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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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7 B3 C7中國成立首家金融法院 研究：打坐冥想帶來意想不到的健康功效 水晶頭骨之迷（下）見
China set up its first financial court Benefits of Meditation Mystery of the Crystal Skulls (Part 3 of 3)

【看中國記者林佳綜合報導】8月14日

江蘇省委機關報《新華日報》刊文《提高

生育率：新時代中國人口發展的新任務》，

建議設立生育基金制度。分析人士認為，這

是政府欲用經濟手段來強推生育的輿論試

水。那麼，中國由計畫生育國策轉型到二孩

政策全面開放，再到今日倡議生育基金制，

系列政策背後隱藏著怎樣的憂患？這些憂

患是否擁有出路？

給國家帶來高儲蓄、高投資、高

增長等良好的經濟跡象。反之，

如果一個國家出現新生人口下

降、老齡化加重，將對經濟產生

幾乎致命的傷害。

不少大陸經濟學家預測，中

國人口出生率低迷可能會導致

在 2025 年左右，中國出現人口

斷崖，60 歲以上的人口將突破

3 億，中國也將成為超老年型國

家，「獨生子女」一代將面臨贍

養危機，屆時將加速房地產泡沫

的破滅及中國債務的崩盤。

《鳳凰週刊》8 月 7 日刊文

稱：「目前我國的老齡人口數

量，達到世界第一，而老齡化速

度，也是世界第一。」

輿論試水 反彈巨大
推行生育基金這篇文章被普

遍認為是政府釋放的政策試探氣

球，即以個人名義提出一種有風

險的政策建議，看社會反應如

何，假如社會反應不強烈，政府

就趁勢推出政策；假如社會反應

強烈，政府亦可否認那是自己意

見或計畫。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中國

養 老 金 融

50 人 論 壇

核心成員胡

繼曄對媒體

表示，江蘇

省 委《新 華

日報》的「徵稅」建議非常好。

不但要設立生育基金制度來鼓

勵生育，還要對沒有子女的家

庭——丁克族徵收「社會撫養

稅」，因為「這些丁克族家庭老

了之後沒有後代，是要佔用社

會資源的。」

另有眾多跡象表明，近年

來政府「催生」心切。《人民日

報》8 月 6 日發表《生娃是家事

也是國事》。 8 月 7 日發行的豬

年紀念郵票，換成了「豬爸爸、

豬媽媽和三個豬寶寶」。在兩

年前全面實施「兩孩政策」的時

候，中國推出了猴年郵票，上面

印有兩隻小猴。( 下文轉 A2)

人口斷崖 形式嚴峻
2016 年 11 月公布的《中國

統計年監 2016》，對全國 1%
人口抽樣調查顯示，中國 2015
年的總和生育率僅為 1.05，比

世界正常人口更替生育率（2.1）
整整低一倍。這意味著現在中國

每代人的數目，都比上一代減少

了近一半。大陸人口學家梁建章

甚至認為：「在一代人左右的時

間裡，中國出生人口會降到 700
萬以下。再放寬一些也就 800
萬。即使到時生育率能夠提升到

更替水平，出生人口不再下降並

且每個人都活 80 歲，總人口也

不過 6 億人。」

一個國家，如果青壯年人口

比例高，孩子和老人比例小，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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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接 A1) 就政策氣球探

測效果而言，《新華日報》和其

他官媒所放出的政策建議受到大

陸公眾強烈的反對。在微信和微

博上有條評論：「（之前）多生

孩子要罰款，現在不生孩子也要

被罰款。我們是公民還是奴隸？

「微博上這條評論獲得幾千個

「讚」。網友「華山歐陽鋒」寫

道：「生育是人類的自由，想生

幾個孩子，生孩子的間隔時間是

多少，都應該由夫妻自主決定，

因為這些都是國際公約所規定的

基本人權。」

隨後，央視網官方微博發表

評論，稱「設立生育基金制度」

是「荒唐的建議」。但央視網的

上述表示並不能讓大陸公眾為他

們身體安全感到放心。中國人習

慣從政府掌控的媒體來探詢政策

轉變的信號。面對今年加速頻發

的類似信號，即便普通民眾，也

可感受到山雨欲來的壓力。

催生比計畫生育更難

1982 年起，中國「計畫生

育」成為了一項基本國策。這個

政策留給許多母親和家庭飽含

血與淚的記憶。 1995 年 7 月，

國家計生委下發《關於印發在計

畫生育行政執法中堅持「七個

不准」的通知》。從這「七個不

准」，人們可以反證出「計畫生

育」年代的慘烈。「一、不准非

法關押、毆打、侮辱違反計畫生

育規定的人員及其家屬。二、不

准毀壞違反計畫生育規定人員家

庭的財產、莊稼、房屋。…」

2015 年，二孩政策全面開

放，但並未緩解中國低出生率

的困境。二孩開放前的預測是：

2017 年出生人數將在 2023 萬

至 2195 萬人之間。但 2017 年

的實際出生數，未超 1800 萬。

也就是，中國人生養孩子的意

願，遠遠低於政府的預期。

各方分析人士認為，這緣於

在當前的中國養育小孩的痛苦指

數、成本和風險都非常高。在孩

子能健康長大成人的道路上，父

母面臨著重重高壓。

2011 年《中國家庭教育消

費白皮書》顯示，中國平均每個

家庭，教育支出為兩萬三千元人

民幣（約 4000 美元）。而 74%
的家庭，年收入低於四萬元人民

幣。其中 36% 家庭，低於一萬

元人民幣。

大陸虎嗅網 8 月 7 日刊登

一文，提出問題：為國生娃，你

願意嗎？網友跟帖清一色的「不

願意」，從各個側面反映了在中

國，為人父母的艱辛：

網友一：養大一個孩子，步

步驚心，毒奶粉、蘇丹紅、紅黃

藍、假疫苗、人販子、校園暴

力…誰不想兒女膝下承歡，誰不

想天倫之樂…問題是，難道這些

風險都是要一個家庭自己來承

擔？

網友二：我願意生，國家願

意幫忙養嗎？比如：讀公立幼兒

園可以不用搖號嗎？ 3 歲前的

生育政策急轉 生不生娃誰說了算?

【看中國記者楊浩綜合報導】

會集中外眾多明星、原定於 8 月

17 日上映的電影《大轟炸》宣布

改檔至 10 月 26 日，原因歸於

全球同步上演。而《大轟炸》投

資方快鹿集團 P2P 融資爆雷，

目前正陷入涉及 20 萬投資人、

100 多億資金缺口的兌付危機

中。分析稱，《大轟炸》改檔的真

正原因或是官方唯恐 20 萬投資

人借《大轟炸》公演加入新一輪

P2P 金融難民維權運動。金融界

人士稱，P2P 實質是國有金融機

構危機轉嫁到民間金融身上，讓

民眾血本無歸的金融騙局。

《大轟炸》會集劉燁、布魯

斯．威利斯、宋承憲、范冰冰、

劉曉慶等中外眾多明星，開拍之

初投資方就在通稿中宣傳投資高

達 3.5 億。不過，隨後投資方快

鹿集團兌付危機爆發後資金鏈斷

裂無法按時完成製作，老闆施建

祥成為紅色通緝犯。

崔永元手撕《手機 2》後，在

微博中直接把《大轟炸》劇組定義

為「大欺詐」，「你們號稱窮，嗖

嗖花了1.5 億拍電影，你們自己信

嗎？在快鹿的帳上，為此片付出

的經費不少於15 億人民幣。」

崔永元在微博中透露，「《大

轟炸》四方合作，其中三方旱澇

保收，承擔風險的這方就是手拿

上海老百姓血汗錢的甲方。」

公開資料顯示，施建祥靠服

裝、貿易、房地產起家；1999
年接管 4 家破產國企後，成立

了上海快鹿投資集團；10 年後

轉戰金融行業，於 2014 年先後

成立 10 餘家快鹿系 P2P 公司，

進軍影視產業。施建祥是《大轟

炸》的前總製片人，因涉嫌金融

詐騙罪，已在 2016 年 3 月 7 日

逃亡美國。

馬國總理訪華 拒新殖民主義
一帶一路基建項目為馬來西亞帶來日益沉重的債務負擔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

綜合報導】馬來西亞首相馬

哈蒂爾在21日結束5天的訪
華行程前，宣布基於馬國的

經濟困境，取消與中國合作

的東海岸鐵路（ECRL）以
及2個天然氣管道項目。

一帶一路疑慮多          
馬國改趨保守

雖然馬哈蒂爾強調這是因為

馬來西亞的經濟困境所導致，不

過，從他各次的談話不難看出，

對一帶一路的諸多疑慮，促使他

對北京採取了更保守的因應作

為。特別是在接連數個國家因一

帶一路投資項目破產，進而導致

國家重要資源讓渡北京的國際現

勢下。

彌堅的馬哈蒂爾此行的目

的，就是在這種氛圍下，不計賠

償損失也要針對前任總理納布吉

與中國達成的 230 億美元鐵路

和管道協定重新展開談判，同時

為國人爭取更為公平的新貿易與

穩當的投資回報。

馬哈蒂爾選前就曾嚴詞批

評這些投資項目是用來轉移資

金的幌子，目的是紓困納吉布

腐敗纏身的「一馬發展基金」

(1MDB)。他還誓言要就一切

「不平等條約」重新展開談判。

沉重債務 恐淪殖民地
在 20 日與李克強的聯合記

者會上，馬哈蒂爾不卑不亢的

針對北京對「自由貿易」的說法

作出了他的詮釋。他表示：「我

同意要走自由貿易的道路，但

自由貿易無疑也應當是公平貿

易。我們應該永遠記住，各國

發展水準不盡相同。我們不想

看到出現新式殖民主義，因為

窮國無力與富國競爭。因此，

我們需要公平貿易。」

《金融時報》指出，雙方過

去簽署的一帶一路相關基礎建設

協議，目前已然為馬國帶來日益

沉重的債務負擔。

華盛頓智庫「全球發展中

心」在今年三月發布的研究報告

具體指出，有愈來愈多的貧窮國

家因無償債能力而陷入債務危

機，其中有八個國家的風險令人

擔憂，包括：巴基斯坦、吉布

提、馬爾地夫、寮國、蒙古、塔

吉克、吉爾吉斯與東歐的黑山。

另外，東南亞債務水準以柬埔

寨、寮國和越南飆升最快，尤其

柬埔寨外債飆升 142%，中國已

成為最大債權人。

北京最大套路

而部分債務爆表無力償債的

窮國，更是不得不將合資項目讓

渡北京，其中以斯里蘭卡將極具

戰略意義的漢班托塔港的控制權

移交給中國，最引國際關注。

《自由時報》評論指出，這形同

成為中國的殖民地，並與之建構

出一種殖民地與母國在經濟與政

治上的雙重依賴關係。其他，

如：吉爾吉斯及塔吉克，恐將面

臨以礦產產權轉移與放棄爭議領

土等方式進行債務交換。

北京所規劃的「一帶一路」

沿線許多經濟貧窮或貪腐的政府

當局，為了獲得北京所提供的大

筆基建貸款，不惜簽下諸多不盡

公平的合同，進而落入北京的圈

套，導致接續而來的經濟苦果。

在發展的初期，有人甚至將

之與二戰後的「馬歇爾計畫」相

提並論，殊不知，「馬歇爾計畫」

是無償的援助形經濟計畫，得以

打造出今日繁榮的歐洲；但是反

觀「一路一帶」，卻不折不扣的

是個以本套利，吃乾抹盡，打造

出中國海外「經濟殖民共榮圈」

的最大套路。

對中矛盾參雜歷史陰霾

雖說馬哈蒂爾以屆九秩高

齡，但耳聰目明的他卻能看出此

間的端倪，但也因為受到國內

經濟萎縮的因素，讓他在訪華

期間的談話總是給人充滿矛盾

的印象。

他在 19 日於北京的一場對

中國企業家演說中稱，他對「一

帶一路」態度「非常積極」，不

過在回答提問時，卻說對「外國

投資」要「審慎調查」，態度上

並非如他口中所說的「積極」。

問題就出在馬哈蒂爾仍然存

在者拉攏「富裕」國家成為貿易

夥伴，藉以提振國內低迷經濟的

期待。也埋下他 20 日對馬中雙

方在自由貿易與公平貿易上的詮

釋與對北京「新殖民主義」批判

的「責之切」。

矛盾的情結還參雜了馬國

人民對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與

2008 年金融海嘯揮之不去的歷

史陰影。 1997 年的主政者正是

馬哈蒂爾。

東岸鐵路基建             
恐令債務破表

當時，因美國寬鬆政策讓大

量熱錢湧入，包括：馬來西亞的

亞洲各國，形成經濟高度成長的

過熱現象與債務的急速擴張。

隨後美國經濟復甦，美聯儲

利率急速上揚，資金迅速回流，

亞洲各國立即面臨本國貨幣大

跌，債務急遽拉高。 97 年的風

暴，一度讓馬幣大跌 50%，幸

賴馬哈蒂爾嚴厲實施外匯管制，

力挽狂瀾。而美聯儲近期連續 7
次的升息舉措，更是讓馬哈蒂爾

不敢掉以輕心。

馬國目前債務雖僅為經濟總

值 50.8%，但替若干法定機構

償債的近期承諾，將讓債務飆升

至 65.4%；ECRL 東海岸鐵路

所背負的 200 億美元債務與其

他馬中合資所衍伸的債務，絕對

讓馬國債務攀升到不可接受的破

表邊緣。

站在馬國經濟發展的立場，

拒絕或弱化與中國的貿易連結實

屬不可能，但已逾耄耋的馬哈蒂

爾終究是塊老薑，不卑不亢地在

五天的行程中，於公平貿易的堅

持下，既達成競選前承諾重啟馬

中貿易談判，也明確表達對中國

新殖民主義的不滿，同時也還維

持了雙方後續發展的默契。

馬國總理馬哈蒂爾與中國總理李克強於20日在北京會面。(Getty Images)

非洲豬瘟疫情在大陸持續擴散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非洲豬瘟疫情在中國大陸持

續蔓延，最新數據顯示，至今東

北四個省份，至少有 4.3 億只生

豬染病，涉及面積數千平方米。

然而，就在民間擔憂牲畜疫情會

進一步擴散之際，「疫區」傳出

消息，有人從溝中打撈死豬，或

將死豬暗地轉入市場販賣，引發

民間憤怒。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江蘇省

連雲港市海州區某養殖場 15 日

起爆發疫情後，當地將該養殖

場附近 3 公里範圍內，劃分為

「疫區」、10 公里內劃為「威脅

區」，嚴查來往人員和車輛。

大陸媒體報導，涉事養殖場

是海州區的連成牧業有限公司，

於今年 4 月建成營運。據稱，

非洲豬瘟疫情傳出後，當地「疫

區」近1萬5000只生豬被撲殺。

報導指出，非洲豬瘟的病毒

不傷害人類，但會直接或間接通

過飼養員的鞋子、衣服和設備傳

播，在家豬或野豬中快速蔓延。

而這種病毒可以抗熱抗冷，可以

在屍體、糞便、半成品當中存活

數週。

8 月 20 日起，網絡瘋傳一

段視頻，一輛貨車停靠路邊，一

男子戴著白手套，用力拉起一隻

掉到溝裡的死豬。該視頻引發民

眾恐慌，有網友表示，視頻讓他

感到噁心、不敢再吃豬肉。

《大轟炸》改檔 涉金融騙局

看護可以協助解決而不是依賴老

人嗎？半夜去醫院可以不用排隊

到天亮嗎？幼兒受到傷害和侵犯

可以有法律從嚴處理嗎……。

網友三：現在的企業不要生

孩子的女職員，怎麼辦？

網友四：高房價就是最好的

避孕藥。

網友五：一點都不考慮二

胎。二胎我養得起，但我不想我

的孩子做第四代被奴役的人！我

寧可把所有資源灌注到我唯一的

希望上，讓他在社會上有最起碼

的博弈資本。而不願讓先天的不

足再壓到下一個渴望平等的靈魂

上，讓他延續我的痛苦 !
一方面是國家人口在急速老

齡化，另一方面民眾不願意生二

胎的態度堅定，在生育方面政府

是否將繼續走強制化的道路？抑

或這兩難之題，會推動政府去解

決與之相關的眾多深層次問題，

而成為中國轉型的契機？前景如

何，尚待觀察。

P2P金融難民上訪遭政府維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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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過半市民支持申奧
【看中國訊】7 月 23 日至

29 日，就卡城是否應申辦 2026
年奧運會，卡城市府委託調研公

司「NRG Research」進行了一

次民意調查。

調查結果表明，53% 的卡

城 人 支 持，33% 的 人 反 對，

13% 的人表示不確定，還有 1%
的人沒有回應調查。

該調查是採用隨機撥打手機

和固定電話方式進行的，結果的

準確度被認為在 95% 以上。

經濟收益和旅遊業的增長是

支持者支持申辦的主要原因，而

反對者表示總體成本和稅收是他

們主要的顧慮。那些態度尚不明

確的人表示，如果申辦和主辦奧

運會的成本能夠明晰一些，他們

的態度會更明確。

民意調查還顯示，這次申

辦奧運存在信息不通暢問題：

47% 的受訪者表示知情，29%
的人表示不太瞭解情況，13%
的人表示根本不知情。

卡城支持奧運的組織『Yes 
Calgary 2026』的發言人卡特

（Stephen Carter）表示，調查

結果是偏向積極的，但他們還有

很多工作要做，以說服人們主辦

奧運會是一個好主意。

「當 70% 的人都希望看到

經濟層面的影響時，那我們就需

要關注這個方面，」他說。「我

們需要向人們提供經濟方面的信

息，以便讓他們投票支持主辦，

這種情況比較簡單」。

卡特說他也擔心成本問題。

「我從未說過我們會不惜任何代

價主辦這個奧運會，」他說。

「它需要給卡城帶來益處。」卡

特表示，降低潛在成本的一個關

鍵是利用現有的設施。

他說：「我們不需要像溫哥

華一樣，僅僅為奧運會建造一堆

新的基礎設施和道路」。「我們

有基礎設施，我們有道路，我們

有輕軌。我們以前主辦過奧運，

所有我們有了這些設施」。

卡城反對奧運的組織『No 

Calgary Olympics』發言人韋特

（Erin Waite）表示，隨著奧運

主辦成本為公眾所知，反對意見

可能會增加。

「到時候會出臺一個議案，

能夠讓人們瞭解主辦的成本、風

險、成本超支、應急方案等問

題，以及主辦的益處等，然後人

們可據此自己做出決定，」她說。

韋特還指出，這次民意調查

的問題中並未包含卡城可能無法

主辦某些活動的事實。「所以這

可能會左右人們對主辦奧運的感

受，」她說。

初步估算，舉辦奧運會的費

用為 46 億加元。

如果市議會投票決定繼續申

奧，卡城的選民在 11 月 13 日

還將會有一次公民投票的機會。

公民投票將會提問：「你支持或

反對卡城主辦 2026 年奧運會和

冬季殘奧會嗎」？

選民將在「我支持卡城主

辦」或「我反對卡城主辦」兩個

可能的答案之間做出選擇。

公民投票的成本估計為 200
萬加元。

如果最終卡城決定繼續申

奧，競標將在 2019 年 1 月提交

給奧運組委會。主辦城市將在

2019 年 9 月被選出。

【看中國訊】卡城綠色推

車項目主管漢密爾頓（Laura 
Hamilton）週一（8 月 20 日）

說，自 2017 年 7 月以來，卡

爾加里已經收集了 1 億公斤

的廚餘垃圾和庭院垃圾。

她說：「自（綠色推車項

目）推出以來，我們的黑色

推車垃圾重量減少了 40% 以

上，所以這個項目運作的很

好。」她還表示實際收集的堆

肥比預期多了 30%。

卡城居民逐漸掌握了正確

的垃圾分類處理方法。她說，

「污染物比率相當低，在 2%
到 5% 之間」。

漢密爾頓還表示，用於收

集堆肥和狗糞的塑料袋是污染

的主要來源。此外，人們仍將

未拆塑料包裝的食物丟棄到綠

色推車中。能放入堆肥的塑料

袋必須是印有可堆肥認證標記

的，非降解塑料袋不能放入綠

色推車。

以下是一些可能分類錯誤

的物品：

• 雞蛋紙板包裝盒：可進

入堆肥，但回收會更有價值。

• 紙板披薩盒：乾淨的可

回收；如果沾染了乳酪或餡

料，可以倒入堆肥。

• 水果粘性標籤：這些都

是垃圾。

• 咖啡杯：杯子是可回收

的，不可堆肥。蓋子是垃圾。

• 茶包：包括標籤和釘在

內全部可堆肥。

• 草枝、雜草、頭髮和貓

毛：這些都可以進入堆肥。

• 烘乾機毛屑、尿布和包

肉紙：把它們放在垃圾裡。

產生的堆肥可供居民在春

季免費領取。

卡城的幾家公司還為市政

未處理的物品提供堆肥或回收

服務，包括尿布和泡沫塑料。

市民還可以在市政網站上

查看完整的物品分類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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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城堆肥一億公斤

卑詩省森林野火向卡城投下重磅「煙霧彈」

上門水質測試騙局
【看中國訊】市政府官員表

示，他們已收到十多份來自 311
和 Enmax 關於挨家挨護水質測

試的欺詐投訴報告。該報告說一

些人敲門聲稱是某家庭服務公司

或政府部門僱員，幫助住護建立

家庭水處理系統，需要進行水質

測試，並建議購買他們公司認可

的一些產品。

卡城飲用水部門負責人

Natasha Kinloch 說。 「這是一

個騙局。它沒有得到市政府的許

可。」

 Kinloch 解釋說，如果政府

僱員出於某種原因需要上門測試

水質，通常他們會提前打電話預

約；並且政府僱員的車上印有

「City of Calgary」字樣，易於

識別；所有工作人員都佩戴有照

片的政府僱員工卡。

她提醒大家說：政府不會挨

家挨戶地要求測試居民的用水，

因為他們有一個確保我們的飲用

水質量達到或優於所有聯邦和省

級健康指南的監控團隊，卡城的

水可以安全飲用。如遇到上述情

況，別開門讓他們進入，可以報

警或立即致電 403-266-1234。

【看 中 國 訊】計 算 機 科

學 家 羅 爾 夫 · 坎 貝 爾（Rolf 
Campbell），用他開發的軟件提

取了加拿大環境部的數據，創建

天氣統計數據 ，雖然該數據與

加拿大環境部的數據不完全一

致，但加拿大環境部表示這些數

據已與官方數據非常接近。

坎貝爾周一（8 月 20 日）

表示，加拿大環境部自 1953 年

開始追蹤最高煙霧年份歷史記錄

以來，2018 年算是卡城第二個

最強煙霧年。

截止周一上午 10 點，卑詩

省數百起森林大火引發的煙霧，

已籠罩卡城 313 個小時。這次

煙霧持續時間相當長。這是卑詩

省有火災記錄以來第四個最糟糕

的年份。

坎貝爾表示，卡城 2017 年

有 321 小時的煙霧天氣，這是

有記錄以來煙霧最嚴重的壹年。

民調

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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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診治
來自廿九年的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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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週七天：上午11點∼下午6點（接受針灸按摩公司保險、WCB ）

主
治

中醫 ‧ 中藥 ‧ 針灸 ‧ 按摩 ‧ 拔罐和耳針

‧ 神經系統疾病（抑鬱焦慮，疼痛麻木，中風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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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工作時，提了副高後，即使限號，每天必須看病人至少60個。在中醫
實踐中，會有類似熟能生巧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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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最新軍方講話藏肅殺
形勢生變    北戴河後軍方會議上習敲打黨內對立勢力

