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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人士認為，美加談判最

關鍵的兩個問題是 : 加拿大奶製

品市場准入問題和是否保留北美

自貿協定現有爭端解決機制問

題。但在美墨達成協議的前提

下，加拿大的選擇似乎不多。

奶製品爭端

據報導，加拿大一直通過

供應鏈管理體系為國內奶製品

生產商提供一系列政策支持。

在加拿大，奶農須加入乳業協

會，由加拿大牛奶供應管理委員

會（CMSMC）決定牛奶的生

產產量與供給配額。在奶製品銷

售方面，CMSMC 對國內奶製

品的銷售價格進行指導，每年制

定相應的保護價，使得每年支付

給奶製品生產者的價格能夠高於

其生產成本，維護本國奶製品生

產者的利益。對外，對出口奶製

品給予高額補貼，對進口奶製品

徵收重稅，比如對美國奶製品

徵收超過 200% 的高關稅（乳

酪 245%、牛奶 270%、黃油

298%），以此手段來保護國內

奶製品。另外，通過詳細的牛

奶分級，詳細規定各類奶製品

需要何種原料奶，遏制各類進

口乳原料成分的生存空間。

【看中國記者鄭貝綜合報導】

加拿大和美國之間的貿易談判於上

週五（8月31日）結束，雙方未達成任

何協議，但雙方同意繼續進行談判。

兩國貿易談判在本週三（9月5日）重

啟。加拿大為何迅速返回談判桌，美

加貿易爭端的實質在哪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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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加談判破局

聚焦兩大爭端

2018年8月30日，華盛頓DC，加拿大外交部長方慧蘭（中）

接受媒體採訪。(Getty Images)

2017年2月13日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與美國總統

川普會面。(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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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接 A1) 美國中西部奶

農一直抱怨這些政策「不公平」

限制了美國奶製品進入加拿大市

場，美方呼籲加拿大全面取消這

一體系。總統川普也表示這令人

以難接受。

但加拿大奶製品行業對美

方的說法不滿，堅稱只有高關

稅才能保護他們正常的收入和

生活水準。

加拿大國內也有質疑的聲

音，認為國內乳品價格高於國際

市場，供應鏈管理體系制度實質

保護了行業內幾大企業的利益，

卻傷害了消費者的利益。加拿大

前聯邦保守黨資深議員伯尼爾

（Maxime Bernier）就曾公開表

示，加拿大對奶製品實行的限額

管理制度，犧牲廣大消費者和大

多數農場主的利益去保護極少數

奶牛農場主的利益，並且太容易

授人以柄、被指責是典型的貿易

保護主義措施。

另有報導稱，加拿大奶製品

出口大省魁北克和安大略兩省均

由總理特魯多所在的自由黨盤踞

多年，使得加方在保護本國奶製

品產業上存在顯著政治壓力。

北美自貿協定第19章
加拿大與美國貿易談判的主

要障礙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NAFTA）第 19 章的內容。第

19 章內容提供了處理懲罰性關

稅爭議的解決制度。該制度採用

雙邊小組制度來裁決反傾銷和反

補貼案件。

也就是說，NAFTA 19 章

下的雙邊小組，在加拿大替代了

加拿大聯邦法院對加拿大邊境服

務署及加拿大國際貿易法院的司

法審查；在美國替代了國際貿易

法院對商務部及國際貿易委員會

的司法審查。

過去依靠第 19 章條款解決

了加美之間蘋果和豬肉貿易爭

端，最近依然是依靠第 19 章條

款解決美國對加拿大軟木木材徵

收懲罰性關稅爭端，歷次糾紛

中，美國從未獲勝。

例如，從 1986 年至 2006
年，美國木材聯盟數次向美國商

務部申請反傾銷調查，美國商務

部門做出最終裁定，認為加拿大

政府補貼軟木產業 , 加拿大軟木

出口有傾銷，以及對美國軟木產

業有實質損害。加拿大隨即向

NAFTA 爭端解決機制尋求救

濟，爭端解決小組支持加拿大，

認為美國商務部的調查不具法令

基礎。

重啟NAFTA 
三邊談判受挫

重啟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談判

是美國現任總統川普在當年總

統大選時候的承諾之一，他說：

「記住，《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是

有史以來最糟糕的貿易協議之

一。美國失去了數千家企業和

數百萬個工作崗位。我們在《北

美自由貿易協定》簽訂之前好得

多——從來就不該簽。甚至沒把

增值稅考慮在內。我們簽新協

議，或者回到《北美自由貿易協

定》之前！」

去年 5 月，美加墨三國重

啟了 NAFTA 的談判，談判拖

延了一年多。今年 2 月份，美

國總統川普在白宮接受記者採訪

時曾說，此次談判，加拿大和墨

西哥都很難對付，這兩個國家都

被寵壞了。

美墨協議出其不意

加拿大和墨西哥是美國的兩

個傳統經濟盟友，加拿大是美國

的第二大貿易夥伴，2016 年加

拿大與美國的商品和服務貿易總

額約 5,449 億美元，貿易順差為

112 億美元。墨西哥則是美國的

第三大貿易夥伴。

在墨西哥和美國專注於解決

分歧時，加拿大自 7 月以來一

直處於觀望狀態。美國在上週與

墨西哥達成協議。在上週五向國

會發出的正式通知中，川普寫

道：「簡而言之，這項協議對美

國人民來說是一個很重大的協

議。它為所有貿易協定樹立了新

的基調。」

有評論人士認為，川普採取

一對一談判的方式富有智慧，

擺脫了之前三邊談判的泥潭狀

態。他洞悉各方心態，樂於利益 
共享。

雖然川普與即將離任的墨西

哥總統涅托（Pena Nieto）因為

修牆問題爭吵不斷，但在宣布美

墨簽訂協議的當天，川普在媒體

的關注下，打開揚聲器與涅托通

電話。涅托通過翻譯祝賀雙方簽

署協定，並希望美國與加拿大也

會達成協議。這一舉動讓涅托成

為了全球聚焦點，為涅托的卸任

送去了額外的禮物。

在美國墨西哥新協議草案

中，第 19 章條款被刪除了。失

去了墨西哥當槓桿，加拿大在三

邊談判中失去平衡、陷入被動角

色。倘若一味堅持、不願妥協，

不但加拿大汽車會被徵收關稅，

還將被美、墨孤立，更可能進一

步衍生加拿大物價上漲、企業出

走、失業擴大等風險。美國和

墨西哥上週一宣布達成雙邊協

議後，當日正在歐洲訪問的加

拿大外交部長方慧蘭（Chrystia 
Freeland）宣布縮短歐洲訪問行

程，第二天即刻趕赴華府談判。

渥太華甚至願意與美國談判奶製

品關稅問題來挽救第 19 章。

上週五下午，在美加談判陷

入僵局後，川普總統已通知國

會，他決定以美墨協議替代《北

美自由貿易協定》，暫時不必考

慮加拿大。並請國會立即進入審

批程序，因為協議獲批前需經

90天的考察期，所以不能耽擱。

加表示談判前景樂觀

據上週五川普總統表示，如

果加拿大不加入美國和墨西哥達

成的新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美國

和墨西哥將開始執行協議，並對

加拿大生產的汽車加征關稅。

美經濟學家阿瑟．拉弗

（Arthur Betz Laffer）認為，川

普借鑒了里根的戰術，即首先徵

收關稅，然後建議零關稅。他透

露，川普總統對他說，除了威脅

說要加關稅，他沒有什麼好辦

法。是川普的強硬態度才使得那

些國家願意坐下來重新談判。

在第二天（9 月 1 日），川

普說，國會不要因美加貿易談判

未能達成協議，而給已經談判成

功的美墨協議設限，否則他將徹

底廢除舊的 NAFTA 協定。

據報導，上週五的美加談判

原本進展順利，由於有人將川

普對彭博社（Bloomberg）記者

非正式評論美加問題的內容進

行歪曲並泄露給加拿大《多倫多

星報》（Toronto Star），輿論壓

力導致美加談判週五早上（8 月

31 日）陷入僵局，最終沒有達

成任何協議。媒體違背職業操守

的行徑，也再次引來川普總統的

批評。

上週五結束了與美國貿易代

表萊特希澤的會談後 , 方慧蘭樂

觀地對記者說：「我們知道一個

三贏的協議已經唾手可得。」

美加談判破局 聚焦兩大爭端

中國富人遇稽查風暴

中國富人資金面臨審查

中國通過與其他部分國家交

換 CRS 信息，中國的稅務部門

將掌握個人境外收入，一旦被列

為高風險的納稅人，在巨額資金

面臨審查的同時，還得補繳大額

的個人所得稅。 
一個簡單的例子：中國個人

A 在海外通過 BVI（避稅天堂

維爾京群島）空殼公司進行投

資，BVI 公司的利潤只要不分

配到個人股東層面，在現行稅法

下，個人 A 無需繳稅；而反避

稅條款下，中國稅務部門可以以

受控關聯公司的名義將沒有商業

實質的 BVI 公司取得的利潤視

同個人直接取得而課稅。 
據《中國基金報》9 月 4 日

報導，新西蘭、澳洲各大商業銀

行已經凍結了數千的帳戶，並要

求確認開戶人是否屬於外國納稅

人，其中也涉及到了大量的中國

公民。值得一提的是，中國、

澳大利亞及新西蘭，都在今年 9
月首次交換信息的名單之中。 

六部門聯合發文 
國有、商業銀行發布公告

早 在 2017 年 5 月 23 日，

中國國家稅務總局、財政部、央

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六

部門就聯合發布文件，表示中國

要全面清查收集的信息包括帳戶

持有人名稱、帳戶餘額或價值、

利息、股息以及出售金融資產

（不包括實物資產）的收入等信

息。金融機構將完成對存量個人

高淨值帳戶（截至 2016 年 12

【看中國記者邢亞男

綜合報導】隨著中國開始

首次與其他部分國家交換

CRS（海外金融帳戶共同
申報準則）信息，修改後的

個人所得稅法首次設立反

避稅條款，中國的隱形富

豪遭遇稽查風暴。目前，已

經有大批華人銀行帳戶被

凍結。

交換跨境帳戶信息  大批海外華人銀行帳戶被封

CRS涉及交換的信息

海外機構帳戶 資產信息 帳戶內容

存款機構、託管機

構、投資機構、特

定的保險公司在內

的金融機構

存款帳戶、託管帳戶、

現金值保險合約、年金

合約、持有金融機構的

股權或債券收益

帳戶及帳戶餘額、姓

名及出生日期、稅收

居住地、年度付至或

計入該帳戶總額

月 31 日金融帳戶加總餘額超過

600 萬元人民幣）的盡職調查。

中國四大國有銀行也已發布

通知進行此項調查。在股份制商

業銀行中，光大銀行、浦發銀

行、華夏銀行、民生銀行、中信

銀行、恆豐銀行等也發布了相應

公告。 

CRS涉及交換的信息
海外機構帳戶：存款機構、

託管機構、投資機構、特定的保

險公司在內的金融機構。

資產信息：存款帳戶、託管

帳戶、現金值保險合約、年金合

約、持有金融機構的股權或債券

收益。

帳戶內容：帳戶及帳戶餘

額、姓名及出生日期、稅收居住

地，以及年度付至或計入該帳戶

總額。

CRS影響六大群體
據悉，受 CRS 影響的有六

大群體，包括已經移民的群體，

在境外有金融資產的群體，設立

海外家族信託的群體，國際貿易

企業主，用海外空殼公司進行投

資理財的群體，在境外配置大額

保單的群體。

需要注意的是，中國實施

CRS 後，將以「稅收居民」身

份而非國籍信息來判定進行信息

交換。

舉例來說，趙先生是加拿大

國籍，但是長居中國，並且在中

國工作，那麼趙先生就是中國的

稅收居民，在境外的金融帳戶信

息需要交換給中國稅務當局。

CRS與持綠卡者無關
但如果在美國已經拿到綠

卡，CRS 即與其無關，因美國

沒有加入 CRS。但這也並不意

味著美國排斥這種帳戶信息的交

換，因美國早有自己的「海外帳

戶稅收合規法案」（FATCA）。

FATCA 主要採用雙邊信息交換

機制，這意味著，美國可以隨時

與其他國家「一對一」簽署協議。

美警方回應
隨時傳喚劉強東

【看中國記者端木珊綜合報

導】京東創始人劉強東在美涉性

侵案被捕後，京東發布聲明稱，

劉強東在美國遭遇失實指控，又

指當地警方調查後未發現劉強東

有任何不當行為。

美國 3 家律師事務所則宣

布，調查京東是否失實披露劉強

東案情。

9 月 2 日，有關劉強東涉嫌

性侵在美國被捕的消息登上了

《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

路透社等各大媒體的頭條。其

後，京東發布聲明稱，劉強東遭

遇失實指控，並稱警方未發現有

任何不當行為。

對此，美國明尼阿波利斯警

察局發言人約翰 • 艾爾德（John 
Elder）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回應

說，目前該案仍在調查中，如果

有需要，將隨時傳喚劉強東到

案，並表示警方從未對外發布過

劉強東「無罪或沒有不當行為」

的聲明。另一方面，Rosen、
Schall 及 Pomerantz 三家美國

律師事務所宣布將調查京東是否

失實披露劉強東案情，並邀請遭

受損失的股東參與調查和可能的

集體訴訟。

據法廣報導，美國 Schall
律師事務所指出，京東可能違反

1934 年頒布的證券交易法中的

規則。律所調查的重點是京東是

否涉嫌發布虛假和 ( 或 ) 誤導性

陳述，以及 ( 或 ) 未能披露與投

資者相關的信息。

（右起）美加墨三方談判代表。(Getty Images)

劉強東，著名網際網路購物平臺

京東商城創始人，涉嫌性侵在美

國明尼蘇達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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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僅是一個標誌。
訪問全加拿大最大的奔馳車行。體驗豪華的顧客
服務和便利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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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cedes-Benz
The best or nothing.

• 快速維修服務

• 31 個維修塢

• 60 多個車位的展廳

• 室內二手車展廳

• 豪華顧客休息廳

• 內設美食館

• Country Hills 兒童俱樂部

• 顧客勤務員和接待員

• 免費顧客專車接送

• 免費機場班車�

亞省欲退出聯邦氣候計畫，是真是假？
【看中國訊】上週四（8 月 30 日）

聯邦上訴法院裁定跨山油管擴建項目無

限期擱置。聯邦上訴法院做出這一裁決

的理由是與土著居民協商不夠充分，以

及未能將海上運輸部分納入加拿大國家

能源局（NEB）的審查。

當 晚， 亞 省 現 任 省 長 諾 特 利

（Rachel Notley）宣布亞省將脫離聯邦

的「氣候計畫」。此舉令支持碳稅的環

境保護主義者和政治觀察家大跌眼鏡。

何謂聯邦氣候計畫

所謂聯邦的「氣候計畫」指的是

「泛加拿大清潔增長和氣候變化框架」

（Pan-Canadian Framework on Clean 
Growth and Climate Change, PCF）。
該框架要求所有的聯邦省份在 2018 年

之前制定碳污染收費系統，即我們俗稱

的碳稅。

目前各省碳稅有兩大體系：一種是

按碳排放量收稅，計畫要求從 2018 年

起從每排放一公噸碳收稅 10 加元，每

年增加 10 加元，一直增加到 2022 年

的每排放一公噸碳收稅 50 加元；另外

一種是碳排放總量管制和收費方法，要

求每家企業在 2030 年前達到減少排放

30% 以上，排放超標部分需要付費。

「框架」規定聯邦有權對碳排放不

達標的省份按超標排放量強制收取碳

稅。亞省採用的是按排放量核計定價的

政策。

省長決定對亞省的意義

亞省省長諾特利聲稱將繼續執行目

前亞省現行的碳稅方案，不再和聯邦的

碳稅定價基準保持一致，直到渥京對跨

山油管擴建項目放行。

但是這個決定對亞省意味著什麼？

沒人搞得清楚。

按照聯邦的要求亞省在 2018 年每

公噸碳排放最低收稅 10 加元，而目前

諾特利政府對亞省每公噸碳排放徵收

30 加元，遠高於聯邦的最低標準。而

且省長稱這個收稅標準將保持不變。

而實際上即便亞省收取比聯邦規定

更低的碳稅，聯邦仍然有權徵收額外的

碳稅。

阿爾伯塔大學政治學家厄克特

（Ian Urquhart）對省長的這個決定表

示批評，他稱這個決定是誤導性的。

「你說你不再參與（聯邦）計畫，

但你的所作所為恰恰是該計畫所要做

的，而且做的更過分。」厄克特說。

「除非你針對碳稅採取行動，才能說你

脫離該計畫。但你的政策恰恰是支撐聯

邦計畫的關鍵所在，這是自欺欺人」。

碳稅是否有效

儘管亞省對每公噸碳排放收取 30
加元的高額碳稅，但環境保護執行主任

格雷（Tim Gary）表示，亞省的計畫

在幫助碳排放達到國家標準方面做得不

夠。根據加拿大環境部的數據，預計到

2030 年亞省的二氧化碳排放將超過 3
億噸，而亞省的氣候計畫規定排量僅僅

為 2.5 億噸。他補充說，亞省僅依靠氣

候計畫還不足以達到國家排放目標。

決定三年後才生效

退出國家氣候計畫的決定在 2021
年才能實際發生效用，那是在 2019 年

聯邦和省府大選之後的事情了。「這一

切都假設亞省仍然是新民主黨（NDP）
政府，而渥太華仍然是自由黨執政。」

厄克特說。

保守黨廢除碳稅行動

今年 6 月 29 日就任的保守黨安省

省長福特（Douglas Robert Ford）上

任一週內，於 7 月 3 日即宣布正式取

消安省碳稅。碳稅支撐的一些福利也會

被有序終結。

福特在聲明中說：「碳稅基金所花

的每一分錢，都來自安省家庭和企業的

錢包」。「我們相信這筆錢屬於省民，

取消碳稅將降低汽油價格、家庭取暖開

支，實質上所有你所購買的產品價格都

會下降」。

薩省省長莫易說「碳稅是一種無效

的政策，根本不會減少碳排放」。

7 月 19 日，安省和薩省聯合宣

布，對抗聯邦政府碳稅計畫。亞省明年

大選，康尼（Jason Kenney）領導的

聯合保守黨（UCP）強烈反對碳稅，

並稱如果當選，會加入安省及薩省對抗

聯邦碳稅的行列。

無人駕駛汽車將在卡城試運行 亞省時薪即將漲至$15，全加最高
【看中國訊】加西第一輛

無 人 駕 駛 車 ELA（Electric 
Automobile）將在卡城試運行，

另一輛則在魁北克試行。

本週六（9 月 8 日）擁有

12 個座位的 ELA，將在卡城動

物園和 Telus Spark 科學中心之

間的專用車道上運行，以低速行

駛，全程大約需 3.5 分鐘。人們

可以親自前往或在網上預定，免

費乘坐。

無人駕駛車輛接收大約 20

顆衛星的信號，衛星信號經建在

卡城的數據站計算矯正，對無人

駕駛車輛進行導航，它類似於汽

車的 GPS，但準確性、精確度

更高，導航誤差約 2 厘米。

這個為期一個月的試運行計

畫，將花費約 2 萬加幣。但能

為未來的城市規劃決策收集信

息，並幫助學術界瞭解公眾對這

一項目的看法。

「這是發展方向」太平洋西

部業務發展副總裁丹芬利說。

【看中國訊】從今年 10 月開

始，亞省的最低時薪將上漲到

$15 加元，為全國最高水平。

自新民主黨 (NDP)2015 年

開始在亞省執政，亞省最低時薪

就逐步上漲。在短短 3 年之內

共累計上漲了 47%。

2015 年亞省最低 小時工

資 $10.2，2017 年 10 月提高到

$13.6，今年10月將上漲到 $15。
這種「溫水煮青蛙」式的上

漲讓很多商家困苦不已。卡城商

會表示會在 2019 年 3 月至 5 月

間省選的時候再次提出這個問

題，因為這對公司的經營具有很

強的破壞性。

卡城商會的策略研究和

政 府 關 係 主 管 阿 丁 頓（Zoe 
Addington）表示，自 2015 年

10 月亞省 NDP 開始提高最低

工資標準至今，企業不得不裁

員，並減少員工的工作時間。

加拿大獨立企業聯合會表

示，去年冬天在亞省對 1,000

名中型企業主進行的一項調查

顯示，由於最低工資的增加，

40% 的企業削減了職位。同時

還削減了員工的工作時間。

在最低工資常見的住宿和食

品服務行業，從去年 7 月到今

年 7 月，卡城減少了 8,300 個

工作崗位，在埃德蒙頓減少了

4,500 個工作崗位。

很多領最低時薪的人期待漲

工資，但是只有企業能生存下

去，才能留住工作機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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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戰書訪朝 王滬寧再次失勢
王滬寧一度被傳在中南海失勢  此次未能代習近平赴朝再引發猜測

栗戰書將代習訪朝 
綜合媒體 9 月 4 日報導，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新聞發言人

北京時間 9 月 4 日在北京宣布，

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

會委員長栗戰書將作為習近平的

特別代表率團於 9 月 8 日訪問

朝鮮，並出席朝鮮政權建立 70
週年活動。 

栗戰書被公認為是習近平的

頭號親信，在中共十九大上從中

辦主任晉升政治局常委，掌管全

國人大，在黨內排名第三。 
外界初時盛傳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 9 月初將訪問朝鮮，出

席朝鮮 70 週年國慶閱兵式。不

過韓國《東亞日報》報導指出，

有中國專家認為，若習近平訪問

朝鮮，將被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用

來誇耀這次的閱兵式，並可能受

到來自美國的抨擊。 
對於習近平不訪朝誰來接

替，此前外界曾一致看好中共

「第五號人物」王滬寧。 
台灣中央社 8 月 29 日曾援

引中共駐美外交官的消息指出，

習近平如果取消訪問朝鮮，可能

改派的黨政高官包括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王滬寧，或是中共國家

副主席王岐山。這位外交官還

稱，也不排除其他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或委員代替的可能。 
目前中共外交體系中，王滬

寧承接的是前任常委劉雲山的所

謂黨際外交事務。 
2015 年 10 月時，時任常

委劉雲山參加朝鮮勞動黨建立

70 週年閱兵式，當時劉雲山在

常委中排名第五，如今的常委排

名中，王滬寧排在第五位。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今年三度

訪華時，王滬寧在其中扮演了黨

際外交大員的角色。王滬寧參加

了三次習金會，均獲朝鮮官媒披

露全程迎送細節。這被認為顯示

王滬寧與金正恩及朝鮮方面有特

殊的工作關係。 
多維網報導稱，在中共十九

大之後，王滬寧作為中央政治局

常委，接管了意識形態和黨務工

作。按照中共慣例以及中朝關係

的特殊性，王滬寧將會主導對朝

黨際外交。 
報導認為，王滬寧負責朝鮮

問題與思想宣傳工作，很適合代

替習近平出訪。 
韓國《東亞日報》9 月 4 日

報導，王滬寧很有可能出席 9
月 9 日朝鮮政權建立 70 週年活

動。報導援引種種分析稱王是合

適人選。 
韓國《朝鮮日報》9 月 4 日

稱，中方最終選擇先於「第五號

人物」王滬寧的「第三號人物」

栗戰書前往朝鮮出席 9 月 9 日

朝鮮政權建立 70 週年活動，表

明中方對於朝鮮的「禮遇」規格

比之前大大提高。不過，由於王

滬寧在近二月一度盛傳在中南海

失勢，在此前多項分管工作上均

出現「讓位」、「失權」跡象，

這一次未能代習赴朝，也引起不

少猜測。 
八九民運領袖王丹 9 月 2

日在自由亞洲電臺的專欄中表

示，中共常委王滬寧最近未能陪

同習近平會見馬來西亞總理馬哈

迪爾，而是與層級低了很多的越

共政治局委員陳國旺會面，顯示

王在黨內地位動搖的傳言似非空

穴來風。

王滬寧一再失權 
成弱勢常委 

「筆桿子」出身的王滬寧在

江澤民主政時開始上位，歷經

胡、習，被稱為「三代國師」，

因長期掌管中共智囊機構中央政

策研究室，一直被認為是中共的

「大腦」。去年中共十九大，王

滬寧意外入常分管意識形態、文

宣和中共智庫機構。 
但王滬寧顯然是弱勢常委。

原來上屆常委劉雲山分管的組織

人事大權和黨校系統，均被習近

平交給了親信、政治局委員陳

希。如今宣傳口又被習近平安排

的舊部架空實權。 
多維網文章指出，相較於以

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權力配

比模式，王滬寧的權力顯然要弱

於劉雲山等往屆常委。 
王滬寧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

策研究室主任、深改委辦公室主

任、中央文明委主任；劉雲山曾

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

書記、中央黨校校長、中央精神

文明指導委員會主任。顯然可

見，相較於劉雲山，王滬寧少了

中央黨校校長這一職務，而改由

中組部部長陳希擔任。一般認

為，這意味著王滬寧不但不管及

組織人事，連黨務也交權了，權

力的確「縮水」了。 

【看中國記者李文隆

綜合報導】9月9日是朝鮮建
政70週年，之前外界估測中
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朝計

