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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通過《2019國防授權法案》

美國國會8月1日高票通過了《2019財

年國防授權法案》，該法案對北京提出了多

項防備措施。針對該法案的通過，北京立即

表達了抗議。每年美國國會都會討論和通過

《國防授權法案》，列明軍費預算並給予建

議。為何今年會引發北京的強烈反對呢？

華府四面防範  北京強烈反對

【看中國記者陳錦緣、林佳

綜合報導】美國《2019 財年國防

授權法案》預算高達 7,160 億美

元，法案長達 1200 多頁，多達

66 次提及北京政權，超過俄羅

斯 55 次，而伊朗和朝鮮僅分別

被提到 8 次和 3 次，顯示了中

國對美國國防的特殊意義。法案

將北京政權定性為「頭號戰略

地位」，「中國正利用軍事現代

化、影響力行動和掠奪性經濟

行為，來逼迫鄰國重新建立對中

國有利的印度洋 - 太平洋地區秩

序。」美參眾兩院將就法案細節

進行最後溝通，遞交川普總統，

等待其簽字成為法律。鑒於白宮

目前對中國的嚴厲態度，外界認

為川普總統將會簽署本法案。

8 月 2 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耿爽在例行記者會上說：「不得

放任含有涉華消極內容的法案成

法，更不得實施有關條款，以免

給中美關係和重要領域合作造成

損害。」在近幾日中國官媒網站

上，對該法案通過的消息幾

乎保持集體沉默，有極少數媒

體只作極簡單陳述。

觀察人士認為，北京的迅

速反對源於新國防授權法案明

顯瞄準了北京當

局，並加大了力度

抗衡及防備北京當

局在美國的高端科技、貿易、

文化等領域的滲透以及軍事威

脅，將對中國未來時局走向產

生深遠影響。（下文轉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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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7 日凌晨起，川普政府

恢復了對伊朗第一輪經濟制裁，

倘若伊朗仍不願針對核協議重新

協商，11 月美國將祭出第二輪

制裁，屆時伊朗的原油、天然氣

出口將銳減，重創伊朗經濟命

脈。同時，美國官方還警告，各

國公司要於 11 月 4 日前，將伊

朗進口原油量降至零，否則相關

企業將面臨二級制裁。

制裁前伊朗態度大轉變

在簽署了 2015 年伊朗核協

議後，2016 年，國際社會對伊

朗解除制裁。今年 5 月，美國

宣布正式退出 2015 年簽署的伊

朗核協議，稱這項協議短視近

利，是伊朗發展核武器的保護

傘。國際社會對伊朗經濟制裁

的解除，不僅解凍了其海量資

產，而且與伊朗有大量的貿易

往來，既為伊朗保證了核研究

經費，也同時為伊朗提供了大

量資金去資助恐怖主義，加劇

中東地區的衝突。

美國國務院 2017 年 7 月披

露的《2016 年反恐形勢報告》，

報告認為伊朗在 2016 年仍是全

球最主要的恐怖主義支持者；伊

朗支持反以色列組織，同時也是

伊拉克、敘利亞、也門等國家衝

突的幕後代理人。

就在制裁前幾個小時，一直

表現強硬的伊朗總統魯哈尼在電

視採訪中表示，伊朗「願意與美

國進行談判」，「我沒有先決條

件。如果美國政府願意，我們現

在就開始（談判）吧！」。這

與他先前的態度發生了 180 度

的大轉彎。川普的國家安全顧問

博爾頓（John Bolton）認為，

這可能是伊朗的宣傳手段，但他

同時表示川普總統對跟伊朗等政

權談判一直保持樂觀態度。

環時：中國扛不起 
抵制美制裁的大旗

中國是伊朗最大的貿易夥

伴，在美國退出核協定後，中國

還增加了進口伊朗石油的總量。

中國是伊朗石油的第一大消費

國，每天採購大約65萬桶原油，

根據目前行情，伊朗每年出口原

油價值為 150 億美元。這佔中國

原油總進口量的 7%，佔伊朗原

油總出口量的四分之一以上。

此外，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

和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已對伊

朗主要的雅達瓦倫 (Yadavaran 
Yadavaran) 油田，以及北阿薩

德干 (North Azadegan) 油田，

投資數 10 億美元，並從當地送

油到中國。同時，中國與伊朗

也進行軍火交易。美國智庫國

際評估暨戰略中心的「未來亞洲

計畫」項目主任譚慎格（John 

J.Tkacik）曾指出，「中共持續

對伊朗輸出核技術、化學武器製

劑和導彈」。去年《金融時報》

的一篇文章也寫道，在伊朗遭

遇西方制裁時，中國曾「雪中送

炭」。

分析人士表示，美國對伊制

裁也是在施壓北京政府。中美貿

易戰已令中國內憂外困，此時伊

朗受打擊，形勢對北京政局更為

不利。不過，此次對於美國重啟

制裁伊朗行動，北京異常低調。

中國外交部在發給英國路透社的

一份傳真中宣稱，中國與伊朗的

商業合作是開放、透明、合理、

公平合法的，沒有違反任何聯合

國安理會的決議。聲明強調，

中國的「合法權利」應該受到保

障。不過，另有兩名知情官員私

下透露，北京方面同意不再增加

伊朗石油進口。

中國官媒《環球時報》也一

改以往強硬口氣，發文稱，「中

國扛不起抵制美制裁伊朗做法

的大旗」。同時還指，美方重

啟對伊朗制裁，給包括中國在

內所有伊朗投資的國家都出了

難題。文章表示，雖然中國反

對美國製裁伊朗，但是「又不能

輕易圍繞伊朗問題同華盛頓對

抗」，顯示出目前中方正在面臨

的兩難之境。

（上文接 A1)

防範監聽監視

法案禁止任何美國政府部門

使用中國華為與中興兩家公司的

產品，也禁止任何與美國政府有

業務關係的實體這樣做。還限制

美國政府與中興及華為的技術合

約。但法案不包括恢復對中興的

禁令。

華為和中興多次被美國會

議員指責具有政府背景。美國

擔心這兩家公司生產的手機、

路由器及其它產品成為監視美

國的途徑。

法案還規定聯邦政府機構不

得採購或使用「受控的通信設備

或服務」，即禁止美國政府從相

關中國公司購買中國製造的監控

設備。

受 該 法 案 通 過 消 息 影

響，中國監控設備商海康威

視（Hikvision）股價 8 月 3 日

由 即 市 高 位 32.03 元（人 民

幣）一度倒跌 9.4%，3 天累跌

13%，市值蒸發 420 億元。中

國公司浙江大華技術股份有限

公司也在《國防授權法案》禁用

名單中。 8 月 3 日大華科技股

價下跌 9%，收跌 5.9%，過去

一週下跌了近 20%。

不過海康威視 8 月 3 日亦

發布公告，稱從未與法案中所述

的美國聯邦政府機構進行直接業

務交易。海康威視數字技術有限

公司，總部位於杭州，是目前世

界上最大的視頻監控設備製造

商，中國政府持有該公司 42%
的股份。

防範經濟滲透

《外國投資風險審查更新法

案》也被納入《2019 財年國防授

權法案》中。此法案了擴大美國

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的

職權範圍和資源，加大了對中國

（中資企業）在美投資項目的安

全審查力度，法案使用強化後的

國家安全審查程序來阻止中國收

購美國敏感技術。

參 議 院 多 數 黨 黨 鞭（即

政黨紀律主管）科寧（John 
Cornyn）認為，中國企業併購

美國企業對美國國家安全造成風

險，因為這些中資企業直接受控

於中國政府，同時接受中國政府

的資助。

今年 3 月，CFIUS 就曾向

川普總統建議，禁止總部位於

新加坡的博通公司 (Broadcom)
收 購 美 國 晶 元 公 司 高 通

(Qualcomm)。CFIUS 對該起並

購案進行了調查並指出——博通

收購高通，按照過往博通運作模

式降低研發成本，將破壞高通在

5G 無線技術上的領導地位，由

貿易戰升級 美擬啟動第2輪關稅制裁

此中國華為將獲得在該技術上主

導地位的機會。 3 月 12 日，美

國總統川普總統發布行政命令，

以國家安全為由叫停了博通對高

通的收購案。

有華文媒體報導將《外國投

資風險審查更新法案》稱為「海

外投資者面前的冰山」，還有

的稱之為「中國對美投資最大殺

手」。

防範意識形態滲透

該法案限制美國國防部對依

附於美國高校而開設的「孔子學

院」漢語項目的資助。並要求國

防部出於國家安全戰略考慮，出

臺年度報告，介紹中國政府如何

影響和滲透美國媒體、文化機

構、商業團體以及學術和政策社

區等的現狀。

孔子學院由中國教育部下屬

正司局級—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

導小組辦公室管理，但孔子學院

的擴張一直備受爭議。據報導，

截至 2015 年 6 月，美洲、大

洋洲已設立 138 所孔子學院和

552 個孔子課堂。其中美國設立

了 108 所孔子學院和 451 個孔

子課堂，數量均居首位。 2009
年時任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

組組長的李長春，將孔子學院描

述成「中共海外宣傳機制的一個

重要部分」。

今年 2 月 18 日《華盛頓郵

報》發表題為《認識中國對美國

大學的滲透》的評論，文章認

為，中國在美國大學中採取了長

遠的播種方式，意圖多年甚至幾

十年後開花結果。

今 年 5 月 9 日 記 者 易

卜 拉 希 米（Bethany Allen-
Ebrahimian）在美國《外交政策》

雜誌發表長文，敘述她前不久在

美國薩凡納州立大學做演講時，

校方在本校孔子學院中方院長羅

其娟的要求下，刪除了她的背景

材料中有關臺灣的採訪履歷。易

卜拉希米在演講中介紹了香港的

抗議運動等。羅其娟在會後對演

講進行了責備，認為她不應該批

評中國現狀。

此次法案用強有力的措辭，

譴責中國試圖影響美國的公共

言論，尤其是其影響美國的「媒

體、文化機構、商業以及學術和

政治團體」。

防範中國 
在印太軍事影響力擴張

新法案禁止中國軍方參加美

國主導的「環太軍事演習」，要

解除禁令，中國必須停止其在南

海的軍事化行動。《商業內幕》

稱，這一條款基本上是等於給中

共下了一個永久禁令。中國於

2014 年首次參加環太軍演，在

【看中國記者憶文綜合報導】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 8 月 7 日

公布，將在 8 月 23 日啟動第 2
輪針對中國侵犯知識產權的懲罰

性關稅。美國將對中國生產的半

導體和化學品等價值 160 億美

元、279 個品類產品加徵 25％
關稅。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已完成

公告及徵求公眾意見等程序，

從最初設定的 284 項商品減至

279 項，包括中國重視的集成電

路等半導體相關、塑料和橡膠製

品、電子零部件、鐵路車輛、拖

拉機、通信零部件、工業設備

等。應企業的要求，美國貿易代

表辦公室從 6 月 15 日發布的草

案中，去掉了鐵路集裝箱和機床

等 5 項產品，以避免「造成嚴重

的經濟損失」。清單細則很快

會在《聯邦公報》中公布，同時

會公布如何申請免除關稅的程

序，方便需要的美國企業申請。

從 7 月 10 日美國將對價

值 2000 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

徵 10% 關稅，到 8 月 1 日，美

方宣布考慮將關稅稅率提高至

25%，北京方面在經歷了 24 天

的沉寂後，終於在 8 月 3 日宣

布，將對美國推出規模 600 億

美元的報復性關稅。關稅按照

25%、20%、10%、5% 四檔不

同的稅率加征關稅。

針對美第 2 輪懲罰性關稅，

中國商務部發言人 8 月 8 日表

示，美方的做法「十分無理」，

中方「決定對 160 億美元自美

進口產品加徵 25% 的關稅，並

與美方同步實施。」

【看中國記者黎紫曦

綜合報導】「任何人與伊朗

做生意，將無法與美國做生

意。我要的是世界和平，不

折不扣！」美國總統川普8月
7日發表推文向全球宣布，
美國對伊朗的制裁已正式

啟動，同時呼籲全球配合，

並警告那些不放棄與伊朗

經濟關係的人「將面臨嚴重

後果」。

美國總統川普8月7日發表推文向全球宣布，美國對伊朗的制裁已

正式啟動。（Getty Images）

伊朗總統魯哈尼（Getty Images）。

美國重啟伊朗制裁 呼籲各國支持

美通過《2019國防授權法案》

華府四面防範  北京強烈反對

新法案通過前，美國國防部已經

禁止了中國參加今年 6 月的環

太軍演，因為中國在南海上的軍

事擴張造成區域局勢不穩。

法案還強化美臺防務關係，

擴大美臺高階軍事交流和聯合軍

事訓練，支持對臺軍售等等。法

案還提出新的「印太」地區戰略

計畫，指明美國應加強與印度和

臺灣的國安合作，進而提升美國

與地區盟友間的軟硬實力。值得

注意的是，法案用了較長篇幅

詳細解讀了「印太」地區戰略計

畫，舍棄了以往時常使用的「亞

太」字眼。輿論普遍認為，美國

政府越發重視印度等國在這個地

區扮演的角色。

時事評論員文昭表示，新

《國防授權法案》的意義，遠比

美中貿易血拼更具深遠意義，它

體現出了從去年到今年，美國的

戰略調整之快，政界達成共識之

快，政治上動員效率之高，「超

出了很多人的預料」，包括「中

共大部分官員和所謂『智囊』們

的預料」。

大陸官媒提及美中摩擦時，

普遍使用「反華」來指稱美國

反對的目標。但新《國防授權法

案》明確顯示了當前美國對中國

的高度戒備，源於北京奉行的共

產主義意識形態及相應的行為方

式對西方國家的擴張及滲透。

分析人士認為，該法案是美

國政府開始多方位抗衡中國挑戰

和滲透的標誌性戰略信號。華府

中國問題專家石藏山認為，法案

的出臺，顯示現在美國對華政策

全面改變，即中美關係從合作對

話改為對抗。

從 8 月 5 日 開 始， 大 量

大陸官方媒體對川普進行「責

難」，包括《人民日報》、《中國

日報》和《環球時報》。新華社突

然一篇署名「宣言」的 4000 字

長文，《人民日報》進行了全文

轉載，指稱「有人不願意看到醒

獅的振奮、巨龍的騰飛，不願意

看到 13 億多人的生活美好，大

搞單邊主義、保護主義、貿易霸

凌主義」。有分析人士評論，

在大陸媒體上，貿易戰轉為了口

水戰。

高俊芳兒媳
近日被起訴

【看中國訊】吉林長春長生

生物假疫苗事件後，不僅董事

長高俊芳等 18 人已被提請批

准逮捕，高俊芳的兒子及二婚

妻子也惹上官司。

近日，興業證券公告披露

該公司因質押式證券回購糾

紛，起訴長生生物副董事長張

洺豪及其妻張湫岑，涉款 6.3
億元，目前福建省高級法院已

受理該案。張洺豪現任妻子張

湫岑是小三上位，未婚先孕逼

迫張洺豪與原配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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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加拿大環境部

週一（8 月 6 日）向亞省（含

卡城、愛城及亞省的東南部）

發出酷熱警告：週二至週五，

白天最高氣溫預計將達到 30℃ -
35℃。

此次熱浪將打破卡城 2 項

氣溫歷史記錄和創 1 項歷史

新高：連續四天最高溫度超過

30℃，破 16 年來記錄；預計

週四最高氣溫 34℃，破 1991
年的 32.7 ℃記錄；週五最高

35℃，創歷史新高。

亞省衛生服務中心（AHS）
提醒民眾做好防暑、避暑、消暑

降溫等工作，尤其是老年人、幼

兒、孕婦、慢性病患者、戶外工

作者以及一些在戶外鍛練的人應

更加注意防暑。

【看中國訊】據報導，日前

沙特阿拉伯王國宣布停止在加拿

大的所有投資和貿易活動，具體

措施包括：出售其在加拿大的資

產、停止進口加拿大小麥、撤回

沙特政府資助派駐加拿大的留學

生等。受此影響，卡爾加里大學

的五十多名沙特留學生也將不得

不終止在卡城的學習提前回國。

6 日，沙特宣布將暫時停飛

往返加拿大的航班。沙特還召回

了駐加大使，並要求加拿大駐沙

大使限期離境。

此風波源於上週五（8 月 3
日）加拿大全球事務部發出的

推文，文中稱「強烈要求沙特當

局立即釋放民間女權活動人士和

所有其他人權活動家」。加拿

大的做法被沙特外交部視為「不

可接受」。

【看中國訊】為慶祝卡城北

山社區協會（NHCA）成立 25
週年，數百名志願工作者於本月

長週末（8 月 4 日至 6 日），在

考文垂山（Coventry Hills）長

達 850 米的圍欄上，用 900 公

斤的油漆繪製出了一幅加拿大最

長的壁畫。

這一出奇的想法是居民沃克

（Kim Walker）提出來的。她

說：「我駕車總是經過這圍欄，

看到夕陽照亮的圍欄總覺得缺少

點什麼。我認為壁畫應該能把這

裡裝飾的更美。「

負責設計和監督該項目的藝

術家麥凱（Vasquez MacKay）
說，這是他職業生涯中最大的壁

畫項目，壁畫的主題是卡城歷

史——冰川、第一民族、殖民地

和大洪水等。

三因素抑制加拿大原油售價
【看中國訊】本週二（8 月 7

日）亞省油砂提煉出的重質原

油（西加拿大選擇）交易價已

經低至每桶 38.29 美元；而西得

克薩斯中間基原油（一種更易

於精煉的原油）的基準價格已

升至近每桶 70 美元。兩者價格

差異達到了 31.25 美元一桶，

達到了 2013 年以來價差的最高

點，這意味著加拿大石油生產商

獲得的利潤少之又少。

關鍵的瓶頸因素仍是管道輸

油能力缺乏。加拿大是個主要的

原油生產國，但是其精煉原油的

能力很有限，所以大部分原油必

須要運往美國墨西哥灣沿岸的煉

油廠。儘管很多油管項目都已立

項，但是幾乎都沒有開建。現有

的管道均已經滿負荷運轉。

鐵路也是運輸原油的重要途

徑，但是和管道一樣，也已經在

高負荷運轉了。 5 月份，鐵路

原油的運量已經達到歷史新高，

每天接近 20 萬桶，儘管一刻不

停，但運力仍然趕不上需求。

為保持市場競爭力，加拿大

原油生產商不得不以折扣的價格

銷售他們的產品，來抵消運輸

成本的增加。加拿大自然資源

（Canadian Natural Resources）
公司上週表示，他們將把投資目

標從重質原油轉向輕質原油，來

利用這個巨大的差價。

RS 能源集團首席經濟學家

德 瓦 金（Judith Dwarkin） 表

示，「哪怕只有一桶原油無法進

入管道，都會導致價格折扣進一

步加大。解決問題真正的出路在

於建設管道」。

第二個原因是美國煉油廠需

要停產檢修，導致對加拿大原油

的需求減少。第三個原因是原油

生產企業 Syncrude 公司從停電

事故中恢復了生產，導致原油供

應的進一步增加。

德瓦金說：「令人沮喪的

是，管道的這端有三座大山壓住

了油價，其後果不言而喻」。

【看中國訊】加拿大統計局

上週五（8 月 3 日）表示，6 月

份加拿大出口創下歷史新高，將

本國的貿易逆差降至 17 個月以

來的最低水平。 6 月份加拿大

貿易赤字為 6.26 億加元，這是

自 2017 年 1 月份 4.85 億加元

赤字以來的最低水平，遠低於分

析師所預測的 23 億加元。

6 月份強勁出口的主力是能

源產品和飛機，特別是公務機的

出貨量增加，與 5 月份相比增

幅為 4.1%，僅次於 2016 年 11
月的 4.8% 的增幅。

第二季度的出口比第一季度

出口增長了 6%，這是 10 年以

來最大幅的增長。

6 月份是美國鋼鋁關稅生效

的第一個月份，鋼鐵出口從 5
月降至 5.368 億加元，鋁出口下

降了 7%。但是這兩個數字有待

調整，因為這沒有考慮到新關稅

生效之前幾個月，兩種金屬出口

量竟非正常大幅地增長。

道明證券（TD Securities）
高級利率策略師安德魯．凱爾文

（Andrew Kelvin）表示，「儘管

金屬關稅對經濟造成拖累，但事

實證明，其對加拿大經濟產生的

影響是微不足道的」。

在此期間，加元對美元的匯

率沒有明顯變化。一美元兌換

1.3001 加元。

加拿大統計局的數據凸顯了

美國對加拿大的重要性，6 月份

對美國出口佔加拿大所有商品出

口的 73%，增長了 2.5%，創下

了新高。

加拿大貿易赤字的縮小，可

能加劇加拿大央行加息的壓力。

豐業銀行資本市場經濟主管霍爾

特（Derek Holt）說：「這些數

據逐漸強化了我們對加拿大央行

9 月 5 日加息的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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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樣的兒童餐，

師資雄厚，
專業認證，

讓孩子在愛心
中成長！ 孩子吃的健康又

開心！

食

近日近日開放 歡迎光臨開放 歡迎光臨

多年實踐，豐富
多樣的兒童餐，
孩子吃的健康又

開放 歡迎光臨開放 歡迎光臨

新
室內攀爬結構，
室外圍牆綠地，
活動空間充分

保證！

寬

六月份加拿大對美國出口創新高加拿大政府推文 
引外交風波

(Fotolia)

卡城罕見高溫來襲

志願者繪 
    加國最長壁畫

(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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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紀委威脅舉報人？

8 月 1 日網絡曝光北京龍泉

寺兩位前都監指控方丈釋學誠性

侵多位出家女弟子丑聞，兩名前

僧人釋賢佳、釋賢啟 7 月份向

中共當局遞交一份 95 頁文件，

指控方丈釋學誠性侵多名尼姑。

檢舉文件稱，共有 6 名女弟子

被釋學誠盯上，4 名屈服於他的

要求。文件還指控釋學誠利用短

信對女弟子進行精神控制，還告

訴她們性愛是修行的一部分。一

名女弟子 6 月份向警方舉報釋

學誠誘姦了她。

釋學誠 8 月 1 日晚上在微

博上貼出一份聲明，否認所有指

控，他聲稱將要求政府進行官方

調查，以正視聽。

8 月 2 日，有「匿名舉報

者」在海外中文媒體發表聲明反

駁釋學誠。舉報者說：「作為一

位瞭解真相的人，我在此想反

問學誠法師，為甚麼舉報人在 2

月開始向中紀委等相關部門多次

舉報，相關部門不僅不進行調

查，還對相關人員進行威脅、迫

害？」

「為甚麼你們龍泉寺看到爆

料，提請相關部門調查，相關部

門就能夠開始調查了？調查的結

果是不是您和相關部門早就商量

好了？」舉報者還表示：「在此

我想告訴學誠法師和龍泉寺，舉

報人還有實名的視頻和電話錄音

以及更多的內幕沒有公布。」

官方聲明啟動調查

指控釋學誠的文件在中國社

交網絡曝光後，當局全網封殺，

但由於此時中國新興的「Me 
Too」反性侵犯運動正在擴展，

此次封網行動效果不大。

而且釋學誠性侵醜聞已受到

國際媒體廣泛關注。各大西媒

CNN、BBC、路透社、英國衛

報都刊登相關報導。在輿論壓力

下，中共宗教事務管理局 8 月

2 日發表聲明稱，他們「高度重

視」對釋學誠的指控，已經啟動

調查和驗證工作。

媒體 2 日報導說，在指控

浮現之後，通往龍泉寺的道路突

然被關閉。《紐約時報》3 日的

報導則指出中共在不得已之前，

一貫會試圖保護犯罪的掌權官

員。

釋學誠背景不尋常

1966 年出生的釋學誠目前

是中共全國政協常委，並兼任中

國佛教協會會長、中國佛學院院

長、中國宗教界和平委員會常務

副主席等職。據法廣報導稱，釋

學誠和某些高官聯繫緊密。甚至

釋學誠請假都要向中央統戰部請

示。

據《看中國》早前報導起

底，釋學誠仕途發跡的後臺是

曾長期把持佛教界的趙樸初

（1907 ～ 2000）。 1988 年，福

建莆田廣化寺方丈退居，趙樸初

「力排眾議」，舉薦仍在學習中

的釋學誠擔任住持，年僅 23 歲

的釋學誠成了當時年紀最輕的名

寺方丈。 1989 年釋學誠又被任

命為中國佛教協會副秘書長，當

時的中國佛教協會會長、中國佛

學院院長仍是趙樸初。

趙樸初被曝是中共地下黨

員。而釋學誠也是政治和尚，據

悉，釋學誠大力推動佛教協會學

習所謂中共十九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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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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紀委被指包庇涉性侵的佛教協會會長

