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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UCP康尼透露執政計畫
UCP leader Jason Kenny reveals plans if in power A8 范冰冰尚未落幕 崔永元再起風波

China's most famous actress' tax evasion not over 
while her whistleblower renewing the storm 

C7 竇燕山五子登科的故事
How one man ended up with five sons all 
achieving great success

【看中國鄭貝綜合報

導】中國大陸非洲豬瘟疫情

持續延燒，中國農業農村

部10月17日通報山西省出

現首例疫情，這也是中國第

10個出現非洲豬瘟疫情的

省市；最先出現疫情的遼寧

省則似乎處於失控狀態，盤

錦市短短3日內爆出5例疫

情。

豬瘟疫情蔓延

中國農村農業部 10 月 17
日公布，山西省大同市排查出

非洲豬瘟疫情，大同市左雲縣

一養豬場存欄生豬 15 頭，發病

7 頭、死亡 4 頭。這讓山西成為

中國最新出現疫情的省分，也是

第 10 個省市。

中國第一起非洲豬瘟疫情 8
月初出現在遼寧省，之後由北向

南蔓延。政府確認發現疫情的

10 個省市有：遼寧、黑龍江、

河南、江蘇、安徽、浙江、內蒙

古、吉林、天津和山西。其中疫

情最嚴重的遼寧，官方通報的疫

情至少達 10 宗。

遼寧省的疫情似乎加速擴

散，中國農村農業部 17 日通

報，遼寧盤錦市大窪區西安鎮出

現非洲豬瘟疫情，一個養豬場的

大陸豬瘟繼續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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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00KM

日產 TITAN
BUMPER-TO-BUMPER

全部質保

5年
和

加拿大

卡車質保
最長的

TITAN卡車
熱銷月

3日促銷活動
10月

25～ 27日

試駕可獲

價值 $25加油卡*

購買 TITAN 卡車

有機會贏得全家墨西哥旅遊**

耐力引擎

原價 原價 原價

按鍵啟動 免鑰匙進入 倒車影像 遙控啟動 座椅加熱
5.6L V8

僅付 僅付 僅付/雙週 / 雙週 / 雙週

個月 個月 個月O.A.C. O.A.C. O.A.C.

$ $ $311 292 304
84 84 845.49 5.49 5.49% % %

第       個省市淪陷

存欄生豬共有 161 隻，發病 43
隻、死亡 43 隻。查看中國農村

農業部官網可發現，遼寧盤錦市

在 3 天內就通報了 5 例疫情，

15 日和 16 日各通報 2 例，5 例

疫情共 1331 隻豬染病死亡。

在此之前的近幾週，疫情

一直在大陸北方持續著。 10 月

12 日晚通報，天津市薊州區確

診爆發非洲豬瘟，這是非洲豬瘟

首次蔓延至京津冀地區；7 日，

遼寧省營口市大石橋市、老邊區

出現生豬非洲豬瘟疫情。疫情涉

及大石橋市高坎鎮革家村、宿東

村、旗口鎮王圍村、新興村，以

及老邊區路南鎮新立村、邊城鎮

北於楊村，涉及養殖戶存欄生豬

3,358 頭，發病 334 頭、死亡

93 頭。

遼寧畜牧獸醫局 13 日發布

通報稱，遼寧省已啟動特別重大

疫情 I 級應急回應。關於重大動

物疫情的應急制度，是根據性

質、危害程度、涉及範圍而分四

級，即是特別重大（Ⅰ級）、重

大（Ⅱ級）、較大（Ⅲ級）和

一般（Ⅳ級）。

在大陸南方，14 日有新聞

報導稱，江蘇省連雲港市東海縣

青湖鎮與石樑河鎮多名養豬戶表

示，所飼養的豬近日出現大規模

死亡。如一名青湖鎮馬姓養豬戶

說，他家的豬從 7 月底開始發

病，將近一個月死了差不多兩百

頭。（下文轉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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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接 A1）當地官員面

