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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福 克 斯 新 聞》（Fox 
News）報導，芬蘭當地時間 7
月 16 日下午 2:10，美國總統川

普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在芬蘭首都

赫爾辛基舉行會晤，會談開始

時間比原計畫推遲了大約 50 分

鐘。雙方在會談前對媒體發表了

短暫講話，當地時間下午 2 點

16 分開始，川普和普京舉行一

對一閉門會議，兩人僅有翻譯陪

同。原定一個半小時的會談持續

了大約兩個小時，隨後召開了聯

合記者會。

美俄合作點

川普在競選總統時就表示，

願意改善美俄之間的關係。這次

「雙普會」之行，面對美國國內

輿論的壓力，川普在新聞發布會

上表示：「我寧願為追求和平而

承擔個人政治風險，也不願為追

求個人政治上的平穩而冒和平風

險。」川普認為過去數十年來美

俄關係並不是很好，美俄擁有世

界上 90% 的核武，雙方和睦相

處也是全世界都樂見的，他希望

雙方能夠建立「非凡關係。」

普京表示，很高興在芬蘭見

到川普。與川普的會談是一個

「成果豐碩的對話」，這場峰會

將是今後兩人之間「持續經常接

觸」的一個開始。普京認為，冷

戰時期已經結束，美俄雙方需要

加強合作，共同解決一些焦點問

題，比如跨國犯罪和建立新經濟

秩序等問題。

川普還向普京介紹了與朝鮮

領導人金正恩就無核化會晤的最

新情況。（下文轉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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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屋套房展示時間
週一至週四 下午2–8點 
週六至週日 下午12–5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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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個臥室公寓起價 $168,900 + GST*

2 及 3 個臥室鎮屋起價 $224,900 + GST*

2018 年秋季可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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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大開盤特惠
起價  $168,900 + GST*

所 有新屋 第一年無 公寓 管 理 費並包 括 免費 空調。*

您的月付： $845.33 / 月 * + 公寓管理費， 3.34% 5年期固定利率

美俄釋放友善信息 北京密切關注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

綜合報導】7月16日，美國

總統川普和俄羅斯總統普

京在芬蘭赫爾辛基舉行歷

史性會晤，雙方就外界關注

的美俄關係、俄羅斯干預美

國大選、敘利亞問題等議題

進行了「直接的、公開的對

話」。這次「雙普會」受到了

全球關注，德國媒體形容雙

普會「成為今夏的一次政治

桑拿，讓世界大汗淋漓。」對

此最為關心的當屬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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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俄釋放友善信息 北京密切關注
（上文接 A1) 普京表示，作

為主要的核大國，俄羅斯和美國

對維護核武器的安全和不擴散負

有特殊責任。

在合作打擊恐怖主義問題

上，川普表示，兩國在恐怖主義

問題上的合作可以挽救數十萬人

的生命。普京說：「我們必須更

加努力」。

雙方還就中東地區包括敘利

亞、以色列的和平問題交換了意

見。普京表示，敘利亞和解可能

是美俄之間的第一個聯合任務。

俄羅斯特工事件

在外界關注的俄羅斯干預

2016 年美國大選事件上，普京

說，川普提出了對 12 名俄羅斯

特工起訴的事情，他將考慮引

渡美國大陪審團上週起訴的 12
名俄羅斯人，但他補充說，自

己並不熟悉此事的全部，他會

調查一下。普京強調說，儘管

他個人非常希望川普能夠贏得

大選，這樣對美俄關係的發展

可能會有更好的前景，但「我必

須重申，俄國從未、未來也不

會干預美國內部事務，包括選

舉過程。」他表示，「我們應依

循事實，而非謠言。」

川普總統也否認在選舉期間

與俄羅斯有不當接觸。川普說他

贏得了選舉，而被起訴的 12 名

俄羅斯情報人員事件，可能正

是民主黨人失敗的原因。「沒有

共謀，沒有人可以共謀。」川普

說，他只是「在一場精彩的活動

中」「輕而易舉」地擊敗了希拉

里。川普再度譴責民主黨參選人

希拉里的「電郵門」案沒有獲得

足夠重視。

美俄分歧點和競爭點

在克里米亞問題上，普京

說他與川普總統的看法不一

致。川普認為俄羅斯吞併克里

米亞是錯誤的，普京說，他認

為此事是對的。

在經濟貿易議題上，川普

說，在石油及 Nord Stream 2
問題上，普京是一個「好的競

爭對手」。美國擁有大量的石

油和天然氣資源，「我們會在那

裡」。Nord Stream 2 是一個天

然氣管道項目，預計將天然氣從

俄羅斯東部運輸到德國北部，與

向西歐輸送天然氣的基礎設施連

接起來。

北京媒體反應

雙普會中，川普與普京對

外釋出的一連串友善訊號，地

球另一邊的北京對此的反應耐

人尋味。

俄羅斯國家電視臺在報導中

使用的標題是：〈普京和川普會

面從友好握手開始〉；其它俄媒

報導標題包括〈普斯科夫：普京

和川普相互尊重〉、〈雙普會世

界關注〉等。

幾乎同一時間，中國媒體

對雙普會的聚焦點比較特殊。

比如央視國際英文版，標題是

赫爾辛基緊張的安全氛圍。其

它中國官媒則側重報導美俄首

腦會晤前，伊朗和俄羅斯簽石

油訂單，還有「倫敦抗議川普浪

潮」、「德俄天然氣協議」等負

面新聞。同時定調美俄首腦不

會談出什麼成果。

海外獨立中文媒體評論員瀋

度認為，一個月前的上合組織第

十八次峰會，在會議宣傳中突出

俄羅斯的地位、習近平與普京的

關係。北京當局似乎將俄當成當

年的蘇聯一樣看待。但實際上，

俄羅斯的整體價值觀已與蘇聯大

相逕庭，與中國也存在著歷史糾

葛以及潛在的領土紛爭，與中國

的關係一直利則聚，無利則散，

「交往不交心」。尤其在涉及俄

羅斯自身利益時，甚少考慮中國

感受。

但俄羅斯與美國並沒有核心

價值觀的差異，只有具體利益上

的衝突。對美國來說，俄羅斯

的民主是「多和少」，「質量不

佳」的問題，北京的民主是「有

和無」的問題。尤其中國近年來

的表現，引起了美國的高度警

覺。所以美國選擇與俄羅斯緩和

關係，以分化上合聯盟，「中俄

聯盟」，這恐怕也是導致北京對

「雙普會」反應極度冷談的真正

原因。

美俄聯手 
北京將陷五大困境

國際事務資深編輯唐浩撰文

分析，如果美國與俄羅斯關係回

暖，聯手合作，中國將陷入五大

困境。

一、中國將在國際舞台上少

了一個鐵桿夥伴。特別是在聯合

國安全理事會上，俄羅斯是五個

常任理事國之一，過去中俄雙方

曾多次聯手阻擋攸關人權、正義

的重要提案。

二、美俄關係改善，將有助

於穩定歐洲區域安全，緩解北約

與俄羅斯的對立。一旦歐洲局勢

穩定，北約對俄羅斯的防衛工作

將可大為舒緩，並將大量資源、

精力轉移到對北京「一帶一路」

與「政經滲透」的防堵以及對恐

怖主義的監控防範。

三、中美貿易交火，倘若戰

線拉長，中國勢必亟需尋找製造

業商品的出口市場，並且擴大向

俄羅斯進口原油。但如果川普能

說服俄羅斯與美國站在一起，中

國將失去重大的貿易市場與能源

支柱。

四、一旦美國爭取到俄羅斯

與之合作，斷絕其對朝鮮的秘密

援助，將加重朝鮮面臨的經濟制

裁壓力與能源困境，這等同於斷

北京暗撐朝核的一隻臂膀。

五、中國的「一帶一路」政

策已在歐洲、南亞、東南亞等地

相繼受挫，一旦失去俄羅斯這個

北國鄰居的支持，北京無疑將獨

木難存。

川普和普京會晤，北京方面心情複雜。（BRENDAN SMIALOWSKI/AFP/Getty Images）

貿易戰爆發後的四大異象

7 月 6 日中美貿易戰開打

後，10 日美方公布價值 2000
億美金的新一輪對中徵稅清單，

隨即，中國股市、匯市大幅度下

滑，房市同樣岌岌可危，引來大

眾的擔憂，整個經濟形式呈現出

不穩定狀態。

11 日新華網突然轉刊《學習

時報》的舊文，談及已故中共主

席華國鋒認錯一事。這篇文章講

述，當年有人向中紀委反映了華

國鋒的三件事，被時任中紀委書

記黃克誠認為，是搞個人崇拜，

華獲悉後承認確有其事並做出處

理，隨後，紀委會議決定，今後

二、三十年一律不掛現中共首腦

畫像，以肅清個人崇拜的影響。

7 月 12 日，有報導稱，「梁

家河大學問」研究課題被官方緊

急叫停。此前，陝西省社科聯決

定開展「梁家河大學問」課題研

究，涉及 17 個選題方向，研究

課題把習近平七年的梁家河知青

生涯與習近平思想的各組成部分

建立邏輯關係。

12 日晚，央視新聞聯播開

播後第 38 秒，一位背對鏡頭的

黑衣人突然出現在畫面中，向主

播遞上一份新稿件後離開。當晚

央視播報的新聞，對習近平的稱

呼省去了「國家主席」、「總書

記」或「軍委主席」等前綴稱謂

而改為直接稱「習近平」。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

導】中美貿易戰正式開戰以

來，中南海風雲突變，各地

急撤習近平畫像、華國鋒道

歉舊聞重炒、梁家河研究項

目被叫停、新聞聯播事故等

多起事件接連發生。適逢北

戴河會議將開，外界猜測，

這些事件背後釋放出的信

號非同尋常，是各方角力暗

戰引來的消息紛擾。

「清君側」依然存在可能

對於這次政變傳聞，時評家

李天笑認為可能性不大：「因為

這首先要串聯，再有需要武裝力

量的參與，這在目前的局勢下都

是不太可能的。」

他提到，習近平定於 7 月

19 日起對阿聯酋、南非等國進

行一連 10 天的外事訪問，這也

顯示其地位未遭遇大的挑戰：

「元首要出訪，一定是在他認為

有把握控制局勢的情況下才會這

麼做。」

時評家陳破空認為，近期有

種種現象顯示，在內外交困下，

圍繞「動君皇」還是「清君側」，

中共高層進行了一番較量，作為

一黨專政的大黨，從成本考慮，

一般是保住最高領導人，清洗其

他人。他認為，如果習近平的名

字又回到了各個版面頭條的話，

可能是對外界放風，傳遞出習近

平的位置不會動的信號，那麼主

管意識形態的王滬寧有可能被拿

下來，成為犧牲品。

北戴河會議不會風平浪靜

紅二代羅宇接受採訪時說：

「習近平大權在握，在風平浪靜

的時候，老人們雖然不滿意也沒

事情可以提出挑戰。但是現在不

是風平浪靜，現在中美貿易戰已

經搞得一塌糊塗了，國內股市、

匯市也跌的一塌糊塗。情況很糟

糕，這樣老人就有題目說了。」

他認為：「今年北戴河肯定

不會風平浪靜。但是能鬧到甚麼

程度，習近平能控制到甚麼程

度，還要等更多的消息出來。」

羅宇還表示，單從技術層面

無法真正解決中美貿易戰問題，

中美貿易戰，是習近平的危機，

也是習近平的轉機，老生常談，

若習能改弦更張，解體中共，帶

領中國走向民主、法制，中美貿

易戰反成了一件好事。

貿易戰開局 北京爆政變傳聞

各地官方急撤習近平畫像。

7 月 13 日，中國多地官方

同時要求各單位不要張貼習近平

畫像，已經張貼的須緊急撤下。

《蘋果日報》從北京消息人士處

得到證實，要求撤除的指令來自

北京市公安部門。

不過，7 月 17 日有關習近

平的報導又在中國官媒上強勢回

歸。《人民日報》在頭版位置，

以近四分之三的版面報導習近平

參加各項活動，頭版有四條新聞

以習近平的名字打頭，其中三條

新聞配發了習近平跟外國來賓的

圖片。

各種版本的政變傳聞

隨著這些異象的發生，政變

傳聞開始滿天飛，指中共元老正

策劃逼習近平退位。外媒報導多

位重量級元老連署致信中共中

央，批評習近平搞個人崇拜和

「左傾冒進」，要求召開政治局

擴大會議，解決「領導問題」。

海內外的社交媒體上傳聞，

「元老拍桌子吵架」、「痛批習

近平」，甚至有傳替換習近平、

劉鶴和王滬寧的人選「已經敲

定」等等。還有傳聞稱，今年的

北戴河會議將討論弱化個人集

權，回歸「集體領導」。

為「左轉」踩煞車

對此，香港《明報》發文分

析稱，只要稍留意新聞報導，就

會發現前述有關習將下臺的傳

言「不盡不實」。文章稱，中共

十九大前確實出現對習近平過分

吹捧的現象，但也叫停過一些過

分之舉，如一年多前禁止官媒用

「大大」稱呼就是一例。

文章認為，胡錦濤之子胡海

峰近日下鄉考察還強調，要把

習的指示作為一切工作的「定盤

星」，可見胡錦濤與其他中共元

老「聯手倒習」傳聞更不可能是

真的。至於胡春華去年才「涉險

過關」，現在又被傳接班，這無

異是把他「放在火上烤」。

外媒評論稱，中共最近為

習近平的宣傳降溫，或也說明

北京高層甚至習本人為當前形

勢所迫，開始為中共整體「左

轉」踩煞車。習近平剛上臺時發

動反腐曾獲得全國上下支持，

但五年來中共腐敗依舊，再加

上輿論控制強化，已引起社會

不滿。此時再宣傳習近平，只

會收到反效果。

習
近
平

王
滬
寧

【看中國訊】今年世界盃期

間，華帝股份啟動營銷方案，稱

如果法國隊在本屆世界盃中奪

冠，則對在 2018 年 6 月 1 日 0
時至 2018 年 7 月 3 日 22 時期

間，購買華帝股份指定產品並

參與「奪冠退全款」活動的消費

者，按發票金額全額退款。隨著

法國隊在世界盃中奪冠，華帝股

份也到了兌現承諾的時刻。然而

華帝的「退全款」活動最終卻變

成退平台購物卡，套路滿滿的營

銷策略令廣大消費者不滿。

經初步統計，「奪冠退全款」

零售額約為 5000 萬元，線上渠

道約為 2900 萬元。

世界盃法國奪冠
華帝退款變退卡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編譯】

美國《聖荷西信使新聞報》報

導，華為灣區子公司要求員工

用假身分混入臉書總部閉門年

度峰會竊密，軟件工程師 Jesse 
Hong 拒絕後被解雇，因此起訴

華為，索賠 1.05 億美元。

訴訟文件顯示，臉書總部舉

辦的年度「TIP 峰會」，有許多

與華為競爭的初創公司參加。因

涉嫌威脅國家安全，華為 2016
年被會議拒之門外。華為於是要

求員工用虛假美國公司名字登記

與會。Jesse 認為該竊取行為違

反美國法律，拒絕參與，該分公

司經理 Sean Chen 與另一名員

工混入了會議，會後將競爭對手

的計畫做成報告，發往中國的華

為團隊。另一名在訴訟案文件中

被稱為「山姆」（Sam）的員工

通過美國公司諮詢工作的身分獲

取了商業機密，並發送給華為。

2012 年以來，華為在美國

麻煩增加。參、眾兩院情報委員

會成員致信聯邦通訊委員會，稱

華為與中共及其情報部門關係密

切，威脅國家安全。

拒絕竊密遭解雇
前員工狀告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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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NERS SUITE #2 PRIVATE COURTYARD

4
/

無與倫比的價值。

前所未有絕佳的設計。

The Cornerstone Courtyards -以每平尺計算 我們提供最好的價格。

時間有限  慾購從速！

在 Cornerstone 社區購買任何 Courtyard 庭院
式獨立屋，您都可從以下三種優惠中選擇其一：
Whirlpool 洗衣組合及 Hunter Douglas 窗簾，
Goodman 空調，或 $5000 現金！

• 現在起價 $45 萬 至 $49 萬

• 1,671–2,166 平尺

• 3, 4 以及雙主人房選項

• 前後院完備景觀設計

• 有圍欄的私人院落

• 連體式房後雙車庫

• 僅剩 15 套新屋

• 隨時或 60 天內可入住

即 可 入 住。

訪問我們的 Cornerstone 銷售中心獲得獨家體驗 :
7 & 11 Cornerstone Passage NE, (403) 454-4535
新屋展示：週一到週四下午 2-8 點；週六和週日下午 12-5 點
jayman.com/courtyards

Whirlpool 洗衣組合 及 Hunter Douglas 窗簾 Goodman 空調 $5,000 現金

或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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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上週四（7 月

12 日） 聯 合 保 守 黨（United 
Conservative Party）候選人在

省議員補充選舉中獲勝。

聯合保守黨候選人迪森

（Devin Dreeshen）在因尼斯費

爾－西爾萬湖（Innisfail-Sylvan 
Lake）選區以約 82% 的得票

率當選省議員（MLA）；同日

另一位保守黨候選人古德里奇

（Laila Goodridge）在麥克默裡

堡－康克林（Fort McMurray-
Conklin）選區以 66% 的得票率

當選。

新民主黨（NDP）候選人

穆尼（Nicole Mooney）在因尼

斯費爾－西爾萬湖選區得票率

約 9%，排名第二。在麥克默裡

堡－康克林選區，NDP 候選人

斯特勞德（Jane Stroud）以近

30% 的得票率居第二位。

因為這兩個選區的 MLA 辭

職，引發本次補充選舉。

辭職的麥克默裡堡－康

克 林 選 區 MLA 吉 恩（Brian 
Jean），之前是野玫瑰黨的黨

領，野玫瑰黨與進步保守黨合

併成立聯合保守黨後，吉恩在

UCP 黨領競選中輸給了康尼

（Jason Kenney）。另一位辭職

的 MLA 是麥金太爾，他此前

被指控性侵一位 16 歲以下的女

孩，之後於今年二月辭職。

當選的兩位新 MLA，將於

2019 年春季在其他 MLA 到任

後，一起重新參加選舉。

迪森說，他準備競選過程

中，到選民家敲門，他聽到選民

們重複地提到三個問題：經濟、

碳稅和郊區犯罪。

他曾在美國工作過一段時

間，他表示那樣做主要是與美國

同仁建立人脈關係而不是為了支

持川普競選總統。他有多年參與

組織省級、國家級甚至國際活動

的工作背景。

週四，康尼就此事發表了看

法。「我認為有一位與美國同仁

有良好關係的省議員對亞省來說

是個實質的好事」，康尼說。

兩位新當選的 MLA 都是在

基於批評 NDP 的政策和繁榮亞

省經濟的競選綱領下高票當選。

有分析認為 UCP 此次補充

選舉獲勝代表民意所向，NDP
政府因修改教育法案中性教育內

容、在學校推行使用中性廁所、

支持同性戀等，已大失民心。

據悉，亞省黨和亞省自由黨

也派候選人參加了競選。

與 2008 年 相 比，2017 年

平均每位卡城居民減少了 48%
的垃圾填埋量。

2017 年平均每位卡城居民

向填埋場輸送 368 公斤垃圾，

而 2008 年為平均每人 712 公

斤。下降的原因，除去經濟因

素，還得益於卡城實施的垃圾分

類措施，包括於 2009 年開始推

行的藍色垃圾箱回收措施，以及

於 2017 年開開始推行的綠色垃

圾箱堆肥計畫。

儘管如此，卡城每年的垃圾

填埋總量卻在上升，因為近 10
年來卡城人口增長了幾十萬。

2014 年，市府對單戶住宅

進行了垃圾丟棄的隨機抽樣調

查，發現黑色垃圾箱中的大約

80% 的垃圾仍可能被重新分類

轉移，而不是進入填埋場。其中

食品佔 36%，葉子和庭院植物

枝杈等佔 29%，可回收物品佔

15%。只有 20% 投入黑色垃圾

箱的垃圾是真正需要填埋的。

2015 年卡城市議會批准了

一個 10 年垃圾分類管理目標，

期望到 2025 年卡城實現對 70%
的垃圾進行分類回收。

除了藍色垃圾箱和綠色垃圾

箱等垃圾分類處理措施，市府還

在考慮採用將垃圾轉換為能源的

技術來處理廢物。

【看中國訊】日前狗狗患萊

姆病（Lyme disease）的風險

日漸升高，是因為蜱蟲被帶進城

市的宅院。現在是對萊姆病進行

預防的時候。

「我 們 注 意 到 能 導 致 狗

狗萊姆病的蜱蟲越來越多。」

卡 城 獸 醫 麥 克 萊 蘭（Wendy 
McLelland）博士在接受採訪時

說，「即使人們不離開宅院，也

可能佔上蜱蟲。因為有更多的動

物、鳥類、鹿傳播它們。蜱蟲潛

伏在動物身上，走哪傳到哪。」

因為今夏萊姆病的增加和大

量蜱蟲出現，麥克萊蘭建議人們

加強防範。常檢查狗狗毛髮裡是

否有蜱蟲，及時清理。如果你對

蜱蟲感到緊張害怕，就把狗狗帶

到獸醫那去。她說亞省有一個蜱

蟲監測中心，你的獸醫可以將它

送到那裡檢查，看看它是否是蜱

蟲，和是否攜帶萊姆病菌。

聯合保守黨候選人高票當選省議員

人均填埋垃圾減半

卡城市民仍需努力

寵物可能將蜱蟲

亞馬遜牛仔節早餐會
吸引數百求職者

【看中國訊】上週六（7 月

14 日），數百人參加了亞馬遜

舉辦的牛仔節早餐會，希望能夠

得到一份工作。早餐會旨在為即

將開業的配送中心吸引求職者，

並回答他們的一些問題。

亞馬遜在卡城北部的巴爾扎

克新建了一個配送中心，建設面

積約 60 萬平方英尺（約 5.6 萬

平方米），該中心將負責處理來

自加拿大西部地區客戶的訂單，

並對商品進行分類、包裝和派

送。該中心擬於今秋投入運營。

亞馬遜將於本月底在線發

布 1000 個工作崗位，包括人

力資源管理和倉庫雜工等。新

配送中心總經理康古拉（Jas 
Khangura）說：「申請人可以在

線創建自己的賬號並填寫有關信

息，以便在職位發布後即刻收到

通知。」

參加早餐會的一位受訪者

帕萊蒂爾（Celina Pelletier）表

示，亞馬遜提供的豐厚福利、以

後提供的退休儲蓄計畫和股票期

權很吸引人。她曾經在建築行業

工作，與在線招聘方式相比，她

更喜歡招聘會，可以面對面的討

論她的技能和施工經驗。作為女

性，她對於僱主更喜歡男性承擔

勞力工作表示顧慮。

家住艾爾德裡市的受訪者邁

莉（Nora Mailey）曾是石油和

天然氣行業工人，她於去年 11
月失業，渴望在其它行業找到新

工作。

新配送中心總經理康古拉也

曾從業於石油和天然氣行業，被

辭退後，他搬到了安省，為亞馬

遜效力，他很高興能借這個新配

送中心開業的機會回到卡爾加里

工作。

Devin Dreeshen Laila Goodridge

帶進你的宅院

警惕

卡城拉丁節

(Fiestaval Latin Festival)
時間：7 月 20 日 -22 日

地點：市中心奧林匹克廣場

（Olympic Plaza,228 8Ave SE）
享受數百名表演者，正宗的

拉丁食品，加西最好的拉丁娛

樂，國際拉丁樂隊，國際舞蹈表

演，讓人驚喜的兒童區等等！有

關完整的活動安排，請訪問網

站：fiestaval.ca。

卡城公園日和小溪節

( P a r k s  Day  &  C r e ek 
Festival)

時間：週六，7 月 21 日，

早 11 點 - 下午 4 點

地 點： B o w  V a l l e y 
Ranch,Fish Creek Provincial 
Park（15979 Bow Bottom 
Trail SE）

魚溪省立公園將通過互動遊

戲和活動幫助民眾瞭解如何保護

當地流域和自然區域的重要性！

Peter Puffin 的鯨魚故事將演出

並主持一個歌曲創作工作坊！亞

省環境與公園解說與公共教育部

將展示一系列生動互動的小品，

幫助家庭學習如何兼顧生活中的

各 種 需 求。friendsoffishcreek.
org/event/creekfest

卡城民間音樂節

(Ca lga ry  Fo lk  Mus i c 
Festival)

時間：7 月 26 日 -29 日

地 點： 王 子 島（Prince's 
Island Park,698 Eau Claire 
Ave SW）

卡城最受歡迎的家庭音樂

節，期間設啤酒園，兒童區，食

品卡車，當地商販，還可欣賞

來自全球各地的 70 多位民間藝

術家！如需完整的音樂陣容，

時間表和購買門票，請訪問網

站 :calgaryfolkfest.com。

卡城土耳其節

(Calgary Turkish Festival)
時 間：7 月 19 日 -22 日，

早 11 點 - 晚 10 點

地 點：Burc Intercultural 
Centre（2937,19 Street NE）

瀏覽和購買土耳其產品、

紀念品和手工藝品；專設兒童

活動 ; 觀看實地表演，品嚐土耳

其美食，還有更多活動。免費

入場。有關更多信息，請訪問

網 站：calgaryturkishfestival.
com。

社區活動
Community Calendar

Free Summer Camps
卡城
免費夏令

營本週地點

(7月23日-27日，週一至週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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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下午 3：30
要求：無需父母陪同

西北：
ARBOUR LAKE：Arbour Lake School(27 

Arbour Crest Drive N.W.)
M A C E W A N  G L E N：S i m o n s  V a l l e y 

School(375 Sandarac Drive N.W.)

