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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林佳綜合報導】近日中

國公共衛生疫苗領域再爆危機，並持續發

酵。此事件引發了中國家長群體恐慌，此話

題被列為上週末微博熱搜榜第二名，無數

心急如焚的父母在狂翻孩子的疫苗本。習

近平、李克強先後指示要求徹查造假疫苗

事件，涉案的長春長生生物科技有限責任

公司董事長高俊芳等15人已被刑事拘留。

但行業內人士認為，疫苗生產企業的掌舵

人，都只是官員的白手套，此類事件只能有

國家級層面的權力保護傘才可能發生。

據報導，吉林藥監局 7 月

20 日披露，吉林長春長生生物

科技公司 2017 年有 252,600 支

「吸附無細胞百白破聯合疫苗」

或涉高層
保護傘

（簡稱：百白破）檢驗

不合格，幾乎全部銷售到山

東，庫存中僅剩 186 支。吉

林長春長生生物科技公司是

長生生物的全資子公司。目前吉

林監管機構只對長生生物科技罰

款 344 萬元人民幣，相比於這

家淨利潤達到 5.66 億元的上市

公司而言，這筆過輕的罰款引發

外界質疑。

百白破是長春長生出售的 6
種疫苗產品之一，該疫苗主要適

用 3 個月至 6 週歲孩童，基礎

免疫共 3 針，用於預防百日咳、

白喉、破傷風三種疾病，第一針

是在嬰兒三個月的時候注射。

在此消息爆出的五天前，

即 7 月 15 日，中國國家藥品監

督管理局發布通告，指出長春長

生違法違規生產凍干人用狂犬

病疫苗，且生產記錄造假，違

反《藥品生產質量規範》，目前

已立案調查。狂犬病的死亡率是

100%，也就是說一支狂犬病疫

苗失效，可能就奪走一條人命。

（下文轉 A2）

訂座電話
(403)208-3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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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owchild Square
#1B 5403  Crowchild Trail NW

SHAGANAPPI TRAIL

JOHN LAURIE BLVD NW
CROWCHILD TRAIL NW

SARCEE TRAIL NW

53RD  STREET NW

Dalhousie
C_Train Station

即點 即蒸多
款
精美實惠點心

午
市

提
供

蝦餃
shrimp dumplings

奶黃流沙包
steamed egg yolk custard buns

燒餅
  baked sesame seed cake

擔擔麵
szechuan style handmade noodles in soup

soup dumplings
小籠包

魚子燒賣皇
pork dumplings

瑤柱珍珠雞
steamed mini sticky rice in lotus leaf

濃湯鮮竹卷
  soup of bean curd skin roll

豆沙鍋餅
 mashed sweet bean c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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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疫苗震驚國人 或涉高層保護傘
（上文接 A1) 同一時期，

大陸媒體披露，除了長生生物

一家外，疫苗造假的還有武漢

生物。原國家食品藥品監管總

局官網 2017 年 11 月 3 日發布

的信息顯示，武漢生物製品研

究所有限責任公司生產的批號

為 201607050-2 的百白破疫苗

效價指標也不符合標準規定。武

漢生物製品研究所有限責任公司

生產上述不合格批次疫苗共計

400,520 支，銷往重慶市疾病預

防控制中心 19 萬支，銷往河北

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21 萬支。

失效疫苗的後果有多嚴重？

近期網上熱傳的自媒體網文《疫

苗之王》說：「北大醫學部的專

家將注射失效的疫苗總結為兩個

字—殺人。」

利潤高於茅臺 
國資低價轉讓

據《新京報》報導，除了長

生生物此次疫苗生產記錄造假

外。 2013 年疫苗公司巨頭之一

康泰生物也曾捲入嬰兒接種乙肝

疫苗致死事件；2016 年的山東

疫苗案中，國家食藥監總局通

報，9 家涉嫌虛構疫苗銷售渠道

的藥品批發企業中，疫苗企業的

另一巨頭公司沃森生物的子公司

赫然在列。

2016 年，山東問題疫苗事

件引發全民的恐慌。一些家長試

圖執行選擇進口疫苗規避風險，

但中國官方採取接種記錄與入學

掛鉤的方式，中國家長被強制使

用國產疫苗。

據《新京報》報導，疫苗生

意的毛利率在 A 股各行業中領

先，有時其中的「龍頭公司」甚

至比茅臺還要賺錢。當前 A 股

52 家以疫苗為主營產品的上市

公司，2018 年一季度銷售毛利

率平均數高於 50%，其中長春

長生以 91.59% 的毛利率佔據行

業首位。而 2018 年一季度，貴

州茅臺銷售毛利率為 91.31%，

低於長生生物。

長春長生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是長春高新旗下的一家

國企，創立於 1992 年。長春長

生被低價私有化的過程飽受爭

議。由於長生生物優秀的盈利能

力，行業內對於 2003 年長生生

物 2.4 元的轉讓價格產生質疑。

2015 年 12 月，長生生物 100%
股權作價 55 億元借殼黃海機械

上市。《南方都市報》報導，長

生生物公司董事長高俊芳及家

族成員在《胡潤百富榜 2017》以

51 億身家位列第 820 位。

腐敗空間大 
涉高層保護傘

《自由亞洲電臺》7 月 23 日

報導，根據長春生物 2017 年報

顯示，2.09 億元的營業成本僅

佔長生生物總成本的 21.61%，

而 銷 售 費 用 卻 佔 總 成 本 的

60.27%。長生生物 6 億銷售費

背後的腐敗空間，已經被核實到

的涉 20 起行賄案件，單支疫苗

回扣 20 元等問題，已經有犯罪

嫌疑。在多家疫苗企業都涉腐敗

的前提下，藥監本身就是重要的

責任方，由藥監部門調查，其公

正性和透明度都讓人疑慮。但迄

今為止，該事件的調查依然在藥

監自己的手中。

報導援引中國紅十字會醫療

救助部前部長任瑞紅的觀點，十

多年來長生生物被法院認定的涉

行賄案就有近 20 件，但其依然

可以平安無事，這也只能是國家

級層面的權力保護傘才能做到。

任瑞紅說：「他們能做這種生意

的，一定是在衛計委、藥監局，

包括 CDC（疾控中心）等這些

部門有非常非常強的背景，因

為我當時在 CDC 有一個專案，

CDC 的一個處長就在說，生物

製藥啊、疫苗啊，一般人根本進

不去。都是好幾十億的資金的這

個量，都是他們自己壟斷的。具

體是什麼人肯定不好扒出來，但

是毫無疑問他們是白手套，國字

型大小的那種幹部才行。」

另據《多維新聞》報導，中

共前黨魁江澤民曾在 1995 年視

察長生生物並題詞。 1998 年 6
月 1 日，時任吉林省委書記張

德江視察長生生物。另外還有其

他不同級別的多位高官曾視察長

生生物。不過，在曝出疫苗造假

等問題後，長生生物官網已刪除

有關照片及內容。

引發公眾信任危機

《香港經濟日報》報導，連

日來大陸社交媒體上罵聲不斷，

甚至有家長打算帶小孩去香港接

種疫苗。網上也傳出哪些疫苗需

要去香港打、接種程序如何等分

析文章。更有網民在美國駐華使

館的微博留言求助。

名為「紙上建築」網友撰

文寫到：「可以預料的是，以前

乏人問津的進口疫苗將迎來重

大商機，國產疫苗則面臨免費

都沒人要的窘境。」文章質問：

「同時代購幾盒救命藥按銷售假

藥罪判刑，而生產幾十萬支偽

劣藥品，沒有任何人坐牢……

法律在幹嘛？真正的信任危機

不是來自企業。」

《看中國》網刊登一位署名

青雲的文章說：奶粉出事的時候

我覺得和我沒關係，我的孩子吃

得起進口奶粉；幼兒園出事的時

候我覺得和我沒關係，我的孩子

上得起更貴的幼兒園。我以為我

努力掙錢改善家庭經濟環境，就

可以讓我的孩子倖免於難。直到

今天我才意識到，這一切都跟我

有關係。這個制度就像是一口

鍋，只要是在這個鍋裡，甭管你

是從上面撇稀的還是從下面撈干

的，只要你還在這個鍋裡，總有

一款適合你的毒藥等著你！

海外媒體獲悉，北京最近的

緊急通知內容包括：只允許新華

社發稿，其它媒體一律轉載；只

能轉發官方消息；專家學者的解

讀一律暫停；衛計委疾控中心回

應外界要請示上級，不可以自己

決定。

法廣引述法新社消息稱，中

國的審查官上週日一刻不停地刪

有關揭露假疫苗的評論和文字。

有微信用戶透露：「鄰居微

【看中國記者端木珊

綜合報導】據海外媒體報

導，中國的宣傳部門對假疫

苗問題的報導嚴加控制，禁

止獨立調查報導，並且管控

和封殺網路消息，包括不加

警告直接封帳號的措施。

大陸假疫苗消息被嚴控

由狂犬疫苗之父信神說起

信群討論了一下疫苗，群就被

『限制使用』了，發消息別人看

不到，還有個鄰居轉發了『疫苗

之王』，被限制登錄了。」

重慶市民「啟靖」在發現自

己孩子接種長春長生的問題疫苗

之後，在網上發帖呼籲「成立重

慶地區假疫苗受害群眾維權組

織」。但在帖文發出不久，「啟

靖」家的網路就被中斷，稍後

「啟靖」又被登門造訪的警察帶

往公安局。對於在警局的被問話

經歷，「啟靖」對《德國之聲》透

露：當局要求他「不要把矛頭指

向黨和政府，而是要指向生產假

疫苗的企業。」

據《香港 01》報導，微博網

友「@ 開心蜜獾」22 日在微博曝

光大陸視頻網站梨視頻發給海外

員工的郵件，郵件中要求其駐外

國的僱員拍攝報導當地的有關假

疫苗及過期疫苗的醜聞，郵件提

及，可尋找美國、英國、日本、

韓國、印度等國家的類似新聞。

目前有不少大陸網民轉到美

國駐中國大使館的官方微博下留

言。有網民跟帖留言說，「請美

國干預假疫苗這種泯滅人性的事

件」。「不會愛國了。連自己

的生命權都沒有，你指望我愛

國，我沒那麼高尚，誰願愛誰

愛去。」「只有美國可以救我們

了！！求求你們！！」。

7 月 25 日大陸民眾在微博

上上傳了「免疫規劃疫苗接種記

錄」卡的接種情況，圖片顯示，

醫生給小孩接種疫苗時，不再寫

疫苗的生產廠家。

文 / 唐樂
路 易． 巴 斯 德（Louis 

Pasteur）被後人譽為「微生物

學之父」，其發明的巴氏消毒法

至今仍被應用。

1882 年，巴斯德被選為法

蘭西學院院士，同年開始研究

狂犬疫苗。 1885 年，一位幾乎

絕望的母親，帶著被狂犬咬傷

的 9 歲小男孩約瑟芬（Joseph 
Meister），來到了巴斯德實驗室

門口。為了不眼睜睜看著男童死

去，巴斯德決定為約瑟芬打下人

類的第一針狂犬疫苗。一個月

後，少年健朗安然地返回家鄉。

巴斯德成為世界上第一個能從狂

犬病中挽救生命的人。

對於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巴

斯德歸功於神。他說：「對大自

然越有研究，就越感受到造物主

奇妙的工作」。巴斯德時常在

在實驗室裡一邊工作，一邊禱

告。他相信，上帝由於其無限的

恩慈，不可能為人類創造一種懲

罰的災禍後，不同時為人類造出

一種解藥來。

無獨有偶，在中草藥中，俗

稱「七葉一枝花」的草本植物被

視為解蛇毒的聖藥，它們就長在

號稱「五步倒」毒蛇出沒的區域。

反觀近日在中華大地由假疫

苗引爆社交圈的怒潮。許多中國

家長在質問：那些企業富可敵國

卻為何還要喪心病狂地戧害自己

的同胞？！還有許多家長已經意

識到，中國「毒」物遍地，是制

度性的問題，盤根錯節，似乎沒

有任何出路。

那麼為什麼人會壞到如此的

地步呢？除了制度性的腐敗外，

是否與中華大地 70 年來逐漸脫

離了傳統的信仰，接受著官方無

孔不入、潤物細無聲地無神論洗

腦有關呢？當人脫離了對高層生

命的敬畏，缺乏了心法的約束，

那麼在監管不到的區域，人就敢

於被慾望所驅動而為所欲為。如

果人不相信善惡有報、三尺頭上

有神靈，那麼在可以逃脫制裁的

幻想中，就敢將作惡進行到底。

中國古稱神州大地，在中華

五千年文化中，儒釋道三家並

存，從帝王到平民主流敬天知

命，傳承「天人合一」的哲思，

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創造

了五千年燦若星河的大國文明，

也將道德水準在漫長的五千年中

延續在一定水平。

而在西方，據報導，對神擁

有信仰者佔國民很大比例。比如

川普總統，多次在演說中向神感

恩。他說：「我們的權利不是來

自任何人，而是來自我們的創世

主。無論如何，地球上的任何勢

力都不能把這些權利奪走。」在

去年哈維颶風襲擊美國時，川

普與內閣成員一起祈禱，並將 9
月 3 日定為全國祈禱日。

在中華大地各類天災人禍層

出不窮之際，難免會讓普通民眾

生出有心無力之感。是否這也是

上天對人類的某種啟示？如果換

一個角度去思考問題，或許更能

感受到生活中的希望與光明。在

應對現實生活中的諸多苦難而無

解時，回首看看祖先留給我們寶

貴的精神財富，或許解題的答案

就在其中。

【看中國記者鐘靈綜合報導】

香港提供的疫苗，是透過衛生署

全球統一招標系統採購，這個招

標的要求非常高，以衛生署提供

的流感疫苗的招標條款為例，藥

廠須獲美國食物及藥物管理局等

國際權威機構的批准、並同時提

供疫苗的完整配方、化驗方法、

測試方法、生產方法，以及必須

屬於國際生產質量管理規範的製

造商。

疫苗在香港屬於藥物範疇，

來到香港後，也必須在香港註

冊，並提供完整資料。如果未來

抽查中發現有資料不符，違規者

將面臨重罰。

與許多海外國家的藥物監管

系統一樣，香港的監管系統設有

雙層監察及監控系統，由港府衛

生署負責。衛生署下的藥物辦公

室，負責監管藥物的安全、品質

及安全，而一種藥物的供應鏈包

括製造商、批發商、進出口商及

零售商，都受發牌制度規管，而

且特定藥品只能轉售至醫院、診

所以及特定獲授權者手中。藥物

辦公室在 2009 年後，升級了香

港的藥物管理標準、至符合國際

醫藥品稽查協約組織的標準，並

會透過每年至少 1 次突擊巡查、

化驗藥物樣本來規管藥物品質。

如果發現有不符之處，就會採取

法律行動。

市面上獲授權取得藥物的批

發商，必須制訂和設立藥物回收

機制，以能夠及時回收發現有問

題的藥品。

香港在處理失效疫苗問題上

從不手軟，發現問題疫苗後，都

會在第一時間銷毀；香港醫療系

統有完善的病人記錄，對於疑似

接種了問題疫苗的市民，有關機

構都需要及時主動聯絡受影響的

人士，並評估其身體狀況。

香港疫苗高條件
全球招標保質量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長春長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黑心生產假疫苗引發民怨沸騰。

但疫苗之殤，是冰凍三尺，非一

日之寒：《南方都市報》刊發的

調查報告〈疫苗之殤〉中披露，

中國是世界疫苗事故最多、最慘

的國家，每年至少都會有超過

1,000 個孩子患上各種疫苗後遺

症，或死或殘。

2005 年，山東省一名男子

注射長春長生狂犬疫苗後，導致

雙眼幾乎失明，右眼無光感，右

眼視力剩 0.1。但是，最後長生

公司沒有提供疫苗檢驗合格證

明，仍舊被判無責。

2007 年，山西發生多起兒

童注射疫苗致殘致死案，但相關

事件被當局隱瞞、壓制，直至

2010 年曝光。而涉事的北京華

衛時代公司改名為華夏德眾，繼

續經營，直到2016年再爆風波。

2008 年，江蘇延申對狂犬

疫苗數據進行修改，違規替換抽

檢樣品。

2009 年，大連金港安迪非

法向狂犬疫苗添加核酸物質；同

年，河北福爾、江蘇延申的狂犬

疫苗，總共 7 個批次、21.58 萬

人份的疫苗存質量問題。

2013 年，康泰生物、北京

天壇、大連漢信，多地發生嬰兒

死亡疑似跟接種疫苗有關，調查

結果則是指死亡與疫苗無關。

2016 年，山東兆信、山東

寶傑等 9 家公司被爆出，在 18
各省市疫苗經營和運輸者，在此

前的 6 年間，大量供應無效或

過期疫苗，涉及金額高達 5.7 億

元人民幣。

一名不願具名的業內人士對

大陸媒體《第一財經》透露，監

督檢查方面，國家藥品監管部門

必須從生產、流通和使用 3 個

環節抽取疫苗產品進行品質檢

驗。許多國家必須 3 次抽檢都

通過，才能投放市場使用。但目

前中國大陸僅需 1 次通過，就

算是抽驗通過。

中國N起
重大疫苗事件

 長生生物公司在長春的大樓 長生生物公司董事長高俊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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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尺寸的家居。
小尺寸的價格。
Cornerstone 鎮屋包括寬敞、私密、有圍欄的後院卻沒有物業管理費。

起價：

$1,538 / 月 *

現價只賣：

$339,900*

請來訪問本週的

特色新屋
位於 1669 Cornerstone Blvd NE 的單元房
1,336 平尺；3 個臥室 + 2.5 衛浴

• 專業設計的室內色調
• 不銹鋼廚具
• 帶有完整景觀設計的、有露台的前後院

請撥打電話親臨看房
(403) 474-8544 或訪問我們的展示屋！

1516 Cornerstone Blvd. NE, (403) 474-8544
房屋展示時間：週一至週四下午 2-8 點，週六及週日下午 12-5 點。

個 Jayman 新居已賣出，數量還在上漲 。加入我們的大家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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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太華方面表示，日前日本

已恢復了對加拿大小麥進口。韓

國上月底就已恢復了進口加拿大

小麥。

加拿大政府表示，日本農業

部對加拿大小麥進行了徹底的科

學測試後，解除了暫停加拿大小

麥進口的禁令。 6 月 26 日韓國

宣布恢復進口加拿大小麥，再次

證實了加拿大小麥的優良品質。

日本和韓國的決定標誌著因為上

月在亞省南部發現未經授權的轉

基因小麥而引發的國際貿易糾紛

的結束。

根據廣泛調查，並通過進行

嚴格的科學測試，加拿大政府得

出結論認為，這種未經授權的轉

基因小麥不存在於食品或動物飼

料系統中，也不存在於亞省南部

以外的任何地方。加拿大政府旋

即與日本當局展開合作，向其提

供了必要的信息，促成了這一積

極成果。

加拿大是全球小麥供應國，

每年小麥出口總價值約 66 億美

元。 2017 年加拿大小麥種植

面積約 2200 萬英畝，產量約

3000 萬噸。

本月一批野牛犢在班夫公園

出生，是 140 多年來第一次。

班夫公園為它們舉行了出生慶祝

活動，這些牛犢的誕生是一個里

程碑式的事件，是重新引入野牛

返回班夫項目的一個重要事件。

加拿大公園管理局表示，隨

著其他懷孕母牛分娩，未來幾個

月將會有多達五六隻的牛犢出

生。加拿大公園管理局表示，因

為野牛通常會回到同一個地方養

育幼崽，所以希望牧群每年都會

回歸班夫地區，將其作為年度產

犢地。

【看中國訊】卡城綠色通道

全長 138 公里，於環城路長度

相當，連接 55 個社區和 40 萬

卡城居民。

今年夏天，卡爾加里 CBC
的主持人 Angela Knight 花了

幾個早晨的時間，享受沿途探索

Greenway 的各種樂趣，途徑多

個城市公園、一條飛盤狀的高爾

夫球道、一個省級公園以及其他

風景秀麗的地方。

Greenway 還與卡城的其他

自行車道相連，共同形成長達

1000 多公里的「路網」，構成

世界上最大的市內通道網路。

Greenway 總投資約 5000
萬元，由三級政府、一些能源

公司和房地產公司、扶輪社

（the Rotary Club） 和 建 築 商

Mattamy Homes 共 同 出 資 建

造，現已完成約 95％。

如果你是一位自行車愛好

者， 你 可 以 花 上 11 或 12 小

時，嘗試一次騎行 138 公里的

Grennway；當然也可分段多次

騎完全程。

世界最大的城市「路網」

卡城綠色通道UCP週年集會
康尼演講得民心

亞省聯合保守黨（UCP）領

袖康尼（Jason Kenney）週日（7
月 22 日）於埃德蒙頓紀念該黨

成立一週年的集會上，面對數百

名黨員及支持者發表了演說。

在歷時 45 分鐘的演講中，

康尼回顧了在過去一年中政黨所

取得的成績：「這個加拿大最新

的政黨一年後表現的如何？我很

高興地向您匯報，……從黨員數

量上說，我們是加拿大最大的省

級政黨……根據民意測驗，我們

是加拿大最熱門的政黨」。

「未來聯合保守黨政府的一

號法案就是碳稅廢止令。」康

尼說：「我懇請 NDP（新民主

黨），請看清楚，許多亞省人還

在持續地被傷害著，大多數人都

沒有感受到你們所謂的經濟復

甦，所以拜託還是放棄你們將碳

稅再增加 67％的計畫吧！」聽

眾一片歡呼。

由於下屆省選距現在不到一

年，康尼敦促黨員們保持自律。

他要求各政黨成員放眼大局，

「勿忘團結精神，這是本政黨創

立的初衷」。

「無論誰被提名，我們都必

須給他們讓路，並支持他們在下

屆省選中當選」，他說。

UCP 現已提名了 87 個選區

中的 20 位候選人，還有多位候

選人正在其他各選區參加提名選

舉。

康尼承諾將由草根推動政策

的制定。他在週日表示政治綱領

委員會將很快諮詢各行各業的亞

省人以完善 UCP 政策。

他說：「如果我們有此殊榮

在亞省執政，將亞省帶回正軌，

我們就必須成為所有亞省人的政

府，而不僅僅是聯合保守黨黨員

或選舉人」。

他就提名競選方面的黨內摩

擦問題敦促各黨員尊重競選結

果，並重申那些宣揚仇恨的人將

會被驅除。該黨已經對候選人進

行了嚴格的預篩選，康尼長期以

來一直表示他不會允許某些個人

的極端主義觀點破壞數千名黨員

努力的成果。

「在接下來的 10 個月內，

我們如何表現，我們是否遵守黨

紀，我們提出哪些重獲亞省優

勢的方針，以及提名哪些候選

人——這些選擇將決定我們是否

能給亞省帶來需要的改變，以及

改變到什麼程度。」他說，「我

和亞省人民指望著你們」。

卡城東部小鎮「切斯特

密爾市水上節」

( C h e s t e r m e r e  W a t e r 
Festival)

時間：週六，7 月 21 日，

早 11 點 - 下午 4 點

地 點：John Peake Park
（ 1 0 0  J o h n  M o r r i s  W a y 
Chestermere,AB）

切斯特密爾市（距離卡城

30 分鐘車程）將在湖邊慶祝一

年一度的水上節。湖邊公園裡

（John Peake Park）有各種家庭

活動，水上有技藝高超的滑水板

表演，到處是美味的食物卡車，

亦可乘船遊覽，專設兒童娛樂

區，手工品集市和啤酒園，還將

各種娛樂表演，包括頂級畫家

Drew Gregory ！天黑後有美麗

的煙花匯演！

卡城肯辛頓魔法節

（ F a n t a s y  F a i r e  i n 
Kensington）

(Ca lga ry  Fo lk  Mus i c 
Festival)

時間：週日，7 月 29 日，

早 11 點 - 下午 5 點

地 點：1118 Kensington 
Road NW

在魔法節上，體驗各式魔

法，現場有音樂舞臺，錦標賽

場，魁地奇比賽，真人大小的棋

盤，卡爾加里漫畫娛樂博覽會舉

辦的外形化妝比賽，還有現場劍

鬥等各式表演！2018年卡城歷史週
（Historic Calgary Week 

2018）
時 間：7 月 27 日 -8 月 6

日，早 9：30- 下午 7 點

地點：卡城各歷史性建築

第 28 屆卡城歷史週！今

年的主題 - 夥伴的力量 – 瞭解

卡城當地的豐富歷史，文化和

社區，在 11 天內舉辦超過 70
場活動：從 7 月 27 日星期五

到 8 月 6 日星期一（遺產日，

Heritage Day）。 享 受 散 步，

講座，音樂會，探索各類博物

館，歷史建築，公墓，公園和

圖書館。所有活動均向公眾開

放，大部分活動均免費。接受捐

款。在「歷史狩獵」挑戰中瞭解

卡城的歷史寶藏。詳情請見網

站 historiccalgaryweek.com 或

CCHS Facebook 頁面。

卡城寵物節

(Pet-A-Palooza)
時 間：7 月 28 日 -29 日，

早 10 點 - 下午 4 點

地點：市中心奧林匹克廣場

（Olympic Plaza,228 8Ave SE）
針對寵物的節日，展示各種

與寵物相關的食品、玩具、飾

品，並有大量贈品！入場免費。

地 點：Eau Claire（200 
Barclay Parade SW）

社區活動
Community Calendar

Free Summer Camps
卡城
免費夏令

營本週地點

(7月30日-8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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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SCANY: Eric Harvie School (357 Tuscany 

Drive N.W.)
DALHOUSIE: West Dalhousie School (6502 

58th Street N.W.)

