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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C2 D2殺人嫌犯落網 加難民政策被質疑 世界上還有哪些人過中秋節 菲亞特推出兩款500 Spiaggina「沙灘」車
Canada's Refugee Program Questioned After
Chinese Girl  Murdered By Syrian Refuge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at celebrate 
the Mid-Auturm Festival 

Fiat launched two 500 Spiaggina

2000億分階段實施
分析人士認為，稅率遞增可

【看中國記者鄭貝綜

合報導】美中貿易戰重大升

級，美國總統川普9月17日

發表聲明，將於9月24日對

2000億美元中國進口產品

徵收10%關稅，並於明年1

月1日將稅率升至25%。川

普同時宣布，如遭中方反

制，立即再增課2670億美

元。幾個小時後，中國商務

部宣布，將對600億的美

國進口商品課徵額外5%到

10%關稅。對於中方的回

應，外界普遍認為其態度有

別之前。

現車充足 中文貸款服務 車輛設計吧台 多道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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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幫助我們在九月份為 AIRDRIE食品銀行籌集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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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 HILLS NISSAN每售出一輛車，就會有 $100捐助給 Airdrie食品銀行

關稅壓頂 北京降調

能有 4 個原因：（1）釋出信息：

川普政府是認真的，並持續施

壓；（2）使美國公司有時間將

供應鏈移出中國；（3）由於人

民幣貶值，第一期 10% 的關稅

對美國消費者最大購物季——聖

誕購物的影響不大；（4）給中

方留了一道門，還可以談。但門

縫很窄，要求很高。

用川普顧問庫特羅的話說，

就是零關稅、零利率、零剽竊，

中方向美方敞開市場。川普同時

宣布，若中方報復，將對另外

2670 億加稅。這相當於中方去

年出口美國的總額。

中方降調回應

北京時間 9 月 18 日晚，中

國商務部表示將於美國加稅的同

一天對價值 600 億美元的美國

商品加稅，稅率為 5% 和 10%
不等。相對於美方關稅的額度和

稅率明顯輕柔。

外界認為這主要有 2 個原

因：（1） 沒 有 足 夠 的 籌 碼，

2017 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

達 3752 億；（2）恐刺激川普，

造成更多、更高的關稅。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 9

月 19 日稱：在平等、誠信和

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進行對話磋

商，是解決中美經貿問題的唯

一正確途徑。

路透社報導說，中國至此沒

有出臺以牙還牙的對等措施引發

評論驚訝。對此有分析認為，中

國官方對如何應對川普的 2000
億美元關稅採取何種立場可能有

分歧。

早在 8 月 29 日，「人民日

報」發表了一篇隆國強的評論文

章《理性認識當前的中美貿易摩

擦》。文中稱中國尤其要「保持

戰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情」，

避免像蘇聯在冷戰中被拖入軍備

競賽的「顛覆性錯誤」和日本在

貿易戰中出現的泡沫經濟。

（下文轉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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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文接 A1) 文章特別強

調指出，「做好自己的事情」就

是「該改革的改革，該開放的開

放。」隆國強的身份是中國國務

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體制內

有一定影響力和權威性的對外貿

易專家。《法廣》指出，這篇文

章的觀點明顯比「中方必勝」的

狂躁口號要謹慎。

貿易戰促供應鏈轉移

中國在近十幾年裡號稱

「世界工廠」。荷蘭合作銀行

（Rabobank）亞洲金融市場研究

主管艾維（Michael Every）表

示，「（中美）分手將導致供應

鏈發生巨大變化，」他說。越

南、泰國、印度和墨西哥可能從

中收益。

轉移供應鏈既需要大量投

資，也需要幾年時間。當前也有

不少美國公司強烈反對對中國商

品增加關稅，並表示不願意轉移

到別的國家生產。但分析人士認

為，在美國對中國產品增高關稅

的背景下，只要有幾家公司率先

轉移，將很快以更低的價格搶佔

美國市場，剩下的美國企業就只

能跟進。

同時，增加關稅並不會迫

使美國消費者買漲價產品。像

日用消費品、家用電器、辦公

用品以及五金工具等產品，這

些技術和工藝相對簡單，這類

企業同樣可以在東南亞和西亞

國家建立起來。

歐盟站隊

美國有些公司擔心，可能讓

歐洲公司從中國的低成本供應鏈

中獲益。但 7 月 25 日，美國和

歐盟達成和解協議，共同推動

WTO 改革，在貿易問題上共同

對付來自北京的不當貿易行為。

據法廣報導，在美國宣布對

2,000 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征關稅

之際，9 月 18 日歐盟推出世貿

組織改革方案，對用國家資本補

貼特定產業的做法進行約束和制

裁。同一天，由在華經營的歐洲

企業發起成立中國歐盟商會，公

布了年度報告，代表了 1600 間

歐洲公司的意見，批評中國未兌

現改革承諾，包括國有壟斷企業

的優惠待遇、市場准入壁壘、政

府官僚主義、網路管制、知識產

權，和強迫技術轉讓等問題。

北京的努力

此前北京在首輪報復性關稅

中對美國大豆的打擊，被外界普

遍認為未見成效。而美國政府給

農民的補貼、首期 60 億美元於

9 月 4 日落實，其中大部分將直

接補貼大豆種植農戶。

為促使川普放緩貿易戰的腳

步，中國方面曾派出副主席王岐

山親自與華爾街金融巨頭進行會

晤。據英國《金融時報》報導，

北京當局倉促邀請這些美國主要

金融機構負責人赴京參加於週日

（9 月 16 日）舉行的「中美金融

圓桌會議」，並在 17 日會晤國

家副主席王岐山。但川普政府依

然對中國實施了新一輪關稅計

畫。北京希望通過華爾街人士影

響川普政府決定的願望似乎很難

實現。

另對於中國內部指望川普中

期選舉共和黨敗北一事，不少分

析認為，這一計算並不實際，因

為現在對中美貿易戰方面，美國

兩黨的觀點驚人地一致。

中國內患

歐亞集團亞洲區主管希爾

森（Michael Hirson）說，如果

美企關閉中國工廠或移至別國，

這將對下游產業造成重大影響。

北京擔心這種影響會急劇加速。

這也是北京對美國關稅進行報復

時，出手謹慎且動作不大的原因

之一。

觀察者認為，當前中國經

濟下行風險不斷加大。消費疲

軟、投資下滑，一旦外貿出口

擴張受到衝擊，那麼拉動經濟

增長的三駕馬車（消費、投資、

出口）將失去動力，中國經

濟發生滯脹的機率並非杞人憂

天。滯脹在宏觀經濟學中，特

指經濟停滯與高通貨膨脹，失

業以及不景氣同時存在的經濟

現象。通俗的說就是指物價上

升，但經濟停滯不前。

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

顯示，8 月居民消費價格（CPI）
同比上漲 2.3%，1-8 月 CPI 累計

上漲 2.0%。 9 月 15 日，《搜狐

財經》發表一篇題為《滯脹來臨，

普通民眾如何應對？》的文章。

文章認為，種種跡象表明，中國

經濟已經有典型的滯脹表現了。

民間悲觀

近日《人民日報》並未對貿

易戰的重大發展進行報導。週

二（18 日）晚上 7 點，央視製

作的《新聞聯播》播出的是對習

近平行蹤的詳細報導，但未提

及川普宣布新關稅和中共要如

何應對。雅虎新聞報導，政府

告訴國內媒體「不要觸及這個問

題」，還被命令避免寫有關近期

市場崩潰和其它表明經濟衰退

的話題。

雖然大陸官媒低調處理此話

題，但民間的議論沒有停止，在

各論壇及社交網站上出現。清華

大學教授魏傑認為，貿易戰給中

國帶來的形勢很嚴峻，一是因股

市大跌等隨之產生的因素，會產

生嚴重的社會恐慌情緒，二是這

一情緒會傳染到其他方面，比如

金融領域，未來三年，中國面臨

金融危機的風險很高。

娃哈哈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

宗慶後在 2018 中國發展高層論

壇專題研討會上演講表示：「政

府（應該）反思一下，如果把

員工、老百姓的收入提高了，大

家都有錢消費自己的產品，也不

用過度出口來拉動經濟，也不會

在世界上發生貿易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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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語言培訓

上午 / 下午 / 晚間
課程可選

小班授課
最多15 人

交通便利
靠近輕軌和公交車站

LINC 是免費的語言培訓課程，為符合條件的人士提供服務

18 歲及以上永久居民和公約難民免費參加

歡迎語言等級（CLB）為 1至 4級的人士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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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移民局資助項目

阿里巴巴成立芯片公司

以「數字驅動中國」為主題

的 2018 杭州 • 云栖大會 9 月 19
日在西湖區云栖小鎮召開，阿里

巴巴集團 CTO 張建鋒宣布成立

獨立半導體公司「平頭哥」。

馬雲最近的非洲之旅促使他

選擇「平頭哥」這個名稱。平頭

哥是蜜獾暱稱，蜜獾棲息在熱帶

雨林和開闊草原，是「世界上最

無所畏懼的動物」。

據介紹，「平頭哥」整合阿

里巴巴 4 月收購的中天微系統

有限公司和阿里巴巴旗下「達摩

院」芯片團隊。和達摩院一樣，

「平頭哥」最終目標是獨立化運

作，前期由阿里巴巴集團給予足

夠的投入和支持，運行數年後形

成盈利能力，最終成長為一家自

負盈虧的企業。

目前達摩院芯片團隊人數

接近 100 人，團隊成員大多曾

任 職 於 超 微（AMD）、 安 謀

（ARM）、輝達（nVIDIA）和

英特爾（intel）等大型芯片製造

商，平頭哥員工人數預估將達到

200 至 300 人。

阿里首款自研深度神經網絡

芯片將於明年 4 月正式流片。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綜合報導】

9月 19日，阿里巴巴在 2018
年云栖大會上宣布，阿里巴巴

將成立獨立營運的芯片公司，

這家公司名為「平頭哥半導體

有限公司」。「平頭哥」也是

來自於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

雲的創意。

馬雲帶領阿里巴巴進軍芯片產業，響應中南海號召。（SAM YEH/

AFP/Getty Images）

未來，平頭哥半導體將打造面向

汽車、家電、工業等諸多行業領

域的智聯網芯片平臺。

據統計，中國每年進口大量

半導體產品，去年高達 2600 億

美元，價值超過原油的進口。

今年 4 月，中興由於違反

對伊朗的制裁令，遭美國封殺，

中興將不能採用任何來自美國的

零件和技術來生產產品。由於中

興通訊約有 20% 至 30% 元器

件，包括基帶芯片、射頻芯片、

存儲等從美國採購，這些核心元

器件幾乎找不到替代品。

自中興通訊被封殺後，當局

多次表示要加大對芯片產業的投

入和研發。但在專制體制下的科

技創新有多大作為受到質疑。

據《新財富》早前報導，

中國在半導體領域並非缺少資

金，問題在於錢花到不該花的

地方去了。中國「國進民退」陰

雲下的民營大老正面臨營商環

境困局。目前響應當局發展芯

片的馬雲，也因宣布一年後退

休而前途未卜。

日本富豪包飛船
繞月飛行尋靈感

【看中國記者憶文綜合報

導】SpaceX  9 月 17 日晚間宣

布，日本億萬富翁，時尚在線網

站 Zozotown 的創始人前澤友作

（YusakuMaezawa），將成為其

私人繞月飛行的首位付費乘客。

乘客們將搭載大獵鷹火箭（Big 
Falcon Rocket） 於 2023 年 啟

程。SpaceX 首席執行官馬斯克

（Elon Musk）表示，這個日期

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

據福布斯報導，有趣的是，

在本次旅行中，這位日本富翁表

示他不只是購買了一個座位。而

是包下了一艘完整的宇宙飛船，

他打算與來自不同國家的 6 ～ 8
位藝術家共同乘坐，這些藝術家

代表不同的藝術風格。前澤友作

的目標是讓藝術家們在旅程中受

到啟發，並在他們回到地球時，

運用神奇旅程中獲得的靈感來創

造藝術作品。

「我希望這個項目能激發我

們每個人的夢想。」前澤友作

在為該項目建立的 dearmoon.
earth 網 站 上 寫 道，「畫 家、

音樂家、電影導演、時裝設計

師……地球上一些最偉大的天才

將登上宇宙飛船，並以前所未有

的方式獲得靈感。」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綜合報

導】美國媒體業界久負盛名的新

聞雜誌《時代》（Time）在半年

時間內又被賣了，美國雲端運算

公司 Salesforce 的聯合創始人馬

可．貝尼奧夫（Marc Benioff）
與妻子琳恩．貝尼奧夫（Lynne 
Benioff）以 1.9 億美元價格收

購了《時代》，延續了美國科技

富翁收購歷史悠久的老牌媒體的

趨勢。

9 月 17 日， 總 部 位 於

艾 奧 瓦 州 首 府 德 梅 因（Des 
Moines,Iowa）的媒體公司梅

雷迪思（The Meredith Corp.）
宣布，貝尼奧夫夫妻兩人收購

了《時代》雜誌。貝尼奧夫是美

國雲端運算公司 Salesforce 的

四名聯合創始人之一，但這次

交易與貝尼奧夫創辦的公司

Salesforce 無關，而是貝尼奧夫

與妻子想投資一家能對世界產生

巨大影響的公司。

馬可與妻子琳恩．貝尼奧夫

收購《時代》雜誌之後，作為雜

誌董事長兼聯合首席執行官，貝

尼奧夫不會參與日常營運和新聞

決策。

時代雜誌
被科技富翁收購

Pixabay

億關稅壓頂 北京降調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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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edes-Benz Country Hills,  2450 Country Hills Blvd NE, (587)806-3762, mbcountryhills.ca

Mercedes-Benz
The best or nothing.

Andy Lai 
品牌專家 
粵語/
國語

Pheobe Ku 
品牌專家
粵語/
國語

Chaoran Li 
品牌專家
粵語/
國語

Mercedes-Benz Country Hills 團隊:

Mercedes-Benz 
Country Hills
Mercedes-Benz 
Country Hills  

夏季末非公開銷售
2018年9月20—22日

2018 Mercedes-Benz C300

Sale: $44,999 | MSRP: $53,805

0.9%*
貸款利率
始於：

60 個月

*Generic Vehicle Image #18820329*Generic Vehicle Image #18820329

2018 Mercedes-Benz CLA250

Sale: $39,999 | MSRP: $45,960

0.9%*
貸款利率
始於：

60 個月

*Generic Vehicle Image*Generic Vehicle Image #18824093

2018 Mercedes-Benz GLE400

Sale: $69,999 | MSRP: $75,755

1.9%*
貸款利率
始於：

60 個月

*Generic Vehicle Image*Generic Vehicle Image #18824108

• 2018年款更高返款額

• 大量的可選CLA系列、 C系列及GLE
系列車型 

• 更高的以舊換新買入價

• Mercedes-Benz忠誠客戶優惠

• 展示車大折價  

【看中國訊】加拿大鵝成群

結隊地在亞省中部 Blackfalds
（Red Deer 以北）鎮街道閑逛、

鳴叫、糟蹋居民的前院，引發該

鎮居民的不滿。該鎮政府已收到

五份正式投訴信和更多來自社交

媒體的抱怨。鎮議會正在尋找應

對、處理方案。

鎮長普爾（Richard Poole）
在接受採訪時說：「它們（加拿

大鵝）像是在搞派對聚會，但

不知何時離開」，「鵝群在街道

上走，也令對居民不安」普爾還

說。「有時鵝會跟在孩子們身

後，發出嘶嘶聲」

加拿大野生動植物服務部一

名官員發電郵說，這問題不單是

Blackfalds 鎮的個案，全加拿大

都面臨同樣問題，在過去 10 年

裡，加拿大鵝的數量增加了三

倍。並建議搗毀鵝巢，或在濕地

周圍種植 3 米高的植物。

雖然加拿大鵝受「候鳥保護

法」保護，但如果它們對居民構

成威脅或造成損害，加拿大環境

和氣候部、加拿大野生動植物服

務部可以批准捕殺。

普爾鎮長說：「目前還沒有

決定採取任何行動，我們正處於

調查研究階段。」

【看中國訊】來自尼日利

亞的基督教傳教士——蘇萊

曼（Johnson Suleman） 是 末

世 永 火 宣 教 會（Omega Fire 
Ministries）領袖，他於週二和

週三（9 月 18 日和 19 日）在

卡城教堂佈道。

Suleman 的演講視頻發布

在 YouTube 網站上。演講中他

將同性戀者描述為有醫療問題的

變態者，「因為他們的思維有問

題。他們被地獄裡的惡魔附體。

人們出於某些特定目的，支持同

性戀，有些變成了同性戀者。」

卡城同性戀倡導者之一威爾

斯（Kristopher Wells）表示，

他絕不允許 Suleman 進入加拿

大來發表仇恨（同性戀）演講。

也有人指稱 Suleman 是種

族主義者。末世永火宣教會發言

人 Frederick Kumbah 說，這絕

對是錯誤的。「歡迎所有人來聽

他的演講。你們為什麼不親自來

聽聽他說甚麼？」

Kumbah 還表示，Suleman
只是呼籲尼日利亞的基督徒反對

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攻擊。他說

【看中國訊】加拿大人，特

別是亞省人，正在大量投入二手

商品的買賣、交換、租賃或捐贈

等活動中。

二手貨在線交易網站 Kijiji 
Canada 的 西 科 斯 卓 姆 (Kent 
Sikstrom) 說，「我們不僅能夠

省錢，還能促成數十億加元的交

易」。

由於社交媒體和二手買賣網

站的增加，預計這一數字還會繼

續增長。

休斯（Hughes）是二手店

上的資深賣家，他在搬到安大略

省之前，是卡城Calgary Online 
Garage Sale 的 Facebook 頁 面

管理員。

「做這個生意的優點在於：

你會遇到很多好人。你一定能找

到很划算的買賣。你肯定能找

到你想要的東西並且價格更低

廉，」休斯說。

Kijiji 的二手經濟數據表

明，2017 年接受調查的加拿大

人中有 85% 參與了二手經濟，

總交易價值高到 285 億加元。

在亞省，99.7% 的受訪者表示

參與了二手買賣，位居加拿大之

首，交易額高達 44 億加元。

西科斯卓姆表示他對亞省人

參與二手交易並不感到驚訝。

「在財務上或經濟上有壓力時，

還需維持家庭的正常開支，人們

需要尋找更省錢的途徑」。

加拿大鵝擾民 命運堪憂 傳教士卡城佈道演講惹爭議

亞省二手交易 
蓬勃發展

【看中國訊】於 2017 年 7 月

謀殺卑詩省 13 歲華裔小女孩申

小雨（Marrisa Shen）的嫌犯阿

里（Ibrahim Ali）本月初已經

落網。現年 28 歲的阿里是以敘

利亞難民身份定居到加拿大的，

沒有犯罪前科。他以一級謀殺被

起訴，日前經歷了第一次庭審。

庭審當天，數十名支持申小

雨家庭的抗議者聚集在在溫哥華

省級法院外，他們聲稱阿里在獲

准入境前並沒有被經過適當的背

景調查。他們在法院外呼喊「特

魯多在哪裡？」

一位抗議者舉著「嚴格難民

篩選保證社區安全」的標語牌。

自稱是「憂心的市民」的女

士湯普森（Laura Thompson）
說：「阿里不應被准許進入這個

國家。這和種族無關，但這和保

障我們邊境安全有關，我們不能

讓成百上千的人不被審查就進入

我們的國家。」

一些敘利亞社區的成員對阿

里被指控謀殺感到不安，作為前

難民，他的個人的犯罪行為可能

導致整個敘利亞社區被仇視。

敘利亞社區的成員也在法

庭外舉行了燭光守夜活動，他

們舉著「為申小雨討回公道」的

牌子，以示對申家人的支持。

組 織 者 薩 利 赫（Mohammed 
Alsaleh）說：「無論是誰犯罪，

無論發生了什麼，我們都希望伸

張正義，正義必須得到伸張」。

一年多前，被害人申小雨失

蹤，後來屍體被發現於本拿比中

心公園的灌木叢裡。警方稱這起

謀殺是沒有目標的隨機作案，兩

人互相都不認識。

對申小雨謀殺案的調查可能

是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聯合凶

殺案調查組（IHIT）對 1300 名

居民進行了 600 多次面談，梳

理了 60 多個地點超過 1000 個

小時的錄像，排除了可能關聯此

案的 2000 餘人。警方說在今年

9 月 7 日抓捕嫌犯的前兩週，他

們獲取了新的證據指向了阿里。

調查人員說阿里是以難民身

份被加拿大接納的敘利亞難民，

入境後短短三個多月後就謀殺了

申小雨，令人震驚。

更令人悲痛和不解的是，阿

里家人移民加拿大，得益於卑詩

省一個只有三千餘人的寶雲島

（Bowen Island）島民的集體資

助。他們捐錢捐物，募集善款，

舉行義賣等活動幫助難民尋找住

處。阿里及兩個兄弟，以及一名

兄弟的妻子和三名子女七人在抵

達加拿大時，得到了眾多居民手

捧鮮花的熱烈歡迎。

2015 年因敘利亞內戰導致

了很多難民。當時正值法國巴黎

遭受了連環恐怖襲擊之際，特

魯多總理不顧加拿大朝野的一

致反對，要求聯邦政府快速接

受 2.5 萬敘利亞難民，並堅持要

在 2015 年年底前完成難民的安

置，根本來不及對難民做背景調

查。而一般的難民背景調查通常

需要至少 9 個月的時間，甚至

長達 2 年。

一個多月前，聯邦自由黨政

府處理邊境難民的政策已經失

去民心。研究機構安格斯．裡

德（Angus Reid Institute）8 月

3 日公布的民意調查，67% 的

人稱難民非法越境已經達到危機

狀態；另有 65% 的人認為，加

拿大無力承擔這麼多的非法越境

者。四成加拿大人認為大多數非

法越境者並非難民，而是為了更

好的經濟機會才進入加拿大。

殺人嫌犯落網 加難民政策被質疑

被害女孩申小雨生前照。

基督徒不應該被殺，然而政府

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他還說

Suleman 已經在多倫多講過道

了，那為甚麼來到卡城，就引起

這麼大的風波？究竟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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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別墅建於 
「國之龍脈」