畫有變，將會派代表出席的

消息落定，但替代人選是中

南海「三號人物」、全國人

大委員長栗戰書，而非外傳

的分管黨際外交的王滬寧。

這一安排一方面被認為是訪

朝規格升格，另一方面卻意

味著近期飽受爭議的王滬

寧再次「失勢」。 

栗戰書（右）和王滬寧（左）過往是習近平出訪標配，左右手。（Getty Images）

軍中「清毒」不盡  政工系統頻繁換人

政工系統多項人事變動

《北京青年報》旗下新媒體

「政知圈」8 月 31 日發文，匯

整中共陸軍官方微信、央視軍事

頻道等報導，盤點了政工系統近

一百天內的 26 項人事變動，包

括新任、離任、晉升等。

據悉，在 13 個集團政治工

作部中，近百天內有兩人新上

任。前第 80 集團軍某特種作戰

旅政委武仲良，升任第 80 集團

軍政治工作部副主任；前第 26
集團軍副政委張凡迪，升任第

83 集團軍政治工作部主任。

文章表示，近來的軍隊人

事調整中，跨軍種調動增多，

且大都是「地方到地方」。如：

中共前第 74 集團軍政治工作部

主任劉本成，由陸軍跨軍種調

到海軍，出任海軍政工部副主

任；北部戰區空軍政治工作部

主任王徵調任海軍政治工作部

主任；還有東海艦隊新任政委

劉青松，也是由空軍跨軍種轉

隸海軍的將領。

另外，還有兩人在一年之內

兩度被提拔，包括前述的前第

74 集團軍政治工作部主任劉本

成，由陸軍跨軍種調到海軍，出

任海軍政工部副主任，躋身正軍

級之列；前第 82 集團軍政治工

作部主任唐興華的最新職務是第

83 集團軍首長。

在中國軍隊系統中，總政治

部主任握有推薦人事的大權，江

派勢力長期把持這一部門，如中

共軍方前總政治部主任于永波、

徐才厚、李繼耐、張陽及總政治

部副主任賈廷安，都是江澤民的

親信。

徐才厚掌握全軍中高級幹

部選拔、任免、調配大權近 20
年，不僅賣官鬻爵「數額特別

巨大」，還提拔了大量自己的親

信，藉政工系親信建立賣官網

絡，貪腐鏈條盤根錯節。

五毒俱全的上將

在徐才厚 2012 年退位之

前，安排親信張陽掌管總政治部

（軍改後為軍委政治工作部）。

徐才厚和張陽均在習近平反

腐中被掀翻，徐才厚落馬後於

2015 年 3 月未審先死，張陽則

在去年 11 月受查中自縊死亡。

二人均屬於「不正常」死亡，

形成總政「魔咒」。張陽成為

1990 年代以來，首個在職接受

調查的中央軍委委員，也是中共

建政以來首個被官方宣布自殺身

亡的上將。

據港媒披露，張陽早在前廣

州軍區任職時，就被稱為「出了

名的大貪官」、「張麻袋」、「麻

袋政委」（跟他買官，得裝一麻

袋錢才能見面）。

張陽自殺後，中共軍委政治

工作部接連密集調整，多個張陽

舊部被調離北京。有媒體曝光，

張陽落馬後，已有 40 多人因涉

及張陽案遭調查，其主管的政工

系統至少有兩名軍官傳自殺身

亡，包括東部戰區所屬通信團政

委張寧生、海軍 92609 部隊政

治部主任宗有勝大校。

中共前總後勤部政委劉源近

日對媒體披露，張陽的問題比郭

伯雄、徐才厚還嚴重，張陽涉案

數額巨大，作為政治部主任，他

「五毒俱全」。

港媒《明報》近期報導指，

中共軍隊將展開下一波人事調

動。在清除了郭伯雄、徐才厚以

及郭、徐「餘毒」後，又打落張

陽、房峰輝兩隻「軍虎」，接下

來，軍中還要繼續清除張、房

「餘毒」。

繼主管中共軍隊政工系統的徐才厚和張陽（左三）二人非正常死亡

後，軍中清洗未斷，人事變動頻繁。（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

合報導】中共軍中針對徐才

厚、郭伯雄、張陽、房峰輝的

「清毒」行動持續，其中已

死亡的徐才厚和張陽把持

的總政（軍改後的政治工作

部）近期密集被清洗。百日

之內，中共軍方政治工作部

調動頻繁，至少有26項高層
人事變動。

新 鮮 百 分
百

F r e e s t o n e 
Produce Inc.

暢石蔬果店

每日重磅商品發布在臉書頁面，即時更新，敬請查詢

Broccoli 西蘭花 Navel Oranges 臍橙 Peaches 蜜桃 Onion 洋蔥

$    .99/ 盒0

9月 5日特價商品

Gala Apple 蘋果 Thai Chili 辣椒NectarineGrapefruit 油桃葡萄柚

$    .49/ 磅0 $    .49/ 磅0

9月 4日特價商品

32 Ave. NE

27 ST N
E

29 ST N
E

Barlow
 Trail N

E

36 ST N
E

N

F r e e s t o n e 
Produce Inc.頁面，即時更新，敬請查詢

重磅     折扣，每   更新
七星伴明月

$74.99/ 盒

雙黃蓮蓉月餅
$44.99/ 盒

雙黃白蓮蓉月餅
$44.99/ 盒

雙黃豆沙月餅

$44.99/ 盒

美
心
月
餅

地址：2828 32 Ave NE, Calgary
電話：(403) 248-4466週一至週五：早 9:30- 晚 7:00    週六：早 10:00- 晚 6:00   週日：早 10:00- 晚 5:00營業時間：

店內有更多特惠商品，
廣告如有錯漏，以店
內標識為準。

$    .49/ 磅0

9月 3日特價商品

$    .99/ 磅0

$        .00/ 箱 $        .00/ 箱 $        .00/ 袋15 10 15(20 磅 ) (35 磅 ) (50 磅 )(2 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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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鐘靈綜合報導】「我們有線

寬頻有限公司，很榮幸、很榮幸，能夠

跟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簽訂一個協

議 ......」這樣的說詞，在無線新聞（TVB）

被入股、《南華早報》被入股時也有所聽

聞，究竟是什麼令這些香港老牌的媒體

「很榮幸」地與中資、以至北京的國企

「合作」呢？

經營走下坡 
中資又來「英雄救美」？

去年 9 月，新世界主席鄭家純及遠

東發展主席邱達昌為首的永升亞洲宣布入

主香港另一主要收費電視公司有線寬頻。

事隔一年，有線寬頻再度公布與國企中移

動訂立協議，由中移動香港出資，購入有

線包括 24 小時新聞臺、財經資訊臺及娛

樂臺的電視內容，被普遍形容為「20 年

包養協議」。

有線寬頻是香港的一家媒體公司，主

要提供收費電視及網路服務，是香港主流

電視臺之一，過去秉持中立報導方向，也

不避開社會及政治上的爭議話題。

去年 9 月有線寬頻被永升亞洲收購。

永升亞洲由鄭家純、邱達昌等香港「富二

代」在 2015 年創辦，曾經申請過免費電

視牌照，但在收購有線寬頻後撤回了免費

電視牌照申請，外界普遍對此解讀為，他

們主要是想要一個「代表某一方聲音的電

視臺」。

《蘋果日報》形容，「紅色巨企不用直

接入股，只要提供到生意，一樣做到有

『影響力』。」有線寬頻是香港最大的網

絡基建公司，涵蓋 230 萬戶家庭，而中

移動香港董事長李鋒明言，這次除了買入

電視臺節目外，還會在家居寬頻、智能家

居上有更多合作。

外界普遍擔心，這是又一個主要電視

臺「染紅」的開始，就像無線新聞和《南

華早報》一樣，編採方向會被逐漸影響，

成為中國大陸政府的「喉舌」。有線前員

工向港媒透露，「中移動為國企，雙方合

作或長達 25 年，憂日後有線管理層對新

聞自我審查。他們會要求不要做令中央

『尷尬』的新聞，這不需要中央發聲，管

理層自然就會行動，來令雙方合作『更友

好』。」

事實上，有線寬頻被中資國企入股

的過程，也與之前 2 家主流媒體很相似：

先是資金不足、面臨裁員、人手不足、最

後獲得中資「搭救」。永升亞洲在入主有

線至今一年中，有線也先是上半年虧損擴

大至 2.5 億元、年收入減少、然後面臨裁

員，直到現在獲得中資「搭救」。

中移動：未來劍指大灣區

邱達昌透露，未來有線的發展方向，

是指向「大灣區」，並指「大灣區」是公

司將來的一大商機。不過他也承認，目前

的有線能否在中國境內播放，仍「言之過

早」。

有線寬頻營運總裁梁淑儀則表示，過

去一年有線的大幅裁員，是為了「更新部

署」，至於日後還會否繼續裁員，「這個

不會現在回答」。

TVB、《南華早報》的劇本 
或許重演

無線新聞（TVB）由香港媒體大亨

邵逸夫創立，在香港電視新聞與娛樂行

業佔據支配性地位。雖然香港《廣播條

例》規定持牌人必須是香港居民，但中國

商人黎瑞剛、香港商人陳國強等人透過

Young Lion 公司，持有 TVB26% 的股

份。黎瑞剛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曾任上海

市委副秘書長、辦公廳主任，以及上海文

廣新聞傳媒集團總裁，現時則為華人文化

產業投資基金董事長。而事實上自黎等

人掌控 TVB 後，TVB 就多次出現過「河

蟹」事件。

《南華早報》是香港最大的英文報

章，在過去幾十年內一直積極報導中國政

府控制的媒體不准報導的新聞，比如政

治醜聞和人權問題，曾多次獲獎。長期

以來，不受中方審查制度制約的《南華早

報》經常對內地一些有爭議的話題進行報

導，包括六四事件、香港 2014 年的佔中

運動，還曾深入挖掘一些中共高層的醜聞

事件。

《南華早報》在 2015 年前，也同樣面

臨廣告減少、人手不足的情況。《南早》

高層透露，不少資深的編採人員都被挖

角、經營情況越來越困難。阿里巴巴在

2015 年斥資 20 億港元，就全面收購了

《南華早報》，儘管阿里巴巴多次否認，

但不少外媒都曾評論，《南華早報》已經

成為中國政府對外宣傳的工具。亞洲協會

美中關係中心主任夏偉 (Orville Schell)
撰文指出，中資集團在收購報紙方面，保

持「與權力集團保持良好關係」的態度，

尤其在香港的媒體，「出問題的時候，總

會忍不住去進行控制。」

事實上，香港主流媒體的自我政治審

查近年來越趨嚴重。包括 2012 年曾傳出

中聯辦向媒體施壓「挺梁振英」；要求抽

去香港部分敢言傳媒的廣告、以經濟打壓

有關媒體；有記者和編輯因不願配合北京

語調而被恐嚇、勒索、被調職、解雇。

2014 年《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更被刀手

襲擊等，令香港新聞自由從主權移交前的

世界18名，迅速滑落至2017年的73名。

根據記者協會 2017 年報告，由中國

或中資入股全面控制的香港主流媒體已

經增加到 9 家，包括無線電視（TVB）、

《南華早報》、《大公報》、《文匯報》、《香

港商報》、《中國日報香港版》、《成報》

及鳳凰衛視等，而其他主流媒體傾向北京

立場、並出現自我審查的案例數不勝數。

【看中國記者明思綜合報導】歐洲台

灣協會年會自 9 月 1 日起一連 3 天，在

比利時布魯塞爾展開，在 3 日的歐洲議

會座談會中，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也首度

透過錄影在歐洲議會發表重要講話。

她強調中國正逐步加強對台灣民主、

經濟與國際空間的打壓，呼籲歐洲理念相

近的國家支持台灣。

蔡英文表示，自 2016 年開始，中國

不斷阻止台灣參與國際、掠奪邦交國、強

迫外國企業更改標注等方式，千方百計地

壓縮台灣國際空間，種種作為不但在改變

兩岸穩定，且正在根據自己的需要和利

益，制定另一種全球秩序，受到挑戰的不

只是台灣。

她強調，中國想瓦解台灣的民主意

志，也正在破壞兩岸和平關係的現狀，

但這也加深了台灣的決心，「決定台灣

2300 萬人民未來的是自由和民主，而不

是恐懼。」

蔡英文指出，台灣具有韌性和決心，

台灣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更瞭解自由和民

主的價值多麼重要，但此時的台灣，確實

需要國際支持，她呼籲，國際理念相同的

歐洲夥伴共同努力，唯有團結才能保護民

主的價值與未來。

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所長

蘇利文（Jonathan Sullivan）表示，他認

同蔡英文的談話內容，西方與中共交流必

須更有遠見，更應該認同台灣是可以分享

利益、價值觀，也是開放的社會，台灣值

得且需要西方的支持與關注。

【看中國訊】台中市政府 9 月 3 日為

東亞青年運動雕塑廣場揭幕，在場的台中

市長林佳龍跟行政院政務委員張景森宣

布，明年在台中舉辦第一屆「亞太青年運

動會」，替年輕選手創造另一個國際競賽

舞臺。

中華奧會秘書長瀋依婷曾表示，台灣

有能力舉辦如亞運這類大型賽事，去年就

舉辦了約 7,500 名運動員參加的世界大學

運動會。

張景森說，台灣這次亞洲運動會奪下

了 17 面金牌！彰顯了台灣體育實力。東

亞青運主辦權因政治強權被迫取消，他

說：「我們從哪裡跌倒，就要從哪裡爬起

來，我們台中市並不滿足於舉辦一次的國

際賽事，我們是要變成運動之都。」

【看中國訊】非洲豬瘟疫情在

中國大陸持續蔓延，已經從遼寧、

河南、江蘇、浙江一路南下。中國

大陸官方文件顯示，境內已有 12
個省市被列入非洲豬瘟「高危地

區」。聯合國農糧組織表示，非

洲豬瘟蔓延至臨近的朝鮮半島、東

南亞地區的可能性很大。

台灣農委會防檢局也常發現台

灣旅客違法從中國攜帶臘肉、臘

腸、火腿，將由防檢局加強邊境查

緝，全力防堵疫情傳入。

台灣陸委會也呼籲，民眾赴陸

時不要進入疫區的動物飼養農場，

以免衍生疫病帶入台灣的風險。

台灣農委會副主委黃金城表

示，非洲豬瘟病毒屬於急性病毒，

非常凶猛，豬只在感染後，24 小

時內會立即發病，致死率達百分

百，沒有疫苗可防。

有業內人士指出，自貿易戰開

打後，中國為報復美國，對美國豬

肉加征關稅後，轉而進口俄羅斯問

題豬肉，導致非洲豬瘟疫情爆發。

年初莫斯科曾傳出非洲豬瘟疫情。

【看中國訊】造價逾 800 億元

的高鐵香港段將於 8 月 23 日通

車，當晚深夜近午夜時分，內地

約 700 名「派駐機構人員」進駐站

內，雙方並舉行了 15 分鐘的交接

儀式，不過港府事前並無對外公

布，也沒有邀請傳媒採訪，一切

「靜悄悄」地舉行。港府在公報指

出，口岸啟用是「象徵香港特區和

內地互相合作，共同落實一地兩

檢」安排，高鐵列車車廂被視為內

地「境內」。

非洲豬瘟蔓延，台灣全力防堵

港澳台簡訊

【看中國記者明思綜合報導】

台灣被視為紐西蘭毛利人祖先移居

的發源地，近日紐西蘭毛利族一行

18 人日前來台進行文化尋根之旅

活動。按照傳統和儀式，他們首站

專程拜會行政院長賴清德及發言人

尤達卡，還參加了台灣花蓮阿美族

豐年祭，並與阿美族人共舞。

訪團還參觀了台東台灣史前文

化博物館南島廳的 16 個原住民族

展示場，深入瞭解台灣與紐西蘭之

間血緣以及文化上的特殊連結。

毛利人少年 Riley Tane 說，

阿美族的孩子跟我長得很像，「感

覺台灣就像是我的家鄉，在這裡我

感到很安心。」相距 9 千公里的台

灣和紐西蘭，在文化上有許多相似

之處，英國《每日郵報》曾發表研

究報告，經最新 DNA 比對研究，

紐西蘭毛利人及大多數大洋洲島民

都是台灣人後裔，毛利人也自認為

祖先來自台灣。

毛利部落青少年來台灣尋根

港高鐵深夜交接靜悄悄

國企中移動「包養」港媒20年

蔡英文歐洲議會講話 台灣宣布辦「亞太」版青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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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航出奇招應對施壓

從美聯航的官網上可以看

到，若以地區選擇北美、拉丁

美洲、歐洲和中東地區等地，

都顯示以「國家 - 語言」的方式

分類。只有中國大陸、香港和

臺灣三地「特別」，分別用人

民幣（CNY）- 簡體中文、港

幣（HKD）- 繁體中文、新台幣

（TWD）- 繁體中文顯示。這樣

的措施不但充滿「創意」，也讓

北京和臺北同時措手不及。

《蘋果日報》引述內部消息

指出，面對北京施壓，聯航內部

經過了多次會議討論，有人主張

聽從北京要求，認為作為以營利

為目標的公司，別讓政治影響營

收；也有人指出，作為國際公司

和航空龍頭，應該秉持中立原則

處理，這也是美國政府的立場；

也有人直言，不應該向北京低

頭。有內部人士透露，最後決定

直接用貨幣標示，「這也非常符

合中方的要求，不將臺灣和香港

放在『國家』選項。」

施壓事件回放

北京官方在今年 4 月致函

44 家外國航空公司，要求不得

將臺灣標注為國家，並要求有

關公司將臺灣名稱改成「中國臺

灣」。美國 4 家航空公司是在

中方提出的 7 月 25 日最後限期

前，將「臺灣」分別改成了「臺

北」、「高雄」等城市名字，以

及同樣不顯示中國城市的國家

名字，僅顯示「北京」、「上海」

等。有關航空公司發言人曾表

示，公司將按照美國政府的立場

決定行動。

不過，中國民航局當時點

名批評美航「整改不完整」，並

「給予 2 週緩衝期限」，要求美

國航空公司將有關名稱改成「中

國臺灣」。直到日前，美聯航將

中國、香港和臺灣 3 地分別僅用

流通貨幣標示。

此外，日本航空、全日空

也未按照中方要求修改，而是僅

在簡體中文版本網站修改對臺稱

呼，並統一刪除東亞國家的國

名，以機場名稱顯示；韓國的大

韓航空、釜山航空、韓亞航空也

取消國家選項，將臺灣列為「東

北亞地區」。

就這次中方施壓改名事件，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曾強調反對中

共的脅迫作法：「臺灣是美國的

重要合作夥伴，臺灣與美國共享

價值，贏得美國尊重，並繼續獲

得美國有力支持，美國信守一個

『中國政策』、『美中三公報』與

『臺灣關係法』下的承諾」；白宮

今年 5 月也曾以「歐威爾式胡言

亂語」批評北京的行徑。

【看中國記者鍾靈綜

合報導】北京今年初向國際

44家航空公司施壓，要求
把臺灣稱呼改成「中國臺

灣」，不少航空公司被迫讓

步，但美國的聯合航空將臺

灣、中國大陸、香港變成以

「貨幣」選擇所在地，促成

這個「奇招」的內幕日前曝

光。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綜合

報導】美國最大的電商亞馬遜

（Amazon）被指為中國製造的

低劣假冒產品進入美國提供平

臺，嚴重損害了美國國內誠信商

家及美國消費者的利益。

據美國非營利組織「假貨報

告」8 月表示，電商亞馬遜售賣

假貨嚴重，堪比美版「淘寶」。

從 2016 年 5 月至今，其平臺上

的假貨量累計達到 59749 件。

「假貨報告」舉例說，蘋果

公司（Apple）稱亞馬遜上出

售的蘋果產品 9 成都是假貨。

美國唱片業協會（RIAA）嘗

試在亞馬遜上購買暢銷 CD，

所 購 的 194 張 CD 有 44 張 是

假貨。知名品牌鞋業勃肯鞋

（Birkenstock）則直接稱亞馬遜

是造假者的幫凶。

美國政府問責局（GAO）

在對電子商務出售假貨情況的調

查中發現，包括亞馬遜在內的電

商平臺上購買的物品，有一半都

是假貨。報告稱，亞馬遜允許第

三方商家在網站上銷售商品，平

臺吸納超過 200 萬第三方「市

場」賣家，約占其銷售額的一

半。而第三方賣家正是假貨氾濫

成災的根源，這其中約有三分之

一的賣家來自中國。

亞馬遜的第三方平臺為中國

製造商進軍美國提供了入口，大

量假冒偽劣商品公開售賣。由於

缺少有效的監督措施，致使平臺

成為假貨的聚集地。

根據電子商務研究網站

Marketplace Pulse 創 始 人 兼

首席執行官卡茲克納（Juozas 
Kaziukenas）表示，中國賣家

經常會將產品散裝運往美國，然

後把商品放置在亞馬遜、Wish
或其他公司的經營倉庫中，直到

有人訂購它們。據「假貨報告」

統計，各商家因電商平臺上的假

貨造成的損失，在 2017 年高達

3230 億美元。

「假貨報告」警告說，亞馬

遜的假貨數量還會繼續增加。

【看中國記者憶文綜合報

導】美國最高反間諜官員表

示，北京間諜機構利用專業

人員使用的社交媒體「領英」

（LinkedIn）上的虛假帳號，招

募能接觸到政府和商業機密的

美國人，LinkedIn 應當關閉這

些帳號。

根據路透社報導，美國

國家反間諜與安全中心負責

人威廉．伊萬尼納（William 
Evanina） 說， 微 軟 旗 下 的

LinkedIn 公司已經被告知，中

共在其社交平台上的間諜活動

「超級活躍」。包括一次性接觸

數以千計的 LinkedIn 網友。

報導說，美國高級情報官

員當眾點名一家美國公司，並

公開建議採取行動，這是非常

不尋常的舉動。

前 CIA 官員馬洛里（Kevin 
Mallory） 就 是 中 共 通 過

LinkedIn 招募的「人才」。

2017 年 2 月， 一 名 中 國

「獵頭」理查德．楊（Richard 
Yang）藉助 LinkedIn 聯繫上

當時正在陷入財務困境的馬洛

里。隨後，馬洛里曾兩次前往

上海，同意出售美國國防機密。

今年 6 月，馬洛里間諜罪

名成立，可能面臨終身監禁。

根據 LinkedIn 的信息和安

全部門負責人洛克威爾（Paul 
Rockwell） 證 實， 該 公 司 一

直就此與美國執法機構進行合

作。據美國情報官員表示，中

共國安部門的目標是一些領域

的專家，其中包括：超級計算、

核能、納米技術、半導體、隱

形技術、醫療保健、雜交穀

物、種子，以及綠色能源等。

美 國 聯 邦 調 查 局（FBI）
反外國間諜主管官員什庫萊

（Joshua Skule）說，中共 70%
的間諜活動都是專門針對美國

私人企業的，他還特別提到：

「中國的經濟間諜活動規模巨

大，在美國是前所未有的。」

電商亞馬遜售賣假貨嚴重領英(LinkedIn)被利用招間諜

聯合航空（United Airlines）是美國一家大型航空公司。（contri/WIKI/CC BY-SA）

美國青少年
在遠離智能手機

【看中國訊】根據美國調

查機構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 日前發表的

數據顯示，美國十幾歲的少年

開始限制使用智能手機的時

間。調查中，54% 的年輕人

認為自己用手機太久，52%
回答說想給手機使用時間設個

限。更有 57% 的人回答說想

減少社交網絡的使用時間，

58% 的人說想減少玩遊戲的

時間。本次調查的對象是美國

13 ～ 17 歲的年輕人。

【看中國訊】過去幾年發

生的多起校園槍擊案，引發美

國各界反思。如何教導孩子們

摒棄仇恨和偏見，變得更加寬

容大度？一個名為「沒有仇恨

的地方」的倡議計畫正試圖解

決這個問題。美國已經有數百

所學校實施了這一計畫。

反誹謗聯盟教育主任塞

斯戈登 - 利普說，在華盛頓特

區，我們在 2016 年初創立了

「沒有仇恨的地方」計畫，這

是為了應對我們學校中日益嚴

重的分裂氣氛。

馬里蘭州洛克維爾市的

「學 院 花 園 小 學」（College 
Gardens Elementary School）
正在實施「沒有仇恨的地方」

的倡議計畫。老師和家長指導

孩子們，讓他們變得更友善。

美國數百所學校 
教學生寬容大度

（Fotolia）

【看中國訊】韓國 KAIST-
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Technology 新材料