東北:
ABBEYDALE: Abbeydale School (320 

Abergale Drive N.E.)
MARLBOROUGH: Calgary Marlborough CA 

(636 Marlborough Way N.E.)

東南：
FOREST HEIGHTS: Keeler School (4807 

Forego Avenue S.E.)
DOUGLASDALE/GLEN: Douglasdale School 

(400 Douglas Park Blvd. S.E.)

西南：
SIGNAL HILL: Battalion Park School (369 

Sienna Park Drive S.W.)

班夫國家公園
慶祝野牛犢誕生

日本恢復進口加拿大小麥

Fotolia

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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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層分裂 習家軍 孤軍護主
中央、地方呼應「定於一尊」者寥寥 反常頻現高層權鬥「山雨欲來」

「表忠潮」未現

劉奇是習近平舊部，習任中

共浙江省委書記期間，劉奇在浙

江任職。兩人曾有長達 5 年的

交集。劉奇於 2016 年出任中共

江西省委副書記。今年 3 月再

獲升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兼省

長。

此前，自習近平 7 月 3 日

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以

來，一批任職中央的親信先後對

「定於一尊」表態，包括 7 月 12
日丁薛祥表態、16 日陳一新表

態、17 日栗戰書表態、18 日趙

克志表態。

據官方報導，身為全國人大

委員長的現任政治局常委栗戰書

於 7 月 19 日至 23 日赴江西調

研；之後，江西省委常委於 23
日召開會議傳達栗戰書講話；劉

奇就在這次會上強調要維護以習

近平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定於一

尊、一錘定音的權威和集中統一

領導。而這離栗戰書發出「定於

一尊」的表態已有一週時間，且

是在栗赴當地調研之後才公開發

聲。

目前除了習近平曾工作過的

廈門市的人大代表，在集中學習

班有表態堅決維護以習近平為核

心的黨中央定於一尊、一錘定音

的權威外，全國各省市高官大員

並未跟進表態。這與中共十九大

前後全國黨政軍挺習效忠表態的

情形迥異。

內鬥前奏？

對此，在美國之音「時事大

家談」節目中，歷史學者、獨立

時評人章立凡說：「這種情況體

現出，習家軍在中共各派系間，

目前是孤立的狀態。其他派系、

軍隊及封疆大吏都還沒有甚麼反

應。唯一能看到的就是廈門的地

方人大響應了一把，其他省部級

官員都沒有響應。這現象確實耐

人尋味，這背後可能還在醞釀著

甚麼事情。只不過現在還在各種

暗箱運作，我們暫時還沒法判

斷究竟如何，只是看到了些預

象。」

章立凡表示：「上次講『擁

戴核心』的時候，也出現過類似

場景。全國大概 30 來個省市，

可能一半表了態，另一半沒有表

態。最後到了全會上，還是把這

『核心』給立住了。這一次到底

會如何？目前形勢還不明朗。」

章立凡說，目前體制內各派

系可能還在觀望。現在北戴河會

議還沒有開，領導人也還在非洲

訪問。現在大家就在看各方的力

量對比。不過那些不同的聲音都

還未發展到能公開挑戰的程度。

《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

也猜測說：「目前黨內的分裂程

度是習上臺以來從未有過的。」

胡平說，中共的體制決定其

黑箱作業的特色，如果我們從外

邊就能明白無誤地看到中共內部

的鬥爭，那這種內鬥八成早就結

束了。

正在進行的過程中，我們從

外面不可能看得多清楚。但是，

鬥爭的雙方多少會顯出一些蛛絲

馬跡，各自也會多少藉助各種方

式間接地對外表達。這種表達也

是內鬥的方式之一。

高層分裂現端倪

外界留意到，在 7 月以來

中南海有勢力威脅習權威傳聞四

起，以栗戰書為首的習的人馬發

起「習近平保衛戰」，強調維護

習核心「一錘定音、定於一尊」

的權威之際，最大黨媒《人民日

報》同期連發詭異文章唱反調。

7 月 20 日，中共《人民日

報》刊發一篇奇怪的文章，題目

是「人民日報人民論壇：聞過則

喜是一種境界」，文章引用毛澤

東的話稱要官員「修練挨批評基

本功」。

另外，16 日，《人民日報》

也曾發表一篇題為〈做一股『清

流』〉的評論文章，抬出中共已

故兩元老彭德懷、張愛萍作為敢

於「犯上」的「典範」。因為彭

以犯上罵毛著稱，而張當年曾批

鄧小平允許軍隊經商。

這兩篇文章之所以敏感，是

因為近期中南海正處多事之秋。

北京「政變」、元老「逼宮」傳

言紛紛；主管文宣的王滬寧和負

責中、美貿易談判的劉鶴蹊蹺隱

身。北戴河會議將開，據稱議題

包括談「集體領導」，與習近平

集權方向大異。

原中共黨校校刊副編審鄧聿

文在 BBC 中文網撰文表示，黨

國要員和退休元老們在北戴河會

議上就此爭吵恐怕是免不了的。

相對以往，今年的北戴河會議將

會清楚地表明黨內高層的裂痕。

【看中國記者李文隆

綜合報導】習家軍成員之一 
、中共江西省委書記、省長

劉奇7月23日在省委常委會
議上表態，要堅決維護習近

平「定於一尊」的權威。這

是繼栗戰書等習親信喊出

「定於一尊」後，首次有中

共地方省級官員跟進。有分

析認為，這暴露了中共黨內

的分裂。

北戴河會議前，習近平親信喊出「定於一尊」，中共高官幾無呼應。（Getty Images）

老兵抗爭頻繁爆發  北京八一全力防範

鎮江事件影響大

在歷經今年 6 月江蘇鎮江

老兵大規模集結抗爭之後，中

共官媒 7 月 20 日報導，退役

軍人事務部、軍委政工部日前

聯合發出通知，要求各地要在

節前就展開各項座談會、慰問

等，做好退伍軍人的安置及扶

植就業工作。

據法廣報導，中國今年爆

發兩次大規模的老兵集結抗

爭，一是河南老兵、二是鎮江

老兵，尤其是鎮江老兵抗爭，

更引來中國各省的退伍老兵馳

援，其動員能量之大，震驚中

南海。

今年 6 月下旬，中國各地

數千名退役老兵曾持續數天，在

鎮江市政府前廣場維權，聲援早

些時候被疑似地方官員唆使的黑

社會成員打傷的維權老兵。期

間，數千名老兵與鎮江當地軍警

發生武力對峙。

傳聞有數百名老兵被警察打

傷，另有 3 名老兵證實被打死 ，
還有不少老兵被抓捕。當時鎮

江老兵維權事件的大量錄像、圖

片、文字在社交網絡、海外媒體

廣泛流傳。中共當局暴力鎮壓之

後，又出動各方力量，並用威逼

利誘等手段，才勉強把一場可能

發展為更嚴重的維權事件平息下

去。之後全國各地老兵聲援鎮江

老兵維權遭當局極力阻止，但各

地老兵繼續抗爭的勢頭並沒有減

弱。

「一點問題都沒解決」

據希望之聲 7 月 22 日報

導，7 月 17 日，山西省軍轉志

願兵士官去山西省民政廳維權，

相關視頻在網上流傳。這些退役

軍人頭帶鋼盔和備置鐵製折疊板

凳，舉著山西退役軍人標誌的旗

子走上街頭。

同天下午 2 點左右，另有

40-50 名重慶軍轉士兵、士官在

重慶市民陣局門口集合，要求民

政局解決老兵安置問題，並請全

國戰友給予他們關注。

一重慶參加上訪的老兵表

示，當天退伍老兵中只有參加

越戰立功的 5 人獲得民政局接

談。

「我只能告訴你，一點問題

都沒有給我們解決。我們今後還

要找他們。」

這位老兵反映，退伍後，每

個月的生活費及其他一些待遇都

拿不到。「我們每個月生活費，

現在 60 幾歲的老戰友，他們就

595 塊錢一個月，但是按照我們

那邊按照國家政策，八一、春

節，有過節費的，幾十年來我們

從來沒有得到一分錢！」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近兩

個月來，中國河北、山西、湖

南、河南、江蘇、重慶、江蘇、

山東各地連續發生多起老兵抗爭

維權事件。只是規模不如之前的

鎮江老兵維權事件。

近期各地老兵紛紛起來維

權，中共對這一事件高度敏感和

恐懼。據報導，中共退役軍人

工作經驗交流會於 6 月 30 日、

7 月 1 日在河北省召開。會議總

結交流河北等地做法，研究部署

進一步對退役軍人的維穩工作。

軍隊是中共倚重的槍桿子，但大量退伍軍人卻被無視，長期處於生
活困苦的窘境，各地大規模老兵維權事件頻發。 
（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

綜合報導】中共八一「建軍

節」將到，北京當局擔憂退

伍老兵再度大規模集結維

權，已經下令各地做好退伍

老兵安置、扶植就業工作，

嚴防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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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貧富差距正在擴大

12 歲的鄉村女娃馬百娟是

甘肅白銀市會寧縣人，她就讀的

小學叫「甘肅省會寧縣頭寨子鎮

野鵲溝小學」，這個「學校」只

有 2 位老師和 5 名學生。這裡

的課堂很小，只有一塊黑板，灰

色牆上掛著視力表和校訓。

夾雜著西北口音的老師，叫

著馬百娟的名字，「馬百娟，你

來讀一下。」馬百娟則用稚嫩的

聲音，朗讀著〈我的家鄉真好〉。

當然，馬百娟不會去質疑書中的

內容，但是那裡描繪的家鄉，與

野鵲溝截然不同。和許多農村孩

子一樣，馬百娟很小就要學著照

顧自己，從井裡打水，自己做

「早餐」，幫助家裡做農活。這

裡的早餐，就是將冰冷的饃饃掰

碎，然後放入一碗水中，待饃饃

泡軟後，把它吃下。放學後，馬

百娟要馬上趕回家幫父母餵豬、

做飯，並和父母一起收糜穀。馬

百娟的夢想是去北京上大學。然

而，馬百娟的父母並不支持她。

2014 年，17 歲的她和表哥結婚

了。這樣的結局，對於未成年的

她來說，不知是好還是壞？

大城市少女袁晗寒則生活在

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中。她

出生在北京，家境優越，從小就

學習鋼琴、舞蹈、美術等課程；

上最好的幼兒園、最好的初中、

最好的高中，直至進入中央美術

學校附中。

不過，17 歲的她，進入央

美附中後，又選擇退學。退學

後，袁晗寒經常在北京四處閒

逛，後來在南鑼鼓巷一眼看中一

家鋪面，家人就毫不猶豫的花了

2 萬塊，將這家店面租下。之

後，袁晗寒在那裡經營起酒吧。

沒多久，酒吧就倒閉了。 2012
年袁晗寒前往德國杜塞爾多夫攻

讀藝術碩士學位。 2015 年，她

從德國歸國，先是在上海余德耀

美術館實習，後來開設了一家藝

術投資公司，擔任公司 CEO。

事實上，像馬百娟和袁晗寒

這樣的案例，在中國大陸社會可

以說是普遍現象。中國的貧富差

距正在以驚人的速度擴大，並形

成了「一個中國，兩個世界」的

落差。

《日報經濟新聞》報導，中

國的貧富差距再次擴大。作為

收入差距代表性指標的「基尼

係數」，連續 2 年出現小幅上

漲。富裕階層收入大幅增加，中

階層增長緩慢。英國廣播公司

（BBC）2016 年報導，近 30 年

來，中國大陸居民收入基尼係數

從 80 年代初的 0.3 上升到 0.45
以上。超出 0.4 的警戒線。以教

育為例，「只要努力就一定能考

上大學」，這樣勵志的話正在失

去說服力。因為教育這項重要的

公共服務，存在巨大的城鄉差

距。

全球最長壽地區 
香港蟬聯第一

【看中國訊】根據日本厚生

勞動省發布的《2017 年度全球

平均壽命報告》，香港再度蟬聯

全球男女最長壽的地區。香港女

性平均壽命 87.66 歲，男性平均

壽命為 81.7 歲。

日本女性位居第二，平均

壽命為 87.26 歲，她們本來在

1985 年至 2010 年間，一直高

居全球最長壽榜首，2011 年因

311 海嘯一度遭香港追過，雖然

2012 年追回，但到 2015 年正

式被香港超越迄今。

【看中國訊】臺灣新北市中

和區日前傳出工廠火警，消防員

在高溫中鏖戰 5 小時之際，13
歲的陳威丞推著車，給汗如雨下

的消防哥哥、姊姊們送來愛心冷

飲解渴。這箱冷飲是他用午餐錢

和全家便利商店的一位店員姊姊

合資購買的。陳威丞說他當時在

自強國中旁的全家超商幫忙，聽

到大批消防車鳴警鈴，他跑到現

場，眼見消防員揮汗滅火，就想

為他們做些甚麼。他的善行被民

眾拍下流傳。陳威丞就讀於新北

市自強國中八年級。

【看中國訊】美國天才兒童

梅 里 斯（William Maillis） 年

僅 11 歲，但已取得佛羅里達州

聖彼得堡大學副文學士學位證

書。梅里斯 2016 年 9 歲時高中

畢業，進入大學就讀。他的父

母說他學習「進展快速」，2 歲

前已會簡單的數學，4 歲前就學

了代數。 8 月起他將在南佛羅

里達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繼續他的學業。

【看中國記者黎紫曦

綜合報導】中國大陸導演鄭

瓊花了6年時間，製作了一部
關於農村女娃和都市少女的

生活紀錄片《出路》，展示了

中國大陸的兩個不同世界。

13歲熱心少年 
送冷飲給消防員

佛州天才兒童 
11歲拿大學文憑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報導】

與美國「常青籐聯盟」名校相

比，美國西點軍校等聯邦軍事院

校的國際學生招生條件更為嚴

格。一旦入選，這些軍事院校不

但免學費，而且還為你付錢攻讀

學位。

美國之音報導，美國聯邦軍

事院校均是由美國聯邦政府撥款

資助，院校學生經過軍事訓練畢

業之後成為軍官，進入美國軍隊

服役。通常美國聯邦軍事院校畢

業生必須在他們所屬的軍種服役

5 年，國際留學生則是回其原籍

國家軍隊服役。據悉，美國著名

西點軍校一名學生的教育成本

每年約為 5.6 萬美元。這些軍事

院校國際學生的名額上限是 60
人，國務院與國防部每年選擇合

適的國際學生來源國，今年大約

有 100 多個國家。

據西點軍校招生主任黛博

拉．麥克唐納說，國際學生與美

國學生招生最大的區別是，國際

學生需要由他們國家相當或類似

美國國務院的政府部門提名，他

們由原籍國家提名，這和招收美

國公民的過程不一樣。而美國學

生必須爭取居住地的國會眾議

院、參議員或美國副總統的提

名。

此外，美國聯邦軍事院校的

申請學生在入學前年齡必須超過

17 歲，不能大於 22 歲，已婚、

懷孕或需要承擔撫養孩子責任的

申請者不予考慮。國際學生被錄

取前需要參加托福考試和 SAT
考試，其中 SAT 需要拿到高於

平均分的成績。商船學院平均

分最高，達到 1600 分，海軍學

院平均分是 1400 分，西點軍校

為 1340 分，海岸警衛隊學院是

1320 分。

除了西點軍校外，今年海軍

學院 2022 屆招收了來自歐洲、

亞洲和非洲學生 14 人，空軍學

院會招收 15 名國際學生，商船

學院的國際學生名額有 3 人。

新生第一年每月會收到 900 多

美元，一部分進入他們個人帳

戶，其餘部分進入另外一個帳

戶，用以支付制服、書本、一台

電腦和活動費用開支。

【看中國訊】近日，美國紐約

衛生部門宣布全面禁售添加活性

炭的「黑色食品」，並要求召回

餐廳的活性炭原料。然而，標榜

「天然活性炭美顏」的黑色冰激

凌卻在中國國內繼續流行，成為

眾多社交媒體上的網紅食品。

據《每日郵報》報導，今年 6
月，美國紐約市健康與心理衛生

局宣布，禁止在食品和飲料中添

加活性炭，並在食品行業展開召

回。紐約市開始禁售日益流行的

黑色冰淇淋。由於此種冰激凌添

加的相關成分可能導致食用者便

秘，並影響藥物效果。

資料顯示，活性炭是由骨

炭、椰子殼、鋸末和煤製成的黑

色粉末。活性炭是一種吸附劑，

可以從腸胃中吸出毒素，也可以

吸收藥物，其中就包括避孕藥。

紐約市禁止活性炭用於食品

後，曼哈頓的一家「網紅」冰激

凌店丟棄了價值 3000 美元的活

性炭，衛生官員還從一家咖啡館

沒收了大量活性炭。

不過在中國，隨著越來越多

的網紅在社交媒體上晒出各式黑

色食品，添加活性炭的食品成為

新潮流。其中一款黑色冰激凌在

全國各地的甜品店都有銷售。如

北京三里屯一家日式甜品店就有

銷售黑色冰激凌，一支價格為 22
元人民幣。但店員介紹此種冰

激凌為黑色是因為添加了食用竹

炭，可放心食用。

另外，北京的各大便利店還

有一款名為「椰子灰」的黑色冰

激凌。有大陸記者採訪了江西一

食品有限公司，「椰子灰」冰激

凌的業務經理介紹稱，該產品添

加了一種名為植物炭黑的食品添

加劑，並非活性炭。然而，商家

的宣傳卻強調冰激凌添加天然活

性炭，並且有益健康。如某官網

上的推廣文寫道：「椰殼活性炭

經過提煉加工而成的椰子灰，濃

郁的椰子飄香和暗黑、低調的外

型，帶來十足的視覺衝突。」還

標出「排除毒素，有助消化，輕

鬆吃出健康來」的介紹。

據報導，根據中國國家標

準，竹炭根本不屬於食品添加劑。

西點軍校國際生招收嚴格 網紅美食美禁售 中國搶斷貨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

報導】在北京大學任教的美

國教授克里斯托弗．鮑爾丁

（Christopher Balding）， 因 批

評中共的審查制度而失去教職，

被迫離開中國。

綜合路透社等媒體報導，過

去 9 年在位於深圳的北京大學

匯豐商學院擔任副教授的克里斯

托弗．鮑爾丁日前在社交媒體發

文表示，該學院去年 11 月就通

知他，將不會續簽他的合同。他

說，學院給出了「官方」理由，

但是他明白他未被續聘的實際理

由。他表示，不會不瞭解在中共

之下謀職的風險。

鮑爾丁表示，作為外教，

只要他避免談及臺灣、天安門、

西藏和共產黨，基本上還是安全

的。他說，他曾希望在中共找到

一個教職，但實際上已經不可能。

他說：「中國已經到了一個

地步，讓我覺得即使是以教授身

分討論經濟、商業和金融市場都

不安全。」他表示，與其等到別

人把你遣送出境，不如自己離

開。

鮑爾丁一直是中國經濟和貿

易政策，以及他所看到的日益增

加的官方監控和審查的批評者。

他曾成功地遊說劍橋大學出版社

解除對有關中國研究學術文章的

審查封鎖。

去年 8 月和 11 月間，英國

劍橋大學出版社及德國施普林格

自然集團（Springer Nature）應

中共當局要求，分別禁止中國大

陸境內讀者閱讀數百篇和千餘篇

「敏感」文章，這些文章多與天

安門、臺灣、西藏等議題有關。

當時有美國學者在公益請願

平臺 change.org 上發起請願，

要求學術刊物編輯不審查在中國

的出版內容，否則拒絕提供學術

界同儕審查的服務。鮑爾丁參與

了聯署。鮑爾丁也是彭博新聞的

專欄作家，常對中國的經貿措施

提出批評。

【看中國訊】谷歌（Google）
兩年多來有一群工程師秘密研

發新軟件，希望最終能取代手

機作業系統 Android（安卓）。

Android 日前遭歐洲聯盟以反壟

斷為由重罰。

根據中央社援引彭博報導，

谷歌的新研發計畫 Fuchsia 是從

零開始，希望在更多個人裝置和

各式小巧裝置連線上網的情況

下，能克服 Android 的限制。

在設計上要比較能適應語音互動

及頻繁的安全性更新，並讓各種

裝置都能使用，自電腦到小型可

上網的感應器等。

谷歌執行長皮查伊（Sundar 
Pichai）為公司設定的方向是，

可提供給各地消費者使用的人工

智慧服務。

熟 悉 內 情 人 士 指 出，

Fuchsia 團隊成員討論的計畫

是：創立能在谷歌旗下所有裝

置運作的單一作業系統，例如：

Pixel 電話及智慧喇叭，以及目

前倚賴 Android 和 Chrome OS
的所有第三方裝置。據指出，

研發工程師說，他們要在 3 年

內，將 Fuchsia 內建在可連上

網的家庭裝置，例如：語音控

制的喇叭，接著是電腦等較大

型機器。最終目標，研發團隊

希望可在未來 5 年內，用新系

統替換掉 Android。Android 目

前驅動全世界 3/4 的智慧手機。

Android目前受監管機構檢視，

引起法務糾紛，意味著任何更

動都將受密切關注。歐洲監管

單位日前對谷歌利用 Android
擴散服務，裁處 50 億美元反壟

斷罰金。

敢言美國教授未獲北大續聘 谷歌研發新手機作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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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對金融之爭喊停