黨國體制下，宗教組織是政治機構，宗教界名人其實是官場人物。圖

為一名和尚與幾名軍官一起參加全國人大。（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李文隆

綜合報導】中國佛教協會會

長釋學誠被舉報性侵多名

尼姑事件仍在持續發酵。儘

管宗教局已發表聲明稱「高

度重視」並啟動調查和驗證

工作，不過，有舉報者稱，他

們半年前就多次向中紀委

等部門舉報釋學誠，當局不

但沒調查，還對他們威脅加

害。

習近平罕見未晉升上將

中共八一建軍節前夕，習近

平對軍隊進行新一輪人事調整並

晉升一批將官，但出乎意料的

是，今年並沒有軍隊高層獲晉升

上將軍銜。

香港時事評論員劉銳紹認

為，習近平和軍方的關係是在雙

方互利關係上，沒有晉升上將反

映雙方正處於角力中。劉銳紹認

為，無論黨內或者軍方裡面，暫

時沒有一個人能凝聚一定力量跟

習攤牌。中美貿易戰能對中國經

濟傷害到何種程度，還要看一、

二年，如果到 2020 年中國經濟

真的出現很大問題，不排除反對

力量就會凝聚起來。另一方面，

習近平 7 月 31 日主持政治局會

議時還下令，軍方年底必須停止

所有經營性的有償經濟活動，退

出市場，包括幼兒園在內。

習近平 3 年前承諾要結束

軍方的「有償服務」。根據官媒

數字，在約有 10 萬家軍企被關

閉之後，目前仍有 6000 個「敏

感而複雜」的企業仍在運營。有

評論稱，對於這項措施落實的推

遲到年底意味著，中共下令停止

軍隊經商的工作遇到了阻力。

中共建軍節前夕，大批陸空

軍甚至武警的政工將領被調入海

軍，一些海軍軍事將領則被調到

地方軍區。有港媒認為，這些調

動表面看是增加跨軍種經驗，但

其實是利用外來人馬對海軍加強

控制。據說中共前軍委副主席郭

伯雄當年在海軍的人事布局很深。

另外，中共中央軍委印發

兩份與軍中反腐有關的重磅文

件《軍隊實施黨內監督的規定》

和《軍隊實行黨的問責工作規

定》，自本月起施行。對此外界

有聲音稱，軍方高層中可能有將

領謀劃「政變」，軍隊存在著一

些不同的意見。

王滬寧未循例出現 
引下臺削權說

中共官媒日前披露了中組部

部長陳希和副總理胡春華受習近

平委託，在北戴河看望專家的消

息。而身為中共政治局常委、中

央書記處書記的王滬寧卻未循例

出現。過去幾年，到北戴河會見

專家們的是擔任同職的劉雲山。

王滬寧自 7 月 6 日參加中

共深改委會議且沒有出鏡鏡頭

後，一度隱身。海內外一度出現

政治傳言，指王滬寧因其主管的

宣傳系統一再誤判國際國內形

勢，發生了錯誤的輿論宣傳導

向問題，將被北京當局「打入冷

宮」、問責下臺、削權等等。

7 月 31 日，王滬寧終於出

現於央視新聞聯播，但報導的

是 14 天前參加會議的舊聞，這

種情況極為罕見。而新聞畫面顯

示，王滬寧在鏡頭前幾乎全場低

著頭。

王滬寧缺席北戴河慰問專

家團的確有不尋常，不過據說

有北京背景的多維解釋說，7 月

31 日，習近平外訪回國後召開

的中共政治局會議，王滬寧仍有

出席，央視並給予兩次特寫。但

《看中國》翻查官媒報導發現，

央視有關視頻現在僅顯示文字播

報。北戴河會議是否會討論王滬

寧的仕途，應該是一個看點。

探望專家人選出現變化

按照此前慣例，北戴河休假

期間受中共總書記委託探望專家

的官員配備，是「中央書記處書

記、中組部長、國務院副總理」

的一「常委」二「委員」模式。

今次除中央書記處書記王滬寧未

循例外，本次的官員同樣為「中

組部長、國務院副總理」。

在習近平第一任期內五年，

通常由中組部部長趙樂際和國務

院副總理馬凱探望，今次接替趙

樂際的現任中組部部長陳希循例

參加，而中共十九大後馬凱的接

任者劉鶴未循例參加，而是由胡

春華露面。近期外界傳言，劉鶴

因為貿易戰談判被「削權」。

不過也有分析表示，從副總

理分管領域看，劉鶴分管工交金

融和主導中美、中歐兩大經濟對

話，還主管中小企業改革以及國

企改革，而胡春華分管三農、扶

貧等領域工作，並負責部分對外

經貿，分管人力資源。因此胡春

華出席而非劉鶴，或在情理之中。

強調「六穩」  
警告六「野心家」

習近平 7 月 29 日結束中東

和非洲之行返回北京後，第一件

事就是於 7 月 31 日主持召開中

共政治局會議，該次會議強調，

要做好「穩就業、穩金融、穩外

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

等六穩工作。同時捆綁審議中共

黨員「紀律處分條例」，要求官

員維護「習核心」的地位及中央

的權威。

8 月 3 日，《人民日報》發

文，再次對中共黨員喊話，要維

護習近平的核心地位等；文章再

次點名周永康、薄熙來、郭伯

雄、徐才厚、孫政才、令計劃政

治野心膨脹、搞陰謀活動。

《看中國》早前報導評論

說，由於近期北京政治傳言紛

紛，喉舌媒體舊事重提，頗有在

北戴河會議前發出警告的意味。

另據《香港經濟日報》分析，今

年的北戴河會議，針對傳說中的

政爭，總要有個說法。

【看中國記者李文隆

綜合報導】自8月開始，中共
領導人「隱身」已近一週，而

中共中組部部長陳希、副總

理胡春華8月4日在北戴河
看望慰問暑期休假專家，這

意味著一年一度的中共高層

北戴河會議已經開始。與往

年相比，今年的北戴河會議

存在至少四大不尋常。

北戴河密會 細節不尋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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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施工嚴重不符圖則  官員拒問責

陸委會：建兩岸海峽隧道沒有協商條件
【看中國訊】港媒日前引述

消息指，北京多年前設想「建造

連接台灣的海峽隧道」，並或

會單方面試建小型工程作「熱

身」。

陸委會 8 日回應有關媒體

指出，北京一方面打壓台灣的國

際外交空間、進行軍事恫嚇，

一方面單方面提出建造「海峽隧

道」，毫不尊重台灣的意見和立

場。而台灣政府也「十分清楚其

用心」，呼籲「不必隨之起舞」。

據報導，北京有關「建造連

接台灣的海峽隧道」的構想早於

1990 年代開始，直到 2016 年

中共在「十三五」規劃中提出，

隧道計畫由平潭島開始、連結靠

近臺北的新竹市，全長 135 公

里，會以時速 250 公里穿越兩

岸。當時預計可在2030年建成。

報導引述消息指，北京計畫

為隧道建設「作準備」，在境內

先進行「較小型、使用差不多技

術的項目熱身」，包括建造一條

11 公里的「海底行車隧道」。

雖然報導同時引述大陸學者

意見，北京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

院教授趙堅警告，北京如果在沒

有跟台灣達成協議的情況下開展

工程，將會使台灣的反中情緒更

加高漲，這不會將與台灣的關係

拉近，反而把台灣推得更遠。

【看中國記者鐘靈綜合報導】

香港鐵路再爆出驚人醜聞！而港

府昨日披露，原來背後涉及更嚴

重的管理問題，包括擅自更改圖

則、施工與圖則嚴重不符、現實

情況與報告不符等。

施工與圖則不符 
專家：後果或非常嚴重

正在建造中的香港鐵路沙中

線，今年 6 月被揭露，紅磡站

擴展工程的承托月臺的鋼筋接駁

位造假，當時承建商、分判商、

及有關立法會議員都曾有不同版

本及數據。經過近 2 個月調查，

港府發現：

其一，原本的承托月臺的連

續牆設計，需要逾 23,500 個螺

絲頭，但港鐵擅自減少約 2000
個螺絲頭。其中有多少螺絲頭涉

及被剪斷造假，目前仍未能確切

知道；

其二，港鐵向政府提交的報

告以及工地簽名記錄等，都明顯

與現實施工不同，並仍然記錄使

用 23,500 多個螺絲頭，還有其

他前後矛盾之處。當局認為，工

地記錄已經不真確，決定報警，

並由特首委任調查沙中線紅磡站

的獨立調查委員會跟進；

其三，港鐵 7 月提交的施

工圖則，與 6 月的報告圖則並

不相符，也和當初向港府申請的

圖則不同，屬於嚴重擅改圖則。

土木及結構工程師蘇耀坤今

年 5 月表明，剪斷鋼筋強行接

駁是欺騙行為，影響月臺結構和

承受能力，蘇表示，一旦出事，

其嚴重程度可能會「整個月臺倒

塌」，而在下層月臺的人們，

「一定不會有足夠時間走避」，

造成的傷亡難以想像。

港媒披露 
高層或收「掩口費」

《蘋果日報》報導，梁國權

及黃唯銘的「離職」，或許會重

演 2014 年高鐵工程嚴重超支延

誤醜聞的翻版。當時時任行政總

裁韋達誠及工程總監周大滄也同

樣被「問責辭職」，其後被傳媒

踢爆，港鐵仍向韋達誠支付共逾

3,000 萬元約滿酬金及合約結算

金，被廣泛質疑是為了隱藏工程

更大醜聞的「掩口費」。

至於港府負責交通事務的問

責高官、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

被記者問到自己是否需要問責下

臺，陳帆拒絕正面回應，並稱

「因為我們政府團隊不斷跟進，

掌握有關數據同事實，發覺事情

非常嚴重……我相信大家可以自

行做一個判斷，因為政府團隊的

表現，大家有目共睹」。

港民憤怒： 
當人命是兒戲！

事件引發港民廣泛批評，指

港府雖然以強硬措詞批評港鐵，

但港鐵高層也僅以解除職務處

分，沒有達到阻嚇作用「現在這

些高層袋住掩口費走了，就當處

理了整件事情」；「說到底政府

根本沒有發揮管理的角色，有事

了高官也不用問責，根本就不用

心去工作，坐享高薪厚職，當人

命是兒戲！」

此外，有港民亦指出「造假

事件的最大始作俑者是禮頓和中

國建築，為何到現在也沒有問責

他們？是不是因為中國建築是國

企不敢動它？」

【看中國記者鐘靈綜合報導】

近年來中國大陸軍方頻繁派出

戰機及航母戰鬥群滋擾台灣，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週一（8 月

6 日）出席「新海軍啟航」揭幕

式，宣布大幅增加明年國防開

支，預算達 3,460 億新台幣，以

落實推動「國艦國造」、「潛艦

國造」等國防自主政策。

大增國防預算 
推動國防自主

據中央社報導，蔡英文昨日

上午赴海軍司令部為「新海軍啟

航」紀念碑揭牌，國防部長嚴德

發、參謀總長李喜明、海軍司令

黃曙光等人與會。

蔡英文致辭指出，近期國際

及區域情勢發生很多變化，台灣

的安全面臨更明顯、更複雜的威

脅，因此為了因應安全需求，已

要求行政院、國防部增加明年度

國防預算至 3,460 億，屆時整體

國防預算將占 GDP 的 2.16%。

蔡英文指出，在明年的國

防預算中，有 21.3% 是為了推

動國防自主計畫，包括「國艦國

造」、「潛艦國造」項目。蔡英

文指出，自從 1980 年代末期，

台灣從荷蘭購買 2 艘「劍龍級」

潛艦後，就長期無法透過購買軍

備獲得潛艦，因此「潛艦國造」

將大幅增加海軍的水底戰力。

這是短期內蔡英文再就兩岸

形勢發言。蔡英文 5 日出席民

進黨九合一選舉助選活動時曾以

強硬措詞，批評北京對台灣的打

壓越來越過分，但「台灣絕對不

會屈服」。

臺灣服役潛艦僅4艘 
美4月通過出售「紅區」軍備

台灣《蘋果日報》報導，台

灣目前擁有 4 艘潛艦、其中 2

艘為荷蘭制「劍龍級」潛艦、

以及 2 艘服役超過 70 年的美制

「超級老爺」潛艦，與大陸軍方

擁有的 73 艘潛艦相比仍有相當

大的差距，而台灣曾向美國洽溝

新型潛艦，但被拒絕。

2016 年蔡英文上臺，提出

國防政策白皮書，為「國艦國

造」、「潛艦國造」等國防自主

政策提出具體計畫，預計分 22
年實行、投資 4,700 億新台幣，

目標為可以自行設計並建造戰艦

與潛艦，然而仍然面對技術困

難。

今年 4 月，以川普為首的

美國政府對台灣「潛艦國造」態

度出現重大轉變，美國國務院核

准魚雷、飛彈等「紅區」裝備輸

出許可，為「潛艦國造」實現一

大突破。台灣國防部當時透露，

今年 3 月已經完成初步設計階

段，原型艦最快在 2025 年服

役，預計會是採用 MK48 魚雷

等武器裝備的 2000 噸級潛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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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澳台簡訊

台灣明年國防預算超三仟億

中國大陸生產的降血壓原料

藥疑含致癌物，早有耳聞，續上

月爆發中國大陸浙江省華海製藥

公司「纈沙坦」（Valsartan）含

動物致癌成分的不純物「N- 亞
硝基二甲胺」（NDMA）後，

再檢驗出 4 款陸製高血壓藥物

含致癌物，4 項藥即日下架，約

2,421 萬顆將立即回收。 4 款問

題藥品分別為：生達舒心樂膜衣

錠 160 毫克及 80 毫克，以及得

平壓膜衣錠和利壓舒膜衣錠，原

料藥「纈沙坦」（Valsartan）來

源是中國大陸珠海潤都製藥廠。

台灣下架中國製4款含

致癌物降壓藥

港媒引述消息指，中國駐

港軍隊有意放寬服飾規定，允

許軍人在「非因公外出」時穿著

軍服，並稱「有助激勵部隊士

氣」，又稱「不少軍人都希望能

放寬」，與內地今年 5 月的新規

定看齊。有議員及港媒均質疑，

有關措施或與《基本法》第 14 條

和《駐軍法》原意衝突。立法會

議員區諾軒指出，如果駐軍軍人

身穿軍服在街上出現，可能會引

起市民誤解，混淆軍人在香港的

角色，「若軍人在香港，以軍人

身分做出任何參與社會活動，這

有機會與《基本法》第十四條原

意有衝突」。

駐港軍隊擬允

「非因公」穿軍服外出

香港熱門網上論壇「高登討

論區」日前出現一個討論熱點。

有網民指出，香港人，尤其年輕

一代，特別喜歡北上消費，主要

的原因，除了吃、喝、玩、樂的

價格比香港便宜，還有潮流趨向

所致。有網民說：「香港年輕人

普遍月薪約 1.5 萬港元，在香港

是很難消費的，但到大陸，100
元就夠 2 個人吃得很好了，所

以主要問題是窮。」討論中也有

網民表示：「香港經濟單一、樓

價全球最貴、消費指數高，又崇

尚物質享樂主義，年輕人沒錢，

又要消費享受。其實明知大陸好

多東西都是假象，食品安全都是

問題，就選擇視而不見。」

陸民來港避假貨

港青愛北上消費

(Wikipedia)

圖為涉事的紅磡站東鐵與西鐵月臺，同層也是粵港、京港直通車月臺。(圖片來

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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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導中南海 
胡鞍鋼遭清華校友「逼宮」

8 月 2 日，大陸網路流傳

一份由北京清大校友聯名發出

的「解聘胡鞍鋼清華大學國際研

究院院長和教授職務呼籲書」，

內文指出胡鞍鋼所言的「中國綜

合國力超出美國」的所謂報告，

是「上誤國家政策，下惑黎民百

姓」。據悉，呼籲書署名為清

華大學 1981 級，但並未披露具

體校友名單。短短一天時間，已

有超過 500 名清華校友在這份

呼籲書上簽名，並留下自己的畢

業年份。

現年 65 歲的胡鞍鋼，最知

名事跡是去年提出的，中國已進

入全面超越美國的時期。胡鞍鋼

的這番言論引來外界質疑，其後

他在受訪中說，他之所以認為

中國已超越美國，是因為毛澤

東早就預言，「1956 年有這麼一

段話，他是怎麼預言的呢？ 50
年，那就是 2006年，或 60年，

2016年（中國就會超過美國）。

我的做法，無非是驗證它。」

8 月 5 日，一篇名為〈知情

人起底知名教授胡鞍鋼：小學

畢業，特能吹〉的文章在微博廣

傳。「就是這樣一個滿嘴跑火車

的小學畢業生，卻成了清華大學

國情研究院院長，中國最知名的

經濟專家、最知名大學的教授。

這固然是胡鞍鋼個人的幸運，同

時卻是整個社會的悲哀。」文中

這樣寫道。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教授

張鳴曾於 2 日撰發〈大學者在指

鹿為馬〉文章，文中稱中國的綜

合實力，尤其是科技實力，比起

美國差距不是只有一點點，這在

中國知識界是常識。他質疑，北

京清華大學會一直願意給這樣的

人抬轎子，是因認為「學者」身

份的言論，可以製造所謂的「正

能量」，「也不知從什麼時候開

始，學界成了揣測和投機的名利

場。」

另一篇名為〈中美貿易戰：

幾個『厲害了』的專家壞了中國

一鍋湯〉的文章，則批評「假大

空的東西，往輕處說是誤國誤

民，往重處講，它致命的殺傷

力，有時甚至超過戰爭帶來的災

難。」

除胡鞍鋼被外界批評外，中

國人民大學中國對外戰略研究中

心主任金燦榮和商務部研究員梅

新育，亦被外界點名批評。主因

是這兩人在貿易戰伊始，均聲稱

中國可以輕易打敗美國，金燦榮

還列出所謂致勝「三大法寶」，

包括停止向美出口稀土、出售中

國持有的 2 萬億美國國債、對

在華美企進行敲山震虎等。有網

友笑評：「要滿嘴跑火車才能保

證把美國人忽悠住，直接說實話

會產生不好的後果。」

暑假大補課 
家長孩子都不閒

【看中國訊】暑假開始後，

中國各城市出現暑假興趣班報名

火爆的現象，甚至有家長給孩子

報了八個興趣班，一週七天每天

都上課。補學習、補見識、補特

長、補體格……暑假似乎是中

國學生們進行「大補」的重要時

刻。結果孩子們無法休息，家長

也不堪重負。

【看中國訊】中國航母遼寧

艦的艦載機殲 -15，其設計原型

來自上世紀 80 年代俄羅斯海軍

的蘇 -33 艦載戰鬥機。殲 -15 艦

載戰鬥機 2012 年首次亮相，一

架殲 -15 的造價約為 4 億元，

至今僅生產了 30 架。不過，從

2015 年 11 月到 2017 年 6 月，

就有 4 架殲 -15 艦載戰鬥機墜

毀，導致 1 名飛行員身亡，3 名

重傷。中國的殲 -15 實際是俄羅

斯蘇 -33 艦載機的「山寨版」，

只是配備了中國自己的航電控制

系統和武器系統。該艦載機山寨

失敗，存在重大缺陷，不能真正

部署在中國航母上。

【看中國訊】印度北部城市

阿姆利的哈曼迪爾寺，是世界上

最大的慈善食堂。這裡每天 24
小時免費供給 10 萬人飲食。任

何人都可以來這用餐。哈曼迪

爾寺內有兩間大廳，可以容納

2000 人進餐。這裡提供的都是

素食，如：扁豆、大米和各種口

味的咖喱等。最常見的食物就

是用牛奶和大米做成的甜品「乳

粥」。

每天有四百多位工作者和幾

百名志願者發放餐具和食物，用

餐的人們都在大廳裡席地而坐，

場面極為有序。就餐的人們內心

都充滿了感謝。

【看中國記者黎紫曦綜

合報導】隨著中美貿易戰越

打越烈，曾提出中國超越美

國的胡鞍鋼成為許多網民之

怒，網路甚至出現北京清華

大學校友的聯盟信，呼籲校

方解聘胡鞍鋼。

艦載機殲-15
墜機頻發曝隱患

印度寺廟免費餐 
每日供給十萬人

（Fotolia）

【看中國記者蘇菲綜合報導】

中國男子趙先生早幾年赴美探親

時，愛上美國的新鮮空氣，決定

想方設法也要留在美國。他英文

不好、年齡也大，找不到好工

作，只能在紐約街頭發傳單，但

他也心甘情願。

據海外中文媒體報導，中國

男子趙先生約 5 年前到美國探

親，因為這裡的空氣好，對他的

氣管毛病有好處，後來就想方設

法在美國留了下來。

雖能呼吸到美國的新鮮空

氣，但陌生的語言、不同的生活

環境給他帶來很多不適應。不過

這些都難不倒趙先生。他表示，

自己一開始就有了心理準備，作

好了在這裡辛苦打拚的打算。他

說因為自己年齡、身體、語言等

問題，無法從事餐館等太勞累的

工作，而在街頭發傳單是比較容

易的工作，他認為這份工作很適

合他。趙先生在紐約法拉盛長島

鐵路緬街站下面發傳單。他已經

在這發了好幾年了。而他吆喝的

「第一駕校、XX 旅遊」似乎變

成了一些人耳朵裡熟悉的聲音。

趙先生說，發傳單也講究方

法，而吆喝就是他的方法。「賣

甚麼吆喝甚麼」，吆喝的好處是

別人知道你在發甚麼傳單，經過

的人如果覺得需要就會自己來

拿。大多數人對他很有禮貌。趙

先生說能夠有這份工作 , 他很知

足。這幾年他不太休息，現在每

天都上班。他說能夠上班和幹活

是一件好事，說明自己還有用。

他說，大家都不容易，老闆也不

容易，只有自己工作做好了，公

司才會好，大家都才會好。

其實發傳單很辛苦，日晒雨

淋的，還一直得站著。但趙先生

愛上美國的空氣，寧可在這裡發

傳單也不願回國。

研究發現，空氣汙染讓人們

更想移民。中國近幾年霧霾和環

境汙染越來越嚴重，推動了中國

的第四次移民潮，有人將之稱為

霧霾移民。新加坡國立大學兩位

研究者，對 2014 年中國 153 個

地級以上城市的研究發現，以百

度「移民」搜索指數來衡量移民

興趣，城市的空氣汙染程度越嚴

重，人們移民的傾向就越明顯。

【看中國訊】近日，福建維

權人士范燕瓊遭到不明物體襲

擊，瞬間感到全身劇痛，後被緊

急送往醫院救治。范燕瓊質疑她

可能是被「遠程電擊防爆器」或

「激光槍」攻擊。

根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7
月 30 日下午 4 時 40 分左右，

范燕瓊原本打算前往福州市法

院旁聽林炳興等訪民「尋釁滋事

罪」一案的二審庭審，但在安檢

期間受阻，安檢人員與訪民發生

爭執，范燕瓊試圖用手機拍下畫

面留做紀錄，結果她隱約感到距

離她 3 米處，有人向她投射不

明物體。瞬間，她倒在旁邊的坐

椅上，頭部、胸部劇痛難忍，頸

部不能轉側，脊柱及全身劇痛。

范燕瓊事後表示，「這種武

器叫『遠程電擊防暴器』，能在

5 米內將人擊倒，擊中要害，

3 秒內致人死亡。」范燕瓊的女

兒林靜怡也表示：「我母親當時

說，感覺有五個人拿著甚麼東西

對她照了一下，就非常難受。她

現在不能講話。」她說，當時在

場的有一名孩子，當晚回家也出

現頭痛、頭暈等症狀。

目前，尚無法確認范燕瓊所

受到的襲擊究竟是甚麼因素所

致。但激光槍確實存在，並已裝

備中國反恐武裝部隊。

香港《南華早報》7 月 1 日

援引中國參與激光槍項目的研究

人員的消息稱，中國已經研製成

功射程達 1000 米的激光槍。這

種手提激光槍的型號是 ZKZM-
500。它可以產生肉眼不能看到

的光束，這些光束可以穿透玻璃

窗，導致人體皮膚和纖維組織

「即時碳化」。

報導稱，生產該款激光步槍

的是成都恆安警用裝備製造公

司。開發者披露，激光步槍主要

用於特殊情況，例如，用激光引

燃抗議活動中的「橫幅」，或灼

傷抗議者的頭髮或衣服。由於其

激光的發射過程肉眼看不到，也

不產生任何聲音，被攻擊者很難

察覺攻擊來自何處，看似意外受

傷。

由於激光槍的射程超出

1000 米，光束可以從針尖大小

擴散為一個直徑約 1 米的錐體，

因此它能擊中很小的目標，如激

光射入眼後會使視網膜受傷，導

致視網膜下出血和眼內出血而失

明。

美國一家雜誌認為，這種導

致「直接、持久性雙目失明」的

武器是「不人道的」，與「毒氣

和達姆彈」沒甚麼區別。

美國空氣好 華男不願回國公安疑用激光武器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編譯 /
綜合報導】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