工學系的姜政求教授研究團隊

透露，該團隊已經開發出新概

念超高速電容器。此種「超級

電容器」是以多孔性金屬、氧

化物及納米粒子等製成的，能

在 1 分鐘內充滿一支智能手

機的電池。如果用在電動汽車

上，亦可在幾分鐘之內完成充

電。

超高速電容器 
手機充電1分鐘

（公有領域)

社交媒體領英（LinkedIn）
（公有領域）

美國電商亞馬遜（Amazon）。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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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將追繳2萬億社保

近年來，中國經濟面臨很大

的下行壓力，看著美國大力度減

稅，中國的有識之士和企業家也

發出減低稅負的呼籲。中國最近

修改了新的個人所得法，把個稅

起徵點提高到 5000 元人民幣 /
月。但與此同時還有另一項重要

改革，那就是明年 1 月 1 日以

後，將由稅務部門統一徵收社保

費。

9 月 3 日，江蘇省常州市新

北區法院發布的行政裁定書顯

示：常州市裕華玻璃有限公司

2007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1 月

期間欠繳基本養老保險費、基本

醫療保險費、工傷保險費、失業

保險費、生育保險費合計 20 萬

1134.15 元人民幣，根據規定，

江蘇省常州地方稅務局第五稅務

分局做出社會保險費徵收決定，

對裕華玻璃公司徵收社會保險

費。在徵收對定生效後，因該公

司未全部繳納，稅務機關向法院

申請強制執行。

9 月 3 日，中國券商國泰君

安的宏觀研究團隊發表研究報告

認為，社保徵管體制改革，最終

將明顯提高中小企業的經營成

本，也可能對個人當期可支配收

入產生明顯負面影響。社保徵收

改制雖然對於補充社保資金缺口

具有長遠意義，但徵管力度的短

期顯著提升，預計將顯著提高中

小企業的經營成本、衝擊企業利

潤，對居民當期收入帶來負面影

響。

研究報告中測量全國總量最

終影響：在徵管體制改革後，企

業與個人將補繳共計近 2 萬億

元人民幣。若兩者按照當前費率

共同承擔，將影響企業利潤總

額 13.4%，短期增加企業運營

壓力。若完全由個人負擔，將進

一步壓低當前居民消費，累計對

GDP 帶來 1.5 個百分點的負面

衝擊。

分地區影響方面：綜合企業

和個人數據，社保改制整體對於

中、西部地區的企業利潤衝擊和

個人收入擠占壓力大於東部地

區。

分行業影響方面：社保徵收

體制改革對於企業盈利能力方面

影響較大，全行業利潤水平下降

顯著。對商業貿易、汽車、農林

牧漁、家用電器、紡織服裝等行

業利潤衝擊較大。報告指出，中

國企業社保費率位居全球高位，

繳費比例極高，不僅普遍高於發

展中國家，而且高於大多數發達

國家。 9 月 4 日，中國人口專

家梁建章、黃文政發文認為，原

先那些按社保繳費基數下限參保

的中小企業，未來在社保方面所

需支付的費用將增加，據此計

算，對於有些企業和個人來說，

在改革之後的總體支出不降反

升。

文章指出，出現強化社保徵

收的改革，主要原因是中國的社

保急需補充。近幾年，中國社保

基金累計結餘規模雖然在不斷增

大，但總收入同比增長的速度，

卻明顯慢於總支出的增長速度。

出現這種局面的重要的原因

則是計畫生育政策所造成的年輕

人口減少。計畫生育下長期低生

育率導致的負面效應才剛剛開

始。隨著年輕人口不斷減少，未

來情況會越來越嚴重，減少福利

或者加徵徵社保的壓力只會與日

俱增。這些都是在為低生育率還

債，責任很大程度上是以限制生

育為特徵的計畫生育。

社保徵管體制改革後，企業與個人將補繳共計近2萬億元人民幣。專家指為計畫生育還債。

（GoodFreePhontos）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

綜合報導】數據顯示未來中

國的社保（社會保險）虧空

將越來越嚴重，有研究報告

認為，在社保徵管體制改革

後，企業與個人將補繳共計

近2萬億元人民幣。日前，江
蘇省已經向一家企業追繳了

十年的社保。專家表示，這

些都是在為計畫生育導致

的低生育率還債。

【看中國訊】據中原地產

研究中心公布的數據，今年前

7 個月全國房地產市場土地流

拍一共有 796 宗。其中，一

線城市土地流拍共有 13 宗，

創下 2012 年以來的新高；二

線城市土地流拍共 154 宗，

同比增長 200%；三四線城

市土地流拍合計達 629 宗，

2017 年同期為 284 宗，同比

增長 121%。

2013-2014 年也出現過

類似的局面，當時幾乎沒有什

麼土地成交了，開發商資金鏈

吃緊，房地產岌岌可危，到處

都是爛尾樓，到處都在做資產

處置。那時候河北石家莊，

8000 一平米市中心的房子沒

人要。杭州也已經出現了房價

的明顯下滑，那時候賣套房相

當的困難，甚至挂出去好幾個

月，幾乎沒有一個看房。

有行業人士認為，要不

是 2015 年去庫存的放貨幣刺

激房地產，2014 年，中國樓

市其實已經進入了下行通道。

開發商如果對於未來有信心，

那麼在現階段，會大規模的擴

張土地。因此現在並不是開發

商不想拿地，而是能不能的問

題。開發商應該是想拿地的，

但是現在的資金鏈不允許他們

這麼做，融資渠道全部收緊，

發債受限。上週開始浙江、江

蘇、上海等地銀監局發文暫停

新增地產信託的報備，這就意

味著開發商的又一條資金通路

徹底被堵死，以前信託裡面，

房地產融資幾乎佔了一半，現

在這個暫停，對於房地產以及

信託行業可以說是滅頂之災。

中國800宗 
土地流拍

【看中國訊】根據中央社引

述英國金融時報（FT）報導，

美中貿易大戰不斷升級，促使

以中國為據點的製造業者及美

國客戶重新審視複雜且龐大的

供應鏈，並尋找下一個生產基

地。

據中央社報導說，美國潮

牌 Steve Madden 正將手提包

轉移到柬埔寨生產；為知名吸

塵器品牌 Hoover 代工的創科實

業公司將部分生產線轉往越南；

Google 的硬件設備製造商偉創

力（Flex）也正在墨西哥、馬來

西亞等地，尋找設置新生產中心

的地點。

根據創科實業行政總裁賈利

（Joseph Galli）表示：「我們已

加速提高在低成本國家和美國的

產能。」賈利指出：「我們的短

期焦點放在越南，以抵銷未來可

能在美國遇到的關稅衝擊。」

據悉，川普政府目前已對總

值 500 億美元的中國輸美工業

商品加徵 25% 關稅，且正考慮

對另外 2000 億美元的中國出口

品加徵關稅，以懲罰北京的不公

平貿易行為，包括強制技術轉讓

和盜竊知識產權在內。大部分的

消費性商品目前都未被列入課稅

清單，以減輕對美國消費者的衝

擊。

據中央報導，代表香港 150

家製造業者的香港青年工業家協

會會長陳婉珊表示：「此時製造

業該思考如何分散風險、產品應

否升級和增加更多附加價值，抑

或在其他地區擴充產能。」

過去 10 年來，部分製造業

者一方面為了尋求更低廉的工

資，一方面也是規避倚賴單一國

家的政治和經濟風險，開始將原

先在中國的生產線轉移到孟加

拉、柬埔寨和越南等其他開發中

國家。

根據製造業者及他們的美國

客戶表示，貿易戰會加劇前述轉

移趨勢。

香港利豐公司（Li & Fung）
行政總裁馮裕鈞表示，許多製造

業者「極度渴望移出中國」，不

過生產線轉移到新國家後，須等

1 或 2 年，產能才會穩定。

繼蘋果之後第二家美企 
亞馬遜市值破萬億美元

【看中國訊】9 月 4 日，亞

馬遜公司（Amazon）繼蘋果公

司（Apple）「登頂」後，成為

美國第二家市值超過 1 萬億美

元的公司，因其業務在零售和雲

計算領域的快速增長，這家美國

企業的股票價格在過去一年內

翻了一倍以上。亞馬遜股價漲

勢驚人，在 7 月 12 日史上最大

的 Prime Day 電商購物節時首

次突破 9000 億美元門檻，不到

50 個交易日就突破市值 1 萬億

美元。

亞馬遜幾乎對零售業的每個

角落都實現了多元化，改變著消

費者購買產品的方式，但也給許

多實體店舖施加了巨大的壓力。

有短路起火風險    
豐田急召回百萬輛汽車

【看 中 國 訊】豐 田 汽 車

（Toyota Motor Corp.） 因 為

起火風險，在全球召回超過

100 萬 輛 普 銳 斯（Prius） 及

C-HR 小型跨界休旅車。

根據中央社引述彭博報

導稱，豐田公司發言人加爾

特（Jean-Yves Jault）稱共有

103 萬輛汽車受影響，日本將

召回 55 萬輛車，美國地區有

19.2 萬輛。他表示，有一起汽

車冒濃煙的案例，但沒有傳出

傷亡。

報導說，豐田 9 月 5 日發

出聲明表示，汽車行駛時，引

擎室線路可能因震動而損壞，

進而導致短路並可能起火。

貿易戰：美製造業布局新供應鏈 財經簡訊

根 據 CNBC 的 Squawk 
Box 報導稱，自由主義智庫

卡 托 研 究 所 （Cato Institute）
Herbert A. Stiefel 貿易政策研

究中心副主任萊斯特 （Simon 
Lester）表示，接下來中美貿易

戰最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是， 川普

政府將分拆 2000 億美元的關 
稅。他認為，美國對中國加徵關 
稅，是先從 340 億開始，之後又

增加了 160 億，所以這一次「他

們也許將從 200 億美元開始」，

慢慢提高關稅價碼。

日前彭博社援引「六位熟悉

此事人」的話說，美國可能最早

會在本週晚些時候對價值 2000
億美元的中國進口產品徵收關

稅。北京政府此前曾表示，準備

對 600 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加稅

來報復。這將標誌著世界兩大經

濟體在 4 輪談判無果後，貿易緊

張局勢大幅升級。迄今，美國已

對 500 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徵收關

稅，中國則實行對等報復。

Project syndicate 7 月發表

評論稱，美中貿易戰讓全球各界

陷入了激辯：是貿易衝突，還是

全面貿易戰？背後真正攸關的可

能是更為根本性的。無論是偶然

還是故意，川普政府可能為國際

貿易體制的「里根時刻」鋪平了

道路。

文 章 說， 在 1980 年 代，

時任美國總統的里根（Ronald 
Reagan）發起了一場與蘇聯之間

的軍事開支競賽，並最終以影響

許多國家的方式改變了全球勢力

對比。

這最終改變了歐洲政治版

圖。蘇聯解體為 15 個新國家；柏

林牆倒塌，兩德統一；南斯拉夫

逐步分裂；捷克斯洛伐克分成了

捷克和斯洛伐克兩個國家；隨後

這兩國與匈牙利和波蘭一道——

通過加入北約和歐盟的方式把自

己和西方牢牢連結在一起。

如今川普跟第二經濟強國中

國展開了一場關稅競賽，並可能

產生類似的深遠影響。

文章說，現在去判斷這個貿

易「里根時刻」能否發揮作用並

催生一個更公平制度，甚至更多

變化，還為時過早。因為這需要

謹慎的戰略設計和巧妙的實施，

還要有足夠好的運氣，並以對經

濟、政治和地緣政治因素的細緻

理解為指導。如果「川普貿易時

刻」真的降臨，就必須超越這個

「是貿易衝突？還是貿易戰？」的

問題，制定一套真正的戰略。

【看中國訊】中國大多數城

市房價持續飆升，今年人民幣

又較大幅度貶值，加上股市暴

跌和 P2P 崩盤的衝擊，中國城

市中產階級正經歷從租房到日

常消費品的消費降級。

中央社引述 BBC 報導，上

半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年增 9.4%，比去年同期降低 1
個百分點。上半年消費品零售

總額成長速度少見地低於兩位

數，5 月分還出現 15 年來的最

低值。而相反的是，泡麵、啤

酒、榨菜等低價消費品銷量反

彈。

BBC 報導說，一些原本收

入不斷增長的城市中產階級開

始計畫節省開支，最先被降低

的就是大宗商品消費。

BBC 說，香奈兒（Chanel）
等精品大牌商品曾讓中國中產

階級趨之若鶩。但在消費降級

潮中，他們開始節省在品牌消

費方面的開支。

根據報導顯示，部分中產

階級還轉往被詬病假貨、山寨

貨泛濫的「拼多多」電商 app 購

物。這個 app 主要是針對於中

低收入者，有超過 60% 的用戶

來自中國三線以下的城市。

BBC 報導引述一名金融業

的中產階級消費者說：「中產階

級比上流社會更在乎這個東西

到底是不是真品。當中產階級

可以湊合的時候，其實就是一

種降級。」

 北京或遭遇貿易「里根時刻」 人民幣貶值 房價上漲 
中國中產階級消費降級

【看中國記者憶文綜

合報導】中美貿易戰或升

級，美國針對中國2000億
美元商品的關稅箭在弦上，

有貿易專家表示，川普或分

期分批加徵關稅；另有專家

認為，川普對北京政府的貿

易態度，類似冷戰時期里根

總統對蘇聯的強硬態度，

無論是偶然還是故意，川普

政府可能為國際貿易體制的

「里根時刻」鋪平了道路。

泡麵（公有領域）

（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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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600億援助非洲 
 網絡急刪貼

中國表示，未來三年將實施

「八大行動」，支持非洲產業、

貿易、環保等建設，中方也為此

將再向非洲提供 600 億美元支

持，其中 150 億美元包括無償

援助、無息貸款和優惠貸款。

官方《人民日報》3 日頭版

將該消息刊出，引來網友吐槽

說，這是「600 億美元的見面

禮」，「好貴的頭版」。

也有輿論認為，中國國內不

少老百姓生活貧困，政府未提供

幫助，但對他國卻巨額投資，這

是「再苦不能苦非洲，再富不能

富人民」？

美國之音報導說，一些中國

批評人士把這次規模盛大的中非

峰會稱作「一場肆意揮霍民脂民

膏、濫用公權力、濫施監控軟禁

侵犯民權的面子工程」。

中共此舉被認為是北京拉攏

非洲抗美的一個舉措。

有大陸網友披露說：「我在

喀麥隆認識一個中國（中共）

行和八國集團（G8）的總和，

但各國債務卻紛紛亮紅燈。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4 月提

出警告，非洲地區至少有 40%
的低收入國家，陷入債務困境或

處於高風險狀態。

美駐中使館官方微博 9 月

4 日發文轉貼美國國務院網站

「ShareAmerica」7 月 11 日 發

布的一份哈佛大學研究報告。報

告指出，「過去 10 年來，中國

嚮往往無法償還貸款的國家提供

了數千億美元的貸款」。

2017 年，吉布地的債務

負擔已接近國內生產總值的

100%，2017 年 8 月吉布地同

意接納中國建造第一個海外永

久性海軍基地。

2015 年和 2016 年中共僅

向安哥拉就提供了 190 億美

元的貸款。而安哥拉政府則通

過供應石油以換取中方的融資

和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的建設。

Ghanaian 投資分析師 Michael 
Kottoh 表示，非洲在與中共的

官方派去的官員，她知道不少援

助內幕，也很氣憤。人家非洲實

現了從小學到大學的免費教育，

住宿是單間，一年只交相當於

150 元人民幣的管理費。中國人

上不起學，農村地區的校舍遠遠

落後非洲，可我們大把大把的美

元去援助非洲。」

而網路一篇名為〈600 億美

元是什麼概念〉的文章稱，600

億美元，按照當前匯率折合人

民幣 4100 億元左右。根據中

共財政部公布的《2017 年全國

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決算表》，

4100 億（人民幣、下同）相當

於全國財政用於最低生活保障支

出（1475.83 億 ） 的 2.78 倍，

用於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補助

（2130.78 億）的 2 倍，用於社

會福利支出（682.01 億）的 6
倍；用於公共衛生支出（1885.84
億）的 2.17 倍，用於污染防治

（1883.02 億）的 2.18 倍，用於

扶貧支出（3249.56 億）的 1.26

倍。而當前中國百姓在養老保

險、醫療保險、污染防治、貧困

等問題上，資金仍不足。

對於當前因教育經費缺乏發

生騷亂的湖南省，2018 年的胡

南省教育廳得到的財政預算撥款

是 165億元，如果按這個標準，

援助非洲的錢夠花 24 年；中國

教育部 2018 年得到的預算撥款

1434 億元人民幣，在非洲未來

三年的撒幣，如果按今年的預算

水准算，差不多就相當於中央財

政三年的教育撥款。正好給非洲

一年撒出去的錢，與一年的中央

財政對教育的撥款相接近。

不少網友留言，「看來支持

非洲真的能帶來無盡利益。現在

大陸各地因為天災人禍，許多老

百姓需要政府關注，結果就這樣

被政府徹底忽略了。」「底層人

民苦的厲害，怎麼就不見表個態

呢？」「老有錢了，萬國來朝，

送金銀珠寶。」

值得注意的是，9 月 3 日中

共各大官媒報導這條「大新聞」

時，直接關閉了在微博上的評論

功能，不僅沒有上熱搜，甚至連

個獨立的話題都沒有。

在《環球時報》微博上，這

則新聞顯示有 9178 多筆的網民

留言，但點入後都無法閱讀。

有網民笑說，「連評論都不

敢開，厲害了，我的國。」

北京大筆撒錢背後 
政治意圖深

事實上，中國 3 年前就曾

提供低息優惠貸款，助非洲多國

展開公路、鐵路等建設。據統

計，中國現在是非洲最大的雙邊

基礎設施融資機構，超過了亞洲

開發銀行、歐盟委員會、歐洲投

資銀行、國際金融公司、世界銀

北京大撒幣 
600億紅包送非洲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

合報導】中國主導的「中非

合作論壇」於9月3日在北京
登場，期間中方宣布向非洲

提供600億美元的援助、貸
款及投資，引來民間質疑，

在國內無論是教育還是醫療

問題都尚待完善的情況下，

且山東壽光、潮汕水災及湖

南耒陽群體抗暴等民怨還

沒有平息之際，為何大手筆

「撒錢」援助非洲？

談判中權利不對等，中國（中

共）顯然獲得更大的利益，「它

在大多數談判中佔據優勢」。

也就是說，中國投資非洲，疑似

讓這些國家只能繼續依賴中國，

完成經濟效益不明的基建計畫。

對 此， 非 洲 開 發 銀 行

（ADB）負責人、前奈及利亞農

業 部 長 Akinwumi Adesina 表

示同意，「我所看到的是交易談

判中雙方權利不對等，只是因

為你想建立一條高速公路，就要

將採礦權交給（中共）？」有觀

察人士批評，中共在非洲的投資

和借貸是製造「債務陷阱」，非

洲小國難以償還沉重的債務。其

中吉布地的債務 2014 年大約是

GDP 的一半，但是到了 2016
年，已經上升到了 85%。

中共資助 30 億美元興建的

肯尼亞鐵路，直接穿過了肯尼亞

國家公園，預料15年償還債務，

但是第一年就虧了 1 億美元。

截至 2017 年底，查德、莫

三比克、厄利垂亞、剛果共和

國、南蘇丹和辛巴威均被認為

處於債務困境，而讚比亞和衣

索比亞被降級為「債務危機高風

險狀態」。

據德國之聲報導，德國知名

社會學家阿舍（Helmut Asche）
認為，中共投資非洲，其實是一

種施加政治影響力的方式。             
不過有評論人士認為，非洲

國家的購買力與市場規模非旦無

法與歐洲、北美、日韓等國相

比，難為中國賺進足夠外匯；此

外，只要美國領軍的自由貿易區

願意開放非洲國家加盟，非洲國

家多數將舍中共而去，角逐龐大

消費商機與零負擔的公平貿易。

納米比亞總統根哥布（Hage Geingob）在中非合作峰會上拒絕給中

共唱讚歌。(Getty Images)

北京在非洲吉布地建立了首個海外軍事基地。（Getty Images）

時事熱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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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鮮 百 分
百

F r e e s t o n e 
Produce Inc.