欲解兩大金融部門之爭

7 月 23 日，中國國務院總

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

議，表示積極財政政策要更加積

極，穩健貨幣政策要鬆緊適度，

堅持不搞大水漫灌式強刺激。

李對財政政策要求：確保全

年減輕市場主體稅負擔 1.1 萬億

元 ( 人民幣，下同 ) 的基礎上，

將科技型中小企業研發費用按

75% 加計扣除的政策擴大至所

有企業。初步測算全年可減稅

650 億元，對已確定的先進製造

業、現代服務業等增值稅留抵退

稅返還的 1130 億元，在 9 月底

前要基本完成。加快今年 1.35
萬億元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發行，

推動早見成效。李對貨幣政策要

求：保持適度社會融資規模和流

動性合理充裕，疏通貨幣信貸政

策傳導機制，把支持小微企業再

貸款，小微企業貸款利息免徵增

值稅等政策落實到位，引導金融

機構運用降準資金支持小微企業

發展等。

近期央行官員指責財政政

策不積極，隨後財政官員的文

章〈財政政策為誰積極？如何積

極？〉對央行官員的指責進行了

回應。李克強在國務院常務會議

的表態似乎要「一錘定音」，化

解這兩大金融部門之爭。

中國央行和財政部之爭

7 月 15 日，中國央行研究

局局長徐忠撰文認為，當前中國

經濟中的主要問題是結構性和體

制性的，財政政策的結構性特徵

比較明顯，有發揮作用的很大空

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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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財政要發揮逆週期的

宏觀調控作用……財政政策近年

來做了很多努力，財政部的同

事經常加班、加點，財金 23 號

文、〈關於完善國有金融資本管

理的指導意見〉從文件本身來看 
寫得都挺好，但是近期市場上對

財政政策的詬病也比較多。」

徐忠的文章不但直言財政部

的政策不積極，並且指責「中國

的財政透明度很不夠，信息披露

大而化之，缺少公眾監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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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 7 月 16 日報導，有財政

官員發文表示，央行究局局長徐

忠博士發表專欄文章，稱積極財

政政策不夠積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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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財政官員的文章更是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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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

合報導】7月23日，中國國務
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

務院常務會議，要求財政金

融政策協同發力，積極的財

政政策要更積極。日前，中

國央行官員發文指責財政

政策不積極，財政官員也發

文予以反擊，央行與財政部

由此爭論了起來。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綜合報

導】斯里蘭卡：中國為斯里蘭卡

提供 2 億 5300 萬美元資金協助

建造機場，並在赫班托達港投資

15 億美元搞建設。令斯里蘭卡

積欠中國數十億美元的債務，只

能用赫班托達港 99 年的承租權

以換取中國免除 11 億債務，中

國成功在印度洋拿下控制點。

巴基斯坦：中國在巴基斯坦

投資基建總金額高達 620 億美

元，指標性項目拉合爾捷運橘

線工程總經費 20 億美元，令巴

成為背負中國巨額債務的國家

之一，可能須向國際貨幣基金

（IMF）求援。

馬爾地夫：馬爾地夫接受中

國援助興建部分關鍵基礎設施，

亦是債臺高築，未來或以馬爾地

夫資產償債。

馬來西亞：擬推翻多個建設

項目，包括價值 140 億美元，

已經動工的東海岸鐵路，並取消

中國公司承建的吉隆坡至新加坡

的新隆高鐵計畫。

尼泊爾：一帶一路主要結盟

國家，已取消兩個與中國企業合

作開發協議，改全球招標。

泰國：泰中鐵路目前工程進

度延宕，全長 253 公里的第一

期工程原預計 2021 年通車，但

到 2018 年 3 月底僅完成 3.5 公

里的路基工程。

印尼：被視為一帶一路在印

尼的指標，連接雅加達與萬隆的

高速鐵路，原本將於 2019 年完

工，因徵地、資金等問題延期。

菲律賓：中菲簽署的基礎設

施等多項合作仍是空中畫餅。

一帶一路在這些
國家究竟進展如何？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

導】上週美元指數突然下墜，因

為美國總統川普表示，非常擔心

「美聯儲加息的時機不對，日本

央行和歐央行仍然實行寬鬆的

貨幣政策，美元走強會讓美國處

於劣勢地位。」

隨後，川普又在推特中稱，

美國在加息，美元也變得越來越

強；強勢美元帶走了美國的貿易

競爭力。自上任以來，川普的心

理一直在強美元和弱美元之間

搖擺。那麼，川普對美元的心理

「價位」究竟是多少呢？

川普公開承認，他對美聯儲

加息的評論很不同尋常，因為這

涉及到美聯儲的獨立性，但是川

普說：「我只是說了作為一個美

國普通公民也會說的話。可能有

些人會說，但你當了總統，就不

該這樣說了。我根本不在乎他們

怎麼說，因為我的觀點並沒有

因此改變。」他還表示，很不喜

歡政府在做了很多工作發展經濟

的時候，利率卻提升了。由此可

見，他不喜歡強美元的理由，是

強美元阻礙經濟擴張。

川普曾公開抨擊美聯儲的低

利率政策，不利於美國經濟的良

好運行，使得美國甚至全球資產

形成大泡沫。當時，美國財政部

數據顯示，以中、日、法為首的

央行共賣出了 1920 億美元的美

國國債，較 2015 年同期暴增逾

130%，創下 1987 年以來新高

紀錄。低利率背景下，美元是否

能維持其信用是國際社會的一大

困擾。而加息是打消這種疑慮的

最佳途徑。

2017 年 2 月，川普對媒體

表示，「強美元很要命」，讓美

國的商品在國際貿易中失去競爭

力。到了2018 年初，川普表示，

「美元正變得越來越強，最終，

我希望看到強勁的美元」。但 7
月中旬，川普批評強美元。

總結川普公開言論和彼時

的背景來看，川普對美元並不

是在「強」、「弱」之間二選一，

而是根據情況取一個理想值。

經濟擴張是川普的首要目標，

維持美元信用，保持美國國債

的投資吸引力也是一個重要方

面，川普政府需要在債務償還

成本、保持美國國債的投資吸

引力和維持國際投資者對美元

的信心之間尋找平衡。但是一

旦美元走勢阻礙了他的目標，

市場就會聽到他批評或支持的

言論。

【看中國訊】北京方面 7 月

23 日表示，人民幣貶值是由市

場供需決定，而不是政府通過貨

幣競爭性貶值刺激出口。此前華

盛頓表示中國在美中貿易戰之中

操縱人民幣匯率。

7 月 23 日，美元對人民幣

等主要貨幣匯率止升轉跌，再次

改變中美貿易戰雙方戰力，貿易

戰轉為貨幣戰的說法也開始傳

開。經濟學家懷疑，中國公有銀

行可能會藉由買賣貨幣來操作

匯率。「人民幣較不值錢的話，

可以抵消一些中美貿易戰的影

響」。

近期，人民幣對美元連續 7
日走低，直至 20 日，人民幣對

美元中間價下調 605 個基點，

報 6.7671。在岸人民幣兌美元

一度跌破 6.81 關口，離岸人民

幣兌美元亦跌破 6.83 關口，雙

雙創出近期新低。

20 日，美國財政部長姆努

欽對路透社說，美國財政部將

密切監控人民幣走弱的勢頭，

並將結論納入財政部半年度貨

幣操縱報告。姆努欽的評論是

川普 2017 年就任後，首次有政

府官員談論將中國定為貨幣操

縱國。

人民幣與第一季度末相

比跌幅超過7%
美國 7 月開始對價值 340

億美元的中國產品加徵關稅。美

國總統川普還表示，如果中國

採取報復行動，美國將對另外

2000 億美元的中國產品加徵關

稅。人民幣匯率最近走低令一些

分析人士猜測，這是不是中國在

同美國的貿易戰中應對高關稅的

對策。

（轉載自美國之音，限於版

面，有刪節）

川普對美元的心理價位在哪？ 疑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 
斷崖式下跌引美國關注

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對央行和財政部 下命令。（Lintao Zhang/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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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因國安風險加強審查 
中企併購將受到衝擊

川普警告伊朗停止威脅美國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綜合報

導】自從美國退出 2015 年達成的

伊朗核協議及重啟嚴厲經濟制裁

之後，兩國關係惡化。川普總統

發表公開信，警告伊朗總統魯哈

尼停止威脅美國的言論，否則伊

朗將承受歷史後果。美國國務卿

蓬佩奧也發表強對伊朗硬態度的

公開講話。

美東時間 7 月 22 日晚上 8
時 24 分，美國總統川普在個人

推特上發表了給伊朗總統魯哈尼

的公開信。他寫道：「致伊朗總

統魯哈尼：永遠、永遠不要再威

脅美國，否則你將承擔少有的歷

史後果。我們不再是一個繼續支

持你那個充斥暴力和死亡言論的

國家。小心點！」

據美國福克斯新聞 7 月 23
日報導，之前，伊朗總統魯哈尼

向川普總統發出警告，稱敵對政

策可能導致與伊朗發生戰爭的

【看中國訊】據美國之音報

導，英國於 24日也加入了一些西

方國家的行列，以國家安全為由

加強審查所有可能對英國家安全

構成風險的外企併購交易。雖然

英國政府表示這項提案並不針對

任何特定國家，但是，分析人士

指出，考慮到中國在英國的投資

規模以及中國對英國高科技領域

的併購興趣，這個決定將會影響

到中國的投資者。

英國政府公布了一項提案，

根據這項提議，政府可以干預

任何外資股份超過 25% 的併購

案。該提案還明確指出，先進科

技和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將

會屬於國家安全的審查範疇。這

將是 20 年來英國對併購規定做

出的最大的調整。

雖然英國政府表示，新規定

並不針對任何一個特定的國家，

但是分析人士指出，鑒於中國在

英國的投資規模和方向，新規定

不可避免將會影響到中國企業。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CNN）

的報導援引華盛頓 White&Case
律師事務所合夥人馬克．以色列

（Marc Israel）的話說：「中國

人是大的投資者，而且他們在一

定的領域尋找投資計畫，很多是

在技術領域的。所以，雖然這個

規定並不是針對中國的，但是會

對中國投資者造成影響。」

根據英國數據公司 Deal-
ogic 公司的數據，2017 年，中

國在英國至少投資了 210 億美

元，購買 36 家英國企業。今年

以來，已經有 24 個涉及中資的

併購案，涉資總額至少是 40 億

美元。

「戰爭之母」。魯哈尼發出警告

川普，停止「玩弄獅子尾巴」和

威脅伊朗，「否則你會後悔的」。

美國政府已經在今年 5 月

退出了由美國、中國、俄羅

斯、英國、法國、德國與伊朗

在 2015 年達成的核協議。該

協議目的是限制伊朗發展核武

器，以此換取國際社會解除對

伊朗的制裁。

川普總統建議伊朗領導人給

他打電話，進行核協議談判，但

伊朗拒絕談判。

美國之音報導稱，伊朗官方

媒體沒有理會川普總統的推文，

只是說推文內容是對伊朗總統魯

哈尼的一個「被動反應」。

7 月 23 日，伊朗政府對兩

國領導人之間的隔空言論交鋒發

表評論，擔憂美國對伊朗實施更

加嚴厲的制裁措施之後，會傷害

脆弱的經濟；但未提及美國與伊

朗之間是否會升級到軍事衝突。

7 月 22 日，美國國務卿蓬

佩奧在加州里根總統圖書館發表

了講話。他說，美國政府不會對

伊朗政府罄竹難書的罪行保持沉

默，而且伊朗政府高層統治者揮

霍人民財富，以此支持恐怖主

義，並向其他國家輸出伊斯蘭革

命，如今伊朗政府已經成為伊朗

人民的噩夢。

蓬佩奧說：「從他們的大量

財富來看，他們似乎更在乎財富

而不是宗教。這些虛偽的『聖人

們』以各種陰謀詭計成為世界上

一些最富有的人，但他們的人民

卻遭受痛苦。」蓬佩奧稱，只有

伊朗統治菁英們從「紅火」的經

濟中受益，阿亞圖拉們（伊朗

最高宗教領袖）和政府高層領

導人中飽私囊的款項高達數十億

美元，而在伊朗有三分之一的民

眾生活處於貧困之中。

擊落跨界戰機  以敘衝突升級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

萬厚德綜合報導】以色列軍

方發表聲明稱，以色列軍隊

在戈蘭高地區域擊落一架跨

界侵入領空的敘利亞戰機。

這次罕見擊落戰機事件可能

會觸發兩國緊張局勢，也讓

進行中的敘利亞人道救援

組織撤離行動更加艱困。

敘入侵戰機 
遭愛國者擊落

美國福克斯新聞 7 月 24 日

報導，以色列軍方在新聞發布會

上宣稱，7 月 24 日，敘利亞蘇

霍伊戰機（Sukhoi fighter jet）
在飛越戈蘭高地時，跨界侵入以

色列領空，隨後被擊落。根據以

色列國防軍的說法，敘利亞戰機

進入以色列領空後飛行了約 1.2
英里（約為 1.93 公里）後，被

以色列的愛國者導彈擊落。

喬 納 森 • 康 利 庫 斯

（Jonathan Conricus）中校在新

聞發布會上說，以色列軍方已經

發出多次警告以防止任何人侵犯

其領空，這架跨界的敘利亞蘇霍

伊戰機最終在敘利亞境內戈蘭高

地南部墜毀。

以色列軍方發表一篇推文

稱：「自 從 今 日（7 月 24 日）

上午開始，敘利亞內戰和敘利亞

空軍軍事行動有所增加。以色列

國防軍處於高度警戒狀態，將繼

續對抗違反 1974 年簽定的停火

緩衝區協議的行動。」

自 1985 年以來，這是以色

列軍隊第二次擊落俄羅斯製造的

敘利亞跨界噴氣式戰機。上一次

是在 2014 年 9 月 23 日，當時

以色列也是擊落了一架敘利亞進

入以色列領空的蘇霍伊戰機。但

是在今年 2 月 10 日，敘利亞防

空導彈則是擊落了一架正在執行

轟炸伊朗駐敘利亞軍事基地的以

色列 F16 戰鬥機，以報復以色

列向一架進入以色列領空的伊朗

無人機開火。

伊朗染指                    
戈蘭高地局勢緊繃

分析指出，以敘邊境近日來

的緊張局勢源自於伊朗在川普退

出核協議後對中東軍事挑釁行動

的升級。

英 國      《衛 報》（The 
Guardian）報導稱，今年 6 月

中旬以來，在俄羅斯支持下，敘

利亞政府軍一直在戈蘭高地附近

進行致命的軍事轟炸行動。而伊

朗革命衛隊則順勢於伊拉克境內

清剿 IS 戰役後，在阿賽德點頭

下進駐敘利亞，對以色列造成嚴

重威脅，也讓戈蘭高地緊張局勢

再度升高。

伊朗革命衛隊於今年 5 月

在敘利亞向以色列戈蘭高地軍事

基地發射了 20 枚火箭彈，以色

列隨即對敘利亞境內十幾處伊朗

精銳部隊的軍事武器庫、後勤設

施和情報中心等目標發動了攻

擊，這也是以軍數十年來對敘利

亞境內軍事目標最大規模的軍事

打擊行動。以色列軍方也首次直

接公開譴責伊朗向以色列開火。

在該次的空襲軍事行動

中，以色列成功地摧毀了 5 個

敘利亞防空系統設施，也同

時還襲擊了位於敘利亞戈蘭

高地邊界地區附近的真主黨

（Hezbollah）和伊朗支持的武

裝力量，這些組織曾多次向以

色列發射火箭。這是自 1974 年

5 月以色列與敘利亞簽署「停火

緩衝區協議」以來，以色列發動

的最大規模的軍事行動。

7 月 23 日，以色列總理內

塔尼亞胡在耶路撒冷會見了俄羅

斯外長拉夫羅夫，要求俄羅斯保

證伊朗不會在敘利亞，尤其是以

色列附近建立軍事基地。

敘人道組織受威脅             
以國即刻救援

就在本次衝突前三天，以色

列才從戈蘭高地附近協助生命飽

受阿賽德政權威脅的 800 名敘

利亞民間組織「白頭盔」（White 
Helmets）成員及其家人，連夜

從敘利亞西南部撤離到約旦。

被暱稱為「白頭盔」的敘利

亞民防救援人員網絡組織，成立

於 2013 年，接受來自英國、德

國和美國等國家的資助。他們在

敘利亞戰爭地區擔負起民間的救

援任務，多年內戰以來在空襲、

炮轟和爆炸後拯救數以十萬計的

性命。

秘密的撤離任務於 21 日晚

間 9 點展開。白頭盔成員與家

屬從戈蘭高地附近的奎乃蒂拉省

（Quneitra）撤離到以色列邊境。

之後在以色列警方以及聯合國部

隊的護送下，乘坐巴士抵達約旦

邊境。

約旦表示，因為美、加與歐

洲國家同意全數接受這些撤離的

人員，因此同意成為這次撤離行

動的人道轉運站，但為期不會超

過 3 個月。

不過由於敘利亞當地局勢險

惡，仍然有 300 多人因此而無

法抵達邊境，仍然滯留在敘利

亞，等候第二波的撤離行動。

據熟悉阿賽德當局收復西南

地區計畫的官員表示，白頭盔成

員很可能會成為敘利亞政府軍的

目標。

以色列國防軍（IDF）表

示，之所以會接受美國、加拿大

和歐洲國家的請求執行此次人道

救援，是因為這些民眾生命正面

臨迫切的威脅。但他們強調無意

干預敘利亞的戰爭。

分析指出，這次以敘跨界軍

事衝突，可能讓第二次的撤離行

動更加困難，也讓這些早已成為

阿賽德眼中釘的人道救援組織更

深陷困境。

以國軍方加強位於戈蘭高地東北以敘停火線的本塔爾山占領區的警戒任務。(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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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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減重5公斤 
顯瘦穿搭技巧

露出下手腕

嘗試將袖子挽高一

點點，讓下手臂有纖細

的視覺效果，看起來腰

部也變得比較窄。

衣服塞進褲或裙

長一點的衣服其實

並沒有辦法讓您看起來

百分之百變瘦。找適當

尺寸的上衣，並將衣服

塞到褲子或裙子裡去，

腿看起來會更長一點。

腿看起來一長，大腿視

覺上看起來也變細。

裙子的長度

長度介於下腿肚和

腳踝上的裙子容易讓小

腿肚看起來粗，剛好蓋

住膝蓋會是一個適合的

長 度。 如 果 您 個 子 夠

高，到腳踝的位置也很

不 錯， 可 以 將 身 高 拉

長，隨著裙子的長度越

長，所以視覺上會有微

妙的拉長效果。

如 果 使 用 腰 帶 的

話，更可以將腰際線位

置提高。

外套形狀

H 形和 X 形會比 O 形和 A 形更好。因為 H 形的線條利落，可以將人的整體變得

稍微瘦長。O 形，當然從形狀上看就是蠶形或繭形，線條會是柔和圓潤的，但是重心

往下移，無法顯高。X 形可以襯出比較纖細的腰線；而 A 形一樣是重心往下走，看起

來會比較矮一點。

此外，服裝的材質、圖案、顏色往往也影響視覺效果，雖然程度不同，但還是或

多或少的影響著穿搭的修長、顯瘦度。

將上衣服塞到

裙子裡，在視

覺上腿更長。

將袖子挽高一點

點，下手臂有纖

細的視覺效果。

裙子若剛好蓋住

膝蓋會是個適合

的長度。

您也曾經被身上多餘的贅肉困

擾嗎？減肥、瘦身當然是一個很好

的方法，但是換季的時間也許很短

暫，減肥不一定迅速有效果，這時

利用衣服的選擇與穿搭，可有效的

創造稍微纖細的視覺感。

A型 重心往下走，看

起來較矮一點。 H型 線條利落，可拉

長人整體比例。

X型 可以襯出比較纖

細的腰線。 O型 線條柔和但重心

下移，無法顯高。

文 / 郭潔 圖 / Fotolia

視覺平衡 
上半身寬、壯，只

要與下半身做到平衡就

好。上半身盡量選擇合

身不緊身，下半身反倒

可以多運用寬褲、寬鬆

褲裙、寬版 A 字裙等作

搭配。

反之，梨形身材的

肩膀要比下身窄，只要

能做到肩膀寬度接近下

半身的寬度，就可以平

衡出「沙漏型身材」。

泡泡袖的上衣配上

比較窄身的裙子，或是

喇叭袖上衣配 A 字裙，

另外一字領也有放大肩

寬的功能。寬鬆的 T 恤

襯衫搭配窄褲或是稍微

合身的背心裙外套上寬

鬆短開衫等。梨形身材

的人，顯露出腰線就絕

對沒問題！

襪子的長度 

中等長度的襪子會

悄悄地把你變矮。因為

小腿被分割出上下兩

截，看起來更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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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枚的〈百子圖〉局部

