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子報 E-paper.secretchina.comwww.secretchina.com周四出版     卡爾加里版   

廣告洽詢專線：1-403-988-1836   Email: sales.calgary@visiontimes.com    投稿與反饋：editor.calgary@visiontimes.com  Tel./Fax:1-587-619-4229

 第22 期     2018年10月4日—10月10日       戊戌年八月廿五至九月初二

A6 卡瓦諾法官歷險記
Judge Brett Kavanaugh's Hearing A8 卡城華人基督徒集會 聲援中國教友反迫害

Calgary Chinese Christians Rally to protest against 
persecution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C1 〈最後的審判〉善惡分明
Mural: The Last Judgment by Michelangelo

北美區域穩定 北京壓力大增

【看中國記者憶文／

萬厚德綜合報導】美國與加

拿大經過緊張的談判，終

於在美國設定的9月30日

深夜12點最後期限前宣布

達成貿易協議，以新的「美

墨加協議」（USMCA）取

代2 0多年前克林頓總統

簽署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NAFTA），使得加元和墨

西哥比索雙雙上漲。加拿

大總理特魯多週日（9月30

日）深夜與內閣會晤後，對

媒體表示：「這是加拿大美

好的一天。」

最後一刻 
挽救北美自貿格局

美國設定 9 月 30 日的截止

日期是因為根據法律，美國總統

需要在簽署貿易協議前 60 天公

布協議文本供國會審查，美方

希望在墨西哥現任總統涅托 11
月 30 日任期屆滿前，由他負責

簽署該協議。而此成果，也將

滿足國會對加國留在北美新貿

協的堅持，國會對此放行機率

因此大增。樂觀估計，美加墨

USMCA 新協議將在 60 天內由

三國的領導人簽署。

美加協議的達成，挽救了由

美加墨三國參與的北美自由貿易

協定既有格局，維繫了三國之間

約 1.2 萬億美元年度貿易額的運

作。達成的關鍵在於加拿大放寬

了美國乳製品的市場准入，同時

避免了美國對加拿大可能開徵的

汽車關稅，維持了原反傾銷仲裁

機制，及保護加拿大文化產業。

雙方面子裡子俱足

依據新協議，加拿大同意讓

出每年約 160 億美元奶製品市

場的 3.5% 給美國奶農。過去加

拿大以「供給管理」為由強烈保

護國內乳製品業，對外國乳品徵

收最高達到 275% 的關稅。為

避免奶農反彈，加拿大政府表示

將給受到協議衝擊的加國奶農提

供補償。美方則將乘用車配額自

200 萬輛調高至 260 萬輛以作

回報，並同意不實施 25% 的關

稅報復，依舊維持關稅豁免。

至於最為加拿大堅持的原

NAFTA 第 19 章反傾銷仲裁機

制將予一字不差的保留，保護了

加拿大木材商和其他產業可免受

美國反傾銷關稅的影響；同時也

還維持 NAFTA 禁止美國媒體

業者併購加拿大電視臺以及報紙

等文化產業的條款，讓加拿大文

化產業繼續獲得保護。

據統計，加拿大有近 7 成

的出口商品銷往美國，相當於加

國 GDP 的 20%；另一方面，加

拿大也是美國最大的出口市場。

關注焦點：汽車產業

三方談判最為關注的，大概

就屬汽車產業。據法廣報導，新

協議對從加拿大、墨西哥進口的

乘用車、皮卡和汽車零件基本上

關稅豁免，包括（1）兩國將擁

有每年向美國出口 260 萬輛乘

用車的配額；（下文轉 A2）

新美加墨貿易協定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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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文接 A1)
（2）皮卡關稅完全豁免；

（3）墨西哥汽車出口美國的零

件每年有 1080 億美元配額，加

拿大配額為 324 億，而這兩個

配額均遠高於兩國現有的產量水

準，提供了增長空間。

不過新協定另外規定，75%
的汽車零件需為北美製造，較舊

協定的 62.5% 更高。BBC 分析

認為，目的應與降低中國產品進

入北美市場有關。此外還規定，

墨西哥生產的 40% 至 45% 汽

車零件，工人時薪需至少從 16
美元起跳，以緩和美、加工會對

就業機會大量流向低薪地區（墨

西哥）的憂慮，防止國際汽車

廠商在墨西哥低成本生產汽車，

也相對給美國帶來工作機會。

跨境採購 
成消費者意外驚喜

此外，USMCA 中有關跨

境採購免稅額的約定，應該是最

讓三方消費大眾滿意的項目。

加拿大和墨西哥都同意提高

對跨境採購徵收關稅的門檻，這

也是美國的另外一個重要要求。

墨西哥將其門檻從 50 美元上調

至 100 美元，加拿大從 15.6 美

元上調至 117 美元，並將銷售

稅起徵點上調至 31 美元。這對

於兩國跨境購物民眾來說，的確

是樁美事，但卻不利兩國商家。

區域穩定是最大贏家

舊版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已

有 24 年，被川普批評為「史上

最糟協議」，讓美國製造業工作

流失，川普要求對協議進行重大

修改。華盛頓先是與墨西哥達

成了新的協議，隨後集中力量

與加拿大談判。川普總統隨後

於 9 月 26 日因加拿大緩慢的談

判作風，拒絕了特魯多提出的與

他進行單獨會談的要求。 9 月 27
日，美國貿易代表向國會表示，

美加兩國之間無法在最後期限前

彌合分歧，川普政府準備沿著只

有美墨兩國協議的道路走下去。

最終在 9 月 30 日深夜最後期限

到來的最後一刻，雙方終於達成

協議，使北美自由貿易區得以保

留，為三國貿易關係帶來確定性

和穩定性。週一清晨，美國總統

川普發推文，祝賀三國達成新協

議。推文說：「美國 - 墨西哥 - 加
拿大協議是一個歷史性的協議。」

北 美 事 務 專 家 指 出，

USMCA 的談判並無絕對的輸

家或贏家，在龐大的勞工生存現

實下，三方都有不能破局的壓

力。加拿大讓出 3.5% 奶製品市

場足以彌補川普可能流失的農業

選民，而爭端解決機制與文化保

護條款的保留，以及汽車產業的

關稅豁免和擴增，則是讓特魯多

能更為體面的以一國之尊面對國

人的反彈。美方的獲利雖未見豐

厚，但起到的作用卻是促成更為

穩定和諧的北美區域關係，並得

以因此進一步對中國施壓。

施壓北京 32.10條款
成未來範例

根據新增的第 32.10 條款：

如果協議中的任何成員國與「非

市場經濟國家」達成自貿協定，

其它成員國有權退出新協定，只

需要提早 6 個月通知各方。這

所謂的「非市場經濟國家」所指

應是再明白不過。北京一直在各

國際經貿會議上力爭其「市場經

濟地位」但始終遭到歐美拒絕，

原因不外乎是市場不夠開放、缺

乏公平貿易機制等等。

新規讓三國有審查、阻止或

有效否決北京與三方之間可能達

成的個別自由貿易協議，而美國

可以藉此阻止中國產品借道鄰國

進入美國市場，同時也能弱化北

京在未來貿易談判中的能力。

特魯多此前已表明與中方簽

署自貿協議的興趣，並在 2016
年與北京展開研討，不過隨著美

加墨新協議談判的進程，此案始

終擱置。

如今 32.10 條款的實現，將

加大雙方自貿談判的難度。週二

特魯多表示，加拿大遵循與美國

和墨西哥簽署的新協議，同時他

新美加墨貿易協定達成
也表達了希望與中方建立更深厚

的貿易關係。

北京目前已與 16 國簽署

自貿協議，佔中國貿易額的

25%， 但 對 加、 墨、 日、 歐

盟、美國這幾個影響最鉅的貿易

前段班則是跡象未明。

拉安倍上桌 
強化美中談判籌碼

不過美國目前並無跡象顯示

要加速與中國的談判，川普也表

明了「不急」的態度。分析也指

出，川普應是有意強化對中談判

的籌碼，除了對 2,500 億美元的

中國產品加徵關稅與 USMCA
的成功簽訂外，將日本拉到自貿

協議談判桌上，會是川普下一個

積極策動的目標。據美國之音報

導，上週，美國和日本同意開始

就一項雙邊自由貿易協議進行談

判。日本一直不願意與美國就雙

邊自由貿易協議進行談判，而是

希望美國能考慮重返自 2017 年

退出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外界認為，如果美日談判取得進

展，北京將面臨更加強大的壓力

與孤立。對此，北京此刻正積極

拉攏日本就雙邊自貿協議做近一

步的接觸，安倍首相也高調表

態，並將於 24日或 25日訪中。

不過弔詭的是，日企大規模撤離

中國的當下，安倍表態所謂何

來？分析認為，增加美日談判籌

碼應是箇中貓膩。

美加協議並非圓滿落幕，美

對加拿大鋼鋁關稅仍懸而未決，

新協議裡美國並未保證會移除所

謂「232 條款」，即以國家安全

因素，對銷往美國的鋼、鋁加徵

關稅。美方官員說：「當下未就

這部分取得任何協議，雖有談到

關於這部分的討論，但這完全是

另一回事。」加拿大官方希望在

新版 NAFTA 批准生效前，解決

232 條款爭議。換言之，在雙方

國會批准前，變數依然存在。

馬雲放棄阿里 背後隱情難以置信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綜合報

導】繼 9 月 18 日馬雲宣布一年

後辭去阿里巴巴集團的董事局主

席一職後，10 月又傳來一個重

磅消息，馬雲已經主動放棄了阿

里巴巴的實際控制權，僅持有阿

里巴巴的部分股權。

10 月 1 日，《金融時報》報

導，據阿里巴巴 7 月向美國證

券交易委員會（SEC）提交的文

件，顯示馬雲和阿里巴巴聯合創

始人謝世煌，已放棄阿里巴巴中

國業務相關的「可變權益實體」

（VIE）所有權，並將所有權轉

交給 5 位新所有人，這 5 人的

身分目前尚未披露。

阿里巴巴今證實此消息，並

稱馬雲放棄該公司的 VIE 所有

權，是為了減輕行政負擔。但馬

雲仍維持阿里巴巴股東，以及

36 位合夥人之一的身分。

馬雲把阿里巴巴控制權交給

5 個神秘人士，不免引起外界另

一種猜測。澎湃新聞 10 月 2 日

引述分析人士稱，通觀阿里的

VIE 架構可以看出，馬雲和謝

世煌是阿里巴巴的名義控制者，

這也造成了阿里股權的一個深層

隱患：關鍵人物風險。一旦兩人

去世、離婚或者失蹤，他們的繼

承者不一定就信守VIE的承諾。

9 月 10 日，馬雲宣布，從

明年起，也就是阿里巴巴成立

20 週年起，自己將不再擔任阿

里巴巴集團的董事局主席，該職

位由 CEO 張勇擔任。

當時就有分析稱，這可能是

在官方壓力下的自保之舉。媒體

爆料，在馬雲宣布辭職計畫的當

天，阿里旗下的支付寶即被中國

銀聯「收編」。

9 月 16 日，新華網的「思

客」欄目有一篇署名文章，題

目是〈教科書式的企業傳承，馬

雲身後的「功與名」〉。外界驚

傳北京召高官子女回國

10 月 1 日，美國《商業期

刊》日語版報導，在川普總統提

出高度關注來美國充當間諜的中

國留學生的言論後，北京開始了

行動。中國外交界的消息人士

稱，近來一份禁止高官子女去美

國留學，讓已經出去的子女年內

回國的內部文件出爐。

該報導還表示，中共高官子

女花著納稅人的錢到美國鍍金，

享受奢侈的生活。不過他們是不

會回國的，他們可能會轉去加拿

大、英國等國家繼續享受生活。

分析認為，北京急招高官子

女回國，可能有兩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川普抓中國留學生間諜

引起北京警覺。北京當局利用留

學生在美國大學讀書期間，盜取

各研究機構和大學中的機密。這

些學生間諜畢業之後，又會進入

美國的政府、研究機構和各大公

司工作，再進一步盜竊相關的信

息給中方。

美國《外交政策》披露，美

國喬治城大學的中國學生學者聯

合會，每年都會接受來自北京當

局的資助，並充當監視當地中國

留學生言行的角色。

另一方面，川普制裁中共高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

綜合報導】近日，中國外交

界消息人士透露，北京內部

下發秘密文件，要求年內召

回全部在美國留學的高官子

女，並禁止高官子女去美國

留學。分析認為，北京此舉

可能與川普抓留學生間諜，

以及對中國高官制裁有關。

傳北京要求留美高官子女回國。圖為中國留學生示意圖。（WILLIAM 

WEST/AFP/Getty Images）

官引當局恐慌。隨著中美關係不

斷惡化，除中美貿易戰不斷升級

之外，美國國務院 9 月 20 日宣

布制裁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及其

部長李尚福一事，也給大陸官場

帶來前所未有的震盪。特別是制

裁中凍結李尚福在美國司法管轄

區所有資產一項，更被認為是創

下直接對中共官員開刀的先例。

美國之音引述歷史學者章立

凡表示：「中共貪腐官員習慣在

美國等西方國家置業，轉移偷竊

到的民脂民膏……他們一直在做

沉船前安排…… 川普現在打了

一個，是否有後續還不得而知。」

此前網上流傳消息顯示，

川普要曝光中共官員海外子女的

檔案，並稱這將是最有效的一張

牌，且成本低。 雖然這一消息從

未得到美國官方的證實，但是這

一傳言卻引發海內外網民熱議，

認為美國如果真的動用這一招，

將給那些貪官帶來致命的打擊。

寰宇新聞

◆韓國政府 10 月 1 日表

示，朝鮮兩國已開始在邊境的

兩個地點拆除地雷和其他爆炸

物，這是朝韓減少緊張措施的一

部分。雖然只是拆除分布在 155
英里長，2.5 英里寬的非軍事區

內和附近的 200 萬枚地雷中的

一小部分，但這將是兩國十多年

來首次舉行聯合排雷工作。不過

完全拆除所有地雷可能是朝韓面

臨的兩難選擇。韓國將發現自己

更容易受到朝鮮滲透和通過陸路

襲擊，而朝鮮則擔心前線士兵和

居民更容易逃往南方。

◆科索沃特種部隊約 60 名

士兵占領了仍屬塞爾維亞的加齊

沃達水電站蓄水湖附近的陣地，

並進入到科索沃地區北部堤壩附

近的生態和體育中心。塞爾維亞

總統緊急下令全國武裝力量進入

最高戰備狀態。塞爾維亞和科

索沃在 1998 至 1999 年爆發衝

突，前塞國總統米洛舍維奇武力

鎮壓科索沃分離分子，大批平民

被殺害，被視為種族屠殺。戰爭

最後在北約介入下結束，塞爾維

亞之後撤出該領土。科索沃宣告

獨立，但塞爾維亞始終不承認。

雙方都希望通過歐盟促成會談，

並達成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

惟始終未能成局。

◆聯合國 9 月 28 日一場有

關媒體自由的會議上，保護記

者委員會執行主任喬爾 • 西蒙披

露，記者為了揭發事實真相，常

因涉及禁忌，而遭所在國家逮捕

入獄，目前全球入獄記者人數創

下歷史新高。據保護記者委員會

(CPJ) 資料顯示，截至 2017 年

底為止，就有 262 名記者因工

作而遭囚禁，其中以土耳其的

73 人居榜首，其次也有 41 人被

關押於中國，埃及有 20 人。而

有逾半數的記者皆因報導侵犯人

權情事，而遭囚禁。西蒙表示，

囚禁記者已成為一種嚴酷的新聞

檢查手段，此對世界範圍內資訊

的傳播有相當深遠影響。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

聯合國大會上，再次指證伊朗有

隱瞞秘密核武器庫，也敦促國際

原子能機構能夠盡快進行調查。

以色列在今年 5 月就揭露了伊

朗位於德黑蘭的索拉巴德區存放

核檔案的秘密處所。在這次聯

大上，以國再揭示位於德黑蘭 3
英里外的特庫薩巴德區的伊朗的

秘密核倉庫，並指出，伊朗已開

始進行移除存放於秘密核倉庫內

的大量放射性材料，目前仍然還

有至少 15 個集裝箱，總計多達

300 噸的放射性材料還沒有進行

轉移。希望國際原子能機構，能

在伊朗毀掉全部證據之前，盡快

進行調查。

◆社交媒體巨頭臉書（Face-
book）9 月 29 日 公 開 證 實，

因存在嚴重安全漏洞而遭黑客

入侵。黑客盜取「存取權杖」

（Access tokens），獲得用戶數

字鑰匙，可以控制目標用戶帳

號，並獲取了高達 5000 萬用戶

登陸訪問許可權。臉書表示，由

於這次嚴重安全漏洞，為保護用

戶帳號安全，臉書已經重設了

5000 萬臉書用戶信息。此外，

基於安全考量，臉書還重設了其

他 4000 萬用戶帳號。因此，約

9000 萬用戶會被臉書官方要求

重新登錄帳號。

◆美國電動車生產商特斯拉

（Tesla）行政總裁馬斯克（Elon 
Musk）9 月 29 日宣布，與美國

證券交易委員會（SEC）達成和

解協議，將辭去 Tesla 董事長職

務，並支付 2000 萬美元罰款，

Tesla 還需委任兩名新獨立董

事，成立新的獨立董事會委員會

監督馬斯克的推文。原因是馬斯

克 8 月曾在 Twitter 發表有關擬

將公司私有化的聲明，導致特斯

拉股價一度急升 13%。SEC 就

此起訴馬斯克涉嫌誤導投資者。

消息傳出後，特斯拉場外交易時

段一度大瀉近 12%。

異，馬雲還沒死哪，新華網居

然談其身後事，這確實讓人毛

骨悚然。

網上有一個視頻，應該是國

內知名企業家的一次派對。時間

地點都沒有公布，視頻題目非常

醒目〈馬雲：我 TMD 差點兒死

了，中毒了！〉。馬雲似乎說的

是藥物中毒。

這段視頻是誰偷拍、上傳

的，是出於甚麼目的，尚不得而

知。但起碼馬雲知道，有人在惦

記著他公司所擁有的財富，尤其

是支付寶。

值得一提的是，馬雲是在王

健之死的 7 月分向美國證交所提

出放棄阿里。 此前，多家民企巨

頭遭當局整肅，被官方「接管」。

加拿大總理賈斯汀．特魯多（左）加拿大首席貿易談判代表史蒂夫．

維爾（中）和外交部長克里斯蒂亞．弗裡蘭(右)（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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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週一（10 月 1
日）開始，亞省的最低工資已

經上漲為每小時 15 加元。在過

去四年中，亞省最低工資標準從

全國最低躍升為全國最高。然

而，人們對最低工資上漲卻有著

兩極分化的看法。

許多小企業主憂心最低工資

的上漲速度太快了。

加拿大獨立企業聯合會的魯

迪（Amber Ruddy）說：「自本

屆政府主政以來，我們最低工資

上漲了 50%，這增加了入門級

崗位的工資成本，創造就業的成

本上升了」。她表示亞省的最

低工資增長似乎是效仿美國 15
美元最低工資運動。「這彷彿我

們把別人的想法盲目抓過來，並

做得更快更過分，根本沒有理解

這對經濟的衝擊，而且我們一

直在要求政府披露這方面的信

息」。

小 企 業 主 杜 塞（Dan 
Doucet）說：「我支持最低工資

增長，也願意幫助低收入者，但

是我覺得諾特利省府在幫助企業

主方面做的不夠」。他說：「我

們受到額外稅收的衝擊，還有碳

稅，現在又來了最低工資上漲。

我覺得我已經越來越難以維持經

營了。在亞省做生意也不那麼吸

引人了。

亞省公共利益執行董事 Joel 
French 支持最低工資上漲，他

表示亞省最低工資上漲來的太晚

了。他說：「這會將更多的錢放

在最低工資人的口袋，他們會將

每一元花在他們的社區中」。

卡 爾 加 里 的 韋 爾 茅 斯

（Wearmouth）說：「「給企業減

稅或降低工資並不意味著他們會

僱傭更多人，但制定增加產品需

求的政策將迫使他們僱用更多

人。高工資和一定水平的可支配

收入對於資本主義機制的正常運

作是絕對必要的」。

然而市民夢克斯（Monks）
認為：「小企業主面對目前的處

境只有兩個選擇，要麼想辦法增

加收入，要麼削減開支。」。

埃德蒙頓一家幼托中心的

業主說：「我們必須給員工漲工

資，所以只能向父母們收取更高

的幼託月費」。

另外一個托兒所的業主西哈

格（Sehager）表示暫時無法向

父母們收取更高的費用，因為擔

心失去客戶。「新員工立即可獲

得 15加元的報酬，」西哈格說。

「我的老員工也會想要加薪」。

亞省最低時薪15元生效 民眾觀點分化

【看中國訊】據《加國無憂》

報導，自 2018 年 4 月 1 日到 7
月 1 日，加拿大移民數量創造

新高。在 2018 年第二季度，一

共有超過 13 萬的移民來到了加

拿大。

加拿大統計局表示，移民是

創造上一季度人口增多的最大因

素。在二季度內，加拿大人口增

長為 168,687 人，而移民佔到

了其中的 82%。這也是 1971 年

以來，加拿大移民人數最多的一

個季度。

可以看出，自 2015 年以

來，移民人數正在顯著增長。這

與聯邦自由黨推崇的政策不無關

係。由於出生率較低，加拿大需

要持續引入移民以保持人口的增

長。

在 Nova Scotia 與 New 

Brunswick 這些省份，人口自然

增長率實際在下降。移民的加入

抵消了減少的人口數量。

根據聯邦移民部的數據，來

自中國的新移民數量在近幾年來

保持增長：2015 年共有 19,535
名中國新移民來到加拿大。這

一數字在 2016 年變成了 26,855
人，2017 年又增加了近 4,000
人，達到 30,280 人。而在 2018
年前兩個季度，抵達加拿大的移

民數量分別為 7,405 人和 7,710
人。

移民成為了加拿大人口新增

的主要方式。在過去的一年內，

安大略省人口新增約 20 萬。魁

北克新增人口超過 8 萬。BC 省

人口較去年相比多出近 55,000
人。在大西洋省份 Nova Scotia，
人口也增加了約 7,400 人。

加拿大移民數量創新高
【看中國訊】在大麻正式

合法化之後，卡爾加里警察局

（CPS）的警員即使在休假期間

也不會被允許吸食大麻。該政策

說：「有資格使用槍支的警員在

上班或下班期間均禁止使用娛樂

性大麻。」

CPS 負責大麻合法化的高

級警官表示，在大麻的效用和代

謝研究結果明晰之前，警局傾向

於保證萬無一失。但是，隨著更

多關於大麻效用的研究的推行，

CPS 也可能將來修改這規定。

警察工會代表向傳媒表示了對政

策的不滿。 
加拿大航空公司也出臺了員

工吸食大麻的嚴格規定，如負責

登記行李的加航員工也被禁止在

任何時間吸食大麻。

卡城警員禁吸大麻

【看中國訊】亞省經貿內閣

部 長 庇 魯 斯（DerounBilous）
表示，卑詩省的液化天然氣

（LNG）項目被批准，而亞省的

跨山油管項目卻被要求進一步協

商，這是在搞「雙重標準」。

獲得批准的 LNG 項目是

由五個不同國家的石油公司合

資籌建的，該項目將建造一條

管道，從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的

道 森 溪（Dawson Creek） 到

加拿大卑詩省的基蒂馬特海岸

（Kitimat），天然氣通過管道運

送到 Kitimat 的新處理廠進行液

化處理後，將從海路運輸出去。

一直反對跨山油管項目的卑

詩省省長霍根（John Horgen）
和加拿大總理特魯多（Justin 
Trudeau）一起宣布了這個價值

400 億加元的項目。霍根在週二

的發布會上說：「這對於卑詩省

北部來說無疑是一個美好的一

天，我不能告訴你我多麼自豪。

我控制不住自己的微笑」。

為了幫助實現 LNG 項目，

霍根政府提供了碳稅豁免以及與

建築成本相關的省銷售稅的豁

免。

卑詩省 Kitimat 的處理廠

位於海斯拉（Haisla）原住民地

區，該原住民地區的主任議員史

密斯（Crystal Smith）情緒激

動地宣布：「我代表整個原住民

族人，對在海斯拉地區的投資表

示感謝」。

亞省省民翹首以待的跨山油

管項目（TMX）在 8 月下旬被

聯邦上訴法院取消了，理由之一

是該項目需要繼續評估石油海洋

運輸造成的交通流量對海洋環境

的影響。

然而，亞省經貿內閣部長

庇魯斯表示，「跨山油管項目只

會造成 14% 海洋交通流量的增

長，而獲批的液化天然氣項目卻

會造成 177% 的海洋交通流量

的增長。」

庇魯斯說：「一個國家不能

建立雙重標準。我們需要聯邦

政府採取行動，並迅速採取行

動，以確保這兩個項目向前發

展」。

卑詩LNG項目獲准開建 
被批搞「雙重標準」

全家一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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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一夜之間白皚