強調「槍桿子」

央視報導顯示，習近平在會

中強調，要引導全軍「堅決維護

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堅

決聽從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指揮」；

要鑄牢部隊「對黨絕對忠誠」的

思想根基。

台媒中央社報導認為，在北

戴河會議後，習近平在出席中共

中央軍委會議之際再次出現在新

聞聯播，似有突顯軍權在握的意

味。

習近平上一次現身新聞聯播

是在 7月 31日主持中共政治局

會議，針對美中貿易戰可能的影

響，提出「六穩」目標，給予外

界其仍掌握黨內大權的訊號之

外，也泄露了形勢不穩的情形。

在 7月 31日的中共政治局

會議後，秘密進行的中共北戴河

會議（休假）持續一週。 8月上

旬北戴河會議結束之際，《人民

日報》旗下新媒體「人民日報中央

廚房」一篇文章援引參加休假者

指出，「對比以往，本次休假氛圍

有些不同」，「有些嚴肅緊張，

畢竟面臨的形勢緊迫」。

8月13日，中共人大網披露

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

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 8月10
日在全國人大會議中心北戴河管

理部視察的消息，同時也視察了

保密部門。中共高層視察北戴河

管理部極為罕見，並且消息涉及

機要保密工作。這或與早前北戴

河黨內分裂、防範加強的消息相

呼應。

再要忠誠顯不安

央視報導沒有配送這次習近

平講話的原音，畫面顯示習近平

講話時談笑風生，但習近平對軍

隊一再提忠誠，總有讓人感到有

些意味深長和不安感。

澳洲國立大學中國問題專家

倪凌超對英國《衛報》表示，習一

直強調軍隊忠誠，這意味他可能

在軍隊中遇到某些反對，沒有安

全感，因此要保持特別警覺。

中共軍隊過去一直掌控在習

近平的對立派系——江派手中。

江澤民掌控軍權近 20 年，在他

的縱容和保護下，軍隊貪污腐敗

橫行。為了長期控制軍權，晉升

將軍成為江澤民拉攏軍頭的一種

手段。其親信郭伯雄、徐才厚在

軍中賣官鬻爵，提拔了大批高級

軍官以及一批師團級軍官。

習近平上臺五年間，反腐打

虎動作不斷，引發政敵反撲，政

變、暗殺亦伴隨其中。

2017 年 10 月 26 日北京召

開十九大後首次軍方會議時，習

對軍隊提出六個「必須」，其中

「忠誠、聽指揮」被放到首位。

破例不封上將

習近平最新講話還有一個重

要背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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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晉升上將反映習近平和

軍方正處於角力中。

「習近平最近的連串動作就

是給『軍頭』壓力，如果不聽話，

他現在作為軍委主席，有能力調

動軍方省一級高層，但軍方也在

觀察習近平在黨內的凝聚力，尤

其最近經濟不斷出現困難，這些

都在『軍頭』的觀察範圍內。」

時事評論員陳破空分析說，

習近平今年不為軍中人加官進爵

的原因可能有：習近平於 7月 3
日首提「定於一尊」後，雖然其

左右手栗戰書、丁薛祥、趙克志

等人跟進，但軍中一直沒有出現

「表忠潮」，引起習近平的警覺。

值得注意的是，軍方 6月剛

完成全軍紀委書記的第二期培

訓。

相較第一期培訓的 10 位紀

委書記，這期有來自全軍副戰區

級以上單位的紀委官員，共 47
人參加。

外界認為，此次培訓軍方宣

稱將推動反腐「向縱深發展」，

以及參加培訓人數擴增，預示軍

隊將會再有更多大老虎落馬。

【看中國記者李文隆

綜合報導】北戴河會議後，

習近平8月17日至19日出席
了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

軍委黨建會議。19日央視新
聞聯播頭條報導了這一消

息。此前，習在央視畫面「消

失」長達19天。習這次高調
露面發聲，當中釋放的似乎

滿是不安和憂慮。

習近平一直憂慮軍隊忠誠問題。（Getty Images）

遼寧政府裁員計畫  曝光官民比例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

導】近期遼寧省宣布了一系列政

府下轄事業單位的裁減計畫，曝

光的數字意外證實了中國官滿為

患的真相。

真實官民比意外曝光

今年 6 月 11 日，《遼寧日

報》稱遼寧省直機構 659 家公

益性事業單位，已整合為 65 家

大型事業單位，精簡比例達到

90%。 8 月底之前省市縣鄉四

級政府下轄的事業單位要完成

90% 以上的精簡。還特地將 1：
39 的官民比定為目標。

文章還透露，遼寧有事業單

位 35,000 餘家、事業編製超編

110 萬名。而且，2017 年年底，

遼寧省人大通過草案，超編人員

不得辦社保發工資。

署名柴宗盛的大陸作者近日

在微信公眾號發文，分析了遼寧

這一改革曝光的真實官民比。

文章認為，要裁掉上述超

編的 110 萬，官民供養比才能

達 到 1：39。 而 據 2016 年 的

數據顯示，遼寧省有人口 4378
萬，按照 1：39 的供養比，改

革後遼寧有 112 萬吃官飯的。

那改革之前吃官飯的，就是

112+110=222 萬，用 4379 除

以 222就等於改革前的供養比，

答案是 1：19.7。
文章盤點說，官民比曾經有

廣為流傳的幾個版本，其中，

2005 年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

參事任玉嶺透露，中國公務機關

人員官民比例 1：26。同年，中

共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

撰文表示，官民比 1：18。
2014 年，國家行政學院、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胡穎和廉

葉嵐在《瞭望新聞週刊》撰文指

出，同期，官民比在英國為 1：
118，印度為 1：109.5，俄羅斯

為 1：84.1，新加坡為 1：71.4。
柴宗盛文章指出，即便遼寧

裁掉百萬冗員，這之後的 1：39
也屬國際高比例。

據悉，目前除了遼寧，各地

都在搞所謂的機構改革、精簡人

員。 6 月 22 日，《黑龍江日報》

稱按照省委部署要求，事業單位

機構總數、內部機構總數原則上

至少精簡 20%，事業編製總數

原則上至少精簡 15%。省委辦

公廳所屬事業單位由 7 個減少

至 3 個，省政府辦公廳所屬事

業單位由 12 個減少至 7 個，其

中 4 個單位還將繼續推進轉企

改制。與此同時，哈爾濱市也完

成了精簡 20% 的目標。

「萬稅之國」官滿為患

事實上，中國政權是「萬稅

之國」，民眾承擔著舉世無雙的

巨量官員。而且，官員黨政雙

線，兩套人馬，納稅人供養的還

不止在職及退休行政官員，還有

本來應由中共自己養活的黨委這

一系列的官員。

《看中國》年初發表的〈【共

產黨真相】捅破中共存活百年天

大的秘密〉一文曾援引數據說

明：

中國每百萬美元 GDP 要養

10.8 官員，而美國是 1.56 人，

日本 0.95 人，德國 1.33 人，英

國 2.8 人。中國的數字是日本

10 的倍，美國的 7 倍，德國的

8 倍，英國的 4 倍。

中共政府有著龐大數量的政府公務人員，官員數量以及政府行政費用

占經濟總量的比例，都遠遠超出其他國家。（Getty Images）

王岐山變王受文 中美談判規格洩玄機【看中國訊】8 月 22 日，中

共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率團訪

美，與美國財政部副部長馬爾

帕斯牽頭的團隊，開啟中美第 4
輪貿易談判。

今年 5 月港媒曾多次引述

內部消息稱，國家副主席王岐山

在 6、7 月間將出訪美國，主導

貿易談判。王岐山 5 月會見美

國商業人士時，公開否認自己是

「打理中、美關係的負責人」。

港媒《蘋果日報》潘小濤的

文章表示，這不是明擺撇清自己

跟中、美貿易戰的關係嗎？

台灣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顧

問曾復生對自由亞洲電臺表示，

中、美貿易戰已經升高到政治性

議題，雙方領導人和高級別政治

人物，都面臨政治壓力和風險。

所以在沒有十分把握之前，都盡

量不出手，這樣可以保護自己。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梁雲祥則認為，雙方代表團的級

別都不高，可能只是做個姿態，

向外界表明願意談判，有可能達

成協議，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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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美國對中國第 2 波關稅

制裁清單將於 23 日生效，對於美中貿易

摩擦愈演愈烈，台灣行政院長賴清德表

示，目前對台灣的影響有限，盼美中貿易

戰火未來不要波及到台灣，「希望他們瞄

準一點」。

美中貿易爭端持續延燒，台灣身為小

型開放經濟體，又以出口為導向，若貿易

戰的戰場擴大，免不了會受到衝擊。

賴清德接受中央社專訪時表示，政府

非常重視美中貿易衝突對台灣的影響，所

以總統蔡英文親自主持對外經貿戰略會

議，經濟部則成立美中貿易衝突因應小

組，若有重要議題，也會納入他親自主持

的加速投資台灣專案會議來討論，透過上

述機制，政府可視外在局勢及時調整應變

戰略。

賴清德也說，經濟部已盤點過第 1、
2 波清單項目對台灣的影響，研判現階段

對台灣尚未造成直接衝擊；但他坦言，如

果範圍持續擴大，本來 500 億美元、再

一波 2000 億美元，後續若又再往上加，

商品規模累計變成 4500 億美元，屆時全

球都會受影響，台灣自然也不能倖免。

此外，彭博社報導，部分台商為了閃

避貿易戰，已經打算將生產線撤出中國；

賴清德對此表示，不論是協助回台投資、

移轉生產基地、分散出口市場、或是加強

進出口管理，政府都會主動出面解決台商

的困難。

賴清德說明，政府已合併民間招商中

心、經濟部投資處、投審會的能量，成立

了「投資台灣事務所」，協助台商解決各

種面臨的問題；若台商決定前往東南亞等

海外國家拓點，政府也會透過外館、經濟

部的資源，幫助台商在海外群聚。

政府除了持續追蹤美中貿易摩擦的進

度、協助台商解決問題，也努力爭取加入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
賴清德表示，已經花了很多功夫在

CPTPP 上，希望可以藉此機會，讓台灣

布局全球，進而帶動經濟發展。

【看中國記者

鐘靈綜合報導】香

港出現登革熱疫

情，爆發至今約 1
週，有 16 宗感染個案，達 2 年新高。疫

情有擴散跡象，感染源頭至少多於 2 個。

香港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 19 日公布

登革熱感染個案再增加了 1 宗，成為 6
日以來第 16 宗，患者居住在長洲，並無

到過日前爆發疫情的獅子山公園。此外，

中心指出新患者感染的登革熱屬於血清三

型，與之前 15 名患者不同，因此感染源

頭肯定多於 1 個，而長洲亦很大可能有

不止 1 個感染源頭。

登革熱是由登革熱病毒引起的急性傳

染病，基本上由白紋伊蚊傳播（俗稱花

腳蚊，有明顯黑白相間的表徵），感染後

會出現發燒、頭痛、後眼窩疼痛及肌肉痛

嘔心、嘔吐、淋巴結腫脹以及出疹等病

徵，潛伏期約為 3-14 天，患者一般能夠

自行痊癒，死亡率不足 1%。

不過，由於香港並沒有預防登革熱的

疫苗供市民注射，因此衛生署衛生防護中

心呼籲市民做好防蚊措施，並且清除積

水、防止蚊子滋生。

【看中國記者明思綜合報導】中華民

國外交部 21 日宣布與中美洲邦交國薩爾

瓦多斷交後，持續引發國際強烈關注。美

國在台協會（AIT）當日表示，中國片面

改變現狀的作為無助區域穩定，呼籲中國

節制，不要恫嚇台灣、做出將危害台灣的

行為。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 8 月 21 日中午

也針對斷交事件發表重要談話，她強調，

中國的要求與所作所為，已超越各主要政

黨的底線，台灣應團結一致，守住底線。

蔡英文：薩爾瓦多斷交 
是中國的文攻武嚇手段

據台灣中央社報導，外交部長吳釗燮

21 日上午宣布，中華民國與中美洲邦交

國薩爾瓦多斷交，停止雙邊合作並撤離大

使館、技術團。

而薩爾瓦多外交部長卡斯塔尼達

（Carlos Castaneda）當日上午也在北京

與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簽署建交聯

合公報。

21 日中午，蔡英文針對與薩爾瓦多

斷交一事發表重要講話，她指出，斷交不

是單一事件，而是中國一連串文攻武嚇的

手段，包括軍機繞台、要求國際航空公司

改名，以及取消台中市東亞青運舉辦資

格，還有最近的 85 度 C 事件，「中國的

打壓從來沒有改變過，而且無孔不入。」

蔡英文強調，現在的中國不只是兩岸

和平的威脅，更干涉各國內部事務、破壞

國際市場秩序，造成全球局勢高度不穩。

「我要再一次提醒國際社會，這不只是台

灣的事，情勢迫切，已經不容許有任何一

點姑息。」

她說，「以中華民國（台灣）之名的

外交關係被破壞，就是挑戰我們共同的底

線，壓迫我們的邦交國，以跟中華民國

（台灣）斷交為建交的前提，就是對我國

主權的侵犯。」

蔡英文呼籲，身為國際社會的一份

子，台灣有權利立足世界、走向世界，

「越是打壓，越要團結，越是打壓，越要

走出去」。期盼邦交國珍惜和中華民國

（台灣）長久的友誼，以及對友邦發展的

貢獻。

美AIT發言人： 
美國將持續支持台灣

據瞭解，薩爾瓦多是今年第 3 個與

台灣斷交、並和中國大陸建交的國家，目

前中華民國台灣還剩下 17 個邦交國。

針 對 此 事， 美 國 參 議 員 魯 比

歐（Marco Rubio） 與 賈 德 納（Cory 
Gardner）當日共同發聲明表示，將提出

一項修正案，限制美國對薩國的資助，

「美國將運用各種方式支持台灣在國際的

地位」。

美國在台協會（AIT）發言人孟雨荷

（Amanda Mansour）則向台媒表明，已

注意到台灣與薩國斷交的消息，中國片面

改變現狀的做法，是破壞已維持和平、穩

定發展的兩岸架構。

孟雨荷強調，「台灣是是可信賴的夥

伴，也是世界一股良善的力量，美國將會

持續支持台灣。」

「一帶一路」 
恐使貧窮小國落入陷阱

此外，《紐約時報》針對此事分析稱，

中國利用金錢挖走中華民國台灣的友邦，

同時利用龐大市場的吸引力，逼迫國際航

空公司和其他企業在官網將台灣列為中國

一部分。

如今，北京政府更透過「一帶一路」

和中南美國家建立關係，但這項基礎建設

計畫恐使貧窮小國陷入債務陷阱，也愈來

愈受各方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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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如同過去一樣，頻頻有

颱風生成，但颱風經常光顧的台灣，

今年幸運地躲過至少 10 個颱風。氣

象專家吳德榮表示，雖然今年太平洋

有高達 10 個颱風生成，但台灣都幸

運地躲過颱風的正面侵襲，原因在於

台灣今年季風低壓垂直風切常偏大，

並且形成「季風低壓環流」導引，路

徑與往常有所不同，大多呈現逆時針

迴轉，因此轉向吹襲日本及中國大陸

江蘇省、浙江省一帶，「台灣完全躲

過這 10 個颱風的侵襲」。

台灣今年躲過至少10颱風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早前過境美

國洛杉磯時，拜訪當地台企咖啡店

「85 度 C」，結果咖啡店被中國大陸

官媒點名批評，打上「台獨」標籤、

遭到陸民揚言抵制。「85 度 C」其後

發聲明道歉，並稱公司「支持『九二

共識』的立場從未改變」，然而其所

屬的「開曼美食達人股份有限公司

Gourmet Master Co.Ltd.」16 日 股

價暴跌 7.5%，市值一度蒸發 1.2 億

美元。台灣行政院長賴清德斥責，蔡

英文到美國看到台灣企業在當地獲得

成功，進去鼓勵一下，是人之常情，

中國大陸的動作竟然這麼大，「像

個盲劍客一樣」。而中國大陸官媒

更高調報導泉州市當局「突擊檢查」

「85 度 C」分店，並指「85 度 C 門市

頻頻曝出食品安全隱患」。

「85度C」接待蔡英文被抵制

中國政府將於 9 月起，正式推

出「港澳台居民居住證」，居住證

將採用 18 碼，與中國大陸身分證相

同，用於在陸「證明身分」，並稱可

在中國大陸享受就業、社保、繳存提

取和使用住房公積金等三項權利，以

及多項基本公共服務。對此台灣陸委

會提醒，中方近年加強全民監控技

術，建置「天網」工程，並與「社會

信用體系」結合，進行全面監控，加

上居住證採用與身分證相同技術標準

製作，對有意赴中國大陸就業或就學

的港澳台民眾可能產生一定風險，須

多加留意。

大陸推出「港澳台居民居住證」

美國新聞網站「Vox」近日以「邊

境」為主題，其中一段 15 日晚間發

布的短片，介紹了香港的迷你居住環

境和房屋問題。報導指出，香港僅有

不到 4% 土地劃作市區居住用地，這

個比例出奇的低，導致土地拍賣中，

開發商為了競地推出天價，加上「富

裕的」中資湧入競地，使得樓價越來

越高。報導亦引述專家指出，香港政

府奉行低稅率、高地價政策，令香

港成為世界上最吸引生意和投資的

地方，「香港政府每年出售地皮的收

入，就占了政府總收入的 3 成以上，

換言之，香港政府沒有太多誘因以低

價釋放更多土地」。

美媒：港府規劃不當

港澳台簡訊

台灣與薩爾瓦多斷交 
中國挑戰「中華民國台灣」底線？

（圖片來源：

中央社）

台外交部長吳釗燮宣布中華民國與薩爾瓦多斷

交。（圖片來源：中央社））

美中貿易戰延燒 
賴清德： 

希望瞄準一點

香港現登革熱 
疫情有擴散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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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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圣诞亲子古巴自由行大促销！

你
【特別推薦】

更多超值行程掃一掃

【圣诞亲子自由行】圣诞古巴 8天 7晚全包假期仅 1598 起！

                圣诞墨西哥 8天 7晚全包假期仅 1698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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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诞墨西哥 8天 7晚全包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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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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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秋季热卖机票系列（含税）

中國網民超8億 
98%用手機上網

【看中國訊】中國互聯網絡

信息中心日前在北京公布第 42
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

計報告」指出，至 2018 年 6 月

底，中國網民規模超過 8 億人，

手機網民達 7.88 億人，也就是

超過 98% 的中國網民用手機上

網。截至 2018 年 6 月，中國非

網民規模為 5.88 億人。

【看中國訊】8 月 18 日晚

間，第 18 屆亞運會在雅加達朋

卡諾體育場舉行了隆重的開幕

式。開幕式表演請來了眾多印

尼樂壇重量級歌手，現場還有

5000 名舞蹈演員配合印尼知名

音樂家的伴奏進行歌舞表演，舞

臺設計則由來自萬隆和雅加達的

藝術家手作完成，場中巨型舞臺

以高山為背景，配合印尼獨特植

物、花卉，為亞運會正式揭開序

幕。

【看 中 國 訊】8 月 中 旬，

美國佛蒙特州舉行了州長大選

民主黨黨內初選。在四名候

選人中，年僅 14 歲的桑博恩

（EthanSonneborn）是迄今最年

輕的州長競選者。他已經是第二

次參加州長競選了。

去年，13 歲的桑博恩首次

參選。佛蒙特州沒有規定州長這

一公職的競選最低年齡。只要是

在佛蒙特州居住滿 4 年的美國

公民就能成為州長候選人。桑博

恩的家人表示，桑博恩從小就對

政治抱有熱情。

他 6 歲時就環保問題向時

任州長提出了建議，並在該州實

施；小學 6 年級時又讓學校改

變了一項規定。儘管忙於競選之

事，這個 14 歲的男孩還是和其

他同齡人一樣，愛跑步、打籃球

和釣魚。

印尼主辦亞運 
開幕式精彩紛呈

美國14歲男孩 
第二次競選州長

（公有領域）

雅加達朋卡諾體育場主場館

（Yoshiharu10/WIKI/CC BY-SA）

【看中國訊】加拿大移民部

長艾哈邁德．胡森週一宣布改變

父母和祖父母團聚移民申請抽籤

制，恢復之前曾實行過的按收到

申請表的先後順序，先到先審理

的流程。

政府還將在 2019 年接受更

多的父母和祖父母團聚移民。今

年接受的這類移民申請上限是 1
萬7千份，明年將增加到2萬份。

渥太華政府去年推出父母團

聚移民後引起廣泛的批評，因為

很多申請人認為這是不公平的。

2017 年，有 9 萬 5 千多人參加

了隨機抽籤，當時僅有 1 萬個名

額。 4 月份抽籤結果出爐時，中

籤率為 10%。卡爾加里陳女士

（Lynn Chan）2017 年為了爭取

父母移民嘗試了隨機抽籤，但幾

乎毫無懸念，她接到了移民部的

通知，她的申請未被抽中。「這

真是太可笑了，如果每年都不能

被抽中，那麼你沒有第二條路

可以走，只能認命了。」陳女士

說。到了 2018 年，陳女士已經

不願意去碰運氣了。

有分析人士認為，渥太華

政府之所以在這個時候恢復過去

的「先來後到」排隊方式，是為

了在明年爭取更多選民的支持。

不過，加拿大的父母、祖父母移

民多年來一直因為申請積壓數量

大，處理時間長被民眾批評。家

庭團聚移民的申請積壓數量在

2011 年高峰期曾達到 16 萬 7 千

份，近年來大幅下降。截至今年

6 月份積壓申請數量只剩下 2 萬

5 千 8 百份。

從 2019 年開始，申請人將

通過在線填寫表格來表明他們願

意贊助父母或祖父母團聚移民。

不再從該列表中隨機抽中申請表

進行審理，而是根據收到申請表

格的順序而排隊，直到達到 2 萬

上限為止。「這是一個更公平的

系統，將使所有感興趣的人受

益，」胡森說，「當然，一旦我

們收到的申請表達到上限時，我

們就會來看看誰有資格取得團聚

移民，因為他們也需要符合某些

要求。」

移民部表示，2018 年的團

聚申請還將是抽籤制，到 2019
年所有 2018 年的剩餘申請，將

按照先到先得的程序處理，也就

是說在處理排名上有優先權。

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都可

申請父母和祖父母定居加拿大，

要求是家庭收入接近 4 萬元，目

前的處理程序在一年左右。

台灣大廠加快撤離大陸

《日經》指出，1990 年代，

不少台灣製造企業因大陸的低成

本投資環境而選擇投資大陸，然

而近年大陸生產成本提升、加上

投資環境變得不明朗，事實上，

在美國總統川普上任前，不少台

資都已經準備從大陸撤離，以及

減少對大陸生產線的依賴。而近

年東南亞地區經濟開始起飛，龐

大的市場潛能，以及可以不受

「北京－華盛頓關係」影響的投

資環境，進一步吸引台企前往當

地設廠。報導稱，川普政府對中

國大陸實施的關稅政策，進一步

促使科技及電子大廠撤離大陸。

台達電是蘋果、索尼、惠

普等國際電子大牌的主要供應

商。今年 7 月 31 日，台達電宣

布以 21.4 億美元收購泰國上市

關係企業泰達電子，未來將把

生產線分散到泰國、印度及斯

洛伐克。

蘋果手機的主要代工廠、華

碩旗下的和碩，最近亦公布了在

中國大陸減產的計畫。和碩聯合

科技董事長童子賢今年初也表

明，將在印度設廠以把握當地經

濟崛起的良機。而集團的主要競

爭對手鴻海富士康，於 2014 年

進入印度市場。此外，世界第一

的鞋製造商寶成工業，也持續減

少對中國大陸生產線的依賴，向

東南亞國家進發，將在大陸生

產比例從 2014 年的 29%，去

年減少至 17%，今年已經減至

15%，並將生產基地轉移到越

南。

《日經》說，大型台資科技

公司，如：鴻海富士康及電腦製

造大廠研華科技，採取了更為大

膽的策略——在美國投資並設置

生產線。鴻海富士康在威州的

100 億美元面板廠投資案，今年

6 月正式開動；而在 7 月，鴻海

董事郭台銘也在硅谷宣布將在加

州設立研究分部，未來將著力提

高生產效能及人工智能技術研

發。客戶包括谷歌、臉書等科技

龍頭的伺服器生產商廣達電腦，

早前亦宣布將在未來 3 年提高

在美生產額 3 倍。

據研華科技總經理何春盛指

出，目前有 2 個主要促使台資

撤離中國大陸的原因：「川普的

『美國優先』政策，同時大陸逐

漸失去作為生產基地的優勢。」

事實上，自從川普提出「美國優

先」政策，重振美國國內工業

後，台灣企業也受益不少。台

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15
日在 2018 年台北國際塑橡膠工

業展及台北國際制鞋機械展指

出，中、美貿易衝突發生後，美

國對大陸機械加徵進口關稅至

30%，拉近了台灣機械與大陸

的價格差別，促使美國客戶轉單

台灣。

【看中國記者鍾靈綜

合報導】《日經》、彭博等報

導稱，台灣不少龍頭大廠，

包括：鴻海、台達、和碩等大

型電子代工廠，以至寶成等

紡織品龍頭現在正準備將

生產基地移出中國大陸，尋

找新的投資地區。

【看中國訊】去年被停課的

貴州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楊紹政

8 月 15 日遭校方開除。外界認

為，楊紹政受到校方嚴厲處分與

他曾撰文批評中國大陸「公款養

黨」有關。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去年

11 月遭停課處分的楊紹政，面

臨與任教多年的貴州大學告別。

貴州大學校長辦公室日前發出文

件，批評楊紹政經常在課堂上講

與課程無關內容，長期在網絡上

發表和傳播「政治性錯誤」言論。

楊紹政表示，在收到校方的

開除決定後感到非常驚訝。他認

為自己沒有違反任何校規，希望

校方可以推翻開除他的決定。楊

紹政指出，自去年 11 月開始被

學校停職，至今年 5 月被校方

轉調至收集資料的工作，個人出

於不滿這樣的安排，又多次投訴

未果，最後校方卻指責他曠工，

直至 8 月 15 日收到了貴州大學

的開除通知。

明年才剛剛 50 歲的楊紹政

表示，遭貴州大學開除，意味自

己的大學教學生涯很有可能畫上

句號。他說：「開除的話意味著

今後我要到其他高校就不可能

了，也就是說他通過開除的方式

剝奪我吃飯的權利。」對於楊紹

政被開除的真正原因，外界眾說

紛紜。最新說法是，惹禍的是楊

紹政一篇批評中國大陸全民公款

養黨的文章。

楊紹政在文中批評當局利用

稅款和國資收益，供養政黨專職

黨務人員和一些非政黨社團工作

人員，給社會帶來約每年 20 萬

億的耗損。文章又指，如果情況

不改變，社會終究會崩潰。

楊紹政說：作為一個學者我

有權利去研究它。你們耗費了我

們的財富，這是全民的公款，我

們為甚麼不能研究估算呢？這是

正當的。他表示，會在 30 日內

向學校申請覆核，也不排除向省

教育部門提出申訴。

大陸獨立經濟學者鞏勝利

說，像中國這樣黨政都靠國家財

政來養的國家，全世界大概只有

3 個半，就是中國、朝鮮、古

巴，再加上半個越南。

貴州教授課堂敢言 遭開除

中國大學課堂(Getty Images)