東北:
MARLBOROUGH PARK：Roland Michener 

School(5958 Fourth Avenue N.E.)

東南：
AUBURN BAY:Auburn Bay School(7 Auburn 

Bay Avenue S.E.)
MCKENZIE TOWNE:McKenzie Highlands 

School(25 McKenzie Towne Drive S.E.)

西南：
EVERGREEN:Eve rg r een  Schoo l ( 367 

Everstone Drive S.W.)
KILLARNEY/GLENGARRY:Kil larney 

Glengarry CA(2828 28th Street 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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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官場無「清流」

7 月 16 日刊發的這篇文章

題為〈做一股「清流」〉；刊於《人

民日報》要聞版；作者是中組部

研究室副主任徐文秀。文章痛斥

黨內一些人「習慣於搞假大空，

喜歡背臺詞，熱衷於走虛浮誇

路，急功近利、心浮氣躁」。

文章特別舉出兩例，指敢於「犯

上」者彭德懷和張愛萍是所謂

「清流」。

事實上，「假大空」歷來被

認為是黨文化特徵。中共官場

並無形成「清流」，而那些敢於

「犯上」者如鳳毛麟角，極其少

見。

當年彭德懷帶兵赴朝，十萬

火急回國催要糧草時，撞上中南

海正舉辦舞會，毛澤東等摟著美

女翩翩起舞正歡喜間，彭冒火大

罵：「志願軍在前線流血流汗，

你們卻在這裡尋歡作樂！」

1959 年廬山會議，時任中

央軍委副主席兼國防部長的彭德

懷更當面罵毛，要毛為搞大躍進

致災難負責，結果被打成「反黨

集團」最後含冤死去。

中共上將張愛萍的命運一如

鄧小平，從文革開始被批鬥判

牢，到了鄧小平復出，他亦復出

擔任國防科技主任，反擊右傾翻

案風後再次與鄧小平一同被打

倒。然後又於 1977 年 3 月再復

出，先後擔任中央軍委委員、國

防科委主任、副總參謀長、國防

部部長、國務委員、國務院副總

理、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

員等職。2003年7月5日去世。

在所謂改革開放初期，鄧小

平允許並鼓勵軍隊各級部隊經商

的政策，被張愛萍批評是無異

於自毀長城。張說過：「（軍隊）

熱衷於經商，必然導致腐敗。」

此說最後證實如此。

另外，美國之音曾間接引述

曾任《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的

說法指，1989 年六四事件中，

張愛萍及葉飛、楊得志、蕭克、

陳再道、宋時輪、李聚奎等 7
位將軍強調軍隊的槍口不能對著

人民。但眾所周知，該反對意見

並無改變學生遭屠殺的慘劇。

汪洋動向引關注

港媒《蘋果日報》和法廣昨日

的報導都認為，官方上述這篇文

章把張愛萍也當「清流」典範更令

人品味，因張與現任中共常委、

全國政協主席汪洋是親家，張愛

萍的孫子張辛亮是汪洋的女婿。

外界一些評論認為，此文讚

揚汪洋親家，疑變相為汪洋抬

轎。

而黨媒《人民日報》這篇文

章刊發的背景，是有「老人干

政」傳統的北戴河會議將開，以

及近期中共政局詭異情況頻現之

際。近日網傳中共現元老「逼宮

式」政變，其中認為汪洋將在其

中「獲益」，消息真真假假令人

生疑。

汪洋被視為中共「團派」大

將，在中共十九大上入常，排名

第四，現分管全國政協。

徐才厚妻涉貪 女兒荒淫如父
生前「唯江是瞻」，死后被封「國妖」，近日徐妻女貪腐丑聞再被翻炒

徐妻案發後「瘋癲」

官方通報，2015 年 3 月 15
日，徐才厚死於膀胱癌。不過，

也有中共內部消息傳出，徐才厚

淫亂無度，是因愛滋病引起併發

症而死亡，但官方對此沒有予以

證實。

《動向》雜誌曾報導，徐才

厚是中共體制下「帶病晉升」的

典型。其生活作風極其糜爛，品

質卑劣，患性病期間依然尋歡作

樂。

徐才厚被查後，港媒披露了

查抄徐受賄財產的細節，稱在北

京阜成路一處 2000 多平方米的

徐家豪宅裡，辦案人員打開地下

室，被堆積如山的現金、和田

玉、硬木、翡翠、古玩字畫嚇了

一大跳。

中共軍報斥徐才厚為「國

妖」。報導稱，徐才厚像大多

貪官一樣，在中國各地也置辦房

產，而這些均通過其妻女操作。

徐才厚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對一

些房產的細枝末節，甚至連徐自

己都不甚了了。

外界盛傳徐在上海有四套房

產，徐才厚妻子趙某是該起受賄

案的經辦人和受賄人，該房產是

谷俊山弟弟「進貢」的。

徐才厚在四川成都亦有豪宅

別墅，受賄人同樣是其妻趙某。

徐家在四川的別墅據稱是成都軍

區某負責人一手操辦，該官員也

在徐才厚案發後落馬。

《鳳凰週刊》於 2014 年 11
月 20 日發表起底徐才厚被查抄

內幕的長文，文章曝光徐才厚

的妻子趙某和女兒徐思寧的情

況。

據悉，徐妻趙某是遼寧大連

人氏，在機關任職普通官員。

徐才厚於 2014 年 3 月 14 日在

301 醫院東院南樓六層被採取強

制措施，其妻趙某、女兒徐思寧

同日被隔離審查，一名秘書董某

也被帶走。

徐的秘書董振波被專機從北

海艦隊押至北京，董開設的公司

20 億資金被凍結。

據報，徐才厚案發後，徐妻

趙某案發後被限制自由，協助審

查。趙某很快全線瓦解，幾天

後，變得有些瘋瘋癲癲，見人便

稱：「我有罪，我有罪 !」。

徐才厚女兒徐思寧的照片此

前曾在網絡流傳。

女兒荒淫致女婿反目

港媒稱，徐才厚獨女徐思寧

在總政聯絡部系統工作，但知情

人稱，很少見她上班。網傳徐才

厚女兒結婚時，谷俊山還曾送了

一張內有 2 千萬元人民幣的銀

行卡作為賀禮。

報導援引多位知情人士稱，

徐思寧有過兩次婚姻，第一次與

前夫感情甚篤，但因不孕被迫離

婚 ; 第二任丈夫，徐思寧與其關

係不睦。徐才厚讓女兒徐思寧再

次離婚，但兩人已育有一對雙胞

胎。

不但徐才厚被曝大量淫亂醜

聞，其女兒也指長得相當美艷，

同樣荒淫。網上流傳徐才厚女兒

徐思寧高中時的同班同學披露，

徐才厚的落馬不僅是軍中大蛀蟲

谷俊山供述，另外一個關鍵證人

就是徐才厚的前女婿。在與徐才

厚女兒離婚前，前女婿為了仕

途，一直隱忍，沒計較徐才厚女

兒荒淫玩男人，並且公開給他戴

了一頂又一頂綠帽子。後徐女強

硬要離婚，前女婿眼見仕途無

望，一怒之下把多年掌握的消息

報告給了有關部門。

另外，中共前軍委委員張

陽去年自縊身亡後，港媒《東方

日報》披露，張陽對徐才厚一家

可謂鞍前馬後、無微不至的「關

照」，徐將自己的寶貝女兒也託

付給張陽，徐家在香港洗錢、事

發時，張陽曾幫徐家背後張羅、

擺平事態等。

徐才厚是江澤民的心腹，曾

與江的另一心腹、前軍委副主席

郭伯雄一起替江把持軍權 10 多

年，架空了時任軍委主席胡錦

濤。據港媒報導，郭、徐還阻擊

習近平進軍委，胡錦濤在中共

十五屆四中全會時增補為中共軍

委副主席；而習近平則在十七屆

五中全會才被增補確認，最大的

阻力，就是徐才厚和郭伯雄。

報導稱，當時在一個有數人

在場的軍方半公開場合，徐才厚

曾對郭伯雄說：「讓他（指習近

平）幹 5 年就滾蛋！」此話後來

傳到習近平耳中。徐才厚此後曾

試圖輸誠，但為時已晚，此番說

法已在軍方「紅二代」中小範圍

流傳。

【看中國記者晏清流

綜合報導】前中共軍委副主

席徐才厚2015年3月15日死
於膀胱癌，日前其妻子女兒

醜聞再被翻炒。綜合海外媒

體7月13日報導，軍中大老虎
徐才厚臨終之際，要求見其

妻子趙某最後一面。軍委上

報至習近平，獲得習特許。

但趙某絲毫不念夫妻之情，

不願見他。港媒曾披露過類

似的消息。據稱，徐才厚病

重、病危期間，頭部腫大嚇

人，軍方通知其妻趙某前去

探視，但趙某拒絕去看他。

徐才厚落馬後，官媒大加撻伐，稱其為「國妖」。（Getty Images）

家匿上億現金
如此藏富於官

【看中國訊】7 月 16 日，廣

東省紀委宣布廣東省政協原常

委、原汕頭市長蔡宗澤接受調

查。

現年 67 歲的蔡宗澤之前於

2013 年 1 月退休，但在退休 5
年後仍被查。

網絡盛傳兩張查抄現場的照

片，顯示出蔡宗澤的家中地板上

堆滿了裝有現金的袋子、一捆捆

的百元大鈔以及很多封住的紙

箱，照片中多名工作人員在清

點。大陸多個網絡社區的信息

指，在蔡宗澤別墅內搜出 60 多

箱現金，約 1.4 億元。

蔡宗澤不是特例，此前中國

貪腐官員們的的海量藏財已經多

有曝光。

中國國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

司長魏鵬遠於 2014 年 5 月被調

查。當時大陸《財經》雜誌報導

稱，從北京一家銀行調了 16 臺

點鈔機清點其家中的現金，當場

就燒壞了 4 臺。共清點 2.3 億元

現金。

深圳市原民政局長黃亦輝，

家中也藏有大量現金，銀行出動

5 部點鈔機工作了 5 個多小時才

把錢點清。其中一部點鈔機還在

工作中「累死」。

前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曾

稱，該省的一名原廳長被雙規

後，涉案金額高達兩個億。其身

上、辦公室、住所等多處藏有現

金、存摺、黃金等。該廳長被

「抄家」時，其家中隨處可見成

箱成袋的現金，上面落滿灰塵，

有的已經發霉變質。

2017 年 8 月，《中國紀檢監

察》披露，四川省成都市一區原

委書記謝超落馬時，家中被查出

藏匿 8 大箱、計 5000 餘萬元現

金，銀行工作人員點了 5 小時才

點清。

黨媒褒「犯上」將領  拐彎吹捧汪洋？

近日北京政局詭異情況頻現，網傳中共「元老」們向習近平逼宮施

壓，而汪洋將於高層人事大調整中「獲益」。（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李文隆

綜合報導】近期中共政局異

象紛紜引發猜測，黨媒《人

民日報》日前一篇評論文章

炮轟中共一些人慣於搞假

大空走浮誇路，並抬出中共

已故兩元老彭德懷、張愛萍

為敢於「犯上」的「典範」；

彭以犯上罵毛著稱，而張當

年曾批鄧小平允許軍隊經

商。由於張愛萍是現任政治

局常委汪洋的親家，此文因

而被認為曲線吹捧汪洋。

知 情 人 曝 王 滬 寧 真 實 「 功 夫 」
【看中國訊】 中美貿易戰

打響， 北京對局勢大失水準的

誤判和拙劣應對讓人大跌眼鏡。

長期作為高層智囊的新任政

治局常委王滬寧的真實品格和學

問引起外界質疑。

海外 lancaser 的博客近日

登載一篇題為〈閑言碎語漫談

王滬寧〉 的文章， 作者自稱曾

和王滬寧打過兩次交道。 一次

是王還在復旦大學當系主任的時

候， 一次是他已經到了中央政

研室當主任。

文章說， 王滬寧的專業是

政治學， 這是一門死學科。

相當於甚麼都沒學。 一個文

革中的初中生， 加上一個相

當於沒專業的外語專業、 一

個大而無當的政治學專業，

其知識體系的完整程度可想而

知。

作者認為， 王滬寧有他的

強項， 就是 「造詞」 。 他

說跟王滬寧的接觸， 發現這個

人最大的特點是造詞的能力很

強， 王可以把一些很尋常的想

法 「昇華」 為理論體系， 把

同一個雞蛋貼上不同的標籤出

售。

「筆桿子」 出身的王滬寧

在江澤民主政時開始上位，

被認為是炮製中共理論的 「高

手」 ， 先是為江澤民包裝推出

所謂的 「三個代表」 ， 後來

是胡 「科學發展觀」 的重要推

手。 習近平的 「中國夢」，

以及十九大上被加入黨章的習近

平 「思想」 ， 也是出自王滬

寧。

海外時評家橫河表示， 如

果沒有王滬寧的存在， 三個代

表、 和諧社會以及當紅的習近

平某某思想這三個理論體系都不

會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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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上班族 到底有多累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前發布

的報告引述國家統計局發起的

「中國經濟生活大調查」指出，

除去工作和睡覺，2017 年，中

國人平均每天休閑時間為 2.27
小時。相比之下，美國、德

國、英國等國家國民每天平均

休閑時間約為 5 小時，是中國

人的兩倍。

除了休閑時間不充分之

外，中國人的休閑時間也不均

衡、不自由。有 40.1% 的受訪

者表示「沒有帶薪年休假」，

4.1%「有帶薪年休假，但不能

休」，18.8%「有帶薪年休假，

可以休，但不能自己安排」。

針對上述情況，中國社會科學

院在其發布的《休閑綠皮書：

2017 ～ 2018 年中國休閑發展

報告》中建議，在 2030 年，實

現「作四休三」，即每週工作 4
天休假 3 天。對於中國社會科

學院的建議，不少網民表示，

「能夠保證雙休就不錯了」。

據《北京時間綜合》引述

北京師範大學的一位研究員估

計，中國在職員工平均每年工

作 2000-2200 個小時，這一數

字遠高於美國的 1790 小時、荷

蘭的 1419 小時、德國的 1371
小時，甚至日本的 1719 小時。

網上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

一家中國互聯網公司招聘了一

位日本研發，上班第一天，他

對部門同事說：「我在日本就是

個加班狂，希望大家能跟上我

的節奏。」一個月後，他決定打

道回府，臨走時說：「你們這樣

加班，是相當不人道的。」事

實上，中國全國盡是加班族。

2017 年，滴滴媒體研究院對都

市白領加班情況進行的調查顯

示，加班最嚴重的前 4 個行業

分別為互聯網、金融、文化傳

媒和房地產。大多數互聯網公

司盛行 996 工作制，即早晨 9
點到晚上 9 點上班，每週工作

六天，「過勞」已成為普遍現象。

有數據顯示，在中國，近

九成上班族都需要在旅行中處

理工作，甚至有 41% 的上班族

攜帶電腦去旅遊，還會在旅途

中隨時抽時間辦公。僅有 12%
的人會在旅途中屏蔽所有工作

上的信息，來一場全身心放鬆

的旅行。

然而，這種加班方式直接

透支著上班族的健康，加速消

耗他們的生命。白領階層出現

越來越多的高血壓、糖尿病等

傳統意義上的老年病。年輕群

體普遍的「亞健康」狀態呈現進

一步惡化趨勢。

走私美軍事設備
中國籍女子認罪

【看中國訊】日前，一名 33
歲的美國加州中國籍女子在加州

橙縣法庭承認有罪。這個有眾

多化名的女子叫陳思（Si Chen
音 譯）， 又 名 Cathy、Celia、
Cecilia、 季 春 平（Chumping 
Ji）, 她在去年 5 月 23 日被捕。

她在美國航空航天公司擔任會計

時，在沒有得到美國商務部許可

的情況下，通過香港向中國發送

先進雷達、軍用級通信干擾器、

低雜訊放大器和 Ka 波段空間通

信等軍事設備和技術。

陳思現已認罪，她將面臨最

高 50 年的聯邦監獄刑期和 175
萬美元的罰款。

【看 中 國 訊】 加 洛 瓦

（Jarawa）部落在印度洋的安達

曼群島，現今僅存 400 人，曾

與世隔絕 5.5 萬年。Jarawa 部

落靠遊牧維生，族人經常在淺灘

捕魚，用特製的弓箭捕獵野豬、

蜥蜴和海龜，還喜歡水果和蜂

蜜。這個部落將面臨被淘汰的命

運，造成滅族的主要因素，竟是

一條高速公路將直通他們的祖

屋。

有人會看上這個隱居島嶼擁

有的豐富森林資源，而遊客則會

把 Jarawa 人視為野生動物園的

動物。為搶救這個即將消失的部

落，有超過 25 萬人簽署請願書

呼籲保護他們的安全。

【看中國訊】荷蘭南部城市

愛因霍芬（Eindhoven）計畫明

年推出全球第一個 3D 打印住宅

區。房屋是機械手臂以水泥打印

出來。計畫項目經理之一范格

普（Rudy van Gurp）表示，在

民間資助下，未來 3 到 5 年將

建造 5 個形狀大小不同的房屋，

這個住宅區計畫命名為里程碑項

目（Project Milestone）。范格

普還說，3D 打印的一大優勢在

於豆莢狀的屋子可以完全客製

化，甚至可以圍繞自然物建造。

數百名潛在租客已表示對這

項住宅計畫有興趣。

【看中國記者端木珊

綜合報導】大陸官方最新發

布的調查報告顯示，中國人

平均每天休閑時間很少，僅

為美國、德國、英國等西方

國家的一半。加班已經成為

大陸上班族保住薪酬和飯

碗的重要方式。

印度洋古老部落
與世隔絕數萬年

荷蘭推全球首個
3D打印住宅區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據韓

國貿易振興公社從越南發來的

報 告，MUMUSO 是 一 家 專

門銷售韓國商品的「韓流專賣

店」。 2016 年進軍越南市場

的該商店，2 年間在越南各大

城市擴展了共 27 個分店。走進

MUMUSO 的任何一個商店，

都可以聽到韓流歌星的快節奏

音樂，所有的商品都有韓文標

記，就連 MUMUSO 的招牌上

都標記著韓文，和以 Kr 結尾的

總店網址。但是，據貿易公社

的調查，這是一家地地道道的

中國企業，總部位於中國上海。

在 越 南 營 銷 成 功 的

MUMUSO，正在以同樣的商

業模式進入菲律賓等其他東

南亞國家，甚至發展到土耳

其。另外，越南目前除了上述

的 商 店 之 外， 還 有 ilahui 和
MINIGOOD 等韓流商店，他

們與上述 MUMUSO 的營銷模

式大致相同，合起來在越南共

有 100 家韓流商店，都是中國

企業，也都被當地消費者認為

是韓國知名品牌在越南開設的

韓流商店。

韓國貿易公社在調研過程

中向店員詢問「這些商品是不

是韓國製造的？」，店員都很機

靈地回答說：「是韓國設計的商

品。」

被韓國方面認為「冒充韓流

商店銷售假冒韓國商品」的商

店，讓韓國很糾結。若是韓國

資本投資，或是韓國商人開設

的商店，或若銷售的是從韓國

進口的商品，他們認為還可以

稱得上是「韓流商店」，但是，

上 述 的 MUMUSO、ilahui 和
MINIGOOD 在資本、企業和

商品上與韓國沒有一丁點兒的

關係，但卻都打著韓流的旗號

做生意。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導，

全球最大製藥公司之一輝瑞

（Pfizer）7 月 1 日 上 調 了 100
種處方藥的價格，其中幾十種藥

物的價格都出現了兩位數的上

漲，包括降壓藥絡活喜和肺癌治

療藥物賽可瑞。

輝瑞公司創建於 1849 年，

迄今已有 160 多年的歷史，總

部設於紐約，是美國最大的一家

跨國製藥公司，也是世界上最大

的醫藥企業，及全球最大的以研

發為基礎的生物製藥公司。人們

最熟知的抗生素大多來自輝瑞。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該

公司今年 1 月已對部分藥價進

行了提升。這是輝瑞今年第二次

提價。

迫於川普總統的施壓，輝瑞

承諾，將盡快把 40 種漲價藥品

調回 7 月 1 日前的價格，包括

降膽固醇藥「立普妥」、治關節

炎藥「捷抑炎」等。

7 月 10 日，川普發推文宣

布，與輝瑞 CEO 協商後，輝瑞

正在調降藥價。美國衛生與公共

服務部長阿扎也於 7 月 10 日發

推文，感謝川普總統對藥企漲價

的及時干預，以及把患者放在首

位的決心。

降低美國處方藥價，是川

普總統的競選承諾之一。今年 5
月，川普在白宮玫瑰園宣布，將

迫使製藥公司降低處方藥的價

格，保護美國患者的利益，並推

出了一份 44 頁的降低藥品成本

的目標計畫書。

川普總統表示，政府將鼓勵

醫藥公司之間的競爭，降低藥物

的監管負擔，大舉清除中間商，

使藥物可以更快並以更便宜的價

格進入市場。川普總統說：「我

們的計畫將結束不誠實的雙重交

易，中間商把折扣揣入自己腰

包，而這些折扣本應提供給消費

者和患者。」

處方藥價格提升，民眾治療

費用增加。川普竭力敦促各藥廠

降價，在輝瑞宣布價格回調之

後，川普希望其他藥企也盡快調

整價格。

中國商人山寨「韓流商店」川普力阻藥品漲價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綜

合報導】川普總統日前在推

特發文，批評輝瑞（Pfizer）
在美國漲價，卻又以低價

銷往歐洲國家和其他地區。

川普隨即與輝瑞C E O協
商，現在輝瑞已同意調降藥

價。

美軍軍艦上的雷達（Fotolia）

據媒體報導，自 7 月 8 日

以來，四川暴雨不停，全省 14
市、64 個縣共 145 萬人受災。

綿陽發生 70 年來最大洪水；涪

江、嘉陵江、沱江等數 10 條河

流出現超警戒水位。

看到四川災情慘重，有網民

聯想到五年前的一項考古工作。

網上流傳〈挖了鎮水神獸，四川

果然出事了！〉的帖文稱，「不

知有多少朋友還記得，今年初，

成都在地下挖出一座千年石獸，

當時網民就議論紛紛，不少人說

那是李冰的鎮水神獸，挖了全川

都要出大事！這個夏天果然應驗

了！」

那麼，石犀是甚麼？石犀為

石刻的犀牛，中國古代，人們會

把石犀置於岸邊「鎮壓水怪」。

《蜀王本紀》記載：「江水為害，

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

中，一枚在市橋下，二枚在水

中，以厭（壓）水精，因曰犀

牛里。」

1973 年，在天府廣場鐘樓

挖地基時，挖到一尊石犀，考古

專家和歷史學家前往考察後推

測，這尊石獸是戰國時期秦國水

利專家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時，

讓人彫刻的五尊「石犀」之一。

當時那尊石犀並未出土，

而是將其回填。 2012 年、2013
年修建四川大劇院時，石犀才被

重新挖出，後被送入成都博物

館，作為「鎮館之寶」展出。有

民眾投信至成都市長信箱，指出

洪災是因為當局移動了之前出土

的神獸「鎮水石犀」，信中還提

到，「石犀是老祖宗流傳下來鎮

水的神獸，希望政府能夠將它搬

回原地天府廣場，這樣大雨就可

以終止了」。

【看中國訊】世界首富，網

絡巨頭亞馬遜創始人兼 CEO
貝 佐 斯（Jeff Bezos） 創 立 的

太空公司「藍色起源」（Blue 
Origin）即將推出太空旅遊業

務，據內部消息，首批太空旅行

將在明年上路，單人票價約為

20 萬至 30 萬美金。

《自由時報》援引《經濟時

報》報導，藍色起源公司過往對

太空艙的生產狀況與票價守口如

瓶，如今有 2 名不願具名的內

部人員透露，該公司計畫在明年

起發售的太空旅票，1 個座位要

價 20 萬美金起拍，最終定價可

能會在 30 萬美金左右，不過此

消息仍受限於該公司的保密政

策，目前尚未得到官方證實。

藍色起源公司計畫透過可回

收火箭「新雪帕德火箭」（New 
Shepard），將 6 人座太空艙送

至距離地面 100 公里高的繞地

次軌道。在次軌道上，乘客將

可體驗數分鐘的「無重力」感

受，同時可肉眼觀測地球的「弧

面」，最終順著軌道運行自然落

下，伴隨降落傘減速而重返地

面。

四川暴雨成災 民求石犀歸位 貝佐斯擬明年推出太空遊

藍色起源公司的太空之旅，將可
讓旅客觀察地球表面的曲率。
（www.nasa.gov）

民間盛傳，當局移動了「鎮水石
犀」才造成洪災。（自由時報）

韓國首爾文化節的遊行表演。
（Steve46814/WIKI/CC BY-SA）

中國人日均休閑時間不及歐美一半。（Fotolia）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

綜合報導】近日四川省連降

大雨，部分地區更發生罕見

大洪水，受災人數超過145
萬。大陸民間盛傳，此次災

害是因當局擅自移動了「鎮

水石犀」。

【看中國訊】近年來，

以韓國電影和電視劇為代

表的韓國文化在亞洲國家

流行，被稱為「韓流」。最近

中國企業在越南和菲律賓

等東南亞國家開設韓國商

品店，掛的旗號是「韓流商

品」，這讓宗主國韓國方面

難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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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財經 A7VISION TIMES      www.secretchina.com 第11期    2018年 7月19日—7月 25日     Economy     