對媒體詢問時表示，這次疫情是

「季節性豬瘟」，沒必要送給國

家單位檢驗。但有農戶表示，往

年的季節性豬瘟都比較好治，高

熱病，好治，打個退燒針就好，

一般 100 頭裡就死 3、5 頭，但

這次死的數量太多。

非洲豬瘟

此前已有消息指，大陸爆發

的非洲豬瘟病毒是從俄羅斯傳入

的。據大陸官媒報導，自貿易戰

開打後，中國停止從美國進口豬

肉，轉而從俄羅斯進口了 24 萬

噸凍豬肉，其中部分已運抵中國

境內。同時，經國家動物衛生流

行病學中心，對中國境內發現的

非洲豬瘟病毒毒株進行 DNA 測

序發現，該毒株和此前俄羅斯西

伯利亞非洲豬瘟的毒株 DNA 序

列一致。表明這場疫情的爆發源

是俄羅斯的可能性很高。

根 據 聯 合 國 糧 農 組 織

（FAO）與世界動物衛生組織

（OIE）介紹，非洲豬瘟為病毒

性豬病，是豬瘟中最具破壞性的

一種。非洲豬瘟具有傳染性，死

亡率高達 100%，沒有商品化疫

苗可用於預防，也沒有有效的治

療方法。歐盟設立的非洲豬瘟專

項研究項目 ASFORCE 稱，人

類不會感染非洲豬瘟。這種病主

要通過病豬與健康豬之間的直接

或間接接觸傳播。一旦疫情爆

發，需要立刻大規模撲殺所有

豬，並將所有遺體、肉製品與垃

圾廢料集中清運消毒。

疫情或更嚴重

大連疫區參與防控工作的非

洲豬瘟專家徐女士對自由亞洲電

臺表示，俄羅斯是疫區，將疫區

的凍豬肉向外銷售，本身就是不

道德的行為。因為病毒在凍肉中

也能存活 1 千天，病毒只要是

在存活期，就會導致這個豬瘟疫

病的流傳。

徐女士還說，按照政府的規

定，任何涉疫情的資訊發布，直

接歸農業農村部，其他機構和實

驗室都不能對外說話，否則就是

泄密。她還透露，目前，無論是

管理能力或是生物技術掌握，北

京當局都無力阻止非洲豬瘟疫情

擴散。徐女士坦言，情況比想像

的嚴重，即便是業內人士，也不

清楚疫情會發展到何種程度。

「營口、大連、鞍山，遼寧基本

全部淪陷了，是重大疫區。我看

到周圍都在殺豬，」她說。

早在一個月前，已有業內防

控人士發出警告稱，從非洲豬瘟

疫情爆發日開始，到其後的一個

多月時間裏，是疫情防控的關鍵

時期，如果不能成功切斷傳染鏈

條，後果不堪設想。

民眾損失大

自非洲豬瘟在今年 8 月份

在大陸大面積爆發以來，大陸官

方及媒體聲稱疫區民眾可以放心

地進食豬肉，引發廣泛爭議。海

外媒體呼籲民眾小心，因為非

洲豬瘟病毒可在冷凍豬肉存活

1000 天之久，連醃漬過的火腿

肉都能活 140 天。

徐女士說，目前當地民眾都

在互相轉告不要吃豬肉，即使疫

情解除後，也不要買冷凍豬肉，

因有黑心商家會低價收購病死

豬，冷凍後再賣。

此前有報導，遼寧省營口市

大石橋市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當

地一頭病死豬賣 300 人民幣，

沒有嚥氣的豬賣 500 人民幣。

新聞報導說病豬都給埋了，實際

很多都是賣了。

鞍山疫區轄區的海城居民班

先生表示，鞍山養豬戶損失慘

重，因為養殖戶每隻豬只能得到

大約一半價格的補償。他透露，

現在許多人都知道，非洲豬瘟的

源頭是進口俄羅斯疫區豬肉所

致，但種種原因，受害養殖戶們