總署的空間探測器觀察到，7 月

分在格陵蘭島（Greenland）美

國軍事基地附近上空出現了一顆

流星，並發生了爆炸。但美國軍

方對此保持沉默。據美國福克斯

新聞引述澳洲新聞媒體消息稱，

在上個月，一顆流星（Meteor）
撞擊了地球，並產生了 2.1 千噸

的爆炸當量的威力，但美國空軍

沒有提及這一爆炸事件。

NASA 噴氣推進實驗室證

實，據 NASA 空間探測器顯示

的 信 息，2018 年 7 月 25 日，

在格陵蘭島上空 4.3 萬米高度處

出現了一個大小不明的神秘火

球，以每秒 24.4 公里的速度撞

擊了地球。美軍駐格陵蘭島圖勒

空軍基地預警雷達也發現了這一

情況。

據了解，美國科學家聯合

會核信息項目主任克里斯滕森

（Hans Kristensen）在個人推特

發表了有關格陵蘭島流星事件的

推文。

推文寫道，進入地球大氣層

的流星並不少見，在 20 年內，

每 13 天就會有一顆流星襲擊地

球，但大多數在進入大氣層時就

被分解成碎片，對地球沒有傷

害。

克里斯滕森還提到了 2013
年俄羅斯車里雅賓斯克流星撞擊

地球的例子。

據維基百科信息介紹，俄羅

斯當地時間 2013 年 2 月 15 日

上午 9 時 15 分左右，位於俄羅

斯烏拉爾聯邦管區車里雅賓斯克

市發生了一次流星撞擊地球事

件。流星進入地球大氣層時直徑

約 15 米，質量約 7000 噸，在

天空中留下大約 10 公里長的軌

跡。

【看中國訊】紐約人甚麼世

面沒見過？可是，紐約市總督島

的這座公園卻讓他們為之驚豔。

這片 7 英畝的土地曾經是軍事

基地，一個叫做「大眾休閒」的

公司把它改建成一個「奢華」露

營地，這裡有 37 座豪華帳篷，

其中一些還帶有私人浴室。

美國之音報導，近年來，所

謂的豪華露營（Glamping）越

來越受旅行者的歡迎，既可以親

近大自然，又不會放棄舒適，比

如鬆軟的大床和整潔的浴室。

Glamping.com 網站說，全球有

700 個豪華露營地，是服務業中

發展最快的項目之一。

在這片露營地有兩種帳篷

區，不管在哪裡，都可以看到曼

哈頓下城和自由女神像。

寬敞的「高峰」帳篷中有特

大號床，並帶有私人浴室。較小

的「旅途」帳篷則有共用浴室。

帳篷裡還配備了咖啡機、盥

洗用品，和篝火用品。營地裡還

有餐廳，有廚師為你準備餐飲，

一般遊客也可以去用餐。

大眾休閒公司總裁彼得．麥

克說，這片豪華露營地最大的優

勢是靠近城市，離開曼哈頓只有

半英里。他說：「遊客們只要乘

坐 7 分鐘的渡輪就可以到這裡，

完全逃離曼哈頓。」

今年，總督島露營地將向公

眾開放到 10 月 31 日。

流星撞擊地球 美保持沉默 紐約總督島體驗豪華露營

遼寧艦艦載機殲-15

（Getty images)

紐約唐人街（Getty Images）

流星示意圖（Fotolia）

清華大學（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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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美貿易摩擦以來，

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持續下

跌。尤其美歐聯手開始討論

「零關稅」政策後，中國在

國際貿易戰中的處境更顯

孤立，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

也再創新低。至北京時間8
月1日，人民幣兌美元的中間
價調貶128個基點，已跌至
6.8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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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匯管理局嚴查違規外匯

大陸資金12種外流渠道

許多人為了避免自己手中的

資金不至於繼續貶值，想儘辦法

要把資金轉移到海外。但中國政

府對國內實行外匯管制政策，每

人每年換匯不能超過 5 萬美元。

於是，一些資金外逃的非正常渠

道就應運而生。

為防止資金外逃，大陸外匯

管理局進一步收緊了資金外流的

管控手段，高調嚴管包括螞蟻搬

家、地下錢莊、內保外貸、虛構

貿易合同、虛假轉口貿易等各類

外匯違規行為。 7月 24 對外通

報了近年查處的 27 起外匯違規

案例。

以下是大陸資金 12 種非正

常的外流渠道。

螞蟻搬家

經濟條件較好的中國家庭

為了下一代，都會送孩子去歐美

留學。考慮到生活的需要，兼顧

投資保值，往往會打算在國外買

套房屋。為了能夠把大筆的現金

轉到海外，許多人的做法是「化

整為零」。比如找 10 個親戚朋

友，每人湊 5 萬額度去換美元，

然後把錢匯出去。

這種換匯的方式被稱為「螞

蟻搬家」，為了堵住這個通道，

中共外管局 2016 年底發布新

規，將採取這種方式轉移資金的

人列入黑名單，取消兩年的 10
萬美元換匯額度。

根據外管局的規定：5 個以

上不同個人，同日、隔日或連續

多日分別購匯後，將外匯匯給境

外同一個人或機構；個人在 7日

內從同一外匯儲蓄帳戶 5 次以

上提取接近等值 1萬美元外

幣現鈔；同一個人將其外

匯儲蓄帳戶內存款劃轉至

5 個以上直系親屬等情況，

都被界定為個人分拆結售匯行

為。

地下錢莊

地下錢莊交易迅速，常有海

外華人採取這種方式來轉移資

金。

具體的操作模式：大陸客戶

先把人民幣打入錢莊指定的大

陸帳戶，地下錢莊在扣除手續費

後，按當天的匯率將港幣或美元

打入客戶在境外帳戶，手續費約

在 0.8%－1.5%。

不過這種手段風險也比較

高。一旦地下錢莊跑路，或是被

所在國的警方查繳，涉案的資金

就都打了水漂了。

海外刷卡

海外刷卡是相對靈活的一

種合法規避中共外匯管制的方

式。

理論上，個人名下銀行卡

（含附屬卡）在海外每年可以提

取不超過等值 10 萬元人民幣的

外匯，境外提取現金每卡每天

額度為等值 1萬元人民幣。

信用卡境外能夠消費的額

度，為信用卡發卡時的自身額

度，加上預存的人民幣。例如，

信用卡本身額度為每月 10 萬元

人民幣，如果預先存入 40 萬元

人民幣，持卡人在海外可以用信

用卡消費等值 50 萬元人民幣的

外匯。

而且，境外刷卡，無論是銀

行卡或信用卡，都不會占用個人

等值 5 萬美元的購匯額度。

不過，中國人境外刷卡是

被實時監控的，外管局規定，

從 2017 年 9 月 1日起，境外全

部提現和單筆等值 1000 元人民

幣以上的消費交易信息，銀行必

須上報。因此，中國人在海外刷

卡時，只要超過等值一千元人民

幣，外管局就會知道；如果提現

或消費金額過大，就引起外管局

的警惕。

內存外貸

內存外貸，指境內公司在境

內銀行存進款項，作為人民幣保

證金，存款期限為 2-3 年，該行

的境外銀行向該公司的海外子

公司或特殊目的公司貸款。

很多想要轉移資金的個人

或企業，往往通過「業務創新」

將跨境擔保「包裝」為非擔保形

式；或者是境內、境外公司各自

分別記帳，從而不發生實質上的

資金跨境，從而規避外管局的監

管和審批。

虛假貿易

虛假貿易，即假裝與海外企

業做生意，發生進出口業務，然

後利用虛假的進出口合同騙取外

管局核准的外匯結算額度，進行

跨境付款。資金轉移出來後，就

用來投資於房地產或股票。

虛假轉口貿易

轉口貿易，又稱中轉貿易，

是指進出口貨物買賣不是在生產

國與消費國之間直接進行，而是

通過第三國轉手進行的國際貿

易。

虛假轉口貿易就是通過虛

構轉口貿易背景，以支付保證

金、銀票抵押等擔保方式申請

外匯融資，都是資金外逃的高發

區。

內保外貸

中國官員或名流富豪在海外

購置的、動輒數百上千萬美金的

豪宅，因此如何合法跨境轉移大

額資金才是他們關心的問題，而

內保外貸就是一種能夠在明面

上操作的渠道。

內保外貸是指境內銀行為

境內企業在境外註冊的附屬企

業提供擔保，由境外銀行給境

外投資企業發放相應貸款。

簡單說，境內的企業在境外

開設了一家子公司要展開海外業

務需要錢，境內的母公司就可以

從境內銀行中獲得授信額度，以

此來做擔保，其子公司就可以通

過銀行的海外機構直接拿到外

匯貸款了。

當然，要想境內銀行開具擔

保函得有實物資產進行抵押，富

豪們大多會把自己大陸的房產或

者土地作抵押，然後把大筆的資

金順利轉移到海外。

貿易對敲

以國內公司的名義向國外公

司下訂單，以預付定金+開具信

用證方式向境外公司支付款項，

在支付定金後，境內公司單方違

約，境外公司解除合同並沒收定

金及賠償，將資金轉移境外。

利潤外流

企業通過境外貿易「高報價

進口、低報價出口」的方式，將

大量利潤留存於海外，也可以變

相的將資金轉移至境外。

先買後退

中國人可以先用銀聯信用卡

或借記卡，在海外商店以高於原

價的價格「購買」商品，比如奢

侈品等，購買後當即折價轉讓給

該商店以換取現金。而這種「回

購」通常需要付出 5% － 10%
的服務費。

比特幣

比特幣具有匿名性、去中心

化、不可篡改、不可追溯、跨境

流動等特點。因此，比特幣等虛

擬貨幣很容易為資金外流提供便

利。

賭場洗錢

這種模式在世界各國都屬於

非法，卻長期是中共官員和中國

富豪們偏愛的資金外流方式。近

幾年中共加強了清查澳門博彩業

的力度，但鞭長莫及的海外賭場

卻因此發了財。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綜合報

導】2010 年，美國互聯網搜索

引擎巨頭谷歌因不滿北京政府的

審查，高調退出中國市場。但最

近，有關谷歌放棄「不作惡」準

則重返中國市場的傳聞頻頻見諸

媒體。據新聞網站「信息」（The 
Information）報導，谷歌正在

中國開發一個對政府友好的新聞

應用程序，目的是重新返回擁有

7 億手機用戶的中國市場。

報導說，與非常受中國讀者

歡迎的「今日頭條」一樣，谷歌

正在開發的這個應用程序，使用

人工智能和算法來選編新聞，但

是會採取額外的步驟，屏蔽那些

不符合北京政府嚴格的新聞審查

標準的新聞。

然而，就在此報導的前一

天， 網 絡 媒 體「攔 截」（The 
Intercept）透露，谷歌計畫在中

國推出符合中國法律的，能將政

治敏感內容過濾的搜索引擎。

該網站在報導中說，谷歌

自 2017 年春天以來就開始研發

可以打入中國市場的代號為「蜻

蜓」（Dragonfly）的搜尋引擎。

該搜尋引擎會將北京政府認定的

敏感詞彙、圖片或網站屏蔽掉。

報導說，谷歌首席執行官桑

達爾 ‧ 皮查伊在 2017 年 12 月

與中國政府官員會面後，加速了

這一計畫。谷歌已經給北京政府

的相關官員進行了演示，而最終

版本預計會在未來 6 到 9 個月

內推出。據媒體報導，有谷歌員

工因此憤而辭職，而谷歌已將

「不作惡」的準則從公司守則裡

去掉。

谷歌的做法引起了美國兩黨

議員的質疑，5 名議員聯盟致信

谷歌，要求對此做出解釋。

傳谷歌放棄「不作惡」 
欲屈服審查制度重返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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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不完全統計，僅自 6 月

起至 7 月下旬的 50 天內，大約

有 212 家 P2P 網貸平臺出現實

際控制人或高管「跑路」失聯、

平臺停業、主動退出、提現困難

等情況。

快速而又連續的爆發危機，

讓官媒《新華社》的文章標題中

也出現了「爆雷」一詞。

這次危機和以往的「跑路」

潮明顯不同，這次「爆雷」的很

多是百億級平臺。一直以來，

百億級平臺曾經被投資人稱為網

貸界的標桿，現在百億級平臺頻

頻出問題，更是讓投資人瑟瑟發

抖。僅在 7 月第一週，出事的

P2P 平臺就達 40 家，涉及資金

超過 1,200 億元人民幣。

P2P 是 英 文 person-to-
person（或 peer-to-peer）的縮

寫，意即個人對個人 ( 夥伴對

夥伴 )。又稱點對點網絡借款，

是一種將小額資金聚集起來借

貸給有資金需求人群的一種民

間借貸模式，屬於互聯網金融

（ITFIN）產品的一種，是藉助

互聯網技術的互聯網信貸平臺及

相關理財行為、金融服務。

一直以來，P2P 網貸因為

收益高於銀行理財、信託等，

門檻低，流動性好的原因，很

受普通投資者歡迎。但是近年

來，中國 P2P 網貸行業快速而

又野蠻的成長，風險聚集已經

埋下了隱患。

不僅是普通人在 P2P 網貸

平臺投入資金和通過其平臺獲得

短期資金支持，P2P 網貸平臺還

早已是一些企業融資的渠道，以

前在資金流寬裕的時候，P2P 網

貸平臺就給企業做過橋業務（短

期貸款），銀行貸款資金下來後

迅速還給他們。今年以來銀行業

資金緊張，一些企業也遭遇了債

務危機，導致一些債券違約，在

資本市場上掀起了轟動。企業就

沒有錢償還 P2P 網貸平臺的貸

款，導致 P2P 網貸平臺經營困

難、危機爆發。

P2P金融難民潮
何去何從？

【看中國綜合報導】自 6月份開始，大陸
P2P網貸平臺以平均每天 4.24家的速度爆發危
機。日前「金融難民」聚集北京，試圖用遊行、

集會等方式挽回損失。卻被上千警員圍堵，

許多人直接被送訪民接待中心，等待

遣返。金融難民的出現和上訪會

對未來產生怎樣的影響？

8 月 6 日傳出消息，中國各

地 P2P 網貸平臺受害者，也被

稱為「金融難民」，相繼來到北

京月壇公園，而後遊行到北京銀

監會門前抗議，他們希望通過集

體聚集的方式，讓政府瞭解事態

的嚴重性，並採取行動為受害者

討回公道。但是，當局出動上千

警員圍堵受害群眾，許多人甚至

直接被送往北京郊區「黑牢」。

據美國之音報導，中國銀

監會所在的北京金融街一帶，各

路口和地鐵出口都有警察盤查行

人。許多外地受害者還沒接近銀

監會，就被警察抓上大巴，送進

久敬莊訪民接待中心，等待遣返。

有廣東 P2P 受害人吳先生

表示，他參與的 P2P 投資項目是

國家銀監會認證許可的，還有中

央電視臺採訪報導，但出事後經

偵辦只是忽悠投資人，各地投資

欺詐案件中顯然有官商勾結，全

國涉及資金多達數萬億元，但地

方政府不作為，沒有任何說法。

浙江 P2P 受害人房女士哭

訴說，她投資被騙 80 多萬元，

是她的全部積蓄，「警察花這麼

大力氣來管我們，就沒有時間去

抓那些導致社會問題的人。」

另有 P2P 受害者表示，「警

察太多，根本進不去（公園），

很多人被帶上車。」

據悉，8 月 5 日晚間開始，

抵達北京的班機被大量取消，

或與攔截 P2P 受害群體「進京」

有關。北京當局在金融街區部署

大量警力，有 120 多輛巴士沿

著銀監會周遭的街道排列，一路

綿延到約 3 公里外的北京釣魚

臺國賓館。

《看中國》特約評論員唐新

元指出，本來是金融監管部門的

責任，政府卻推給普通民眾，等

於是放任了金融業的混亂。政府

推脫責任的一個辦法，就是定性

為非法集資。因為根據中國政府

公布的法律規定：因參與非法吸

收公眾存款、非法集資活動而受

到的損失，由參與者自行承擔，

所形成的債務和風險，不得轉嫁

給未參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非

法集資活動的國有銀行和其它金

融機構以及其它任何單位。簡單

來說，一旦被定性為非法集資，

民眾投入的錢就拿不回來了，最

後血本無歸。

那麼金融難民的上訪維權會

對社會造成怎樣的影響，給政權

造成怎樣的影響？時事評論員文

昭對此的兩點分析是：

一、能迫使政府幫難友們追

回財產嗎？

金融難友除了都被 P2P 平

臺騙了，他們彼此之間缺少其他

方面的聯繫。個人的損失有大有

小，那些損失特別大的人（幾

十萬上百萬）有長期堅持維權

的願望，他覺得有生之年想要再

掙回那麼多的儲蓄很難做到，就

必須給政府施加足夠的壓力，能

追回多少算多少。而較小的投資

人，幾萬到十萬人民幣的，維權

意願就沒有那麼強，參與了也難

以堅持，這也是個現實。

國內網絡上有另一種很大聲

音的觀點是說：投資有風險，你

投資到高風險的理財產品中去，

就要有蒙受更大損失的心理準

備，錢拿不回來了去找政府要，

也沒這道理。這個問題我覺得也

不能簡單這麼看，投資有漲有跌

是我們所說的理財風險；集資平

臺的人捲款跑路了、失聯了，這

屬於金融詐騙，這是另一個範

疇。對於從事金融詐騙這部分的

互聯網借貸平臺，投資者報案是

應當受理的，地方政府對報案不

受理、不作為或者消極作為，投

資人越級申訴當然也合理性。

再退一步講，就算投資風險

投資人應該自負，互聯網借貸平

臺一段時間內集中倒閉，大批投

資人蒙受巨大損失，說明監管環

境有重大闕漏，使投資人處於缺

少保護易受傷害的地位。公民行

使其集會示威權，要使政府亡羊

補牢，實現社會的公正安全，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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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語言培訓

上午 / 下午 / 晚間
課程可選

小班授課
最多15 人

交通便利
靠近輕軌和公交車站

LINC 是免費的語言培訓課程，為符合條件的人士提供服務

18 歲及以上永久居民和公約難民免費參加

歡迎語言等級（CLB）為 1至 4級的人士報名

靜安學校
校址 : 707-14th St NW Calgary
電話 : 403.283.111

加拿大移民局資助項目

熱點透視

事件回放 金融難民北京抗議被圍堵

事件背景 大陸P2P危機連環爆發

觀察分析 金融難民帶來的影響
量替投資人挽回損失，這事本身

無可厚非。

二、是不是這事發生了就又

會像一股煙一樣過去，什麼改變

都帶不來呢？也不是。下面說說

積極的部分。

其次是它後續的社會影響，

就是政府不作為和消極作為，致

使金融難民的財產大部分無法追

回，這會造成一部分社會財富的

蒸發。而信貸政策要放鬆，有所

謂的新版 4 萬億刺激經濟的計

畫，又會造成貨幣供給增加和通

貨膨脹，於是你作為一個升斗小

民，這頭 P2P 爆雷，財富損失

了一部分；那手頭上剩的那點錢

還在貶值，這會讓一部分財務安

全上比較脆弱的城市居民跌入貧

困化，既打擊中國社會的內需、

也激化社會矛盾。對這部分蒙受

了損失的民眾來講，當然是個負

面效果；在另一些人看來，矛盾

的擴大，會讓更多國人意識到社

會轉型的必要性；政治的公正和

透明須臾不可缺失，這和每個人

的生命財產安全密不可分，從長

遠和整體來說又有正面效果。

有人說當今中國社會就是記

吃不記打，P2P 爆雷過了，過

段時間再來個什麼金融騙術，披

上個類於「互聯網金融」的光鮮

外衣，政府一發文支持，一夥騙

子再說自己有多麼過硬的背景，

一大批人仍然是趨之若鶩。割韭

菜就是一茬茬的，這茬割過了韭

菜還會再長起來，到時候再來收

割。這種事好像過去 20 年來確

實不斷髮生，但這世界上真有無

限透支的信用嗎？我也不這麼認

為，韭菜可以一茬茬的割，但土

地的肥力總是有限，總有長不出

韭菜的一天。



誠聘廚房師傅兩名及學徒一名，Counter Help
女服務生兩名。工作環境佳，薪高糧准，交通方便。

須團隊合作，有上進心。有意者請電或親臨。

Crossiron Mills & Chinook Mall快餐店

聯繫人：黃小姐 403.667.9123     周小姐 587.777.1928

2018年7月，柏林時裝週於柏
林盛大展開，Riani 2019年春夏
時裝秀也拉開了序幕。今年Riani
採用了最時尚的色彩，以最繁複的

工法，製出涼爽、高質量的春夏新

裝。

粉嫩色系｜印花｜洋裝

 Riani2019 
春夏新裝秀

採用衣服左右兩

片交錯，再以綁

帶固定，類似和

服的款式。腰際

間的大蝴蝶結，

增添少女氣息。

今年有許多襯衫版長

洋裝，上半身是正規的女

襯衫版型，長過膝蓋，腰

際間繫上條紋皮帶。我們

在其他品牌或是坊間可以

看到這樣款式的洋裝，選

用洋裝較細的皮帶，或直

接選用編繩，較少女風的

品牌甚至會使用緞帶。

長褲套裝都是好看的

粉嫩色，長版的正裝外套

與不過窄的長褲，選用的

都是粉嫩的薰衣草紫。

左邊這套像是春天乍

暖還寒之時穿的短大衣，

版型剪裁俐落，料子也選

用非常挺的斜紋毛呢布

料，相當經典，這一套的

服裝選用了比較合身剪裁

的長褲，內搭的上衣和長

褲都是極淺的杏粉色，內

外層次分得恰到好處。

風格多重，有輕柔材

質、粉嫩黃色的大荷葉領

長洋裝，也有簡單休閒剪

裁的背心領寬版休閒洋

裝，兩件長度都長到腳

踝，活動方便。

嫩黃洋裝重點在

領口與袖口三片

荷葉裝飾，樣式

簡潔不繁複，最

簡單的部分往往

最有特色的部分。

今年大量用粉粉的薰

衣草紫、嫩黃以及鮮亮的

正綠色來做為整個秀場的

主色調，除了這些色彩之

外，基本用色如米白、純

白也不少，少量的不同層

次的粉紅也出現。

另外，黑綠相間的條

紋、格紋被應用在飄逸的

A 字長裙與寬版連身

洋裝上。

米白襯衫底、粉

嫩色系的花色，

深綠、嫩綠交錯

為襯衫的色彩帶

出了春天花園裡

冒嫩芽的氛圍。

女套裝

流行色

印花充斥了 Riani 伸
展臺。長袖棉 T 適合在春

天穿著，模特展示了棉 T
內搭襯衫，加上短褲，滿

分的休閒裝扮。棉 T 不留

白，大朵的粉紫、粉紅大

花與藏青色大花充斥在杏

色為底的棉 T 上，伴著帶

著梗的葉片，圖案滿版，

風格也滿版。

印花

寬版長洋裝

輕柔襯衫洋裝

文 / 郭潔 圖 /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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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巾新品