央行與財政部爆口水戰

中國央行研究局局長徐忠 7
月 15 日撰文表示：「目前，多

個現象表明，積極的財政政策

不夠積極，甚至是緊縮的。財

政政策近年來做了很多調整，

文件本身寫得都挺好，但是近

期市場上對財政政策的詬病也

比較多。」

徐忠寫道：「中國的財政

透明度很不夠，不要說人大代

表看不懂財政報表，我也看不

懂。沒有有效的信息披露，事

實上監督制衡無法實現。」即

使按照一些財政專家所測算

的，實際的赤字率可能達到

3%，那也不是積極的。因為對

地方債務控制後，總的財政政

策不可能積極。徐忠說：「用

我一位同事的話講，沒有赤字

增加的積極財政政策就是耍流

氓。」

7 月 16 日， 有 中 國 財 政

部官員化名青尺發文表示，財

政是國家治理體系的基礎和支

柱，「思考財政問題，一定要站

在國家的高度而不能是部門的

立場。在當前形勢下，財政政

策大有可為，要真正發揮逆週

期宏觀調控職能。」

文章還諷刺央行沒能管理

好金融機構，「金融機構在地

方債亂象中，很大程度上扮演

著『共謀』或 『從犯』的角色。

地方政府不規範舉債的各類形

式、各個環節，幾乎都有不同

類型金融機構參與，其包裝操

作之複雜，遠超出基層財政部

門的工作水平。」

該文章還指責央行稱，「金

融市場產生了大批『高收益、低

風險』的產品，扭曲了市場定

價，擠占了投向實體經濟的金

融資源」；「只要中央政府沒有

窮到打白條掛帳的地步，質疑

中央財政沒有真正掏錢，這種

說法是很不專業的」。

中國是經濟體中宏觀槓桿

率上升最快的經濟體之一，按

照國際清算銀行的數據，2017
年末，中國宏觀槓桿率水平已

達到 255.7%，超過很多發達

經濟體。去槓桿應該實施緊縮

的貨幣政策，但是日前中國央

行貨幣委員會第二季度例會表

態，政策重點已經不再是貨幣

中性，而是寬鬆。

7 月 16 日，中國國家統計

局公布了今年上半年中國經濟

主要數據。上半年 GDP 實際增

長 6.8%，比去年同期低 0.1 個

百分點，數據看上去並不差。

但仔細推敲，可以發現從投

資、消費到工業增加值，實體

經濟均出現了放緩的跡象。

與此同時，在去槓桿、金

融嚴監管下，資金鏈持續緊

張，違約事件頻發，甚至部分

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出現了一些

風險事件。加上中、美貿易摩

擦形勢不明，中國經濟面臨的

壓力超過了多數政府官員、經

濟學家和分析師在年初時的預

期。

但現在，中國金融和財政

二大部門卻起爭端。有分析認

為央行和財政部的官員發文互

相指責對方，這種行文方式和

態度，結合當前整個政經形

勢，整個中國財稅金融體系，

恐怕正在面臨一次根本性的巨

變。

過去多年，金融系統、財

政系統和外匯系統等多個部

門、機構都在從不同角度參與

國有金融資產管理，長期以

來，同時存在分管和共管的權

日前，中國央行突然猛批財政部太不積極，甚至「耍流氓」。（Max12Max/WIKI/CC BY-SA）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

綜合報導】在國內外不利

因素的衝擊下，中國經濟

形勢堪憂，據金融數據顯

示，社會融資規模正加劇

萎縮。從中國央行的表態

來看，貨幣政策已經轉向

為寬鬆，中國放鬆了去槓

桿的努力。此時中國央行

和財政部兩大金融部門卻

起爭端，官員發文互相指

責對方。

【看中國訊】歐盟經濟和社

會委員會主席加爾 7 月 16 日

表示，雖然中國呼籲要聯合歐

洲反制川普的貿易保護主義政

策，但是歐盟不會同中國聯手

對付美國。

加爾說：「儘管歐盟反對美

國的關稅政策，美國仍然是歐

盟的重要政治和經濟夥伴。」他

說，讓局勢升級，並非是恰當

的回應。加爾說：「我們要謹

慎，不要用激進的行為反制激

進的行為。我並不認為，貿易

戰能通過保護主義的立場得到

解決。」他還表示，歐盟過去曾

看到過那些政策的嚴重後果，

汲取了教訓。

在談到歐盟和中國的關係

時，加爾說，歐盟是中國第二

大貿易夥伴，雙邊關係很重

要。但他也指出，歐盟在進入

中國市場方面仍面臨種種困

難，並呼籲北京努力確保公平

競爭。他說：「歐盟努力為所有

國家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環境，

但提供這樣一個環境，對等是

關鍵」。

在市場准入、知識產權被

侵犯，以及政府對高科技產業

補貼等方面，美國和歐盟對中

國存在共同的擔憂。對於中國

試圖拉攏歐盟對抗美國，加爾

說：「中國、美國和歐盟國家都

是世貿組織成員國，有義務遵

循世貿的做法，我們希望美、

中兩國在這個基礎上解決他們

的分歧。」

有分析指出，中國與歐盟

雙方意識形態不同，不可能結

盟對抗美國。（轉載自美國之

音，限於版面，有刪節）

歐盟：不會與中國 
聯 手 對 付 美 國

美方報告分為四部分：（1）
中國政府及中國共產黨設置的非

市場主導經濟模式是甚麼？（2）
中國政府如何通過非市場行為調

配資源。（3）中國經濟模式對

WTO 成員國造成的損失。（4）
中國政府如何從其經濟模式中受

益。

報告說，中國是目前世界產

能過剩的始作俑者。在華歐盟商

會 2016 年的報告《中國產能過

剩：障礙黨的改革議程》中，曾

列舉多個中國國內產能過剩的行

業。

報告指，中國政府自我定義

為「發展中國家」，是為了「免

於在全球貿易規則中被要求逐步

自由化」的義務。

對此，7 月 17 日外交部發

言人華春瑩主持例行記者會時

說：「『入世』17 年以來，中國

初心不變，言行如一。中國大幅

削減汽車關稅，相關排量乘用車

進口額從 2001 年到 2017 年年

均增長 26.4%，貿易逆差由 8.7
億美元增至 343.5 億美元。」

根據《華爾街日報》5 月報

導稱，中國於 2011 年加入世界

貿易組織（WTO），1996 年至

2005 年期間，其關稅下降了約

60%。自那以來，中國的關稅

一直徘徊在比美國高約 2 倍的

水平。

據 WTO 數據，近年來，按

照雙方最惠國條款，美國的平均

關稅在 3.7% 左右，而中國約為

10%。川普今年 3 月分曾表示：

「我想用的詞是『互惠』。中國

對進口汽車徵收 25% 關稅，而

美國只對進口汽車徵收 2% 關

稅，這不公平。」

在美方壓力之下，中國官

方 5 月 22 日宣布，從 7 月 1 日

起，將下調多數進口汽車的關

稅。央視報導說：將稅率分別為

25%、20% 的汽車整車關稅降

至 15%；汽車零部件關稅降至

6%。

【看中國訊】中國農業農村

部官員於 7 月 17 日表示，近半

年來，中國大蒜價格大幅下跌，

個別產區大蒜價格一度跌破 10
年最低點。未來幾個月蒜價下滑

壓力仍然較大。

中國前幾年蒜價高漲，「蒜

你狠」成為流行語，但隨著蒜價

暴跌，中國媒體形容這次改名

「蒜你慘」。

大陸媒體報導，在農業農村

部例行記者會上，中國農業農村

部市場與經濟信息司司長唐珂

表示，從上半年大蒜批發均價

看，與去年同期比較，跌幅達

55.5%，較近 10 年同期平均價

格跌 20% 以上；個別產區大蒜

價格一度跌破 10 年來最低點。

唐珂指出，大蒜價格的下

跌走勢，去年就已開始。今年 6
月份全國大蒜平均批發價為每公

斤人民幣 4.23 元，月減 9.2%，

年 減 36.9%。 唐 珂 表 示， 受

2016 年大蒜牛市的影響，2017
年、2018 年中國大蒜種植面積

持續增長，並創新高，特別是主

產區周邊的一些小產區擴張較

快；今年春季主要大蒜產區整體

氣溫偏高，光照正常，單產保持

較高水準；此外，2017 年庫存

蒜餘量較高，市場供給寬裕。

展望後市，唐珂表示，綜合

考慮今年產量和庫存情況，未來

幾個月蒜價下行壓力仍然較大。

（轉載自中央社）

美、中在WTO的爭執白熱化 「蒜你狠」變「蒜你慘」 
蒜價一度跌破10年低點

【看中國記者憶文綜

合報導】目前，中、美雙方

在W TO的爭論再次白熱
化，美國7月16日在世貿公
開新報告，指認中國政府以

國家主導，在貿易上採取的

「破壞性經濟模式」，並直

接點名中國政府干預市場

資源分配；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16日堅稱，17年來，一
直「履約守信」；專家則警

告，隨著主要經濟體之間的

貿易戰升級，世界貿易組織

（WTO）的信譽和生存正
受到「嚴重威脅」。

（Getty Images）

（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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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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4 月，肯塔基州一

名聯邦法官頒布一道法庭命令，

暫停實施州長馬特．貝文（Matt 
Bevin）新近簽署的一項旨在禁

止中期墮胎的法律。雖然肯塔基

州議會以絕對的優勢通過了這項

禁止中期墮胎的法案。

在美國國內，56% 的美國

人認為墮胎在道德上是錯誤的，

有四分之三的美國人支持對墮胎

行為設置限制。反墮胎的聲浪越

來越高漲，生命權與生育權的鬥

爭也愈加激烈，墮胎診所的日子

越來越難以為繼。 2017 年，全

美有 49 家墮胎診所被關閉，中

晚期墮胎診所僅剩 3、4 家，除

肯塔基州外，多個州都剩下一家

墮胎診所。

保守派大法官，包括新任的

法官尼爾 ‧ 戈薩奇，都認為憲

法並不保護墮胎的權利。當然，

作為被反墮胎的里根總統提名，

歸入保守派行列的肯尼迪大法

官，在對待同性戀及墮胎權問題

上是個意外。

美國的大法官是終身制的，

地位遠遠高於總統，所謂鐵打的

大法官，流水的總統，他們往往

都有很高的個人素質和極佳的職

業修養，絕不會因為總統給他提

名當上大法官而感恩戴德，唯總

統馬首是瞻，為了維護總統而改

變自己的立場與觀念。

7 月 9 日，美國總統川普公

布了聯邦上訴法院法官卡瓦諾

（Brett Kavanaugh）為最高法

院大法官提名人選。卡瓦諾曾經

在共和黨籍的小布什總統執政期

間擔任過白宮律師。民主黨人誓

言將對抗到底。

大法官 
價值觀取向影響深遠

其實被提名人是誰並不重

要，重要的是這個人是否是堅定

的保守派。因為一旦提名通過參

議院的批准，最高法院中保守派

的大法官占領了大半壁江山，今

後最高法院的案例判決，將會影

響到美國整個社會的價值體系。

之前通過的被保守派認為違反

道德觀的同性戀婚姻、墮胎權

等都可能被推翻，這才是以自

由派為主導的民主黨人焦慮的 
重點。

美國法律有四種來源：憲

法、行政法、成文法與普通法

（包括案例法）。案例法強調

「遵循先例原則」，透過法官的

判決起到立法的效果。一旦最高

法院判決的案例，以後最高法院

或州法院的相似案例，都必須

按照最高法院案例進行裁決。

因此，法官的個人道德與價值

觀，對相關案例的判決會有一定 
影響。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由 9 位

大法官組成，宣布退休的肯尼

迪大法官是里根總統在任時提

名的，他算保守派一邊，但在

同性戀、墮胎權等社會爭議巨

大的議題上，又偏向自由派，

被稱為是最高法院的搖擺派；

其他 8 位大法官中，保守派和

自由派各占四席。

2013 年 6 月 26 日，美國

最高法院宣布了由 9 名大法官

以 5：4 的法官意見作出的裁

決，禁止各州規定同性婚姻違

法，肯尼迪的一票起了決定性

的作用。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

亞稱，最高法院在否決公眾之

決定這條路上邁出了最為激進

的一步。

美國價值觀的標竿和導向作

用是全球性的，這種影響極其深

遠。美國最高法院判決的案例，

會潛移默化的成為世界各國政府

或法院制定相關法規的參照。截

至 2017 年，全球已有 27 個主

權國家和 1 個地區全境同性婚

姻合法。

道德體系與 
權利至上的較量

早在 1986 年鮑爾斯訴哈德

威克同性戀案中，最高法院首席

大法官伯格就說過 :「認為同性

戀是一項受保護的基本權利的觀

點，無疑是棄數千年來的道德教

化於不顧。」斯卡利亞大法官則

認為，對同性戀行為的不干涉，

會導致社會危害的擴散，以及道

德立法和秩序的終結。

在同性婚姻被最高法院裁

定合法之前，美國只有 11 個州

承認了同性戀婚姻的合法性。

這恰恰證明，絕大部分的美國

人民依然並願意遵循傳統的道

德、價值觀。

肯尼迪支持過的另一項關鍵

法案，就是墮胎權。墮胎權法案

在美國引起的爭議超過同性戀婚

姻合法。 1973 年，聯邦最高法

院在「羅訴韋德案」的判決中，

將墮胎合法化，可謂是石破天

驚，在美國國內引起了巨大反

響，被美國人稱為「第二次國內

戰爭」。隨後，是否支持墮胎

權也成為保守派總統和自由派總

統最旗幟鮮明的標誌。

美國前總統里根是歷史上首

位因反對墮胎權而獲得民眾支

持勝選的共和黨籍總統。 1984
年，里根確立反墮胎相關政策，

但 1993 年被克林頓取消，小布

什任總統時恢復，又被奧巴馬取

消。川普上任後，又將其恢復，

他在競選期間，就清楚的表明自

己是個「支持生命權的總統」。

由於美國實行的是聯邦法院

與州法院雙軌制，除了上一級法

院的司法程序可以推翻州法院的

判決，總統的行政命令也不行，

所以州法院法官就有權對州政府

行政簽署的法律予以否決。

隨著美國聯邦最高法

院大法官安東尼‧肯尼

迪宣布退休，川普再次獲

得大法官人選提名。美國

各界對此十分關注，因為

大法官的人選，對未來美

國社會道德、價值觀的導

向舉足輕重。

宗教信仰與 
激進思想的碰撞

有意思的是，在同性戀婚姻

合法的裁決中投出關鍵性一票的

肯尼迪大法官，卻在不久前的另

一樁涉及同性戀婚姻的案例中，

做出了完全不同的選擇。

科羅拉多州一對同性戀者要

結婚，到一家蛋糕店訂製婚禮蛋

糕，店老闆以自己的信仰不能接

受同性戀為由，拒絕為其服務。

科羅拉多州立法保護同性戀不受

歧視，因此判決蛋糕店老闆敗

訴。蛋糕店老闆不服，將州法院

告了，官司打了幾年，一直打到

聯邦最高法院。

這樁案子在最高法引起激

烈的辯論，保守派與自由派大

法官立場鮮明，毫不含糊。美

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明確規定，

公民言論自由和宗教活動受憲

法保護，保守派大法官認為，

蛋糕師有權拒絕為同性戀訂製

婚禮蛋糕。自由派大法官則堅

定的支持州法判決。

 4 比 4 勢均力敵，5 年前的

場景再現，最後的結果就在肯尼

迪大法官手中的那一票上，而這

一票關係到未來美國在相關案例

判決中的立法，甚至決定一個時

代美國社會宗教信仰自由及價值

觀的走向。不過這一次，肯尼迪

大法官的那一票沒有再讓保守派

失望。

不但如此，在大法官生涯參

加的最後一次法庭裁決中，肯尼

迪用他關鍵的一票，選擇了站在

川普一邊，站在保守派陣營，使

最高院以 5 比 4 裁定川普總統

基於國家安全考量簽發的「禁穆

令」合法。

在美國，人們習慣將那些捍

衛傳統的人稱為保守派。保守一

詞，因語境的不同含義也有所區

別，當前以川普為代表的保守

派，更多的應該是對傳統價值觀

的堅持。

大法官與美國價值觀的走向
自由派要求絕對的自由，認

為個人的權利高於一切，任何束

縛個人自由權利的框架，諸如法

律、道德、信仰等都必須跨越。

美國是一個宗教信仰自由的

國家，大部分人都信神，認為人

的一切權利來自於上帝，這一點

在《獨立宣言》中開宗明義。

神在創造人之後，以「一男

一女」締結婚姻這樣的方式，讓 
人類得以繁衍、生生不息。所

以婚姻被認為是神聖的，結婚

的男女雙方要在上帝面前宣

誓，以求得神的庇佑。

有人說，不能因為性取向

不同，就剝奪一個人在上帝面

前說「我願意」的權利，理由很

充分，其實挺荒唐。你既在上

帝面前宣誓結婚，就說明你信

奉上帝，可你卻又完全違背了

上帝賜予人婚姻須為一男一女

結合的內涵。

墮胎也是一樣。宗教中認

為，人的生命是神賦予的，以殘

忍的手法強制剝奪他人生命權，

違背了神的旨意，即使這個孩子

存在於母體內，但他的生命並不

屬於那個人。

回歸傳統價值觀念 
才是出路

同性戀的氾濫和墮胎的隨

意，讓虔誠的天主教徒斯卡利亞

大法官深感憂慮。他曾在 2013
年的一則訪談中強調，他相信，

惡魔正在肆虐美國，最新的伎

倆就是「讓人們不再相信他或 
上帝」。

中國道家講，一陰一陽謂之

「道」，世間萬物皆陰陽之道，

人也一樣。老子《道德經》中講

道法自然，人類之所以能夠存在

於天地之間千萬年，皆因遵循自

然規律，任何背「道」而馳的事

都只能有一個結果，就是滅亡，

人會例外嗎？

目前美國兩黨之間分歧的

焦點，包括同性戀婚姻、墮胎

等等，實際上是一場傳統與反

傳統的道德觀、價值觀上的博

弈。這種博弈，在最高法院的

此類判例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大法官中哪一派占優勢，結果

就會完全改變。

肯尼迪大法官宣布退休，給

了川普再一次提名大法官的機

會。原本就屬於保守派的肯尼

迪，意識形態裡根深蒂固的價值

觀念終究還是傳統的，他在這個

時候宣布退休，無疑是想讓川普

能夠提名年輕的與其政見理念更

為合適的人選，加強最高法院保

守派的力量，在一個較長的時期

裡以大法官的優勢，推動美國社

會逐步回歸傳統。唯有這樣，才

能真正「讓美國在神的看護下再

次偉大。」

文 / 天白  

美國的九位大法官。（維基百科）

新提名的大法官卡瓦諾(Getty 

Images)



誠聘廚房師傅兩名及學徒一名，Counter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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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熱的夏季，是不是經常發

現，臉上的油脂變多了、彩妝也容

易溶解、毛孔變得粗黑、角質層堆

積變得比較頻繁了呢？這時，應該

替臉的角質層做個代謝，但依照坊

間的說法，的確，去角質這個動作

的確不要太常做，否則容易傷及肌

膚。

替臉部去角質，除了可以讓肌膚更

加細緻之外，還能夠還你較為白皙的原

肌膚色。夏季不能光只防晒，定期的去

角質，才能保持肌膚光亮彈潤。

此外，我們也經常聽到，許多去角

質的產品是由塑膠顆粒製成，許多海洋

生物食用後造成無法排解，傷害天然資

源與自然生物。

我們聽說過，進商店選購食物，要

選老奶奶看得懂的食物，代表這樣的食

物才是天然。其實這句話也適用在食物

以外的範圍，去角質產品，其實也要選

老奶奶年輕時使用過的，比較不傷害環

境。愛美的同時，保持環保、愛護天然

環境，才是與大自然和諧共處之道。其

實，許多物品都可以拿來去除角質堆

積，一起來看看，有哪些天然材料，是

可以運用的。

去角質產品DIY

蛋白
蛋白和蜂蜜混和後，抹在臉上，

記得要避開眼周的地方，變乾後再用

溫水洗乾淨，可以有效去除臉上的油

脂。

砂糖
砂糖因顆粒比較粗，可以適度搭

配其他食材。天然的蔬果如草莓、黃

瓜，都可以幫助美白或是保濕。蜂蜜

具有非常好的滋潤肌膚的效果，如果

手邊有蜂蜜，也可以加入試試看。

杏仁粉
杏仁粉可以加上細鹽和水，調成

糊狀，敷在臉上並輕柔按摩，可以有

效的去除角質堆積，臉會變得比較光

亮。

咖啡渣
可以使用用過的咖啡渣，新鮮的

研磨咖啡也可以。將研磨過的咖啡渣

摻入橄欖油，攪拌均勻後，拿來搓洗

肌膚，因咖啡渣顆粒比較粗，也可以

替身體的肌膚做去角質。

乾燕麥
乾燕麥其實就是去殼的雜糧，也

有人將燕麥加入優格，敷在臉上。溫

和的燕麥片適用於敏感或油性的肌膚。

芝麻
研磨過的芝麻粉加上蜂蜜調勻

後，便可以用指腹輕輕按摩於角質堆

積處，讓暗沉的肌膚重新明亮起來。

綠豆粉
如果想要敷臉和稍微去一下角

質，可以考慮使用研磨過的綠豆粉。

研磨得較粗的綠豆粉加水後輕輕按摩

臉部肌膚，去除角質的效果非常好，

但不能太常使用。

海鹽
海鹽一直被拿來運用在沐浴商品

上，其實買天然的鹽巴便可以。海鹽

加上橄欖油可以輕鬆地去除肥厚的角

質，不過如果有傷口的時候，要避免

使用，以免傷口疼痛發炎。

文 / 郭潔 圖 /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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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絲扇 髮簪步搖