大多數都不敢要求追責和賠償。

《蘋果日報》報導，台灣養

豬協會首席副理事長康富戶表

示，一旦感染了豬瘟，全部身家

財產都沒了。

【看中國記者憶文綜合報導】

白宮 10 月 17 日表示，美國從

即日起啟動退出萬國郵政聯盟

（UPU）的程序，中國電商將受

到直接影響，中國寄美包裹價格

會上漲。

UPU 是聯合國專門機構，

主要負責各國國際郵政往來。白

宮說，這種設置國際郵寄費率的

多邊體系不公平，使中國和其它

國家具有競爭優勢，並助長了假

冒商品和非法藥物的運輸。

美國國務院週三通知總部設

在瑞士的 UPU 說，美國啟動了

退出程序。根據 UPU 規定，完

成退出程序需至少一年。美國官

員表示，美方會嘗試談判，以期

達成更好的費率制度。現行郵政

費率在未來 6 個月不會變動，

美國也希望留在聯盟內。

白宮聲明中通篇未提及中

國。不過，白宮國家貿易委員

會主任納瓦洛日前在英國《金融

時報》刊文說，中國公司利用

華人銷售團隊

竭誠為您服務！

卡城最強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綜合報

導】央視前主持崔永元舉報涉嫌

洗錢、原定本月 26 日上映的電

影《大轟炸》，10 月 17 日宣布

取消上映。

《大轟炸》上映日期一改再

改，最初安排 8 月中上映，及後

改期 10 月 26 日上映。此前崔永

元對這部電影發起抵制。 10 月

16 日，崔永元在微博發文稱，

電影《大轟炸》牽扯使用不明的資

金至少 30 億人民幣以上，僅在

拍攝中就使用各種骯髒手段弄走

資金 17 億。他說，這都是上海

老百姓的養老錢過日子的錢，有

人因看不到希望都自殺了。

電影《大轟炸》是由中國電

影股份公司、原畫（北京）影

業、上影南國影業出品的歷史戰

爭片，施建祥任總製片，於 2010
年開機，一度被官方列為重點電

影。拍攝歷時八年之久，數度面

對資方停止投資而瀕臨絕境。

施建祥曾經活躍在資本圈和

娛樂圈，創立上海快鹿投資集團

有限公司，同時實際控制神開股

份和十方控股等多家上市公司。

今年 6 月 6 日，中央反腐敗

協調小組國際追逃追贓工作辦公

室發布了一個 50 人的紅色通緝

令追逃名單，施建祥名列其中。

顯示施建祥涉嫌集資詐騙罪，

2016 年 3 月 7 日外逃至美國。

美欲退出萬國郵政聯盟

大陸豬瘟繼續蔓延
第10個省市淪陷

UPU 的優惠條件，扭曲了全球

電子商務。中國公司經常透過

亞馬遜（Amazon）或阿里巴

巴，賣給美國的消費者低價的

「仿冒品」。

在 UPU 下，中國是發展中

國家，享有國際運輸優惠，使得

中國制仿冒品的運輸成本更加低

廉，傾銷美國市場。美國全國製

造商協會 10月 17日發表聲明，

對川普政府的做法表示歡迎。

《大轟炸》取消上映

被曝涉30億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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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從本週一開