皚的大雪覆蓋了整個卡城，週

二（10 月 2 日）交通堵塞得非

常厲害，駕駛條件極差，車輛堵

在公路上和掉進溝渠中，到處可

見，公交車遇到的挑戰更大，約

有 80 輛被卡住了。

卡城緊急事務管理局局長湯

姆桑普森（Tom Sampson）表

示，今冬的雪不僅較以往早，而

且所有的預測都低估了這次的降

雪量，有點措手不及。市政府已

啟動市政應急計畫，以幫助困在

暴風雪中的人，並呼籲相鄰城市

增援。埃德蒙頓，紅鹿市，梅迪

辛哈特公司和 Okotoks 公司已

經派遣人員和設備來援助。他們

和卡城市政道路工作人員 24 小

時輪番工作，優先清除交通主幹

道和二級道路積雪。

週三（10 月 3 日）上午 10
點實施雪路泊車禁令。該禁令預

計將持續 72 小時。

CBC 氣 象 學 家 Christy 
Climenhaga 說， 週 二 的 降 雪

量達到 15 至 25 厘米，這是至

1954 年以來最大的一次，60 年

一遇。

卡城警方稱，從週一晚上

11 點起至週二下午 4：30，共

發生了 267 次撞車事故，其中

17 人受傷。

溫馨提示：路況現在很差，

請注意安全駕車！

【看中國訊】總部位於卡

城的赫斯基能源公司（Husky 
Energy）週日（9 月 30 日）

表示，計畫以 64 億加元（50
億美元）收購競爭對手 MEG 
Energy Corp。

赫斯基表示，合併後的

公司不僅每天總產量將超

過 410,000 桶 油（boepd），
煉 油 每 天 將 達 到 40 萬 桶

（bpd），而且將有更好的機會

開發新項目。對此，MEG 沒

有立即發表評論。

根據收購條款，MEG 的

股東可以選擇以每股 $11 兌

現，也可以換成 0.485 股赫斯

基的股份。

Husky將以64億收購MEG

【看中國訊】當卡城堆肥

計畫（綠色垃圾箱）全面實

施一年了，堆肥檢查員發現有

些家庭把非有機物的垃圾也扔

了進去，為此他們將對居民的

綠色垃圾箱進行巡查，以確保

箱內都是有機物質。

如果發現箱內扔有任何 1
個違禁物品，如一個塑料袋

等，就會把他們的垃圾箱放在

一邊貼上標籤，直到屋主把違

禁品掏出，才會回收綠色箱垃

圾。目前，巡查發現約有 2％
至 5％的綠色垃圾箱不合格，

內有違禁品，主要是一般的塑

料購物袋，而不是明確標識的

可複合堆肥的 (compostable)
專用袋。

市民可上網查詢，弄清楚

哪些是可接受的物品，哪些是

禁止的項目，以免給自己帶來

不必要的麻煩。

卡城簡訊

小心：綠色垃圾箱被查

市政府啟動緊急計畫 
應對60年一遇的大降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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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6 日上午，習近平在

齊齊哈爾考察中國一重集團。

習近平在考察時表示，北京現

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和困

難」，目前「糧食要靠自己，實

體經濟要靠自己，製造業要靠

自己」。

習提到，國際上的先進技

術、關鍵技術「越來越難以獲

得」，「逼著我們走自力更生

的道路」。他聲稱「這不是壞

事」，因為「最終還是要靠自

己」。

習還說，「當前，國家正

在推進高質量發展，建設一帶

一路，正是裝備製造業大有可

為之機，要繼續練好內功，繼

續改革創新，確保永立不敗之

地、永遠掌握主動權」。

這是中美貿易戰爆發以

來習近平第三次提出「自力更

生」。

北京在所謂改革開放四十

年後重提「自力更生」，當中意

味引人關注。中共建政之初，

不但面臨西方自由社會的抵

制，和蘇聯也鬧翻臉。「自力更

生」曾是所謂「毛澤東思想的重

要組成部分」，大躍進和大飢荒

正是其「自力更生精神」的真實

寫照。

三大危機浮現

時評人士林保華 10 月 1 日

在「自由亞洲」發文中，提到上

述這則微博並分析說，北京的確

面臨三大危機。

第一是經濟危機。文章援引

《紐約時報》最近的報導指，美

中經貿戰已經觸及到政府的命根

子。

文章稱，經濟問題關係到每

個人的切身利益。政治口號無法

動員民眾，經濟利益卻可以鼓動

每個人奮勇上街，公安、武警、

軍人都可以因此而擅離職守，那

豈非王朝的末日？

第二是權鬥不止。文章認

為，每月一次的政治局會議，按

說是中共高層所謂統一思想的重

要會議，但 9 月 21 日舉行的政

治局會議，居然有 5 位缺席，

其中 3 位還是政治局常委，幾

近半數，這是非常罕見的。

文章還提到，9 月底習近平

考察東北，視察軍隊時在左右的

是軍委第二副主席、同是紅二代

的張又俠。文章質疑，難道許其

亮也落馬？面對經濟困境，內部

鬥爭激化勢在必然。

第三是外交困局。北京擴張

野心被美國識破，也被西方國家

識破；現在連亞洲鄰國、非洲國

家都對北京不滿或感到不安。過

去被中國半控制的國際組織也在

逐步擺脫中國的影響。比如聯合

國改由葡萄牙人出任秘書長，

就開始指責中國的人權問題。

WTO 也面臨改變作風或進行改

組。中國快到外交孤立的時候

了。

林保華最後認為，明年是

中共成立 70 週年，未來一年中

國應該會有重大變化，如果中

國人還是國際村的正常人的話。

「自力更生」恐難奏效

對於北京在所謂改革開放

四十年後重提「自力更生」的當

中意味，外界認為，當前北京在

國際範圍內遭遇挫折，習近平重

提自力更生或暗示了中共越來越

陷於孤立的處境。

時事評論員文昭在自媒體節

目中表示，一個封鎖互聯網的國

家，一個知識不能自由傳播和討

論的環境中，靠重賞，和不怕死

就能逼出高精尖的創造力，這個

目標本身就相當夢幻，很不合歷

史邏輯。

中共黨史自己也證明了：自

力更生只能在有限的條件下保持

一下低限度的維生水平，而要獲

得競爭中的戰略性優勢，還得靠

外援。

在貿易戰背景之下，中國

國內一度傳出「國進民退」的風

聲，儘管北京高層表態安撫，但

業界仍然一片恐慌。

網絡上廣為流傳商界名人

「格隆」在長江商學院的講稿，

作者講述：他請名下合計超過

40 家上市公司的商界學員，就

「焦慮」與「恐慌」名詞進行選

擇，發現絕大多數人選的是「恐

慌」，而 7 個月前多數人選的是

「焦慮」。時隔 7 個月已是滄海

桑田。

經濟外圍上，習近平提到的

建設「一帶一路」，目前也正陷

入持續爭議和受挫。

9 月 20 日，美國國務院與

財政部同時宣布對違規從俄羅斯

購買軍火的中國軍隊裝備發展部

以及部長李尚福實施制裁，凍結

軍備部以及李尚福在美國司法管

轄區的資產，並限制透過美國金

融體系進入全球金融市場，凍結

其任何資產與利益，也禁止對其

發放美國簽證。

中國問題專家橫河表示，這

一制裁讓全世界沒有國家再能賣

武器裝備給中共，連維修配件都

不行，因為國際貿易必須通過金

融機構轉賬。

9 月 25 日，美日歐貿易部

長會議發表聯合聲明，譴責第三

國的政府補貼、強制轉移技術、

政府干預市場等，這顯示美日歐

圍堵北京的戰線正在形成，北京

所謂「聯歐抗美」、「聯日抗美」

的期望落空。

美國總統川普 9 月在聯合

國大會演講，指出社會主義帶給

人類的危害，其所到之處，都布

滿了災禍、貪腐與衰敗。此發言

對北京政府極具衝擊力。

「十·一」前 北京重提「自立更生」
【看中國記者李文隆

綜合報導】十 ·一前後，
北京政府全面加強控制社

會，重提「自力更生」口

號，外界觀察認為，此口

號一方面折射政府面臨的

困境；一方面，今非昔

比，在當前民眾中的鼓動

作用恐有限。

坦白難以從寬
肖建華涉三罪

【看中國訊】明天系掌門

人肖建華自 2017 年 1 月底被

北京當局自香港帶回大陸協助

調查後，始終沒有官方消息公

布。

據香港《蘋果日報》10 月

1 日透露，肖建華坦白招供，

希望換取從寬處罰，但因他掌

握太多中共高層貪腐內幕，即

便能走出監牢，恐亦難重見天

日。

稍早前，香港《南華早

報》援引消息稱，肖建華案將

於近日在上海開始審理，罪名

是「操縱股市及期貨市場」和

「代表機構行賄」。

不過，《蘋果日報》獲悉，

肖建華的問題比這兩罪嚴重，

至少涉充當政要「白手套」、

「財閥干政」及「金融政變」

3 宗政治罪。

而明天系能成為首家擁

有金融全牌照的民營資本集

團，傳聞與肖建華為中共權貴

的「白手套」有關，他一直被

指與曾慶紅、賈慶林等家族關

係密切，為「太子黨」掌控財

富。 2006 年，他協助曾慶紅

之子曾偉，以 30 多億元人民

幣鯨吞資產達 738 億人民幣

的山東魯能集團。

正因為他與江澤民陣營有

密切利益往來，且手握巨大金

融圈資源，所以肖建華才會參

與到 2015 年中國股災風暴中

去，那場股災被認為是針對當

時地位未穩的習近平的一場金

融政變。

消息指，肖建華交代的頂

層人物多到讓中紀委書記趙樂

際都不知怎麼辦，其中黨政軍

皆涉，使習近平掌握了不少前

任及現任政壇大老家族涉違紀

違法的材料。

紅二代撰文「軍隊完了」 貪將仍任要職

「送錢少了很丟人」

這篇文章 2015 年曾出現在

大陸網絡上，原題是「一位『紅

二代』的感嘆」，作者據稱來自

原福州軍區副司令員、中共建政

時的少將鄧克明長子鄧魯延。

鄧魯延文章表示，軍隊的貪

腐現象很嚴重，在斂財方面，只

會比地方政府的貪官們來的更

黑、更猛烈、更猖獗。他並舉了

一個自己親歷的發生在 2011 年

的例子：

2011 年 8 月，原福州軍區

政委劉培善中將的夫人左英（原

上海市人大副主任）病逝，接

到治喪辦通知後，福州去了二十

幾個軍隊子女參加告別儀式，作

者是和三妹一起去的。臨行之

前，其三妹公司老總拿了一萬元

做他家的份子錢。

文章說，到了上海，去小靈

堂祭拜的那天，「劉培善中將的

兩個兒子，像兩尊門神一樣聳立

在二樓入口處」。「他哥倆兒都

戴著中將軍銜，背著手，下巴翹

得老高，一臉牛氣，過去大哥

長、大哥短地叫我，現在陞官

了，變臉了。」

在小靈堂燒香、三叩首時，

其三妹把作者叫到一旁，告訴

他，他們帶的一萬元送少了，很

丟人。他往放禮品的桌子一看，

看到別人送的錢都是一摞一摞

的。

作者稱：「如果我們一萬元

的紙包厚度是 1，那麼一摞子紙

包的厚度至少是 20，我稍微數

了數桌子上的紙包，二十幾摞子

肯定是有了，也就是說，粗算一

下，桌子上的人民幣最少有 3、 
4 百萬。」

而他下樓時，看到「等著送

錢的人排了一條長龍，曲里拐彎

經過小花園，延伸到大門口。」

當晚的飯局上，他把所見所

聞告訴了自己的戰友，沒想到

別人一點不驚訝，有的戰友說：

「魯延哪，有啥奇怪的？劉培善

的大兒子劉曉榕，是總後勤部副

政委，他弟弟劉勝，是總裝備部

副部長。知道總後和總裝在上海

有多少下屬單位嗎？幾十個！他

們媽媽的葬禮，哪個下屬單位敢

懈怠？這次如果收入 1000 萬，

很正常啊！」

而作者自稱，從上海回福州

之後，他半年內很少說話。

10 月 28 日在其父親忌日那

天，他去墓地對父母親說：「我

們的黨完了，軍隊完了，國家完

了，老百姓完了」。

軍隊腐敗成爛泥

早前多家外媒曾報導，江澤

民心腹郭伯雄及徐才厚出掌軍委

副主席十年期間，少將 500 至

1000 萬元，中將則 1000 萬至

3000 萬，價高者得。曾有傳南

京軍區有少將想升中將，向郭行

賄 1000 萬元，本來郭已首肯，

不料另一少將向郭付 2000 萬，

結果郭立即反口，將中將頒給價

高者。

中共軍事科學院軍建部前副

部長楊春長少將曾透露，武警

及「解放軍」內排級、連級、團

級及師級，全部都明碼實價。

據 2015 年流出的官位價目表顯

示，連長 20 萬元，團長 100 萬

元，定價當時形容為老規矩。

紅二代羅宇也曾公開表示，

江澤民時期以「貪腐治軍」已經

讓軍隊腐爛不堪。他對臺媒說：

「中共軍隊已毫無戰力，腐敗成

爛泥，習近平比誰都清楚」。

中共軍隊貪腐驚人，近日網上流傳的一篇紅二代親身經歷文章，生動

的描寫了中將們收錢的「猛烈」、「猖獗」。（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晏清流

綜合報導】一名中共紅二代

之子數年前親歷軍隊腐敗

後，感嘆「軍隊完了」、「國家

完了」的文章近日在網上熱

傳。該文揭露的兩名大肆收

錢的紅二代兄弟將領：劉曉

榕和劉勝，其中弟弟劉勝還

在軍中任要職。

生前醜聞多 黃菊冥誕黨媒大讚其品格
【看中國訊】9月 28 日中共

前政治局常委黃菊 80 歲冥誕，

黨媒《人民日報》昨刊文評價黃菊

稱其「為國為民」、「品格高尚」。

1938 年 9月 28 日出生於上

海的黃菊，被公認是江澤民的鐵

桿親信。據官方新聞稿，黃菊因

病醫治無效，於 2007 年 6 月 2
日 2 時 03 分死亡。海外媒體廣

泛報導稱黃菊死於胰腺癌。

有消息稱，黃菊去世前一年

因牽扯到原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

案被調查。結果是未等到陳良宇

宣判，黃菊就不治病死。有人說

他「死得其時」。

香港東網 2016 年 4月的評

論文章稱黃菊不是甚麼正人君

子，文章引述原南京軍區政治部

內部人士披露，黃菊曾與該軍區

某正軍級將領妻子有姦情，按照

中共刑法屬於破壞軍婚，事情被

鬧到江澤民那裡，在江包庇下，

黃菊最後毫髮無損，被戴了綠帽

的將軍離婚了事。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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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明思綜合報導】就在美

中貿易戰加劇、中國對美國採購大豆的訂

單轉向巴西之際，臺灣農業訪問團近日與

美國簽署農產品採購意向書，預訂向美國

採購價值 15.6 億美元的大豆。

《路透社》報導稱，「2018 臺灣農產

品貿易赴美友好訪問團」上週三（9 月

26 日）在華盛頓與美國大豆協會簽署採

購意向書。臺灣貿易方代表承諾，2018
年及 2019 年會從美國採購約 390 萬噸的

黃豆，價值約達 15.6 億美元。

臺灣農產品訪問團團長洪堯昆表示，

「多買 60 萬噸不是很多，不過對我們來

說，算是很多的。我們並不是因為價格便

宜，而是因為跟他們的關係更深厚。」

對於臺灣在關鍵時刻的支持，美國多

位政要議員都表達感謝，佛羅里達州共和

黨眾議員、臺灣連線共同主席之一迪亞茲

巴拉特（Mario Diaz-Balart）表示，這

個意向書的簽署不僅對美國農民非常重

要，也是美臺堅定友誼的展現。

他強調，「當有人在竊取美國知識產

權時，臺灣和美國企業站在一起，讓彼此

都能繁榮；當有人勒索和霸凌臺灣時，美

國國會也一直都會與臺灣站在一起。」

「這對美臺關係有重要意義！」另

一位密西西比州聯邦眾議員、共和黨

籍的臺灣連線共同主席的哈珀（Gregg 
Harper,R-MS）說，「很高興在場見證美

臺簽署採購合同意向書，這和美中之間的

貿易談判形成強烈對比。」

美國大豆協會理事 Wade Cowan 表

示，「自從和中國有貿易紛爭後，大豆價

格下跌。可喜的是有像臺灣這樣的朋友站

出來，購買比原來承諾的更多的大豆。」

據《中評社》報導稱，臺灣是美國明

尼蘇達州第 6 大出口市場，也是該州農

產品的主要貿易夥伴。

2017 年臺灣自美國進口約 37 億美

元農產品，佔全部進口量的 25%，當年

購入大豆總量為 140 萬噸。近 20 年來，

前後從美國採購總值高達 320 億美元。

「雖然大陸暫時不買美國大豆，不過

美國大豆價格不至於因此有大幅波動。」

洪堯昆表示，由於今年天氣較佳，美國大

豆產量豐盛，價格也合理，品質相對穩

定，這也是臺灣採購美國大豆的好時機。

大陸媒體對此事的反應相當強烈，除

痛批臺灣在「背後插刀」外，《環球時報》

更發表了「酸味十足」的社評。

《環時》在社論中寫到，「臺灣的人口

只相當於北京市的人口，它根本消耗不了

太多美國大豆」、「就是臺灣人每餐都吃

豆腐，街頭小吃全變成炸臭豆腐，消費量

也極其有限。」

文章稱「臺灣太小了，它玩不起大政

治，經不起地緣政治激流的沖刷，所以不

應搞取悅別國對抗大陸的動作，臺灣作為

區域內相當弱的一方尤其需要反思！」

【看中國記者鐘靈綜合報導】香港正

經歷「土地大辯論」，尋覓未來土地發展

方向，政府及親建制陣營一向主張填海造

地，廣受民間批評。

華仔為「政府發聲」

為了「爭取民意」，「團結香港基金

會」近日發布視頻短片，以劉德華「真情

旁白」為賣點。片中，劉德華罕有地就土

地問題表態，並表示支持基金會提出的填

海 2200 公頃方案。

在這段長約 3 分半鐘的影片《讓下一

代看見》中，劉德華未有露面，只是以影

片旁白，他說，增加土地面積有很多方

法，但要長遠解決土地問題，自己就最支

持東大嶼填海方案：「如果香港出現一大

片全新土地，我們會多好多空間會起公營

房屋設施，基層市民會改善生活，就不用

等這麼久」，並指這樣可以在香港創造就

業機會，興建更多設施等。

網民批評

劉德華為基金會的發言引起了大批網

民批評。有網民形容，劉德華「太長時間

沒在香港，不如直接全家人到大陸發展好

了，別出來胡言亂語」；「政府這麼多廉

租給富豪的私家娛樂地，不拿出來，還要

香港人出錢填海給人建豪宅，你搞清楚再

出來說話吧！」

也有網民指出：「填海不是問題，問

題是一個小工程都要成億元、這些錢擺明

是給大財團、國企的利益，再用層壓式方

法為建制派、為北京欽點的特首換票」。

填海方案回顧

2016 年，梁振英政府提出《香港

2030+》計畫，其中大力推銷發展「東大

嶼山都會」。計畫中提出在大嶼山及與

港島之間以填海方式，實現建設低密度住

宅、高端消費購物圈、度假中心、水上樂

園等規劃，並將大嶼山建立成香港的另一

個高端經貿中心區。「東大嶼山都會」發

展面積約為 1000 公頃，預計居住人口為

40 至 70 萬。為了實現這個目標，現任特

首林鄭月娥及其班子提出，要對大嶼山以

及與港島之間的坪洲、交椅洲、喜靈洲及

周公島進行 1000 公頃的填海計畫。

以前特首董建華為首的「團結香港基

金」，日前更倡議填海 2200 公頃，按照

環保團體的估算，成本至少需要 10000
億港元。

專家怎麼說？

對於大面積填海的方案，不少香港專

家及民間組織均提出反對。天文臺前臺長

林超英就曾批評過，在中心建島是「逆天

行道」。他指出，香港因氣候原因及地

理環境，並不適合在海中心造島。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電機工程博士、

獨立管理顧問任憲邦在 2016 年撰文指

出，根據統計處的估計，香港的人口將

於 2043 年達到高峰的 822 萬，到 2064
年將回落至 781 萬，故此東大嶼都會在

2040 年代落成之時，香港的人口和住戶

總數都在下跌，東大嶼都會卻平白為香港

新增可容納 70 萬人或 26 萬戶的住屋供

應，相當於浪費社會資源。

然而，就像經濟效益永遠不會達標的

高鐵香港段一樣，或許政府推行的這些政

策和工程，並非為了未來著想，而是眼前

的政治因素、以及短期的利益。

【看中國訊】臺灣彩繪列車行銷到

海外了！為了要吸引國際觀光客來臺，

交通部觀光局特別邀請臺灣旅英的原住

民藝術家優席夫，打造在美國紐約的

臺灣觀光彩繪列車。車廂外以原住民

的歡笑圖像象徵臺灣友善、好客；車

內彩裝則用客家花布為背景，展現臺

灣人文觀光特色，還繪有臺灣地圖及

「TAIWAN」字樣。而觀光局表示，希

望能讓國外乘客感受臺灣之美。

據《自由時報》報導，觀光局長周

永暉表示，觀光局是經過了 3 個月與

當地接洽、會勘和審查，才完成這輛觀

光彩繪列車。

周永暉說，該車廂彩繪由臺灣旅英

的原住民藝術家優席夫創作，以桃紅色

當主視覺，車廂外部以原住民歡笑的圖

像來象徵臺灣的友善、好客，並透過青

色色帶來代表臺灣綿延的山脈與優美海

岸線的意象。

至於車內的彩裝則以客家花布為背

景，展示出臺灣的旅遊景點、離島、小

鎮、人文與美食等觀光特色，而且還能

清楚看見「TAIWAN」字樣，連天花板

也繪有臺灣地圖。

【看中國訊】2018 年亞太經合會

（APEC）經濟領袖會議將於 11 月 12
日至 18 日在巴布亞新幾內亞登場，臺

灣總統蔡英文 10 月 3 日宣布，指派台

積電創辦人張忠謀擔任今年的 APEC
領袖代表。

蔡英文強調，邀請張忠謀出任，主

要是要借重他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最重

要的是，「張忠謀是臺灣的共識」，請

他出馬，各界都會高度認同。

【看中國訊】大陸「黃金週」，素來

愛在香港消費的大陸遊客最近似乎更崇

尚「深度游」。所謂的「深度游」，是

由於有不少內地網紅平台上出現撰文，

推薦香港的「打卡勝地」，羅列出香港

各區拍攝「網紅照片」的好去處，但當

中不乏本不屬於遊客區域的地點。

有些遊客甚至潛入私人住宅、爬上

天臺，危坐天臺邊緣拍照，使自己處於

危險境地而不自知。很多港人表示擔

心，認為僅僅為了拍照，不值得冒險。

臺灣購買美國大豆
陸媒痛批「背後插刀」

劉德華「為政府發聲」引爭議

「TAIWAN」
現紐約地鐵列車

植牙

口腔手術

牙病治療
各種

去智齒

牙周病

牙齒矯正

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
供供供全全全面面面牙牙牙科科科服服服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免費

諮詢

免費
諮詢

2008 年畢業於
UBC

粵、英語

陳守誠 醫生
DMD

2001 年畢業於
亞省大學

英語

Richard Krim 醫生

DDS
醫生

2000 年畢業於
達爾豪斯大學

1983 年開始
從事牙醫工作

國、英語

董維佳 醫生
DDS

2012 年畢業於
UBC

1992 年畢業於
華西醫科大學

國、英語

劉青青 醫生
DMD

務務務

考慮矯牙或植牙？歡迎來免費諮詢

專業嚴謹·嶄新設備·舒適環境·地點方便

HorizonDental
優惠券

無保險
10%
OFF

矯正牙齒可分期付款矯正牙齒可分期付款矯正牙齒可分期付款
接受多種保險接受多種保險接受多種保險接受多種保險接受多種保險接受多種保險 診所地址：206 5403 Crowchild Trail NW

診所時間：週二至週六上午 9:00 ～下午 6:00 電話：403-202-9295
www.horizondentalgroup.ca

注：如無保險，基本

服務九折優惠（洗牙、

檢查牙齒、緊急檢查）

臺灣農產品貿易訪問團與美國大豆協會2018年9月26日在美國國會山簽署美國農產品採

購意向書儀式。（圖片來源：美國之音）

劉德華（維基百科）

張忠謀出任
APEC領袖代表

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
（圖片來源：自由時報）

拍照冒險
不值得 自拍示意圖

(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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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資格提名人 
遭遇麻煩