〈傀儡嬰戲圖〉南宋 劉松年

【看中國訊】「嬰戲」是中國畫

的一個重要題材，從唐宋到元明

清，孩童們的可愛淘氣、天真爛漫

無不是畫家筆端的靈感。嬰戲花、

嬰戲球、嬰戲水、盪船、釣魚、放

爆竹、蹴鞠、放風箏、捉迷藏、對

弈、習武、攀枝娃娃、蓮生貴子、

喜報多子、庭院嬰戲、郊外嬰戲、

傀儡戲、嬰孩讀書、十六子、百

子、五子登科等情境，被一代又一

代的畫家所描繪。

我們從蘇漢臣、李嵩、金廷標

等古代畫家的「嬰戲圖」中，解析

並分享孩子們在遊戲、玩耍中的快

樂。

兒童生性活潑好奇，在他們的

眼裡，每樣事物都新奇有趣，都想

要探索、嘗試。而遊戲、玩具不僅

能啟發心智，也能鍛鍊強健的體

魄，是他們用以探索世界的工具。

兒童在嬉戲中，生動活潑的姿態，

專注喜悅的表情，稚拙可愛的模

樣，不只讓人心生憐愛，更能感受

到童稚世界的無憂無慮，是畫家喜

好的題材。

在中國古代，人們常常把表現

孩童的繪畫取名為「嬰戲圖」。畫

面上的兒童或玩耍、或嬉戲、千姿

百態、妙趣橫生，象徵著多子多

福，生活美滿。這些「嬰戲圖」體

現了人們自古至今對孩童的無限關

愛與期望，也表達了人們對美好幸

福生活的無限憧憬和祝願。

早期之「嬰戲」題材多為人物

畫的陪襯角色，唐宋時，「嬰戲」

已經成為很成熟的繪畫題材。而畫

嬰孩又有相當的困難度，不僅要能

畫出他們幼小稚嫩的身形，晶瑩剔

透的膚色，嬌憨天真的神態，而且

在形貌上還需分別年齡的大小，掌

握兒童的純真自然，因此，畫史著

錄中以畫嬰孩見長的畫家並不多

見。唐朝有張萱 ( 八世紀 ) 與周昉

( 八世紀末 )，以精於仕女畫與嬰

戲圖而知名於當時。

宋朝繪畫以寫實為主流，北宋

末年的劉宗道與杜孩兒 ( 十二世紀

初 ) 也因畫嬰戲而名噪一時，可惜

皆無作品流傳。兩宋之際，以蘇漢

臣 (十二世紀 )與李嵩 (1190-1264)
為嬰孩畫的代表性人物，其中又以

蘇漢臣最受推崇。評者論其嬰戲圖

云：「著色鮮潤，體度如生，熟玩

之不啻相與言笑者，可謂神矣。」

正因蘇漢臣在嬰戲畫的傑出成就，

如：〈秋庭戲嬰圖〉、〈嬰兒群舞

圖〉、〈萱草嬰兒圖〉等。這些蘇漢

臣的「嬰戲圖」倍受推崇，後世託

名的作品甚多。另外，還有諸如李

嵩的〈市擔嬰戲圖〉、蘇焯的〈端陽

嬰戲圖〉的「嬰戲圖」，都把嬰戲

花、嬰戲球、嬰戲海水、盪船、釣

魚、放爆竹、蹴鞠等兒童嬉戲玩耍

之生活畫面表現地淋漓盡致。

南宋劉松年作有〈傀儡嬰戲

圖〉，描繪四個孩子在模仿傀儡戲

的場景。假山圍欄、蝶穿牡丹的背

景下，一個孩子在幕後操縱著木

偶，前面兩個孩子饒有興趣地充當

觀眾，旁邊一個則敲打樂器，煞有

介事。孩子的形象十分逗人喜愛。

傀儡戲在中國由來已久，先秦

時期就出現了土傀儡和木傀儡。演

傀儡戲，主要是為了驅鬼。北宋時

期，傀儡戲有了廣泛發展，種類較

多，除了杖頭傀儡和懸絲傀儡，還

有獨特的水傀儡和肉傀儡。

現藏於故宮博物院的〈蕉石嬰戲圖〉( 宋 ·
佚名 ) 描繪的就是杖頭傀儡戲的表演。張開的

布幕上，一個木偶出現在上端，引起幾個孩子

的莫大興趣。無疑，正是勾欄瓦舍中的演出，

引發了孩子們的摹仿遊戲。

現藏於波士頓美術館的〈荷亭嬰戲圖〉，

描繪七個孩子在涼亭外場地演戲。一個戴著面

具，一個帶著紗冠，其餘的敲打鼓鈸樂器。或

許是孩子們的歡樂喧鬧打破了涼亭的寧靜，

少婦擔心吵醒正在酣睡的嬰兒，向他們揮手示

意。整個畫面顯得無比生動。

穿
越
千
年
的
淘
氣 

古
畫
中
的
「
嬰
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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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
區最新大型幼託中心招生啦！

COUNTRY HILLS
新校區 8月份開園

位置有限

報名從速

嶄新校舍，
全新設施，
為兒童精心
打造！

新
師資雄厚，
專業認證，
讓孩子在愛心
中成長！

優
多年實踐，豐富
多樣的兒童餐，
孩子吃的健康又
開心！

食

生生啦

週六 . 8 月 11 日 早 10:00 - 12:00   週二 . 8 月 14 日 晚  6:30 -  8:30  
週六 . 8 月 18 日 早 10:00 - 12:00   週四 . 8 月 23 日 晚  6:30 -  8:30  

近日開放 歡迎光臨

www.activestartchildcare.ca/book-a-tour 60 Country Hills Landing NW Calgary（新大統華對面）587.572.1314電話 :

多年實踐，豐富多年實踐，豐富
多樣的兒童餐，多樣的兒童餐，
孩子吃的健康又孩子吃的健康又
開心！開心！

師資雄厚，師資雄厚，
專業認證，專業認證，
讓孩子在愛心讓孩子在愛心
中成長！中成長！

食食

近日近日開放 歡迎光臨開放 歡迎光臨

多年實踐，豐富多年實踐，豐富
多樣的兒童餐，多樣的兒童餐，
孩子吃的健康又孩子吃的健康又

開放 歡迎光臨開放 歡迎光臨

新新
室內攀爬結構，
室外圍牆綠地，
活動空間充分
保證！

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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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
保健 中醫教您養肝小秘訣

運行時間，熟睡有助肝膽經的新

陳代謝；養肝、護肝就要多吃青

色、綠色食物，如：青花菜、青

椒及深綠色海帶等。

此外，可以吃一些補陽氣、

性溫味甘、清熱解裡、滋養肝臟

的食物，如：香椿、菠菜、豆芽

菜、青椒、蘆筍、紅蘿蔔、蔥

蒜、韭菜、西紅柿（番茄）等。

每天喝 1 至 2 杯約 500 毫

升的茶飲，可助養肝，如：菊

花、玫瑰花、枸杞、山楂、決明

子等，都非常適合入茶。

按摩經絡也有助疏肝、養

肝、改善循環並提升免疫力、預

防疾病，例如：行間穴、太衝

穴，有助理氣；三陰交穴、足三

里穴，可養血養氣、補肝血。時

常按摩這些穴位 10到 15分鐘，

有很大的幫助。

文 / 莉絢  圖 / Fotolia

根據中醫論點，養

肝，要常保持心情愉快，

釋放壓力，並多吃綠色食

物，有空時不妨按摩穴位，

改善循環，也可以提升免 
疫力。

呼吸安神法

消除夏天燥熱不安的情

緒，可在傍晚時分找個綠意

盎然的公園，脫掉鞋子站在

地上，閉目，兩臂自然下

垂，深呼吸，緩慢的通過鼻

子吸一口氣，再緩緩張開雙

臂，想像氣息充滿胸膛。擴

展手臂到極限後，讓氣下沉

丹田（臍下 1.5 寸），再通

過鼻子一點一點往外呼氣，

同時慢慢放下雙手。

喝薑湯防空調病

夏天，整天開著空調，

容易患上「空調病」，出現

腹痛、腰肩疼痛、上吐下

瀉、傷風感冒等症狀，經常

喝一點薑湯，可以有效防治

此病。

上班族不妨帶一些生薑

絲，用開水沖泡，搭配綠茶

對身體更好。

薑湯不可過淡或過濃，

加入適量紅糖更能起到調

經、補中緩肝、活血化瘀等

作用。一天喝 1 碗即可，

如果症狀嚴重的話，可以把

薑湯當水喝。

日常生活中，常常

會遇到一些小問題、小狀

況，如果知道如何處理，

您就會覺得得心應手，輕

鬆許多。以下介紹一些生

活養生小妙招，提供您 
參考。

文 / 小萍 圖 / Fotolia

民間妙方

生活養生
小妙招

當煩惱多或心情起伏大，肝

氣就容易阻塞，很傷肝，因此要

時常保持心情愉快、釋放壓力，

才能讓肝氣暢通、不鬱結。

中醫師游志勤表示，減輕壓

力、有好心情的根本是要作息正

常，尤其是晚上 11 點到凌晨 3
點這段時間，是人的膽經與肝經

 夏季整天開空調，容易患

上「空調病」，可喝點薑湯

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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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蔣勤  圖 / Fotolia

夏季氣溫高，容易出現口

乾、上火、多汗、胃口不佳……

症狀，也可能會中暑、得腸胃

病，這是由於人體自動調節適應

火性的功能太過或不足所引起。

夏季自二十四節氣立夏始，

至大暑止，五行屬火，小暑、大

暑又歸屬長夏，五行屬土。中醫

的養生之道講究「順天應時」、

「天人合一」，人體本身雖能自

動調節，但是受到外界環境和自

身行為等影響，此種自動調節如

果出現偏差，就會產生疾病。中

醫的調理就是改善這種偏差，而

夏季喝煲湯的好處很多，恰好能

適時調理身體。

所謂「火實宜瀉，虛火宜

清」，煲湯調理身體應該抓住火

的性質。瀉火的湯料，中藥常用

生地、玄參、蘆根、知母、夏枯

草、穀精草、金銀花等。

營養師建議，想要減重的

人，應該飯前先喝湯，有助於潤

滑口腔咽喉、食道和胃，避免乾

硬的食物刺激消化道黏膜。吃飯

時喝湯，則有益食物的稀釋和溫

潤口腔，幫助消化吸收，減少食

道炎、胃炎等疾病的發生。以下

介紹幾款適合夏季喝的煲湯：

1.熱咳潤肺湯
半肥瘦豬肉 4 兩、百合 3

錢、杏仁 3 錢、蜜棗 6 粒，加

水 5 碗，煲 2 小時即成。此湯

有清餘熱、利殘痰的功效。夏暑

煲湯是將豐富的肉

類、蔬菜、中藥材等食材

加上湯水，小火慢燉，烹

調時不加水、不開蓋，以

簡單調味料調味的原則下

細細熬燉而成。不但食材

中的營養素都溶解於湯中，

容易吸收消化，而且不用

油炸、油煎的料理方法，

能預防肥胖，並減少心血

管疾病的 生。

咳、感冒咳等患者，如肺和氣管

仍有少許痰涎難以清除，或者稍

食用寒凍、煎炸食物即有感者，

喝此湯能痊癒。

2.清熱排骨湯
金銀花（蜜花為佳）10g、

夏枯草 15g、排骨 250g，加清

水 1200c.c.，煲 1 小時，調味

後即可飲用。長青春痘者適合

飲用；因為金銀花寒涼性比較

大，長期飲用會引起口吐清水

等胃寒症狀，故 1 週飲用 1 ～

2 次為宜；有高血壓的人最好不

要服用。

3.三葉清熱冒湯
鮮荷葉連梗 1 株、桑葉 3

錢、蘇葉 3 錢、紅糖 2 兩，洗

淨後加上清水 3 碗，煲至 1 碗，

再以紅糖調味。適用於風熱性感

冒、身重困倦、頭痛發熱、大汗

等症，有不錯的效果。

4.知母生地豬肉湯

飲食健康

夏季煲湯好處多
知母 10g、生地 12g、豬肉

（瘦肉、豬骨類為佳）250g，加

水 2000c.c.，煲 1 小時，調味

後飲用。平時容易口乾、口臭、

口舌生瘡者適宜飲用，菸、酒量

較大的人群也可選用，1 週可服

2 ～ 3 次。

5.馬齒莧肉絲雞蛋湯
馬齒莧（新鮮者 150g 或乾

品 50g）、瘦肉切絲 60g、雞蛋

2 個。馬齒莧乾品用水稍泡、洗

淨，加水 1500c.c.，燒開 15 ～

20 分鐘，撈出馬齒莧後下肉

絲、雞蛋拌成的糊狀，淋到沸湯

中，調味即可。

馬齒莧清熱解毒、涼血止

痢，一般人群均可飲用，尤其適

合胃腸道菌痢患者。

此外，蔬菜雞蛋湯亦具有良

好的清熱效果，適合高血壓、糖

尿病患者飲用，但因新鮮蔬菜性

偏寒涼，每週食用 1 ～ 2 次即

可，以免影響脾胃功能，特別是

老、幼年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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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一年中最熱的時節已經

開始，也是進補養生、冬病夏治的

好時節。

文 / 斯玟 圖 / Fotolia

梅花肉→日式叉燒
梅花肉（pork butt）就是豬頭

後面肩膀部、上肩胛的肉，豬

行走時會運動這個部位，因此

肉質軟嫩。由於梅花肉油脂分

布均勻，適合用來烹調叉燒

肉、燉肉、白切肉片等。

胛心肉→水餃餡
豬胛心肉（picnic shoulder）
是肩胛連接前腿的部位，因為

油脂少，肉質較硬。可依需要

的口感，搭配適量肥肉，做

成絞肉，製成料理，如：水餃

餡、包子餡等也會更好吃。

帶骨大里肌→烤豬排
豬背脊部位去骨，可取出大里

肌（pork loin）和小里肌（pork 
tender loin），其形狀和紋理工

整，肉質嫩，適合切片做豬

排。不去骨的Pork Chops則
可做成宴客料理。

五花肉→紅燒肉
帶油脂的豬肉部位，不會因為

長時間燉煮而硬化，適合用來

久燉入味。當烹調梅干扣肉、

東坡肉等，講究香濃軟糯，所

使用的部位一般是油脂豐富的

五花肉（pork belly）。

豬肉
各部位煮法

文 / 美里 圖 / Fotolia

整隻豬每一個部位的肉有其

特徵，烹調豬肉用對部位，

料理起來更加美味！

作法

備料：木耳、黃瓜清洗乾淨。木耳

汆燙斷生。黃瓜去蒂頭。乾海帶芽用

熱水泡軟備用。

雞蛋水煮熟透，剖半。其他食材都

切絲備用。

煮麵：水滾放細拉麵。水再滾，將

麵條略攪拌，1至 2分鐘即可起鍋。

麵條用冷開水沖涼降溫，瀝乾備用。

混合醬汁材料，攪拌均勻。

配料鋪放在麵條上，灑上蔥花，最

後淋上醬汁即可食用。

日式人氣美食中華拉麵，口感富彈

性和嚼勁，再搭配各種美味配料及

醬汁，是夏天食慾不佳時，最好的

用餐選項。

細拉麵 2份、雞蛋 1個、叉燒肉 2片
（或雞胸肉）、木耳 1朵、小黃瓜 1
條、乾海帶芽、青蔥、紫蘇醃薑、冰

塊適量。

醬汁材料：柴魚醬油 2大匙、白醋 1
大匙、糖 1大匙、白開水 3大匙、芝

麻油 1小匙。

食材

中華涼麵

悶熱夏天 參雞湯解暑氣
中醫認為：夏天最熱的一段時間「三

伏天」期間是人們調治身體、治病養生

的最佳時機。關於「三伏天」養生，除

了中醫療法中的三伏貼；飲食方面，夏

季養心，心喜涼，宜食酸，酸味食物有

桑椹、梅子、山楂、西紅柿等。

韓國人也很重視「三伏天」養生，

在全年最熱的黃曆三伏天—初伏、中

伏、末伏的日子，供應蔘雞湯的店總是

一位難求。韓國人認為，吃一碗熱騰騰

的蔘雞湯，可以「以熱治熱」，流汗幫

助散發熱量；同時，雞肉的營養正可補

充體力。

夏天出汗 吃麵補充營養
中國北方民諺有「頭伏餃子二伏

麵，三伏烙餅攤雞蛋」的說法。伏日吃

麵，這一習俗至少三國時期就已開始

了。東晉史學家孫盛所撰的《魏氏春秋》

上說，何晏在「伏日食湯餅，取巾拭

汗，面色皎然」，這裡的「湯餅」就是熱

湯麵。

天氣溫度高，出汗多，易流失蛋白

質氨基酸；同時，也會損失大量的 B 族

維生素和鉀、鈉等礦物質。和白米相

比，大麥中的蛋白質更高些，B 族維生

素和多種礦物質也比白米更高，不妨學

學古人，中伏那天也應景吃碗熱湯麵。

薑入涼菜 去寒性及抗菌
俗話說：「冬吃蘿蔔，夏吃薑，不勞

醫生開藥方。」冬季飲食相對油膩，多

吃蘿蔔具有益脾和胃、化解食積的妙用；

夏天吃生菜涼菜的機會相對多，食薑可

抗菌，避免病從口入。此外，夏季涼菜

中加點薑，還能中和菜的寒性。

食薑最佳時機是早上，原因是早晨

正是氣血流注陽明胃經之時，此時吃

薑，能加快血液流動，有提神的功效。

而夜晚人體應該養陰，收斂陽氣，吃薑

是適得其反，不僅傷心、傷肺也傷腎。

藥食同源，日常飲食若多留心，保養身

體並不難。

節氣
飲食

文/ 米娜 圖 / Fotolia

醬汁加麵條，可以排列組

合出眾多的涼麵風味，趁著夏

季，不妨多多嘗試。

作法

煎蛋絲：鍋熱，倒油，使油均勻沾

鍋面。開小火，倒蛋汁，慢慢晃動鍋

子使蛋汁均勻布滿整個鍋面。聞到蛋

香即可熄火，放涼後切絲。

煮麵：水滾放素麵。水滾，轉中小

火，麵條煮到適合軟度熄火。撈出麵

條沖冷開水降溫成冷麵，瀝乾備用。

沾麵醬放碗裡，加冰塊，灑上蔥花

和白芝麻，風味更佳。夾約一口分量

的麵條放醬汁中，充分攪動，使均勻

沾裹麵醬。

蛋絲也放入醬汁中，就著素麵一起

吃；或是搭配肉類主食或其他菜餚，

可增加飽足感。

有名的日本流水麵是從流水中夾取

素麵來吃，享受樸實、清涼的滋

味。不妨也為家人準備夏日素麵，

清涼一夏。

素麵2份、雞蛋2個、青蔥末2大匙、

市售沾麵醬（昆布、香菇等風味）、冰

塊適量。

食材

日式涼麵

作法

備料：山藥去皮，磨成泥（或是山

藥放塑膠袋中壓碎成泥）。秋葵汆燙

斷生，去蒂頭切片。青蔥切末備用。

煮柳松菇：醬汁材料放入小鍋，中

小火煮滾。放柳松菇，煮熟軟，熄火

置涼。

煮麵：水滾放蕎麥麵條。水滾，加

一碗水；水再次滾，將麵條撈至冰塊

中降溫，瀝乾備用。

山藥泥、配料鋪放在麵條上，灑上

蔥花，淋上作法的醬汁即可食用。

日本經典麵食蕎麥麵入口滑順，咀

嚼後唇齒留香。夏天吃蕎麥麵特別

消暑，可以沾醬吃，或是加上清爽

的澆頭。

蕎麥麵2份、日本山藥（切開後較不

會變黑）300g、秋葵2條、柳松菇

50g、青蔥、冰塊適量。

醬汁：醬油1大匙、味醂1/2大匙、糖1
小匙、米酒1/2大匙、水5大匙。

食材

山藥泥蕎麥麵

作法

備料：小黃去蒂頭，先切片再改刀

切絲。西紅柿剖半備用。

蒸黃豆：黃豆洗淨，浸泡5小時以

上，瀝乾水分放電鍋蒸30分鐘，開關

跳起來再燜20分鐘。

打豆汁：黃豆加水，用果汁機攪打

1分鐘成豆汁，豆渣仍太粗，就再攪

打一次。

煮麵：水滾放細麵。麵條煮到喜歡

的軟度即熄火。撈出麵條沖冷開水降

溫成冷麵，瀝乾備用。

麵條加豆汁（含渣），加鹽，攪拌均

勻。鋪上小黃瓜絲、西紅柿。灑上黑

芝麻，風味更佳。

豆汁麵是韓國夏天特有的美食。豆

汁營養豐富，有助於夏季養生；同

時，吸飽豆汁的麵條，吃起來卻相

當清爽。

韓國細麵2份、小黃瓜1條、小西紅柿

2個、黑芝麻適量。

豆汁湯：黃豆100g、水1L、鹽微量。

食材

韓式豆汁麵

夏季涼麵 4 款

 Tip1

 Tip2

 Tip3

 Tip4





廚房小幫手

豐富
配料

樸實
清涼

滑順
清香

中華拉麵的

口感富有彈

性，加配料

醬汁，是夏

天好選項。

夏季吃清涼

素麵加肉類

可以增加飽

足感。

夏天吃蕎麥

麵消暑，可

沾醬吃或加

清爽澆頭。

 日本流水麵是從流水中夾取素麵
來吃，享受樸實、清涼的滋味。

炎夏養生怎麼吃?