Zen & Accessories 
禪

美因您而中國民族風

【看中國訊】吃一頓營養均

衡的正餐能夠補充必須的營養。

可是飲酒過量卻會給我們的身體

帶來額外的負擔。酒精使人體的

細胞脫水，飲酒以後，睡覺前和

睡醒之後，應大量喝水，有助於

酒後人體恢復。

喝醉了該如何緩解 
身體上的難受？

1、柚子，消除酒後口氣

500 多年前，名醫李時珍就

在自己的書中提到柚子有很好的

解酒功效。而事實證明，將柚子

切成小塊後，蘸白糖吃，可以很

快的消除因為喝酒帶來的口氣問

題。還能幫助快速醒酒。

2、葡萄汁，緩解酒後噁心

反胃

酒喝多了容易上腦，而且對

於腸胃的傷害也很大，這個時候

喝一點酸甜的葡萄汁，可以有效

的緩解因為飲酒過 度造成的噁

心和反胃症狀。為甚麼葡萄能解

酒呢？因為新鮮的葡萄中含有豐

富的酒石酸，可以和酒精中乙醇

發生化學反應，從而達到解酒的

效果。小貼士：在飲酒前適量的

吃些葡萄墊墊肚子，可以起到很

好的預防醉酒的效果。

3、西瓜汁，幫助降溫、穩

定情緒

西瓜汁，有個別名叫做「天

然白虎湯」。而白虎湯是很著

名的一種中醫藥方，可以清熱去

火。人體喝酒後，身體會處於一

種發熱的狀態，喝西瓜汁就是為

了把溫度降下去，促進酒精快速

的從身體中排出去。除此之外，

在西瓜汁中加一點鹽，還可以幫

助穩定情緒。

4、香蕉，緩解酒後胸悶心悸

酒喝多了容易出現胸悶和

心悸的現象，這是因為酒精讓

身體中的血液濃度變高，不利

於全身的血液循環。而吃香蕉

可以適當增加身體中的血糖含

量，從而達到稀釋血液濃度的

目的，達到解酒的效果。香蕉

具有一定的鎮定作用，所以對

於緩解心悸和胸悶是有輔助 
作用的。

5、番茄汁，緩解酒後頭暈

番茄中含有一種特殊的果

糖，可以促進身體中的酒精加速

分解和吸收。

在酒後，一次性喝上 300
毫升以上的番茄汁，能讓酒後暈

眩的感覺慢慢消失，達到解酒的

目的，而且一定要打成番茄汁，

加上些食鹽喝才有效。

有了這麽多解酒妙招，彷

彿再也不怕各種酒局了。雖然

有這麼多解酒的好方法，但

也不是說就能敞開肚皮，毫

無顧忌的喝酒。要知道，喝

酒傷身對健康的危害也是很 
大的。

該如何緩解身體不適喝醉了  

(gettyimages)

1、米醋洗腳治腳臭：取

10 ～ 15 毫升米醋，加適量溫水

調勻，浸泡或外洗腳部，每晚 1
次，約 15 分鐘，可治腳臭。

2、土黴素除腳臭：不少人

因腳臭而感到苦惱，經多次實踐

證明：將土黴素研成末，塗在腳

趾縫裏，每次用量 1 ～ 2 片，

能保證半月左右不再有臭味。

3、蘿蔔熬水治腳臭：有腳

臭病的人，可用白蘿蔔半個，切

成薄片，放在鍋內，然後加適量

水，用旺火熬 3 分鐘再用文火

熬 5 分鐘，隨後倒入盆中，待

降溫適度後反覆洗腳，連洗數次

即可除去腳臭。

4、穿除臭襪治腳臭：腳臭

產生的原因有時候是因爲穿到品

質低劣的襪子，可以試試看購買

品質較高的除腳臭健康襪增加透

氣度，或許可以對腳臭問題有相

當的幫助，比如用抗菌棉或竹纖

維材料紡織的一般性除臭襪子，

以及目前效果最好的銀纖維材料

的殺菌除臭襪等。

5、鹽薑水洗腳治腳臭：熱

水中放適量鹽和數片薑，加熱數

分鐘，不燙時洗腳，並搓洗數分

鐘，不僅治腳臭，腳還感到輕

鬆，可消除疲勞。睡前，用一盆

熱水加入適量食鹽和一片生薑，

泡腳搓洗 5 至 10 分鐘，連續洗

幾次，腳臭、腳汗可解除，對腳

底皮膚皸裂也有防治作用。

6、茶葉加鹽洗腳治腳臭：

如果在洗腳水中加入 25 克茶葉

和少量食鹽，把雙腳浸泡水中，

並反覆搓洗 5 ～ 10 分鐘，腳汗

臭就可以消除。

7、熱水加白礬洗腳治腳

臭：每晚用熱水洗腳時，盆內放

50克白礬，對消除腳汗臭有效。

8、強力黴素塗抹治腳臭：

將強力黴素研成細末，塗抹在腳

趾縫裏，每次用量 1 ～ 2 片，

可使半個月內不再有臭味。

9、福爾馬林洗腳治腳臭：

用 10% 的福爾馬林溶液輕擦腳

掌，慎勿擦破皮膚，連用數日， 
有效。

10、葛根洗腳治腳臭：葛

根 15 克、研成細末，加白酒

15 克、再加適量水，煎後洗

腳，每日 1 次，1 周後，可除

去腳汗引起的腳臭。

11、按摩穴位治腳臭：洗腳

時，將雙腳放在盆內溫水中泡兩

三分鐘，待雙腳都熱了，用一隻

腳的足跟壓在另一隻腳趾縫稍後

處，然後將腳跟向前推至趾尖處

再回搓，回拉輕，前推重，以不

搓傷皮膚爲宜。每個趾縫搓 50
一 80 次，雙腳交替進行。速度

爲每分鐘 100 一 120 次。每晚一

次，腳氣較重上部皮膚已破者不

宜用此方法。 

汗腳腳臭怎辦？11種方法遠離它
生活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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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廿九年的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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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週七天：上午11點∼下午6點（接受針灸按摩公司保險、WCB ）

主
治

中醫 ‧ 中藥 ‧ 針灸 ‧ 按摩 ‧ 拔罐和耳針

‧ 神經系統疾病（抑鬱焦慮，疼痛麻木，中風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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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工作時，提了副高後，即使限號，每天必須看病人至少60個。在中醫
實踐中，會有類似熟能生巧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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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白虎湯
西瓜是「夏季水果之王」

西瓜養生功效優

西瓜，性寒味甘，歸心、

胃、膀胱經。富含果膠、粗纖

維、蛋白質、胡蘿蔔素、碳水化

合物，以及維他命 A、B、C 和

多種礦物質，還含有容易消化吸

收的蔗糖、果糖、葡萄糖……尤

其所含水分高達 94% 以上。西

瓜汁中幾乎包括了身體所需要的

養分。

夏天吃西瓜有許多養生功

效，不但能解渴、利尿、降血

壓、提升食慾、助消化、清熱降

火、去暑疾，還有促進新陳代

謝、滋養身體等功效。主治高血

壓、口舌生瘡、風火牙痛、咽喉

疼痛、小便不利、熱病煩渴、尿

路感染、腎炎水腫等病症。

西瓜子性平，味甘，入肺、

大腸經。有清肺潤腸功效，生食

能化痰滌垢，緩解久咳、吐血、

便秘等症。

好菸酒的人常吃西瓜能清火解

熱，幫助肝臟解除酒精毒性，減

少罹患食道癌的風險。

西瓜皮亦可入藥，稱為「西

瓜翠衣」，有袪暑清熱的功效。

中醫溫病學名著《溫病條辨》內

的一帖「清絡飲」，即以西瓜翠

衣、鮮荷葉邊、鮮絲瓜皮、鮮扁

豆花、鮮竹葉心、鮮金銀花組

成，可加入瘦肉煲湯，為炎夏天

消暑聖品。

不宜食用的人群

夏季
保健

「白虎湯」是東漢末年張

仲景名著《傷寒論》內的一帖藥

方，含：甘草、白米、石膏、知

母，退燒降溫的效果好。因為西

瓜性寒，所具有的退熱、消暑作

用極佳，故中醫稱西瓜為「天生

白虎湯」。

現代醫學研究指出，西瓜汁

中含蛋白酶，能將不溶性的蛋白

質轉為可溶性的蛋白質，補益腎

炎病人的營養；所含糖、蛋白

質、微量的鹽有助於降低血脂、

軟化血管，對心血管病有療效；

文 / 小萍

生活養生小妙招

1. 脾胃虛寒者：脾胃虛寒

者的腸胃、消化功能不好，如過

量食用生冷的西瓜，可能導致腹

瀉、腹脹，使脾胃損傷更嚴重。

2. 虛火體質者：如有口乾

舌燥等上火症狀，並伴隨易疲

倦、無來由的疲累，可能是「虛

火」上身，若再吃西瓜，會加重

症狀。

3. 風寒上身者：常感頭痛、

畏寒，伴有鼻塞、咳嗽等風寒症

狀的人，不宜再食用性質寒涼的

西瓜，避免症狀惡化。

4. 生理期女性：生理期期

間吃偏寒涼的西瓜，可能會干擾

氣血循環，影響經血的排出，引

起痛經。有子宮偏寒症狀，容易

痛經、手腳冰冷的女性，也要避

免食用。

5. 懷孕女性：懷孕婦女如

果進食太多生冷、冰涼、寒涼的

食物會影響子宮溫度，亦可能損

傷脾胃，讓敏感的懷孕女性出現

易腹瀉、吸收不佳等問題。

6. 坐月子女性：產後婦女

毛孔具開，抵抗力也比較弱，應

避免食用生冷食物，以免血液循

環變慢，影響惡露排出和子宮復

原的速度。

一般食用須知

適合吃西瓜的時間在午餐之

後，可以休息一下再將西瓜當餐

後水果；運動後吃西瓜補充水分

也不錯；腸胃功能較弱者不要太

晚吃西瓜，易消化不良，導致腹

瀉；西瓜有利尿作用，本身有頻

尿、夜尿症狀或容易尿床的兒

童，晚間或睡前最好不要吃。

西瓜含糖量很高，熱量也

高，想要減重者少吃為妙；糖尿

病患吃太多西瓜，極可能導致血

糖狂飆，最好少吃或分次食用；

取西瓜抹上鹽巴或沾甘草粉食

用，有助於增加鈉和鉀的平衡，

但不要沾得太多，以免引起血壓

升高或水分滯留。

西瓜不宜搭配蜂蜜食用，因

西瓜富含維他命 C，如果遇到蜂

蜜所含的銅等礦物質，就會加速

維生素 C 的氧化作用，使身體

失去對原有營養成分的利用，十

分可惜。

此外，西瓜不適宜放冰箱冷

藏，因為冷藏過的西瓜寒氣更

重，恐會加重胃腸的負擔，久之

傷害胃腸功能。

夏天氣候炎熱，經常

讓人感覺煩躁，此時，來

一盤多汁味甜的西瓜，或

喝上一杯清涼解渴的西瓜

汁最是消暑！「夏季水果

之王」西瓜堪稱是夏季最

受眾人喜愛的水果了。

文 / 章梅惠  圖 / FOTOLIA

西瓜堪稱是
炎熱夏季最
受眾人喜愛
的水果。

夏日美白護膚 這些水果最給力
文 / 周倚倩

夏日從事戶外活動

時，務必做好防晒措施，

除了避免陽光對皮膚的直

接傷害外，所謂「一白遮

三醜」，女人總是希望再

白一點，夏日美白，可是

女人的重要課題呢！

說到「美白」，多數人想到

的是市面上林林總總的防晒品、

護膚品，其實，飲食美白才是由

內而外，最健康的美白方法。夏

季的水果美味可口，更具有多種

天然的美白護膚功效，以下 10
種水果可以讓您輕鬆美白。

10 大美白水果

1. 檸檬：檸檬是眾所周知

的美容佳品，它富含維他命 C
和鈣質，因此常被做為化妝品和

護膚品的原料。常吃檸檬能美白

肌膚、去除色斑、潤膚、緊致肌

膚、抗肌膚老化，還能減肥和消

除疲勞。

2. 芭樂：芭樂富含維他命

Ｃ，是天然美白佳品，又含豐富

的膳食纖維，常吃有助於腸胃蠕

動，排出體內毒素，還能促進新

陳代謝，抗老化。

3. 蘋果：蘋果是一種天然

美容水果，含大量水分和各種保

溼因子，對皮膚能起到保溼的作

用；富含果酸成分能使毛孔通

暢，有祛痘效果；所含維他命 C
能抑制皮膚黑色素的沉澱，每天

吃一個蘋果可使皮膚光滑紅潤，

並淡化臉部雀斑和黃褐斑。

4. 香蕉：香蕉能幫助排毒、

潤腸通便，使人散發由內而外的

健康美麗。常用香蕉皮來擦臉或

將香蕉搗成香蕉泥當面膜，可以

美白肌膚，加點牛奶或蜂蜜調製

面膜，效果更好。

5. 櫻桃：櫻桃含豐富的維

他命 A、維他命 C，這正是美

白肌膚最需要的營養。它還富含

鐵質，能促進血紅蛋白再生，使

肌膚白裡透紅；能消除黑斑，並

有預防缺鐵性貧血的效果。

6. 柚子：柚子堪稱「維他命

C 的寶庫」，熱量很低，有助減

肥，去油解膩、美容養顏的功效

非常好。柚皮富含精油，煎湯後

加入洗澡水中，有美容功效。蜂

蜜柚子茶也是很好的美白飲品。

7. 草莓：草莓含豐富的維

他命 C 和維他命 A，常吃能使

皮膚增白、滋潤、光滑有彈性。

草莓非常適合油性肌膚者，去油

潔膚的效果甚佳，草莓汁也可作

為美容品敷臉。

8. 木瓜：木瓜具有美白功

效，除了當水果吃外，也可以煮

熟入菜，以蜂蜜蒸木瓜或新鮮木

瓜燉湯都很不錯。

9. 西紅柿（番茄）：西紅柿

營養豐富，且富含維他命 C，所

含豐富的酸性汁液有助於平衡皮

膚的 PH 值，將西紅柿搗汁後，

塗在臉上約 15 分鐘後用水洗

淨，可去除面部死皮，天天將西

紅柿汁加少許蜂蜜擦在臉上 10
多分鐘後洗淨，能祛斑美容。

10. 獼猴桃（奇異果）：獼

猴桃所含的維他命 C 和維他命

E 能預防黑斑、消除雀斑和暗

瘡，美白肌膚，增強皮膚的抗衰

老能力。

中醫有一種傳統的養生方法

──冬病夏治，結合針灸、經

絡、中藥學，利用夏天最炎熱、

人體陽氣最旺的三伏日，用特定

中藥在患者背部特定穴位上貼

藥，經由中藥對穴位產生微面積

化學性、熱性刺激，以改善過敏

性體質，治療冬季好發的氣喘、

過敏性鼻炎、異位性皮膚炎、

慢性支氣管炎、經常反覆性感

冒……達到治病、防病的效果。

若能持續 3 ～ 5 年治療，功效

十分顯著。

「三伏日」指初伏、中伏、

末伏，今年是 7 月 17 日、7 月

27 日、8 月 16 日，提醒過敏性

體質者，可別錯過了。

補在三伏：
冬病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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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椒
原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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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辣
鮮美

作法

雞肉剁小塊，拌入醃料，醃30分
鐘入味備用。
熱油鍋，下雞塊，表面煎焦香，
取出備用。
原鍋，加豆瓣醬，小火炒香；依
序加入辣椒、蒜末、花椒粒、胡椒
粉，續小火炒15分鐘，直至麻香四
溢。
續加入雞塊，拌炒均勻；加入
酒，拌炒收汁，灑些香菜，即可起
鍋。

乾鍋料理的特色在於融合麻辣與

食材的鮮味，秘訣是食材先處理

焦香，再以麻辣醬料煸炒收汁，

讓食材充分吸附醬料。

雞半隻、豆瓣醬2大匙、辣椒末1/2
大匙、蒜末1/2大匙、花椒粒1/2大
匙、料酒1大匙。
醃料：醬油1/2大匙、料酒1大匙、
白胡椒粉微量。

食材

乾鍋雞

川菜靈魂滋味 花椒
花椒與川菜分不開，即使飲

食帶有麻辣傳統的省分不少，包

括：貴州、雲南等地，但川菜卻

是最為世人所知、花椒菜餚的代

表。四川也是優質的花椒產區，

有名的花椒品種，包括：大紅

袍、青花椒、貢椒等。

花椒特色 清香爽麻
花椒的特色是香與麻，含油

溶性香味物質，以及刺麻口感。

不同品種的花椒，香氣類型與麻

感強度不一，以著名的大紅袍為

例，柚皮味鮮明，花椒粒大、色

紅，肉濃油重，麻香風味皆優。

花椒入菜的3種用法
一般使用花椒，除了可原粒

使用或煉油，磨粉灑在料理上也

很常見。原粒花椒的爽麻感最強

烈，花椒油最為溫和。川菜百菜

百味，花椒品種與製品的組合搭

配，也令川菜的味型更多樣。

文 / 邊吉 圖 / Fotolia

雞肉料理千變萬化，常

以辛香料去腥添香；不妨用

花椒的香與麻，襯托雞肉鮮

美。

用花椒川味
美食

烹調雞肉

融合了麻辣

與食材的鮮

味，讓食材

充分吸附美

味醬料。

烤雞香酥口

感搭配上鹹

香麻辣的醬

料，令人垂

涎不已。

作法
準備一鍋水，煮滾放入薑、蔥、
酒，雞腿放入鍋裡。（水量是食材
的2倍高度）
續作法，大火煮滾，轉小火續
煮15分鐘；熄火，不開鍋蓋，燜25
分鐘後；取出雞腿瀝乾，降溫後冷
藏1小時備用。
雞腿切適口大小，混合醬料，攪
拌均勻；醬料淋在雞腿上，即可上
菜。

這是經典川味涼菜，熱天很適合

用來開胃。因為醬料材料多，如

能調出口味平衡順口的滋味，就

是美味的怪味雞了。

雞腿1支、蔥2株、薑1小塊、酒2大
匙。
怪味醬材料：花椒粉2小匙、芝麻
醬2大匙、醬油1.5大匙、白醋1小
匙、辣油1大匙、麻油1大匙、糖2
小匙。

食材

怪味雞

作法

醃料攪拌均勻。半雞均勻抹上醬料，醃
半天備用。
準備炸油鍋，油燒至中油溫（筷尖伸入
油中，周圍冒小泡），半雞下鍋，炸至
金黃；開大火，半雞炸酥香，撈出瀝油
降溫。
混合椒麻醬；半雞剁小塊，淋上椒麻醬
食用。

烤雞或炸雞的香酥口感，搭配鹹香麻辣

的醬料，令人垂涎不已。可依據個人喜

好，將重酸、重辣調整成自己喜歡的口

味。

雞半隻。
醃料：醬油1/2大匙、料酒1大匙、糖1小
匙。
椒麻醬材料：花椒油1大匙、花椒粉1/2
大匙、辣椒末1大匙、醬油1大匙、白醋1
小匙、香油1大匙、糖1小匙、蒜末、薑
末、香菜末2大匙。

食材

椒麻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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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情 
畫意再詠黃山雪霽

Li Bai brush pen flourished into Dream Flower Pen, a tree-soft point.

Yellow Emperor made dan inside this Taoist sphere.

Full of beauty is this Buddha's lotus seat spread here?

Brightness Apex, it's impossible to get to the point.

Half way to heaven, heart-vast, up-down, majestic, vision not finite, 

No limit, far, inside, vast, unseen but known, profound.

Base Earth energy running millions of years unbound, 

Only being here I now know the universe's light.

Over seventy summits, mapped and named, obscured by snow.

Vastly high, to rising sky, lined up, a thousand passes!

Weaponed suits, in furs, on armoured horse, no easy passes.

Battled armies halt: So huge their ride! How far to go!?

Which immortals built those paths where only birds can fly?

So high, so far away, yet reachable in just a day.

Life-affirming, miracle pines peak over clouds seas's way.

Nine Dragon Waterfall dashed to a hundred rivers.