美國最高院「搖擺票」大法

官肯尼迪 6 月宣布退休後，川

普總統提名現年 53 歲的保守派

法官卡瓦諾為最高法院大法官候

選人。信仰天主教的卡瓦諾畢業

於耶魯大學法學院，有著豐富的

法官工作資歷與資格。參議院司

法委員會主席格拉斯利稱他「也

許是有史以來最有資格成為最高

法院的提名人」。

9 月 4 日起，卡瓦諾首次參

加確認聽證會就被民主黨參議員

多次打斷，遭 70 人高呼抗議。

3 名來自德克薩斯州的醫生辛德

勒、克里斯蒂、普維斯表示，他

們在排隊等候時親眼目睹了示威

者被金錢收買，到聽證會上製造

麻煩。

9 月 16 日，帕羅奧圖大學

教授福特稱卡瓦諾曾對她進行性

侵犯，當時她 15歲，他 17歲。

然而這項指控疑點重重（見圖

表）。

「無罪推定」 
原則被動搖

美國司法體系一直是「無罪

推定」原則，人在有證據證明有

罪之前都是無罪。但此刻卡瓦諾

要證實自己的無罪，來反駁對他

的有罪指控。川普說：「這種事

太可怕了，先定你有罪，然後你

再證明自己無辜。」

川普總統：「民主黨從卡瓦

諾得到提名的一開始就一直想傷

害他，因為他們知道，卡瓦諾法

官將遵守美國憲法，他過去一直

遵守著。」川普指出激進人士想

要的是改寫法律，取代傳統價值

觀。川普總統：「民主黨人要的

是激進分子，即左翼法官，他們

會完全改寫你們的法律，毀掉

你們的國界，取代你們的價值

觀。」

卡瓦諾法官的 
投票紀錄

美國大法官實行終身制，目

前 9 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中，自

由派與保守派各 4 位，如果 53
歲的卡瓦諾摘得桂冠，將使最高

法院以 5：4 向右。把這個案子

交給 FBI 調查，這樣就可以把

國會表決拖到 11 月 6 日中期選

舉之後；他們一旦拿回參議院，

就可把卡瓦諾「卡」掉。

一項涵蓋 2003 至 2018 年

的報告指出，卡瓦諾在華盛頓特

區的法院中擁有最保守的投票紀

錄。

另一項紀錄顯示，在克林頓

總統被調查期間，卡瓦諾認為克

林頓應該被彈劾，理由是他在橢

圓形辦公室的令人作嘔行為和

「大數量的不法行為」。

無獨有偶的 
性侵指控醜劇

時評員曹長青在〈為甚麼左

派演出杯葛大法官的醜劇〉中，

回憶了另一起保守派大法官國

會聽證時，遭遇性侵指控的醜

劇。

1991年，托馬斯（Clarence 
Thomas）被提名大法官後，黑

人女教授希爾突然指控，托馬斯

10 年前對她語言性騷擾，有過

性暗示等。希爾當時同樣拿不出

證據，且自相矛盾。托馬斯被控

性騷擾的國會聽證會，也在當時

成為重大新聞。

曹長青寫到：「令我憤怒的

是，如果有性騷擾，為甚麼當時

不指控？後來也從未提過？……

沒有想到今天又看到類似的一

幕，而且比托馬斯那次更狗血，

對手更加惡毒！」

第七次FBI調查
在性侵指控者福特結束國

會聽證後，參院司法委員會 9
月 28 日投票通過了卡瓦諾任

命，但在進入參院全體投票環

節前，卡瓦諾將面臨出任政府

高級官員以來的第七次 FBI 調
查。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

爾 10 月 2 日宣布，預計 FBI 的
調查報告將很快公布，屆時每

位參議員都會看到。雖然議院

少數黨領袖舒默正試圖再次拖

延確認表決。但麥康奈爾決定

不再拖延。消息稱，卡瓦諾的

確認投票最有可能在 10 月 6 日

進行。

卡瓦諾法官歷險記
性侵指控疑點多 「無罪推定」原則被動搖
【看中國記者邢亞男

綜合報導】從7月9日川普總
統正式提名卡瓦諾（Brett 
Kavanaugh）為最高院大
法官後，其確認過程已超過

12週。從9月4日首次參加
確認聽證會就被民主黨參

議員多次打斷，最近又有女

性指其性侵，一波三折的劇

情被世界稱為「卡瓦諾歷險

記」。



福特證詞至少存八大疑點

無現場證人或旁證

本人對性侵關鍵細節無記憶


4名證人都否認參加過派對
福特的家人不力挺她
福特一再改變故事關鍵細節

福特本人具有強烈政治導向

治療師筆記中無卡瓦諾名字


福特說的卡瓦諾被提名

大法官時間與事實不符

卡瓦諾（Win McNamee/Getty Images） 福特（Jim Bourg-Pool/Getty Images）

政治庇護造假
上萬移民或遣返

【看中國記者憶文綜合報

導】因造假，多年前獲得美國

政治庇護身分的超過 13500
名移民可能面臨取消政治庇護

資格，並被遣返，其中多是中

國人。

據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臺

的全球財富（Planet Money）
報導，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

（USCIS）、移民和海關執法

局（ICE），以及移民審查執

行辦公室（EOIR）正在考慮

剝奪這些移民的身分，因為他

們多年前採取欺詐手段通過了

庇護申請。

報導稱，2012 年，紐約

地區的聯邦檢察官曾逮捕 30
人，包括紐約地區的移民律

師、法律助理和翻譯。美國當

局指責這些人編造受迫害故

事、偽造文件，教唆以樣板語

言對付移民官。他們涉嫌幫助

唐人街和法拉盛約 3500 名華

人通過造假獲得政治庇護。

在起訴後的多年裡，移民

官員一直在審查相關庇護案

件，以確定哪些人造假，應被

驅逐出境。移民律師表示，這

是 ICE 歷史上最大規模系統

地審查舊的庇護案件。

美國移民官員已確認正在

審查這些 2012 年 12 月前的

3500 個政治庇護案件，以及

1 萬多名由此衍生出來的親屬

移民綠卡，共有超過 13500
名移民可能面臨遣返。

報導說，移民官員在懷疑

某些案件後，先由 ICE 的律

師向移民審查行政辦公室提出

重審，獲移民法官批准後，相

關庇護者須到法庭進行庭審。

最終，由法官決定是否取消政

治庇護資格。

美國移民局標識（公有領域）

【看中國記者曉行編譯】

澳洲專家警告說，在社交媒

體上過度分享孩子照片，可

能給他們帶來長期心理健康

問題。

當今社會，熱衷在社交媒

體上晒娃的父母為數不少。一

項研究曾顯示，美國父母在孩

子五歲之前平均會在網上晒近

1000 張照片。據《廣告人報》

報導，互聯網安全專家擔心，

越來越多的所謂「分享者」在

利用自己孩子的照片賺錢，從

社交媒體獲得贊助。

「網絡安全解決方案」的

負責人 Susan McLean談到，

一名 2 年級學生告訴她說，

不能刪除自己的 Instagram，

因為她是一名品牌大使。

Mclean 認為，這種趨勢可能

吸引心懷不軌者，或使孩子生

出虛榮心，「它給幼兒帶來了

虛假的自我價值和受歡迎的感

覺。」她說。

安 全 專 員 Julie Inman 
Grant 認為，父母最好不要在

公共帳戶上分享孩子的照片。

「在孩子不知情或沒有同意的

情況下，在線分享孩子的照

片，可能會導致你的孩子出現

問題，他們可能感到尷尬，不

能正確理解甚麼是同意和尊重

自己。」Grant 說：「父母還

應該意識到一個被廣為擔憂的

問題，例如：孩子穿著泳裝的

形象，可能被心地陰暗者所利

用，放到兒童色情網站上。」

ReachOut 首 席 執 行 官

Ashley De Silva 表示同意，

隨著孩子們年齡的增長，這種

做法可能會給他們帶來心理健

康風險：「可能在孩子漸漸長

大之後，現在發布的照片可能

會成為他們的心理障礙。」法

國甚至規定，不經孩子同意就

在社交媒體上晒出他們的生活

情景，將面臨長達一年的監禁

和 4.5 萬歐元（5.02 萬美元）

的罰款。

晒娃也可能影響母親的心

理狀況。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

心理學家莎拉 • 紹珀 - 莎利文

說：「如果一位媽媽在臉書上

晒娃是為了得到認可，肯定

自己是個好媽媽，但是收到

的『讚』和肯定的評論與她所

期待的有差距，就可能成為問

題。」

樂山大佛位於四川樂山

市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

江交匯之處。據唐代韋皋《嘉

州凌雲大佛像記》和明代彭

汝實《重修凌雲寺記》等書記

載，樂山大佛開鑿於唐玄宗

開元初年（公元 713 年），

至唐德宗貞元十九年（公元

803 年）完工，前後歷時 90
年。

樂山大佛的頭與山齊，

足踏大江，雙手撫膝，體態

勻稱，神勢肅穆，依山鑿

成，臨江危坐。大佛總高 71
米，佛像高 58.7 米，大佛頂

上的頭髮，共有螺髻 1021
個。近幾十年，大佛有過多

次修繕紀錄。根據相關記

載，樂山大佛曾經數次閉眼

流淚顯靈，每一次都與當時

的重要歷史事件有關。

1959 年到 1961 年的三

年大飢荒期間，樂山大佛就

曾閉眼。當時，四川無數的

人因飢荒餓死，每天都有成

群餓死的屍體順江而下漂過

大佛。大佛便在一夜間突然

閉眼。之後，因佛像閉眼是

不祥之兆，當局對大佛眼睛

重新修鑿。當年大佛閉眼的

照片還在樂山陳列館保存著。

1963 年， 在 大 飢 荒 不

久後，毛澤東開始「造神運

動」，加劇了中國民眾的災

難。大佛再一次閉眼默默流

淚。有消息稱，大佛流淚的

照片令當局恐慌，動用了 4
千萬元對大佛進行清洗，但

依舊無法抹去大佛眼角的淚

痕。

1976 年 7 月發生的唐山

7.8 級大地震，使得整個唐山

市被夷為平地，幾十萬人死

亡。地震後四川當地民眾發

現樂山大佛面露怒色，再次

閉眼流淚。

社交媒體 
過度晒娃害處多

樂山大佛幾度顯靈

【看中國記者端木

珊綜合報導】有著1215年
歷史的樂山大佛，因歲月

侵蝕，已出現嚴重損毀。

10月8日起，樂山大佛將
進行維護，暫時謝絕遊

客。樂山大佛有過多次修

繕紀錄，其中有幾次與大

佛神秘閉眼流淚有關。
樂山大佛
（Karelj/WIKI/CC BY-SA）

許多媽媽熱衷晒娃。
（公有領域）

美國第一夫人 
獨自出訪非洲
【看中國訊】美國第一夫

人梅拉尼亞．川普首度單獨

訪問非洲，10 月 2 日抵達迦

納。白宮表示，梅拉尼亞的非

洲之行還將包括：馬拉維、肯

尼亞和埃及，此行將「專注於

醫院的孕產婦和新生兒護理、

兒童教育，深深融入每個非洲

國家的歷史和文化」。

【看中國訊】很多大學教

授開始禁止學生上課用手機。

他們說這會改進學生課上的互

動，注意力更集中。哈佛大學

教育學院的馬丁．韋斯特說：

「過去 8 年，我在哈佛大學教

育學院關於美國政治和教育的

調查課程不像是個教室，更像

是個網吧。」

密歇根大學的公共政策、

教育和經濟教授蘇珊．戴娜爾

斯基說：「當大學生在課上用

電子產品，他們學到的更少，

成績更差。」戴娜爾斯基的研

究顯示，甚至在課堂上能看到

同學屏幕的學生，即使自己不

帶電子產品，他們的理解也比

那些不分心的學生低 17%。

學生手機沒了 
成績上升了

（Fotolia）



A72018年 10月 4日—10月10日    第 22期    看財經Economy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中國降低進口關稅的真實目的

中國將工業等領域需求大的

工程機械、儀器儀表等機電設備

平均稅率由 12.2% 降至 8.8%，

紡織品、建材等商品平均稅率由

11.5% 降至 8.4%，紙製品等部

分資源性商品及初級加工品平均

稅率由 6.6% 降至 5.4%，並對

同類或相似商品減併稅級。

中國商務部官員說，這是

「中國進一步擴大開放的重大舉

措」。

但是，對於中國主動下調

進口關稅，《看中國》特約評論

員唐新元指出，這是中國在中

美貿易戰不斷升級的情況下不

得已而為之，也是為了安撫在

華外企的措施，避免外企撤離

中國。因為外企占中國企業的

數量比重不足 3%，但是外企卻

創造了中國近 1/2 的對外貿易、

1/4 的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和

1/5 的稅收收入。中國出口的商

品，很多的原材料都是依靠進

口的，進口價格低，企業的利

潤就增加，反過來也促進了出

口。

《紐約時報》中文網 9 月 27
日報導說，很多公司因為關稅、

勞工成本上升等原因，考慮把生

產線從中國轉移到更便宜的東南

亞、非洲國家。不過對比起像越

南、柬埔寨、衣索比亞這些缺乏

基礎建設、較為落後的地區，中

國在物流、交通運輸和工人的技

術能力方面，具有一定的競爭

力，因此在華外企想要離開中國

恐怕有些困難。

不過，美國南卡羅萊大學商

務教授謝田接受自由亞洲電臺採

訪時駁斥了《紐約時報》的觀點：

「很多人沒有見過，世界工廠的

（中國）工人實際上是農民。他

們從培訓到上崗也就幾天到最多

兩個月，所以世界工廠的轉移不

是特別困難的事情。公司只要把

工廠遷移過去就好了，電、道路

等是由工廠所在地的政府來做。

只要當地政府看到投資所帶來的

巨大收益，他們肯定會提供基礎

設施建設」。

謝田認為，美中貿易戰只

是引發在華公司出走的其中一

個理由。「通脹厲害、勞工成

本迅速上漲。中國在產品成本

上已經不占優勢。還有汙染、

人權、外匯兌換限制、知識產

權、法律保護等一系列的問

題。讓企業認識到在中國做生

意越來越難」。

美國日前對中國 2000 億美

元的商品加徵 10% 關稅，到明

年 1 月 1 日將調高至 25%。中

國則表示要對價值 600 億美元

的美國商品加徵關稅。對此，

美國總統川普已經明確表示，

如果中國採取任何報復措施，

將會「立即展開第三階段，即對

2760 億美元的中國商品進一步

徵稅」。

摩根大通最近的報告指出，

如果美國對所有來自中國的進口

商品都加徵關稅，中國遭受的經

濟衝擊雖然在可以控制的範圍

內，但失業率會上揚。如果下一

輪關稅實施，中國又沒有任何反

制措施的話，將導致中國流失

300 萬個工作。

彭博經濟研究認為，在與美

國的貿易戰升級之際，中國降低

這些產品的進口關稅預計會促進

工業生產和投資，同時也會刺激

消費。

中國國務院的聲明沒有提到

美國，這意味著美國的進口商品

不會被排除在降低關稅措施之

外，就像前幾輪降低關稅措施一

樣。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

綜合報導】從11月1日起，中
國今年第三次降低進口關

稅，將降低1585個稅目工業
品等商品進口關稅稅率。中

美兩國貿易戰再次升級後，

中國此舉將部分抵消對美

國商品加徵關稅的影響。也

是避免在華外企因貿易戰的

影響從而大量撤離中國。

【看中國訊】美國商務部

10 月 2 日對進口自中國的鍛

鋼件做出反傾銷終裁，認定中

國出產的鍛鋼件在美國以低於

公平價值的價格傾銷。

中國 2017 年向美國出口

了價值大約 1 億零 500 萬美

元的鍛鋼件。

美國商務部認定，中國鍛

鋼件出口商在美國的傾銷率為

大約 8% 到 142%。商務部還

認定，中國向鍛鋼件廠商提供

可訴訟的補貼，因而中國鍛

鋼件在美國的最終傾銷率為

13.41%。

美國川普行政當局將嚴格

實施美國貿易法作為工作的重

點之一。自從川普總統執政以

來，商務部啟動了 124 項反

傾銷和可訴訟徵稅的調查，是

奧巴馬執政同期調查數量的

226%。

美國商務部同時認定意大

利出口到美國的鍛鋼件也有傾

銷行為，傾銷率為大約 50%
到 80%。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定

於 2018 年 11 月 15 日對鍛鋼

件傾銷造成的傷害做出最終認

定。如果國際貿委會認定有傷

害，商務部將發出正式反傾銷

行政令，否則相關調查行動將

被終止，商務部也不會發布任

何反傾銷行政令。

（轉載自美國之音）

美最終裁定中國
鍛鋼件在美傾銷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捲入「陰陽合同」事件的范冰

冰，以及馮小剛等名人，讓中國

新疆邊陲小城的霍爾果斯被公眾

所熟知。霍爾果斯有著中國「避

稅天堂」之稱，但是隨著稅收等

政策的「變臉」，大量的公司正

在註銷當中。

9 月 26 日，有中國內地財

經媒體注意到，霍爾果斯美拉文

化傳媒有限公司（霍爾果斯美

拉）工商資料中出現清算信息，

霍爾果斯美拉成立清算組。

馮小剛現擔任霍爾果斯美拉

的經理，該公司成立不足一年即

遷至霍爾果斯，僅 1 名員工。

除了霍爾果斯美拉以外，兩

家馮小剛擔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

也於今年註銷。

據不完全統計，今年 7 月

以來，中國的影視明星和名人陸

續開始註銷或退出名下的公司。

查詢工商註冊可以看到，大部分

公司的註銷地點為霍爾果斯。

9 月 30 日，根據網易財經

頻道報導顯示，目前在霍爾果斯

註冊的企業其他的優惠政策均已

停止。

此外，當地的相關部門對在

霍爾果斯的註冊企業提出了新要

求，企業必須實體落地，提供相

應面積的辦公場地，以及對應數

量的工作人員，並給員工繳納社

保；已經享受到稅收減免的企

業，必須拿出企業所得稅減免

的 20% 用於在霍爾果斯的地方

進行投資，投資類型包括實體投

資、政府投資、公益基金，企業

可從中任選一種；另外，註冊企

業必須拿出開票量金額的 1% 用

於繳納保證金。

過去，在霍爾果斯註冊的企

業中，大多屬於空殼公司，沒有

實際辦公場地和工作人員，許多

公司的註冊地址就落在負責代辦

的財稅公司的地址上，甚至出現

了一個地址有上千家公司註冊的

現象。

霍爾果斯招商局一位負責人

說：「霍爾果斯目前有 1.8 萬家

企業，可能有 1 萬多家企業沒

有開展過業務」。

今年出貨約14.4億支 
全球智能手機年增僅1%

【看 中 國 訊】DIGITIMES 
Research 預估，今年全球智能手

機出貨約 14.4 億支，年增僅約

1%，而明年全球智能手機出貨

14.7 億支，年增 2.4%。 
據《自由時報》報導，2019

年以前，5G 尚無法帶起換機

潮，而 4G 類智能手機（smart 
feature phone）生態系尚未建構

完善，預測全球智能型手機出貨

仍無法突破 15 億支的門檻。

但自 2020 年起，全球各地

電信商將陸續商轉 5G，換機潮

將興起，再加上新興市場消費者

增加購買入門款智能手機或 4G
類智能機，全球智能手機出貨量

可能於 2020 年突破 15 億支。 

Fed主席讚美經濟前景 
低失業率通脹溫和

【看中國訊】據中央社報導，

美聯儲（Fed）主席鮑爾（Jerome 
Powell）10 月 2 日讚美國經濟

「非常正面的前景」，他認為美

國經濟正接近超低失業率和通貨

膨脹溫和的「歷史罕見」時期。

鮑爾承認，失業率低於 4%
的情況預料將再持續至少兩年，

以及即使薪資上揚，通貨膨脹仍

維持溫和，「在現代美國數據將

是獨特的」。

他表示，為了防止通常和如

此低失業率聯繫在一起的物價飛

漲，美聯儲將繼續逐步升息。目

前的預測完全承認經濟的變化，

也意味通貨膨脹幾乎可不管失業

率下滑，仍然維持溫和。

中國避稅天堂稅收政策「變臉」 財經簡訊

日前，中國央行公布的金融

統計數據顯示，今年 8 月，中

國金融機構各項存款餘額同比增

長 8.3%。而自 1979 年至 2018
年這 39 年間，中國金融機構各

項存款餘額同比增速從未跌破

過 9%。與存款增速的整體下滑

相比，居民存款增速下滑更為

嚴重，從 2008 年到 2018 年，

短短 10 年間，居民存款增速從

18% 下滑到了 7% 左右。中國

人沒錢了嗎？錢到底去哪了？

不可忽視的一點是中國城市

的生活成本已居於全球前列，生

活成本越來越高，幾千元的工資

已經不敢進商場買衣服，吃的食

物不是漲價了就是分量縮水了，

許多人出門坐公交地鐵並減少坐

出租車的次數。有中國民眾感

嘆：「掙錢的速度趕不上花錢的

增速，能存下的錢自然就少了。」

銀行理財連降 6 個月、餘額

寶收益率跌破 3%，再加上 P2P
網貸行業大洗牌，金融騙局不

斷「爆雷」，中國突然多了成百

上千萬金融難民，他們是各類金

融案件的受害者，尤其眾多 P2P
網貸平臺的危機爆發使人們血本

無歸，消滅了很大一部分中產階

級，讓中國民眾身受其害。

房地產市場成為居民存款的

另一重要流向。今年中國內地各

家銀行發布的半年度數據顯示，

銀行房地產貸款投放規模仍居高

不下，26 家上市銀行中，共有

19 家銀行房地產行業貸款餘額

高於去年同期，只有 7 家銀行貸

款餘額有所下降，且以中小銀行

為主，尤其是上半年三、四線城

市的個貸增長明顯。

購買房產的首付款和償還貸

款的每月支出，快速消耗了家庭

存款。金融統計數據佐證了這一

點：8 月分人民幣貸款增加 1.28
萬億元，分部門看，住戶部門貸

款增加 7012 億元，其中，短期

貸款增加 2598 億元，中長期貸

款增加 4415 億元。日前，中國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

揚公開表示，「中國居民很快就

會成為一個赤字部門，後果很嚴

重」。

為何中國存款39年來增速最低？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

綜合報導】中國央行最新的

金融數據顯示，居民存款增

速下滑。這折射出中國經濟

三個真相：生活成本快速增

高、遭遇金融騙局、房地產

強力「抽血」讓民眾財富正

在不斷的縮水。

中美兩國貿易戰再次升級後，中國將第三次降低進口關稅。

（MARK RAL-STON/AFP/Getty Images ）

（Fotolia）

（Fotolia）

美商務部總部（美國之音）

范冰冰接受天價罰款
如在加拿大會怎樣

【看中國訊】10 月 3 日，中

國官方宣布，范冰冰須連繳帶罰

上交近 8.8 億元人民幣；同日，

范冰冰亦在微博沉寂 123天後，

發出致歉信，承認逃稅問題。依

照中國法律，范冰冰偷逃稅款屬

初犯且態度良好認罰繳稅，因此

可不必坐牢。如果范冰冰是加拿

大的納稅人，後果會如何？

卑詩省素裡一位房地產

發 展 商 Millenium Century 
Investment Ltd.， 因 漏 報 約

46.2 萬元銷售稅，被省法院判

不僅要償還所欠稅款，還需支

付 46.2 萬元的罰款。另外這位

發 展 商 Rajinder Singh Mann
須在家中軟禁 9 個月，及執行

社會服務令。法庭文件顯示，

Rajinder Singh Mann 2003 年

就因欠稅宣布破產。 2018 年再

被罰百萬巨款，估計他又得宣布

破產了。

華人刑事律師瀋晨告訴媒

體，按照加拿大的稅法對個人或

公司偷逃稅單一指控，最高刑期

可達 5 年，理論上如果有多項

指控則刑期需累積計算，比如有

5 項指控，每一項都判處最高

刑罰的話，累積刑期可高達 25
年，但是也要區分犯罪程度和辯

護意見決定。

如果根據「刑法」第 380 條

被判有欺詐罪，可能會面臨最高

達 14 年的監禁。

華人稅務上訴師胡商說，

加拿大對逃稅犯罪的懲罰主要

有兩方面，一個是罰金（高達

200% 的應納稅金額），一個是

監禁（坐牢），但最高刑期是 5
年；還有犯罪記錄也是一個不好

的事，也算是一個懲罰，因為有

犯罪記錄出國很難。針對范冰冰

的案子如果發生在加拿大，估計

會被罰款，同時要蹲監獄一段時

間，表現得好會被釋放；但也很

有可能是監外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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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華人基督徒集會  
聲援中國教友 抗議迫害

【看中國記者王璐採訪報導】

10 月 1 日，初冬的卡城飄著小

雪，寒氣襲人。在瑟瑟的寒風

中，有這麼一群人，站在卡城

中領館前，手中舉著「和平博

愛」、「宗教自由」、「停止拆教

堂」等牌子，呼籲中共不要繼續

迫害基督徒，在中國停止焚燒十

字架，停止拆教堂等。他們是卡

城的基督徒，在中領館前集會，

聲援在中國遭受迫害的教友，抗

議北京政府迫害宗教自由。

《看中國》記者對集會的主

辦人之一—石清先生進行了現場

採訪。

集會訴求

北京當局近年大力迫害境內

基督徒，從關閉教堂、拆除十字

架到抓捕無辜牧師及徹查家庭教

會，再到強制推行「基督教中國

化」，全面改造基督教，包括把

教堂改建成如同佛教的廟宇，實

行「教堂中國化」，要求基督徒

「聖經論語對讀」的所謂「靈修

中國化」等等，目的就是為了消

滅基督教。

鑑於以上種種 , 海外的基督

徒們不再沉默 , 他們要站出來為

國內受迫害的教友發聲。石清

來自卡爾加里附近 Cremona 小

鎮，他是一名基督徒，也是所在

小鎮教堂的長老。他告訴記者：

「今天雖然很冷，但我們這點冷

比起在大陸受到中共迫害的兄弟

姐妹實在算不了什麼，所以我們

今天一定要來集會示威，來遞交

請願信，呼籲中國大陸的政府官

員們，不要跟隨中共繼續迫害基

督徒 ,那將會把中國帶向災難。」

他說：「我 2013 年在大陸

的時候，我曾經跟一些地方官員

談過，他們說在他們這個地方，

多一個基督徒，他們就會少好幾

個罪犯，這麼好的事情，為什麼

非要逆向而行，非要把國家帶向

災難？寧遠都要幾個罪犯而不要

一個基督徒。況且中國的憲法也

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為什麼現

在燒了那麼多的十字架 , 拆了那

麼多的教堂 , 抓了那麼多的傳道

人？而且小孩子上學，父母還要

填保證書，父母不能信教；老師

也必須簽聲明，他不信教才能教

書；在私人公司裡的員工，也必

須簽一個聲明，他不信教才能繼

續在公司裡工作。我呼籲還有良

知的官員們，你們都要把槍口抬

高一寸哪！你們少一點迫害基督

徒，你們就是為中國做好事。」

迫害根源

為什麼在中國基督徒會被迫

害，石清認為：「他們害怕基督

教把中國的道德提升了，因為一

個道德提升的國家共產黨是統治

不了的，共產黨就是希望道德繼

續滑下去，道德滑到地獄裡面，

共產黨才好統治。」

談到目前北京為什麼不僅對

家庭教會進行打壓，甚至連當局

認可的「三自教會」的教堂也進

行了拆除。石清先生說：「共產

黨對只要有真信仰的，他都會打

壓，就像他們一直迫害藏人、法

輪功一樣。「三自教會」的信徒

很多也是真心信仰耶穌的，所以

他們也會打壓。但是，對那些講

黨性的，他就不迫害了。我們基

督教有句話『被迫害的人是有福

的』, 上帝一定會保佑這些被迫

害的人，被迫害的這些人是耶穌

基督最看重的，所以真正的基督

徒是不怕被迫害的，也不可能被

消滅的。」

10月1日，卡城華人基督徒在中領館前集會，抗議中共破壞宗教自由。(攝影/康懿)