油紙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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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蕾絲扇 髮簪步搖

Zen & Accessories 
禪

美因您而中國民族風

【看中國訊】行李箱上有輪

子，拉著走很省力，但是這輪子

特別愛纏頭髮，有時候發現輪子

不轉了，檢查一看發現被頭髮纏

滿了，讓人很煩惱。怎樣取出纏

繞的頭髮呢？別急，小編這裏有

妙招。

方法一、用眉剪或鼻毛

剪刀

這種剪刀比較薄，可以伸入

輪子的縫隙中，剪子部分短而且

彎曲。對準輪子和外部那個纏滿

頭髮的空隙，不斷地轉動輪子，

然後邊揮動你的剪刀，之後你就

會發現各種頭髮掉出來，纏成一

捲的或是短短的。剪刀可以適當

調整角度，處理過程中你就會發

現要怎麼剪更恰當。處理完就會

看到輪子中間的那個小槓，銀色

的金屬。所以鼻毛剪刀隨意剪，

不會出問題的。

方法二、用鋼鋸條和鑷

子來處理

頭髮纏得很緊密，輪子與框

之間的縫隙很小，用火燒，只

能燒掉表面一點頭髮，鉗子也伸

不進去。這時可以用鋼鋸條伸進

去，利用鋸齒將頭髮拉斷，或拉

出個頭，轉動輪子，再用鑷子就

好處理了。

方法三、拆輪子

有些行李箱上的輪子用六角

工具是可以拆下來的，這樣就方

便了啊！纏多少也不怕了。簡單

一拆，多少頭髮都可以清理的乾

乾淨淨！

小提醒：

在經過鋪有毯子的過道的時

候，千萬記得提起箱子，不要在

上面拉你的箱子了，不然就容易

纏進頭髮或其他絲線。

生活百科

卡城龍舟賽

時 間： 週 六 - 日，8 月

11-12 日，早 11 點 - 下午 6 點

地 點：North Glenmore 
Park（7305 Crowchild Trail 
SW）

卡爾加里龍舟節每年舉行兩

天的龍舟競賽和節日活動，提供

豐富的文化體驗。此外，還有兒

童區，食品卡車，啤酒花園和文

化娛樂場所。活動免費。

Stay n'Play 
(幼兒班)

年齡：3-5 歲；

時間：早 10 點 -12 點

要求：需父母陪同

Park n'Play 
(少兒班)

年齡：6-12 歲

時間：早 10 點 - 下午 3 點半

要求：無需父母陪同

卡城國際煙火節

（GlobalFest）
時間：本週四 - 下週六，8

月 16-25 日，晚 6 點 -12 點（每

晚入場時間截至為晚上 9：15）
地點：Elliston Park（1827 

68 Street SE）

卡城國際煙花節將用煙火和

音樂的交響樂照亮夜空，是光與

聲的藝術展示。每年主辦單位都

會邀請不同的國際煙花製作公司

參加比賽，今年參賽團隊來自烏

克蘭、西班牙、菲律賓和中國。

煙火節將持續 10 個夜晚，為卡

城民眾帶來絢麗繽紛的煙火秀、

藝術演出、文化展館和夜市等精

彩活動！ 5 歲以下免費入場。

購票信息，請查詢：globalfest.
ca/tickets/

卡城日本節

（ C a l g a r y  J a p a n e s e 
"Omatsuri" Festival）

時間：週六，8 月 11 日，

早 10 點 - 下午 5 點

地 點：Max Bell Centre
（1001 Barlow Trail SE）

體驗傳統日本文化。參觀者

將享受到正宗的日本風情，傳統

音樂，舞蹈和歌曲的演示，武術

示範等等！此外，還將為兒童提

供遊戲和充氣房，日本當地藝術

和手工藝品畫廊，以及幾個以傳

統日本料理為特色的食品亭。 5
歲及以下兒童免費。

马馬蒂格拉嘉年華

（M a r d a  G r a s  S t r e e t 
Festival）

時間：週日，2018 年 8 月

12 日，早 10 點 - 下午 5 點

地 點： 卡 城 西 南 Marda 
Loop 社 區： 在 33 大 道 的 22
街和 18 街之間 (33rd Ave SW 
between 22nd&18th Street 
SW)

Mardi Gras 為法語，英譯

為「Fat Tuesday」，" 肥滿星期

二 " 之意，指的是嘉年華慶典類

事件，反映了法國人在齋戒儀式

之前吃晚餐時吃更豐富，脂肪含

量高的食物的做法。適合家庭的

免費活動，有現場音樂，舞蹈和

文化表演，購物及美食。專設兒

童區。活動免費。

社區活動
Community Calendar

(8月13-17日，週一至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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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
R A N C H L A N D S : 

R a n c h l a n d s  S c h o o l  ( 6 1 0 
Ranchlands Blvd. N.W.)

EVANSTON:Kenneth D. 
Taylor School (30 Evanscove 
Circle N.W.)

東北
WHITEHORN:Colonel 

J .  FredScot t  School  (171 
WhitehornRoad N.E.)

東南
CHAPARRAL:Chaparral 

School (480 ChaparralDrive S.E.)

西南
SOMERSET:Somerset 

School (150 Somerset Manor 
S.W.) 

  BELTLINE:Connaught 
School (1121 12th Avenue S.W.)

(Fotolia)

(Fotolia)

卡城免費夏令營本週地點

行李箱輪子 

被頭髮纏繞 
怎麼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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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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白容  圖 / Fotolia

文 /林惠琴  圖 / Fotolia

文︱

現代人生活壓力大，

有時難免心情大起大落，

影響工作效率或人際關係，

造成困擾。營養師表示，

「吃」對食物，選擇「低

GI」值的食物（Glycemic 
Index，升糖指數），有助
於血糖保持穩定，降低負

面情緒，就能時時保持好

心情！

飲食健康

「GI 值」指食物被吃進肚子

後，在體內造成血糖上升的快慢

指數；GI 值低於 55 的食物就稱

為低 GI 值食物。

許多上班族在事情繁多、情

緒不佳時，吃些甜的東西後，心

情立刻變得很好，但營養師李婉

萍解釋，這是因為高 GI 值的食

物，會在短時間內造成血糖高度

起伏，先是血糖急速上升，進而

產生愉悅感，只是胰島素分泌

後，血糖又會驟降，結果心情大

起大落；反觀低 GI 值的食物，

血糖變化較低，穩定性較高，可

以較長時間保持快樂情緒。

營養師尤宣文也說，低 GI
值的食物富含天然纖維，可延遲

飢餓感與再進食的慾望，也能穩

定血糖波動，有助於情緒控制。

尤宣文強調，低 GI 值飲食原則

是少加工食品，多攝取足量蔬

菜、優質蛋白、低 GI 值水果，

以均衡人體攝取所需要的營養

素，且可用全穀類食物、低 GI
值水果取代精緻澱粉等。

李婉萍說明，低 GI 值飲食

方式可以糙米取代白米，多攝取

紅藜麥、紅薏仁等。在水果方

面，獼猴桃、小番茄、蘋果、柳

橙、葡萄柚、櫻桃、藍莓均屬於

低 GI 值。

此外，想要保持好心情，

要注意有快樂荷爾蒙之稱的「血

清素」濃度不宜太低，否則可能

提高憂鬱情緒，因此飲食上，

除了選擇低 GI 值食物外，李婉

萍說，血清素的原物料是「色胺

酸」，可適時補充牛奶、豆漿等

食物獲得，以保持心情輕鬆。情

緒穩定與否，不只可透過飲食幫

助，也可以養成戶外運動的習

慣，或是藉由聽音樂等方式紓解

壓力。（轉載自自由時報）

沒有健康的身體，再

多財富、名聲、地位⋯⋯

全部沒有意義，因為無福

消受！現代人健康 10大殺
手是甚麼？只要摒除這些

破壞健康的因素，才能擁

有健康。

 喝水太少

專家建議每天喝2000c.c.的
水，如果長期水分攝取不足，會

導致便秘、皮膚乾燥，罹患膀胱

癌、腎結石的機會也會增加。

「補水」應該在早晨起來和

三餐之間適度進行，不是等到口

渴才喝水。食物中也能攝取水

分，例如：湯品、蔬果和清粥

等。早餐補水應進食溫熱的湯、

粥品、飲品等；飯前補水可以

養胃，喝一小碗湯或半杯（約

100c.c.）果汁等都不錯。

 喜吃燙食

我們的口腔、食道的耐受溫

度約為 50 ～ 60℃，超出此溫度

就會被燙傷，輕則口腔黏膜發紅

充血，重則起泡或引起口腔潰

瘍、出血等，也會損傷牙齒、牙

齦和胃腸道，不利於食物消化，

而且反覆受到不良刺激，可能誘

發食管炎、食道癌等。

尤其 40 歲以後要少吃麻、

辣、燙的食物，因為這些重口味

食物不斷刺激口腔，可能誘發口

腔癌。

 缺乏運動

養成運動的習慣有非常多的

好處，包括：改善情緒、控制體

重、增強肺活量、增強免疫力、

強化骨骼和肌肉、預防特定的癌

症，降低心臟病、中風、糖尿病

等疾病的發病機率。

運動「333 原則」是每次運

動 30 分鐘以上，心跳達到每分

鐘 130 以上，每週至少運動 3
次以上。當然，運動量的多寡必

須依照個人的身體狀況而定。

有些較為緩和運動，如：氣

功、散步、瑜伽、太極等，有靜

心、減重、美容等功效。特別要

注意的是：久坐可能會抵消運動

帶來的好處。

 蹺二郎腿

蹺二郎腿是一種非常不好的

習慣，因為長期腿部血流不順會

影響健康，可能造成靜脈曲張、

下肢水腫、血栓塞、彎腰駝背、

骨骼變形、脊椎側彎、下背疼

痛、腰椎間盤突出等毛病，尤其

是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患者

還容易加重病情。

男性蹺二郎腿還有一個壞

處，因為兩腿通常會夾得比較

緊，以致大腿內側及生殖器周圍

溫度升高，此種高溫會損傷精

子，長期下來可能影響生育，所

以男性如果要蹺二郎腿，最好不

要超過 10 分鐘。

 用力排便

排便困難時，很多人會使勁

排便，這也是一個壞習慣。因為

排便太用力會加強心臟收縮，使

血壓突然升高而誘發腦溢血；用

力排便時腹腔內壓升高，也可引

起或加重痔瘡。

老年人排便過分用力風險更

大，可能會昏倒；高血壓患者可

引起腦血管意外；冠狀動脈供血

不足者可能導致心絞痛、心肌梗

死，還可引起動脈瘤、室壁瘤破

裂、心律失常等，甚至發生猝

死，不可不慎。

 如廁看書報

不少人有上廁所玩手機、看

書報的習慣，以致久坐馬桶，增

加肛門周邊靜脈血管的壓力，更

不易解出。

醫師指出，坐馬桶若超過

30 分鐘，容易造成下肢靜脈曲

張，或內外痔瘡的發生。

醫師建議，如廁時間最好不

要超過 5 分鐘，若超過，就先

起身活動一下，等有便意時再上

廁所為宜。

 彎腰搬重物

日常生活中常有彎腰搬運重

物的機會，如果長期用「彎腰」

的方法來搬重物，很可能造成腰

骶部或脊椎、韌帶的損傷。

平時最好減少彎腰搬重物的

情況，如果非搬不可，一定要注

意搬重物的正確姿勢——先將身

體向重物盡量靠攏，再屈膝、屈

髖，用雙手拿取，然後伸膝、伸

髖，即可搬起。

 剛睡醒立刻下床

人體經過一個晚上的睡眠，

所有器官尚處於休息狀態，如果

一睡醒就急忙下床，血壓忽然變

動，可能會導致跌倒、中風、高

血壓等疾病，造成嚴重的後果。

建議睡醒以後，在床上躺半

分鐘，然後起來在床邊坐半分

鐘，活動一下四肢和頭部，靠床

邊站立半分鐘後再活動。採取如

此循序漸進的方式，可以緩解心

腦血管壓力變化對血管的傷害，

有利於心律穩定，讓身體各種器

官適應起床的變化。

 喝過量咖啡或茶

適量喝咖啡和茶有益人體健

康，但如果飲用超過平時習慣的

量，就會刺激腸胃，造成神經過

敏，影響睡眠。高血壓患者要特

別注意，不要在工作壓力大的時

候攝取大量咖啡因。

茶大致上分為三類──綠茶

是涼性的，紅茶是熱性的，烏龍

茶則是平性的。綠茶喝太多可能

出現虛寒症狀，不妨喝比較平和

的烏龍茶，但都不要喝太多。

 連續使用電腦 
3小時以上

在電腦前坐太久，電腦屏幕

發出的低頻輻射和磁場，可能導

致抑鬱、暴躁、流鼻涕、短暫失

憶、中樞神經失調等病症。操作

電腦過久，也會損傷肌腱、肌

肉、神經、關節等組織，可能造

成頭痛、頸背肩膀痛，危害手部

神經系統，罹患腕管綜合症，甚

至可能損害心肺功能。因此，電

腦不要連續使用 3 小時以上。

喝水太少會影響健康。

影響健康的10大殺手 吃低GI食物 
保持好心情

不要喝過量咖啡或茶。

較為緩和運動有靜心、減重、美

容等功效。

蹺二郎腿是很不好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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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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生
美食

熱天的冰鎮紅豆湯，或是冬天熱騰騰
的紅豆湯，都令人回味無窮。

紅豆湯1

作法

紅豆洗淨，加水煮滾，續煮五分

鐘，倒掉水，紅豆濾乾備用。

重新加水淹過紅豆。

中小火煮滾，關火，蓋上鍋蓋，靜

燜大約半小時。重新開火煮開，煮滾

就關火。

嘗嘗口感，如果不夠軟，就重複作

法。煮好後加糖，不要攪動，靜

置 30分鐘即可食用。

紅豆200g、紅冰糖80g、陳皮1小片

（刮除白膜）。

食材紅
豆

紅豆營養價值高

紅豆不只富含蛋白質，也含有豐富的醣

類，在營養學上也被歸類於提供澱粉的主食。

同時，紅豆的食用狀態一般是完整的外皮

與種仁，相對於白米、麵粉保留了更多營養素

與膳食纖維。因此，以紅豆取代部分米飯，有

幫助腸胃蠕動的效果，可預防便秘。值得注意

的是紅豆的普林含量均高，因此痛風病患不宜

以此取代主食。

紅豆是糕餅內餡第一名

綠豆、紅豆是屬於小豆類，相較於大豆類

的黃豆，其蛋白質包覆更大量的澱粉，經過泡

水、加熱，蛋白質就會變性呈凝固狀，再經過

破碎、水洗、脫水、分離外皮等加工步驟，便

留下大量的澱粉，品嘗起來有綿密的沙質口

感。豆沙加糖添香之後，滋味更加香甜，因此

成為糕餅業最常使用的內餡原料。

紅豆清洗方法

首先挑除破碎、變形的紅豆，再將豆子泡

在水中，雙手搓洗豆子，徹底清除附在豆子表

面上的灰塵及髒汙，以清水多沖洗幾次。如果

顧慮買到在採收時有噴灑藥劑的紅豆，建議可

先將紅豆以滾水汆燙，瀝乾後再繼續後續的料

理步驟。

紅豆屬於豆科植物，亦稱小豆、赤

豆。而中藥材「赤小豆」為不同品種的近

親，外觀略不同，紅豆較圓，也較紅。

文 / 邊吉 圖 / Fotolia

作法

紅豆 1/2杯、糯米 3杯、白米 1杯。

調料：鹽 1 大匙、黑芝麻 1大匙、砂

糖 1小匙。

食材

赤飯是日本人的節慶食品，在值得慶
祝的日子，和親朋好友一起吃紅豆
飯，分享喜悅。

日本赤飯4

紅豆洗淨，加水煮滾，續煮五分

鐘，倒掉水，紅豆濾乾備用。

紅豆加 4杯水煮 40分鐘，撈出紅

豆備用，紅色湯汁留用。趁熱將 1小

匙的糖和鹽拌入紅豆中。

糯米及白米洗淨，以紅豆水浸泡 1
小時（水量為 4杯），放入電鍋煮，外

鍋 1 杯水。開關跳起，靜燜20分鐘。

煮飯同時，將鹽及黑芝麻以乾鍋翻

炒，散發香氣，盛出備用。

作法的紅豆拌入作法，再燜

5分鐘即可。食用時灑上炒好的芝麻

鹽，風味最佳。

作法

水煮開，倒入洋菜粉，煮至洋菜完

全融化於水，成透明的膠狀物。

續加入糖，攪拌均勻。加入紅豆

沙，攪拌均勻，完全融合即可。

熄火，加入麥芽糖，攪拌融和，倒

入模具，冷卻後凝結成凍，就是紅豆

羊羹。

美味秘訣：

紅豆沙愈細緻，羊羹口感愈滑嫩，混

合少量紅豆粒，亦有不同風味。

紅豆沙約 400g、洋菜粉 12g、清水

600g、細砂糖 600g、食鹽 4g、

麥芽糖 200g。

食材

紅豆羊羹是極具代表性的日本點心，
是日本人品茶常備茶點之一。

紅豆羊羹2

作法

糯米洗淨，泡水 6小時，以果汁機

打成米漿，裝棉布袋，以重物壓，濾

乾水分。從棉布袋取出糯米粉塊，揉

製成糯米糰，分捏成小塊備用。

糖加水煮開，將小糯米糰一塊塊放

入糖水中，一邊推攪逐漸軟化的糯米

糰，煮至糯米糰膨脹浮起，糖水收

乾，轉小火，加入蜜紅豆、少許香蕉

油，推攪融合成糯米糊。

將糯米糊舀入模具（模具容器底部

先鋪放年糕紙），表面抹平即可。成

品用年糕紙完全包覆住，放冰箱冷藏

（避免乾燥）。

糯米600g、蜜紅豆200g、香蕉油。 

糖水材料：砂糖300g加少許水。

食材

年糕是中國新年節慶食品，添加了蜜
紅豆的年糕，也多了象徵來年甘甜的
好兆頭。

紅豆年糕 3

紅豆富含
蛋白質，
營養豐富
又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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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不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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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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簷，

是中國傳統建築

簷部形式之一，

為中國建築

民族風格的

重要表現。

斗拱，
是中國古代建築中
主要的結構，
同時它也是
中國建築中
非常獨特的部分。

文/美慧 圖/ThinkStock

當中國建築漸漸西化，

大大小小的城市都被模式

化的高樓大廈占據後，老祖

宗們建城的智慧與建築的

藝術日漸消逝，故鄉留給

新一代人的印記也越來越

少⋯⋯

飛簷斗拱是我國傳統建築的

典型特徵，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中

國古代的建築上是有飛簷的。飛

簷，是其屋簷上翹，若飛舉之

勢，常用於亭、台、樓、閣、廟

宇、宮殿等建築上。斗拱，是在

立柱和橫梁交接處，由「斗」形

的方塊以及「拱」形的橫木一層

疊一層，形成的一個龐大架構。

斗拱的作用

斗拱，是中國古代建築中主

要的結構，同時它也是中國建築

中非常獨特的部分。中國古建築

多以木結構為主，重要的建築都

以斗拱挑出簷口，在屋簷轉角處

形成翼角起翹，房屋越高大，房

檐探出就越長。

斗拱由「斗」形的方塊以及

「拱」形的橫木組合而成。一組

的斗拱又可與另一組的斗拱組

合，一層疊一層，形成一個非常

龐大的架構，它的產生和發展有

著非常悠久的歷史，是中國建築

特有的一種結構。

從兩千多年前戰國時代採桑

中占的比例很大，一般可達到立

面高度的一半左右。古代木結構

的梁架組合形式，很自然地可以

使坡頂形成曲線，不僅坡面是曲

線，正脊和簷端也可以是曲線，

在屋簷轉折的角上，還可以做出

翹起的屋簷──飛簷。

飛簷，是中國傳統建築簷

部形式之一，為中國建築民族

風格的重要表現，多指屋簷，

特別是屋角的簷部向上翹起，

若飛舉之勢，常用在亭、台、

樓、閣、宮殿、廟宇等建築的

屋頂轉角處，四角翹伸，形如

飛鳥展翅，輕盈活潑，所以也

常被稱為飛簷翹角。

通過簷部上的這種特殊處理

和創造，不但擴大了採光面、有

利於排泄雨水，也營造出建築物

壯觀的氣勢和中國古建築特有的

韻味，成為中國建築中最突出的

形式特色。

歷史的重責大任

隨著社會發展，現代派的

意識越來越佔據社會主導地

位，一幢幢高樓大廈隨之拔地

而起，而那些見證歷史滄桑、

凝聚民族智慧的中國古建築卻

逐步淡出了人們的視線。

一個地方若沒有了古早的

建築，也就意味著沒有了歷史

的文化遺產，我們呼籲對文化

遺產的保護要用理智的態度去

對待，拯救正在消失的中國古

建築，於你，於我，都是一種

歷史的責任。

獵壺上的建築花紋圖案，以及漢

代保存下來的墓闕、壁畫上，都

可以看到早期斗拱的形象。

宋《營造法式》中稱為鋪

作，清工部《工程做法》中稱斗

科，通稱為斗拱。斗是斗形木

墊塊，拱是弓形的短木。拱架

在斗上，向外挑出，拱端之上

再安斗，這樣逐層縱橫交錯疊

加，形成上大下小的托架。斗

拱最初孤立地置於柱上或挑梁

外端，分別起傳遞梁的荷載於

柱身和支承屋簷重量以增加出

簷深度的作用。唐宋時，它同

梁、枋結合為一體，除上述功

能外，還成為保持木構架整體

性的結構層的一部分。

明清以後，斗拱的結構作用

蛻化，成了在柱網和屋頂構架間

主要起裝飾作用的構件飛簷。

飛簷之美

在中國傳統建築中以屋頂的

造型最為突出，屋頂在單座建築

從飛簷斗拱
看中國古建築之美

「亭、台、樓、閣」 
有甚麼區別

文/克文

中國園林中經常出現亭、

台、樓、閣，人們常被園中那些

構思精巧，充滿情趣的亭、台、

樓、閣所吸引，它們看起來似乎

沒有甚麼不同，但其實各有區

別，亭、台、樓、閣之間有甚麼

不同之處，你知道嗎？

亭

亭是一種有頂無牆，供人休

息或觀賞景物的小型建築物，有

圓形、方形、六角形、八角形、

梅花形和扇形等多種形狀。亭子

常常建在山上、水旁、花間、橋

上，可供人們遮陽避雨、休息觀

景，也使園中的風景更加美麗。

中國的亭子多是用木、竹、磚、

石建造的，亭子的柱上也常常掛

有楹聯，以增加遊人的情趣。如：

蘇州滄浪亭前有一聯：「清風明月

本無價，近水遠山皆有情。」

北宋歐陽修曾寫過著名的

〈醉翁亭記〉，「醉翁亭」與北京

「陶然亭」、長沙「愛晚亭」、

蘇州「滄浪亭」並稱「中國四大

名亭」。《紅樓夢》裡賈母提到

小時候史家有個「枕霞亭」，史

湘雲就此得了一個「枕霞舊友」

的雅號。

台

也稱眺台，是指高於地面、

供人登高望遠的露台式建築。古

時的台主要用於操練點兵和觀賞

戲劇之用。戰國時趙武靈王率領

趙國上下胡服騎射，曾在邯鄲建

「叢台」，也稱「武靈叢台」，

這大約就是後世的「點將台」。

三國時曹操命人築「銅雀台」，

杜牧詩云「銅雀春深鎖二喬」，

指的就是這座著名的銅雀台。

「台」在園林建築中多與樓

廊亭榭相結合，供人眺望山林之

景色，通常建在高地或臨水的

池邊。如：杭州西湖的「平湖秋

月」就是著名的臨湖賞月平台。

樓閣

兩層以上的高大建築謂之

「樓」；而「閣」則是一種架空的

小樓房，通常四周設隔扇或欄杆

迴廊，供遠眺、遊憩、藏書和供

佛之用。實際上，後來樓閣並

稱，區別已不是十分明顯了。譬

如，江南三大名樓「黃鶴樓」、

「岳陽樓」、「滕王閣」，與八

仙過海有關的山東「蓬萊閣」，

北京頤和園的「佛香閣」，還有

王之渙吟詠更上一層樓的「鸛雀

樓」，這些樓閣已經混為一談，

很難分清哪是樓，哪是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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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磊落之人格，在在表現於