鴻海集團富士康深圳招募中心 (Getty Images)

加團聚移民 明年取消抽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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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中國的高房價讓民眾望樓興嘆，

租賃市場由此快速發展。不過，

近期一些城市房租大幅度上漲，

被廣泛關注。

中國大型房地產中介「我愛

我家」近日內部起紛爭，前「我

愛我家」副總裁、集團研究院院

長胡景暉 8 月 19 日召開媒體溝

通會。他自述，被迫離職的一大

罪狀是其說了長租公寓爆倉一定

比 P2P 爆雷更厲害。

8 月 17 日，胡景暉在電話

會議中對媒體表示，除了供給、

需求、季節的因素外，資本大幅

度進入長租公寓，也是推高價格

的主要原因之一。

當天，胡景暉還表示，現在

上海已經有長租公寓機構在資金

上出現了問題，他大膽預言，如

果市場上各大機構仍然像現在這

樣不理性地發展下去，今、明兩

年將會成為大批長租公寓倒閉之

年。一旦大規模的長租公寓資金

鏈出現斷裂，將會出現業主驅趕

承租人的情況，幾百萬、上千萬

人將無家可歸，後果比 P2P 爆

雷更為嚴重。

當下，因為高房價民眾買不

起房，租房住正成為越來越多中

國人的選擇。各個群體對租賃需

求各不相同。高收入群體，雖具

備買房實力，由於換工作，或是

子女上學，都需要就近租房；中

等收入群體，以應屆畢業生、自

由職業者、外來務工人員等新市

民人群為主，是租賃市場的主要

需求群體，基數和增量最大；有

住房困難的低收入群體，亟需最

基本的住房保障。

這三類群體，有一個共同的

訴求，就是租期穩定、租金合

理。

分析人士指出，房價是經濟

問題，房租是社會問題。房價上

漲影響經濟穩定，而房租上漲在

悄無聲息間，損害著人們的生活

品質、消費意願，給一個城市的

競爭力埋下了隱患，房租上漲比

房價更可怕。

風險不斷 
金融法院成立

上海金融法院作為中國首家

金融法院於 8 月 20 日正式掛牌

成立，其受理案件範圍較廣，根

據官方公布的《關於上海金融法

院案件管轄的規定》，上海金融

法院受理的金融民商事案件範圍

包括：證券、期貨交易、信託、

保險、票據、信用證、金融借款

合同、銀行卡、融資租賃合同、

委託理財合同、典當糾紛等；獨

立保函、保理、私募基金、非銀

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網絡借

貸、互聯網股權眾籌等新型金融

民商事糾紛；以金融機構為債務

人的破產糾紛；金融民商事糾紛

的仲裁司法審查案件；申請承認

和執行外國法院金融民商事糾紛

的判決、裁定案件。

綜合中國國內媒體 8 月 21
日報導，對於證券市場因虛假陳

述引發的民事賠償案件，上海漢

聯律師事務所律師宋一欣表示，

案件有三年的訴訟時效，目前而

言，一些投資人的案件已經過了

訴訟時效，有的還在訴訟時效

內，「新的案件全部移至上海金

融法院受理。」

未來或爆發金融難民潮

另有分析認為，中國未來一

段時間會爆發信用難民、金融難

民潮。

很大部分小微企業主會是金

融難民。在過去幾年金融信貸政

策不平衡，導致了很大一部分小

微企業主處於融資難、融資貴的

處境，他們不得不參與民間借貸

或各種方式來辦理信用卡來解決

資金問題。高租金、高人工成

本、高資金成本等因素導致小微

企業低利潤，小微企業倒閉潮已

經是常態。

此外，各種投資品「爆雷」

消滅了很大一部分中產階級，股

災、各種 P2P 網貸投資、各種

資金盤、各種數字貨幣、各種區

塊鏈等等，讓人深受其害。很多

中國人的投資一旦出問題，最後

淪為金融難民。

中國成立首家金融法院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

綜合報導】8月20日，中國首
家金融法院在上海掛牌成

立，專門受理金融民商事案

件。分析指這突顯中國近期

金融難民猛增，未來或將有

更大金融難民潮來襲。

P2P網貸爆雷，中國民眾維權遇阻。（GREG BAKER/AFP/Getty Images）

長租公寓爆倉 
比P2P爆雷更危險

（攝影/ 黎天藝）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

導】日前，中國首家金融法院在

上海掛牌成立，似乎給 P2P 網

貸受害者們帶來一絲希望，但金

融法院新任院長對媒體的一番話

讓人心涼半截。查詢中共政府公

布的法律和國務院令可以看到，

P2P 網貸受害者們將血本無歸。

上海市高級法院 8 月 21 日

召開新聞發布會，新任上海金融

法院院長趙紅表示，因 P2P 網

絡借貸引發的刑事案件，不屬於

上海金融法院管轄範圍。上海市

高級法院強調：以網路借貸平臺

為被告的金融民商事案件，不包

括網絡借貸的民事案件和因平臺

違法活動所引發的刑事案件。符

合上述條件的網絡借貸案件，只

有在訴訟標的額高於 5,000 萬元

人民幣的情況下，才由上海金融

法院作為一審法院受理。

《看中國》記者經過仔細查

詢中共政府發布的法律和國務院

令，發現 P2P 網貸受害者權益

無保障，基本上可以確定將血本

無歸。

上海金融法院所說的刑事案

件適應用的法律為《刑法》，其

中涉及到的法律條款是：

第一百七十六條【非法吸收

公眾存款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

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擾亂金

融秩序。

第一百九十二條【集資詐騙

罪】以非法佔有為目的，使用詐

騙方法非法集資。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定義是，

未經中國央行批准，向社會不特

定對象吸收資金，以或者不以吸

收公眾存款的名義，出具憑證，

承諾在一定期限內還本付息，擾

亂金融秩序的行為。

目前被立案的絕大部分都是

以這個名義立案的，比如『錢爸

爸』、『多多理財』、『聯璧金

融』、『唐小僧』、『零錢罐』、

『普資金融』、『資邦控股』、

『合時代』、『發財豬』等。

如果 P2P 網貸平臺從投資

者那裡拿到的錢，並沒有進入到

借款人那裡，而是存在自融行

為，把錢用在其他的地方，比如

用於關聯公司的經營、投資房地

產或股市等，並且用其中的盈利

或後續投資者的資金來給其他投

資者兌付本息，這種行為就屬於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

集資詐騙的定義是，以非法

佔有為目的，使用詐騙方法非法

集資的行為，達到騙取集資款的

目的。

具體表現為：卷款跑路；揮

霍集資款，致使集資款無法返還

的；使用集資款進行犯罪活動，

致使集資款無法返還的；具有其

它欺詐行為，拒不返還集資款，

或者致使集資款無法返還的。

2015 年 12 月爆發的 e 租

寶事件，其 95% 的項目都是假

的，高管團隊都是被包裝出來

的，從投資者那裡瘋狂吸收來的

資金被大肆揮霍，這就是典型的

集資詐騙。

警方多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

立案，但是《刑法》所保護的是

所謂的金融秩序，投資人、借款

人並不是《刑法》所保護的對象。

因為根據中共政府公布的國

務院令（第 247 號）《非法金融

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

法》：

第十八條，因參與非法金融

業務活動受到的損失，由參與者

自行承擔。

第十九條，非法金融業務活

動所形成的債務和風險，不得轉

嫁給未參與非法金融業務活動的

國有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以及其

他任何單位。

第二十條，債權債務清理清

退後，有剩餘非法財物的，予以

沒收，就地上繳中央金庫。

《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

業務活動取締辦法》在 2011 年

8 月做過修訂，不過仍然維持上

述由參與者自行承擔損失的決

定。

其中關鍵點在於：在警方偵

辦、法院受理非法吸收公眾存

款、集資詐騙案件的過程中，地

方政府只負責組織協調工作，而

不能採取財政撥款的方式彌補非

法集資造成的損失。參與者的利

益不受法律保護，經法院執行、

集資者（P2P 網貸平臺）仍不

能清退集資款的，應由參與人自

行承擔損失，而不能要求有關部

門代償。

刑法與國務院令確證 
P2P網貸受害者血本無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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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印太戰略

作者：何清漣

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在亞

太（印太）地區的戰略構想都

需要第三方力量做為依托。中國

的多數分析就錯在一點：印太戰

略 VS 一帶一路的重點不在於雙

方撒錢的多少，而在於多國的

「第三方參與」，中美兩國比拚

的其實是第三方的政治信任。

早在奧巴馬政府開啟「亞太

再平衡」戰略之前，美國學界與

智庫就開始引入「印太」概念。

美國官方對「印太」概念也表現

出較濃的興趣，有意識地將亞太

和印度洋看成是一個地緣整體，

但一直未提升到政策層面。直

至 2017 年 12 月 18 日，川普政

府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

中，才正式將「印太」作為美國

安全戰略中的最重要地區，「印

太」地區終於超越歐洲和中東，

成為美國國防戰略的首要關切。

6 月 2 日，在新加坡舉行的

2018 香格里拉對話會上，美國

國防部長詹姆斯．馬蒂斯系統闡

述了美國「印太」戰略，陳述了

構建印太戰略的五大原則與四

大手段，認為美國理想中的「印

太」是一個安全、穩定、繁榮和

自由的地區。從這些原則性闡

述中，外界清晰解讀出美國「印

太」戰略的核心內涵即是地緣政

治和地緣經濟。其中，地緣政治

的重點是維繫海上主導地位，遏

制中國海上崛起；地緣經濟的重

點是加強與地區內國家的貿易和

投資合作，對沖中國在該地區日

益提升的經濟影響力。

自馬蒂斯講話之後，「印太」

在外交圈子裡已經成為一個熱

詞，被用來取代「亞太」，涵蓋

更廣闊地區，「印太」與「亞太」

的區別在於，「亞太」這個詞過

於把中共專制政權作為中心。

無論是中國的一帶一路，還

是美國的印太戰略，都只是搭建

一個國際平台，需要第三方積極

主動地參與。

在中美關係研究中，第三方

國家（地區）對中美雙邊關係

的影響一直放在從屬地位，他們

的主觀意志沒有得到應有的重

視。但事實是，亞太地區存在諸

多第三方國家（地區）如日本、

韓國、菲律賓、台灣、朝鮮、俄

羅斯，還包括澳大利亞與印度。

這些國家與中國的關係非常複

雜，經濟上與中國來往密切（即

「經濟發展靠中國」），但由於歷

史與現實中的領土糾紛，以及其

他政治糾葛，與美國一直維繫著

安全上的義務或合作關係（政

治安全靠美國），這些國家構成

中美兩國在亞太地區競爭的第三

方參與者，它們的參與熱情與參

與程度決定中美兩國地緣戰略是

否成功。

以日本為例。進入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中日關係一直比

較緊張，為了阻止日本入常，中

國政府在中國操控發動了幾次全

國性的反日遊行，讓國民反日情

緒升溫。在亞太地區，兩國為領

導地位較勁也由來已久。奧巴馬

倡議成立排斥中國的 TPP 時，

日本非常積極，即使在川普總統

決定退出 TPP 後，日本也一直

努力維繫這一組織，希望美國歸

來。奧巴馬政府表現出對印太的

興趣以後，安倍政府對印太地緣

政治反應積極，設定了三個實施

路向：安全保障、經濟合作以及

文化和人文社會交流。 2017 年

新版《開發合作白皮書》中，寫

入了為推進安倍政府提出的「自

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發揮

政府開發援助的作用，並稱將

在「確保海上交通安全與完善法

制方面支持發展中國家，為全球

經濟發展做出貢獻」。日本「印

太」地緣外交的實質是謀求政治

大國地位、針對中國的較量與博

弈。對於美國針對中國的印太戰

略，日本當然歡迎之至。

澳大利亞與中國曾經一度友

好。但中國趁此機會向澳大利亞

進行滲透，這種滲透遍及政界、

學術界與媒體業，引起澳大利亞

嚴重焦慮。 2016 年，澳大利亞

總理譚寶授權發起一項調查。這

項調查顯示，中國是對澳大利亞

滲透最為嚴重的國家，中共的確

曾試圖對澳大利亞的政治施加影

響，並打開通往澳大利亞政府各

個層面的渠道。因此，澳大利亞

早就想對中國設防，苦於沒有合

適的夥伴。今年 3 月，在悉尼

舉行「東盟 -澳大利亞特別峰會」

期間，澳大利亞外交官曾試圖與

東盟成員國討論「印太戰略」實

施的可能性，遭遇許多東南亞外

交官質疑其可行性，並提問「印

太」這一概念具體的涵義是甚

麼。因此，美國正式宣布實施印

太戰略的話音剛落，7 月 31 日，

澳大利亞外長畢曉普就在美國的

投資計劃之外，宣布了日美澳三

國在印太地區展開基礎設施建設

合作的方針。

印度對北京的態度比較矛

盾，近年來，中印經濟關係一直

升溫，但在其他方面，印度對中

國持保守觀望態度。一方面，印

度堅持在世界事務中保持獨立自

主，不願與美國結盟來對抗其龐

大的鄰國中國。另一方面，中

國和印度在海洋觀念上存在矛

盾與衝突，中國憑藉「珍珠鏈戰

略」，以包圍印度的形式推進了

航線開發，並接連在斯裡蘭卡和

吉布提建設港口，不斷擴充海上

基地，印度感覺受到了威脅。數

年前，印度總理莫迪曾和奧巴馬

簽署一項聯合聲明，譴責北京在

南海控制權問題上挑起與鄰國的

衝突，並建議重啟一個包括美

國、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亞在內

的鬆散的安保網絡。但作為印太

戰略的核心國家，因其與中國的

經濟合作正在升溫，這次對美國

提出的印太戰略，遠不如日本、

澳大利亞態度積極。

中國於 2013 年正式提出

「一帶一路」計劃之時，原來擬

向外輸出龐大過剩產能—以高鐵

建設為中心，將幾十個過剩行業

的產品輸出給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這些國家也反應積極。但到

2017 年 5 月「一帶一路」北京

峰會正式召開之時，卻出現了高

開低走之趨勢，過去一直與中國

同列為「金磚國家」的印度與巴

西也未讚襄此會。印度作為亞投

行第二大股東，其總理莫迪拒絕

到會。

其中原因非常簡單：三年多

以前提出這一計劃時，中國「錢

多」；在推行過程中，中國卻變

得「錢少」。「錢多」時節，中

國政府低估了資本外逃的巨大潛

力；當外匯儲備減少了四分之一

後，政府看緊了「錢包」，被迫

開展外匯儲備保衛戰，並將此做

為金融維穩的重大措施。北京峰

會前夕的 5 月 4 日，時任央行

行長的周小川在《中國金融》雜

誌官方微信刊登了一篇署名文

章，要點有二：1、今後在「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出資方

不只有中國，還得有接受投資國

的企業或者機構出資，風險共

擔；2、中國投資將以人民幣為

主，不再大撒美元了。

「一帶一路」的所謂全球影

響力，靠的不是制度吸引力，而

是錢包吸引力，過去五年，中共

投入數千億美元到「一帶一路」

計劃，試圖通過融資亞洲、東歐

和非洲重大項目，提高它的全球

影響力。一旦中國能夠拿出來的

美元投資減少，其領導能力也就

隨之下降。

現實中，一帶一路項目有不

少遇到麻煩。今年 7 月，總部

位於華盛頓的諮詢公司「RWR 
Advisory Group」發布的研究

報告顯示，自 2013 年以來，中

共在 66 個「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宣布投資的 1674 個基礎設施

項目中，迄今已有約 14% 的項

目—即 234 個項目，遭遇阻力

並陷入困境；所涉及的問題包

括：公眾對項目的反對、對勞工

政策的抗議、施工延期以及對他

國國家安全的擔憂等，其中大部

分問題源於北京不透明的發展融

資方式所引發的爭議，以及管理

不善。據該報告分析，陷入「麻

煩」的中資海外基建項目正在激

增。

中國也在收緊對一帶一路的

投資。央行下發了一份《關於高

風險國家和地區的說明》，收緊

對一些國家項目的金融支持。這

份文件總共列有 54 個國家，亞

洲國家有老撾、柬埔寨、哈薩克

斯坦，其餘大多為非洲國家。

據《華爾街日報》近日報

導，約有 70 個國家參與中國

的一帶一路計劃，很多都因此

欠下大筆債務，斯里蘭卡已經

要求 IMF 解決債務，巴基斯坦

也將在今秋向 IMF 求助。巴基

斯坦目前背了 620 億美元的債

務，當中部分是因為一帶一路基

建項目所造成。因此，美國參

議院 16 位參議員寫信給總統川

普，認為「作為 IMF 最大的捐

款國，美國將如何利用其影響力

確保 IMF 的貸款不會變相延續

中國正在進行的一帶一路項目，

或開始新的一帶一路項目」，聲

稱國會將立法要求禁止 IMF 借

錢給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償還中國

債務。

以上分析說明：美國的印太

戰略儘管剛開始，中國的一帶一

路已露敗相，中國引以為傲的

「錢多」其實也難以為繼。決定

中美兩國戰略成敗的，不僅是中

美兩國花錢的多少，而是參與的

第三方對中美兩國的政治信任。

習慣花錢購買國際友誼的中國政

府很難明白，國與國之間的信

任，很難通過金錢購買達成。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說：

「無論美國去到哪裡，我

們都尋求夥伴關係，而不是稱

霸。我們信奉戰略夥伴關係，

而不是戰略依賴。美國人民和

全世界跟印太的和平繁榮息息

相關。這是為甚麼它必須是自

由和開放的。」

中國「一帶一路」

7月30日，美國正式推出與「一帶一
路」抗衡的「印度-太平洋戰略（印太戰
略）」，內容涵蓋科技、能源、觀光、基礎

建設。在中美貿易戰升溫之時，美國推出

這一戰略，中國方面自然高度關注，大部

分分析都對美國的第一筆定金1.13億美
元表示不屑：咱中國「一帶一路」對亞太

地區提供了萬億美元的支持，美國這一

個億「定金」，能與中國競爭嗎？

亞太戰略成印太戰略，

哪點不相同？

美國印太戰略的基礎：第三方參與 中國的一帶一路:第三方紛紛離棄

印太戰略VS一帶一

路的重點不在於雙方撒

錢的多少，而在於多國

的「第三方參與」，中

美兩國比拚的其實是第

三方的政治信任。

“

“

美國宣布開啟印太戰略

【看中國訊】據路透社消息，美國國務卿

蓬佩奧7月30日宣布一系列亞洲投資舉措，聚焦

於數字經濟、能源和基礎設施，從而開啟了川

普總統的印太戰略。蓬佩奧在印太企業論壇上

說，向印太地區進行更大的投資將成為川普印

太策略的一個支柱。新舉措將依靠三方投資協

議的支持，這三方是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

蓬佩奧說，美國將向印太地區的新科技、

能源和基礎設施項目投資1.13億美元。

「無論美國去到哪裡，我們都尋求夥伴關

係，而不是稱霸。我們信奉戰略夥伴關係，而

不是戰略依賴。美國人民和全世界跟印太的和

平繁榮息息相關。這是為甚麼它必須是自由和

開放的。」他說。

蓬佩奧表示美國「在促進整個印太地區的

增長和財富方面扮演了一個根本性角色」。

路透社報導說，儘管川普自上任總統以

來，撤出了TPP，但蓬佩奧的高級政策顧問胡

克（Brian Hook）告訴記者：「印太地區是美

國政府和國會決策者的絕對重點。」川普政府

仍致力於印太地區，努力打造「更好的、更高

標準的雙邊貿易協議」。

美國商會在網站上說，未來幾十年，印太

地區可能占據世界經濟的一半，但是為了實現

它的潛力，它需要26萬億美元的投資。

報導稱，胡克將中共的一帶一路跟美國的

印太投資計劃進行比較說：「它（一帶一路）

是中國製造，是為中國（共）的計劃服務。」

「我們做事情的方式是，讓政府僅僅扮演有限

的角色，並側重於幫助企業做它們最擅長的事

情。」

胡克說，華盛頓歡迎中國為地區發展做貢

獻，但是它希望中共遵循國際透明度、法治和

可持續性融資的標準。

「一帶一路」是中共習近平於2013年倡議並主導的跨

國經濟帶。範圍涵蓋歷史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行經

的中國、中亞、北亞和西亞、印度洋沿岸、地中海沿岸的

國家和地區。

「一帶」指「絲綢之路經濟帶」，主要有兩個走向，

從中國出發，以歐洲為終點：一是經中亞、俄羅斯到達歐

洲；二是經中亞、西亞到達波斯灣和地中海沿岸各國。

「一路」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主要也有兩

個走向：一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

洲。二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洋。

支持者認為，習近平不但開啟國內脫貧戰略，還走出

去幫助其他國家，有人把「一帶一路」讚美為中國版的

「馬歇爾計劃」。

但中共喉舌立即予以否認，不承認「一帶一路」是以

謀求霸權為目的的「馬歇爾計劃」。

而反對者卻指責中國的「一帶一路」的倡議，認為所

有的合作項目，都符合中國本身的利益，它的主要目的是

為了擴張中共影響力。批評者聲稱該項計劃會造成參與國

「無法承受的債務負擔」。

甚麼是「一帶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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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邊吉 圖 / Fotolia