暢石蔬果店

每日重磅商品發布在臉書頁面，即時更新，敬請查詢

Broccoli 西蘭花 Navel Oranges 臍橙 Peaches 蜜桃 Onion 洋蔥

$    .99/ 盒0

9月 5日特價商品

Gala Apple 蘋果 Thai Chili 辣椒NectarineGrapefruit 油桃葡萄柚

$    .49/ 磅0 $    .49/ 磅0

9月 4日特價商品

32 Ave. NE

27 ST N
E

29 ST N
E

Barlow
 Trail N

E

36 ST N
E

N

F r e e s t o n e 
Produce Inc.頁面，即時更新，敬請查詢

重磅     折扣，每   更新
七星伴明月

$74.99/ 盒

雙黃蓮蓉月餅
$44.99/ 盒

雙黃白蓮蓉月餅
$44.99/ 盒

雙黃豆沙月餅

$44.99/ 盒

美
心
月
餅

地址：2828 32 Ave NE, Calgary
電話：(403) 248-4466週一至週五：早 9:30- 晚 7:00    週六：早 10:00- 晚 6:00   週日：早 10:00- 晚 5:00營業時間：

店內有更多特惠商品，
廣告如有錯漏，以店
內標識為準。

$    .49/ 磅0

9月 3日特價商品

$    .99/ 磅0

$        .00/ 箱 $        .00/ 箱 $        .00/ 袋15 10 15(20 磅 ) (35 磅 ) (50 磅 )(2 磅 )

作法

混合白玉粉和砂糖，攪拌均勻。慢

慢加入熱水，調成米漿。

蒸鍋煮滾水，作法送入蒸鍋，大

火蒸25分鐘，趁熱以電動攪拌器攪

拌為粉糰。

工作檯面上灑上片栗粉，粉糰放在

上面，捏分為6個。同時，餡料分為

每個25g的圓球。

趁熱將小粉糰壓扁，包入紅豆餡

料，收口包成圓球。

麻糬模具內部先灑上片栗粉，將圓

球放入模具中，模具壓平，麻糬隨之

定型。

喜歡口感軟糯、黏度高的麻糬，

就要選用圓糯米為製作原料。日

本白玉粉是細緻柔軟的糯米粉，

用來製作麻糬，成品香軟可口。

白玉粉（日本糯米粉）100g、細砂糖

25g、冷開水150g、片栗粉（日本太

白粉，是熟粉）。

餡料：紅豆餡150g。

食材

紅豆麻糬

作法

糯米洗淨，加水浸泡1小時，瀝乾

水分。以電鍋煮飯，內外鍋各加 1杯

水，按下開關煮飯。

芒果去皮、核，切丁，冷藏備用。

電鍋煮糯米的同時，製作醬汁。醬

汁材料裝在小鍋裡煮，攪拌均勻，砂

糖溶化即可熄火。

待電鍋開關跳起，續燜20分鐘。

拌入拌醬材料，攪拌均勻。靜燜15分

鐘，讓糯米飯吸收醬汁。

在糯米飯上鋪上芒果丁，淋上醬

料，灑上白芝麻，即可上菜。

南洋美食芒果糯米飯風味獨特，

揉合了米香和甜甜的椰奶香，搭

配酸甜多汁的芒果，清新爽口，

令人回味無窮。

芒果2個、長糯米1杯、白芝麻或綠豆

仁少量。

拌醬材料：椰奶、砂糖5大匙、鹽。

醬汁材料：椰奶 2大匙、砂糖 1/2大

匙、鹽少許。

食材

芒果糯米飯

作法

米飯蒸熱，加入2大匙熱開水，將

飯粒揉散，以攪拌棒攪打均勻成米

糰，看不到米粒為止。

準備一張烘焙紙，在上面滴幾滴食

用油，當作揉米糰的工作檯面。在烘

焙紙上搓揉米糰，揉成長條狀，再切

分成20g一個的小劑子，每一個擀成

0.3公分厚的圓片備用。

烤箱預熱180攝氏度，圓片均勻排

放於烤盤，送進烤箱烤至一面焦黃，

約30分鐘。取出翻面，烤至另一面

也焦黃。

趁熱刷醬料，每面再各烤15分鐘，

反覆二次。出爐後放涼再吃更酥脆。

米飯不要完全打成黏稠狀，保留一

些米粒，烤酥脆後會更有顆粒口感。

只要加點巧思，剩飯也可以做成

好吃的米果；自己做米果，可結

合海苔、芝麻、堅果等食材，或

搭配調料變化口味。

米飯1碗。

醬料：醬油1大匙、糖 1小匙。

食材

醬油米果

作法

備料：香菇泡軟切絲。紅蔥頭去頭

尾，切片備用。

熱油鍋，煸香紅蔥頭片，加入香菇

絲、蝦米，煸炒出香氣。加入調料，

以小火煮10分鐘，湯汁與料分開盛出

後備用。

混合秈米粉與冷水，調合均勻，倒

入滾水，攪拌成糊狀（在最短的時間

內攪勻，才能調和成功）。

蒸鍋煮滾水，將空碗蒸熱，倒入半

碗米糊，放上作法的炒料，續倒入

米糊至8分滿，擺上鹹蛋黃，送入蒸

鍋，以中火蒸半小時至定型熟透。

搭配醬料及香菜食用，風味更佳。

秈稻外觀細長，黏性小，口感較

硬，南方人做成主食與小吃。秈

米糊經過蒸炊，口感軟嫩爽口，

很適合老人、小孩食用。

秈米粉（在來米粉）3杯、冷水2杯、滾

水4杯、乾香菇3朵、蝦米1大匙、紅

蔥頭1粒、鹹蛋黃3個。

調料：醬油2大匙、胡椒粉1小匙。

食材

蛋黃碗粿 用米
做點心

文 / 邊吉 圖 / Fotolia

米，是人類的主食之一， 
點心製作的變化也極為豐

富。

比薩加上雞

蛋，美味又

好看。

保留一些
米粒，烤
酥脆後口
感更好。

雞蛋料理
千變萬化
文 / 美里 圖 / Fotolia

有人說，只要冰箱

裡有雞蛋，就不怕出不

了一道好菜。

廚房小幫手

雞蛋比薩
下午茶時間，不妨自己做比薩

吃。當比薩餅皮完成後，抹上

西紅柿醬料，鋪上起司，最後

在比薩中間打上一個蛋。高溫

烘烤後，雞蛋熟化，黃澄澄的

蛋黃看起來十分耀眼。

香草炒蛋 
鬆軟綿密的炒蛋口感讓人念念

不忘，炒蛋時加一點牛奶，能

讓雞蛋在低溫下逐漸變硬，成

品吃起來更加滑溜。雞蛋加上

各式香草調味，滋味多元，簡

單就能讓風味更加升級。

蔬菜蛋捲  
雞蛋捲是以雞蛋、蔬菜丁、高

湯等材料製成的「玉子燒」，

是款相當家常及經典的日式料

理，不論在家庭料理或是小酒

館的下酒菜單中，皆是一款很

受歡迎的大眾美食。

 Tip1

蛋花湯
最簡單的料理，往往最難煮的

好，蛋花湯就是一個例子。事

先加點兒醋在蛋液裡，可使蛋

液下鍋時保持柔軟。蛋花湯也

就能輕鬆煮出一絲絲、口感軟

嫩的蛋花羹。

 Tip2

 Tip3

 Tip4

剩飯做米
果，加海
苔、芝麻
更美味。

秈米糊經
過蒸炊，
口感軟嫩
爽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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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我們天天都在

洗臉，只是知道每天洗臉可以讓

自己的皮膚變得更乾淨一些，其

實我們在洗臉的時候，只要在我

們的臉盆中放一點東西，就可以

讓我們的皮膚變得白嫩、有彈

性。我們還等甚麼，現在就一起

去看看究竟。

正確的洗臉方法 
六十歲都沒皺紋

1、在水盆裡放上一點鹽，

它不光只有殺菌的作用，還可以

祛除我們臉上的油脂，特別是那

些油性肌膚。長期使用，我們的

臉上就不容易長痘痘。

2、如果你的臉是乾性皮

膚，可以在您的臉盆裡適當地加

一點蜂蜜。洗臉的時候，輕輕地

拍打你的臉部，長期使用，可以

讓你的肌膚年輕 10 歲，以前你

的乾燥皮膚也會慢慢地消失。

3、在你的臉盆中放一點

醋，可以讓你的皮膚變得光滑、

有彈性。因為醋本身就可以改變

我們肌膚的酸鹼度，長期用來洗

臉，不容易長痘。

4、如果妳是工作在電腦前

的白領女性，洗臉的時候在水中

加一點綠茶，可以有效的抵抗輻

射，茶葉的鞣酸作用可以讓我們

乾燥的皮膚消失的無影無蹤。長

期使用，還可以讓妳的肌膚毛孔

變細。其實在生活中，只要多加

那麼一點料，就可以讓我們的肌

膚變的更加白皙、有光澤。

去眼袋的天然食材

①淘米水+蜂蜜
淘米水是一個神奇的護膚法

寶，不但會使皮膚變得白皙無

瑕，還能有效的去除浮腫。而蜂

蜜更是護膚良品，含有大量蜂

膠，能夠有效地拉緊皮膚纖維，

緊緻肌膚。因此有眼袋的女士可

以將兩者混合，取眼膜一枚浸在

混合物中，然後敷在眼睛上，大

約過 15 分鐘取下。連續敷一個

星期，對去眼袋有奇效。

②冬瓜片去眼袋

冬瓜的主要功效是利尿去

溼，並能夠消腫排毒。因此冬瓜

對去眼袋也有一定的效果。冬瓜

去眼袋的操作方法十分簡單，將

冬瓜切成薄片，然後敷在眼周，

15 分鐘即可取下。

③胡蘿蔔+蛋清+藕粉
方法也很簡易，將胡蘿蔔、

藕粉和蛋黃放入攪拌機攪拌，然

後直接塗於眼周，等乾了以後就

可以洗掉了。這個方法也可以用

於全臉，它可以在皮膚上形成一

層膜，使皮膚拉緊，回覆彈性和

細膩。小編自己親自試過這個方

法，效果還是不錯的。

④物理方法去眼袋

物理方法主要是指冷敷、熱

敷法。如果您的眼袋是剛剛才形

成的，那麼這種方法就會很有

效。

熱敷法主要是在睡覺前使

用，這樣可以有效的促進血液循

環，保證隔天早上不會形成眼

袋。而冷敷法則多用於清晨，主

要是為了救急，讓眼袋略有縮

小。冷敷最好是用鹽水，而熱敷

最好是用橄欖油，這兩種液體都

有益於消減眼袋。

⑤眼霜去眼袋

很多人都覺得既然眼袋是水

腫形成的，那就證明眼部的水分

過於充足，就不應該選擇保溼的

眼霜。其實這種認識是十分錯誤

的，眼袋的存在恰恰說明了眼部

缺水，因為眼部沒有皮脂分布，

而血液循環的緩慢，讓水分很難

在眼部儲存。因此有眼袋的女士

選擇眼霜，選擇有保溼成分的。 

【看 中 國 訊】研 究 表

明，經常看電視會使得人壽

命縮短，老得也比較快。這

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影響：

第一、看電視的時候，

大多數人是坐著或躺著的，

這樣的姿勢一直看電視，讓

人減少了活動的時間。這

時，身體內部細胞就容易儲

存糖分，時間長了就容易長

胖，超重的情況越來越明

顯，體力卻不斷下降，最後

出現早衰的現象。

溫馨提示：坐著超過

30 分鐘就會開始儲存糖分

了，不想一直胖起來，請隔

半個小時就要起身動一動。

第二、情緒的變化很容

易受影視劇中的情節影響，

一直看著悲情的情節時，容

易觸景生情，漸漸轉入悲

傷，傷心過了頭就容易沉浸

在悲傷的情緒之中。經常保

持這樣的情緒入睡的話，很

容易影響身體健康和睡眠質

量。身體器官和皮膚都會因

此逐漸加快衰老，讓人看起

來十分的蒼老。

溫馨提示：建議大家看

電視的時候多換幾部劇，這

樣可以轉化情緒，不會一直

保留悲傷的情緒。

由上可知，不想要老得

那麼快，就少看電視。如果

無聊的話，不妨走出家門看

看天然的風景，畢竟現實生

活也很精彩。

常看電視
會老得快？

（整版圖片來源：Fotolia）

正確的
洗臉方法
60歲都沒皺紋

 

我們在洗臉的

時候，只要在我們的

臉盆中放一點東西，就

可以讓我們的皮膚變

得白嫩、有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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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蛋

雞蛋，又稱雞卵或雞子。雞

蛋的各個部分均可入藥，其藥

用價值較高。在中醫處方中，

分別將其稱為雞子白（蛋清）、

雞子黃（蛋黃）、蛋殼（蛋皮）

和蛋膜衣（即殼裡的一層薄白

皮）。

雞蛋

雞蛋性平，微寒，無毒，味

甘；具有滋陰潤燥、養血安胎、

鎮心益氣、補虛扶贏的作用，適

用於治療熱病煩悶、燥咳聲啞、

目赤咽痛、胎動不安、產後口

渴、下痢等病症。

明朝大醫學家李時珍對雞

蛋的效用有極高的評價，他認

為：「卵白象天，其氣清，其性

微寒；卵黃象地，其氣渾，其性

溫；卵則兼黃白而用之，其性

平。精不足者補之以氣，故卵白

能清氣，治伏熱、目赤、咽痛諸

疾；形不足者補之以味，故卵

黃能補血，治下痢、胎產諸疾；

卵則兼理氣血，故治上列諸疾

也。」

雞蛋對治療胃病及十二指腸

潰瘍有良好的效果。研究認為，

雞蛋中的卵磷脂能在胃黏膜表面

形成一層很薄的疏水層，可以保

護胃黏膜，能防止有害因子入

侵。食用方法非常簡單：取雞蛋

一個，打入碗中攪勻，用沸水沖

入，即可食用蛋花。每日早晚各

吃一次，連續吃一個月左右，若

未癒再食。

據《老年報》報導，將雞蛋

泡入醋中 48 小時，為治病的

「醋蛋」。食用這種醋蛋，可以

防治心血管疾病，如：動脈硬

化、高血壓、冠心病、腦血栓和

糖尿病、肝炎、風溼病等，有顯

著療效。

雞子白

雞子白性微寒，無毒，味

甘。具有清熱、解毒、消炎和

保護黏膜的作用。臨床上適用

於 食 物 或 藥 物 中

患者使用強心劑無效時，而改

用雞蛋油，發揮良好效果的例

子。

傳統蛋黃油的製作方法是將

蛋水煮後，取出雞子黃壓碎，然

後放入大鍋中不斷的壓炒，使其

流出黃褐色的油，這些少量的油

就是蛋黃油。

雞子黃中含有多量卵磷脂、

卵黃素，卵磷脂，在人體內被消

化吸收後，可以釋放出膽鹼，供

給腦的需要，所以有補腦、健腦

之功，可以幫助增強記憶力；卵

黃素所含的維他命、鐵質等，是

造血的原料，對於貧血病人，大

有裨益。古人常將蛋雞子黃與阿

膠同用，作為補血安眠劑。

雞蛋殼

據科學研究分析，雞蛋殼含

有 93% 的碳酸鈣、1% 的碳酸

鎂、0.5% 的磷酸鎂和 5% 的有

機物質，有制酸、止疼的功效，

研末內服，可治胃潰瘍、胃炎、

胃痛、小兒軟骨的作用，並可輔

助治療肺結核；研末外用，可治

創傷、皮膚瘡瘍，有生肌、防

腐、促進傷口癒合的作用，也可

用做止血劑。

蛋膜衣

蛋膜衣又稱鳳凰衣，具有潤

肺、止咳、止血的作用，適用於

治療久咳氣急、失音、創傷、口

腔出血等病症。

飲食禁忌

1.不宜食用生雞蛋：生雞

蛋中含有抗生物素蛋白，它會影

響體內生物素的利用，引起毛髮

脫落、局部發炎、食慾不振、肌

肉疼痛、皮膚乾燥、脫屑等症

狀，而且生雞蛋有特殊腥味，容

易引起嘔吐。

2.食用雞蛋時，加熱時間
不宜過長：如果食用時，加熱時

間過長，雞蛋裡的成分發生了變

化，不容易消化吸收，特別是油

炸以後，更難消化。所以雞蛋不

論煎、煮、蒸均不宜時間過長。

3.不宜過食雞蛋：因為雞

蛋含有碳、氮、氫等多種元素和

蛋白質，當氮及蛋白質含量過多

飲食
健康

毒、咽喉腫痛、聲啞失音、慢

性中耳炎和化膿性創傷等症。

青春期的少年皮脂腺分泌

旺盛，所以面部出現了大小不

等的面瘡，非常困擾。調治的

方法是在臨睡前，用雞子白（雞

子黃另食）調敷面部，次早洗

去。一面吃些清潔血液及腸胃

的蔬菜水果，一面繼續塗抹雞

子白多次，可使面瘡大減，而

且使肌膚滑潤，容光煥發。

雞子黃

雞 子 黃 性 平， 無 毒， 味

甘。具有袪熱、溫胃、鎮靜、

解毒、消炎等功效。在臨床

上，用雞子黃煉出的「蛋黃

油」，是一種良好的藥物，有除

煩熱、止嘔逆、解熱毒、滋補

陰血、潤肺止咳、排膿散結、

斂瘡生肌等功效，內服、外用

均可。內服可治肺結核、盜汗；

外用可滋潤皮膚，可治燙傷、

乳頭破裂、奶癬和下肢潰瘍等

病症。民間療法中，以

蛋黃油滴耳可治中耳

炎， 療 效 甚 佳。 另

外，據日本文獻報

導，蛋黃油能治心臟

病，外用可治皮膚溼癬，

極有療效。日本醫學博士馬場

和光的臨床實驗發現，有不少

時，人體不能完全吸收，腎臟也

無法把氮及蛋白質的分解代謝產

物——非蛋白氮排泄掉，日子久

了，不但影響腎臟功能，血液循

環也會受到影響，而且還會造成

心臟病等疾病。

4.膽結石患者不宜食用炸
雞蛋：因為炸雞蛋需膽囊供給大

量膽汁以助消化，膽結石患者食

用炸雞蛋，將會促進膽囊急劇收

縮，使膽道括約肌不能及時鬆

弛，讓膽汁流出，從而使膽結石

或膽囊炎急性發作。

5.中醫認為雞蛋多食動風
阻氣，諸外感及瘧、疸、疳、

痞、腫滿、肝鬱、痰食、腳氣、

痘疹，皆不可食。小兒、產婦、

氣壯者幸食無恙，弱者多因此成

疾，不可不知。

常見疑問

問：雞蛋中的蛋黃膽固醇含

量很高，所以雞蛋吃多了，血液

中膽固醇的含量會過高，從而會

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風險嗎？

答：以上是一般人對膽固醇

錯誤觀念的迷思。其實，在人

體內有 95% 膽固醇是自行合成

的，只有 5% 的膽固醇是從食

物中直接攝取而來。所以不要錯

怪高膽固醇食物，認為血中膽固

醇過高，都是吃過多的高膽固醇

食物所引起的。人體內每個細胞

都需要膽固醇，例如：作為細胞

膜的成分、合成維他命 D 的原

料，以及腎上腺荷爾蒙、性荷爾

蒙的原料。因此，體內膽固醇量

的多寡沒有關係，身體會自行決

定該合成多少，重點在不可讓膽

固醇氧化，一旦氧化，它就會堆

積在血管壁上，形成硬化斑塊、

血栓。

所以不要錯怪雞蛋，只要是

低溫烹調，不煎、不炸，而且吃

蛋的同時不要吃到高溫烹調的食

物（例如：炸排骨、炸雞塊、

臭豆腐、洋芋片、薯條等）。若

吃到的油已經氧化，那麼體內的

膽固醇也會跟著被氧化，氧化的

結果不是讓膽固醇增加，而是讓

壞膽固醇變多。因此，不需要理

會膽固醇的高低，重點要看它有

無被氧化。

雞蛋是人人皆知的滋

補食品，它被營養學家們

稱之為「完全蛋白質的模

式」，是營養最完善的食

品之一。

文 / 吳國斌 
（心醫堂中醫診所院長）

大蒜煎蛋黃

大蒜的養生功效眾所周

知，不過它的刺激性氣味很

多人不喜歡，不妨試試「大

蒜煎蛋黃」。只要在搗碎

的大蒜裡拌入蛋黃，再用文

火慢慢煎即可。

此一搭配不但能去除大

蒜刺鼻的味道，也不會對胃

產生強烈的刺激，還有降低

膽固醇、抑制血管和皮膚老

化的效果。

得舒飲食抗高血壓

得 舒 飲 食（DASH 
Diet）是為抗高血壓而設計

的，取自地中海飲食方式，

含蔬菜、水果、堅果、大

蒜、橄欖油、低脂乳製品，

嚴格限制鹽、糖、膽固醇、

飽和脂肪、精製碳水化合物

的攝取。遵循以下 5 原則：

1. 主食糙米飯，或者

雜糧飯。

2. 每餐 2 ～ 3 種蔬菜，

約 1 ～ 1.5 碗的分量。

3. 每餐 1 ～ 2 種水果，

約 1 碗的分量。

4. 以植物油烹調，或

部分以堅果替代補充。

5. 肉類選白肉（雞、

魚），不選紅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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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黃不但能去除大蒜刺鼻的味

道，還有降低膽固醇的功效。

將雞蛋泡入醋中，可做成「醋

蛋」。

雞蛋的各個部分均可入藥。

得舒飲食是為抗高血壓而設計

的健康飲食方式。

電子時代，如何保護眼睛
治病靠效果，而好的效果有賴于正確
的診斷，僅把脈就至玄至深，而望聞
問切之『切』又要觸按全身經絡穴位，
以判病之深淺及涉及經臟之多寡。“

電話：403-252-8950 

地址：44, 180- 94 Ave. SE 
城南診所：
MC 針灸  地址：#116, 738- 3Ave. SW 

市中心：
弓河康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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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病痛？找卡城老中醫！  中加兩地行醫經驗； 人治療後有好評。35 年 兩萬

不育不孕流產滑胎

肥胖及相關的高血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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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403-255-5288 

　　　中醫強調，久視傷血，且五行中眼

睛對應於肝，同屬木，肝又是藏血器官，

〈黃帝內經〉裡講：「肝開竅於目。」所

以保護眼睛格外重要。人體體內的各種病

變也可以通過對眼睛的觀察看出，尤其是

肝臟的問題。如果肝功能變差或供血不足，

直接會導致眼睛乾澀，視物模糊等症狀。

　　現代社會科技發達，各種發明層出不

窮，尤其是電腦和手機的普及應用，帶給

我們方便的同時，也帶給我們身體危害。

　　首當其衝的便是眼睛：電腦操作、電子

遊戲、使用智能手機—這些都加重了眼睛

的負擔。另外，現代社會各種壓力給人帶

來許多不必要的煩惱，

影響人的健康。這些因

素綜合在一起，人的耗

散大，營養得不到及時

補充，臟腑功能慢慢降

低，所以毛病也就隨之而來。

　　對於那些眼睛疲勞乾澀酸痛，不能視物

的人群，我在這裡推薦個方劑——「明目

丸」。此方是清代醫家沉金鰲於 1767 年在

其《雜病源流犀燭》卷二十二里給出的方

劑，最早是給那些做針線活的婦女或其他需

要長期用眼的人所準備。食用方中熟地和當

歸，用於補肝血，增強眼部血液微循環；另

用白芍輔助當歸；枸杞與菊花清肝明目；甘

草調和諸藥。

　　除此外，大家可以泡些枸杞和菊花，備

日常飲用，能起到清肝明目明目的作用。另

外，大家應隨時注意對眼睛的保健，不要長

時間久視一處，常閉目養神。並且要時不時

按壓眼部周圍穴位和按規律做眼保健操，一

些常用保健穴位如睛明穴，攢竹穴，四白

穴，太陽穴，風池穴等，經常習慣性按摩都

會對眼睛保護產生積極效果。

老中醫專欄



B4 看婚戀 Marriage/Love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第18期     2018年 9月 6日—9月12日    

曼麗夫人您好：

 我跟我男朋友的關係比較特別，他哥

哥娶了我姐姐，所以雙方父母非常反對我

們交往，完全沒辦法溝通。沒有血緣關

係，只因為是姐妹就不能當妯娌，因為會

敗家，就要我們分手。但是，我們彼此覺

得很契合，有想結婚的念頭。難道習俗真

的比較重要嗎？這樣的愛情不被接受，真

的讓我好苦惱，好不容易遇到一個想走下

去的對象，只因為這個傳統觀念就要被迫

分手嗎？請給我點建議好嗎？

妳好：

感謝來信！常聽人家說：親上加親，

美事一樁。但是，真的每一件親上加親的

喜事，都這麼簡單美好嗎？答案莫衷一

是！但是，對於彼此相愛的雙方，你們若

能站在長輩的擔憂去思考，或許可以有

「預防甚於治療」之效，至少，兩人若最

終走在一起，是在萬事都考慮過，並願意

承擔一切的前提下所做出的決定。

我們常聽到，甜蜜夫妻因為妯娌關係

不睦，感情因而處於緊張、衝突的情況

下，因為兄弟要為彼此妻子的相處模式充

當夾心餅或和事佬，真的挺累人的。但是

若妯娌是親姊妹，就會更被外人或當事人

放大檢視。

可能的事件形式不一，如姊妹其中一

人幫夫家生了壯丁，另一位婚後不孕或生

女孩（假設夫家很傳統）；或姊妹倆和長

輩的親疏緣分不同，受寵愛程度不同；或

者兄弟兩人才情不同，長輩器重程度不

同；或夫家田產分配不公……有時候，當

事人雙方並不想如此明爭暗鬥，但是好事

的親戚旁人，往往加油添醋，欲加之罪何

患無辭，弄到身心俱疲是有可能的事。

不僅是外人的愛管閒事你料想不到，

當事人會不會不小心落入比較的陷阱，讓

感情因此受傷也很難說。例如：兄弟雙方

會不會在處理夫妻爭吵事件時，丟了一

句：你看。你姊姊多溫柔…；或者妻子的

一方說：你看你哥多體貼等等。其實，從

戀愛到結婚，親友的關心不會少過，但

是，你們兩對夫妻之間，若有足夠的智慧

或默契，處理好以上或是更多會傷感情的

事情，若雙方都胸有成竹地說「Yes ！」

那就信守「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誓

約，婚後莫忘初衷共同面對考驗或難題，

剩下的就交由時間去證明！祝福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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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姊妹變妯娌？雙方家長都反對