始，年齡在六個月及以上的亞省

居民可在全省範圍內免費接種流

感疫苗。

卡爾加里大學微生物學、

免疫學及傳染病系副教授詹恩

（Craig Jenne）表示，今年疫苗和

四種疫苗菌株都是高度匹配，這

意味著疫苗的有效性會很高。詹

恩表示希望疫苗能夠降低醫院、

急診室和重症監護室的負擔。

詹恩強調了群體免疫力的重

要性——如果接種的人群足夠

多，流感就難以傳播，這可保護

免疫缺陷人群或者因年齡過小而

無法接種流感疫苗的孩子。他建

議每個能夠接種疫苗的亞省人都

去接種。「即使你年輕，健康，

也不一定生病，但你會成為病毒

攜帶者，感染更多低免疫力的人

群」。

去年亞省訂購了 160 萬劑

疫苗，但是只有 120萬人接種，

還不到整個亞省人口的 30%。

去年的流感季節，流感病毒在

向北漫延時發生了變異，亞省

有 92 人死於流感併發症，3,047
人因病毒被迫住院治療。然而今

年亞省的接種目標仍是 160萬。

卡爾加里亞省醫療服務中心

的麥克唐納（Judy MacDonald）
醫生強調疫苗的重要性，她表示

疫苗可以預防多種菌株。她說：

「流感疫苗對六個月以上的每個

人都是安全的，不會引起流感，

只會有輕微的副作用，如輕微的

頭痛和肌肉酸痛」。

疫苗還可以降低疾病的嚴重

程度。詹恩教授表示，研究發

現，即使疫苗和病毒不能完美匹

配，每年接種疫苗的人遭到感染

的嚴重程度也會降低。「你仍然

會得到疫苗的保護。儘管你可能

仍會生病，但是你去醫院的機率

會大大減少」。

流感疫苗可以在全省的無需

預約診所，藥房或者家庭醫生處

獲得。亞省診所的完整名單在亞

省醫療服務中心（Alberta Health 
Services）網站上有公布。

全省本週 
可免費接種流感疫苗

大麻合法化花絮

• 省政府表示，將在兩年

內向省內各個市鎮提供共計

1120 萬加元，補貼大麻合法

化引起的實施和執行成本。這

是其市政大麻過渡計畫的一部

分，用於支付人口為 5000 以

上市鎮的額外警務開支。

• YYC 卡城國際機場表

示：大麻合法後，乘坐國內航

班，旅客可隨身或託運行李

中，最多攜帶 30 克乾大麻。

如果乘坐國際航班，包括大麻

合法的其他國家的航班，就需

要小心，若被發現，將被沒

收，並將交給卡城警局進行深

度調查。

• 根據城市法規，機場內

將有標識指定允許吸食醫用大

麻的區域，休閑大麻不能在機

場酒店消費。

• 卡城教育局總監大衛史

蒂文森表示：大麻立法對我們

學生和教職員工沒有任何改

變。他說教育局規定，在校教

師和學生不能吸食大麻，需要

醫用大麻的學生和員工除外。

史蒂文森還說，教育局已經制

定了一些方案來教育學生，如

吸食大麻的危害性等。

• 大麻合法化的第一年

內，全省範圍將會有 250 家

大麻店開業。

卡城簡訊

週 一（10 月 15 日） 市

議會幾乎一致投票通過放寬對

寵物所有權條款的限制，卡城

將成為加拿大第一個支持家禽

作為情感蔚籍動物的城市。

提出此建議的市議員

Jyoti Gondek 說，她的一位

選民向她求助，請求允許她留

下她後院的母雞，因為這些雞

可以蔚籍她小時候遭受性侵而

受到的心靈創傷。她還表示，

我們需要加強並找到方法支持

那些在童年時遭受無法彌補傷

害的人 , 給予他們良好的心理

健康支持。

有興趣者必須帶著心理醫

生的一封信和 64 加元，去領

取許可證。

市議會放寬寵物限制

【看中國訊】據緊急救援中心

EMS 稱，週一（10 月 15 日）下午

1：30 左右，1 男子在 Macleod Trail
的 Erlton 車站被 C-Train 撞倒，當場

死亡。這是當天第 2 次事故。

週一上午 8：00 左右，一名 6
歲 的 女 孩 在 Somerset-Bridlewood
車站附近的 1 個十字路口被 CTrain
撞倒，因傷勢過重，搶救無效而死