澎湃新聞 9 月 14 日發布消

息稱，陝西秦嶺眾多違建別墅

近日接連被強力拆除。 9 月 13
日，西安當局出動 200 多人、

59 臺吊臂破拆機連續撞擊著別

墅的主體牆面，一排排別墅的主

體結構逐漸被拆除。

媒體航拍顯示，幾百棟已建

好和正在建的別墅整齊排列於秦

嶺之側。地方官稱，將分兩次進

行拆除，當日拆除是草堂山居

西區，共 45 套 45 棟，近 1 萬

7800 平方米；剩餘 200 餘套目

前正與購房戶進行清算，預計月

底集中拆除。

值得注意的是，該違建別

墅「草堂山居」項目，由西安海

航置業有限責任公司在鄠邑區草

堂鎮環山路以北建設。已建設

別墅 142 棟 281 套，占地面積

461.34 畝。

據多維網報導，秦嶺北麓西

安境內違建別墅問題由來已久，

並多次驚動中央高層。然而，問

題依然存在。原因在於不法官商

合謀，致使當地監管部門「下不

了手」。

陸媒央視披露，秦嶺北麓別

墅群違建、破壞生態問題由來已

久，並披露習近平先後六次就此

批示，但當地無動於衷。

這些違章建築分布在秦嶺北

麓 5000 多平方公里的範圍內，

對植被等自然生態環境造成嚴重

破壞，污染當地水源。媒體調查

顯示這些別墅多達 300 多棟，

不少已建成。業主非富即貴，還

有黨政要員。

公開資料顯示，秦嶺是橫

貫中國中部的東西向山脈，被

尊為華夏文明的「龍脈」。一

處別墅項目的廣告詞是「國之龍

脈，嶺立天下」。由此不難想

像這些地段對房地產買家的吸

引力。

或涉前西安市委書記

觀察人士認為，習近平喊話

六次都不能解決秦嶺北麓違規建

築問題，可見他前段時間提出

「定於一尊」的口號，恐也不僅

針對中南海高層權力博弈，整個

中共官場消極怠惰、山頭林立的

問題，可謂重矣！

《日本經濟新聞》指，在

2014 年底，當地曾清查拆除或

沒收整改別墅 202 棟，處理了

28 名相關責任人，110 人被給

予黨紀政紀處分，90 人被給予

組織處理。之後又有 137 名幹

部被追責，其中 3 名廳局級幹

部被立案查處。

從國內媒體的相關報導中

看，前中共西安市委書記魏民

洲或牽涉秦嶺北麓違建別墅問

題。

2017 年 2 月至 4 月，中共

中央第十一巡視組曾對陝西開展

巡視「回頭看」，後在通報中提

到秦嶺北麓違建別墅問題。一個

月後，當時已調任山西省人大副

主任的魏民洲落馬。

魏民洲曾在 2012 年 6 月至

2016 年 12 月間擔任西安市委

書記。官媒曾披露，魏民洲與令

計劃關係密切，為攀附令計劃，

曾向令妻谷麗萍行賄名貴字畫，

令計劃夫婦多次到訪西安，均受

到魏民洲熱情款待。

魏民洲在今年 6 月一審開

庭，被控受賄超過億元人民幣。

他當庭認罪，案件尚未宣判。

全家一日遊

玉米迷宮裡
捉迷藏

淘寶石
和金子 餵山羊

看小豬
賽跑

迪亞哥滑索
(Z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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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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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工團退場  難掩高層穢史

三大文工團遭裁

北京時間 9 月 14 日，中共

軍網發布火箭軍文工團告別視

頻。這證實了 1966 年組建的火

箭軍文工團撤銷的消息，也是軍

方正式公布的首個全員退出現役

的軍種文工團。

此前的 9 月 11 日，火箭軍

文工團團長、相聲演員周煒就已

經向媒體透露，軍隊「文工團」

這三個字已正式退出現役。「9
月 10 日下午海政文工團撤銷。」

「9 月 10 日下午，海政，包括火

箭軍等其他軍種，編製體制改革

調整正式落地」。

此外，具有中共軍方背景

的「我是司號手」微博，9 月

10 日也披露了一份文件截圖

稱，「根據軍委整編命令，空政

文工團撤銷」。該文件發布時

間為 9 月 7 日，落款印章是空

政文工團。

官媒時政公號「察時局」

稱，精簡機關和非戰鬥機構人

員，是裁減軍隊員額的重點，作

為非戰鬥機構人員之一的文工團

部隊，如今改革撤編已全面進入

落實階段，陸續退出或已成定

局。

據「察時局」稱，中共軍方

文工團有「三級」機制。第一級

隸屬於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共

有歌舞團、歌劇團、話劇團，俗

稱「三團」。在 2016 年 1 月首

輪軍隊文工團改革中，「三團」

正式摘牌更名，由過去的「總

政」改為「軍委政治工作部」隸

屬。

第二級隸屬於各大軍種政治

工作部，包括：海、陸、空、火

箭軍等。其中，陸軍政治工作部

文工團的前身是原北京軍區戰友

文工團，火箭軍文工團則由原第

二炮兵政治部文工團演變而來。

第三級則隸屬於五大戰區，

他們更多是由過去七大軍區文工

團變更而來。

據稱，軍隊文工團最早於

上世紀 20 年代末，由當時的中

共領導人毛澤東主導的「三灣改

編」確立，後歷經合併裁撤。

80 年代初期，中共軍方曾逐漸

壓縮文工團。江澤民時期，特別

是後來其親信徐才厚、郭伯雄任

軍委副主席時期，總政直屬的非

戰鬥系統，機關兵、文職人員、

文工團、軍事院校和軍方下屬的

各媒體等部門日漸龐大。這期間

軍中出了不少「唱歌唱出來」的

將軍。

毛和江穢亂文工團

中共軍隊文工團因涉高官淫

亂而聞名。知名軍隊歌手包括宋

祖英、湯燦、譚晶等都傳是高

官情婦。「紅二代」蔡小心曾證

實，中共高層確實把軍隊文工團

當成是「後宮」。

掌控中共大權 41 年的毛澤

東，在女人面前是出了名的壞。

據說，毛澤東利用中南海舞會之

便糟蹋的女文工團員數以千計，

事後把她們秘密送到遠離人煙的

大山或海島，以免壞了其名聲。

江澤民最愛的情婦也出自

軍隊文工團。 1990 年春晚，

宋祖英以青春靚妝和一曲《小背

簍》，被爺爺輩的江澤民一眼相

中。隨後，宋被軍委主席江澤民

下令調到海政歌舞團，成了一名

少校文藝官。

因與江的關係，宋祖英

2006 年出任海政歌舞團副團

長，享受正師級行政待遇，

2008 年成為第十一屆政協委

員，晉升三級文職幹部，2013

年升任海政歌舞團團長，2016
年該團改名為海軍政治工作部文

工團，宋任團長。

宋祖英貼身女兵小美（化

名）2016 年曾向海外媒體披露

江澤民在軍中玩弄文工團女性的

內幕。

那幾年，小美從宋祖英的口

中得知，「江澤民的私生活是多

麼荒淫」！

小美說：「北京軍區和海軍

的文工團，多數想提幹的女戰

士，都要被江澤民篩選一番，也

就是由江澤民安插在部隊的人員

把照片送到江辦，江覺得順眼就

召其到住所，在一夜淫亂後，如

果覺得意猶未盡，還可能多次傳

喚，直到膩為止」。

「而江提拔的高幹們，則從

那些江沒有挑中的女戰士中，隨

意挑選作為淫慾發洩的工具，其

中不乏家庭背景雄厚，但迫於軍

方權力大而屈服的女戰士。多數

女戰士都選擇了退伍，並且也會

收到數十萬的掩口費。能夠留下

來的女戰士，只要走一下形式通

過了考試，就能夠順利地被提升

為幹部。如果哪位長期被高官寵

幸，在二年內可從中尉升至少

校，甚至是中校，當中黑幕不用

多說了」。

傳因「間諜罪」被捕入獄，

今年一度重新「現身」的軍方

女歌手湯燦，更是有「軍中妖

姬」、「公共情婦」之稱。據報，

湯燦至少與 10 多名中共高官有

染，包括：薄熙來、周永康、徐

才厚、李東生、谷俊山、許宗

衡、焦利等人。

【看中國記者李文隆

綜合報導】近日，中共空政、

海政、火箭軍三大文工團相

繼被撤。文工團正式退出現

役已成定局，而中共高層穢

亂文工團的醜聞卻揮之不

去。

秦嶺別墅群  習近平六次促拆終被拆除

江澤民與宋祖英的「情史」廣為人知。（Getty Images）

近日，位於秦嶺之側的，由數百棟別墅組成的豪華建築群遭到拆除。
習近平先後曾有六次批示，但當地此前無動於衷。（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綜

合報導】秦嶺北麓違規建別

墅事件，習近平曾六次下令

整改，但當地仍長期無動於

衷。9月13日，當局出動數百
人和大批設備開始大規模拆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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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鐘靈綜合報導】曾因

刪除臉書創辦人貼文、協助解開已故藝

人楊又穎手機密碼的知名台灣駭客張啟

元，18 日透露自己用 1 元刷了 502 臺

iPhone，引起網民圍觀驚呼。

張啟元昨日在臉書透露，自己在測

試 Apple pay 的過程中，發現系統存在

失誤，於是在嘗試後，「成功」用 1 元

買 了 500 臺 256GB、 金 色 的 iPhone 
8plus，以及 2 臺 512GB、金色 iPhone 
XSMax，總價高達 1565 萬 5800 元新台

幣。張啟元形容，自己「試著只用 1 元去

刷，沒想到居然過了」。不過他也指出，

「再試一次正常金額的，就沒成功了」。

這則貼文引起網民圍觀注意，紛紛留

言「太厲害了！」、「真的寄過來就尷尬

了」。被問到會如何處理這些手機，張

啟元表示，「放心好了，這次訂單我不會

讓他們出貨，已經取消了」。

他也指出，「其實 2016 年 8 月 30 日

就回報過類似的問題了，有修復，可是沒

下文，這次應該也一樣」。

事實上，早在 2016 年張啟元就曾發

現類似的失誤，當時他用 1 元刷了 2 臺

iPhone SE，而蘋果還真的出貨給他。張

啟元昨日也貼出當時的「SE 出貨圖」，

他自己只是打開了防撞箱，「主包裝沒拆

開，最後也都退回去了」。

張啟元表示，「2016 年 8 月回報漏洞

的編號和信件截圖，那時的問題已修正，

這次是另一個相似的問題」。

自幼家貧自學成才

被形容為「駭客天才」的張啟元，自

幼家貧，但憑著自學的技術，2013 年曾

發現臉書安全漏洞而聲名大噪，當時他成

功破解了臉書的防駭機制，刪除了臉書創

辦人祖克柏的數篇發文和分享連結。由於

發現了這個重大漏洞而臉書事後也奉上了

3 萬台幣表達謝意。

張啟元還曾協助家屬破解受網路霸凌

輕生的藝人楊又穎的蘋果手機；以及在

2015 年發現 7-ELEVEN 售票系統 ibon
的重大漏洞。

今年，他駭入了台北市市長柯文哲的

募款網站，對此，柯文哲並沒有對他進行

提告，還誇他「好身手，應該聘用」。

除了駭侵技術高超外，他也曾對網友

進行惡搞測試。今年 6 月，他宣稱「成功

破解銀行、郵局系統，只要留言就可得

到程式自動轉帳的 20 萬，同時鼓勵網友

分享、標記好友一起來領錢」，結果短短

2、3 個小時，就有 4 萬多則留言。他事

後表示，只是想看多少人會因貪婪受騙。

其實，家境不好的張啟元原本考上

工業設計學位，但因貧窮而兩度被迫休

學。他曾表明，雖然自己因駭侵的技術聲

名大噪，但自己「不是駭客也不是網路高

手」、「我不會用不當手法破解別人的密

碼、不做任何違法行為。」

有許多人分不清楚駭侵電腦是否屬於

非法行為，而在 IT 業界中，「駭侵」往

往並非出於犯罪動機。根據維基百科的定

義，試圖破解某個程式、系統或網路的人

士可分為 3 個類型：白帽駭客、灰帽駭

客、黑帽駭客。白帽駭客以「改善」為目

標，破解某個程式是為了作出改善，而增

強該程式的安全，或者透過入侵去提醒該

系統所有者電腦保安漏洞，有時甚至會

主動予以修補；灰帽駭客以「展示」為目

標，透過駭侵去炫耀自己擁有高超的技

術；黑帽駭客則是定義上的「電腦犯罪份

子」，透過駭侵去獲取不法利益，或發泄

負面情緒。

【看中國記者鐘靈綜合報導】強颱風

「山竹」對香港造成嚴重災情，公共交通

系統至今仍未完全恢復，在港民一片怨聲

中，有人發現負責交通事務的運房局局長

陳帆已經消失多天 ......
歷史上吹襲香港最強的颱風「山

竹」，16 日吹襲香港 10 小時，多處地區

受災嚴重，造成至少 362 人受傷，路面

至今仍未清理完畢。但上班族已開始上

班，中小學也全面復課，港媒拍到不少學

生跨越塌樹「叢林」上學的畫面，也為交

通系統帶來更大負擔。

在一片混亂中，有人發現負責交通事

務的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已經消失多

天。有港媒報導指出，陳帆在風災前後都

從未現身，甚至 17 日交代風災後交通狀

況的工作，也是由陳帆的下屬、運輸署署

長陳美寶負責。

19 日 陳 帆 終 於

「現身」。據報導，陳

帆今日陪同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與深圳市

委書記王偉中到高鐵

香港西九龍站視察，

同行的還有港鐵主席

馬時亨等人，但沒有

安排傳媒採訪的時間。

【看中國訊】美國總統川普 9 月 17
日下令貿易代表對另外 2,000 億美元的

中國產品加征關稅，並將於 9 月 24 日

生效，初始稅率 10%，2019 年初提高

至 25%。台灣行政院經濟部表示，目

前已有 20 家台商計畫回流，包括自行

車大廠巨大、美利達。

台商回流並非首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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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之一是台股上市櫃公司在中國累積投

資已近 2.3 兆元新台幣，但營運卻出現

「虧損普及化」趨勢。上市公司逾 4 成

認列虧損，上櫃逾半賠錢。目前不少台

商申請匯出股利或處分資產所得。

據電機電子公會發布的最新「中國

地區投資環境與產業發展調查」顯示，

中國投資風險度創 2009 年來新高、投

資環境力連續 9 年來一路下滑，投資

風險度卻出現 8 連升。

另外，台商被要求「贊助對台工

作」，卻發現北京當局承諾的惠台、經

濟特區、雙創等都無法完全兌現。

行政院專案協助回流

9 月 17 日賴清德出席中部科學園

區二林園區開發工程跟進駐廠商聯合動

土典禮，他呼籲台商回流：「政府展現

了拚經濟的決心，一定會改善台灣的投

資環境，因此我們懇請台灣的企業，加

碼投資台灣，在外國投資的，特別是在

中國投資的企業，如果想要回來台灣，

我們有專案的計畫，以協助大家。」

行政院方面日前預告，年底前可望

端出辦法，包含海外資金匯回租稅特

赦，以吸引資金能夠順利回到台灣。

台灣駭客「破解」蘋果
1元刷502臺iPhone

「山竹」大混亂 香港局長「失蹤」多天

美中貿易戰升級
台商回流湧現

香港運房局長陳帆

台灣高雄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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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你知道嗎？在

國外機場過海關時，必須關閉電

子設備，打開手機是違法的。有

幾名去澳洲旅遊的中國人，下飛

機後在機場海關打開了手機，有

的打電話，發短信報平安，有的

刷微博，還有拍機場風景照的。

結果安保人警察告了他們，其中

一人因為拍照，還被罰了款。很

多國外機場都明確規定，禁止在

機場和港口的海關管制區域使用

手機、相機、攝像機等設備。中

國媒體也提醒過中國遊客，不要

在國外機場海關等禁區打開手

機。在機場管控區域，你要關閉

電子設備，直到進入公共區域才

可以打開。

為甚麼不能用手機？因為這

關係到機場的安全。手機可以被

恐怖分子用來發送信號，甚至引

爆炸彈。過海關時用手機，情

節嚴重的（如對海關人員拍照）

還會被沒收手機，甚至被拒絕入

境，直接遣返。

《哈芬登郵報》（HuffPost）
日前刊出專文，標題為「如果你

不相信單一保險制度能實行 看

看臺灣如何做到」。文中指出，

臺灣的全民健保制度讓幾乎所有

人都付得起醫療費用，沒人會因

生病、受傷而面臨傾家蕩產，鮮

少例外。

事實上在美國，全民覆蓋一

直都是平價醫療法的最終目標，

文章說：「臺灣是少數政府提供

保險的地方，而非透過一些獨立

的中間人或私人公司，這是貨真

價實的單一保險制度」。

臺灣在 1995 年 3 月正式推

出全民健康保險制度，目前，有

99.6% 人口，大約 2 千 3 百萬

民眾參加。

臺灣全民健保是單一支付

體制，有很大的疾病風險分擔

效果，能讓不同社會地位和不

同經濟階層與不同健康狀況的

族群相互補助，特別是從保費

的負擔和醫療資源使用來對

比，此制度對於中低收入階層

非常有利。

臺健保署也同時制定了全臺

一致的支付標準，民眾可享有就

醫場所的完全自由選擇權，基本

上，除了少數醫學中心和名醫，

病人不需要長期等候就醫。

臺灣全民健保的涵蓋面十分

廣，包括住院、門診費、牙醫、

非處方簽藥及中藥等，讓病患可

以選擇各種治療方式，等待時間

短暫，且可以在未轉診的狀況下

直接求診專科醫師，因而臺灣民

眾幾乎人人都有健保。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鄭宗

美（Tsung-Mei Cheng） 也 推

薦臺灣的單一保險制度，他認為

這是最有效的系統，因為費用結

算非常簡單。更重要的是，每個

人都能獲得相同的基本保險方

案，「對保護弱勢、病人，真的

很好」！

不過，美媒這篇報導中提

到，臺灣的健保制度並非完美

無瑕，哪怕是出現「美國版單一

保險人制度」也不會是臺灣的翻

版。就像任何其他國家一樣，臺

灣健保也是其特殊政治、文化和

經濟特色下的產物。

《哈芬登郵報》在文末表

示，拿臺灣和美國相比似乎有點

不成比例，「但臺灣比很多美國

州政府都大……很多州近年想推

出單一支付者模式的健保體系都

無法成功」。

文章認為，臺灣的健保體系

十分值得美國借鑒，尤其臺灣只

花了 5 年計畫、2 年推動立法就

完成此事，遠比美國推行平價醫

療的時間少了許多。並且單一保

險人制度和美國現行制度相比，

仍較便宜，且更具人性。

尊敬的閣下：

　　 我 們 謹 代 表 MERCEDES-BENZ DOWNTOWN 

CALGARY 車行，誠摯邀請您於參加梅賽德斯 - 奔馳為期

僅兩天的秋季特賣活動。

　　在此期間，Mercedes-Benz Canada 和 Mercedes-Benz 

Downtown Calgary 將為您準備多款特價車型和優惠利率，

我們非常榮幸的邀請您和您的家人蒞臨活動現場。

　　期待您的光臨！

- 愛車免費清洗及檢測評估
- 現金優惠最高達 $20000
- 所有新、舊車型最低可享 0% 利率分期付款
- 部分車型可免頭三個月月供
- 舊車以舊換新最多可獲 $2000 補貼
- 2018 款全系車型清倉底價銷售
- 部分車型冬季套件無額外費用（冬季輪胎，輪胎存儲，安裝
　及動平衡，和四季腳墊）

優惠內容

© 2018 Absolute Results Productions LTD.