只要用了食材和煮法，

10分鐘也能煮出一鍋好湯、

做出一道好菜。
時間少也
能做出滋
味獨特的
好菜。

做出美味料理10分鐘

作法

食材

作法

備料：乾香菇泡軟切末。芹菜

去筋切末。紅蘿蔔去皮切薄片。

捲心菜分離梗葉，梗部片薄。

肉丸：絞肉加少量水，順同一

方向攪拌出黏性。加其他材料，

攪拌均勻。

鍋子裝需要的水量燒開，放入

紅蘿蔔和捲心菜煮滾（如喜歡較

濃郁的湯頭可使用現成的高湯）。

用湯匙把攪拌好的肉泥挖成丸

子形狀，輕放入鍋中。待肉丸全

部入鍋，湯再次沸騰，轉小火續

煮5分鐘，加調料，中火煮 30秒

即熄火。

上菜前，灑上新鮮的香菜末，

風味更佳。

肉丸材料：豬絞肉（粗）、乾香

菇、芹菜、白胡椒粉、鹽。

輔料：捲心菜、紅蘿蔔。

調料：鹽、香油。

食材

絞肉堪稱萬用食材，紅燒、清

燉都美味。肉丸子料理食材簡

單，作法也不複雜，可以快速

完成清爽鮮美的丸子湯。

備料：牛肉片加入醃料，攪拌

均勻，冷藏30分鐘醃入味。泡菜

切小塊。蔬菜切片。蒜頭切末備

用。

熱油鍋，以中火煎牛肉片兩面

變色，大約2分鐘，取出備用（肉

一變色表面熟即取出）。

小火炒香蒜末、洋蔥、泡菜，

大約 3分鐘，取出備用。

原鍋下櫛瓜、鮮菇片，拌炒均

勻，泡菜汁倒入，中小火燜 3分

鐘。

最後再加入、，拌炒均勻

後熄火。上菜前撒上蔥花和白芝

麻，風味更佳。

牛肉片300g、韓式泡菜300g、

泡菜汁 3大匙、洋蔥 1/2個、櫛瓜

100g、鮮菇 50g、蒜頭 2瓣、白

芝麻。

醃料：蘋果泥  1/2大匙、韓國魚露

1小匙、香油2小匙。

許多人認為下廚最難的部分是

運用調味料，如果能借助風味

食材賦予料理獨特的滋味，相

信會提高在家煮的意願。

泡菜炒牛肉

|加分的風味食材 |

作法

備料：鮮蝦去殼，去除鬚腳，

剔除腸泥，洗淨瀝乾。彩椒切

塊。洋蔥去外皮切塊。蘆筍去頭

部粗硬部分，切段。蒜頭切片備

用。

熱油鍋，以中火炒香蒜片、洋

蔥，取出備用。

原鍋放入蝦，以中小火兩面煎

變色，取出備用。

加入蘆筍及彩椒，拌炒均勻，

加少許水，燜 1分鐘。

加洋蔥、鮮蝦，拌炒致溢出鮮

蝦香氣，加鹽，拌炒均勻，熄火

上菜。

快熟食材推薦

適合快煮的食材，包括：葉菜、

豆腐、雞蛋、海鮮及薄肉片等。

作法

備料：西紅柿與生菜洗淨瀝乾。

燒開一鍋水（水量比淹過肉片

還多一些），放入肉片，肉變色熟

透即撈出，瀝乾水分備用。

醬料製作：熟芝麻、熟花生粒

置入食物處理機，攪打細碎（或用

研缽將芝麻、花生磨成粉狀），所

有醬料材料混合，攪拌均勻。

食材擺盤，將醬料淋在食材

上。

適合水煮的食材

肉類選用口感軟嫩的部位，如：

豬、牛的肩胛部位。為了省時，

切割方式應選擇薄片。海鮮切花

可加速煮熟。

以不同醬料搭配各種水煮食

材，作法雖然簡單，風味卻是

千變萬化，也是現代人講究清

淡飲食與熱量控制的好選擇。

肉片（豬肉或牛肉）300g、西紅

柿、生菜適量。

醬料：熟白芝麻 1大匙、原味熟花

生1大匙、淡味醬油 1大匙、芝麻

香油  1大匙、白醋1大匙。

食材

胡麻醬淋肉片

|用醬料變化菜色 |

牛肉加韓國

泡菜，滋味

獨特。

醬料搭配水

煮食材，清

淡美味。

快速烹調成

就美味新鮮

的口感。

某些必須與時間賽跑的食材，它

的美味恰恰是快速烹調所成就

的，才能掌握食材鮮味釋放、口

感還沒老化的瞬間。

鮮蝦 10隻、彩椒半個、蘆筍 1小把、

洋蔥 1/4個、蒜頭2瓣。

調料：鹽、香油。

食材

彩椒蝦仁

|快熟省時的食材 |

肉丸子蔬菜湯

|方便美味的食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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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因您而中國民族風

【看中國記者林汐、魯茜採訪報

導】卡城第一家好運超市位於城市的

東南區 Forest Lawn，此區多越南移

民；最近，好運超市將生意擴展至

卡城東北區，開設了新店，以全新

的面貌出現在新老客戶的眼前，並

於 8 月 18 日盛大開業。

據悉，好運超市是亞洲移民的

家族企業，起家於愛城，迄今為止

超市已經落地於卡城、溫尼伯和卑

詩省素里市。作為亞洲移民的家族

企業，能拓展至 7 家超市，有何經

營秘訣，作為經營者又經歷了哪些

不為人知的心路過程呢？為此，看

中國記者走訪了卡城好運超市的業

主林先生。

林先生在幼年時期隨父母從越

南移民至加拿大。父母在愛城開始

了家族中的第一家超市，而後在卡

城盤下了 Forest Lawn 那裡的一家

行將倒閉的菜店，就此開始了卡城

好運超市的勤苦地經營。林先

生說，在他成長的過程

中，就常常糾結

這 個 問

● 加勒比音樂節

        （Carifest 2018）
時 間：2018 年 8 月 25

日，上午 10 時 - 下午 8 時

地 點：Shaw Millenium 
Pa r k（1220  9Ave  SW, 
Calgary）

網址 :www.carifest.ca
卡爾加里 Carifest 加勒比

藝術和文化節將在奧運廣場舉

辦，並在斯蒂芬大街舉行遊

行。之後，您可以參加 Shaw
千禧公園的慶祝活動，享受當

地、國際和加勒比娛樂、美

食、藝術等等。

免費入場。

● 弓河燒烤
     （BBQ on the Bow）

時 間：2018 年 9 月 1
日、2 日

地 點：Montgomery 
Community Associat ion 
(Shouldice Park)（5003 16 Ave 
NW, Calgary）

網 址 ： w w w .
bbqonthebow.com

弓河燒烤是每年舉辦的戶

外活動。勞動節長週末（2018
年 9 月 1 日、2 日）期間在蒙

哥馬利社區協會（Shouldice 
Park）舉行。

活動旨在以「南方風味」

的燒烤傳遞愛、熱情和歡樂，

同時推廣當地的產品、生意和

音樂。燒烤活動免費參加，為

所有年齡段的人提供服務。走

出來享受一下美食、音樂、啤

酒，同時可以購物。

● 煙花節
        （GlobalFest）
時 間：2018 年 8 月 25

日，晚 6 點 –11 點 30 分

地 點：Elliston Park
（1827 68 Street SE）

舉 辦 方：The Calgary 
Fireworks Festival Society

網 站：www.globalfest.
ca

這是不可錯過的煙花表演

盛宴。

移民故事：

題：作為家中長子，以後他是接

過父親的接力棒經營超市，天天

早起晚睡地勞作，還是像許多加

拿大年輕人一樣，可以做一份比

較輕鬆愉快的工作。林先生說，

最後他選擇了繼承父母的生意，

和兄弟姊妹們一起忠誠於這份工

作。現在他每天工作很長時間，

經常從早 9 點忙到晚 9 點。他

感嘆：「我的很多朋友，大學畢

業後，找了工作，過著早 9 晚 5
的生活，他們喜歡出去玩兒，燒

烤等。但是我不能，我得努力工

作。」

一家人的齊心和勤勞，推動

了家族生意的迅速發展。好運

超市的新店位於 3333 Sunridge 
Way NE，鄰近 Sunridge 購物

中心。店舖面積約 6 萬平方英

尺，是 Forest Lawn 店的三倍

大，非常寬敞，貨架整潔，裝修

雅緻。新店超市以銷售亞洲食品

為主，另外還提供現場烹製熟

食、點心、咖啡等。在開業這

天，超市內有大量的人潮湧入，

顯然消費者對新店能提供的商品

和服務感到好奇。

「為迎合顧客需求，我們銷

售義大利冰淇淋，設置了咖啡

吧；我們還提供奶茶、茶和港式

奶茶。另外，我們還銷售清真食

品，清真饢餅和清真肉等。我們

的清真食品種類豐富，涵蓋開清

真快餐的所有食材。還有果汁

吧，我們自己榨果汁。」林先生說。

新店銷售的商品很多來自中

國大陸和亞洲其他地區，適合華

人顧客選購。在店中記者也看到

不少來自馬來西亞、菲律賓、印

巴、墨西哥和南非顧客前來購物。

林先生介紹說，要做好一個

食品超市，貨品的價格和質量掌

控非常重要，需平衡好這兩者的

關係。「如果質量不達標，價格

再低不能贏得客戶」林先生說，

「我們的目標是為顧客提供『物

超所值』的商品。我們也銷售高

檔有機食品。我有些朋友是從中

國大陸來的，他們喜歡購買有機

食品。他們比較注重商品的『性

價比』。我們希望為顧客提供

『性價比』高的商品」。同時，

新好運超市也準備了更多華人喜

愛的食材和物品，以吸引更多的

華人客戶。

開張慶典之日，林先生的父

母也在新店裡幫忙，林先生說母

親在操持貨品的包裝，要求非常

嚴格。「好運超市（貨品包裝）

可以稱作媽媽型風格。」記者打

趣道。「我們打算繼續經營這個

家庭企業。但是下一輩兒，就很

難說了。」林先生笑笑回應道。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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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病痛？找卡城老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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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省註冊針灸師

弓河康復中心 /MC 針灸所長

趙明才
Michael Zhao

 中加兩地行醫經驗； 人治療後有好評。35 年 兩萬

電話：403-255-5288  地址：#116, 738- 3Ave. SW 

市中心：弓河康復中心

電話：403-252-8950  地址：44, 180- 94 Ave. SE 

城南診所：MC 針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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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臨床專長：

   麗麗婭女士隨朋友來到我的診所，她說沒什麼
不舒服。問我能否從“面部診斷”的角度給她看一
看有沒有什麼毛病。體檢開始時，我仔細看了她的
面色，其色“白”而無光澤。我說她會感覺疲勞，
她說“是”。但她說年年檢查，各項化驗均正常。
我說，根據中醫的診斷，你血液系統及呼吸系統恐
有大毛病。她有點不高興，說我嚇唬她。三年後，
她回來了，我幾乎認不出來。因為她面色白如枯
骨，頭髮全脫光了。她不好意思地告訴我，幾個月
前，她被診斷為肺癌，放療化療後，就成了現在這
個樣子。此次因為白細胞極低，問我可不可以提升
她的白細胞，並改善她的極度疲勞。我用蜜炙黃�
一兩，黨參一兩，白術五錢，當歸四錢，陳皮一
錢，兩個星期的中藥，成功地幫助她將白細胞升到
正常，疲勞基本消失。如果三年前就治療，她的系
統功能包括免疫功能得到加強，或許癌細胞不至於
這麼快就生長起來。

病例分析 -看臉識病變 -1
“治病靠效果，而好的效果有賴於于正確的診斷，僅
把脈就至玄至深，而望聞問切之之‘切’又要觸按全
身經絡穴位，以判病之深淺及涉經及臟之多寡。”

文 / 劉巧梅  圖 / Fotolia

文 / 洪承洋  圖 / Fotolia

研究：打坐冥想帶來
意想不到的健康功效

打坐冥想 
讓大腦年輕7歲半
據《每日郵報》刊登的一篇

報導，美、澳、德三國科學家

的研究發現，打坐冥想除了讓

人們身心放鬆之外，還能讓中

年人的大腦年輕 7 歲半。注意

力的集中和放鬆的結合有助於

激發腦細胞的生長，且阿茲海

默氏症和其他記憶力相關問題

與腦部萎縮有關。

研究人員掃描了 50 名美國

人有定期打坐冥想習慣的大腦，

和 50 名沒有打坐冥想習慣的大

腦，再將掃描結果輸入電腦，進

行了程序分析，電腦程序會自動

根據每個人的身體狀況，為大腦

提供年齡。

結果令人吃驚！有打坐冥想

習慣的人，其大腦年齡比實際

年齡年輕，平均年齡 50 歲，掃

描出來的大腦年齡只有 42 或 43
歲；而另外一半沒有打坐冥想習

慣的人，大腦年齡就和實際的年

齡符合。這項研究發表在《神經

成像》期刊上。

德國耶拿大學（University 
of Jena）醫院的研究人員加瑟

爾（Christian Gaser）認為，冥

合」（highly － integrated） 的

腦力，能精細調整自己的創造

力，而打坐可能有助於培養這方

面的能力。

瑪 赫 西 管 理 大 學

（Maharishi  Univers i ty of 
Management）神經科學家特拉

維斯（Fred Travis）博士指出，

多數人即使投入很多時間，仍然

無法在專業領域上獲得卓越的成

就，但大腦高度「整合」的人卻

高人一等，他們的大腦各區域的

連接性十分強大，注意力非常敏

銳，一旦面臨問題或挑戰，善於

隨機應變，大腦可以迅速做出反

應並採取行動。同時，大腦高度

整合能夠激發創造力，而這往往

是成功的關鍵因素。

特拉維斯建議，想要在各領

養生
之道

想對大腦有益處，長期而言，能

使大腦的老化速度減慢，冥想可

能有助於激發新的腦細胞生長。

冥想者在整體上有比較健康的生

活模式，有助於大腦保持年輕，

同時，從冥想中能獲得良好的感

覺，也對腦部有好處。

打坐能開啟 
「大腦整合」的能力

英國《每日郵報》報導，根

據美國一項研究，「熟能生巧」

不一定成立，有許多人無論如

何努力，對於所投入的工作、

運動、愛好都無法專精，但是

打坐冥想可以幫助人們邁向成

功之門。

研究小組說，出類拔萃的高

階管理人才通常具備了「高度整

飲食
健康

域出人頭地的人學習打坐，打坐

的過程使人忘我，腦電波會轉換

成高度整合者才會顯現的形式，

這可能是「通向外在成功」的內

在因子。

學習打坐還可以幫助人們進

入完全放鬆的狀態，擺脫內心的

焦慮和恐懼。

冥想能緩解壓力 
和焦慮感

現代社會壓力大，有情緒困

擾的人很多，但如果經常處於恐

懼和擔心之中，而帶來各種身體

不適，很可能是罹患了焦慮症。

現今在美國，焦慮症已超過抑鬱

症，成為大學生最常見的心理健

康問題，焦慮症患者的人數甚至

比全美癌症患者還多 8 倍。

打坐冥想起源於中國

五千年前，根據《莊子》

記載，黃帝曾向廣成子詢

問長壽之道。打坐冥想能

祛病健身、開慧增智，近

年來在全球各地引起重視，

有越來越多的人從中獲益，

不僅身體健康，連大腦都

變年輕了。

綠豆甘草湯

甘草有堅筋骨、長肌

肉、增氣力、解百毒的功

效；綠豆亦能清熱解毒、消

暑利尿。許多中老年人經常

服藥，如果每天以甘草 3 ～

5 克泡水代茶飲，可緩解長

期服藥帶來的傷害。

綠豆甘草湯的製作方

法：取綠豆 100 克、生甘

草 10 克，加水適量，以文

火煎煮，隨時可飲用。

日常生活中，常常

會遇到一些小問題、小狀

況，如果知道如何處理，

您就會覺得得心應手，輕

鬆許多。以下介紹一些生

活養生小妙招，提供您 

參考。

文 / 小萍

民間妙方

生活養生
小妙招

美國著名健康專家約瑟夫 ·
默寇拉（Joseph Mercola）博士

發文分析了焦慮的心理機制，指

出要增強對不確定性的包容度，

練習冥想是不牽扯藥物的，最安

全、最便宜、最有效的方法。

默寇拉博士說，「正念冥

想」（Mindfulness Meditation）
近年受到人們的重視，它不斷

喚醒人的注意力，讓人全心全

意活在當下，降低因不確定性

而產生的焦慮，提升了專注力

和心理認知，從而能幫助緩解

壓力和焦慮感。

我國傳統中醫學也強調情緒

對健康的影響極大，焦慮、恐懼

過度會引發種種身體不適的症

狀，打坐冥想可以使人靜心安

定，達到祛除疾病的功效。

現代人由於飲食習慣

改變，嗜吃高熱量、高脂

肪、燒烤油炸等食物，致

使全球大腸直腸癌罹患人

數不斷攀升。

死亡從大腸開始 遠離7大「致癌肉類」
人類最大的隱憂？答案一樣是

「大腸直腸癌」。

根據新聞報導，一項針對直

腸癌病人的調查發現，病患最愛

吃的食物是──肉鬆，加工肉類

和致癌風險間的關連值得重視。

直腸外科王輝明醫生表示，

肉鬆是由肉粉高溫燒烤製造的加

工食物，表面沾附的「異環胺」

（heterocyclic amine）數量驚人，

而異環胺（heterocyclic amine）
已被證實是一級致癌物質。

美國癌症協會結腸直腸癌主

任 Durado Brooks 教授認為：

大多數的結腸或直腸癌症，都是

因息肉病變所引起，造成息肉病

變最主要的 3 項因素是：高脂

肪食物、紅肉、酒精。而最容易

升高致癌風險的食物，則包括：

加工後的牛肉、豬肉、羊肉、熱

狗、火腿、培根、香腸。

Brooks 教授表示，綠葉蔬

菜中的葉酸和維生素 B 群，防

癌效果很好，平時多吃綠葉蔬

菜、十字花科蔬菜（花椰菜）、

柑橘類水果和強化穀物，都有助

於降低大腸癌的風險。

葉酸的抗癌作用已逐漸受到

醫學界的重視，根據哈佛大學

乳酸菌之父梅奇尼可夫曾經

說：「死亡從大腸開始。」

若問：哪一種癌症將是未來

一項研究，每天攝取 400 毫克

的葉酸，罹患大腸癌的風險就

會降低 52%，而只要每天攝取

1 杯熟菠菜或鷹嘴豆，就能攝入

100 ～ 150 毫克的葉酸。

此外，每週吃 4 份 1/2 杯

（125 克）的十字花科蔬菜，攝

取足量的蘿蔔硫素，也能減少一

半的腸癌風險。

健康是靠自己維護的，就從

現在開始，克制口腹之慾，遠離

7 大「致癌肉類」。

 加工肉類最容易升高致癌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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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麗夫人您好：

我有一個大我 11 歲的男

友，目前交往三年了，但是媽

媽還是反對我們交往。感覺媽

媽對男友很反感，如果稍微一

提到男友，媽媽就會馬上翻

臉。因為跟男友合得來，在一

起很開心，所以要跟他繼續走

下去，甚至想要走入婚姻。我

們兩個生日同一天，我們不會

像現在年輕人一樣去追求流

行，覺得活在當下是最好的。

我跟男友是在公司認識

的，媽媽也在同一間公司工

作。我有問過媽媽為什麼會反

對，男友哪裡不好？媽媽說，

除了年紀撇開不講，就是外表

看起來邋遢、陰沉不像個陽光

男孩，看了就不喜歡。可是我

必須反駁這一點，我男友的確

不會像現在男生一樣注重打

扮，但他是那種衣服還可以穿

就繼續穿，也不會去買，除非

是衣服破了或穿起來不合身才

會去買。

另外，男友工作是修機臺

的，衣服難免會髒。但這樣也

表示男友不會像現在男生一樣

怕髒。男友每兩天刮一次鬍

子，可是他頭天刮了鬍子，隔

天又長出來，媽媽不喜歡沒刮

鬍子的男生。我身高 152 公

分，男友身高 162 公分。男友

放假的時候，的確都在家裡休

息打電玩不出去，如果我說出

去，男友都一定會帶我出去。

日久見人心，真的時間久

了，就會越來越瞭解一個人，

身邊的朋友都認識男友，男友

的同事朋友也都認識我。男友

是個老實人，他不會甜言蜜

語，只會用行動默默表示。我

自己也沒資格說男友邋遢什麼

的，因為我也是這樣，不會特

別注重打扮，為什麼還要去要

求別人？

可是，身邊的親戚說，如

果要讓媽媽卸下心防去瞭解男

友的內在，是不是要先從外表

開始？還是要男友自己去表

達，要用甚麼方式才能讓媽媽

卸下心防？之前講了很多都沒

有用，就怕現在一提媽媽就會

翻臉。請問曼麗，我該怎麼

辦？謝謝。

妳好：

感謝來信！能找到一位可

靠、務實的伴侶真的要恭喜

妳！但是，感情的事情好像從

來就不是兩個人的事而已。關

心的親友會時不時的表達意

見。但有的符合己意，就欣然

接受；有的和心意相悖，就會

編者按：應讀者要求，《看中國》近期

刊出《婚戀專題》系列轉載文章，文章內容經

作者及相關媒體授權。歡迎讀者來信交流，來

信可以不需附上真實姓名與聯繫信息，我們

發表文章時也會將真實姓名替換，以維護個

人隱私。來信內容版權將屬媒體所有，編輯

部保留來信刪改以及是否刊出的權利。電子

信箱：fh.sally.223@gmail.com， 歡迎來信！

婚戀專題

備感困擾。

其實，媽媽的要求並不會

太過分，折衷一下的作法是不

是可以相安無事？在我看來，

媽媽的出發點是站在呵護女

兒的角度，所以，她希望女

兒的對象，雖然不用達到「高

富帥」，但也要乾淨清爽。其

實，這並不過分，就像結婚的

場合，為什麼賓客要穿著喜氣

或較正式的服裝？因為要給新

人喝采、給主人家面子呀！

親友的建議其實挺中肯

的，畢竟，媽媽還沒有機會深

入瞭解男友忠厚老實的個性

前，以貌取人，似乎是人之常

情。所以，在和媽媽見面時，

站在尊重長輩的立場，稍微更

換衣服、刮個鬍子，這不會很

困難的，對嗎？當然，曼麗不

是教你陽奉陰違，而是先幫男

友取得入場券，兩人的情投意

合之餘，也體恤長輩的關心，

這稍微的改變，有著體貼和意

義在其中，我覺得很值得。

如果，以上的建議對你而

言有難度，你有責任把男友具

體的好告訴母親，讓媽媽有機

會放下成見與擔憂，選擇祝福

你們！有時候，挫折背後是要

我們成為更好的人，能這樣

想，「危機」就會變「轉機」

喔！加油！

曼麗小語：挫折背後是要我們

成為更好的人，能這樣想，「危機」

就會變「轉機」喔！

讀者來信

曼麗回信

文 / 曼麗夫人

自古以來，有情天地中的男男

女女，在面對愛情的到來，婚姻

的締結，與婚後的柴米油鹽時，

總有說不完的僑段。如何在其中

愛得自在與無傷，愛得充實與圓

滿，讓曼麗夫人陪您一同探討現

代男女情感世界中的難題，讓愛

的世界增添更多美麗的傳奇！

惠食街
806 Centre St. NE, Calgary  （403）276-3288
每天 11AM - 凌晨1:00 AM         粵菜打冷宵夜

京都排骨
$999

臘味椰花菜

 $999

乾燒大蝦

 $999
家鄉小炒

 $999
紅燒茄子煲 $999

香芋鴨煲
$999

家鄉薑蔥生炒雞

 $999
迷你獅子頭

 $999

  歡聚
六人餐 $138  精美

四人餐 $88  歡樂 
六人餐 $68   豪華

十人餐 $188

家常菜 出乎意料的美味！

海皇魚肚羹
貴妃走地雞
清蒸老虎斑
金沙中蝦
雙菇扒豆苗
五子登科一品煲
京都肉排
蜜椒牛柳粒
芥蘭炒三鮮
絲苗白飯
甜品

海皇魚肚羹
貴妃走地雞
沙律合桃蝦球
蔥薑豬爽肉
中式牛柳
五子登科一品煲
金菇扒玉子豆腐
絲苗白飯
甜品

海皇魚肚羹
家鄉小炒
貴妃走地雞
京都肉排
芥蘭炒三鮮
絲苗白飯
甜品

老火例湯
貴妃走地雞
椒鹽肉排
美極牛柳粒
蒜蓉小白菜
絲苗白飯
甜品

我們們
還還
提

供供
正正
宗宗
越越越
南南
餐餐

多倫多名廚推薦：

$23.99

清蒸老虎斑

$14.99

貴妃走地雞

$13.99

家常蒸茄子

圖片僅供參考，以店內實物為準。

（以下特價小菜，必須同時        
惠顧一款正價小菜。）

男友不修邊幅 媽媽很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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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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顧言

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
學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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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圖：WINNIE WANG