石清先生接受<看中國>記者採訪

(攝影/康懿)

從古至今，善良的人們從來

不會主動去迫害誰。相反，被迫

害的卻往往是他們。迫害者在迫

害之前也會找各種理由和藉口，

並利用輿論迷惑人們的思想，使

無知的民眾也隨之成為其幫凶。

歷史上，基督教在早期兩百

多年中就經歷了無數次的政府取

締、迫害及民眾的暴力對待，許

多人為自己的信仰獻出生命。但

如此做法卻沒有阻止人們對此信

仰的廣泛傳播。越來越多的人為

聖徒們的精神所震撼，而古羅馬

帝國卻在蠻族入侵，瘟疫和天災

中走向滅亡。而這一切也都是他

們的因果，並不是人干了什麼就

這麼算了，宇宙的理在平衡著一

切的一切，只是愚昧的人不相

信，與天地人斗的人不相信。看

看他們在歷史中的伎倆，就知道

歷史有時會重複，但依舊會有愚

蠢的人干愚蠢的事。

根據羅馬史學家塔西圖

(Tacitus) 的 記 述， 古 羅 馬 皇

帝尼祿 (Nero) 故意在羅馬城

縱火，然後嫁禍於基督徒。後

來，蓋勒流也採取同樣手段，

十五天內在尼科米底亞皇宮製造

了兩起火災並誣蔑為基督徒所

為，迫使當時的皇帝戴克里先

(Diocletian)下狠心迫害基督徒。

為了煽動民眾的反基督教情

緒，古羅馬的一些理論家編造了

不少針對基督徒的謠言，諸如基

督徒在拜神時要殺死嬰兒並喝其

血、吃其肉，還說基督徒狂飲、

亂倫等等，所有古羅馬社會的惡

行都被強加在基督徒身上。

奧 熱 流 (Marcus Aurelius)
皇帝對基督徒的迫害也非常殘

暴。根據史學家沙夫 (Schaff)的
描述，「殉道者的屍首，滿佈街

頭 ; 那些屍首被肢解後焚燒，餘

下的骨灰則散入河中，以免他們

所謂的『神的仇敵』沾污大地」。

西元二百五十年，僭主德修

斯 (Decius) 發出敕令，命令基

督徒必須在選定的反悔日放棄自

己的信仰，否則將受到地方總督

的審判。身為基督徒的政府官吏

或被罰為奴隸，或被沒收家產 ;

最堅定者被處死。至於平民，處

境更是悲慘至極。西元三百零

三年，戴克里先 (Diocletian) 皇
帝又發出敕令，開始了「羅馬帝

國政府發動的最大一場宗教迫

害」，眾多摧毀教會、收繳聖經

和屠殺教士的暴行發生了。

歷眾所周知，古羅馬帝國的

法律體系非常發達，辯護制度已

經成熟。但完善的法律體制沒有

阻止暴虐的統治者對正信的迫

害，審判和刑罰卻成為一種堂而

皇之的迫害方式。

羅 馬 皇 帝 多 米 田

(Domitian) 曾 下 令 大 規 模 搜

捕基督徒並將他們處死，就連

他表弟一家也不能倖免。多米

田 (Domitian) 之所以迫害基督

徒，是因為基督徒不肯稱他為

神。這位皇帝不甘按照慣例等待

死後被追封為神，而在生前即

要求百姓以「我們的主、我們的

神」稱呼他。

戴克里仙 (Diocletian) 皇帝

為了有效地統一羅馬帝國，要求

所有羅馬公民信奉同一信仰，基

督徒因此成為他的心頭大患。於

是，他便下令摧毀教會，基督徒

被迫在背棄信仰或者死亡之間作

出選擇。

基督教在流傳中堅持自己信

仰的獨特性，不肯與其他宗教融

合或並列，也得罪了維護羅馬宗

教的人。當時，古羅馬城裡供奉

著各個民族五花八門的神，很多

是邪神，那些邪神的信奉者對正

信耿耿於懷。在古羅馬時期，基

督徒信守聖潔、仁愛、和平和公

義，在當時看來是一些不切實際

的理想。基督徒純潔的個人生活

與普遍墮落、奢靡的社會氛圍形

成一種強烈的對照，使很多人尤

其是當權者感到一種很大的威脅。

在古羅馬時期，主教坡旅

甲 (Polycarp) 被解赴競技場。

巡撫說，只要他在眾人面前否

認基督，就可得到釋放。坡旅

甲 (Polycarp) 說：「你想以火嚇

我，那火充其量不過燃燒一小時

罷了，你卻不能忘記那永不熄滅

的地獄的火」。隨後，一群暴

民一湧而上，將他活活燒死。

當時，很多忠實的基督徒甚

至在沒被判處死刑時也隨同被判

極刑的殉道者跳進熊熊烈火。他

們本該在烈火中呻吟，但卻在烈

火中讚頌他們的神。這是腐朽、

昏聵的羅馬社會所無法理解的。

當今紅朝統治下的基督教，

必須擁戴中共的領導，遵照中共

的指令行事，甚至按照中共的意

思解釋教義，中共成了「不是上

帝的上帝」——這和古羅馬帝

國要求基督徒「必須向羅馬帝王

獻祭，承認帝王為神」，有什麼

本質的區別？表面不同，實質都

是在強權下變通了教義，從而玷

污了信仰。古羅馬時期純正的基

督徒寧死不屈，而今不屈從中共

的基督教派別，同樣是被中共鎮

壓的對象。

不只是對基督教的迫害，從

歷史上看，所有迫害善良，迫害

正義的人沒有一個能得到好的下

場的，雖然他們能得一時之勢，

迷惑一時之人，但從古至今，從

來就沒有成功過。舞臺不是為惡

人準備的，他們只是陪襯。

何其相似 
看基督教在歷史上所受的迫害

海外華人教會被滲透

談到海外華人教會被中共滲

透與腐蝕，石先生頗有感觸。他

告訴記者，在 2014 年的時候，

他到卡城最大的華人教會做分

享，然後與教會的幾個負責人一

起吃飯。兩個星期以後，中領館

的人就知道他都講了什麼。

他還談及目前教會的一些

不良的現象：西方人對有些基

督徒有一個說法，叫做「Rice 
Christian」, 意思就是「為物質

利益而接受洗禮的基督教徒」。

現在有很多華人是為了得到好處

才進教堂的，因為在教會裡可以

擴大他們的社交範圍，還能找到

好工作，真正的基督徒也很願意

幫助他們，給他們很多的好處，

這部分人數還不少。他們不是為

了信仰而信仰，所以共產黨的統

戰部門就很容易利用這一部分

人，還有一些就是直接從中領館

拿好處的間諜。真正的基督徒是

要預備和耶穌一起受苦，要背起

自己的十字架。不過，他很樂觀

的看待這件事情，他認為不管是

什麼人，也都會改變。

石清呼籲海外華人基督徒，

要勇敢的站出來說不。所謂的

「搞政治」是共產黨打擊敢於反

抗的人的大棍而已，目的就是迷

惑不明真相的人跟著他們一起反

對人民的反迫害，以達到他們繼

續統治的目的。所以他希望海外

所有的華人基督徒都站出來為國

內受迫害的教友發聲。

事件背景

中國地方政府近期對基督徒

採取了大規模打壓行動 : 北京、

上海、四川、廣東、河南等地教

會被拆十字架、牧者被逮捕、信

徒被暴力對待受恐嚇、聚會場所

被干擾、禮拜堂安裝監控設備，

以及基督徒被要求籤署不信仰基

督教的承諾書等等。

自由亞洲電臺 9 月 5 日報

導，河南大規模清拆十字架，據

稱已有 4000 多間教會十字架被

拆。有河南信眾稱，無論是官方

「三自教會」，還是地下教會的

十字架都已被清除一空，部分地

下教會被封禁。

北京一位要求匿名的牧師 8
月 24 日對自由亞洲電臺說，自

浙江教會被拆十字架後，今年河

南、安徽也出現教會受到嚴厲逼

迫事件。他說：「浙江之後，就

是河南，安徽馬鞍山也出現。

（簽承諾書）也就是在文革時候

出現過。之前有牧者分析，河南

之後，一定是安徽，這些都是有

影響力的地方（信徒人數多），

這些試點完成後，如果他們（政

府認為可行）看可行，估計就

是全國推廣。」

安徽一位信徒說，他們經常

受到宗教局官員的騷擾。他舉例

稱：「有宗教局的人和統戰部的

人聯合到教堂裡來，說下一次不

能讓小孩子去做禮拜」。

8 月 20 日，遼寧瀋陽市陽

光 100 社區基督教會遭當地於洪

區宗教局、公安局及東湖街道辦

事處以「聚會場所未獲審批，擅

自進行聚會」，認定為「私設」

宗教活動場所，視教會奉獻款項

為「違法所得」和「非法」財務，

限令教會 8 月 23 日前解散。

此前，江蘇徐州基督教道恩

教會的三個聚會點被警察告知要

停止聚會。公安還要求提供聚會

場所的房東逼教會搬離。

北京最大的基督教錫安教

會，有一千五百多名信徒。本

週，該教會七個聚會點被官方永

久關閉。其餘聚會點內，被強行

安裝監控探頭。河南省宗教事務

局要求各地教會在教堂內懸掛五

星紅旗，基層政府派人進駐教會

「指導工作」。當地教會批評政

府的行為嚴重踐踏中國憲法。

另外，據美國之音報導，溫

州發起了「滅教運動」。教師

首當其衝被要求「表忠」簽承諾

書，要承諾不信教，還要堅決不

向學生灌輸宗教資訊，要宣揚無

神論。這項「政治任務」亦擴大

到居委會、村委會等基層自治組

織，民眾被要求填寫「不信教」

聲明，不但要親筆簽名和採集指

紋，還要拍照或攝像，最後由鄉

鎮建立檔案收集。另有溫州官員

表明，10 月起國務院將派小組

到浙江督查。

文 / 佚名



公元 2015年 4月 10日
-- 4月 16日

第 476期
波士頓版

看
教

育
典

藏

看
時

尚
生

活

看
大

波
士

頓

悔
過

好
病

蝗
災

遠
離 

悔
過

好
病

蝗
災

遠
離 

悔
過

好
病

蝗
災

遠
離 

D3D3

D3

公元 2015年 5月 1日
-- 5月 7日

第 479期
波士頓版

公元 2015年 4月 10日
-- 4月 16日

第 476期
波士頓版

www.kanzhongguo.com
看教育

D3

www.kanzhongguo.com
看教育

D2廣告洽詢專線：     1-800-896-1326
info@KZGBoston.com

投稿與反饋：

公元 2015年 5月 1日
-- 5月 7日 第 479期

公元 2015年 5月 1日
-- 5月 7日 第 479期

www.kanzhongguo.com     
 www.visiontimes.com

廣告熱線： 1-800-896-1326

權威評論時事

每週五出版  免費贈閱

大波士頓地區超過                個發行點

最新最真實的新聞

200

大波士頓地區超過             個發行點
200

廣告熱線：
1-800-896-1326

每週五出版  
免費贈閱

www.kanzhongguo.

大波士頓地區超過                個發行點

大波士頓地區超過       個發行點

卡爾加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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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產 生活 B
2018年10月4日—10月10日第22期

Real Estate & Life  

地址：100 Country Village Rd NE Calgary(Coventry Hills Superstore 店內 )

Exclusively where President's Choice  products are sold

MOBILE   T
H

E SHOPTM

R

Coventry Hills Superstore 手機店歡迎您的光臨！

看中國
報紙發行點

電話：403.516.3901

水
果
生
日
蛋
糕

黑森林

拿破崙 (Napol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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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士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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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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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公司騙局多怎樣避免被宰

據 Global News 報導，加

拿大卑詩省鄧肯市（Duncan）
居 民 梅 根． 蒂 博 多（Megan 
Thibodeau）在 2015 年要搬去

新斯科舍省，她在網上找了一個

搬家公司替她搬傢俱。在得到一

個可接受報價後，她讓對方過來

搬家，搬家公司到現場之後稱因

為沒有辦法稱重量，所以沒有最

終定價。等搬完家後，該公司給

出的價格竟高於最初報價 3 倍。

梅根由於手頭緊，沒有辦法

全額支付，對方竟說等把錢付清

後才可以拿回東西，她無奈只得

向加拿大搬家協會投訴，最終拿

回物品。

加拿大搬家協會表示，搬家

是投訴最多的行業之一，有的搬

家公司在網站和電話中說的很

好，吸引人們辦理業務，但又會

臨時以各種藉口加價。

以下是如何避免搬家被宰的

建議：

1.不要提前付全款

在搬家之前，不要將所有搬

家款都付清。搬家公司通常要

求支付 10% 定金，如果路途較

近，餘下的錢要等到搬完家後再

支付，如果距離較遠，餘下的錢

要等搬家車到目的地之後，尚未

卸貨之前支付。

2.聯繫搬家協會
搬家協會通常會提供一些比

較靠譜的搬家公司，客戶可以在

名單上列出的公司中尋找。

3.找家人或朋友推薦
最簡單的方法之一是向朋友

或家人打聽曾用過哪家比較好的

搬家公司。

4.謹慎網上的虛假評論
很多搬家公司的網上評論都

是虛假的，只能作為一個參考。

假如一家公司有 90 條評論，且

全都是五星好評，那就要留意。

你可以向搬家公司索要顧客信息

親自核實，如郵箱或電話。

5.親自到訪搬家公司
很多搬家公司並沒有貨車，

而是再外包給其它公司，可能的

話，應該自己親自前往看一看。

6.不要被網站亮麗的 
外表欺騙

很多搬家公司的網站包裝的

很亮麗，有些甚至有好幾個網

站，聯繫方式全都相同。

7.不要相信口頭承諾 
要記錄下來

很多搬家公司會通過電話給

你報價，但最後他們還是任意要

價，所以最好確保有書面合同。

8.如果價格好的離譜，
可能就有騙局

【看中國記者伊真編

譯報導】搬家是一件非常

麻煩的事，打包衣服、處

理掉舊電器，將所有物品

分門別類總是讓人手忙腳

亂，假如不幸碰上有各種

騙局的搬家公司，那真是

雪上加霜。

賣房前哪些地方
不需要浪費錢？

【看中國訊】當您在為房屋

出售前進行裝修、整理準備，有

六個方面值得注意，可以省下大

量時間和金錢。

1.高檔裝修與設施
沒有太多的買家能分辨出

Carrara 大理石與人造大理石之

間的區別，他們不會因為你安裝

了高檔的浴室和廁所就會考慮提

高買價。

2.細心維護的花園或游泳池
應該讓景觀保持簡單，因為

大多數人都不想操心，後花園游

泳池也是如此。

3.定制櫥櫃
近年來，定制櫥櫃成為了趨

勢。但新主人很可能會拆掉這些

櫥櫃，為自己的傢俱騰出空間。

4.「半吊子」裝修
如果只翻新浴室而忽視天花

板上的剝落牆漆等，那麼這些缺

陷很可能會因為新浴室而顯得更

為突出。

5.將具有歷史氣息的住房
現代化

具有時代特徵的住房被弄得

時髦，會顯得不真實。即使你的

維多利亞式住房的樑柱花邊生鏽

需要刷漆，也最好還是讓新主人

來做。

6.翻新看不到的東西
新的加熱或冷卻系統、集

成音響等等都是屬於「隱形改

造」，這些在賣房時很少能提供

良好的投資回報。

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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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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雅的地面裝飾地毯

地毯是用動物毛、植物麻、

合成纖維等為原料，經過編織、

裁剪等加工過程製造的一種高檔

地面裝飾材料。

1   地毯的特點
地毯具有質地柔軟、腳感舒

適、使用安全的特點，特別適宜

於家庭中的臥室、客廳、書房處

的地面裝飾。

地毯具有一定的藝術價值，

裝飾後能夠體現高貴、華麗、美

觀、氣派的風格，同時具有隔

熱、防潮的作用。在家庭裝修中

地毯滿舖或作為地面的局部裝

飾，都能達到滿意的裝飾效果。

2   地毯的種類
地毯按材質可分為純毛地

毯、混紡地毯、化纖地毯和塑料

地毯；

按成品的形態可分為整幅成

卷地毯和塊狀地毯；

按編織工藝可分為手工編織

地毯、機織地毯、簇絨編織地

毯、無紡地毯；

按表面纖維形狀可分為毛圈

地毯、剪絨地毯、毛圈剪絨結合

地毯。

3   各種材質地毯的
性能比較

純毛地毯的手感柔和，拉力

大，彈性好，圖案優美，色彩鮮

豔，質地厚實，腳感舒適，並具

有抗靜電性能好、不易老化、不

褪色等特點，是高檔的地面裝飾

材料，也是高檔裝修中地面裝飾

的主要材料。

但純毛地毯的耐菌性、耐蟲

蛀性和耐潮濕性較差，價格昂

貴，多用於高級別墅住宅的客

廳、臥室等處。

混紡地毯是在純毛纖維中加

入一定比例的化學纖維製成，該

種地毯在圖案花色、質地手感等

方面與純毛地毯差別不大，但卻

克服了純毛地毯不耐蟲蛀、易腐

蝕、易霉變的缺點，同時提高了

地毯的耐磨性能，大大降低了地

毯的價格，使用的範圍廣泛，在

高檔家庭裝修中成為地毯的主導

產品。

化纖地毯也稱為合成纖維

地毯，是以綿綸 ( 又稱尼龍纖

維 )、丙綸 ( 又稱為聚丙烯纖

維 )、晴綸 ( 又稱聚乙烯臘纖

維 )、滌綸 ( 又稱為聚酶纖維 )
等化學纖維為原料，用簇絨法或

機織法加工成纖維面層，再與麻

布底縫合成地毯。其質地、視感

都近似於羊毛，耐磨而富有彈

性，鮮豔的色彩、豐富的圖案都

不亞於純毛，具有防燃、防污、

防蟲蛀的特點，清洗維護都很方

便，在一般家庭裝修中使用的也

日益廣泛。

塑料地毯由聚氯乙烯樹脂等

材料製成，雖然質地較薄、手感

硬、受氣溫的影響大，易老化，

但該種材料色彩鮮豔、耐濕性、

耐腐蝕性、耐蟲蛀性及可擦洗性

都比其他材質有很大的提高，特

別是具有阻燃性和價格低廉的優

勢，在家庭裝修中多用於門廳、

玄關及衛生間浴缸的側邊。

4   地毯的質量
分辨地毯品質的基本要點就

是：毛絨越密越厚，單位面積毛

絨的重量越重，地毯的質地和外

觀就越能保持得好，所以絨毛越

短越密的地毯就越是耐用。

一般短毛地毯的密度和彈

性，可以用手按在地毯上測試，

按完後迅速恢復原狀的，織絨密

度和彈性都較好；越難看見底

的，表示毛絨織得較密，則比較

耐用。一般來說，彈性最好的是

純毛地毯，其次是臘綸地毯，再

次是錦綸和丙綸地毯。

5   地毯的挑選
地毯的材質、織法和加工處

理都是針對不同的環境需要來決

定的，因此選購時也要根據你個

人需要，依不同空間挑選不同材

質、顏色及規格的地毯。

走動頻繁的區域，如門廳、

走道，宜選用尼龍纖維地毯材

質，並且最好是密度較高的短毛

地毯；活動量低的地方如臥室，

宜選絨高較高（絨高是從地毯

表面到背襯測量的地毯厚度）、

較軟的剪絨地毯，材質也可選用

尼龍以外的材料；而樓梯上則要

選耐用、不滑的材料。

選擇地毯的顏色，除考慮個

人喜好外，也要配合空間走動量

和個人生活習慣。

一般而言，素色和沒有圖紋

的地毯較易顯露污漬和腳印；剪

絨地毯的積塵通常浮現於毯面

上，易顯露，但塵污容易清理﹔

而毛圈地毯則不容易看到污漬，

可是一旦有積塵，也較難清除。

至於在容易沾上污漬的地方，如

餐廳等，則宜選用經防污處理的

商用大花地毯，以方便清理和能

掩蓋小量污漬。

裝修風水雖然很多人不相

信，但它終究是一種學問，是有

科學依據的。很多年輕人對裝修

風水不重視，但如果在裝修時進

入了裝修壞風水佈局，這會給日

後的居住帶來諸多的不利影響，

還會影響到家庭的運勢。

因此，房子裝修風水問題不

可大意。那麼，房屋裝修風水禁

忌有哪些呢？下面，一起來看下

文的介紹吧，希望能幫到大家。

1. 房屋地理位置差
房子的地理位置是重要的，

如果是一群高樓中的一個低矮的

樓，住起來肯定不會舒服，陽光

被其他建築物遮擋了，好風好雨

都被其他建築搶走了，可謂是要

風沒風，要雨沒雨，會有一種被

限制的感覺，長期居住在此的

話，容易讓人變得愁悶、陰鬱。

2. 臥室形狀不規則
臥室最好就是方方正正的，

斜邊容易產生視覺上的幻覺，多

角的話容易產生壓迫，因此這樣

的不規則形狀的臥室容易增加人

的精神負擔，長時間居住在這樣

的環境中容易患疾病或者是發生

意外。

3、廚房正對房門
廚房是爐火煎炒、排出油煙

的地方，如果正對房門的話會損

害人的健康，廚房是生火的地

方，比較炎熱，也不應該與臥房

相鄰，尤其是睡床，應該避免緊

貼有爐灶一側的牆。

4. 房門對著陽台
如果房門對著陽台的話在風

水上認為是不好的，因此應該避

免這種情況的出現，可以在中間

做一個玄關或者是簾子作為阻

擋，避免直接相對。

5. 房屋光線陰暗
房子的光線是重要的，如果

自身是十分昏暗的房子，白天也

裝修房子是件大事，

費錢不說，還非常費時。

在整個裝修過程中，業主

不僅要購買各種各樣的材

料，更要做好每個裝修項

目。在裝修房子時，很多

人都會把重點放在施工工

程上，其實，裝修風水也

是需要關注一下的。

房屋裝修風水的禁忌
需要開燈的話，風水上將房子稱

為是陽宅，那麼自然是需要陽台

的，而昏暗的房子陰多陽少，自

身不能蓄積足夠的陽氣來維護主

人，反而需要盜洩主人的陽氣，

自然不適合居住，因此在選房的

時候應該多注意這一點。

6. 把浴室改臥室
現在的樓房設計是管線全體

施工，因此整棟大樓的衛浴間都

是設在同一個地方的，如果把衛

浴間改成臥室的話，那麼就相當

於睡在樓上樓下的衛浴間之間

了，因為廁所本身就是潮濕不潔

的地方，長期處於中間的話可能

會有所影響，而且當樓上的馬桶

或者水管開動的時候也會造成聲

音影響，長期如此會給身心健康

帶來一定的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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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酒香襯托

牛肉，湯頭

更加鮮美。

用對酒 料理更美味
文 / 邊吉

做一道菜時，該用甚麼酒?怎麼用? 
以酒入菜是去腥調味，更是廚藝功夫。



照燒香醇甘

甜，為食材

添加油亮。

白酒清淡透

明，保持食

物原色。

作法

備料：混合醬料材料。魚排擦乾，

兩面均勻刷上醬料備用。

熱油鍋，魚兩面拍上薄薄的太白粉

後下鍋，以中小火把兩面煎焦香。

倒入剩下的醬料，大火燒濃，舀醬

汁淋在魚排上，即可盛盤上菜。

美味秘訣：

各種食材都可用照燒醬烹調出甘甜好

滋味，秘訣是醬汁必須與食材加熱融

合，呈現出琥珀色的美麗光澤。

日本照燒醬含有清酒與味醂，香

醇而甘甜，能為食材增添鮮香油

亮，與照燒醬最搭配的食材是油

脂豐富的魚類和雞肉。

新鮮魚排2片、太白粉適量。

醬料：清酒2大匙、淡味醬油2大匙、

味醂2大匙（喜歡甜味可多加一些）。

食材

 照燒魚排

作法

備料：蛤蜊吐沙乾淨。金不換摘去

粗硬部分，洗淨瀝乾備用。

金不換取一半切碎。蒜頭切末。薑

切絲。蛤蜊瀝乾備用。

熱油鍋，炒香蒜末、薑絲，加入切

碎的金不換，炒香。轉中大火，加入

蛤蜊，蓋上鍋蓋燜1分鐘，蛤蜊殼打

開即可。

加黑醋和醬油膏炒均勻。加米酒，

加另一半金不換，炒均勻起鍋盛盤。

熱炒料理常用酒提升風味，熄火

前沿鍋邊下酒，待鍋子熱度揮發

酒精，成品不含酒味，只有淡淡

酒香襯托海鮮的鮮甜。

新鮮蛤蜊500g、金不換1把、蒜頭3
瓣、薑1小塊。

調料：米酒100cc、醬油膏1大匙、

黑醋1大匙。

食材

 金不換炒蛤蜊

作法

備料：蒜頭切末，蔬菜切小丁。魚

除鱗片，去內臟，沖洗乾淨，均勻抹

一點兒海鹽、黑胡椒。烤箱預熱220
攝氏度。

準備烤皿，底部抹橄欖油，放入蒜

末及全部蔬菜丁，加入調料、迷迭

香，最後放魚，以烘焙紙密封烤皿，

送入烤箱。烤約15分鐘。

烤魚的汁可加入喜歡的香料做成烤

魚的沾醬。

白葡萄酒清淡透明，能保持食材

原色；白酒的單寧較紅酒少，料

理湯汁收乾也不會顯苦，僅留下

酒香襯托食材原味。

新鮮魚500g、洋蔥1/2個、彩椒1/2
個、西洋芹菜1段、蒜頭2瓣、迷迭

香1支。

調料：白酒50cc、檸檬擠汁1/2個。

食材

 白酒蔬菜烤魚
以酒來襯托牛肉，有多種配對方

式，各有其畫龍點睛的效果。以

紹興酒煮紅燒牛肉，酒味重搭配

濃郁牛肉湯頭，恰如其分。

牛腱1個、辣豆瓣2大匙、西紅柿、紅

蘿蔔、白蘿蔔適量。

材料A：紹興酒150cc、水1.4L。

材料B（2份）：蔥段2大匙、薑10
片、八角1粒、花椒粒1大匙。

調料：醬油、鹽適量。

食材

 酒香牛肉麵

作法

牛肉洗淨，加材料A，大火煮滾，

轉小火清燉1小時備用。

熱油鍋，下材料B，炒香後裝入香

料燉煮袋備用。

原鍋，下西紅柿、辣豆瓣醬，大

火炒滾。

作法、、放入湯鍋，煮滾，

加進紅、白蘿蔔，熬煮熟軟，加調

料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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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麗夫人妳好：

