線將保

留。

灰狗停運的原因是乘客量的

急劇下降。該公司稱，自 2010
年以來，全國乘客量下降了

41%，去年加拿大西部乘客量

驟降了 8%。該公司不久前曾削

減了卑詩省北部的服務，本次服

務削減會導致額外 415人失業。

灰狗加拿大高級副總裁肯德

里 克（Stuart Kendrick） 說，

「很多路線的乘客量都是個位

數。要經營下去，乘客量必須保

持在 30 人以上」。

這一停運將對一些偏遠地區

的居民出行造成衝擊。有許多鄉

鎮居民沒有汽車，許多人會因此

被迫搭便車，從而造成人身安

全風險。例如，在卑詩省北部

的 16 號高速公路上有很多土著

婦女和女孩因搭便車失蹤或被謀

殺。另外據加拿大交通部 2010

亞省管線事故 逾10萬升液體洩漏

卡城機場大道擴建落實

卡城公司協助解救
被困泰國男孩

灰狗從今冬起加西停運

年報告說，缺乏交通工具是鄉村

地區老人「最大的顧慮」，而老

齡人口比例將逐步擴大。

曼省北部某原住民社區酋

長辛克萊（Christian Sinclair）
說，「我們首要依賴這些路線，

因為我們有許多社區成員每天要

到溫尼伯接受醫療」。

伊格內斯（Ignace）是安省

停運的 58 個城鎮之一，由於社

區的車站被取消，人們乘坐之前

必須打電話預約接人。

卑詩省上個月開始了為期一

年的試點項目，旨在其北部開通

公交服務，取代灰狗砍掉的路

線。

在薩省，政府運營的公交服

務於 2017 年關閉，許多社區因

此陷入困境。薩省省長斯科特．

莫（Stott Moe）的新聞秘書排

除了重啟該公交服務的說法，稱

這需要「大量納稅人的補貼」。

相反，該省希望私營客運可

以取代灰狗。薩省西南 Swift 
Current 市的一傢俬營公司已經

開始為薩斯卡通提供服務。

亞省政府年初啟動了鄉村公

交試點項目，將大城市與周邊地

區連接起來。但省交通部長梅森

（Brian Mason）認為該項目主

要是提供大城市周邊短途公交，

並不能替換灰狗提供的長途業

務。他稱目前談及擴大該項目還

為時過早。

梅森說：「儘管很多社區還

有可替代的公交服務，但是灰狗

的停運讓一些社區沒有其他的公

交選擇」。

人們表達了灰狗停運對他們

造成的各種影響，比如會造成公

路上車輛的增加，尤其是冬天會

帶來交通風險；有的人們擔心郵

遞費用會增加；公司僱傭外地勞

工的通勤也面臨挑戰。

灰狗公司此前多年來一直在

和各省級政府和聯邦政府官員溝

通乘客量不足的狀況，但沒有得

到財務上的支持。灰狗也曾試圖

說服讓社區出資，私營客運公司

對基本的鄉村公交服務進行競標

的經營模式。

灰狗的副總裁肯德里克說，

「到頭來，出車頻次降到不能再

降時，仍然看不到可維持經營的

乘客量。這就是我們今天的處

境。很不幸，我們只能做出這艱

難的決定」。

另一家和灰狗業務相似的競

爭者 Red Arrow 表示他們暫不

打算增加客運以填補灰狗留下的

空白。但是有兩家小型私營客運

公司表示他們願意承擔部分灰狗

留下的空白路線，他們有信心通

過採用比灰狗更加靈活的經營模

式，從而在小范圍內實現業務擴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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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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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rk dumplingspork dumplings

濃湯鮮竹卷
  soup of bean curd skin roll

豆沙鍋餅
 mashed sweet bean cake

尊敬的客戶朋友，本店於7月15日～7月23日歇業。
此期間帶來的不便，敬請海涵；

7月24日正常營業，屆時歡迎光臨！7月24日正常營業，屆時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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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廣告 A3VISION TIMES      www.secretchina.com Advertisement第10期    2018年 7月12日—7月18日     

*Monthly price based on a purchase price of $329,360 plus GST with an insured 5 year variable term of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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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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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 越 外 表 。 卓 越 價 值 。
獨 特 驚 艷 的 戶 型 選 擇 且 無 公 寓 管 理 費 。

月付起價：

$1,505 / 月 *

起價 :

$329,360*

  1,336-1,529 坪

  2、3 或者 4 個臥室

  完整景觀設計包括露臺 / 圍欄

  為寵物 / 孩子貼心設計的後院

  無公寓管理費

  可選 16 英尺高天花

  隨時及 60 天內可入住

  僅剩 12 套！

今天搬入，明天就享受您的新居！

以您想像不到的低價獲得超出您期望的價值。
可選 2 個或 3 個臥室，寬敞的步入式食品儲藏
間及洗衣間，還有可選的精裝修地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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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仿製藥成無奈選擇

影片根據江蘇白血病患者陸

勇的真實遭遇改編。陸勇因病耗

盡積蓄後，無力購買正版抗癌藥

「格列衛」，開始從印度購買仿

製藥並轉售給中國病友。這款仿

製藥讓不少病患延續了性命，被

稱為「救命藥」。但陸勇卻被警

方抓捕，在輿論關注下，被關押

了 117 天的陸勇於 2015 年 1 月

獲釋。

格列衛是瑞士諾華公司的

專利藥，用於治療慢性髓性白

血病和胃腸道間質腫瘤，是目

前全球治療白血病最好的藥

物。格列衛在香港的價格為

17000 元 / 月療程（人民幣，

下同），美國為 13600 元，澳

大 利 亞 為 10000 元， 日 本 為

16000 元，韓國為 3000 元，中

國為 23500 元。

據估，中國白血病患者數量

為 400 萬，其中慢粒白血病的患

者不低於 100 萬。買不起天價

「救命藥」，從印度、土耳其、

孟加拉、以色列購買類似藥效，

價格卻低得多的仿製藥，已經成

了中國重病患者無奈的選擇。

【看中國記者邢亞男

綜合報導】中美貿易開戰

前一天，7月5日，大陸電影
《我不是藥神》上映。該片

上映後，立即引發海內外強

烈反響，大陸高價藥等敏感

話題，觸動了老百姓「一場

大病就能家破人亡」的痛

點。為此，中共官方緊急要

求媒體冷處理，以免引發民

情激憤。

16000

瑞士專利藥「格列衛」
在世界各地價格對比
（元人民幣 /月療程）

「格列衛」藥丸

日本

10000
澳大利亞

13600
美國

17000
香港

23500
中國

3000
韓國

藥品零關稅 
救命藥誰在定價？

中國紅十字會旗下一組織的

前高管李塬稱，這個電影上映檔

期，有官方配合貿易戰的意圖，

輿論導向方面，把批評的矛頭指

向外國藥企，強調官方已對進口

抗癌藥實行零關稅，並正在努力

要求外國藥企降價。

李塬表示，其實所有外國

進口專利藥，定價權都在發改

委手中，它禁止專利藥在中國

低價銷售。中國紅十字醫療救

助部原部長任瑞紅也表示，她

本人在職期間曾和這些藥企溝

通，他們表示是中國政府不許

他們低價銷售。

為此，自由亞洲電臺記者致

電曾負責進口藥品定價的國家發

改委價格司進行核實，該機構人

士稱，目前藥品定價權已移交給

今年 5 月剛掛牌的國家醫療保

障局，所以他不能回答該問題。

而國家醫保局迄今為止沒有公開

其辦公電話。

進口藥加價環節 
不止關稅

一直以來，大陸對絕大部分

進口藥物收取 5% 左右的關稅。

今年 4 月 23 日，國務院關稅稅

則委員會發布公告，宣布 5 月 1
日起，28 種進口藥實行零關稅

政策。《我不是藥神》的結尾字

幕，也十分驕傲地向觀眾宣布這

則好消息。然而，進口藥來到中

國，可不止徵收這一份稅。

以治療乳腺癌的赫賽汀為

例，2013 年在大陸要價 24500
元，而香港藥房的最低報價約合

人民幣 14800 元，一江之隔，

每盒藥價格相差近一萬元。當

年，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副巡視員

郭劍英解釋了為甚麼大陸 80%
的進口原研藥價格會高於香港：

「香港沒有 5% 的關稅和 17%
的增值稅，沒有 15% 的醫院加

價，流轉費用也不會達到 20%
多。」

歐洲製藥工業協會聯合會

（EFPIA）2017 年公布數據稱，

多數歐洲國家都對藥品實行了免

收或少收增值稅的政策。英國、

美國、澳大利亞的藥物增值稅為

0%，而中國對藥品徵收的增值

稅和普通商品一樣都是 17%。

去年 7 月 1 日，全國開始

實行藥物零加成政策，取消了幾

十年來醫院約定俗成的 15% 藥

物加價。但這個政策影響的，主

要是醫院採購的國產藥物，而非

進口藥。

許多進口藥已經進入醫院內

部的自費藥房，而自費藥房不受

「零加成政策」約束，仍可保持

15% 的加價。除此之外，藥品

從出廠到抵達患者手中，流通環

境中，還需要巨大的灰色成本。

進口藥有 
「超國民待遇」

2000年，發改委頒布了《藥

品政府定價辦法》，規定「原研

藥」可以給予單獨定價權。意思

是説，國產藥物通常有政府指導

價，但是進口藥的「原研藥」的

價格，可由醫藥公司自己定價。

作者為「伍麗青」的文章

「《我不是藥神》錯了，天價藥不

能怪藥企」披露，處於專利保護

期內的原研藥可以自主定價，這

是全球通行的規矩。然而，在中

國，這個單獨定價權還有一個優

越之處：即使原研藥 20 年的專

「709」三週年 高、王獲首屆中國人權律師獎
【看中國記者楊浩採訪報導】

7 月 9 日是「 709 大抓捕」三週

年。在紐約紀念「709 中國政府

鎮壓維權律師三週年」的活動

上，維權律師高智晟和王全璋獲

得首屆中國人權律師獎。

據「709 大抓捕進展通報」

稱， 截 至 2018 年 7 月 7 日

18:00，至少有 321 名律師、律

所人員、人權捍衛者和家屬被約

談、傳喚、限制出境、軟禁、監

視居住、逮捕。

前中共檢察官沈良慶在推特

寫道：709 大抓捕三週年：除了

周世鋒、胡石根、吳淦和江天勇

諸人正在服刑，若干人緩刑取保

假釋，王全璋案至今尚未結案，

處於生不見人，死不見屍的強迫

失蹤狀態。

獲頒首屆中國 
人權律師獎

在紐約的紀念 709 中國政

府鎮壓維權律師三週年的活動

上，維權律師高智晟和王全璋獲

得首屆中國人權律師獎。

據美國之音 7 月 9 日報導，

高智晟妻子耿和 7 月 8 日代丈

夫領取首屆中國人權律師獎。耿

和說：「今天是高智晟失蹤的第

11 個月，也是第 340 天。」她

在看完介紹高智晟的短片、致獲

獎感言時泣不成聲：「剛才看了

這個短片，我心裡難受，我真的

很思念我的先生，我們 9 年沒

有見面了。在過去的 9 年中，

天天尋找他，一會兒在監獄，一

會兒不知道在哪裡，一會兒在秘

密的地下室。」

另一位獲獎者王全璋至今已

失蹤 1095 天，將近三年生死不

明。他的妻子李文足尋夫維權，

屢遭打壓。李文足通過視頻發表

感言說：「在這個特殊的日子裡

真心感謝律師同行們，感謝你們

在艱難嚴峻的形勢下沒有退縮，

給予我們各方面的幫助。」

李文足在給丈夫的家書中寫

道：「兒子最近總是問：『我的

爸爸是不是死了？』我一直堅定

的告訴兒子：「你爸爸去打怪獸

了，打完怪獸就回家！」

流亡美國的維權律師陳光誠

代王全璋領獎，他的妻子袁偉靜

舉著「文足加油」的牌子說，維

權律師遭受迫害，每個家庭都是

百分之百的痛苦，妻子和家裡的

支持非常重要。

江天勇律師記憶衰退  
疑似遭到藥物迫害

《看中國》記者 7 月 9 日在

電話中詢問江天勇的律師陳進學

有關江天勇近況時，鑑於受中共

監聽，陳進學律師稱，電話中不

便談論此事，有關信息可以到網

上查閱。

江天勇曾經手了陳光誠案、

高智晟案、法輪功個案等，

2009 年，當局吊銷了他的律師

執照。

2017 年 11 月 21 日被當局

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非法

判刑 2 年，關押在河南省第二

監獄。據他家人披露的最新消

息，江天勇現在被迫害得連女兒

幾歲都記不住了。

江天勇的妻子金變玲說：

「江天勇的父親問江天勇，有沒

有吃藥啊，然後他就說每天兩次

藥，問他吃啥藥，他說不知道，

他不能不吃，記憶力衰退特別

厲害，就說平常的日常小事，

還有以前的事，他根本就不知

道……」

江天勇在被捕之前曾經發過

聲明：「1. 我絕不會自殺，只能

是被自殺；2. 我已委託有律師，

不會不請律師，堅決拒絕官方指

定律師；3. 我是血肉之軀，不

那麼堅強，我在非自由狀態下

的放棄、悔過、承諾都是無效

的。」

金變玲曾在美國國會聽證會

的證詞中提到 2014 年 3 月 20
日，江天勇在黑龍江建三江為一

名法輪功學員辯護時，被當地國

保非法抓捕，被關押 16 天，期

間江的八根肋骨被打斷。

儘管如此，江天勇仍然堅持

留在大陸，和中國有識之士一

起努力改變這個社會：「要想改

變，就留下來，和別人努力一塊

改變，必須改變，不改變不行！

如果你覺得難、危險，你不做

了，那就永遠這樣了，一點沒有

希望了，如果不抱希望，那真就

絕望了。你得抱希望，大家一塊

來，開始人很少，人越來越多，

它就必然會完蛋。」

繼王健後 又一陸企高管猝死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海航集團董事長王健墜亡事件不

足一週，又傳出一中國金融企業

高管突然去世的消息。媒體 10
日報導，券商研究的領軍人招商

證券研究發展中心研究總監楊曄

於家中猝死，兩天後才被發現。

7 月 10 日，財新網報導，

招商證券研究發展中心研究總

監、董事總經理楊曄在家中去

世，年僅 48 歲。

報導說，楊曄是在自己家中

去世，因為個人獨居，因此兩天

後才被發現。他的朋友圈更新也

停止在 7 月 7 日。報導稱，楊

曄死亡的原因是心梗，時間是 7
月 9 日晚。

而《券商中國》則稱，楊曄

是於 8 日在家中去世的，但上

述消息均未獲確認。

就在去世前 10 天，楊曄還

作為嘉賓出席某私募評獎論壇。

６月 28 日，在揚州召開的第

十三屆新財富券商研究所高峰論

壇；6 月 30 日，在蘇州召開的

第九屆中國私募金牛獎論壇，兩

場活動楊曄都作為嘉賓出席，並

發言，其中還擔任了金牛獎的開

獎嘉賓。

近年來，中國企業高管「突

發」意外死亡頻傳。在楊曄之

前，海航集團聯合創始人王健於

7 月 3 日在法國公務考察時意外

跌落身亡。由於海航正處於資金

鏈斷裂的敏感時刻，王健之死轟

動輿論。

又如 2 月 28 日，中共元帥

陳毅之子陳小魯突發心臟病猝

死。而陳小魯一直被指為安邦集

團的大股東。

【看中國訊】7 月 9 日晚上

9 時，川普總統提名華盛頓 DC
巡迴上訴法院法官卡瓦諾（Brett 
Kavanaugh）出任最高法院大

法官，接替肯尼迪（Anthony 
Kennedy）大法官 7 月底退休

後留下的空缺。

今年 53 歲的卡瓦諾，具有

完整法律資歷，川普總統 8 日

在白宮東廳引薦他時表示，「卡

瓦諾法官擁有無可挑剔的資歷，

在整個法律界，他被認為是法官

中的法官。」

卡瓦諾是一位保守派，被川

普形容是「當代最敏銳的法律學

家，沒有人比他更有資格出任大

法官」。川普呼籲兩黨參議員

支持這項提名，迅速通過確認。

川普提名卡瓦諾
接肯尼迪大法官

三中案臺北偵結
馬英九等被起訴

【看中國訊】臺北地檢署偵

辦三中案 7 月 10 日偵結全案，

依涉犯證券交易法之非常規交

易、特別背信罪、刑法背信等罪

嫌，起訴前總統馬英九、前中投

董事長張哲琛、前中投總經理汪

海清等 6 人。

北檢痛批馬等 3 人機關用

盡，力謀脫罪，犯後態度不佳，

建請法院從重量刑，以示警誡。

除了馬英九等 3 人，北檢

另依涉犯刑法商務侵占、公益

侵占、背信、洗錢防制條例之

洗錢、商業會計法之故意遺漏

會計事項不為記載致使財務報

表發生不實結果等罪嫌，起訴

蔡正元、蔡妻洪菱霙、蔡的岳

父洪信行。

利保護期過了，醫藥公司依然可

以享受單獨定價的優惠政策，不

需要遵循政府的指導定價。這就

是業內被人詬病的進口藥的所謂

「超國民待遇」。

專利權過期後，國產品種和

進口品種的地位本該相同，都應

該服從政府的價格管制。然而，

在這個環節，中國政府對原研藥

特權的態度，在國際上是獨一無

二的異類。其他國家，專利期過

了之後，原研藥會失去原先的特

權，價格會大幅下降。

三期臨床試驗成本

事實上，大陸病患買到的進

口藥，還有第二份中國專屬的研

發成本。據 2012 年北京大陸藥

業公司披露的數據，在中國進

行三期臨床試驗的成本大約是

300 ～ 700 萬美元，而在多數

國家，已在國外安全上市了多年

進口藥物是不需要重新進行臨床

實驗的。

74億元慈善藥物
《21 世紀經濟報導》2011

年報導，為讓更多患者獲得治

療，格列衛的研製方諾華公

司於 2003 年開始在全球啟動

格列衛患者援助項目（簡稱

GIPAP），向符合條件的患者免

費贈送格列衛。GIPAP 在大陸

的合作夥伴是中華慈善總會。截

至 2010 年底，諾華已向中國患

者捐贈的格列衛累計價值超過

74 億元。

但在 2010 年底開始，陸續

有人爆料稱，中華慈善總會將受

捐的格列衛以 25000 元的價格

賣給患者。

中國金融企業招商證券研究所所

長楊曄在家中死亡，兩天後才被

發現。（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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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集體籲追責黨內