七十二峰雪滿山，危乎高哉列千關。

鐵馬重裘難為進，到此仰呼行路難。

何代仙人開鳥道，往來天都一日還。

上有奇松出雲海，下有九龍探百川。

墨花點破太白筆，道場曾煉軒轅丹。

梵天擲下青蓮座，光明之頂不可攀。

半空俯仰壯心目，上下泱漭若渾涵。

元氣磅礴萬萬古，始知乾坤有大觀。

Translated by Jennifer Zeng（曾錚）/ Damian RobinHuangshan after Snow

①七十二峰雪滿山：黃山七十二峰。

②往來天都一日還：三大主峰之天都峰。

③上有奇松出雲海：黃山四絕之一奇松。

④下有九龍探百川：黃山三大名瀑之「九龍瀑」。

⑤墨花點破太白筆：黃山奇峰「夢筆生花」傳為太白之筆化成。

⑥道場曾煉軒轅丹：黃山傳為軒轅黃帝煉丹處，故稱黃山。

⑦梵天擲下青蓮座：三大主峰之蓮花峰。

⑧光明之頂不可攀：三大主峰之光明頂。

注 釋

九龍瀑

文 / 軼飛  圖 / 公有領域 & fotolia

慧：篆文「   」＝「  」（彗，

掃帚）+「   」（心）。

解讀：掃帚是清理髒東西、

打掃衛生用的。一把掃帚在心

上，意象為打掃心靈，清除心裡

的欲望、執著、私心、邪念等，

使心靈保持純真、乾淨。

古人說：「靜能生慧。」靜

代表心裡沒有任何雜念、欲望，

心如止水，與世無爭。怎樣才能

做到心如止水，沒有任何雜念？

首先得將後天形成的一切私心、

欲望等全部清理乾淨，才能做到

靜。達到這個目的，那就提升了

生命的境界，就能生出大智慧，

也就是「開慧」了，「開悟」了。

而這個去掉心中一切私心和

欲望的過程，就是生命返本歸真

的過程，也就是修煉的過程。達

到了這個「開慧」的目的，那就

回歸到了生命最先天純真的本性

上，回歸了「自然」、「真我」。

用道家的話說，就是成為「真

人」，用佛家的話說，就是修成

了「佛」（佛的意思是覺者、覺

悟了的人）。

而「真人」和「覺者」對人

來說，是神通廣大、能力無邊

的，知道世間一切生命的過去、

現在和未來，智慧無邊，甚麼也

瞞不了他們，他們無所不知、無

所不曉，洞察一切、神目如電。

所以「慧」的字象中，又包含：

心如明鏡、洞悉真偽，知曉、看

破世間一切，不被事物表相迷

惑、洞察事物根本等。

文 / 李道真 圖 / fotolia

說文解字－－「慧」「慧」字是由彗與心組成。

①彗：篆文「  」＝   （豐，茂

盛的草）＋  （豐，茂盛的草）＋       
   （又，手持、抓住），彗字的

本義：用枝葉茂盛的乾草紮成的

掃帚，所以掃帚星稱為「彗星」。

②心：篆文「  」。
③蛇：篆文「  」，又代表

貪婪、欲望。②③可以看出來

「心」與「蛇」非常相似，「心」

頂部開了一個孔，稱為「竅」，

這個孔就是「心竅」。如果迷失

了心竅、被欲望等堵塞了心竅，

就成為「蛇」（欲望、貪婪）。

天都峰 黃山松 飛來峰

黃山雪景

7種課程
適合不同需求

免 費

學英語

早、晚對話班

女性班

週日 ESL
初級、中級、高級 ESL

地址：333 Edgepark Blvd NW (Foothills Alliance
          教堂內，西北 Country Hills Superstore東側）

電話：403.241.9777
網址：foothillsalliance.com

Free  English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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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曾國藩曾說：「天下古今

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敗。」

他以一個「笨人」做出一番成

就，並成為一個人人景仰的大人

物，靠的就是日復一日，年復一

年的努力。

每天寫日記 
注重人格修練

除了勤勞與堅持，「修身」

是曾國藩仕途順遂的另一個主

要原因，他靠著獨特的人格魅

力成為卓越的領袖，並享有極

高的威望，他的幕僚多達三、

四百人，當時一流的人才如李元

度、左宗棠、李鴻章等都是他的 
手下。

寫日記是曾國藩重要的自省

方式之一。他每天記日記，對每

天的言行進行自我檢查、反思，

透過日記，他不斷的要求自己：

曾國藩的「笨人」成功之道

曾國藩雖在朝為官，權傾一

時，卻仍節儉自守，並常以家書

教育子弟，嚴勉家人恪守儉樸家

風。曾家後世子孫長盛不衰，

實屬難得。無怪乎，梁啟超稱

讚他是「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

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惟我

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 
也已。」

蔣介石也特別讚揚曾國藩的

為人之道「足為吾人之師資」，

「其著作為任何政治家所必讀」。

從農家子弟 
到封侯拜相

曾國藩出生於湖南省湘鄉縣

一個偏僻的農民家庭，自幼勤奮

好學，23 歲中秀才，28 歲中進

士進入翰林院。

30 歲時，曾國藩由北京城

裡的小官起步，只花了七年工

夫，就官至二品，這對湖南湘鄉

縣這個地方來說可算是空前絕後

的。 40 來歲時，曾國藩就做到

了五個部的副部長，除了財政

部，還做過吏部、工部、刑部、

禮部侍郎。後來，他更以書生的

身分帶兵打仗，平定太平天國，

興辦洋務運動，成為晚清的中興

重臣。

小偷與曾國藩的故事

曾國藩有一則流傳甚廣的故

事，說的是他夜裡背書，有一個

小偷跑到他家裡偷東西，結果發

現曾國藩背了又背，一篇課文

背了一晚上，還是結結巴巴地

背不出來。小偷見無從下手，

生氣地從梁上跳下來，非常流

利地把書背了一遍，然後揚長 
而去。

從這則故事中，可以發現，

曾國藩並不是屬於天才型的人

物，但他的成就卻超越了許多聰

明人，這都要歸功於他的勤勞和

曾國藩是「晚清四大名

臣」之一，與李鴻章、左宗

棠、張之洞並列。曾國藩一

生篤好學問，是名副其實的

儒家士大夫；清末及民初的

嚴復、林紓，以至譚嗣同、梁

啟超等均深受其影響，是中

國近代歷史上極具影響力的

人物。

文 / 梅媛   圖 / 公有領域 勤儉、謙對、仁恕、誠信等，

從 29 歲時起，一直到他病逝的

前一天，他都堅持如此，從未 
間斷。

一生奉行不悖的信念：誠

有個字在古代儒家的修身當

中非常重要，那就就是誠懇的

「誠」字，而這個字也是曾國藩

一生奉行不悖的理念。

曾國藩曾經問李鴻章：「你

跟外國人打交道，打算用甚麼方

法？」李鴻章說：「我跟他們打

痞子腔，跟他們耍無賴。」

曾國藩回答他：「不好，你

要跟他們用一個『誠』字，不管

是外國人還是中國人都是人，人

都講道理。只要你用一個『誠』

字，該怎樣就怎樣，對方就不會

欺負你；即使他欺負你，那也只

是實力差距帶來的正常結果，總

比你耍無賴、使巧計，最後吃一

個大大的暗虧要好得多，對誰我

們都應該秉承一個『誠』字。」

曾國藩的這一段話深深影響

了李鴻章，李鴻章在晚年回顧自

己一生的時候就曾說：「我的老

師曾國藩，教我最重要的就是這

個『誠』字，這真的是讓我受益

無窮。」

儉樸家風 
造就家族長盛不衰

曾國藩官居極品，手握軍國

大權，照理說應當是盡享榮華富

貴的時刻，然而，他卻一生節

曾國藩故居

儉，常以家書培育其子弟的道德

倫理思想，並嚴勉家人保持寒素

家風，以致曾氏家族歷久來長盛

不衰，其中曾國藩在家族的理念

傳承上占有著重要的地位。

他的曾祖父，曾制定治家信

條八個字：「早、掃、考、寶、

書、蔬、豬、魚。」這八個字的

意思是：第一要早起，第二打掃

清潔，第三誠修祭祀，第四善待

親鄰。其餘四字就是讀書、種

菜、飼魚、養豬。

曾國藩幼承庭訓，對上一輩

所訂之儉樸家規，信守不渝。在

其致長子紀澤的信中曾說：

「勤儉自持，習勞習苦，可

以處樂，可以處約，此君子也。

余服官三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氣

息，飲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風，

極儉可也，略豐亦可，大豐則我

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儉入奢

易，由奢返儉難。爾年尚幼，切

不可貪愛奢華，不可習慣懶惰。

不論大家小家，仕農工商，勤苦

守約，未有不興，驕奢倦怠，未

有不敗。」

曾國藩教育後代的理念對他

的家族有著很大的影響，其長子

曾紀澤為著名外交家；次子曾紀

鴻一生鑽研數學，為著名數學

家；孫子曾廣鈞中進士後，終老

翰林；曾孫、玄孫輩中大都出國

留學，曾家後裔恪守先祖的遺言

和諄諄教誨，潔身自好，實現了

曾氏「長盛不衰，代有人才」的

遺願。

曾國藩

「尸位素餐」指的是占著職

位享受俸祿而不做事。《漢書．

朱雲傳》：「今朝廷大臣上不能

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

餐。」

典出於古老的夏代

尸，音史，是古代祭禮中

的一個代表神像端坐看而不

須要做任何動作的人。《書

經》（即《尚書》）有道：「太康

尸位。」尸位就是源出於此，

用來比喻一個有職位而沒有工

作做的人，正如祭禮中的尸，

只坐在位上，不必做任何動作 
一樣。

太康指的是夏朝的第三位君

主，因荒遊無度，為有窮國君后

羿所逐，遂失其國。

太康時代距今約 4000 年

前，可見這個成語的來源非常

古老。

「素餐」也是出於《詩經》：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後人

於是用「素餐」來比喻無功食祿

的人。

成語的用法

把「尸位」和「素餐」兩

者連合成為一句成語，應該

說 是 出 於《漢 書》， 因 為《漢

書》的《朱雲傳》裡有載：「今

文 / 風清 圖 / FOTOLIA

「尸位素餐」
是很古老的成語

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

以益民，皆尸位素餐。」漢代

朱雲對漢成帝進諫，批評朝廷

大臣，不能善盡職責，對國家

人民有所貢獻，皆尸位素餐 
之徒。

一般機關、社團、商店的

冗員，憑看人事或其他特殊的

關係，只知道每月按期領取薪

津，每日吃喝閒坐，而不做

任何工作，這種人都可以說

是「尸位素餐」。此外，一般

工作能力很差的人，雖然已經

盡了自己的能力服務，但事

情總是做不好，毫無績效可

言，這種人能夠保持職位，不

是靠自己的本領，而是藉著特

殊關係，因此也可以說「尸位 
素餐」。

又如某人向朋友說，自己本

來沒有甚麼本領，幸蒙東主的照

顧，指派了某個職位，但自己

「尸位素餐」，良心上也有點內

疚。這樣說，又成為很得體的謙

話了。

東漢名臣劉寬的故事

東漢名臣劉寬就是這樣一

位道德高尚、度量寬廣的人。

劉寬，字文饒，華陰（今陝西

省潼關縣）人，生於西元 120
年，卒於西元 185 年。早年任

大將軍椽、司徒公史、東海相、

南陽太守等。漢靈帝時為太中大

夫、侍中，就是給皇帝做老師、

講學；後來還當過屯騎校尉、宗

正、光祿勛等官職。他為政寬

簡，待人寬厚。

在《資治通鑒》和《後漢書》

裡都有他的傳記。下面，我們就

看看秦孝儀在《進德錄》裡，用

文言文寫他的二個小故事：

劉寬嘗行，人有失牛者，乃

就寬牛車認之，寬無所言，下車

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

叩頭謝曰：「慚負長者。」寬曰：

「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

歸，何謝為？」州里服其不校。

寬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

色，夫人欲試令忿，伺當期會，

嚴裝已迄，使侍女奉肉羹，翻汙

朝衣，寬神色不異，仍徐言曰：

「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

海內皆稱寬長著。

上面文內，「認」即辨認

之意；「有頃」即片刻之意；

「校」，計較之意；「期會」即約

會，約好；「嚴服」即穿著整齊；

「爛」即燙傷。下面我們用白話

來說這二個故事：

劉寬有一次外出，有一個丟

了牛的人，他來到劉寬坐的牛車

前，硬說給劉寬拉車的牛是他丟

失的牛。劉寬並不做辯解，讓那

人把牛牽走了，而他自己下車步

行回家。沒過多久，這個丟牛的

人找到了自己丟失的牛，就將劉

寬的牛牽回來還給他，並向他

磕頭謝過，說：「真慚愧，冤枉

了您老人家，我願接受您的懲

罰。」劉寬說：「東西有類似的，

事情也容許有失誤。麻煩你把牛

送回來了，還謝甚麼過。」鄰里

都佩服他不計較。

劉寬性情溫和善良，從來不

發脾氣，他的夫人也感到奇怪，

為了試探他的度量，想故意惹他

生氣，她和侍女約好，施一計。

就在劉寬穿戴整齊準備上朝時，

侍女捧著一碗肉羹進來，故意弄

灑在劉寬的朝服上，劉寬的臉色

一點都不變，仍然和氣的問道：

「羹燙傷你的手沒？」劉寬的性

情、度量就是這樣，因此得到大

家的尊重。

一個人的德量大小，平時不

大容易看出來，就是在利益衝突

和遭受屈辱時，才是真正考驗人

的時候。你看第一個故事，劉寬

的牛被人錯認牽走，他不說甚

麼，自己下車步行回家，認錯牛

的人向他賠不是，他卻對人家

講，做事容許有失誤。這事說明

劉寬的德量大，他具有大忍之

心。一個人只有心地善良，遇事

能忍讓，才會對他人以慈悲為

懷，當別人侵犯了自己利益之

時，不去計較別人的過失。第二

個故事，當劉寬穿的朝服被侍女

端的肉羹弄髒時，他首先想到的

是侍女的手有沒有被燙傷，這是

一種忘我精神，是一般人難以做

到的。只有具有德量的人，才能

夠遇事首先考慮別人安危。

 《孟子‧告子上》曰：「惻
隱之心人皆有之。」是說人

人都會對別人的不幸產生

同情心。但是如果有人因不

幸，而對他人產生猜疑或誤

解時，被誤解者能懷仁慈之

念，有大忍之心，並且遇事

先替別人著想，就不是一般

人能夠做到的了。 能寬容他人的失誤，說明劉寬的德量大。

文 / 園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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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Jiru (1558 – 1639 AD), 
artistic name Meigong, was an 
artist, calligrapher and writer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1368 – 1644 
AD). He published the following 
coup le t  i n  Notes  by  a  Qu ie t 
Window.

 "Unmoved by honor or disgrace, 
watch the flowers as they bloom 
and droop outside your door;

Unfazed by retention or dis-
missal, observe the clouds arise and 
disperse in the sky."

The poem implies that when 
a person treats people and events 
around him as nantual occurrences 
l i k e  f l o w e r s  b l o o m i n g  a n d 
withering, one will not be surprised 
when being humiliated. Only when 
one views maintaining or losing a 
position in office as naturally as the 
clouds arise and disperse, will one 
not care about gains and losses.

In a few simple words the 
couplet presents the proper attitude 
one should have regarding people, 
events, fame, or fortune: If one is 
unconcerned about personal gains 
and not worried about losses, 
unmoved by honor or disgrace, and 
unfazed by retention or dismissal, 
then can one achieve inner calm, 
take things lightly, and assimilate to 
the natural order of daily life.

Xiang Minzhong (949 – 1020 
AD), a poet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960 – 1127 AD), was a 
gentleman known for his integrity 

and not being swayed by fame 
or fortune. He served as Prime 
Minister under Emperor Zhenzong, 
who reigned from 997 – 1022 AD.

One day Emperor Zhenzong 
i s sued  t he  o rde r  t o  p romote 
Prime Minister Xiang to Head of 
Officials, which put him in charge 
of all officials in the imperial court. 
Li Zong'e (964 – 1012 AD) was 
on duty that day as the Hanlin 
academic responsible for drafting 
imperial edicts. Emperor Zhenzong 
said to Li, "Since the beginning 
of my reign, I have not appointed 
anyone to the position of Head of 
Officials. This is an extraordinary 
appointment. Minzhong should be 
very pleased." Li replied, "I have 
been on duty here the whole day. I 
was not aware that Your Majesty 
had issued the order. I am not sure 
how Minzhong reacted." Emperor 
Zhenzong said, "There must be a 
big crowd congratulating him at his 
home. Go for a visit and report back 
to me tomorrow. But do not reveal 
that I sent you there."

Li waited until Prime Minister 
Xiang had finished his official 
duties for the day and returned 
home before showing up at his 
door. Xiang had just said goodbye 
to some visitors and his courtyard 
was quiet. Li was on good terms 
with Xiang, and since there were 
no other visitors, he immediately 
entered and congratulated Xiang, "I 

heard that His Majesty appointed 
you as Head of Officials today. 
Everyone in the imperial court 
i s  p leased.  The ent i re  nat ion 
c e l e b r a t e s ! "  X i a n g  s i m p l y 
acknowledged that he heard the 
remarks, but made no comment. Li 
went on, "His Majesty has never 
appointed anyone to this prestigious 
positio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his reign. It is such a virtuous 
honor and imperial blessing for 
you." Xiang did not say much in 
response.

Li was not sure what was 
on Xiang's mind. He tried listing 
renowned officials throughout 
his tory who had held s imilar 
positions and were excellent in 
merit and morals. Xiang again 
stayed quiet, giving only simple 
responses. Li ended his visit and 
left. On his way out, he asked his 
followers to check with the staff in 
Xiang's kitchen to see if they were 
preparing a banquet to entertain 
family and friends to celebrate 
Xiang's new title. It turned out that 
Xiang was having a simple dinner 
as usual.

The following day, Li was 
again on duty. Emperor Zhenzong 
asked ,  “Did  you  meet  Xiang 
yesterday? How is his mood?” 
Li gave a full description of his 
visit. Emperor Zhenzong smiled, 
"Xiang Minzhong is really someone 
who attaches little importance to 

an official title. Neither favor nor 
humiliation can move him."

Since in ancient times, people 
have considered rising in the ranks 
or accumulating wealth something 
to celebrate. However, Xiang took 
it lightly and stayed calm despite 
the prestige and honor the new 
position gave him. Achieving 
fame and be promoted cannot 
compare with giving one's life on 
the battlefield to defend a country. 
Only when one always puts his own 
interests after others can he take 
things lightly and expand his realm. 
It could be that Xiang cared little 
about his personal gains and losses 
so that he would not be burdened 
by fame and titles.

Many people live under stress 
nowadays. We tend to wonder 
why, as society progresses, we 
have become more burdened, less 
fulfilled, and easily frustrated. 
Indeed, society moves forward 
and it looks like civilization is 
advancing. However, humans get 
further separated from nature and 
development often comes at a 
cost of irreparable damage to the 
environment. One gets trapped in 
the materialistic world, unable to 
escape, chasing after superficial 
etiquette, and forgetting what is true 
beauty. The attraction of money,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the ups 
and downs of one's career, are truly 
debilitating. Rights and wrongs, 

successes and failures, gains and 
losses bring joy, sadness, shock, 
surprise, worry, and fear. When 
one's wishes cannot be granted, he 
or she may become depressed or 
even pay the cost of life.

Fan Zhongyan (989 – 1052 
AD) a renowned prose master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wrote 
in Note on Yueyang Pavilion,

"One does not feel pleased 
about material gains, nor does he 
feel sorrow about his own fate. 
When he works in the imperial 
court, he worries about people in 
faraway places. When he sails in 
remote rivers and lakes, he worries 
about the Emperor. So he is worried 
when he is promoted, and he is still 
worried when he is demoted. Then 
when will he feel joy? The answer 
is he always worries before the 
entire world is worried, and he is 
only joyous when the entire world 
is joyous."

When a person thinks about 
the entire world, and when he or 
she shoulders the well-being of all 
sentient beings, personal gains and 
losses no longer 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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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lusively where President's Choice  products are sold

MOBILE   T
H

E SHOPTM

R

看中國
報紙發行點

Coventry Hills Superstore 手機店歡迎您的光臨！

Unmoved by Honor or Disgrace & Unfazed by Retention or Dismissal

《幽窗小記》中有這樣一幅

對聯：寵辱不驚，看庭前花開花

落；去留無意，望天空雲卷雲

舒。這句話的意思是說，為人做

事能視寵辱如花開花落般平常，

才能不驚；視職位去留如雲卷雲

舒般變幻，才能無意。一幅對

聯，寥寥數語，卻深刻道出了人

生對事對物、對名、對利應有的

態度：得之不喜、失之不憂、寵

辱不驚、去留無意。這樣才可能

心境平和、淡泊自然。

北宋真宗朝宰相、詩人向敏

中就是不受富貴名利左右的君

子。真宗皇帝時，向敏中被任命

為右僕射，詔書下達那天，李

宗諤為翰林學士，那天他正當

值。皇上對他說：「朕自即位以

來，未曾任命僕射，今天以這

個官職任命敏中，這是非同尋

常的任命，敏中應該很喜歡。」

李宗諤回答：「臣今天從早就在

宮裡當值，也不知道宣布了詔

書，不知道敏中現在怎樣？」皇

上說：「敏中家裡，今日賀客必

定很多，你去他家看看，明日再

來匯報給我。不要說這是朕的意

思。」

宗諤等著丞相回家了，才去

拜見。丞相剛辭別了客人，相府

寵辱不驚 去留無意 傳統
文化

地址：3575 20 Avenue NE Calgary(Sunridge Superstore 店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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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前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宗諤

與向敏中親近，直接進入府中見

丞相。然後祝賀道：「今日聽說

下達了任命您的詔書，士大夫無

不歡喜欣慰，舉國歡慶。」向敏

中只簡單的答應著，不置可否。

宗諤又說：「從當今皇上登基以

來，未曾任命過僕射，這是非同

尋常的任命，若非德高望重、皇

恩深厚怎能有這樣的寵信？」向

敏中只是簡單的應答著，宗諤始

終不能揣摩出向敏中的心思。宗

諤又歷數前代做過僕射之人的功

勞美德之輝煌、皇恩之深重，向

敏中還是只簡單的應答著，最終

也沒說一句話。宗諤從堂屋退出

來後，又派人到廚房中，問今日

相府中有沒有親戚賓客宴飲，廚

房中的人也說相府今日寂靜無

人。

第二日，宗諤又當值，皇上

問：「昨日見過敏中沒有？」宗

諤回答說：「見過他了。」皇上

又問「敏中的心情如何？」宗諤

把所見到的詳細的匯報了。皇

上笑著說：「向敏中真是寵辱不

驚，不把官位放在心上。」

古往今來，大凡陞官發財，

均被視為可喜可賀之事。可向敏

中面對升遷卻喜惕不形，處之泰

然。由來功名輸勛烈，心中無私

天地寬。我想大概是因為他心中

沒有過多的私慾，所以才能不為

官所累吧！

現在的人大多覺得活得很

累，不堪重負。許多人也在想，

為甚麼社會在不斷髮展，而人的

負荷卻更重，精神越發空虛，思

想異常浮躁。的確，社會在不斷

髮展，好像更加文明瞭。然而社

會發展的一個缺點就是造成人與

自然的日益分離，人類以犧牲自

然為代價，其結果便是陷於世俗

的泥淖而無法自拔，追逐於外在

的禮法與物慾而不知甚麼是真正

的美。金錢的誘惑、權力的紛

爭、宦海的沉浮讓人殫心竭慮。

是非、成敗、得失讓人或喜、或

悲、或驚、或詫、或憂、或懼，

一旦所欲難以實現，一旦所想難

以成功，一旦希望落空成了幻

影，就會失落、抑鬱，有人甚至

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北宋的范仲淹在〈岳陽樓

記〉中亦闡述了為官做人之道：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

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

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

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

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乎！』當一個生命胸懷天下、以

天下蒼生為己任時，他絕不會再

為自己的官位和名利患得患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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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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回