曼麗小語：夫妻之間若有足夠的智
慧或默契，共同面對婚姻的難題，那就
信守「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誓約勇
敢相愛，剩下的就交由時間去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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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戀專題

《看中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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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廣告 C3

Culture & Education
文化 教育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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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9月6日—9月12日第18期卡爾加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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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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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文成公主一樣，金城公主

也不是真正實際上的公主，她只

是出生於李唐宗室，是唐高宗李

治第六子李賢的孫女。

生於皇家的金城公主

公元 710 年正月，唐中宗

命左驍衛大將軍楊矩護送金城公

主入吐蕃。因為，公元 709 年

11 月，吐蕃已派遣大臣尚贊咄

等 1000 多人前來迎娶公主了。

唐中宗親自渡過渭河，到如

今的陝西省興平市設宴百官，命

隨從大臣賦詩為公主踐行。

席間談及公主年幼即要遠嫁

時，唐中宗說著歔欷了很久，又

命大臣們賦詩餞別，於是《全唐

詩》中出現了十多首送金城公主

的詩。

將公主送到始平縣後，唐中

宗將始平縣改名為金城縣，下令

釋放金城縣罪人，死罪除外，蠲

免天下賦稅一年；又改其地為鳳

池鄉愴別里，以為紀念。

當時尺帶珠丹不過十四歲，

金城只怕也大不到哪裡。中宗對

這個兄長的孫女格外疼愛，從小

就將她領養宮中。而金城公主也

注定將有更為遠大的使命。

促進吐蕃經濟發達

金城公主入藏的時候，「中

宗賜錦繒別數萬，雜技諸工悉

從，給龜茲樂」，帶去了工藝技

術、中原特產，以及先進的農業

生產。

「給龜茲樂」，據稱這是中

原音樂入吐蕃的開始。金城公主

和親時，唐、蕃之間交通很不方

便，為迎接金城公主，特在悉結

羅嶺鑿石通車。

同時促進了兩國之間的經濟

貿易，中原的絲綢、茶葉等物品

攻擊。楚人巫臣教吳國人駕御戰

車，楚國便疲於奔命。魯國因守

典而國存，楚國因喪失車乘技

術而危及邦國，兩者都可借鏡

啊！」

然而，中書侍郎裴光庭持不

同意見，他說：「吐蕃由於不識

禮儀經典，以致辜負大唐國恩，

現今來哀求跪請，應允許吐蕃的

降順附從，賜給詩書，漸漸以聖

人聲教陶養，這是可以達到的。

休烈只見吐蕃會生出種種真偽變

作，不知經典也能長養人的忠信

節義。」

唐玄宗聽了裴光庭這番議

論，讚歎：「善。」准公主所求，

賜吐蕃「《毛詩》、《禮記》、《左

傳》、《文選》」。這段故事，載

於《新唐書．列傳．吐蕃》。

唐蕃友好 百姓安樂
公元 732 年，金城公主向

唐玄宗上〈請置府表〉，稱：「聽

聞皇帝萬福，我非常歡喜。如今

兩國舅甥和好，以後也不變更，

天下百姓得以安樂生活。」

公元 733 年，唐、蕃在青

海日月山，如今的赤嶺定界刻

碑，約以互不侵擾。特別是赤嶺

界碑的樹立，讓兩國受益匪淺，

吐蕃承諾不侵河、湟之地，不掠

牛羊、莊稼；大唐承諾不襲擊吐

蕃城寨，不阻斷吐蕃道路，「不

以兵強而害義，不以為利而棄

言」。在界碑樹立的三年左右

的時間裡，吐蕃即出現「畜牧被

野」的景象。

金城公主於公元 710 年入

藏，公元 740 年去世。她在吐

蕃的三十年間，吐蕃出使大唐不

下 27 次，大唐出使吐蕃不下 15
次，金城公主以「合同為一家」

為原則，在維繫兩國友好關係方

面做的貢獻是不言而喻的。

交換吐蕃的牛、馬、玉器等等，

使兩國經濟貿易達到前所未有的

繁榮階段。

就像金城公主在信中寫

的 ——「奴奴降蕃，事緣和

好」，她將緩和兩國緊張關係的

重任扛在肩上，為兩國的甥舅之

好做出極大貢獻。

促進吐蕃文化繁榮

入藏後，金城公主名義上向

唐玄宗進獻金盞器物，實則「請

《毛詩》、《禮記》、《左傳》、《文

選》各一部」，將中原儒家思想文

化帶到了吐蕃，讓他們知道忠、

信、禮、義。後來，唐玄宗還下

詔，要秘書省抄一套賜吐蕃，這

應是漢藏文化交流的好措施。

但是，卻因此引發激烈辯

論。負責校刊文章的秘書省正字

于休烈堅決反對，他認為：「春

秋魯國因秉持周禮，使齊國不敢

鑄造唐蕃和平的金城公主

在公元707年，吐蕃請求與大唐和親。新
贊普尺帶珠丹年幼，不過11歲。金城公主
原名李奴奴，具體出生日期不詳，但遠嫁

的時候也不過十歲出頭，還是個小女孩。

文 / 顧言

夜來偶題
文 / 軼飛

紅塵有盡夢已稀

月下征人夜聽笛

兩鬢風蕭身萬里

一襲冷照霜滿衣

想來青山依舊在

歸去著我謝公屐

金城公主以

「合同為一

家」為原則

維繫兩國友

好關係。

中原絲綢和

茶葉交換吐

蕃貨物，兩

國貿易空前

繁榮。

遠山、茶壺、玉鐲、茶葉：FOTOLIA；插圖：WINNIE WANG



文 /趙長歌   圖 / 公有領域

文 /雲中君   
圖 / 公有領域

用功到了精神非常集中的程度，

以至有時竟像一個『傻子』。記

得有一天，我從北大回家，路過

沙灘前，只見昭掄站在紅樓前

面，面對著一個電線杆子，又點

頭，又說又笑，過往行人不勝駭

然。我走近他身邊，他也不理

我，仔細聽他說話，原來他在和

電線杆談化學哩。」

名門之秀的牛人往事

俞大絪，1930 年代赴英國

留學，後陸續任各大學英語教

授。俞大絪和許國璋合作編纂的

英語教材，曾經是中國最流行的

英語教材之一。

《夏鼐日記》中記載，1933
年第一屆中英庚款留學西洋文學

本是俞大絪成績最佳，因誤算分

數以至落榜。在第二屆考試中俞

大絪專門科目幾乎每科都是 90
分以上，這比錢鍾書號稱歷屆中

美和中英庚款平均最高的 87.95
分還牛。

「從我懂事開始，在家裡聽

到最多的人名之一，是俞大絪，

她是中國化學大師曾昭掄教授的

夫人。我的父母都是做英文工作

的，經常聽他們提到：俞大絪教

授當初是這麼講的，俞大絪教授

當初是那麼講的…。」「如果他

們在英文方面遇到問題，就更會

爭論，然後結論是：我們去問問

俞大絪教授好了。」

「每次去，父母仍像學生去

見老師一樣緊張，父親通常要穿

上西裝，母親則換好旗袍。我們

小孩子，也都要換衣服，梳頭洗

臉，格外裝扮。父母親說：「俞

大絪教授是名門後代，又曾留學

英國，生活態度非常嚴肅和精

緻。如果我們容貌衣著隨隨便

便，是對她不尊重。」（沈寧《永

遠活在我心裡的俞大絪教授》）

人間地獄生無可戀

1966 年 6 月 11 日， 在 文

革的血雨中，陳寅恪的得意弟子

汪篯喝敵敵畏自殺，拉開了北大

教授自殺的帷幕。

6 月 18 日， 北 大「六 ‧

一八」事件爆發，各系 60 餘位

教授紛紛被拉上「鬥鬼臺」。臉

上紅黑混合的墨汁、渾身打滿紅

叉的大字報、迎頭倒下的大便

紙、一擁而上的拳腳棍棒、群情

激動的革命口號……令程賢策不

堪其辱，喝敵敵畏自殺。

7 月，董懷允上吊自殺，吳

興華被害死。

恐怖的氛圍中，熟悉的人不

知是死是活，沈寧受父母之托打

聽俞大絪的消息。

「父母拜望俞大絪教授家的

時候，我年紀還小，而且只是跟

隨，從來沒有想到要記路，有一

進攻日本，曾昭掄預測認為：

「最早當在今年 8、9 月，遲則

可延伸到年底。」事實證明了曾

昭掄預言的準確，也成為他人生

和歷史的一個奇談。

立志立趣的幾則笑談

曾昭掄曾在一次演講中說：

「我常想，人生在世界上，成為

社會的一分子，應該抱著兩種願

望。一種是產生成績，一種是使

自己成為一個有趣的人。」而這

兩點，他都做到了，衹是一個是

有心之志，一個是無心之趣。

「每天早晨，當我們披著星

光走了二三十里路時，天才放

亮。這時遠遠看見曾昭掄教授已

經坐在路邊的公里標記石碑上寫

日記了。等我們趕上來後，他又

和我們一起趕路。曾先生每天如

此。看來，他至少比我們早起

一二個小時。」（唐敖慶《我的

老師曾昭掄教授》）

曾昭掄潛心治學十分出名。

費孝通說，昭掄幹起事業來，是

連家都不回的，一次「他回到家

裡，家裡的保姆不知道他是主

人，把他當客人招待。見曾先生

到晚上還不走，保姆很奇怪，鬧

不明白這個客人怎麼一回事」。

俞大絪晚年講到曾昭掄說：

「在我近 80 年的生涯中，還未

見過有他那樣專心治學的人。他

曾昭掄 琴瑟和鳴思華年

俞大絪 風狂雨驟不復還

化學大師的軍事預言

曾昭掄是中國近代化學的創

建人之一。

1945 年，曾昭掄曾經和著

名物理學家吳大猷，以及數學家

華羅庚共同代表國家前往美國，

參與「曼哈頓原子彈計畫」的後

續研究。 1948 年，曾昭掄當選

為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

一位名叫汪子嵩的西南聯大

學生回憶道：曾昭掄是有名的民

主教授，在每次民主集會上都發

表講話，但不是談化學，也不談

政治和經濟問題，而是講軍事。

他對當時的抗戰軍事情況瞭解的

非常清楚，談起來像個軍事專

家。曾先生是曾國藩曾氏家族的

後人，頗得祖傳遺風。

1944 年 6 月，盟軍聚集歐

洲西線戰場，曾昭掄準確預測了

盟軍在諾曼底登陸的具體位置，

而他預測的登陸時間和實際時間

僅相差了一個晝夜，這在當時令

人拍手叫絕。

1945 年 1 月，曾昭掄以國

際軍事問題專家的身分接受《正

義報》採訪，預測歐洲戰事將於

「上半年結束」。

同年 5 月，對於盟軍何時

芙蓉之國曾國藩家族的

後人中人才輩出。民國時期

的兩位學界大師曾昭掄、俞

大絪夫婦，一位是曾國藩弟

弟曾國潢的曾孫；一位是曾

國藩的曾外孫女。同屬曾氏

名門之後的兩人，感情甚篤，

琴瑟和鳴，在各自的領域留

下的佳話讓人思其華年。

曾昭掄、俞大絪夫婦。

曾昭掄

天會獨自來探聽她的安危。燕南

園已經面目全非，到處是標語大

字報，門窗殘缺，庭院荒蕪，一

派破落，再看不出原是教授學者

們居住的地方了。」（沈寧《永

遠活在我心裡的俞大絪教授》）

8 月 24 日， 俞 大 絪 被 紅

衛兵揪頭髮踹倒揪行至「鬥鬼

臺」，在無休止的折磨中，俞大

絪幾度暈厥。傍晚剛被釋放回

家，「咣當」巨響一聲，紅衛兵

踹門而入，此時躺在床上的俞大

絪正處在半昏迷狀態，她被揪下

床，頭被拽著往牆上「咚咚」亂

撞，除了強迫下跪，紅衛兵還剝

除她的上衣，用皮帶死命抽打，

她滿地打滾，哀嚎不絕，終於昏

死過去。紅衛兵離去時，查抄了

她家裡所有值錢的東西。

夜幕降臨時，她醒了過

來，受盡侮辱、悲憤難抑的俞

大絪感到生無可戀，當晚喝安

眠藥自殺。

淚盡泣血去的淒慘

千里之外，因「反右」被發

配至武漢大學的曾昭掄收到電

報，限其三日回京收屍，否則骨

灰揚棄，財產充公。然而請示得

到的結果是不能回京。絕望中，

曾昭掄跑到校外的荒地，以頭拱

地，直至淚盡泣血。

曾因「六教授事件」被劃右

革職的曾昭掄，剛挺過一場運

動，變的「老老實實」，以驚人

的毅力完成了 140 萬字的《元素

有機化學》，研究單位和高等院

校紛紛要求正式出版。不幸的

是，剛出版兩冊，文革的風暴來

了，後四冊原稿全部散失。

俞大絪死後不久，曾昭掄便

遭隔離審查，開始了新一輪無

休止的揪鬥和侮辱。「全國大右

派」、「劊子手曾國藩的孝子賢

孫」的高音喇叭、瘋狂的批鬥、

棍棒捶擊、皮帶抽打，當眾公

布各方對其保守 5 年的癌症秘

密……曾昭掄從「鬥鬼臺」滾下

來昏死，自此一病不起，大小便

失禁。

1967 年 12 月，曾昭掄悄

然死去，無人收屍，在床上變質

腐臭。一個侄子來看探望叔父

時，看到這淒慘的一幕，含淚將

屍體送葬火化，後將骨灰撒入長

江，一代大師竟以這樣的方式順

江東去。

心平氣和是人生中最

大的修養。我雖然時常提醒

自己不要心浮氣躁，但是因

為修為不夠，時常被人世間

的一些繁瑣小事所困擾。此

時，如果就事論事，事情往

往很難得到一個圓滿的解

決；如果先靜下心來，檢討一

下自己的不足，調整一下當時

的心態，頓時就有一種「柳

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覺。

清朝乾隆年間的狀元、詩人

和書畫家石韞玉，曾經撰寫過一

副對聯：「精神到處文章老，學

問深時意氣平。」清代的鞏建豐

對此評價說：「精神充實，文章

方顯老到；學問高深，意氣方能

平和。」由此可見，學問與識別

能力沒有達到一定程度，血性、

心緒、意氣是無法平和的，因

此，心地清淨，還是浮躁，是一

個人修行高低的真實展現。

心平氣和  
自能無憂無懼

石 韞 玉（西 元 1756 年 ～

1837 年），字執如，號琢堂，

又號獨學老人。清朝江蘇丹陽

人，乾隆進士第一。官至山東

按察使，有《獨學廬稿》等著作 
流傳。

讀到他的那副對聯，我的心

中生出了許多的聯想：能平意氣

者，學問必深；若能意與氣皆

平，則學識與修為臻於上乘矣！

看一個人的修行有沒有功夫，只

要觀察他的心態，就能很容易地

看到他的修為了。

古籍《了凡四訓》中記載了

這樣一個故事：一個落第的秀才

深信自己的文章寫得不錯，但是

他去科舉考試卻沒有被錄取，於

是大罵考官愚鈍，不會識別人

才。此時正好有個道士從他旁邊

經過了，於是就說他的文章一定

不是上乘之作。這個秀才非常不

服氣地說：「你根本沒有看到我

的文章，為甚麼說我的文章不

好？」道士回答說：「看你這麼

心浮氣躁，怎麼能寫得出好文

章？」

一個人的修行深淺、學問高

低，全部反映在他的文章風骨之

中，選字用詞，表達方式和語言

組織，都能透露出一個人的學養

和性情，當然在日常的言行舉止

更能顯示一個人的才識與德操，

世事真能看深、看透，也就沒有

難平之氣，意氣不生，自然也就

無憂無懼，不驚不怒。

真正有修為的人，說話、做

事都很平和，不會咄咄逼人，不

管與甚麼層次的人相處，都是文

質彬彬、溫潤如玉，給人以如沐

春風的感覺。

厚積薄發 自我反省 
是昇華的階梯

孔子的《論語》開篇說了二

種快樂，此外他又講了一種不

學問深時意氣平
要不快樂的情形：「人不知而不

慍，不亦君子乎？」意思是說，

當你得不到別人認可，甚至被人

誤解時，你不要心存怨艾。

一個人在社會交往中，很容

易有一腔是非。即使是在某些方

面確有特長，也不一定都得到認

可，如果內心不反省自己或不注

意修心，此時內心難免感到失

落。然而，孔子卻認為，如能做

到無人理解時，仍然不去怨天尤

人，才是一個真正的君子。

孔子還說：「不患人之不己

知，患不知人也。」也就是說，

不要擔心別人不瞭解你的德行才

幹，你所要擔心的是自己不瞭解

別人的德行才幹。他勸其弟子

顏回時說：「用之則行，舍之則

藏。」就是讓顏回碰上了合適的

機遇就出來做事，沒有機緣就將

一身真本事藏起來。

《易 ‧ 乾》中曰：「不成乎

名，遁世無悶。」即：有本事、

有學問，卻沒有成名的君子，

心胸豁達，一輩子隱藏起來，

也不會感到氣餒或鬱悶。人在

複雜的社會環境中，不可能人

人遇到伯樂，不能因為學問和

一技之長沒有機會施展就心生

苦惱，如此學問反倒成了自己

人生中的障礙。

因此，怨天尤人是一種非常

負面的思維方式，也是人生修行

中最大的障礙。只有在遇到挫

折、磨難時，首先反省自己的不

足，改變自己驕傲自大的心態，

才能使心靈真正地得到昇華。

名句人生

石韞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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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以仁為本
一、唐太宗以仁為本

唐代貞觀元年，青州因發生

謀反的事件，監獄裡抓滿了人。

皇帝下詔派薛仁師去複查。

薛仁師到監獄後，就給囚犯

們打開枷鎖，供給飲食，送水洗

澡。最後，只是查辦了為首的幾

個人。

朝中的官員孫伏伽，懷疑他

平反過多。薛仁師說：「遵照皇

上（唐太宗）的意見，大凡處

理罪案，應當以仁恕（仁愛寬

恕）為本。難道只為自己不被

上面責難，就明知有冤，也不救

嗎？如果我執法公正，即使觸怒

了皇親國戚，以身殉職，也在所

不惜。」

後來，皇上為了尊重孫伏伽

的意思，下詔派人調查薛仁師辦

案的情況，事實證實了他所平反

的人，果然原來是受到冤枉的。

此後唐太宗對薛仁師，更加

信任。

二、施仁政，重教
化，出現貞觀盛世

中國文化以儒、釋、道為主

幹，這在唐朝達到鼎盛時期。這

三家文化的核心，都以端正人心

為本。這是法律的作用所遠遠達

不到的。

唐太宗施行仁政，虛心納

諫，刑罰寬簡，吏治嚴明，形

成了中國歷史上一個少有的盛

世。貞觀四年，一年只判死刑犯

二十九人，而且當時的社會現

狀，還是亂世剛剛過去，國困民

窮，年成也不好的時候。其所以

能夠達到如此的治安良況，是因

為唐初重視了教化的作用，強化

了道德倫理。人心自我約束力，

大大加強。故遇上天災，全國上

下齊力抗災，也並無怨氣。後來

遇上豐年，社會便出現了夜不閉

戶、路不拾遺的現象。這也就是

很自然的情景。接著，又出現了

行旅不帶糧，路上有人款待與送

給。這就更非一般社會風貌所可

比擬了。

所以史家將這一時期譽為

「貞觀之治」。

三、唐太宗改革極刑

唐太宗從一開始，就注重

改革極刑。《資治通鑑》記載：

「皇上（此指唐太宗）命令吏部

尚書長孫無忌等，與學士、法

官，共同議定改換刑律，放寬絞

刑五十條，使死刑其改為斷右腳

趾。皇上還嫌它太慘，說：「肉

刑廢除已久，應以另外的辦法代

替。」法曹參軍裴弘獻，請改為

加重勞役，流放三千里，時限為

三年。皇上批准，下詔實行。

皇上認為：兵部郎中戴冑，

忠公正直，就提拔為大理少卿。

皇上發現：在選拔人才中，

經常出現假冒資望或祖蔭的人，

就下詔命令他們自首，不自首

者，判以死罪。沒有多久，卻又

出現有假冒事件，發現後，皇上

很生氣，當即下令：要殺掉他！

戴冑上奏說：「按照新法

律，應當流放。」皇上生氣地

說：「您要守法，就使我失信

（已下令殺他）嗎 !」戴冑說：

「您剛才的命令，是出於您個人

一時的激憤；而法律，則是國家

取信於民的根本。陛下痛恨選拔

人才作假，因此就想殺了他。但

現在已經知道了這樣不對，訂出

了新法律，就應當依法辦事。這

就叫做：忍小忿而存大信。」皇

上說：「您能如此執法，我還有

甚麼擔憂呢 ?」
戴冑經常不顧情面，犯顏護

法，言如泉湧，唐太宗都聽從

他，所以國家沒有冤案。

唐太宗以仁為本，不因個人

的喜怒，而違背法律的嚴肅性。

從這一點看來，就足以證明他是

一位仁君。

 
（事據清代居士周思仁著

《安士全書》）

1. Emperor Tang Taizong  
Emphasized Leniency

In year one of Emperor Taizong’s 
Zhenguan Era, or 627 AD, a rebellious 
plot against the emperor was discovered in 
Qingzhou. The local officials arrested many 
people and the local prison was full. Being 
uneasy with the situation, Emperor Taizong 
dispatched Xue Renshi to investigate the 
circumstances.

As soon as Xue arrived at the prison, he 
ordered the warden to remove the prisoners’ 
shackles and provide them with adequate 
food and bathing facilities. At the end of his 
investigation, only a few of the instigators of 
the coup were convicted.

Sun Fujia, an imperial court official, 
questioned Xue Renshi’s conclusion, thinking 
that Xue exonerated too many prisoners. 
Xue defended his actions, “Following the 
emperor’s order, in handling criminal cases, 
we should base our decisions on leniency. 
How could I ignore the innocence of the 
people and only consider the possibility 
of backlash from my superiors against my 
decision? As long as I make a judgment based 
on justice and moral principles, even if I 
offend the royal family, and they execute me 
for that, I would have no regrets.”

Emperor Taizong wanted to give Sun 
Fujia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so he sent 
another official to investigate Xue Renshi’s 
handling of the case. All evidence showed 
that the pardoned prisoners were indeed 
innocent. After reading the report, Emperor 
Taizong knew he could trust Xue Renshi 
even more.

2. Compassionate Ruling and 
Moral Teachings Make Zhenguan 
the Pinnacle Era in History

Chinese culture is based on principles 
from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Daoism. 
These beliefs and teachings peaked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The common core principle of 
the three schools is rectification of the human 
heart. The effect of these principles on society 
far exceeds that of law and order.

Emperor Taizong believed in compassion 
and leniency by the authorities, and he was 
open to different opinions. Under his rule, the 
law was simple and lenient, but his rules for 
official conduct were tough and transparent. 
The accomplishments during Emperor 
Taizong’s reign formed one of few peaceful 
and prosperous eras in Chinese history. 
In 630 AD, only 29 criminals were given 
the death penalty even though the society 
had just been through a period of war. The 
people and government both faced economic 
hardship. Despite that, society was in good 
order, thanks to the emperor’s emphasis on 
moral teaching. People learned to restrict their 
own conduct according to these principles. 
Faced with natural disasters, people pulled 
together and prevailed without complaints. 
In the following years, the nation returned 
to prosperity with a bumper crop. The social 

order improved, people left their doors 
unlocked, and would not pick up anything on 
the street that did not belong to them. In the 
latter years of the Zhenguan Era, if people 
forgot to bring food on the road, they could 
eat in a stranger’s home. This was a time 
envied by people for thousands of years. 
Historians called Emperor Taizong’s time the 
“Prosperity of Zhenguan.”