7 月 6 日，香港「香港 01」
發表了幾名「匿名官員」專訪，

從對話內容判斷，受訪者包括外

交系統、政府部門和經濟領域的

官員。

這些官員稱，習近平提出

的「太平洋容納論」和「一帶一

路倡議」等外交思路，被中共一

些官員和部分黨媒「曲解」為要

和美國「平起平坐」，產生「圈

定自身勢力範圍的自我幻想」，

貿然宣傳大國崛起，布局對外擴

張，試圖稱霸世界。而中國媒體

狂熱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報

導，沖昏了不少官員和民眾的頭

腦，也讓中國國際形象損失慘

重。

這些官員認為，中美關係

走到今天，追究中共內部問

題，曲解中央意圖做出不當判

斷，發出不當指令的官員和大

肆渲染民族民粹主義情緒的一

些媒體應負首要責任。他們甚

至認為，黨內這些人，是「真正

的敵人」。另外，官員還特別

提到，目前中共黨內對「浮誇拍

馬」之風仍未重視與反思，在中

美貿易戰的當下，延續當前的

政治氛圍其實是非常不利的。

儘管這些受訪「匿名官員」沒有

具體點名，外界懷疑其矛頭指

向分管黨務和宣傳的現任政治

局常委王滬寧。

應對貿易戰 
內部分歧嚴重

臺灣中文媒體日前曾引述

「圈內人士」稱，王岐山、劉

鶴、汪洋、胡錦濤等務實派深知

國力疲憊，不堪一戰。但「不諳

實務的大員」和「居心叵測的保

守派」極力鼓吹民族主義情緒，

鼓吹與美開戰。

文章沒有點出「不諳實務的

黨務大員」的名字，有評論認

為，按照高層內部分工，疑指向

負責黨務的政治局常委王滬寧。

「筆桿子」出身的王滬寧在

江澤民主政時開始上位，歷經

胡、習，被稱「三代國師」，此

前官媒對習的包括「人民領袖」

等多項包裝公布，以及中共早前

公開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據說

都是出自其主意。

6 月稍早些時，習的親信劉

鶴作為中美對話牽頭人，也遭到

輿論狙擊。

多維網 6 月 23 日發文披

露，中國國內輿論界已開始滋生

出不滿情緒，有傳言中南海對這

次牽頭中美經貿磋商的中共副總

理劉鶴有所不滿，「一些高層提

議由另一位副總理胡春華牽頭繼

續……」

而早在劉鶴兩度往美國談判

之際，官方喉舌《環球時報》就

施壓中方代表團：不可能帶回一

個「不平等條約」。法廣當時指

出，這樣過分的用詞很危險。中

共共青團中央更曾在其官方微博

轉發了一張中美貿易談判和百年

前的《辛丑條約》對比圖，作出

「賣國」的相應暗示。

分析人士稱，習近平之前

一直是在黨內主戰和主和兩派

之間搞平衡。但形勢所逼，可

能迫使他在黨內左右之間作選

擇。

習難覓接班人 四天三度喊話

習連續喊話

香港《明報》近日刊發評論

指出，十八大後，中共忽然陷入

了後繼無人的尷尬。

文章說，6 月 29 日，中共

政治局審議通過有關培養選拔優

秀年輕幹部的文件；7 月 2 日，

習近平在同共青團中央新一屆領

導班子談話時要求將培養「接班

人」作為根本任務；一天之後，

習近平在出席全國組織工作會議

時，又提到要培養選拔一定數量

規模的「可靠接班人」。

文章稱，四天三個會議談論

年輕幹部問題，中南海憂慮之

情，已然浮現。

據香港《東方日報》2017
年 10 月刊發的文章稱，十九大

沒有「立儲」，可能是因為習時

代剛開始，習不想夜長夢多。但

當局終究還是要認真考慮政治接

班人的問題，這也是習近平未來

五至十年最大的課題之一。

中共紅二代羅宇今年 3 月

12 日對希望之聲表示，習近平

尋求無限期延長國家主席任期，

正是因為「在專制的體制下，他

找不到接班人，所有的人都是雙

面人」。

事實上，外界發現，在中共

體制之下，現在的中共較年輕的

副國級和省部級大員當中，包括

習近平的所有親信，有所謂資歷

和威望的幾乎沒有。不少官員更

是屬於醜聞纏身的「帶病提拔」

者，比如天津書記李鴻忠、雲南

省長阮成發等人。而其他反腐之

後上來的官員也並非乾淨。

政治分析人士陳破空認

為，中共現行制度無法解決最

高權力交接問題，故而總是伴

隨血雨腥風。偶然因素和突發

事件隨時可能出現，打亂既定

的接班格局。

中共十九大前，原來號稱中

共「第六代接班人」的孫政才突

然落馬，打破了中共「接班」的

慣性幻影。隨後另一備位的隔代

「接班人」胡春華，和同樣是接

班熱門人選的習親信陳敏爾，均

未能晉級進入政治局常委會。

危機四伏

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成功將

習思想寫入黨章；中共人大今

年 3 月 11 日又刪除了憲法中對

國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的內

容。

外界分析習近平修憲的原因

時，認為其中隱藏習近平不放心

的因素。

習十八大上臺後，在黨政

軍開展了規模空前的反腐「打

虎」。一直有傳聞指，遭重創

的政敵仍蠢蠢欲動。《北京之

春》名譽主編胡平 2017 年 8 月

初說，習會繼續謀求掌權，「他

走到這個位置就沒法停住，放棄

了權力他就面臨巨大危險。」

有海外媒體分析認為，未來

中共內部的矛盾或將會激化，較

量將主要是習與中共體制內部之

間的「戰爭」。

《看中國》3 月刊文說，習

身邊智囊王滬寧在討論政權安

危時稱，「我們也要研究這個問

題，要注意四大系統」，即軍

隊、政黨、官員和知識分子。王

滬寧確信只要這四個系統不發生

問題，中國就能穩定發展。

文章認為這四個系統現均已

出了不可逆轉的問題：軍隊、官

員均已腐敗成性，反腐越反越

腐；政黨不斷加大意識形態管控

顯示危機加深；知識分子中，大

量的因言論遭拘禁事件發生，引

起強烈反彈。

文章引用了王岐山在中紀委

第 52 次常委會上的發言，稱中

共體制已經瀕臨崩潰的臨界點。

近期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爭

端給北京方面帶來巨大壓力。

7 月 6 日中美關稅大戰開

始。美方胸有成竹，窮追不捨。

海外時事評論家「小民之心」認

為，貿易戰的嚴重性對中共而言

已經危及政權，代表中共黨運衰

退。

【看中國記者李文隆

綜合報導】中共十九大和今

年兩會之後，因習近平未按

中共慣例安排接班人，引發

外界連任猜想。有觀點認為

這是因為實在沒有被習認可

的接班人選。港媒日前稱，

習近平近日幾度為幹部年輕

化喊話，說明中南海正為接

班人問題困擾。

接班人恐非習當下面臨的最急切問題。（Getty Images）

原北京副書記
斂房術多花招

【看中國訊】北京市西城

區原副巡視員侯九義受賄案一

審判決書日前公開。因受賄

586 萬餘元，侯九義獲刑 10
年。媒體披露，侯九義案牽涉

已經落馬的北京市委原副書記

呂錫文。

判決書顯示，2003 年前

後，時任西城區長呂錫文的丈

夫于某，找到侯九義，說想在

廣州買房。得知侯九義在當地

有個朋友徐某，于某便希望 3
家一起買。最終，他們看上了

一套珠江花園的單體別墅，每

家掏 60 萬，以 180 萬元的價

格買了下來，侯九義所出的

60 萬來自於他剛剛收下的一

筆賄賂。

2014 年，社會上傳出呂

錫文要被調查的事情。于某便

找到侯九義，要把房子賣掉，

以規避調查。誰知該別墅因為

曾經大規模翻修過，偏離原來

的規劃，無法上市出售。

官方反腐片曾披露，呂錫

文收錢的一大特徵便是「以房

牟利」。一家國企在北京黃

金地段開發了一個小區。為

「表示感謝」，他們告訴呂錫

文可以以內部價格購買一套住

房。呂錫文自己買下一套房子

後，又陸續為家人、親戚，以

低價購買了五套住房。其中，

在她自己和直系親屬名下的有

三套。這三套房的價格和市場

價格之間，相差達到兩千多萬

元。

2015 年 11 月， 呂 錫 文

被查，她是十八大後北京落

馬的首名「老虎」。 2017 年

2 月，呂錫文因受賄獲刑 13
年。據香港《爭鳴》2015 年

12 月號報導，呂錫文是江派

大員賈慶林在任北京市委書記

期間開始獲得重用提拔的，接

替賈慶林的劉淇則對呂的仕途

起了關鍵作用。

關稅戰背後權鬥暗湧 暗責王滬寧？

中美貿易戰正式開始，高層內部流傳出指責之詞，外界懷疑這指向負

責黨務和宣傳的現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滬寧。（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李文隆

綜合報導】中美關稅戰7月6
日開打，同一天，多個匿名

的中共官員罕見借港媒專訪

就貿易戰發聲。他們指責黨

內有部分官員和媒體「曲解

習近平戰略思想」，行事莽

撞，要負主要責任。這種表

態引發外界關注。

傳令計劃落馬後 有中央警衛局少將自殺
【看中國訊】有海外媒體日前

披露，前中辦主任令計劃被雙開

後，外界一度盛傳中央警衛局供

應處處長因捲入令案在中南海內

跳樓身亡。

消息指，跳樓自殺的管理局

負責人是正師級，大校軍銜，是

負責中共政要在玉泉山生活的。

但報導沒有提及自殺者的具體身

分和真正原因。而據海外《新史

記》雜誌援引瞭解中南海內情的

消息人士披露，跳樓自殺者確有

其人，系令計劃的下屬、中央警

衛局供應處大校處長。此人剛剛

晉升為少將，就突然跳樓自殺身

亡，而且是在中南海內跳樓。

消息還稱，該處長之死究竟

是自殺？還是他殺？引起有關部

門的調查，卻意外發現供應處裡

有一名女軍官的丈夫，竟是江澤

民的司機之一。調查組馬上對這

名女軍官及其丈夫全面監控調

查，得知這名女軍官是令計劃的

情婦之一。令計劃曾擔任中辦常

務副主任、主任長達 10 年，培

養了大批親信。令落馬後，中辦

及與中辦有密切關係的中央警衛

局的人馬不斷被清洗。

習近平 2014 年曾先後三次

到中辦視察，強調中辦人員必

須「絕對忠誠」，還要求遠離各

種「小圈子」、「小兄弟」等。

此後，時任中辦主任栗戰書於

2014 年 9月展開了大整頓，數百

人員被要求表態。並對中辦調研

室、秘書局、警衛局等大改組。

中央警衛局及所屬部隊的整

頓採取分期分批撤換、調防、轉

業形式進行。被撤換的官兵都需

立下軍令狀保密，如違反，一律

按情節移交軍事檢察院查辦。

在這次大清洗中，中共中央

警衛局（中警局）的 95% 的官

員先後被撤換或調離、轉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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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尋庇護 中國人最多

據 報 導， 美 國 國 土 安

全 部 公 民 與 移 民 服 務 監 察

辦 公 室 (DH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 
Ombudsman) 在 2018 年 度 報

告中指出，USCIS 的移民申請

積壓嚴重，截至今年 3 月 31
日，等候最終決定的政治庇護

案件，已有 31 萬 8624 件。

USCIS 辦理政庇部門的員

工，已從 2016 財年的 533 人，

增加到 2018 財年的 686 人。

今年 1 月起，USCIS 宣布大幅

修改政庇面試安排政策，以「後

來先出」(last in,first out) 的原

則，優先處理新提交的申請。

報 告 提 到，2017 年 至

今，政庇申請批准率大幅下

降；2017 年政治庇護獲批率為

34%，但進入 2018 財年，截至

2018 年 2 月，已降到 26%。

中 國 是 政 治 庇 護 申 請

者 最 多 的 國 家 之 一， 榜 上

有 名 的 國 家 中， 薩 爾 瓦 多

(El Salvador)、 危 地 馬 拉

(Guatemala) 和墨西哥均為中南

美洲國家。

但中國人的政治庇護申請

案件批准率達 42%，薩爾瓦

多申請者為 35%，危地馬拉

33%，墨西哥只有 9%；中國人

政治庇護申請獲批案件中，最

常見的是宗教信仰原因，其次

為強制墮胎，第三為政治因素。

據 美 國 司 法 部 歷 年

的《移 民 行 政 辦 公 室 統 計

年 鑑》（Executive Office 
o f  I m m i g r a t i o n  R e v i e w 
Statistical Year Book），至少

自 1997 年以來，每個財年美國

批准的庇護申請個案中，中國

申請人都是比例最大的群體，

2003 年以來的比例依次為：

27%、26%、25%、30%、

35%、32%、34%、38%、

41%、45%、46% 和 45%。從

人數來看，中共開始全面鎮壓

人數眾多的信仰團體法輪功的

1999 年（美國財年），有 2183
人獲得美國的政治庇護，較前

一財年的 1566 人有明顯增加，

到 2014 年達 3976 人。

慶祝美國國慶 
NASA發群星照

【看中國訊】美國國家航空

暨太空總署（NASA）7 月 4 日

發布一張閃閃發光星星的圖片，

說「年輕、閃耀的群星如同空中

綻放的煙火。」NASA 表示，

這片星雲距離地球兩萬光年遠，

屬於船底座（Carina）。

【看中國訊】一年一度的吃

熱狗國際大賽，日前在紐約布碌

侖康尼島（Coney Island）「內

森 熱 狗」（Nathan's Hot Dog）
舉行，吸引了數千人前來觀看。

世界第一「大胃王」、來自

加州的喬伊．切斯納特（Joey 
Chestnut）以 10 分鐘內吃掉 74
個熱狗的戰績蟬聯榜首，並再一

次刷新了自己去年創造的 72 個

熱狗的紀錄。

切斯納特不但是吃熱狗大賽

的冠軍，還保持著吃牛肋、蛋奶

餅，甚至炸蘆筍等 15 項全美及

世界紀錄。他還打破過若干吃東

西比賽的世界紀錄，比如 7 分

鐘內吃掉 5 公斤的意大利麵，

10 分鐘裡吃掉 188 個墨西哥辣

椒。

令人驚奇的是，一次快速吃

那麼多東西，卻對他的健康沒有

任何影響。他的膽固醇含量正

常，體重處在平均值上，消化系

統也工作正常。

【看中國訊】香港 65 歲以

上長者人口約 116 萬，人口持

續老化，因安老配套不足，獨

居老人創新高。許多長者正在

輪候政府資助宿位。根據統計

數字，香港去年有 6259 名長

者在輪候期間離世。

他們為何不去私營的安老

院舍？事實上，香港的私營安

老院舍缺乏監管、問題頻生，

居住環境不佳，過去也多次傳

出虐待老人的事件。

香港的老人間經常流傳一

句話，就是「寧願獨居終老，

也不去私營安老院。」有老人

表示，自己行動不便，但對私

營院舍沒有信心。

【看中國記者李樂綜

合報導】6月28日，美國國土
安全部在一份給國會的報

告中，指美國公民及移民服

務局(USCIS)政治庇護申
請積壓案件已超過30萬件，
中國是政庇申請者最多的

來源國之一；2018財年整體
政庇案件批准率為26%，但
中國人申請難民的政庇案

批准率達42%，最常見為因
宗教原因獲得批准政治庇

護。

吃熱狗國際賽 
大胃王再創紀錄

安老配套不足 
香港獨居老人多

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USCIS)(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李文隆綜合報

導】《中國軍報》日前刊登評論

文章指出，軍隊幾十年沒有打仗

了，「和平病」已滲透到方方面

面。分析人士認為，這顯示軍方

對其真正戰鬥力仍然感到擔憂。

自從 20 世紀 70 年代中越

戰爭結束後，中國軍隊基本沒

有參加過大規模的戰爭。《中

國軍報》7 月 2 日刊登評論文章

指出，「從實際情況看，我軍幾

十年沒有打仗了，和平病已滲透

到方方面面，如果不下決心挖根

除弊，打起仗來必將付出沉重代

價。」

文章強調，和平病根子在安

享太平。糾治和平積弊，首要的

是喚醒軍人的初心，強化打仗意

識。文章援引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習近平的話說，軍隊就是一個戰

鬥隊，是為打仗而存在的。

習近平不止一次地對軍隊發

出訓令，命令軍隊準備好打仗，

稱軍人要有血性，軍人要不怕死

亡等。習近平也多次說，軍隊建

設中的一個明顯的短板是許多年

沒有打仗，缺乏信息化條件下作

戰的經驗，缺乏實戰檢驗。

美國之音援引美國亞洲

軍務專家，國際評估與戰略中

心資深研究員理查德．費舍爾

（Richard Fisher）說：雖然中國

軍隊在進一步現代化，購買更多

的現代武器，重新改組，強調聯

合和攻擊作戰等，但是它的可信

度卻沒有同步增長，總體來說，

這是一支沒有經過檢驗的軍隊。

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

高級研究員及政治和軍事分析中

心主任理查德．魏茨（Richard 
Weitz）則說，中國軍隊的戰鬥

力一直以來還是個「迷」。

中國軍隊近年除了裝備的升

級換代外，從 2016 年開始，還

為進一步提高軍隊的實戰能力，

加大軍事演習頻率。 2016 年一

年裡，中國就有 15 支各兵種部

隊參加多達 100 多次軍事演習。

不過，旅美政論家陳破空說，中

國軍隊所謂的戰鬥訓練，都是在

造假。不管是海底訓練、沙漠訓

練，他們用各種各樣的方式造

假，戰鬥訓練根本就沒有完成。

港媒《蘋果日報》有分析文

章認為，中共方面不敢打仗，因

為沒有把握。文章說，中國軍隊

的貪腐世人皆知。十八大後被查

處的副軍級以上軍官達 62 人，

包括中央軍委前副主席徐才厚、

郭伯雄等五名上將。整個指揮系

統爛成這樣，下級軍官會不貪

腐？這樣的軍隊能打勝仗？

很多「第一家庭」對孩子的

要求很嚴格，條條框框比普通小

孩更多。「第一家庭」的孩子在

出席各種場合時，行為舉止必須

端莊得體。

此外，「第一家庭」的小

孩，必須嚴守白宮的規定。他們

在白宮或汽車裡不能隨便打開任

何窗戶。汽車的車窗被塗成黑

色，在公共場合時也要確保人們

無法清晰地看清他們的臉，此

外，白宮的窗戶必須關上，防止

有人從外面看到他們。

美國特勤局為美國總統和副

總統的妻子和孩子提供全天候的

保護，為了保障白宮孩子的安

全，沒有特勤局的人陪同，孩子

幾乎哪兒都不能去。普通家庭的

孩子即使自己還不能開車，也可

以讓家長開車送自己出去玩。白

宮的孩子就沒有這個自由了。

大多數美國總統都會把孩子

送到私立學校讀書。私立學校規

模小，比公立學校更安全。

在白宮內還有諸多限制。白

宮裡有許多名畫、家具和歷史文

物，住在白宮就像住在博物館

裡。換句話說，到處都是「請勿

觸摸」的東西。住在白宮裡，有

的房間即使是「第一家庭」的孩

子也不允許入內。他們從很早就

被教育要尊重白宮的歷史，年紀

越小被管得越嚴。

第一夫人們有重新裝飾白宮

的特權，可以根據個人品味做一

些改變，而且通常是第二、三

層。孩子們也不能到處跑到處

玩。還有，進了白宮，並不等於

可以「白吃白喝」。

據 MARKETPLACE 報

導，「第一家庭」搬進白宮，除

了房租是免費的，其他一切費用

自負。

中國軍方憂慮「和平病」原來白宮也有「家規」

【看中國記者蘇菲編

譯報導】也許不少人認為，

美國總統的孩子很幸運。其

實美國「第一家庭」的孩子

不好當。在白宮居住的孩子

們都要遵守「家規」。

【看中國記者明思綜合報導】

一名在香港住 5 年，上海住 10
年的王姓男子，一年前搬回臺灣

後，在臉書上分享了上海和臺灣

的不同，並不解地寫下「我不明

白臺灣到底有甚麼不好。」

王姓男子在文中提到，上海

跟臺灣真的有很大的不同，但並

不明白臺灣有甚麼不好，該篇臉

書發文引發網民熱議，更獲得 4
千多讚，上千條分享。

王男從生活細項上比較臺北

和上海，就飲食方面，他提到，

臺灣的便宜又好吃，但上海便宜

的絕對不好吃，而且還會拉肚

子，貴的通常也不好吃，要非常

貴才可能好吃。

在居住方面，上海水電費用

是臺灣的 1.4 至 1.6 倍，如果在

上海的收入沒有臺灣的 1.4 倍以

上，留在臺北工作也未嘗不可，

特別是臺北的垃圾需要做分類處

理，不過上海則是一大包垃圾隨

便丟就好了。

出行方面，出租車在臺灣隨

招隨停，而且司機態度熱情良

好，收費也比較便宜，車子大多

都很乾淨，但上海的是又臭又

髒，招手也不一定會載你，在臺

北坐地鐵很有秩序，任何人都會

依序上下車，無人推擠，但上海

地鐵入口有 X 光機，隨時準備

對付「恐怖份子」。

醫療方面，臺灣健保人手一

張，十分好用，特別是臺北就醫

方便，品質也很好，而上海就算

有醫保的你不會想去，不用醫保

的，價格貴到會讓人發抖。

文中還提到在上海，雖然帶

手機出門就可以搞定一切，線上

支付很便利，但每個人所有消費

明細都被人看光光，毫無隱私可

言。而在臺北，很多商店連信用

卡都不用，但個人隱私絕對可以

確保。

上學方面更是現實，在上

海，小孩要進哪個學校父母都要

面試，地位收入不說，高矮胖瘦

也要納入評比，在臺北，只要你

能來，學校是熱情歡迎家長和學

生。

【看中國訊】 網絡時代，

父母都不好當！父母試圖跟上快

速發展的科技， 即便如此， 有

時還是很難知道孩子們在電腦上

幹甚麼。 美國之音報導， 父母

們雖然不時地監督孩子在玩甚麼

軟件， 還在他們的手機上設置

了種種限制， 可孩子還是會找

到各種聰明的方式在父母的眼皮

下玩手機。 一位母親說， 除了

每天的養育責任之外， 監督孩

子的社交媒體活動是父母的又一

份全職工作。

珍妮婭． 比文斯有一個 13
歲的女兒。 她說：「你不可

能隨時都無處不在。 」 珍妮婭

說， 靠技術手段無法保證孩子

上網時萬無一失。 她封閉了女

兒手機上的推特， 可是 13 歲的

艾麗爾通過其他途徑登錄， 還

收到一名陌生人的短信。

里奇． 維斯托奇是一位退

伍警探， 專門偵查網絡犯罪。

他說， 父母太信任孩子了。 現

在的孩子可以通過 Whatsapp，
Houseparty 和 Musical.ly 等 軟

件和陌生人聊天。

一位母親完全不知道 13 歲

的女兒在 Snapchat 上和一名不

認識的男孩聊天， 還是她的大

女兒告訴了她。

臺灣男子臉書發文 對比臺灣與上海 孩子在網上幹啥 你知道嗎

（www.nasa.gov）

美國白宮（公有領域)

臺北生活便利，交通發達。 
（公有領域）

小孩子玩手機，讓父母操心。
（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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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戰還可以這樣打？