豆汁麵
夏季美食
營養豐富
清爽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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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路陸運

文物運達

陝西寶雞

1937年

地圖內歷史圖片：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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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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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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都

19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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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路陸運

文物全數

運到峨眉

1939年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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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陝西省寶雞市為第一目的站。

文物到寶雞後，先暫存在關帝廟

與城隍廟中，打算在城外挖鑿山

洞安放文物，但發現洞裡潮溼，

同時軍情驟然緊張，故行政院命

令故宮將文物迅運漢中。

寶雞到漢中，要翻越險峻的

秦嶺山脈，需三百多車次載運，

幸得西安行營的協助，解決了車

輛問題。啟運時正值冬天，秦嶺

大雪，路陡山滑，曲折顛簸，過

程險象環生，司機及押運人員備

嘗艱苦。搬運了四十八天抵達漢

中，文物暫存於城內文廟及褒城

縣屬的宗營鎮內祠堂和大廟，也

只待了四十幾天，喘息方定，行

政院又命令要文物再西遷至四川

省成都市。

漢中往成都，路長 565里，

少了像西安行營的幫助，首當其

衝是車輛和汽油供應的難題。在

抗戰期間，有時就算有錢也難以

解決，最後還是得到軍事委員會

的協助，才解決了這個問題；其

二是「蜀道古來難」，許多路段

在大雨過後，路基被沖毀、橋梁

被折斷，司機及助手不僅要自行

修復路況，還要搭建浮橋過溪。

曾經遇上幾個沒有橋梁的渡

口，須把汽車開到木船上，然後

用人力把木船向上游拉一段距離

後，再使船順著水勢靠向對岸，

等到全部的車輛都過河了，再繼

續前進，相當費時、費力。

存放在漢中的文物，自民國

27 年 5 月（西元 1938 年）開

始運往成都，隔年 5 月初，重

慶（戰時首都）遭敵機轟炸，

行政院緊急命令存放在成都的文

中華文物 萬里遷運 中

物，須在 5 月底前全部運出 40
里以外，以免受到轟炸。這時運

到成都的文物已有 5000 多箱，

要再運出，難題接踵而來，去哪

裡找二百輛車？運往甚麼地方？

存放在哪裡？押運人員如何分

配？都必須火速解決。

經各方商酌後，選定峨眉東

門外大佛寺、西門外武廟，作為

庫房。中國聯運社有新車八輛，

成都到峨嵋 152 公里，若無法

如期運完，可暫存在途中的彭山

縣，作為轉運站。人員調配由那

志良總其成，而漢中未運清的文

物，直接運往峨嵋。

最終，存放在陝西省漢中市

的 7286 箱文物，於民國 28 年

7 月 11 日（西元 1939 年）全

數運到峨眉。話說當時漢中文廟

的文物才運出不久，漢中被炸，

文廟中彈，要是晚一步，文物將

受到損失。再說四川省綿陽市附

近，曾有一卡車由橋上傾覆河

底，幸好河川乾涸，車上檔案文

物均無損失。（待續）

見杭立武著《中華文物播遷

記》

前情提要：西 元 1937 年

七七事變，開啟抗日之戰，自文

物南遷首都南京後，決定再次西

遷後方，躲避戰火。以故宮文物

為主的 80 箱精品，首先運離南

京赴湖南省長沙市，次運第二批

文物 2084 箱至湖北省漢口市。

此時戰火已迫近首都，而故宮及

其他機關寄存的文物共一萬多

箱，仍在南京倉庫（朝天宮）中。

八年抗戰 文物西遷 
—— 北路陸運7286箱

當時南京在籌備難民區，南

京市長馬超俊希望將朝天宮劃入

難民區範圍之內，以保護文物的

安全。但因距原劃定區域太遠，

且不保證日軍不侵犯難民區，於

是難民區計畫之籌備人 —— 杭
立武先生，主張文物離京。國防

部最高委員會張群秘書長為此電

示蔣委員長，覆電核可。

杭立武先生與故宮留京人員

商定水、陸二路搶運文物，車輛

方面洽請國防最高委員會協助，

船隻方面則向英商包租，同時還

要籌措經費，調動人員。情勢緊

迫，搶運人員冒著敵機空襲的危

險，不分晝夜，未嘗停頓。自

民國 26 年 11 月 20 日到 12 月

8 日（西元 1937 年），短短的

二十天，水、陸二路竟運出文物

共 14571 箱。幾日後南京就失

陷了，當時尚有文物 2900 多箱

來不及運出。

北路陸運文物共 7286 箱，

編輯整理 / 穆臻
文物圖片 / 台北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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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物自北京故宮

播遷至臺北故宮，中間是

30餘年的浩劫。在烽火連
天下，能萬里遷運又毫無損

毀，這可以說是奇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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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閻伯聽到王勃開首寫的

是「豫章故郡，洪都新府」，

便說：「不過是老生常談。」又

聞：「臺隍枕夷夏之交，賓主

盡東南之美」，便沉吟不語，

當聽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

水共長天一色」時，閻伯不得

不歎服道：「此真天才，當垂 
不朽！」

王勃寫下〈滕王閣序〉後，

還寫了一首序詩：「閒雲潭影日

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中帝

子今何在？檻外長江□自流。」

王勃把〈滕王閣序〉和序詩交給

閻伯後，就起身告辭了。

閻伯看了後，正要發表讚美

之詞，卻發現詩的最後一句少了

一個字，覺得奇怪，旁觀的文人

古代的「床」和現代的

「床」指的是同一件東西

嗎？「床」和「榻」有何異

同？到某處作客又為甚麼稱

為「下榻」呢？

「一字千金」的三個故事

呂不韋的「一字千金」

戰國末期，大商人呂不韋不

惜散盡千金，把在趙國做人質的

秦國王子異人立為秦國國君。異

人當了秦王（秦莊襄王）之後，

為報答呂不韋的恩德，封呂不韋

為丞相。

呂不韋擔心他的政治資歷太

淺，人們可能會在私下議論、

不服氣，因此召集門客來進行 
商議。

有的門客建議呂不韋統兵出

征，滅掉幾個國家，立下顯赫戰

功來樹立威信，有人立即反對

說：「這辦法有百害無一利，即

使把仗打勝了，回來也升不了

官，因為沒有比丞相還高的職務

了。重要的是戰爭風險太大，誰

也沒有必勝的把握，萬一戰爭失

利，結果會適得其反。」

有人說：「我們知道孔子的

名聲很好，那是因為他寫了部叫

《春秋》的書，孫武能當上吳國

的大將，是因為吳王先看了他寫

的《孫子兵法》，我們為甚麼不

能寫部書，既能揚名當世，又能

垂範後代呢？」

呂不韋認為這個辦法很好，

便命令門客立即組織人員撰寫。

呂不韋當時有三千門客，

很快地寫出了 26 卷，160 篇文

章，書名題作《呂氏春秋》。書

寫成後，呂不韋命令下屬把全文

抄出，張貼在咸陽城門上，並發

出布告：「誰能把書中的文字，

增加一個或減少一個，甚至改動

一個，賞黃金千兩。」民眾因畏

懼呂不韋的權勢而不敢來自討沒

趣，不過「一字千金」這個詞語

卻從此流傳了下來。

王勃高才〈滕王閣序〉

唐肅宗上元二年（675 年）

秋，王勃前往交趾看望父親，路

過南昌時，正趕上都督閻伯重新

修整了滕王閣而大宴賓客。王勃

前往拜見，閻伯早聞他的名氣，

便請他來參加宴會。

著名的滕王閣既然重新啟

用，自然也得有好文章搭配輝

映。閻伯此次宴客，是為了向大

家誇耀他女婿吳子章的才學，他

讓女婿事先準備好一篇序文，在

席間當作即興所作書寫給大家

看。宴會上，閻伯讓人拿出紙

筆，假意請諸人為滕王閣作序，

大家知道他的用意，所以都推辭

不寫，而王勃以一個二十幾歲的

青年晚輩，竟不推辭，接過紙

筆，當眾揮筆而書。

閻伯很不高興，拂衣而起，

轉入帳後，叫人去看王勃寫些

「一字千金」是我們日

常生活中很常見的一句成

語，大家對它應該不陌生。

通常我們用這則成語來比喻

文辭精妙，價值很高，但您

可能不知道，關於成語「一

字千金」，還有許多有趣的

故事。請您也來看一看，哪

一個故事中的「字」，價值比

較高呢？

學士們也你一言我一語的，對

此發表各自的高見，有人說是

「水」字；有人說應該是「獨」

字。閻伯聽了都覺得不滿意，便

命人快馬追趕王勃，請他把落了

的字補上來。

待來人追到王勃後，他的隨

從說道：「我家公子有言，一字

值千金。望閻大人海涵。」

來人返回將此話轉告閻伯，

閻伯雖氣，卻也不能讓一個字空

著，便命人備好紋銀千兩，親自

今天，當我們坐在各式舒適

的椅子上，躺在各種樣式的床上

時，可曾想過古人坐臥起居的方

式和我們有甚麼不同呢？

現代人普遍睡在床上，大

概很少人會去思考「床」最初

是為何而設？是供人睡覺用的

嗎？其實，古代的「床」和我們

現在所說的床不大相同，古代

的床不僅是臥具，也是坐具，

而且，對於「床」的坐法，古人

可是很講究的，除了遵循「禮」

之外，也非常講究行住坐臥的

正確姿勢，對於現代人來說，

拋棄舒適的坐椅也許不太現

實，但古人重視禮法的智慧與

態度或許值得我們借鑑。

坐臥有方 
古代的坐臥器具

中國古代室內的坐臥器具和

現在還是有很大差別的。古代最

初只有鋪在地上的席子，後來有

了几、床、榻這些家具，但只是

率眾文人學士，趕到王勃住處。

王勃接過銀子故作驚訝：「何勞

大人下問，晚生豈敢空字？」大

家聽了只覺得不知其意，有人問

道：「那所空之處該當何解？」

王勃笑道：「空者，空也。閣中

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大家聽到後，一致稱妙，

閻伯也意味深長地說：「一字千

金，不愧為當今奇才。」

懷仁和尚 
〈集字聖教序〉

西安書法碑林裡有塊「大唐

三藏聖教序碑」，那是唐太宗為

玄奘和尚賜寫的《聖教序》，然

而，唐太宗的《聖教序》為何由

晉朝的書法家王羲之書寫，王羲

之又為何會出現在 200 多年後

的唐朝呢？原來，其中有一段有

趣的典故。

玄奘和尚歷經種種磨難，去

西天取得真經回到長安，他的求

道精神感動了太宗，太宗因此為

唐僧的佛經作序。太宗之序，太

子李治之簡述和唐僧之謝表，

「三合一」成為「三藏聖教序」，

接著，太宗還下令將「三藏聖教

序」製成石碑以弘揚佛教文化，

這石碑就是著名的「大唐三藏聖

教序碑」。

可是，誰有資格為「三藏聖

教序」書寫呢？太宗認為，有資

格為「三藏聖教序」作書的非晉

朝的王羲之莫屬。於是，長安洪

福寺高僧懷仁和尚欣然領命，承

擔了蒐集王羲之真跡字體的任

務。懷仁和尚接受這項任務後，

正如他所料，沒有太費功夫就將

王羲之的字一個一個地蒐集到了。

正當懷仁和尚得意之時，麻

煩來了，序中有三個字，怎麼也

找不到，懷仁和尚為此坐立不

安，他急中生智，立即奏請朝廷

貼出告示：有誰獻出那三個王羲

之的字，每一字賞一千金。

果然，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最後，懷仁大和尚分別從三個收

藏者那裡購得那三個字，並且按

照承諾，每位收藏者都得到了

一千金的獎賞。

另外，基於對整件事情表達

敬意與品質的要求，懷仁和尚花

了 24 年的精雕細琢才完成這個

石碑。《聖教序》全文共 1904
字，花了 24 年所投入的人力物

力，也可謂之「一字千金」！

「下榻」是對高士的敬語

稍作休息的用品，而床最初也只

是坐具，可坐可臥的床和榻都是

較晚才出現的。

南 北 朝 以 前 是「席 地 而

坐」、「席地而睡」，稍講究

一點的，坐時在大席子上再鋪

一張小席，謂之重席。鋪不鋪

席子、該鋪甚麼樣的席子，古

人都是非常講究的。曾子病重

時，身邊的小童曾說：「華而

睕，大夫之簀與？」意思是說，

曾子並非大夫，卻睡華美的席

子，是違背禮的。

古代室內設「几」。「几」

為長方形，不高，類似現在的小

茶几。它的功用是坐時可以憑倚

以稍作休息。古人在一般情況下

是不倚几的，因為倚几也是一種

不「禮」的行為。

古代室內有床，主要是供人

坐的，但偶爾也當作臥具，大約

到南北朝時期，床就變成坐臥兩

用的器具了。

榻跟床差不多，可坐可臥。

古人在床或榻上坐時大部分採

「跪坐」姿勢。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古代

坐臥器具家具發展史上一個重

要的過渡期，從少數民族傳入

了高型坐具：胡床。經過演變，

圓凳、方凳等等開始漸露頭

角。床、榻等也漸漸變高，可

垂足坐於床沿。

從「床」看古代的 
修煉文化

古人認為，姿勢不僅對健康

有著重要的影響，而且人的內在

品格從舉止風度上也可見一斑，

因此，古人對坐臥的姿勢是很講

究的。幾千年來的經典除了以倫

理、道德和禮儀導正天下之外，

也教授行住坐臥的正確姿勢。

此外，在古代，不僅讀書人

要打坐，提筆前講究運氣呼吸，

各行各業也都講究靜心、調息，

整個社會都處於這樣一種環境

中，因此，古人採用席地而坐的

起居方式。

為甚麼到某處作客 
稱為「下榻」？

「榻」是指一種狹長且較矮

的床，一般是用竹、藤編製，叫

做竹榻、藤榻，那麼到某處作客

為甚麼稱為「下榻」呢？這來源

於一則有趣的歷史典故。

東漢時期，南昌有一位才子

叫做徐稚（徐稚，字孺子，東

漢人），他博學多才卻不愛慕財

富名利，官府多次徵召他做官，

他都堅辭不就，自行耕作維生，

因此被人稱為「南州高士」、

「布衣學者」。

當時，在南昌有位太守叫做

陳蕃，非常敬重正直有才能的

人，於是熱情地邀請徐稚到家中

談論時政。為表示誠意，他在家

中特別為徐稚設置了一張榻，平

時懸掛在牆上，待徐稚到來後，

這張榻就放下來，徐稚走後，這

張榻又被懸掛起來。

在〈滕王閣序〉中於是有「人

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的描

述。意思是說，人才傑出而山川

靈秀，高士徐孺佇留在陳蕃特設

的床榻。文章內容讚揚滕王閣所

在地洪州（南昌）地區，是人

傑地靈的所在。詩中就是引用了

徐孺下陳蕃之榻的典故，稱讚徐

孺、陳蕃是有才德之人。

後人引用這個典故作為對客

人的敬意與推崇，所以到某處作

客就稱為「下榻」。

王勃（笑堂竹莊畫傳）

日本江戶時期翻刻的《呂氏春

秋》。它收藏於湖南省博物館。滕王閣主樓

文徵明書寫的《滕王閣序》局部。

《集王聖教序》部分碑文，碑現

存陝西西安碑林博物館。

《韓熙載夜宴圖》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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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t radi t ional  cul ture 
o f  C h i n a ,  p r o t e c t i n g  p e o p l e 
and respecting nature are well-
established virtues. In ancient 
China, from the emperor down 
to common people, a respect for 
the will of Heaven was widely 
accepted. It was believed that 
Heaven protected morally good 
and benevolent people. "The way 
of Heaven does not depend on 
relationships. It often surrounds 
morally good people." If there 
is danger, good people will get 
through it safely. If humankind 
v io l a t e s  t he  l aw  o f  Heaven , 
calamity will befall as caution. 
However, if people return quickly 
to righteousness, and make amends 
for the mistakes, the calamity will 
subside naturally. Hence, it is most 
important that a man's thinking be 
always on the right path. History 
has many examples to illustrate this 
point. Below are examples from 
some of China's ancient dynasties.

 There was a story documented 
in the "History of Shang Dynasty": 
One year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Cheng Tang (1675 – 1646 

BC), there was a serious drought. 
The emperor went to the forest to 
pray for rain. He blamed himself 
for not doing well in six areas. He 
said, "The public suffering is due to 
errors in my administration, and my 
extravagant lifestyle. Oversights 
in my administration have led to 
corruption and allowed unqualified 
people to be officials…" Before 
he finished listing his mistakes, 
it began to rain over a very wide 
area. This story illustrates how the 
lifestyle of politicians in ancient 
times reflected on the environment 
of the whole country. What is more 
important is that an open-minded 
and enlightened emperor is capable 
of blaming himself and taking 
advice from others. Confucius 
referred to such officials as having 
"officials' morals". When there is 
a natural disaster or an occurrence 
of an unusual phenomenon, the 
emperor and his ministers will 
reflect upon their own conduct and 
profess virtues upon the population, 
all in the hopes of receiving pardon 
and protection from the Heaven.

 In the" History of Han Dynasty", 
there was an entry: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Han Yuandi (75 
– 33 BC), there was an earthquake 
and  a  so l a r  ec l ip se  nea r  t he 
capital city, Chang’an. Yuandi 
was deeply worried and asked his 
ministers about possible problems 
in his administration. One of his 
ministers ,  Kuang Heng,  said, 
"Everyone including the emperor 
mus t  have  a  h igh  regard  fo r 
morality. The government should 
establish and carry out benevolent 
policies in order to benefit the 
public. The expenditures of the 
palace should be reduced and an 
emphasis put on promoting honesty 
and r ighteousness .  Minis ters 
should be humble and charitable, 
in addition to upholding the law, 
serious about justice, and should 
be role models of morality for the 
public. Then emphasize morality, 
k indness  and harmony to  the 
general public. When the leadership 
is setting a good example, the 
public will follow. As a result, the 
country will prosper and people can 
live in peace and prosperity." The 
emperor, other ministers, and the 
public supported what Kuang Heng 

proposed in terms of improvement 
measures.

 During ancient times, every 
royal government held a formal 
ceremony to worship Heaven each 
year. People also worshipped gods 
that looked after the land and crops. 
When government officials arrived 
at a new post, the first thing they 
did was head to local shrines to 
pay their respects. When officials 
completed their post, they would 
also perform a ritual of gratitude 
and bid farewell before leaving. For 
example, when Liu Kezhuang (1187 
– 1269 AD) became an official 
of Guangdong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he headed to a famous 
local shrine to pray. He prayed 
to the gods that as an official, he 
would promote the benevolence 
of a gentleman to the people and 
that the gods would respond with 
favorable weather and no disasters. 
When Liu’s term was complete 
and before he went to Fujian for 
his next post, he wrote a farewell 
letter to the gods, “I did not have 
extraordinary accomplishments, nor 
do I have regrets. During the three 
years I was in office, the jails were 
empty and lawsuits rare. My people 
did not face drought or famine. 
This is all given by the gods. Now 
that my term is over, how can I not 
inform of you of my departure?” 
This showed Liu’s respect and 
gratitude for the gods, which is very 
inspirational.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in the 
ninth year of Emperor Zhengde 
(1514 AD), Huang Tingxuan was 
appointed Commissioner of Taicang 
County in Jiangsu Province. At 
that time, there was a prolonged 
drought in the area and famine 
was widespread in that province. 
Upon his arrival in Taicang, Huang 
immediately opened government 
warehouses to provide relief from 
hunger. He requested that the 
emperor reduce taxes and replaced 
corrupt officials with venerable 
people. He was sincere in praying 
for rain, and heavy rain came to his 
county, but other areas remained in 
drought. The public said that this 
was because Huang implemented 
virtuous policies, benefited the 
people and hence rewarded by 
Heaven.

在我國悠久的傳統文化中，

敬天保民是人們一直傳承的美

德。古代中國，上自天子大臣，

下至黎民百姓，對「天意」從來

持敬畏的心態。認為重德向善最

能夠得到上蒼的眷顧與保護，因

為「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縱

使是在危難關頭，也能夠化險為

夷。人如果做了違背天理的事，

天將降災異警告。若能及時糾正

錯誤，彌補過失，那麼天譴就會

自行消退，因此改變人心才是解

決問題的最根本辦法。史書中這

樣的記載比比皆是，以下為其中

幾例。

據《商史》記載：成湯在位

時，年久無雨大旱，成湯於是來

到桑林之野誠懇地向上天祈禱，

他以六件事自責說：「是因為我

政令不當使百姓失業，或是我的

宮室奢侈、生活腐化，或是我

管理不善使賄賂風行、小人得

勢？」話還沒有說完，方圓數千

里便下起了大雨。成湯禱雨故

事，是古代國家政治生活的真實

寫照，更為重要的是，反映了古

代開明帝君注重修身和善於納

諫、勇於自責的精神。故儒家將

其列為「聖德芳規」，成為古代

官場的一種道德精神，亦稱之為

「官德」。當國家遭受了大的天

災或有一些異常現象出現時，君

王或官吏就要檢查自己的過失並

以德化民，歸正不正，希望以此

得到上天的原諒和護佑。

《漢史》記載：漢元帝時，

京城長安一帶發生了日蝕、地震

等災變，元帝深感震驚和憂慮，

於是向群臣問以政治上的得失。

當時擔任「給事中」的著名經學

家匡衡按照儒家經典予以了答

對，他說：「自君王以至黎庶，

皆要敬天崇善。君王要秉承天意

以行仁政、做善事、為百姓祈

福。應減宮室之度，修內外，近

忠正，遠奸佞。公卿大夫要循禮

恭讓、好仁樂施、重義輕利，作

民眾的道德表率。然後再在百姓

中推廣道德教化，弘揚仁和之

風。上行而下效，這樣國家可以

興旺，百姓可以安居樂業。」匡

衡針對時弊提出的改良措施，得

到了元帝、大臣們和百姓的擁護

和讚賞。

 古時朝廷每年都要定期舉行

隆重的「祀天」禮儀大典。人們

也祭拜由土地、穀物而來的「社

稷神」等。郡縣長官到任，必先

至諸廟拜謁，離職時亦行拜辭之

禮。如：南宋名臣劉克莊出任廣

東提舉時，到南海廣利王廟拜

謁，其祝文說：「徼（求）福於

神。維粵之南，去天尤遠。民生

今日，凋弊可哀。某當推君之仁

澤，而致之於民；神當為民請命

於帝，使風調雨順，災害不作。

既矢諸心，復質諸神。」劉克莊

任滿後又到福建任職，在離任

前他寫了〈辭諸廟〉：「某來無異

績，去無遺愛。然三年之內，圄

（監獄）空訟少，吾民不識水

旱，神之賜也。今時秩滿，一旦

別神而去，敢不告乎？」表達了

對神的敬意，對神的賜福表示感

謝。古人這種敬奉天地、為民請

命的精神令人感動。

明朝正德九年，黃廷宣出任

太倉（今屬江蘇）知州時，「吳

中旱已經年，千里赤地，百姓遭

大飢荒。廷宣立即開倉賑飢，奏

減稅賦，罷貪官，任賢人，行善

政。積誠露禱，風雨立至，大雨

沛太倉境，他邑焦土如故」。

人們都說這是黃廷宣推行德政、

愛民惠民，上天給予的甘霖之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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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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回