MERCEDES-BENZ
DOWNTOWN CALGARY

909 15th St SW, Calgary
403-232-6400

JOIN US FOR OUR FALL SALES EVENT
FRIDAY 9AM - 8PM & SATURDAY 9AM - 6PM, SEPTEMBER 21ST - 22ND, 2018

誠邀閣下參加
「金九銀十」

秋季特賣活動

「金九銀十」秋季特賣

 現金優惠高達 2 萬

市中心奔馳車行

9 月 21 日（週五）：9:00-18:00  
9 月 22 日（週六）：9:00-17:00

產品顧問 國 / 粵 / 英
Jarod Meng

jarod@mbdtyyc.com
403-232-6400

產品顧問 國 / 英
Jerry Li

jerry@mbdtyyc.com
403-383-3756

產品顧問 國 / 粵 / 英
Michael Chan

michael.c@mbdtyyc.com
403-813-0111

信貸服務部經理
( 國、粵、英語 )

Robin Tse

robin@mbdtyyc.com
403-232-6400

信貸服務部經理
( 國、粵、英語 )

Lisa Zhang

Lisa@mbdtyyc.com
403-232-6400

Mercedes-Benz Downtown Calgary | 403.232.6400 | 909 15 Street SW Downtown | www.mbdtyyc.com | sales@mbdtyyc.com

本車行位於卡城市中心 9 Ave SW和 Bow Trail SW 之間的 14 St，就在市中心
灰狗長途車站（Greyhound）旁邊。

MERCEDES-BENZ
DOWNTOWN CALGARY

“No Documentation Fee, Fuel Fee, or any Dealer Charges! Full Transparency at MBDTYYC. ©2018 Mercedes-Benz Canada Inc. Lease and finance rates of 1.9%*/2.9%* based on the 
GLE 400 4MATIC are available only through Mercedes-Benz Financial Services on approved credit for a limited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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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tember 30,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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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EDES-BENZ
DOWNTOWN CALGARY

909 15th St SW, Calgary
403-232-6400

JOIN US FOR OUR FALL SALES EVENT
FRIDAY 9AM - 8PM & SATURDAY 9AM - 6PM, SEPTEMBER 21ST - 22ND, 2018

秋季特賣秋季特賣秋季特賣

臺灣如何做到全民健保
【看中國記者明思綜

合報導】美國朝野兩黨近年

來在健保改革方案上意見

分歧頗大，始終無法推出令

各界滿意的版本。近日，《哈

芬登郵報》報導了臺灣的全

民健康保險制度，認為其中

的單一保險人制度可供美國

借鑒。

（Fotolia）

加拿大超級富豪人數全球排第五

【看中國訊】 據《加拿大

中文電臺》 報導， 有調查發

現， 加國的超級富豪人數在全

球排第五， 超越多個歐洲國

家。 有專家認為， 有關現象原

自聯邦政府沒有徵收遺產稅。

由總部在美國紐約的調查

機構 Wealth X 的調查發現，

2017 年加拿大有約 10,840 名

居民擁有超過 3 千萬美元的資

產， 富豪人數世界排名第五。

相比 2016 年上升 14%。

研究相信， 數字與加、 美

兩國的經濟增長有關。 去年加

國經濟有 3% 的增長， 而加元

匯價亦錄得 7% 的升幅。 預料

與美國的稅制改革有關。

加拿大另類政策研究中心

做的調查就顯示， 2012 年至

2016 年加國最富有的家庭資產

增幅達 37%， 但是中產的資產

增幅就只有 16%。

研究員 Ricardo Tranjan 相

信， 由於加國未有徵收遺產

稅， 令財富分配出現失衡， 而

歐洲多個國家已經有徵收相關稅

項， 令財富分配較為平均。

Wealth X 的調查中， 香

港的超級富豪人數在全球排第

八。

機場海關規矩多 用手機可能被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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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海外多家媒體

報導，在巨額債務重壓下的海

航集團正在與多個潛在買家談

判，出售其旗下資產，以期償

債。

《聯合早報》引述了彭博社

報導，海航集團為減輕債務負

擔，今年處置資產總額已超過

了 170 億美元。

法廣報導，據知情人士消

息稱，海航集團正在談判的交

易包括：中國光大集團正在洽

購凱撒旅遊的股份；海航還在

談判出售旅業國際和東北電氣

的股份；中國信達商談購買渤

海金控的債券。另據指，海航

集團還在為集裝箱租賃業務

Seaco 尋找買家，並已經放棄

其在香港的八層辦公空間。

《華爾街日報》日前透露，

海航擬出售其持有的德意志銀

行股權。

根據前述知情人士稱，中

國中信集團和主權財富基金中

投公司在內的多個公司，正在

商談購買海航集團所持德意志

銀行的股份。這一說法等於證

實了《華爾街日報》先前的報導。

《法蘭克福匯報》則報導

稱，參與收購談判的中國主權

基金的中投公司、中信公司等

財團，他們的後臺老闆都是中

國政府。因此，中國政府可能

將成為德意志銀行的大股東，

這引起柏林當局的擔心。

根據德銀消息，海航現持

有德銀股權 7.6%。截至 6 月

底，海航集團債務總計高達

5416 億元人民幣。

有些分析人士認為，北京

高層決定繼續支持海航，是擔

心規模龐大的海航一旦崩潰，

會連帶許多銀行垮臺，造成難

以設想的更嚴重的後果。

2018 年 9 月 21 日∼ 27 日

指定款中秋月餅 六五折
免費品嚐意式雪糕

FREE Premium Gelato Tasting 
每位顧客限 1杯雪糕，需持此優惠券

僅限 Sunridge 店

好運蛋撻（4 件）

蜜柚台灣珍珠番石榴水晶梨 / 豐水梨白油桃

無莖西蘭花

三小姐香米   2018 40 磅 

小白菜

李錦記熊貓蠔油 510 克

短紹菜

新東新鮮潮州粿條   454 克

青木瓜

金樂油條  3 條 200 克 

Forest Lawn 店：403-569-0778 / #237, 4527-8th Ave. S.E. Sunridge 店：403-717-0770 / 3333 Sunridge Way. N.E.
營業時間：早 9 點∼晚 9 點

店內有更多優惠商品。更多詳情請訪問網站www.luckysupermarket.ca

祝 您 中 秋 節 快 樂 ！

/lb

/lb

/lb

/lb

/lb

/lb

/lb

/lb

中國房價指數創兩年新高 
發展租房市場落空

雖然持續兩年的樓市調控

沒有放鬆跡象，但中國樓市熱

度目前仍然未減，最新房價數

據顯示，房價環比漲幅再創近

兩年新高，並呈現一二三線城

市普漲的態勢。

中國國家統計局 9 月 15 日

公布數據測算消息稱，今年 8
月 70 個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價格指數同比升 7%，連漲 35
個月，且漲幅為一年最高水平。

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

偉表示，房地產已經調控一年

多，但目前看，當下房地產市

場依然處於高溫週期中，特別

是中西部區域，去庫存化後，

量價依然處於明顯上漲中。快

速去庫存化後，二、三線城市

普漲加速，全國性的房價普漲

出現，9-10 月預計維持高位。

北京當局去年承諾將大力

發展租房市場，給數以百萬計

的年輕人帶來希望。但這項計

畫帶來了意料之外的反效果，

資本大舉進軍租房市場，導致

租房價格飆升。

尤其在今年夏季，中國主

要城市房屋租金漲幅高達兩位

數。中國房地產業協會發布的

數據顯示，北京 8 月平均房租

同比跳漲 21.16%，去年同期

僅為 3.12%。其他主要城市的

房租走勢也基本相同。這迫使

許多人轉而租用面積更小、生

活環境更糟的房子。這些人許

多是白領階層和剛畢業的大學

生。

中國房地產業協會稱，今

年夏季至少 19 個省會城市的

房屋租金大漲，四川成都 8 月

的租金同比漲幅最大，達到

32.95%。

根據《中國租房市場產業

白皮書》披露，有 55.6% 的租

客須將過半收入貢獻給每月房

租，租金佔收入小於 30% 的人

僅佔 16.8%。

工作在北京卻沒有北京戶

口的年輕人通常被稱為北漂一

族，除了房價吃不消，中國北

漂青年租屋過程也常常面臨許

多無奈，如房子臨時被房東收

回、家電壞了不修、租金亂

漲、剋扣押金、虛假房源信息

等問題。

中國許多租屋族常在網路

上自嘲是「隱形貧困人口」，上

班談著上千萬的交易、手拿星

巴克、西裝革履出入市中心；

但下了班為了省錢只能住在地

下室、破落不堪的城中村等，

顯露真實的貧困樣貌。

由政府資金支持的公租房

有限，而在更為嚴格的人口限

制下，中國幾個最大城市的整

體土地供應減少。日前，我愛

我家的前副總裁胡景暉公開演

講時表示，北京有 100 萬套房

子空著的，既不出租也不自住。

胡景暉說：「北京有 100 萬

套房子空著的，既不出租也不

自住，我們的房租還在上漲，

很多年輕的碼農（編註：程序

員）、IT 工作者、年輕的記者

被高租金驅趕到六環以外，如

果告訴你今天六環以內 100 萬

套房子又不出租又不出售，你

們怎麼想？房租上漲有各種原

因。所謂的長租公寓在資本的

挾持下，高價收房，超出市場

平均合理租金 20% 到 40% 收

房」。

9 月 7 日，任志強在「2018
中國長租市場峰會」上就中國長

租市場的發展發表觀點。任志

強表示，中國的長租公寓源於

城鎮化的發展，高度城市化的

過程中出臺的各種限制條件讓

部分人不能買房子，只能租房

子。他還表示，因為缺乏相應

的稅收政策和其他輔助條件，

我們沒有辦法建立一個合理的

租賃市場。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

合報導】儘管中國本輪樓市

調控已持續近兩年，但最新

數據顯示房價環比漲幅再

創近兩年新高，一些城市去

庫存近尾聲。並且，北京當

局去年表示大力發展租房

市場，目前來看計畫似已落

空。

巨債壓身陷困境 
海航悄悄大拍賣

房價環比漲幅再創近兩年新高。（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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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 日凌晨，三名中國遊

客因預定房間時弄錯日期，在賓

館客滿的情況下，要求在賓館大

廳過夜。賓館人員不同意，要求

離開，而遊客不從，反而大聲吵

鬧，旅館報警。警方到場後，將

遊客抬出賓館，而這些遊客卻藉

機大鬧，並高呼「警察殺人！」

9 月 14 日，中國官方對事

件開始做出強烈反應。先是中國

駐瑞典使館在官方網站發文說，

「高度關注在瑞中國公民的安全

與合法權益，已就此向瑞方提出

嚴正交涉。」

次日，大陸官媒《中新網》

發文稱，「駐瑞典大使館對此深

感震驚和憤慨，對瑞典警察的行

為予以強烈譴責。」文章並說，

瑞典警方「嚴重侵犯中國公民的

生命安全和基本人權」，要求瑞

典回應「當事中國公民提出的嚴

懲、道歉、賠償等要求」。

據路透社 9 月 17 日報導，

針對「瑞典警察粗暴對待中國遊

客」事件，瑞典檢察官埃里克森

（Mats Ericsson）接受當地媒體

Aftonbladet 日報採訪時表示，

檢方判定，在處理中國遊客過程

中，當地警方沒有實施犯罪行

為，因此並未展開初步調查。埃

里克森對當地媒體 Aftonbladet
稱，「當出現無序行為時，（警

方這種處理）是非常正常的」。

他還表示，「警察有權將一個人

從一個地方移到另一個地方」。

隨著事件真相逐步被還原，

外界發現中國官方開始悄悄降

溫。 9 月 17 日中國外交部例行

記者會上，外交部發言人耿爽仍

對此事回應說，「當事人向中國

駐瑞典使館報告後，使館和中國

外交部先後向瑞典方面提出交

涉，要求瑞方徹查事件，及時回

應當事人的合理訴求，並盡快向

中方通報。」

從「強烈譴責」「嚴正交涉」

到「提出交涉」，從「嚴懲、

道歉、賠償」到「回應合理訴

求」。《自由亞洲電臺》指出，

兩段事件相關視頻在網上曝光

後，中國官方開始降溫，發言人

今天繼續聊金庸。

武林中，一般人解決問題都

是靠打架，可是有的人就喜歡靠

打滾。

金庸的武打小說裡就有很

多善於耍賴打滾的，包括那種

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喊「殺人啦」

的這種。

比如劉瑛姑。這位劉姥姥

當時已經七老八十了，和楊過打

架，打不過了，突然「往地下一

坐，放聲大哭起來」，捶胸頓足：

殺人啦，欺負人啦。對面的楊過

和一燈大師眼看她打滾，無比尷

尬，拉也不是，打也不是，抱起

來也不是。就說抱吧，你抱還是

我抱？抱起來又該扔到哪裡去？

要是扔回黑龍潭，回頭一上

網那就成了「把老太太扔到爛泥

堆裡」；要是扔回萬獸山莊，就

會變成「扔到野獸出沒鬼哭狼嚎

的地方」。

有趣的是，看多了金庸你

就會發現，不管這些打滾撒潑

的多厲害，卻有一個永遠不變

的規律，他們從來只在體麵人

面前撒潑。

瑛姑就只在一燈大師和楊過

面前潑，她知道眼前這兩個好歹

都是體麵人，不管私底下怎樣，

明面上辦事不能太出格，一指戳

死自己的可能性不大。她絕對不

會在金輪法王面前撒潑打滾，也

不會在裘千仞面前撒潑打滾。不

然人家抬手就是一輪子。

仔細分析金庸的小說，幾乎

無一例外，打滾耍賴事件都只發

生在華山派、恆山派這些白道門

派家門口。

比如華山派，《笑傲江湖》

裡的門派，自居白道，非要做君

子，掌門人都叫做「君子劍」。

有一說一的是，這類門派其

實也出產假君子，私底下可能也

幹些猥瑣的事，但明面上總是相

對更講規矩、講體面。結果這種

門派就特別慘，跑到山上來打滾

撒潑的人格外多。

看過書的就知道，那些江

湖混混像封不平、成不憂之類

最愛來鬧，明明當年立過誓不

再上山攪鬧的，幾年一過卻又

大搖大擺跑上來「評理」，要編

製、要位子，不解決就撒潑。

華山派呢？礙著白道的體面，

儘管岳不群心裏肯定也罵了一

萬句 mmp，面子上卻還要勉強

應付，還給茶喝。

試想一下，要是有這路人來

華山派旅遊，明明凌晨到，卻非

不肯定當晚的房，還要在「有所

不為軒」裡睡，人家不許，他們

多半敢撒潑打滾，大喊大叫。

值班弟子令狐沖、陸大有等

一看不是頭，給抬到思過崖上

去，讓他們去思個過，他們便要

坐在地上大哭大叫：殺人啦，打

死人啦，把我們扔到十長老的墳

地裡來啦！

順便說一句，世界上什麼物

質最不可捉摸？就是這些撒潑族

的身體狀況。

他們坐得火車、出得遠

門、住得廉價旅店，夾塞佔道

搶座快如狗。可一等到和別人

理論的時候，就往往瞬間不能

正常站立行走，就要坐輪椅，

就一碰便倒、癱軟如泥，而且

動輒說要突發疾病。

金庸整部《笑傲江湖》，也

都是像華山派、恆山派之類有人

來撒潑。真正那些黑又硬的門派

從來沒有人去打滾的。像戰鬥民

族嵩山派、或者是光芒萬丈的黑

木崖，聽說有人去撒潑的嗎？一

個都沒有！

所以說，耍無賴的人都有

一項看家本領，就是選擇撒潑

的對象。他們其實心裏都跟明

鏡一樣，什麼地方可以打滾，什

麼地方千萬不能打滾，都是看人

下的菜碟。就好像孫博士絕不會

到龍哥車上去佔座，龍哥真的會

抽刀子的。

真要去黑木崖上一屁股坐在

地下大哭大叫、玩玩假摔試試？

分分鐘滅了你。明天食堂早飯的

包子，就是用你做的餡。

(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

和觀點 )

瑞典遊客事件發酵 
中國官方悄然降溫

耿爽降低了調門。

《美國之音》分析稱，大陸

官媒本想借該事件抹黑瑞典人

權。然而，適得其反，越來越多

的事實令外界質疑中國遊客的說

辭。報導指，官媒藉機煽動民族

主義情緒，「如果中國遊客被證

實造假，事件將觸發國際外交風

波，讓中國外交當局在國際社會

顏面盡失。」

有觀察人士對《自由亞洲電

臺》表示，「《環球時報》就是一

個極端民族主義的報紙，它很善

於煽動，它也不太在乎事實。中

國大使館更多的是愚蠢嘛，因為

這個事情視頻一出來之後，《環

球時報》和大使館肯定是被打臉

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嘛，從

宣傳部門到各級政府都是在搞這

種所謂的民族主義。」

中國遊客大鬧瑞典（視頻截圖）

時事熱議

【看中國記者端木

珊綜合報導】中國遊客大

鬧瑞典事件發生半月後，

中國官方和大陸官媒態度

強硬，對瑞典提出強烈譴

責。然而，現場畫面曝

光，事件出現反轉後，有

外媒發現，中國官方正在

悄悄降溫。

撒潑都是到華山派
從來沒有上黑木崖打滾的 文/六神磊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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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403.516.3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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糕

黑森林

馬卡龍 (南瓜口味)