中國對美國部分進口商品

加徵關稅措施已於港、臺時間 7
月6日12：01開始，正式實施。

據媒體報導，當天上午，一

艘裝載著大豆的美國貨船「飛馬

峰號」正在接近大連港，「飛馬

峰號」能否在 25% 關稅落地前

抵達其目的地？引起網絡熱議。

媒體稱：「這艘載有 7 萬噸美國

大豆的貨輪，正以『生死時速』

狂飆衝向大連港，最後並未能按

計畫趕到目的地。」

據報導，這艘貨船上載有的

大豆價值超過 1.5 億元人民幣，

買家為中國央企－－中儲糧總公

司。根據最新關稅政策，一旦新

的加徵關稅措施正式實施，「飛

馬峰號」報關後將被額外徵收上

千萬元人民幣的關稅，那麼，這

部分多出來的「成本」究竟是由

誰買單？

彭博社報導，據知情人士透

露，如果買家從美國進口大豆，

表示是用於國家儲備，中國將補

償 25% 的關稅費用，即買家會

先支付關稅，然後由政府報銷。

上海匯易諮詢首席分析師李

強表示，早前購買的大部分國儲

大豆訂單已經取消。李強說，

「可能會有某種形式的補償」，

因為這些貨物是代表政府購買

的。

作為糧食安全戰略的一部

分，中國政府持有相當數量的大

豆儲備。

雖然部分中國儲備糧庫已停

收大豆，但美國農業部表示，中

國國有企業的部分大豆進口可能

就是用於收儲。

在中、美貿易戰有升級跡象

之際，大豆成為中、美雙方一個

關鍵的博奕商品，因為中國是全

球最大的進口國，2017 年在全

球採購了約 9700 萬噸大豆，並

且中國也是美國最大的客戶，去

年貿易額達到 140 億美元。

7 月 10 日，根據中國《經

濟日報》發文稱，中、美貿易摩

擦對中國大豆市場的影響有限可

控。專家認為，貿易摩擦必將成

為中國大豆產業變革的一次重要

機遇，但是美國農業部預測，中

國在 2018 ～ 2019 年的大豆進

口可能超過 1 億噸。

美國大豆出口委員會區域主

任 Paul Burke 表示，如果中國

打算讓他們的加工廠在今年第四

季度和明年第一季度初繼續運

營，「即使是 25% 關稅的情況

下，他們仍將需要進口美國大

豆」，因為沒有其他選擇來彌補

短缺。

根據海關數據，中國在

2017 年第四季度和 2018 年第

一季度從美國進口了約 2500 萬

噸大豆。

富國銀行投資戰略分析師

多尼薩努（Peter Donisanu）在

最新的一份報告中寫道：「雖然

美、中貿易戰的前景有增加，但

我們仍相信風險可控。」報告並

沒有把這場爭端描繪成會升級為

全面戰爭。

美國東部時間 7 月 6 日零

時剛過，美國對價值 340 億美

元的中國商品加徵進口關稅的決

定正式生效，中國也很快做出同

樣的報復決定，全球排名第一和

第二的二大經濟體，已經到了全

面貿易戰的邊緣。

美國加徵中國商品關稅主要

以工業用機器設備為主，與美國

不同的是，中國的報復性加徵關

稅產品清單，涵蓋相當比例的民

生必需品，包括：大豆、高粱、

海鮮、肉品、乳製品等，其他則

為石油、塑膠製品、醫療器材

等。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

綜合報導】川普政府對首批

34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
25%的關稅不到一週，再次
公布將對2000億美元的中
國商品加徵關稅。而中、美

貿易戰中，美國大豆成為關

注焦點，不過有消息稱，中

國對進口商實施先徵稅，然

後再補償25%關稅費用的
措施。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

導】7 月 10 日，中國知名物業

顧問、仲量聯行的專家表示，未

來幾個季度房地產市場的嚴格調

控政策將繼續保持，而開發商基

於資金壓力，將加快推出樓盤，

在政府限價政策下，房價有下行

壓力。

中國融資政策收緊、監管措

施不斷加碼、媒體報導也越來越

咄咄逼人，這些讓房地產開發商

們在這個夏季感到陣陣寒意。各

大房企正拼盡全力回籠現金，或

採取其他方式自保，力求資金鏈

不斷裂。

各個房企的回籠資金策略略

顯激進，直觀的反映在他們的銷

售數據上，房企們上半年的銷售

業績高漲，甚至創下了史上最高

紀錄。今年上半年，中國前十大

房地產商銷售近 2 萬億元人民

幣，日均銷售額首次突破了 100
億元大關。

很顯然，房企積極回籠現金

的背後，則是所謂的調控政策

「風向」轉變。 6 月 28 日，中

國住房城鄉建設部發布消息稱，

會同中宣部、公安部等部委，將

在 30 個城市打擊炒房行為。

分析指出，中國國家開發銀

行針對三、四線城市收緊了棚改

審批，三、四線城市去庫存到尾

聲，很多小城市房價漲勢可能也

要戛然而止；對於房地產企業，

發改委則緊急收緊房企海外融資

限制，借外債投資地產項目的路

不好走了。同時，還禁止向企業

出售商品房，另外疊加限售政

策，意味著在相當長的時間裡，

即使手裡有不少房子，也無法套

現。

中國房地產開發商
為 何 拼 全 力 自 保

根據數據顯示，5 月，美

國總體出口增加了 1.9%，達到

2153 億美元，其中大豆出口達

到 41 億美元，幾乎翻了一番；

民用飛機的出口增加了 19 億美

元。

自從中、美雙方貿易爭端伊

始，中方就一直將大豆等美國農

產品及汽車、飛機作為能夠擊中

川普要穴的王牌。「先打大豆，

然後打汽車，然後打飛機」， 因
為中國一直是美國大豆及民用飛

機最大的進口國。

2017 年，中國進口美國大

豆（及其他種子）的金額大約

是 127 億美元；約 25% 的波音

飛機銷往中國。雙方尚在談判初

期，中方就開始大幅減少進口美

國大豆，轉而從巴西購買大豆，

實現「先打大豆」王牌策略，試

圖給川普政府一個下馬威。據美

國農業部的數據顯示，美國在第

二季度出口到中國的大豆數量為

130 萬公噸，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21%。

美國農業部的數據顯示，第

二季度美國大豆出口不降反升，

其中出口埃及的大豆同比增長近

四倍，出口到越南及臺灣的大豆

則各增長了二倍，出口到荷蘭的

增加了一倍，出口至亞洲其他國

家的數量也至少增長了 20%。

被中方視為報復性關稅要打

的另一張王牌－－美國民用飛機

的出口量，在 5 月也較之前增

加了 19 億美元。大豆和飛機，

被中國政府視為能夠重擊美國的

王牌，5 月，恰恰為美國經濟提

供了最為亮眼的數據。

7 月 6 日，貿易戰正式開

打。雙方祭出的徵稅清單顯示，

美國依然是針對科技產品，避免

消費性商品，對包括：平板、電

視在內的一些普通消費項目都做

了調整，以求盡量減少對中、美

兩國人民生活的影響。而中方則

直接對準美國的農產品－－大

豆、棉花、水果，都是美國農民

養家餬口的支柱，也是中國百姓

生活中的必需品。眼下，美國經

濟增長勢頭強勁，川普民意持續

走高，只怕中方的王牌打到最

後，只能變成一副爛牌。

【看中國訊】中興通訊日前

應美國要求改組高層人事，自由

亞洲之聲（RFA）報導，離任

的前副總裁張振輝公開自稱「深

感屈辱」，並要新團隊「繼續振

興中國民族通信業」，遭股東及

網民打臉，直指張振輝大言不

慚，讓國家受辱。

張振輝離職當天，向中興通

訊員工發表一封題為「卻顧所來

徑，蒼蒼橫翠微－－別了，我的

小伙伴們」的公開信，提及上述

內容。

張振輝說，自己在中興通訊

事件中沒有一點責任，但也只

能被迫離開。除了二度提到自

己「深感屈辱」外，他還在信中

表示：「新班子成員也都是在此

之前一起奮戰的戰友，都是公司

內外公認的實幹派，都有著強大

的戰鬥力，都有著深厚的中興情

懷。」

張振輝在信末說，新管理層

一定要「扛起中興通訊的大旗。

你們肩負的不僅僅是公司 8 萬

人的期望，還肩負著『繼續振興

中國民族通信業的重任』。你

們身上還肩負著我們這一代中興

人的期望。我們這一代中興人的

離開，希望換得的是公司更美好

的未來。」

這封公開信日前被公開在中

國網絡上，引起許多包括中興通

訊投資人在內的中國網民撻伐。

一名中興股東質疑，中興股

價從人民幣 33 元跌到 13 元，

「有沒有違反約定，賣芯片給伊

朗呢？你作為高層知不知道這個

事情呢？你想過後果嗎？你想過

你只是加工商，沒有核心技術

嗎？你深感屈辱，那麼多股民得

罪了誰？」

網民葉曉崢指出，中興無視

美國法律違規操作，給中國造成

巨大損失，導致那麼多員工工作

前景迷茫，家庭經濟收入陷入困

境，張振輝一點內疚感都沒有。

另有人指出：「企業再大也是企

業，在商言商就行，別扯民族，

你們掙錢也沒分給民族。」

貿易戰 中方王牌恐變爛牌 中興高管發感言 網民股東齊開罵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綜

合報導】美國商務部公布

的第二季度經濟數據顯示，

5月，美國貿易赤字431億
美元，比上月下降了27億美
元，也創下了2016年10月以
來的新低。而其中最關鍵的

因素，是因為5月，美國大豆
和商用飛機出貨量增加，創

下出口紀錄新高。

有消息稱，中國對進口商實施先徵稅，然後再補償25%關稅費用的措施。（公有領域）

美國大豆與波音飛機（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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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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emont，33 

Edgevalley Circle N.W.
Beddington Heights, 

Beddington Heights School 
(95 Bermuda Road N.W.)

東 北 :TARADALE, 

Ted Harrison School (215 
Taravista Way N.E)

COVENTRY HILLS, 
Coven t ry  H i l l s  Schoo l 
(12350 Coventry Hills Way 
N.E.)

東南：FOREST LAWN, 
Forest Lawn CA (4020 26th 
Avenue S.E.) 

西 南：BRIDLEWOOD, 
Bridlewood School (207 
Bridleridge Way S.W.)

C H I N O O K  P A R K , 
Chinook Park School(1312 
75th Avenue S.W.)

Community 
Calendar

Volunteer Information

民俗公園歷史村

（Heritage Park 
Historical 
Village）
地點：1900 Heritage Drive 

SW  Calgary, ABT2V 2X3
電話：403-268-8610
郵箱：

volunteer@heritagepark.ca

義工的參與讓這個年代頗

久的歷史村充滿活力！民俗公

園提供各種各樣的義工機會，

適合各種時間表及個人興趣，

包括導遊、特別活動和日常運

作等。

了解更多信息，請查詢

heritagepark.ca/Volunteer。

卡城牛仔節

（Calgary 
Stampede）

電話：403.261.0101

卡城牛仔節是社區精神和

參與的典範，擁有 40 多個志

願者委員會和 2,300 多名志願

者。作為一個非營利組織，它

提供各式各樣的義工機會，從

Stampede 遊行委員會到街頭

巡邏，是體驗西部牛仔文化、

傳統和價值觀的好機會。

詳 情 請 查 詢：https://
corporate.calgarystampede.
c o m / g e t t i n g - i n v o l v e d /
vo lun tee r ing /vo lun tee r -
committees

卡城義工機會

接觸瞭解社會，積累工作經驗，廣結人脈，為社區服

務，豐富社交生活，與人與己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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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e Summer Camps

卡城
免費夏

令營本週地點

(7月16日-20日，週一至五)

卡城夜市(Calgary 
Night Market)

時 間：7 月 20 日， 週

五，下午 5：00 – 晚 11：00
地 點：Bridgeland – 

Riverside (917 Centre Ave NE)

卡城夜市是一個文化多元

化的市場，擁有當地工匠、小

生意、美食等等，位置方便，

從 Bridgeland 火車站，步行

3 分鐘即可到達場地。

弓河上的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by the Bow)

時 間：7 月 13 日 ～ 8 月

19日，每週二～六，晚 7點； 
每週日：下午 2 點和晚 7 點

地點：王子島 Prince’s 
Island Park(698 Eau Claire 
Ave SW)

每年夏天，王子島上的戶

外公園會上演莎士比亞戲劇，

由嶄露頭角的艾伯塔藝術家演

出，免費觀看，接受捐贈。

夏日炎炎，哪裡可以

放飛孩子，方便、安全又

好玩？不妨試試市政府的

幾處免費戶外設施。

兒童淺水池

（Wading pools）
1. Bowness Park (8900 

48 Ave NW)
2. Eau Claire Plaza/

Barclay Mall (3 Street & 

Riverfront Ave SW)
3. Riley Park (800 12 

St. NW)

兒童戲水公園 
（Spray Parks）

1. Canmore Park (19 
Street & Chicoutimi Dr. 
NW)

2. Eau Claire Plaza/

Barclay Mall (3 Street & 
Riverfront Ave SW)

3. Prairie Winds Park 
(223 Castleridge Blvd NE)

4. Rotary Park (617 1 
Street NE)

5. Sou th  Glenmore 
Park (Variety Park,90 Ave. 
& 24 Street S.W.)

6. Valleyview Park (28 
Street & 30 Ave SE)

兒童免費戶外戲水點

社區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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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部彩妝小技巧

以時尚的復古懷舊千金造型登場

天真無邪 眼眸清澈的效果

加入水珠花紋

水珠花紋是氣質千金必須擁有的單

品，可以襯托出個人的魅力及懷舊風格，

展現與他人不同的一面。

找出搭配的淑女小物

 用來搭配千金造型的小物的是細跟高

跟鞋。選擇沒有多餘裝飾的簡單設計，但

外型卻是最美的鞋款，就能營造千金氣

氛。

穿上迷你尺寸的剪裁

 能夠自然服貼住身體的迷你上衣剪

裁，再搭配圓領罩衫，然後配上過膝裙或

是A字裙後，就能穿出淑女簡約的裝扮。

嘗試貴族色的靛藍

裝扮上顏色也是主要的角色，建議選

擇貴族色代表的靛藍色。看起來比黑色更

優雅，還能表現出懷舊感。所以就先嘗試

一下這個顏色吧！

千金造型的關鍵

今年的名媛裝扮以附領，及膝長

度、靛藍色等為基本。再混搭其他風

格，以徹底表現出優雅的千金風穿著為

重點。甜美單品也要穿出成熟大氣的裝

扮，這是很重要的喔。

想成為優雅氣質女孩

下睫毛的化妝技巧
以下睫毛為重點來製造眼眸清澈

的效果。把其他的要素集合在下睫

毛，打造純真無暇的臉龐。

在上下睫毛塗上睫

毛膏，剪下 1/3 副的假

睫毛貼在眼尾內側。再

搭配溫柔的眉毛就完成

了。
Tip Tip

Tip

Tip
天真無邪模樣的眉毛
像是韓國女星的濃密眉毛，

略顯憂鬱，卻不知道在煩惱什

麼。在流行感的眉毛上用點小訣

竅，就可給人賢惠利落的感覺。

在眉頭用深咖啡色的眼影，

用睫毛底膏塗抹整體眉毛。完成

後會有讓人驚艷的濃密感。

眼眸清澈的女主角容顏
電影中女主角楚楚可憐的眼

神，讓人記憶猶新，也打動了億

萬觀眾的心。現在就讓我們用一

個簡單的小技巧，來實現這種效

果吧！

精準的膏狀腮紅
以羞澀臉龐來提高可愛度，不

僅僅給人自然的感覺，也可以讓你

學會在重點部位增加甜美度。

只要在臉部重點

處抹上膏狀腮紅，就

會變成不自覺臉紅般

的臉龐。成熟的少女

臉龐是純真容顏的真髓。

關鍵 1

利用手邊的打亮珠光眼影就

可以實現囉 ! 將珠光眼影畫在下

眼線處，即可輕鬆達成眼眸清澈

的效果。

文 / 詩錚 圖 / Fotolia

想快速上手成為優雅氣質女

孩，就以時尚的復古懷舊千金造型

登場，成為氣質名媛之路就用古典

又兼具可愛印象的千金裝扮來達

成吧!

關鍵2

關鍵3

關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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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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常備食物中的劇毒

【看中國訊】我們越來越追

求食品健康，但殊不知一種劇毒

物質黃麴毒素（Aflatoxin）悄

無聲息的掩藏在我們的生活中。

黃麴毒素在 1993 年，被世界衛

生組織的癌症研究機構認定為一

類致癌物！真菌毒素中毒性和致

癌性最強！黃麴毒素 B1 毒素最

強，毒性是氰化鉀 10 倍，砒霜

的 68 倍！更可怕的是，這種毒

素就算是加工烘烤也不能完全被

殺滅！

黃麴毒素中毒症狀

當一個人在短時間內吸收大

量的黃麴毒素，可能會造成食物

過敏，自身免疫疾病反應。其毒

性目前認為有三種臨牀特徵：急

性中毒、慢性中毒和致癌性。

1、急性中毒
影響心臟的炎症，包括：肝

臟和腎臟在內的消化器官受損，

還會引起精神障礙嘔吐、腹痛、

驚厥、浮腫、肺水腫、抽搐、食

物消化吸收或新陳代謝的中斷、

昏迷、甚至死亡。

2、慢性中毒
長期攝入小劑量的黃麴毒素

則造成慢性中毒、肝癌、病毒性

肝炎（HBV）或寄生蟲感染的

風險更高。

3、致癌性

黃麴毒素是目前所知的致癌

性最強的化學物質。哪些常見食

物容易感染黃曲病毒？

黃麴毒素的感染範圍特別廣

泛，其中包括：花生，花生醬，

花生油，玉米，堅果，小麥，大

豆，牛奶，乾酪。

如何識別食物被感染？

通常來說，黃麴毒素的味道

是苦的，呈黃色，甚至發黑。

花生：
花生滋生黃麴毒素的概率很

高，如果發現一顆霉變，最好將

整包扔掉，避免牽連病變。

開心果：
是有外殼的，而且果仁顏色

很深，我們很少會去關注是否變

色黴變。如果有發苦開心果、杏

仁、瓜子等，食入後一定要及時

吐掉漱口。

玉米：
表面上長有黃綠色黴菌或者

破損、皺縮、變色、變質，這類

狀態的穀物都有可能被黃麴毒素

汙染。

泡發的木耳：
黑木耳本身無毒，但浸泡過

程中，細菌、霉菌也可能會汙染

木耳，尤其在高溫的環境下，加

速導致黃麴毒素產生。適量泡

發，如果黑木耳泡多了，冰箱冷

藏 24 小時，超過 24 小時後，

不管是否變質都要扔掉。

油製品：
被貼上「純天然」、「原生

態」的標籤，部分家庭認為健康

好吃的土榨花生油其實存在很大

風險。和花生醬同理，生產商如

果沒有經過嚴格挑揀原料，如果

使用了帶有霉菌的花生、菜籽、

玉米等生產食用油，也有可能造

成黃麴毒素超標，土榨花生油的

製作過程粗糙，先高溫炒乾，然

後壓榨，如果花生品質不好，很

可能黃麴毒素超標。

花生醬、芝麻醬：
無良商家為了節約成本，用

糠芝麻、癟花生或者變質的原材

料，這樣加工後的產品，比發霉

的花生難辨識多了。

自製油、腐乳、醬料：
豆類中豐富的蛋白質是培養

細菌的好地方，營養物質加上高

水分含量很容易使家庭自製的發

酵食品被黃麴毒素汙染。

筷子、案板：
關於這類物品是否會感染黃

麴毒素的問題，外界一直爭論不

休。不少專家表示這類物品由於

沒有營養物質，不必太擔心。不

過，只要發黴對身體是有害無益

的，有霉味的食物一定要堅決丟

棄，不能食用！

黃麴毒素如何去除？

黃麴毒素穩定性高，對溫度

敏感性差，即使是對高溫也不敏

感，常規烹飪不能將其破壞，所

以如果是被黃麴毒素感染的食

物，將其高溫加熱後也是不能去

除毒素的，一旦被感染，最好果

斷丟棄。

黃麴毒素在鹼性條件下可以

降解，280℃高溫和紫外線輻照

也可讓其失去毒性，但經過鹼性

或超高溫處理後，食物營養也將

喪失，還不如直接丟棄。

如何防備 
黃麴毒素感染？

1、食物儲備注意防霉、防

氧化，防止過度潮溼。

2、最好在低溫、通風、乾

燥處保存 ( 溫度最好在 20℃以

下，相對溼度在 80% 以下 )，
並避免陽光直接照射。

3、堅果、花生等購買小包

裝，最好在 1 ～ 2 個月內吃完。

食用前聞一下味道，如果變味立

即整袋扔掉，以免霉菌擴散。

4、不要輕易購買「土榨

油」，或者使用家用榨油機榨出

來的自製油，建議還是購買正規

廠家生產的，有包裝和生產日期

的食材。

5、購買食物時，如果發現

包裝不清潔、已破損的不要買。

6、若不小心吃到了霉變食

物，要全部吐掉再用清水漱口。

7、孕婦、小孩、老人等免

疫力較弱人群尤其要注意飲食，

媽媽母乳裡面的黃麴霉素就是嬰

兒最早的感染毒素的途徑。

根 據 健 康 網 站

Dr.Axe報導，黃麴毒素

是一種致癌霉菌，它常

出現在人們家中常吃的

食物中，比如：花生、花

生醬、食用油、玉米等。

(getty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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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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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種「滋陰降火」食物 
鎮靜安神又美顏