穿鬼林驚見仙境 
買新房喜聽佳話

三日之後，乾爹乾娘帶著兩

個姑姑啟程了。仍然坐著那輛雙

騾馬車。南行五十里又西折，轉

入一條馬路。這條馬路沿河而

建，他們的馬車向河流的上游行

去。太陽偏西時，他們到了河邊

的最後一個碼頭停下。馬路邊有

一個集鎮。他們住進了一家客

店。吃過晚飯，來接他們的王

大叔告訴大家：「明兒一大早就

要趕路，再西行十餘里，然後

穿過『鬼林』就到家了。林子裡

又黑又冷要準備好兩盞馬燈。

每人要備下一件厚衣服。」紫娟

問：「為什麼叫『鬼林』？這名

字好瘆人。」王大叔說「這個樹

林長百餘里，寬幾十里，是個原

始森林。裡面陰森森，冷颼颼。

外人進去就迷路，時間一長就餓

死渴死在裡頭。原先有幾家大膽

的農戶在林邊住過，因林子常有

野獸出沒，聽說尤其晚上，林子

裡鬧騰的厲害，鬼哭狼嚎，虎嘯

猿啼，禽鳴……他們都嚇跑了，

從此樹林十里之外沒人敢住。人

們就叫這樹林『鬼林』。」王大

叔又神秘地小聲說：「我們山裡

人傳說，是我們的祖輩們在林子

裡頭布了迷魂陣，以免外人進來

打擾。」紫娟問：「那咱們明天

要進了迷魂陣怎麼辦？」王大叔

說：「說來也怪，有緣人進去就

不迷路。」「噢！——」乾爹說：

「明兒一早就要趕路，早點安歇

吧。」

    第二天一早，他們準備停

當，啟程了。果然，出了這個鎮

子，眼前就是一片荒原，沒有人

煙，周圍出奇的靜。不久，他們

趕到了樹林邊，只見左邊一座形

如石柱般的高山直插雲霄，石柱

兩肋瀉出兩股銀龍般的瀑布，奔

騰而下，沖出這條大河。右邊就

是一帶莽莽蒼蒼的樹林，馬路到

此也終止了。只覺一股陰氣迎面

撲來，不覺打了個寒噤。眾人連

忙穿上厚衣服。王大爺點上馬

燈，坐在前邊車轅上，打了個招

呼：「咱們要進樹林了。」黛玉

往紫娟身邊靠了靠，手微微發

抖。外面陽光朗照，但進了林子

立刻黑了起來，樹縫中透進點點

日光。不久，連這點陽光也消失

了，周圍黑黢黢冷森森。眼睛在

黑暗中習慣了，往周圍一瞧，朦

朦朧朧見到高大的樹影，樹木之

間又有密密的雜亂的灌木，大樹

和灌木之間又有無數藤條纏繞，

真是密密匝匝，哪裡有路？可是

王大爺竟能駕著寬寬的馬車順利

穿行，怪哉！大家默不作聲，靜

得有點詭異，乾爹沒話找話，話

音剛出，這聲音也變了，更加怪

異。這時乾媽從身邊拿出一條被

子蓋在黛玉紫娟身上說：「睡一

會吧，一覺醒來就出了林子，就

見到日頭了。」

被子暖暖軟軟，車兒搖搖晃

晃，再加上昨晚對這神秘的林子

議論了半宿，兩人閉上眼睛，馬

上就進入了夢鄉。忽然覺得有強

光刺眼，睜開惺忪的眼睛，望瞭

望四周，呆了。只見遠處，沃野

千里，四周奇石林立，峰巒疊

翠，河如銀鏈，飛瀑如玉；近處

樹木成蔭，鮮花遍地，河水歡

唱，鶯歌燕啼。紫娟揉了揉眼

睛，說：「我是在夢中嗎？」只

見幾個人對她笑，她只管迷迷糊

糊，又說：「要不，我是撞入一

幅美妙的大畫中了？」只聽趕車

的王大叔朗聲大笑：「姑娘！我

們穿過了樹林，進到了山裡，

快到家了。」黛玉紫娟連忙回頭

看，只見後面蒼翠的一片樹林，

喬木參天，翠蓋欲滴，樹下鮮花

如錦，林中傳來清脆的水流聲。

忽然從林中竄出一群鹿，到了林

邊，它們站定，瞪大眼睛，向這

邊呆望。黛玉紫娟高興極了，恨

不得跑去同小鹿玩耍。紫娟問：

「這就是咱們穿過的鬼林？」大

叔說：「咱們山裡人叫它秀林。」

黛玉說：「秀林，好，真是秀美

無比，同是一個林子，那邊是面

目猙獰，這邊卻是嫵媚秀美，竟

是兩張面孔。」王大叔說：「這

邊的樹木疏密相宜，裡邊一點都

不黑，也沒有猛獸。裡面還有河

流，泉水，還有大湖！林中的大

湖，水清得像藍色的琉璃。」四

人聽得無限神往。王大爺指著一

座高入雲天的山石說：「看！它就

是咱們在山外看到的那個高大石

柱山，這是它的背面，你們看，

像什麼？」眾人不約而同地回答：

「像大石門！」「對！它就是一

個堅固的大門，把咱山裡的景色

都擋住了，外邊看不見，看那門

兩邊各有一條縫，水從那縫裡流

下，流下的兩股水就是我們在山

外看到的那兩個瀑布。」眾人望

著這高入雲天的巨門，只見黝黑

的巨石，齊整如切。幾條河流歡

唱著湧到巨石腳下，巨石用它堅

固的身軀欣然接納溫柔的河水。

不一會，只見前面一個大村

落。一排排房舍掩映在桑竹之

中，雞犬相聞，炊煙裊裊，男女

老少悠然自得地走在村中小道

上。馬車停在一家普通的農家院

落門前。院門大開，一位老奶奶

走出來，只見她鬢髮如銀，面色

紅潤，眼睛明亮，神采奕奕。乾

爹乾娘撲上去，拉住老人的手，

喊「姑母」，老人閃著淚花：

「終於盼到你們了！」老人又說：

「這兩位姑娘是——」乾媽連忙

說：「是我們的乾女兒！」老人

上下打量她們，欣喜地說：「兩

個好俊俏的孩子，這下我再不寂

寞了。」說著進了院子。

這是個小巧的四合院，院子

乾淨利落。進了上房，坐定。黛

玉，紫娟雙雙給姑奶奶叩頭，乾

爹乾媽也下跪請安。老人連忙

一一扶起：「自己家裡，不必拘

禮。」接著就拎著一個陶瓷小壺

倒了四杯茶遞給四人。黛玉抿了

一小口說：「這茶清香甜潤，像

粽子的味道。」老人說：「這是

桑葉茶。我們祖祖輩輩都喝它，

想喝新鮮葉子的，到門口一抬手

摘兩片，放到煮好的沸水裡一泡

就行了。」乾爸說：「桑葉是好

東西，它是一味中藥，清熱解

毒，涼血，也是治消渴病的良

藥，常喝它能延年益壽。」紫娟

說：「難怪姑奶奶這麼健康，年

輕。」姑奶奶又高興異常：「這

丫頭，嘴真甜。洗洗手，咱們到

那屋吃飯去。」

到了一間廂房，桌子上已

經擺了七、八盤菜。乾爹說：

「這裡也有魚蝦？」老太太說：

「咱們這裡河多湖多，當然有魚

蝦。」紫娟夾了一片蘑菇。黛玉

叨了一片木耳。「真好吃！這

都是從林子裡摘的嗎？」姑奶

奶說：「這秀林可是咱們的百寶

庫。你們愛吃，哪天有空，帶

你倆去採，一會能採一籃子。」

紫娟說：「同樣的菜，為什麼這

裡就比外邊的好吃啊！」乾爹

說：「可能這裡的水土好吧。」

吃完飯，天已黑了，一天的勞

累，驚嚇，興奮……真的累了，

不久各自回房休息，很快進入 
夢鄉。

第二日，紫娟對乾爹說：

「這裡真好！比那個陶……寫的

世外桃源還好，咱們把大哥一家

接來吧。」乾爹說：「才兩天沒

見，就想了？」黛玉說：「兩天

沒聽到小翠鬧，還真的有點冷

清。」乾爹說：「你也想了？既

然兩個寶貝女兒求爹，我只好管

管這事。」「什麼事啊？」正好

姑奶奶進門來了。「兩個女兒想

讓她們哥嫂一家搬來住。」「一

家幾口人啊？」「七口人。」老

太太想了想：「七口人，咱們這

個小院住不下。」忽然高興地拍

手：「有了，正好有一處空房正

在賣，此房空了快一年了。就在

村東頭，我帶你們看看去。」

老遠就看見一棟白樓，上了

幾個台階，到了大門口，兩個白

石獅子十分威武，兩扇黑色大

門綴滿金釘。門半開著，往裡

望，只見一位老人坐在凳子上

打盹。他們輕輕地走進院子，

老人睜開眼睛，一驚，連忙站

起：「柳奶奶來了，歡迎光臨。

他們是——」「是我的侄子和他

們的兩位女兒，想看看房子，

叨擾了。」「哪裡的話，盼著有

人來呢，隨便看吧。」「這房子

主人肯定是南方人。」黛玉小聲

說。老人聽到了，說：「這位姑

娘好聰慧。我家主人完全按著

南方家鄉的風格建的這座房。」

「Ｕ」字形的二層樓，雪白的牆

壁，廊上的圓柱及二樓的欄杆全

漆成「翠綠」，綠白相映，十分

清爽，素淨。寬大的天井正中，

一棵芙蓉，枝頭尚有不少粉紅的

花朵開放。「這棵芙蓉點綴得極

好，有了它，增了暖意，否則太

素淡了些。」黛玉對紫娟說。乾

爹看黛玉對院子十分滿意，就對

老人說：「能到房內看看嗎？」

「當然，我來領路。請進。咱們

先上樓看看吧。」只見房間寬敞

明亮。廳堂內窗明几淨，臥室內

繡帳高掛，窗簾低垂。

邊說邊看，到了樓下客廳，

眾人邊喝茶邊聽老人說：「當年

將軍見這地方風景如畫，就捨不

得走了，更奇的是，在這裡住了

十幾天，身上的宿疾竟全好了。

將軍是個極孝順的人，想到病在

床的二老，和自小就有哮喘病的

兒子，於是決定蓋房子，把二老

和妻小全接來。在里長和鄉親的

幫助下就建了這房子。當時全家

加僕人有二、三十口人，這房子

共有二十八間。也夠住的了。」

紫娟說：「他是怎麼找到這地方

的呢？」老人摸了摸鬍鬚，笑著

說：「說來神奇的很。我家主人

武舉出身，當時北方邊境戰火不

斷，主人奉命到北方率兵打仗，

屢立戰功，皇上加封為將軍。將

軍凱旋歸來在家待命。一天打

獵進入一個大林子，忽然看到

前方出來五，六隻鹿。主人搭弓

射箭，竟然未中。主人窮追不

捨，眼看追到，又是一箭，仍未

射中。主人想：奇了！我向來是

百發百中，今天——仍去追鹿，

就這樣追追停停，也不知追了多

長時間，忽然眼前豁然開朗，原

來出了林子。眼前出現了神話般

的世界，轉身見那五、六隻小鹿

在林邊望著他呢。他歡喜若狂，

直喊：『神鹿！謝謝。』」眾人都

聽呆了。姑奶奶說：「我們這裡

神奇的事多了，以後再講給你們

聽。你們覺得這房子怎麼樣？

買不買？」黛玉紫娟說：「很滿

意！買！」老人說：「蓋這房子

本來也沒花多少銀兩。材料都是

就地取材，一百多個鄉親幫忙，

硬是不要人工費，我主人好說歹

說，硬是塞給里長一萬兩銀子。

里長說銀子收下了，那就把那幾

十畝濕地給你。」「什麼濕地？」

乾爹問。「一天主人閒逛，看到

一大片黑黝黝的地，走近一看，

地裡滲著水。主人說，這塊地種

水稻是最好的，怎麼讓它荒在這

裡。後來里長就把那六十畝地給

了我們。我們要下來，每年都是

大豐收。你們若要房子，就把那

片地也要下。」乾爹對老人說：

「大伯，抱歉，我和兩個女兒商

量一下，你稍等一下好嗎？」大

伯點點頭。三人小聲合計了一

下。很快走過來，乾爹對老人

說：「大伯，您剛才說這棟房子

用了萬兩銀子，我們想，這房裡

的傢具您老也不會帶走吧？我們

就準備留下了，再加上那幾十畝

稻田，我們準備給您二萬兩銀

子，您看怎麼樣？」老人吃了一

驚：「二萬？太多！不行。從打

你們進院子，我一看，柳奶奶不

用說，在這裡德高望重，這位先

生和這兩位姑娘人才出眾，知書

達理，談吐不凡。我們主人愛這

房子，怕落入俗人之手，現在他

可以放心了。只是這二萬兩銀，

我們絕不能要。」黛玉他們也絕

不鬆口，最後請來了里長，總算

一萬五千成交。（待續）

夢
醒

黛
玉
後
傳

文/黃靚  畫/清 孫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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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理小常識

◎文/泰源

我從事命理研究和實踐多

年，從經手的無數命例中，無一

不感受到善業和惡業的論述是何

等的真實和準確！

論命先要排出天干地支八個

字，而這八個字是由人的出生

年、月、日、時折換成的。

那麼人的出生年、月、日、

時是否偶然的，無序的？顯然不

是，它是由人自己的宿因決定

的，每個人皆以宿世（過去世）

之善因，而成今生之佳命，以宿

世之惡因，而成今生之劣命。可

見命運優劣成於宿因也。

因而每個人的八字好與壞，

皆是由自己宿世的善與惡所造成

的。所以從一個人的八字中，便

可以看到其人命中善業與惡業的

多與寡。

善業多的人，八字配合得

好，容易發富發貴，平生順暢的

事多，阻逆的事少。

惡業多的人，八字配合偏

枯，或過寒、過熱、過濕、過

燥，五行背不順，體用受傷，無

生克制化之助，決主平生多阻

滯、病逆等事。舉二案例說明。

個案一

八十年代初期，有朋友曾帶

來一生辰叫我批算，八字排開

後，屬於五行氣得流通，財強身

亦不弱，喜用得力，配合中和，

為命書中所謂「何知其人富，

財氣通門戶」之富格，於是我直

言，此應是發了達的命，平生可

富中取貴，不是一般平民百姓之

命。果然，從朋友口中得知，原

來此八字是屬於一個當時最早出

現的萬元戶之一。

可見，從八字中便可看出其

人有厚福，屬於善業多惡業少。

個案二

我有一位早年就相識的

朋友，他的八字屬於「財多身

弱」，五行配合的不好的命。

此等人一生為錢財所勞役，

或因錢財多了，身體便不能承

受，命書中所謂「財多身弱皆是

禍」的命，從此可看出他命中是

善業少惡業多的，所以我跟他講

不要過分追求錢財，財不是越多

越好，財太多了，身體可能承受

不了，容易出事。他所做過的職

業，不管是在農村知青時期，還

是後來調回城市，甚或出走美

國，都是從事與錢財有關的財

務、會計、出納、倉管等工作，

皆因命中的特點：一生為錢財所

勞役也。

在國內時期，人人一份工

資，想發財也難。但來到美國

後，任憑自己的主觀努力去掙

錢，加上美國生活壓力大，新移

民既要買車，又想買屋，於是他

由初來時的每月掙 900 多元，

熬到後來每月掙 3000 多元，靠

的是開夜班，加班、加點，一星

期足足工作七天來多掙錢。

試想一下，如果在美國不是

因學有專長或有高學歷，而是日

夜辛勤才能掙到 3000 多元，可

想而知其人的付出得多麼大。還

為了多省錢，不買家庭健康保

險。當時我從他八字中看出，

98 年將有一難，無論「大運」

或「流年」都沖他八字的命根。

於是 97 年初在電話中暗示

他，要他立即買齊一切保險，而

且千萬不能再買第二輛新車，因

當時他太太吵著說上班沒車，要

自己有一部新車，並囑他立即到

醫院做全身檢查。但他並沒有全

盤照做，還是買了輛新車，幸好

有買醫療保險。到了 97 年底，

才發現身體不適，中醫看不好，

這才去大醫院檢查，一照已是癌

症未期，後應了 98 年身亡，過

不了此一關。這皆是因命中的業

力所註定也！

業力在命理中的體現

◎文/返本

一語成讖

依現今的觀點，這些忌諱有

一些是沒有依據的，但也有一些

忌諱的背後蘊含著深刻的道理。

例如：在說話方面的忌諱就比較

應驗。

古人特別看重文字和語言的

力量，對文字和語言是非常敬畏

和謹慎的，認為文字是「神」創

造的，所以將語言視為一種神秘

的力量，可以左右人生。 
至於「讖語」為甚麼會應

驗？因為當一個人亂講話時，

這些不好的「話」和未來應驗了

的「災禍」，都屬於負性的能量

場，當我們說出這些話時，按照

易經「同氣相求，同聲相應」的

原理，就會誘導我們的命運朝著

這些負性的結果靠攏。

也就是說，是我們主動地把

我們人生命運的頻率，調到和災

禍一樣的頻率上。也可以這麼

說，災難也是自己感召來的。

但更深一層來看，人生中所

發生的一切負面事件，又或是被

過去世的「惡因」牽引著。

這裡舉一真實案例：有位大

四學生的母親因腎臟病變去世

了，那時他當著家裡的親友，突

然說了一句話：「我要是遇到不

測，請在我死後 ，把器官全部

捐獻給需要的人。」

誰也沒想到的是，這句話一

個月後居然就應驗了，他在回家

的路上遭遇了車禍。

◎文/可裝

好風水
養出好兒女

兒童房是孩子的臥室、

起居室和遊戲空間。孩子是

父母的心頭肉，父母總是殷

殷期盼，因此兒童房的裝修

除了健康的考量，還需增添

有利於觀察、思考、遊戲等

元素，引導孩子茁壯成長。

因此今日就與您分享兒童房

裝修風水的幾個重點。

方位：清早醒來，即能

接收陽光能量的房間是最理

想的，所以兒童房首選是在

住宅的東部或東南部。

房門：門口是主要的納

氣口，床是休息和睡覺之

地，一旦和門口對沖，則為

凶，導致運勢變差，不利孩

子學習，且容易生病，也不

宜和書桌對沖。

地面：宜鋪設天然材

料，如：木質地板，既安全

又容易清潔。若鋪上地毯，

可以有效保護兒童的骨骼和

身體不受傷害，也是不錯的

選擇，但要注意清洗。

牆壁：不宜張貼太花亂

的壁紙，易靜不下心、喜愛

玩樂；不宜張貼奇形怪狀的

動物畫像，易做怪夢、行為

怪異；不宜張貼武士戰鬥等

暴力之圖，避免產生好鬥、

狠恨之心態。

書桌：大小要適合，過

大，對學習倍感壓力；過

小，對學習易產生忽略或輕

視的心理暗示。形狀以長方

形為首選，正方形和圓形也

可，但多角形狀的不宜。

收納：房間裡宜擺小桌

子或小儲櫃等，讓孩子自由

組織內部的物品，培養動手

的能力，不要去干預，但要

教導他們用過後能立即收拾

好，培養有始有終的好習

慣；而洋娃娃、動物類的玩

具不要關、鎖起來，會導致

孩子從小開始，就受到壓抑

的不良傾向。

毛為何不回延安不入故宮
北京故宮博物院是中華文化的代表，匯集歷代

文物的精髓，外國領袖來到中國，幾乎必定造訪。

去年川普夫婦訪中，亦大為讚賞。

但您知道毛澤東卻是至死都

不敢踏入嗎？其實不僅是故宮，

盛傳中國還有一處，讓毛澤東一

輩子都不敢伸腳，越雷池一步。

下面就來說說，是怎麼一回事。

禁地一：「延安」

毛進了北京後再沒回去過。

原因有人破解，當年蔣介石攻打

陝北，胡宗南 20 萬大軍進攻延

安。中共決定一路留守陝北，一

路東渡黃河入華北。

毛不知去留之際，求人算了

一卦。卦曰：「時值初春，河水

枯竭，實不宜過河。若過，切勿

再回頭！」就因此卦，毛離開延

安後再也沒回去過。

禁地二：「故宮」

故宮和中南海只有一牆之

隔，凡有國際貴賓來訪，總要去

參觀。

毛澤東權傾一時並好談古論

今，愛寫詩作賦。這座藏有百萬

件珍貴文物，歷經明清兩代 500
多年的古蹟，理應是他經常流連

之處。可為啥至死都不敢踏入

呢？令人費解！

坊間流傳是聽從高人指點：

「不能進，進了就要危及王位。」

文章說道，毛認為有超自然的力

量，有高智慧的人，對他們的預

測十分相信，甚至到了言聽計從

的地步。他的一生，為了防「篡

黨奪權」絞盡腦汁。除吸取歷史

上負面的宮廷角鬥、詭詐權謀

外；還培植派遣特務、間諜搞情

報；再有求籤問卦，算盡有關自

己權力得失的各種八卦。奪權

後，定下 9 月 9 日進京，親兵

編號 8341，就是依抽籤算命的

結果；後來，又到杭州靈隱寺抽

得「威命不可擋」的上籤，才決

意發動文革、扳倒劉少奇。

吉有吉兆 凶有凶兆
1976 年，吉林降落隕石

雨，把毛澤東嚇壞了。

他對秘書孟錦雲說：「吉有

吉兆，凶有凶兆。天搖地動，

天上掉下大石頭，就是要死人

呢！」

毛一生鼓吹「徹底的唯物主

義者是無所畏懼的」，但死到臨

頭時，他道出害怕遭天懲的真實

想法。毛聲稱自己是無神論者，

甚麼都不信，卻說一套做一套，

矛盾！這不禁令人生疑：共產

黨宣傳的「無神論」到底是講真

的？還是糊弄老百姓？ 

◎文/相美

身長腿短坐江山

擁有一雙修長美腿著實

讓人羨慕，因為色相美可不

代表相理也美！過去老人們

總說，「身長腿短壽命長，

腿長身短苦度日」，腿長的

人大多比不上身長的人要好

命。如果一個人的上身比例

明顯多於腿部，則代表此人

一生少吃苦、多享福，財運

還特別好，不需為自己的生

計成日奔波。

還有腿型渾圓結實，尤

其是小腿位置上下較為粗壯

飽滿，女性們比較忌諱擁有

的所謂「蘿蔔腿」，反而是

最佳的女性腿型。這類女性

多半生性踏實，端莊穩重，

心性平和，富有耐性與愛

心，勤儉持家，樂觀豁達，

是典型的賢妻良母。

每個人的八字好與壞，

皆是由自己宿世所造成

的。所以從八字中便可

知，命中善業與惡業的

多與寡。

風水小常識

◎文/辰君

幾千年來，我中

華民族不論是官方還

是民間，有許許多多

的忌諱，一直流傳至

今，包括了衣、食、

住、行，方方面面都

有著太多的講究和忌

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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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英文不好，快放暑假