我和男友交往一年半了，前

面的一年裡我們過得非常開心，

他很體貼也很疼我，甚至常常帶

我出去玩。半年前，他的身體開

始到處出現毛病，像是當替代役

時，因為處理太多文書工作，導

致手指痛；走路沒注意階梯崴的

膝蓋後方不舒服；逛賣場搭手扶

梯不小心手腕被扶梯扭了。因為

他受傷地方太多，下床靠腰力，

連腰也壞掉了。

右手對於他的工作很重要，

偏偏右手指、手腕受傷，所以目

前失業已經半年了，不能工作讓

他壓力非常大。撇開工作不講，

日常生活也十分不便：不能走路

超過 500 公尺、不能提東西、

不能彎腰、不能坐沒有靠背的椅

子、不方便用手機電腦，甚至連

擁抱牽手都要盡量避免。我知道

他一定很難過，也盡量想要體貼

他，幫他買飯、洗碗、煮飯給他

吃。但是時間久了讓我覺得，跟

他在一起甚麼都不能做，就像被

關在牢籠裡的鳥兒一樣不自由。

男友目前 25 歲，以年輕人

來說，復原能力應該是相當快

的，但他卻常常在好不容易有點

好轉的時候，因為一件小事打回

原形。例如買鞋子試穿太緊，腳

踝就變嚴重了、抱個棉被起來，

腰就變嚴重了、手指更是一直沒

有起色。半年來看過各大醫院的

名醫、做過好多檢查，醫生不是

說沒事，影像正常，就是說多休

息即可。跑了好多間大醫院，也

跑了好多家廟宇，卻都沒有用。

他因為心情鬱悶，常常跟我

說他沒心情談戀愛，而我是敏感

細膩又需要人陪的女生，因為這

樣長期壓抑自己內心的需求，心

情難過，得了胃食道逆流，又常

常胸悶心悸，只要一傷心就想

吐。在兩人狀態都不好的情況

下，常常吵架也是在所難免。

有時候我會問自己，為什麼

會愛得這麼痛苦，甚至我不知道

自己是否愛他，又或是原本的愛

已經被殘酷現實消磨殆盡。雖然

我很努力想要等他好起來，但同

時也很害怕他是否本身體質不

佳。

我很擔心若將來結婚生子，

每幾年就重演一次這種慘況，我

要如何撐起一整個家庭？我本身

是嬌小柔弱的女生，照顧好自己

就不錯了，實在沒有信心一手包

辦所有家事和經濟來源、獨自照

顧孩子甚至照顧他。

光是想到未來就覺得十分害

怕，心中也多次萌生分手念頭，

可是只要準備分手就會想到之前

快樂的時光，覺得非常不甘心，

無法接受也害怕寂寞，不能想像

沒有他的生活。能否請曼麗夫人

告訴我該怎麼做才好？該忍痛切

斷嗎？還是繼續撐下去呢？

身心俱疲的女孩上

曼麗夫人妳好：

最近因為工作的關係跟一位

不同部門的男同事一起工作，逐

漸對他產生好感，吸引我的原因

是他的工作能力及工作態度，還

有負責任的個性。但是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單身？我有留意到他手

上並沒有戴戒指，想對他表白，

可是萬一他已婚，這樣會很尷

尬，因為將來我們還要一起工

作，但若他還是單身，我又不想

錯過這個機會，好煩惱。

謝謝！

小月

身心俱疲的女孩妳好：

人在面對理想與現實不能同

步的時候，常常陷入選擇兩難的

困境。兩人交往一年半，雖然有

感情基礎，但是男友的體質容易

受傷卻不容易復原，讓你很擔

憂，也對兩人的未來感到茫然，

卻又怕分手後要面對失去與孤單

而游移不定，這看似矛盾的感

受，是人之常情。

是的，感情的發展，往往在

關鍵時刻，才能檢視自己和對方

的愛有多厚實？該不該分手？在

婚前人人的確有選擇的機會，所

以，此刻你要好好面對自己，想

一想：如果你害怕未來在一起會

讓你無法承擔可能要面對的現實

狀況，害怕分手後的寂寞等成分

比較大，表示你在乎自己的得失

甚於是否失去對方。這樣的愛是

容易鬆動的，而且在時間的淘洗

下，這樣的感受會越趨明顯。

如果，你釐清自己和對方的

愛情基礎，而選擇在此刻分手，

也無須有太多的罪惡感。畢竟，

能擁有健康身心的伴侶，才能共

同撐起一個家，這是人人都希冀

的。但是，如果你選擇迴避此時

的問題，甚至兩人勉強結步入禮

堂，成為法定夫妻，你就應該秉

持「不離不棄」的道義精神，扶

持相伴一生。

雖然，我不反對分手，但

是，卻要提醒你分手的三部曲：

道謝、道歉和道別。道謝他一年

半來的陪伴；道歉自己必須在此

刻分手，不是因為有第三者，而

是坦承無力面對現在或以後身心

俱疲的狀況；最後是好好地道

別，真心祝福他身心早日安康！

小月妳好：

感謝來信！信中提到因為工

作關係，對一位男同事心生好

感，但是擔心對方已婚，所以內

心很矛盾。其實，現在要判斷一

個人是否結婚，有沒有戴戒指似

乎不是好方法，因為國人沒有這

方面的習慣。

我認為妳可以給自己一段時

間觀察。原因有二：一是目前兩

人還有一起共事的機會，所以不

用急於因為看不清而表錯情。第

二、妳看上他的工作能力、態度

與負責的個性，那是評斷職場能

力的幾個要素，但是否可以直接

複製過來成為一位理想伴侶的要

件，這有待商榷。因為，我們也

常看到職場表現能力很強的人，

在家庭婚姻上常遭遇挫折。

所以，建議妳可以從多個角

度來觀察他，不要著急。公司若

有一些聚餐旅遊活動，妳可以試

著去參加，看看他是否帶家人出

遊？或在旅遊途中，看他在工作

場合外，與人互動的另一面。當

然，時間久了因為工作夥伴的關

係，妳可以智慧地和他寒暄，如

公司休息時間，大家一起聊美食

的時候，妳可以順勢問一下，

「那你假日都會帶老婆去哪裡吃

好吃的？」但是要視彼此的互動

判斷，才不會有探人隱私之嫌。

而且，不論對方回答內容為何，

妳都要理性判讀，不能以偏概

全，多幾次聊天的機會，會加深

妳對他的瞭解。

如果，對方真的是有婦之

夫，妳要當機立斷收起愛慕之

心，保持距離。如果對方是單

身，那還得視彼此的緣分有無交

集的機會，或在實際交往過程

中，確認是否事實和想像的是一

樣。最後提醒妳：事緩則圓。好

的姻緣需要天時、地利、人和，

目前看起來僅具備地利之便喔

（近水樓臺），祝福妳！

讀者來信

讀者來信

曼麗回信

曼麗回信

男友
體弱多病
該分手嗎

曼麗小語：感情的發展，往往在關鍵時刻，才能檢視自己和對方

的愛有多厚實？

曼麗小語：事緩則圓，好的因緣
需要天時、地利、人和兼具。

新 鮮 百 分
百

Free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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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banero Pepper

Navel Oranges

哈瓦那辣椒

臍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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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mon

L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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檸檬

青檸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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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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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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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Freestone Produce Inc.頁面，即時更新，敬請查詢

Barlow
 Trail N

E重磅     折扣，每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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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9/ 磅

$    .99/ 磅 $    .00/5 個

$    .00/10 個

$        .00/ 箱

$    .00/ 箱$        .00/ 箱

$        .00/ 箱 $    .99/ 磅 $   .00/ 棵

$   .00/ 個 $   .49/ 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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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 1

1 1

1

1

(22 磅 )

(25 磅 )(10 磅 )

(32 磅 )

10月 2日特價商品 9月 29日特價商品

10月 2日特價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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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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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同事有好感不知他結婚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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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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面採用文藝復興時代的傳

統構圖：把審判主畫在中央高

處，兩側是聖母和使徒與聖人

們，上下周圍是天使群；畫面左

下方是經過裁決被祝福的善人

群，向上攀援而被導向天國，畫

面右下方是被判有罪的惡人群，

沉淪而下被打入地獄，最下面左

邊是被喚醒等待裁決的死者，右

邊是被拖、被趕進地獄的罪人。

壯觀的大場面扣人心弦。這是對

生命及短暫性的人類世界的一個

永恆的告誡。

〈最後的審判〉壁畫以端站

在雲際的耶穌為中心，他年輕健

壯、神采超凡，大公無私，有力

的右手往上一抬，主持正義發出

判決，指引修善者升回天堂，好

人會有福報，蓄勢的左手掌向下

推壓，制止邪惡，指示罪人沉降

地獄，作惡者會有惡報。他抬起

的右手彷彿一揮下來，瞬間即作

出世間一切的最後裁決，一切終

成定局。在這氣勢磅礡的架構

中，無限慈悲與威嚴同在，人們

看到了神的莊嚴偉大，明瞭善惡

必報的結果。

堅持自己的信仰理念    
終得返回天國

聖母在耶穌的身旁悲憫俯視

人類，聖安娜和十二門徒與殉道

聖人們環繞在耶穌的周邊。耶穌

右下方、十二門徒之一的巴托羅

謬手裡提著一張他殉道時被割下

的人皮，這張人皮的樣子畫的是

米開朗基羅自己的容貌。巴托羅

謬承受苦難、即使被活剝一層皮

也要堅持自己的信仰理念，終得

返回天國。米開朗基羅在此以自

己的容貌作為巴托羅謬殉道時被

割下的人皮樣貌畫出來，亦顯示

出米開朗基羅追隨使徒尋道的決

心，他有著無盡、強大的期望和

等待著被救贖的心。

文/丘實  圖/維基百科

〈最後的審判〉善惡分明
藝文櫥窗

米開朗基羅於西元

1534年第三度到羅馬。他接
受羅馬教皇的委託，在1535
年開始準備繪製巨幅壁畫

〈最後的審判〉，1536年4月
10日一切準備就緒後正式
動筆繪製，在歷時六年半後

完成這個西斯汀禮拜堂的祭

壇畫。

因為人是神按照自己的樣

子造的，人的行為善、惡，在

冥冥中都有神在鑒察，神將在

最後的審判日按正義來裁決一

切。人在人間吃苦受罪的是俗

稱「臭皮囊」的軀殼，墮落的

人類，唯有解脫了罪業和淨化

心靈，才能返回到其創造者 
面前。

在最後的審判中，心靈光

明、正義的人必進入永生，領受

到從主神而來的喜樂與豐滿的榮

耀；那些不認識神的，不善的、

作惡的人，必將在痛苦中償還罪

惡，或受永遠滅亡的刑罰。

畫作中吹起長長號角的天

使，召告所有的生命都要受審，

米開朗基羅也表現了被審判的人

面對審判時，在各自位置的情感

反應和姿態。其中那被審判有

罪、懷著恐懼與驚慌的靈魂，面

對著要被載到地獄裡去時，充滿

了絕望與痛苦。

西方傳統古典繪畫 
中的題材

「最後的審判」是西方傳統

古典繪畫中很普遍的題材，早期

所有的教堂裡幾乎都有這個主題

的壁畫。米開朗基羅的作品〈最

後的審判〉充滿了力與美，但是

其中呈現的裸體人物畫常遭「道

德淪喪」的批評。米開朗基羅的

朋友瓦沙利便記載著：米開朗基

羅創作〈最後的審判〉時，教皇

保祿三世和掌禮官塞西納一同參

觀當時還未完成的作品，當教皇

詢問塞西納意見時，塞西納說其

中的裸體畫「登不了大雅之堂，

不能放在教堂，只適合放在公共

浴池或酒店裡。」米開朗基羅聽

了，惱怒的將地獄中的審判官邁

諾斯的臉畫成塞西納的面貌，身

上纏著大蟒蛇。

塞西納苦苦哀求教皇和米開

朗基羅都無法改變這件事。不

久，米開朗基羅從搭的很高的作

畫腳架上摔下來，跌傷了一隻

腳。在米開朗基羅去世之後不

久，教皇便下令給所有的裸體

人物畫上衣飾或腰布，但是在

1980 ~ 1992 年間修護西斯汀禮

拜堂的濕壁畫時飾布被清除，所

以這壁畫是在梵蒂岡博物館的監

督下於 1993 年被恢復了。

畫中有令人深思的內涵

神傳文化裁定善惡中不斷告

誡人們：人心向善或惡的選擇，

將決定人生命的最後去向。觀賞

美好的藝術作品能洗滌、啟發人

心，米開朗基羅〈最後的審判〉

流傳至今，各個時代觀看的人都

讚歎不已，不僅僅是因為其畫技

高超，而且是因為畫中有令人深

思的內涵。

中外歷史上有很多預言也提

到「最後的審判」之時，善惡分

明，天地更新。西方世界等待著

「彌賽亞」來，東方世界也記載

著「未來佛彌勒」下世，可知：

當神佛真的到來的時候，懲惡揚

善，將是超越一切人類文化與宗

教的大審判。人，豈能不好好把

握自己，棄惡從善，鋪設未來！

米開朗基羅生於意大利阿勒

佐 (Arrezzo) 附近的鎮上，從小

就展露才華，是文藝復興時期傑

出的通才、雕塑家、建築師、畫

家和詩人，與李奧納多 · 達文西

和拉斐爾 · 聖齊奧並稱「文藝復

興藝術三傑」，以人物「健美」

著稱，即使女性的身體也描畫的

肌肉健壯。

米開朗基羅很善於運用各種

元素，將一個室內空間雕刻成如

他的雕像或繪畫般富有張力。他

在建築、雕刻和繪畫三者上之風

格是一致的，這種一致性是來自

於他對人體的認識和瞭解，就如

同他曾說：「建築結構的元素必

須要遵循人體之結構法則，如果

此人不是人體構造的大師，他

絕對不會瞭解建築之原則」，他

的靈感可以說是來自於人的靈魂

及人體美。他的雕刻作品「大衛

像」舉世聞名，他最著名的繪畫

作品是梵蒂岡西斯廷禮拜堂的

《創世紀》天頂畫和巨幅壁畫《最

後的審判》。

藝術大師
米開朗基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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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有一回，他到某收藏

家那裡去作客，從收藏家的畫

櫃中見到幾位前代畫家所繪〈雀

鷹圖〉，有的把雀鷹畫得怒目圓

睜，凌空撲下；有的畫雀鷹正在

追捕牠要獵取的對象。鍾隱很是 
喜愛。

鍾隱的畫令收藏家難忘

收藏家就說：「你如果另畫

一幅雀鷹圖，不落前人窠臼，又

能與前人比美，我就把這幾幅古

畫奉送給你。」

鍾隱求畫心切，便閉門精

思，終於想出一個高招兒：他

「所作鷂子（注：即雀鷹），坐

枯枝上，貌甚閒暇，注目草中之

鵪。所謂鷙鳥之擊，必匿其形，

使人想見其霜拳老足，定無虛下

也！」（引自明代彭大翼《山堂

肆考》）

畫成之後，那個收藏家一看

大驚，但又捨不得把自己的畫白

送給鍾隱，便說：「你的雀鷹圖

畫得不好。」鍾隱聽了，並不辯

解，就空著手走了。臨走時，他

只對收藏家說了一句話：「這件

事，就請忘記了吧！」

可是那位收藏家，自從看了

鍾隱的畫以後，腦子裡總是覺得

有一隻雀鷹待著，牠那注目而視

的神情，乘機欲擊的姿態，歷歷

如在目前。半個月來，怎麼也驅

趕不散。

他意識到：鍾隱的畫使人一

看難忘，不僅能與古畫比美，而

且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樣的藝術

功力確實深厚，自己許下的諾言

也應踐約。否則，自己的良心過

不去！於是，他便把答應贈送的

古畫派人給鍾隱送去。並贈詩一

首：

先生畫鷹意悠閒，

勝它猛狀有萬千。

入眼半月未能忘，

果然技藝媲前賢！

鍾隱的畫，使收藏家一見難

忘，那是因為他在繪畫中，以靜

示動，表現雀鷹出擊前的片刻沉

靜，著力描寫在高潮到來之前的

瞬間情態。激發人們看後，自己

去想像將要發生的事情。這就能

顯示事物的發展趨向，產生一種

流動的、而非靜止的美。

畫出令人「忘不了」的姿態

萊辛說：「魅惑力就是美在

『流動』中。」米勒說：「一個倚

鋤或倚鏟而立的人，較之一個做

著鋤地或挖地動作的人，就表現

勞動來說，是更典型的。他表示

出他剛勞動過，而且倦了。這就

是說，他正在休息，而且接著還

要勞動。」

仔細分析一下：一個畫家

描寫正在鋤地的動作，只能使

人看到他在鋤地，「一態顯示一

意」而已，含蘊是單一的。然而

描寫倚鋤休息的動作，則能使人

看出：一、他已經勞動過；二、

他已經做得累了，現正在休息；

三、等一會兒，他還要繼續勞

動。「一態顯示多意」，含蘊十

分豐富。據此，我們就能深刻理

解鍾隱所畫雀鷹圖的妙處，在於

它做到了「一態多意」，能給人

留有豐富的、想像的餘地。

美國一位戲劇理論家說：

「高潮固然要寫好。但高潮到來

之前的那一部分內容，尤其重

要。」有經驗的作家，總是傾心

盡力，著意於此。我國古代有位

戲曲家也說：「『只聽樓板響，

不見人下樓』，此寫美人之最佳

時也。蓋欲見、未見，更令人想

像其貌若仙姝；一旦人下樓來，

窺見其人，反不若想像中之殊麗

矣！」

鍾隱的雀鷹圖，可謂深得藝

術的三昧。所以，他「請」那個

收藏家「忘記」，但收藏家卻偏

偏「忘不了」。

潘天壽，與吳昌碩、黃賓

虹、齊白石並稱四大家的近代畫

家，擅長寫意花鳥和山水畫，他

的筆墨剛直勁挺，能將詩、書、

畫、印融於一爐，風格獨特。

天賦異秉 自學傳統繪畫
潘天壽（1897 ～ 1971）出

生在浙江寧海縣，原名天授，字

太頤。

出身於耕讀之家的潘天壽，

家境並不富裕，從小一邊讀書，

一邊砍柴放牛，也因此，在家鄉

優美的湖光山色涵養下，培養出

他豐厚的美感。

在村裡的私塾和縣城的小學

裡，潘天壽的藝術天賦漸漸展

露，除了臨摹《三國演義》、《水

滸傳》等線裝書的人物插畫，他

更以書為師，自學中國傳統繪

畫。

之後，潘天壽以第一名的成

績考入浙江第一師範學校。

浙江第一師範學校是所名

校，也是省內最高學府。在這

裡，潘天壽首次在繪畫課堂上接

觸到專業的訓練，然而，教授美

術的李叔同老師擅長西畫，與潘

天壽追尋的國畫有著很大的區

別，因此他總是在課堂上草草應

付，甚至用國畫方法完成西畫作

業，平時便把所有精力投注到國

畫的自學中去，幸好他這一切不

符合師長期待的行為，都在李叔

同的包容與學校寬鬆的氛圍下，

得到了充分的發揮。

堅守傳統 發展獨特風格
27 歲那年，潘天壽在繪畫

的道路上有了極大的轉折，這一

年，他在上海遇到了畫壇宗師吳

昌碩。

吳昌碩當時已 80 高齡，對

潘天壽卻非常器重，稱讚他的畫

有風骨、有見地，吳昌碩還因賞

文 / 美慧 圖 / 網絡圖片

中國傳統國畫，是中

華文化的精髓之一，但是在

二十世紀西風東漸的思潮

中，誰還能如中流砥柱一般

傳承這一項古典藝術呢？無

疑的，潘天壽就是這樣一位

令人景仰的畫家兼教授，即

使在整個教室內只剩下一位

學生，他也堅持努力地把這

項傳統藝術傳承下去。

識他而送他一副對聯：「天驚地

怪見落筆，街談巷語總入詩」。

這給了潘天壽無比的信心，更堅

定了他堅持傳統的決心。

在上海的五年，潘天壽除了

打開藝術的視野，也在中國傳統

和吳氏畫風中獨立自省，發展出

屬於自己的獨特風格。

1928 年，潘天壽擔任國立

杭州藝專的中國畫教授，度過抗

戰前的一段安穩時光。然而校長

林風眠主張國畫系與西畫系合

併，令中國畫教學瀕臨消亡，潘

天壽的國畫課堂上，經常只有一

個學生在場，但他依然堅持延續

傳統繪畫的信念，不為所動。

1949 年，中共奪取政權，

潘天壽的噩夢從此開始。新來的

校長與年輕教師們批判他的藝術

思想是「封建社會剝削階級的腐

朽思想」，對傳統繪畫的忽視和

鄙棄充斥著整個美院，潘天壽被

排除在教學工作之外，學校只安

排他做些「整理民族藝術遺產」

的工作。即使如此，潘天壽仍繼

續以振興國畫為己任，致力於古

畫的收藏與研究。

1959 年，中央美院華東分

院改名為浙江美院，潘天壽被

請出任院長，在文革前五、六

年的時間裡，浙江美院在潘天

壽教學思想的指導下逐步臻於

完善，成為海內外現代中國畫

教學的翹楚。

文革的迫害

1966 年文革爆發，曾經對

中國畫壇做出傑出貢獻的潘天壽

竟成了被揪鬥的對象。這期間，

他被誣為「反動學術權威」、

「文化特務」以及「國民黨特別

黨員」，從文革開始直到他去

世，「革命幹將們」對他施以無

止盡的折磨。

1968 年，《浙 江 日 報》

大篇幅報導〈文化特務潘天

壽為甚麼能長期獨霸浙江美

術 界〉、〈禿 鷲 是 特 務 的 化

身〉等文章，一夕之間，潘天

壽彷彿被推入了萬劫不復的 
深淵。

他在杭州的家被抄得精光，

「革命幹將們」拉走他珍藏的書

畫文稿達六、七車之多。他的

作品被人毫不留情地打上各種

標記，踩上一個個的鞋印……

1971 年 5 月，潘天壽被定案

為「反動學術權威、為敵我矛

盾」，在沒日沒夜的折磨、凌辱

下，這位耿介剛直的老藝術家漸

漸垮了下去。

1971 年 9 月，一代國畫大

師潘天壽如同他著名的畫作〈雨

中荷〉般，帶著卓然高潔的傲骨

溘然長逝……

德藝兼備的美術教育家

「中國畫以意境、氣韻、格

趣為最高境地。」這是潘天壽對

國畫的總結，也是他一生追尋的

理想。他認為要達此境界，首先

須具有崇高的胸懷與涵養。

有一次，學生朱培均畫了一

幅〈蘭石圖〉請潘天壽指導。潘

天壽看了以後，大加讚賞，只是

覺得還缺了些甚麼，於是在畫中

空白處題了一首詩：「最愛湘江

水蔚蘭，幽香無奈月初三，楚

騷已是傷心史，何況當年鄭所

南。」

此時，正值抗日戰爭前夕，

潘天壽見了蘭石，不禁有感而

發，興起了憂國憂民之心。

潘天壽的這首詩沉鬱深遠，

蘊含著高尚的品德和中國士人應

有的氣節，充分展現出他愛國的

情操，也彰顯了學藝須先立德的

道理。

有些人可能會以為這個「泰

山」指的是中國五嶽之首的那座

山，其實，這個「泰山」指的不

是一座山，而是一個人——春秋

時期的一位竹匠。

泰山拜魯班為師

傳說這位名叫「泰山」的竹

匠是木匠祖師魯班的徒弟。泰山

從小就聰明伶俐，喜歡用竹子和

泥巴做成各式各樣的小玩具，十

多歲時，父親見他愛做手藝，就

讓他拜魯班為師，學做木匠。

泰山初學木工時，總是圍著

師傅問長問短，魯班見他很有上

進心，心中十分滿意，便親自手

把手的指點他，但過了一段時間

之後，魯班發覺泰山一有空，就

獨自鑽到附近的竹林裡去玩，一

去就是大半天，認為他做事心不

在焉，就慢慢地就對泰山疏遠

了，連手藝也不常教他。

到了年底，魯班召來徒弟考

試，要每個人做一張桌子。與泰

山同時學藝的師兄弟們各個都做

得很好，唯獨泰山做的桌子東倒

西歪，魯班見了很生氣，問泰山

道：「你學藝已一年，怎麼連桌

子都不會做？」泰山瞬間漲紅了

臉，低著頭，不發一語，這下，

魯班更生氣了，說：「我教過不

少徒弟，沒有像你這樣的，從今

天起，你就回家吧，我也不再認

你這個徒弟！」不論泰山如何求

情，魯班都不為所動。

有眼不識泰山的才能

日子過得很快，一晃十幾年

過去了。有一天，魯班到杭州遊

玩，見有一店鋪門口擠滿了人，

魯班很好奇，也跟著進去瞧瞧，

只見店內擺滿各種各樣的竹編製

品，有桌、椅、床、櫃、籃、筐

等等，且這些竹編製品手藝精

細，巧奪天工，引起眾人爭相購

買，魯班打算拜訪一下這位師

傅，並當面請教。

說明來意後，店裡的夥計請

來了竹編師傅，兩人一照面，才

知這位師傅正是當年被魯班趕走

的徒弟「泰山」。

原來當年泰山跟魯班學藝

時，他看到竹子比木頭柔韌，就

常常偷偷到竹園裡去練習劈篾、

編竹，因為還沒學好，又怕魯班

不同意，所以一直沒敢說出來。

魯班聽了很後悔，感慨的

說：「我真是有眼不識泰山！」

從此，「有眼不識泰山」這句話

就在民間流傳了開來。

藝術中「忘不了」的境界

有眼不識
「泰山」

卓然高潔的「雨中荷」

認真教學的潘天壽

現代竹編制品（FOTOLIA)