飲食健康

天氣越來越熱，從中醫的角

度來說，陰虛體質的人在情緒上

「容易上火」、「急躁易怒」。因

此，在日常中以滋陰降火、鎮靜

安神為主。

梨子：止咳、降血壓

「百果之宗」的梨子，可生

食、榨汁、燉煮，能起到潤肺、

化痰止咳、退熱降火、降血壓等

功效。梨子吃起來多汁可口，能

滋陰生津，食用煮好的熟梨，還

能起到保養喉嚨、潤嗓的作用。

禁忌：梨子性寒，身體畏

寒、容易胃酸、長期腹瀉的人要

少吃梨，否則會導致病情加重。

甘蔗：清熱解毒

甘蔗是清熱解毒、生津、潤

燥，消除煩熱、滋養的佳品，對

於因陰液不足所導致的口乾、咳

嗽痰少、大便秘結等，多食甘蔗

可達到改善的作用。生蔗汁又被

比喻為「天生復脈湯」，適合熱

性病的人飲用。

薏仁：美白去溼

《本草綱目》中記載：「健脾

益胃，補肺清熱，去風去溼。」

薏仁有「去溼消腫、健脾」的兩

大功能；含有維生素 E，常吃可

以使皮膚光澤細膩，消除粉刺、

色斑，美白肌膚。以下推薦「薏

仁紅豆湯」：

材料：紅豆、薏仁、冰糖。

作法：1. 將薏仁、紅豆淘

洗乾淨。

2. 將紅豆和薏仁放入高壓

鍋中，加入 10～ 15杯的清水，

然後加入冰糖。

3.蓋上鍋蓋，大火煮開後，

轉小火，煮 25～ 30分鐘即可。

銀耳：滋陰養胃

銀 耳 被 譽 為「長 生 不 老

藥」、「菌中之王」，銀耳又稱

白木耳，能夠生津潤肺、益氣活

血、滋陰養胃。肺陰虛和胃陰虛

者，多吃銀耳是很不錯的「清補

食品」。

選購銀耳以色白微黃、大朵

有光澤、膠質厚者為上品。以下

推薦「銀耳蓮子湯」：

材料：銀耳、蓮子、紅棗、

枸杞、冰糖、水。

作法：1. 用清水將銀耳泡

軟後，用水煮沸汆燙；銀耳去黃

蒂頭，切成小片。

2. 紅棗、枸杞泡水洗淨。

3. 將洗淨的銀耳加水，煮

約 20 分鐘。

4. 放入蓮子和紅棗熬煮 20
分鐘。

5.加入冰糖，熬煮溶化即可。

護心「八大黃金法則」

心、腦血管疾病威脅人類健

康甚鉅，心臟病更是當今重要致

死原因之一。美國聯合英國的權

威心臟病研究者提出保護心臟的

「八大黃金法則」，對保護心臟

十分有益。

堅持地中海飲食

「地中海飲食」是營養學家

公認的一種健康又護心的飲食模

式之一，對於保護心臟，預防高

血壓、高血脂、糖尿病等慢性疾

病的發生很有幫助。其特點是以

橄欖油為主要食用油，常吃大量

蔬菜，特別是根莖類蔬菜（如：

土豆、蔥頭、胡蘿蔔等）和新

鮮的水果、麵包、天然穀物、豆

類、果仁，以及適量的魚、家

禽、乳製品（優格、起司），少

量紅肉、紅酒，每週吃雞蛋不超

過 4 個。

研究發現，堅持地中海飲食

習慣者，未來 5 年心臟病發病

率，會降低 30%。

每天多攝入 
7克膳食纖維

研究指出：增加膳食纖維的

攝取有助於心臟病患者存活機率

提升 25%，每天多吃 7 克膳食

纖維的參試者，罹患心臟病的危

險降低了 9%。攝取膳食纖維不

僅能通便，減少體內膽固醇生

成，還能減少罹患心、腦血管病

的風險。

富含膳食纖維的食物以蔬菜

類為大宗，例如：芹菜、木耳、

毛豆、西蘭花（綠花菜）、金針

菇等；水果類有梨、鮮棗、芒

果、蘋果、石榴、獼猴桃（奇

異果）等；堅果類包括松子、

核桃、杏仁、黑芝麻等，但堅果

含油脂較高，每天約攝取 20 克

即可。

堅持午睡

中醫認為，中午陽氣偏盛，

需要適度休息來養陰，達到「陰

陽調和」的目的，所以午睡是

養心的好方法。研究也發現，

有午睡習慣者和從來不午睡的

人相比，心臟病致死率會降低

40%，這和午睡能降低血壓有

一定的關係。

尤其對罹患心血管疾病的

中、老年人來說，如果不注重午

睡，可能會引起血液黏稠度增

加，有導致心肌梗塞的風險。所

以，堅持午睡可以養心又護心。

每天多走2000步
根據英國萊斯特大學糖尿病

研究中心的研究指出：每天多步

行 2000 步能將罹患心臟病和中

風的風險降低 8%，相當於每天

散步 20 分鐘。而如果每天多走

40 分鐘，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風

險更能降低 16% ～ 20%，此效

果等同於服用他汀類藥物。

雖然現代人非常忙碌，但是

夏天陽氣最旺盛，而

「心」是主陽氣的臟器，

夏天心臟的生理活動最活

躍，如果心火過旺，不但

容易煩躁，還會降低人體

免疫力，引發各種疾病，

所以「養心」是夏季養生

的重點。

八大黃金法則

夏季保健

夏天「養心」

每天多走2000步。

每天喝點紅酒，不吸菸並維持理

想體重。

建議心臟病患者接種流感疫苗。

堅持地中海飲食，並每天多攝入

7克膳食纖維。

為了健康，達到防治心血管疾

病的目標，最好堅持每天多走

2000 步。

每天喝點紅酒

研究發現：紅葡萄酒中所含

的多酚類物質有很強的抗氧化作

用，對保護心血管，降低心肌梗

塞、中風等風險，延緩皮膚等器

官老化都很有幫助。

不過，紅酒雖然有益健康，

但並不適合所有人喝，也不宜過

度飲用。例如：慢性胃病患者不

宜喝紅酒，酒精會對胃產生刺激

作用；慢性肝病患者不適合喝

酒，不然會加重病情；本身已有

動脈硬化和血管狹窄的人，更不

能飲用過多紅葡萄酒，因為酒精

會升高血脂和促進動脈硬化，不

利於供血機能。

不吸菸並維持 
理想的體重

吸菸對健康的傷害很大，研

究指出：每天吸 1 ～ 4 根菸，

會顯著增加罹患心臟病的風險，

所以要盡量戒菸，並且遠離二手

菸。肥胖也會加重心臟的負擔，

使心率加快，因此維持理想的體

重也很重要。如果能堅持以上兩

點，會讓心臟病的死亡率降低

25%。

接種流感疫苗

研究發現：在心臟病患者

中，接種流感疫苗可以讓心臟病

發作的危險降低 36%。因為流

感病毒會觸發血管中的炎症反

應，引發心臟病，而注射流感疫

苗則能減少血栓形成，保護心血

管。因此，建議心臟病患者接種

流感疫苗。

多吃紅色食物

從中醫陰陽五行的學說

來看，心主神明，「五色對五

臟」，紅為火，入心，所以紅色

對應著心臟，夏天養心適合多

吃紅色的食物來調養心臟，補

養氣血。.
紅色食物很多，夏天多吃蘋

果、桑葚、西紅柿（番茄）、山

楂、紅棗、紅豆、紅西瓜、葡萄

柚、胡蘿蔔、紅番薯等，有益於

養血、降血脂、改善血液循環、

保護心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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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塘小炒農家小炒肉

2種麵糰
麵粉加水可搓揉出不同特性的

麵糰，可變身為不同種類的麵食糕

點。喜歡的麵食應該怎麼做？不妨

從控制水溫做看看。

文 / 米娜 圖 / Fotolia

當季果汁

夏季盛產的水果做成果汁，
美味不在話下。健康的果
汁作法之一是把冰凍的水
果打成冰沙，藉此保留更多
纖維。或是添加蔬菜一起打
汁，降低果汁含糖量，享受
美味無負擔。

蜂蜜枸杞茶

中醫認為，枸杞性平味甘，
微溫，大部分的人食用是有
益的；枸杞加少量蜂蜜，喝
起來香甜可口，惟屬風熱體
質的人，不適合多吃枸杞，
建議添加涼性的菊花或決明
子。

豆漿

營養師指出喝豆漿最佳時
間，一個是早上起床後喝，
有利於通便。另一個時間
是晚間，豆漿營養素吸收率
高，養生更有效率；此外還
可以抑制夜間脂肪生成，幫
助減重。

麥茶

飲用清熱退火的飲品，可讓
身體降溫涼爽，麥茶是不錯
的選擇。麥茶又稱為大麥
茶，將大麥炒過再煮而得，
聞起來有咖啡香，喝起來是
淡淡麥香，同時，還能開胃
助消化。

夏季
健康飲品
文 / 美里 圖 / Fotolia

天氣漸漸熱起來，人們

開始關心，如何選擇消暑的

飲品，才能喝得開心又攝取

到營養。

廚房小幫手

 Tip1

 Tip2

 Tip4

 Tip3

備料：辣椒切段。蒜薹切段。
肉絲逆紋切片，再逆紋切絲備
用。
醃肉：肉絲拌入醃料，抓醃均
勻，靜置15分鐘入味。
鍋熱放油，煸香蒜片，轉中小
火，下肉絲，肉變色，才撥散炒
均勻，取出備用。
原鍋下蒜薹，加2大匙水，轉
中大火，燜1分鐘。
 倒回肉絲，翻炒均勻，加調
料，炒均勻即可。

蒜薹脆嫩清香，有機會取得蒜薹

時，不妨試著運用蒜薹炒菜，例

如：蒜薹小炒肉，或是蒜薹炒魷

魚，都是常見的作法。

蒜薹200g、豬肉（大里肌Pork 
Lion）200g、辣椒1條。
醃料：醬油1/2大匙、米酒1/2
大匙、蒜末1小匙。
調料：醬油1/3大匙、糖、鹽、
白胡椒、香油適量。

食材

作法

紅蔥頭爆香，放絞肉，炒焦香，
加滷汁，小火燉入味。
混合材料A，攪拌成麵糰，搓揉
成光滑麵糰。麵糰置於溫暖處，發
酵膨脹至兩倍大。
麵糰切割成20等分，擀成四周
薄的圓麵皮，中間放餡料，捏緊收
口。
包子放蒸鍋，靜置25分鐘。開火
水滾，轉中火續蒸15分鐘（留縫透
氣）。熄火，5分鐘再出鍋。

作法

蔥花、蝦皮爆香，放豆干丁，炒
香，加鹽、胡椒粉調味，加捲心
菜，炒熟軟備用。
混合材料A，攪拌成糰，搓揉至
光滑，並置於溫暖處，膨脹至兩倍
大。
麵糰切割成10等分，擀成圓麵
皮，中間放菜餡，對摺收緊接口。
餡餅以小火慢慢油煎，餡餅受熱
膨脹，即可翻面，兩面都煎金黃即
可。

作法

蓮藕刷洗乾淨，切除藕節部
分，輕輕刮除皮，切成約0.1公
分的薄片，浸泡在鹽水裡避免
氧化。
蘆筍切除頭部粗硬部分。紅蘿
蔔去皮切薄片。鮮菇去蒂頭切
薄片。白果汆燙。蒜頭切片備
用。
鍋熱放油，以小火煸炒蒜片
散發香氣，加入蓮藕片、紅蘿
蔔片、鮮菇，轉中火，翻炒均
勻，加入蘆筍，加一大匙水，
翻炒均勻，蓋上鍋蓋，燜煮1分
鐘。
加入白果，加調料，翻炒均
勻。

荷塘是指荷花生長的池塘。以蓮

藕片為主料，搭配當季的繽紛蔬

菜，如荷花盛開的荷塘，令人賞

心悅目。

蓮藕200g、蘆筍50g、鮮菇3
朵、紅蘿蔔50g、新鮮白果10
粒。
調料：鹽1/3小匙、香油適量。

食材

文 / 邊吉 圖 / Fotolia

運用當季健康美味的食材，以適當的刀

工與火候，炒出食材鮮香好滋味。特色小炒

脆嫩
清香

賞心
悅目

鹹香
香辣

蛋香
鮮甜

中國麵食

材料 A：中筋麵粉 5 0 0 g、水
250cc、細砂糖1.5大匙、鹽1小
匙、乾酵母2小匙、油1大匙。
餡料：豬絞肉600g、紅蔥頭1大
匙、滷汁。

食材

水溫在30攝氏度以下時，麵粉中的
澱粉不會被糊化，麵糰比較硬，成

品更有韌性。

滷肉包子冷水麵糰

材料A：中筋麵粉500g、60度熱水
250cc、細砂糖1.5大匙、鹽1小
匙。
餡料：捲心菜碎300g、蔥花3大
匙、豆干丁100g、蝦皮1大匙。

食材

和麵的水溫愈高，澱粉糊化愈完

全，筋性、韌性都降低，可塑性卻

更好。溫水麵糰柔中有勁，可塑性

高，適合做餡餅。

捲心菜餡餅溫水麵糰

和麵的水溫

低，麵粉比

較硬，成品

有韌性。

和麵的水溫

高，麵粉可

塑性高，適

合做餡餅。

作法

土豆去皮刨成絲，浸泡在鹽
水，去除表面澱粉，取出瀝乾
水分備用。
豆芽去頭尾。青蔥切珠，蒜頭
切末。雞蛋打散，攪打均勻。
鍋熱放油，倒入蛋液，以小火
煎至稍微定型，撥散，取出備
用。
原鍋下蒜末，以小火煸炒蒜末
散發香氣，加入土豆絲，翻炒
均勻。
續加入豆芽，轉中火，翻炒均
勻，加入煎好的雞蛋，翻炒均
勻。
轉中大火，加調料、蔥，翻炒
均勻即可熄火。

中國北方盛產土豆，有許多傳統

土豆料理，例如：地三鮮、醋溜

土豆絲等。土豆絲搭配豆芽、雞

蛋，則多了蛋香與鮮甜。

土豆300g、豆芽100g、雞蛋3
個、蔥1株、蒜頭2瓣。
調料：鹽1/3小匙、香油適量。

食材

土豆絲炒雞蛋

作法

作法
備料：豬肉先稍微凍硬再切片
（約0.4cm）。辣椒、糯米椒
剖半切片。木耳切適口大小。
蒜頭切片備用。
鍋熱放油，下肉片，小火煎兩
面金黃，開始釋出油脂，下蒜
片。蒜片煸至酥香，豬肉煸炒
至焦香，加木耳。
續加入尖椒與辣椒，翻炒均
勻，使尖椒充分油煎。辣椒散
發香氣，轉大火，加醬油，快
速翻炒均勻，熄火。

這是一道有名的家常菜，講究鹹

鮮香辣。家家戶戶都有自己的配

方，包含配料、調味與火候，變

化出各種小炒肉滋味。

糯米椒 1 0 0 g、豬肉（五花
肉）200g、木耳50g、蒜頭3
瓣、辣椒2條。
調料：醬油2大匙。

食材

 美味秘訣
豬肉絲與蒜薹的粗細長短均勻。

 美味秘訣
豬肉使用油脂豐富的部位。依
自己喜愛的口味決定辣椒、糯
米椒的用量。  美味秘訣

依食材煮熟時間，決定下料順
序。

蒜薹小炒肉

 美味秘訣
土豆絲去表面澱粉，炒出爽脆口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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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公鼎，鑄造於西周末期，

是宣王時期的器物，腹內刻

有500字銘文。

看中國製圖

在歷經九一八事變、七七事

變、中日八年抗戰及國共內戰，

中華文物精品能萬里遷運又毫無

損毀，這可以說是奇蹟了。

中華文化的結晶

臺北故宮博物院鎮館三寶之

一 ── 毛公鼎，鑄造於西周末

期，是宣王時期（西元前 828
年～西元前 782 年）的器物，

腹內刻有 500 字銘文，是至今

發現刻有最多銘文的青銅器。銘

文記述在二千八百多年前，周宣

王承受天命登基，面臨內憂外

患，求治心切，於是授命毛公輔

佐王室，革除積弊。毛公承接天

子誥命，並鑄鼎記錄冊命內容，

由子孫永保珍惜。

毛公鼎是西周真實的史料，

傳於清道光二十三年（西元

1843 年），在陝西省岐山縣出

土，中間幾經轉手秘藏，最後跟

隨國民政府渡海到臺灣，得到妥

善的保存。然而，能在戰火下劫

後餘生的中華瑰寶，豈止是毛公

鼎而已。

九一八事變 文物南遷
時光回到民國 20 年 9 月

（西元 1931 年），日本在中國

東北發動九一八事變，華北危

及，平津（北平與天津）受到

威脅，一旦戰事發生，北平故宮

的文物將有損失的危險，因此文

物南遷，勢在必行。

當時社會上有兩派說法：反

對南遷的人認為，運走文物，遺

走，開啟了文物三十餘年的滄 
桑遷運史。

倉促裝箱的文物，許多品

名、件數記載不詳，運至上海

後，新繼任的故宮博物院院長馬

衡先生決定逐一清點各箱文物，

澈底點查，造繕清冊，例如：一

幅畫，要記載它的質地、尺寸、

著錄、題款、跋尾……這份清冊

極為重要，是日後典守人員的重

要依據。

文物南遷時，政府已決定要

將國寶存放在首都南京，但因為

南京沒有適合儲存文物的地方，

故暫存於上海庫房。故宮博物院

理事會開會決定在南京建造一

個倉庫，地點選在朝天宮。倉

庫完工於民國 25 年 8 月（西元

1936 年），同年底開始將暫存

於上海的文物遷運至南京，歷時

九天搬運完畢。但幾個月後，又

發生了國際事變。

七七事變 文物疏散西南  
  首批80箱故宮精品

民 國 26 年 7 月 7 日（西

元 1937 年）北平發生盧溝橋

事變，一個月後，上海又發生

棄領土與人民，是不應當的，且

當下人民驚懼，此時運走文物，

影響人心太大；主張南遷的人則

說，國土如果喪失，尚有收復的

一日，可千年文化之結晶一旦被

損毀，將無法彌補，對歷史無從

交代。

國民政府決定文物南遷，除

故宮文物外，古物陳列所、頤

和園和國子監所藏古物，也交

由故宮代運。南遷文物箱數總

計 19557 箱，第一批文物於民

國 22 年 2 月 6 日（西 元 1933
年），由北平運出至上海，這一

中華文物 萬里遷運 上

中華文化之瑰寶，西元

1933年前儲存於北京故宮，
自西元1965年迄今則安置
在臺北故宮，中間30餘年的
歲月是文物的浩劫。

編輯整理 / 穆臻

地圖內歷史圖片：公有領域

第二批文

物由南京

運至漢口

1937年

八十箱精

品存放安

順華嚴洞

1937年
八十箱精

品由安順

運至巴縣

1944年

北平

鄭州
徐州

南京 上海漢口

宜昌

長沙

桂林

貴陽

安順

宜賓

峨眉

彭山
成都

廣元

寶雞 西安

樂山

巴縣

重慶

抗戰期間文物遷運北方陸路

抗戰期間文物遷運南方陸路

抗戰期間文物遷運南方水路

抗戰勝利之後文物回遷路線

倉庫完工

上海文物

遷至南京

1936年

第一批文

物由北平

運至上海

1933年

八一三事變，群情激憤，國民政

府開啟全面對日本的抗戰。

南京距離上海僅三百餘公

里，防患未然，決定先將一部分

重要文物運離南京。早先文物暫

存於上海期間，曾由中、英雙方

專家挑選出一部分精品，運往倫

敦參加國際展覽會。這批以故宮

為主的 80 箱精品，首先離京至

湖南省長沙，後因長沙城區已遭

敵機轟炸，故緊急撤出長沙，轉

運到貴州，最終存放在安順南郊

的華嚴洞中。又民國 33 年（西

元 1944 年）冬，日軍進犯貴

州，文物再從安順運至四川省巴

縣，這是後話了。

南京局勢日益緊張，戰火迫

近首都，交通異常混亂，協助押

運第一批文物的人員一趕回南

京，立即遷運故宮第二批文物

2084 箱至湖北省漢口，此時南

京倉庫尚有故宮及其他機關寄存

的共一萬多箱文物，卻難再遷運

了。（待續）

南京庫房

馬衡先生

文物裝箱情況

文物圖片：臺北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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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天若蓋 江河若
帶」的泰山