週二∼週四：上午9:00∼下午6:30

週五、週六：上午9:00∼下午7:00

週日：上午9:00∼下午4:00 

L'apres Midi
法式蛋糕房

@lapresmidi008/

403-455-3328

4034371787

920 Northmount Drive NW

巧克力慕斯蓁味蛋糕
（The Royal Cake）

歐培拉（Opera）

文 / 邊吉 圖 / Fotolia

一年一度的中秋節即將到來，又到了選購月餅、吃餅送餅的時刻。

傳統港式月餅中，蓮蓉

蛋黃月餅絕對是經典，香甜

的蓮蓉餡搭配金黃飽滿的

鹹鴨蛋黃，濃滑細膩、唇齒

留香的美味，在貧乏的歲月

裡，是各地華人對中秋節的

美好嚮往。

在五、六十年代的香

港，月餅算是高級消費，一

盒月餅所費不貲。為了拉生

意，不少餅店推出了「月餅

會」，參加的會員每月固定

存錢到月餅帳戶，到了中秋

憑簿領餅。由於月餅會的預

售價比正價便宜，餅家還附

送茶葉等贈品，相當實惠，

因此跟個月餅會也算是早年

香港人的中秋節傳統。

 傳統港式 
  月餅的滋味

月餅配茶
有助消化
解除油膩
相得益彰

漫談中秋月餅 現代人平時享受甜食的

機會多，對於傳統節慶糕餅

的甜味，往往覺得太過。

這時候就要把月餅吃得巧，

多品嘗不同口味，數量不必

多，或是搭配適當的茶，利

用茶的甘洌來平衡甜香的月

餅，也是相得益彰。至於品

味月餅時應該搭甚麼茶，可

依月餅的種類及個人喜好而

定。

例如：較甜的月餅，如

棗泥、豆沙等口味，可搭配

薄荷茶或綠茶，清爽的茶味

可平衡重甜的口感，還能幫

助代謝，有益養生；品味油

酥風味的月餅，可準備濃郁

的茶湯，以去除口感上的油

膩，普洱茶會是很好的搭

配。此外，也可用花茶襯托

濃郁的月餅，例如：充滿堅

果香的伍仁月餅適合搭配玫

瑰花茶。

 當月餅遇上茶

中秋節品味月餅，不只

品嘗餅香，也欣賞月餅造型

與餅皮圖案。傳統月餅的製

作，是將麵糰分切摘劑作餅

皮，包餡塑成扁圓形生胚，

再放入模具，壓製表面呈凸

凹花紋，再烘烤成熟。小小

的月餅模子，扮演重要角

色，所有美好的祝福與吉祥

的期許盡在大大小小的方圓

之中。

傳統餅模設計，其設計

豐富雅趣，有將蓮藕、葫蘆

等融入圖案設計中，象徵吉

祥，也呼應季節時令；也有

訴說故事的，應景的月亮神

話「嫦娥奔月」自然也是熱

門的題材。也常見餅皮上印

刻文字，有福祿康寧等吉祥

話；也可以看到食材名稱，

例如：伍仁。方圓之外的月

餅造型，例如：鯉魚，象徵

富貴福氣。

 月餅模子 
  圖案講究

歡慶
中秋

北方傳統月餅「自來紅」

與「自來白」，歷史悠久，

深植於老北京的中秋記憶

中，民間也流傳著這二種月

餅的傳說。

據傳，在久遠的古代，

人間瘟疫大流行，死了很多

人，老百姓無奈無助，只能

求神幫助。善良的嫦娥看到

人間疾苦，慈悲地賜給了人

類一白、一紅二個藥丸；百

姓們吃了仙藥，解除了瘟

疫，人間重獲平安。

為感念嫦娥的救護之

恩，人們把月餅做成仙藥的

形狀，也就是流傳至今的

「自來紅」與「自來白」兩種

月餅。「自來紅」餅皮以麻

油燙麵製成，成品的顏色較

深；「自來白」則是使用豬

油冷水麵糰，成品的顏色較

淺。

必須注意的是，不要到

清真糕點鋪指名買「自來白」

月餅。

 中國北方 
  月餅由來

自來白使用

豬油冷水麵

糰，成品的

顏色較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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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Calendar

卡城國際電影節

時間：9 月 19 日～ 30 日

網 址： h t t p : / / w w w .
calgaryfilm.com/

卡城國際電影節為期 12
天，展播來自加拿大和其他 40
多個國家的多達 200 種多種類

型的短片和影片。電影節重視電

影製作人和粉絲互動。卡城國際

電影節是亞省最大的電影節，也

是加拿大第六大電影節。

影 片 播 放 查 詢：https://
calgaryfilm2018.eventive.org/
schedule

網 上 購 票：https://www.
calgaryfilm.com/attend/2018-
festival

社區秋季博覽會

時間：9 月 22 日

地 址：ENMAX Park, 
Elbow River Pathway, Calgary

適合所有年齡段參加 - 家庭

免費入場

網 址： h t t p : / / w w w .
calgarystampede.com/fallfair

參加在 EN MAX Park 舉

辦的年度社區秋季慶祝活動，享

受免費的南瓜煎餅早餐、音樂。

提供免費兒童娛樂活動。還可採

購當地特色商品和手工製品。

活動包括：坐馬車、玉米迷

宮、遊戲、面部彩繪

同濟會蘋果節

時間：9 月 22 日～ 23 日，

上午 10:00 ～下午 4:00
地 址：Kamp Kiwanis，

241001 Range Road 42，

【看中國訊】胎兒的皮膚顏

色是受父母遺傳基因影響的，

與父母皮膚好壞有直接關係。

寶寶的皮膚是由懷孕期間的飲

食決定的。

準媽媽們在孕期要在飲食

上多下功夫，才能生下皮膚好

的漂亮寶寶。下面教準媽媽們

吃甚麼對胎兒皮膚好，讓準媽

媽們生下白白嫩嫩、天生麗質

的寶寶。

一、美白食材：牛奶

牛奶，是人類最古老的天

然飲料之一，喝牛奶除了能夠

幫助孕媽媽健壯體質、增強抵

抗力、給人體提供必需的氨基

酸之外，其美白的功效也是人

所共知的。

牛奶中富含的維生素 A，

可以防止皮膚乾燥及暗沉，使

皮膚白皙、有光澤，其大量的

維生素 B2，還可以促進皮膚的

新陳代謝。

牛奶中的乳清對黑色素有

消除作用，可防治多種色素沉

著引起的斑痕，以及妊娠斑。

孕媽媽孕期多喝牛奶，還擔心

寶寶不會白白胖胖嗎 ？
推薦美味：牛奶燕麥粥

原料：燕麥片 50 克、牛

奶 150 克、白糖 50 克、精鹽

少許。

製作方法：

1、將麥片在清水中浸泡半

個小時以上。

2、用文火煮 15 ～ 20 分

鐘後，加入牛奶、鹽繼續煮 15
分鐘左右，加入白糖攪拌即可。

二、美白食材：胡蘿蔔

胡蘿蔔是一種質脆味美、

營養豐富的家常蔬菜，素有

「小人蔘」之稱，富含糖類、

脂肪、揮發油、胡蘿蔔素、維

生素 A、維生素 B1、維生素

B2、花青素、鈣、鐵等多種營

養成分。

胡蘿蔔可以抗氧化和美白

肌膚、刺激皮膚的新陳代謝、

增進血液循環，從而使皮膚細

嫩光滑、膚色紅潤，還可以清

除肌膚的多餘角質，對油膩痘

痘肌膚也有鎮靜舒緩的功效。

孕期媽媽白起來，寶寶自然也

會白嫩漂亮。

推薦美味：胡蘿蔔蘋果奶

原料：胡蘿蔔 80 克、蘋

果 100 克、熟蛋黃 1/2 個、牛

奶 80 毫升、中老年保健油 3

毫升、蜂蜜 10 毫升。

製作方法：蘋果去皮、去

芯，胡蘿蔔洗淨，連同餘下的

原料一起，放入電動食物粉碎

機內，攪打均勻。

三、美白食材：蘋果

蘋果對於消除皮膚上的雀

斑、黑斑，保持膚色紅潤是很

有效果的，其富含的果膠和纖

維質還可以促進腸道蠕動，幫

助孕媽媽排毒養顏，和肚子裡

的寶寶一起美麗起來。

推薦美味：蘋果蜂蜜水

原料：蘋果 5 個、蜂蜜適

量。

製作方法：

1、取 5 個蘋果去皮，切

成小塊。

2、加水 1 升，煮沸 5 分

鐘，自然冷卻到 40℃左右，加

適量蜂蜜攪拌均勻即可，每天

多次少量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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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生個漂亮的寶

寶，那麼孕婦吃甚

麼對胎兒皮膚好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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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款

讓寶寶天生麗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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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Mon～Sun 11am~2pm  4pm~10pm

豐

十
二
道

味

 (403) 208-3533
SNOW PALACE RESTAU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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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gary（8 號高速公路和 22 號

高速公路交叉口附近）

適合所有年齡段，免費入

場。

電話：403-686-6325
網 址：h t t p s : / / w w w .

kiwanisapplefestival.org
以蘋果為主題的家庭活動，

有充氣城堡、臉部彩繪、遊戲、

農貿市場、蘋果烘焙。還有家庭

遊戲、無聲拍賣等活動。

亞省文化節

時間：9 月 28 日～ 30 日

網 址： h t t p : / / w w w .
cul turetourism.alberta .ca/
culturedays/

亞省文化節將於 2018 年 9
月 28 日至 30 日舉行，屆時將

舉辦數百場免費的互動活動，邀

請公眾體驗亞省的傳統。

無論你是對藝術和文化充滿

熱情，還是想要發現新的文化、

藝術或文化組織、社區團體等，

你都可以參加文化日並為之做出

貢獻！

活 動 日 程 查 詢：http://
www.culturetourism.alberta.ca/
culturedays/2017-celebration-
sites.aspx

亞省多元文化節

時間：9 月 29 日～ 30 日，

12:00 ～ 18:30
地點：中華文化館（Calgary 

Chinese Cultural Centre）, 197 
1st Street Southwest, Calgary

適合所有年齡段，免費。

網 址：h t t p s : / / w w w .
culturalcentr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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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流鼻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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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流鼻血，以小孩及男士多見。中

醫認為小兒及男士為陽盛之體，血在他們

的體內容易受陽熱或陽盛而化火造成火熱

的影響，從人體的上竅、鼻或口而出。但

本人很多年的臨床觀察，容易流鼻血還與

下面幾個因素有關。一是，卡城比較乾燥

而且寒冷，寒導致收縮，血管內壓增高；

而燥容易使血管脆性加大。一遇春夏秋之

陽氣升發，容易鼓舞血熱妄行；二是飲食

因素。飲酒、飲咖啡、吃辛辣食物，少喝

水等均容易助體內陽熱或血熱；三是運動

損傷。特別是小孩，碰撞後，軟組織受損，

血管脆性加大，血管彈性變差，亦容易致流

鼻血。四是情志因素。

某些成年男士因肝火旺

盛，好發脾氣，或心火

旺盛，睡眠不佳而致內

火與季節之陽熱碰撞，

或再有飲食之陽熱火上澆油，而致流鼻血。

　　人們一般對流鼻血不予重視。這是因為

西醫沒有好辦法治療。因為止血藥僅管一兩

天。中醫觀察到，長期流鼻血，可致陰血虧，

陽氣亢盛，年老以後，是中風、高血壓的隱

患。不可不重視。

　　本人常用生地、側柏葉、小薊、梔子、

藕節等治療，療效較好。但個人用單方、偏

方亦可。像用糯米煮粥吃，白茅根煮茶飲，

地榆炭煎水喝；穴位按壓亦有效，像按揉腎

經的湧泉穴（在足底部，當足底前與中三分

之一的交界處），或揉肺經的尺澤（在肘橫

紋上，靠橈側）。因為腎主水，腎經的湧泉

穴可增水滅火，或引熱下行。但要按揉三百

次，每天兩次，一至二週。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看中醫或自己用單

方治療或用穴位按壓方式，均應調理飲食結

構，注意生活習慣。

老中醫專欄

者，才判斷為重鬱症。

現代醫學，認為憂鬱症與腦

部血清素（serotonin）、去甲基

腎上腺素（norepinephrine）、
多巴胺（dopamine）等單胺類

神經傳介物質活性降低有關。這

是現代醫學從微觀分子來探討憂

鬱症的病因。

從人體生理、心理的宏觀角

度來看，其實這些單胺類神經傳

介物質活性降低只是一種結果，

因為許多生理上的疾病及心理上

的調適不良，皆可能導致這些物

質的降低。

從中醫的角度來看，憂鬱症

秋季，大地由長夏的

悶熱向秋季涼爽、乾燥過

渡，草木枯黃、落葉，養

分內收，種子堅實。人們

的情志也隨著臟腑之氣的

變化而發生變化。

如何預防秋季憂鬱症？心理健康

性（負面），故在治療上應以補

氣、補陽為主，臨床上根據其症

狀的表現，再酌加疏肝理氣的

藥，讓鬱悶的情緒透過全身氣血

的流通而得到舒展；若氣鬱化

火，呈現煩躁、易怒、多夢的症

狀時，應再酌予清熱的藥物。

在食療上，「深海魚油」對

輕度到中度的憂鬱症及躁鬱症的

患者，可以改善其症狀，宜多加

食用。

另外，臨床研究顯示，運動

可以增強體力、放鬆精神、紓解

壓力，能幫助降低焦慮、憂鬱、

怒氣與敵意。

從中醫的角度來看，適度的

運動確實可以提升人體的正氣與

能量，自然容易遠離憂鬱症。至

於要選擇何種運動為佳？一般以

持續穩定且和緩的運動對身心健

康改善的效果最佳。

在運動量及頻率上，可以

每週進行 3 到 5 次，每次 30 分

鐘，但重點貴在「持之以恆」，

才能達到最佳效果。

文/吳國斌
（心醫堂中醫診所院長） 

患者所表現出來的症狀，如：胸

悶、心悸、便秘、腹瀉、疲累、

倦怠、睡太多、食慾減退、性慾

減退等症狀，都是中醫所謂「正

氣不足，氣虛為主」的病症。試

想，當一個人氣虛疲倦乏力嚴

重，難以自理生活及參與社交活

動時，自然容易情緒低落、焦

慮、沮喪、悲哀、悲觀、失去自

信，且容易有罪惡感、無助、無

望，甚至有自殺的意念；當一個

人氣血充足、精神體力旺盛時，

這些症狀自然減輕許多。

若以陰陽二分法來看憂鬱症

所表現出來的症狀，大部分屬陰

人的生命活動與自然界的

環境息息相關，肺屬金，五志

中的「悲」也屬金，四季中的

「秋」也屬金，所以在秋天（尤

其是秋雨連綿的日子）最易使

人產生悲傷的情感，許多憂鬱症

患者，容易感受到秋氣而症狀加

重。

憂鬱症在臨床上的 
5大表徵

1. 精神症狀：情緒低落、

焦慮、沮喪、悲哀、易怒等。

2. 思考症狀：悲觀、失去

自信、罪惡感、無助、無望，甚

至有自殺的意念等。

3. 自律神經症狀：胸悶、

心悸、便秘、腹瀉等。

4. 一般身體症狀：頭痛、

腰酸背痛、疲累、倦怠等。

5. 生理需求症狀：失眠或

睡太多、食慾減退或暴食、性慾

減退、性功能障礙等。

憂鬱的症狀已經嚴重到影響

生活，而且持續長達二週以上

經證實橄欖油的益處，包

括：增強免疫系統、增加骨密

度、預防心臟病、降低糖尿病風

險，但最重要的當屬其對大腦的

滋養作用。

降低抑鬱症風險

一項大型研究表明，用橄欖

油代替人工反式脂肪和高溫油

（卡諾拉、向日葵、大豆和紅花

油）後，受試者的憂鬱症發病

率減少了 50%。研究人員得出

結論，食用反式脂肪越多，抑鬱

症的風險就越高。

文/高新宇

橄欖油怎樣滋養大腦

地中海人是這個星球

上最健康和最長壽的人，

而橄欖油就是地中海飲食

中的主要組成部分，被普

遍認為是世界上最健康的

食物之一。

含有高濃度 
   大腦必需的維生素

資料表明，橄欖油是維生素

E 和維生素 K 的良好來源。

維生素 E 是一種有效的抗

氧化劑，有助於保護大腦免受自

由基的傷害，可以防止精神衰

飲食健康

弱，特別是在維生素C存在下，

能夠增強記憶能力，並顯著降低

阿茲海默症和癡呆的風險。此

外，維生素 E 還可以在中風後

通過重新分配大腦的血液供應來

減少中風對大腦的損傷。

維生素 K 主要存在於綠葉

蔬菜中，但如果沒有足夠的蔬

菜，那麼就可以從橄欖油中獲

得。維生素 K 有助於在年齡增

長的過程中繼續保持大腦的敏

銳，並提高大腦的反應速度；同

時它還可以提高對單詞的記憶

力，這是老年人的一個大問題。

維生素 K 被認為在預防阿茲海

默症發揮著重大作用，因為這些

患者經常被發現缺乏維生素 K。

是高保護性抗氧化劑

大腦需要大量的氧氣，占全

身總氧氣攝入量的 20%，所以

大腦很容易受到自由基引起的氧

化損傷。正如一個切開的蘋果會

變成紅色，大腦細胞也會受到這

種氧化而造成的損傷。

橄欖油中，一種稱為多酚

（polyphenols）的天然抗氧化劑

的含量特別高，還含有超過 30
種的酚類化合物，它們都是有效

的抗氧化劑和自由基清除劑，所

以橄欖油的健康益處主要是由於

其高水準的多酚含量。此外，多

酚類在保持瓶裝油新鮮方面也發

橄欖油

深海魚油可改善輕中度憂鬱症狀。

持續穩定且和緩的運動，可改

善身心健康。

揮重要作用。

能夠提高二種 
重要的腦化學物質

腦 源 性 神 經 營 養 因 數

（BDNF） 和 神 經 生 長 因 數

（NGF）都是能夠促進大腦功能

的重要腦化學物質，而橄欖油就

能夠提高這二種物質的水準。

BDNF 是一種能刺激新的

腦細胞形成的蛋白質，可以消除

壓力對大腦的負面影響，低水準

的 BDNF 與抑鬱症、阿茲海默

病有關。

NGF 則能夠促進負責傳輸

視覺和聲音等信息的神經細胞的

生長、修復和信號傳遞。

保護大腦 
免於退行性疾病

橄欖油中的單元不飽和脂肪

酸能夠增加老年人的記憶力和

其他年齡段人的認知功能。在

食用高橄欖油的地中海飲食之

後，阿茲海默症的風險降低了

40%，橄欖油含有高濃度的油

酸（Oleocanthal），可以穿過血

腦屏障，清除與阿茲海默症相關

的β- 澱粉樣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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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麗夫人您好：

我的名字是嘉慶，25 歲的男生，我

在國中因為一個事件，使得自己的個性變

得很孤僻，發生什麼不好的事都憋在心

裏，不願與他人相互交談，也使得我沒有

很多知心朋友，同時導致臉色也不好，引

起他人的反感，無論是家人、朋友、職場

上的同事都不喜歡我，連我自己都不喜歡

自己，認為自己不應該存在在這世上，甚

至有好幾次想尋死的念頭。

我真的很納悶也很疑惑，每次發生很

難過的事，總是會想起當初改變自己的

事件源頭，心中也會出現「如果沒有那個

事件，現在的我會是什麼樣的人？」的想

法，雖然短暫的快樂讓我稍微鬆懈一下，

但是人際上、職場上長期的壓力壓得我快

喘不過氣來了，我 25 歲卻被當成了小朋

友，我雖然明白自己的行為很幼稚，沒有

大人的樣子，但我確實很想努力改變自

己，我……該怎麼做才能敞開自己的心

胸，改變自己的個性呢？

嘉慶你好：

新的一年，我們要回顧與前瞻。回顧

過往的事情，是為了讓未來能夠朝更正確

的方向前行。但是，若因為一件往事，讓

自己變得日趨負面、退縮或關閉心門，久

而久之，會以為這就是自己，甚至認同這

樣消極的自己，也認同別人這樣看自己。

如果這件事情是關鍵，那麼，老天安

排它發生，肯定有它正面的意義和價值，

如果只單方面去詮釋，那會讓自己禁錮在

自我的成見中，無法以開闊的胸懷接納眼

前更多人生美好的風景，這樣就失去了經

驗給予我們的正面意義。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不論國中

發生的這件事情是別人對你造成的傷害，

還是你對別人造成傷害，都已經過去了，

至少經過十年，該淡釋的怨與恨也該一筆

勾銷了，讓他從心底悄悄退場，因為已經

消磨你太多的時光，殺死你太多的快樂細

胞。所以，請暫時擱置這件事情，用力想

念以前的自己，讓「短暫的快樂」持續發

酵升溫，回到你原有的容貌，並且告訴自

己，這才是真正的自己。

如果你自己都不喜歡自己，那麼怎能

奢望別人瞭解你呢？相反地，一旦你開始

認識自己，接納自己，喜歡自己，才會讓

自己散發出應有的特質。而後，有你在的

地方就有光，就會產生一連串不可思議的

化學變化，這也將有助於減輕你在人際

上、職場上的壓力。

由於在你的信中未能實際描述「一個

事件」、「行為很幼稚」..，僅能就以上

方向建議你，如果有需要進一步的協助，

可以諮詢相關心理專家或再度來信。最後

祝你，活出全新的自己，新的一年 ~~ 否

極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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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人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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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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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敞開心胸改變個性

曼麗小語：一旦你開始認識自己，接納自己，
喜歡自己，才會讓自己散發出應有的特質。而後，
有你在的地方就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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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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maha pianos,

first choice of:

Yamaha 
Performan
ce Rebate

EVERY PIANIST DESERVES TO
PERFORM ON THE BEST

St. John’s Music
Calgary & Area’s ONLY Yamaha Piano Dealer

www.stjohnsmusic.com 403 265-6300

VISIT ST. JOHN’SMUSIC 
AT OUR

NEW LOCATION700-58th Ave S.E.,
across from the
Blackfoot Inn.