『愛其所當愛，惡其所當惡，唾

棄其所當唾棄』之一慣言論及作

為上。」

信的最後，三叔寫到：

「茲隨函附寄祖父當年之選

集兩冊，另兩冊《蜇軒詞草》是

我來美後放大複印的。多年來我

一直珍貴地保留著，現在贈給你

吧。其他一些遺物，我將陸續整

理，日後一併傳贈予你，我想，

你一定會珍惜及喜愛的。我們臧

家在你這一代，終於有人擇善固

執，反共到底，我心甚慰。」

捧讀這樣的信函，的確頓覺

身上多了許多責任，也深感，我

必然性地選擇的這條反暴政爭民

主道路，似乎很有血脈傳承的宿

命味道。

人中傑 酒中仙
2008 年三月間，我應邀赴

台灣觀摩總統大選。偶然的機會

遇到我爺爺於 1930 年至 1931
年代理天津市長期間的秘書長的

洪聲先生的後人。

誠然，洪老先生早已故去，

他的兒子也已經是年逾九十歲的

老人了。洪先生告訴了我，爺爺

任東北大學校長期間的趣事。

東北大學因為抗日戰爭於

1938 年春遷入四川，在三台建

校開課。

洪先生說，由於三台校區不

遠駐紮有一個旅的軍隊軍紀不

嚴。東北大學的女學生們晚上不

敢出去，怕遭軍人騷擾欺負。校

長臧啟芳得知這一情況，十分 
頭疼。

爺爺經過苦思冥想得一招，

擇日，廣發英雄帖，決定請駐軍

全旅所有連長以上的軍官吃飯。

那日，浩浩蕩蕩來了四、五十個

軍人，席間，爺爺就把該講的話

講了。日寇入侵，國破家亡。軍

人的職責是保衛國家，學生的職

責是將來建設國家。東北大學在

戰亂煙火中，暫借四川一塊寶

久遠的緣分

我於 1989 年六四屠殺後移

居加拿大多倫多，很快就必然性

地投入海外民主運動，同時由於

機緣巧合，當上了記者和作家。

2002 年 11 月，我接到一封署

名祝愛華的信。信中說：

「盛雪小姐：你好！

我在一篇文章裡看到介紹你

的情況。該文章說，令尊大人叫

臧朋年。果如是，令祖父大人當

為臧啟芳，抗戰時期的東北大學

校長。如果這些都是真的，我與

令尊大人是同學。抗日戰爭時

期，我與令尊大人都在四川自流

井靜寧寺，國立東北中山中學讀

書。這已經是六十多年前的事情

了。……

祝愛華（這不是我的原名）」

我即時回了信。在異鄉遇到

父親六十多年前的中學同學令人

興奮。而且他肯定知道些爺爺的

情況。

我們開始了通信聯繫。老人

家告訴我，他用了十數年，書寫

了一部五十餘萬字的書稿，詳細

介紹了蘇俄和中共的關係史實，

以及中共歷任領導人向俄羅斯出

賣中國領土的事實證據和分析。

老人希望我代為找出版社。

2003 年中國新年，我趁到

紐約之際，特意前去拜訪了在新

澤西居住的老人，聽老人講了些

六十年前爸爸的趣事。老人高挑

清瘦，慈眉善目，而且談吐神情

透出孤傲和風骨。

擇善固執血脈相承

2001 年夏天，我把剛剛出

版的《遠華案黑幕》送給三叔。

三叔在不久後的來信中誇讚我書

寫得好，特別提到爺爺以鼓勵

我：

「追憶祖父，生於憂患，長

於憂患；由清末，而民初，而軍

閥，而抗日，而反共，終其一

生，公忠體國。而其率性直爽，

爺爺的恩緣

席間，幾杯酒下肚，談話就

輕鬆了。爸爸誇讚他年輕有為，

他話也多了，滔滔不絕講起家族

往事。說到：我們家族呀！還真

是能人輩出呢，我遠房姑爺以前

是上海稅務局局長云云。

他又說，有一位遠房舅爺，

那才叫能耐，在張學良之後任十

年東北大學校長，抗戰勝利後，

被委任為東北三省教育接收大專

員，相當於教育部長呀。他還任

過天津市長、東北地畝局長很多

要職。這位表哥說得很是興奮，

我也聽得津津有味。

他最後問父親：表舅，你聽

過這門親戚沒？父親一直默不作

聲地聽著，一粒一粒往嘴裡遞花

生米。末了，眼也沒抬，寂然蹦

出一句：你說的是我父親。

對於爺爺我仍然知道得很

少，從家人的隻言片語中瞭解

到，他 1948 年去了台灣，兩位

叔叔和兩位姑姑也都去了台灣。

後來叔叔姑姑們又都去了美國。

也正因為這些，我爸媽成了「壞

分子」，我們三個孩子成了「狗

崽子」。而且家裡原來的房子

也被指是因為爺爺在台灣任甚麼

高官被做為逆產沒收了。

那時台灣和美國無比遙遠，

而且都是異常可怕的名字。

我沒有見過爺爺，小時

候，也很少聽家裡人講到爺

爺。有一次，家裡從上海來

了個遠房親戚，他到北京來

進修，一米八的大個子，穿

著草綠色的軍裝，很是瀟灑

神氣。

地，培育未來國家棟梁之才。許

多學生故鄉淪陷，家破人亡，我

們誠應該讓他們有個安全的地方

安心學習。

一席話，說得個個軍官點頭

稱是。爺爺於是舉杯道，好，今

天就是要請各位在國難當頭之

際，更要體恤流亡到此的學生

們。我用四川老白干敬每位一

杯，以示我對此事的鄭重態度。

爺爺一路敬下去，連喝了

四、五十杯，把在場的軍人都鎮

住了。軍人散後，爺爺大醉三天

未醒。酒宴之後再也沒有出現軍

人滋擾學生的事端。

爺爺飲酒有量，酒品甚好。

在《暗夜慧燈——柏楊雜文集》

中，柏楊先生也寫有：「十年來

酒量如海而不強灌人，有酒仙之

風者，就我所知，得兩人焉，一

為已逝世的臧啟芳先生，一為仍

在世的葉明勳先生，值得頂禮擁

戴，歌功頌德者也。」

恩澤廣遠 緣繫後人
2008 年四月底一天，我遇

到一位拘謹沉穩的先生。我贈送

他詩集《覓雪魂》。

幾日後，我接到他的電郵，

他在詩序中讀到爺爺曾任東北大

學校長，說：「家父抗戰後期就

讀於東北大學，也算您祖父的學

生。」

他說：「家父生前十分懷念

他在東北大學的日子。他那時年

輕很窮，父母雙亡。他只讀過幾

天初中，……1944 年，他以優

秀成績考入東北大學（文科第

一名），您爺爺領導下的東北大

學開明，不嫌家父幾乎沒有中學

學歷，把當年唯一的一名文科全

額獎學金給了他，從此改變了他

的命運。」

他又說：「多年以後，當家

父被選入英國劍橋《二十世紀國

際知識界名人錄》及其他名人錄

後，提起此事，還對東北大學當

年給他的機遇和命運轉機感激不

已。特在此代家父向您一家人叩

1931年天津比利時租界交接典禮，前排左二為天津市長臧啟芳。 　作者的爺爺臧啟芳

首拜謝。」

讀著這樣的字句，有驚喜有

感悟。我深切地體會到爺爺的恩

澤與佳緣仍在綿延。

那日深夜，忙亂之後，孤影

獨對，靜下心來回了信：

「人生榮辱，跌宕起伏，風

雲際會，百轉千迴，是命也是

緣，是恩遇也是各自努力。誰對

誰有恩也好，有怨也罷，同是自

己的造化和把握。」

「我祖父能夠慧眼識英，襄

助貧弱，確是因為他從來都開明

大度，惜才如命；你父親能夠

『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也

是改變自己命運的根本。他可以

告慰的是，他有個同樣優秀的兒

子，孜孜不倦成績斐然。」

我爺爺九泉之下也會痛心的

倒是，我這個書香世家之後，卻

連個大學都沒讀上。

我父親在那樣的年代讀了

三個學位，決定留下建設「新社

會」，被順理成章地打成間諜特

務，從此抄家批鬥強制勞動從未

停過，他縱橫文理各科，卻做了

十幾年的泥瓦匠，兩次半身不

遂，最後鬱鬱而終。造化弄人，

各有不幸。

等在前面的機緣

和往常出遠門一樣，我會

帶上爺爺的《蜇軒詞草》在飛機

上慢慢研讀。那些悠揚雋永的

詩詞，句句繞梁；那些沉鬱深

遠的情懷，篇篇錘胸。爺爺寫

於 1953 年除夕夜的〈臨江仙〉五

篇，寫盡了感時傷節，心繫國

運、懷念故土，思念親人的悲情 
和憂憤：

憶兒女

昔日長城空自許，而今萬事

全非。白山黑水幾時歸，更將兒

女念，腸繞日千迴。

臘盡他鄉渾不見，凌風傲骨

寒梅。更無萬壑雪千堆。深宵人

不寢，窗外雨頻催。

憂國運

南渡君臣渾似醉，風薰不厭

豪奢。臨安穩作汴梁家。青山樓

外路，處處酒旗斜。

今日陸沉猶昔日，中原回首

堪嗟。崎嶇前路正無涯。陰陽催

短景，暗地換年華。

爺爺當然最終埋骨於台灣

了。三叔五十年不踏足大陸的心

情我能夠理解。現在，我離開故

土也十九年了。今日接獲筆友盛

惠評述我詩集《覓雪魂》的一篇

文章，文中有這樣一句話：縱然

一生回家無望，也不能動搖對自

由的執著。

這就是我的性格和追求，也

是血脈相承的命運吧。

（篇幅所限，略有刪減。

完整文章請見《看中國》網站

https://www.secretchina.com/
news/gb/2010/08/21/364317.
html）

編按：盛雪，本名臧錫

紅，華裔加拿大人，記者、

作家、詩人和時事評論員，

曾多次獲得加拿大主流社

會全國性新聞和寫作獎項。

《「遠華案」黑幕》、《覓雪

魂》作者，著名的中國民運

女士。2012年9月29日，加拿
大公民暨移民部兼多元文化

部部長賈森．康尼在與五十

多名亞裔政治流亡者到盛

雪家共度中秋時，代表加拿

大政府向盛雪頒發了伊麗莎

白二世女王鑽石慶典紀念勛

章，以表彰她對加拿大社會

和族裔團結所做的重大貢獻

和傑出成就。

岳陽樓因為景

致絕佳，成為

歷代文人雅士

爭相傳頌的勝

地。

話說岳陽樓
文/小君 圖/網絡圖片

岳陽樓位於現今湖南

省岳陽市的西門城樓，樓

高三層，視野開闊；因為

景致絕佳，成為歷代文人

雅士宴集抒懷、爭相傳頌

的勝地。

李魯班說大話

唐朝開元四年，岳州（今

岳陽市）有個姓張的太守。有

一天，他帶幾個人巡視轄區，到

了西門外湖邊上，看到有個圓

形石台，上面有個小亭閣，掛著

「閱兵台」的扁額。

張太守登上小亭閣，遙望無

邊無際的洞庭湖，真是湖光山

色，美不勝收。心想如果能在高

處建座高樓，視野一定更好。

於是，張太守發榜招聘工

匠，一天，來了一個叫李魯班的

青年木工，自稱無論甚麼亭閣樓

台，他都能設計。於是，太守命

他當工程總管，限他一個月內畫

出一座三層、四角、五梯、六

門、飛簷、斗拱、盔頂的樓閣。

可是，一個月過去了，兩個

月過去了，李魯班甚麼也畫不出

來。太守氣他說大話，就對他

說：「現在來了那麼多工匠，都

在等你的設計圖，你卻……真是

耽誤大家的時間，這樣吧，再

給你七天，要還畫不出來，就領

罪吧！」

白髮老人顯神通

李魯班嚇出一身汗，不知如

何是好，便一個人坐在洞庭湖邊

哭起來了。有個白髮工匠就走上

前勸道：「我看真魯班也要苦學

實幹，你光躲在房裡畫圖，也不

是辦法，應該多請教各地來的師

傅們才是啊。」

李魯班一想，是這個道理，

就說：「請前輩指點。」

「我也不會畫圖，」老人

說：「但我這裡有些木方，你拿

去擺弄擺弄，或許能擺出點名堂

來。」

這些木方，形狀各異，大小

不一，就像現在的立體模型。李

魯班廢寢忘食的擺弄了六天半，

正好趕在期限前，完成了一座美

輪美奐，符合太守要求的樓閣 
模型。

太守看到模型非常高興，問

李魯班是怎麼想到的？李魯班老

實的說出事情的經過。

「這才是來了真魯班啊！」太

守知道來了高人，於是領著手

下，帶著李魯班就到白髮工匠投

宿的客棧去了。但是，客棧裡人

去樓空，只留下一張樓閣的設

計圖。

太守不死心，繼續派人找。

一天，有人上報，說有一白髮老

人在湖邊用石頭砌成拱洞，又在

上面砌房子。張太守聽了，連忙

領著手下趕去，可是老人又不見

了，只見石頭砌成的拱洞上，立

著一座壯觀的樓閣。「此真神人

也，看來用拱門做樓基真是氣勢

非凡。」

太守正讚歎間，抬頭看見

對面高地有一白髮老人，手握

一把尺正在丈量土地。太守連

忙喊：「今日得見師傅，三生有

幸，敢問師傅可姓魯？」

「魯班是我師父，正在那裡

向老師傅們請教呢！」白髮老

人手指一群正在忙活的木匠泥 
工說。

太守順他指的方向看去，果

然有個氣度不凡的老人，正在跟

工匠們談論甚麼。但是仔細一

看，每個工匠似乎都長得跟剛才

的白髮老人一樣，回頭一看，白

髮老人不見了。再回頭一看，工

匠們也不見了。大家趕到剛才白

髮老人站的高地上，見地上留下

一把尺，上面刻字─「魯班尺」。

後來工匠們按照白髮老人的

設計蓋了一座樓閣，以西城門拱

洞作樓基，因為位於天岳山之

陽，故稱「岳陽樓」。而三層飛

簷拱則命名為「魯班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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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the Tang Dynasty, 
there was a man named Wei 
Gu  who  l i v ed  i n  Du l i ng 
County. He was orphaned at 
a young age. After he grew 
up, he wanted to get married 
and have a family as soon as 
possible. He entrusted others 
to seek a wife for him, but 
with no success. In the second 
year of the Yuanhe Era (806 – 
820 AD), he toured the Qinghe 
area and stayed in an inn south 
of Songcheng City. A guest 
at the inn suggested that he 
propose to the daughter of Pan 
Fang, the Defense Secretary 
of Songcheng. They made 
an appointment the next day 
at the entrance of Longxing 
Temple to discuss further.

To  show tha t  he  was 
sincere about marriage, Wei 
arrived at the appointed place 
before dawn. When he got 
there, he saw an old man 
sitting on the stairs of the 
temple going through a list of 
books in the moonlight. Wei 
quietly browsed through the 
list of books, but they were not 
written in Chinese or Sanskrit. 
He could not recognize the 
characters of the book titles.

Wei asked the old man, 
“What book are you looking 
for? I have studied diligently 
since I was little, and it is rare 

that I encounter characters that 
I do not recognize. I can even 
read Sanskrit. However, I am 
not familiar with the books 
you are reviewing. What are 
they?” The old man smiled and 
answered, “These are books 
of the netherworld. Since they 
do not belong to this world, of 
course you have not seen them. 
I am from the netherworld and 
I am in charge of the affairs 
over there. I was not supposed 
to run into you, since we are 
separated by yin and yang. We 
meet here today because you 
came too early, not because I 
appeared at the wrong place.”

Wei asked the old man, 
“What are you in charge of?” 
He replied, “I am in charge of 
the marriages of this world.” 

Wei got excited and asked 
him, “I was orphaned when I 
was little, so I wanted to get 
married quickly so I can have 
descendants. I have proposed 
marriage to many girls over 
a dozen years, but with no 
success. I will meet someone 
here today to discuss my 
proposal to Secretary Pan's 
daughter. Will it work out ?”

The old man told Wei, 
“No. If you are not destined 
to marry someone, even if that 
someone is of low social status 
and you condescend to marry 
her, it will still not work. Your 
wife just passed her third 

birthday. She will marry into 
your family when she is 17.”

Wei then asked the old 
man, “What do you carry in 

your bag?” He answered, “Red 
strings. I use them to tie the 
feet of the husband and wife 
together in the human world. 
When a person is born, he or 
she already has a string on his 
or her foot tied to their future 
spouse. It does not matter if 
the two are enemies, or if one 
is rich and the other is poor, 
or if they live in the two most 
remote corners of the world. 
Once this red string ties them 
together, they cannot disobey 
their destiny. Your foot is tied 
to someone else. Nothing is 
going to change it, regardless 
of your enthusiasm for seeking 
an early marriage.”

Wei asked, “Then where 
is my wife? What does her 
family do?” The old man 
told him, “Your wife is the 
daughter of a woman with 
the last name Chen. She sells 
vegetables in a market north of 
the inn.” “Can I see her?” Wei 
asked. “Chen often takes her 
daughter to the market. Follow 
me, I can point her out for 
you,” replied the old man.

It was morning and Wei's 
friend still did not show up. 
The old man packed up his 
books to lead Wei to the 
market. Wei followed behind. 
An old woman with one blind 
eye carrying a three-year-old 

girl walked toward them. The 
girl's clothes were worn and 
she looked ugly. The old man 
pointed at the girl and told 
Wei that she was his wife. 
Wei got very angry, “Can 
I kill her?” “The girl has a 
prosperous future, and she 
will have a wealthy life with 
you. She should not be killed,” 
said the old man, and then he 
disappeared.

Wei cursed, “That old 
ghost talks absurd nonsense. 
I was born into an educated 
family with social status. I 
should marry someone with 
equal standing. Even if I never 
get married, I could be close 
to some beautiful women from 
good families. Why should I 
marry a blind woman's ugly 
daughter?” He sharpened a 
knife and handed it to his 
servant, “You are a capable 
person. If you kill this girl for 
me, I will reward you with a 
lot of money.”