3. Tang Taizong’s Reform of  
Extreme Punishment

From the outset, Emperor Taizong 
devoted much of his effort to reforming harsh 
punishment. According to the Song Dynasty 
history book Zi Zhi Tong Jian, “The Emperor 
ordered Zhangsun Wuji, the Chief Justice, 
and other officials to work with scholars and 
judges to reduce the severity of the laws. They 
removed 50 types of crimes from a ‘death by 
hanging’ sentence. They proposed to replace 
the regular death sentence to ‘cutting-off the 
right big toe.’ But the Emperor still felt it was 

too cruel and told them, ‘Physical punishment 
has been obsolete for a long time. You should 
find some alternative form of punishment.’ 
Finally, Official Pei Hongxian proposed to 
substitute these sentences with hard labor, 
1500 km away from home for three years. 
The emperor approved it.”

Later the emperor found that people 
often falsified their accomplishments or 
family lineage when it came to the selection 
of officials. He ordered them to confess on 
their own, and if they did not confess, the 
death penalty awaited. However not long 
after, a falsifying incident occurred again. 
Emperor Taizong was furious, and he ordered 
that the individual be executed.

Dai Zhou, an official of the Supreme 
Court, objected in his report, “According 
to our new law, this man should be sent to 
exile.” The emperor was not pleased, “If you 
follow the law, I will lose my credibility (since 
the execution order was already issued)!” 
Dai Zhou argued, “Your order just now 
was due to your temporary, personal anger. 
The law i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ountry 
to earn people’s trust. Your majesty was 
offended by the fraudster, so you ordered that 
the man be killed. But we know this is not 
right, especially when the new law was just 
enacted. We should all follow the law. I call 
this ‘endure the small anger, uphold the big 
principle.’” The emperor was impressed and 
said, “What do I have to worry about, now 
that I have someone like you to enforce the 
law?”

Dai Zhou was outspoken and consistent 
in his duties. He was not afraid of opposing 
the emperor in upholding the law. Emperor 
Taizong listened to him. Therefore, injustices 
were very rare.

Emperor Taizong emphasized leniency. He 
was able to overcome his personal emotions and 
respect the law. From this perspective, it is clear that 
Emperor Taizong was a ruler of great compassion.

 (From Book of Social Harmony by Zhou 
Siren, Qing Dynasty)

Emperor Tang Taizong’s Leniency Based Principles

"Bu Nian Drawing" was published as one of the works of the Tang 

Dynasty painter Yan Liben. It depicts the 14th year of the Zhenguan 

era (640 A.D.), the Tubo King Songzan Gambo admired the Tang 

Dynasty civilization, and sent delegate Lu Dongzan to Chang'an. The 

picture illustrates the scene when Lu Dongzan met with Emperor 

Tang Taizong.

唐太宗畫像（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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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ver

Stony Trail

Stony Trail

22x

Township Road 224

D
eerfoot Trail

Stony Trail

This coupon entitles you to get $2 OFF each admission ticket.
(Valid till September 30, 2018)

持此券可獲得每張門票 $2的優惠。
（有效期至 2018 年 9月 30 日）

卡城玉米地
Calgary Corn Maze & Fun Farm

284022 Township Road 224, 
Rockyview

$2 OFF each admission ticket.

Certifi cate of Excellence
2015

票價：成人：$15.95；小孩 / 老人：$14.95；2 歲以下兒童：免費
地址：284022 Township Road 224, Rockyview, Alberta ( 距卡城市中心僅半小時車程 )

週五至週日和週一假日（10 月 8日）：上午 10:00 至下午 4:30。

$2.00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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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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回

創奇跡寶玉病癒 
除痼疾黛玉康復

日子過得飛快，不覺半個月

過去了。黛玉紫娟正在繡房做

針線，忽聽小翠在院子裡歡叫：

「玉叔來了！玉叔來了！」兩人

扶著欄桿往下看，早見一群人圍

著寶玉吁長問短。大嫂說：「站

久了累，快扶玉叔到上房。」寶

玉說：「不用扶，我走給你們

看。」眾人尾隨在後。寶玉竟大

步流星地走進客廳。眾人拍手叫

好。大嫂說：「好！咱們今日辦

桌酒席，慶祝寶玉痊癒。」大嫂

分派活兒，分派完畢，眾人歡笑

著忙去了。不一會，大嫂又呼

叫老大秉仁：「你快去把神仙爺

爺、玉蓮，和咱家三位長輩請

來。」

寶玉、黛玉、紫娟三人聊得

正歡，杏花走來：「飯好了，請

你們入席。」三人到了餐廳，只

見兩個八仙桌並齊，滿桌香噴噴

的飯菜。寶玉說：「大嫂也成神

仙了，這說話之間，豐盛的飯

菜就變出來了。」紫娟說「大嫂

原來開餐館，做菜可快了。」話

未說完，只聽院子裡聲如洪鐘：

「寶玉痊癒，可喜！可賀！」原

來是幾位長輩和玉蓮簇擁著神仙

爺爺進了院子。人們忙迎了上

去，讓進餐廳。

大家依次坐了。秉義抱了一

個大瓷罈子過來，打開蓋子，

酒香撲鼻。「這是我娘做的酒，

甜的很，不醉人。今天開懷暢

飲。」兩杯甜酒下肚，寶玉的臉

紅潤起來，只見他面若春花，睛

如點漆，鼻若懸膽，唇若施脂，

神采飛揚。小翠說：「玉叔今天

好美，真是天下第一美男！」大

嫂說：「今天這模樣才配得上我

家青兒。」黛玉羞得臉兒紅紅，

眾人望著兩人都笑了。乾爹說：

「真奇！我行醫多年，像寶玉這

樣的傷勢，沒有百日，絕對好不

了，寶玉才二十一天，竟然能下

地走路了！不可思議。」這時寶

玉站起來說：「這是因為乾爹是

神醫，妙手回春；這是因為姑奶

奶，乾娘悉心照料；這是因為嫂

嫂每餐好飯好菜調養；這是因

為神仙爺爺、神仙姐姐率眾侄子

每日陪伴說笑……」話未說完，

小翠也站了起來，模仿著寶玉的

腔調：「這是因為找到了竹林邊

上的兩位美人，……」黛玉夾了

一大塊滴著油的紅燒肉塞到小

翠嘴裡：「叫你亂說！」眾人都

大笑起來。玉蓮笑著說：「才不

是亂說，正說到點子上，青兒

才急了。」眾人又笑起來。乾媽

說：「人常說『七分精神，三分

病』。寶玉因心情愉悅，所以

病好的快。」乾爹說：「我琢磨

著，最根本的原因，還是這裡人

好，山好，地好，水好，空氣

好。原來住在這裡的將軍，據

說連他癱瘓在床的雙親，來到

這裡不久都站了起來。這豈是

人力能為之的？」寶玉說：「我

有幸，能到這神奇的地方。養病

期間，好像有人把我身體從裡到

外，從頭到腳都清洗了一遍，感

覺清爽無比，純淨無比，心中充

滿了祥和慈悲。」又小聲地對身

邊的神仙爺爺說：「我這幾天一

直在想，我是否還要出家？」這

時，乾爹忽然說：「告訴你們一

件事情，十天前，我到山那邊的

廟裡去了一趟，帶去了他們要的

藥，給寶玉的師父看了病，吃了

幾副藥，病情好轉。他們感謝不

盡。臨別，我見了主持，此長

老修行甚高，我說：『寶玉骨頭

粉碎，一時難以回來。』他說：

『不回也罷，此人悟性甚高，只

因一段情，鬱結心中，無法化

解，讓他在常人中走一遭吧，但

願能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

入色，由色悟空』。」眾人聽的

似懂非懂，只有神仙爺爺點頭微

笑。他說：「大道無形！出不出

家，只是個形式。修行，主要是

看那顆心。即使當了和尚，每曰

念經，但經書不入心，不從心上

修，念一萬遍經書也沒用。如果

在常人中，能把名、利、情等等

看淡，能在人世的酸甜苦辣中，

跌打滾爬，悟出大道來，照樣能

功成圓滿。要走哪條道，全憑自

己選。」神仙爺爺又在他耳邊小

聲說：「既然上天把你送到這裡

來，就老老實實聽天命吧！」寶

玉深深地點頭。

大家吃吃喝喝，說說笑

笑。這一頓飯一直吃到太陽偏

西。臨行前，乾爹對寶玉說：

「剛好了，別太累。回去躺躺

吧。我和青兒說幾句話。」弟

兄幾個和小翠都嚷嚷著要送寶

玉。大嫂說：「好！好！都去

吧，杏花也跟著玩去吧。」一群

人嘰嘰喳喳出了院子。

乾爹從懷中掏出一封書信

遞給黛玉：「這是懷玉送來的，

你看看。」黛玉打開讀了起來。

「父母大人：

兒日夜牽掛二老，不知安

康否？本該前去探望，怎奈病

人太多，無法抽身。萬望二老

保重，珍惜貴體。兒一家均好，

二老勿念。

賈府情況，兒已探訪清楚，

現告知一二。大老爺及夫人流放

塞外，現雙雙病故，遺體埋在流

放處。二老爺及夫人已從流放地

歸家，皇上允許回府養病。但二

老食不裹腹，每日稀粥醃菜充

飢，貧病交加，形影相弔，甚是

淒涼。兒每欲接濟，但又怕唐

突，恐其不予接納。其餘賈府人

眾還在獄中，最後如何發落，還

未定奪。據說仍在調查中。

姑奶奶大人還好嗎？青妹，

丹妹及柳家眾人都好嗎？很想

念。代問他們好。

兒叩首。

懷玉上。」

黛玉讀畢，連聲嘆息：「沒

想到賈府敗落到如此境地。看

來，寶玉應該回賈府去看看二老

了。只是萬一官府知道，也把他

抓入監獄，豈不是自投羅網了

嗎？」乾爹說：「不會，懷玉已

打聽清楚。抄家時，寶玉已離家

出走，皇上特下旨，念寶玉當時

尚未成年，又是貴妃胞弟，不予

追究。可是他病剛好，還是再養

幾天吧。還有一件好事要告訴

你。」黛玉忙問：「什麼好事？

爹爹快說。」乾爹說：「你從明

日起，可以不再吃藥了。你身體

已經大好，百病全無，也比以前

健旺多了。」黛玉喜極：「太好

了，我從小會吃飯時便吃藥，

十八年來，我灌了多少苦水，

如今終於可以不吃了。」「小聲

點，讓你嫂子聽到，又要給你

折騰酒席慶賀了。」乾爹說。

「是，是，我高興地忘乎所以

了。」說著跪在地上深深拜了三

拜，「是乾爹救了我，我這輩子

怕永遠報答不盡了！」「你這是

幹什麼，自己的孩兒，什麼報答

不報答的。」黛玉站起，撒嬌地

說：「那女兒以後要好好孝順乾

爹、乾媽。」

黛玉馬上把賈家的情況告訴

了大嫂和紫娟。大嫂嘆息一聲：

「寶玉這可憐的孩子，剛開心幾

天，又要遇到糟心的事了。他能

受得了嗎？」紫娟說：「遲早要

面對的，長疼不如短疼。」

寶玉終於要走了。前一日晚

上，黛玉去見寶玉。兩人四目相

對，沈默良久。黛玉說：「你這

一去，還會回來嗎？」說完，兩

串淚珠滾滾而下，寶玉心中一

疼，也滾下熱淚。淚眼朦朧中望

著黛玉俊俏的臉龐，淚水漣漣，

真如梨花帶雨，寶玉又愛又疼，

情不自禁，走上前去，把黛玉擁

入懷中。寶玉說：「我當然要回

來，因為你在這裡。」黛玉含淚

點頭：「我等你。」停了一會又

說：「這次回去，不管遇到多難

的事，你都要看開。天無絕人之

路，總有辦法的。你要時刻記

得，你背後有我，有很多疼你，

愛你，牽掛你的人，他們不會

袖手旁觀的。」兩人只是淚流不

止，萬般難分難捨。

第二天眾人來送行。寶玉穿

上嶄新的衣服鞋襪。神仙爺爺送

來一匹棗紅駿馬，一隻伶俐的小

狗。神仙爺爺拍著寶玉的肩膀

說：「孩子，自己保重。代問家

人好，早去早回，我們日日盼著

你早日回山。」寶玉早已泣不成

聲，跪在地上鄭重地向眾人磕了

三個頭。爺爺忙扶起。這時大

嫂趕來，把一大包吃食和一鐵

壺水搭在馬背上。寶玉小聲說：

「大嫂拜託你，千萬照顧好林妹

妹。」大嫂含淚說：「放心，你

早點回來比什麼都好。」「會

的，你們等著。」這時寶玉跨上

馬背，向眾人作揖，最後向黛玉

點點頭，一咬牙，掉轉馬頭，揚

鞭飛馬而去。

這天，柳家在吃早飯，只

聽秉義說：「咱們的私塾是否接

著辦，上次『三字經』剛開了個

頭。」小翠直拍手：「對！對！

今天就上課。」

晚飯後，黛玉漱口洗臉畢，

忽聽到院內一陣清脆的鈴聲，接

著聽到小翠清亮的嗓音：「上學

了！上學了！遲到要挨罰的。」

黛玉和紫娟進來時，只見窗明几

淨，燈燭輝煌，亮如白晝。孩子

們已端坐在桌後。黛玉一進屋，

孩子們齊刷刷起立，一起拱手

作揖。黛玉走上前台，笑著說：

「以後這些禮節就免了。」大家

坐下後，黛玉站在台前從容地

說：「咱們還是先學『三字經』，

再學『千字文』，雖是啟蒙書，

但內容豐富，包括天文、地理、

歷史、人情、風物……學了之

後，不但能認識字，還能學到很

多知識。咱們把這兩本書扎扎實

實學了，就認識一千多字了，有

了這些字墊底，再學別的就容易

了。」停了一會，黛玉把孟母三

遷的故事講得繪形繪色，生動有

趣。學生聽得生趣盎然，印象深

刻。小翠站起來插嘴：「我們不

用搬家。我們這裡都是好人。」

杏花捂著嘴笑。

接著黛玉讓大家背書。杏花

走上前去，連忙倒茶。黛玉說：

「你快去背書吧，我自己倒水。」

不一會大家都背熟了。黛玉用毛

筆寫了一個大大的『孟』字，讓

大家認，竟然有一半人一時認不

出來。黛玉說：「沒關係，下邊

咱們寫字，抄書，每字抄三遍就

記下了。」屋內鴉雀無聲。黛玉

回頭一看，只見大嫂大哥坐在眾

人後面。大嫂正在縫一件衣服；

大哥抱著圓圓的一塊木頭，拿著

一個小刀，正在靈巧地雕畫。黛

玉問：「你們怎麼來了？」大嫂

說：「這裡燭光明亮，我倆來借

借光。」黛玉望著屋內的人。一

股暖意湧向心間：「真溫馨！這

樣的日子才有意義。」

六個月過去了，寶玉杳無音

訊。全家心急如焚。黛玉更是噩

夢連連，茶飯不思。乾爹怕黛玉

舊病復發，決定出山到賈府去 
一趟。

這天，馬車已套好，停在大

門口。眾人相送。乾爹跳上了

車，正揚鞭趨動馬車，忽聽遠處

秀林邊一聲馬嘶長鳴。眾人停下

來，用心聆聽，接著馬蹄聲由遠

及近，不一會只見一人飛馬揚鞭

急馳而來。只見寶玉直奔玉樓大

門，翻身下馬。寶玉說：「你們

知道我今天會來？在大門口接

我。」大嫂說：「我們哪知你今

天會來？乾爹正準備到賈府去擒

拿你。你再不來，那一位就沒命

了。」寶玉向眾人抱拳致意，然

後向黛玉房間奔去。乾爹笑了，

說「這下青兒有救了。走！咱們

到廳裡喝茶，嗑瓜子去。」

過了半個時辰，寶黛二人

從樓上下來了。大嫂問：「你家

兩位老人怎麼樣了？」寶玉說：

「放心，都安排好了。見到我，

又聽到林妹妹的事，十分開心，

病全好了。同意我們在這裡辦婚

事。」全家欣喜萬分，孩子們歡

呼跳躍。（待續）

文/黃靚  畫/清 孫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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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就像一個人的身體，

門為口、窗為眼、牆為皮、梁

為骨。以下是對緊臨大門的玄

關所作的風水建議。

玄關有如人的鼻子，是呼

吸空氣的主要管道，一旦鼻子

阻塞或是過敏，就會影響到整

個身體的運作。另外玄關是從

大門進入客廳的緩衝區域，也

是人員進出的主要通道，反映

著主人的文化氣質，更是引氣

入屋的必經之道。在風水上將

大門內的玄關稱為「內明堂」。

俗話說：「門外看前途，門內看

家運。」指的就是內外明堂，代

表著家庭的事業運及財運。

玄關宜藏風納氣

玄關代表著一個家庭的金

錢運，所以玄關的材質選用，

最好使用不透明的材質來製作

間隔。因為風水上藏風納氣才

能聚集財氣，不但要能達到讓

風回旋的效果，還要達到聚氣

納財、化解煞氣的效果。

所以玄關的大小、高度、

寬窄都應該注意，才能發揮足

夠的作用。而且玄關亦能阻擋

從大門長驅直入的風勢，兼具

保暖的效果，還可阻斷灰塵。

玄關宜設正門旁

玄關宜設在住宅正門的偏

左方或偏右方。如果玄關與住

宅正門成一直線，外面過往的

人便很容易窺探到屋內的一

切，所以正門入口宜與玄關成

90 度角，保持屋內的隱密性。

宜用屏風作玄關

適當的利用屏風作玄關，

不但可以美化屋內的環境，又

可以改善生活空間的格局，在

風水上又可以擋掉許多門外進

來的穢氣、臭氣、病氣，甚至

門外的煞氣。

一般的屏風分為兩種，一

種是固定式有底座的叫「硬屏

風」，另一種是摺疊式而無底

座的叫「曲屏風」又叫「軟屏

風」。居家屏風的選擇要注

重材質優劣，世面上有金屬屏

風、玻璃屏風、木質屏風、

塑膠屏風、竹子屏風、紙屏

風……。其中最好的是木質屏

風，木質屏風加上雕花木飾、

彩畫刺繡，會展現古色古香的

中國風，古韻猶存又典雅。

風水原始的樣貌 
――相宅與卜筮

自 2018 年 5 月起的近幾個

月，中國 10 多餘省陸續發生強

降雨，洪水肆虐，災情慘重。

同年 7 月，日本遭逢最惡

暴雨，讓素有「防災大國」之稱

的日本也束手無策。隨後，歐洲

慘遭嚴重熱浪侵襲，北歐多國出

現罕見高溫天氣。

與大自然的相處之道，千年

前的古人早已總結出心得，發展

出中國人獨有的「風水」。

最初的風水，是一種擇吉處

而居的活動，所謂的吉處，是指

能安居樂業的生存環境，常為依

山傍水之勢。

百姓可以固定居所，安心務

本，得到溫飽後，進而養成良好

的德行，即所謂「適於山，用降

我凶，德嘉績於朕邦。」

風水清楚的輪廓初見於周公

營建洛邑，這是武王的遺旨，

地點選在洛水、伊水流經處 ( 今
洛陽一帶 )，那裡接近天帝的居

室，曾是夏人的故居。

其子成王繼位後，派召公前

去「相宅」( 相地 )，考察自然

環境實地，確定基址；周公則

「卜筮」基址是否吉利，得到吉

兆便開始營建。

相宅和卜筮遂為後世風水學

的濫觴。

古老的風水學經近代學者重

新詮釋後，區分為兩種涵義：一

是「環境風水」，從古人的相宅

經驗演變而來，強調人與自然和

諧共存，具有相當大的實用性。

二是「民俗風水」，從卜筮

儀式演變而來，為君王在未知命

運與躊躇未決的重大事件上，提

供參考；它是一種方術，具有社

會文化的意義。前者為主，後者

為輔，更多是二者揉雜並用；然

而，後世之人漸漸迷惑於風水術

數，而忽略了關涉人類根本生活

的環境風水。

風水—— 
用天之道，分地之宜

《逸周書》記載，洛邑南連

洛水，北靠邙山，居天下的中心

──地中。

古人以陰陽觀相地而得的地

中，乃「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

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

所和也。」

用自然科學的說法：洛邑處

在亞熱帶向暖溫帶的過渡地帶，

四季分明，氣候溫暖潮濕，有茂

盛的森林，也利於農業耕作，是

宜居之地。

洛邑在相宅、規劃與營造的

經驗，奠定了古代建築的實踐基

礎，閃爍著古人面對自然的智

慧。譬如在選址上，首先要對自

然環境，如：地質、水文、氣

候、植被、生態，及物產等，作

縝密的考察與評估；其中所涉及

的方法，如：土圭之法、土會之

法、土宜之法、土化之法……

則是一系列講究生態平衡的 
技術。

《周禮》記載：以土圭之法

辨方正位，求得陰陽融凝的地

中。以土會之法辨別地貌 ( 山
林、川澤、丘陵、原隰和墳衍 )
及其物產與居民特徵，這是對國

土做全面性的瞭解與掌握。

以土宜之法區別各種土地，

趙泰死而復生的經歷

西晉，清河貝丘人趙泰，

字文和，三十五歲時突然心痛

而亡，屍體停放在地上，心卻

還是熱的，四肢也可以屈伸。

在他死後的第十天，突然

甦醒過來了。他回憶說剛死的

時候，被兩個人夾扶兩臂徑向

東去，進入一座青黑色、高大

險峻的城鎮。

城內有數千間瓦房，看見

眾多的男女老少排列成行，有

五、六個穿著黑衣的小吏，按

順序排列每個人的名字，分門

別類的呈報給府君。

趙泰排在第三十名，與數

千人一齊被帶進地府，府君

面西而坐，檢閱名冊後，又讓

趙泰等人向南進入里門。裡頭

有一人穿著深紅色的衣服坐在

大屋下，依序呼叫名字上前答

話，問說：「活著的時候犯過甚

麼罪？行過甚麼善？」

地府皆有派遣使者到人間

逐條記錄每個人的善惡，所以

不得說謊，要如實說明。輪到

趙泰回答，他說：「我的父親與

哥哥當官時是兩千石俸祿，我

年少時在家讀書，沒有做事，

也沒有犯過甚麼罪過。」

於是趙泰被任命為水官監

作吏，率兩千多人運沙石修堤

岸，後又轉任為水官都督，命

他巡視地獄，掌管各地獄務。

在地獄裡見到的景象

趙泰所到各獄，看見各種

不同的毒刑：有的針穿舌頭，

遍身流血；有的赤身裸足，披

頭散髮，相互牽引而行，後邊

則有人拿著大木棒催促。鐵床

銅柱被火燒的嗶剝響，有罪的

人被逼迫趴在鐵床上面，身體

馬上被火燒的焦爛，隨即又活

過來了。

還有的罪人被浸入滾燙的

火爐和大鍋中，粉碎的身首

隨著沸水翻轉。還看見非常高

大的劍樹，樹的根莖枝葉都是

劍做成的，人們互相怨恨，各

自攀登，好像很高興似的在比

賽，而身體被切截成一段一段

的。

在地獄中受完懲罰的人即

進入受變形城，接受變形報

應。趙泰進入城內，見數百名

小吏正在校閱文書，說：前

世殺過生的人應變作蜉蝣 ( 昆
蟲 )，早晨生，晚間死；前世搶

劫偷盜者應變作豬羊，任人宰

割；前世淫亂放蕩者應變作飛

禽走獸；前世搖舌搬弄是非者

應變作叫聲難聽的鳥；抗債不

還者應變作任人使役的牛馬騾

驢。趙泰看完之後回到他的水

官督府，主事人問趙泰犯了甚

麼罪而到這裡？趙泰回說：「祖

父兄弟都做官，我雖被鄉里推

舉孝廉 ( 一種取士制度 )，卻沒

去任職，專心做善事，從不做

惡事。」主事人說：「你無罪，

所以才派你做水官都督，不然

的話你和地獄中的人沒有甚麼

不同。」

返回人間 
為世人留下記載

趙泰問主事人：「怎樣做

人才能得到好的報應？」主事

人說：「唯有遵奉佛法，精心

進取，不做壞事，才能得到好

報，而不受懲罰。」趙泰又問：

「人在不懂佛法時所犯的罪過，

得法後能免除嗎？」回答：「都

可免除。」說完，主事人打開

籐箱，檢視趙泰還有三十年陽

壽，便讓趙泰返還人間。臨別

時告訴他說：「你已經見過地獄

中報應的情形，你應當告訴世

人要做善事。善惡與人相隨，

就像影子和回聲一樣，能不謹

慎嗎？」重生後的趙泰親筆寫

下這段經歷，當時正是西晉武

帝泰始五年七月十三日 ( 公元

269 年 )。

瀕死體驗

西晉趙泰的經歷其實並不

陌生，就是現代所謂的瀕死經

驗，很多人在達到死亡的某種

深度時，看到了天堂、地獄，

或是已故的親人，以及回顧自

己的一生。他們重返人間後，

都具有相同的改變：對生命有

嶄新的詮釋，努力成為更好的

人。看過古籍的記載和現今諸

多瀕死經驗的個案，試問──

你相信報應及地獄的存在嗎？

（事據《太平廣記‧再生》）

◎文︱宋伂文

風水
探祕

全球極端氣候

發威，你我都可能

成為氣候難民；這

是人禍而非天災！

天地有道，人間有

德，自然的秩序與

道德秩序是一體

的，要截止目前地

球失衡的狀態，答

案在中國古老的風

水學中。

西晉趙泰遊歷地獄

◎文︱夏泠

風水中的環境哲理

玄關

◎文︱三川住家的風水

所謂「土宜天時，百物行治」，

讓人民、鳥獸和草木在其所適宜

的土地上稼穡、蕃息。

以土化之法改良土地，即根

據不同區域的土質，使用不同的

肥料進行改良。

以今日的科學角度觀看中國

古老的風水，它涵蓋了地質學、

氣象學、水文學、景觀學及生

態學等，是一種綜合的自然科

學。它不僅奠定了古代都城負陰

抱陽、擇中立國的基本格局，

更進一步主張「用天之道，分地

之宜」，以達「萬物並育而不相

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的循環發

展。除此之外，《禮記》所載「凡

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

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

也。」也反映古人已有「環境負

載力」的概念。

極端氣候的解決方法

人與自然失衡的情況，使

得「溫室地球」世紀即將到來，

科學家警告如果地球平均溫度上

升逾 2℃時，將會引發一連串骨

牌式的氣候事件，包括異常的大

洪水、反覆發生的乾旱，路線詭

異的颶風和暴風，劇烈惡化的生

態……。

地球在 2015 年已跨過 1℃
的界線，科學家預估在 2030 年

代初，將會達到 1.5℃的界線，

留給人類的時間不多了。

中國古老的風水，有著天人

合一、萬物共融的哲理，所達到

的成效與今日環保團體所呼籲的

保育物種多樣性及永續發展的理

念是一致的。

重拾古老的自然觀，把天地

視為人類生命的根源，而非只是

生存的資源，是截止環境惡化的

根本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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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翃（音同宏），字君平，