魯班像（網絡圖片)

潘天壽畫作

潘天壽
「有眼不識泰山」是一

句大家很常聽見的流行用

語，用來比喻見聞狹隘，認

不出地位高或本領大的人，

另外，也可以是謙稱自己孤

陋寡聞的一種說法。

五 代 十 國 的 南 唐

（937∼975）有一位畫家，
名叫鍾隱。他作畫喜歡別出

心裁，另闢蹊徑，落墨揮毫，

常能大異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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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
慧成功診治

來自廿九年的積累
中醫 ‧ 中藥 ‧ 針灸 ‧ 按摩 ‧ 拔罐和耳針

‧ 神經系統疾病（抑鬱焦慮，疼痛麻木，中風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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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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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週七天：上午11點∼下午6點（接受針灸按摩公司保險、WCB ）

主
治

“在北京工作時，提了副高後，即使限號，每天必須看病人至少60個。在中醫
實踐中，會有類似熟能生巧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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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護膚重要課題——防晒

從另一方面來說，晒太陽晒

過頭的壞處也很多，太陽光裡紫

外線很多，受到強烈日光照射而

忽略自我保護措施，可能會造成

日光性皮炎、黑色素沉著、傷害

眼睛、灼傷皮膚，甚至導致白內

障、皮膚癌等疾病。

紫外線傷害皮膚甚鉅

大家都知道夏季陽光強烈要

「防晒」，告別盛夏就容易疏忽

防晒這件事，殊不知「秋老虎」

的威力不可小覷，而且晒黑和室

外氣溫的高低無關，傷害皮膚的

是陽光中的紫外線。所以，如果

在早上午 10 點到下午 3 點之間

必須出門，務必塗抹防晒乳，做

好防晒功課。

如果從事戶外活動以前沒有

先擦防晒乳液，可能會晒黑、晒

傷，久之出現斑點、細紋等肌膚

老化現象，因此，防晒的作用不

光是為了美白肌膚，最主要的原

因是要延緩皮膚老化。研究發

現，每天使用防晒品可以減緩皮

美容
強身

膚的衰老和罹患皮膚癌的風險，

而且中年開始防晒也還有效果。

紫外線依其波長範圍不同可

分為長波紫外線 UVA（320 ～

400nm）、 中 波 紫 外 線 UVB
（290 ～ 320nm）及短波紫外線

UVC。其中 UVA 穿透力極強，

玻璃、窗戶均無法阻隔，它會穿

透表皮層，刺激黑色素合成而造

成斑點、皺紋、老化問題，因此

不論晴天、陰天、雨天、室內、

室外都要做到防晒；UVB 波長

居中，正是造成我們晒傷、晒紅

的主要原因；UVC的穿透力差，

幾乎在臭氧層即被阻隔，所以對

我們沒有甚麼威脅。

防晒產品的使用原則

選購防晒產品必須看清楚

其 SPF（sun protection factor）
及 PA 值，SPF 是指「防晒係

數」，即對 UVB 的防護能力，

舉例而言，某人原本在陽光下

曝晒 10 分鐘會晒傷，但使用

SPF15 的防晒乳就可以延長 15
倍的時間，也就是 150 分鐘後

才會晒傷；而 PA 值指的是對

UVA 的防護能力，分為 +、

文/何麗  圖/FOTOLIA

說到「晒太陽」，好

處還真不少，人體需要的

維生素 D，90%都要靠晒
太陽而獲得，適度晒太陽

可以降低近視機率、保護

血管、預防感冒和癌症、

降低抑鬱症發病率、增強

免疫力等等。 ++、+++ 三種，以 +++
的防護力最高。

專家建議，平日活動使用

SPF15 ～ 30 已經足夠，但若從

事戶外活動，例如：郊遊、登

山、戲水等，就要使用高 SPF
值，大約 50 ～ 90 的防晒乳以

抵擋較強的紫外線。

防晒產品擦得愈厚可以愈防

晒，降低被汗水沖刷的機會，同

時，約 2 小時左右要再補擦一

次，適時補充因流汗所流失的防

晒乳。若是從事游泳、戲水等活

動，對於比較容易晒傷的頸部、

肩膀、背部等處也要多塗抹一

些。此外，提醒大家要注意產品

的使用期限，不要用到放置過久

的變質產品，否則可能導致嚴重

的過敏反應。

除了使用防晒乳，也要同時

搭配太陽眼鏡、寬邊帽、遮陽

傘、口罩、防晒衣等保護措施，

並盡量選擇樹下、騎樓、屋簷下

行走，避開陽光。尤其要注意眼

睛的防晒，否則容易提前老化，

引發各類眼疾，而太陽眼鏡的選

擇以茶色、淡綠色防紫外線的效

果最好。

平時使用 SPF15∼30就足夠，但戶

外活動要使用係數更高的防晒乳。

中國古代把醫師稱為

「治病工」，工是有技藝

的勞動者，因此將醫師歸

入「方技門」。

文︱鄧正梁 
（正梁中醫診所院長） 醫師的稱謂

病的醫師稱大夫；至於草藥店或

上街高喊，或走街串巷醫治的醫

師，稱為郎中。現在的郎中一般

指的是不具合格醫師資格的密

醫；地方習俗上北方人稱大夫的

多，南方人稱郎中的多。

還有特殊的別稱，隱者為

醫，稱為隱醫；儒者為醫，稱為

儒醫；道士為醫，稱為道醫；和

尚為醫，稱為僧醫；婦科醫師，

古稱乳醫；盲人為醫，稱為瞽

醫；受過刑罰，稱為黥醫；巫者

為醫，稱為巫醫。

醫師還有一些特殊的代稱、

美稱與尊稱，如：《黃帝內經》

是中醫著名經典，以黃帝與岐伯

問答的方式行文，因此「岐黃」

也作為醫師的代稱，如：岐黃

家、岐黃之術、術精岐黃等。刀

圭是中藥的量器名，因此後世也

稱醫師為刀圭家。

蘭臺是宮廷圖書館代稱，《素

問 · 靈蘭秘典論》稱，黃帝將岐

伯之言藏之「靈蘭之室」，後世

也以之代稱醫師及其行業，如：

有些中醫典籍的書名為《蘭室秘

藏》、《蘭臺軌範》等均含此義。

「懸壺濟世」由來

神醫扁鵲傳說是盧國人，因

此也有將「盧醫」作為名醫的代

稱。《後漢書 · 費長房傳》中記

載：「費長房者，汝南人也。曾

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

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

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

見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

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

『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

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

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

飲畢而出……」這位賣藥的老人

掛一壺於腰中作為醫門的標誌，

因此「懸壺濟世」用來形容醫師

救死扶傷的功德，懸壺指行醫，

而高明的醫師稱為壺公。

神醫華佗在臨死前曾將裝滿

醫書的青囊交給看守的獄吏，華

佗死後，部分醫書靠青囊傳於後

世，青囊也成了醫術的代稱，如

明代沈繹詩曰：「白髮至親惟叔

嬸，青囊傳世有兒孫。」

醫、遊醫、草醫、草澤醫、鈴

醫、走醫等。

古時對醫師有褒貶，褒稱有

如：妙醫、高醫、奇醫、國醫、

國手、神醫、醫仙、名醫、巧

醫、大醫、賢醫、良醫、聖手

等；貶稱有如：庸醫、俗醫、凡

醫、拙醫、愚醫、下醫、奸醫等

等。三國華佗有神醫之譽，東漢

張仲景有醫聖之譽，唐代孫思邈

有藥王之譽。

大夫和郎中之區別

醫師也有泛稱，如：醫者、

醫人、醫家、醫匠、醫士、方

家、醫術家、中醫等等。

醫師稱大夫源於宋代，當時

的醫官設有「和安大夫」，是宋

代醫官中最高的職稱。後世相沿

成習，將醫師稱為大夫。

醫師稱為郎中亦源於宋代，

當時的醫署設郎中一職。大夫和

郎中都可以作為醫生的別稱，但

二者仍有一些區別。一般設館醫

檸檬鹽水開胃祛痰

感覺疲倦的時候，將檸檬

加溫水，再放入少量食鹽混合

成「檸檬鹽水」飲用，有提神開

胃，讓人振奮精神的效果。

秋天天氣乾燥，如果覺得喉

嚨裡的痰咳不盡，也可以堅持飲

用檸檬鹽水一段時間，能收到很

好的去除濃痰功效，盡量現泡現

喝，不要空腹飲用。

日常生活中，常常會

遇到一些小問題、小狀況，

如果知道如何處理，您就會

覺得得心應手，輕鬆許多。

以下介紹一些生活養生小

妙招，提供您參考。

文/小萍

民間妙方

生活養生
小妙招

根據技藝的高低良莠，可稱

之為上工、中工、下工；庸工、

粗工、賤工、俗工；國工、良

工、善工等等，例如：漢代著名

的醫學家淳于意可以「國工」譽

之。

醫師有朝野之分

現在的稱謂「醫生」實源於

南北朝，因當時在國家習醫的人

以「生」稱之，當時有醫生、針

生、按摩生、禁咒生等，而到

今，醫生已經不是指習醫的學

生，而是指已有一技之長的從業

者了。

古時醫師有朝野之分，如：

供職於宮廷的稱為侍醫、御醫、

醫師、太醫、國醫、國師；而服

務於民間的則稱為走方醫、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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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魏書》記載，北魏時

的司徒（官職名）崔浩，見聞

廣博，記憶力強，才智過人。太

武帝非常寵信他，但他就是不信

佛，勸太武帝毀教滅僧。崔浩看

見自己的妻子誦經，就大怒，並

把經書燒毀。崔頤、崔模是他的

弟弟，虔誠信仰三寶，他們無論

走到哪裡，每次見到佛像，也一

定行禮。崔浩譏笑並斥責他們。

後來，因為國書事件，崔浩

觸怒了太武帝，被關押到囚車

裡，送到城南，嚴刑拷打，極其

殘酷。太武帝還派衛士幾十人，

把屎尿潑在他的身上，崔浩哀叫

不斷，聲聞曠野。

自古以來被處極刑的人，沒

有像崔浩這樣淒慘。崔氏一族

人，都因他而受到牽累，拋屍於

街市。只有崔模和崔頤，因為與

崔浩志向不同，就得以免禍。

周氏按曰：太武帝滅法以

後，有位僧人名叫曇始，他手持

錫杖，走上皇殿，氣宇軒昂！

太武帝命人把他殺掉，但都

無法傷害他。太武帝大怒，抽出

佩刀，親自來砍，也不能傷害。

於是把他投進虎牢，老虎見到這

位僧人，都恐懼，畏縮。太武帝

就再派天師寇謙之去虎牢，老虎

一見寇謙之，就咆哮如雷，想要

吃他。太武帝有所醒悟，立即恭

請僧人曇始來殿，再三禮拜，懺

悔罪障，答應恢復聖教。

唉！三教（指儒教、道教、

佛教）聖人，無非是想要引人

為善，哪裡願意後人各立門戶，

比長論短呢！秦始皇中了李斯的

奸計，焚書坑儒，最後，秦始皇

身死野外；而李斯的全族被殺！

漢朝的桓帝、靈帝，唐朝的昭

宗、宣宗，被宦官、寵妃所迷

惑，寵信他們，殺盡天下名士，

最後輔臣被殺身，就亡了國。周

武帝被衛元嵩所迷惑，也出手滅

法，但滅法沒有四、五年，衛元

嵩就被貶而死；周武帝忽然得了

惡病，全身糜爛，36 歲就死掉，

後世墮落惡道，所受痛苦簡直就

說不盡！唐武宗寵信趙歸真、李

德裕，毀壞全國的佛寺，不到一

年，趙歸真就被殺，李德裕就流

放而死，武宗 32 歲便即夭折，

後世沒有太子！在五代的許多君

主中，才能沒有能超過周世宗

的，但周世宗不敬佛法，導致毀

壞佛像，並用佛像來鑄造錢幣，

所以不到一年，就喪失了江山！

再來看一看：秦廢儒後，不

到三十年，儒教就復興；漢唐中

間廢教，沒有幾年，佛教就又興

旺起來了；魏廢教後，七年就恢

復了；周廢教後，六年就恢復

了；唐廢教後，不到一年就恢復

了。那些廢教的人，不正是仰天

吐痰，反而玷汙了自己的臉嗎？

李斯、崔浩是滅儒、滅佛的首

犯，所以他們現世受報，也最殘

酷。宋徽宗雖然改天下寺院為道

觀，總算還不是完全滅法，所以

他雖然被抓去軟禁了，但帝位名

義上還得以延續。

也就是說：無論你是何人，

無論哪朝哪代，無論你當多大的

官，也不管你是有多大功業的皇

帝，只要你誣蔑佛道神，便是罪

大惡極，便會遭受天譴！

事據清代周思仁《安士全書》

次日，吃過午飯，小翠對良玉說：

「你不是說今天要到村頭看看嗎？」良玉

笑著說：「對！對！差點忘了。」小翠歡

歡喜喜地拉著三位叔叔，又喊著冬兒，

走出大門。三人興致盎然地邊走邊望著

路邊的農舍，一律粉牆黑瓦，有的是平

房小院，有的是獨立小樓，門前均栽著

花草，院後都種著修竹。懷玉說：「這

裡的農夫倒是情趣高雅。」向前望去，

早看到村頭一個黑石井臺，一棵高大的

槐樹，如一把翠綠的巨傘，樹蔭足足遮

住了半畝地。井邊有石桌，石凳，木長

椅。男人們在一起談天說地，女人們邊

做針線，邊說說笑笑，孩子們在大人間

穿梭嬉鬧。良玉感慨道：「一派歡樂，祥

和，真是一幅農樂圖。」

村裡人早看見村道上走來三位翩翩

公子，一對金童玉女，老遠就站起來打

招呼。走到近處，雙方作揖行禮。一位

老者說：「這位是新郎官，我們都認識。

這兩位公子想必也是玉樓的親戚？」小

翠連忙說：「他們也是我的玉叔！」「怎

麼都是玉叔？」良玉說：「可能我們的名

字中都有個『玉』字吧。」人們說：「真

是名如其人，三位公子都是美玉般的人

物。」三人說：「謬讚了，這裡的父老鄉

親才是神仙一流的人物。」說笑間，早有

人讓出石凳，三人在石桌旁坐下了。有

人問：「是長住還是暫住？」懷玉說：「這

位賢弟要住幾個月，我明日就要回京。」

「為什麼不多住幾天？」「我是個郎中，

還有很多病人等著我。」小翠說：「他就

是我神醫爺爺的兒子，柳奶奶就是他的

姑奶奶！」人們驚喜地說：「原來是醫生

世家！懸壺濟世，祖輩積德，好！好！

說起來都是自家人。」

忽然身後傳來銀鈴般的聲音，三人

轉身一看，只見一個十歲左右的小姑

娘，梳著雙髻，雙手捧著一筐梨送了過

來，說：「叔叔，嚐嚐我家的梨，剛摘下

來的。」接著又有兩個胖嘟嘟的男孩，

送來了桃子和杏子。三個筐子擺在石桌

上，梨子碧綠，桃子鮮紅，杏子金黃，

煞是好看。見三人沒有動手，兩位大嫂

走了過來，把水果拿到井邊，從井裡搖

上一桶清水，細細地洗了一遍，又讓三

個孩子送了過來。寶玉連說：「不用洗

的，不用洗的。」旁邊的人說：「遠方的

毀誣正信 遭到慘報

There are numerous stories in history 
that serve to teach the lesson that those who 
disrespect righteous beliefs are met with 
retribution. A lay Buddhist named Zhou Siren 
(also known as Zhou Anshi) from the Qing 
Dynasty wrote a book titled Anshi’s Collection 
to elaborate on this principle. Below we share 
a few examples from this book that pertain 
to emperors and their courtiers from various 
dynasties in ancient China.

During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386 – 
534 AD), Emperor Taiwu (408 – 452 AD) had 
great trust in one of his high-level officials 
named Cui Hao. Cui was an extremely 
knowledgeable man with unbelievable 
memory and exceptional wisdom. He, 
however, did not believe in Buddhism and 
urged the emperor to denounce Buddhism 
and eliminate the monks. Cui once went 
into a rage and burnt his wife’s Buddhist 
books when he caught her reciting scriptures. 
His two younger brothers, Cui Yi and Cui 
Mo, were devout followers of Buddhism. 
Wherever they went and saw Buddha statues, 
they paid tribute. Cui Hao often teased and 
admonished them for their beliefs.

About  th ree  years  a f te r  Cui  Hao 
persuaded Emperor Taiwu to ban Buddhism 
and kill monks, he offended the emperor, 
who subsequently had him jailed and brutally 
tortured. To further humiliate him, dozens 
of guards also poured human waste on Cui’s 
body. His painful groans travelled far and 
wide. Since ancient times, few have suffered 

as much in capital punishment as Cui Hao. 
The entire clan of Cui, except for Cui Mo 
and Cui Yi because they did not share in Cui 
Hao’s ideals, was implicated and killed. 

  After Emperor Taiwu eradicated Buddhism 
in his country, a monk named Tanshi 
myster iously appeared in  his 
imperial  court  one day.  An 
imposing figure, the monk held 
a khakkara in his hand and 
appeared fearless and upright. 
Shocked,  Emperor Taiwu 
ordered his guards to kill the 
monk, yet no one seemed to 
be able to get near Tanshi. The 
emperor was furious and drew 
his own knife to slay Tanshi. After 
failing to touch Tanshi, Taiwu had him 
thrown into a tiger cage. The tiger, however, 
appeared very frightened at the sight of the 
monk. Taiwu next sent into the cage his head 
priest, Kou Qianzhi. This time the tiger roared 
and tried to eat him. Emperor Taiwu suddenly 
came to the realization that the monk was no 
ordinary person. He immediately released 
the monk and asked him to visit his palace. 
He kowtowed to the monk non-stop, asking 
for forgiveness and promised to reinstate 
Buddhism. In fact, seven years after the initial 
ban, Buddhism made its way back to the 
Northern Wei people’s lives.

We see  t ime and again  tha t  even 
emperors and high-level officials were not 
spared when they committed crimes against 

the righteous beliefs of Buddhism, Taoism 
and Confucianism.

The first emperor of the Qin Dynasty 
(221 – 207 BC), also known as Qin Shihuang, 
listened to his courtier Li Si’s suggestion to 

burn books and persecute scholars 
between 213 and 206 BC. During 

the campaign, the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were 
pruned. What awaited both 
men, however,  were the 
killing of Li Si’s entire clan 
and the miserable death 
of Qin Shihuang outside 

the  cap i ta l  c i ty  no t  long 
afterwards.

Emperors Huandi and Lingdi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25 – 220 

AD), as well as emperors Zhaozong and 
Xuanzong of the Tang Dynasty (618 – 907 
AD), became enamored of their empresses’ 
and concubines’ beauty and allowed them 
to intervene in state affairs. Ill advised, they 
ordered the killing of numerous scholars and 
righteous people. The result was that their 
respective reigns did not last long.

Among the numerous emperors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907 – 960 AD) and Ten 
Kingdoms (907 – 979 AD) period (an era of 
political upheaval in China, between the fall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Song Dynasty), no one topped the governing 
capabilities of Emperor Shizong of The Later 
Zhou Dynasty. Yet Shizong disrespected 

Buddhism and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widespread destruction of Buddhist statues 
under his rule. In less than one year, he lost 
his reign.

Despite these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righteous beliefs always seem to be able to 
find a way back to people’s hearts. No more 
than thirty years after the Qin Dynasty’s 
“Burning of Books and Burying of Scholars” 
movement, Buddhism was reborn in the 
country. A few years after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abandonment of Buddhism, 
Buddhism flourished again. In the Northern 
Zhou Dynasty, Buddhism returned in just six 
years. In the Tang Dynasty, Buddhism was 
revived in less than one year.

Those who suggested and implemented 
the elimination of righteous beliefs brought 
shame and destruction to themselves. Li 
Si and Cui Hao were the first culprits who 
banned Buddhism, so they received the most 
immediate and severe retribution in their 
lifetime.Emperor Huizong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960 –1127 AD) converted 
Buddhist temples to Taoist temples. Though 
he did not promote Buddhism, he did promote 
Taoism. As such, his fate of house arrest was 
not as bad as some of the other emperors.

In a nutshell, no matter who you are 
(emperor, courtier or commoner), which 
period in history you belong to, if you 
disrespect and slander righteous beliefs, 
you are committing a grave crime and will 
ultimately receive retribution.

Those Who Disrespect and Defame Righteous Beliefs Meet with Re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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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二回（下） 
二爺等妻夫婦嬉戲   三玉觀景與民同樂

黛玉
後傳

文/黃靚

客人，嚐嚐我們山裡的水果。」三人每

人拿了個梨子，剛咬一口，頓覺甜汁滿

口，清香盈腮。良玉說：「又脆又甜，

我從來沒吃過這麼好的梨子。」剛吃了

半個梨子，忽然一陣風吹來，送來縷縷

清香。寶玉說：「哪來的花香？」小姑娘

往前一指，說：「你們看！」只見幾丈

外，一片花田，像彩霞般艷麗。三人向

花田走去，早有幾個年輕人跟了來。只

見田裡牡丹、芍藥、玫瑰，紅黃紫白，

競相開放。色彩絢麗，花朵俊俏，香氣

襲人，更兼面積廣大，氣勢奪人，是庭

院的花兒無法比擬的。三人讚不絕口，

喜不自禁。身邊的年輕人說：「這是柳

奶奶家的地，這兩畝地，不種糧食只種

花。柳奶奶說一是給大家觀賞，也是為

了當藥用，柳奶奶說每種花都能入藥。」

寶玉說：「難得的是這花田竟有小溪環

繞。」年輕人說：「這是我們挖的，花兒

嬌貴，每天要澆水，我們就挖了這條小

溪，把那邊池塘的水引了過來。那邊池

塘和一條河相連。」良玉說：「這麼大一

塊花田，柳奶奶怎麼打理？」年輕人說：

「這是柳奶奶的花田，也是我們全村人的

寶貝，男女老幼都珍愛無比，每天到井

邊玩，我們順便就把花兒澆了，野草拔

了，多餘的枝剪了，不用柳奶奶費心。」

又見那邊滿塘翠綠，荷葉田田，正準備

到池塘看看，忽見杏花跑來，說是有

事，讓他們快回家。

到了家，大嫂對懷玉說：「乾爹找

你。」懷玉告辭。黛玉說：「哥，你若有

時間，把先輩的名字先寫在紙上，大哥

正在做木牌。」良玉點頭回到房間。寶玉

回到房內，看著黛玉，說：「還沒玩盡興

哪，就把我們喊回來，是不是想我了？」

黛玉啐了他一口，說：「誰想你？一百年

不見也不想！」寶玉走上前去，兩手咯吱

黛玉，黛玉笑著躲避，寶玉不依不饒，

黛玉笑倒在床上，寶玉也順勢躺在床

上，兩人在床上打鬧起來。黛玉笑得喘

不過氣來，直喊告饒，玩了一會。寶玉

安靜下來，說：「村頭真的很好玩，明日

我帶你去。」黛玉說：「我才不跟你去，

怪臊的。」「咱們是堂堂正正的夫妻，臊

什麼？」「我怕你又做出驚人的事來，什

麼怕風吹跑了之類，惹人笑話。」寶玉收

了笑容，認真地說：「我真的怕在婚禮上

又把你換了。」黛玉戳著寶玉的額頭說：

「你的痴呆勁何時能改？」寶玉抓住黛玉

的手認真地說：「別的都能改，唯獨對你

的痴心，終生難改。」黛玉一聽此話，不

由心中一熱，竟掉下淚來。寶玉說：「剛

才還嬉皮笑臉，這一刻怎麼又哭了。」正

要給她擦淚，忽聽輕輕的叩門聲。兩人

忙開了門，只見良玉手拿一張紙站在門

口。良玉看見寶黛二人衣衫不整，頭髮

凌亂，自己倒先紅了臉，說：「我來的

不是時候。」寶玉忙把他拉入房間，說：

「我們剛才在打架。」「打架？」寶玉說：

「玩的。」良玉把紙放在桌上，說：「這

是名單。」退了出去。心想：「新婚小夫

婦都是這樣的嗎？」（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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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今本《竹書紀年》記