唐代人韋固家居杜陵地方，

少年時代就成了孤兒。成年後想

盡早娶妻，所以就委託別人四處

求婚，但都無功而返。元和二

年，為了遊歷清河地方，便在宋

城城南的旅店住宿。客人中有人

建議韋固向宋城司馬潘昉的女兒

求婚，並且約好了第二天在客店

西的龍興寺門相見。

為了表示自己求婚心切，第

二天晨曦微露，斜月尚明之際，

韋固就前往約定的地方。但見一

個老人背靠布囊坐在寺院的台階

上，正藉著月光在翻檢書目。悄

悄觀看其書，既非篆書，亦非梵

文，韋固不識一字。

韋固問老人：「老父要找的

是甚麼書啊？我自幼年起即刻苦

學習，人世間的字幾乎沒有我

不認識的，西方的梵文也能閱

讀。惟有老父所要檢讀的書從未

見過。是甚麼書呀？」老人笑著

說：「這是非世間的幽冥之書，

君子自然不能見到。我是掌管幽

冥之事的幽冥之人，本與君子陰

陽相隔，但今天與君子在此相

見，是你來得過早，不是我來得

不當啊！」

韋固回問老人：「那長者主

管何事呀？」老人答覆說：「主

管天下的婚嫁之事。」韋固心中

竊喜，對老人說：「我自幼就成

了孤兒，成年後想要及早成婚，

繁衍子孫。十餘年來多方求娶，

不能如意。今天與他人相約在

此，議娶宋城潘司馬的女兒，不

知是否可以成功？」

老人對韋固說：「不成。命

不該合，雖降尊屈就求娶屠博之

家的女兒，也是不可得的。君

子，你的妻子剛過三歲，十七歲

時才會嫁入你家。」

韋固問道：「您的囊中裝的

是甚麼東西？」老人答曰：「是

紅色的繩子，用來繫住人間夫婦

之足。人一出生就被此繩所繫。

不論是仇敵之家、貴賤懸殊，抑

或為官天涯、地域相隔，此赤色

繩索一繫，終不可違。君子的腳

已經繫於他人，四處他求無益

啊！」

韋固說：「那麼我的妻子

在甚麼地方？她的家人是幹甚

麼的？」老人答：「你的妻子是

客店北邊賣菜的陳姓婆子的女

兒。」韋固說：「那我能不能看

看她呀？」老人回答：「陳氏常

抱著孩子來市場賣菜，你跟著

我，我可以指給你看。」

及至天明，與韋固約定的人

一直沒有應約，老人也捲書負囊

而行。韋固隨老人進入市場。正

好遇到一個瞎了一隻眼的老婦，

懷抱三歲的女孩而來，衣弊形

陋。老人指著女嬰說，這就是

你的妻子。韋固非常生氣，說：

「我能殺掉她嗎？」老人說：「這

個人命該食天祿，因子而貴，絕

不可以殺。」說完隱身而去。

韋固罵道：「老鬼妖妄言如

此荒謬！我出身士大夫之家，婚

嫁須門當戶對。即使我終究不能

娶婦成婚，也可以攀援一些聲妓

美女。為甚麼要娶一個瞎眼老婦

醜陋的女兒哪？」於是磨了一把

小刀，交給他的奴僕說：「你向

來幹練，如果能為我殺掉這個女

孩，我賞你一萬錢。」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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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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回

圍爐夜話悟大道 
雪中送柴見真情

忽一日，朔風大作，刮了大

半天。午飯後，彤雲密布，天氣

驟冷，鵝毛大雪紛紛揚揚飄下

來。黛玉、紫娟穿上了絲絨棉

袍，又套上皮坎肩，仍覺得有些

涼意。這時杏花推門進來，拎了

兩個黃銅手爐，遞給她倆。紫

娟驚喜地問：「在哪弄來的？」

杏花說：「我嬸從小倉庫裡找到

的。」「有幾個？」「就兩個。」

「那你們呢？」「我們不冷。用

不著這個。」紫娟拉過來杏花的

手，摸了摸，說：「真的，小手

熱乎乎的。」杏花出了房門。兩

人把手爐焐在胸前，頓覺一股

熱流通遍全身。黛玉感慨地說：

「看來咱倆成了這個家的重點保

護人物了。」「早就是了，你才

知道啊。」紫娟說。

入夜，天氣愈冷，大嫂在廳

裡生了爐火，爐火正旺。眾人無

事，圍著爐子閒話。忽聽大門

響動，大嫂忙迎了出去，只見

一位老人帶了一個小童走了進

來，只見老人白鬚飄飄，目光炯

炯，風采絕倫，宛如仙人。大嫂

說：「您老是——？」黛玉迎了

出來，親熱地喊：「里長爺爺，

快請進屋，這是我大嫂。」老人

一進屋，小翠拉著杏花「撲通」

一聲　，跪在老人跟前，恭恭

敬敬地磕了三個頭。黛玉笑問：

「怎麼一見面就磕起頭來？」小

翠說：「我一看到爺爺，就知道

他是個神仙，就不由得想對他

磕頭。」老人笑眯眯地說：「好

個靈秀的孩子！」黛玉這才說：

「這是我大哥、大嫂，那是他們

的四個兒子，這個叩頭的小翠是

他們最小的女兒。」老人對全家

人打量了一下，頷首微笑。眾人

忙讓老人在椅子上坐了，一起給

老人行禮。黛玉問：「爺爺，外

面下著雪，天氣這麼冷，您老

人家冒雪而來，有何事？」老人

說：「來看看你們。咱本地人都

知道到大森林裡撿柴，你們初來

乍到，這大雪天，萬一斷了柴薪

怎麼辦？所以我和小孫兒就送了

幾捆柴來，順便帶了一袋子麵

粉，都放到門樓底下了。」大家

都十分感動。大嫂眼睛濕潤，

說：「我們全家到了這裡就感到

回到了真正的家，人未到，鄉親

們就把房子打掃乾淨了；您又像

父輩一樣疼惜我們，真不知怎樣

報答？」老人笑著說：「說什麼

報答？一家人應當互相關心。」

大嫂連忙泡了一壺熱茶，

雙手遞了一杯茶，又端來一盤

炒花生，一盤炒瓜子。「這是我

自己做的，您老嘗嘗吧！」大家

邊吃邊聊。黛玉說：「我們一家

從此就加入您老的大家族了，

和鄉親們是一家了。所謂『入鄉

隨俗』，不知咱們這裡有什麼規

矩，望您指點一二，免得日後做

錯了事。」老人捋了捋鬍鬚，微

笑著說：「我們這裡從來沒定過

什麼規矩，更沒有什麼限制人的

條條框框，祖祖輩輩，只憑天理

做人。」紫娟說：「天理？天理

是什麼？對！您老人家就講講

這個『天理』。」「說起來『天

理』很大，其實也很簡單。我們

這裡婦孺皆知，就是作為天地間

的人，首先要做到『真誠』。對

人要真誠，不能虛偽奸詐，對人

要至誠至真；對事也要如此，這

事是黑的就是黑的，是白的就是

白的，絕不能為了個人的需要，

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其二就是

做人要『善良』，要時時與人為

善，見到危難之人，要傾力幫

助。對人、對物、都要懷著慈愛

之心。我們對這裡的土地，山山

水水，一草一木，乃至大小動

物都是盡力保護，絕不傷害它

們。」人們靜靜地聽著，老人洪

鐘般的聲音在敲擊著每個人的

心扉。老人接著緩緩地說：「再

則，做人要懂得『謙讓』、『容

忍』，遇到一些出名有利的事，

要讓給別人，不要去爭去搶；如

果有人傷害了你，要心懷大度，

知道體諒別人，容忍別人，所謂

『以牙還牙』『報仇』之類的事

情在我們這裡是沒有的。」小翠

問：「那這裡的人都不吵架、打

架嗎？」「吵架極少，更沒人打

架了。」里長爺爺說。紫娟說：

「爺爺的這番話能否用這六字概

括，即：真誠、善良、忍讓。」

爺爺點頭說：「差不多！」黛玉

說：「聽爺爺這番教導，如坐春

風裡，我們受益頗深。爺爺說這

裡沒人定規矩，世代只奉行天

道，這是否叫大道無形。細想起

來，這個無形的大道，倒比山外

人定的什麼三從啊，四德啊，不

知高出多少層了。」老人看了黛

玉一眼說：「那是人定的人道，

是為了維護人間的秩序，它也是

人間這一層次的道。當然無法與

天道相比。你的悟性較好。」大

嫂說：「爺爺您喝點茶潤潤嗓子

吧。您吃點花生。」說著又端了

一小筐瓜子分給大家，大家邊吃

邊聊。此時外面北風呼嘯，冰天

雪地，室內卻溫暖如春。

蹲在角落裡的大哥忽然問：

「咱們這裡的鄉親是本地人呢？

還是從山外來的？」老人說：

「差不多都是本地人，只有一家

姓沈的人家是從外地逃進來的。

前朝有個奸臣害死了很多忠臣，

做了很多壞事。有位姓沈的大官

在皇帝面前列舉了他的劣行。這

個奸臣知道後，設計陷害沈家。

沈家十幾口人披枷帶鎖被流放到

大沙漠。經過一片黑樹林時，忽

然狂風大作，飛沙走石，暗無天

日，幾個押送的軍官從馬上跌落

下來。沈家的大兒子趁機連忙牽

著全家人往林子裡跑。他們慌不

擇路，拼命往樹林深處跑，唯恐

後面的差役追來，一家人跌跌撞

撞，爬起來再往前跑，也不知跑

了多少時辰，就撞進我們山裡來

了。見了鄉親，仍心驚膽顫，

問：『後面有沒有人追來？』當

時的里長笑著安慰他們：『放

心！惡人是進不來的。』這一家

人知書達理，待人和氣，與咱們

山裡人很快親如一家，還辦學

校，教咱們山裡人識字，從此這

一家人再沒離開，如今這沈家已

有一百多口人了。」

爺爺想了想說：「還有一人

是從山外來的，就是你們的姑

奶奶。」「姑奶奶是怎麼進來的

呢？」秉智問。「你們的姑奶奶

沒講給你們聽啊？」「沒有，爺

爺您就講講吧。」秉智催爺爺快

講。爺爺說：「六十多年前，我

們這裡有個年輕人因姐姐要出

嫁，要到山外買點東西。半路遇

到了劫匪，把銀子搶走，還被打

了一頓，年輕人反抗，被土匪頭

子一腳踢到了膝蓋上，當時膝蓋

骨就碎了。他無法站起來，就爬

呀爬呀，爬到了一個姓柳的人家

開的藥房。柳家人急忙給他醫

治，就這樣在柳家住了整整一百

天，年輕人的膝蓋骨長好了，身

體也養壯實了。回到山裡時，身

後還跟著一個標緻的姑娘。」小

翠坐在一個小凳子上，偎依在

老爺爺身邊，仰頭盯著爺爺問：

「那標緻的姑娘是誰？」「是柳

家的一位小姐，也就是你們的姑

奶奶。後來那個年輕人就是你們

的姑老爺了。兩年前，當年那

個年輕人九十歲了，仙逝了。」

「還有呢？」小翠問。「還有就

是你們這房子的舊主人，主人是

個將軍……」小翠搶著說：「是

一群神鹿把他引進來的，會種稻

子的劉爺爺講的。」神仙爺爺接

著說：「是的，來到這裡就捨不

得走了。蓋了一棟樓，一家三代

都接來了。一家人在這住了三

年，本已癱瘓在床的兩位老人站

起來了，身體越來越硬朗；將軍

兒子的哮喘病也不治而愈。」小

翠喜得直拍手：「太好了！我姑

姑的病也會好的，怪不得乾爹非

要帶姑姑到這裡來。這裡為什麼

這麼神？」大家說說笑笑，不覺

更深。里長爺爺起身告辭。大哥

和大侄子點上馬燈相送，直到看

見祖孫二人進了院門，方回。

第二天雪小了，只有星星點

點的雪花慢悠悠地飄灑。大哥問

大嫂：「還有多少柴？」大嫂到

柴房一看，「這是主人留下的，

大約還能燒一、二天。」大哥

說：「在家閒得發慌，不如進森

林撿柴去。」接著站在院中喊：

「小子們，聽到沒有，咱們到大

樹林撿柴去。」四個兒子從自己

的房間奔了出來，戴著斗笠，披

了件舊外衣，跟著爹出了門。大

嫂正要關照幾句，只見小翠和杏

花也竄了出去。等大嫂追到大門

口，馬車已經跑出一箭之地了，

滿車歡笑聲。

到了傍晚，仍未見撿柴人歸

來。嫂子已到門口張望幾次。嫂

子咕噥著：「該不會讓老虎吃了

吧，現在老虎沒食，餓著呢！」

紫娟說：「若真見到老虎，只怕

老虎被你那幾個兒子吃了呢！放

心吧，這森林沒有野獸。說不定

在林子裡玩瘋了。」正說著，聽

到門外的馬車聲，嫂子早迎出

去。七、八個人匆匆進門給嫂

子打了個招呼，各自進屋換衣

服去了。嫂子往車上一看，空

蕩蕩的，只一個角落裡放了兩

小捆柴。大嫂進門一邊幫兩個

小女孩用乾毛巾擦頭髮，一邊

問：「七、八個人，去了一天就

撿那幾根柴？你們到底幹什麼去

了？」小翠說：「玩去了！再說，

柴難撿，一人只撿一根。」嫂子

生氣了：「胡說！」杏花說：「嬸

嬸，別聽她亂說，林子裡的柴可

多了，滿地都是，叔說是因為前

天刮了一天風，乾樹枝都刮下來

了。那不是撿，那就是抱柴，不

一會每人就一大抱。我們七個

人，個個眼疾手快，大半天就抱

了滿滿一大車。叔說先到老姑奶

奶家，看看三位老人生火了沒

有。老姑奶奶一看一大車柴，很

高興，就帶我們到村子裡每個孤

寡老人家送了一遍。爺爺奶奶們

可高興了。本來還留了些是咱家

的，正巧碰到一家人生娃娃，要

到隔壁家借柴，我們就把柴給了

她家。還留兩小捆，叔說怕姑姑

冷，是給姑姑今晚生爐子的。」

大嫂聽後，眉開眼笑：「好！

好！你們做得對。這就是族長

爺爺說的——」兩個小姑娘一齊

答：「與人為善！」「我犒勞你

們，殺了一隻老母雞，熬了一大

鍋湯，做了呼啦湯，走，咱們吃

飯去。」三個人出了門，只見青

兒、丹兒靜靜地站在廳裡。「你

們倆何時過來的？」嫂子問。

「聽你抱怨柴撿的少，怕你打小

翠，我們急忙過來拉架的。」紫

娟笑著說。

全家進了餐廳，只見大方桌

上已放了四大碟菜，一大摞撈

餅，那邊廚房裡一大鍋香噴噴的

湯冒著熱氣。大嫂問小翠：「你

忘了嗎？」「對！對！我喊劉爺

爺去。」蹦跳著出了門。小翠拉

著劉爺爺的手，邊大聲說著話，

邊進了門。「什麼是呼啦湯？我

們南方人從來沒吃過。」劉爺爺

說。小翠把劉爺爺拉到上首坐

下，說：「呼啦湯可香了，裡面

有麵筋、花生米、豆腐皮、黑木

耳，我娘用雞湯熬的，就更香

了。」四哥說：「因為太香了！

喝起來留不住口，就一口接一

口，就呼啦呼啦響了！」小翠接

過第一碗，放到劉爺爺面前，

「爺爺，您趁熱喝，看呼不呼

啦。」大家都笑了。　老人說：

「真香！可惜吃不長了，開春就

要走了。」小翠拉著老人的手，

說：「劉爺爺，你就別走了，留

在我們家吧！我好想好想有你這

樣的爺爺。」老人一把將小翠拉

入懷中，撫摸著小翠的頭，說：

「我也好想有你這麼招人疼的小

孫女！」（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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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相全編》相分七字法：

「清， 古， 秀， 怪， 端， 異，

嫩。」張良美如婦人，歸為秀

相，屬於吉相。司馬遷認為張

良與蕭何、韓信同為「漢初三

傑」，輔佐劉邦統一天下，應該

是高大威武的樣子，結果是「男

生女相」。

張良，字子房，他的祖父、

父親皆擔任過韓國的宰相，是傳

統的世家貴族。

秦滅韓後，張良為報國仇，

散盡家財，尋求勇士，趁秦始皇

東遊的時候，以一百二十斤重的

鐵鎚狙擊秦王，結果失敗而逃匿

在下邳 ( 今江蘇邳縣 )。
張良在下邳時，遇到了一位

布衣老人，得到了《太公兵法》

一書。老人對張良說：「讀了這

部書就可以做帝王的老師。十年

後你將會發跡；十三年後到濟

北見我，谷城山下的黃石就是

我。」

十年後張良遇到劉邦，決定

追隨他。公元前 207 年，劉邦

用張良的計策率先攻入咸陽，秦

滅。劉邦想就此留在咸陽，但此

舉引發項羽的不滿，而劉邦的實

力尚不及項羽，所以張良、樊噲

力勸劉邦退出咸陽，屯駐霸上。

事後的鴻門宴，也是由張良施

計，才使得劉邦免除一場血戰。

後來項羽自封西楚霸王，大

封反秦各路將領為王，項羽對劉

邦有所顧忌，於是將劉邦封在偏

僻的巴、蜀之地，稱為漢王。劉

邦前往漢中封地時，行前，張良

勸劉邦燒絕沿路的棧道，明示自

己不會踏出漢中，以消項羽的戒

心。張良的這個計策成為日後

韓信、劉邦「明修棧道，暗度陳

倉」的伏筆。

公元前 204 年，項羽把劉

邦圍困在滎陽，為了脫困，他聽

從酈食其的建議，準備大肆分封

原六國諸侯的後裔，使他們感戴

劉邦的恩德，從而歸附。後來經

張良分析局勢，立即停止這個錯

誤的決策。

前 203 年，劉邦又聽從張

良建議，隱忍冊封韓信為齊王；

前 202 年，聽從張良建議，定

國都於長安。在劉邦得取天下的

過程中，張良沒有攻城掠地的戰

績，卻有「運籌帷幄之中，決勝

千里之外」的大功。更難得的是

張良有功成不居的淡泊，宣稱：

「願棄人間事，追隨赤松子遨 
遊。」

( 見《史記‧留侯世家》)

秦 二 世 胡 亥 ( 前 230~ 前

207 年 ) 派遣使者前往陽周，宣

判蒙恬死罪。詔令上說：「你的

罪過太多了，而你的弟弟蒙毅有

大罪，依法要牽連到您。」

蒙恬說：「蒙氏三代為秦國

累積大功，建立威信，如今我帶

兵三十多萬，儘管身陷囹圄，也

無二心，最終竟落到這樣的結

局。」

蒙恬嘆道：「我對上天犯

了甚麼罪，沒有過錯竟要被處

死？」良久，才慢慢地說：「是

了，我犯了死罪。起自臨洮，直

到遼東，築長城，挖壕溝，一萬

餘里，這中間能不斷絕大地的脈

絡嗎？」於是吞下毒藥自殺了。

( 見《史記‧蒙恬列傳》)

清光緒年間，淮安鄉間來了

一個瞽者 ( 盲人 )，算命如神。

一李姓男子請他推算，瞽者斷他

一生足衣食，無刑禍，有子女各

六和兩位妻子。李男笑說：「我

是農家子弟，能不成為寡夫就足

矣，哪裡還能坐擁二妻？」瞽者

說：「你命該如此。」

又一位陳姓老人請瞽者來

家中算命，瞽者斷言他的女兒

是偏房命，老叟怒說：「我薄有

田產，何至於嫁女為妾？」瞽者

說：「非也，這是她的命運。即

使不作妾，也不是正妻。」

過不久，李男娶了趙女為

妻，妻子不足十月生下一子，鄉

里的人都譏笑他，李男的父親害

怕家門受辱，便將趙女遣回娘

家。趙女貞潔賢淑，母家人不曾

懷疑，但是六月生子，實在難以

自清，於是將趙女及孩子留下撫

養。

李男又娶了一位妻子，正是

老叟的女兒，也是不足十月生下

一子。趙女的家人上李家喧鬧：

「你說我家女兒不貞，故六月而

生子，如今陳女也是這般，你要

怎麼說？留則俱留，逐則俱逐，

一留一逐，大家就衙門見。」

李家父子不知該怎麼辦，其

宗族姻戚建議李父說：「你兒兩

次娶妻，都是六月而生子，可

見舊家應是清

白的，既然兩

女都端好，不

如迎接趙女歸

來，與陳女姊

妹相稱。」陳

女 長 趙 女 一

歲，趙女猶忿

爭，議論不應

以長幼論次，

而 以 先 後 論

次，遂定姐趙

而妹陳。

兩女皆溫婉柔順，和樂相

處。不一會各自受孕，皆懷胎

十二個月才產女。之後男女相間

而生，生男皆六月，生女皆十二

月，兩女各生三男三女；最後李

男果有兩妻，子女各六，陳老叟

的女兒是偏房。

( 見《清稗類鈔》)

◎編輯整理︱乙風

晉文公
扶持周襄王

春秋五霸之一的晉文公

重耳，在即位之前，是個逃

難在外的公子。他回國即位

後，勤修政務，對百姓布施

恩惠，並賞賜有功的隨從與

大臣；還未來得及賞賜完

畢，就接到了周襄王的告急

信。原是周王室發生內亂

( 前 635)，周襄王的異母弟

弟王子帶勾結狄人，謀反篡

位，襄王不能平定，於是逃

到鄭國，並向秦、晉兩國求

救。

秦穆公的軍隊已駐紮在

黃河邊上，準備迎接周襄

王回朝。狐偃對晉文公說：

「要成就霸業，與其求得各

諸侯的擁護，不如勤王、尊

王，如此既可得到諸侯的信

任，也合乎大義。」

但因文公才初回晉國，

致力重建國政，此時政局尚

未完全穩定就貿然出兵，恐

怕又引起國內動亂。

是否出兵營救周襄王？

晉文公舉棋不定，難以抉

擇，於是請卜偃為此事分別

卜、筮。龜卜的結果是大

吉，得到黃帝在阪泉作戰的

吉兆。晉文公說：「我當不

起啊！」卜偃說：「周禮未

改，今日的王 ( 周襄王 )，
還是古代的帝。」

另外，占筮的結果遇

「大有之睽」，也是吉卦。

卜偃說：「這是『公用享於

天子』的卦象。戰勝之後得

到天子的款宴，還有比這更

吉利的嗎……」

於是晉文公辭退秦師，

於三月甲辰日，駐軍在陽

樊，右翼包圍溫地，抓到王

子帶，把他殺死；左翼則迎

接周襄王回王都。後來周

襄王把河內、陽樊的地賜

給晉國。( 見《左傳 ‧ 僖公

二十五年》)

春秋卜筮

能憶前生的唐紹

唐紹對李邈的親厚 
李邈也不明白

唐朝大臣唐紹，幼時就聰明

穎悟，對於前生事，記得非常清

楚，但他未嘗告訴別人，即使是

自己的妻兒也是不知道的。

後 來 他 做 了 給 事 中 ( 官
名 )，他的對門住著郎中李邈，

每當唐紹閒暇時，經常招喚李邈

一起談天說笑。兩人感情甚篤，

有時還準備了飯食，在廳堂一同

進食，李邈不明白唐紹為何親近

自己。

唐紹受妻子的詢問：「你有

盛名，常侍奉皇帝左右，與人交

往應當謹慎，李邈與你不是同類

人，你卻屢次與他親近，我認為

這並不適當。」唐紹沉默了很長

時間才答：「我和李邈有很深的

緣分，這不是你所能知道的。」

唐朝開元初年，在驪山講習

武術，唐紹是代理的禮部尚書。

玄宗執鼓槌擊鼓，還未到三合的

時間，兵部尚書郭元振驟然下

令「詔奏已畢」。玄宗大怒，拽

郭元振至大旗下問斬，張說跪在

馬前奏說：元振有保衛社稷的大

功，請免除他的斬首之罪。玄宗

釋放郭元振，玄宗恨還不消，就

把掌管禮部的唐紹給斬了。

唐紹死前 
對妻子的告白

出事的前一日，唐紹對妻子

說：「我與李邈親善的原因，必

須在死前才能說，現在是時候

了。」

續道：「我自幼便知前生

事，明日驪山講武，我將一死。

我前世嫁給灞陵 ( 縣名 ) 王家的

兒子為妻，婆婆對我非常嚴厲。

十七歲那年，冬至的前一天，婆

婆命我親手準備飯食，完畢後，

我覺得苦悶疲倦，婆婆又命我縫

製羅裙，第二天要穿著它招待客

人。」

「我在燈下縫製，擔心趕製

不及，半夜了還不能休息。忽然

有一隻狗衝入房間，碰到油燈，

油潑到裙子上，我又怕又恨，就

呵叱狗。狗快速衝向門口，門卻

是關著的，狗進退周旋後趴進了

床下。我又點上蠟燭，要處理裙

上的汙漬，而裙上一片狼藉，我

懼怕婆婆深責，又恨狗兒觸碰

了燈，於是抬起床，用剪刀刺

狗。偶然刺中狗的脖子，剪刀

的一股也折斷了，我用另一股

再狠狠的重刺，不一會狗就死 
了。」

「早晨我拿著裙子向婆婆說

明此事，婆婆正罵我時，我的丈

夫剛好回來，他詢問原因後，就

把床下的死狗拖出來，放在婆婆

面前，婆婆這才消氣。我十九歲

就死了，死後轉生為現在的我；

前生死掉的狗，就是現在的李

邈。我明天就要死了，大概是輪

迴報應吧！殺我者，會是李邈。

報應乃常理，你不要害怕。」

講武當日，唐紹被殺頭時，

果然是李邈執刀。第一刀，刀被

折斷，換了第二把刀，才斷絕了

唐紹的性命。唐書上說，明皇不

久悔恨殺了唐紹，怨李邈行刑太

快，終身不再錄用他。

( 見《太平廣記》)