了，我讓他每天自主學英文，要

他一天看一小段 Youtube 影片

來背 5 個單詞，並且要給我確

認學會了，才可以讓他玩一下他

喜歡的電玩。結果到了今天第 5
天，回頭去唸第一天的單字，竟

然還是有唸錯的。

我訓責他說英文能力跟電

玩，哪個對他未來人生影響比較

大？他自己知道說是英文，我

說：「是啊，但是你對英文的態

度，卻跟對電玩的態度差很多。

電玩可以沒人教自己研究到透

徹，還可以到學校跟同學交流分

享，英文卻是看了教學影片，也

每天練習與複習，但是還是不

會，這代表你學英文是用混的，

不是用心去學。」

我說：「如果叫你自主學習

你還混，那你浪費的不只是你自

己的時間，你也浪費了我指導你

的時間。」

我進一步跟他講了我的人生

與工作態度：「做辛苦的事，做

人家不想做的事。」我舉了例

子，當年在很大的組織工作時，

有時要跑公文流程，很多人都說

放著讓負責遞送的阿姨叔叔送交

就好，我就要自己一關一關親

送，去瞭解每個關卡流程的用

意，以及是誰負責那個關卡，他

會在意啥事，他一般會卡住多久

時間。等到有次有很急的案子，

照一般程序是根本來不及了，我

的能力與經驗就派上用場了，於

是一個小時內跑完好幾關的程

序，因為我親自做過，因為這是

辛苦的事。

回到兒子的英文，我問他說

用心學，講起來容易，但是他知

道該怎麼做才較用心學嗎？他搖

搖頭說不知道。我把他的英文筆

記拿起來，指著一個單字說：

「要這樣，手指頭指著每個字

母，指到哪邊就發音唸到哪邊，

這樣一遍一遍的唸，就會同時瞭

解發音與字母的規則，以後熟練

了就可以看字母就知道發音，以

及聽發音就知道如何拼字。」

我對他說：「你現在的英文

程度不好，所以要比別人更努

力。人家唸一遍兩遍就會，你就

要唸十遍，唸十遍還不會，那就

唸一百遍，當天學的字沒有唸的

會就不要睡覺。能有這樣的決

心，你就會真的用心去做了。」

兒子聽懂了，我勉勵他說：

「這樣學，很辛苦，大部分小孩

也不想做，但你能堅持這樣做，

你日後的成就以後會比你爸好，

只是從現在起做事的心態就要

對，如果抱持著混事的心態，那

就太對不起自己了，加油吧。」

有德即是福，無嗔即無禍，

心寬壽自延，量大智自裕。

人的一生需要擁有多種素

質，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情緒

穩定。

情緒像水，穩定的情緒是涓

涓細流，滋養萬物；不穩的情緒

則是咆哮波濤。

有人曾說「一個失落的靈魂

能很快殺死你，遠比細菌快的

多」。

人生路上，我們遇到的最大

敵人，不是能力，不是條件，而

是情緒。

情緒不穩定 
是缺乏自控力的表現

在《危險人格識別》一書

中，情緒不穩定被視為危險人

格。

情緒不穩定的人往往缺乏控

制情緒的能力，一點點刺激就能

讓情緒成為他的主人。

這就導致他們性情多變，且

極端跳躍。

這類人可能上一秒喜笑顏

開，下一秒就會因受某種微小細

節的影響變得偏執暴躁。

情緒化的人往往精神高度緊

張，他們依賴愛與安全感，但又

像個孩子一樣沒有能力去經營維

持一段健康的關係。

他們敏感、控制慾強、渴望

得到別人的關心與注意。

情緒不穩害人害己

首先，情緒不穩傷害自己。

情緒不穩定的人總是在脾氣

上來的時候口不擇言，或者還會

伴有肢體衝突，但情緒一過，又

會感到後悔。

人們都是追求安穩平靜的，

沒有人喜歡在驚嚇中度日。

過度的憤怒與抱怨，只會讓

朋友、機會越來越遠。

周而復始形成惡性循環，工

作、生活都可能受到影響。

其次，情緒不穩傷害親人。

人們在心理上都會更依賴家

人，因而情緒不穩定的人，往往

選擇向親人發火。關係越親越容

易受到傷害。

與愛人生活在一起，分享彼

此的情緒，疏導彼此的心理無可

厚非，但這種分享與溝通是相互

的，沒人喜歡永遠做一個垃圾

桶，也沒人喜歡成為出氣筒。

一個人在感情生活中總扮演

同一個角色，那這份感情就會變

成負擔，會失去吸引力。

當爭吵成為家庭生活的常

態，壞情緒傳染太多，不論是親

情還是愛情都會在反復無常的

「變臉」中消磨殆盡。

父母情緒不穩定更容易給孩

子帶來情緒或心理上的折磨，影

響孩子心理健康及三觀形成，導

致孩子畸形成長。

情緒穩定是最好的教養

生活不是一帆風順的，每個

人都會有情緒，這很正常。

但情緒如水，宜疏不宜堵。

學會控制情緒要輕拿輕放，

不要把情緒看的過重，也不能一

味遏制情緒，要學會疏導。

聖嚴法師說：「有德即是

福，無嗔即無禍，心寬壽自延，

量大智自裕。」

學會控制情緒，做一個情緒

穩定之人。

要把心放寬，遇事多想想好

的方面。

人生再艱難，明月清風也不

要錢。

學會控制情緒，做一個情緒

穩定之人。

自己愛自己，沒有人能給你

百分百的愛與安全感，安全感不

是別人給的，而是自己拼出來

的。

學會控制情緒，做一個情緒

穩定之人。

衝動上頭時，給自己三秒

鐘，去火降溫，在心裏問問自己

是否真的考慮清楚。

情緒穩定，是一個人最好的

教養。

控制好自己的情緒，不要讓

情緒控制了你。（來源：壹讀）

王駕生於唐宣宗大中五年

（公元 851 年）。晚唐詩人，字

大用，自號守素先生，河中（今

山西永濟）人。大順元年（890）
登進士第，仕至禮部員外郎。後

棄官歸隱。與鄭谷、司空圖友

善，詩風亦相近。其絕句構思巧

妙，自然流暢。司空圖《與王駕

評詩書》讚曰：「今王生者，寓

居其間，浸漬益久，五言所得，

長于思與境偕，乃詩家之所尚

者。」今存詩不多但很有名，尤

其《社日》和《雨晴》流傳很廣。

（1）社日：祭祀社神的節

日。春秋各一次，稱春社、秋

社。社，土神。

（2）鵝湖山：在江西鉛山

縣，山上有湖，湖裡養鵝，故

名，又湖中多荷花，舊名荷湖

山。山上建鵝湖寺，宋代朱熹、

陸九淵著名的「鵝湖之會」曾在

此寺舉行。

鵝湖之會 : 是中國宋朝時的

一場程朱理學與心學之間的學術

辯論，由呂祖謙主持。辯論方

為：程朱理學派（客觀唯心主

義）朱熹，對抗心學派（主觀

唯心主義）的陸九齡、陸九淵

兄弟。地點在鵝湖山（今江西

省鉛山縣），鄰近郡縣官吏、學

者百人列席觀會。雙方連三日激

辯，陸九淵質問朱熹「堯舜之前

有何書可讀？」，認為頓悟即明

心見性。陸九淵略占上風，陸朱

兩方各持己見而去，未明定勝敗

結果。 
（3）豚柵：豬欄。豚，小

豬。

（4）雞棲：雞捨。棲，禽

鳥停宿。

（5）掩扉：關門。扉，門。

（6）柘：柘樹，屬桑科植

物，葉可養蠶，果可食用，古時

多桑柘並稱。

（7）春社：立春後的第五

戊日祭祀土地神，祈求豐收。

鵝湖山下的稻米和高粱肥碩

飽滿，相對的豬欄和雞捨兩門都

關閉了。桑樹和柘樹的樹影已

斜，春祭社神的聚會也散去了，

家家扶著酒醉的人回家呢！

古代農業社會，祭拜社神是

最隆重的盛典，一年一度於春分

前後的春社祭祀，為祈求五榖豐

收、六畜興旺。漢朝以前只有春

社，漢以後又在秋分前後舉行秋

社，以報答土地神的恩賜，稱

為「春祈秋報」。自宋代起，以

立春、立秋後的第五個戊日為社

日。

每逢社日，鄉人聚集祭神，

準備豐盛的祭品，並有音樂、舞

蹈表演，以酬謝社神。演變到後

來，成為現代熱鬧的的廟會。本

詩的內容可知王駕的《社日》是

指春社。

作者 註釋

語譯

詩中有話

解釋
金：一種貴重的金屬，質軟

色黃，也稱為黃金。

生：生產。

麗：美好。

水：江河湖海的總稱。

玉：一種光潤漂亮半透明的

石頭，質地堅硬。

出：生產。

昆：崑崙山的簡稱。

岡：山嶺。

譯文參考
發源於青海的金沙江〔古稱

麗水〕是生產黃金的地方，

而新疆的崑崙山則是以出產

美玉聞名。

問題討論
中國人特別喜愛收藏「黃

金」與「美玉」，有一句古話叫

「金玉滿堂」，是形容人家的富

貴，而一般人也以能夠「金玉滿

堂」為榮、為傲。所以有人小的

時候努力讀書，長大努力工作，

工作為了賺錢，賺了錢去買房

子，買了房子再買金銀珠寶，讓

它「金玉滿堂」。在這個追求的

過程中，有的人不會那麼樣順

利，有的人會貪得無厭，為了達

到目的，他們就會起了不好的心

思，偷、搶、拐、騙等手段就會

出現，做了違反天理的事。壞事

做多了，對他周圍的人就不放

心，怕別人用同樣的手段來對付

他，奪取他的金銀珠寶，於是整

天提心吊膽，心神不寧，為自己

埋下災禍的種子，老子說：「金

玉滿堂，莫之能守」就是這個意

思。但是；假如你能夠放下對財

富不捨的心，不再追求不當的財

富，把財富看成好像是天上的浮

雲一樣，那麼就不會成為你的負

擔，就可趨吉避凶了。

千字文
        jīn   shēng     lì      shuǐ

金 生 麗 水
        yù     chū     kūn    gāng

玉 出 昆 岡

學習的態度 陸

  é     hú shān xià  dào liáng féi  tún  zhà   jī     qī   duì  yǎn   fēi

鵝湖山下稻粱肥， 豚柵雞棲對掩扉。
sāng zhè yǐng xié chūn shè sàn  jiā   jiā     fú   dé   zuì   rén  guī

桑柘影斜春社散， 家家扶得醉人歸。

社日 
shè    rì 

作者：王駕 wáng jià 

看中國合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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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張季民

穩定的情緒是最好的教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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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魯境內有許多天然景

觀，看上去非常神奇。除了之

前發現的世界上絕無僅有的、

由彩色砂礫岩結合而成的天然

美 景 庫 斯 科（Cusco）「彩 虹

山」（Rainbow Mountain） 之

外，遊客又發現一處新秘境「新

娘瀑布」。這處神奇景觀位於

秘魯西北部城市卡哈馬卡大區

（Cajamarca）與奧克薩瑪律卡

區（Oxamarca）之間，這裡地

處偏僻，人煙稀少，一直保持

著原始的自然風貌。

有遊客在「YouTube」貼出

錄影，一座高聳的山壁上，有

清流自岩縫中潺潺而下，成為

一道小瀑布。水流順勢而下的

過程中，被突出的岩石阻擋而

改變流向，遠遠看去宛如一個

高挽髮髻、披著白紗的待嫁新

娘。

秘魯的另一處奇觀「彩虹

山」，被遊客稱為像是「上帝打

翻的顏料盤」，五彩繽紛美到令

人窒息。

在地質學上，這種非常奇

特的地貌叫做「丹霞地貌」，是

由水平或變動很輕微的厚層紅

色砂岩、礫岩所構成。不過，

要想一覽「彩虹山」的美，需要

在凌晨 2 點多由庫斯科出發，

經過 3 小時車程，抵達「彩虹

山」附近的小鎮；隨後，還要繼

續在海拔 4.5 多公里的碎石路

上，攀爬 500 米，才能抵達「彩

虹山」的瞭望點，一覽「彩虹

山」全貌。

秘魯「新娘瀑布」很多網友紛紛

驚呼「太神奇了，清晰又完美的

自然景觀」。(視頻截圖)

5 月 23 日，臺灣雲林縣麥

寮鄉婦女吳林罔腰在家中辭世，

享壽 97 歲。家人為她舉行了葬

禮，奇特的是，老人的家屬分別

為她供奉了兩個靈位，一位是吳

林罔腰，靈位供奉在家中；一位

是朱秀華，靈位則入祠在麥寮的

成德堂。這樣的「雙靈祭喪」儀

式，在臺灣前所未見。

一個人，為何有兩個名字，

要供兩個靈位？這還要從 60 年

前的一樁奇聞說起。

1959 年，時年 37 歲的麥

寮鄉婦人吳林罔腰突然病危，送

醫後不治身亡，家人悲痛萬分。

但三天三夜後，被醫生宣布死亡

的吳林罔腰突然睜開眼睛，死而

復活了。

看著欣喜的家人，甦醒的

吳林罔腰卻不認識他們，她自

稱名叫朱秀華，來自金門，年

僅 18 歲，因為逃難被人害死在

雲林臺西海邊。恰逢麥寮建材

行老闆吳秋得的妻子吳林罔腰

病逝，她的魂魄在神靈幫助下

借屍還魂。

「借屍還魂」？別逗了！

西醫解釋說：「急性壓力反應之

後，這是去人格化現象，去真

實感。」意思就是吳林罔腰病糊

塗了。還稱當時醫學不發達，

是誤認死亡。西醫的解釋不過

是猜測，而吳家人的感受卻是

實實在在的。與林罔腰一起生

活了許多年的丈夫吳秋得發

現，這個自稱朱秀華的人，雖

然外表跟他太太一樣，但整個

人跟先前的林罔腰完全不同。

林罔腰不忌葷腥，但自稱是朱

秀華後吃全素； 林罔腰目不識

丁，但醒來後卻成了一個有文

化的人，寫的字工整漂亮；林

罔腰體弱多病，但變成朱秀華

後，粗活重活樣樣能做。

林罔腰的兒子吳勝彥，以前

完全不相信「借屍還魂」，但從

未去過海豐島的媽媽，卻能說出

海豐島的情景。「媽媽從小就生

長在麥寮，從來沒去過臺西或金

門，她病後，完全換了一個人。

身體還是媽媽的，親戚朋友們來

探望她，她全都不認識，連外婆

和阿姨她都不認識。說話口音也

變成金門口音。」

林罔腰的外甥也說：「自從

舅媽病好了以後，她真是甚麼都

會幫著做，和以前的舅媽完全是

變成兩個人了。嗜好、走路的動

作也都不一樣了。」

當年，這樁奇事不但震驚了

整個臺灣社會，甚至轟動了世

界。臺灣政府派人探查事實真

相，各路媒體包括國際媒體紛至

沓來，爭相報導。

更為神奇的是，自稱是朱秀

華的林罔腰不但性情大變，還能

未卜先知。吳秋得以前是一位土

木工人，朱秀華要他經營建材

行，丈夫負責生意，她管理帳

目。朱秀華認準的生意都能賺

錢，若她認為不可做的生意一做

準會虧本，應驗不爽。在朱秀華

的操持下，吳家逐漸發達，成為

麥寮的富商。

朱秀華是個虔誠的佛教徒，

60 年前，她陽壽未盡遭遇枉

死，卻得神靈眷顧借體續命。

生死之間更明白因果報應的

天理，回到陽間後她吃齋禮佛善

心助人，在鄉里人緣口碑都很

好。數十年後，她的故事還被拍

成電視劇。

有媒體上門採訪九十多歲

的朱秀華，並問她：「靈魂出去

時，是甚麼感覺？」朱秀華回

答：「像坐在船上一樣的感覺。」

「靈魂出去有看到光，還有神接

人。」但她說不知那是甚麼神。

今年 5 月，吳林罔腰（朱

秀華）因血壓降低住院治療，

她知道這一次是自己的大限到

了。她跟醫師說，她的時間到

了，要回家了。家人以為她不願

待在醫院就接她回家，其實是她

知道，自己塵緣已了，該走了。

返家不久，朱秀華辭世。一段延

續了 60 年的人生傳奇畫上了句

號。

這個借體續命的真實故事證

明，人是有靈魂的，生命的延續

並不由肉體決定，肉體只是靈魂

寄居的一個載體。

「借屍還魂」這樣的

情節，多數人應該只在小說

中讀到。但60年前，臺灣一
件真實的「借屍還魂」案，

轟動了世界。故事的主人公

於今年5月走完了她的傳奇
人生，踏上推遲了60年的歸
程。

文 / 青蓮 圖 / Fotolia

借屍還魂六十載
紅塵緣盡返歸程

▲朱秀華

1965 年 6 月，阿根廷考古

學家胡安 · 莫里茨在厄瓜多爾

偶然發現，在南美大陸地底深

處，有一條綿延數千公里的龐

大隧道體系。

這條隧道位於地下 240 米

深處，估計全長達 4000 公里以

上，屬於一個極為龐大、複雜

的隧道系統。其最終通向何處

無人知道。

隧道裡有寬闊、筆直的通

道和牆壁，多處精緻的岩石門

洞和大門，從隧道入口進去不

久，就有個 140 米 ×150 米屋

頂平整光滑的巨型大廳，其規

模相當於現在最為先進的大型

機場裡的飛機庫。大廳中央放

著一張桌子和七把椅子。它像

人造金屬材料製造的，至少有 5
萬多年的歷史或更為久遠。大

廳裡還有許多純金製作的動物

模型等。

其中有些動物如大象、獅

子和駱駝等並不產於美洲。

隧道裡存放著很多壁畫、

牌匾、黃金製品和雕刻品。令

人震驚的是，隧道裡還有一架

黃金模型飛機。

紐約航空機械學院的亞瑟 ·
普斯里博士經試驗認為，這架

模型飛機從幾何形的翅膀、流

線型的機頭及有防風玻璃的駕

駛艙看，很像美國的 B—52 轟

炸機。

更令人吃驚的是，在一塊

長 53 釐米、寬 29 釐米的石板

上，竟然刻著一隻恐龍！

恐龍滅絕在 6400 萬年前，

隧道的製造者是見過真的恐

龍，還是像現代人一樣用高科

技手段研究過恐龍化石？

在隧道裡還發現了一個 12

釐米高，6 釐米寬的用石頭製作

的護身符。它的正面是個小精

靈，一個右手握著月亮、左手

握著太陽的小孩站在一個圓形

的球體上。背面是半彎月亮和

光芒四射的太陽。

經鑑定這是西元前 9000
年～西元前 4000 年的遺物，至

少已有六、七千年的歷史。

但人類第一次證實地球是

一個球體，是 1522 年麥哲倫完

成環球航行。

隧道裡有一個奇異的石雕

人像，這個人像戴著形狀奇怪

的頭盔和耳機，穿著帶有許多

按鍵的服裝，讓人很自然地聯

想到外星太空人。

在無數珍寶中，有一本在

許多民族遠古傳說中都提到過

的金書。它是由「一種不知名的

金屬板和金屬薄箔製作的」。

書頁尺寸多數為 96 釐米 × 48
釐米，每頁上都蓋有奇怪的印

章，估計有數千頁之多。

書上的文字像是用機器壓

上去的，這些文字與現存任何

一種文字都不相同，無人認識。

德國作家丹尼肯進過隧道

後認為，隧道是用人類現在還

不具有的某些技術開鑿成的。

這些發現清晰地表明：人

類文明並非只有一次，遠古時

代確曾存有高度發達的文明。

大腦中有個現成的世界
文/藍月 圖/Fotolia

三 藩 市 Smith-Kettlewell
眼睛研究所的一個研究結論稱，

人只能看到自己大腦允許和決定

讓我們看到的事物，有的時候暴

露在視野裡的東西，我們卻「視

而不見」。據 414 期《自然》雜

誌一篇研究論文報導，參加這項

研究的人被要求觀看一個電腦屏

幕，屏幕上顯示一些旋轉的藍色

的點，背景則是一些靜止不動的

黃點。結果實驗者無一例外的過

濾了黃點的存在。

然而，擦掉黃點的並不是電

腦，黃點仍然存在在屏幕上，選

擇擦掉黃點的，是人的大腦。

文章認為，似乎大腦早就有

了內在的、現成的關於世界是甚

麼樣子的理論，然後按照這個理

論決定人可以看到甚麼，看不到

甚麼，比如，旋轉的藍點和靜止

的黃點，而大腦只讓人看到藍

點，他們把這種現象稱為「運動

引起的視盲」。

但是，大腦中那個現成的世

界是甚麼樣的理論又是如何形成

的呢？是從甚麼時候開始裝入我

們腦子裡的呢？ 

文 / 紫雲 神秘隧道裡的史前文明

秘魯新娘瀑布 
與彩虹山

秘魯「彩虹山」，被稱為像是

「上帝打翻的顏料盤」，五彩繽

紛美到令人窒息。 
（視頻截圖）

在南美有一個全

長達4000公里

以上的神秘隧道

中，科學家們發

現了純金鑄造的

古 代 飛 機 模 型

等。(資料圖)

天下奇觀
Wonder

生活中有一種現象，有

時候某件東西就在自己眼

前，卻偏偏視而不見，就好

像大腦故意不讓你看到。

人類文明到底是一次

性的，還是循環往復的？遠

古時代究竟有沒有存在過

高度發達甚至我們今天尚

無法企及的文明？也許，這

個謎底早就揭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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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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此
生
必
去
的

你
去
過
幾
個
？

國際航協一級代理

熱線電話：中文服務 403-230-3311  587-586-4566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 10:00-18:00 週六 11:00-16:00 地址：1507 Centre B Street NW（金記牛肉粉旁邊，後院停車）

旅遊神器等    拿 !