載，公元前 11 世紀中葉，出現

了一次五星聚會的異象。後人驗

證這個星象非常地壯觀、罕見，

裸眼即可看見，當時的古人一定

懷著驚奇的心情注視著這一切。

一個罕見的異象 
預告周代的崛起

這個天象記在帝辛 ( 商紂

王 )32 年，即周文王 41 年。所

謂的五星聚會是指金木水火土五

顆行星相聚在同一個星宿內，也

是改朝換代的天象，我們的祖

先把它記錄下來了。今本《竹書

紀年》記：「帝辛三十二年，五

星聚於房。有赤鳥集於周社。」

《墨子》載：「赤鳥銜珪，降周之

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

國。』」

美 國 天 文 學 家 班 大 為

(David W. Pankenier) 對 周 克

商之戰的年代研究有著濃厚的興

趣，於是他鎖定《竹書紀年》、

《周語》等古籍中所記錄的天文

觀測，再用電腦計算公元前 11
世紀的星象排列，將兩者比對

後，得到一個驚人的結果：古代

的文獻紀錄是真實可信的，而天

文信息常被隱藏在神話之中。

根據班大為的計算結果，五

星聚會的準確年代是在公元前

1059 年 5 月 28 日，是文王承

接天命的時刻。

重現上古時期 
傳遞天命的星象

中國古代星宿分野的概念

是：地上的疆土都有其對應的

星宿，而周代所對應的分野是

「鶉火」，也就是南方朱雀七宿

中的柳 ( 鳥嘴 )、星 ( 鳥頸 )、

張 ( 鳥受食之處 ) 三宿。班大為

重現「文王受命」之年的星象，

他看到了朱雀七宿中的柳、星二

宿的距星坐落在岐山後西方的地

平線上；岐山是周代的發祥地。

鬼宿 ( 鶉首 ) 的距星離柳宿 ( 鳥
嘴 ) 的距星只有 20m，而五星

聚會在鬼宿的附近 ( 而非古籍說

的房宿 )，排列的形狀如斜掛的

刀片，被視為象徵王權的玉圭。

那天晚上，古人所看到的「朱鳥

銜著珪，降落在岐山」的兆示，

原來是對行星排列形狀的描述。

 「四象」在中國天文學中指青

龍、白虎、朱雀、玄武四大神

獸，分別代表東西南北四個方

向。每一象都含有七宿，共計

二十八星宿。南方朱雀是井、

鬼、柳、星、張、翼、軫，七

個星宿的總稱。井、鬼二宿為

鶉首；柳、星、張三宿為鶉火；

翼、軫二宿為鶉尾。周代的分野

是鶉火。

周克商之前 
一次流產的戰役

商紂王殘暴荒淫，不敬鬼

神，唯婦言是聽，所以天命在公

元前 1059 年轉移到了西周。在

滅商大業中，文王奠定了縝密又

堅實的基礎，卻在全面開戰的前

夕去逝了，由武王繼承大業。

文王死後 2 年，武王出兵

討伐紂王，乘船渡河時，一條白

魚跳進了武王的船上，武王用牠

來祭天。過河之後，有一團火從

天而降，落到武王棲身的房子

上，然後變成了一隻赤紅色的

鳥；這些都是祥瑞之兆。

當時，有八百多個諸侯不

期而會，聚集到盟津 ( 河南省孟

津縣 )，武王在此結盟誓師，誓

大部分人只要一

提到風水就會聯想到

「命運」兩個字，但鮮

少人知道風水原本就

是用來擇地、選址、建

設……等之用途，古代

稱之勘輿術，也正是中

國最早發展出來的環

境規劃與建設配置的

專門學術。

是指金木水火土五顆行星相聚

在同一個星宿內，是改朝換代

的天象。

準確年代

是在公元前 1059年 5月 28

日，是周文王承接天命的時

刻。

文獻紀錄

《竹書紀年》記：「帝辛三十二

年，五星聚於房。有赤鳥集於

周社。」《墨子》載：「赤鳥銜

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

周文王伐殷有國。』」

五星聚會

周
文
王

有德之主周文王的崛起
詞在先秦古書上稱為《太誓》。

諸侯們說：「現在可以討伐紂王

了。」武王卻說：「你們不瞭解

天命，現在還不可以，於是全數

退兵。」為甚麼這場遠征突然被

取消了？班大為推論是因為歲星

( 木星 ) 的關係。

他說道：「周、漢兩朝在星

占學文獻中強調了一點：『歲星

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

換句話說，凡木星所對應到的疆

土，將會為該國帶來福氣，農作

物豐收，打仗必勝，因此木星的

位置對軍事戰役來說非常重要。

公元前 1048 年的夏季到初

秋的星象顯示，木星穩定的向周

的分野 ( 鶉火 ) 的方向運行，武

王認為是出兵的時機。當來到盟

津之地與各方諸侯會合後，木星

卻突然停止運行，且整整一個月

都沒有再前進。

武王意識到就算木星再次移

動，也不是朝著朱雀的方向前

進，於是他認為這是上天指示退

兵的信號，即「歲星逆行其國不

可以興兵」。

天意再次轉動 
歷史的巨輪

《國語 ‧ 周語下》：「對曰：

「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

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

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

皆在北維。」盟津之會過後，時

間來到了公元前 1047 的年底，

班大為發現木星、水星、太陽和

月亮的展現，完全符合了上述

《國語》所講述的天文條件，於

是決定性的牧野之戰正式啟動。

公元前 1046 年，木星再次

回到了朱雀鶉火的位置，決戰

的時刻終於來臨。武王率兵車

300 乘、勇士 3000 人、披甲戰

士 4 萬 5 千人，再次來到盟津

與各方諸侯會合，採取急行軍，

直抵牧野。在發動總攻擊之前，

武王集會誓師，表達堅決的戰鬥

意志，誓詞便是《尚書》中的〈牧

誓〉。

班大為在 1983 年史丹佛大

學的博士論文中，將牧野之戰

( 周克商之日 ) 定在公元前 1046
年 1 月 20 日。商朝大軍在武王

以寡擊眾的激戰下頃刻瓦解，紂

王見大勢已去，返回朝歌，登上

鹿台自焚而死。

不再被今人 
所感悟的天意

西周早期年代學的研究有很

多的說法，班大為的結論是其中

之一。他的研究方式突顯了一個

非常大的特點，那就是「中國古

代的統治者被稱為天子並不是沒

有原因的！」

雖然今本《竹書紀年》記載

的年代與班大為重現上古星象所

得出的年代有著系統上的差異，

但不妨礙古籍中對天文描述的真

實性，再加上班大為認為漢與漢

代之前的星占家沒有回推行星運

行的能力，所以五星聚會與赤鳥

銜珪的天象無疑是被古人確實觀

察到了。

今日，科學技術日新月異，

以電腦軟件重現任何一個地點或

時間的天象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哪裡還有天機存在呢？

天意當然還是存在的，它可

能隱喻在更高的維度空間中，古

人將人間事物與天道規律保持一

致，所以能有所體察。現在的人

們摒棄古時天人合一的宇宙觀，

哪裡還能看見古人眼中的世界。

「四象」指青

龍、白虎、

朱雀、玄武

四大神獸，

代表東西南

北四個方向。

朱雀

◎編輯整理︱宋伂文

1981年那一天，

當我驗證了獨特

的、給人深刻印象

的五星聚會是真實

發生在公元前1059

年，即周崛起的年

代，而且行星確實

聚會在赤鳥星座的

時候，我幾乎從椅
子上跳起來。

 ─美天文考古學家班大為  
    (David W. Pankenier)

天象 眾目睽睽下展現的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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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鋼琴不想堅持 
這個故事發生在 8 歲的女

兒開始學鋼琴的時候。一開始，

女兒還很積極，但幾次上課之

後，就開始面露難色，不想堅

持。媽媽希望她堅持下去，至少

要真正的努力一段時間，如果盡

全力了，還是不行才能放棄。但

現在碰到一點困難就輕易說放

棄，對她的成長並非是好事，但

是強行要求她，效果又必定不

好。

正在發愁如何說服孩子時，

她找到了一本繪本，決定通過該

書讓孩子懂得凡事不要輕言放

棄，只要努力就能看到希望和成

果的道理。這本書叫做《木のす

きなケイトさん》（喜歡樹的凱

特小姐），講述的是一個把不可

能的事情變成現實的真實故事：

一位從小就喜愛樹木的美國女孩

凱特，長大後居然把一片沙漠變

成了天下聞名的花園般美麗的觀

光城市。

媽媽發現了這本繪本，感到

非常高興，連自己都對這個美國

女子的經歷感到不可思議、難以

置信。那麼只要孩子也能生出好

奇心，一定願意瞭解這個故事，

於是她從圖書館把書借回家，決

定尋找合適的機會引導孩子讀完

此書。

巧妙的引導孩子
這本書適合三年級以上的孩

子自己閱讀，對於二年級的女兒

有一定的難度，於是媽媽決定自

己讀給孩子聽。但要觀察孩子能

夠集中精神的時機，因為女兒非

常淘氣，很難長時間、靜靜的坐

下來聽人念書。尤其是遇到文字

長的故事，不到十分鐘就開始厭

倦，所以她必須把握好女兒的特

點，不讓女兒有被逼迫的感覺。

等到女兒吃完飯，她拿出書

來，告訴女兒自己今天發現了一

本非常有趣的書，然後就開始讀

了起來。邊讀邊發出感歎：「一

位美國女孩把沙漠變成一座美麗

的綠色花園城市，是真的故事

呢！太不可思議了，她一個人

是如何做到的，難道有神仙幫

忙嗎 ?」
女兒一聽，果然非常好奇，

催媽媽趕緊往下讀，並讓媽媽給

她看看封面的女孩長甚麼樣子。

媽媽發現這招果然好用，要想讓

沒有耐性的女兒聽完全文，必須

引起她的好奇心，不要讓她感到

乏味，只要一直能追著故事走，

就算成功。於是，媽媽邊讀邊與

孩子交流，感興趣才能讀得好、

才能有共鳴。她發現滿足孩子的

好奇心，並關心孩子注意到的事

情，形成與孩子共同的快樂，就

能讓孩子非常開心，覺得媽媽理

解自己、聽自己說話，就會願意

聽故事。

比如，讀到這個美國女孩從

小把樹當成朋友，認為樹是庇護

人類和動植物的巨大的傘一樣的

東西的時候，女兒突然讓媽媽把

書舉高給她看：「為何樹會是巨

大的傘？」看完後，女兒使勁點

點頭，很滿足的樣子。這個要求

表明孩子關注的東西跟大人不一

樣，這時一定要理解孩子的特

點，並聽取孩子的想法，樂孩子

所樂才能讓她感到讀書是很開心

的事。媽媽與自己有共同的樂

千字文
遐 邇 壹 體 率 賓 歸 王

解釋
遐：遠方。

邇：近處、眼前。

賓：通「濱」。水邊。

率賓：是「率土之濱」的簡

稱，謂四海（天下）之內，指

國家的領土。

歸王：歸順的意思。

譯文參考
如果君主能以仁愛教化人

民，不論遠近、不分種族，對所

有的人都能平等對待，結成一

體，天下的人受了他的感化，自

然而然都會來歸順於他了。

唐太宗納諫的故事
唐太宗李世民是歷史上著名

的明君，不僅能知人善任，讓大

臣各盡所能，而且心胸寬大，臣

子的批評和建議，他都能接受。

唐太宗認為，隋煬帝猜忌群

臣，是隋朝滅亡的重要原因。而

自己以誠信對待臣子，才能讓臣

子們竭盡忠心。貞觀初年，有人

向唐太宗獻計分辨朝廷中的「奸

臣」，那人說：「陛下與群臣討

論國家大事時，故意堅持一種錯

誤意見，並乘機大發雷霆。這時

那些不畏龍顏震怒，敢於直言納

葉紹翁（生卒年不詳），南

宋著名詩人。字嗣宗，號靖逸，

祖籍建安（今福建建甌）。原姓

李，後嗣處州龍泉（今浙江麗

水）葉氏。長期隱居錢塘西湖

之濱，與葛天民互相酬唱。 
葉紹翁是南宋時著名的江

湖派詩人，他的詩歌多寫江湖

田園風光，富生活情趣，尤以

七言絕句最佳，《遊園不值》歷

來廣為人們所傳誦。其他如《夜

書所見》寫兒童夜挑促織，景象

鮮明，反襯出客中的孤寂；《嘉

興界》寫江南水鄉景色，頗饒風

味；《田家三詠》寫田家的生活

片斷，平易含蓄，詞淡意遠，

耐人尋味。另外，周密《齊東野

語》載其詠史詩《漢武帝》一首，

頗盡諷刺揶揄之能事。 
葉紹翁詩集《靖逸小集》，

有《南宋群賢小集》本。他別著

《四朝聞見錄》，雜敘宋高宗、

孝宗、光宗、寧宗四朝軼事，

頗有史料價值，有《知不足齋叢

書》本、《叢書集成》本。

(1) 不值：不遇。指沒有見

到要探訪之人。(2) 嫌：不喜。

(3) 屐齒：以木做底的鞋子稱

屐，屐齒就是鞋底下用來避免與

地碰觸的兩塊橫木，隱指腳印。

(4) 蒼苔：深綠色的青苔。苔是

一種隱花植物，生長在陰濕的地

方，靠胞子繁殖。(5) 小扣：輕

敲，輕輕敲擊。 (6) 柴扉：木質

的門扉。(7)春色：春天的景色。

庭園主人該是怕木屐齒踩壞

了蒼苔，客人輕敲柴門許久，卻

遲遲不見開門。滿園美麗的春色

怎可能關得住，那一枝紅色杏花

早已經將頭探出牆外了。

宋葉紹翁的七絕《游小園不

值》，是膾炙人口的好詩，尤以

結句「一枝紅杏出牆來」逗人情

趣，耐人尋味，堪稱千古佳句。 

春雨紛紛的季節，是杏花吐

露芬芳的時候，雖然沒有進入久

不開的園門，卻意外發現一枝伸

出牆外的紅杏，聯想到園內豔似

雲霞的滿樹杏花，更有百花齊放

的盛景。此詩清新俊逸，極富於

意趣。 
其 後 陸 游 又 寫 了「馬 上

作」，其中有句「一支紅杏出牆

頭」。人們推敲比較，說後者

「出牆頭」更好。 
宋朝尚書宋祁。宋祁善填

詞，所作的玉樓春詞有「紅杏

枝頭春意鬧」，以著一個「鬧」

字，境界全出，傳為名句。後宋

祁拜訪張先，張先稱之為「紅杏

枝頭春意鬧尚書」，簡稱為「紅

杏尚書」。 
古來詩詞中無論「一支紅杏

出牆來」「一支紅杏出牆頭」或

「紅杏枝頭春意鬧」之作均為描

述風光明媚春意濃之意。與今人

所說的「紅杏出牆」之意風馬牛

不相及也。

xiá ěr yì tǐ shuài bīn guī wáng

拾
陸

讀繪本故事能讓孩子

成績提高，還能培育孩子豐

富的心靈和道德修養。但

是，如果只執著這個目的去

讀，則會因急功近利，讓孩

子感到讀書是一種無形的壓

力而適得其反。這一期，我

們介紹一位日本媽媽針對一

本非常有意義的繪本，引導

孩子樂於接受、最後成功達

到了教育目的，期待她們母

子的故事能成為一個有效的

參考。

擇繪本 教女兒持之以恆
文 / 劉如 趣、能理解自己，這一點非常重

要，因為這是人一生中尋求知音

的共同心理。

孩子看完圖果然開始獨立思

考，發出自己的感歎：「難怪女

孩會有這樣的事（指沙漠變城

市的事），她小時候這麼喜歡樹

呢！」媽媽聽後，很驚喜孩子聽

進去了，也能自己思考合理的答

案，大大表揚孩子想得有道理。

她提醒女兒：「不管再喜歡，那

可是寸草不生的沙漠啊！能讓樹

活下來都是不可能的地方，不懂

得很多知識可是做不到的，到底

發生了甚麼事呢？」女兒果然等

著媽媽讀下去。

原來這個女孩長大後，進入

了加利福尼亞大學研究自然科

學，尤其是對土、昆蟲和植物進

行了大量觀察和研究。她學習了

全世界的植物，對植物如何從土

中獲取養分、如何轉化成樹的養

分非常瞭解，成為那所大學畢業

的第一位女科學家。這回媽媽

怕女兒聽累了，趕緊發表想法：

「難怪，懂得這麼多樹的知識

啊！否則，怎麼可能在沙漠裡種

活樹木呢？不過她為何會到沙漠

去呢？」這個問題果然讓女兒感

到好奇，期待媽媽繼續讀下去。

（待續）

作者

註釋

語譯

賞析

繪本
教子

yīng xián jī chǐ  yìn cāng tái shí kòu chái fēi jiǔ bù  kāi 

應嫌屐齒印蒼苔， 小叩柴扉久不開。
chūn sè mǎn yuán guān bú zhù yì zhī hóng xìng chū qiáng lái
春色滿園關不住， 一枝紅杏出牆來。

游小園不值
作者：葉紹翁 yè shào wēng 

諫，不怕斧鋮之誅的人，便是直

臣；反之，畏懼陛下的威嚴，只

顧身家性命，依順陛下心意、迎

合旨意的人，便是奸臣。」

太宗聽了不以為然，回應

說：「流水清濁，關鍵在於源

頭。君主是施政之源，臣民好比

流水，泉源混濁而想使流水清

澈，是不可能的。帝王施行奸

詐之計，怎能使臣民正直誠信

呢？」唐太宗又說：「我要行大

信於天下，以忠誠治國，決不搞

歪門邪道。你的計策雖妙，但對

我毫無用處，我決不採納。」

古語說：「得人心者得天

下」，由於唐太宗的賢明，使得

天下百姓都尊敬他，國勢也愈來

愈強盛，後人便稱這個盛世為

「貞觀之治」。

唐
太
宗
李
世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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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古人常常挑燈夜

讀，那細如豆苗的油燈，當然也

會損害視力。

南宋葉夢得在《石林燕話�

卷十》中記載，「歐陽文忠近視，

常時讀書甚艱，惟使人讀而聽

之。」大文豪歐陽修近視看不清

字，只能叫人讀給他聽。

當然，不是每一個近視的

人，都要別人讀給他聽。其實古

代就有眼鏡，不過那時候不叫眼

鏡，叫做「靉靆」。

明朝田藝蘅在《留青日扎摘

抄 � 靉靆》中說，「提學副使

潮陽林公有二物，如大錢形，

質薄而透明，如硝子石，如琉

璃，色如雲母，每看文章，目

力昏倦，不辨細書，以此掩

目，精神不散，筆劃倍明。中

用綾絹聯之，縛於腦後。人皆

不識，舉以問余。余曰：『此靉

靆也。』」

這裡就描寫了古代眼鏡的具

體形狀、作用以及用法，還有特

別特別奇葩的名稱。只是這種叫

做「靉靆」的東西戴起來比較麻

煩，需要以布條穿在一起，然後

再綁在腦袋上。但戴上此物「精

神不散，筆劃倍明」，說明古人

發明的眼鏡效果應該不比今天的

眼鏡差。

古代的眼鏡還分單鏡和雙

鏡的。明朝的名畫〈上元燈彩

圖〉中，就畫著兩位戴眼鏡的

老人家，一個拔下雙眼眼鏡在

擦拭鏡片，一個則用單眼眼鏡

在看古玩。其實古人大多講究

修身，運筆寫字時的姿勢得端

正，所謂身正字正。並且毛筆

與眼睛的距離、字跡的大小、

間距都是十分嚴格的，所以近

視的人並不多。但那時候沒有

電燈，經常夜讀的人由於光線

不足，時間久了也會近視，比

如明代四大才子之一的祝枝

山，在影視裡的形象標配就是

近視眼加一個單眼鏡。

古人近視了，不像現在這

樣，滿大街都是眼鏡店，隨時去

配副眼鏡就完事了。而且科技發

達了，隱形眼鏡越來越普及，滿

足了近視妹們愛美的心理。古人

會以針藥治療近視，各種醫學典

籍中都記載了很多治療眼疾的方

劑以及食補明視之法。

例如通常用來明目的枸杞

子、桑椹等食物，還有各種藥

丸，如加了磁石和朱砂的神曲

丸、地黃丸（肉桂、決明子、

熟地、菊花、黃連、沒藥、防

風、羌活調製成的）、菊晴丸

（五味子、菊花、巴戟天、肉從

蓉、枸杞子調製成的）等等，

都是用來治療目力不及的。

至於因何古人得近視的不

多，養生專家自有他們的看法。

有專家認為，古人不患近視

的另一個原因，與他們的讀書

習慣有關。古人讀書時喜歡「搖

頭晃腦」，這個動作相當於在做

「眼保健操」。因為搖晃頭腦可

以改善脊椎，使人體和書籍保持

一定的距離。而且搖頭晃腦時是

閉上眼睛的，可以有效緩解眼睛

疲勞。

現代人由於看太多的電腦、電視、手機等等，使得近視率直

線上升。那麼在古代，人也會近視嗎？如果古人近視，用甚麼辦法

恢復視力呢？

古人近視趣談

美國紐約大學醫學院

3 月 27 日在《科學報告》

雜誌上發表一篇研究報

告，稱發現了一個新的人

體器官。

新人體器官叫做「間

質（Interstitium）」， 是

一個遍布人體、裡面充滿

了流動體液的複雜結締組

織網。它分布於皮膚之

下，同時也存在於消化

道、肺、泌尿系統等內臟

器官的間隙、血管周圍和

肌肉筋膜間等處。

研究人員表示，「間

質」大約占人體體積的

20% 左右，在成人體內

約有十升水的重量。一旦

被確認，「間質」可能成

為最大的人體器官。目前

被醫學界普遍承認的人體

最大器官是皮膚，總重量

占體重的 16% 左右。 
「間質」一直被簡單

的當作是由蛋白質構成的

結締組織而未獲得重視，

因為科學家在準備「間

質」解剖切片的過程中都

會對其進行脫水處理，導

致其在顯微鏡下看起來只

是一些扁平而緊密的細胞

層。這一次，科學家們在

對病人膽管活體組織進行

分析的過程中，往其中

注射了一種螢光液體，

滿含水分並充分展開「間

質」，終於以本來面目出

現在科學家們的眼底。

報告中說，已知的研

究表明，動脈周圍的「間

質」隨著每一次心跳都會

收縮，膀胱每次排尿時也

會收縮。同時，「間質」 
能對人體起到緩衝功能，

對內臟器官和肌肉起到保

護作用。這說明「間質」

和人體的各種生理活動緊

緊相關。

由於「間質」內液體

流動全身，可能協助癌細

胞擴散到身體其他部位，

或是導致身體炎症的發

展。

此外，科學家還發

現，針灸時針尖觸及到的

部位正是「間質」。這是

否就是中醫針灸理論所說

的經脈？如果得以進一步

確認，也許中醫裡關於人

體科學的很多理論，都可

以在其中找到相應的解

釋。「間質」是否可以定

義為器官，目前醫學界還

未達成完全共識。

但「間質」的發現，

也許可以成為新的突破

口，用於研究某些能夠在

人體內產生影響的「替代

療法」。

科學家發現

人體新器官

醫學典籍中都記載了食補明視

之法。通常枸杞、桑椹等食

物。都是用來治療目力不及

的。

孔林，本稱至聖林，  位於山東曲阜城北1.5公里處，是孔子及
其後裔的家族墓地，也是世界上延續時間最長的家族墓地，埋葬

著自孔子以下七十七代子孫。

孔林作為聖人之墓，自有神

奇之處。雖然林中樹木參天植物

繁多，卻不見蟲蛇。烏鴉群每至

孔林即繞林邊飛行，從未有過一

隻烏鴉進入林中。所以在當地

有「孔廟烏鴉成群，孔林烏鴉不

棲」的特殊現象。

烏鴉，一般被人視作是不祥

之鳥，總是與死亡、楣運聯繫在

一起。

因為烏鴉最喜歡棲息在墓

園，尤其是年代久遠，古木參

天，綠樹成蔭的墓園。可在兩千

多年前孔聖人的眼裡，烏鴉可不

是這樣的，牠是仁義之鳥。

相傳當年孔子帶著南宮敬叔

等幾個弟子一起，去防山（曲

阜市東鄰）憑弔孔子父母的陵

墓。時值深秋，葉黃草枯，大地

已是一片肅殺，大群的烏鴉聚棲

在光禿禿的樹冠上，遠遠看去黑

壓壓的一片。

在回歸的路上，孔子師徒

一行見一獵人張弓搭箭，朝滿

樹烏鴉射去，一隻烏鴉應聲落

地，其餘的則呼啦驚起，在低

空盤旋。獵人走上前去提起死

鴉想要走，那成群的烏鴉緊緊

地跟隨著他，在他前後左右大

聲鳴叫，攔住了他的去路。隨

著烏鴉的叫聲，遠處不斷有烏

鴉飛來，愈集愈多，黑壓壓的

遮住了半邊天。

獵人見此情景驚慌失措，只

得棄死鴉於原野，倉皇離去。烏

鴉紛紛落地，將死鴉圍在中間，

跳躍著發出悲鳴之聲。孔子見狀

心有不忍，與眾弟子上前挖了一

個深坑，將死鴉埋葬。成千上萬

的烏鴉，密密圍繞著孔子點頭致

謝，然後三五成群地飛走，轉瞬

間消失無蹤。孔子師徒佇立凝

視，無不感喟。孔子嘆曰：「烏

鴉乃禽類之最仁慈者，猶如人類

中之君子。」

因此烏鴉又稱為慈鳥。明朝

大醫學家李時珍的醫學典籍《本

草綱目﹒禽部》記載：「慈烏：

此鳥初生，母哺六十日，長則反

哺六十日。」中國人的孝道典故

中從此多了一個「烏鴉反哺」的

故事。

烏鴉不但是慈鳥，還是義

鳥。孔子於它們有恩，它們就用

自己的方式回報恩人。孔子周遊

列國推行他的儒家思想，治國主

張，但成效甚微。時已花甲的孔

子決定回到故鄉，著書立說，

教化眾生。他的車馬行走到尼

山（曲阜市城東南 30 公里，孔

子誕生地）時，忽遇兵匪襲擊，

弟子們雖拚死相抗，終因寡不敵

眾落敗。

面對刀劍，孔子仰天長嘆：

「難道我孔丘辛苦一生，壯志未

酬，就要喪生於兵匪之手？真乃

天滅我也！」話音未落，只聽一

陣烏鴉的叫聲由遠而近，霎時間

一片昏暗，難辨東西。巨大的烏

鴉群遮天蔽日，它們盤旋俯衝，

連抓帶啄，把兵匪衝散，解救了

孔子一行人。

烏鴉不但解救了孔子師徒，

還一路護送他們回到曲阜，並從

此在孔子故宅附近安家落戶，守

護著孔子。孔子死後，烏鴉又搬

進孔廟和孔府，為孔子護廟守

靈，看護著孔子的子孫後人。人

們稱這些烏鴉為孔子的「三千烏

鴉兵」。

孔林是孔子的墓葬，也埋葬

著孔子的子孫後代，至今已綿延

了七十七代。兩千多年來，烏鴉

們始終守護在這裡，卻從不飛進

孔林去打擾聖人之靈。

很多人認為這不過是一個傳

說，烏鴉不進孔林，是因為林中

有柏、檜、柞、楷、槲、朴等數

百種植物 10 多萬株，很多植物

會散發出特殊味道，烏鴉不喜歡

那些味道，所以經過孔林時都繞

道而飛。當然，這也不過是猜

測。其實神奇的不僅是孔林，還

有孔廟。孔廟聚集了數千的鷺鷥

和烏鴉，這些鳥每天朝行暮歸，

十分規律。但令人不解的是，這

數千隻夜宿孔廟的鳥，多少年來

從不留下糞便汙物。

如果鴉兵報恩護聖過於神

奇，那麼孔廟群鳥聚集，不留汙

物，孔林蟲蛇不生，烏鴉不進，

卻是事實，也是孔廟、孔林千年

來的未解之謎。

佛說「萬物皆有靈」，從古

至今，動物報恩的故事並不鮮

見。這些鳥蟲除了懂得仁義，大

概也知道聖人的廟宇汙染不得，

聖人的陵墓不可侵擾。

鴉兵護聖不入孔林

根據達爾文的進化論，恐龍

曾經是億萬年前地球的統治者，

而那個時期人類還沒有出現。但

是，近幾年發現的一批史前遺

蹟，動搖了進化理論。

研究結果顯示，和恐龍同時

代的億萬年前，地球上曾經居住

著身材十分高大的巨人，而恐龍

只不過是巨人的坐騎而已。

秘魯納斯卡平原北部有一個

被稱為 ICA 的小村莊。在村莊

附近的小山中，人們出土了一批

石頭雕刻的工藝品。這些古文明

的遺蹟當中，一些石頭雕塑居然

是巨人騎在恐龍背上，看上去恐

龍只不過是巨人的坐騎而已。

其中一塊石頭雕塑是一隻三

角龍（Triceratops），這種恐龍

長得很像巨型的犀牛，以頭部的

三隻角得其名。有一個人騎在三

角龍的背上，手裡拿著像斧頭一

樣的武器揮舞著。這些石頭雕塑

傳遞出一個信息，史前時期有一

些巨人族統治著恐龍，巨人才是

當時地球真正的統治者！

秘魯的 Javier Cabrera 博士

從 1969 年代開始研究 ICA 石

頭。除了彫刻在石頭上的平面圖

之外，Cabrera 博士在 ICA 地

區還找到許多與恐龍有關的立體

雕塑。在這些雕塑中，同樣呈現

出人與恐龍共處的情境，而且更

生動的展現出當時人類與恐龍的

大小比例。

原來人類早在億萬年前就出

現了，那麼我們有理由相信今天

的人類絕不是由猴子這些低等動

物進化來的。

恐龍曾是巨人的坐騎

至聖先師孔子

孔林（公有領域）

出土的巨人骸骨和巨人騎在恐龍上的石頭雕塑（視頻截圖）

文 / 陳青蓮  圖 / 公有領域

文 / 紫雲 圖 / Fotolia

文 / 藍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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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望嶽〉這首詩寫於唐