泰山，在先秦時期位齊魯之

地，是古代文明發祥地之一，古

稱岱山，又名岱宗，亦稱東嶽，

在今山東省中部，乃中國五嶽名

山之首。漢朝史學家班固在《白

虎通義 ‧ 封禪》中云：「王者易

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致告

之義也。始受命之時，改制應

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

告太平也。」按照儒家禮制的要

求，古代帝王每逢改朝換代，革

故鼎新，必祭告天地，宣示受

命於天。因此，封禪是帝王最

插圖：WINNIE WANG

天上的法則 人間的典範─泰斗

大一統必然同時具備兩個特徵，一是高度的文明，二是廣袤的疆土。

後者很好理解，不廣不足以稱大，至於前者，則是因為大一統說到

底，其終極目的是文明的一統，而非徒有一個空洞的框架。

文 / 軼飛

所以，到始皇 26 年（西元前 221
年）秦滅六國的時候，大一統事業只

完成了一半。而對此三千年未有之變局

的回顧，重點應在滅六國之後，秦帝國

在文明一統的諸多方面所開創的千秋基

業。

始皇 26 年（西元前 221 年）中原

大地上最後一座敵對的壁壘被削平後，

秦始皇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於是浸

著血氣的兵刃被投入熔爐，為鐘為鐻、

為十二銅人。鐘鐻者，禮樂之器；十二

銅人，手持琴、筑、笙、竽，栩栩如

生，無不兆示著天下息兵、文明大化的

盛世憧憬。 
然而，雖然大一統早在戰國末季已

成天下共識，但對於如何一統，在時人

頭腦中仍屬未知（這一點將在〈大一統

之六國夢碎〉中述及）。而秦始皇卻看

到「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賴

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

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

於是繼上古以來，華夏大地上，第

一次不再用分封的方式將廣袤的疆土

切割得四分五裂，而是普天之下劃為

三十六郡，皆一統於中央，天子出令，

天下得聞。可以說秦世無尺土之封，不

立子弟為王，不可不謂超脫時代之一壯

舉，秦始皇這一遠見之深刻，不僅為前

古之未有，即使在後世，也還是歷經數

十年後，才被人們真正認識到，從而確

立下來。此外，為了確保了一個一統的

中央政府的有效運作，秦始皇又設立了

一套相應的官制，即三公九卿，（關於

秦人官制及意義將於《秦時明月》系列

中專篇別述）這一官制亦對後世影響

深遠。

制度者，僅為一統之保障，而文化

的一統始謂一統之實質。秦朝的疆域

阪之上，而渭北、渭南的咸陽宮、阿房

宮之制，更是法天象地，壯麗宏極，有

王氣上沖於天。至於離宮別館更有關內

三百、關外四百，塹山堙谷東止於海，

此何等之氣魄，以至後世，再無一個朝

代可以超越。

在咸陽大興土木的同時，始皇

二十七年（西元前 220 年）又以咸陽

為中心，作馳道交通四方，輻射全國。

軼史
隨札 千秋基業之大一統

內，「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此

三者是對文明一統的一種概括的形容，

細說起來，又有器械一量、學術一統等

諸多方面。而特以文字統一意義最為重

大，直接關涉到中華民族之燦爛文明可

以文字為承載，得以傳承及遠播。（關

於秦人文字亦將於《秦時明月》中專篇

別述）。而所謂「行同倫」則直接與學

術一統有關。而尤當注意者，乃在秦人

學術非是專尚法家，更非廢絕儒家或百

家，而是萃取眾家之所長，可謂對戰國

學術在百家爭鳴後的一次大總結，而其

粹取之標準，則以時代之需要而定，以

當時而言，即是以大一統進程需要而

定。（這一部內容亦將於《秦時明月》

系列專篇詳述）

秦始皇一統六合的時代，是一個封

建制延續了數千年的時代。封建制於人

之影響根深蒂固。要改變這一影響，不

唯無形之制度、思想、文化、學術諸多

方面之改變，還需有形外部環境之營

造。所以此時三代尚儉之風已不足以烘

托出一個一統的中央，而以咸陽為中心

的帝都之建設則破土興工。於是六國的

宮室雖已殘破，卻被重新寫放於咸陽北

十二銅人手著持

禮樂之器，栩栩

如生，兆示著天

下息兵、文明大

化的盛世憧憬。

韓愈是唐代古文復興的領導者，

也是歷史上第一個被稱作泰斗的

人。（人間正道/wiki/cc by-sa）

泰斗，是泰山、北斗的

簡稱，常用來比喻德高望

重，負有聲望，為世人所景仰

的人。為何諸多峰巒選用泰

山？諸多群星選用北斗？而

「泰斗」的典故，又是從何而

來的呢？

編輯整理 / 宋伂文

在秦朝的疆域

內 ，  「 書 同

文、車同軌、行

同倫」，三者是

對文明一統的一

種概括的形容。

秦小篆秦戰車

秦小篆：公有領域；捲軸、秦戰車：FOTOLIA

於是廣袤的中原大地上，秦人馳道四通

八達，東窮燕齊，南極吳楚，馳道兩旁

樹以青松，道廣五十步，寬闊平坦。在

每一條馳道上，始皇帝出巡的車駕風馳

而過，旌旗蔽空，甲乘如雲。而馳道所

過，莫非秦土，秦土之上，莫非黔首。

他們書寫統一的文字，恪守統一的法

典，遵循統一的禮教，在馳道的沿途或

終點，有巨大的刻石以頌秦德，以明教

化。

在大一統文明運化之同時，秦人兵

鋒所向披靡，北拒匈奴之擾，南取百越

之地，東至海及朝鮮，西至臨洮、羌

中，拓土開疆至少五倍於西周之世，奠

定了後世中國的版圖基礎 。而在北方

起伏的地脈上，秦人的長城綿延萬餘

里，是為中原世代之藩籬。

華夏民族自此進入了一個嶄新的

紀元。這一切的締造者秦始皇，履至

尊而制六合，採三皇五帝之號，稱為

「始皇帝」，他不僅是秦朝的第一位皇

帝，更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位皇帝，

而此後，歷代帝王也都將承襲他所定

下的皇帝之號，千秋萬代的功業都將

延續他所開闢的大一統之局。

隆重的祭祀禮儀，地點必於泰

山 ── 萬物之始、陰陽交代之

處。

祭祀 巡守 觀象授時
管子說，在泰山封禪的古

代聖王共有七十二位，他所記

得的只有十二位 ── 無懷氏、

伏羲、神農、炎帝、黃帝、顓

頊、帝嚳、堯、舜、禹、湯和

周成王。有學者提出別於《白虎

通義》中封禪的看法，他們認為

最初的封禪應是指聖王巡守之

禮。〈堯典〉記載舜巡守四方的

情況：二月東巡守至泰山，柴

（祭天），望秩於山川，協調時

令與月序，校定音律與度量衡

等；五月南巡至衡山；八月西巡

至華山；十一月北巡至恆山，都

與東巡泰山時一樣。《後漢書》

云：「東巡狩，至於岱宗，柴，

則封禪之義也。」因此，封禪泰

山與巡守岱宗應是同一件事。

五年一次的巡守，聖王非僅

僅祭祀天地，更重要的是測天制

曆，敬授民時。所以，學者劉宗

迪又認為封禪的真實古義，應是

在泰山之巔進行天文觀測。古人

以農為本，稼穡有時，必順天而

行，因時而動，因此改正朔，制

新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天空旋轉的巨型時鐘

《詩經》云：「維北有斗，不

可以挹酒漿。」指北方有個狀如

舀酒器具的北斗七星。太史公說

北斗是天帝的車子，在天球的中

央運行，天帝乘坐它巡守四方，

建四季、均五行、移節氣及定諸

紀。北斗是古人觀象授時所關注

的標的之一，它作為天運的中

心，周制四方，引領群星，在交

錯的時空中斗建時序，有鑒於

此，北斗在古人心目中有著崇高

的地位。

第一個被喻作泰斗的人

聖王登泰山，觀天道，為人

間尋求法則，或許是如此，所以

後人常用泰山、北斗，比喻眾人

所景仰、追隨的人，而此人必定

是德行俱佳。

據《新唐書》記載：「自愈

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

山、北斗云。」韓愈是唐代古文

復興的領導者，一改魏晉以來浮

華空泛的文風，恢復先秦、兩漢

質樸的文體，被當時的學者所推

崇，成為歷史上第一個被稱作泰

斗的人。

丹青

慢調丹青畫朱顏，

層層玉暈生桃花。

忽覺眉眼似曾識，

遠山含黛籠輕紗。

潔兮淨蓮出淥波，

皎若豔陽升朝霞。

形神惟肖向合璧，

江上潮湧嘆蒹葭。

從來因緣豈人定，

天作之合宜嘉華。

瑤臺不懼霜雪冷，

簫鸞清虛共趺跏。

詠鈴蘭之美

深山溝谷隱身藏，

清雅沁人吐芬芳。

晶瑩潔白露姿彩，

不求聞達溢幽香。

亭亭玉立君影草，

於無聲處放春光。

FOTOLIA

 文 / 張進

文 / 貫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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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ota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Folk Music

Chinese folk music has a 
long and historical tradition. It 
has faded and revived many times 
over the course of history, and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ts impact has 
been reflected in the areas of 
cultivation, morality and 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cludes music, chess, painting, 
p o e t r y  a n d  c a l l i g r a p h y .  I n 
particular, the zither (Chinese 
harp) is a highly valued musical 
instrument because it can produce 
music that transcends the everyday 
world to reach harmony with 
nature. It was the embodiment 
o f  t h e  a n c i e n t  c u l t u r e  t h a t 
stressed clarity, inner peace, few 
attachments and lofty aspirations. 
In the old days, people used this 
kind of music to cultivate their 
moral character.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
ture, music was said to be able to 
support orderly society as discussed 
in the Lushi Chunqiu, where it was 
stated that, "Harmonious sound 
leads to harmony, and harmony 
generates an orderly society." In 
the Confucian texts, the "Classic of 
Rites" and the "Classic of Music", 
it was stated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rites and music will lead to a 

peaceful society." In fact, this was 
practiced in ancient society and 
it did generate stability. This idea 
was propagated by Confucius who 
believed that "music represents the 
harmony in the universe and rites 
reflect the order of the universe." 

Originally, music was de-
veloped to accompany rites in the 
Imperial Palace, and its impact 
was significant when combined 
together. Confucius placed a lot of 
emphasis on both the content and 
format of music. He praised the 
music that accompanied dances, 
“Shao,” that praised the virtuous 
rule of Emperor Shun (2294 – 2184 
AD). He also praised “Jiu Bian” 
for its perfect artistic format. In the 
book Lunyu, there is the statement, 
"Confucius heard the music, Shao, 
and he was so deeply attracted by 
its beauty that he couldn't sense 
the taste of meat for three months." 
Confucius considered “Shao” to 
be perfect in both benevolence and 
beauty. 

He also praised the music 
and dance named “Dawu” of the 
Zhou Dynasty ( 1046– 256 BC) 
very highly. However, Confucius 
critiqued a portion of the story 
line in “Dawu” that described the 
accomplishments of King Wu of 
Zhou defeating King Zhou of Shang 

as, “Dawu is perfect in beauty but 
not so in benevolence.”

The story about a great zither 
player, Yu Boya, and his friend, 
Zhong Ziqi, was very popular in 
China and can be found in the book 
Lushi Chunqiu and in the Taoist 
text Liezi.

Zhong Ziqi could understand 
the meaning behind the music that 
Yu Boya played. He could tell from 
the music whether a lofty mountain 
was being described or if it was a 
flowing river. When Yu was touring 
Mount  Tai ,  he  encountered a 
rainstorm. While hiding underneath 
a cliff, he played his zither to 
express his sadness. The music 
started by describing the unending 
rain, then thunder and the loud 
commotion of a mudslide. Zhong 
Ziqi had no problem recognizing all 
these things, just from listening to 
the music. This impressed Yu Boya 
greatly.

After Zhong passed away, 
Yu was very sad because he could 
not find another man who could 
understand his music so well. In 
great disappointment, he broke 
his zither and did not play any 
more music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The idioms, "lofty mountain and 
flowing river" and "Boya broke his 
zither" refer to the story about Yu 
Boya and Zhong Ziqi. To describe 
what happened to Boya and Ziqi, 
people say that "It is easier to find 
ten thousand ounces of gold than to 
find someone who can understand 
you deeply."

Folk music is a mirror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t 
reflects both the history and the 
profound connotations of Chinese 
culture.

中國民族音樂有悠久的歷史

傳統，在中國歷史上曾經多次出

現音樂文化繁榮昌盛的時代。中

國民族音樂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

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反映出中華

民族以音樂修身養性的精神，體

現了中華民族的意志、道德和追

求。

傳統音樂與書、繪畫共同構

成中國傳統文化中獨特的文化，

琴、棋、書、畫，琴居首位。古

琴音樂追求的是超塵脫俗的意

境天人合一的思想，「清、幽、

淡、遠」的文化內涵，成為古人

修身養性，塑造人格的最好手

段。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音樂不

僅起著塑造人格的作用，還有安

邦治世的理念，《呂氏春秋‧適

音》曰：「凡音樂通乎政而移風

平俗者也。」《禮記‧樂記》曰：

「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

無難矣。」「禮樂」制度有利於

古代社會的鞏固發展。儒家便是

「禮樂」制的倡導者。「樂者天

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

樂是指宮廷雅樂，它的實質

功能是對「禮」的輔佐，把最具

震撼人心的音樂形式與禮法結合

在一起，其滲透力和凝聚力是強

大的。孔子對音樂的內容與形式

是非常重視的，他讚美古代樂舞

《韶》樂對舜仁德文治的歌頌及

《九辨》完善的藝術形式。《論

語‧述而》：「子在齊聞《韶》，

三月不知肉味。」孔子評價《韶》

樂盡善盡美也。

而對周朝樂舞《大武》的藝

術表現形式給以高度讚揚外，對

其表現周武王伐紂滅商的戰爭功

績的內容卻給予批評：「《大武》

盡美未盡善也。」

「高山流水遇知音」在中國

是家喻戶曉，說的是伯牙與鍾子

期的故事，見於《呂氏春秋》和

《列子》中。

俞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

聽。有一次，當俞伯牙意在表現

巍峨的高山時，鍾子期回應道：

「善哉，峨峨兮若泰。」而當意

在流水時，鍾子期會感慨的說：

「善哉，洋洋兮若江河。」無論

俞伯牙想彈甚麼，鍾子期一定能

心領神會。俞伯牙遊覽泰山時遇

到暴雨，只好在懸崖下避雨。俞

伯牙感到心悲，以撫琴來宣洩自

己的情緒。琴聲最初表現久而不

停的雨聲，後來是山崩的巨響。

每奏一曲，鍾子期都能說出伯牙

的心聲，令俞伯牙感嘆不已。

後來，鍾子期因病而逝，俞

伯牙悲痛萬分，覺得在這世上再

也沒有值得讓他為之撫琴的人

了。於是俞伯牙破琴折弦，終生

不再撫琴。成語「高山流水」、

「伯牙絕琴」、「伯牙之嘆」等都

出於這個典故。後世有「萬兩黃

金容易得，知音一個最難求」的

感嘆。

民族音樂就像是中國傳統文

化的一面鏡子，它折射出中華民

族悠久的歷史畫面和其博大精深

的內涵。

古語云：「聖人不貴尺之

璧，而重寸之陰。」強調時間的

寶貴。人生的旅程是由無數個瞬

間組成，歷史的長河也是由無數

個瞬間匯成；瞬間是短暫的，卻

由此把握永恆。古之聖賢無不惜

時，「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

於凡俗，當惜分陰」（《世說新

語 ‧ 政事》），是說像大禹那樣

的聖人都珍惜每一寸光陰，一般

人更應當珍惜每一分光陰。

《荀子 ‧ 勸學》：「君子曰：

學不可以已」；「吾嘗終日而思

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

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

「故不積蹞步，無以至千里；不

積小流，無以成江海」。荀子

認為，精神修養沒有比受道德薰

陶感染更大了，福分沒有比無災

無禍更長遠了。在權利面前沒有

私慾邪念，人多勢眾也不會屈

服，天下萬物都不能動搖信念，

這就叫做有德行、有操守。君子

的可貴則在於他德行的完美無

缺。因此君子學聖賢之道是不能

停止的，整天地思考，卻不如片

刻學習的收穫大；踮起腳眺望，

卻不如登上高處看的廣闊，學

習是需要日積月累、持之以恆

的啊。莊子也曾說：「吾生也有

涯，而知也無涯。」，知識是永

遠也學不完的。

An o ld  say ing  abou t  the 
preciousness of time goes like 
this, “A sage does not care for a 
foot-long piece of jade, but would 
value an inch of time.” One's life is 
composed of countless moments. 
History is also made up of countless 
moments. One moment is short, 
but moments add up to eternity. 
All the sages in history valued 
time. It was said in New Account 
of Tales: Public Affairs that even 
a sage like Emperor Da Yu valued 
every moment of time, and thus an 
ordinary person should value time 
even more.

Xun Zi said, “There is never 
an end to learning.” “I used to 
think all day, but what I gained 
was less than what I could learn 
in an instant if I studied; I used to 
stand on my toes to look far away, 
but what I saw was far less than 
if I was standing in an elevated 
place.” “If one doesn't take steps, 
there is no way he will  reach 
1000 miles; if there are no small 
streams, then big rivers and oceans 
would not be accumulated [from 
them].” Xun Zi believed that for 
one's spiritual cultivation, there is 
nothing better than being influenced 

by great moral characters. If one 
doesn't have a selfish mind when 
confronted with a stronger force, 
doesn't get swayed just because one 
side has a lot of people, and nothing 
can shake his belief, then this is a 
person with virtue and ethics. A 
noble man should not stop pursuing 
the Tao of the sages, and learning 
needs to be accumulated over time. 
Zhuang Zi had also said, “There 
will be an end to my life, but there 
is no end to learning.” There is 
always more to le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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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伯牙鼓琴圖》是元代畫家

王振鵬創作的國畫，此圖畫春秋

名士伯牙過漢陽在舟內鼓琴時路

遇知音鐘子期的故事。畫中二人

對坐，左邊清瘦、蓄長髯、坐巨

石上彈琴者為伯牙，對坐垂首凝

神靜聽者為鐘子期。

▲

古人詠惜時 Ancients Discuss the Value of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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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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回