中秋             大促销，位置有限，先到先得！

你
【特別推薦】

更多超值行程掃一掃

【圣诞亲子团】见识中国精彩北京 7/8 日游 CAD0

              见识中国品质江南 7/8 日游 CAD0

【中秋探亲团】珠江水故乡情广东贵州黄果树 10 日游 CAD0

【中秋美食团】江南水乡美食 7日游 CAD0

【中秋赏叶团】张家界秋叶美景 7日游 CAD0

带上他 /她圣诞探索世界奥秘

【圣诞热恋团】顺道相约韩国首尔 6日游仅 CAD199 起

              顺道相约台湾环岛 6日游仅 CAD199 起

              见识中国品质江南 7/8 日游

              顺道相约台湾环岛 6日游仅

加航：卡尔加里—上海 CAD609 起（含税）

加航：卡尔加里—北京 CAD679 起（含税）

南航：卡尔加里—广州 CAD679 起（含税）

东航：卡尔加里—上海 CAD559 起（含税）

国航：卡尔加里—北京 /各大城市 CAD597起（含税）

海航：卡尔加里—上海 /广州 CAD659 起（含税）

海航：卡尔加里—各大城市 CAD679 起（含税）

【双亲赏枫团】加东深度赏枫 6/7 日游双人间

              CAD579 起（第三人仅 CAD50)

【双亲赏景团】加东海洋三省 9/10 日游双人间

              CAD739 起（第三人半价）

【双亲畅游团】美加东深度畅游 6日游双人间

              USD613 起 ( 买二赠二）

零团费

優遊假期（卡尔加里）優遊假期（卡尔加里）

 2018 年    团费中秋回国顺道游系列

2018 年    团费圣诞亲子游系列
              

2018 秋季美加东休闲游系列

2018 圣诞热恋游系列买一赠一

本期熱推！

秋景顺道得相见，人月此刻两团圆

零

零 2018 秋季热卖机票系列（含税）

日本－東京

人口眾多的東京，卻井然有

序。日本的現代與古典的衝擊，豐

盛得讓人應接不暇。

22

緬甸－蒲甘 30
世界上最美的日出在哪裡？去過蒲甘

的旅行者會毫不猶豫地說在緬甸！你可以

想像一下，清晨的第一縷陽光透過迷霧，

籠罩在數以千計的佛塔上，宛若神殿。

葡萄牙－里斯本

溫暖的南歐城市，里斯本不僅是葡萄牙

的首都，也是眾多歐洲人度假勝地。

31

荷蘭－阿姆斯特丹 印度－齋普爾

法國－里昂

希臘－伊亞

28 32

33

34

在這座城市生活，可以擁有極高的生活

品質，在這座城市旅行，可以體驗你或許從

未體驗過的紅燈區和合法的禁忌，當然，也

有不少遊客會為了梵高博物館而來。

這座著名的粉紅之城，與泰姬陵所在地

阿格拉、印度首都新德里共同組成了北印度

的金三角，這裡有雄偉的宮殿和美麗的花

園，讓你體驗印度另一面的美。

在羅馬時代，里昂是相當繁盛的一座城

市，如今也是法國的藝術與文化中心，世界

文化遺產。

這裡是希臘聖托里尼島必去之處，是無

數人夢寐以求的愛琴海之城。這裡有著世界

上最美的日落和藍白相間的美麗建築。

埃及－盧克索 29
這座美麗的宮殿之城，尼羅河穿城而

過，壯麗的神秘和充滿活力的居民區，使其

成為世界上著名的露天博物館。

德國－柏林 27
柏林無論是從文化、政治、傳媒還是科

學上講都稱得上是世界級城市，以崇尚自由

生活方式和現代精神的年輕人和藝術家而聞

名於世。

土耳其－伊斯坦布爾 24
西方與東方地交匯之處，伊斯坦布爾佇

立千年，包含歷史、文化和雄偉的建築。

25越南－河內

這座城市是多樣的，融合了越南、日

本、中國及西方多個國家的元素，當然別忘

了嚐嚐這裡獨特的美食。

柬埔寨－暹粒

位於柬埔寨暹粒的吳哥窟，已經成了這

個國家的代名詞。這裡不僅僅有著令人歎為

觀止的廟宇遺跡，也有美味的食物和熱鬧的

酒吧。

26秘魯 - 庫斯科

這座城市在秘魯當地語言中是「肚臍」的

意思。你可以在這裡欣賞到絕美的印加宮殿的

花崗岩牆壁、紀念碑和太陽寺廟，不愧是古老

的印加帝國的搖籃。

奧地利－維也納 23
無可置疑的音樂之城，維也納的每個角

落似乎都飄蕩著美妙的樂曲，還有香醇的咖

啡香！。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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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 房產 DAuto & Real E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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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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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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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8月1日第12期

【看 中 國 訊】近 日， 豪 車

品牌麥克拉倫推出了全新旗艦

超跑 600LT。英國當地售價從

185,500 英鎊起跳，預計生產週

期從今年 10 月至明年 10 月為

止，加上全手工組裝，因此數量

將會有所限制。

600LT 以 現 行 570S Coupe

為基礎打造，並全面強化，是

繼 F1 GTR 長 尾 賽 車 675LT、

675LT Spider 之後，第四部掛上

「Longtail」稱號的高性能作品。

由於車身採用了更多碳纖維鈑

件，且全車共有高達 23% 的零

組 件 已 重 新 設

計，所以車身乾燥重量較 570S 

Coupe 還輕了 96 公斤、僅 1,247

公斤。

外觀上，新車運用了家族

式設計，被譽為「蝴蝶燈」的

大燈配合寬大的進氣格柵，看

上去十分兇狠。燈組內部還帶

有「600LT」的標識。車尾採用

了別具匠心的頂部排氣管，保

障排氣效率的同時帶來別具一

格的視覺感受。尾燈組也採用

了與大燈相似的造型，極具辨

識度。

內飾部分，新車採用極簡

的設計風格，紅黑雙色進行搭

配，600LT 的 座 艙 不 僅 換 上

了 兩 張 首 見 於 同 廠 限 量 超 跑

P1 的碳纖維桶型賽車座椅，

且方向盤、中控台與儀表盤都

大量以碳纖維和 Alcantara 麂

皮材質包覆。此外，邁凱倫還

提供了定制配置，包括碳纖維

車頂、舷窗以及碳纖維前擋泥

板。

該 車 搭 載 3.8 升 V8 雙 渦

輪 增 壓 引 擎， 最 大 輸 出 功 率

441kW，峰值扭矩 620Nm，搭

配鍛造鋁合金雙 A 臂懸掛、輕

量化剎車系統與倍耐力 P Zero 

Trofeo R 賽道用熱熔胎，更快的

油門與剎車反應組合出極強的

操控性。

麥克拉倫

超跑600LT

被譽為「蝴

蝶燈」的大燈

配合寬大的進氣格

柵，看上去十分

兇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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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大眾汽車總部

位於德國沃爾夫斯堡。大眾汽

車是大眾集團的核心企業及原

始品牌，也是該集團最暢銷品

牌及全球最大汽車製造商之一。

大眾集團目前擁有 9 大著

名汽車品牌：大眾汽車（德

國）、奧迪（德國）、蘭博基尼

（意大利）、賓利（英國）、布

加迪（法國）、西亞特（西班

牙）、斯柯達（捷克）、大眾汽

車商用車（德國）和斯堪尼亞

卡車（瑞典）。

大眾汽車原名福斯汽車（德

語：Volkswagen, 縮寫 VW），

在德語中，Volks 為人民之意，

Wagen 為汽車之意，因此，其

全名之意即是「人民的汽車」。

世界汽車史上產銷量最高的轎

車——甲殼蟲和高爾夫，均是該

品牌的傑作。

1937 年 5 月 28 日，納粹政

府官方工會德意志勞工陣線成立

了大眾公司的前身「德國國民汽

車籌備公司」，目的是為了生產

大眾老甲殼蟲（後更名為 1 型

汽車）。該車由費迪南 ‧ 保時

捷 ( 保時捷汽車的始祖 ) 的公司

設計。工廠在 1938 年 4 月 20
日打造了一台甲殼蟲汽車（1 型

汽車的敞篷車），獻給希特勒作

為 40 歲生日賀禮。 1938 年 9
月16日，公司更名為大眾公司。

工廠建成不久後，第二次世

界大戰爆發，工廠的主要產品改

為軍用。該工廠還生產 V-1 飛

彈，因此也成為了盟軍的主要轟

炸目標。

二戰後，1945 年 6 月，英

國接管了被炸毀的工廠並重啟生

產，然而，沒有英國汽車商對

此感興趣。 1948 年，英國政府

將公司移交給德國政府。由於

工廠重建和戰後原料短缺，1 型

汽車的生產一直恢復緩慢，但

到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生

產速度快速增長。大眾開始在 1
型汽車的平台上推出新款汽車，

直到 1970 年推出首款前輪驅 
動車。

1965 年 1 月 1 日，大眾從

戴姆勒 - 奔馳公司手中收購了汽

車聯盟公司。新公司繼續生產奧

迪系列的戰後第一款汽車：奧

迪 F103。之後，大眾陸續與西

班牙汽車製造商西雅特公司、捷

克斯洛伐克的斯柯達汽車公司簽

署合作。 1998 年，三個著名品

牌加入大眾：賓利、蘭博基尼和

布加迪。 2010 年 1 月 15 日，

大眾集團宣布收購鈴木公司的 
股份。

1998 年，在最初的甲殼蟲

下線許多年以後，大眾汽車正式

推出了外形與原先非常相似的

新甲殼蟲（以大眾高爾夫為平

台），而甲殼蟲則在墨西哥廠和

其他少數一些國家一直生產到

2003 年，共生產出 21,529,464
輛甲殼蟲，是全球史上各款汽車

中的最暢銷汽車之一，讓汽車真

正走向普通民眾，人民之車的稱

呼當之無愧。 

1950年的甲殼蟲

1965年至1972年間生產的奧迪

F103

費迪南‧保時捷與兒子費利‧保

時捷

打造人民的汽車
大 眾VOLKSWAGEN

大眾新甲殼蟲

【看中國訊】有「日本的勞斯萊

斯」的豐田 Century 新車型於去年

公布後，成為日本天皇、內閣大臣

以及財團高層們的御用座駕。雖

然誕生 50 年來僅出過 3 代，但每

一代都足夠優秀。六月底，第三代

Century 正式在日本市場出售，售

價1980萬日元（約23.4萬加元）。

外觀上，Century 保持了現有

日式經典豪華設計風格，此外豐田

也為其加諸了 LED 頭燈、LED 霧

燈與呈現三組方塊的LED尾燈組。

而全新的直瀑式鍍鉻水箱護罩搭配

鳳凰廠徽，更形成了 Century 的特

有標記。

此外，豐田還為 Century 打

造了專用的「Kamui」黑色車漆。

這款漆料的塗層多達七層，蘊含著

複雜的日本噴漆與細膩的打磨拋光

工藝。此外還有深藍色、暗紅色、

灰白色可選。然後整個車身漆面的

視覺效果和整車隨處可見的電鍍工

藝——電鍍輪眉、側裙和窗框相得

益彰，完美結合。

內飾中，Century 並沒有採用

傳統豪車的真皮結構和高級木材混

合，而是在使用木紋飾板增進車色

和質感以外，標配高級的手工針織

物座椅，頂棚採用花紋質地，沒有

天窗。

Century 採用獨立雙座設定、

電動可調雙後座、11.6 英寸後座獨

立多媒體資訊系統、辦公桌、獨立

閱讀燈、後座專屬控制面板與全車

20 個揚聲器，完全滿足後座乘客需

求。

該車採用了全新 5.0 升 V8 引
擎與電機組成的新一代油電混合動

力系統，引擎佈局前置後驅，通過

全新的 e-CVT 無極變速箱傳遞給

後輪，百公里加速為 6 秒，行駛百

公里油耗僅 7.35 升。

Century

汽
車
品
牌
故
事

【看中國訊】近日，鈴木

公司於日本發布了最新第四代

越野車型 Jimny，距離上一代

已經有近 20 年的時間。

新一代 Jimny 車系擁有

極為方正的復古外觀，車頭採

用黑色水箱護罩並延伸至頭燈

兩側，較前代車款更具越野風

格。Jimny 與 JimnySierra 兩

種車型在外觀上的主要差異，

在於 Sierra 車型的車輪加入

寬闊的防刮塑料輪拱，再搭配

較寬的前後輪距，有著更濃厚

的越野氣息。鈴木公司還為該

車系設計了 13 種車色組合。

J i m n y 有 J i m n y 和

Jimny Sierra 兩種車型，分別

搭載 0.6 升的三缸渦輪增壓引

擎與 1.5 升自然吸氣引擎。這

兩種車型提供不同選配。全車

系均可選擇 5 速手動或 4 速

自動變速箱。

為了讓該車有更好的越

野能力，Jimny 搭配 4WD 系

統，可切換 2H（FR 傳動），

4H（4WD 高速），4L（4WD
低速）三種系統，尤其是

在 4L（4WD 低 速 ） 模 式

下，標準配備的機械式制動

器 LSD 更可防止打滑動力流

失，提供約 2 倍的驅動力便

於上陡坡或應對越野地形，

同時還備有陡坡緩降、斜坡

輔助系統，使 Jimny 有更安

全的操駕環境。

Jimny 第 4 代許多地方都

佈置出剛硬的越野個性，圓形

儀表盤使用外露式螺釘鎖點的

方式來固定方正的飾蓋，在車

內扶手等處也能看見外露式螺

釘鎖點，營造出復古的視覺 
效果。

中控台上配置觸控式多媒

體系統熒幕，並導入了「鈴木

安全支援」預防新技術。

全新一代鈴木Jim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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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腦旁不宜擺放的

物品

1、零食、飲料
你平時的習慣，使電腦旁保

留了很多雜物，如飯粒、餅乾

渣、頭髮等比比皆是，難怪有人

說：公用機房裡的鍵盤比公廁還

臟。同時食物的碎片還可能進入

你的鍵盤裡，堵塞電路，從而造

成輸入困難；而飲料如果灑掉一

次就足以毀滅你的鍵盤。

解決方法：避免在鍵盤上吃

東西，每過一段時間就給它打掃

衛生；你要是腰包更加飽的話，

可以考慮半年換一個鍵盤試試，

應該情況會好一些。還有，記得

給你房間買一個飯桌了。

2、煙灰缸、煙頭
像香煙、雪茄或微小煙粒會

傷害你的肺一樣，煙也可能會跑

進你的電腦硬件並危及資料。

煙霧也可能會覆蓋 CD-ROM、

DVD 驅動器的讀取頭，造成讀

取錯誤。煙頭、煙灰更有可能使

得你的打印機和掃瞄儀效能大大

的下降。

解決方法：要保護你的系

統和你自己的最佳方式，就是

不要抽煙。如果你就是戒不掉

抽煙這個習慣的話，到外面去

抽，或在電腦四周打開空氣清

淨機吧！當然更不要把你的鍵

盤當煙灰缸用。

二、電腦旁可以擺放 
以下物品

1、一杯熱水或者一個 
加濕器

在電腦旁邊擺一杯溫水，當

水蒸氣揮發到空間的時候，就可

以讓眼球保持濕潤，對乾眼症患

者也有很好的舒緩症狀的功效。

加濕器，顧名思義，增加空

氣濕度，這樣讓你的皮膚不會暴

露在乾燥的空氣中。不過不建議

一直對著皮膚吹，一般應該放在

電腦周圍一公尺左右。讓它慢慢

的增加周圍空氣的濕度，用比較

柔和的方式給皮膚補水。

2、仙人掌、人參樹等綠色
植物

一、閱讀角應該 
具備哪些東西？

單人座椅 + 小邊幾 + 閱

讀燈，就是一個閱讀角的基礎構

成。

單人座椅為長時間閱讀提供

舒適的坐感；小邊幾可以放置一

些水杯、書本，方便隨手拿取；

閱讀燈為光線不足的情況下，提

供照明支持。

二、為自己選一張 
合適的閱讀座椅

座椅首先考慮支撐力好、軟

硬適中的單人沙發。太軟的沙發

雖然一坐下去感覺很舒服，但是

坐面過軟，下沉度太大，會造成

久坐不適，就連起立都變得很困

難（想想你坐懶人沙發的經歷

就知道了）。

最合理的搭配是靠背比坐面

軟一些，最好帶有扶手，可減輕

兩肩、背部和上肢肌肉的疲勞，

久久端著書本的手臂也能獲取舒

適的放鬆效果。

三、舒適的燈光與照明

閱讀角的最佳選址應該是家

裏光線條件較好的地方，陽光透

過窗戶和紗幔的散射光給人眼帶

來舒適的感覺，這種光線是很適

合閱讀的。

 在自然光不足的情況下，就

要用到人造燈了。購買落地燈的

時候一定要選擇燈帽向下、光源

聚攏的，這樣集中打在書上的光

線才能滿足閱讀需求。

來源：太平洋時尚網

不論是辦公室，還是家裡的電

腦桌，很多人都喜歡堆滿自己喜歡

的小物、零食之類的，但其實這是

很不健康的行為。為什麼放個東西

在桌上會影響健康呢？一起來看一

下就知道了！

使用電腦小貼士：

最好把螢幕調整到眼睛

平視低 10 ～ 20 公分，可降

低眼瞼上提的機會，除了要

讓眼睛多休息外，還要經常

眨眼來濕潤眼睛。吃一些對

眼睛有益的食品，如雞蛋、

魚類、魚肝油、胡蘿蔔、菠

菜、地瓜、南瓜、枸杞子、

菊花、芝麻、蘿蔔、動物肝

臟等。用完電腦應洗臉，平

時應注意多起身運動，不要

久坐超過一小時。

仙人掌對電腦和手機發出的

電磁輻射有吸收作用。另外，它

的刺會發出負離子，中和正離子

的有害作用。另外電腦輻射的最

強地帶是鍵盤，電腦的螢幕的後

背也是輻射較強的地帶。

3、眼藥水
20 ～ 40 歲之間的正常人每

分鐘眨眼約 20 次，而在睜眼凝

視變動快速的電腦螢幕時，眨眼

次數會減少到每分鐘 4 ～ 5 次，

造成淚液分泌嚴重不足，就會出

現眼睛乾燥、酸澀的症狀。為減

少眼部的干燥，可以不在醫生指

導下，適當在眼部點用不含防腐

劑的人工淚液或者眼藥水。另外

眼睛保健操也可以達到放鬆眼

睛、減少疲勞的作用。

4、一台小型風扇
科學研究證實，電腦的螢

幕能產生一種叫溴化二苯並呋

喃的致癌物質。辦公室不能開

窗、不能對流，就像人的血管

不通，當然不健康。在氣候許

可狀況下，常開窗戶，是改善

通風最基本簡單的方法。若剛

好坐在空調死角處，加裝一個

小風扇可以促進對流。

5、一個橘子或綠茶
對於生活緊張而忙碌的人

電腦旁應該如何擺放物品？
來說，抵禦電腦輻射最簡單的

辦法就是在每天上午喝 2 ～ 3
杯的綠茶，吃一個橘子。茶葉

中含有豐富的維生素 A 原，它

被人體吸收後，能迅速轉化為

維生素 A。

維生素 A 不但能合成視紫

紅質，還能使眼睛在暗光下看東

西更清楚，因此，綠茶不但能消

除電腦輻射的危害，還能保護和

提高視力。如果不習慣喝綠茶，

菊花茶同樣也有抵抗電腦輻射和

調節身體功能的作用，螺旋藻、

沙棘油也具有抗輻射的作用。

巧用扶手椅打造出閱讀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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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2020 年，在完

成 40 萬元的室內翻修後，議員

們將重新回到卡城歷史悠久砂岩

覆蓋的舊市政大樓。

2016 年，市議會被迫暫時

搬遷，以便整修市政大樓破舊的

外觀，修復預算為3400萬加元。

雖然大多數市議員表達了回

歸這座歷史建築的強烈願望，但

有些議員已經習慣了位於舊市政

廳以東的市行政大樓四樓更為寬

敞的臨時辦公室。

自從搬離舊市政廳後，議員

辦公室增加了大約 10 名工作人

員，需要更多空間，使得搬遷過

程變得複雜。

設施管理代理主任達雷爾貝

爾（Darrel Bell）表示，為解決

這一問題，他們需要重新配置舊

大廳的一樓，增加三個辦公室，

以容納增加的員工人數，同時增

加一個廚房和一個通用洗手間。

貝爾說：「我相信 40 萬美

元足以完成這項工作。」

市政府表示，與其他選擇相

比，該計畫涉及的翻修量最少。

主持週一市議會議的議員

雷．瓊斯（Ray Jones）表示，

他同意重返歷史建築的計畫。市

長南希（Naheed Nenshi）沒有

參加週一的會議，他將另行決定

他的辦公室是否返回舊市政廳。

議員傑羅米法卡斯（Jeromy 
Farkas）說，他不同意在搬遷上

使用任何額外資金，他希望在現

有的市政管理預算下支付搬遷費

用。「對於辦公室是否舒適我並

不太感興趣。我認為我的工作主

要是在議會會議室或在社區聽取

選民的意見，」法卡斯說。

週一理事會投票以 13：1 的

比例贊成重返舊市政廳的計畫，

法卡斯提出了唯一的反對票。

【看中國訊】自僱人士在申

請住房貸款時，往往因為收入

不穩定而遭到拒絕。近日，加

拿大按揭及房屋公司（Canada 
Mortgage and Housing Corp.，
以下簡稱 CMHC）公布了一項

住房抵押貸款政策變更，這一政

策的改變旨在為自僱人士住房貸

款提供更多的指導和靈活性，讓

佔加拿大人口的 15％左右的自

僱人士更容易獲得抵押貸款。這

一政策將於今年 10 月份生效。

CMHC 指出，對於某些自

營業務或者自僱工作時間不足兩

年的借款人，貸款機構可以參考

以下幾個因素來決定是否向其發

放貸款。

•是否收購一個成熟的生意；

• 是否有充足的存款；

• 是否存在可預測的收益；

•申請人的教育和培訓狀況。

CMHC 表示，之前可以接

受這些類型的申請，前提是貸款

人提供的貸款文件中註明了「過

硬的理由」。

此外，CMHC 還制定了更

多的貸款文件選項，以使自雇借

款人在收入和就業要求方面更方

便滿足獲得貸款條件。這些文件

將包括評估通知書（Notice of 

Assessment），附有 T1 基本稅

表，加拿大稅務局的收入證明及

T2125 表（這是一份證明企業經

營活動的表格）。

該機構的首席商務專員

Romy Bowers 在一份聲明中說：

「這些政策的變化，讓自僱借款

人更容易獲得 CMHC 抵押貸款

保險，並能獲得更有利的貸款利

率。」

擬開發的項目位於一街（1 
street SW）東側，第二、第三大

道（2 Ave SW, 3 Ave SW）之

間，在中華文化館、匯群大廈附

近 , 現在是一座大型的停車場。

上週六（7 月 21 日），蜂

巢公司在中華文化館舉辦了開放

日活動，向公眾展示了建議的開

發項目藍圖。據悉，此方案是在

2016 版設計方案基礎上修改而

來，與原方案相比，此方案增加

了一些公眾設施、一條人行道和

一個 12 層樓的賓館。

「所有的建築，均按唐人街

的整體建築風格來設計」，蜂巢

開發公司的代表胡安（Lourdes 
Juan）表示。「我們不想讓新建

的建築物看起來像異類，所以它

周末看房团 最新日期
敬请致电查询

唐人街一開發項目建議方案出爐

們應該和唐人街的整體格調一

致」，她說。

但唐人街社區商業發展機構

的負責人王先生（Terry Wong）
認為這個項目並不適合唐人街。

「他們設計了有 150 個客房

的賓館，這可能對城市發展有

利，但不一定能給唐人街居民帶

來益處」，王先生說。「我們歡

迎開發項目，但項目要符合當地

社區的特點，規模要適當，並能

與周邊整體環境融為一體」，王

先生還表示。

另外，王先生擔心擬建建築

物的高度可能會對周邊的其它建

築帶來影響，另外他對將來停車

位的欠缺也有所顧慮。

胡安表示，蜂巢公司樂於聽

到各類反饋。「我們希望得到更

多的支持」，她說。

卡城計畫委員會將於今年 9
月份審查該項目規劃方案；今年

12 月份，市議會將就此事進行

討論。

【 看 中 國 記 者

王璐 編 譯 報導】由蜂

巢 開 發 公 司（ H i v e 
Developments）提出了
一項在唐人街開發項目建

議方案，新建項目包括：

兩個公共廣場、沿街零售

商店、兩棟28層高的公寓
樓和一座12層高的賓館。

市議會
將於2020年
重返舊市政廳

建議的開發區域位於一街東側，第二大道、第三大道之間，如圖所示。（看中國合成）

自僱人士申請住房貸款將會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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