U1 Upright Piano $500 Instant Rebate 
YUS5 Upright Piano $700 Instant Rebate 
GC1M Grand Piano $700 Instant Rebate 
C2x Grand Piano $1200 Instant Rebate 
C3x Grand Piano $1500 Instant Rebate

Yamaha Rebates on both New &
Used Grand, Upright & Digital Pianos.

FINANCING AVAILABLE O.A.C 溫馨提示
我們的新址：

卡城及周邊地區唯一雅馬哈代理

雅馬哈鋼琴返現大優惠

U1直立鋼琴   $500 即刻返現

YUS5直立鋼琴   $700即刻返現

GC1M三角鋼琴  $700 即刻返現

C2X三角鋼琴    $1200即刻返現

C3X三角鋼琴     $1500即刻返現

雅馬哈現金回贈活動包括全新和
二手的三角、直立及數字鋼琴

可辦理分期付款

Yamaha Rebates on both New & 
Used Grand, Upright & Digital Pianos. 

Yamaha pianos,
first choice of:

雅馬哈鋼琴返現大優惠

每位演奏者都配得上
在最好的鋼琴上彈奏

St. John’s Music

FINANCING AVAILABLE O.A.C

U1 Upright Piano                                      $500 Instant Rebate 

YUS5 Upright Piano                                  $700 Instant Rebate 

GC1M Grand Piano                                 $700 Instant Rebate

  C2x Grand Piano                                    $1200 Instant Rebate

C3x Grand Piano                                       $1500 Instant Rebate

www.stjohnsmusic.com (403) 265-6300

奧地利音樂家舒伯特（Franz Peter 
Schubert，1797-1828）是一個才華橫

溢，而且靈感豐富的作曲家，常常在短時

間之內就完成許多作品。

在他短暫的人生中，他的作品總數高

達一千兩百多首，其中約有六百五十首是

歌曲，也因此被譽為「歌曲之王」。

天才作曲家

舒伯特出生於一個貧苦的家庭，父親

是一位窮教員，但由於他的家人都非常喜

歡音樂，所以他自小就有接觸和學習音樂

的機會。當舒伯特只有九歲的時候，他的

彈奏樂器的能力就已超越他的父親和兄

長，充分展露出他在音樂這方面的才華。

據說，他在十歲的時候，就開始創

作一些在教堂表演的音樂，而且他還是

唱詩班的領唱！他十一歲進入皇家學校

(Imperial College, Konvikt) 攻讀音樂，

並擔任合唱團裡的高音部隊員。一直到舒

伯特十六歲時，1812 年 5 月，他的母親

去世。同年的 7 月，他因為變聲而不能

再演唱童聲高音才離開合唱團。

雖然這年是個多事的一年，但是，卻

也是讓他收穫很大的一年，因為舒伯特認

識了教堂的音樂指導者安東尼奧．薩列里

(Antonio Salieri)，之後就在他的門下學

習正規的作曲課程，從他身上他學到了和

聲和對位法。這段學習有三年時間。

這期間他創作了不少的傑作，包括：

F 大調彌撒曲、魔王、野玫瑰……等。雖

然他已經譜寫了相當多的歌曲，又完成了

六首交響曲，據說，他十六歲時便寫下了

第一首交響曲，但是他並沒有任何經濟支

援。透過他的朋友的幫忙，他在 1818 年

與 1824 年受聘於匈牙利，擔任公爵女兒

們的家庭教師。

畢生與貧苦相伴

舒伯特不喜歡教師的工作，他比較喜

歡隨興一點的生活，對於有社會地位、貴

族那樣的生活一點都不感興趣。他只要一

拿到薪水，馬上就呼朋引伴到咖啡廳去取

樂，在這當下，有時甚至因一時來了靈

感，而將樂曲寫在帳單的背面。

之後，舒伯特就在他父親的學校裡擔

任助理老師。一直到 1816 年，這幾年的

教師生活可以說是他一生中的黃金歲月，

因為在這期間他創作的作品大約有 400
首之多，其中包含了交響曲、一些歌劇、

彌撒曲、弦樂四重奏和三百多首歌曲。

1819 年，舒伯特到奧地利的鄉下旅

行，因為當時的愉快心情，他寫了一首活

潑的鋼琴五重奏《鱒魚》。之後又陸續的

出版了一些作品，1822 年，舒伯特得了

傳染病，這讓他在醫院度過了一段不算短

的痛苦日子。也因為如此，在 1822 年年

底，他創作了第八號交響曲《未完成》，

直到 1828 年 10 月他再次生病，後來在

11 月 19 日的下午去逝於維也納。這年他

才 31 歲。他的朋友和家人將他葬在貝多

芬的墓旁，墓碑上刻著一首格里爾帕策

(Grillparzer) 寫的詩：「死神在這裡埋藏

了音樂的瑰寶，甚至埋葬了更多美好的希

望。」（下文轉 C2）

舒伯特
漫談歌曲大王

「我的歌聲，穿過黑夜向你輕輕飛去，在那幽靜的小樹林裡，親愛的

我等待你⋯⋯」和這首舒伯特（Franz Peter Schubert）膾炙人口的《小
夜曲》一樣，許多原本看似平凡的詩作，經過舒伯特的巧思之後，立刻便

成為一首首令人朗朗上口的絕妙歌曲。

文 / 美慧

音樂
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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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歌曲大王 舒伯特
（上文接 C1）

從磨豆器中找到靈感

雖然舒伯特是個靈感豐富的

作曲家，但是，這樣的天才也會

遇到絞盡腦汁卻沒有創作思路的

情況。

有一次，舒伯特正構思著樂

曲，左思右想，總覺得就快完成

樂章，可是就是缺少點甚麼東

西。此時正好一個朋友去拜訪

他，舒伯特心想：「怎麼偏偏這

時候來，這不打斷我的靈感嗎？

好吧，先喝杯咖啡，曲子先擱著

吧。」

舒伯特搬出一個磨豆器，咖

啡豆倒在裡面，研磨起來。也許

是磨豆器過於老舊，舒伯特研磨

咖啡豆時，那磨豆器不斷的發出

深沉的「沙沙」聲，而且隨著他

手的律動發出來。

舒伯特開始時沒注意，突然

間，好像冥冥之中誰幫助他打開

思路的瓶頸似的，他停了下來，

興奮的說道：「有了，有了，我

的曲調可以完成了！」說著，舒

伯特馬上奔回桌旁，一下子就把

先前無法完成的曲子寫出來了。

據說這個曲調後來成了他《d 小

調四重奏曲》的主題。

令人懷念和欽佩的 
音樂家

舒伯特把他整個身心都獻給

了音樂。他用音樂傾訴自己的理

想、熱情，他用音樂傾訴自己的

憂鬱和哀嘆，他在音樂中得到了

慰藉，享受到了歡樂。他無論走

到哪裡，也不管在做什麼，他的

腦海裡總是跳躍著音符，構思著

樂曲。

舒伯特格外令人懷念和欽佩

的地方是，他的一生雖然在貧困

潦倒中度過，但是他的音樂卻沒

有任何悲傷的色彩，反而將活

潑、光明的樂曲帶給了人們，聽

他的音樂會給人一種很安詳和快

樂的感覺。

中秋節，是中國僅次於新年

的第二大傳統節日。中秋之夜，

古人把圓月視為團圓的象徵，因

此稱八月十五為「團圓節」。按

照中國的陰曆，八月為秋季的第

二個月，古時稱為仲秋，因此民

間稱為中秋，又稱秋夕、八月

節、八月半、月夕、月節。

日本

日本人是有過中秋的，不過

慶祝的方法及節日氣氛跟中國卻

有所不同。

與中國人在中秋節的時候吃

月餅不同，在日本，陰曆八月

十五中秋節被稱為「十五夜」或

「中秋名月」，是日本的一個傳

統節日，日本人在這一天同樣有

賞月的習俗，雖然日本在明治維

新後廢除了陰曆，改用陽曆，但

是現在日本各地仍保留著中秋賞

月的習俗，一些寺院和神社在中

秋節還是會舉辦專門的賞月會。

日本的賞月習俗來源於中

國，在 1000 多年前傳到日本

後，當地開始出現邊賞月邊舉行

宴會的風俗習慣，被稱為「觀月

宴」，日本人在賞月的時候吃江

米糰子，稱為「月見糰子」。由

於這個時期正值各種作物的收穫

季節，為了對自然的恩惠表示感

謝，所以舉行了各種慶祝活動。

南韓

南韓人稱中秋節為「秋夕」

或「感恩節」，中秋節這天，南

韓人有返鄉與父母團聚、向親戚

朋友送禮的習俗，所以他們亦稱

中秋節為「感恩節」。同時，這

天南韓人也會到景福宮、南韓民

俗村、國立民俗博物館、南山韓

屋村等地進行各種各樣的中秋民

俗活動，來迎接這重要的日子。

類似我國吃月餅的風俗，

車水及裕華園等地裝飾一新。入

夜時分，華燈初上，整個大街小

巷一片紅彤彤的景象，令人心動。

泰國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泰國人也

過「中秋節」。因為泰國是一個

華裔頗多的國家，受中國民間文

化影響很明顯，尤其在首都曼

谷，超過一半的人都有華人血

統，因此中秋節也是泰國人的重

要節日。不過，泰國華人的中秋

節和台灣不大相同，泰國人把

中秋節叫做「祈月節」。八月

十五，節日之夜，各家各戶，用

甘蔗紮成拱門，男女老少都要參

拜月亮。

柬埔寨

有一些柬埔寨人受到華人的

影響，他們仍然保留著中國過中

秋節的傳統，就是晚上一家人坐

在一起吃團圓飯，然後拜月亮、

吃月餅。柬埔寨人在佛曆十二月

舉行傳統的「拜月節」。這天清

晨，人們開始準備供月禮品，有

的採鮮花，有的挖木薯熬湯，有

的舂扁米，有的煮甘蔗水，一派

歡樂繁忙。

晚上，大家把供品放進托

盤，將托盤放在房前一張大席子

上，靜待明月東升。當月上樹梢

頭，人們虔心拜月，祈乞賜福。

拜畢，老人把扁米塞進孩子嘴

裡，直到塞滿不能咀嚼時方止，

這表示「圓圓滿滿」、「和和美

美」。

其他國家

伊 朗 稱 中 秋 為「麥 赫 爾

節」，這天是伊朗太陰曆七月

十六日。節日期間，人們都以品

嘗各種豐收果實為樂。非洲的麻

加爾各答島，居民稱中秋節為

「月圓節」。過「月圓節」時，

要在海灘上舉行盛大的「吹螺

會」，在歡樂中飲酒吃魚飯。

美 國 稱 中 秋 節 為「秋 月

節」。節日裡，每戶人家都要吃

葡萄、栗子、豆子等時鮮果品和

新製作的食品。此外，中秋節在

印度稱「明月節」；尼泊爾叫「德

賽節」；印尼稱「大月節」；老撾

呼「月福節」等等；馬來西亞、

菲律賓等地的華僑華人也過中

秋，雖說名目各異，但祭月、祈

月、賞月、團聚等風情基本一致。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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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哪些人
過中秋節

世界上

中秋頌

明月一年十二圓

嫦娥今夜最無眠

團圓普照人間暖

獨攬繁星添廣寒

文/李唐風 
圖/Thinkstock

南韓秋夕要吃松糕。秋夕前一

天，南韓人喜歡一家大小一起

做松糕。松糕的形狀有好幾

種，而最流行的是餃子形狀，

用新米磨成的皮，花生、紅

豆、栗子、大棗等材料做成的 
餡兒。

越南

每年中秋節期間，越南各地

都要舉行花燈節，並對花燈的設

計進行評比，優勝者將獲得獎

勵。另外，越南的一些地方還在

節日期間組織舞獅，常在陰曆八

月十四、十五兩晚進行。當地人

過節時或全家圍坐陽臺上、院子

裡，或舉家外出到野外，擺上月

餅、水果及其他各式點心，邊賞

月、邊品嘗美味的月餅。孩子們

則提著各種燈籠，成群結隊地盡

情嘻鬧。

與中國的中秋節有所不同，

越南的中秋節是兒童唱主角。市

場上口味各異的各式月餅、千姿

百態的花燈、五顏六色的兒童玩

具等節日食品、玩具應有盡有。

中秋節，首都河內的大小街道沿

街擺賣月餅的店鋪披紅掛綠，上

書「月餅」字樣的大紅燈籠高懸

在店前的醒目位置，各種品牌的

月餅擺滿了貨架。

新加坡

新加坡是一個華人占人口絕

大多數的國家，對於一年一度的

中秋佳節向來十分重視。對新加

坡的華人來說，中秋佳節是聯絡

感情、表示謝意的天賜良機。親

朋好友、商業夥伴之間相互饋贈

月餅，藉此表示問候與祝願。

新加坡是一個旅遊國家，中

秋佳節無疑是一個吸引遊客的絕

好機會。每年中秋臨近時，當地

著名的烏節路、新加坡河畔、牛

文 / 美慧

陰曆八月十五這天，中國人闔家團聚，賞月、吃月餅，歡度中秋佳節，是

中國民間的一個傳統節日。可是，你知道嗎？中秋節，這個跟月亮有關的日

子，並不只是華人的節日，也是日本、越南、朝鮮半島等地的傳統節日。

南韓

日本

新加坡

秋分，是二十四節氣中最重

要的八個節氣 ( 立春、春分、立

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

冬至 ) 之一。

這八個節氣標示出季節的轉

換，清楚地劃分出一年的四季。

《月令七十二侯解集》上曰：「分

者平也，此當九十日之半，故謂

之分。」「秋分」的意思有二：

一是太陽在這時到達黃徑 180
度，一天 24 小時晝夜均分，各

12 小時；二是按中國古代以立

春、立夏、立秋、立冬為四季開

始的季節劃分法，秋分日居秋季

90 天之中，平分了秋季。

秋分有三大指標－「雷聲

始收、蟄蟲坯戶、水始涸」，也

就是說，進入秋分，你不會再聽

到像夏天轟隆隆的雷聲；一些春

分出土活動的小蟲，在秋分過後

也會陸陸續續回到土裡，準備過

冬；此時天氣涼爽，水氣也不像

夏天時那麼充沛，將開始逐漸乾

涸，因此我們會覺得空氣越來越

乾燥了。

古代帝王的禮制中有春秋二

祭：春祭日，秋祭月。最初祭

月的日子在「秋分」這一天，後

來因為「秋分」在八月內每年不

同，這一天不一定有月亮，遂逐

漸約定俗成，將祭月的日子固定

在八月十五日。

學習步道

秋分
文/克文 圖/Thinkstock

「秋分」是二十四節氣

之一，每年9月23日前後（今
年是9月23日），太陽到達
黃經180°時開始。有句俗諺
「秋分瞑日對分」，它的意思

是：秋分這天是日夜等長，過

了這一天，白天就會越來越

短，夜晚會慢慢加長，天氣

也開始慢慢變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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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兩則故事講述了為民謀

福利獲得神仙護佑的事蹟。或許

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借鑒。

一、利益百姓 神仙敬重
張乖崖在成都做官時，夢見

自己被神仙招去。正在說話間，

忽然有人進來，向神仙報告：

「西門黃兼濟到！」當時便走進

來一位束髮道人。那位神仙，便

立即起身接待他，對他非常禮貌

恭敬。

第二天早晨，張乖崖派人

請「名叫黃兼濟的人」過來。黃

兼濟到來之後，張乖崖一看這個

人，完全是夢中所見到的那位束

髮道人。

張乖崖問他：「你有甚麼善

行？為甚麼神仙十分尊敬你？」

黃兼濟回答說：「我並沒有

甚麼大善行。只不過在麥熟時，

用平價收進，到第二年青黃不

接、百姓生活艱難時，就用平價

賣出。買進賣出，都是一樣的價

格，對我沒有甚麼損害，對百

姓就解除了危急，就是這樣罷

了。」

張乖崖聽後，不禁感嘆，連

忙讓屬僚扶他到座上，連連向他

行禮。

一個人做了好事，利益百

姓，神仙對他，都很尊敬。黃兼

濟的行為事蹟，可以廣泛地推

廣。大家都知道了「做好事能受

神仙尊敬」，就會有更多的人，

去仿效了！

二、碎碑雷擊 刻碑得子
唐代的著名醫學家孫思邈，

一生致力於醫學，著有《千金

方》、《千金翼方》等書傳於後世。

孫思邈曾經在無意之中，救

活了一條龍，後來由於龍的回

謝，使他得到了龍宮的藥方。他

用龍宮的藥方治病，效果很好，

便將此藥方編入《千金方》中，

刻碑，以傳後世。

當時，有個人知道了此事。

這人為了牟取暴利，便立即把剛

剛刻好的石碑，以官權霸占為己

有，拚命拓下（古代的一種複

製方法）來，準備將藥方印成

書賣，以致擊碎了石碑。很快，

天降暴雨，那個霸權自利者，便

被巨雷打死。

後來，有一位善良的人，自

己出錢，再次請原先的那個匠

人，重新刻了碑文。珍貴的《千

金方》，這才得以傳之後世。

這位善良濟世的人，夜裡夢

見孫思邈對他說：「你本來命中

無子。因為刻了《千金方》，當

得貴子。」不久，他的妻子果然

懷孕，生了一個兒子，長大後，

成為大貴人。碎碑的人，只想著

專橫霸道，自私自利；刻碑的

人，只想著濟世利人。其結果

是：只知道自利的人，他何嘗得

到利益；只想利益他人的人，他

自己何嘗沒有得到利益呢？

（以上均據清代《安士全

書》）

The  fo l lowing  two  shor t 
stories describe situations where 
actions taken to benefit people 
impressed the gods.

A Man That Did Good Deeds  
Earned a Deity's Respect
Zhang Guaiya (946 – 1015 

AD) was a Chengdu City official. 
One night he dreamt that a deity 
summoned him. While they were 
ta lking,  someone del ivered a 
message to the deity, “Mr. Huang 
Jianji from the West Gate has 
arrived.” Then a person wearing 
Taoist clothes entered the room. 

The deity immediately greeted him 
with great respect.

The next morning, Zhang 
Guaiya dispatched subordinates to 
invite people named Huang Jianji 
to his office. When Huang arrived, 
Zhang realized that this person was 
exactly the same man he had seen 
in his dream. He asked Huang, 
“What good deeds have you done? 
Why would a deity respect you so 
much?”

Huang responded, “I haven't 
done any really great deed. I just 
bought wheat at the regular price 
when it was ripe. I then sold it at 
the original price to people the 
following year when the harvest 
was poor. I sold it for the same 
price that I bought it. I lost nothing 
by doing so, but it solved a crisis 
for other people.” After hearing 
what Huang Jianji said, Zhang 
Guaiya sighed. He quickly asked 

his staff to help Huang to a seat 
before bowing to him deeply.

“A deity will respect a person 
who does things to benefit the 
population. We should widely 
promote Huang Jianji’s action. 
When people know that doing good 
deeds will earn the deities' respect, 
more people will follow suit.”

A Selfish Man Was Killed by 
Thunder; A Kind Man Was Re-

warded with a Son

Sun Simiao (581 – 682 AD), 
one of the most famous doctors 
in Chinese history, lived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He devoted his 
whole life to medicine. He authored 
many books, including Qian Jin 
Fang and Qian Jin Yi Fang. These 
books have been passed down 
through the generations.

Sun once unintent ional ly 
saved the life of a dragon. To repay 

Sun's kindness, the dragon offered 
him a medical prescription used in 
the Dragon Palace. Sun applied it in 
his medical practice and it worked 
very well. Thus, he compiled it 
into his book, Qian Jin Fang, and 
engraved it on a stone tablet to pass 
on to later generations.

At that time, another person 
heard about this. To reap huge 
profits, he used his official authority 
to seize the just-completed tablet. 
He copied the ancient prescription 
inscribed on the stone in order to 
produce and sell it in books. When 
he was finished, he destroyed the 
stone. Soon after that, the skies 
turned dark and a rainstorm began. 
The selfish man who abused his 
power was struck and killed by a 
large burst of lightning.

Later, a kind-hearted person 
hired the original craftsman with 
his own money to re-inscribe 

the prescription on another stone 
tablet. This is how the precious 
prescription was passed on to later 
generations.

 One night, this kind man had 
a dream. Sun Simiao told him in 
the dream, “Supposedly, you are 
predestined to have no son. Because 
of your good deed, a distinguished 
son will be bestowed upon you.” 
Not long after this dream, his wife 
became pregnant and gave birth to a 
boy. His son became a magnificent 
person when he grew up.