思故園黛玉寄家書 
論繡花大嫂析深義

秋風漸涼，秋意愈濃。此時

正值農閒。農民辛苦了大半年，

如今糧食俱已歸倉。正該疏散一

下筋骨，鬆鬆閒閒地休整一番。

男人們或聚在打麥場，或蹲在向

陽的牆根，天南海北地閒聊；小

媳婦們則互相串門，幾個要好的

坐在炕頭上，邊納鞋底兒邊嘮家

常；姑娘們聚在閨蜜的炕上邊剪

花樣，邊繡花，邊說著悄悄話。

而村東頭的林家小院則一刻也沒

有消停過。如今正忙得紅紅火

火。大哥正帶著大兒子秉仁在做

木匠活。院中槐樹下一個長凳邊

堆滿了木屑和刨花。兩人鋸啊，

刨啊……二兒子秉義正帶著三

弟、四弟用柳條編筐、編簍、編

簸箕。院中堆了一大堆柳條，旁

邊放了三、四個編好的柳筐。女

人也閒不住，紫娟早就央求大

嫂，趁農閒教她們做衣服，做飯

菜。這不，五個女人正聚在小翠

房中量尺寸，裁剪衣服。小翠的

房間已成了她們的「繡房」了。

只見小翠的大炕上，枕頭被子已

收到一邊，寬大的炕上放著一匹

紅緞子，一匹雪白的細紗洋布。

黛玉本預備用這兩匹布縫被子

的，沒用上。現在正打算給青

兒、丹兒、翠兒、杏花各做一個

紅緞小棉襖。青兒、丹兒的小

棉襖已裁好，放在一邊，現大

嫂正在量小翠的尺寸。小翠伸

開兩臂，邊讓娘量胸圍邊想出

一個問題：「這四個一模一樣，

萬一弄混了怎麼辦？」杏花說：

「那就做個記號唄。」紫娟說：

「不如每個人都在衣襟上繡一種

花，這樣就不會搞錯。各自挑自

己喜歡的花。」「好！好！」小

翠喜得跳起來。娘拉住她：「你

老實點好不好？還沒量好呢。」

杏花說：「我就繡杏花。」小翠

說：「我要在胸前繡一朵大大的

牡丹。」黛玉說：「我也只在邊

上繡幾朵小小的白梅。」紫娟

說：「你們都繡花，我偏繡幾片

葉子。」大嫂說：「繡一串葉子

也挺好看的。」說好每人繡自己

的。小翠說：「不行，我的大牡

丹多難繡，我要娘幫忙。」「不

行，必須自己繡！」紫娟說。小

翠想了想說：「那我就不要牡丹

了。」杏花問：「那你要什麼？」

「我什麼都不要，你們都有了，

那個沒有的就是我的了。」杏花

說：「還是牡丹吧，我幫你。」

「說話算數。」兩人在那拉勾。

這日晚上，月光明亮如水，

灑滿半間屋子，月光撩人。黛玉

輾轉反側，難以入眠。紫娟已酣

然入睡，自己卻毫無睡意，索性

披衣起床。站在窗前，望著圓

月，一陣莫名的悲涼襲上心頭。

如今自己十七歲了，隱姓埋名生

活在這裡，何時是盡頭？未來的

路在何方？這裡的人雖好，哥嫂

百般疼惜自己，侄輩們萬分尊重

自己，更有乾爹乾娘盡心盡力地

呵護，但這裡並不是自己的家。

難道此生就將老死在這北方的一

個村鎮裡。我的家，想到「家」

內心一陣刺疼，不知林府如今是

否已經荒廢，是否典賣他人？林

府真的就剩下我這個多病，孤苦

無依的孤女？記得小時爺爺曾把

她抱在懷裡，告訴她，她父輩共

弟兄三人，大伯父十八歲就夭

折；二伯科舉及第到很遠的廣州

去做官，朦朧中記得大伯一家上

任時還帶走一個哥哥，哥哥叫什

麼玉，想想，噢，對！叫良玉。

當年爺爺奶奶還在，他們每年回

家鄉省親一次，後來爺爺奶奶相

繼去世，他們只是偶有一封家信

寄給爹爹。以後連家信也稀少

了，如今爹娘雙雙去世，更是杳

無音訊了。若是二伯一家還在，

我也算有了親人，有了家。蘇州

林府才是我的根。原先只是想，

暫在此處落腳，再徐徐打聽南方

老家的情形。現在過得樂樂呵

呵，把一切竟忘了，真是樂不思

蜀了。不行，我必須有所行動，

不如先寫幾封信試探一下，怎麼

寫呢？林府是有地址而無人，廣

州方向是有人而無地址，怎麼投

寄呢？黛玉思忖了一會，管他

呢，我只寄給我的堂兄林良玉就

是了。轉身把臥室門輕輕關上，

走到堂屋的八仙桌旁，磨好墨，

一口氣連寫六封信，三封準備寄

往林府，三封將寄往廣州總督

府，全寫「林良玉」收。

次日又是剪花又是貼花，又

是挑選各色絲線，忙活了一整

天。晚上紫娟看小翠、杏花已睡

熟了，忙悄悄地帶上房門。然

後把老二秉義喊到堂屋。黛玉

問：「你明天套上車，帶兩個弟

弟到城裡去一趟行嗎？」「做什

麼？」　秉義問。黛玉說：「這

裡有三千兩的銀票。取出來後到

皮貨店買四個皮襖，是給乾爹、

乾媽和哥嫂的。」「我爹我娘的

就免了吧，你們也看到了，他們

倆整天忙得腳不沾地，哪有空穿

皮襖。」黛玉紫娟商量了一下。

「那就給哥嫂做兩個皮背心吧，

護胸護肚子。尺寸我寫好了，你

帶著，定要找好皮子，不要給我

省錢。剩餘的錢買八斤絲綿，

四個繡花的花繃子。」黛玉想了

一回，又說：「再買七本《三字

經》，七紮紙，七個硯台，七碇

墨，七個筆。」「買這麼多，要

辦學堂啊？」秉義問。黛玉說：

「我不辦學堂，要辦個家塾。」

秉義眼睛一亮：「姑姑莫不是教

我們識字？太好了！」紫娟又吩

咐：「你們最好邀上藥店的懷玉

大哥，他熟悉京城。讓他帶你們

買。中午找個好飯館吃一餐，別

餓著肚子往回趕。」「我長這麼

大還沒進過飯館呢。」秉義說。

「那就好好吃一頓吧，開個葷

吧，千萬不能喝酒誤了大事。」

「知道了！」秉義喜滋滋地將要

出門。黛玉說：「還有一件最要

緊的事，你把這六封信帶給懷

玉，讓他寄出去，一次分別往廣

州，蘇州寄一封，十天以後再寄

第二次，共寄三次。回信地址是

寫他家的，讓他萬一收到回信，

立即來信告訴我。」秉義說：

「姑姑放心，我都記住了。」

第二天吃過早飯，沒見到小

翠。紫娟奇怪，到小翠房裡一

看，只見小翠早已把炕上的被

子，枕頭移開，跪在炕上，撅著

小屁股，正仔仔細細地把那四件

小紅襖擺成一排。小翠聽到腳步

時，頭也沒回，就喊：「小姑，

您來了。」然後猛一轉身，用手

往炕上一指：「您看！」「鬼丫

頭，頭也沒回，怎麼就知道是

我。」小翠說：「小姑的腳步輕

輕巧巧，不急不慢，一聽便知

是你。」「大姑的腳步是什麼樣

子？」「大姑的腳步更輕巧，慢

悠悠，聲音若有若無；幾個哥

哥腳步就重多了，我爹若是大

步進來，就連這炕都要發抖。」

紫娟用手絹捂住嘴笑，喊黛玉：

「姐姐，快來聽聽，小翠正用腳

步認人呢。」黛玉說：「我早聽

到了。」紫娟又轉過頭來問小

翠：「再接著說，對了，你娘的

腳步聲呢？」小翠側頭想了一

下：「我娘的腳步也是輕輕的，

不過風風火火的。」「乾爺爺的

腳步聲呢？」「是不輕不重，穩

穩地，有板有眼的。」兩人都笑

彎了腰。黛玉笑著說：「別看平

日像個活猴子，心還挺細的，說

得是那麼回事。」笑了一回，三

人又一齊向炕上看去，只見一排

紅艷艷的襖面上，貼著各種白色

紙花，煞是好看。「這紙的都這

麼好看，若用絲線繡上，不知有

多美呢！」紫娟說。這時，大嫂

也進了房。紫娟這時轉身跑到

自己房間裡，不一會拿來一大

包絲線，打開給大嫂看：「這是

我們上次在集鎮上買的，您看能

用嗎？」大嫂一看，紅紅綠綠，

深深淺淺，足有二、三十種。手

拿一束雪白，銀光閃閃的絲線

對黛玉說：「你那白梅，就用這

種線繡花瓣。」又拿出一束淺黃

絲線，「用這個在花心處繡幾根

花蕊。」黛玉說：「太麻煩，我

就一色白好了。」「也好。」又

拿一束翠綠放在紅緞上說：「這

兩種顏色搭配就太俗了，若用這

種墨綠繡上幾片葉子，就顯得

貴氣多了。」又對杏花說：「你

用這種粉紅絲線繡花瓣，再用這

種黃色絲線做幾絲花蕊。」杏花

點頭。小翠急了，「我的呢？」

大嫂說：「你的這朵大牡丹就有

點難了，容我想想。」杏花說：

「嬸嬸剪的這牡丹真好看。」大

嫂說：「是有人替我畫，我只不

過照畫剪下來。」「誰畫的？」

眾人齊聲問。小翠笑著說：「我

知道，是我爹畫的。」黛玉、紫

娟萬分驚奇。「真是我大哥畫

的？」大嫂說：「別看你大哥粗

粗笨笨的，心細著呢，腦袋瓜

靈，手巧得很。」黛玉紫娟看得

出大嫂對大哥壓抑不住地欣賞和

愛慕，兩人不由相視一笑。「你

這朵牡丹要由深到淺不斷向外

暈色。中間用這深紅線，再用

大紅，再用粉紅，最後用水紅

由內到外不斷暈出去，才能看

出層次來。你有這個本事嗎？」

「我有杏花姐姐幫忙啊！」大嫂

說：「不行，要自己繡！」接著

說：「繡花這事說難也難，說易

也易，就是心要靜下來，一針挨

一針，要細密要勻淨，若火急火

燎，毛毛躁躁就繡不好。做事也

如此，若浮浮躁躁、馬馬虎虎，

將一事無成。」小翠小聲嘟囔

著：「我是個毛猴子，哪裡會幹

這個？」眾人都笑了。大嫂說：

「越是這樣，越要磨你的性子。」

晚上，大嫂、黛玉、紫娟在

燈下等待秉義他們回來，其餘人

均己入睡，夜近三更，仍不見人

影，紫娟說：「該不會出事吧？」

大嫂邊收拾針線筐邊說：「不

會，秉義鬼著呢，又略識幾個

字，不會出事的，興許事情還沒

辦完，咱們都睡覺吧！」說著，

打了個哈欠，端著筐子出了門。

第二天，午飯前，他們回來

了。秉義說「東西早買好了。正

要趕車回家，忽然聽到葯店的人

議論紛紛，說是賈家出了大事，

被抄家了！」大嫂望了她們一

眼，只見兩人臉色煞白。又聽秉

義說：「我知道兩個姑姑在賈府

多年，肯定關心這事，就想打聽

一下，有人就薦了一個曾在賈府

當差的小廝，他講了很多，這下

就耽擱了，又怕走夜路危險，就

在懷玉叔家住了一晚。」「那小

廝都說了些什麼？」黛玉問。秉

義說：「說賈家拖欠公款，搶佔

民女，逼人自殺，放高利貸……

我也記不清了。聽說龍顏大怒，

立即命人抄家、捉人。大老爺夫

婦被流放到北方苦寒之地；二

老爺夫婦被流放到南方濕毒的

大森林；其餘主人一律關進牢

房；幾百號下人到官宦人家出苦

力……」秉義又說：「對了，聽

說一個生下來銜玉的一位公子，

半年前參加科舉考試，出場時，

人多擠丟了，一直下落不明。還

有個孫子，說是其母年輕守寡教

子，實屬不易，允許他們母子住

在原處。」大嫂邊聽，邊留意兩

位妹妹，只見兩人眼淚汪汪，忙

對秉義說：「你先回去吧！」

嫂子走到兩人身邊，溫婉相

勸：「我知道，你們為那些姐妹

們傷心。這也是沒法子的事，你

們要想開些，別傷了自己的身

子。」黛玉說：「大嫂，沒事，

你回去休息吧，放心！」紫娟

把大嫂送出了門，把房門輕輕

關上。跌坐在椅子上，長嘆了

一聲：「沒想到賈府會垮得如此

快，如此慘！」（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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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順治皇帝是滿人入關

後的第一位皇帝，他的一生

極具傳奇色彩。據史書記載，

順治帝天資極為聰穎，精通

易經風水，13歲即拋下玉扳

指，為大清皇朝找到一塊絕

妙的風水寶地。

順治帝親覓風水寶地

中國歷朝歷代的君王，為保

國運昌隆，對於陵寢的風水極為

講究。古籍《嘯亭雜錄》就記載了

清順治帝親自選定陵寢的過程，

即便是善於相地的風水先生，也

不一定能找到如此風水寶地。

清 順 治 皇 帝（1638 年 －

1661 年）是清朝第二位皇帝，

清朝入關後的第一位皇帝，5 歲

登基，由叔父攝政王和碩睿親王

多爾袞輔政。順治元年（西元

1644 年），清軍入關，入主中

原。同年，遷都北京。順治七年

（1650 年），多爾袞出塞射獵，

死於灤河，順治帝提前親政。

清順治八年（西元1651年）

的一天，13 歲的順治皇帝奉孝

莊文皇太后，率領皇后、妃嬪、

諸王大臣、風水師，一行浩浩蕩

蕩向遵化出發。他這次是有備而

來，聽說遵化馬蘭峪豐台嶺一帶

風水極好，特來查看。

明朝查繼佐所著《罪惟錄》

中盛讚了豐台嶺的風水。

崇禎十三年就曾派劉孔昭和

張真人前去遵化尋風水寶地，選

好之後，劉孔昭說風水雖好，但

沒有好的開工時間。

經過掐算，開工吉時是甲申

年，也就是崇禎十七年，而這一

年，恰好是明朝滅亡的年份。

順治帝一行人登上豐台嶺，

登高遠望，但見南面平川似毯；

北面重巒如湧，林木茂盛鬱鬱蔥

蔥；在東、西方向，各有一泓青

綠的碧水，形成一個天然的金

甌，形狀完美無缺。順治帝相中

了這塊風水寶地，便對周圍的近

臣說：「這座山王氣昌盛，將來

可做朕的陵寢。」

最懂風水的皇帝

13歲欽定大清龍穴
順治帝拋玉扳定龍穴

順治帝翻身下馬，在一塊向

陽的地方，對天虔誠地祝禱。隨

行的堪輿大臣和欽天監官員按照

八卦方位，根據陰陽五行等玄妙

的機理，測算地勢。

他們看到昌瑞山以北為「後

龍」，東面的鷹飛倒仰山為青

龍；西面的黃花山為白虎；南面

的金星山為照山；而遠處的影壁

山為案山；馬蘭河、西大河二水

環繞流過，形成「山環水繞、負

陰抱陽」的山水格局，讚歎實在

是不可多得的風水寶地！

同時又發現了龍脈從太行上

延伸而來，氣勢猶如巨浪；再看

四周的山勢猶如五魁站班，層巒

疊嶂的山峰也酷似千葉襯托的蓮

花，再也沒有比這更好的福地

了！

於是，順治帝摘下手上的玉

扳指，向南面拋去，對侍臣說：

「扳指落下的地方，就是將來的

陵寢穴位。」

眾人就在扳指落下的地方，

插進一支金簪，在上面覆蓋泥

土，用棚席罩住，不再使它們見

到日月星辰的光芒。

就在這塊風水寶地上，清王

朝修建了五個大清帝王的陵寢，

就是著名的清東陵。

清東陵名遠揚

很多滿族後人都認為，清東

陵位居中華龍脈之首，巍巍壯

觀，山龍水龍皆美，是一處金鎖

玉關的寶地。因龍是行雲布雨的

神獸，所以清東陵每年都會下

七十二場雨，分毫不差。

歷史證明，順治帝選中的風

水寶地確實為大清帶來好運，康

熙、雍正、乾隆三位帝王締造的

清朝盛世，千古傳頌。

1976 年， 唐 山 發 生 7.8
級大地震，境內房屋倒塌，幾

乎被夷為平地時，同樣位於震

中的清東陵，卻沒有受到絲毫

損壞。而科學界至今對此難以 
解釋！

文/引則

我認識一個人，心高氣傲，

很會嫌棄，在感情上也是如此。

導致的結果，就是婚姻不順，天

天愁眉苦臉。

嫌棄說明看不起人，不懂得

珍惜，總是得不到滿足。為甚麼

會嫌棄呢？就是覺得自己太優秀

了，太了不起了，總覺得別人配

不上自己。其實他們內心某處很

自卑。

自卑感很強的人，往往自尊

心很強。如果你常常覺得自尊心

受傷了，那是告訴你，你太自卑

了！人如果老愛嫌東嫌西，是很

損福報的。福報會在嫌棄中慢慢

損掉。

以前老家有個人，常常甚麼

都說好，這個也好，那個也好，

待人也好，平等相待，衣服、食

物，都很珍惜。

現在她兒孫發達，這就是老

一輩人的福德，福澤了下一代！

范時行，蘇州人，乾隆時在

德清紫陽觀拆字，他為一個士兵

拆「棊」字，解析終身禍福。

他道：「圍碁的子，是愈下

愈多；象棊的子，是愈下愈少。

今日您要拆的是棊字，非碁

字，從木不從石，所以是象棊

子，而非圍碁子；恐怕家中人口

會日益凋零。」

士兵說：「確實如此。日後

我該怎麼辦？」

范時行說：「您是個軍人，

就像象棊中的卒。

卒在自己的界內，只能行一

步，若是過了河，縱橫皆可行。

由此推斷，你只有外出，方

可得志。不過卒雖然過了河，仍

舊只能行一步，故不能得大志

也。」( 見《清稗類鈔》)

愛嫌棄者折福

文/雲淡風輕

這裡就幾個觀察指標，說明

如下：

氣色變好運氣變好

氣色與運勢的變化息息相

關，氣色突然變好或變差，暗喻

將有好事或壞事發生，所以請多

保持好氣色，不要熬夜是基本，

如果氣色差，上個妝補強。

身上長出新痣

痣的位置有吉、有凶。如果

臉上某個部位突然長出一顆痣，

那是有所徵兆的，代表相關位置

運氣有變化。

容貌的損傷

面部的損傷也跟運氣有關，

如損傷在鼻子，男人代表財運，

女人除了財運，還代表了夫星，

如果這個位置受到了損傷，那短

期內要多注意財運與愛情的發展

( 愛情指女性 )。

髮質的變化

頭髮變化與運氣變化也有關

聯。

例如年輕時頭髮很硬，隨著

年齡增長，人變得圓融了，不再

有稜有角，髮質也會隨之變軟。

氣質的變化

在相學中，氣質神態的變

化，被認為是運氣變化最大的特

徵，因為神比外在的相更加重

要。

如果一個人的氣質明顯變

好，但容貌卻沒有多大改變，那

往往是要走好運了。

夢境的預測

夢是潛意識的一種體現，除

了特殊的夢境，做夢的內容通常

有一定的規律。運氣變化了，那

夢境會提前反映出來，如果夢境

是重頭開始或者擺脫壓力，預告

運氣即將轉變。

缺點變少運氣變好

能看出自己的缺點，是一種

覺悟；能改掉自己的缺點，更是

一種成就。

有些人總感歎自己命不好、

運不好；總覺得自己活得累，從

來都沒有滿意過、知足過；實際

上，我們還是可以改變自己的命

運；努力改掉自己的缺點，運氣

也會變好。

文/返本

時來運轉

自西漢張騫出使西域後，令

漢朝和中亞的經貿文化得日益交

流，可是西漢末年王莽之亂後，

北方匈奴的威脅再次籠罩西域，

中斷了這條溝通東西方的商道，

東漢明帝想再次打通這條道路。

漢 明 帝 永 平 十 六 年 (73
年 )，竇固派遣班超擔任假司馬

( 代理司馬 ) 出使西域。

在此之前，班超還是個以抄

寫文書養家餬口的文人，不過他

對傅介子、張騫等開通西域的

名將非常推崇。一次班超去看

面相，相師說他當「封侯萬里之

外。」班超追問道理，相師說：

「先生『燕頷虎頸』，能飛而食

肉，是萬里侯的相格。」

後來班超投筆從戎，領命率

領一支軍隊前往西域的鄯善國

(即樓蘭國，今新疆若羌附近 )。
國王廣接待班超非常周到，

後來忽然怠慢起來，班超推斷有

匈奴使者來到，從中作梗。派人

探查後，果真如此，於是班超招

集所帶來的官吏共三十六人，趁

夜火攻匈奴，殺死一百餘人，震

驚整個鄯善國。國王廣表示願意

歸屬漢朝，消息回報朝廷後，班

超受封為軍司馬；這是他經營西

域的開始。

鄯善之後，班超陸續鎮服于

闐、疏勒，又與漢朝援軍聯合出

擊，與強悍的北匈奴在西域各國

間展開爭奪戰。最終班超又平定

了莎車、龜茲與焉耆等國，使漢

朝中斷了六十五年的絲綢之路重

新恢復暢通。

班超經營西域的時間共計

三十一年，以殊功受封為定遠

侯，此時他已經七十一歲了，因

想念故國家鄉，上書請求回朝。

漢和帝永元十四年 (102 年 )，
班超回到洛陽，一個月後就病死

了。

( 參見《後漢書 ‧ 班梁列

傳》)

「燕頷虎頸」將軍相
「燕頷」指下巴如燕頦

般的豐圓，是立大功之相；

「虎頸」指頭圓項短，下巴

厚重，是將軍之相，後漢名

將班超兼具這兩種相格。

編輯整理/史鑑

文/安吉託夢為何會應驗

我曾聽朋友講過一個親身經

歷。朋友的弟弟婚姻失敗，除了

三歲的女兒，甚麼都不想要，但

是孩子的母親不答應，結果兩人

對簿公堂。

美國法律傾向於母親撫養孩

子。在冗長的法律糾紛中，朋友

的弟弟漸漸失去了對人生的信

心，最後竟然自盡身亡。造化弄

人，第二天卻收到了法庭的判

決，因為種種原因，孩子被判歸

我朋友撫養，他決定收養了那個

可憐的小女孩。

幾天後，我朋友夢見弟弟告

訴她，書桌的夾層裡有一份保險

單，受益人是他女兒；醒來後，

真的在夾層裡找到了保險單。這

個夢夠離奇吧！

那麼夢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有一種說法 ——夢是人在另外

空間的生存方式。

中醫聖經《黃帝內經》說，

人是「天地合氣」產生的，所以

人的生命包含兩大部分：「天的

成分」（無形的）與「地的成分」

（有形的）。

也就是說，人不僅具有「有

形」的身體，還蘊涵「無形」的

生命成分；因此，人是同時生活

在「有形」的空間與「無形」的

另外空間。中醫認為人的五臟

（心、肝、肺、脾、腎）不僅能

藏精（精華物質），還都能藏神

（無形的生命成分），所藏之神

稱為「五臟神」（神、魂、魄、

意、志）。其中，神是五臟神之

首，特稱為「元神」。

人不僅有神、魂、魄，還有

許許多多「無形」的生命成分。

人「有形」的身體是由分子所構

成的，「元神」的構成粒子最小；

在分子與「元神」粒子之間，還

有許多空間，稱為另外空間，每

層空間都存在一個該空間粒子構

成的人的生命成分。

「元神」是無形的，俗稱靈

魂，其構成的粒子最小，擁有的

能量卻最強，能夠制約其他空間

的生命成分，所以是人真正的

主宰。當人清醒時，就是由「元

神」發出意識，透過大腦發號施

令，控制著人體，並產生在「有

形」空間的各種行為活動。

而「夢」呢，就是人在睡覺

時，無形的生命成分在另外空間

的表現。死去的人元神離體，和

睡覺人的元神相會，這就是俗稱

的「託夢」。

夢到底是怎麼回事

呢？有人說「日有所思夜有

所夢」，可有些夢卻不那麼

簡單。

如何知道
自己的運氣
即將發生 
變化？

▲ 1900年的清東陵

范時行拆「棊」字

▲清世祖順治皇帝朝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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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教育C6 www.secretchina.com   VISION TIMESEducation 2018年 7月12日—7月18日     第10期    