伊尹為相 治大國如烹小鮮

江山
文 / 宋紫鳳 

天地有大美

萬里呈壯觀

連宵風雨後

放眼看江山

商湯與友好鄰邦有莘

氏聯姻，將有莘氏的公主娶

進門來。後來成湯發現，他

順便還得到了一個好廚師，

這廚師不僅能料理食材，還

能治理國家，這個人的名字

叫伊摯。

伊摯做的食物美味，聊的天

也有趣，他能從怎麼五味調和，

怎麼葷素搭配，再談到四季植

物，再引申到國家怎麼樣治理，

頭頭是道。聊天說地中，成湯感

覺裨益良多。

《史記‧殷本紀》記載：「伊

尹名阿衡。阿衡欲奸湯而無由，

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

味說湯，致於王道。」

伊尹的名字叫做阿衡。阿衡

想親近成湯但沒有理由，於是他

就充當了有莘氏陪嫁的奴僕，背

著烹飪用具而來，用烹調食物的

滋味做比喻，向成湯闡明治國之

道。成湯先任命他為小官，讓他

參與政務，伊摯輕輕鬆鬆就能把

國務處理好，於是一步步被任命

為大官，最後「舉任以國政」。

伊摯這個名字，後來幾乎被

世人忘記了，商朝建立後，商湯

好，才不違背烹飪的道理。

讀到這裡，只要是擔當過炊

事之責的人，必定得出結論：好

一個烹飪精神的深刻體會者，沒

有研究和實踐過的人，不可能說

得那麼在行精闢。

君臣的對話收錄在《伊尹

書》中，不期然成了中國最早的

烹調理論篇章。即使今天來看，

這些內容也十分精彩，將調和五

味的微妙和訣竅一一道來，識得

個中乾坤，才能做出極品，曰：

「久而不弊，熟而不爛，甘而不

噥，酸而不酷，鹹而不減，辛而

不烈，淡而不薄，肥而不膩。」

如此美食 —— 小心！口水不要

流下來。

伊尹在 3000 多年前定下的

標準，至今仍是中國廚師們孜孜

以求的最高境界。

好的原材料哪裡有？看伊尹

怎麼說：

魚最美味的：洞庭的鱅魚、

東海的鮞魚；醴水的朱鱉，六隻

腳，能從口中吐出青色珠子；萑

水有一種魚叫鰩，樣子像鯉魚而

有翅膀，常在夜間從西海飛游到

東海。

蔬菜最好的：昆侖山的菰；

不死樹的花；仙樹赤木、玄木的

葉；餘瞀山崖上的嘉；華陽山的

芸菜；雲夢湖的芹菜；太湖的蔓

菁；深淵裡叫士英的草。

調料味道最好的：四川陽樸

的薑；桂陽招搖山的桂；越駱國

的香菌；鯉魚和鮪魚肉做的醬；

大夏國的鹽；宰揭山玉色的甘

露；長澤的魚子。

水最好的：三危山的露水；

昆侖山的井水；沮江岸邊的搖

水；曰山的水；高泉山湧泉的

水；冀州一帶的水。

水果最好的：沙棠的果實；

常山北面、投淵上面的百果；箕

山東的甜橙；江浦的橘子；雲夢

的柚子；漢上的石耳。

……

老子的「治大國，若烹小

鮮」，不知是否典出於君臣的這

一席談，不過伊尹輔佐成湯治理

國家，真如同烹調小魚一樣收放

自如。烹小鮮，也難，也不難，

難的是合道，不合道，煮出來的

是一堆碎肉，合了道，煮出來的

魚不破不碎。

從伊尹的眼裡看出去，人世

間就是一個大廚房也未可知。

當天機大顯的時候，人們

明瞭到，以最奇特的方式來到

人間的伊尹，是有特殊的使命

的 —— 宅心仁厚的成湯，由伊

尹幫著來建功立業。

用蘇東坡的話來說，伊尹是

「以其全才而制天下」，除了為

賢臣，他也為高廚、為良醫，兼

多種角色於一身。

伊尹不否認自己的先知先

覺，他說：「上天監看著下界，

啟發開示享有天命的人，尋找德

行純正專一的人，讓這個人做天

地神靈的主祭者。因為我和成湯

都具有純一的德行，能順從上天

的旨意，接受上天的明確的命

令，才得以擁有九州之眾，才能

取代夏朝。」

便封伊摯為尹。尹，正也。

成湯對伊尹，是先向他學

習，而後再任命他做大臣的。又

說：「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

伊尹做成湯的丞相，成湯才得以

稱王於天下。

伊尹的烹飪技巧不見於史

籍，但他的烹飪理論是很有名

的，他的高論值得一聽。

那是成湯剛拜伊尹為相的第

二天，伊尹和成湯大談了一番美

食，又將烹飪之道引申到治國方

略，被史官記錄下的美食談，成

了幾千年的教材和行業標準。

好的原材料哪裡有

伊尹先從原材料開始講：

「夫三群之蟲，水居者腥，肉玃

者臊，草食者膻。臭惡猶美，皆

有所以。」天下的三類動物，水

裡的味腥；食肉的味臊；吃草的

味膻。無論是惡臭的，還是美味

的，都有牠們的來由。

再說火候的重要：「五味三

材，九沸九變，火為之紀，時疾

時徐，滅腥去臊除膻，必以其

勝，無失其理。」酸、甜、苦、

辣、鹹五味和水、木、火三材，

燒煮九次味道會變九次，所以火

很關鍵。有時要大火，有時要火

小，通過疾、徐不同的火勢可以

滅腥、去臊、除膻，只有這樣做

詩情 
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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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顧言   圖 / FOTOLIA

北平

鄭州

徐州

南京

臺北

漢口

宜昌

長沙

桂林

貴陽

安順

宜賓

峨眉

彭山
成都

廣元

寶雞 西安

樂山

巴縣

重慶

泰山位於山東省中部，隸屬

於泰安市。泰山又名岱山、岱

宗、岱岳、東嶽、泰岳，綿亙於

泰安、濟南、淄博三市之間。

孔子所處的年代，是天下大

亂的東周時期，禮崩樂壞已經開

始了。古時天下山川大山的祭

祀，主祭者一定是該國的國君，

統理天下的周天子祭祀泰山。

作為魯國境內的名山，卿家

的三桓之一季孫氏僭越本分，以

魯國大夫祭祀泰山之神。

自魯僖公起，「三桓」逐步

掌握魯國政權，甚至於日後凌駕

於公室之上，而季孫氏不過是諸

侯國的大夫，竟然祭祀起泰山，

泰山正直之神絕不會接受違禮的

祭祀，難道泰山之神竟然不懂

禮，會來享用季氏的祭祀嗎？

季孫氏此舉，不但得不到泰

山神明的賜福，反而讓後世唾棄

不恥。

天下名山無數，泰山的名氣

如同人中「帝王」，自古以來，

有「泰山安，四海皆安」的說

法。站在泰山腳下，昂首仰望，

山勢沖天，挺拔得讓人膜拜。

「泰山」之稱，最早見於

300 年前的《詩經》。「泰」意

為極大、通暢、安寧。泰山實際

海拔高度並不太高，在五嶽中次

於華山、恆山，僅占第三位。但

就歷史、文化而言，早在遠古時

代，泰山就是東方文化的重要發

祥地，全國的許多大山都無法望

其項背。

漢朝的《白虎通》說：「王者

受命必封禪。封，增高也。禪，

廣厚也。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

德。故增泰山之高以報天，禪梁

父之址以報地史稱無懷、伏羲、

神農、炎帝、黃帝、顓頊、帝

嚳、堯、舜，皆封泰山，禪云

云。禹封泰山，禪會稽。周成王

封泰山，禪社首。秦始皇封泰

山，禪梁甫。漢武封泰山，禪梁

甫、肅然及蒿里、石閭，修封者

凡五是也。」

此後，又有漢武帝、漢光武

帝、漢章帝、漢安帝、隋文帝、

唐高宗、武則天、唐玄宗、宋真

宗、清帝康熙、乾隆等帝王接踵

到泰山封禪致祭，刻石紀功。

泰山致祭不好走，《漢官儀》

說：「泰山盤道屈曲而上，凡

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

仰視如從穴中視天窗矣。自下至

古封禪處，凡四十里。」如果步

行登山，必須從前山的岱廟出

發，攀過六千六百六十級階梯，

費半天的時間才登上南天門，再

經過天街到玉皇頂的泰山廟。古

時許多帝王都是經由這條路登臨

泰山，到泰山封禪，祭拜天地。

說說古代帝王祭祀泰山

前情提要：對日抗戰開始，

文物西遷共計 1 萬 6735 箱。

首運故宮精品 80 箱，續運第二

批文物 2084 箱。首都南京淪陷

前，再以水、陸二路搶運 1 萬

4571 箱，最後留在南京倉庫不

及運出的文物剩 2900 多箱。

八年抗戰 文物西遷 
——中路水運7285箱

文物西遷分三路，北路陸運

要翻越秦嶺，行駛蜀道，最為艱

難；中路水運則是遷運文物最多

的一路，最後一批啟運是在南京

淪陷的前四天。水運主要走長江

水路，以湖北漢口為第一目的

地，文物抵達漢口時，漢口情勢

也緊張了，於是決定將文物繼續

疏散後方。連同早先第二批文物

2084 箱，共計 9369 箱，西行

至宜昌，待長江水漲後，續運至

四川重慶。

文物抵達重慶正是民國 27
年（西元 1938 年）秋季，前面

在陸運時提到，民國 28 年 5 月

重慶遭敵機轟炸，警報頻繁，故

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先生決定將存

成都的文物迅運峨嵋；存重慶的

文物則經由宜賓轉往樂山，以樂

山安谷鄉中七個祠堂作為庫房。

重慶到宜賓的遷運如期完

成；而宜賓到樂山的水路則出現

大問題。這一段水路每年只有

二、三個月可行駛輪船，此時待

運文物集中在城內，如不能在水

漲期間及時運出，萬一敵軍來

襲，即不命中，也再難搶運。情

況緊急，臨時工作人員又常鬧意

見，整個七月只運出一船，故宮

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故宮依序

將這三處的文物集中至重慶，循

水路復原還都。全數抵達南京

是民國 36 年歲末，點查當時陷

京文物 2900 餘箱，大致完整無

缺；各文物機關陸續復原，一切

充滿希望。

徐蚌戰事 文物轉運臺灣
「東山又有火光照」，中

共擴大作亂，文物還京僅一年

之後，又踏上流離的命途。民

國 37 年（西元 1948 年）秋，

徐蚌戰況（淮海戰役）緊急，

首都漸受威脅，顧及文物的安

全，再次有了遷運的考量。故

宮常務理事多人在翁文灝理事

乃改派那志良前去接辦，才總算

在九月中，將存宜賓的文物全數

運往樂山。

樂山到安谷鄉還有一段路

程，這條水路是長江上游府河與

岷江的交會處，水流湍急，全靠

船夫用纜繩拉曳木船逆流而行，

尤其在樂山大佛前，更是危險。

當時故宮的一艘木船在此處被水

沖擊，纜繩斷了，捲入急流，眼

看就要撞上高達十數丈的大佛而

沉沒，就在這驚嚇震動中，船被

安然沖上沙灘，人、船、寶均

安，可說是神佛庇佑。

三路西遷的文物最終分別儲

存在四川的峨嵋、樂山和巴縣。

民國 34 年 8 月（西元 1945 年）

中華文物 萬里遷運 下

 「國亡尚有復國之日，
文化一亡則永無補救」，這

是中華文物輾轉上萬里，播

遷十餘省的緣故。在烽火緊

急中，無一箱少，無一物損，

可謂奇蹟。

編輯整理 / 穆臻

文物從宜

昌水運並

抵達重慶

1938年

全部文物

水路運輸

返回南京

1947年

全部文物

從南京運

遷至臺灣

1949年

文物安置

於臺北故

宮博物院

1965年

存成都的

文物迅速

運往峨嵋

1939年

地圖內歷史圖片：公有領域

 

文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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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立
武
先
生

長寓所集議，與會人員一致主

張遷運到臺灣。

國立故宮博物院、國立中央

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國立中央

圖書館、國立北平圖書館，以及

外交部，各自負責遷運箱件的選

擇與整理，挑選的唯一標準是

提選精品。遷臺文物分三批運

輸，最後一批文物在民國 38 年

1 月 28 日（西元 1949 年）下

午，於南京下關碼頭裝船至三千

噸的崑崙艦上。這一日正是黃曆

新年，細雨霏霏，碼頭上人跡稀

少，一種淒涼景象……

文物遷臺的準備時間較抗日

時期從容，卻少於上次的一萬多

箱，杭立武先生寫道，原因有

欸乃歌
    文/軼飛

人海浮槎世事悠，

曾經風景幾凝眸。

波中月落光搖碎，

冷照船頭學刻舟。

尋聲欸乃如夢裡，

兩岸煙樹淡生愁。

飛來鷺立又飛去，

帆動風滿一天秋。

存重慶的

文物迅速

運往樂山

1939年

看中國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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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石器時代晚期

素繫璧

  泰山位於山東省中部，隸屬於泰安市。

三：（一）遷臺文物是有計畫的

挑選，量雖不多，但 95% 的精

品全運到臺灣。（二）一般人認

為中共與日本不同，應不至於對

文化遺產有所損壞，但誰也沒料

到，他們會放任紅衛兵毀棄文物

古蹟。（三）錯估中共軍力是一

時暴起，難以持久，所以政府疏

散，民間避難，均未及預做長遠

的打算……

民 國 54 年 8 月（西 元

1965 年），國立故宮博物院臺

北外雙溪館竣工，中華文物安存

於此，結束了自西元 1933 年以

來漂泊的歲月。（完）

見杭立武著《中華文物播遷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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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心不去 哪能成佛
Du Jingxing from Fujian Province lived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1644 – 1912 AD). He was a Buddhist 
devotee and appeared to be quite pious. He ate a simple 
vegetarian meal every day and did not drink alcohol. 
He often bragged about having attained the Dao and 
ascending to heaven very soon. He urged his family to 
purify their minds and bodies to await the moment of 
departure. His family members hid their bemusement in 
front of him and agreed.

One day when Du Jingxing fell asleep for a nap, 
he immediately had a very vivid dream. In the dream, 

he came to a place where deities appeared to live. There 
were several people, and upon seeing Du, they got up 
and welcomed him. They invited him to sit down and 
asked him to read a book.

When Du Jingxing realized that the book criticized 
Buddhism, he became upset and wanted to leave. The 
people who welcomed him said, "The person who has 
deep knowledge of the book should be here soon to 
explain it to you, so please stay." At that moment, a 
beautiful woman arrived and said with a smile, "I came 
here to explain the book to you. Why don't you stay a 
little longer?"

She then sat down next to Du Jingxing, leaned 
her body against his, held his wrist and read the book 
with him. At this point Du Jingxing was completely 
smitten by the woman and could only think of her. He 
did not want to offend her. Therefore, no matter what 
she said, even if it was negative criticism of Buddhism 
as in the book, Du remained quiet. Suddenly he heard 
people laughing. They said, "How can you achieve 
Buddhahood with those human desires?" Du Jinxing 
woke up instantly and realized that it was a dream.

From that time forward, he understood that he was 
far from attaining the Righteous Fruit Status and felt 
very ashamed. He never boasted about attaining the Dao 
again.

This is a story from the series of novels called Ying 
Chuang Yi Cao.

With Human Desires, Buddhahood is Unachievable

清朝時，在福建有一個叫作

杜景行的人，他是佛教中的居

士，表現的對佛教很虔誠：每天

只吃一碗淡飯，不沾酒肉。他常

常誇口講大話宣稱：自己將要得

道，不久後就要昇天了，還鄭重

其事的叮囑家人要他們潔淨身體

靜心等待，家人都忍著笑答應了

下來。

一天杜景行打了一個盹兒，

頃刻之間就做了一個非常清晰的

夢。在夢中，杜景行來到了一處

好像神仙居所似的地方，那兒有

幾個人一見杜景行來了就起身迎

接他，請他坐下，並給他一卷書

讓其閱讀。杜景行一看書中的內

容盡是一些責難佛教的言論，就

很生氣，當即甩手就要走。那幾

個人說：深知其中道理的人就要

來為你解說了，何必走呢？他們

一說完，就有一位佳麗美人走了

過來，笑著說道：「我是來為你

解說這本書的，為何不再逗留片

刻。」

說完她逕直挨著杜景行坐

下，身體緊貼著他，又握住了他

的手腕，一同翻看那本書。杜景

行當時只覺得兩人在一起，令他

骨頭都要酥了。此刻杜景行早已

神魂顛倒，心思全在那女子身

上，唯恐冒犯了她，不管女子說

甚麼，哪怕說的是那本責難佛教

的書中的言論，他都唯唯諾諾的

不敢說甚麼。這時，忽然聽到眾

人大笑道：你凡心不死，哪能成

佛？頃刻之間，杜景行就驚醒了

過來，才意識到剛才在做夢。

從此他意識到：自己離得道

成正果還有一段極大的差距，便

非常的羞愧，再也不說就要修成

的大話了。

（資料來源：《螢窗異草》）

(Fotolia)

妒嫉的惡果 (上) The Consequences of Jealousy (Part 1)

我們中華民族歷來以善良、

寬厚著稱，以寬容為美德，以妒

嫉為可恥。心胸寬闊之士，會由

衷地欽佩和讚揚別人的優點、長

處和成績，反思自己的不足，向

他人借鑑，專心於自己的事業，

是沒有功夫妒嫉別人的。妒嫉源

於心胸狹窄、自私，只有那些德

行欠佳的人，目光短淺，才會妒

嫉別人，他們看到別人有好處，

自己心裏就很難過，今天害怕誰

超過自己，明天又擔心誰走在他

前頭，一生不得安寧。更有甚

者，在妒嫉心驅使下誣陷好人，

壞事做盡，他們縱然得勢於一

時，最終只能使自己成為孤家寡

人，必定逃脫不了因果報應的懲

罰，因為天理在制約著一切。

 

申公豹被塞北海眼

申公豹是《封神演義》故事

中的人物，乃姜子牙師弟，與姜

子牙一同拜師於元始天尊。當申

公豹知道元始天尊派姜子牙下山

扶周滅商及封神這件事後，非常

妒嫉，他追問姜子牙說：「你想

保哪個？」姜子牙說：「吾今保

武王，滅紂王，正應上天垂象。

武王德配堯、舜，仁合天心；紂

王無道，況成湯氣數黯然，此

一傳而盡。」申公豹說：「我如

今卻要保成湯，扶紂王。你要

扶周，我和你掣肘。」姜子牙正

色說道：「你說哪裏話！師尊嚴

命，怎敢有違？況天命人豈敢

逆！」申公豹怒氣地說：「姜子

牙，料你保周，你有多大本領，

道行不過四十年而已。你怎比得

我將首級取下來，往空中一擲，

復入頸項上，依舊還元返本，又

復能言。你有何能，敢保周滅

紂！」姜子牙不理睬他，申公豹

恨恨而去。

此後，申公豹一直存心和姜

子牙作對，挑動三山五嶽仙人屢

次欲害姜子牙，有一次被元始天

尊拿下之後，準備令黃巾力士將

申公豹壓在麒麟崖下，申公豹向

元始天尊發誓說：「弟子如再使

仙家阻擋姜子牙，弟子願將身子

塞了北海眼。」元始天尊才放了

申公豹。

然而申公豹並不悔悟，繼續

進行挑撥離間，讓通天教主擺下

萬仙陣對付姜子牙等眾，給武王

伐紂造成巨大困難。申公豹助紂

為虐，惡貫滿盈，元始天尊以三

寶如意將其擊倒，並把他的坐騎

老虎打死，對申公豹說：「你曾

發下誓盟，去塞北海眼，今日你

也無辭。」命黃巾力士以蒲團捲

起申公豹，拿去塞了北海眼，申

公豹可謂自作自受。詩曰：「堪

笑闡教申公豹，要保成湯滅武

王。今日誰知身塞海，不知紅日

幾滄桑。」（待續）

Chinese cul ture  has  long 
valued the virtues of kindness, 
generosity and tolerance, while 
ac t s  o f  j ea lousy  br ing  about 
shame. When a generous person 
sees the merits of others, he or 
she compliments these merits and 
accomplishments, thinks about 
how he or she falls short, and 
learns from others to do a better 
job. There is no time to be jealous 
of others. Only those narrow-
minded and selfish people, out 
of  shor ts ightedness  and lack 
of virtue, would be jealous of 
others' accomplishments. They 
are bothered by others’ strengths. 
They worry about who will exceed 
them today, and who they will lose 
to tomorrow. Some less virtuous 
people would even go the extent 
of falsely accusing kindhearted 
people. They may have their way 
for some time. Yet, in the end, they 
will lose all their support and meet 
with retributions, as everything is 
governed by heavenly principles.

Shen Gongbao Ended Up 
Plugging the Hole in the 
North Sea with His Body

Shen Gongbao is a figure 
in  the  Chinese  c lass ic  nove l 
"Investiture of the Gods". He and 
Jiang Ziya were fellow disciples 
of the Primeval God of Heaven, 
with Shen being more junior than 
Jiang. When Shen Gongbao learned 
that their master dispatched Jiang 
Ziya to help establish the Zhou 

Dynasty, which was to replace the 
Shang Dynasty, and assign titles to 
different deities, he was overtaken 
by jealousy.

He  p r e s sed  J i ang  fo r  an 
answer, “Which king are you to 
protect?” Jiang replied, “I am 
to protect King Wu of the Zhou 
people, whose virtue is of the 
caliber of the ancient emperors Yao 
and Shun, whose kindness is in tune 
with the universal characteristics, 
and whose rise matches perfectly 
with the change in the heavenly 
orientation. King Zhou of the Shang 
Dynasty lacks any merits, and the 
Shang Dynasty is near its end. He 
will be the last ruler of the Shang 
Dynasty.” Shen retorted, “I am 
going to protect your opponent and 
thwart your plans.” Jiang sternly 
told Shen, “How dare you! No one 
can violate our master's orders. 
Nor can people reverse heavenly 
changes.” Shen was angry and 
retorted, “Jiang Ziya, you want 
to protect the Zhou people? What 
abilities do you have? You have 
studied for merely 40 years. How 
can you match me? I can chop off 
my head, throw it into the air, and 
it falls right back on my neck as 
before. How can you dare to oppose 
me?” Jiang Ziya ignored Shen 
Gongbao, and Shen left in anger.

Shen started to disrupt Jiang's 
efforts. He provoked different 
deities to kill Jiang. Once the 
Primeval God of Heaven caught 
Shen and was about to pin him 
under a huge mountain called the 

Kirin Cliff. Shen begged his master 
to forgive him by swearing, “If I 
continue to call out deities to thwart 
Jiang Ziya, I am willing to plug the 
hole of the North Sea with my own 
body.” Thus, Shen Gongbao was 
set free.

However, Shen did not repent. 
He continued to stir up disharmony. 
He asked the head of a sect to 
deploy 10,000 deities against Jiang 
Ziya’s camp, which caused great 
trouble for King Wu’s expedition 
against King Zhou. Shen Gongbao 
had committed too many sins. The 
Primeval God of Heaven knocked 
Shen down and killed the tiger he 
rode on. He told Shen, “You swore 
that if you continued to sabotage 
Jiang Ziya's mission, you would 
plug the North Sea. It is time you 
fulfill your promise.” That was 
where Shen ended up, at the bottom 
of the sea, where he could never see 
the sun rise again.