T h e  s e l f i s h  p e r s o n  w h o 
crushed the engraved stone only 
thought of his own self-interest, 
while the altruistic person who re-
inscribed the prescription only 
thought of  others.  Ironical ly, 
the selfish person ended up with 
no th ing  and  the  k ind  person 
unexpectedly benefited from his 
own good deed.

利益百姓 神仙敬重

Doing Good Deeds Earns Deity's Respect

藥
王
孫
思
邈

人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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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思邈，541年或581年－682
年，唐朝京兆華原（現陝西耀
縣）人，是著名的醫師與道士。
他是中國乃至世界史上著名的醫
學家和藥物學家，被譽為藥王；
宋朝被追封為妙應真人，道教尊
其為天醫妙應廣援善濟真君；許
多華人奉之為醫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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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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回

喜訊傳來舉家忙碌 
良玉進山兄妹重逢

第二天日照三竿，陽光灑滿

半間屋子，大嫂才從夢中驚醒，

連忙起床，向廚房走去。院內靜

悄悄，大嫂輕手輕腳剛進廚房，

只聽大門「吱呀」一聲，只見乾

爹手中拿個信封，喜孜孜地大

步流星地進了院子，邊走邊嚷：

「喜事！喜事！大喜事！」一看

院內鴉雀無聲，連忙住了口。

大嫂說：「這一陣子，大家都累

了，今天讓他們都飽飽地睡個

懶覺。」「原來如此，我早該料

到的，太高興了，竟忘記了。」

乾爹說。大嫂問：「什麼喜事

啊？」「良玉要來了！」「您是

說，青兒的哥哥要從蘇州到咱們

家了？」「是啊！」儘管兩人壓

低了嗓門，人們還是聽到了，都

擁到院子裡。尤其黛玉更是從樓

上「飛」了下來，見了乾爹，匆

忙行個禮，奪過來信封，抽出信

箋，讀完後，眼圈紅了。大嫂

說：「兄妹團圓，大喜事，哭個

什麼？走走，到屋裡說去。」

眾人進了客廳，乾爹說：

「懷玉送良玉來，他們明日到。」

黛玉明明心裏高興，可是眼淚

硬是止不住。寶玉在旁小聲勸

慰。大嫂說：「只有今天了，咱

們要好好準備一下。不知是暫

住，還是長住？」黛玉說：「信

中說了，他要參加春天的科考，

現在是十月，看來起碼要住幾

個月了。」「那好！樓上正好一

排房子空著，咱們打掃幾間。小

四，小翠，杏花，你們幾個今

天專門負責收拾打掃。」小翠聽

說，拉著杏花就要往樓上跑。大

嫂說：「真是個急脾氣，吃過早

飯再去。」小翠笑著說：「我只

顧高興，連吃飯也忘了。」接著

問：「大姑！我這個叔叔長什麼

樣？有沒有我大姑父美？」秉義

說：「大姑父這模樣，天下能有

幾個？誰能跟他比？」

吃過早飯，三個孩子跟著

媽媽上了樓。小四一口氣拎了

幾桶清水，擺在門口。小翠，

杏花，拿著掃把、抹布小木盆

熱火朝天地幹了起來。傍晚，

大嫂喊著黛玉、紫娟：「走！

看看這幾個小家夥幹得怎麼

樣？」三人進屋一看，只見桌明

几淨，器皿光亮，地上一塵不

染。大嫂說：「幹得不錯！」黛

玉說：「要好好獎勵！」小翠忙

問：「獎什麼？」黛玉想了一下

說：「小翠、杏花每人金耳環一

副，秉智玉珮一枚。」「什麼是

玉珮？」秉智問。「就是你玉叔

掛在腰間的那種飾物。」紫娟

說。「我下地幹活，不穿長袍，

用不著那個。」紫娟說：「那好，

我暫且替你保管，到你穿長袍

的時候，我親自給你掛上。可

好？」「好！好！」秉智高興地

拍手。大嫂說：「幾個小東西

就做這點事，就給這麼重的獎

賞，這幾年我每天給你們做好

吃的，把你們養得鮮花似的，

也不獎點什麼？」黛玉笑著說：

「我以後給你蓋一座金屋。」「那

不是金屋藏嬌嗎？我可不願藏

在那金屋子裡，只要能看到你

們都過得好，就是對我最大的

獎賞了。」紫娟喜得情不自禁地

抱著大嫂的脖子：「大嫂真好！

是天下最好的嫂子，我要是皇

上，我就送給你一塊金匾，上

面寫著……」「寫什麼？」大嫂

問。「天下第一嫂！」紫黛齊聲

說。

大家說笑著進了裡間，大

嫂說：「這床上的帳子，被褥，

枕頭一律要換新的。黛玉結婚

時，還餘下十幾套。紫娟，你

撿兩套素淨些的拿來換上。」忽

然紫娟在外間驚呼：「啊！太好

看了，你們都來看。」紫娟指著

窗外。黛玉一看，只見遠山，

近水，田野，農舍……盡收眼

底。不由感慨：「坐在這窗前，

望著這遼闊、壯美的景色，藉著

這山、川的靈氣，寫起文章來，

肯定也是氣勢磅礡，雄渾豪放。

太好了！」三人又看了一遍，見

一切妥貼，才走出房門。小翠

說：「旁邊還有一間房，你們還

沒看。」「那是備用的，就不看

了，相信你們，一定打掃得很乾

淨。我還要忙著準備吃的呢！」

黛玉忙說：「大嫂，您就別忙

了，我哥什麼好東西沒吃過。你

就只把咱家自種的青菜炒兩盤，

再把你醃製的小菜擺幾樣，保管

他喜歡的不得了。」「還有去年

咱家晒的乾豆角，乾茄子，做

兩樣就足夠了。」紫娟說。「那

好！」大嫂急忙下了樓。

次日，眾人吃了午飯，坐在

廳內喝茶閒話。忽聽大門外，小

三，小四齊呼：「來了，來了！」

眾人連忙出屋，忽見兩位翩翩公

子，後面跟著一個小僮走進了院

子。只見兩位公子氣宇軒昂，英

俊瀟灑，猛一望去，兩人眉宇五

官竟有些相似。那位年輕些的，

個子略高的公子更是面如冠玉，

睛似寒星。一襲深藍綢袍，腰間

束著緞帶，佩著一把寶劍，更顯

身材秀挺，儒雅俊美。黛玉一眼

認出了良玉。良玉早看到，眾人

之中，一位美若仙子的女子，肯

定是妹妹。兩人搶前一步，拉

著手，淚眼相望，接著抱頭痛

哭。周圍的人也滴下淚來。大嫂

說：「別盡站在院子裡，進屋慢

慢說話吧。」眾人才進入客廳。

乾爹對黛玉說：「那就是你懷玉

哥哥，這屋子裡的人只有你沒見

過他。」倆人互相施禮。黛玉擦

乾眼淚，對良玉說：「這是咱們

的姑奶奶，這是咱們的乾爹、乾

娘。」良玉連忙跪在地上，給三

位老人磕頭，並說：「感謝你們

不辭勞苦，殫心竭慮，為我妹找

藥，熬藥，治好了她的宿疾，這

再造之恩，永記在心。」黛玉又

說：「這是咱們的大哥大嫂。」

良玉又要行大禮，二人止住了。

良玉說：「感謝大哥大嫂在我妹

走投無路之際，收留了她，給她

一個溫暖的家，又悉心照料她，

這大恩大德，良玉銘記在心。」

黛玉又指了一群孩子說：「這

是幾個侄子、侄女！」良玉說：

「感謝這幾個可愛的侄子們，

給了她歡樂。」小翠說：「還沒

有說完呢。」「還有誰？」黛玉

問。「兩個最要緊的人。」黛玉

說：「這是吾妹紫娟。」良玉連

忙向紫娟行禮，並說：「感謝賢

妹，不離不棄，生死相陪。」黛

玉說：「這是寶玉。」小翠望著

黛玉說：「寶玉是你什麼人？這

位叔叔不知道啊！」黛玉紅著

臉，推了小翠一把，說：「他是

我的夫君。」良玉，寶玉互相對

視良久，兩人情不自禁擁抱起

來。眾人都笑了。大嫂笑著說：

「良玉拜了一大圈，感謝說了一

大籮筐，都把我聽暈了。要說

謝，我倒要謝謝妹妹，妹妹給我

們一個普通農家帶來了富裕，帶

來了歡樂。幾個孩子常說，自從

姑姑來了，每天都像過年。」乾

爹說：「這謝來謝去的，沒完沒

了。都是一家人，以後就不要再

言謝了。」這時，忽聽小翠又喊

起來：「還沒謝完呢，這裡還有

個小哥哥呢。」這時眾人都向小

僮望去，良玉給小僮使個眼色。

小僮走到中間說：「我叫冬兒，

是冬天生的，今年十五歲，我是

我們家少爺外出跟班的，請以後

多多關照。我謝謝在座的爺爺、

奶奶、老姑奶奶、叔叔、嬸嬸、

姑姑、哥哥、姐姐對我女主子的

關照。我這位姑姑，雖然今天第

一次見到，可我耳中早聽得生繭

子了。林府上上下下都知道，京

城內還有一位女主子。」說完大

家都笑了。大嫂一把拉過來，撫

著他的頭：「好清秀，機靈的孩

子！」

杏花，小翠又忙著為大家

倒上滾熱的香茶，眾人邊喝邊

聊。大嫂說：「昨兒一見到信，

青兒就不斷流淚。」懷玉接著

說：「真是一家人，心有靈犀，

這位良弟也是，下了船直奔我

家，聽說賈府出事，妹妹流落在

鄉下，現又到了深山，就一直淚

流不止。不斷說，妹妹從小身體

嬌弱，這鄉下怎能受得了，這深

山老林就更苦了。我一再說，不

要把鄉下想得那麼苦，妹妹說不

定比在賈府還開心呢，他硬是

不信。你看，你這妹妹容光煥

發，光彩照人，再看這穿的，

戴的，像是個受苦的嗎？」良玉

又上上下下仔細打量黛玉，說：

「是的，想不到妹妹如此健旺，

遇到這滿屋子親人，妹妹真是三

生有幸，我代表林府上下再表感

謝。」乾娘說：「剛說不許再言

謝，怎麼又謝起來了，該罰。」

「罰什麼？」「罰酒。」大嫂說，

「光顧說話，竟忘吃飯了。飯菜

都涼了，快入席吧。」小翠說：

「這麼早就吃晚飯嗎？」大嫂說：

「邊吃邊聊吧。」

餐廳兩張八仙桌上，早擺滿

了飯菜。正好男人一桌，女人一

桌。大嫂說：「城裡大戶人家男

女吃飯也分開，說是男女要互相

迴避，咱們鄉下人恰恰相反，就

是要一家子坐在一起吃飯，親

親熱熱，紅紅火火。」秉義說：

「莊戶人家就那兩、三間草房，

男女怎麼迴避。」眾人邊吃邊

聊，小翠說：「大姑常說，要入

鄉隨俗，這裡的人，每天中午，

男人們從田裡回來，吃過午飯，

大家就聚在村頭井臺邊，槐樹

下，男女老少說說笑笑，可熱鬧

了，可好玩了。沒聽說什麼男女

迴避。」良玉聽了，來了興趣，

說：「小翠，你明日中午，帶我

們去看看好嗎？」「好啊！」懷

玉、寶玉也說要去。懷玉、良玉

吃得津津有味。大嫂問：「吃得

慣嗎？」良玉說：「大嫂的菜獨

具特色，好些菜我從來沒吃過，

太好吃了。」

吃完飯，眾人又到廳裡喝了

茶。眾人都知趣地離開，好讓良

玉兄妹單獨說說話。兩人對桌而

坐。黛玉說：「真沒想到這麼快

就能見到哥哥。我那時太想家

了，就試著寫了三封信，沒抱

任何希望。沒承想這麼快您就

來了。」「哪裡快？當時師父進

山，捎信讓我去，這一去就是八

個月。回家時才看到你的三封

信，仔細讀來，竟一字未提賈

府，而且要我往柳家回信，好生

奇怪。去找母親，母親讀了信，

也是納悶。母親說：『難道賈府

出了事？』這句話提醒了我。可

是京城離蘇州千里之遙，如何馬

上能得到消息。我說：『賈家是

豪門望族，賈家的千金又曾貴為

妃子，賈家若出事，邸報上會有

消息的，快找邸報。』母子二人

連忙找邸報，一看，賈府確實出

了事，說賈府的人皆已雲散：有

的坐牢，有的流放，有的為官宦

人家當奴僕，有的被賣……看到

這裡，我和母親五內俱焚，相對

哭泣，我悔恨萬分，早知如此，

前幾年就該把妹妹接回家的。我

母親更是痛悔不已，邊哭邊說：

『都怪我，你當初原是要接妹妹

的，我當時想，妹妹當時才八、

九歲，京城裡有外祖母疼愛，又

有幾位舅舅、舅媽，更有眾多姐

妹相陪。不如讓你發奮讀幾年

書，進京求得功名，那時風風光

光地把妹妹帶回來。本是好意，

沒想到竟害了她。現在在柳家，

是被賣，還是當了奴僕？……』

母親捶胸頓足。母親說：『快到

京城去吧！快去救你妹妹！不管

花多少錢，就是把家產全部變賣

了，也要贖回你妹妹。』第二天

我就匆忙上了路，懷玉讓我歇一

天，到京城逛逛，我哪有心情，

第二天硬逼著懷玉送我進山。」

黛玉聽到這裡，抓著哥哥的手，

早已是淚流滿面。黛玉說：「感

謝上天，讓我們兄妹重逢！」良

玉問：「你怎麼流落到鄉下，又

進了山裡？」黛玉說：「我的事，

以後慢慢告訴你。你先說說家裡

的事吧。」（待續）

文/黃靚  畫/清 孫溫

黛
玉
後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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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飾的特殊風水作用

整版圖片：FOTOLIA

慈悲善念
改變了命運

【看中國訊】肯尼亞少年約

翰 ‧ 蘇奧（John Thuo）幼時曾

隨母親流落街頭，母親過世後，他

被交給了父親和繼母。由於受到虐

待，他只好流落到錫卡港的街頭以

乞討為生。小小的個頭，髒破的衣

衫，餓瘦的臉龐，讓他和別的流浪

兒童一樣，常常被人欺侮。

巧遇的機緣

這天，當約翰來到一輛車旁，

想上前乞討，當車窗打開時，他看

見一位戴墨鏡的年輕女士幾乎是被

固定在前座上，周身是管子和儀

器。他問，這些機器和管子是做甚

麼用的？車上這位女士格拉迪斯

（Gladys Kamande）解釋說，她

因為生病動了幾次手術，手術後昏

迷了半年，醒來時卻失明了，而且

現在又因別的病必須依賴氧氣瓶才

能活，醫生還告訴她，她的一根心

臟血管也破裂了，需要動手術。

雖然知道在印度可以接受重建

肺部和視神經的手術，但 700 萬

先令（合 8 萬美元）的花費卻不

是她所能負擔的。約翰聽了忍不住

將手上剛乞討到的 20 先令遞給了

她，並對她說我可以去幫妳做些家

務事。同時約翰也把他自己的故事

說給格拉迪斯聽，她靜靜聽完後。

隔著車門她握起約翰的手，說我們

一起來向上天祈禱吧！這時，一種

深深的感動湧上約翰的心頭，他的

淚水止不住的流個不停，這整個過

程被定格在了一組手機照片中。

獲得多方捐助

當這組照片被傳上網後產生的

震盪，讓約翰和格拉迪斯的生活發

生了巨大改變。網民們自主發起募

款活動，希望能幫助格拉迪斯和

約翰。肯尼亞首都內羅畢的參議

員麥可‧索科（Mike Sonko）與

非洲阿非卡電台主持人恩僑羅格

（Njogu Njoroge）先後在臉書分

享這則故事，幫格拉迪斯募款，支

付其治療費用。短短四天內，湧入

的捐款就達到 8 萬美元。當募款

者想把錢分給約翰時，他卻一毛錢

都不要，希望將這筆錢全都給格拉

迪斯，讓她能去印度接受治療。約

翰在慈善組織的幫助下得到了妥善

的照顧，他也開始全心專注地照顧

這位格拉迪斯「媽媽」的起居。

圓滿的結局

令人欣慰的是，格拉迪斯手術

後不但恢復了視力，而且告別了輪

椅和氧氣瓶，完全恢復了健康。

2016 年的 12 月一位名叫尼

西 ‧ 萬布谷（Nissy Wambugu）
的女士收養了約翰，將負擔他完成

小學和中學教育的學費。約翰的慈

悲善念具有改變生命的力量，不僅

幫助了格拉迪斯，也讓他擁有了愛

他的第三位媽媽。

房子裝修是每個家庭的大事，燈具的

選擇是裝修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針對不

同的空間、燈光的使用情況下，所選擇的

燈飾不能一概而論。不合理的燈光不僅會

給我們帶來不良的感受，同時還會對我們

的視力造成嚴重的傷害。

根據功能需求選擇光照度

照明的光線不能太暗，但也不是越亮

越好。過亮的光線可以改變大腦生物鐘，

影響人睡眠。長時間工作在這種光照環境

下，人的眼睛容易疲勞。如果燈、窗口或

其他區域的亮度比室內一般環境的亮度高

得多，就會產生令人不舒適的眩光，損害

視覺功能，所以室內照明必須避免或減少

眩光的干擾。

燈飾的數量

家中燈的數目以單數為佳，但在射燈

平排照射時，應注意不要用三盞燈並列，

以免類似於三支香，形成不好的寓意，特

別是大門、公司的招牌，不適宜 3 盞燈

直射同一方向，只要 3 盞燈照射的方向

不同便沒有問題。

如何選擇適合的燈飾

各個房間的功能不同，所選燈飾也就

有所不同。風水理論講究「明廳暗室」，

說的是客廳的光線要明亮，而臥室的光

線則要暗一些。

客廳

客廳的燈光要充足，太暗淡的燈光會

影響主人的事業發展。客廳天花板的燈具

選擇很重要，最好是用圓形的吊燈或吸頂

燈，因為圓形有處事圓滿的寓意。

客廳的燈光顏色應該是明亮的，燈

光均勻的撒在客廳中。有些缺乏陽光照

射的客廳，室內昏暗不明，久處其中容

易情緒低落。這種情況最好是在天花板

的四邊木槽中暗藏日光燈來加以補光，

這樣的光線從天花板折射出來，柔和而

不刺眼。如果客廳面積較大可採用燈光

來解決區域劃分，餐桌上運用暖色吊燈

營造溫馨的用餐氣氛，沙發旁可放一調光

式落地燈，展示架上可安裝幾個小射燈。

臥室

臥室是讓身心得到休息的地方，營造

溫馨、寧靜的照明氣氛為主。燈具的安裝

位置要避免有眩光刺激眼睛。低照度、低

色溫的光線可以起到促進睡眠的作用。小

夜燈建議設置在床邊的兩側，不會讓人太

過清醒，也避免影響到家人的休息。

廚房

宜採用冷色調白光燈，吸頂燈及嵌入

式燈具較適合，因為廚房要烹飪食物，會

用到火，為了保持廚房的陰陽平衡，廚房

燈光顏色就要選擇冷色調的，和廚房內的

火相平衡。

浴室

浴室是每天洗洗刷刷的地方，需要

明亮的照明環境，這裡也是能夠享受一

個人的寧靜時刻的地方，燈光可以柔和 
溫暖。

另外，需要照顧到夜晚上廁所時不影

響睡眠的適當光亮，因此需要設置有可調

性的照明組合方式。

◎文︱榮川

玄關

玄關的燈光顏色應該特別明亮，因為

玄關是房屋的入氣口， 一定要保持燈光明

亮， 玄關的燈具可以選擇射燈、筒燈和吸

頂燈，只要能保持充足的光線即可。

陽台

如果陽台空間大，可以在陽台上設置

魚池或水池。除了安裝明亮的吸頂燈或戶

外燈式的壁燈外，還可以在水池內安裝一

支藍光的水族燈管，幫助增加財運。

家居燈飾的風水知識

　　黃色的五行屬土，而從五行相生的

而角度來說，土生金，這也就決定了黃

色燈的招財寓意。所以很多人喜歡在家

中安裝一盞黃色的燈，為的就是招財。

招財

　　臥室中適中的燈光增加浪漫情調，

溫馨氣氛，對夫妻感情有促進的作用。

增進夫妻感情

　　粉色的水晶有招桃花的功效，粉色

水晶吊燈的燈光，更可提振能量，發揮

雙重功效。

招桃花

　　現代戶型中存在著不可避免的缺角

問題，有的戶型缺角嚴重，對居住者的

運勢形成嚴重影響，在家居「缺角」處，

安裝明亮燈具可起到填充「缺角」之效。

填充缺角

　　化解不良磁場，家中陰暗、潮濕的

長廊，很容易產生陰森森的感覺，用一

盞長明的紅燈，可以降低其不良磁場。

化煞作用

選擇燈具的時候，一個

設計感強的燈飾不僅能夠提

升家的質感，還可產生好的

磁場，不僅讓居住其中的人

感覺舒適，還會為家庭帶來

幸福感哦！

政府註冊公司
持牌水電技師

高級專業土木工程師

InnoFlex Engineering LTD  敬請聯繫：粵/英語（403）992-4397   國語 （403）890-5008  info@innoflexeng.com   www.innoflexeng.com    