◎編輯整理︱宋伂文

蒙恬：
我絕地脈當死 瞽者推算如神

◎編輯整理︱夏泠

◎編輯整理︱黃娟

秀相張良成大業

晉明帝司馬紹 (229 ～

325 年 ) 自小聰慧，長大後

聰明有機斷，精於事理。司

馬紹懂得占卜陽宅和陰宅的

吉凶。

他聽說風水大師郭璞替

人相看葬地，就化裝成平民

去看。看完葬地，就問墓地

主人：「為甚麼葬在龍角的

地穴上？這種葬法是犯法

的，會被滿門抄斬。」

在極度重視風水的古

代，假如當朝皇帝知道你家

先人葬入的是帶有王氣的真

龍吉穴，那麼皇帝會怎麼

做？後果可想而知。

主人回說：「郭璞說：

『葬在龍角地穴，不出三

年，會招致天子。』」

明 帝 又 問：「是 說 你

家要出天子是嗎？」回答：

「不是要出天子，而是說能

招致天子的詢問罷了。」

聽到這樣的解釋，晉明

帝笑著鬆了一口氣，也就不

再計較葬龍角一事，心裏面

對郭璞能料到這些感到很是

驚奇和佩服。晉明帝見到郭

璞後 , 增加了風水知識 , 就
取消了這 ] 條「葬埋龍角滿

門抄斬」的刑律。

( 見《世說新語》)

編輯整理︱夏泠

葬龍角地穴當滿

門抄斬，皇帝看

後卻一笑了之

晉朝風水奇事

▲頤和園長廊彩繪：張良進履圖

人與人相識、相

遇源於一個「緣」字。

談緣離不開「輪迴轉

世」。人在輪迴中不僅

會轉生成人，還有可

能轉生為動物、植物

或其它的生命。

司馬遷說：「我原

以為張良長得魁梧奇

偉，直到看到他的畫

像，才發現他的相貌

像個美麗的女子。」

【冥冥之中有定數】 

前世
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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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企檯
幫廚

招

需略懂粵語，有責任心者優先
有意者請電： (403) 276-3288

或親臨 806 Centre Street NE Calgary 洽
等
你
加
入

要求：
1. 英語流利，會講國語和粵語 ;
2. 可駕駛手動擋車輛；
3. 持有效駕照。

誠誠誠誠誠誠誠誠誠誠誠誠聘聘聘華華華語語語銷銷銷售售售售售售售售售售售售
有行業銷售經驗者優先

提供培訓

有意者請聯繫 Navroz Jessani
電郵：navroz@tandthonda.ca
電話：403.291.1444

在與孩子相處的過程中，你

是怎樣和他說話的？曾注意到孩

子因為你說的話而傷心嗎？有些

不經意的話語，對孩子的影響卻

很大，甚至會成為成長中不可磨

滅的傷痛。 
現整理出最傷孩子心的十句

話，提醒為人父母的你嘴下留

情！不要再用語言傷孩子的心，

阻礙他的成長！ 

第一句 
「笨蛋，沒用的東西！」 

永遠不要去說這句話，因為

你是孩子的啟蒙老師。如果他不

懂，你也有責任。這往往是沒有

耐心的父母對孩子氣急敗壞說的

話，越是這樣說越是容易讓孩子

感到自卑和不安。 
不給孩子貼上「笨蛋」的標

籤，告訴孩子：你不笨。如果你

不想讓孩子成為「笨蛋」，在平

常之中賞識你的孩子。翹起你的

大拇指，哪怕是輕輕的讚美。一

句話，也能改變孩子的一生。 

第二句 
「住嘴，你怎麼就不聽話！」 

「聽話」的孩子到底好不

好？有育兒經驗的專家說過，如

果你的孩子只會聽你的話，那他

成功的可能性只能小於或者等於

你。 
給予孩子與自己平等對話的

機會，當孩子與你頂嘴時，應該

先思考他為甚麼會這麼說。不要

一味要求孩子服從自己，而是應

該給孩子爭辯的權力。培養有主

見的孩子比培養聽話的孩子更有

意義。 

第三句 
「我說不行就不行！」 
很多家長應該都說過這樣的

話，用權威掩飾自己的不耐心。

別耍「因為我是你爸爸」的威

風，孩子就算停止了，但仍然不

會服氣。 
懼怕不等於信服，多給點耐

心。學會尊重孩子的選擇，學會

與孩子商量，聽聽他的建議。 

第四句 
「我再也不管你了，隨你

的便好了！」 
沒有力度和負氣的話不要

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別把父母的意願強加給孩子，停

止空洞的說教，尊重孩子才是最

好的辦法。 
批評孩子時，注意不要傷到

了孩子的心；寬容孩子的「不務

正業」，不要強迫孩子做他暫時

不喜歡的事。 

第五句 
「你若考100分，我就給

你買⋯⋯」 
物質獎勵刺激孩子學習不

好，為孩子制定的目標應該跳一

跳就能摸到。讓孩子能達成目標

的條件下努力，會讓他更自信。 
怎樣幫助孩子最有效，是要

讓孩子知道他們因甚麼而可愛。

讓孩子知道學習是他自己的事，

別把孩子的分數看得太重要，也

別讓孩子覺得分數很重要。 

第六句 
「你竟做出這種事！」 
說這種話的情形一般是孩子

犯了甚麼禁忌，早戀或者其他。

然而這種孩子此時的心靈是很脆

弱的，比起嘲諷家長更應該做的

是冷靜對話。 事情既然已經發

生了，就要接納這個事實。想一

想孩子為甚麼這樣做，和他一起

合作解決問題。 

第七句 
「你做錯了，真笨！」 
聖人也會犯錯，沒有人會不

犯錯。作為家長。應該允許孩子

犯「錯」，失敗後的孩子更需要

肯定。 
你在給孩子傳遞甚麼樣的信

息，他就會成為一個甚麼樣的

人。教育孩子是疏而不是堵，告

訴孩子結果不重要，只要把事情

儘力做好就可以。 

第八句 
「一看你就沒多大的出

息，將來就撿破爛吧！」 
擺正期望的天平，永遠不要

對孩子說：你做不到。做一個會

循循善誘的父母，孩子需要賞

識，渴望被肯定。 
給孩子一個機會，讓他去鍛

練。不說反話，驅除孩子心中自

卑的陰影。 

第九句 
「都是一樣的孩子，你怎

麼就不如別人！」 
每一個孩子都是唯一的。教

育孩子沒有統一模式，要因材施

教。永遠不要拿孩子和別人家的

孩子比較，讓孩子和自己比較，

越來越好就好，哪怕是一點點。 
告訴孩子：成功不在於角色

的大小。讓孩子成為優秀的關鍵

在哪，當孩子學會跟自己比賽，

他就是以自己的速度在成長。 

第十句 
「就知道玩，一提學習就

沒了精神！」 
很少有孩子能抵禦電子遊戲

帶來的感官刺激，家長也應該明

白勞逸結合的重要性。功課對於

孩子來說不是一件那麼有趣的事

情，讓孩子學習也應該讓孩子適

當地玩一玩電子遊戲。 
不要去責怪孩子不愛學習，

尋找他喜歡的教育方式。既讓孩

子在寬鬆的環境中學習，也不剝

奪他玩耍的權力。 

給爸爸媽媽的五句忠告： 
成長比成功重要——輸得起

的孩子最成功。

經歷比名次重要——過分溺

愛會造成孩子的無能。

付出比給予重要——給孩子

愛你的機會。

對話比對抗重要——別跟孩

子「較勁」。 
激勵比指責重要——欣賞孩

子，告訴他「你能行」。

來源：雪花新聞

劉禹錫，字夢得，唐彭城

（在今江蘇）人，為匈奴後裔，

官至太子賓客。生於唐代宗大歷

七年（公元 772 年），卒於武宗

會昌二年（公元 842 年），享年

七十一歲。世代儒學相傳，禹錫

又天資聰敏，從小就氣度不凡。

雖官場上多次被貶，幾經調動，

仍樂觀豁達，勤政愛民，受到人

民愛戴，和當過蘇州刺史的韋應

物、白居易合稱「三傑」，人們

為他們建了三賢堂。劉禹錫詩作

清新通俗，充滿豪氣，富民歌特

色，被白居易譽為「詩豪」，與

白居易並稱「劉白」，同為中唐

的著名詩人。

﹙ 1 ﹚玄都觀：隋唐時道

觀名，在京城長安城南崇業坊。

﹙ 2 ﹚紫陌：指京城中的

道路。紫禁是皇帝住的地方，陌

是市中的街道。

﹙ 3 ﹚紅塵：指塵土。

﹙ 4 ﹚拂面：迎面。

﹙ 5 ﹚劉郎：作者自稱之

詞。

京城街道上揚起的灰塵撲面

而來，大家都說是賞花回來的。

玄都觀裡有上千棵的桃樹，卻都

是我劉某人離開長安以後才種

的。

劉禹錫與柳宗元等參與王叔

文領導的政治革新運動，反對宦

官專政，藩鎮割據。後永貞革新

宣告失敗，王叔文被賜死，與劉

禹錫一同被貶的共有八人，皆被

派到邊遠地方當司馬，史稱「八

司馬」。 
過了十年的貶謫生活，劉禹

錫回到長安，看到玄都觀裡新栽

的桃花，很有感觸，寫了「玄都

觀桃花」一詩。或有人說，劉禹

錫這首詩表面是寫桃花，實際是

諷刺當時新提拔的權貴的。後因

此詩又被貶。 
在劉禹錫再次外放的十四年

中，世局變化很大，皇帝歷經憲

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宰

相則由武元衡、裴度而牛僧孺，

換了三人。他回到長安後，看到

牛李黨爭，藩鎮割據，宦官專

權，仍是相繼不斷。重遊玄都

時，更見景物全非，桃花不再。

一時感慨，又寫了一篇（再遊

旋都觀）詩：

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

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

劉郎今又來。

意思是說：百畝的庭院裡一

半長了青苔，所有的桃花都已凋

謝了，園裡只開滿了菜花。當時

種植桃樹的道士都到那裏去了？

上次看桃花的劉郎今天又來了。

有心人以此詩 「暗諷朝政權

貴，文字裡隱含朝廷無人，前宰

相所引進的人都已遭斥逐，宰相

本身也已罷退，自己又再回到朝

廷來。」 又得罪了當朝執政，結

果又再度被貶官外放。詩使劉禹

錫出了名，但也為他招惹災禍。

作者

註釋

語譯

賞析

千字文
       guǒ   zhēn     lǐ        nài

果 珍 李 奈
       cài    zhòng   jiè     jiāng

菜 重 芥 薑

捌

解釋
果：植物所結的實。

珍：珍貴稀奇。

李：李子。

奈：即柰子，柰樹的果實。

水果的一種。似李子而肉紅，味

酸甜。

菜：蔬類的總稱。

重：貴重。

芥：芥菜。

薑：植物名。地下莖肥大，

呈不規則塊狀，色黃，味辛辣，

可作調味並供藥用。

譯文參考
水果當中李子和柰子是屬於

比較珍奇的果類，蔬菜當中則是

以芥菜和薑最貴重了。

文字的故事
果：植物開花，花謝了就

會結果實。甲骨文中的「果」字

寫作「   」，畫的就是一棵長著

很多果實的樹。演變到金文時

寫作「    」，原本在甲骨文中畫

的表示果實的「   」被一個「    」
取代，「    」指的是果實，中間

加上「    」是因為果實熟透了以

後，自然會向四面裂開。下面的

「   」意思是樹木，因為以前的

「果」字本義是指樹木的果實。

最傷孩子的話，父母請嘴下留情

薑

李子

zǐ mò hóng chén fú miàn lái wú rén  bú dào kàn huā huí 

紫陌紅塵拂面來， 無人不道看花回。
xuán dū guàn lǐ   táo qiān shù jìn shì liú láng qù hòu zāi 
玄都觀裡桃千樹， 儘是劉郎去後栽。

玄都觀桃花
xuán dū guàn táo huā

作者：劉禹錫 liú yǔ xí 

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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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cdote

視頻顯示，太陽附近出現了

一個不明飛行物，該不明飛行物

呈四方形，像是由某種特殊的黑

色材料製造而成。

根據畫面比例測算，這個不

明黑色四方形物體足有兩倍月球

那麼大。

仔細研究視頻，會發現一個

神秘的現象，每當該不明飛行物

靠近太陽，太陽的亮度就會變

暗，而該不明飛行物的上方則會

竄出焰火。

熟悉 UFO 的學者認為，該

神秘不明飛行物疑似在吸取太陽

的核能。

這樣的報導似乎已經不是第

一次了。

超級文明的 UFO 靠近太

陽，並利用太陽的核能作為動力

之源，說明他們的技術已經遠超

人類數萬年。

因為太陽超高的溫度、超強

伽瑪射線以及各類輻射，以目前

人類的技術，根本不可能實現讓

飛行器可以如此接近太陽。

該不明飛行物的出現，只能

再一次證明，超級外星文明早已

經來到了我們的太陽系。

水晶頭骨中 
隱藏驚人秘密

一九二四年，英國探險家切

爾．海吉斯在中美洲的獸班埃頓

古城發現了一顆水晶頭骨，這顆

頭骨長約 18cm，寬 、高各約

13cm，重約 5 公斤，非常精緻

潔淨，形狀與結構幾乎等同於人

的頭骨，儘管頭骨自身沒有甚麼

光澤，但卻能放射出一種明亮無

色的光。

頭骨有時還會發出某種聲

音，像人在柔和吟唱，並伴隨陣

陣悅耳的銀鈴響聲，非常神奇。

當人接近這顆頭骨時，會讓

觀者在聽到聲音的同時，產生各

種聯想。在頭骨前靜思的人，身

體會感受到一種莫名的壓迫感。

頭骨還會時常變幻顏色。對很多

觀者產生催眠作用。

這些超自然現象，使得水晶

頭骨既神秘又讓人浮想聯翩。

在我修行境界展現，這顆水

晶頭骨不產生於本次人類文明，

它是史前人類文明產物，是七萬

年前中美洲大陸的一位修行者雕

刻打磨而成的。

頭骨如同一個高級 U 盤，

存儲了那個時代的人文、地理、

社會、宗教、科學等方方面面的

信息。在強烈能量的激發下，頭

骨的兩眉之間天目的位置會放射

出一道光束，在距離地面 5 米

左右的地方形成一道屏幕，如同

電影院的放像機播放電影一樣。

未來 300 年後，會有能夠

將水晶頭骨中的影像激發（釋

放）出來的高級技術在人類社

會出現。水晶頭骨有一個印第安

人形象的靈魂，在頭骨對應的另

外空間作為護法守護著頭骨。這

個印第安人頭戴羽毛冠，腰披草

裙，臉上和身上有各種幾何形狀

的綠色紋身，腰部左側挎有一個

動物皮囊，裡邊放著各種祭祀用

品，有鈴鐺、木槌、木杓，木製

圖騰等等。

從裝束上看，這是一個印第

安人的大祭祀。頭骨中發出的各

種吟唱聲音，正是古時宗教祭祀

時所唱的宗教歌曲，人在頭骨旁

靜思的時候，會受到頭骨釋放的

能量制約。頭骨如同通往另外空

間的一扇門，把這層空間與另外

空間聯通起來，人們在頭骨旁所

見、所聞的各種異象均來自另外

空間。大祭祀把自己封印在頭骨

對應的另外空間，守護著水晶

頭骨，他把頭骨作為媒介，向

世人傳遞著修行者對信仰的正

悟：「人的肉身可以死亡，但人

對神的正信是恆久不滅留傳萬世

的」。

七萬年前人類社會

透過水晶頭骨，我用功能看

到了頭骨產生的那個時代的全

景。在距今七萬年前，獵戶座的

外星人到訪地球，足跡遍布各大

洲的每一個角落。它們驚訝的發

現人的大腦中儲存了地球、銀河

系、宇宙的信息。

外星人借鑑人的腦組織結

構，仿製出了可以儲存信息的水

晶頭骨。前後共製作了七個頭

骨。頭骨中不但存儲了地球各大

洲一定歷史時期的演化過程以及

山川河流，動植物的興衰更迭，

同時也記錄了銀河系其他星球不

同物種族群的生存演化狀態。

獵戶座外星人與當時中美洲

大陸最強盛的國家卡特蘭米西聯

邦（意為財富之國）有著密切

的聯繫與暗黑交易，獵戶座外星

人為卡特蘭米西軍政府提供外星

軍事科技，聯邦軍政府則提供地

球的一切人和動植物資源，供給

外星人做考察實驗。

卡特蘭米西聯邦的社會形式

很特別，屬於高科技奴隸制社

會。國家財富、科技、社會資

源、自然資源掌握在少數幾個政

權獨裁者和利益集團手中，國家

兩極分化嚴重，社會底層人民生

存狀態非常貧困。

他們是黃色人種，有七千多

萬人口，現今加拿大境內的洛磯

山脈曾是軍政府的發源地。鼎盛

時期，國土面積覆蓋今天的墨西

哥全境，美國的新墨西哥洲是當

時的都城所在地。

國民服飾分黑白兩色，黑色

代表平民，白色是貴族的象徵，

藉助外星科技的力量，卡特蘭米

西聯幫的科技水準引領全球，高

級外星科技體現在社會的方方面

面。（未完待續）

超級外星文明再現太陽系
文 / 天羽 圖 / Fotolia

文 / 紫雲 圖 / 公有領域

據宋代古籍《括異志》記載：

仁宗天聖年間，北宋文豪范仲

淹在陳州（今河南周口淮陽縣）

做通判。

當時陳州郡守的母親生了重

病，聽說有一位道士有些神通，

便把他請了過來，求他想想辦

法。道士答應盡力而為，於是就

築了祭壇，寫好了給神的奏章，

開始做法事。

郡守和范仲淹交好，便請他

前來觀看道士作法。

范仲淹一見那道士就笑道：

「這樣一個看起來平凡無奇的道

人，又能有甚麼能力呢？ 」
不過郡守卻很相信道士，還

讓道士也查一查范仲淹將來的仕

途。道士答道：「那就要到天曹

處問一問了。」道士隨即開始做

法，跪伏於壇上，直至第二天淩

晨四更時都凝然不動，觸碰他也

不動，身體還有些僵硬。

到了五更天，道士的手足這

才微微動了起來。大家把道士扶

起來，他休息了好一陣子，才

對郡守說：「您母親尚有六年陽

壽，目前的病很快會好。」

至於范先生，他的祿、壽都

還長著呢，將來必能高升。

郡守問為何這次法事時間這

麼長。道士說道：「我的元神上

天查詢後，已經出了天門，正準

備返回身體時，忽遇天庭放明年

科舉進士榜，不能隨便離開，因

此在天上滯留了一段時間。」

范仲淹聽了不以為然，問

道：「你既然看了天榜，那麼我

問問你，明年狀元何姓？」

道士回答道：「姓王，其名

是雙字名而非單字名，且最後一

個字被墨塗抹，旁邊又加注一

字，我站的太遠看不清。」

第二年科舉考試後放進士

榜，狀元名叫王拱壽，因仁宗厚

愛，故而替他改了名，把「壽」

字塗掉，旁邊加注「辰」字，和

道士描述的完全相符。至此范仲

淹才相信這位道士真的有神通。

改名也是天註定

文 / 藍月

宇航員

在太空的飲食

宇航員是一種特殊職

業，因為在太空中有失重等

原因，他們的飲食不但需要

營養健康，更需要簡單方便。

最早的時候，宇航員吃

的食物都要做成需要擠壓的

膏狀物。現在他們的食物也

可以有多樣化的選擇。比如

加拿大宇航員喜歡的太空三

明治。就是用果醬或是乳酪

夾在一起的三明治餅乾，

類似於奧利奧那種夾心的

餅乾。大衛 · 威廉斯在執行

STS-118 任務時，就經常吃

這種「三明治」，這種「三明

治」的配方已經申請了專利。

加 拿 大 宇 航 員 克 里

斯． 哈 德 菲 爾 德（Chris 
Hadfield）還向人們展示了

他在太空中製作三明治的過

程，他用的食物原料是玉米

薄餅、花生、蜂蜜。

那麼除了三明治以外，

還有哪些食物是可以帶上太

空的呢？

1、巧克力豆 : 巧克力豆

非常適合太空飛行，是宇航

員很喜歡的太空食品。美國

宇航員曾經在和平號空間站

的一段錄音中透露，太空中

最美妙的事就是吃上幾顆巧

克力豆。 
2、橙汁 : 美國卡夫公司

特別為美國宇航局提供的一

種口味繁多的橙汁粉飲品，

從 20 世紀 60 年代的「雙子

座」號計畫期間，就開始飲

用，直到現在很多太空梭和

國際空間站上仍然飲用它。

3、霜淇淋 : 知道霜淇淋

上了太空甚麼樣嗎？吃到口

中並不像想像的那樣涼爽，

而是像在咬一支粉筆，但是

當它在口中融化後，就會有

霜淇淋精華的奇特味道。因

為太空中任何食物都會變得

很乾。

美國宇航局說，太空梭

和國際空間站並不配備冷藏

空間存放這種凍乾霜淇淋，

他們也僅僅向太空運送過一

次凍乾霜淇淋。所以在太空

咬一支粉筆霜淇淋也是一種

很幸福的事。

4、雞尾蝦 : 凍乾雞尾

蝦是必不可少的太空食物之

一。雞尾蝦通常是一道開胃

菜，但因為它在太空的重力

作用很低，不會流出液體到

太空人的腳上，也不會降低

品嘗其他食物的口感，所以

受到太空人的歡迎。

5、藜麥 : 原產與南美安

第斯山區的藜麥，因其極高

的營養價值，在 20 世紀末，

被美國太空署選為最佳太空

食品。

6、各國料理 : 每個國家

的宇航員食物都帶著自已民

族的特色，反映了一個國家

的飲食文化。

比如，中國宇航員在執

行太空任務時，他們帶上去

的就是中國人最喜歡的一些

食物，如 : 什錦炒飯、乾燒杏

鮑菇、雪菜肉絲、醬牛肉、

魚香肉絲、榨菜等食材。而

俄羅斯宇航員的太空食品中

有紅菜湯和燉菜。

2005 年， 日 本 宇 航 員

野口宗千在執行 STS-114 任

務時，第一次在太空中吃方

便麵，其中還包含日本豆麵

醬、咖喱粉和豬骨湯。韓國

宇航員上天，自然少不了泡

菜。 2008 年，李素妍攜帶了

泡菜、韓式烤肉、韓式蓋澆

飯、裙帶菜湯等食品進入國

際空間站。

前不久，美國宇航局公

布了一段由近距離智慧太陽

觀測衛星錄製的視頻。

北
京
故
宮
南
薰
殿
珍
藏
的
范
仲
淹
像

北宋有一位大臣名叫王拱辰，字君貺。此人才華過人，年僅

十八歲就高中狀元，曾先後擔任吏、戶、禮、兵、刑五部尚書。王

拱辰並非他的原名，他中狀元時名叫王拱壽，宋仁宗見其少年英

才，滿心歡喜，故御賜名叫王拱辰。

水晶頭骨作為世紀之

謎，令無數人為之著迷。許

多人都相信，它是某個古代

中美洲文明在上千年甚至

上萬年前所雕刻的。一位修

行人在他修行的境界中，神

奇的看到了水晶頭骨的歷

史。

文 / 道明 圖 / Fotolia

一些人經常宣稱水晶頭骨蘊含著

超自然能力，並且在小說中常會

有類似的描繪。

CC-BY-SA GFDL/wiki

水晶頭骨之謎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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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典雅的古都，

還是摩登的新城，因

為人類的發展而變

得各有千秋。從亞

洲、歐洲到美洲，這

50個此生必去的城

市，你去過幾個？

此
生
必
去
的

墨西哥 - 墨西哥城 45
墨西哥城無疑是墨西哥的代表，這裡雖

然人口眾多，但不乏西班牙殖民時期的建

築，還有美味的墨西哥美食！

哥倫比亞 - 卡塔赫納 40
在碧波浩淼的加勒比海南端，有一座歷

史名城卡塔赫納。它是哥倫比亞北方重要的

港口，也是聞名遐邇的遊覽勝地。湛藍色的

海水，金色的沙灘，無比迷人 ......