乾爹撫慰兩愛女 
大哥怒責一小丫

第二天一整天，兩人關上房

門，不吃不喝。大嫂、小翠多次

來送飯，房門始終不開。黛玉終

日沒說一句話，黃昏時分，屋內

漸暗，兩人靜靜地坐著，黛玉忽

然大笑，紫娟見狀，嚇了一跳，

「該不是瘋了罷！」只見黛玉在

屋內來回踱步，口中振振有詞，

只聽她說：「金滿箱，銀滿箱，

展眼乞丐人皆謗。正嘆他人命不

長，哪知自己又來喪！因嫌紗帽

小，致使枷鎖扛，昨憐破襖寒，

今嫌紫蟒長：人生就是大舞台，

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說完

朝紫娟一笑。紫娟看她那神氣

兒，好像是看破後的釋懷，想透

後的輕鬆。紫娟說：「一家子不

知急成什麼樣了？咱們也該打開

門登場了。」兩人一笑，出了門。

黛玉、紫娟二人剛要出屋

門，忽見杏花帶乾爹、乾娘進

了院子。「肯定是大嫂搬來的救

兵。」紫娟小聲說。兩人連忙把

二老讓進堂屋，正要坐下，大嫂

聞聲趕來，「這屋冷，咱們到小

翠炕上坐，那裡暖和。」小翠早

跑到自己房間，把被子、雜物搬

走，好大一個炕。又把一個雕花

小炕桌擺到中間。乾娘坐在炕桌

旁，拉黛玉、紫娟在自己左右兩

邊坐著，小翠也擠到紫娟身旁坐

下了。大嫂溜了黛紫一眼，笑嘻

嘻地端來一小筐花生、瓜子，放

在炕桌上，小翠說：「乾爺爺鼻

子真尖！我娘剛炒好花生、瓜

子，你和乾奶奶就來了。」嫂子

瞪了小翠一眼，「有這樣跟長輩

說話的嗎？」乾爹笑著說：「丫

頭說得對，在家裡就嗅到香味，

口水都流出來了，拉著你奶奶

就來了。」眾人都笑了。大嫂

又端來一缽冰糖燉紅棗。乾娘

說：「這東西好，冰糖止咳，紅

棗補血，青兒吃了最好。」正要

泡茶，乾爹說：「我帶了一包菊

花枸杞茶。」杏花接過茶包到廚

房泡茶去了。乾爹說：「這茶有

菊花的芳香，又有枸杞的甜味，

很好喝。」「我也要喝。」小翠

嚷著。紫娟說：「你向來只喝清

水，不喝茶的，說茶苦。今天湊

什麼熱鬧？」小翠說：「乾爺爺

說今天的茶又香又甜。」不一會

茶送來了，小翠連忙搶了一杯，

一仰脖子灌下肚，眾人一愣，小

翠連喊：「燙死了！燙死了！」

紫娟問：「你急什麼？嘗出味道

了嗎？」小翠直搖頭，「不知道！

不知道！」

大嫂說：「真是俗話說的：

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她

爹、她幾個哥吃飯也是這個德

性。有一次我端了兩盤菜放在桌

上，再轉身回廚房端另兩盤，回

來一瞧，那兩盤子空了。我問

『菜呢？』他們說：『下肚了』我

問：『什麼味？』幾個人眨巴眨

巴眼，說：『反正挺香的。』一

聽，把我氣的！從此，不再認真

做了，就蘿蔔、白菜切大塊丟鍋

裡，用清水一煮放點油鹽，完

事。自打兩個妹妹來，我有用武

之地了。每天，把那一群餵了，

我就仔細整理小菜，兩個妹妹

真會品味，我簡直像遇到了知

音。」乾爹說：「你還別說，白

水煮菜，加工少，作料少，營養

保存得好。再加上五穀雜糧全都

吃，營養齊全，你看那爺幾個，

個個壯如牛。」

不一會，只見大嫂捧著托

盤進來，「酒釀桂花湯圓來了！

這次我做得酒釀特別甜，嘗嘗

吧。」大嫂把幾小碗湯園送到每

人面前。這時，紫娟說：「大嫂

太偏心！我打抱不平。」大嫂一

愣。紫娟說：「我們坐在熱乎乎

的炕上，吃著瓜子，喝著香茶閒

聊，你還送夜宵。那在院子裡

幹活的，你卻不管不顧。」大嫂

笑了，「你說這個，他們有好吃

的，我早預備好了。」小翠問：

「什麼好吃的？」「烤紅薯，在

灶膛裡埋了一個時辰了。」小翠

一聽，喜得拉著杏花往廚房跑。

不一會，端著一小筐紅薯進來，

一進屋，甜甜香香的味道就飄過

來，熱騰騰的紅薯流著糖液。紫

娟把紅薯掰成兩半，一半遞給黛

玉，黛玉小心咬了一口，直點

頭：「真甜，太好吃了！」眾人

津津有味地吃著紅薯，那幾碗湯

圓卻無人問津。

紫娟問大嫂：「這就是用灶

膛的灰烤的？」「是啊！做完

飯，整個灶膛都熱透了，柴灰也

燙燙的，把紅薯、玉米棒子、剩

窩窩頭往裡一丟，埋進灰裡就

行了。烤得香香、脆脆的，可

香了。誰回家餓了，到灶膛找

東西吃，一扒，准有好吃的！」

「噢！」「還能燒雞子呢！」大

嫂說。「把雞子捉了，丟進灰裡

一埋就行了？」小翠問大嫂，大

家都笑了。大嫂說：「那叫『叫

花雞』，是道名菜呢！把雞子殺

了，拔毛，去內臟，洗乾淨，裡

外抹上鹽和香料，用荷葉包緊，

外邊再塗一層泥，埋在灰裡就行

了。」「為什麼稱『叫花雞』？」

「叫花子，就是討飯的人，他們

沒有家，沒有鍋灶……」「叫花

子，連飯都吃不上，還能吃雞

啊？」小翠問。大嫂說：「也許

是偷來的。他們在野地裡挖個

坑，檢些樹枝在坑裡燒，把雞埋

在坑裡，做個記號，討飯回來，

挖出來就可以吃了。」小翠說：

「娘，咱們明天也做叫花雞？」

「怪費事的，不做。」大嫂說。

小翠對紫娟說：「小姑，咱

倆做，好不好？」「好啊！」小

翠神秘地對紫娟說：「記住了，

到那天，咱倆天不亮就起床，

趁天黑，到村裡偷一隻雞……」

「說 啥？ 去 偷 雞？ 還 帶 著 小

姑？」大嫂大聲問。忽聽一聲大

吼：「誰要偷雞？」眾人嚇得一

驚，只見大哥氣乎乎地踏進了

房內。大嫂說：「還有誰？你的

寶貝閨女！」又是一聲雷吼「欠

揍！」只見大哥眼晴如銅鈴，巴

掌像蒲扇，高高地揚在空中，向

小翠撲來，小翠連忙鑽到了奶奶

的懷中。小翠嚇得臉都黃了，

「哇」的一聲大哭起來。幾個兒

子聽到屋裡這麼大的動靜，一蜂

窩湧進屋，個個睜大驚恐的眼睛

盯著大哥。奶奶緊緊地摟抱著

小翠，說：「孩子只是說說，又

沒有真去偷雞，你發這麼大的

火，把孩子都嚇傻了。」大哥憤

憤地說：「說說也不行，連想也

不能想，做人要老實、本份，

尤其女孩子家，竟然想到要偷

雞，氣死我了。我今天非要好好

收拾她！」說著竟把一隻鞋子脫

了下來，揚在空中……黛玉何曾

見過這樣的陣勢，望望滿屋子的

人，忽然覺得十分滑稽，忍不住

笑了起來，紫娟也跟著大笑，這

笑聲傳染了其它人，大家都笑了

起來。黛玉說：「大哥，息怒。

咳！都是那只叫花子雞弄的。」

眾人本來不笑了，聽黛玉這一

說，又笑了起來，大哥也笑了，

放下了手中的鞋子，穿上。

紫娟止住笑，對大哥說：

「你們的夜宵點心讓我們吃光

了，就委屈你們吃這些珍珠湯圓

吧。」眾人又笑了。幾個侄子望

著娘，不敢端碗，大嫂說：「這

是姑姑賞你們的，快吃吧。」爺

幾個才端起來碗，乾媽說：「慢

點吃，別囫圇吞下去了，什麼

味道要報出來。」幾個侄子果然

聽話，認真咀嚼起來。「又香

又甜，是芝麻加白糖做的餡。」

「還有板油的香味。」「湯酸甜

有灑香。」」「還有桂花香。」幾

個男孩子認真地報出來。乾娘

說：「真是乖孩子，說得對！你

娘說你們只配吃白菜、蘿蔔，不

會品味，我看孩子們很會品的

嗎？」

乾爹說：「別看你大哥和幾

個侄子長得五大三粗，個個心靈

手巧，這叫作不露內秀！當年大

集鎮算盤比賽，你大哥拿了頭名

狀元。那木匠活放到市場上，人

人搶著買，用料好，做工精細，

還在邊角處雕個花花草草，就是

不一樣……」「好了，把他們誇

得一朵花似的。」大嫂說。紫娟

問：「大哥，你會打算盤，日後

教我行嗎？」「中，中！」大哥

連說。

黛玉問大哥：「別人家農閒

對，人人悠悠閒閒，唯有咱家還

是沒日沒夜地幹，比農忙時還

忙。」大哥說：「要我坐在炕上

磕著瓜子閒嘮瞌，我渾身不自

在，會憋出病的。」眾人笑了。

乾娘說：「你大哥說的是實話，

那就還做活，只是悠著點，別

像搶命似的起早貪黑。」大哥和

四個侄兒都點頭。紫娟說：「對

了，從明兒開始，姐姐要辦家

塾，教大家認字，筆、墨、紙、

硯、課本都備齊了。」「女孩能

學嗎」小翠問。「當然，杏花也

要學。」幾個年輕人歡喜得直

蹦，小翠的淚珠還掛在睫毛上，

就拍手大笑起來。

第二天早飯後，紫娟喊小

翠：「看你爹娘是否有空，叫他

們來試新衣。」不一會，夫妻

倆來到堂屋，大嫂問：「誰試新

衣？」黛玉說：「你們倆。」大

嫂驚喜地問：「我們有新衣？」

紫娟說：「我偷著量過你們的尺

寸，不知合適不？試試看吧。」

兩人小心翼翼地穿在身上。只見

藍緞上的暗花閃著亮光，領口、

袖口都鑲著雪白柔軟的毛邊，非

常合身。「哇！真好看，都來看

啊！」小翠大喊。四個小伙子和

杏花都跑來了，眾人圍著哥嫂轉

了幾圈，「好年輕，好漂亮！」

秉義調皮地說：「這是哪家大

姐、大哥啊？」大嫂給了他一拳

頭。黛玉說：「秉義真會買，這

藍色配著這白毛邊，真美絕了，

真的年輕十歲，尤其嫂子，這藍

色一襯，臉兒又白又嫩，好俊

俏啊！」大哥笑著說：「你嫂子

年輕時，可是個大美人！」紫娟

說：「大哥年輕時也是個英俊小

伙子吧！」眾人拍手大笑。杏花

說：「咱們都有新衣服了，四個

哥哥還沒有。」紫娟說：「有！

咱們還有一匹藍緞子，明天開始

給他們做。」小翠在人群中蹦來

跳去，拍手喊「又過年了！又過

年了！」　

中飯後，小翠和兩個姑姑給

乾爹、乾娘送皮襖。乾爹摸著皮

襖：「這是很貴重的皮料，又讓

你們破費了。」「女兒孝順父母

的，講什麼破費？你們試試。」

三個人幫著乾爹、乾娘穿上了

衣服。「鬼丫頭，怎麼知道我們

的尺寸，很合身。」乾娘高興地

說。兩人坐在太師椅上，深褐色

團花緞子面，淺褐色毛邊，真貴

氣！三人端祥著乾爹乾娘，不住

讚揚。「乾爺爺像個大王爺，乾

奶奶像個皇太后。」小翠拍手說。

乾爹說：「你們來得正好，

我正有要緊事同你們商量。」三

人認真地聽著。乾爹說：「肺臟

上的病，最要緊的是外面的空

氣要潔淨、濕潤，若能在樹林

邊、深山裡靜養，比吃藥都管

用。」「哪有這樣的地方？」紫

娟問。乾爹說：「眼下就有這麼

個好地方，那真是青兒養病的絕

佳去處。那裡住著我們的一位姑

媽，現孤身一人，很想念我們。

前幾天竟派了個人來接我們，這

幾日和你乾媽商量，想帶你們進

山。」

黛紫二人小聲商量了一會，

紫娟說：「治姐姐的病是第一重

要的，若對姐姐的病有利，我們

願意去。只是還要同大哥一家商

量。」「那是當然。」乾爹說。

「你們都要走，就扔下小翠不管

了。」小翠說著哭了起來。乾

娘連忙把小翠摟入懷中，「乖孩

子，別哭，你是我們的開心果，

我們也捨不得你，明兒，同你爹

娘商量一下。」

當晚，二人就把這事告訴了

全家。人人驚駭。大嫂說：「那

裡人生地不熟，咱們一家子在一

起熱乎乎的，這一走……」大嫂

哽咽起來；小翠、杏花也哭起

來。紫娟望望眾人，說：「別哭

了，像生離死別似的！這樣，我

和姐先去看看，若住不慣，立即

回來；若那裡很好，我們盡快弄

一個大房子，把全家都接過去。

到了那裡，十天之內準帶信給你

們。」聽這麼一說，大家心情稍

好些。大哥說：「就這樣吧，這

兩日幫妹妹打點一下。」大家散

去。（待續）

夢
醒

黛
玉
後
傳

文/黃靚  畫/清 孫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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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這是

2008年臺灣發生的一

個真實事件。臺灣彰化

的花農張先生，事出有

因而求助邪靈發財，得

來橫財卻賠上了兒子

的性命……

事出有因

張先生是臺灣彰化花壇的一

個花農，他賣花的生意一直做的

很不錯，家中也有了一定的資

產。

可是，天有不測風雲，在

2003 年 8 月份，遭遇一場颱風

風災，他一下就損失了幾千萬。

再加上又欠了很多債，這一下就

翻不過來身了。在無奈中，有人

偷偷告訴他，去陰廟裡拜求那些

低靈、邪靈，可能馬上就管用。

他決定去試試。

結果，那天，他拜的時候，

廟裡的人還特意告訴他說，要想

得到非分的運氣，必先要發個

誓！他聽後，不在乎的說：「沒

關係」。於是，馬上發誓說：

「只要讓我生意復甦半年，我就

什麼都不計較了！」

結果，當天晚上，張先生就

夢到一組號碼，並且記錄下來，

號碼是「110322414748」。第

二天，他立刻按此號碼去買彩

票，竟然開出一個頭彩，獎額有

五千多萬新台幣。

結果，他用這筆錢不但還清

債務，還買了一輛價值一百萬台

幣的好車。可是，驚喜之餘沒過

多久，災禍就接踵而至。

求得橫財 
卻賠上兒子的性命

父親求助邪靈發財

卻賠上兒子性命

在 2003 年 11 月 3 日 晚，

臺北市發生一起離奇車禍。一名

高三學生，晚上開車外出，臨時

在車道口停車，下車拿東西時，

轎車突然下滑。

學生企圖徒手擋車，結果，

被自己的車輛輾過。男學生被送

醫院後，搶救無效死亡。

現場事故全程都被監視器拍

攝下來。臺灣新聞媒體在 2003
年 11 月 4 日，分別也以《車道

口停車滑動，駕駛下車被碾成重

傷》、《離奇車禍，高三生擋車

遭碾不治》為標題對此事件做過

詳細報導。

而此事故中，不幸身亡的這

個學生，正是張先生的獨生兒

子！張先生從警方得到消息後，

馬上趕往醫院。但兒子已經離

世。他頓時悲痛萬分。 
隨後，他又向警方瞭解具體

車禍原因。原來，他兒子趁著父

親不在，偷偷溜到車庫去開車。

他兒子只是高三學生，沒有駕駛

經驗，結果釀成慘劇。

警方隨後出示了兩張當時的

監視錄像帶截圖照片給他看（如

圖），他看著看著，卻突然大驚

失色。因為他注意到一件不可思

議的事情，兩張照片上監視器時

間顯示的數字：2003/11/0322：
41：47 48 和他夢到的那個中獎

號碼一樣（110322414748）！

他如夢初醒，這絕不是一個

簡單的巧合，原來 , 他所得到的

這筆財是用自己兒子的命去抵

的！

這個事件，可能有人聽起來

會覺得驚悚而詭異，但它卻是真

實發生的，也從側面印證了有些

東西並不是「迷信」，邪靈真實

存在不虛。

可以想像，張先生一定會為

他當初發的那個誓而悔恨不已！

然而，災禍是自己招的。因為當

初他自己發誓說只要發了財「什

麼都不計較了」。結果，求得

橫財，卻給邪靈害人以可乘之

機，賠上自己家人的性命。

閩男發誓「欠錢被雷劈」

言畢應驗

這是 2008 年 8 月 26 日發

生在福建的奇事。包括《人民

網》 在內的大陸多家媒體都做了

報導。

2005 年，福清東瀚許姓男

子一朋友結婚，曾讓朋友黃某代

包五百元禮金，後來自己漸漸忘

了此事，心有不甘的黃某在朋友

面前頗有怨言。

2008 年 8 月 26 日 下 午，

黃某手持木棍衝到許某家逼債，

許某也持鐵棍相持，但礙於面子

始終不肯承認欠錢。最後黃某表

示，如果許某敢對天發誓自己沒

欠錢，他就不要這個錢。許某一

聽果然當眾發誓，稱如果真欠黃

某錢就遭天打雷劈，沒想到不到

一分鐘後，許某果真被雷擊倒在

地。

福清蓮峰邊防派出所接到報

警，把該男子送到醫院搶救，醫

生證實，男子確實是被雷電擊

傷。醫生告訴邊防，所幸當時電

量較小，沒有對許某造成致命傷

害。經過治療，許某最終脫離生

命危險。

發誓很嚴肅

回顧這些事件，給我們帶來

深深的警醒。「人間私語、天庭

若雷」，人以為可以信口開河、

隨意承諾，但是，上天能聽見你

心中的聲音。個人發誓和集體發

誓都很嚴肅，邪靈本性是害人

的，面對邪靈發誓，極其危險！

其實，邪靈並不能改變一個

人的福分，但是，它有一定的

能力。 1、它可以讓福報提前兌

現。兌現完了，人也就提前走

了。 2、讓人用健康、壽命去換

取一些利益。如果發了誓，求了

它，就等於同意了它的條件。但

這個條件是什麼，人自己並不知

道。

誓，按照現代人的理解，就

是誓言、起誓的意思，大意是用

莊重的言辭來約束自己的行為。

追溯起來，「誓」文化在中華歷

史上有很深的積澱，也留下了很

多典故。不勝枚舉……

誓，起源於祭祀，和天地神

靈的信仰有關。在遙遠的古代，

只有在非常莊重的場合，才能

「起誓」。如祭祀、出征等。起

誓的目的，就是向神靈表述遵守

戒訓的決心。

由此可見，中華「誓」文化

有一個特點，就是場合莊重，目

標正義，決不食言。所以古人對

待立下的誓約是極慎重、相當敬

畏與謙卑的。

正因為如此，民間就有講

究，不能隨便發誓。因為誓言一

出，天地鬼神共鑒，如態度言行

不端，定會招來無妄之災，如違

背誓言，災報恐怕會更加嚴重。

為了自己將來的平安，切莫

對邪靈發毒誓 ; 曾經面對邪靈發

過毒誓的人，盡快廢除，遠離邪

靈，免得災禍臨頭時後悔莫及。

真實
故事

文/明古

有一個富家子弟，算卦的術

士對他說：「某日，你要被牛角

觸死！」富家子弟覺得他說的很

荒誕，但是又怕真的應驗，於是

隨著日子臨近，就足不出戶，甚

至搬到樓上，嚴加防範。

到了那一天下午，富家子弟

獨自在閣樓上，覺得悶了就打開

窗戶，趴在窗臺上遠望，心想過

了下午就沒事了吧！這時候，他

突然覺得耳朵癢，於是順手取下

髮簪，掏耳朵，這時忽然一陣大

風吹來，窗戶猛得關上，撞到他

的髮簪，髮簪竟然直穿腦髓，一

命嗚呼！原來髮簪是牛角做的。

這個故事說明劫數難逃，命中注

定。( 資料來源：《秋燈叢話》)

西晉魏舒，字陽元，幼年喪

父母，被外祖父寧氏收養。寧氏

起宅，風水師看過後說：「當出貴

甥。」外祖母認為說的是魏舒，而

魏舒也道：「當努力成此宅相。」

魏舒身長八尺二寸，體貌偉岸

清秀，能飲好幾石的酒，但個性遲

鈍質樸，不被鄉親看重。他喜歡騎

射，穿著韋衣 ( 皮革製的獵衣 )，
進入深山沼澤中捕魚打獵，只有太

原王乂對魏舒說：「你最終會成為

宰相。但是今日的你還不能讓妻兒

免於飢寒，我願意資助你。」魏舒

也不推辭。

四十多歲時，魏舒被城郡推

舉為孝廉 ( 由下向上推舉人才的

制度 )，宗族親友都認為他不修學

業，勸他別去應試，這樣還可以擁

有高士的名聲。魏舒回說：「如果

赴試不中，責任在我，怎麼可以躲

避考試、竊取虛名來彰顯自己？」

於是他自學功課，百天研習一

部《經》，最後在對策 ( 考試 ) 中
通過考核，獲命任官。魏舒先後任

命澠池縣長和凌儀縣令，更入朝廷

擔任尚書郎。當時有政令發出，要

淘汰朝中能力不足的郎官，魏舒竟

說：「就是我這種人。」

於是收拾家當走了。同僚中一

向沒有高論的人都面有愧色；魏舒

得到許多人的稱許。後來魏舒屢次

升官，擔任後將軍鍾毓的長史。

有一次鍾毓與部下射箭，遇到

人數不足的情況，由魏舒頂上湊

數。

鍾毓不知道魏舒善騎射，一見

到他儀範自若，百發百中，無人可

匹敵的雄姿，在座的人都感到驚

愕。鍾毓對魏舒嘆道：「我不能盡

用你的才能，我忽略的應該不只是

你射箭的能力。」

魏舒轉任相國參軍，被封為據

陽子。官府朝中庶務繁多，在他的

處理下都沒有是非之事，至於有關

國家興廢的大事，當眾人都一籌莫

展不能決斷時，魏舒的籌畫總是能

出人意表。

文帝司馬昭非常器重他，稱讚

「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

後來魏舒位列三公，德高望

重，所得到的俸祿賞賜都分送給親

屬，自己沒有留下多餘的財物。魏

舒確實成就了「當出貴甥」的宅相。

他去世時享年八十二歲，武帝

司馬炎非常哀傷，贈與優厚的陪葬

物品，諡號康。

( 參見《晉書‧魏舒傳》)

命中注定 
牛角觸死

寧氏相宅「當出貴甥」

編輯整理/青巖宰相李德裕「吃盡萬羊」貶潮州
唐朝宰相李德裕，在任太子

少保分管東都洛陽時，曾經召見

一位僧人，讓他占卜問自己的吉

凶福禍。

僧人說：「這不是馬上就能

知道的，希望能設立祭壇和佛

像，才可觀察出來。」祭壇設好

後，僧人在裡面待了三天。

然後他對李公（李德裕）

說：「你的災難還沒有結束，你

要到萬里之遙的南方去。」

李公聽了很生氣，大聲的

罵了他一頓。第二天，他又召

見這位僧人，向他道歉說：「我

擔心你昨天看得不仔細，請你

再重新觀察。」於是，又設祭，

觀察了三天。僧人告訴李公說：

「你離南行的日期，不足一個月

了，這是逃脫不了的。」李公很

不高興，並且說：「我要怎樣才

能知道你說的話，不是虛妄之言

呢？」僧人說：「我可以說件眼

前的事，作為驗證，略微表示一

下，我的話絕非騙人的假話。」

僧人當即指著一個地方說：「這

下面有個石盒子，請你挖開看

看。」李公立即命人往下挖了幾

尺深，果然挖出一個石盒子，打

開盒子，裡面甚麼也沒看見。

李公有些驚異，對他的話有

點相信了，於是便問道：「到南

方去確實不能避免嗎？去了之

後，就回不來了嗎？」

僧人說：「能回來的。」李

公詢問他：「這是怎麼回事？」

僧人對他說：「相國平生應當吃

一萬隻羊，現在吃了九千五百隻

了。說你能夠回來的理由，就是

因為還差五百隻羊。」

相國傷心地嘆道：「師父果

然是個了不起的人呀！我在元和

十三年，在北都為張丞相做事情

的時候，曾夢到正在晉山走路，

看見山上滿眼都是羊，有十幾個

牧羊人，迎著我施禮，我就詢

問他們，牧羊人說：「我們在這

裡放牧的，就是您平生所吃的

羊。」我過去一直記著這個夢，

沒有向別人透露過。今天果然像

師父說的那樣呀。由此便知，陰

德之事，確實不是騙人的。」

過了十天，振武節度使米暨

（人名），派人給相國送書信，

並且贈給他五百隻羊。李公大為

吃驚，立即召見僧人，告訴了他

這件事。僧人嘆道：「一萬隻羊

要夠數了。相國南行，可能回不

來了！」李公說：「我如果不吃

這些羊，就可以避免了吧？」僧

人說：「羊既然到了你這裡，就

已為相國所有。你擁有了，也等

於你吃了。」

李公非常愁悶。到了第十

天，李德裕被貶為潮州司馬，接

著又貶為崖州司戶。李德裕最終

死在荒涼的邊遠地方。

▲離奇車禍！高三生擋車遭碾不治 ▲車道口停車滑動 駕駛下車被碾成重傷（網路圖片）

◎編輯整理/銘刻

編輯整理/青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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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家庭生活