玄宗開元24年（西元736年）。

25 歲的杜甫赴長安參加貢舉考

試，結果落榜，於是就在齊趙一

帶（今河南、河北、山東等地）

四處漫遊，〈望嶽〉大約就寫於

這一年，這裡指的嶽即為東嶽泰

山。

杜甫站在泰山玉皇頂憑欄極

目，山巒疊嶂，綿延千里，山不

知其數，峰不知其高，不由得心

中升起無限感慨。

泰山東臨黃海，西襟黃河，

巍峨雄偉，氣勢磅薄，有「五嶽

獨尊」的美譽，詩中最後二句

「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如今更被人們賦予一種哲理，用

來作為對努力攀登人生和事業高

峰的一種激勵！

中國人心中的聖山

那麼，泰山到底是一座甚麼

樣的山？它又有甚麼特殊之處，

能激勵杜甫產生如此的感慨呢？

泰山又名岱宗或岱嶽，是五

嶽中的東嶽，位於山東省中部，

主峰玉皇頂海拔高度為 1545 公

尺。泰山在五嶽之中並不是最高

的，尚次於恆山和華山，占第三

位，在全國大山中也算不上高

山。但是泰山從海拔 170 公尺

的泰安市，平地拔起 1300 多公

尺，氣勢異常雄偉。

泰山在中國人心目中是一座

地位非常崇高的聖山。泰山是古

代帝王與神溝通之處。始皇帝統

一中原後曾封禪泰山。相傳為

了表達對天神祐護的敬意，古

代曾有 72 位帝王登上泰山祭天

封禪——泰山的神聖地位可見 

一斑。

泰山不但為歷代的帝王所尊

重，也為歷代的文人所敬仰。除

了杜甫之外，周朝的孔子、魏時

的曹植、漢朝的司馬遷、晉朝的

陸機、唐朝的李白、宋朝的蘇轍

等都曾在這裡留下讚頌的詩文。

歷代文人稱讚泰山的詩詞、歌賦

約一千餘篇，題字刻石，到處可

見。

神仙居住的地方

泰山一向被視為是神仙居住

的地方，也是修煉之人理想的修

煉之地。這裡流傳的仙人故事不

少，比如：泰山老父、稷丘君、

安期生、崔文子等，還有呂洞賓

曾在泰山腳下八仙橋附近的呂祖

洞獨修。

晉代葛洪著的《神仙傳》記

載了泰山老父的故事：

漢武帝劉徹東巡時，看見一

位老翁在路旁鋤地，頭上的白光

有數尺之高。老人看上去五十多

歲，但面色紅潤如童子，肌膚光

滑有光澤，一看就不同凡俗。

武帝覺得奇怪，就上前詢

問，老人告訴武帝，他曾經遇見

過一個得道之人，那個人教他修

煉之法，他依此修行，身體便開

始向年輕方向轉變，頭髮也由白

髮變成黑髮，掉了的牙齒又齊齊

的長了出來，身輕如燕，每天

能行走三百里，現在他已經有

一百八十歲了。這位老人就是泰

山老父，老父後來進了泰山，每

隔十年、五年，他都會回鄉看

看，但當他到三百多歲時，就再

也沒人見過他了。

「捨身崖」的傳說

泰山日觀峰南有一座「捨身

崖」，三面絕壁，陡峭如削，這

座「捨身崖」的名稱來自一則感

人的民間傳說。

相傳，姑嫂二人為了讓久病

不癒的老太太能康復，一起來到

香火旺盛的觀音像前許願，只聽

嫂子誠心誠意地說：「願大慈大

悲的觀音菩薩救救我婆婆，讓她

快好吧，如讓她病好了，我就以

身報答，從崖頭跳下。」這時跪

在一旁的小姑聽了嫂子的話後很

感動，於是也許下跟嫂子相同的

願望。

不久，老太太的病漸漸好

轉。有一天，嫂子鄭重地對婆婆

說：「您的病能好是菩薩保佑，

現在該是還願之時了。」婆婆不

忍心，希望她別跳崖，再想別的

辦法看看。

兒 媳 平 靜 地 說：「話 已

出口，對觀音菩薩的許願怎

能不算數？」小姑聽後卻有

點後悔自己許的願。可是，

看到嫂子一臉堅定的樣子，

便 說：「我 還 是 跟 你 一 起 
去吧！」

接著，姑嫂二人來到崖前，

嫂子轉過頭來問小姑子：「咱一

塊跳還是各跳各的？」小姑急忙

說：「嫂子，還是您先跳吧！」

嫂子說：「那我就先走了。」話

音未落，身影已在半空，過了一

會兒，只見半空中飄來一朵蓮

花，把嫂子托住且接走了。

看到這一幕的小姑子心裡踏

實多了，知道是菩薩顯靈，於是

也隨後跳下，但不久卻聽見一聲

凄慘的叫聲，小姑子粉身碎骨死

於崖下。

後來人們把這座崖取名為

「捨身崖」，它告訴著人們「誠」

與「不誠」差之毫里，失之千里

的不同結果。

泰山精神深植民心

亙古以來，泰山既是中國的

聖山，也是神山，是中華文化的

象徵，大家把對泰山的崇敬融入

於文學之中，在中文的詞語裡隨

處可見與泰山相關的典故。

像是「泰斗」，指的就是泰

山北斗，人間的泰山和天上的北

斗星，都是讓人仰之彌高、難以

企及的標竿典範。

又如，司馬遷立志為完

成《史記》，而忍受了宮刑之

辱以及社會大眾的嘲笑，受刑

後的司馬遷曾寫信給老友任

安，提到自己所遭遇，並陳述

之所以忍辱偷生的理由，是

為了完成《史記》，信中有句

寫道：「人固有一死，或重於

泰山，或輕於鴻毛。」泰山鴻

毛自此成了輕重懸殊的最佳 
對比。

再如，「安如泰山」這個成

語，來源於西漢枚乘〈上書諫吳

王〉，枚乘看見劉濞陰謀反叛

的禍害，寫了〈上書諫吳王〉對

劉濞進行勸諫，他在諫書中說：

「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悅。必若

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關；

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

山。」此處的泰山則成了穩固、

不可動搖的代名詞。

由此可見，泰山崇高、忍辱

負重、穩固的精神早已深深融入

中國人的血液之中，成為中華文

化不可動搖的根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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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神器旅遊神器更多超值行程掃一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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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遊假期（卡尔加里）優遊假期（卡尔加里）

2018 圣诞热恋游系列买一赠一

本期熱推！

金秋胜景，尽收眼底

零

2018 秋季热卖机票系列（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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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上他 /她圣诞探索世界奥秘

2018 年圣诞亲子游系列

【金秋回国游】珠江水故乡情广东贵州黄果树 10 日游 CAD0

【金秋回国游】江南水乡美食 7日游 CAD0

【金秋回国游】张家界秋叶美景 7日游 CAD0

 2018 年    团费金秋回国游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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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秋季美加东休闲游系列

拿 !你

神州
大地

◎文/梅媛東嶽泰山
岱宗夫如何？

齊魯青未了。

造化鍾神秀，

陰陽割昏曉。

盪胸生曾雲，

決眥入歸鳥。

會當凌絕頂，

一覽眾山小。

會當凌絕頂 一覽眾山小

▲泰山石刻不僅是中國書法藝術

品的一座寶庫，而且是中華民族

的文化珍品。歷代帝王到泰山祭

天告地，儒釋道傳教授經，文化

名士登攀覽勝，留下了琳琅滿目

的碑碣、摩崖、楹聯石刻，而泰

山摩崖石刻是名山之最。

▲泰山南天門 ▲泰山天街 ▲五嶽獨尊石 ▲泰山捨身崖

▲泰山十八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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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 Yaris 車系就是在

1998 年巴黎車展上登場之

故， 而 限 量 版 Y20 也 採

用 1998 年第一款 Yaris 的

金色塗裝搭配深灰色車頂，

Y20 將限量 1998 台以示紀念

Yaris 之意。

Yaris Y20 配備了一款 16
英寸的 10 輻式鋁合金輪圈、

鍍鉻裝飾。車內除了延續 2019

款豐田 Yaris 深灰色主題，更

以鍍鉻元素的點綴帶來更為精

緻的視覺感受。

此外在儀表板以及座椅椅

背也都能夠發現彰顯獨特身分

的 Y20 字樣點綴。另外豐田還

追加了最新的多媒體系統，除

了反應更及時、整合智慧型手

機連結功能，還支持聲控、手

勢控制。

【 看 中 國 訊 】

Yaris自1998年在巴黎

車展誕生以來，二十

年的時間裏已經成為

全世界最受歡迎的小

車之一。在今年的巴

黎車展前，豐田特意

推出了GR Sport與Y20

兩款全新車型。

GR Sport 車型基於 Yaris GRMN 車

型打造，預計將於今年年底率先在歐洲上

市。

該車外觀設計承襲 GRMN 車型，包

括黑色雙色調的車頂，並搭配鯊魚鰭狀天

線及尾門尾翼。另外，還配有鋼琴黑烤漆

車門飾板、黑色烤漆蜂巢狀水箱護罩、黑

色後視鏡外蓋與黑色霧燈座等等。豐田還

特別設計了頭燈組內的黑色細節綴飾，並

飾有專屬 GR 字樣徽標。

內飾方面，Yaris GR Sport 配備了

同為黑白雙色搭配的運動座椅，其表

面由皮質 +Ultrasuede 人造翻毛皮材

料拼接而成。新車還換裝了與豐田 86
方向盤同樣大小的小尺寸真皮方向盤。

該車搭載一套由 1.5 升四缸自然吸氣

引擎與電動機組成的混合動力系統。豐田

表示，Yaris GR Sport 將有三種級別的運

動化版本，這次發布的 GR Sport 是其中

「最溫和」的版本。

Yaris問世二十周年

新車GR Sport & Y20亮相
GR Sport Y20

www.secretchina.com
www.visiontimes.com

深度透視熱點
傳播純正中華文化
廣告熱線：403-988-1836
每週四出版 免費贈閱

卡城
二手
車行

規模
連 續 三 年 顧 客 好 評 排 名 第 一

NNNo.o.o.o.o.o.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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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0 24 STREET NE, CALGARY·WWW.HOUSEOFCARSCALGARY.COM

MICHAEL ZHU

產品顧問

403.918.5678

精通國、英語

2014 Ram 1500 SLT 4×4

遙控啟動  

僅售
月供僅需$248

$22,800

Pre-Owned 

僅行駛了 84,512KM

2017 Toyota Camry LE

倒車影像 + 藍牙 

VIN: 4T1BF1FK8HU739588

僅行駛了 40,520KM

僅售
月供僅需 $239

$21,888

Pre-Owned 

2017 Toyota Camry LE

VIN: 4T1BF1FK8HU739588Pre-Owned 

2014 Ram 1500 SLT 

遙控啟動  

僅售

Pre-Owned 

2018 Toyota RAV4  LE  AWD

倒車影像 + 加熱座椅 

VIN: 2T3BFREV8JW768998

Stock #: 2976-4

Stock #: 3547-5

Stock #: 694-6

Stock #: 3177-5
僅行駛了 20,196KM

僅售
月供僅需 $347

$31,800

Pre-Owned 

2018 Toyota RAV4  LE  AWD
VIN: 2T3BFREV8JW768998

Stock #: 2976-4

2018 Kia Sedona LX 七座商務

倒車影像  

僅行駛了 34,796KM

僅售
月供僅需 $315

$28,888

Pre-Owned VIN: KNDMB5C16J6353550

新來加拿大，還沒有信用記錄   我們可以提供幫助。?

VIN: 1C6RR7LT6ES255573



D3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D2 看汽車 Auto 第 22期     2018年 10月 4日—10月10日    

【看中國訊】接送乘客與運輸貨物

是未來自動駕駛汽車的兩大發展趨勢。

但截止目前，自動駕駛汽車只能滿足其

中一項任務，但是如果魚和熊掌可以兼

得豈不是更好？

近 日， 梅 賽 德 斯 - 奔 馳 商 務

車（Mercedes-Benz Vans） 推 出 了

Vision Urbanetic 概念汽車，這是一種

未來出行的全新理念。梅賽德斯 - 奔馳

將其描述為：一種革命性的移動概念，

並且超越了自動駕駛汽車的現有理念。

其旨在更高效、環保的搭載乘客與貨

物。

「Vision Urbanetic」概念其實是一

款靈活性相當高的純電動自動駕駛模組

底盤，這套模組底盤除了是零排放電

動外，還整合了自動駕駛技術，即使沒

有裝設車身，也能自主驅動。

車身自動變換

其最大的顛覆在於其車身，可以依

照使用狀況的不同，組合成不同的車

身形式。如果以載貨而言，可以變化

成總長度 5.14 米、載貨平台 3.70 米的

無人自動駕駛貨車，可以處理多達 10
個托盤；作為乘坐共享車輛，Vision 
Urbanetic 最多可以容納 12 名乘客。

梅賽德斯官方還表示，不同的車身

可以自動或手動更換，自動化流程聲稱

「僅需幾分鐘」。目前這一技術的發展

已經進行到試運階段。

作為一款自動駕駛汽車，該車車內

沒有配備方向盤、加速與剎車踏板，沒

有傳統的發動機，當然也沒有為駕駛員

留下座位。而省去這些之後給帶來了一

個更大車內空間，這不僅使它在需要載

客時讓乘客更舒適，還會提高了它的儲

物能力，詮釋了未來自動駕駛汽車作為

出行工具的再一次演繹。

通過將底盤與車身分開，Vision 
Urbanetic 可以更加靈活。官方表示切

換模式可以自動或手動完成，只需要幾

分鐘就能完成切換。

 簡單點說，如果清晨有大量的包裹

需要運輸，那麼 Vision Urbanetic 就

可以運載貨物，切換成貨車模式，以確

保人們可以按時收到貨物。但是如果到

了晚上很多人需要回家，它就可以切換

到乘客模塊，以確保人們可以以最快的

速度離開公司，減少等待時間。

Vision Urbanetic 還整合了即時運

算架構與 AI 人工智慧，可以不斷的分

析區域內的交通以及貨物、乘客的需

求，規劃最有效率的路線。這樣不但可

以避開壅塞道路，縮短運輸時間，將乘

客或者貨物更快速的送達目的地，也可

以有靈活的車輛調度，取得最佳的經 
濟性。

奔馳推Vision Urbanetic概念車

V i s i o n 
Urbanetic這款概
念車擁有誇張的外

形，並且可以從看

上去像烤麵包機的

貨櫃車變成甲殼蟲

式的載人車輛。

Stock Year Model Exterior Color MSRP Selling price*

#170523 2015 MB C350 White $ 37,390 $ 35,888

#170487 2018 MB E400 Red $ 81,785 $ 77,999

#170474 2015 MB ML63 White $ 56,995 $ 54,900

#170508 2017 MB C63 S White $94,190 $ 88,888

#170510 2014 Honda Accord Blue $ 21,750 $ 20,588

#170481 2016 BMW 535i White $ 55,090 $ 51,999

#170459 2014 Audi A4 Grey $ 25,040 $ 22,999

#170530 2018 GMC Sierra Black $ 66,590 $ 63,888

#170512 2014 Honda Ridgeline Black $ 35,490 $ 32,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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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cedes-Benz Country Hills
庫存二手車

Andy Lai
品牌專家

語言: 
粵語 | 國語

Phoebe Ku
品牌專家

語言: 
粵語 | 國語

Chaoran Li
品牌專家

語言: 
粵語 | 國語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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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ick Li
(403) 258-4275

patrickl@silverhillacura.com

Andy Wong
(403) 776-1435

andyw@silverhillacura.com

Vince Luong
(403) 258-4279

vincel@silverhillacura.com

403.253.6060
5278 MACLEOD TRAIL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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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weekly

$X,XXX down
Model Code: DE2F3JJX

for XX months

XXX † X.X% $

RECEIVE A 
CASH REBATE OF UP TO

on other select 2018 ILX models.

X,XXX ‡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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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U20696_02 Sep ADBUILDER - ILX
20522-02

   

ILX Adbuilder

Acura  

David

Steve/DrH

Kendra

David R

4C

8.97" x 10"

100%

2 0
100%

PMS

09/07/18

PMS PMS PMS PMS F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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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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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 0.9% $

獲得現金回饋高達

5,000
於其它2018款ILX車型

‡
或者

SUMMER OF
performance

ACU20522_02 JULY AUGUST ADBUILDER - ILX
20522-02

ILX Adbuilder

Acura

David

Steve

Kendra

David R

4C

8.97" x 10"

100%

1 0
100%

PMS

06/25/18

PMS PMS PMS PMS F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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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兩週

$3,500首付

車型代碼: DE2F3JJX

3,800

植牙

口腔手術

牙病治療
各種

去智齒

牙周病

牙齒矯正

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
供供供全全全面面面牙牙牙科科科服服服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免費

諮詢

免費
諮詢

2008 年畢業於
UBC

粵、英語

陳守誠 醫生
DMD

2001 年畢業於
亞省大學

英語

Richard Krim 醫生

DDS
醫生

2000 年畢業於
達爾豪斯大學

1983 年開始
從事牙醫工作

國、英語

董維佳 醫生
DDS

2012 年畢業於
UBC

1992 年畢業於
華西醫科大學

國、英語

劉青青 醫生
DMD

務務務

考慮矯牙或植牙？歡迎來免費諮詢

專業嚴謹·嶄新設備·舒適環境·地點方便

HorizonDental
優惠券

無保險
10%
OFF

矯正牙齒可分期付款矯正牙齒可分期付款矯正牙齒可分期付款
接受多種保險接受多種保險接受多種保險接受多種保險接受多種保險接受多種保險 診所地址：206 5403 Crowchild Trail NW

診所時間：週二至週六上午 9:00 ～下午 6:00 電話：403-202-9295
www.horizondentalgroup.ca

注：如無保險，基本

服務九折優惠（洗牙、

檢查牙齒、緊急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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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ntry Hills Mercedes-Benz 招聘品牌專家

您對汽車行業有熱情嗎？您是否依靠客戶體驗茁壯成長？
——請立即加入我們的梅賽德斯奔馳 Country Hills 團隊！無需相關經驗！
我們正在尋找積極、自信、專業的人，他們渴望成功並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快
來加入梅賽德斯奔馳 Country Hills 品牌專家團隊——卡城最新的奔馳經銷商！

積極的態度
優秀的書面和口頭溝通技巧
具備出色的多任務組織能力
能夠在快節奏的環境中獨立工作，確保

    工作質量和數量符合預期
能夠與現有客戶和新客戶建立並保持良

    好的職業關係
有效的亞省5級駕駛執照（AMVIC註冊）

如果您希望為一家重視誠信、擁有良好職業道德
和強烈團隊合作精神的公司工作，請立即申請！

作為梅賽德斯奔馳鄉
村 山（MBCH） 的 品 牌 專
家，您將與銷售經理攜手
合作，協助客戶找到中意
的車輛並協商令人滿意的
財務條款。您將負責幫助
MBCH實現月度銷售目標。

經過驗證的專注於員工的經理團隊
優厚的薪酬和福利計劃
員工認證計劃和活動
全新的擁有先進設施 9 萬 5 千平方英尺銷售大廳
店內配置餐吧
位置優越
職業發展的機會
綜合培訓計劃

為什麼為我們工作？ 崗位職責

工作要求：

如果您希望為一家重視誠信、擁有良好職業道德

careers@mbcountryhills.com

聯繫我們
(587)806-3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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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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人
外場服務員數名

廚房助手數名

請致電：403-455-3188（Yuki）

地址：#2243 2213 Centre St NW, Calgary

E-mail: sunday021674@gmail.com

鼎鑽日式小火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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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食街

炒鍋、執碼
企檯（服務員）
幫廚洗碗

有意請電：
403-975-1688 約見

誠聘：

名片廣告

一 週
好 去 處

Community Calendar

迪士尼音樂會 
——美女和野獸

再次體驗迪士尼經典動畫電影《美女

和野獸》

時間：10 月 5 日晚 7：30
             10 月 6 日下午 2：00

地 點：South Alberta Jubilee 
Auditorium, 1415 14 Ave NW Calgary

電話：403.571.0849
在線訂票：www.ticketmaster.ca
票價：$25 ～ $85

感恩節週末活動

品嚐美味的感恩節美食，體驗感恩節

主題活動，觀看烤南瓜表演等。感恩節美

食只在週末提供，先到先得。

時間：10 月 6 日～ 10 月 8 日，上

午 10 點到下午 5 點。

票價：普通（15 ～ 64）歲：$26.5，
兒童（3 ～ 6 歲）：$13.5，青少年（7 ～

14 歲）$18.95。
地點：Heritage Park, 1900 Heritage 

Drive SW.  
C-Train 和公園之間有往返的班車。

到底怎麼回事 
之夜間活動生物

親身探索及觀察亞省的野生動物和自

然物種夜間活動。持發現中心門票者可參

加所有活動。

門票：成人 $10，老人 / 學生：$8；
青少年 4-17 歲：$6；三歲及以下幼童

免費； 家庭票：$30；持有 Discovery 
Center 入場券免費。

時間：10月 5日上午 10點～下午 3點

地點：Bow Habitat Station，1440-

17A Street SE Calgary, AB T2G 4T9
Pearce Estate 停車場免費泊車。

感恩節免費滑冰

時間：10 月 8 日下午 1 點～ 2 點半

活動地點包括 :
Ernie Starr Arena, 4808 14 Ave SE
Frank McCool Arena, 1900 Lake 

Bonavista Drive SE
Optimist Arena, 5020 26 Avenue SW
Murray Copot Arena, 6727 Center 

Street NW
Stew Hendry  Arena ,  814  13 

Avenue NE
Stu Peppard Arena, 5300 19 Street SW
J immie  Condon  Arena ,  502 

Heritage Drive SW
Shouldice Arena, 1515 Home Road NW

Spruce Meadows 
玉米地迷宮

誠邀您和家人來參加我們的秋季節日

活動。

時間：10 月 6 ～ 8 日上午 11 點～

下午 3 點

地 點：18011 Spruce Meadows 
Way SW, Calgary

門票：$5

醜小鴨話劇表演

根據安徒生童話中的一隻小鳥歷經各

種冒險才知道自己是誰的故事改編。奇幻

體驗適合4~10歲兒童，對家長也很有趣。

時間：9 月 22 日至 10 月 14 日

地點：Loose  Moose Theatre, 1235 
– 26th Avenue SE, Calgary

門票：$14

誠聘誠聘

華語銷售代表
要求：流利英、粵、國語

有意者請聯繫 Sam
info@cellcan.ca / 403.474.3263

有效期：2018 年 10 月 5日∼ 10 月 11 日

新鮮雪裡紅紅木瓜新鮮油菜心新鮮紅毛丹

大洋蔥

幸福比內牌魚露

新鮮白蘿蔔

海燕牌椰奶

大石榴

幸福比內牌吞拿魚

大金黃色菠蘿

海燕牌 26/30 去頭黑老虎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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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節九折優惠

10 月 10 日（週三）

三小姐牌香米 海燕牌沙河粉 幸福牌芥花油

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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