新加坡

世界公認的花園之城，舒適宜人的環

境，是旅途中最美好的饋贈。

美國 - 拉斯維加斯 36
有句話叫「愛她，就帶她去拉斯

維加斯吧！」，也有人說「恨她，就
帶她去拉斯維加斯吧！」。這座國際
化大都市，是名副其實的不夜城！

烏茲別克斯坦 - 撒馬爾罕 50
這是古絲綢之路上的一個重要城邦，如今

烏茲別克斯坦的第二大城市。城市中保存了大

量帖木兒時期的宗教、文化建築和格局較為完

好的低層傳統住宅區。

克羅地亞 - 杜布羅夫尼克 41
風景綺麗，氣候宜人的杜布羅夫尼克是

克羅地亞東南部港口城市，這裡倚山傍海，

林木茂盛，是具有中世紀風貌的古城。

泰國 - 曼谷

46

曼谷，無論是西方背包客還是中國遊

客，越來越多的旅行者都會選擇前往的城

市，這裡有繁榮的街道，數不盡的集市，以

及祥和的寺廟。

阿根廷 - 布宜諾斯艾利斯 43
阿根廷剛成立時，這裡只是一個小城

市，而如今吸引了越拉越多的歐洲移民，這

裡也是阿根廷探戈的誕生地。

危地馬拉 - 安提瓜危地馬拉 46
安提瓜危地馬拉是聞名的巴洛克藝術風格

的誕生地，而且擴散到拉丁美洲。它提供了

18 世紀建築整體卓越的典範，並且引出精確

的考古學地點勾勒出日常生活的脈絡。

捷克 - 布拉格 47
「布拉格之戀」裡那些充滿憂鬱卻格外迷

人的浪漫場景使得布拉格成為年輕人心目中不

折不扣的神秘浪漫之都，這裡依山傍水，古蹟

眾多，令人神往。

匈牙利 - 布達佩斯 48
這是「多瑙明珠」，伊麗莎白橋左手牽著

布達，右手挽著佩斯，讓這兩座中古小城再無

罅隙，一同沉浸在多瑙河多情的懷抱裡。

澳大利亞 - 悉尼 37
無論是貝殼狀的歌劇院，還是美麗迷人

的海灘，悉尼，都是南半球你最值得去的城

市之一！

美國 - 舊金山 38
這是美國西岸冉冉升起的新星，是前往

各大國家公園不可不經過的城市。這裡的陽

光、歷史建築和美食，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

旅行者。

39法國 - 聖米歇爾山

中 世 紀 建 築 群， 壯 觀 潮 水， 烤 羊

肉 ...... 這座法國著名的朝聖之地，也是此生

必去的地方。

坦桑尼亞 - 桑給巴爾 49
這裡融匯著非洲傳統黑人文化、伊斯蘭

文化及印度文化，盛產丁香，象一顆寶石鑲

在印度洋寧靜水面上。

4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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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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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edes-Benz Country Hills,  2450 Country Hills Blvd NE, (403)930-7778, mbcountryhills.ca

Mercedes-Benz
The best or nothing.

夏季促銷活動即將結束。
在 Mercedes-Benz Country Hills 享受夏季優惠。

2018 GLE400 4MATIC SUV 總售價: $69,999*

*不含稅。優惠於2018年8月31日截止。 Stock #: 18824108

2.9%* $989* $5,756 $5,000
貸款利率

72 個月

月付

$5,000 首付

包括 僅需

折扣 首付

2018 C300 4MATIC 總售價: $46,999*

*不含稅。優惠於2018年8月31日截止。 Stock #: 18820329

1.4%* $599* $6,806 $5,000
貸款利率

72 個月

月付

$5,000 首付

包括 僅需

折扣 首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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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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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英國豪車

品牌賓利發布了一款命名為

Mulsanne W.O. Edition 的

特別版車型，該車將限量

生產 100 輛，並計劃趕在

2019 年，品牌成立 100 週

年時交付。

M u l s a n n e  W . O . 
Edition 由賓利個性化定制

部門 Mulliner 所打造，該

車的名字是向品牌創始人

Walter Owen Bentley 致

敬之意。該車借鑒了 W.O 
Bentley 在 1930 年設計的 8 
Litre 造 型。 8 Litre

是由 W.O Bentley 親手打

造的最後一款車型，更是其

私人座駕。

外 觀 上，Mulsanne 
W.O. Edition 選用瑪瑙黑

（Onyx）車身外漆，並裝飾

以鍍鉻引擎罩飾條。該車

可選裝鍍鉻散熱器外殼與

格柵。除了車身下緣帶有

W.O.Bentley 字樣的簽名徽

章，輪圈中心及迎賓踏板上

同樣裝飾有品牌 100 百周年

紀念徽章。

內裝方面，新車

也採用了復古皮革來包裹其

內飾，營造與賓利 8 Litre
一樣的經典內飾風格。使用

大量皮革包裹與實木材質，

表面打磨一絲不苟，接合嚴

絲合縫。座椅頭枕上以刺繡

手法呈現出W.O Bentley
的簽名。

M u l s a n n e  W . O . 
Edition 最大的亮點在於車

內後排扶手上的飾片使用

了源自 8 Litre 引擎曲軸部

件切片。後排也配備

了具有燈光效果的雞尾酒

儲藏櫃，而且車內還採用

了羊毛地毯、後窗私密遮

簾，以及後排信息娛樂系 
統。

值得一提的是，消費

者還可根據自己的需求在

Mulsanne 家族的三款車型

當中選擇專屬定制，因此該

車的動力和尺寸也將隨選擇

車型的不同而擁有不同的參

數。

百週年紀念 賓利推百輛
MULSANNE W.O. EDITION

燈光效果的雞尾酒儲藏櫃，羊毛地毯，
瑪瑙黑車身漆，鍍鉻引擎罩柵格

向創始人致敬

極度豪華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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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也許這是所

有超豪華汽車品牌的命運的共

性，似乎每一款超豪華汽車都

在歲月的風塵中起伏跌宕，也

許時間的殘酷在他們的身上留

下累累傷痕，但正是這些歲月

的琢痕造就了他們的不朽的生

命力。 Maybach（邁巴赫），

就是這樣一款在汽車史上留下

卓越輝煌印記的品牌，一個

曾被遺忘但是又起死回生的品

牌，正一步步重塑自己應有的

輝煌。

與之前的發動機一樣，新

款雙渦輪增壓 V8 沒有任何明

顯的滯後。 2018 邁巴赫的石

膏灰測試車加速性能卓越，可

在 2.7 秒內將速度提升到 50
英里 / 小時。用於操控九速自

動變速箱的換檔撥片配置在方

向盤上，隱蔽性良好，不易讓

人察覺。

測試中發現 Maybach S 
560 的半自動駕駛功能並非

完美無暇，其轉彎速度偏於

緩慢。升級後的換道輔助系

統令人欣賞，該系統現在允

許 Maybach S 560 通過簡單

點擊轉向信號桿來自動改變車

道。與之前一樣，轉向系統完

全符合預期的任務：在低速運

行中拐彎輕便且流暢，隨著速

度的提升，快速且順滑地增加

力度。空氣彈簧懸架減震性能

優良，在道路情況稍差的條件

下也能給乘客以舒適的乘坐體

驗；同時還能避免在強力剎車

時出現車體前衝的重力感。

Merc ed e s -Mayba ch 
S560 提供高度發達的駕駛輔

助系統。 DISTRONIC 和主

動轉向助力系統，使得駕駛更

輕鬆舒適，並有助於與附近車

輛保持安全距離。儀表盤的幫

助圖形菜單一目了然地向駕駛

員顯示選擇的輔助功能以及系

統當前的運行情況。所有功能

都可以通過方向盤進行控制。

Maybach S 560 級 轎 車

在外觀設計上融合了輕鬆時尚

的特質。這款車使得現代奢

華以一種特殊的方式活躍起

來。強大的進氣口，寬敞的

保險槓，鑲嵌著邁巴赫銘牌

的光亮閃目的柵格，都讓新

Mercedes-Maybach S560 轎

車擁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存在

感。升級後的車頭帶有大量的

鍍鉻飾邊，凸顯了 Mercedes-
Maybach 的 卓 越 地 位。 此

外，還配備了 LED 燈和晶體

光學汽車大燈。

從獨特的皮革內飾到精美

的裝飾元素：Maybach S 560 
以頂級的奢華設計提供無與倫

比的乘坐享受。此外，駕駛處

提供寬敞的腿部空間。乘客被

包圍在休息室風格的現代奢華

中。憑藉其清晰的設計、精緻

的材料和清晰靈敏的操控，

Maybach S 560 體現出一種

優雅。專門裝配的獨特裝飾

包，進一步增加了豪華感，特

別是在車尾。彎曲的細木鑲邊

與手工製作設計環繞整個後排

座椅系統。儀表板中的另一個

特殊功能是具有 IWC 設計的

模擬時鐘。加熱、通風、按摩

和動力斜倚後排座椅是標配。

獨立電動座椅配有小腿腳墊和

折疊桌為您提供了旅途中的辦

公條件。

該車配有的安全配置豐

富，裝備主動式盲點輔助系

統，主動式車道保持輔助系

統，主動式剎車輔助系統，具

有交叉功能有效距離輔助，

DISTRONIC Active 車 道 變

換輔助系統，主動式緊急停止

系統，輔助主動式限速系統，

輔助轉向系統，輔助轉向系

統，輔助緊急剎車系統。

Mercedes-Maybach S560 
4MATIC Sedan

Mercedes-Maybach S650 Sedan

引擎 4.0 V8 雙渦輪引擎 6.0L AMG V12雙渦輪

馬力/扭矩 463 hp/ 516 lb-ft 621 hp/ 738 lb-ft

0-60 mpg 4.8 sec 4.6 sec

2018邁巴赫
Mercedes-Maybach S560 4Matic

設計特點

安全配置

性能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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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ILX FROM

bi-weekly

$X,XXX down
Model Code: DE2F3JJX

for XX months

XXX † X.X% $

RECEIVE A
CASH REBATE OF UP TO

on other select 2018 ILX models.

X,XX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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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ER OF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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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U20522_02 JULY AUGUST ADBUILDER - ILX
20522-02

   

ILX Adbuilder

Acura  

David

Steve

Kendra

David R

4C

8.97" x 10"

100%

1 0
100%

PMS

06/25/18

PMS PMS PMS PMS FOIL

2 0 1 8  I L X  A - S P E C  S H O W N

卓越性能，盡享夏季

Patrick Li
(403) 258-4275

patrickl@silverhillacura.com

Andy Wong
(403) 776-1435

andyw@silverhillacura.com

Vince Luong
(403) 258-4279

vincel@silverhillacura.com

圖示 2018 年 ILX A-SPEC

403.253.6060
5278 MACLEOD TRAIL S.

†Limited time lease offer based on a new 2018 Acura ILX (DE2F3JJX) // model shown, a 2018 ILX A-SPEC (DE2F8JKX) available through Acura Financial Services on approved credit. 
Representative lease example: 0.9% // 0.9% (2.21% effective APR) lease rate for 36 months (156 payments). Weekly payment is $60 // $80 with $3,500 // $3,500 down payment. 16,000 km 
allowance/year; charge of $0.12/km for excess kilometres. Total lease obligation is $12,860 // $15,980. Offer includes EHF tires ($29), EHF fi lters ($1), air conditioning fee ($100), OMVIC fee ($10) 
and PPSA ($29). Licence, insurance, registration, options, duties and taxes are extra. PPSA lien registration fee and lien registering agent’s fee are due at time of delivery. ‡$5,000 cash rebate 
available only on the cash purchase of new and previously unregistered 2018 Acura ILX Premium (DE2F7JJNX), Tech (DE2F7JKNX), and A-SPEC (DE2F8JKX) models from Silverhill Acura 
when registered and delivered before August 31, 2018. Total incentives consist of: (i) $1,000 that cannot be combined with lease/fi nance offers; and (ii) $4,000 that can be combined with lease/
fi 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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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gust 31, 2018 
and are subject to change or cancellation without notice. Dealer may sell/lease for less. Dealer order/trade may be necessary. While quantities last. Certain features only available on certain 
trims. Visit acura.ca or Silverhill Acura for details. © 2018 Acura, a division of Honda Canada Inc.

$

36 個月

租賃2018款ILX起價

120
† 0.9% $

獲得現金回饋高達

5,000
於其它2018款ILX車型

‡
或者

SUMMER OF
performance

ACU20522_02 JULY AUGUST ADBUILDER - ILX
20522-02

ILX Adbuilder

Acura

David

Steve

Kendra

David R

4C

8.97" x 10"

100%

1 0
100%

PMS

06/25/18

PMS PMS PMS PMS FOIL

2 0 1 8  I L X  A - S P E C  S H O W N

每兩週

$3,500首付

車型代碼: DE2F3JJX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D32018年 8月 9日—8月15日     第14期    看家居Homes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這句話

用來形容廚房很貼切。廚房的功

能不僅要求很全面，而且越細越

好。這些細緻全面的功能是靠廚

房用具的擺放來實現的，那麼，

在相對偏小的廚房中，廚房用具

的擺放、安置就非常有學問了。 

二、不同種類廚具 
收納攻略

分類1：重量級的 
大型鍋具

收納位置與形式：廚具下方

的抽屜櫃、轉角旋轉櫃（旋弧式

小怪物五金）、開放層架。

家中常見的燉鍋、炒菜

鍋，體積又大又重，因此最好

擺放在廚具收納系統的下櫃

區域，由於上下垂直的距離最

短，操作順手且節省工作時

間。另外，使用率較低的鍋

具，則可充分利用非主要動

線，例如廚具的轉角處來擺放。

分類2：種類繁多的 
鍋鏟與烹調用品

片，達成兼顧收納儲物與展示收

藏的美觀功能，增添廚房的可看

性與設計質感。

分類4：高危險性的 
刀具與用餐器具

收納位置與形式：台面底端

收納刀盒、中段壁面掛桿刀架、

台面下方第一層抽屜。

各種功能的料理用刀組是家

家廚房的必備工具，尤其因為易

造成危險的考慮，收納上更需特

別注意安全；通常多分成專用抽

屜與台面式、隱藏式壁面刀架盒

設計，有時也會加設砧板收納架

一體成型。刀叉、筷子、湯匙等

零碎多元的用餐器具，則分門別

類放置於抽屜內的分隔收納盒。

分類5：桌上型小 
家電設備

收納位置與形式：活動鋁捲

簾或電動玻璃門片台面櫃、水槽

網籃、獨立高身櫃。

廚房總是有電飯鍋、洗碗

機、咖啡機、烤麵包機、果菜榨

汁機等這類小家電，因為本身牽

涉電線管路的用電規劃，通常必

須置放於有規劃電源插孔的廚具

台面或櫃子內。

分類6：豐富美味的 
蔬果與乾貨食品

收納位置與形式：上方層

板、吊櫃、側邊籐編拉籃、開放

式酒櫃、轉角旋轉櫃、高身櫃。

不需擺放在冰箱內的蔬果，

改為擺放在開放櫃體、層板作為

裝飾，至於鄉村風格的廚具，則

因早期設計緣由，多會規劃放置

蔬果的籐編拉籃。罐頭、餅乾、

麵粉與酒類等乾貨食物，最適宜

的收納處即是大容量的高身櫃。

分類7：垃圾廚餘與 
清潔工具

收納位置與形式：水槽下方

或台面下方的抽屜、水槽網籃。

一般家庭中最會製造垃圾的

地點莫過於廚房，尤其是現今流

行的開放式廚房，更關係整個住

家環境的衛生；想要擁有乾淨的

廚房空間，垃圾的處理及垃圾桶

的定位則為重點，垃圾桶的位置

最好與水槽相鄰且空間不要太

小。因此，廚具水槽下方的抽屜

內通常規劃成垃圾分類桶，可儲

放塑料袋、瓶罐、紙盒與果皮菜

葉等。

（來源：今日頭條）

收納位置與形式：廚具中段

壁面掛桿、吊架、台面儲物格。

運用中段壁面加裝掛鉤或橫

向吊桿，即可安排掛放大小不一

的鍋鏟、湯瓢、紙巾、鋁箔紙或

保鮮膜，一字排開更方便隨手拿

取。壁面吊桿的設計，收納方向

更為多元，也包括食譜放置固定

且易翻頁、砧板瀝乾，收納瓶瓶

罐罐調味品等優點。

分類3：易碎材質的 
碗盤餐具

收納位置與形式：下櫃抽

屜、上方吊櫃與開放層板。

餐具的擺設較為彈性，不論

上、下櫃都適宜，不過，瓷器類

材質或大型的餐盤、餐碗，仍然

建議收納在廚具下櫃，避免因拿

取不穩造成摔破的危險，加上抽

屜形式的容量較大，更能因應不

同的餐具形狀、大小，自由調整

櫃內的活動圓棍插孔來固定。

另一方面，隨著各家的餐

具、杯具款式越來越具設計感，

不妨將其擺放在上方的吊櫃，並

搭配開放層板或透明的廚具門

廚房用具擺放技巧（二）

來源：普像工業設計小站 

床底做個衣帽間，早上醒來下床更衣，簡直完美。

集床、櫃子、書架、桌子於一

身，實用100分！

床下做個書櫃或有很多抽屜的設計，收納效果一級棒！

在床櫃上做一個這樣的推拉式工

作桌，工作學習兩不誤。

床與書櫃渾然一體，簡直是書蟲

們的最愛。

的臥室裝修 櫃

不用買 床 架

書
和

在這個寸土寸金的時

代，尤其是小戶型的家庭，

如何利用空間是非常重要

的，能省則省。在有限的經

濟條件下，讓臥室睡著舒

服，看著整潔大方？不要拘

泥於以前的形式，現在這樣

的一體化設計正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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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商業地產公司

CBRE 發布了上半年商業地產

報告，研究結果顯示，今年上

半年零售商舖的整體空置率相

對平穩——從 6.5％略微下降至

6.4％，但仍是 10 年平均空置率

的兩倍。

報告稱，西爾斯（Sears）
的退出對卡城商舖整體出租情況

影響較大。儘管上半年西爾斯之

前的 12 萬平方英尺的零售面積

都租了出去。

今年上半年，卡城商舖面積

增加很少，總共增加了約 2.8 萬

平方英尺。目前卡城在建的商舖

面積約為 125 萬平方英尺，目

前在建和已經批准建設的共有

300 萬平方英尺。

報告稱：「上半年，有一段

時期大麻店發瘋似地尋租商舖。

許多商戶進行競爭性尋租，甚至

有的潛在大麻零售商戶願意支付

大筆不可返還的預付租金，都在

搶地盤」。

CBRE 稱，隨著失業率持

續下降和人口遷入越來越多，卡

城零售市場也有所振興。亞省商

業零售額在 5 月份創新高，達

到了約 70 億元，比去年同期增

長了約 3%。

《財識》綜合評價了影響生

活質量的因素如住房負擔、人口

增長、稅負、犯罪率和氣候條件

周末看房团 最新日期
敬请致电查询

卡城入選加拿大前50個宜居城市

【看中國訊】8 月 3 日多倫

多房產局表示，與去年同期相

比，今年 7 月份大多地區房屋

銷售量增加了 18.6%。 7 月份

賣出的 6,961 套房產，平均成交

價比年平均價增長了 4.8%，達

到 78.2 萬。

今年 6 月份，大多地區房屋

銷售量也比去年同期增長了2.4%。

多倫多房產局報告，7 月新

上市房屋 13,868 套，僅多倫多

市就有 4,511 套，但整個大多

地區，與去年同期相比降低了

1.8%。

根據成交記錄，7 月份多倫

多市 2,574 套房屋平均成交價

格 82.4 萬元；而大多地區其他

4,387 套房屋銷售平均價為 75.7
萬元。在多倫多市，獨棟住宅是

最貴的，平均價為 135 萬元。

而在大多周邊其他地區，獨棟住

宅的平均價為 90.7 萬元。

等，對全國範圍內的 415 個城

市進行了宜居性排名。亞省有

11 個城市名列前 50 名榜單。分

別是：

第 5 名： 拉 考 布

（Lacombe）
第 7 名： 堪 莫 爾

（Canmore）
第 11 名： 卡 姆 羅 斯

（Camrose）
第 12 名： 紅 鹿（Red 

Deer）
第 19名：聖艾伯特（St. 

Albert）
第 22 名： 邦 尼 維 爾

（Bonnyville）

第 29名：勞埃德明斯特
（Lloydminster）

第 30 名： 卡 爾 加 里

（Calgary）
第 39 名： 大 草 原 城

（Grand Prairie）
第 41 名： 西 爾 萬 湖

（Sylvan Lake）
第 50 名： 冷 湖（Cold 

Lake）
亞省的埃德蒙頓名列第 68

位。

儘管還有很多其他因素能增

加城市的吸引力，此項研究仍以

下列因素為主要評價指標：經濟

發展及收入、住房負擔、 人口增

【看 中 國 記 者 康

懿編譯報導】《財識》

（MoneySense）雜誌
最近發布的城市宜居性

研究報告披露，亞省的拉

考布（Lacombe）、堪莫
爾（Canmore）和紅鹿
（Red Deer）躋身2018
加拿大最佳20個宜居城
市之列。卡城在宜居城市

中位居為第30名。

卡城上半年零售商舖空置率保持平穩

長、稅負、交通條件、犯罪率、

氣候、醫療保健條件、基礎設施

和文化環境。

《財識》雜誌編輯布勞內爾

（Claire Brownell）在分析研究

結果時說：“一個宜居的城市應

該是繁榮的、安全的，而且住房

負擔要小。還有，氣候要適宜，

人們可以隨時到處走走。”

拉考布（Lacombe）位於

紅鹿市以北約 24 公里，居民人

數 13906 人。該市平均家庭年

收入高達 11.2 萬元，失業率約

4.9%，房產平均價約 50 萬元。

堪莫爾市位於落基山中，

常 駐 居 民 14930 人， 失 業 率

5.1%。該市距著名旅遊勝地班

芙市僅約 25 公里，經濟以旅遊

業為主。堪莫爾家庭年均收入為

13 萬元，房產平均價略近 100
萬元。該市宜居性主要體現在經

濟發展、人口和低稅率等方面。

卡城在宜居城市中位居第

30 名。該市突出優點有：基礎

設施條件好、人口密度適中和公

共交通系統便利等。

今 年 宜 居 城 市 排 名 第 1
的 是 安 大 略 省 的 奧 克 維 爾

（Oakville）市。該市距多倫多

近，失業率較低。在 2016 年和

2017 年宜居城市排名中，首都

渥太華均名列第 1。

大多地區房屋銷售量價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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