從不會畫 
到被選送參加比賽
聽我父母說，我一歲多就會

畫汽車了。大學裡我學設計專

業，美術老師評價我的畫是「專

業水平」，可我女兒三歲多時，

還畫不出甚麼東西，我真有點著

急。聽說多倫多有一家聞啟文化

學校，是一所綜合性的中文才藝

學校，週末孩子去一天就可以選

修不同的才藝項目，免去了父母

們帶孩子在各個專業學校間奔波

的時間。女兒四歲多時我把她送

去學習，還特地選了美術課，希

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專業老

師的教導下會開竅。

沒想到第一天晚上我去接孩

子時，校長說我的孩子畫得又快

又好。我聽了很驚訝：有這事

兒？在家怎麼沒看出來？之後我

遇到美術老師，年輕又幽默。聊

起上課的情況，他說我的女兒很

喜歡在群體裡做事，和很多孩子

一起她就興致高昂。老師也很有

一套教育小孩的方法，可以激勵

孩子的繪畫興趣。我覺得我放棄

閉門造車，讓女兒出來學習是正

確的決定。

一年後，多倫多青少年中華

才藝大賽要舉行了。一九九七年

香港回歸前，很多香港移民來到

多倫多。他們希望在加拿大把優

秀的中華文化傳統發揚光大，也

懷念故鄉香港，於是組織了這個

賽事，讓下一代能夠繼承多才多

藝的中華文化傳統。之後大陸移

民潮到來，組織者修改了比賽規

則，讓華人孩子和學習中華文化

的加拿大孩子都能參加。朗誦比

賽分為國語和粵語；書法比賽分

為正體和簡體等，使這項賽事變

成了華人社區最全面、最有包容

性的青少年才藝大賽。繪畫作為

四藝之一，是古人修身養性的重

要方式，自然也是這個賽事的主

項之一。我的女兒因為在美術課

上表現出色，被聞啟學校選送參

加繪畫比賽。準備比賽就靠家長

了，這下我這個會畫畫的媽可有

了用武之地。

認識大千世界

這次繪畫比賽的題目是「海

底世界」。我帶女兒去看水族

館，看動畫片《海底總動員》，

先幫助她認識海底世界，女兒很

高興媽媽用這麼多時間陪她玩。

之後，我問她：「海底有花

嗎？」「有花！是海葵。」「海

底有樹嗎？」「有樹，是珊瑚

樹！」「海底有草嗎？」「有草，

是海藻！」「海底有馬嗎？」「有

馬，是海馬！」「海底有星星

嗎？」「有，是海星！」

看女兒都答出來了，我又

問難一點的問題：「海底有蝴蝶

嗎？」「嗯……沒有。」我給她

看了一段蛤蜊游泳的視頻，看著

蛤蜊在水中拍打著一對翅膀一樣

的貝殼翩翩起舞，女兒高興的

說：「真像蝴蝶啊！」我又問：

「海底有氣球嗎？」「嗯……沒

有。」我又給她看各種水母的視

頻，看著五顏六色的半透明的水

母在水中懸浮，女兒驚嘆牠們真

的很像節日的氣球。

我接著問她更難的問題：

「海底有人嗎？」「嗯……沒有。

噢，不對不對，有人！是美人

魚！」我很高興孩子的思維被拓

寬了，又問：「海底有房子嗎？」

「嗯……沒有。噢，不對不對，

有龍王住的水晶宮！」這是女

兒看動畫片《大鬧天宮》長的見

識。我補充：「還不止這些呢！

貝殼是蛤蜊的家，海螺殼是寄居

蟹的家……」

我開始問她最難的一個問

題：「海底有大氣嗎？有天空

嗎？」「嗯……沒有。」「你看

蛤蜊在水裡游泳很像蝴蝶在空氣

裡飛舞，對嗎？我們人和地面上

的生物是生存在空氣的環境中，

但是海底生物是生活在海水的環

境中，對牠們來說海水就和我們

身邊的空氣一樣平常，牠們看到

海水中游泳的魚就像我們看到的

天空中飛翔的鳥。對我們來說，

大氣層形成了天穹的感覺，我們

就看到了藍天；對海洋生物來

說，海水與大氣界面的變化，同

樣是天空的感覺啊！」

「噢！原來海洋生物的天空

是海面！」「對了，孩子！所以

你要明白，不同生物的生存方式

與生存條件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千萬不要用自己的生存條件

作為唯一標準來界定其他環境下

能否有生物。有些人類眼裡的不

毛之地，可能也有繁榮的生態

圈；有些人類認為是沒有生命的

物質，可能也有牠們的生存方

式，只是人看不出來。在其他的

生存環境中，那裡的生物也有牠

們感覺美好的事物，在牠們的境

界享受著按照牠們的標準覺得快

樂的生活。」（待續）

旅懷 
崔塗

       lǚ     huái

cuī tú

sòng jìn dōng fēng guò chǔ chéng

huá  fǎ  chūn cuī liǎng bìn shēng 

送盡東風過楚城。

華髮春催兩鬢生。

dù juān  zhī shàng yuè sān gēng 

 wǔ  hú  yān  jǐng yǒu shuí zhēng 

杜鵑枝上月三更。

五湖煙景有誰爭。

shuǐ  liú   huā xiè liǎng wú qíng

gù  yuán shū dòng jīng nián jué 

水流花謝兩無情，
hú dié mèng zhōng jiā wàn  lǐ 

  zì   shì    bù  guī  guī  biàn dé 

蝴蝶夢中家萬里，

自是不歸歸便得，

故園書動經年絕，

註釋

崔 塗（854 年 ～ 卒 年 不

詳），字禮山，唐代浙江人，唐

朝著名詩人。 
崔塗是唐僖宗光啟四年﹙公

元 888 年﹚的進士，根據《唐才

子傳》的記載，崔塗是一位很會

作詩的人，他的詩「深造理窟」

( 理窟 : 道理的深奧處 )，確實

能夠「竦動人意」；對於所寫的

景物、情懷往往都能夠「宣陶肺

腑」( 宣陶 : 抒發之意 )，發自

內心。

崔塗終生飄泊，漫遊巴蜀、

吳楚、河南，秦隴等地，而家眷

卻寄居江南，所以寫了不少的離

別傷感的詩，由於意境和趣味都

十分深遠，深得寫詩人的喜愛。

其詩多以飄泊生活為題材，情調

蒼涼，亦多旅愁之作。在〈巴山

道中除夜書懷〉詩中自稱是「孤

獨異鄉人」。

﹙ 1﹚旅懷：一作〈春夕〉，

也有題作〈春夕旅懷〉的。是描

寫旅居異鄉的感觸。

﹙ 2 ﹚水流花謝﹕隱喻時

間一去不回。

﹙ 4 ﹚楚城：泛指古代楚

國所屬之地，即今日的湖南、湖

北、安徽、江蘇、浙江及四川、

陜西部分地區等。

﹙ 5 ﹚蝴蝶夢中：即夢中

的意思。蝴蝶夢典出《莊子 ‧

齊物論》是寫莊子作夢化為蝴蝶

的故事，因非事實，所以將不真

實的夢幻稱為蝴蝶夢。

﹙ 6 ﹚故園書：指家書。

故園就是昔日的家園。

﹙ 7 ﹚子規 : 杜鵑的別名

﹙ 8 ﹚經年：一整年。

﹙ 9 ﹚華髮：斑白的頭髮。

﹙10﹚春催：指歲月催人。

﹙ 11 ﹚五湖：即太湖與周

邊的其他四個湖泊。也有單指太

湖的。

﹙ 12 ﹚煙景：指霧靄蒼茫

的水面景色。

水的流逝、花落凋謝兩者皆

為自然造化無情之事，在送走春

天後路過古代楚國的地界。夢中

回到遠在萬里的家園，醒來卻是

月明三更時分，杜鵑在樹枝上淒

厲地啼叫。故鄉的家書常常整年

不通，春天萬物萌生，對鏡已是

滿頭白髮了。是我自己不想回去

的，若真想回去，便可回去。試

想，雲霧蒼茫的五湖景色，有誰

會和我爭呢？

作者 譯文

解釋
閏：黃曆一年和地球繞日一

週的時間（西曆）差了十多日，

所以每隔數年，就會累積多餘的

日子，這就叫閏。

余：多出的、剩下的。

律：古樂十二律中的陽律。

指的是六律。

呂：古樂十二律中的陰律。

指的是六呂。

調：合適、和諧。

陽：聲調。古代四聲：陽

平、陽上、陽去、陽入的總稱。

因受聲母清濁不同的影響，濁聲

母的字為陽調，發音一般較陰調

稍低。

古樂十二律

十二律是河洛民族傳統音樂

使用的音律，後來逐漸傳入到朝

鮮、日本、越南等東南亞國家。

律，本來是用來定音的竹管，河

洛民族中原古人用 12 個不同長

度的律管，吹出 12 個高度不同

的標準音高，以定出音階的高

低，故這十二個標準音高也就叫

做十二律。從低到高依次為：

黃鐘－大呂－太簇－夾鐘－

姑冼－仲呂－蕤賓－林鐘－夷

則－南呂－無射－應鐘。

十二律分為陰陽兩類，奇數

六律為陽律，叫做六律；偶數六

律為陰呂，稱為六呂，合稱律

呂。一般所說的六律包括陰陽各

六的十二律。

譯文參考

民間通行的黃曆，每三年有

一個閏月，西曆則是每四年二月

份會多出一天，變成二十九天。

像這樣將多出來的日子計算清楚

妥善安排，訂出年來，才能符合

四時的運行基準。就如同古時用

來調合聲音的六律和六呂一樣，

將音律調好了，聽起來才準確。

千字文
        rùn     yú    chéng   suì

閏 余 成 歲
         lǜ       lǚ     tiáo    yáng

律 呂 調 陽

|育兒心得|

繪畫比賽做窗口了解世界和人生
文 /李青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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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秦者胡也

《史記》記載：「始皇三十二

年，秦始皇巡北邊」，燕地有一

很有名的方士盧生，向秦始皇帝

獻出一冊神祕的圖，上書：「亡

秦者胡也！」秦始皇看後，認為

「胡」即指匈奴，於是令大將蒙

恬率三十萬大軍，北伐匈奴，以

絕亡秦之患，更修築萬里長城，

以抵禦胡人南侵。

秦始皇死後，李斯等人擅改

遺詔，擁立秦始皇少子胡亥為

帝，是為秦二世。秦二世暴虐無

道，導致了秦朝的滅亡，應驗了

「亡秦者胡」的預言。

代漢當塗高

《春 秋 讖》 有：「漢 家

九百二十歲後，以蒙孫亡，授

以承相。代漢者，當塗高也。」

漢武帝也感嘆過 :「漢有六七之

厄，法應再受命，宗室子孫誰當

應此者？六七四十二代漢者，

當塗高也」。「當塗高」三字意

思隱晦，又像謎語。那麼甚麼

是「當塗高」呢？歷來爭議都很

大。建安二十五年，有個叫許芝

的太史丞說：「當塗高者，魏也；

象魏者，兩觀闕是也。當道而高

大者魏，魏當代漢。」

古代的宮殿祠廟前面通常都

建有兩個高大的臺，臺上有樓

觀，在兩臺之間留個空闕的地

方，這種建築就叫闕或雙闕。

許芝說「當塗而高」正是這

個東西。它又叫「象魏」。證明

以魏代漢，正是「天意」。

董卓不得生

董卓，字仲穎，涼州隴西臨

洮（今甘肅岷縣）人，東漢末

年軍閥和權臣，以殘暴聞名。

他於桓帝末年先後擔任并州

刺史，利用漢末戰亂和朝廷勢弱

占據京城，廢立挾持漢獻帝，東

漢政權從此名存實亡。漢獻帝元

年初，長安流傳一首童謠：「千

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

生。」當時的人們都不解其意，

直到董卓之亂後才恍然大悟。

「千里草」為「董」，「十日

卜」為「卓」，不同於通常的自

上而下解字，這首童謠是自下而

上解字，暗示董卓將以下犯上，

以臣淩君。「青青」，茂盛的樣

子，意指董卓有盛權之時，卻只

能是「不得生」的結局。

劉秀為天子

劉秀，字文叔，南陽郡蔡陽

縣人，是漢高祖劉邦的九世孫，

東漢開國皇帝，中國歷史上著名

的政治家、軍事家。

劉秀出生的時候，有赤光照

耀整個房間，當年稻禾一莖九

穗，因此得名秀。劉秀 9 歲喪

父，靠叔父撫養，以農耕為生。

王莽亂政，坊間開始流傳

一則童謠：「劉氏復興，秀為天

子，李氏為輔。」新莽末年，劉

秀在家鄉起兵，受到李通和李軼

兄弟的大力扶持。西元 25 年，

劉秀於河北鄗南千秋亭登基稱

帝，為表復興之意，仍以「漢」

為其國號，史稱「東漢」。劉秀

結束了 20 多年的亂局，統一天

下。

他在位三十三年，大興儒

學、推崇氣節，東漢一朝也被後

世史家推崇為中國歷史上「風化

最美、儒學最盛」的時代。

點檢為天子

五代時期，後周世宗柴榮莫

名其妙得到一個錦囊，裡面裝

著塊木條，上面寫著「點檢為天

子」，柴榮大驚。點檢，相當於

皇家禁衛軍最高長官。為了防範

於未然，他罷免了當時的點檢、

自己的姐夫張永德，讓趙匡胤接

替他擔任殿前都點檢，同時賜檢

校太傅，而此前趙匡胤只是檢校

太保、殿前都指揮使。可是他做

夢也沒想到，這個預言正應在趙

匡胤身上。

*  *  *
現代唯物主義觀點認為，讖

言不過是迷信的說法。其實中國

歷朝歷代幾乎都有讖語，以民謠

或石碑刻字等方式流傳，向人間

暗示未來即將發生的事件。只不

過因為讖語的展現晦澀又神祕，

身處此境的人無法領會，唯有時

過境遷才發現，原來，天機早就

透露給了人們。

手機
會使人腦力流失

文 / 秀秀

中國古代，有很多人喜歡修

道，有大成者也不在少數。《太

平廣記》裡記載，有一位吳真君

叫吳猛，字世雲，家住豫章武寧

縣，喜愛道術，以孝子名聞鄉

古代神奇修道者
文 / 中原 

 圖 / Fotolia

相信開車的人都有過

堵車的經歷，當你著急上

班要遲到拚命按喇叭，也

許就會收到一句：著急？你

飛啊！無奈，你只能望車流

而興嘆：真的能飛著上班

多美。

唐朝薛漁思的《河東記》，

是一本反映當時真實社會事件

的傳奇筆記。記錄了唐文宗大

和（827 ～ 835 年）年間發生

的許多神異故事。

其中有一個故事，頗為神

奇，寫一群鶴仙化身美麗女

子，遊歷人間並在長安慈恩寺

塔院留下詩句。 
唐大和二年，有一天晚

上，皓月當空。長安城南韋曲

的慈恩寺塔院忽然出現一位

美貌婦人，領著三、四個青衣

婢女，繞著佛塔說笑，氣質風

雅，甚有韻味。

那婦人忽然對侍婢說：「告

訴院主，借筆硯來。」借來筆

硯後，美婦人就在北邊走廊的

柱子上題了一首詩：「黃子陂頭

好月明，忘卻華筵到曉行。煙

收山低翠黛橫，折得荷花贈遠

生。」題寫完畢，院主拿著燈燭

要看那詩句，美婦人與侍婢全

都變成了白鶴沖天而去。廊柱

上的字跡至今尚存。

鶴仙題詩慈恩寺
文 / 天羽 圖 / Fotolia

每日醫學（Medical Daily）
網站曾報導，德克薩斯大學

（University of Texas）研究人

員對 800 多人進行心理測試後發

現，只要人身邊有手機，不論是

否接發文字信息或看圖片，人的

注意力都比不帶手機時更分散。

研究人員要求受試者將手

機設為靜音模式，放在眼前的桌

上、口袋中，或放在另一房間內。

測驗表明，當手機放在眼前

時，人的注意力最差，而手機完

全不在身邊時，人的注意力最好。

放在口袋中的注意力介於前

述兩者之間。德克薩斯大學的研

究者沃爾德（Adrian Ward）副

教授描述：「我們觀察到一種比

例關係。就是說，人越注意手

機，他的認知能力越差。」

沃爾德稱這種手機分散注意

力的現象為「腦力流失」。很多

的交通事故，直接原因就是人在

駕車時用耳機接聽手機電話，注

意力被分散而發生危險。

手機甚至會影響到 
人們的判斷力

根據一項對 600 人進行的

抽樣調查報告，有些人在不使用

手機中的應用軟件 Google（谷

歌）時，甚至不能決定自己要

做甚麼事情。因此每日醫學建

議，如果一個人需要做合理的、

有深度的工作，則應該遠離手

機，至少不把手機放在身邊。

河北承德市區西南 30 里

處，有兩顆巨大的岩柱南北排

開，比肩而立，好像寶塔，峰頂

各有磚塔一座，稱為雙塔山。兩

座山峰高低差不多，北峰粗大，

高 40 餘米，周長 74 米。南峰

上粗下細，周長 34 米。雙塔山

陡直而立，高不可攀，峰頂磚塔

是何人、何時、因為甚麼所建，

一直是個謎。《承德府志》記載：

東塔 ( 南峰 ) 之巔有古廟，不詳

何人所建，已就傾圮，旁有一小

碑鐫「王仙生」三字。

清人紀曉嵐《閱微草堂筆

記》中也說：山莊之西「有雙塔

峰，亭亭對立，遠望如兩浮圖，

拔地湧出，無路可上，或夜聞

上有鐘磬經唄聲，晝時有雲片

往來。」「上種韭二畦，塍畛方

正，如園圃之所築」。

乾隆五十五年，乾隆皇帝命

令守吏砍伐樹木搭建雲梯，親自

登上封頂查看。在較大的峰頂發

現了一個小屋，屋中有一個石桌

和香爐，中間供奉著一塊石板，

上面刻著王仙生三個字。在小的

峰頂發現有兩畦韭菜，一雙草鞋

和一本舊書。

乾隆皇帝非常失望，回到避

暑山莊當晚做了一個夢：一個白

髮老頭問他，陛下登雙塔山看到

了甚麼，乾隆照實做了回答。老

頭說，舊書是天書，草鞋是登雲

靴，韭菜是靈芝草，香爐是生雲

壇。皇上甚麼也沒看中，實屬有

眼無珠。第二天清早乾隆命人重

搭雲梯，可怎麼也搭不成，只好

作罷。

工匠砌牆都是壓縫砌磚，但

是遼塔北牆卻不是，看著像是牆

磚分為幾摞堆碼起來的，似乎沒

用泥灰黏接。按說此種結構非常

不結實，不知是外行所建還是有

意為之，但此塔卻已經保存了千

年。唐山大地震之前北牆裂縫大

約有 20 多厘米，但震後磚塔不

但沒有倒塌，裂縫反而合攏了。

雙塔究竟是何人所建，用甚麼方

法而建，建塔的目的是甚麼，至

今仍然是一個未解之謎。

本世紀初，當地曾建了鐵質

旋轉梯，供遊人上塔觀光，發現

峰頂仍然長著韭菜。

千年之謎雙塔山

雙塔山陡直而立，高不可攀。

被洩露的天機？

文 / 藍月
 圖 / 視頻截圖

讖，是古代巫師或方士

等以讖術製作的一種隱語

或預言，作為吉凶的符驗或

徵兆，又稱讖語、符讖、符

命。讖言，就是將來會應驗

的話。因通常配有圖，故又

叫圖讖。

文 / 青蓮 圖 / Fotolia

燕地的方士盧生，上書秦始皇：

「亡秦者胡也！」到秦二世時，

應驗了「亡秦者胡」的預言。

秦始皇畫像（公有領域）

手機已經成為我們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它帶

給人們無處不在的方便，

但同時也對我們的生活產

生了諸多負面的影響。

讖言

里。長大後，在南海太守鮑靖手

下做事。後來他辭官去鍾山求仙

學道，渡長江時不用乘船，只用

手中的白羽扇划著就過了江，看

見的人大為驚奇。

有一天忽然颳起了狂風，吳

猛寫了一道符扔到房頂，立刻有

一個青鳥叼著符飛去，風即時止

息。人們問他是怎麼回事，他

說：「南湖中遭了這風暴，有兩

個道士呼喊上天要求救助，所以

我才寫了符救他們。」後來人們

去訪查，果然南湖中有兩個道士

被救。

武寧縣的縣令干慶死了，三

天沒有出殯，吳猛前往弔唁後

說：「縣令不該死，我要向上天

告狀。」吳猛就待在縣令的屍體

旁，過了幾天，吳猛帶著縣令的

魂靈一起回來。

後來，吳猛在西平乘著白鹿

天車，昇天成仙而去。被救活的

縣令干慶有個弟弟叫干寶，是晉

朝的著作郎，親眼見證了哥哥的

復活，立志蒐集天下神仙故事，

寫下了著名的《搜神記》，一直

流傳到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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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球
50
大
城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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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祝遊

2

此
生
必
去
的

你
去
過
幾
個
？

梵蒂岡城

英國－倫敦 7
不盡其數的博物館、劇院、畫廊，風

度翩翩的倫敦和這裡生活的人們一樣，是

城市中的紳士與先知。

摩洛哥－馬拉喀什 8

走進馬拉喀什，也就走進了迷一般的長

廊、悠久歷史的建築，還有無處不在的美食。

約旦－佩特拉 9
這是史詩般的鉅作，從茫茫沙漠中冉

冉升起的古城，佩特拉無疑是世界上最值

得一去的古城之一！

21

意大利－羅馬 12
在羅馬城行走，就像來到一個巨大的

露天博物館，這裡擁有太多太多可以看的

歷史遺跡。

意大利－弗羅倫薩 14

這裡是文藝復興的故鄉，沒有哪座城

市，擁有比這裡還要多的藝術作品，還有

那豐富的教堂和建築。

梵蒂岡是世界上最小的國家，一個城

市就是一個國，這就足以獨特到讓你穿越

整個意大利來拜訪她。

希臘－雅典 16
她因為世界著名古城遺址而聞名，而

這裡充滿陽光的街道、鮮花遍地的廣場，

讓雅典，不僅僅只是世界文化遺產！

西班牙－格拉納達 15
這裡風景如畫，建築多姿多彩。特別

是那些阿拉伯式建築使這座安達盧西亞地

區的城市風格別具一格。

尼泊爾－加德滿都 20
喜馬拉雅山的入口，這個世界上最五

彩斑斕的城市，以平和寧靜的氛圍，等待

著你。

法國－巴黎

不要懷疑這裡是世界上最浪漫

的城市，無數的藝術館、咖啡廳，

點亮了這座城市的優雅！

埃塞俄比亞－拉利貝拉

這裡被譽為「新耶路撒冷」，在這裡你

可以充分沉浸在基督教氛圍中。

古巴－哈瓦那 17

行走在哈瓦那的老城街頭，會讓你彷

彿置身於切格瓦拉時期的建築、充滿著古

董汽車和混雜著海鮮味的美食中。

日本－京都 18

京都是日本的古都，你可以徜徉在古

典的寺廟、精美的日式花園，去發現日本

的傳統之美。

以色列－耶路撒冷 19

這裡是聖經的緣起，是宗教文化的殿

堂。這是一本獲得歷史典籍。

6

中國－北京

這是一座讓中國人又愛又恨的城市，

也是讓許多外國朋友感受中國古老文化的城

市。如果這裡的藍天再多一點，簡直完美！

10

11

印度－瓦拉納西

穿過混亂的街道來到恒河邊，看着那

平靜的日落和那些心懷虔誠的朝拜者，你

似乎無法判斷自己對這個城市應該是怎樣

的情緒。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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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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國訊】近日，奧迪對布了全