唐南陽﹙今河南省南陽縣﹚人。

唐玄宗天寶十三年的進士，曾在

淄青軍的幕府中任職，德宗時以

駕部郎中的職位擔任知制誥，後

官至中書舍人。韓翃的詩作得很

好，感情豐富，用字講究，因而

每一篇都值得吟誦，尤其這一句

「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

柳斜」因深受德宗皇帝的欣賞而

名聞天下。

據德宗年間，缺少一位草

擬制誥的人，德宗批云「與韓

翃」，然當時名「韓翃」有二，

另一為江淮刺史也叫韓翃。宰相

無法判斷，只好再去請示，這次

德宗批的是：「春城無處不飛花

韓翃也」。清朝王士禎《分甘餘

話》，卷一「韓翃詩多傳禁中」：

唐韓翃以「春城無處不飛花」為

唐德宗召知制誥，傳為佳話，世

盡知之。

（1）寒食：節令名之一。

在清明的前一天。據傳春秋時介

之推跟著晉文公流亡在外十九

年，等晉文公復國後獎賞那些曾

追隨他一起流亡的夥伴時，獨漏

了介之推，經人提醒雖想補救，

但是介之推已不願受祿，連夜帶

著母親退隱到綿山上，晉文公於

是放火燒山想使他出來，結果介

之推與他的母親抱著大樹燒死。

晉文公為了紀念介之推，於是下

令每年的這一天不得舉火，世稱

寒食節。（2）春城：指春天裡

的京城。（3）飛花：飛舞著的

花絮。（4）御柳：指皇宮內苑

裡種植的柳樹。「御柳」是指御

苑裡的柳樹。當時風俗寒食日折

柳插門，清明這天皇帝還要降

旨取榆柳之火賞賜近臣，以示

恩寵。（5）漢宮：以漢喻唐，

即為唐宮。（6）傳蠟燭：以蠟

燭做為火種，依次傳遞給親貴大

臣。（7）輕煙：指蠟燭燃燒的

煙。（8）散入：分別進入。（9）
五侯家：泛指掌權的宦官之家。

春天裡的京城到處飛舞著花

絮，寒食節的這一天，春風把皇

宮內苑裡種植的柳樹吹得搖搖擺

擺。到了傍晚，皇宮裡就開始傳

賞賜給公侯的蠟燭，只見蠟燭的

輕煙飄進了那些掌權的宦官之家

去了。

此詩是說寒食節這天家家都

不能生火點燈，但皇宮卻例外，

天還沒黑，宮裡就忙著分送蠟

燭，除了皇宮，貴近寵臣也可得

到這份恩典。寒食禁火，是我國

沿襲已久的習俗，但權貴大臣們

卻可以破例地點蠟燭。詩人對這

種腐敗的政治現象做出委婉的諷

刺。 這是一首諷刺詩，但詩人

的筆法巧妙含蓄。從表面上看，

似乎只是描繪了一幅寒食節長安

城內富於濃郁情味的風俗畫。卻

對當時權勢顯赫、作威作福的宦

官進行了深刻的諷刺。

作者

註釋

語譯

賞析

千字文
推 位 讓 國

有 虞 陶 唐
解釋

推：選擇、推薦、推脫。

位：職位，此處指帝位。

讓：謙退。

國：古代把諸侯或君王的封

地稱為國。

有虞：舜的姓氏、國號。

陶唐：堯的姓氏、國號。

譯文參考
能夠把帝位讓給有才德的

人，讓賢能的人來治理國家，這

種只考慮國家和人民而沒有私心

的榜樣，只有堯舜的時代才有。

堯舜禪讓的故事
傳說黃帝

以後，先後出

了三個很賢能

的帝王，名叫

堯、舜和禹。

堯是一個仁慈

的賢君，當他

老了的時候，並沒有把王位傳給

自己的兒子，而是想找一個賢能

的人來繼承。

有一次，他召集四方部落的

首領來商議人選，結果大家一致

推薦舜，因為舜很孝順，大家認

為他是個德行很高的人。於是堯

開始考察舜的品德及才能，他把

自己的兩個女兒－娥皇、女英嫁

給了舜，又派給他許多工作來考

驗舜的智慧。經過考察，堯認為

舜的確是個品德好又有才能的

人，就把王位傳給了舜。這種讓

位，在歷史上稱做「禪讓」。

舜接位之後，勤勞又儉樸，

跟老百姓一樣勞動，受到人民的

信任及愛戴。有一年國家鬧水

患，舜派禹去治平洪水，禹做得

非常好，把洪水全都疏導流入大

海。於是舜就把王位傳給了禹。

由於堯和舜都沒有私心，將

王位傳給賢能的人，所以國家治

理得很好，這種「禪讓」的美德

也一直被後人稱頌。

理解力與算數的關係

雖然在幼兒時期，我們一直

強調繪本教育切莫急功近利，把

繪本當作學習任務來規定孩子如

何讀繪本，使得孩子厭惡讀書。

然而，只要父母懂得尊重孩子的

個性、喜好和接受能力，在無關

道德錯誤的引導前提下，給出最

大限度的閱讀自由，孩子就會持

續不斷地接觸繪本，閱讀力和想

像力會自然提高，這種無求自得

的結果，最終還會給將來的學習

成績打下難以想像的堅實基礎。

我們從小學的算數說起吧。

據說很多日本私塾的老師發現在

升中學、升高中的數學考試中，

很多學生不會解答題目的原因往

往出在對題目的理解上。一旦小

學時期就開始出現這個問題，就

會導致中學、高中越來越跟不

上，厭惡學習的禍根就來源於

此。許多高中的輔導班，要解決

的難題居然是小學階段的理解問

題。因此，從小培養閱讀能力、

理解能力實在是太重要，直接關

係到各科成績，關係到將來孩子

是否能夠有自信地好好上學。

我們來看最簡單的小學加減

計算。比如：3+4；8-5，這些

tuī wèi ràng guó

yǒu yú táo táng

拾
貳繪本讀得好 數學必無憂

文︱劉如

在繪本教育中，當父母

放下自己的執著，一心只為

給孩子帶來快樂時，必然不

會把自己的喜好和閱讀方

式強行推給孩子。一般情況

下，孩子自然就會對繪本著

迷，上學後不僅國語成績優

秀，連帶數學成績也會因此

十分穩固，原因何在呢？

直接列出數字加減的計算題，只

要掌握計算方法，就能輕易得出

答案。然而，面對不直接給出數

字的計算問題，需要自己理解後

判斷如何加減，自己列出數字來

計算，不少孩子就不知如何是

好，判斷不了了。

比如加法題，媽媽買了 7
個橘子回來，家裡原先還有 3
個，那麼現在家裡有多少個橘

子？比如減法題，蘿蔔共有 5
根，被兔子吃掉了 2 根，現在

還剩下幾根呢？等等這類問題，

就必須能讀懂理解題目的意思，

才能列出正確的數字去加減，來

得出答案。

不少孩子即使掌握了數字計

算的技術，但是數字和事物等實

體東西之間的關聯，以及加法和

減法該如何運用，並不能真正的

理解。因此，很多孩子對於直接

給出數字算式的題目，就會非常

得心應手，但是，一旦碰上需要

理解事物之間關係的題目，就會

如臨大敵，非常困惑和緊張。

想像力關係到理解力

這位日本媽媽尤其提到閱讀

題目後，要想能理解問題說的是

甚麼，要自己如何計算，就要對

發生了甚麼事、如何發展的，然

後是甚麼結果，都能在自己的腦

中浮現出來，這就是人們常說的

想像力。

隨著年級的增高，計算試

題就會越來越複雜，甚至越來

越抽象，想像力的作用就會越

來越大。比如這樣一個中學問

題：80 克的水中，放入 3 克的

食鹽，濃度是百分之幾？如果直

接列出算式，估計孩子都會計算

出來，或者做了很多類似的練習

題，不理解也能直接猜出如何列

出算式。然而，遇到進一步的問

題：再加入 2 克鹽，濃度是多

少？不少孩子就要被障礙住了。

這位媽媽說，如果孩子常常

翻閱繪本，喜歡想像，他們自己

就會邊讀題目，邊在腦中想著

這樣的情景：拿來一個杯子，

裝入 80 克的水，然後從媽媽的

廚房用量勺量出 3 克的鹽倒進

去、攪拌，看著鹽化成像煙霧一

樣升起，與水融為一體。那麼，

再量出 2 克鹽放入杯中，一定

更加鹹了，濃度應該是增加了，

而不是變稀了。這個判斷就是想

像的結果，就像自己親自做試驗

一樣，又加入 2 克鹽，與原先

的鹽合在一起，那麼濃度必然增

加，可不少孩子就不會計算了。

閱讀力並非人生的全部

那麼是否孩子不具備良好的

想像力和閱讀力，我們就要為他

的成績擔憂，趕緊從現在開始逼

著孩子看書、閱讀繪本呢？假如

孩子就是不喜歡看書，真的就會

人生黯淡嗎？是否需要為了孩子

得到良好的成績，來逼迫孩子追

求高水平的閱讀力呢？

到底追求閱讀力是為了甚麼

呢？僅僅為了考試成績嗎？如果

這樣想，就很容易發現不了或者

埋沒了自己孩子具有的獨特天

賦，和獨自擁有的即使不愛看書

也具備的某方面的解讀力。所謂

天賦英才各不相同，孩子不可能

按照父母一廂情願的願望來增

長，也不可能具備父母喜歡的個

性、喜好和才能。我們以寬廣的

心態和長遠的目光來面對自己不

愛看書的孩子，這才是最為重要

的。這一點，我們下期再續。

qīng yān sàn rù wǔ hóu jiā

chūn chéng wú chù bù fēi huā 

rì mù hàn gōng chuán là zhú 

春城無處不飛花，

日暮漢宮傳蠟燭，

輕煙散入五侯家，

hán shí dōng fēng yù liǔ xiá

寒食東風御柳斜，

寒食
hán shí 

作者：韓翃 hán hóng 

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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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cdote

濟公是南宋時期的浙江

人。出生時一名高僧為他取名

李修緣，幼時十分聰慧好學，

尤其愛讀經書。 18 歲時為出家

而逃婚到杭州西湖靈隱寺，拜

老方丈元空長老為師。

元空長老道行

高深，知此人乃西

天金身降龍羅漢降

世，奉佛法旨為度

世而來，於是賜他

法號「道濟」，命他

在靈隱寺當一名燒

火和尚。

後得元空點化

悟道，具足神通，

為混世人耳目假作

癲狂。

元 空 長 老 圓 寂

後，濟公被從靈隱寺趕了出來，

後轉到淨慈寺。當時少林寺高僧

妙崧禪師受朝延委派擔任淨慈寺

第二十九代住持，為了重建寺

院，急需向各方募化籌資。

長老請濟公起草一道募資的

榜文，濟公借酒提筆，一揮而

就，榜文中有這樣的妙句：「下

求眾姓，蓋思感動人心；上叩九

天，直欲叫通天耳」。

榜文轟動了全杭州城，捐資

者無數。皇帝讀到後連呼絕妙，

派人押送三萬貫錢布施給淨慈寺

重建寺院。

錢有了，妙崧禪師與濟公商

量如何去四川措辦建寺急用的大

木材料，濟公說：「我為淨慈寺

做事，天耳都叫得通，只是四川

路遠，須得讓我吃個大醉，三日

後保證你有木頭好用。」於是，

又喝得爛醉如泥，足足睡了三

天，醒來後大喊：「木頭到了！

木頭到了」！

妙崧聽見，問：「木頭在哪

裡？」濟公說：「木頭已從錢塘

江上運到寺裡的醒心井，叫人到

井口搭起木架，裝上轆轤，一根

一根拉上來就是了」。

一會兒，果然井中有一根大

木頭露出水面。眾僧人用轆轤將

木頭拉了上來，拉了一根又冒出

一根，一直拉到第七十根，在旁

邊估算木料的木匠師傅隨口說了

聲：「夠了！」話音剛落，井裡

還有一根木頭再也不上來了。

此後，醒心井被稱為「神運

井」或「運木古井」，最後那一

根留在井底的木頭現在依然可見。

《紐約時報》刊登過 2 張照

片：一張是老鼠的大腦神經元相

互連接圖，另一張是早期宇宙中

星系互連關係圖。人們幾乎無法

分辨兩張圖之間的不同，就是說

大腦細胞與整個宇宙擁有一樣的

結構。

還有一本名叫《三磅宇宙》

的書裡，有兩張圖片：一張是大

腦皮層，一張是宇宙暗物質，這

兩張圖片也是驚人的相似。

現在，很多科學家都認同宇

宙就像一個複雜的生物體，像是

一個巨型大腦一般。

人類所研究發現的物理定

律，或許就像是我們自身的生理

規律一樣，我們是依靠生理規律

的正常運行來維持我們機體的正

常運作的，而宇宙則是依靠這些

物理定律來正常運行的。

如果宇宙真的是一個思維生

命體，或許它也有可能是另一個

巨大生命體的一部分，在它的機

體內還有其他種類的細胞，這些

細胞的形態和內部結構不一定相

同。之前有科學家猜測在宇宙之

外，緊靠著的是很多其他宇宙，

這些宇宙有著不一樣的物理規

律，也有著不一樣的一切。

霍金先生認為，宇宙有邊

界，這個邊界就像是細胞壁一

樣，但是這個細胞壁是四維的。

因此作為擁有三維體視角的人

類，暫時無法去看透它。

文  /天羽

天堂或地獄  是人自己的選擇

伊曼紐‧史威登堡

（1688年∼1772年），著
名瑞典科學家、哲學家、

神學家。他是最偉大的科

學家之一，也是第一個將

天堂與地獄寫實性的描繪

給人類的人。

文 / 青蓮 圖 / Fotolia

史威登堡在他的神秘學巨作

《天堂與地獄》中說，天界是人

類永恆的母國，這裡的君王就是

造物主—神。神與天堂子民間的

關係，既是君王與臣民的關係，

又是父親與孩子的關係，而用來

統治的根本法則就是愛與真理。

天堂與地獄 
是人自己的選擇

史威登堡筆下的地獄，是充

滿憎恨與敵意的地方。他在書中

描述，去地獄一路上都是無邊無

際的沙漠、看不到盡頭的冰山，

光禿禿的裸露山岩，沒有一絲生

命的氣息，蕭條又充滿殺氣。

在一個洞穴裡，他看到圍繞

在四周的地獄之靈，眼睛通紅，

仿佛隨時會噴出火來一樣。引領

的天使對他說，地獄也分三層，

第一地獄者稱為惡靈，第二地獄

者稱為惡魔，第三地獄者稱為惡

鬼。地獄的一切，都與天堂完全

相反。在這裡善就是惡，真誠就

是偽善，愛就是恨。在地獄，自

己的欲望就是一切。

天使說，很多人都認為如果

在人世犯的罪大，神就處罰他們

入地獄。其實愛與慈悲的化身—

造物主並不願任何人入地獄，天

堂與地獄一直在互相搶人。但不

管是天堂的天使還是地獄的惡靈

都會尊重世人的自由意志。史威

登堡說，教會末法時，世間物欲

橫流，人類徹底墮落，能去天堂

的人少之又少。他說，只有當創

世主帶著聖言以人身降臨救世，

尋找到聖言並依聖言去做的人才

能返回天國。

人的本性 
決定未來的去向

除了天堂與地獄之外，史威

登堡還寫了一個重要地方，就是

「中間靈界」。

絕大部分的人肉體死亡後都

必須先在這裡停留，然後決定到

底會去天堂還是地獄。「中間靈

界」天闊地廣，山青水綠，既有

繁華街景，也有田園風光，環境

與人世幾乎相同。大部分剛進入

中間靈界的人都有還活在人世的

錯覺。

史威登堡說，一個人在世間

時可以口是心非，矇蔽和欺騙

人，但在這裡，任何靈魂都無法

掩蓋自己真實的面目，內在的東

西會完完全全展露出來。

人世累積享有的地位、權

力、名聲都成了無用之物，唯有

本性之中的善與惡，決定自己的

走向。史威登堡說曾遇過一個

靈，在世時寡廉鮮恥、無惡不

作，卻裝成善靈。查驗天使透視

了他，將他從小到大的人生歷程

用電影般一幕幕放給他看，甚至

連他本人都已經不記得的犯罪細

節也沒漏掉。最終他下了地獄。

史威登堡說，有個靈在人世

是學識淵博的學者，畢生否定神

的存在，否定倫理道德。他進入

中間靈界後，糾集很多不信神的

同類，那些在世時地位很高的

人、學者、知識分子，到處拉人

追隨他們，最終被天使送進地獄

並隔離。

遵聖言引導 
修正行為是關鍵

很多信徒以為，只要信神

就足夠了，自己的行為如何無

關緊要，這種錯誤的認識讓天

使們感到震驚不已。史威登堡

說，神的憐憫是通過一定的途

徑而施的，該途徑就是神的聖

言引導。而人在塵世是否遵

從聖言的引導，這是絕對的 
關鍵。

人活在世間不可能是完人，

總會犯下很多大大小小的錯誤。

史威登堡說，如果這個人本質是

善的，只要遵循信神、愛人的準

則，他的惡就會被神清理淨化，

從而具備進入天界的資格。

如果一個人在人世生活時重

心雖傾向惡，也還可能有若干的

善存留。但因為在世時不思悔

改，失去肉身後就再也不能回

頭。到了中間靈界，僅存的善消

磨殆盡後，就會自己往地獄走。

天使告訴史威登堡，人的生

命由他自己的信仰與追求所決

定，沒有人可以強行改變人的信

仰和追求，否則，等於扼殺他的

生命。

從這裡可以看出，人的信仰

自由權是神賦予的，任何國家、

政府、組織和個人都不可以強制

宇宙是一個巨型大腦？

美國聖地亞哥加利福

尼亞大學教授德米特裡‧克

里歐科夫的研究團隊，利用

計算機進行模擬比對。結果

顯示，宇宙和大腦的結構驚

人相似。

文 / 紫雲

濟公，在中國家喻戶

曉。他在民間的形象不但是

一個懲惡揚善的俠義和尚，

還是一位無所不能的神仙。

文 / 蘭月

古人消暑
冰從何來？  

中國古代有頒冰、賜冰

的傳統，古時候沒有製冷設

備，夏天的冰塊從何而來？

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

農事曆書《夏小正 · 三月》中

就有「三月頒冰」的記載。

「頒冰」，即分配冰塊。

《周禮．天官．凌人》中的

「淩人」，就是周王任命的

專門掌管取冰、藏冰與用

冰事務的官員。陸翽《鄴中

記》記載，五胡十六國時期

鄴都有規模宏大的冰井臺，

冰井深度達到十五丈，再以

石墨隔熱，盛夏時取出冰塊

如新。

《新唐書》記載，唐朝

時專門負責藏冰的官員冬季

從深山裡鑿來冰塊，然後在

立春前三日，將數千段冰納

於冰井，到了仲春啟冰，準

備夏天時皇帝頒冰。

宋朝時宮中也頒冰，但

民間吃冰已經很普及，《東

京夢華錄》記載，「冰雪」

在當時已經是街頭巷陌的

時尚甜點。明代《帝京景物

略》記載：在冬至日時，把

鑿成一尺見方的冰塊收藏入

二丈深的冰窖中，入了夏天

啟冰，賜給文武大臣。清朝

賜冰在三伏期間，由工部負

責頒冰票給各衙門，以冰票

自行領取。民間已有挑著冰

擔沿街叫賣冰棒的，非常受

歡迎。

多個科學研

究表明宇宙

或為一個巨

大的生命體。

人們改變和放棄自己的信仰，否

則就是違背天理。

天堂地獄 
善惡群體同類相吸

人在世間常常有很多慾望，

史威登堡說，欲望是個非常可怕

的東西，就好比一條鎖鏈或繩

索，將人纏縛牽引無法逃脫。脫

掉肉身成為靈後，將更加如此，

因為在靈界，人是無法偽裝的，

而欲望會將靈體牽引到地獄惡靈 
那裡。

史威登堡說，靈界的交往也

是善惡相互排斥，類同的則相

吸。他說，我曾見一些單純而善

良的人試圖將真理和良善教與惡

人，可是惡人躲得遠遠的。而惡

人一遇見同類，他們卻興致勃勃

地接受與自己慾望相合的謬見。

其實人世間又何嘗不是這

樣，有時候將關於神、生命的真

相告訴給一些人的時候，他們欣

然認同。而有時候你講給一些從

小就接受某種理論而不信神的人

聽，他們或置之不理，或嘲笑反

駁。他們寧願接受荒謬的無神論

也不接受真理。

史威登堡看到，在另外空間

有路可見，有的通向天國，有的

通向地獄。善靈只走通向天國的

路，最終到達與其愛相同的群

體；惡靈只走通向地獄的路，最

終到達與其慾望相同的群體。

濟公傳奇故事：井中運木

位於杭州淨慈寺的運木古井.(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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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勝美地國家公園>拉斯維加斯

這裡的氣候溫和宜人，有著優美的酒莊風景，這裡也是全球電

影及娛樂新潮流的心臟地帶，而更驚人的莫過於那創造神話的沙漠

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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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西海岸有世界頂級的都市文化和經濟科技圈，從舊金山