您知道嗎？

-申報修改您住宅的類型，將有助於提高房屋價值。

-提升房屋價值的途徑包括房屋修葺、升級。

-從2018年起卡城絕大多數房屋可獲市政府批准加建後院屋（車庫房）

成為出租屋。您可擴大自住面積或增加租金收入！

  免費報價及檢測

大小工程不限  我們提供以下服務：

專業繪製
室內工程設計圖

包括：商業建築 民宅 
自建屋 地下室 
結構檢測調整
移除承重牆 

車庫第二套房圖 
製作3D模型圖

確保合乎市政府規範

申辦合法第二套房圖
申請更改土地使用類型

各類結構工程申請

設計
繪圖

代客
申請

房屋增值？我們幫您！

創穎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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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家人不滿意

我們之前提到的這位日本媽

媽有三個兒子，所有在育兒中經

歷過的煎熬、煩惱、委屈和鬱

悶，她都曾親身體會過。如果不

是在繪本教育中學會轉變觀念，

思考如何「好好地給孩子讀繪

本」，她也永遠無法擺脫育兒的

煩惱。

她說：「其實不僅僅是給孩

子讀繪本這一件事，我有一天突

然明白，並非拚命地、好好地、

認真地幹完了所有的育兒和家務

工作，就會獲得丈夫和孩子的認

可，讓他們感到滿意。原因在

於，我們這些媽媽只執著於如何

按自己原先固有的觀念，用必須

遵照、不能改變的標準和方式來

完成每天的家務和育兒工作。我

們從未想過自己的標準和工作方

式，能否讓丈夫和孩子滿意，如

果我們做事只限於自己的標準和

一廂情願的做法，必然處處艱

辛、勞心勞力還不得人心。」

自從她在繪本教育中學會了

改變自己的觀念，懂得了站在孩

子的角度去考慮問題，使她的育

兒和家務工作轉變成了愉快與自

在，並使自己鬱悶的心獲得了徹

底的解脫。

主婦的生活常態

回想從前，她說，每天早上

把丈夫送出門後，要完成打掃衛

生、洗衣、晾衣等工作。之後，

還可能要去銀行或出門買東西，

所以完全不去想孩子會發生甚麼

事情、會有甚麼要求。這樣就會

使得一切都非常被動，如果孩子

有一點點的事情發生，打亂了自

己的安排和計畫，馬上就會非常

地心急和焦慮。

然而，當自己經常陷入這種

生活常態時，根本無法有餘地去

思考自己到底哪裡出了問題。往

往我們自己計畫得很好，孩子卻

不會讓妳如意。當妳正在忙於掃

地或洗衣，孩子就來哭鬧要上公

園玩，或者拿著一本繪本，催妳

趕緊給他讀。這時妳會覺得很煩

躁，不耐煩地提高了嗓門教訓

道 :「等我洗完衣服再去公園，

不是早就跟你說過了嗎 ?」
再加上孩子夜裡的哭鬧，媽

媽會睡眠不足；整天跟孩子待在

一起，自己要做的事總也做不

了；處處不隨心，丈夫還不滿

意，不免日積月累，得了嚴重的

抑鬱症。

如何改變觀念

有一天，孩子又來催她去公

園，她突然想到：我為何要這般

煩惱？天天如此，真的不對勁。

掃地、洗衣真的比孩子上公園得

到快樂更重要嗎 ? 孩子們固然不

懂事，但是他們還小，沒人陪著

很是無聊，我為何不先顧及孩子

的需要呢 ? 何況不改變做法，每

天焦慮不安的情形也不會改變，

也就自己一個人感到焦慮，甚至

孩子也跟著被罵，也不會好過，

我為何不能像閱讀繪本那樣，改

變一下以前的做法和方式呢？

於是她突然下了決心馬上放

下手中的吸塵器，答應了孩子。 
結果，孩子們非常開心，主 
動去準備在公園用的玩具，然後

一臉的笑容站在家門前等著媽

媽。看著孩子的笑臉，她突然明

白這就是她要的幸福啊！自己自

然變得心情愉快了。

之後她總能事先考慮孩子的

事情，以孩子的快樂為先。她即

使正在做飯也能馬上放下，陪孩

子讀繪本；孩子要出門，她甚至

能馬上做出飯糰，以最快的速度 
領著孩子出門。於是，孩子的哭 

千字文
坐 朝 問 道

垂 拱 平 章
解釋

坐：端坐。

朝：朝堂，帝王聽政的地

方。

問：請教。

道：道理。

垂：由上往下。

拱：兩手合抱。

垂拱：垂著衣袖，拱著雙

手。表示無為而治的樣子。

平：治理。

章：彰明。

平章：治理政事有條不紊。

譯文參考
這些英明而又賢德的君主，

端坐在朝廷之上，與群臣們討論

著如何能讓百姓安居樂業的道

理。並用道德來感化群臣，讓他

們奉公守法、愛護百姓，所以君

王們能拱著雙手，垂著衣袖，用

很從容的態度把國家治理的有條

不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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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稱「詩史」。

詩風沉鬱，與李白同為唐代第一

流詩人，合稱「李杜」。

(1) 九日藍田會飲：指九月

九日重陽節在藍田 ( 今陜西省長

安縣東南 ) 崔氏莊與友人會飲。

(2) 自寬：自己寬慰自己。

(3) 羞：難為情的樣子。

(4) 吹帽：典出《晉書 ‧ 桓

溫傳》。指晉人孟嘉擔任桓溫征

西參軍，九月九日隨桓溫登龍

山，當時僚佐都穿戎裝，剛好一

陣大風吹起，將孟嘉的帽子吹

落，可是孟嘉沒有感覺到。等孟

嘉去如廁的時候，桓溫便命人作

文嘲笑他，並放在他的椅子上。

孟嘉回來看到之後，立即作文回

應，據說文情並茂，因此「孟嘉

落帽」便成為文壇佳話，可惜這

篇文章沒有流傳下來。

(5) 笑倩：笑著請人代為做

事。

(6) 正冠：把帽子扶正。

(7) 藍水：溪名。又稱藍

溪。源自陜西省商縣西北的秦

嶺，因流入藍田縣而得名。

(8) 玉山：即藍田山，因產

玉又名玉山。在驪山的南邊。

(9) 茱萸：香草名。古代風

俗，重陽節要佩帶茱萸，以避邪

袪災。

年華漸老，對秋景更生悲，

還是勉強寬慰自己。到了重九，

興緻來了，一定要和友人盡情歡

樂。吹落的帽子重新戴在又短又

少的頭發上，讓我有些難以為

情，只好笑著請旁邊的人幫忙把

帽子戴正。

藍溪的水，是遙遠的千百條

澗水匯聚而成的，藍田山高聳入

雲，同時也是兩座寒冷的山峰之

一。不知道明年的這個聚會還有

幾人健在呢？雖已醉眼朦朧，卻

仍盯住手中茱萸仔細端詳。

這裡用「孟嘉落帽」的典

故。孟嘉為桓溫參軍，杜甫曾授

率府參軍，此處以孟嘉自比，合

乎身分。然而孟嘉落帽顯出名士

風流蘊藉之態，而杜甫此時心境

不同，他怕落帽，顯露出他的蕭

蕭短髮，反讓人正冠，顯出別是

一番滋味。 

zuò cháo wèn dào

chuí gǒng píng zhāng

拾
肆

在日本，人們經常用育

兒憂鬱症來描述育兒媽媽

內心的煩惱和痛苦。因為孩

子的出生，原先的生活模式

完全被打亂，經常是睡眠不

足、身心俱疲，但換來的卻

是丈夫的埋怨和孩子沒完沒

了的哭鬧，甚至家庭出現了

離婚的危機。這時候，如果

改變固有的觀念，疲憊不堪

的育兒生活就會完全改變。

改變觀念 主婦持家游刃有餘
文 / 劉如 鬧少了、笑臉多了，自己也覺得 

高興，感到自己有價值了，臉上

自然也是笑意常在。看著媽媽 
總是一臉的笑容，孩子們也就更 
快樂了。孩子管好了，丈夫也開

心了，於是對待丈夫的心態也改 
變了，一家人變得其樂融融了。

齊家、治國的要領

不執著自己的方式和標準，

依照實際情況而改變觀念。考慮

別人，讓別人開心滿意，不僅不

會失去自己，反倒是一切都很順

利，使家務工作和育兒工作，都

變得既快又開心。可見，好好地

幹活要考慮到他人的需要才能得

到認可，否則一廂情願的付出，

也會艱難重重，甚至事與願違。

主婦對家事的處理，跟治國

是一個道理，得人心方為賢明之

舉。這位日本媽媽的做法，正符

合了中國儒家的修身、齊家、治

國的要領。（待續）

九日藍田會飲
jiǔ rì lán tián huì yǐn 

作者：杜甫 dù fǔ 
lǎo qù bēi qiū qiǎng zì kuān 

lán shuǐ yuǎn cóng qiān jiàn luò 

xiū jiāng duǎn fǎ huán chuī mào 

míng nián cǐ huì zhī shuí jiàn 

老去悲秋強自寬，

藍水遠從千澗落，

羞將短發還吹帽，

明年此會知誰健，

笑倩旁人為正冠。

醉把茱萸仔細看。

xìng lái jīn rì jìn jūn huān 

興來今日盡君歡。

玉山高並兩峰寒。

xiào qiàn páng rén wèi zhèng guān 

z u ì  b ǎ  z h ū  y ú  z ǐ   x ì  k à n  

yù shān gāo bìng liǎng fēng hán 

作者

註釋

語譯

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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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cdote

中國人都知道「天上方

一日,地上已千年」這句話，
《聖經》中也說:「主看一日
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人們

一直認為這只不過是想像

出來的神話，但科學卻正在

證明這句話是對的。

文 / 青蓮 
圖 / Fotolia、公有領域

地球自轉一圈等於一天，繞

太陽旋轉一圈是一年。而太陽繞

銀河系中心旋轉一周約需 2 億

多年的時間，那銀河系旋轉一圈

需要多久？

澳大利亞國際射電天文學研

究中心等機構研究人員在英國

《皇家天文學會月刊》發表的研

究結果顯示，銀河系旋轉一圈需

要十億年，並且所有由大量恆星

組成的星系都需要約十億年時間

才能旋轉一圈。

國際射電天文學研究中心的

格哈特．莫伊雷爾教授說：「無

論一個星系很大還是很小，如果

你坐在它的星系盤最外緣隨之旋

轉，那麼你將需要大約十億年的

時間才能旋轉一圈。」

而且不同星系之間這種旋轉

周期性是一致的。簡單說，如果

把銀河系視為一個地球，那麼，

你站在銀河系這個地球上過一

年，就相當於地球人過了 10 億

年。銀河系不過是宇宙中的一個

小點，宇宙是由無數個星系組

成。如果上升到整個宇宙的邊

緣，在宇宙的表面上過一年，那

將是地球的多少億年呢？

佛經中講宇宙有三十三層

天，如果把地球的大氣層算作一

重天，往上是太陽系、銀河系、

銀河系星雲、宇宙、宇宙之宇宙

等等以此類推，越高時間越慢、

以至於無數億倍地球。所以佛經

中表示時間常用 10 的 N 次方，

數字大到匪夷所思，人類基本無

法理解，無法想像。

相對論中，時間與空間一起

組成四維時空，構成宇宙的基本

結構。時間與空間都不是絕對

的，觀察者在不同的相對速度或

不同時空結構的測量點，所測量

到時間的流逝是不同的。

我們的一天不但與太陽系的

一天、銀河系的一天，在速度

上、距離上都完全不同，差距大

的無法想像，就是在我們這個銀

河系範圍之內，各個星球也有自

己不同的時空特徵，表現出的差

異也特別大。

有時各個星球之間時空差異

以地球上的時間概念計算會顯得

比較滑稽。

以地球上的時間概念去認

識，天文學中計算和觀測出木星

繞太陽公轉周期 11.86 年，如果

乘太空船在木星上待一年，地球

上已經過去 11.86 年。在海王星

上住一年，地球上已經過去了

164.8 年。

水星公轉時間是 88 天，自

轉則需 58 天 15 小時，假如乘

航天器在水星上過了一年，那地

球才過去不到半年。如果按天計

算，在水星上生活一天，地球已

經過去了 58 天 15 小時。

有句成語叫度日如年，用在

金星的一天上恰如其分，金星公

轉為 224.7 天，而自轉卻為 243
天。在那裡生活一天相當於地球

上的 243 天。

如果按照地球時間計算，金

星上一天和一年的概念幾乎沒有

太大差別，那麼在銀河系以外更

高的宇宙中，是否就會存在「一

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的星

球？時間只是一個相對概念，是

地球人自己定的規則。離開特定

的空間，地球的「時間」也將不

復存在。

中國古代道家以及佛家的文

化中所追求的長生不老、永生不

死，就是指人通過一種特殊的修

煉方法，脫離我們這個空間，不

再受這個空間的時間制約。

而在高於地球這個空間的時

間都是以千年、萬年、億年計

算，而非地球人類的區區幾十

年，那麼在地球人眼裡，不就是

長生不老嗎？

愛因斯坦相對論說，當時

鐘處在運動中時，會比靜止時

要慢，速度越快，時間流逝越

慢。如果以光速甚至是超光速

移動，時間就有可能完全停

止。也就是說，如果飛船以光

速飛行了 1000 光年，對於飛船

裡的人來說可能只是過去了一

瞬間，但對於地球上的人來說

卻過去了整整十個世紀。「天上

方一日，地上已千年」用現在的

科學來解釋，已經不再是甚麼

神話傳說。

「天上一日 地上千年」非神話

在木星上待一年，地球上

已經過去11.86年。

在金星生活一天，相當於

地球上的243天。

在水星上生活一天，地球

已經過去了58天15小時。

明朝嘉定縣（今上海嘉定

區）東大門外，住著一戶姓朱

的縣衙小吏，他有個十三歲的兒

子。成化十九年（西元1483年）

的一天，朱姓少年正待外出，剛

到大門口忽然就向東狂奔而去，

眨眼就不見了。

家人急忙跟著一路向東追，

卻蹤跡全無。有目擊者稱，看到

孩子一路朝著大海狂奔，隨後進

了海中不見了。

父母在海邊傷心痛哭整整三

日，萬念俱灰準備回家時，忽然

海中湧出一人，一看正是自己的

兒子，剛想上前抱住他，他突然

就向西往家的方向跑去，依然快

如閃電。

父母急忙趕回家，但兒子並

未回來。第二天正思念傷心時，

有個乞丐來報知：「昨天我在前

村的土地廟裡，發現一個少年躺

地上睡覺，看是你們家的孩子，

可以去接回來。」父母又驚又

喜，急忙去到土地廟，兒子果然

在地上沉睡不醒。

將孩子帶回家，用湯水灌了

灌，休養了一天就復原了。大家

都問他怎麼回事，少年對家人敘

述道：那天我剛到門口，忽然就

看見一個年輕人，從東面過來，

相貌很是清秀，帶著軟趐唐帽，

穿著綠色的袍子，腰間黃金絲

帶，騎著的白馬也是晶瑩透亮勝

似白雪，後面還跟著隨從三十幾

個人。隨從們都是人的身子，頭

部卻是蝦頭、海螺頭、鱉頭、魚

頭等等形狀不一。

那個年輕人看見我，就命令

隨從們抓起我向東而去。到了海

邊，水面出現一裂縫，然後就成

了一條路，路面都是連到水底的

沙子，四面瀰漫著海水看不清

楚，只覺得一直走，不一會兒就

到了一座城外。

進城後，來到了一座大宮殿

前，那宮殿氣勢十分雄偉。帶頭

的年輕人等在門外，叫看門人去

通報，說：「奉命請的讀書人到

了！」看門的也是一些人身水族

頭的生命，他們進到殿中通報，

不久後出來，讓其他的人領著我

進去，到了一個大殿裡。

那個大殿很高很寬闊，顏

色皆為白色，像是龜殼、貝殼

一類的材料製成，錦繡華麗，

光彩奪目。殿裡有個王者高坐

在殿上，但是相貌已經很老

了，鬚髮皆白，他問我：「你會

寫文章嗎？」我回答：「不會！」

「那你會甚麼？」「只會做對

聯」。王者說：「我要會做文章

的，你既然不會，我這也用不

著你」！

於是就讓小吏帶我到書館看

看。在那裡看見一個小童，才幾

歲，長得特別好看。旁邊的人

說：「大王就是想請讀書人來教

這個孩子的」 。
王者讓人把我送回來。先前

的那年輕人就又騎上馬，讓手下

抬著送我回來。

到了土地廟的時候，土地神

出來迎接，非常恭敬，那年輕人

將我託付給廟神，土地神就收留

我在那住了一夜。

大家這才知道，原來是海裡

的王者要請教師，誤請了少年。

祝枝山記錄此事時，當年的少年

還未去世。

文 / 秀秀 圖 / Fotolia

明代少年海底奇遇記

明朝四大才子之一的

祝枝山，曾經記錄了一件奇

事。

因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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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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聞名於世的沙漠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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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走向世

界的地方。

長街又稱拉斯維加斯大道，是拉斯維

加斯最繁榮的街道。匯集了豪華度假酒

店、龐大的博彩大廳、豐盛的自助餐以及

無數的娛樂活動，是拉斯維加斯的靈魂與

象徵。如果按房間數量多少計算，世界排

名前25名的酒店中，有18家在這裡。長街

上最突出的是幾乎每家大型酒店和賭場都

有自己的主題，以地域為主題的酒店將各

地的地標建築造在了這裡。你可以只是坐

在電車裡就能一口氣遊覽埃及金字塔、巴

黎埃菲爾鐵塔、紐約自由女神像以及威尼

斯的運河等等。此外，這裡也是大批美國

人歡慶新年的所在地，他們為拉斯維加斯

帶來無窮的魅力，這也是長街成為這座城

市標誌的原因。

拉斯維加斯大道

百樂宮噴泉位於拉斯維加斯貝拉

吉奧酒店門前，整個噴泉非常大，猶

如湖面一般。百樂宮噴泉伴隨著背景

音樂開始噴水，1,200個噴嘴和4,500

盞燈與包括弗蘭克辛納屈的「Fly Me 

To The Moon」在內的音樂保持同步。

噴泉噴射的方向與高度全部由電腦程

序編排，並與不同音樂相匹配，以達

到最佳的藝術效果，很好地將意大利

北部科莫湖美麗的自然景色融入了噴

泉及所在的湖面。

如果你是一位電影愛好者，會發

現該噴泉曾在喬治·克魯尼、布拉

德·皮特和朱莉婭·羅伯茨共同主演

的電影《十一羅漢》結尾出現過。

百樂宮音樂噴泉表演

這座世界上最大的摩天輪，投資

5.5億美元，位於拉斯維加斯大道凱

撒皇宮附近，它比英國倫敦的「倫敦

眼」摩天輪高30米。

人們在這個摩天輪上坐一圈約需

30分鐘，整個摩天輪擁有28個全玻璃

封閉的空調座艙，一個座艙最多可以

容納40人，每次最多載客1,120人，

完全不用擔心人多排長隊。更重要

的是，乘坐摩天輪可以俯瞰整個拉斯

維加斯，夜晚的時候千萬不要錯過夜

景。

豪客摩天輪

紅岩峽谷是美國內華達州最美的風

景區，從著名的拉斯維加斯大道（The 

Strip）就可以清晰的看到高聳的紅岩峽

谷。拉斯維加斯對自然愛好者和年長的人

來說並不是勝地，只有這裡拔地而起的山

峰以及山頂上展開的天空，才能讓你體驗

到真正的自然奇景。這些經過數百年風雨

侵蝕的砂岩形狀各異，加之氧化鐵侵染形

成的火一樣的紅色，在夕陽的照耀下更加

蔚為壯觀，所以紅岩峽谷也成了攝影愛好

者的絕佳去處，更是攀岩愛好者的首選之

地。此外，那裡的遊客服務中心與紀念品

店為遊客提供了公園的各種相關資料，你

也可以更詳細地了解到各種地質現象的形

成過程，在飽覽美景之餘，還能增長一些

地理知識。

紅岩峽谷國家保護區

弗里蒙特街（Fremont St.）是

一個跨越五個街區的購物中心，你能

數的出來的所有品牌都包含在內。世

界上最大的視頻屏幕，成排的紀念品

店，街頭藝術家和由龍舌蘭酒、橙味

酒混合而成的瑪格麗塔酒都會給人留

下深刻的印象。

在每年到訪美國拉斯維加斯的遊

客中，一半以上都會前往拉斯維加

斯市中心的弗雷蒙特街參觀其眩目

的「電子天幕」。這個天幕顯示屏投

資1,650萬美元，由1250萬個LED燈組

成，橫跨四個街區。每天夜幕降臨

後，弗里蒙特街的天幕便開始閃耀，

帶給遊客最驚喜的拉斯維加斯體驗。

弗里蒙特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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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拉斯維加斯大道南端開始往北走，逛大