我帶女兒去看水族館、看

《海底總動員》，然後讓她決定

畫面的內容。女兒說絕對不要畫

潛水員，她不喜歡那些戴著奇怪

裝備的海底入侵者，我真驚訝她

小小年紀竟然這樣尊重大自然。

那畫甚麼呢？她說要畫小丑魚一

家。我覺得女兒的這個想法很有

趣，而且小丑魚的顏色為橘色和

海水的藍色又是對比色，畫面會

很醒目。

我鋪好紙讓她先自己畫，她

畫了大、中、小三條魚，排成

一隊。我告訴她：「一條線的構

圖，畫面太呆板，應該改成三角

形的，這是經典的畫面構圖，既

靈活又穩定。爸爸魚、媽媽魚和

寶寶魚應該怎麼排呢？」女兒想

不明白。我解釋：「爸爸魚個頭

兒最大，應該在最上面。爸爸是

一家之主，要保護媽媽和孩子。

下面二條魚，媽媽魚應該排在前

面，因為媽媽要照顧孩子，還要

支持爸爸。寶寶魚在最後，牠是

個好孩子，跟著爸爸媽媽。」於

是女兒畫出了一組橘黃色的小丑

魚。

我問她：「牠們是一家人，

那麼家在哪呢？」她在最下面的

沙地上畫上兩朵海葵，給它們一

個二居室套房。我又問：「小丑

魚的家應該怎麼建呢？」她在畫

面的最左邊和最右邊都畫上了海

藻，好像柵欄圍起了前院和後

院；地上散落著彩色的石子和貝

殼，好像在院子裡玩耍時的玩

具；海水中飄著五顏六色的水

母，好像開生日派對時的氣球；

再塗上淡藍的底色，好像魚兒們

的天空，充滿了生活情趣。

培養評價事物的方式

在比賽前一週，我讓女兒每

天用比賽規格的紙，把這個內容

在規定時間內畫一遍。開始她

總是不敢下手，畫幾筆就著急

地說：「壞了壞了，畫錯了。」

然後就忙著用橡皮擦掉。我說：

「你不要緊張，就大膽的畫！畫

畫沒有對錯，只有好壞。畫得不

夠好，也不是錯，不要急於擦

掉。覺得哪裡不好就以它為參

照進行修正，把不好的往好裡

變，比你擦掉了重新畫要容易把

握。」

每當練習還有十分鐘時，我

都會提醒女兒，還有甚麼沒有畫

上的要先畫上，可以省略的就先

不畫，有時間再來推敲細節。我

希望這個訓練讓女兒明白，人生

中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慢工出

細活。許多事情在一定時間中必

須完成，否則機緣一過就再沒有

機會。在數學競賽裡一百道題如

果在規定時間只能做完九十九

道，那麼全對也是很好的成績。

但是畫畫如果一部分沒有按時全

部完成，不管其他部分做得多完

美，仍然是一件沒有完成的作

品。所以一定要思維全面、整體

把握，在整體能夠完成的情況

下，再去突出重點。

在我的人生經歷中，我發現

和我理科學得同樣好的同學，成

人後往往思維比較偏執，只知對

錯，不知好壞。而且把對錯看得

非常絕對，有一點自己不滿意的

地方，或者不符合自己觀念的地

方，就認為是錯的，卻不知好與

壞之間有很大的一個程度的變

化，超出好壞之外才能談得上對

錯。我由此發現繪畫訓練可以幫

助人認識事物，懂得衡量程度的

差別，對事物做出更加客觀的評

價，對他人的思想行為更有包容

心。

緊張的比賽後捧回獎盃

比賽當天，我送她進賽場，

告訴她不要緊張，只去專注自己

的畫面，不要管周圍發生甚麼。

我最後提示她呈現選題內容應該

注意的要點，然後目送她走進巨

大的比賽場地。賽完後，女兒

說：「我畫得好！」我說：「這就

可以了，只要你自己滿意就行，

成績是和別人比較的結果，不

重要。」「但是我把小丑魚身上

一處應該留白的地方塗上橘黃

色了，我就用白色蠟筆使勁地

改。」我還是鼓勵她：「你發現

問題能去改就很好。」

幾天後得到通知，女兒獲得

了她所在的年齡組的銀獎。在頒

獎典禮的大廳裡貼著所有的獲獎

作品，我幫女兒講解畫面的內容

與作畫技巧。看到她的年齡組獲

得金獎的《人魚公主》和獲得銅

獎的《鯨魚二重唱》時，我說：

「這二幅畫都有值得你學習的地

方，畫畫是沒有絕對的好的，所

以銅獎的畫你也要學習。你沒有

獲得金獎，要懂得天外有天，還

要繼續努力。」

五歲的女兒捧回了她人生的

第一個獎盃，也得到了第一筆獎

金，而且在這個過程中，她可以

開闊眼界，培養靈活的頭腦、豁

達的胸懷、全面的思考，瞭解世

界的多樣和家庭的倫理。比起繪

畫技巧，這些人生的財富是她更

大的收益。

李白（701年－762年），

字太白，號青蓮居士。十五歲開

始修道訪仙，二十五歲離開四

川，漫遊各地。四十二歲到長

安，賀知章讀其詩，歎為天上謫

仙，（如天上被謫居人世的仙

人。謫，音折，古代官吏因罪降

職。）。

李白是古代最偉大的天才

詩人之一。與 杜 甫 齊 名 ， 後 
人 稱 他為 詩 仙 。他的詩，想

像力豐富，氣勢壯闊，無人能

及。風格雄奇浪漫，意境獨特，

清新俊逸；善於利用誇飾與譬喻

等手法、自然優美的詞句，表現

出奔放的情感。詩句行雲流水，

渾然天成。李白詩篇傳誦千年，

眾多詩句已成經典，有《李太白

集》傳世。 
杜甫曾經這樣評價過李

白的文章：「筆落驚風雨，

詩成泣鬼神」、「白也詩無

敵，飄然思不群」。

（1）清平調：唐樂府曲名，為

民間音樂的曲調。（2）衣裳：

上衣下裳，上身穿的稱「衣」，

下身穿的稱「裳」。（3）露

華：露珠。（4）群玉山：指崑

崙山，因盛產玉石，又稱群玉

之山或玉山，為古代神話中西

王母所住的仙山。（5）會：應

該。（6）瑤台：玉石樓台。相

傳崑崙山上有十二座瑤台，以五

色玉為台基。瑤，美玉。

天上絢麗的雲彩想到她華美

的衣裳，嬌豔多姿的鮮花想起她

的容貌，春風輕輕吹過欄杆時，

露水更濃厚了。若不是在崑崙山

頂會見過她，那便是在瑤臺月光

下相逢過。

天寶初年，春天宮內牡丹盛

開，唐玄宗和楊貴妃在沉香亭賞

花，召翰林供奉李白作新詞配

樂，李白來時已醉，左右侍者以

水灑臉，李白稍微清醒時，頃刻

便寫下了〈清平調詞〉三首，此

為最有名的第一首。

清平調其二: 一枝紅豔露凝

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

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 
清平調其三: 名花傾國兩相

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

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干。 
據《新唐書》記載，李白侍奉

皇帝時，曾因酒醉要高力士幫

他脫靴，高力士深以為恥，以

李白寫的〈清平調詞〉挑撥楊

貴妃（把楊貴妃比喻為禍亂漢

宮的趙飛燕），所以唐玄宗要

封李白官位，楊貴妃總是加以

阻止。李白知道已不被皇上親

近之人所接納，懇求回山修

道，玄宗賜金後讓他回去，從

此李白便雲遊四方。

作者

註釋

語譯

詩中有話

解釋
雲：聚而降雨的濕氣叫雲。

騰：上升。

致：引來。

雨：自雲中落下的水滴。

露：夜間寒冷的時候附著在

草木上的小水滴。

結：凝結。

霜：露水遇冷，凝結成的白

色微粒叫霜。

文字的故事
「雨」是天上落下來的水，

所以古人就以「像形」來造字。

雨的最上面一畫代表天，「ㄇ」

表示雲，四個「、」點代表落下

的水滴，說明雨是來自天空中的

雲，非常傳神。

水是一切生命的要素，但是

水卻不能四處橫流，有些地方沒

有江、河、湖、海、泉，所以沒

有水，就要靠下雨來調節滋養萬

物所需的水分，否則生命就無

法維持。因此當需要雨水的時

候能夠及時降下，那就是「及時

雨」，最受人們歡迎。可是雨水

下多了，也會讓生命遭受到傷

害，大家就不喜歡了。所以人們

都希望能夠「風調雨順」平平安

安，沒有這些天然災害。

「雨」這個字除了作天落水

的用法外，還有很多其它的用

法，例如「猛將如雲，謀臣如

雨」，是把它當作「眾多」來

用，又如「舊雨不來從草綠，新

豐獨酌又花黃」把雨比喻為「朋

友」。「悲則雨淚，辛則雨涕」

中的「雨」是落下的意思，古人

用短短的幾個字就表達了對生活

的感受，這是漢字的特色，也是

漢字有趣的地方，

譯文參考
在空中聚集的雲，上下翻騰

時，就是要下雨了。

夜間附著於草木上的露水，

如果遇到嚴寒就會結成霜。

千字文
        yūn   téng    zhì      yǔ

雲 騰 致 雨
        lù       jié     wéi   shuāng

露 結 為 霜

|育兒心得|

繪畫比賽做窗口了解世界和人生
文 /李青城

2
五

yún  xiǎng yī  sháng  huā xiǎng róng chūn fēng  fú     jiàn   lù    huá  nóng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
 ruò   fēi   qún   yù    shān tóu   jiàn  huì  xiàng yáo   tái   yuè   xià   féng

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台月下逢。

清平調詞 
qīng píng diào cí

作者：李白 lǐ baí

看中國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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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 300 年前，有位泰國

公主與私奔的丈夫被追殺，而抓

捕並殺害公主丈夫的人，正是這

13 人的父母和親人，為了結怨

緣公主的靈魂已在此等待了 300
年。前來洞穴超度的高僧古巴汶

春是公主丈夫所轉生，直到村民

請出高僧，才化解這起陳年恩

怨，13 人因此才得以獲救。

「睡美人」洞穴坐落於北部

清萊府美塞縣的國家森林公園

Khun Nam Nang Non Forest 
Park，「Nang Non」是泰語「睡美

人」的意思。是泰國第四大山洞。

「睡美人」洞穴全長超過 10
公里，迄今尚無人走完全程，山

洞及國家森林公園在夏季寧靜而

美麗，在當地頗為有名。洞穴以

鐘乳石和石筍著名，最靠近洞口

的 1 公里是當地民眾經常造訪

的景點，由石灰岩質牆壁構成如

同劇場般廣闊的空間。

但通往洞穴深處的通道就變

得非常複雜，由許多岔路和窄徑

連結遍佈在山腳下的洞室，形成

繁複的路網，因地形複雜連當地

人都不曾走完。在入口寬廣洞室

連接小徑的道路上皆挂有標示，

警告不要再往內走。

洞口也有告示，吁民眾在 7
到 11 月的雨季避免入洞。

13人入洞 
「睡美人」發怒

6 月 23 日，泰國少年足球

隊 13 人入洞探險，直到 7 月 2
日才找到，7 月 10 日終於全部

脫險，而這一事件讓當地人想起

一則古老淒美的愛情故事，並將

事件歸咎於神靈發怒。

根據傳說，古代西雙版納景

洪王宮有一位美麗的公主，有一

天去御花園遊玩，愛上了一位養

馬的窮小子。公主的父王不同意

他們的婚事，逼迫公主下嫁貴族

王子。

於是，他們從西雙版納出逃

來到了泰國的清萊美塞居住，後

來公主就懷孕了。有一天，養馬

的窮小子外出去找食物，被公主

的父王派來追捕的士兵碰見，把

他給殺害了。

公主等了很久也不見情人回

來，當得知自己的愛人被殺後，

傷心欲絕的公主拿起髮簪刺向自

己。從她身上流出的血液變成了

美塞河，身下的血跡形成了溶

洞，身軀則變成周圍的群山，就

是現在的公主睡山。

當地人相信，公主的幽魂還

在洞穴裡徘徊，因此在洞窟外搭

了小廟祭祀。

部分民眾以超自然的現象解

釋這起事件，認為是失蹤者對公

主不敬而惹禍上身。足球隊 13
人失蹤後，當地許多人帶著水

果、點心、水煮蛋和汽水等供品

到場祭祀公主，祈禱失蹤者平安

脫困。

泰國高僧 
預知13人的命運
泰國人大多信奉佛教，高僧

古巴汶春（Kruba Boonchum）

在 13 人失蹤後，獲邀到現場為

少年們祈福。他準確預知了少年

們的命運的情況。

少年足球隊失蹤後第 6 日，

6 月 29 日，古巴汶春在山洞外

告訴家屬說：「不用擔心，少

年們安全，他們幾日後就會出

來。」

但當時外界都不樂觀，認為

洞內淹水嚴重，凶多吉少。

古巴汶春 6 月 30 日在山洞

外舉行祈福儀式說：「海豹潛水

員距離男孩們愈來愈近。」

救援人員果然在 3 日後的 7
月 2 日，發現了失蹤者們藏身

位置，全隊 13 名人員都活著。

睡美人與高僧 
的前世「情緣」

據稱，高僧之所以親赴現

場，是因為 6 月 27 日，也就是

足球小將們失蹤後 4 日，清邁

一名餐廳老闆娘在社交網發了一

篇文，說已經死去 300 多年公

主睡山的公主託夢給她，讓她去

把古巴汶春找來。

夢中公主說，只要把古巴汶

春找來，讓她見到他，她就放這

13 個人出來。還說她等了古巴

汶春 300 年。那餐廳老闆娘說

她沒有聽說過這個古巴汶春，也

不知道他是誰，於是用臉書發了

一篇文章，請求古巴汶春前來解

救被困的 13 人。

夢中公主說，等了古巴汶春

300 年，因為古巴汶春就是那個

養馬的少年，也就是公主的舊情

人。公主不僅託夢告訴餐廳老闆

娘，同時也給古巴汶春託了夢。

公主說，古巴汶春原來是泰

國人，卻在緬甸。她要求古巴汶

春前來見她一面，說她等了 300
年，一直未離去，還要古巴汶春

答應她，回泰國南邦居住，若古

巴汶春如她所願，她便放了足球

隊 13 個人歸來。

傳說13人與公主 
的前世怨緣

除了枉死的公主靈魂在此等

待了 300 年的傳說，還有不少

泰國善信也都夢到，這 13 個人

的父母和親人是 300 年前去抓

捕並殺害公主丈夫的人。所以村

民請出古巴汶春，希望化解這數

百年的恩怨。

6 月 29 日晚上 8 點，古巴汶

春到達公主睡山，在到來之前，

天空明朗。到達一小時之後，天

空下起瓢潑大雨。隨後，古巴汶

春在洞門做法，之後深入洞穴。

2 個小時以後，古巴汶春從

洞中走出，上車離去。次日下午

兩點，他號召所有弟子前往洞門

祈福，請求佛祖及天神、山神停

止降雨，並請山神開山讓路，並

超度已故公主。

又歷時 3 個多小時，古巴

汶春返回佛寺繼續唸經。臨走之

時，有記者曾問到，何時才能見

到孩子們，古巴汶春說，孩子們

都很好，讓大家都不要擔心，一

兩天以後就能見到他們。

7 月 2 日 22：30 的新聞發

布會上，泰國清萊府府尹透露，

6 月 23 日在清萊府美賽縣探鑾

洞穴失蹤的 12 名少年足球運動

員和 1 名教練已經找到了，並

且全部都活著！

7 月 4 日，古巴汶春再次到

場時，僅祝福少足隊員能平安獲

救，沒有再作預言。

淒美的傳說、優美的環境、

再加上少年足球隊奇蹟生還的

消息，令泰國睡美人洞「一困成

名」。

很多的古籍中都記載過一些

關於這方面的奇聞軼事。

《廣古今五行記》記載：王

莽建國三年，池陽發現有一尺多

高的小人四處走動，有的騎著

馬，有的步行，雖然極小，但所

有的東西都能操持料理。他們自

己都互相稱小人。三天後消失

了。

此事傳到皇宮，王莽聞聽非

常不高興，認為不是甚麼好兆

頭。果然，自小人出現之後，兵

匪盜匪日益嚴重，最後王莽竟被

殺死。

《王子年拾遺記》記載：黃

龍元年，吳國建都武昌。當時越

膂獻來了一隻背明鳥，形狀好像

仙鶴。它不喜歡在亮處待，朝北

築鳥巢。

此鳥肉多而羽毛少，叫聲變

化多端。特別喜歡音樂，聽到鐘

磬笙竽等樂器的聲音，就會展開

翅膀搖動腦袋開始舞動。當時的

人都認為這是吉祥的徵兆。這年

吳遷都到建業，各地都進貢了很

多的珍奇瑰寶。

吳人發音不同，把背明鳥叫

成背亡鳥。國中的人都認為是不

祥之兆，不到百年，應當有喪亂

背叛、流亡的事情發生，百姓失

散到處奔逃，一片廢墟沒有煙

火。後來一切都如吳人所說。這

鳥也不知飛到哪裡去了。

《朝野僉載》記載：唐朝儀

鳳年間，東方出現長星，占了半

個天空，三十多天才消逝，人都

認為不吉利。

從這時開始，唐朝經歷了吐

蕃叛變、徐敬業作亂、白鐵餘叛

逆、博豫騷動、忠萬強橫、契丹

越過營府、突厥突破趙定，麻仁

節、張玄遇、王孝傑等亂象，一

共死了一百多萬人。並且此後

三十多年，一直戰亂不止。

《朝野僉載》記載：唐朝

調露年間，有烏鴉像鳩鳥那樣

大，顏色像麻雀，成千上萬的

排成隊，飛起來的聲音就像刮

颳風，當時的人叫它厥雀，又

叫它突厥雀。看到突厥雀，那

麼突厥人也就一定到了。後來

果然如此。

大家都知道，孫悟空保唐僧

取經，要經過九九八十一難，方

能取到真經。但有些難，卻既不

是妖魔擋路，也不是昏君滅佛，

而是些看似不起眼的「瑣事」，

但恰恰是這些不起眼的難，更能

說明修行的真諦。

比如心地善良、敬佛敬僧的

寇員外，好善齋僧，發願齋滿萬

僧。恰逢師徒四人來到，能湊此

數，員外殷勤款待。

因八戒始終不能修去貪吃之

心，見員外慷慨，吃下就不想

走。其他取經人心繫靈山，惦記

著早日上路。

終於唐僧將八戒「罵」上

路，員外以聲勢浩大的排場送別

眾僧。結果引得強盜垂涎，夜裡

搶了寇家，踢死員外，員外遺孀

惱羞成怒，栽贓陷害唐僧四人為

兇手。

這段故事，細細想來，作者

的安排其實深有其意。這一場冤

獄之災悟空早便知曉，本是唐僧

該遭的一難。

但若是常人遭此難，必有不

明真相的人懷疑善有善報，惡有

惡報的天理，以為寇員外齋僧一

萬反遭不測。因此必要取經人化

解此難，將真相大白於天下。

其實員外的善行已是改變了

他的命運，常人其實就是應該在

迷和輪迴中受苦。

假使員外沒有敬佛齋僧，他

的命運也許是百年後繼續在業力

輪報中轉世。

但他的善念善行使他本該遭

受的災難提前到來，讓他提前有

了一個好去處：與地藏王菩薩做

掌管善緣簿的案長。

做為修煉人，是不能執著於

任何世間之物的。

三藏將錦鑭袈裟看得太重，

以及後面對紫金缽盂的執著，都

是一個修行人證得大道的障礙。

悟空藉機既使他放棄此心，

又讓官府看此物得知取經人的身

分不凡，為平反冤案做好了準

備。最後員外還陽，冤案大白，

又證實了善惡有報的天理，師徒

四人也得以上路。

到得西天，接引佛撐無底船

接渡眾人，悟空助唐僧去了生死

執著，脫了肉身，脫胎換骨。雖

然唐僧有不得真經誓不甘休的決

心，但真經難得，為了讓人知道

它的珍貴，也為了最後去掉唐僧

對物的執著，所以要他遭了無字

經的一難，最後才得了真經。

已經到了西天，觀音菩薩一

查發現少了一難，於是又補上，

讓取經人又遭了落水之難。

在晒經時有幾頁破損遺失，

正當唐僧惋惜之時，悟空點悟

他：「蓋天地不全……經不全乃

是應不全之奧妙……豈人力所能

與耶？」

將真經帶回中土大唐後，眾

人歸位。按照個人心性高低，得

的果位也不同。唐僧封為旃檀功

德佛，悟空為鬥戰勝佛，沙僧為

金身羅漢，龍馬為八部天龍，八

戒為淨壇使者。

唐僧師徒西天取經，一路上

平衡了許多恩怨淵源，掃除了許

多害人的妖精，懲治了許多無道

昏君，昭示了善惡有報的因緣天

理，弘揚了佛教正教。

將大乘佛教在中原廣傳昭示

了善惡有報的因緣天理，也將博

大精深的修煉文化深植在一輩輩

中國人的靈魂深處，奠定了信佛

敬天的文化基礎。

少年足球隊13人獲救

文 / 李韻 圖 / Fotolia

泰國少年足球隊13人在
「睡美人」洞失蹤9日後奇
蹟生還牽動全球善良民眾

的心，而13人獲救充滿了神
奇。泰國民間流傳著一個關

於古代泰國公主與這個洞穴

的淒美傳說。了結與那位公

主的前世怨緣，或許是13人
成功獲救的關鍵。

文 / 藍月 圖 / 網絡圖片

異象與人間災禍

《西遊記》難中有玄機
文 / 金弓 圖 / Fotolia

唐僧師徒西天取經，

昭示善惡有報的因緣，

歷經艱辛萬難，

方能取到真經。

弘揚了佛教正教，

精深的修煉深植人心，

奠定信佛的文化基礎。

《西遊記》作為中國

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歷來受

到中國人的喜愛。俗話說:
「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

道」。這看著看著，自然就

琢磨出些門道來了。

中國古代認為，災禍將

至，天、地、人之間必定異

象頻出，這是上天在警示世

人，讓人們在善惡間做出選

擇。

泰國少年足球隊13人在山洞裡被
找到。（視頻截圖）

泰
國

睡 美 人 的 傳 說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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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2