洛杉磯到西雅圖，從矽谷到好萊塢，展現著美國的現代化和富裕的

氣息，這裡是美國夢演繹的地方更是美國文化和波音走向世界的地

方。

馬莫斯湖亦稱馬姆莫斯湖，是一座位於美國加

利福尼亞州莫諾縣（Mono）的小鎮，具體位置在莫

里森山( Mount Morrison )西北方向約9英里處，海

拔約2400米，是著名的休閒度假勝地。這片區域內

包含雙子湖（Twins Lake）、瑪麗湖（Lake Mary）
等湖泊，湖水清澈見底，四面雪山環繞，松樹綠

帶倒映其中，美不勝收。此外，東北部的猛獁湖

（Mammoth Lakes）是熱門的滑雪勝地。從猛獁湖

南下，到達盆地（Lake Basin），一路飽覽湖光山

色，是全家出行或結伴同遊的優佳旅遊區。

馬莫斯湖 建議
遊玩時間 1-2小時

莫諾湖是加州第二大

湖，也是北美最古老的湖泊

之一。湖水沒有出口，全靠

蒸發，因此湖內留下大量鹽

礦等礦物質，形成各種形狀

的鈣華塔。 強鹼性的湖水

使得魚類無法生存，但卻有

許多水鳥，水位不斷下降也

讓灌 木 叢露出水面。各種異

景相映成趣使得這裡有著別

樣的靜寂美，佳能相機40D
的廣告就曾在這裡拍攝。

莫諾湖 建議
遊玩時間 0.5-1小時

宿：馬莫斯湖附近

陽光自駕遊陽光自駕遊

優勝美地國家公園位於加利福尼亞州東部內華達

山脈上，是美國西部風景最美、參觀人數最多的國家

公園之一，1984年被列入世界自然遺產名錄。公園

坐擁巨林、岩壁、瀑布等壯麗奇觀，是野生動物的樂

園，也是人們露營、運動、享受自然的極佳場地。

優勝美地國家公園 建議
遊玩時間 0.5-2天

1. 「自然之名」——優勝美地河谷（Yosemite Valley）

優勝美地河谷是全世界最著名的U型谷，也是冰河地貌的絕佳教

材。五億年以來，優勝美地的從大洋底部逐漸演變為綿延的山地和峽

谷。酋長岩（El Capitan）、半圓頂峰（Half Dome）等都是河谷內

的指標景點，以其陡峻巍峨成為攀岩者的麥加聖地。同時經過冰河切

割和歲月消融，公園的瀑布、河流逐漸催生，最終形成了優勝美地

的瑰麗奇觀。總落差高達739米的優勝美地瀑布（Yosemite Fall）是

北美第一高瀑布，春季融雪時節的水勢最為磅礴，震撼人心。鏡湖

（Mirror Lake）也是首屈一指的名勝，是園內最適宜徒步前行的景

點。和諧的湖面波紋和群山倒影，足以讓人心情恬靜，無所憂愁。而

在海拔高達2,200米的冰河觀景點（Glacier Point），可以通過毫無遮

蔽的視野將這些優勝美地的極緻美景盡收眼底。

3. 全年的戶外遊樂場

千姿百態的優勝美地公園吸

引了無數遊客前來親近自然，

進行各種各樣的戶外活動。春

夏可以騎行、攀岩、野營、漂

流 ， 冬 季 同 樣 可 以 滑 冰 、 滑

雪，以及雪中遠足。正是因為

一 年 四 季 都 有 不 容 錯 過 的 亮

點，優勝美地才得以吸引無數

遊客恆久身心嚮往。

2. 動植物王國

園內有形形色色的野生動物賴以棲

息，有山貓、松鼠、鹿、鷹等較為常見，

也不乏美洲黑熊、美洲獅等珍稀保護動

物。優勝美地的多元化景觀也保護了許多

野生植物得以生存。其中馬里波薩巨木林

（Mariposa Grove）是最大的巨木林區，

約有500餘株加州巨杉，當初優勝美地設

立國家公園的很大部分原因即是為了保護

這片樹林。林中最負盛名的是「倒塌樹隧

道」—Wawona Tunnel Tree，以及樹齡高

達2,700年的神木—Grizzly Giant。

宿：拉斯維加斯

優勝美地國家公園>馬莫斯湖

舊 金 山

這裡的氣候溫和宜人，有著優美的酒莊風景，這

裡也是全球電影及娛樂新潮流的心臟地帶，而更驚人

的莫過於那全球聞名的沙漠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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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西海岸有世界頂級的都市文化和經濟科技

圈，從舊金山洛杉磯到西雅圖，從矽谷到好萊塢，展

現著美國的現代化和富裕的氣息，這裡是美國夢演繹

的地方，更是美國文化和波音公司走向世界的地方。 優勝美地國家公園位於加州內華達山脈上，

是美國風景最美、參觀人數最多的國家公園之

一，1984 年被列入世界自然遺產名錄。公園坐擁

巨林、岩壁、瀑布等壯麗奇觀，是野生動物的樂

園，也是人們露營、運動、享受自然的極佳場地。

馬莫斯湖亦稱馬姆莫斯湖，是一座位於

美國加州莫諾縣（Mono）的小鎮，在莫里森

山 ( Mount Morrison ) 西北方向約 9 英里處，

海拔約 2400 米，是著名的休閒度假勝地。

這片區域內包含雙子湖（Twins Lake）、

瑪麗湖（Lake Mary）等湖泊，湖水清澈見

底，四面雪山環繞，松樹綠帶倒映其中，美

不勝收。此外，東北部的猛獁湖（Mammoth 

Lakes）是熱門的滑雪勝地。從猛獁湖南下，

到達盆地（Lake Basin），一路飽覽湖光山

色，是全家出行或結伴同遊的優佳旅遊區。

從舊金山起早驅車 4 個小時到達優勝美

地國家公園，白天遊覽公園，晚上驅車前往

馬莫斯湖併入住於小鎮。

優勝美地河谷是全世界最著名的 U 型谷，也是冰河地貌

的絕佳教材。五億年以來，優勝美地從大洋底部逐漸演變為

綿延的山地和峽谷。酋長岩（El Capitan）、半圓頂峰（Half 

Dome）等都是河谷內的指標景點，以其陡峻巍峨成為攀岩者

的挑戰勝地。同時經過冰河切割和歲月消融，公園的瀑布、

河流逐漸催生，最終形成了優勝美地的瑰麗奇觀。

總落差高達 739 米的優勝美地瀑布（Yosemite Fall）是

北美第一高瀑布，春季融雪時節的水勢最為磅礴，震撼人

心。鏡湖（Mirror Lake）也是首屈一指的名勝，是園內最適

宜徒步前行的景點。和諧的湖面波紋和群山倒影，足以讓人

心情恬靜，無所憂愁。而在海拔高達 2,200 米的冰河觀景點

（Glacier Point），可以通過毫無遮蔽的視野將這些優勝美地的

極緻美景盡收眼底。

園內有形形色色的野生動物賴以棲

息，山貓、松鼠、鹿、鷹等較為常見，

也不乏美洲黑熊、美洲獅等珍稀保護動

物。優勝美地的多元化景觀也保護了許

多野生植物得以生存。其中馬里波薩巨

木林（Mariposa Grove）是最大的巨木

林區，約有 500 餘株加州巨杉，當初

優勝美地設立國家公園的很大部分原因

即是為了保護這片樹林。林中最負盛名

的是「倒塌樹隧道」—Wawona Tunnel 

千姿百態的優勝美地公園

吸引了無數遊客前來親近自

然，進行各種各樣的戶外活

動。春夏可以騎行、攀岩、野

營、漂流，冬季同樣可以滑

冰、滑雪，以及雪中遠足。正

是因為一年四季都有不容錯過

的亮點，優勝美地才得以吸引

無數遊客恆久身心嚮往。

Tree，以及樹齡高達 2,700 年的神木—Grizzly Giant。

早上在馬莫斯湖閒逛，然後去莫諾湖遊覽。下午開車前往拉斯維加斯，夜宿拉斯維加斯。

莫諾湖是加州第二大

湖，也是北美最古老的湖

泊之一。湖水沒有出口，

全靠蒸發，因此湖內留下

大量鹽礦等礦物質，形成

各種形狀的鈣華塔。 強

鹼性的湖水使得魚類無法

生存，但卻有許多水鳥，

水位不斷下降也讓灌木 

叢露出水面。各種異景相

映成趣使得這裡有著別樣

的靜寂美，佳能相機 40D

的廣告就曾在這裡拍攝。

美國西海岸包含了 11 個州，其中又以舊金山、洛
杉磯、拉斯維加斯、西雅圖等 4大城市為主。在這片廣
袤的土地上有著豐富的自然奇景和混血文化：火山、冰
川、山谷、森林、瀑布、湖泊在此雕鑿出世界知名的黃
石、大峽谷、優勝美地、大提頓等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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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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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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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X Adbuilder

Acura

David

St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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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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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7" x 1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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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PMS

06/25/18

PMS PMS PMS PMS F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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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兩週

$3,500首付

車型代碼: DE2F3JJ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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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9月12日第18期

【看中國訊】近日，捷豹 - 路虎集團宣布了

品牌未來的發展規劃，其中包括在 2023 年前

推出四款新車系（或重新回到市場的車系），

並在 2024 年以前推出多達 99 款新車，讓旗

下的產品線能夠全數翻新。

據 外 界 猜 測，4 款 全 新 車 型 分 別 為 捷

豹 I-PACE 電 動 車、 路 虎 新 一 代 大 改 款 式

Defender、 鎖 定 高 端 大 型 SUV 市 場 的 捷 豹

J-PACE，和一款偏向公路屬性的純電動路虎

車型（暫稱 Allroad EV）。

未來，捷豹路虎將基於兩款全新架構來佈

局旗下車型，分別為橫置架構 PTA 和縱置架

構 MLA。兩種架構均兼容燃油和電氣化動力

總成，並可提供四驅結構，從而幫助捷豹路虎

更好的佈局未來全球市場。其中，MLA 模組

化平台不但可以因應車款設定的不同，選用後

輪驅動或者全時四輪驅動等不同的驅動設定，

同時，也將能夠對應當前主流的微型油電複合

動力系統（Mild-Hybrid），可充電式油電複合

動力系統（Plug-Hybrid）以及純電動等不同的

動力形式。

新一代 Evoque 將成為 PTA 架構上的首款

車型，未來路虎 Discovery、捷豹 E-PACE 都將

在車型週期結束後換代至 PTA 架構，而 MLA

架構將打造新一代攬勝捷豹 XJ 等車型。

捷豹 ●路虎未來新規劃：

動力方面，公司推出新一代 Ingenium 引擎

系統，可將可解決目前柴油引擎最主要的氮氧化

合物（NOx）的污染，將 98% 的 NOx 排放轉化

為無害氣體，確保柴油引擎的環保。

此外，捷豹 - 路虎也將規劃讓旗下車款全數

聯網，能夠自動下載更新版本的引擎控制等軟

體，並即時回傳車輛資訊給公司，甚至可以即時

給車主提供所需的服務。

不 過， 最 快 能 夠 見 到 的， 或 許 是 路 虎

Evoque，這款帶領 Land Rover 切入豪華跑車化休旅

市場的產品，目前已開始緊鑼密鼓的進行第 2 代

版本動態測試，偽裝測試車身影也屢屢被捕捉到。

▲路虎Defender

▲捷豹I-Pace

▲捷豹E-Pace ▲捷豹J-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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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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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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國訊】近日，美國通用公司旗下品牌歐寶（Opel）發布

了一款全新小型電動SUV概念車GT X Experimental的官圖。這款概

念車展示了該品牌在2020年後的設計發展趨勢。

GT X Experimental

未來汽車設計趨勢

在這輛車中歐寶引入了名為

「Vizor」的全新設計語言。在

這種設計語言下，車輛的前進

氣格柵採用一整塊深色玻璃製

成，包括大燈總成、日間行車

燈、攝像頭和傳感器等元件全

部集成在這塊玻璃後面。

車頭和車尾部的歐寶logo還

可以發出不同顏色的閃光以顯

實車輛不同的運行狀態。車尾

的翼形尾燈則與車頭的日間行

車燈造型一致。該車外後視鏡

被內飾儀表板角落處的監視器

所取代。概念車還採用了對開

式無框車門設計。

車內GT X Experimental概念

車整體佈局十分簡約，一塊巨

大的屏幕將中控顯示屏和數字

儀表盤的功能融為一體，與外

觀的「Vizor」設計相呼應。該

車的方向盤十分纖細，上面只

有兩個物理按鍵，並且方向盤

即便是在轉向狀態下，中間的

品牌logo也始終保持水平。

GT X Experimental採用四座

佈局，另一大特色是座椅調節

並不是通過傳統按鍵，而是通

過位於轉向柱上的攝像頭自動

進行調整，攝像頭會捕捉並記

錄駕乘者眼睛的位置從而調整

座椅位置。

動力部分，這台概念車配

備了一塊50kW‧h的鋰離子電

池。其他具體性能參數官方暫

時未公布。除了電動動力總成

之外，還採用了輕量化平台。

另外車輛還能實現Level 3級別

的自動駕駛功能。

■ 歐寶汽車2020年後的設計新趨勢

▲巨大的中控屏幕取代儀錶盤，簡單的方向盤，
部分自動駕駛功能。

▲無框對開門設計，內外極為簡約。

▲前進氣格柵採用一整塊深色玻璃製成，其後面集
成了大燈總成、日間行車燈、攝像頭和傳感器等元件。

歐寶Opel

▲車頭和車尾部的歐寶logo還可以發出不同顏色的閃光
以顯實車輛不同的運行狀態。

V
IZ
O
R

▲沒有後視鏡，被攝像頭取代。座椅位置不再由按鈕控制，車內攝像頭會捕捉並記錄駕乘者眼睛的位置從而自動調整座椅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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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家居的室內空間更有
風
格

有風格的家居設計能給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從色調到木材裝

飾，每一處都是可圈可點。此次我們精心挑選了三種熱門的家居裝飾風格理

念，一起來看看吧!

1.  自然風格
使用木材飾面的茶几，與沙發的木製腳座擁有相同的顏色，可以在起居室中創造寧靜和諧的

風格，柔和的自然光從落地窗中透過，給人一種溫暖舒適的感覺。

3座布藝沙發的精緻外觀非常合適打造寧靜的風格。沙發是休息室中的一個亮點，柔和的外輪廓、

尊貴的沙發腳座、精緻的織物裝飾和豪華座位，使室內的裝飾熠熠生輝。華麗的沙發配上中性色的地

毯，地毯採用夢幻般的奶油色調，與室內柔和舒適的色調搭配完美。

2. 工業風格
在家居創意中，用戶可以享受工業風格的休息室創造的輕鬆氛圍。使用木質鑲板桌面和工業風格的金屬椅

子，非常適合那些希望為餐廳帶來獨特現代風格的用戶。

地毯的使用非常必要，對家居設計是十分有益的補充，為室內風格的成功奠定了基礎。選擇合適的地毯，

搭配茶几的啞光表面和質樸的木材，外觀相得益彰。

工業風格與鄉村風格組合，將復古的沙發休息室與個性的配飾相結合，對室內空間的外觀進行了重新

改造。通過在被忽視的角落引入綠色植物，使室內空間重新煥發生機。磚牆的表面使用黑白對比的裝飾

畫，給平靜的空間增加醒目的視覺衝突！

3. 歐洲復古風格
歐式風格客廳的地板一般會採用石材來舖設，這樣會突顯出大氣的效果。家具對歐式風格家居的打

造至關重要，深色帶有西方復古圖案的造型家具與大的氛圍和基調相和諧。

在牆面方面，一些具有明顯的歐洲風情的布置對營造歐式風格非常重要，比如以古典人物故

事為內容的牆紙可以表現出典型的歐式風格。

在空間中，燈具的選擇很重要，華麗細碎的水晶燈是好的選擇。可以選擇一些外形

線條柔和或者光線柔和的燈，線條柔和或光線柔和的鐵藝燈也是不錯的選擇。

裝飾品能夠對環境的營造起到重要的作用，人物肖像或靜物風景類的油

畫能夠在整個房間裡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

歐式風格裝修的房間可以選用線條繁瑣、看上去比較厚

重的畫框。且並不排斥描金、彫花，甚至看起來較

為隆重的裝飾。

文 / 晨曦 
圖 / 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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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就在門口。接送孩子、買

菜、去銀行、看醫生、和朋友

或客戶喝咖啡……

「居住此地的好處是，你擁

有市中心所有的便利，但無需

面對住在市中心的諸多麻煩如

高房價、擁擠的交通、停車位

缺乏等。」項目建築商 Morrison 
Homes 公司多戶住宅市場總監

托斯（Robert Toth）說。

恰到好處的匹配

公寓與商業中心與融合在

一起，這類住宅在市中心或大

型商業中心比較多見。但在城

郊的住宅區，尚是一枝獨秀。

城市中心和大型商業中心，因

為地段的原因，使得其中或鄰

近公寓樓的價格不菲，並且過

於人聲鼎沸、車流嘈雜擁擠。

位於城郊的 Q Condominiums，
與 Sage Hill Quarter 相嵌，人口

與面積不大不小，正好匹配，

實現了良好的性價比。價格

二十餘萬起，5% 的首付，令新

生活的開端輕鬆自如。

適合人群

如常規的公寓樓一樣，

Q Condominiums 適合年輕的

夫婦或是從大宅裡搬出的老人

們。不尋常處又在於，這裡還

適合不太喜歡開車或還不會開

車的華人長者。另外對在家工

作的專業人士也是個絕佳的選

擇，在家中擁有寧靜空曠的視

野，樓下嶄新的商業中心，又

提供了理想的商務會談或其它

社交環境。如果父母也居住在

西北區，就更方便來往。「也許

他們的父母就居住在西北，他

們可以鄰近父母家，時不時到

父母家享受美餐。」托斯說。

諸多優點集中在一起，Q 

Condominiums 也是投資人的

好選項之一。

交通便利

熟悉 Sage Hill 區域的人們

也許知道，這裡交通十分便利，

Shagappi Trail、144 Ave NW
和 Stoney Trail 等城市大動脈連

接在一起，四通八達。步行 5 分

鐘有公交車站、車行 15 分鐘可

至卡城機場。整個西北社區也在

日臻成熟，Costco、Walmart、
Rocky Ridge YMCA 娛樂中心

和眾多的商場，都在 Sage Hill
附近。

Affordable suburban living with 
all the conveniences of a downtown 
lifestyle is now possible in Calgary 
thanks  to  a  new condominium 
development, Q Condo's, by Morrison 
Homes.

Located in Calgary's modern 
northwest community of Sage 

Hil l  Quarter  this 
development 

offers a 

c o m m u n i t y 
e x p e r i e n c e  w h i c h 

strives to provide impactful and 
meaningful benefits for its members. 

The project boasts an impressive 
residential  as  well  as  a  unique 
commerc ia l  deve lopment .  The 
residential portion of the development 
is comprised of two buildings. The 
advantage of this is that you get all of 
those amenities and that urban feel, 
but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the 
negative of the hassles of living in 
downtown: Cost, traffic, parking…… 
says Robert Toth, Marketing Lead of 
Morrison Homes-Multi Family.

Each building is serviced by 
elevators but has comfortable suite 
counts. One building will consist of 
75 homes and the other 98 resulting 
in a total of 173 condos ranging in 
size from 564 square feet to over 
900 square feet. The suites will have 
either one or two bedrooms with 
some 2 bedroom condos sporting a 
second bathroom. 

Each sui te  is  adorned with 
modern and durable finishes and 
sports an island in each kitchen to 
expand its functionality.

The commercial development 
encircling the residential portion 
of this community is one thing that 
separates Q Condos from the mass 

major i ty  o f  o ther  ownersh ip 
opportuni t ies  in  the  Ci ty  of 
Calgary. 

A healthy 240,000 square 
feet of mixed-use commercial 
space will provide residents of the 
condo towers access to everything 
they may need, practically at 

their doorstep, in this walkable 
community.

Although each condo has a 
secure, heated underground parking 
stall assigned to it residents will be 
able to leave their car at home. 

With local restaurants and cafes 
at their doorsteps owners will have 
multiple options when entertaining 
and two guest suites will also be 
made available to condo owners to 
host guests overnight depending on 
their availability.

These condos present a perfect 
opportunity for couples, looking 
to downgrade from a large home, 
to enjoy the quiet that suburban 
communities offer while enjoying the 
convenience of downtown living all 
while reaping the financial rewards of 
downgrading. 

T h e s e  c o n d o s ,  w i t h  t o p -
notch finishes and construction 
are aggressively priced and can be 
easily financed with purchase pricing 
starting in the low 200's. 5% down 
is all that is required to reserve your 
new home.

Working professionals  and 
investors alike will love the options 
and sense of community that Q 
condos afford. The commercial 
development around the towers 
allows for convenience for busy 
on the go professionals as well as 
gathering places to slow down and 
build relationships. Robert Toth 
added: Maybe their parents live in the 
north west, they don't need to move 
to downtown necessarily, they can 
stay close to their family and could 
go over to see dads and cook a good 
meal together.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engagement was top of mind when 
Morrison Homes first dreamed up this 
unique opportunity. 

The sales  off ice opened in 
June of 2018 with a community 
event that featured food, drink, and 
entertainment. A similar celebration 
is being held on Saturday, September 
15 from noon until 3:00 pm. You 
can check out the details by going 
to myqcondo.ca. Calgary's infamous 
local food trucks will be in attendance 
and lemonade and ice cream will be 
aplenty. And, if you are lucky, you 
will win the use of a 2018 Audi Q5 
for a weekend just for showing up to 
say,"Hi!". 

【看中國記者林佳報導】在

房產上，如果需求、地段、價

位、品質等幾方面找到完美的

平衡點，很可能就找到了自己

安家之處或投資所好。在鱗次

櫛比的卡城公寓樓新屋市場，Q 
Condominiums顯得一枝獨秀。

為何如是說？

家在燈火通明處

沿 著 Shagappi Trail 一 直

向北至 144 Ave NW，便是 Q 
Condominiums 所在地。安家

在這個西北城郊處，您不會感

到孤寂，相反這裡燈火通明、

人聲熙熙，是個安全溫暖的所

在。

Sage Hill 社區是華人喜愛

的西北新社區之一，座落於美

麗的 Symous Valley 裡。即將

落成的兩座精品公寓樓是 Sage 
Hill Quarter（商 業 中 心） 的

一部分，佇立在廣場的正中

心。商業中心約有 24 萬平方英

尺的商業面積，目前已經確定

Co-op 超 市、Co-op 加 油 站、

Shoppers Drug Mart、Tim 
Hortons、一家日托所將入駐，

未來還將有更多商店和生活便

利設施，如銀行、藥店、健身

房等等。商業中心綠地環繞，

一角將是一個大型人工湖。

裝修精緻耐用

公寓樓提供一居室或兩居

室的選擇，共 173 套。面積在

564 平尺到 900 平尺之間。有

的兩居室設有兩個衛生間。精

品公寓的內部裝修現代、潔淨，

廚房設有操作島，使廚房更具多

功能。公寓的裝修配置高檔耐

用。每棟樓設有兩部電梯，供

居民使用。預計將在 2019 年或

2020 年年初竣工。

儘管每套公寓都配有停車

位，地面上也有充足的訪客停

車位。但很多時候，您無需駕

車。因為便利的

9月15日 
盛大促銷活動

9月15日（週六）12點~下午3點，

在 Q Condominiums 的銷售

中心，將舉辦促銷活動。現場有

美食卡車、檸檬水和冰激凌。如

果您足夠幸運的話，您還有機會

贏取 2018 Audi Q5 的週末免

費試用機會！更多細節，可登錄

myqcondo.ca 查看。美好的週

末，不妨來這裡看看吧！

Q Condominiums小貼士
社區：Sage Hill

建築商：Morrison Homes

公寓類型：一居室/兩居室

公寓面積：564 Sq-908 Sq

價位：20餘萬起

銷售中心：67 Sage Berry Way NW

造就高性價比的
—記西北精品公寓Q Condominiums

Q公寓
遠近 大小 人氣 價格 

Offers affordable luxury in 
a suburban setting with a 
downtown feel!

Q Condos

Fox Canning,   Vision Times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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