申
公
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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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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回

入仙境寶玉受傷 
聽奇聞黛玉心驚

這日，黛玉在書房看書，紫

娟在旁邊繡花相陪。黛玉抬頭

問：「這幾日乾爹為何沒來？」

紫娟說：「不是還差一種藥嗎？

興許又出門採藥了吧。」黛玉嘆

道：「這麼大年紀的人了，還辛

辛苦苦為我採藥，心中實是不

安。」話剛落音，只聽院子裡響

起甜脆的聲音。「乾爺爺來了！」

兩人忙下樓，早看到乾爹一手拎

著一個精緻藥罐，一手牽著小翠

的手走到院中。兩人忙喊「乾爹

好。」乾爹笑盈盈地望著她們。

到廳裡剛坐定，這時大嫂也進

來了。「乾爹這幾日到哪去了？

喲！怎麼眼圈都是黑的，這兩日

在熬夜嗎？」大嫂問。

乾爹喝了一口茶，說：「這

幾日在照看一個重病人，兩夜

幾乎沒合眼。」「重病人！誰家

的？」紫娟問。「是我引來的。」

「你引來的？」眾人睜大疑惑的

眼睛看著乾爹。「說來話長。」

小翠一聽，早把小凳子搬到乾爺

身旁，兩只胳膊搭在乾爺的膝

上，瞪著黑溜溜的眼睛，仰頭望

著乾爹。「那日我去採藥，忽見

山坡上一棵小草在迎風擺動。我

心中一喜，那正是我要找的藥。

我又從懷中掏出醫書，對照書中

畫的圖形，正是！我喜極，爬上

山坡，小心翼翼地採下來。我又

往四周瞧了瞧，忽見接近山頂的

地方，有五、六簇。等我趕到那

裡，忽見山頂上竟有一小片，到

了山頂，往山那邊一看，呵！好

大一片。我蹲下剛摘了幾棵，忽

聽旁邊的枯草叢中有悉悉索索的

聲音。『不好，野獸！』我急忙

撿了一根樹枝，蹲在草旁，只

等野獸出來，給它當頭一棒。

不一會只見枯草在晃動。我舉

起木棒剛要用力往下砸，忽然

驚呆了。你們猜，我見到了什

麼？」乾爹說到此，停住了。小

翠說：「是隻老虎！」杏花說：

「是狼！」乾爹笑著說：「既不是

虎也不是狼，草叢分開處，露出

個清俊的小和尚。」「小和尚鑽

草叢幹什麼？」大嫂問。乾爹接

著說：「他見到我也是一驚，然

後很有禮貌地問：『大伯也在採

藥？』原來他師父病了，廟裡的

住持讓他們到山裡採藥。他把一

棵草給我看，說這是住持給他做

樣子的。這種藥根本找不到。我

一看，就告訴他：『這種藥，我

們山那邊到處都是。它往往長

在山腳下，你必須翻山過去。』

『那勞煩大伯帶我去。』我就答

應了他。他告訴我，他就在那山

坡中的廟裡修行。他帶我走了不

遠，往下一指，我一看，樹木掩

映下，一大片瓦舍，好大的一座

廟。我想，難怪那日青兒說半夜

聽到鐘聲和誦經聲，原來真有座

廟！他幫我採了一簍藥，我就帶

他下山了。山勢很陡，下到半山

腰，他好像發現了什麼，忽然驚

呼一聲，一不留神，腳下的一塊

石頭鬆動了，他踏了空，咕嚕嚕

竟滾了下去。幸虧一塊大石頭擋

住了他，否則若要滾到山腳下，

那真得粉身碎骨。等我急忙趕到

他身邊時，只見多處劃破，渾身

是血，人也昏了過去。我只好把

背簍移到胸前，背著他回家。把

他背回家，我也累得渾身像散了

架。你乾媽和姑奶奶仔細擦洗各

處傷口，泥沙和血肉混在一起，

很難洗。洗乾淨後，又上了膏

藥。我又看脈又熬藥，我們三人

忙了一整夜。第二天他仍昏迷不

醒，又發高燒，此時很危險，一

步也不能離開。他除了多處受

傷，右腳的腳踝骨也碎了，我

已及時給他敷了藥，並用枷板

綁好了。這些外傷我不擔心，

最擔心他有內傷，尤其怕他腦

部被撞傷。腦部若受傷，即

使不死，也只剩一口氣躺在床

上，就成了個活死人了。」小翠

嘆了一口氣，說：「這個小和尚

好可憐，好倒霉。」乾爹也深深

地嘆了一口氣，說：「我也內疚

得很。我若不引他到這裡，怎

能傷到如此，他還這麼年輕！」

大嫂說：「乾爹，不怪你，是他

下山不小心。對了，你說他好

像發現了什麼，驚呼一聲。他

到底看到了什麼？」「我也不

知道，記得當時周圍也沒什麼

異樣。不過，放心，我守了他

兩夜。早上，嘴動了一下，說

『水，水』，我一聽高興萬分，

要水喝，說明腦子清醒，不會

變成活死人了，餵了他幾口參

湯，又睡著了。這不，我就抽

空來了。

大嫂說：「這幾日你只圍著

那小和尚轉，倒把我們青兒丟

在了腦後，兩天未見到藥了。」

乾爹笑著說：「再忙也不能忘記

青兒，這不送藥來了嗎。古方

上的十種藥全配齊，你乾媽昨

晚就開始小火慢熬，你快喝了

吧。」紫娟說：「那小和尚為什

麼總是睡？」「他雖睡著，腦子

可沒閒著，嘴一直在動，好像

喊著人名，我把耳朵靠在他嘴

邊聽，好像喊『媽媽』和另一個

人的名字。聽不真切，只覺得

是個香艷的名字，肯定是個女

孩的名字。」「這女孩一定是他

的意中人。」紫娟說。嫂子說：

「當和尚要做到六根清淨，他倒

好，摔成這樣了，還心心念念

他的媽媽和意中人！」紫娟說：

「這倒是個天下第一情僧！」小

翠問：「情僧是什麼？大姑，情

僧是什麼？」黛玉笑笑說：「情

僧就是假和尚。」大嫂說：「你

們別太刻薄了，那小和尚夠可憐

了，你們還打趣，挖苦人家。」

「大嫂說的對，咱們是要積點口

德。」黛玉說。大家都笑了。這

時，只聽乾爹在旁邊自言自語：

「他喊的不是『媽媽』，倒像是

『妹妹』。」小翠問：「他喊『妹

妹』？他肯定最愛最愛這個妹

妹！」聽了小翠的話，黛玉的心

忽然「怦怦」跳了兩下。紫娟也

頓時悟到了什麼，忙向黛玉望

去。只見她已是花容失色，臉

色蒼白。紫娟見狀，忙站起來

說：「乾爹說了這半日話，也累

了，喝口茶吧。姐姐可能剛喝了

藥，有點不舒服，我要扶她去睡

覺。」神醫聽如此說，慌了，連

忙讓黛玉坐下，要給她號脈。黛

玉無可奈何，只好坐下。老中

醫診了一下脈說：「怎麼心跳如

此快，可能藥下得太猛了，下次

要減些份量。」黛玉苦笑著說：

「乾爹放心，我睡一會就會好

的。」「那就快上樓睡去吧。」

兩人到了臥房，紫娟忙把門

關上。喘了一口氣，說：「難道

是他？有那麼巧？」黛玉坐在床

邊，手撫著胸，「哪裡會巧到這

個份上，不會是他。」嘴上如此

說，心裡卻回答：是他，絕對是

他。黛玉倒在床上，面裡而臥，

心逐漸平靜，而內心深處的疼痛

卻一陣陣襲來。他，曾經是她的

天，她的命，自從他瞞著她娶了

寶釵，她心中的天塌了，她的命

也賠上了。死而復生後，她以為

他從此以後在她的生命中消逝

了，她以為自己解脫了。殊不

知，他早已刻在她的骨子裡，融

在血液中，掙扎是徒勞的；殊不

知她已把他埋在心底的最深處。

這個角落是她的疼點，是她的禁

區。不料，乾爹今日無意中涉入

這個禁區，觸動了這個疼點……

她淚流滿面。

這時只聽小翠大聲喊：「乾

爺爺，等等我，我要去看小和

尚。」紫娟推開窗戶往樓下看，

只見大嫂正斥責小翠：「站住！

不准去，一個姑娘家大呼小叫，

要去看小和尚，不知羞，我怎麼

養你這個不爭氣的女兒？」小翠

嚇得低頭站在院中，大嫂剛轉身

進廚房，小翠躡手躡腳出了大

門，一溜煙跑了。不一會，聽到

樓梯響，接著見小翠輕輕推開

門，神神秘秘地進了屋，小聲

說：「我見到小和尚了！」黛玉

忙坐起來。紫娟問：「你同他說

話了？」「沒有，睡著了。」「他

多大年紀？」「看樣子，同你倆

差不多年紀。」「長什麼樣？」

「長得俊！俊得像個女孩，我還

以為是個小尼姑睡在那裡呢。」

「噢！」黛玉紫娟迅速對望一

眼。紫娟說：「小翠，到樓下泡

點茶。」小翠拎著壺咚咚下了

樓。黛玉長嘆一聲：「天哪！林

黛玉已經死了，我已經逃到這世

外桃源，深山老林，他竟然還能

找上門來，冤家啊！我前生到底

欠他多少？還未還清嗎？」黛玉

頓了一下，忽然對紫娟說：「咱

們逃吧，逃到柳溪鎮；不，咱們

逃到蘇州我的老家去！」「這裡

都能找到，那蘇州他找不到？他

的瘋傻勁你也不是沒領教過，那

年我就只說了一句你要回老家

去，他就把賈府鬧得底朝天。

這次就怕你跑到天涯海角也沒

用。」「那你說怎麼辦？」「涼

拌。」黛玉說：「涼拌？」黛玉

也笑了，「火燒眉毛了，你還開

玩笑。涼拌？」黛玉沈思起來，

忽然說：「涼就是冷，對！咱們

就冷，他現在除了是我的表兄，

別的什麼也不是，咱們就以『兄

長』之禮，禮貌相見而已。」紫

娟「哼」了一聲說：「就怕你這

涼，碰到他的熱，早就化了。」

第二日吃了早飯，只見乾爹

拎著藥罐進了門，到了廳堂。

小翠忙問：「那個小和尚怎麼樣

了？」乾爹說：「好的很，昨天

中午喝了半碗稀粥，昨天晚上吃

了一碗雞湯麵，昨日與我說了

一宿的話。」大嫂說：「他怎麼

有這麼多的話，都說了些啥？」

乾爹沒回答，只對黛玉說：「快

趁熱把藥喝了。」黛玉剛把藥

喝完，乾爹就說：「你倆跟我上

樓，我有話要問。」黛玉，紫娟

乖乖地跟著乾爹上了樓。大嫂三

人瞪大疑惑的眼睛望著他們。乾

爹從來沒有這麼嚴厲過，那兩人

的表情更是怪怪的，到底要問什

麼話呀？

到了臥房，乾爹關上門，二

人在床沿上坐下，乾爹坐在對面

的椅子上。兩人對望了一眼，低

下了頭，像是在等待審判的罪

人。乾爹問：「你們二人是從賈

府出來的，對吧。」「是。」「賈

府有個少爺，名叫賈寶玉，你

們總該認識吧。」兩人遲疑了一

下，怯怯地回答：「認識。」「這

位少爺有個表妹，從南方來的，

叫林——黛玉，你們也該認識

吧？」兩人低頭，沈默著。「怎

麼不說話呀？」乾爹停了一會，

又說：「我再問你們，四天前的

黃昏，你們是否到河灘竹林邊閒

逛過？」紫娟回答：「去過，乾

爹說飯後多走走，我們每日都到

那裡走。」「好，那你們回答我

剛才的問題。」

黛玉、紫娟忙跪倒在乾爹面

前。黛玉流著眼淚說：「請乾爹

饒恕！我們不該瞞著眾人。我就

是林黛玉，她就是我貼身丫鬟紫

娟。我們……」黛玉哽咽著說不

下去了。

乾爹忙扶起她們：「起來

吧，我懂你們，你們也有苦

衷。」停了一會，乾爹說：「看

來他在昏迷中喊的是你們倆。

為什麼你們又是柳青，柳丹了

呢？」紫娟說：「投奔柳溪鎮

前，我們住在一家客店，要記我

們的名字，姑娘就臨時想起這兩

個名字。」乾爹沈吟一會，自言

自語：「林黛玉，黛，不就是青

嗎。紫娟，紫不就是紅，不就是

丹嗎？又到柳溪鎮來，所以就叫

柳青，柳丹。虧你想得快，想得

好！」乾爹問：「如今怎麼辦？

你們要見他嗎？否則他就要爬著

挨家挨戶地找。」紫娟望著黛玉

說：「看！那痴狂病又犯了。」

乾爹說：「你倆還是見見他吧，

否則他真的要去攪擾人家山裡人

了。」黛玉想了想說：「乾爹，

容我們再想想好嗎？」（待續）

文/黃靚  畫/清 孫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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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地

一個穴位是否會令後人致

富，關鍵是看水，穴山本身自帶

的源頭水、明堂內的河流湖泊、

水的大小、來去、清濁，以及甜

澀等等。

風水裡面有種講法叫「水

法」，意思是通過水來尋龍點

穴，來確定穴位情況。

龍脈上的穴位一般在穴山自

身源頭水出水處方圓百米之內，

這個百米是指直線距離。

源頭水一般代表從家族繼承

的財富，或者是通過家族力量獲

得的財富；格局內的河流湖泊等

水，代表穴位所出之人一生中獲

得的財富，水越大越多則代表支

配的財富越多；水清亮潔淨代表

財富來源正當，是通過自身努力

辛苦賺取的；水渾濁則代表財富

來源不正，比如：灰色收入、貪

污受賄等，這種財富會快速消耗

自身福德去進行交換，福德消耗

餘盡，財富自然消散；水甜特別

是源頭水甜，代表這人心地和善

純淨，願意幫助他人；水澀代表

這人可能有點善財難捨。

貴地

「貴」要看山。祖山高大有

靠，來龍蜿蜒起伏，則代表家族

勢力龐大。

明堂內有案山，並呈條桌、

筆架或印形狀，意指有權勢；外

堂局朝山眾多，並且各種各樣，

意指手下有各種人才。

內堂局有大石或怪石，並呈

衛護狀，意指身邊有親近之人，

地位不一定高，但得力且位置重

要；青龍白虎也要符合風水之

法，穴位左邊的眾山頭組成的青

龍要翻騰靈動，喻指文臣。

右邊眾山頭組成的白虎喻指

武將，白虎要比青龍低，並且一

定要回頭望向穴位，否則有叛逆

之相……這是以「貴」為特點的

對穴位整個格局的分析比喻。

不同特點的穴位上述格局

喻指則不一樣。代表「貴」的穴

位，特別是那種天子地，出一個

皇朝的帝皇大地，站在穴位上用

心感受，回目四方，能體味到那

種大氣、高貴、遼闊的感覺。

這是一種無形的感覺，也是

穴位自身特點外溢所形成的場，

就像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氣質一

樣，有些人的言談舉止你能一眼

感受到他出身高貴。

福地

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福地

指的是後世子孫繁衍綿長，代代

平安，沒有甚麼大災大難；家裡

雖然不是大富大貴，但也年年有

餘；子孫後代相對爭氣，懂得積

德行善的做人道理；雖無大智慧

但也不笨；這樣的人天性比較親

近神佛，雖然不一定會走上修行

之路，但也不會為了名利與人爭

鬥，類似那種不修道也在道中的

狀態。

中國比較有名的典型的福

地，就是「孔氏家族」的地。很

多福地帶有修煉的因素在裡面，

就看啟不啟用，如果啟用這一部

分，後代裡面就會出修道人。

從普通人的角度來看，那種

大富大貴的地，其實並不一定合

適。真正大富大貴之人，一般都

有天命，帶有某種責任，而為了

鍛鍊此人，能承擔起這種責任，

都會對其進行磨煉以助其成熟。

所以古人云：「故天將降大

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

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

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

曾益其所不能。」

而普通人福德薄，承受力相

對小，不願經受這種磨難。其實

這樣也好，免得承受不住被毀

掉。所以講「人有自知之明」也

是智慧的體現。

◎文︱返本

三合和六合

十二生肖有兩種相合的關

係，廣為人知。一個是三合，

另一個是六合。三合生肖的思

想、價值觀、生活習慣甚至動

作都很融洽，在一起相處總是

情投意合。

六合生肖相處時不僅非常

融洽，而且還願意幫助對方。

因此佩帶或常用裝飾六合貴人

生肖的物品，如：項鍊等，也

是提升貴人運的方法，能在事

業發展和財運上給予幫助。 
下面列出十二生肖三合和

六合，讀者請自我對照：

寧津人蘇子庾說：乾隆

十二年 ( 紀元 1747 年 )，張

家婆媳二人，正在田裡一起收

割麥子，剛把麥子搬到一起，

便有一陣急旋風，從西面吹

來，把麥子颳得四散。媳婦十

分生氣，把鐮刀向狂風扔了過

去，卻聽見「唉喲」一聲，地

上灑下來幾滴血。

張家婆媳二人，連忙往回

揀被吹散的麥子。這時，媳婦

靠著樹，忽然好像昏了過去，

她的魂，被綁住，拖到一個神

祠中。神怒喝道：「潑婦還敢

傷害我的手下，趕緊給我打 !」
媳婦性情剛直，大聲說：

「窮人家種了幾畝麥子，以此

活命。在烈日之下，婆媳倆辛

辛苦苦地剛收割完，就被一陣

怪風吹散。我以為是邪魅，就

把鐮刀扔過去，沒想到傷了大

王的使者。但是，大王的使者

來往，自有官道，為什麼橫穿

百姓的田地，弄亂窮人家的麥

子 ? 因為這挨杖打，我實在不

甘心！」那位神聽罷伸訴，低

頭道：「她說得有理，讓她走

吧。」

媳婦醒後，旋風又來了，

並且，那些刮散的麥子，都被

風颳到了一起。

有人說：「這不知是何方

神靈？不枉法包庇自己的屬

下，可以說是仁厚，明察，是

正神啊！」

（據紀曉嵐《閱微草堂筆

記》）

◎文︱張智水

神聽民訴 
立刻改正錯誤

福地福人居

清朝的大文人紀昀在其《閱

微草堂筆記》中記錄了不少因果

報應的故事，有些是其親眼所

見，親耳所聞。

卷九中有一則故事講的是有

個人在瘟疫中死了，後來又死而

復生。這個人把他在地府中見到

的事告訴了很多人。

他說，他在地府遇見了自己

的老朋友，不僅衣衫襤褸，而且

脖子上還戴著枷鎖。兩人相見悲

喜交加。他握住老朋友的手嘆

息道：「你一生富貴，怎麼人間

的富貴就一點都不能帶到陰間

嗎？」那個人皺著眉頭說：「人

類世界的財富和地位絕對可以帶

到陰間。」但是，有些富裕人們

無法將他們的財富帶到陰間，是

因為他們在人類世界中沒有積累

足夠的道德品質，所以使他們帶

不來。那些有功德和美德的人在

來到陰間後會變得富裕。當你回

去的時候，請告訴那些仍然活在

人類世界的人，要趁著活著時多

做好事多積點功德就可將他們的

財富和等級帶到陰間來。」

（資料來源：清朝紀昀《閱

微草堂筆記》卷九）

清代嘉慶元年（西元 1796
年），在江蘇無錫有位秦蓉莊先

生，他購得一處名為「寶仁堂」

的老宅，整修時從土中掘得一小

石碑。

石碑上刻有「得隆慶失隆

慶」這六個字，秦蓉莊先生開始

不知道是甚麼意思。

後來，他詳細了解了一番，

才明白這是一個有關買賣此間

房屋的預言：此老宅建於明朝

隆慶初年（註：隆慶是明穆宗

的年號，時間為西元 1567 －

1572 年），以後歷代相傳直至

其前任屋主；而現任屋主秦蓉莊

先生也就是在乾隆六十年（西

元 1795 年），便從前任屋主手

中購得了此屋的房契，但這間屋

子直到嘉慶元年，才正式交割給 
了他。

原來「得隆慶失隆慶」中的

「得隆慶」是指：前任屋主的祖

先在明朝隆慶年間得到此屋；而

「失隆慶」是指：兩百餘年後此

屋將在清朝乾隆六十年與嘉慶元

年易主賣給秦蓉莊先生。

僅僅一棟房屋的易主買賣

之事，在兩百多年前就有人預

測出來，並刻在了石碑上，可

見真是冥冥之中早有定數啊；

那麼比房屋買賣更大的事情，

特別是社會的發展變化，朝代

的興衰變革更是有定數的，是

人力不能抗拒的。

南宋著名醫學家，人稱許學

士的許叔微，字知可，是昆陵

人，曾受鄉裡推薦，參加春季的

科舉考試，沒有考中。

他在歸家的途中，船經過吳

江平望地方時，晚上夢見一位白

衣人說：「你沒有積下陰德，所

以考不上。」

許叔微就說：「我家境貧

寒，沒有錢財可以施與別人。我

該如何是好？」

白衣人說：「為什麼不學醫

呢？我可以幫你精通醫術。」

許叔微醒來，回到家中後，

立即按白衣人的話去作，認真研

讀醫書。後來，果然悟得了扁

鵲、張仲景的絕妙醫道。

凡是有人生病了，不論貧富

貴賤，許叔微都能細心診治，給

予藥物，遇到那些貧寒的患者，

他就不收分文。被他治好的人，

不計其數。

後來，許叔微果然考取鄉試

的舉人。再到禮部參加會試時，

乘船又路過平望那個地方，晚上

又夢見那位白衣人，並且贈給他

四句詩，寫道：「施藥功大，陳

樓間處；殿上呼臚，喚六作五。」

許叔微反覆思考，也不解其中的

意思，姑且把它記了下來。

紹興二年 (1132 年 )，許叔

微考中了進士第六名。不久，第

二名因故不合格，升為第五名。

他的上面是陳祖言，下面是樓

材，正是處於陳、樓二人之間，

方才省悟夢中詩句的意思。

晚年，許叔微拿出自己平生

已經用過多次、行之有效的藥

方，詳細記載下使用的情況，編

成一本《普濟本事方》（這本書

中有許多神妙的處方），選取本

事詩詞的體例來命名。

同時又擬定《傷寒歌》三

卷，共有一百篇，都是根據張

仲景的方法，而加以發揮。另

外還有《治法》八十一篇和《仲景

脈法》三十六圖，《翼傷寒論》二

卷，《辨類》五卷。

對張仲景《傷寒論》的內

容，確有發揮。刊行後，傳之

於世。

人間功德是真富貴 得隆慶 失隆慶
◎文︱慧勉

◎文︱安吉

◎文︱莫求

內堂局有大石或怪石，身邊有得

力親近之人。

風水
探祕

命理小常識

鼠（三合：龍、猴，六合：牛）；

牛（三合：蛇、雞，六合：鼠）。

虎（三合：馬、狗，六合：豬）；

兔（三合：豬、羊，六合：狗）。

龍（三合：鼠、猴，六合：雞）；

蛇（三合：雞、牛，六合：猴）。

馬（三合：虎、狗，六合：羊）；

羊（三合：兔、豬，六合：馬）。

猴（三合：鼠、龍，六合：蛇）；

雞（三合：蛇、牛，六合：龍）。

狗（三合：虎、馬，六合：兔）；

豬（三合：兔、羊，六合：虎）。

風水學上有一名句：

「山管人丁水管財。」在

風水裡「富」與「貴」是

不同的概念，是有區別

的。

積陰德 改大命
◎文︱陸文

【冥冥之中有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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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特車為越來越多的華人客戶所喜

    愛，為更好地服務於華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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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
■

     業
■■■■■■

    職職

我們需要您
請來我們這裡！
市中心福特車行

誠聘華人業務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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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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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字子美，唐河南人，