新 A1 的官圖，作為德系豪華品牌中

唯一一款小型車，奧迪 A1 一直受年

輕人士的喜愛，而新的一代 A1 還增

加了不少運動屬性。

據悉，新車基於MQB平台打造，

從圖片中可看出，新一代 A1 採用全

新的家族式前臉，碩大的六邊形格柵

十分搶眼，配造型更銳利的矩陣式

LED 大燈以及三段式進氣口。新車車

身線條稜角分明，取消了後門後方的

固定式三角窗設計。

車尾設計和車頭相呼應，尾燈造

型較上一代則更有層次感，而前後保

險槓設計亦散發著強烈的運動氣息。

新車針對內部的佈局進行了升

級，取消了現款車型上的圓形空調出

風口，出風口周圍還增加了黃色和綠

色的點綴，更凸顯其年輕時尚的定

位。中控台搭載 10.25 英寸虛擬座艙

儀表盤以及新的 8.8 英寸 MMI 娛樂

信息屏（10.1 英寸為選配）。在空間

上，採用了 4 門加掀背後備廂的設

計，而且後排可以按比例放倒，能夠

保證基本的實用性。

動力方面，35 TFSI 車型將搭載

1.5T 四缸引擎，最大功率 110kW，峰

值扭矩為 250Nm，傳動系統匹配手動

變速箱；40 TFSI 車型搭載的是 2.0T

引擎，最大功率 147kW，峰值扭矩為

320Nm，傳動系統匹配 6 速雙離合變速

箱。除了標準六速手動變速箱之外，

購車者還可以選擇帶自動換擋功能的

七速雙離合 S tronic 變速箱。 

曬圖全新奧迪A1
年輕時尚

德
系
豪
車
唯
一
小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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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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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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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蓄電池

蓄電池一般壽命都至少有

2-3 年，平時養成良好用車習

慣，盡量不要在熄火狀態長時

間使用電器，良好用車習慣可

以延長蓄電池使用壽命。當汽

車有打火困難的時候，就是蓄

電池需要更換的時候。

6.雨刮片、雨刮電
機、玻璃水泵

雨刮片：當雨刮無法將玻

璃清洗乾淨時，或者雨刮有異

響的時候，就需要更換。

雨刮電機、玻璃水泵：當

其發生故障時進行更換。

7.傳動皮帶
如果皮帶裂口了，或出現

了打滑，將使相關的輔助機構

喪失功能，或使其性能下降，

影響到汽車的正常使用。所以

說汽車皮帶的保養就是很重要

的了。發電機、空調壓縮機

的傳動皮帶一般都可以使用 8
萬公里以上，如果起毛或者破

損嚴重，就需要更換了。

8.火花塞
火花塞的重要程度不言而

喻。它產生的電火花能夠點燃

引擎中的燃料，所以必須保養

好。但由於其在引擎內點燃火

花，長此以往會產生黑色沉積

物，因此需要幾年更換一次。

火花塞的更換週期類似於

機油，按照級別來：

普通鎳合金火花塞：每

1.5-2 萬公里更換；

白金火花塞：每 4 萬公

里更換；

銥金火花塞：每 4-6 萬公

里更換；

銥鉑金火花塞、雙銥金火

花塞：每 10 萬公里更換；

9.燃油濾清器
燃油也是有濾清器的。作

用是濾除發動機燃油氣系統中

的有害顆粒和水分，以保護油

泵油嘴、缸套、活塞環等，減

少磨損，避免堵塞。燃油濾清

器價格一般比機油濾清器貴得

多，同樣需要更換，只是更換

週期會比較長，一般來說每 8

萬公里更換即可，具體可以

參考自己的保養手冊。

10.節氣門

節氣門控制空氣進入，

通過節氣門位置傳感器可以

自動控制油量，也就是控制

油門的裝置。一般每 5,000 公

里就可以清洗一次節氣門。

11.剎車片、剎車盤

剎車片及剎車盤更換週

期與每個人的駕駛習慣及用

車環境（道路條件）息息相

關，沒有固定標準，一般來

說一套剎車片可以用 4 萬公

里以上，有些車型配備了警

示

音或者

警 示 語，

這就比較方便了。但是沒有

配備的也不需要擔心，當剎

車片上的摩擦材料磨到鋼背

警示線時，就更換剎車片，

每次保養時可以讓技師檢查；

對於剎車盤來說，更換 2 次

剎車片最好更換一次剎車盤。

12.輪胎

輪胎的更換週期同剎車

片比較類似，主要受駕駛習

慣和道路條件兩個因素影

響。每條輪胎都會有很多處

磨損極限標誌，都位於輪胎

縱向排水溝上。當輪胎花紋

磨損到與這個標記平齊的時

候，就意味著這條輪胎需要

更換了。

（全文完）

◎文/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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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護與保養（下）

【看中國訊】全球各國紛紛推出禁售燃油車

的時間表，各大車廠也在緊鑼密鼓地開發電動

車。但目前許多消費者對於電動車的續航力仍

存有疑慮，而且汽車電池的價格居高不下，導

致電動車的價格較高，因此目前 Hybrid 油電

混合動力車最適合想要環保又不想花太多錢的

車主。

美 國 最 大 汽 車 估 值 網 站《Kelley Blue 
Book》（簡稱 KBB）認為，目前消費者越來

越重視省油與排放，其中 Hybrid 油電混合車

款的技術已經相當成熟，而且可以根據需要在

電動模式與汽油模式之間切換，油耗表現同樣

亮眼，又不用擔心續航力問題。KBB 評選出

了 9 款售價在 4 萬美元以下，綜合表現最棒的

Hybrid 油電混合動力車款。

Hyundai Ioniq Hybrid 的表現相當亮眼，

不僅是售價最便宜的車款，同時油耗表現也

最優異，不過在操駕表現上略遜於 Toyota 
Prius，所以排在第二名。

省油實惠的9款油電車
KBB 

評估報告

 豐田Prius

Datsun乘用車

【看中國訊】BMW 是德

國一家跨國豪華汽車、摩托車

和引擎製造商，總部位於德國

巴伐利亞州的慕尼黑。寶馬集

團在 14 個國家擁有 31 家生產

和組裝廠，銷售網絡遍及 140
多個國家和地區。

BMW 藍白標誌象徵著旋

轉的螺旋槳，這正是公司早

期歷史的寫照。寶馬總裁介

紹，BMW 是德語 Bayerische 
Motoren Werke AG 的簡稱，

意思為巴伐利亞發動機公司，

寶馬代表了巴伐利亞，代表了

德國最精湛的發動機技術。

BMW 公司的歷史始於

1916 年 3 月 7 日。公司最初

是一家飛機發動機製造商，

最初以製造流線型的雙翼偵

察機聞名於世。這家公司的

名字叫巴伐利亞飛機製造廠

BFW（Bayerische FlugZeug-
Worke），公司始創人是吉斯

坦 ‧ 奧 托（Gustan Otto），

其父是鼎鼎大名的四衝程內燃

機的發明家奥古斯特 · 奥托。

1917 年 7 月 20 日，正式

更名為巴伐利亞發動機製造股

份有限公司BMW（Bayerische 
Motoren Werke GmbH）。此

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

身為軍需供應廠商的 BMW 持

續地替軍方製造軍機引擎，直

到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

束為止。BMW 開始發展機車

用的引擎，為走入造車的第

一步。 1918 年，BMW 改製

成股份制並公開上市（BMW 

AG），成為寶馬日後蒸蒸日上

的起點。

1923 年，第一部 BMW
摩托車問世。五年後的 1928
年，BMW 收 購 了 Eisenach
汽車廠，開始生產汽車，並於

1929 年 7 月，BMW 推 出 首

輛汽車。

寶馬在 1999 年推出了一

個頗具有革新意義的新產品，

也是這個品牌的第一個 SUV
車型——X5。為了區分當時

大多偏向越野定位的 SUV 車

型，寶馬把 X5 定義為了 SAV
（Sport Activity Vehicle），更

強調這個車型的公路性能，這

也引來後來的很多豪華 SUV
產品跟隨這種定位和風格，引

領了豪華公路SUV的新潮流。

寶馬集團是全世界成功的

汽車和摩托車製造商之一，

旗 下 擁 有 BMW、MINI 和

Rolls-Royce 三大品牌，這些

品牌佔據了從小型車到頂級豪

華轎車各個細分市場的高端，

使 BMW 集團成為世界上唯

一一家專注於高檔汽車和摩托

車的製造商。

精湛發動機技術的專家
寶馬BMW

   BMW始創人吉斯坦‧奧托

汽
車
品
牌
故
事

車型 油耗
（km/L）

價格 
（美元）

最大綜合動力 
（匹馬力）

Toyota Prius 22.22 25,570 121

Hyundai Ioniq Hybrid 25 23,035 139

Honda Accord Hybrid 20.41 30,480 212

Kia Niro Hybrid 21.28 23,785 104

Kia Optima Hybrid 17.86 26,890 192

H y u n d a i  S o n a t a 

Hybrid
17.86 26,835 193

Toyota RAV4 Hybrid 13.51 29,990 194

C h e v r o l e t  M a l i b u 

Hybrid
18.18 28,750 124

Toyota Camry Hybrid 16.95 27,675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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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Mattamy Homes公司開發，位於卡城西北的Carrington社區，交
通便利，環境優美，設施齊全，社區內有Urban Townhomes，Rear Lane 
Duplexes和Single Family可選，成為卡城成長最快的社區之一。

看新屋

 窗簾的色彩是基於色彩有
三個基本的表現要素，即色

相、明度、彩度。

第一，色相是指色彩的相貌，它是

區別一種物質色彩的名稱，如：紅、

黃、藍等及相互混調的色彩。

第二，彩度是指色彩的純度、濃度

或飽和度，色彩越強則純度越高。

第三，明度是指色彩本身的明暗

度，在無彩色上由白到灰至黑的整個

過程。

都是明度，所以低明度色彩是指

陰暗的顏色，高明度色彩是指明亮的

顏色。在色相中，黃色明度高，藍色

則低。

怎樣更好地選擇 
窗簾品格？

根據不同居室的特點，可選取不同

「品格」的顏色。

客廳：選暖色窗簾，熱情、豪華。

書房：用綠色比較好。

臥室：選擇窗簾要溫馨、寧靜，故

選平衡色、靜感色窗簾較好。

餐廳：用白色好，如果用黃色做

底，以白色網扣加以點綴，會起錦上添

花的作用。光線偏暗的朝南房間，適用

中性偏冷色調，情調優雅。採光較好的

朝陽房間，掛粟紅色或黃色窗簾，會把

強光調節成纖柔的散光。

如何挑選
窗簾顏色

來源：知乎

選擇布藝時，需要考慮的是

色彩。每個人對不同的色彩都有

所偏愛，但在挑選布藝裝飾房間

的時候，還要考慮整體的室內風

格和家具的顏色。恰當的布藝色

彩可以和整個家居環境融為一

體，並強化居室的格調；反之，則

會使房間顯得雜亂、缺乏美感。

那麼，下面就讓我教你如何選擇

窗簾的顏色吧。

怎樣更好地選擇窗簾色彩？

窗簾色彩的選擇，還重在「協調」。

窗簾的色調、質地，須與房間的家具協

調，與居室內裝潢的風格協調，與室內的

牆面、地面、天花板相協調，以形成統一

和諧的整體美。

第一，配色與你的心理感覺、色彩喜好

相協調，才是關鍵。給人心理感覺不好的配

色是：紅與綠；青與橙；紅與藍；黃與紫。

這些不協調體現在窗簾與地面、窗簾與家

具、窗簾與床罩的顏色搭配上。選擇不經

心，花錢買來的，將是不舒心和懊惱。

第二，牆面和家具偏黃色調，窗簾選色

採用米黃、杏黃。這樣選色，雖達至了

和諧的整體美，但是，若在如此配色的

居室呆久了，心理上感到「暈」，就該

另選淡藍、綠色等色比較合理。又如，

淡湖色的牆面，採用中綠色的窗簾，色

彩統一，但給人的感覺偏冷，用中色調

到淺暖色調，就沒有這個問題了，只是

顏色反差不宜過大。

第三，掛了一段時間同一色彩、質

料的窗簾，感覺不舒服，或是不喜歡了，

就應考慮選配另一款窗簾交替使用，常

掛常新。應提出的是，此時選購窗簾色

彩、質料，應與前款區分出季節的不同

特點。夏季用質料輕薄、透明柔軟的紗

或綢，以淺色為佳，透氣涼爽；冬天宜

用質澤厚、細密的絨布，顏色暖重，以

突出厚密溫暖。春秋季用厚料冰絲、花

布、仿真絲等為主，色澤以中色為宜。

而花布窗簾，活潑明快，四季皆宜。

第四， 一些新婚夫婦的房間，窗簾

色彩多鮮豔濃烈，時間一長，給人的感

覺就會由喜應轉為壓抑、沉悶，選一款

清爽、明快的窗簾，對調節情緒、釋放

心靈，不失為明智之舉。譬如，臥室再

選一淺綠或淺黃顏色的窗簾，淡雅柔

和，寧靜舒適，宜於養心、安眠。

窗是居室的眼睛，是家居與外界

交接的連接點，人們通過窗透視外面

的，新鮮的空氣、陽光也通過窗流通

至室內。窗的裝飾在居室裝飾中往往

起著畫龍點睛的功效。看了上面的介

紹，想必你學會了怎樣挑選合適的窗

簾顏色了吧。

1

2

3

Show Homes

 定制後院屋
您知道嗎？從2018年起卡城絕大多數房屋可獲市政府批准加建後院

屋（車庫房）成為出租屋。您可擴大自住面積或增加租金收入！

提升房屋價值！至少20%

提高租金收入

合法獨立出租屋

專業繪圖

繪圖確保合乎市政府規範 度身定做室內設計圖 3D模型圖

現有車庫可建築成為第二套房（Secondary Suite）

出租屋合法化 免費報價及考測

創穎工程有限公司

InnoFlex Engineering LTD  敬請聯繫：粵/英語（403）992-4397   國語 （403）890-5008  info@inno� exeng.com   www.inno� exeng.com    

商業住宅 土庫裝修 舊屋翻新 
油漆瓷磚 廚房浴室 水電土木

政府註冊公司 持牌水電技師

高級專業土木工程師為您提供卓越服務

商業住宅 土庫裝修 舊屋翻新 
油漆瓷磚 廚房浴室 水電土木

政府註冊公司 持牌水電技師

高級專業土木工程師為您提供卓越服務

裝修找創穎

專業又細心

加建出租屋

現有車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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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地產D4 www.secretchina.com   VISION TIMES2018年 7月12日—7月18日     第10期    Real Estate

【看中國訊】卡爾加里的經濟

雖然已走出衰退期，但是當前的

高失業率、消費者信心下降及政

府監管干預使得房地產市場持續

低迷，6 月份依然維持在 2008
年金融危機以來的最低水平。

卡爾加里房地產委員會

（CREB）近日發布的一份報告

稱，較低的銷量和較高的庫存導

致了當前廣泛的買家市場狀況，

造成價格下行壓力。 6 月份全

市房屋銷售基準價格為 436,500
美元，略低於上個月，比去年

同期水平低 1.13%。 6 月份的

住宅銷售量為 1,896 個單位，

比去年低 11%，比長期平均低

12%。新上市房屋數量繼續上

漲，庫存進一步增加，房屋平均

待售期為 4.7 個月。

6 月份單戶住宅銷售量為

1,210 套，比去年 6 月減少了

12%，庫存量達到 4,817 套，

同比增長 49%。但是，價格低

於 50 萬美元的房屋的庫存水平

仍遠低於峰值水平。

公寓銷售同比略有增長，從

284 套增加到 292 套，但是基準

價格下跌了 2.5%，從 265,800
加元下跌至 259,100 加元。

半獨立式市場銷售額同比下

降了 4%，由去年 6 月的 191 套

減少至 183套，基準價為 418,000
加元，低於去年的432,100加元。

聯排別墅的銷售數量從 280
套下降 211 套，下降了 25%，

基準價格則上漲了 3 個百分點，

由 294,000 加元增加到 302,300
加元。

「在任何情況下，瞭解信息

是非常重要的，無論是獲得預先

批准的抵押貸款流程還是獲得有

關您購買或銷售的社區價格的最

新信息」， CREB 總裁湯姆韋斯

科特說。

大型購物中心開建

卡 城 又 一 大 型 購 物 中

心——薩瓦納市場（Savanna 
Bazaar）擬於今夏開建。該項

目由 Royop Development 公司

開發。設計建設面積約 9.2 萬平

方英尺，建設地點在卡城東北部

的新社區 Savanna 的西北部，

Metis Trail NE 以東。

開發商表示，這將是一個露

天市場風格的商業中心，以南亞

和中東傳統市場為藍本，但是最

主要的不同之處在於，商販將購

買並擁有零售空間。

「本市場建成運營後，將成

為當地一個繁華商貿中心」，

開發總監韋伯（Jacob Weber）
說。這個項目的運營理念與東

方新天地商城（New Horizon 
Mall）相似，也就是商販購買

零售區，而不是租賃攤位。

「我們認為，由開發商擁

有、並將攤位出租給商販的傳統

做法不一定合適」，韋伯說。

第五選區市議員 George 
Chahal 表示，「該項目將為來自

南亞的業主帶來商業機會，可以

開辦自己的生意，無論餐館、食

品商店、珠寶店還是服裝店」，

周末看房团 最新日期
敬请致电查询

卡城東北大型購物中心今夏開建  
聯合打造「購物天堂」

Chahal 說，他希望東北部的文

化多樣性能吸引卡城其他區的顧

客。「卡爾加里東北區是一個多

元文化區域，人們被這種多樣性

所吸引，因此文化多樣性為該地

區帶來活力，」「卡爾加里東北

部零售和商業發展迅速，居民區

的建設發展也蒸蒸日上。」

該項目將於今年夏天開工建

設，預計 2019 年夏季竣工。

東北區現有購物中心

十字鐵磨購物中心

十字鐵磨購物中心，位於

卡城以北的 Balzac 鎮，距卡城

約 15 分鐘車程。位於 Deerfoot 
Trail 東側，交通便利。

該中心建設面積約 11.8 萬

平方英尺，於 2009 年 8 月建

成。號稱是全加拿大最大、價格

最低的工廠直銷店。這裡彙集了

超過 200 家品牌與折扣店。除

了購物區，還包括兒童遊樂區、

電影院和餐飲區。每年吸引約

800 萬顧客到訪。多年來這裡一

直是卡城居民和外地遊客購物首

選地之一。有些來卡城和落基山

景區遊玩的遊客，甚至會專門抽

出時間來這裡「購物旅遊」，即

便不打算購買物品，遊客也會來

此「一飽眼福」。

東方新天地商城

號稱全加拿大第二大的商

城——東方新天地商城位於十字

鐵磨購物中心南側，僅一路之

隔，將於今年夏天投入運營。商

城擁有 500 個商舖，投資超過

2 億加元。以商戶個數而論，這

個購物中心僅次於西埃德蒙頓商

城，可算是亞省第二大。該商城

為亞洲風格商城，包含餐飲區，

銷售來自亞洲（中國、印度、

【看中國記者康懿
綜合報導】卡城東北部一
大型購物中心今夏開建，

預測將與已建成的十字

鐵磨、東方新天地購物中

心呼應，產生協同效應，

推動卡城東北部「購物天

堂」的打造。

6月份卡城房地
產市場依然低迷

尼泊爾、印尼）的商品。與十

字鐵磨不同，這裡將很少有知名

大品牌入駐，商店和餐館將多具

多元文化特色，有點類似亞洲風

格的「市場」。這個商城的商家

購買商舖經營，而不是租賃經

營。目前為止，所有商舖已幾近

售罄。

新提議的大型購物中心

落 基 山 縣（Rocky View 
County） 提 議 在 Stoney Trail
東 側、Country Hills Blvd NE
以南建設一個巨型購物中心

（Mega Mall），計畫項目佔地

517 公頃。整個開發計畫包括：

購物區、奧特萊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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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區面

積大約是十字鐵磨（CrossIron 
Mills）的兩倍。

這一開發計畫引發了卡城市

與落基山縣之間的爭議。卡城市

府擔心這將對該市的交通網路和

應急服務系統造成瀋重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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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項目仍在初期「建議

期」階段，一旦批准建設，將於

Savanna Bazaar、十字鐵磨、

東方新天地等購物中心形成協同

效應，綜合推動卡城商貿產業長

足發展。

幾大商貿中心開張營業，加

之近鄰東方新天地商城的亞馬遜

（Amazon）配貨中心的投入運

營，卡城東北部商貿零售、物流

產業正迅速發展，將來勢必成為

拉動卡城經濟增長的新亮點之一。

卡城幾大購物中心的地理位置。（看中國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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