亡。警方說，她正橫過鐵路去上學，

此時她被落下的交叉臂和響起的警鈴

聲嚇壞了，她沒有繼續往前行，而是

扭頭往回跑，走進了 CTrain 軌道。

CTrain 司機發現踩了剎車，但為時

已晚，C-Train 撞到了這個小女孩，

把她撞飛到了街對面。

這名女孩的母親和她的其他孩子

在事故發生後，幾分鐘就趕到現場。

卡城天主教學區的官員證實，這

女孩是 Woodbine 西南區 St.Jude 小

學的學生。該校已派人參與善後，並

及時為在校師生提供哀傷輔導。

當心！輕軌一天奪兩命

【看中國訊】最近，亞省

聯合保守黨（UCP）黨領康

尼（Jason Kenney）在卡爾

加里商會 (Calgary Chamber 
of Commerce) 上發言。

他 表 示， 如 果 2019 年

UCP 能夠執政，他將在宣誓

就職的當週，即僱人起草行政

命令並讓內閣採納。康尼說：

結構改革的關鍵一環，就是要

快速行動。

他說：「速度產生慣性，

這也令改革的反對派難以施

加阻撓」。康尼表示，他不

希望面對大眾質詢時「陷入困

境」，因此該政黨正在「許多

重大問題上」馬不停蹄地工

作。他提出了以下四個方面的

執政計劃。

UCP康尼透露執政計畫
修改最低工資

康尼說他將凍結最低工資

的增長，他還考慮將最低工資

重構為類似澳洲使用的年齡漸

變系統，青少年的工資會比成

年人低很多。青少年的工資在

21 歲之前會每年增加。在澳洲

的系統中，殘疾員工和工作能

力不足的人工資收入也較低。

康尼表示，UCP 將廢除最近

NDP 對勞動法的修改。

解除管制
康尼說他將任命一位部長，

專門負責減少三分之一的法規限

制，作為「大力減輕亞省經濟監管

負擔進程的一部分」。他說，「由

於高達 80 億加元的赤字和即將到

來的 600 億加元的債務，我們無

法大力開展財政激勵政策，因此

我們將在放鬆經濟管制方面矯枉

過正」。

能源「作戰指揮部」
康尼對他所承諾的政府能源

「作戰指揮部」在加倍地努力，以

捍衛亞省內外的能源產業，必要

的話會設立「衛星辦公室」。

他還誓言停止「關閉煤炭立

法」。 2012 年康尼的前任聯邦政

府通過的法規將關閉亞省 18 座燃

煤發電廠，而亞省 NDP 政府勒令

其餘 6 座燃煤電廠在 2030 年前關

閉。

緊縮財政支出
康尼表示會考慮任命一個

財政委員會，對如何在不增稅

的前提下恢復收支平衡提出建

議。他表示，UPC 施政綱領將

對藝術家和文化產業抱有「積極

願景」，但是必須有一段時間的

財政限制。

2018年10月14日下午，在卡爾加里大學ICT樓報告廳，

近三百人參加了加拿大人工智能AI4Youth交流會。AI4Youth 

Canada是卡城一個非盈利組織，由Western Canada 高中的

兩位華人學生Claire Du和Gerry Lu於今年6月創立。

AI4Youth Canada旨在幫助高中學生與加拿大各地的人

工智能教授和有影響力的行業領導者建立聯繫，並促成人

工智能相關的體驗式學習機會。卡城教育委員會學部委員

Lisa Davis到場並發表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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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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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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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
AI4Youth 

交流會在卡爾
加里大學召開

近 日， 加 西 Western 
Canada Select(WCS) 重油價

格跌到了大約每桶 19 美元，

比西得克薩斯中間基原油低了

大約 $52 美元 / 桶。現貨市場

每桶大約虧 11-28 美分。分

析師 Matt Murphy 說，出現

這種情況還是第一次，即使是

在 2016 年初，美國油價跌破

每桶 $30 美元時，加西重油

還是有一定利潤的。

加西重油每桶19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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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孟是習控公安最後一步？
公安部涉周永康高層幾無一漏網 「清毒」延燒孟宏偉或非最後一個