祖籍杜陵（陜西長安），杜審言

之孫，官至左拾遺。生於睿宗太

極元年（公元 712 年），卒於

代宗大歷五年（公元 770 年），

享年五十九歲。杜甫憂國愛民，

為人忘己，有仁者悲天憫人的胸

懷，被尊為「詩聖」。詩作大多

描述安史之亂前後人民的苦難，

反映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詩風

沉鬱，與李白同為唐代第一流詩

人，合稱「李杜」。

(1) 朝回：散朝回來。

(2)典：將物品抵押給別人。

(3) 行處：到處。

(4) 蛺蝶：蝶類的一種。

(5) 深深見：指蛺蝶出現在

花木的深處。

(6) 款款飛：緩緩飛行。

(7) 傳語：寄語，傳話。

天天散朝回來就去典當春衣

換錢買酒，每天在江邊喝得爛醉

後才回家。到處賒酒欠債是很平

常的事，自古以來很少人能夠活

到七十歲。蛺蝶穿梭在花木深處

忽隱忽現，點水的蜻蜓在水面上

緩緩的輕飛。寄語動人的景色

呀，跟大家一起迴旋轉流吧！雖

然相互讚賞的時間短暫，但千萬

不要相互背離。

曲江又名曲江池，故址在今

西安城南五公裡處，原為漢武帝

所造。唐玄宗開元年間大加整

修，池水澄明，花卉環列。其南

有紫雲樓、芙蓉苑；西有杏園、

慈恩寺。是著名遊覽勝地。 
這是繼曲江對酒 ( 其一 ) 詩

中 「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

絆此身。」 體悟到人生苦短，須

及時行樂的後續之作。杜甫所

作的「曲江對酒」，明朝人王嗣

奭曾評說：「初不滿此詩，國方

多事，身為諫官，豈人臣行樂之

時？」後來得知杜甫是因為知道

有人譏讒他，而故意這樣買醉的

時候，就改變了看法。 認為這

是「憂讒畏譏之作」， 「蓋憂憤

而托之行樂者」。

 「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

蜓款款飛」，敘述江邊景物的恬

靜、自在、美好。雖是自然間恬

靜、美好的境界，也是轉眼即

逝。「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

賞莫相違。」儘管「每日江頭盡

醉歸」，由此仍可見杜甫的心境

高妙。

作者

註釋

語譯

賞析

千字文
      lóng     shī     huǒ     dì

龍 師 火 帝
       niǎo   guān   rén   huáng

鳥 官 人 皇

拾

詞義
龍師：相傳伏羲氏以「龍」

作為官職的名稱，稱為「龍

師」。

火帝：遠古時代五帝之一的

炎帝（神農氏）。鳥官：用「鳥」

名來作為官職的名稱。

人皇：一位遠古部落的首

領，與天皇、地皇合稱三皇。

譯文參考
相傳中國在遠古時代的君

王，大都是上天派遣下來智慧、

品德很高的神，他們來指導人類

解決吃的、穿的、住的問題。所

以人們對於有聖德有貢獻的君王

都非常崇敬；如教民漁獵畜牧的

伏羲氏因為看到龍馬（龍頭馬

身的神獸）獻河圖，於是就以

龍做為官職的名稱，所以稱為龍

師。神農氏以火命官，則被稱為

火帝。黃帝的兒子，少昊氏立位

時，有鳳凰來朝賀，所以就以鳥

名作為官銜，因此稱為鳥官。

還有一位遠古部落的首領，因

為受到民眾的愛戴而被稱為「人

皇」，與天皇、地皇合稱三皇。

曾經有一個賣花的小姑娘在

賣完大部分的花之後，發現天色

己晚，所以決定早點回家，這時

她發現手上還有一朵玫瑰花沒有

賣完，這時她看到路邊有一個乞

丐，於是就把那朵玫瑰花送給了

乞丐，然後就開開心心的回家

了 !
 也許你會覺得故事到此就結

束了，但我要講的故事才剛剛開

始 ! 這個乞丐從來沒有想過居然

會有這麼好的事情發生在自己身

上，從來沒有想過居然會有美女

給自己送來玫瑰花，當真是太陽

從西邊出來了，也許乞丐從來沒

有用心愛過自己，也沒有接受過

別人對自己的愛。於是他做了一

個決定，當天不行乞了，回家 !
回到家之後，他在家裏找出

一個瓶子裝上水，把玫瑰花插進

去養起來，然後把花放在桌子上

靜靜的欣賞著玫瑰的美麗。忽然

他似乎想到甚麼，然後他馬上開

始把花拿出來，把瓶子拿去洗乾

淨後再把花插進瓶子裡 !
 原來他突然間覺得，這麼漂

亮的花怎麼能隨意插在這麼髒的

瓶子上，所以他決定把瓶子洗乾

淨，這樣才配得上這麼美麗的玫

瑰 !
做完這些工作後，他又坐在

邊上靜靜的欣賞著美麗的玫瑰，

突然間他感覺這麼漂亮的花和這

麼乾淨的瓶子怎麼能放在這麼髒

亂的桌子上，於是他開始動手把

桌子擦乾淨，把雜物收拾整齊 !
處理完之後他又坐在邊上靜

靜的欣賞眼前的一切，突然間他

感覺到這麼漂亮的玫瑰和這麼乾

淨的桌子怎麼能放在這麼雜亂

的房間裡呢 ? 於是他做了一個決

定，把整個房間打掃一遍，把所

有的物品擺放整齊，把所有的垃

圾清理出房間….…
突然間整個房間因為有了這

朵玫瑰花的映射而變的溫馨起

來 ! 這時他彷彿忘記了自己所在

何處，正在陶醉時，突然發現鏡

子中反射出一個蓬頭垢面、不修

邊幅，衣裳襤褸的年輕人，他沒

想到自己居然是這個樣子，這樣

的人有甚麼資格呆在這樣的房間

裡與玫瑰相伴呢 ?
於是他立刻去洗了幾年來唯

一洗過的，也是第一次澡，洗完

之後找出幾件雖然顯得有點舊，

但稍微乾淨的衣服，刮完鬍子之

後，把自己從頭到下整理了一

番，然後再照照鏡子，突然間發

現一個從未有過的年輕帥氣的臉

出現在鏡子中 !

這時候，他突然間覺得自己

也很不錯，為甚麼要去當乞丐

呢 ? 這是他當乞丐以來第一次這

樣問自己，他的靈魂在瞬間覺醒

了，其實我也很不錯，再看看房

間中的一切，再看看這朵美麗的

玫瑰，他當下立刻做出了一個人

生中最重要的決定 !
他決定第二天不再當乞丐而

是去找工作，因為他不怕髒和

累，所以第二天他很順利就找到

了一份工作，或許是因為他心中

盛開的玫瑰花激勵著他，隨著他

的不懈努力，幾年後他成了一個

非常有成就的企業老闆 ! 若干年

後，他終於尋找到當初送花給他

的小姑娘，並把他一半的財產送

給了小姑娘，不為別的，只為感

激在他淪落為乞丐時送他的一朵

玫瑰 !
那不是一朵玫瑰，而是一份

希望，一份對人生的希望，一份

是對美好未來的希望！這就是所

謂的贈人玫瑰，手有餘香的典

故 !
其實每個人都是最棒的 ! 每

個人都是最優秀的！我們要相信

自己，無論如何，無論在甚麼情

況下都不要放棄自己 !
 不要把自己沉淪在失敗的邊

緣，只要讓自己開始做一些小小

的改變，那麼我們的人生就會開

始與眾不同 ! 記住：當改變自己

時，一切都改變了。

來源：Love 分享

火帝神農與龍師伏羲-Wikipedia

cháo huí rì rì diǎn chūn yī 

chuān huā jiá dié shēn shēn xiàn

měi rì jiāng tóu jìn zuì guī 

diǎn shuǐ qīng tíng kuǎn kuǎn fēi 

朝回日日典春衣，

穿花蛺蝶深深見，

每日江頭盡醉歸。

點水蜻蜓款款飛。

jiǔ zhài xún cháng xíng chù yǒu 

chuán yǔ fēng guāng gòng liú zhuǎn 

rén shēng qī shí gǔ lái  xī  

zàn shí xiāng shǎng mò xiāng wéi 

酒債尋常行處有，

傳語風光共流轉，

人生七十古來稀。

暫時相賞莫相違。

作者：杜甫 dù fǔ 

曲江對酒(其二)

qū jiāng duì  jiǔ 

一個乞丐的覺醒！—耐人尋味的故事

(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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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靜能是唐中期術士 ，經

歷唐高宗、武則天、唐玄宗三

朝，曾出任唐代國子監祭酒，撰

有《天真皇人九仙經》、《北帝靈

文》等。《太平廣記》等道家文

獻中記載了大量關於他的神跡。

他曾經用酒桶變成小道

士，陪當時的汝陽王喝酒。唐

汝陽王好酒，長喝不醉。來了

客人，必定留人家喝個昏天黑

地。葉靜能與汝陽王交好，常

去王府作客。有一次，汝陽王

逼其喝酒，他不喝，對王爺

說：「我有一個弟子，酒量極

大，可以做大王的飲客。雖是

個侏儒，也有過人之處。明天

讓他來拜見大王，大王試著與

他聊聊。」

第二天早晨，有人拿著

「道士常持蒲」的名帖拜訪王

府。汝陽王讓他進來，一看

這道士身高不過二尺。坐下以

後，從天地大道、混沌初開談

起，到三皇五帝、歷代興亡、

天時人事、經傳子史，無不清

清楚楚，瞭若指掌。汝陽王張

口結舌不能應付。

小道士一看王爺沒啥好說

的，就更換話題，說些淺近的

幽默戲耍故事，汝陽王高興起

來，對小道士說：「我觀看法

師的風度，也常飲酒嗎？」

常 持 蒲 說：「聽 王 爺 吩

咐。」汝陽王就命左右倒酒。

酒過數巡，持蒲說：「這樣喝

不夠勁，請把酒移到大器皿

中，我和大王自己舀著喝，量

盡為止，那才喝得痛快。」汝

陽王便命人搬出幾石香醇的美

酒，倒進大斛中，用巨杯取酒

來喝。

汝陽王喝到一半就醉醺醺

的了，而常持蒲則安然不亂，

風度尤佳。又喝了很久，常持

蒲忽然對汝陽王說：「我只喝這

一杯了，醉了。」

汝陽王說：「我看你的酒

量根本還沒有喝足，請再喝幾

杯。」常持蒲說：「大王不知道

度量有限嗎？何必勉強我。」於

是又喝盡一杯，忽然倒下了，再

看那小道士，原來是一個大酒

桶，裡面裝了五斗酒。

另一顆水晶頭骨 
隱藏的秘密

在大英博物館裡還存有另一

顆水晶頭骨，自 1898 年公開展

示以來，各國考古學家們紛紛前

來進行考證，專家們推測這顆頭

骨是殖民時代拉丁美洲阿鼻提人

的傑作。那麼事實真相真的是這

樣嗎？

在我修煉境界展現，三萬年

前在中美洲安底斯山脈的深山

中，有一批獨修的宗教修煉者，

其中有一位遠離人群在高海拔的

極寒地帶苦修了幾百年的修煉

人，他用了十三年的時間，純手

工雕刻打磨了這個水晶頭骨，他

將自己在修煉中證悟到的法理，

用強大的功注入到頭骨內，希望

頭骨能夠流傳後世，給未來有緣

見到這顆頭骨的修煉人以啟示。

此時的美洲大陸已是瑪雅帝

國統治末期，社會風氣腐化，世

人道德敗壞，信奉邪教，宗教中

也出現了大量殺生祭祀的亂象。

民眾對正教信仰者嘲笑謾罵嗤之

以鼻。

在安底斯山脈已修行幾百年

的修煉者看在眼裡卻無能為力，

因為世上的一切是有定數的，修

煉人只能遵循依從天象而行事。

一日與一位中年修行者切磋

交流，他看到中年修行者將不久

於人世且沒修出三界。

往來多日，臨終前的中年修

行者請求那位高境界修行者，懇

請其將自己的靈魂封印到水晶頭

骨裡，作為法器水晶頭骨的護

法，希望自己的靈魂與水晶頭骨

永駐世間。

那位高境界修行者說道：世

間因為人的貪慾和執著的漫延，

神的榮光逐漸黯淡，但人對神的

正信是永恆不滅的。

時間將證明：未來神的榮光

將重現世間，滌蕩一切汙垢，那

時我們將再次相見。床塌上靜臥

的中年修行者臉上露出了祥和的

微笑 ...... 悠悠萬載，中年修行

者的靈魂一直守護著這顆水晶頭

骨，向世間的人們傳遞著神的信

仰，啟迪著人的佛性。

第三顆水晶頭骨 
隱藏的秘密

在法國巴黎博物館也還陳列

著一顆水晶頭骨，我用功能看到

這顆水晶頭骨產生於本次人類文

明三千年前，那時北美洲大陸分

布著眾多的印第安族群，他們隨

著季節過著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漁

獵生活，大部分時期各部族相安

無事。

在眾多部落中，有一個名叫

山鷹的印第安強大部族，部落酋

長黑鷹好戰嗜血。

黑鷹酋長常常帶兵欺凌其他

弱小部落，喜好斬盡殺絕其他戰

敗部落的男丁。

黑鷹酋長一生殺人無數，召

來大量冤魂怨鬼討債，山鷹部落

也因此不僅總有人意外感染各種

疾病而不治身亡，而且經常在部

族內出現可怕的靈異現象。

黑鷹酋長知道緣由後非常驚

恐，他請來山鷹部落法力最高深

的巫師，歷時多年打造了這顆水

晶頭骨，將前來討債的亡靈用法

術囚禁在這顆水晶頭骨對應的另

外空間範圍內。這顆水晶頭骨所

帶能量場讓人感到特別昏沉，頭

暈，那是因為從裡邊釋放出來的

氣息中含有眾多亡靈的怨恨。

傳說中僅存 
十三水晶頭骨

史前製造的眾多的水晶頭骨

隨著歷史的變遷，王朝的更替，

它們有的在宗教中流傳，有的為

私人收藏，有的沉入海底，有的

隨葬入棺埋於地下……

在人類文明各個時期留下了

大量的水晶頭骨，但多半也只不

過是藝術品而已，具備深刻歷史

內涵及背後因素的，如今能找到

的僅有十三顆。

水晶頭骨作為美洲大陸的歷

史文化現象，不解之謎，一直在

學術界、科學界及考古領域作為

重點研究課題 , 被爭論猜測。

現代人類所掌握的知識，對

瞭解地球歷史的奧秘，宇宙的奧

秘所知甚少。只有作為真正的修

行人，宇宙的真相包括地球歷史

與奧秘，才會被修煉者洞悉。在

美洲大陸或許可以找到史前殘留

的宮殿或神廟遺址，它依然聳立

在荒涼的歲月裡，向我們昭示著

那些時代曾經的繁榮與輝煌。

離奇的是，近日妮英的舅舅

哲仁連續做到同樣的怪夢，外甥

女妮英要求他到皇后港海邊去接

她回家，夢境十分真實。哲仁於

是和妮英的母親一起，於 6 月

30 日晚間前往皇后港海邊當初

妮英失蹤的地點尋找，結果赫然

看見妮英躺在當時被海浪捲走的

沙灘上，身上還是當年失蹤時穿

著的衣服和拖鞋。

妮英隨後被送往醫院接受治

療。醫生表示，妮英身體狀況還

算正常，但精神恍惚，也不肯張

口說話。過去的這一年半裡究竟

發生了甚麼事情，至今仍是個

謎。

這一事件使曾經火熱的「時

空隧道」話題再度引發公眾興

趣。

美國的《太陽報》於 1993 年

8 月曾經報導過，80 年前「泰

坦尼克」號沉船事故中的兩名失

蹤者，在大西洋被發現並獲救。

1990 年 9 月 24 日，「福斯

哈根」號拖網船在北大西洋離冰

島西南約 360 公里處，救起一

位穿著本世紀初期的英式服裝的

婦女，她竟然聲稱自己是「泰坦

尼克」號的乘客，叫文妮考特，

時年 29 歲。船即將沉沒時，被

一陣巨浪推到冰山上。

「福斯哈根」號上所有船員

都被她的話驚掉了下巴。後來海

事機構特地查找了「泰坦尼克」

號乘客名單紀錄表，確認這艘豪

華遊輪上確有此人。正當人們為

此而爭論不休時，另一件奇事又

發生了。

1991 年 8 月 9 日，歐洲的

一個海洋科學考察小組在冰島

西南 387 公里處，意外地救起

了一名 60 多歲的男子。他說自

己是「泰坦尼克」號的船長史密

斯。在獲救時，他一口咬定當時

是 1912 年 4 月 15 日。

報導說這兩人並不知道時間

已過去了 80 年，堅持認為他們

的船剛剛沉沒。雖然有人認為這

則報導缺乏佐證，但這則消息還

是引起了公眾的關注與興趣。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在第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太平洋戰役

中，美國的「印第安納堡利斯」

號軍艦被日本潛艇擊沉。艦上有

25 名官兵乘救生艇逃生，隨後

卻杳無蹤跡。

1991 年 7 月的一天，一艘

菲律賓漁船偶然發現一隻救生

艇，艇上有 25 名美國軍人。

他們就是 46 年前「印第安

納堡利斯」號軍艦上的船員，也

還是年輕時的樣子，而且 25 個

人一致認為他們在海上僅僅漂流

了 1 天。天文學家森梅西堅斯

博士認為，他們有可能闖入了一

個「時空隧道」，幾十年後復出

人間，卻全然不知道已經過了那

麼久時間。

上面的真實事件也表明，時

空隧道不止一條，每個時空的時

間都是不同的，所以才會出現誤

入其他時空的人認為才過了一會

或一天，人間已過去了幾年或幾

十年的現象。

文 / 秀秀 圖 / Fotolia

  
水晶頭骨之謎   

下

文 / 藍月 圖 / 視頻截圖

罕見 「日暈」

如十日高掛

中國神話后羿射日的故

事，說的是遠古時候，天空

中出現了 10 個太陽，萬物都

被烤死，大英雄后羿用神箭

射掉 9 個太陽，人類才得以

延續。現實中，瑞典曾經出

現奇特的天文現象，宛如 10
個太陽掛在天空。

瑞典中部著名的滑雪勝

地韋姆達倫 （Vemdalen），
每年吸引著很多遊客去那裡

滑雪。去年年底，人們忽然

發現，天空中竟然出現了「10
個太陽」，有如天使下凡一

樣，光芒耀眼。

抬頭看去，從太陽的光

芒中，又出現了第 2道光輪，

多個星茫在周遭環繞，就如

同多個小太陽一樣。滑雪者

們在欣賞之餘，紛紛驚歎大

自然的奇妙。

當地報導說，這其實是

罕見的「日暈」奇景，是由大

氣中的冰晶折射，或是反射

太陽光造成的，不同角度都

會有不一樣的景象。但這次

出現多個太陽的現象，更是

罕見中的罕見。

這樣的奇特天象也引起

不少當地人的爭論，有人認

為這是「天使降臨」的神跡，

但也有居民表示，這可能是

暴風雨來前的前兆，當空氣

十分不穩定時，才會出現這

樣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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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紫雲 圖 / 公有領域

「時空隧道」真實存在據 印尼「點 滴 網」

（Detik）日前報導，印尼一
名53歲叫妮英的婦人，去年
1月8日在西爪哇皇后港海
邊沙灘遊玩時被海浪捲走，

警方打撈無果，從此渺無音

訊。

道家法術對中國人來

說都不陌生，書中描述的那

些神仙般的道家高人，個個

法術高強，在他們手裡，任

何東西都可以千變萬化。

道家奇術 酒桶變道士

水晶頭骨隱藏了有關人類起源和

死亡的資料，能幫助人類解開宇

宙生命之謎。

1912年4月10日，泰坦尼克於南

安普敦港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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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西海岸地區的多元地理及人文景觀，是美國文化的縮影

與寫照，請跟著導遊一起走入美西的大城與小鎮、海港和酒莊、

森林及沙漠、山林與河谷。

九曲花街的官方名稱為倫巴底街，

它是世界上最彎曲的街道。當時的市政

府為了防止交通事故，特意修築花壇，

車行至此，只能盤旋而下，時速不得超

過5 英里，如今倫巴底卻成為舊金山最

吸引人的一條街。

在Hyde 街與Leavenworth 街之間

的一個很短的街區內卻有八個急轉彎，

40 度的斜坡加上彎曲如“Z”字形的道

路，車子只能往下單行。你可以來這裡

檢驗一下自己的駕駛技術，或者愜意地

在其中漫步。車道兩邊的花壇裡種滿了

玫瑰，街兩邊家家戶戶也都在門口養花

種草，花開時節， 遠遠望去，有如一

幅斜掛著的絨繡，美不勝收。在花街高

處還可遠眺海灣大橋和科伊特塔。

九曲花街 建議
遊玩時間

1小時

最佳的觀景點:

橋身南側的尖兵堡 Fort Point
靠近莎薩利託的觀景點 Vista Point
大橋北岸靠西的瞭望台 Battery Spencer

世界最大的單孔吊橋之一，耗用

10萬多噸鋼材斥巨資建成，是舊金山的

象徵，橘紅色的大橋跨越了舊金山灣和

金門海峽，壯觀雄偉。淘金熱時期，這

座橋如同通往金礦的一扇大門，因此得

名。 《猩球崛起》、《X戰警》等眾多

美國大片中也常常出現大橋的身影。大

橋北側的觀景點是欣賞大橋全景最好的

地方，伴隨夕陽景色更是壯闊，若要想

更清晰地欣賞大橋建議避開大霧天氣。

橋兩側專門設有步行道，除駕車通過之

外，可以伴隨海風步行在大橋之上，或

是騎自行車往返都是不錯的體驗。

金門大橋 建議
遊玩時間

3-4小時

漁人碼頭大致包括從舊金山北部水

域哥拉德利廣場到35號碼頭的區域。漁

人碼頭的標誌是個畫有大螃蟹的圓形招

牌，找到這個，你就到了漁人碼頭。在

這里人們可以大啖海鮮和酸麵包，每年

11月到次年6月之間正是品嚐海鮮的最

佳時節，這時候來到漁人碼頭，人們就

可以吃到上好的丹金尼斯螃蟹。

這裡你還可以參觀驚悚搞怪的蠟像

館、遨遊美麗的水底世界、欣賞精彩的

街頭藝人表演或是在寬敞而有格調的購

物中心血拼。

漁人碼頭地區擁有舊金山海洋國家

歷史公園，哥拉德利廣場和機械博物館

等景點。其它熱門景區，如舊金山唐人

街，九曲花街和北灘也都在附近。所以

到漁人碼頭，你可以安心地花上一整天

時間盡享遊玩的樂趣啦！

漁人碼頭 建議
遊玩時間

3-4小時

美國舊金山聯合廣場因曾舉辦過

一系列有關聯邦統一的會議，所以後

來被命名為聯合廣場。廣場中央圓柱頂

端的勝利女神鵰像，是為了紀念在美西

戰爭中在馬尼拉灣得勝的海軍上將杜威

(Dewey)而建立的。

廣場周圍種滿了棕櫚、紫杉和鮮

花，營造了浪漫而愉悅的氛圍。廣場

常舉辦畫展、跳蚤市場等各項活動，再

加上周圍商場林立，名店雲集，被愛購

物朋友稱之為購物的聖地。除了有I. 

Magnin及Macy's兩大百貨公司，還有上

百家的高級名品丶服飾店，全然是購物

者的天堂。此外，舊金山的劇院區就位

於聯合廣場西南方向不遠的地方。你就

算不買東西，隨便逛逛也會讓你覺得驚

喜不斷。

聯合廣場 建議
遊玩時間

3小時

宿：舊金山

舊金山不大，驅車自駕一

天就能逛完，今天就在市區遊

玩地標性景點。

舊 金 山

舊 金 山

世界最大的單孔吊橋之一，

耗用 10 萬多噸鋼材斥巨資建成，

是舊金山的象徵，橘紅色的大橋

跨越了舊金山灣和金門海峽，壯

觀雄偉。淘金熱時期，這座橋如

同通往金礦的一扇大門，因此得

名。 《猩球崛起》、《X 戰警》等眾

多美國大片中也常常出現大橋的

身影。大橋北側的觀景點是欣賞

大橋全景最好的地方，伴隨夕陽

景色更是壯闊，若要想更清晰地

欣賞大橋建議避開大霧天氣。橋

兩側專門設有步行道，除駕車通

過之外，可以伴隨海風步行在大

橋之上，或是騎自行車往返都是

不錯的體驗。

最佳的觀景點 : 

橋身南側的尖兵堡 Fort Point 

靠近莎薩利託的觀景點 Vista Point 

大橋北岸靠西的瞭望台 Battery Spencer

九曲花街的官方名稱為倫巴底

街，它是世界上最彎曲的街道。當

時的市政府為了防止交通事故，特

意修築花壇，車行至此，只能盤旋

而下，時速不得超過 5 英里，如

今倫巴底卻成為舊金山最吸引人的

一條街。

在 Hyde 街與 Leavenworth 街

之間的一個很短的街區內卻有八

個急轉彎，40 度的斜坡加上彎曲

如“Z”字形的道路，車子只能往下

單行。你可以來這裡檢驗一下自己

的駕駛技術，或者愜意地在其中漫

步。

車道兩邊的花壇裡種滿了玫

瑰，街兩邊家家戶戶也都在門口養

花種草，花開時節， 遠遠望去，有

如一幅斜掛著的絨繡，美不勝收。

在花街高處還可遠眺海灣大橋和科

伊特塔。

漁人碼頭大致包括從舊金山北

部水域哥拉德利廣場到 35 號碼頭

的區域。漁人碼頭的標誌是個畫有

大螃蟹的圓形招牌，找到這個，你

就到了漁人碼頭。在這里人們可以

大啖海鮮和酸麵包。每年 11 月到

次年 6 月之間正是品嚐海鮮的最佳

時節，這時候來到漁人碼頭，人們

就可以吃到上好的丹金尼斯螃蟹。

這裡你還可以參觀驚悚搞怪的

蠟像館、遨遊美麗的水底世界、欣

賞精彩的街頭藝人表演或是在寬敞

而有格調的購物中心血拼。

漁人碼頭地區擁有舊金山海洋

國家歷史公園，哥拉德利廣場和機

械博物館等景點。其它熱門景區，

如舊金山唐人街，九曲花街和北灘

也都在附近。所以到漁人碼頭，你

可以安心地花上一整天時間盡享遊

玩的樂趣啦！

美國舊金山聯合廣場因曾舉辦

過一系列有關聯邦統一的會議，所

以後來被命名為聯合廣場。廣場中

央圓柱頂端的勝利女神雕像，是為

了紀念在美西戰爭中在馬尼拉灣得

勝的海軍上將杜威(Dewey)而建立的。

廣場周圍種滿了棕櫚、紫杉和

鮮花，營造了浪漫而愉悅的氛圍。

廣場常舉辦畫展、跳蚤市場等各項

活動，再加上周圍商場林立，名店

雲集，被愛購物朋友稱之為購物的

聖地。除了有 I. Magnin 及 Macy's

兩大百貨公司，還有上百家的高級

名品服飾店，全然是購物者的天

堂。此外，舊金山的劇院區就位於

聯合廣場西南方向不遠的地方。你

就算不買東西，隨便逛逛也會讓你

感到驚喜連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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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Mercedes-Benz Canada Inc. Lease and finance offers based on the 2018 GLE400 4MATIC/2018 C 300 4MATIC Sedan are available only through Mercedes-Benz Financial Services on approved credit for 
a limited time. *Total price of $73,498/$49,376 for advertised vehicle includes MSRP plus all applicable dealer fees. **Finance example based on $989/$599 per month for 72/72 months. Down payment or equiv-
alent trade of $5,000/$5,000 and applicable taxes due at lease inception. MSRP starting at $73,498/$49,376. Finance APR of 2.9%/1.4% applies. Freight/PDI of $2,995, dealer admin fee of $695, air-conditioning 
levy of $100, EHF tires, filters, batteries of $20, PPSA of $27.96/$27.96 and AMVIC fee of $6.25 are due at signing. Total obligation is $74,743.92/$46,292.40. Vehicle license, insurance, registration, and taxes 
are extra. Dealer may lease or finance for less. Offers may change without notice and cannot be combined with any other offers. See your authorized Mercedes-Benz dealer for details or call the Mercedes-Benz 
Customer Relations Centre at 1-800-387-0100. Offers end August 31, 2018

Mercedes-Benz Country Hills

開走這輛2018 CLA250 展示車!!!