教堂廣場   

 PLAZA DE LA CATEDRAL
這個佈局緊湊的廣場是哈瓦那古城裡最年輕的廣場，也是古巴

最大的廣場，17世紀末在一片沼澤地上建起。廣場上最著名的建築

當然是哈瓦那大教堂，這是一幢巴洛克風格的建築。清晨是參觀這

裡最好的時間，可以把這裡作為參觀哈瓦拉老城區的起點。順時針

過去，廣場南面藍色門窗的是1720年修建的一個伯爵府邸。廣場西

面的是建於1752年的Aguas Claras侯爵府，現在一小部分是紀念品

商店，大部分屬於一家酒店和酒吧。你可以坐在廣場上的涼棚下，

點上一杯Pinajogo，看著身著艷麗傳統服裝的黑人藝者穿梭迂迴在

遊客之中，欣賞歌手吟唱著古巴家喻戶曉的歌謠Guantanamera。
廣場西北邊巷子裡的五分錢小酒店，是當年海明威經常逗留的地

方，可以到這裡點一杯當年他至愛的古巴Mojito。

古巴白沙灘
CUBA WHITE BEACH

古巴島是加勒比海最大的島嶼，氣候溫和加上環島很多美麗海

灘，水清沙細、椰林處處，碧海、藍天的拉丁風情，加之費用相對

便宜，使古巴成為歐、美人士喜愛的度假天堂和知名的療養勝地。

古巴有7,000多公里的海岸線和300多個美麗的白沙海灘。

若沒有太多時間，首都哈瓦那附近就有不錯的海灘，但交通便

利之地難免人流太多，失去了度假的悠閑感。哈瓦那的白色沙灘海

岸線超過60英里（90.6公里），由哈瓦那東行約12公里的巴庫拉諾

海灘（Bacuranao）是當地非常熱門的海灘，因珊瑚生長茂盛，為

浮潛的熱門地點。

古巴人熱情、好客，你可以輕鬆地同他們攀談，瞭解古巴的民

族文化，生活習俗。如果你對政治和卡斯特羅感興趣，他們也會放

低聲音向你透露他們的心聲。

哈瓦那是古巴首都和全國經

濟、文化中心。也是西印度群

島中最大的城市和著名良港。

位於古巴島西北哈瓦那灣阿爾

門達雷斯河畔，扼守著墨西哥

灣通往大西洋的大門，具有重

要的戰略地位。

1
卡爾加里-哈瓦那

早餐後，驅車哈瓦那老城：

上尉宮、中央廣場、國會大廈、佛

里抵達酒吧、五分錢小酒店、哈瓦

那教堂廣場、海濱大道、哈瓦那大

學、武器廣場和革命廣場。

 2
哈瓦那

哈瓦那國會大廈    

CAPITOLIO NACIONAL DE CUBA
位於哈瓦那老城區的國會大廈，是古巴最具特點的建築，作為

哈瓦那市的地標，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六大國會宮殿之一，大廈裡

有一座象徵著共和國的女神雕像，這也是世界上第三大室內雕塑。

大廈於1929年建成，曾經是古巴共和國參議院和眾議院的所在地，

目前是古巴科學學院和古巴科技和環境部的所在地。

老廣場    
PLAZA VIEJA

哈瓦那老廣場修建於16世紀，那個時候曾經是露天市場。如果

從這個廣場繼續往裡走，你會逐漸遠離喧鬧的旅遊區，看見哈瓦那

老城作為居民區不太光鮮的另一面。最近幾年古巴政府開始對廣場

周圍的建築進行修繕，但是鮮豔的油漆顏色與廣場的悠久歷史顯得

格格不入。

老廣場東北角有Camara Oscura ，這個觀景臺2001年建成，

它最早是由里昂那多達·芬奇設計的，西班牙的眾議員卡迪斯捐贈

的。光線通過一個直徑為180米的鏡面反射到一個有凹陷的屏幕上，

能夠看到半徑5公里之內的景色。別有一番景緻。目前全世界一共有

54個這樣的暗室，分別在西班牙，英國和美國等國家。

古巴漢堡 

FRITA

frita這道美食又被稱

為古巴漢堡。看上去就超

級有食慾，調味後的牛肉

餡，加上西班牙肉腸和煎

雞蛋，再混合上鞋帶薯

條，外面配上鬆軟的麵

包，想想就是美味到不

行，口感豐富，好滿足。

古巴烤玉米 

CORN ON THE COB

古巴的烤玉（Corn on 
the cob）與我們所熟知的

有些不一樣，在烤好的玉

米外表撒上cojita起司，然

後再撒上辣椒粉等調料，

滴上點檸檬汁，一口咬下

去讓人感覺辣得特別，風

味獨特。

在加勒比群島裡，沒有一個地方像古巴，生活的真實模樣

和廣告裡的形像如出一轍。這是個搏動的島嶼，充滿莫吉托雞

尾酒點燃的薩爾薩、革命壁畫、大雪茄。

古巴成為近年旅行者熱衷前往的目的地。這個沉寂了幾十

年的國家隱藏了太多脫離時代的美，等待你去探索。旅程從迷

人的哈瓦那展開，這城市完全活出你的想像：古董車從老舊的

殖民建築前駛過，街道中迴盪著倫巴的節奏，木造裝潢的酒吧

里，雪茄煙氤氳繚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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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近日，瑞典品

牌沃爾沃推出了旗下繼 XC60
與 V60 之後，60 車系的第三

款大改款車型。S60 的定位

為豪華中型車，將以寶馬 3
系、奔馳 C 級和奧迪 A4 為主

要競爭對手。該車將於 2018
年底在美國南卡羅來納州的

Charleston 工廠投產。

該 車 以 SPA 模 組 化 平

台打造，外觀也許承襲

了 XC60 與

V60 這兩款新世代 60 車系的

特色，包括直瀑式水箱護罩

輪廓，搭配嵌入式「雷神之

錘」LED 日行燈等。只是車

身雙門跑車式線條以及車尾

微翹的行李廂蓋造型讓整體

更加年輕化、運動化。

在 S60 R-Design 特別版

上，新車相比普通版還增加了

全新的橫向矩陣式進氣格柵，

同時前包圍造型也更加運動，

外後視鏡採用黑色設計，整體

突出運動風格。

新一代 S60 內飾佈局

繼續採用北歐家

族 式

設計風格。內飾大面積採用木

紋和皮革材質進行包裹，中控

台上的 9 英寸直立式觸控螢

幕，以及液晶顯示儀表盤依然

是標配。此外像三驅恆溫冷氣

系統、全景天窗，以及駕駛輔

助系統等也一應俱全。

安全方面，新一代 S60 搭

載了所有沃爾沃的新世代主

動安全科技。其中有可辨識行

人、單車騎士及大型動物的城

市安全系統（City Safety）、
第二代半自動駕駛輔助系統、

衝出路面安全防護及輔助系

統、對向來車閃避輔助系統，

以及在 XC40 登場時新增的倒

車車側警示系統等。

動力方面，新車提供了

T5、T6 以及 T8 插電式混動

系統等三種不同動力版本的車

型。T5 搭載的是一款 2.0 升

渦輪增壓引擎，T6 搭載 2.0
升雙渦輪增壓引擎，T8 版的

動力系統是由一具 2.0 升四缸

雙增壓汽油引擎，以及

電動馬達

所組成，該引擎同時也兼具渦

輪增壓、機械增壓和缸內直噴

等技術。

三款車型均裝備八速自排

變速箱，T6 及 T8 版還可選

配四輪驅動系

統。

搭載最全安全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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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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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7月19日—7月25日第11期

†Limited time lease offer based on a new 2018 TLX (UB1F3JJ) // model shown, a 2018 TLX SH-AWD® Elite A-SPEC (UB3F8JKN) available through Acura Financial Services on approved credit. Representative lease example: 0.9% // 0.9% (1.77% effective APR) lease rate for 36 months (78 payments). Bi-weekly payment is $188 
// $269 with $2,200 // $2,200 down payment. 16,000 km allowance/year; charge of $0.15/km for excess kilometres. Total lease obligation is $16,864 // $23,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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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 cash rebate available only on the cash purchase of new and previously unregistered 2018 Acura TLX SH-AWD® Tech (UB3F5JKN), TLX SH-AWD® Tech A-SPEC (UB3F6JKN), TLX SH-AWD® Elite (UB3F7JKN), and TLX SH-AWD® Elite A-SPEC (UB3F8JKN) models from an authorized Acura dealer when 
registered and delivered before July 31, 2018. Total incentives consist of: (i) $1,000 that cannot be combined with lease/finance offers; and (ii)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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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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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lverhill Acura for full details. © 2018 
Acura, a division of Honda Canada Inc. Selling price is $46,161 // $52,461 on a new 2019 Acura RDX (TC2H3KJ) // model shown, a new 2019 Acura RDX A-SPEC (TC2H6KKN). Selling prices include $2,045 freight and PDI, air conditioning fee ($100), Tire Duty ($20), AMVIC fee ($6.25) and applicable fees. License, insurance, 
registration, options, applicable fees, duties and taxes (including GST) are extra. Some terms/conditions apply. Model shown for illustration purposes only. Offers end J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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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lverhill Acura for full details. © 2018 Acura, a division of Honda Canada Inc. 

Andy Wong
(403) 776-1435

andyw@silverhillacura.com

Patrick Li
(403) 258-4275

patrickl@silverhillacura.com

Vince Luong
(403) 258-4279

vincel@silverhillacura.com

今天就打造您的
配置包

全新 2019 年款

或者獲得返現高達

租賃 2018 年 TLS 起價
$188 Ɨ / 0.9%

$4,500 ǂ

bi-weekly
$2,200 DOWN
Model Code: UB1F3JJ

for 36 months

on other select 2018 TLX models

2018 TLX SH-AWD® ELITE A-SPEC SH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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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的 X2 配備了 228 馬力的

渦輪增壓四缸發動機。它響應迅

速，為大多數駕駛情況提供了充足

的動力需求，在高速路上輕易超越

前車不會有任何問題。油耗表現，

X2 的耗油量市區為 23mpg，公路

為 32mpg，與其他同等級豪華緊

湊 SUV 相比沒有多少優勢。

BMW 以提供駕駛樂趣而聞

名，雖然 X2 可能不會完全符合這

一標準，但它仍然提供了許多令人

喜愛的功能。它平穩的行駛性能

與鎮定的控制性還是承傳了 BMW

的技術特點。所搭配的 8 速自動

變速器表現良好。

2019 BMW 6 Series

“

CARANDDRIVER

4/5 

TOPGEAR

8/10

專業評測

【看中國訊】BMW家族中的新成員X2展現出十足的運動感、時尚感。作為一款

緊湊型的豪華SUV，這是一款更時尚，運動性更強的車型。新格柵創造出一個大膽

的新面貌。形似轎跑車，格柵的鍍鉻框架和黑色高光澤條加入了X2的聚焦，充滿活

力的外觀非常符合年輕人的口味。

X2 尚未經過碰撞測試。

其基本安全配備包括後視攝像

頭。可選配主動安全功能包括

平視顯示、車道偏離警告、前

方碰撞警告、行人檢測、自動

緊急制動、自適應巡航控制、

平行停車輔助以及前後停車傳

感器等。

獨特的全 LED 大燈提供

BMW 特色效果，而外放式雙

90mm 排氣口提示 X2 的運動

特性。後部沒有保險槓踏板，

而 M Sport X 車型則採用了

對比鮮明的灰色裝飾，進一步

增強了大膽的外觀。一個可選

的 M 專用擾流板提供了堅固耐

用，運動風格的點睛之筆。

新款 X2 內部大量使用優質

材料。但是，有些部位你會發

現硬質塑料，而不是合拍的優

質飾面。內部配備 5 個座位，

前座乘客空間寬裕，乘坐舒

適，駕駛員可以在各個方向都

看得很清楚，但是後座有人時

後方的視野受到局限。後排座

椅的腿部空間相對局促。

X2 的標準配置包括自動空

調控制、七揚聲器音響系統、

USB 端口、藍牙以及帶 6.5 英

寸屏幕的 iDrive 信息娛樂系

統，可選配置還有全景天窗、

Wi-Fi 熱 點、Apple CarPlay、
無 線 電 話 充 電、12 揚 聲 器

Harman Kardon 音頻系統、衛

星廣播、8.8 英寸觸摸屏和帶導

航的新版信息娛樂系統。

一旦您適應了它，信息娛

樂系統使用起來十分方便。 X2
提供 Apple CarPlay，但不提

供 Android Auto。
BMW X2 擁有豪華緊湊

型 SUV 的應有的貨物空間。

在後排座椅後面有超過 21 立

方英尺的空間，足以容納一隻

家庭黃金獵犬或週末出行的行

李。將後排座椅折疊起來，可

以騰出大約 50 立方英尺的空

間來，足以搬運一些較大的物

品，比如戶外裝備。這點要比

Mercedes GLA 和 Audi Q3 更

為出色。

性

能

參

數

X2 xDrive28i 四驅 X2 sDrive28i 前驅

引擎 2.0 L 雙渦輪 4 缸 2.0 L 雙渦輪 4 缸

馬力 / 扭矩 228/258 228/258

0-60 英里加速 6.3 S 6.6 S

設

計

特

點

安

全

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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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評測

2018 BMW    2X

     【看中國訊】BMW家族中的新成員，X2的出現體現出運動感與時尚感。作為一款緊湊型的豪華SUV，這是一款更低，更時尚，

運動性更強的車型。新格柵創造了一個大膽的新面貌，為一個獨特的圖標新鮮採取。低調如轎跑車般，格柵的鍍鉻框架和黑色高光

澤條加入了X2的聚焦，充滿活力的外觀非常符合年輕人的口味。

  

全新的X2配備了228馬力的

渦輪增壓四缸發動機。它響應迅

速，為大多數駕駛情況提供了充足

的動力需求。而且在高速公路上超

越前車不會有任何問題。在城市評

級為23 mpg/英里，高速公路為32 
mpg/英里的情況下，在同等小型

豪華SUV中，X2的耗油量遠遠高

於其他競爭對手。

BMW以提供駕駛樂趣車輛而

聞名，雖然X2可能不會完全符合

這一計費標準，但它仍然提供了許

多令人喜歡的功能。它平穩地行駛

性能並且鎮定的控制性還是承傳

這BMW的技術特點。並與8速自

動變速器配合良好。

雖然尚未經過碰撞測試，不過

X2的基本安全配備包括後視攝像

頭。可用的主動安全功能包括平視

顯示，車道偏離警告，前方碰撞警

告，行人檢測，自動緊急制動，自適

應巡航控制，平行停車輔助以及前

後停車傳感器。

獨 特 的 全 L E D 大 燈 提 供

B M W 特色效果，而外放式雙

90mm排氣口提示X2的運動特

性。 後部沒有保險槓踏板，而M 
Sport X車型在搖臂面板上則採用

了對比鮮明的灰色裝飾，進一步增

強了大膽的外觀。 一個可選的M
專用擾流板提供了堅固耐用，運動

風格的點睛之筆。

新款 X2內部提供了一個安

靜的內飾，使用大量優質材料。但

是，有些地方你會發現硬質塑料，

而不是一流的飾面。內部配備5個
座位，前座乘客會感到一個舒適的

空間，駕駛員可以在各個方向看得

很清楚，但是當人們坐在後座時後

方的視野受到限制。後排座位在腿

部空間很短，但它們是支持性的。

X2的標準功能包括自動空調

控制，七揚聲器音響系統，USB
端口，藍牙以及帶6.5英吋屏幕的

iDrive信息娛樂系統，可用功能包

括全景天窗，Wi-Fi熱點，Apple 
CarPlay，無線電話充電，12揚聲器

Harman Kardon音頻系統，衛星

廣播以及帶8.8英吋觸摸屏和導航

的升級信息娛樂系統。

一旦您通過最初適應，信息娛

樂系統便十分便於使用。可用的觸

摸屏可讓您避免觸摸板控制器的

許多功能，使其成為一項有價值的

升級。 X2提供Apple CarPlay，但

不提供Android Auto。
BMW X2擁有豪華緊湊型

SUV的良好貨運空間。在後排座

椅後面有超過21立方英尺的空間，

您有足夠的空間容納家庭黃金獵

犬或週末的行李。將後排座椅折疊

起來，你就可以獲得大約50立方英

尺的空間，讓你可以搬運一些較大

的物品，比如戶外裝備。這點要比

Mercedes GLA和Audi Q3 要出

色。

性

能

參

數

X2 xDrive28i 四驅 X2 sDrive28i 前驅

引擎 2.0 L 雙渦輪 4 缸 2.0 L 雙渦輪 4 缸

馬力 / 扭矩 228/258 228/258

0-60 6.3 S 6.6 S

起價 $38,400 $36,400

設

計

特

點

安

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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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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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修找創穎

專業又細心

加建出租屋

現有車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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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浴人們每天都在使

用，翻新衛浴是一件非常

重要的事情。裝修是一件

美好的事情，人們往往會

通過雜誌、網絡查尋有關

的設計，為自己的裝修尋

找靈感。但是裝修更可能

是一項艱鉅的任務，涉及

的問題也很多。比如，你

從哪裏開始？你如何最小

化成本？你如何選擇合適的固定

裝置和配件？

為了幫助您開始衛浴裝修之

旅，我們幫您整理了五個最常見

問題，供您參考。

開始裝修的 
第一步是甚麼？

找一支可靠的裝修團隊。

技術嫻熟、知識淵博的專業

團隊將幫助您解決這樣一個重大

改造項目起到重要作用。一位高

素質且經驗豐富的設計師將幫助

您區分必需品和願望清單物品，

以確定預算。

在裝修前，了解浴缸、淋浴

噴頭、水龍頭、馬

桶、瓷磚等產品

的功能和優點非常

重要。您可以通過向

專業人員資訊，以獲得

有價值的信息。他們也會

來到您的家，並做有關的基

礎工作，比如測量管道點，以

確保您的必備列表中的所有內容

都可以放入可用的空間。

如何在裝修時 
削減成本？

人們往往會希望打造既美觀

又適合預算的衛浴，那與專家團

隊及時交談非常重要，使其在裝

修前幫助您根據具體的預算評估

進行實際可實現的規劃。

最 大 限 度 地 減 少 結 構 變

化——例如改變進入門的位置、

改變窗戶的大小以及減少管道開

挖，將大大降低成本。

產品的選擇非常重要，例如

地板采暖通常被認為是奢侈品，

但是對於一些值得投資的產品，

盡量不要偷工減料。

整修需要多長 
時間？

可靠的裝修公司通常可以在

五周內提供一間完整的衛浴，但

是具體情況可能會根據您的具體

需求而變化。如果衛浴結構發生

變化，裝修需要更長的時間。

以下是五周的進度安排表，

僅供參考：

第 1周：
解除舊陳設和清除垃圾。請

管道工和電工評估現場的關鍵管

道和電路。

第 2周：
鋪設牆板和進行渲染，包括

上第一層防水塗層。

第 3周：
上第二層防水塗層以及熨平

地板。

第 4周：
在本週末之前將進行平舖灰

漿、硅膠和配件的測量，並為淋

浴屏進行測量。

第 5周：
安裝配件及淋浴屏。

如何讓小衛浴 
感覺更大？

放入大型鏡子和櫥櫃以及在

牆面和地面瓷磚上使用淺色調的

設施和配件將使空間感覺更輕。

嘗試在比平時更高的高度安裝毛

巾架、衣架掛鉤、玻璃架、櫥櫃

和鏡子等配件，以增加房間的長

度，並使其感覺不那麼混亂。在

緊湊的空間裡，壁掛式的面盆比

鋪地設施利用空間的效果更好。

另外，獨立式浴缸能給人一種空

間更大的感覺。充分利用牆與牆

之間距離的架子和狹窄的高腳凳

也非常適合在衛浴創造更多的存

儲空間。

新衛浴完成後，

如何最大限度地

減少維護？

選擇內置的壁櫃，盡量減少

產品之間的縫隙，以避免灰塵堆

積。相比大理石等天然材料，無

框淋浴屏、釉面瓷磚由於在製造

階段產品已經被處理過，基本

不需要特殊維護。我們也可以

根據具體情況使用 EPOXY
灌漿來減少黴菌和霉變。 

1

2

3

4

5

居家衛浴裝修概念

暖色調的使用—用肉桂色妝點庭園
作為與庭院的連接，玄關處也

要用肉桂色來渲染。

不一定只有精心修剪過的植

物才美麗，旁逸斜出的野生狀

態一樣迷人，此時，唯有風格不

羈的戶外家具可以與之相配。

籐編的戶外椅很多，肉桂色的卻

不常見，它如此個性十足，一亮

相就立刻成為庭院的焦點。

火烈鳥的顏色與肉桂色有幾

分相似之處，在細節之處出

現它的身影毫無違和感。

廚房外面綠意盎然，室內也不甘

落後，讓植物延續進來吧，與肉

桂色組成微帶辛辣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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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如果你有幸活

到 100 歲，你可能會行動遲緩

或有其他問題，但是，卡爾加里

有著 100 多年歷史的房屋仍然

散發著獨特的魅力並引起了人們

的關注。

「這些房屋經得起時間的考

驗，」卡爾加里遺產倡議協會

（CHI）的公關部主管卡倫保羅

(Karen Paul) 說。該協會是一個

致力於建築物及歷史文物保護的

基層會員組織。「它們展示了一

定程度的工藝、個性及獨特的藝

術之美，這在現代的建築物中很

難找到。」

獨特的功能包括河岩壁爐，

鉛玻璃窗，手工瓷磚，古老的木

材和榫槽地板。

「人們甚至可以在牆壁裡找

到一些隱藏的紀念品，向人們

展現了古老的建築歷史，」保羅

說，「這就像尋寶一樣」。

1904 年在卡爾加里首次

建築熱潮期間建造的一些房

屋，代表了多元化的建築風

格，包括愛德華時代、維多利

亞時代和工匠。今天，這些房

屋遍佈多個市中心社區，包括

Mount Pleasant，Inglewood，
Sunnyside，Hillhurst，Elbow 
Park，Tuxedo Park，Mount 
Royal，Ramsay 和 Bankview。

這些經典住宅的吸引力取決

於購買者的意圖。對於一些人來

說，這是一個為下一代保留一段

歷史的機會，而有的人則希望保

護這些古老建築物免於被拆除。

雖然這個年份的房子有豪宅，也

有普通的木框架平房，但它們有

著共同點。

「維護和恢復它們會讓你在

整個社區中脫穎而出，並有助於

保持街景的特色，」保羅說。

這並不是說這些房屋沒有他

們的挑戰。它們通常只有很少的

浴室和壁櫥，帶有小窗戶的深地

下室，高大的樹木及單車庫。幸

運的是，這些障礙基本是可以克

服的。

「我的第一條建議是在購買

之前進行檢查，」塔塔倫 (Halyna 
Tataryn) 說道，他是 RE/MAX
房地產（中環）的傳統住宅房

地產經紀人，他指導其他房地產

經紀人出售這些房屋。「然後列

出您想要更改或升級的內容。此

外，想想每年需要多少工作量來

維護房產。但是，有可能這項工

作是值得的。」

「這些房屋通常位於靠近城

市核心和服務便利的大街區，」

塔塔倫說。「最重要的是，我經

常聽到買家說他們喜歡這種『感

覺』。一些古老元素，如門廊

和傾斜的天花板增加了房屋的人

性化和吸引力。」

CMHC 區域經濟學家 Lai 
Sing Louie 說：「與去年相比，

今年我們的建設水平非常相似。」

人口普查都市區包括卡

爾 加 里 及 附 近 的 城 市 和 城

鎮， 如 Airdrie,Cochrane 和 
Chestermere。

今年新建的獨立屋有望跑贏

2017 年同期的數量，但上個月

卻遭遇了挫折。CMHC 表示，

6 月份獨立屋開工數量僅為 360
套，同比下降了 19%。

「卡爾加里的市場狀況仍然

周末看房团 最新日期
敬请致电查询

觀點
卡爾加里上半年

獨立屋開工率保持平穩

有利於買家，」路易說。「建築

商正在管理他們的庫存。因為他

們不希望有太多類型的房屋上

市，這樣會給房價帶來下行壓

力。」

2018 年迄今為止，在卡爾

加里的西北區有 441 套獨立屋

破土動工，成為卡城最繁忙的社

區；其次是東南區，有 293 套

獨立屋在建。僅在 6 月份，卡

爾加里西北區就有 69 套獨立屋

開工建設，而在東南區有 55 套

新開工的獨立屋。

位於卡爾加里市區外的兩個

中心今年上半年的獨立屋建設有

所增加。 1 ～ 6 月份，艾爾德

裡有 243 套在建，去年同期為

231 套；而科克倫區從 122 套

攀升至 135 套。

想要購買即刻入住的新獨

立屋的賣家會發現，從上個月

開始他們的選擇餘地增加了。

CMHC 表示，6 月份在卡爾加

里有 496套建成的獨立屋待售，

這比去年 6 月份的 439 套有所

上升。

卡爾加里西北部的社區上個

月新獨立屋的庫存量增加了 167
套，其次是卡爾加里東北部的

65 套，東南部的 56 套，魚溪地

區的54套，以及西南部的25套。

CMHC 表示，Airdrie 的新

獨立屋的庫存從 54 套降至 44
套，而在 Cochrane，該數量從

33 套逐年躍升至 41 套。

上個月在卡爾加里供應的獨

立屋比 2017 年同期更為充足，

平均價格為 679,790 加元，比

去年的745,371加元下降了9%。

卡爾加里西南區上個月建成

但未被售出的獨立屋平均價格

為 1,250,912 加元；而卡爾加里

東北區的平均價格最便宜，為

543,191 加元。

【看中國記者王璐編

譯報導】加拿大房屋和貸

款公司稱，卡爾加里人口

普查都市區的數據顯示，

2018年上半年，卡爾加里
破土動工的獨立屋數量與

去年同期基本相當。

房子越老越好嗎？

位於卡爾加里遺產公園的老房子。

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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