道，依次參觀大道上十分具有特色的酒店。

拉斯維加斯

宿：拉斯維加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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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ling price is $32,161 // $37,561 on a new 2018 Acura ILX (DE2F3JJX) // model shown, a 2018 ILX A-SPEC (DE2F8JKX). Selling prices include $2,045 freight and PDI, air conditioning fee ($100), Tire Duty ($20), 
AMVIC fee ($6.25) and applicable fees. Licence, insurance, registration, options and taxes are ex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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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effective APR) lease rate for 36 months (156 payments). Weekly payment is 
$60 // $79 with $3,800 // $3,800 down payment. 16,000 km allowance/year; charge of $0.12/km for excess kilometres. Total lease obligation is $13,160 // $16,124. Offer includes air conditioning fee ($100), Tire 
Duty ($20), AMVIC fee ($6.25), PPSA ($13) and applicable fees. Licence, insurance, registration, options and taxes are extra.‡$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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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tember 30, 2018. Total incentives 
consist of: (i) $1,000 that cannot be combined with lease/fi nance offers; and (ii) $4,000 that can be combined with lease/fi nance offers. All incentives will be deducted from the negotiated selling price after 
taxes. Some terms/conditions apply. Model shown for illustration purposes only. Offers end September 30, 2018 but are subject to change, extension or cancellation without notice and are only valid for Alberta 
residents at Silverhill Acura. Retailer may sell/lease for less. Retailer order/trade may be necessary. While quantities last. See Silverhill Acura for full details. © 2018 Acura, a division of Honda Canada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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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SE THE  
2018 ILX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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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X down
Model Code: DE2F3JJX

for XX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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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other select 2018 ILX models.

X,XXX ‡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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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心 設 計 非 凡 性 能

圖示 2018 年 ILX A-SPEC

$

36 個月

租賃2018款ILX起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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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

獲得現金回饋高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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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兩週

$3,500首付

車型代碼: DE2F3JJX

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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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觀 上 360c 極 具 未 來 科 技

感，同時融入了包括索爾之槌式設

計的頭燈，還有直立式的尾燈等沃

爾沃品牌特色。車尾還加入了類似

飛機上的小垂直尾翼。

不過該車最大的亮點還是內

部。因為採用箱式設計，提升空

間；完全自動駕駛，因此車內沒有

駕駛艙，也沒有傳統的 2 排或 3 排

座椅佈局。取而代之的是大膽的對

坐式設計。 360c 揭示了自動駕駛

汽車的四大潛在用途：臥室、移動

辦公室、起居和娛樂空間，因此車

內布局也會根據具體情況而改變。

幹練的線條、玻璃化設計都保

留了沃爾沃北歐式的簡潔風格，這

樣的造型也有利於降風阻。

沃爾沃公司表示，未來配備有

自動駕駛系統的車輛，應當都會植

入車聯網技術，能夠知道目前道路

上的其他車輛的行進方向、位置、

速度與目的地等狀態，並且提前進

行預警與反應。但是面對如行人、

單車客等用路人，這套系統便顯得

無用武之地。

因此，沃爾沃還提出了自動駕

駛汽車與其他所有道路使用者之間

應建立全球統一的通信（V2V）標

準，以便不同廠商的車輛之間也可

以順利溝通。

360c 可以通過探測外部聲音、

顏色、視覺、運動以及這些工具的

組合的系統來應對這一挑戰，以便

向其他道路用戶傳達車輛的意圖例

如切換車道、減速停車等等。 360c

的安全通信技術設計側重於使汽車

向其他道路用戶表明其自己的意

圖，而不是向其他道路用戶發布方

向或指令。

沃爾沃汽車安全中心副總裁

MalinEkholm 表示：「我們堅信，這

種通信方式應該是一個通用標準，

因此所有道路使用者都可以輕鬆地

與任何自動駕駛汽車進行通信，而

不管是哪家製造商製造的。」

【看中國訊】對於遠行的人們來說，如果搭乘飛機

的頭等艙完全放鬆，享受豪華設施已經是最高級的享

受，而在陸地上即使是一輛好車，也受限於駕駛或車內

空間。不過，沃爾沃近日發布的360c概念車，實現了未

來人們陸地上也可以享受飛機頭等艙般的自由、舒適。

沃爾沃360c概念車 
揭示未來出行方式

臥室 
辦公室 
起居室 
娛樂室



【看中國

訊】為了慶祝

菲 亞 特 500 車

系誕生 60 周年，菲

亞特推出了一系列特別

車款。近日，公司紀念

1958 年推出的 500 Jolly 
Spiaggina 車型，推出特

別車款 500 Spiaggina 以

及 500 Spiaggina'58，而

且限量 1958 台。

500 Spiaggina 在外

觀上，採用了專屬名為

「Volare Blue」的藍色塗

裝搭配象牙白色系軟篷，

營造出清爽視覺效果。前

臉大燈組採用分體式設

計，下方配備貫穿式進氣

格柵，兩側配有圓形霧

燈。車身側面取消車頂，

下方裝配拼色鋁合金輪

轂。車尾配有環形 LED
尾燈組，排氣採用單邊單

出式佈局。

500 Spiaggina 座

艙內為兩座佈局，採用

了米、灰雙色舖陳搭配

中控台，並有著與外觀

相互呼應的藍色飾板，

車內舖設木地板，以營

造遊艇氛圍。除了換上

專屬樣式地毯外中控台

也 順 應 潮 流 配 置 7 吋

螢 幕 Uconnect 資 訊 系 
統。

後排座椅和後備箱位

置被仿高端遊艇的柚木板

所替代，後備箱蓋板也由

高級真皮打造，另外這款

車的內飾和後備箱都塗有

防水材料。最有意思的是

車後帶有一個小水箱，並

自帶花灑。

相 比 於 童 話 般 的

Spiaggina，Spiaggina'58
設 計 上 要 保 守 很 多，

限 量 1958 部。 外 觀 上

Spiaggina'58 和 普 通 版

菲 亞 特 500 近 似， 只 是

改為敞篷設計，並為 4
座版本。不過同樣採用

了個性的藍色車漆和復

古的輪圈，尾部還帶有

Spiaggina'58 標識。

動 力 方 面， 菲 亞 特

500 Spiaggina'58 限量版

搭載一款 1.4 渦輪增壓發

動機，最大功率 100kw，

峰值扭矩矩為 203Nm，

並搭配 5 速手動變速箱。

▲500 Jolly Spiaggina

▲500 Spiaggina'58

慶祝菲亞特500車系誕生60周年  菲亞特推出兩款Fiat 500是汽
車發展史上的重要

車型，它與英國的Mini 
Cooper、德國的VW Beetle和
法國的Citroen 2CV齊名，都
是相若時期的歐洲「人民之
車」，以大眾可負擔的售

價，把汽車這種運輸
工具普及化。

500 Spiaggina「沙灘」車

車如其名，
其設計就像
一台沙灘車
（意大利文
中Spiaggia的
意思是「海
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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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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低 無擔保 買車貸款有竅門
【看中國訊】在加拿大買

車如果要申請貸款，那麼需要

有好的信用，或者同加拿大公

民或永久居民一起作為聯合

簽署人 (cosigner) 申請貸款。

如果留學生信用低，又沒有

cosigner 的話，能不能獲得汽

車貸款呢？答案是能。 
事實上，如果你的信用記

錄不好的話，除非你有固定的

收入，否則貸款方不會輕易通

過你的汽車貸款申請。這種情

況下，如果有 cosigner 可能

會有助貸款申請成功。通常

cosigner 是借款人的好朋友或

者是家人親戚。 
不過，對於信用低又找不

到 cosigner 的借款人，還是

有機會拿到汽車貸款的。那具

體要怎麼做呢？

首先獲取你的信用報告

（credit  report）；攢錢付汽車

貸款首付；尋找多個不同的貸

款方，找到能幫你貸款成功，

並且利率低的一方合作。 

檢查信用報告

通常借款方會研究申請人

的信用報告，通常而言，如果

申請人的信用分數低於 500，
借款方不會批准貸款。除非

cosigner 有良好的信用記錄和

穩定的收入。 
瞭解自己的信用分數和信

用歷史後，你會更加明確可以

向哪些借款方申請汽車貸款。

如果你的信用分數很低，那麼

你需要努力去提高它，雖然建

立信用需要時間。 
對加拿大人而言，一個快

速提升信用分數的方法是抵押

貸款（secured loan）。抵押

貸款指的是借款人以一定的抵

押品作為物品保證向債權人取

得的貸款。

首付越多越好

如果你的信用不好，又

沒有 cosigner，那麼買車貸款

時，首付越多越好。有時候，

首付多支付 500 元，你的汽

車貸款獲得通過的幾率就會增

加。 

現在的工作

通常而言，如果貸款申請

不能提供 cosigner，貸款方會

要求申請人提供收入證明。你

的銀行存款越多，月收入越

多，那麼貸款申請通過的機會

越大。通常而言，貸款方要求

申請人每小時的收入不低於

10.50 元，即每個月約 1,800
元（稅前），年薪約 21,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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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OE. Elevations may not be exactly as shown and may vary per community. 2004 - 2018
2018

tricohomes.com

承 建 1 9 個 社 區 ：  帶 前 車 庫 住 房  |  帶 後 巷 住 房  |  雙 拼 屋  |  鎮 屋 及 公 寓

誰不喜歡 
好好慶祝一番？

Trico 用 特 惠 價 格 慶 祝 我 們 的 2 6 週 年 !
在精選住宅區，您可節省 $30,000 - $40,000 

購買 Trico 的週年紀念款。

* 週年特價含樓盤、地價和 G S T稅。

J A S P E R 1919 平方呎

以 下 社 區 的 起 價 是 ： 以 下 社 區 的 起 價 是 ： 以 下 社 區 的 起 價 是 ：

$469900* $524900*

$509900*$399900*

$412900*

$473900*

$517900* $429900*EVANSTON
NW CALGARY

BELMONT
SE CALGARY

* 週年特價含樓盤、地價和 G S T稅。

* 週年特價含樓盤、地價和 G S T稅。

M A R L O W 1908 平方呎 F A I R M O N T 2229 平方呎

MIDTOWN 
IN AIRDRIE

REDSTONE 
NE CALGARY

LEGACY 
SE CALGARY

NOLAN HILL
NW CALGARY

RIVIERA IN
COCHRANE

HERITAGE HILLS 
IN COCHRANE

機 會 有 限 ， 聯 繫 我 們 來 了 解 更 多 詳 情 。

2018年
客廳流行裝修風格

一、客廳的風格

現代中式風格

新中式裝飾風格的客廳以朱

紅、絳紅、咖啡為主色調，所以

新中式客廳顯得尤為莊重。新中

式客廳裝修特別耐看，百看不

厭。新中式風格客廳通過對傳統

文化的認識，將現代元素和傳統

元素結合在一起，以現代人的審

美需求來打造富有傳統韻味的家

居，讓傳統藝術在當今社會得到

合適的體現，使傳統家具在現代

客廳中用途更具多樣化。

現代簡約風格

簡約風格整體設計體現的是

簡約而不失現代韻味的風格理

念。簡約風格客廳以白色為主，

注重細節。在設計風格中更多地

蘊涵著主人對生活的理解，也透

出獨特的文化內涵。

客廳是每個家的門面，

裝修風格對房屋的整體風

格至關重要。客廳裝修風格

有多種，每個人的喜好也不

相同。不管您是自己裝修還

是包給裝修公司做，自己都

可以先看看流行趨勢，才能

準確選出自己喜歡的風格。

小編收集了2018年客廳流

行裝修風格，現分享給大

家，看看其中有沒有你鍾愛

的那款呢？

現代中式風格

來源：房天下
你家out了嗎？(上)

現代簡約風格

東南亞風格

東南亞風格客廳採用籐、海

草、椰子殼、貝殼、樹皮、岩石

等來設計客廳電視背景，散發出

濃烈的自然氣息。東南亞風格客

廳以深色系為主，例如深棕色、

黑色等，令人感覺沉穩大氣；受

到歐式風格客廳設計的影響則以

淺色系比較常見，珍珠色、奶白

色等，給人輕柔的感覺。

地中海風格

地中海風格客廳代表一種極

為休閒的生活方式。這種風格裝

修的客廳，顏色明亮、大膽。在

我們常見的地中海風格客廳中，

藍與白是主打的色彩。它不是

簡單的「藍白布藝＋地中海飾品

＋自然質感的家具」等元素的堆

砌，而要真正領悟和感受地中海

風格的神韻才行！只有這樣，才

能充分詮釋藍色地中海的異域美

妙情趣。

（未完待續）
東南亞風格

地中海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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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眾所周知，投資房產會

使人收益頗多。但是，並不是說購買越

多的房產就越聰明，賺錢也越多。精明

的投資者會通過建立投資組合來獲取最

多利益。

利用資產淨值增加利益

隨著房產價值的增加，以及房主償還

更多的貸款，房產價值和房貸之間的差額

也會增加。

房主可以通過現有的資產淨值再融

資，擴大貸款規模並用釋放出來的資金作

為投資另一套房產的首付。理想的情況

下，在投資房產上所獲得的租金可償還大

部份的貸款，而新房產的價值又在增長，

投資者未來可以重複這一策略，再購買另

一套房產。

地 產 諮 詢 公 司 Wakelin 的 主 管

Jarrod McCabe 說：「建立房產資產淨值

是關鍵。利用資本增值是建立投資組合的

【看中國訊】越來越多的專家表示，

一座精心設計和呵護的庭院可以大大提高

房屋的價值，這與新廚房或浴室增加的價

值相同。

Bondi Landscapes 公司董事總經理

Antony Aris 表示，戶外空間的使用也同

樣重要，「我們看到了時代的變化，如今

房子沒有了老舊的花園和大草坪，買家想

要的是一個鋪砌完整的平臺，可以露天用

餐、還可以看風景。優質的花園空間可以

使房屋價值增加 15% 至 20%，甚至提高

25%。」

花園設計公司 Secret Gardens 總經

理 Matt Cantwell 也表示，尤其春天的時

候，花園變得更加重要，「有時人們就是

因為看中花園而買下房子。大多數人喜歡

享受戶外生活。現在，擁有綠色空間和戶

外區域的新公寓十分熱門。如果花園設計

得當，很容易為房屋增值。」

Cantwell 稱，獨立屋花園面積大，

更有機會來為房屋增加價值，比如種植樹

木，更多的植被，增添傢俱。在公寓房

中，可以利用植物來增加隱私性。

引人注目的是，戶外傢俱現在是許多

零售商的暢銷產品。室內設計及傢俱公司

Coco Republic 設計師 Jase Campbell 表
示：「我認為，人們正在減小住宅面積，

人們把戶外空間看成是一個戶外的客廳、

餐廳和廚房。」

但有時也需要有限度，有些人可能會

看著花園想，週末全部要耗在這裡了。所

以花園也是要容易照料才可以。

有病痛？ 找卡城老中醫！

人治療後
好評。

35年中 加 兩 地
行醫經驗；

兩萬

亞省中醫師公會中醫師
亞省註冊針灸師
弓河康復中心 /MC 針灸所長

趙明才
Michael 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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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南診所：
MC 針灸
市中心：
弓河康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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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昌冷恒昌冷恒昌冷暖氣暖氣暖氣工程工程工程
專業維修、安裝、保養
政府專業持牌技師

工商業、住宅之冷暖氣
安裝維修保養工程

凍房 冷庫冰櫃 空調
暖氣爐 加濕器 製冰機
餐館鮮風、抽氣系統

24 小時服務  價錢合理

請致電 403-988-9121 恆記

地址：3575 20 Avenue NE Calgary
(Sunridge Superstore 彩票店內 )

瑞亞匯款服務

手續費低廉

提供配鑰匙服務
多種優質鑰匙坯可選

     萬個營業網點遍布       個
國家和地區

其他服務：收受款項、貨幣兌換、
支票兌現

快捷國際匯款：十幾分鐘完成

35 149

3575 20 Avenue NE Calgary
多種優質鑰匙坯可選

其他服務：收受款項、貨幣兌換、

看中國

發行點

電話：403.241.9777
網址：foothillsallia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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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級、中級、高級 ESL
早、晚對話班
週日 ESL
女性班學英語

7種課程
適合不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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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寸：2.33×2.27英寸

限時推廣價
3 個月    $15/週
6 個月    $12.5/週
12個月    $10/週

聯繫人Amy: 587-500-3288

FOTOLIA

 二手交易
 
實木單人雙層床

原價：$618
現價：$280

產地：泰國  顏色：胡桃木色
請致電:587-500-3288

如何聰明的使用房產投資組合

賺取最多利益

好方法，因為它會持續為你增加資產。」

不過，投資者需要確保在資金來源出

現任何不足的情況下仍有能力還款，特別

是在家庭開支或利率上升之際，「常常房

屋的資產增值與強勁的租金回報不會同時

發生。」

如何開個好頭

某地產公司的主管 John Carew 表

示，第一個投資房產是構成強大投資組合

的基石，「地產投資風險很大，如果你購

買了錯誤的資產，那麼將其脫手的成本就

會非常高。」

次發達地區的房產可能價格會較低，

並且租金收益率較高。如果一個地區缺乏

經濟驅動因素，比如就業機會以及基礎設

施建設，那可能會影響房產價值增長。

Carew 認為，已經持有低迷投資房產的

投資者如果已證實它的長期表現不佳的

話，應該毫不猶豫地出售，然後轉向更好

的資產。

注重質量而不是數量

地產專家 Bryce Holdaway 介紹，

投資者可以使用被他稱為「25 規則（the 
rule of 25）」方法來確定除家庭住房以外

的創收資產價值，以實現其被動收入目

標，「25 規則是一種非常簡單的方法，你

可以計算出你需要多少資金來維持退休生

活。」

該規則假設創收資產提供 4% 的年回

報率，「假設你想要每週 2,000 加元的被

動收入退休。那麼，以每年大約 10 萬加

元乘以 25，等於 250 萬加元。實際上這

並不是你擁有多少房產，而是這些房產的

價值。」

他認為，擁有大量可負擔得起的房產

的前景可能聽起來很吸引人，但投資者可

以通過擁有一個表現好的房產獲得更多收

益而不是多個劣質房產。

卡爾加里西北最具特色的公寓，位於 Sage Hill Quarter 
的 Q 公寓，現正在發售。 

現代化的 1 及 2 臥室公寓，位於充滿活力的新型零售商業
區的中心位置。超棒的投資，設備齊全的單元房，超低起
始價二十萬加元。

居於中心，享受所有。您的住所周圍擁有您所需的一切，
包括餐館、咖啡店、銀行、百貨店、醫療服務設施以及凡
此種種。

位於 Sage Hill Quarter 的 Q 公寓 
67 Sage Berry Way NW Calgary
Phone: 403.454.4015

全新精品公寓就在
Sage Hill Quarter

正在 熱賣

高質量庭院
使房屋大大升值

名片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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