展示車大清倉活動

2018 CLA250 4MATIC 總售價: $46,999*

*不含稅。優惠截止於2018年8月31日。 Stock #: 18802998 

0.9%* $399* $4,526 $5,000
租賃利率

45 個月

租賃月付款

$5,000 首付

包括 僅需

價格優惠 首付

*Generic CLA-Class Image

STOCK # MODEL MSRP SALE PRICE
18762926 B250 45,594.00$       35,999.00$       
18760579 B250 45,604.00$       35,999.00$       

SOLD GLA250 53,892.00$       45,999.00$       
18803004 GLA250 54,592.00$       46,999.00$       
18802998 CLA250 47,310.25$       42,999.00$       
18819843 C300 58,280.00$       51,999.00$       
18780396 C300 60,170.00$       52,999.00$       
18809775 C43 73,035.00$       69,999.00$       
18823150 GLC300 61,370.00$       57,999.00$       
18816217 GLE400 81,055.00$       75,999.00$       
18825595 GLE400 80,795.00$       75,999.00$       
18801766 GLE43 90,020.25$       83,999.00$       
18802045 GLE63 135,468.00$    118,999.00$    
18791668 GLE63 133,945.00$    129,999.00$    

SOLD GLS450 113,735.00$    104,999.00$    
18811329 GLS450 113,540.00$    109,999.00$    

SOLD GLS63 147,690.00$    134,999.00$    
18801781 GLS63 142,605.00$    136,999.00$    

Mercedes-Benz Country Hills,  2450 Country Hills Blvd NE, (587)806-3762, mbcountryhills.ca

Mercedes-Benz
The best or nothing. 舍我其誰。

Andy Lai 
品牌專家 
廣東話/ 
普通話

Pheobe Ku 
品牌專家 
廣東話/ 
普通話

Chaoran Li 
品牌專家
廣東話/ 
普通話

惠食街

誠 聘 英 才

招

要求

經驗企檯
幫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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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8月23日—8月29日第16期

【看 中 國 訊】雖 然 是 跑 車 品

牌，但保時捷與 SUV 也有千絲萬

縷的聯繫。廣為人知的卡宴是保

時捷品牌的拯救者。近日，保時

捷發布了被稱為「小卡宴」的該款

式入門級 SUV 車款 Macan，並挑

選在擁有眾多粉絲的中國作為發

布地點。

新款 Macan 對前進氣格柵進

行了重新設計，其下方增加了貫

穿式進氣格柵，同時大嘴格柵設

計也更符合保時捷的全新家族風

格，兩側 LED 轉向燈採用了更細

的光帶造型。相比之下新車側面

基本沒有調整，尾燈組預計將使

用全新的造型，與最新家族式風

格保持統一。

此次保時捷公司提供新增的 4 

種車身外觀顏色、 2 款全新內飾配

色，以及 2 款輪轂設計，幫助消

費者打造更具個性化的專屬車型。

內 飾 中 部 分 門 板 和 中 控 都

採用了金屬拉絲質感的裝飾，用

料和做工都非常出色，除金屬拉

絲的質感外還具有亞光的塗裝 

效果。

中控台繼續採用跑車化上斜

設計，但上方多媒體系統及空調

出風口處經過徹底改造，其中新

式 PCM 保時捷通訊管理系統屏

幕，從原本的 7 英寸一舉放大至

11 英寸，擁有更直覺的操作過程

及更強的車聯能力。此外，空調

出風口位置也調整至 PCM 系統屏

幕下方，並重新安排了 PCM 系統

的操作界面，整體看來明顯比以

往更高級、更有科技感。

與新一代保時捷家族其他車

款相同，Macan 也換上了造型靈感

來自於 918 Spyder 的 GT 式樣方向

盤。同時，再選配跑車計時套件

之後，也同樣在方向盤盤心的右

下角增加可直接切換駕駛模式的

旋鈕，並提供 Plus Sport Response

模式，加上後輪加寬輪胎，寬度

不等的前後輪胎輔以保時捷牽引

力控制管理系統（PTM），將其跑

車的駕駛動態展現得淋漓盡致。

新 款 Macan 共 提 供 三 種 動

力，其中，2.0T 渦輪增壓引擎最

大輸出功率 185kW，峰值扭矩達 

370Nm 、2.9T V6 雙渦輪增壓引擎

最大輸出功率 324 kW，峰值扭矩

550 Nm；而採用 3.0T V6 雙渦輪

增壓引擎，最大功率 250 kW，峰

值扭矩 500 Nm。

保時捷在擁有眾多粉絲的中國發布了入門級 SUV

PORS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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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擁有了汽車，保養和維

護就變成了長期的工作。如果平

常車子保養得不好，碰到極冷或

極熱的天氣，車子的故障率就大

大增加。

除了日常的保養外，出遠門

前的檢查也很重要。 檢查車燈、

水箱、機油、輪胎、煞車等都是

例行的工作。比如，出行前需要

檢查機油高低位置與混濁程度、

變速箱油高低位置與混濁程度、

主副水箱高低位置與髒污程度、

輪胎胎痕與胎壓、電瓶是否快沒

電等， 最重要的是旅行前交給維

修廠做一次全面檢查與維修最安

全。

 平常每天開車的路徑、路況

可能差不多，但是在旅行中，車 
子必須有足夠的能力去適應較複

雜的環境。比如，平日使用車子

的時間都不會太長，車子的冷卻

系統（水箱等）一向正常，也許

忽略了要經常添加水或冷 卻劑。

一旦出遠門，汽車每天可能

都要行駛五、六個小時以上的路

程，這時引擎很有可能因為冷卻

不足而過熱拋錨。尤其是開往氣

溫不同的地區時，更須小心引擎

過熱的情形發生。所以，旅行前

務必要往汽車的冷卻系統中補充

水或冷卻劑。

 當然，充足的睡眠和謹慎的

駕駛，也是不可忽略的旅行守

則。所以出行前做好充足的準備

和行駛中保持謹慎，才能盡情地

旅遊，安全地回家。

旅行前的汽車保養

該不該給取得 
駕照的孩子買車？
【看中國訊】在北美不少華

人家庭都要面對是否給取得駕照

的孩子買車的問題。令家長充滿

憂慮的是孩子的開車安全問題，

當然還牽扯財務問題，買二手車

還是新車、如何買到最好的保險

等，下面來聽聽專家的建議。

生養四個孩子的全美信用諮

詢基金會發言人蓋爾 ‧ 坎寧安

有三個建議：

一，讓孩子知道，擁有汽車

並不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

其次，不應讓孩子開比爸爸媽媽

還好的車。並將買車視為教育的

好機會，如建議小孩在銀行開

「我的第一輛車」的儲蓄帳戶，

將暑期工掙的錢、零用錢等存起

來，依照孩子存款額度的多少提

供不同額度的補貼，作為將來買

車的首付。

二，挑選最適合的車款因人

而異。父母與孩子都應關注車子

的安全性與品質。有關車款品質

和可靠性的測量評級服務，可參

閱 JD Power 與其相關公司的網

頁。

三，買保險。將小孩加入到

你的保險計畫是最便宜的方式，

但也有例外。

在將車子給予孩子之前，坎

寧安也建議父母與孩子約法三

章，包括車上同時只能有多少

人，誰負擔油錢、保險費、維修

費，違規被罰後的駕駛權限如何

調整，最晚需幾點到家與宵禁時

間，以及開車安全問題。

◎文：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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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性能，馳騁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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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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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兩週

$3,500首付

車型代碼: DE2F3JJX

空調壞了怎辦？

我們大多數人都經歷或聽說

過到車行修理空調的費用不菲。

如果你的車是一輛舊車，有一定

的車齡，很多司機都會說，那麼

麻煩幹什麼？不用就行了。畢

竟，在汽車功能或安全性方面，

空調不是必不可少的東西。

以前的汽車，空調的壓縮機

由一個獨立的傳動帶驅動。如果

空調壞了，而車主又不想花那筆

錢，有一些司機就會拿一把刀或

剪子，將驅動皮帶切斷。然後關

閉引擎蓋，就當汽車沒有空調，

天熱的時候打開車窗，使用天然

空調。但那樣的日子早已過去

了。今天，幾乎所有的汽車都使

用長的蛇形皮帶。這根皮帶不僅

驅動空調壓縮機，還驅動交流發

電機，水泵和動力轉向泵等。

大多數空調故障都是由於

軟管，管接頭，閥門和較大的

其他部件（如冷凝器，蒸發器

或壓縮機）中的洩漏引起的。

這些裝置不僅收集和傳送製冷

劑氣體，它們還含有少量的專

用潤滑劑，用於壓縮機和控制

閥內部的潤滑。這就是為什麼

即便是你不在乎有沒有空調，

你也不能簡單地切斷皮帶，關

閉空調，然後忘掉它。

如果系統洩漏，空調壓縮機

有抱死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

當壓縮機的離合器接合時，傳動

帶仍然要驅動空調壓縮機，這就

會給傳動帶帶來許多問題。如

【看中國訊】到汽

車維修店或者車行去

修理空調，你一定會拿

到一個不小的賬單。其

實，廉價的修理方式有

很多。

在車內你選擇車窗除霜功能，空

調壓縮機也會自動啟動。因此，

如果您的汽車空調有洩漏，而您

又不想修理，並且壓縮機的惰性

滑輪工作正常，你只需把車開到

修車廠，讓他們斷開離合器的電

源，這樣它就不會接上壓縮機了。

對於把空調設計成可選配置

的車輛，問題解決起來就比較容

易。通常可以通過購買較短的傳

動帶，支架和惰性滑輪，然後把

空調壓縮機拆下來，利用汽車上

原有的設計，將支架，惰性輪和

傳動皮帶裝上。對於空調是標準

配置的汽車，通常也可以在售後

市場上找到解決方案。

如果汽車配備後部加熱和冷

卻系統，這種汽車的空調維修更

加昂貴。通常情況下，向汽車後

部輸送冷氣 / 暖氣的管線會被道

路上彈起的碎片刺穿，僅僅維修

這些管線的費用就十分驚人。一

種簡單且相對便宜的替代方案是

將連接後部的空調管線斷開，然

後將端頭堵住，使系統前部正常

工作。管線堵頭需要專門的工具

來安裝，但大多數空調維修商店

都有。

學會自己處理壞了的汽車空調，可以省下不少錢。（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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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綠  
Celery & Avocado Green

草木綠也是 2017 年 Pantone 公布

的年度流行色彩，並因其明亮、自然、

清新、乾淨的氣質一直將流行延續到了

2018 年。它的飽和度沒有純綠色那麼

高，是代表生命力的色彩，也象徵著追求

個人的激情與活力，因而越看越覺得生活

充滿希望。

對於這款色彩，Pantone 是這樣描述

的：「草木綠介於黃綠之間，它是喚醒春

天的第一抹色彩，充滿了自然的生機，帶

有重生、更始的意義。草木綠呈現出了植

物蓬勃的生命力，將勃勃生機視覺化地呈

現到用戶眼前，讓用戶不由得想深吸一

口，提振情緒，重獲新生。」

千禧粉紅色 
Millennial Pink
在 Valentino 發布的 2018 早春度假系

列中，我們就可以看到各種復古撩人的粉

色單品。千禧粉的風潮也席捲了家居、美

妝等各種領域，雅俗並存的夢幻色彩，夠

溫柔，夠少女，還有一絲中性酷酷的格調。

有點像混入了一大把泥土的粉色，是

一種很微妙的中性色，介於溫柔的粉紅色

與樸實的大地色之間。

2018家居流行色

你喜歡哪一個? 

遺傳了大地色系原始和質樸的基因，

擁有穩重踏實的性格，能夠讓人消除心理

的戒備，產生信賴感，同時又因為接近於

皮膚的顏色，牆面像是被注入了一絲生命

的溫度，比純大地色更親近溫暖。

水鴨藍Teal Blue
水鴨藍是一種接近於天藍色和海洋的

顏色，藍色中帶一些幽綠是在前幾季大熱

的孔雀綠和松石綠基礎上，發展而來清新

如水、春意盎然藍色。天生自帶憂鬱、冷

靜的氣質。

特別適合用在書房、客廳充當書架置

物櫃或者書桌背後，單面的裝飾背景牆能

夠恰到好處地為居室營造沉穩理性的氛圍

使人內心寧靜提高工作效率。

克萊因藍Klein Blue
「克萊因藍」是法國藝術家伊夫‧克

萊因（Yves Klein）發明的，在他的大多

數作品、繪畫和雕塑中，用合成樹脂混合

藍色色料而得到的高貴而靜穆的「克萊因

藍」，幾乎俘獲了所有時尚大佬們的眼球。

2018 年，克萊因藍仍然作為流行色

活躍在時尚界，甚至將徹底掀起一場克萊

因藍風暴！

貴族紫Purple
在中國傳統裡，紫色是尊貴的顏

色，如北京故宮又稱為「紫禁城」，亦有

所謂「紫氣東來」。在西方，紫色亦常

成為貴族所愛用的顏色，是古羅馬皇族

的專用顏色。

木瓜橙Papaya Orange
橙色是一種歡快活潑的光輝色彩，

也是暖色系中最溫暖的顏色。它在空氣

中的穿透力僅次於紅色，但色感較紅色

更暖，所以常常被用來作為標誌色和宣

傳色。

而與橙色極為相似的木瓜橙，因其更

具溫暖、厚重、沉靜的特質，強勢攻陷了

各大奢侈品牌包包和唇膏領域。

火焰黑Black Flame
全球性製造企業，塗料和工業材料生

產商 PPG 宣布，其 2018 年年度塗料顏

色為——「火焰黑色」。

為甚麼黑色火焰 
會成為2018年度的顏色？

PPG 的 高 級 顏 色 營 銷 經 理

DeeSchlotter 這樣解釋：「黑色創造了我

們在沉重的世界中渴望沉默的信號，而靛

色彩是一種無聲的語言，它能帶

來非常強烈的視覺衝擊。一位成功

的設計師，往往能利用人們的色彩心

理，通過色彩聯想，實現品牌營銷的

目的。品牌設計的武器就是色彩。色

彩權威機構 Pantone公布的2018年
流行色有沒有你喜歡的呢？

藍提供了可能性和強烈的希望。」

火焰黑色是黑色和海軍藍色糅合而成

的，它釋放出奢華的極致魅力，也可以在

與其他顏色的強烈對比中，凸顯出它們的

個性與格調。              
來源：悅選合作公眾號視界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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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近日，卡城賓

館業協會表示，短租屋（如愛

彼迎，英語 Airbnb）的盛行

對賓館行業造成很大影響。該

組織執行董事阿森斯（Peggy 
Athans） 稱， 現 在 卡 城 有 約

3700 個短租屋活躍在市場上，

需要制定法規對其監管，以確

保（和賓館）公平競爭。

2015 年卡城只有約 1400
個短租屋，現在已經升到了約

3700 個。阿森斯說，高達 30%
的短租屋租期超過 90 天，5%
的租期甚至超過 120 天。

「短租屋也不用辦商業經營

證」，她說，「他們也不用交消

費稅、賓館稅和遊客稅，而賓

館則一樣都不少。這是我們向

市府和省府反映的主要問題」

賓館業協會建議短租業主

卡城賓館業協會呼
籲對短租屋監管

向市府註冊。「註冊時可以繳

納稅費」，阿森斯認為，「任何

其他商業活動都得這麼做，現

在，短租屋就是在住戶房間共

享的掩蓋下從事商業運作」。

去年 11 月，市議員薩瑟蘭

曾提議市府對短租屋事項開展

調查研究。他曾表示，應考慮

讓短租屋業主辦理經營證，並

且要達到安全標準。

面對加拿大各地要求政府

監管短租屋事宜，愛彼迎公司

MoDA在卡城打造專屬私人住宅

三因素或造成
卡城房價下跌

表示希望被政府監管。作為全

球最大的房屋短租平臺之一，

愛彼迎要求加拿大聯邦政府為

這個蓬勃發展的行業制定相關

管理政策。同時，該公司呼籲

聯邦政府不要將傳統酒店的「舊

的和過時的規則」強加給短租業

主，而應制定簡單易行的政策。

魁北克省、卑詩省和少數

幾個城市已制定相關法案對短

租屋主收稅，其中魁北克省與

愛彼迎達成稅收協議之後，六

個月內為該省帶來了約 280 萬

元的稅收。

加拿大賓館業協會上週表

示，聯邦政府應該要求所有從

事房屋租賃的業主填報租房詳

細信息，以便稅務機關掌握短

期租賃房主名單，並可以迫使

那些通過短租獲取高額收入的

人像賓館一樣納稅。該組織還

認為，這些建議不針對每年偶

爾外租房間幾夜的業主，只針

對那些出租多套房屋給租客多

個月 - 而實際上進行商業運作

的人。

愛彼迎稱，全加拿大有約 8
萬人從事房屋短租活動，人均

年收入 5500 元。

【看中國訊】由於缺乏大

型項目，卡爾加里一些規模較

大的建築公司經營慘淡。多

家庭住宅領域目前仍算作「蛋

糕」，市場上也有些新建和翻

新多戶住宅項目，油氣行業回

暖也給建築公司帶來一些修修

補補的小生意。很多建築公司

都在重新審視自己的市場定位

時，MoDA（時尚設計和建築

藝 術 公 司，Modern Office of 
Design+Architecture）選擇致

力於為客戶打造「量身定制的」

單戶住宅。

該公司合夥人之一 Dustin 
Couzens 說，過去 10 年內卡城

房地產市場已經發生了變化。

 

 

 

 

 

 

 

 

 

 

24 Redstone Way NE  |  587.619.1711  |  granite@jayman.com
www.jayman.com/granite

REDSTONE DR. NEREDSTONE DR. NE

REDSTO
NE STREET

REDSTO
NE STREET

REDSTO
NE PLAZA

M
ET

IS
 T

RA
IL

 N
E

128 AVE NE 128 AVE NE

REDSTONE WAY

Sales 
Centre

N *Pric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Monthly price based on a purchase price of $168,900 + GST or $224,900 + GST and an insured 5 year fi xed term of 3.34% through Jayman Financial. Terms and conditions 
will apply. O.A.C., E&O.E. 5% down payment, 25 year amortization. Rate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Clients may need to qualify at a higher rate. E� ective July 13th, 2018. Inquire at the sales centre for more 
details on the 1 year condo fee  and free air conditioning o� er. O� er is subject to change.

獨 特 的 設 計 。
前 所 未 有 的 價 格 。

免首年
公寓管理費

超出  $6,200!
的優惠*

高達 $2,450* 價值為 $3,810*

免費
贈送空調

2及3臥室鎮屋起價
$224,900 + GST*  {$1,125.60/月}

1 個臥室公寓起價
$168,900 + GST* {$845.33/月}

2018 年秋季可入住

您每個月的
付款額 $845.33 / 月*

+ 公寓管理費， 3.34% 5年期固定利率

新屋套房展示時間
週一至週四 下午2–8點 
週六至週日 下午12–5點

城市發展越來越成熟，也從一

個「謀生之所」轉變為了真正意

義上的「家園」，現在，隨著在

此定居的人口越來越多，更多的

人尋求能體現他們個人風格的住

宅，這種需求為 Couzens 和他

的合夥人帶來了商業機會，他們

可以致力於熱愛的事業——為客

戶設計專屬的、獨特的住宅。

他們在 Lakeview 社區設計

了一棟 4 千平方英尺的住宅。

房主是現代藝術品收藏家，需要

大量的空間擺放藏品，並且他希

望自己的家是個「靜養之所」。

MODA 設計時，將他的房屋朝

向轉 90 度，沿他的宅基地長向

排列，使得庭院面積更大。在東

面外側一溜，安排了儲藏間、機

械電力室、廚房、浴室等。在內

側，則設計了起居室、餐廳、書

房、臥室和室內游泳池。房屋的

西、南外側，則用射流穿孔鋁板

覆蓋，光線可以進入藝術品展列

區和私人庭院。

這項設計，使得 Couzens
和 Klumper 在國際舞台上嶄

露頭角，他們受邀參加了在阿

姆斯特丹舉行的世界建築藝術

節，並且他們的作品入圍 10 項

最佳設計。

在 Lakeview 區，同一條街

道上，MoDA 設計了另一棟獨

特的住宅。該住宅模仿城堡，把

面向街道和公園的那一面設計的

很小，並且只有很少幾個出口。

三個樓層的窗子，幾乎都朝向

院子內側。這座 6 千平方英尺

的住宅也將成為另一個「藝術畫

廊」，採用交錯式七層構造，長

長的樓梯可以圈閉展示大藏品的

空間。沒有地下室，電力室和浴

室等位於建築物的的內側，廚房

和餐廳設計在錯層上，臥室則在

頂層。

這些獨特的單戶住宅「量身

定制」中，使得 MoDA 有機會

展示出類拔萃的設計才華。而在

大型建築項目中，就很難做到。

該公司設計的一些建築在卡城、

堪莫爾投入使用。

【看中國訊】根據卡城地產

局（CREB）最近的年中經濟及

住房前景報告，卡爾加里住房的

銷售情況低於預期。

CREB 表示，更高的貸款

利率和更嚴格的貸款標準阻擋了

一些首次購房者買房，同時考慮

更換更高價位房子的房主也受到

了影響。經濟復甦遲緩仍然令住

房消費者對經濟和住房的前景感

到擔憂。

CREB 首席經濟學家勞瑞

（Ann-Marie Lurie） 表 示， 本

沒有期望今年房價會上升，但是

由於供應方並未根據疲弱的市場

需求進行快速調整，導致供過於

求。因此預計卡城所有住宅類型

的房價都會受到影響而有所下

降，這包括獨立式、半獨立式、

連排式住宅以及公寓。

CREB 估計整個城市房價

將下降超過 1%。預計獨立式住

宅價格將下跌 1%，公寓價格將

下跌 2.5%。

短租屋的盛行對賓館行業造成很大影響。（Fotolia）

（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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