清洗公安系統最後一步

香港《南華早報》10 月 14
日報導，國際刑警組織前主席孟

宏偉被拿下之後，基本上是習近

平 5 年前掌權之後，逐步整頓

擁有 200 萬成員的公安系統的

最後一步棋。

中共十八大後上臺的習近

平，面對的公安系統，其上層大

多數都是黨內退休大老的親信。

這些黨內大老當中包括曾經

做過公安部長然後成為政法委書

記的周永康，周掌管公安系統長

達 10 年之久。

《南早》的分析指出，現在

的政法委書記郭聲琨過去五年是

公安部長，被視為前中國副主席

曾慶紅的親信，當時擔任公安部

副部長的包括了楊煥寧、李東

生、劉金國、孟宏偉、張新楓、

陳智敏以及黃明。

公安系第一個倒臺的副部長

李東生，是周永康的親信。周永

康自己則在退休後於 2014 年 7

月正式落馬。

之後數年，這批公安部副部

長大多都已離開原來的部門，有

些加入其他黨或政府部門，有些

則被提早退休或降職，也有人被

查。

接任李東生成為常委副部長

的楊煥寧，先於 2015 年 10 月

轉任國家安監總局局長，2017
年因為違紀而被撤職降級，但一

直未被當局起訴。劉金國則轉調

中紀委副書記，而黃明調任新成

立的國家應急管理部副部長。

陳智敏 2017 年 6 月被免

職，官方未說明原因。

張新楓 2013 年至 2015 年

轉而外派擔任上海合作組織地區

反恐怖機構執委會主任。 2016

年 1 月曾任國家反恐安全專員。

1952 年生的張已退休。

部長郭聲琨則一路幹到任滿

方才退下崗位，並且晉身中共政

治局委員，出掌中央政法委。

孟宏偉是 2013 年那個班底

中，少數一直留在公安部的副部

長，而且還曾獲得內部晉升。他

還負責整頓和擴充中國的海岸防

衛隊，並同時調升至副部長，到

了 2016 年年底，他更成為國際

刑警組織第一個來自中國的主

席。

現在的公安部領導層有習近

平刻意打造的痕跡。部長趙克志

被認為是忠於習近平的老臣子。

趙克志是中共第三號人物、全國

人大委員長栗戰書的舊拍檔，被

認為應屬習近平信得過之人。

常務副部長王小洪和掌反腐

的副部長鄧衛平是習近平福建舊

部親信，孟慶豐則是習的浙江舊

部，許甘露也是習的福建舊部。

另外還有兩名副部長是孫力軍和

杜航偉。以上所示幾乎全部明確

是習家軍。

孟案或牽出大老虎

孟宏偉被抓消息公布後，公

安部連夜召開會議通報事件，並

宣布查處孟的同黨。有關公安系

統甚至整個政法系統或將大震盪

的消息也先後傳出。

中國公安部 8 日凌晨開會

通報孟宏偉事件稱：「堅決徹底

肅清周永康流毒影響。」並宣布

公安部成立工作組，查處與孟宏

偉共同收受賄賂的官員。

中國公安部過去 20 年來，

一直被江派人馬把持，歷任部長

分別為江派的要員賈春旺、周永

康、孟建柱、郭聲琨。

除了周永康之外，孟宏偉的

仕途升遷與現任中共政法委書記

郭聲琨也有著千絲萬縷聯繫。郭

聲琨與孟宏偉兩人既是湖南中南

工業大學校友，同時又都曾擔任

公安部正副部長。 2013 年中國

海警局成立，孟宏偉兼首任局

長，令他躋身正部級，而當時的

公安部長是郭聲琨。

另外，在孟宏偉落馬後，已

有多個公安高官沒有露面。

港媒《明報》署名孫嘉業的

評論稱，從公安部黃金週假期後

首日上班連夜召開部黨委會議，

通報孟宏偉的案情一事看，此案

確由中紀委直接操作，公安部事

前也蒙在鼓裡。

與公安部緊急開會形成鮮明

對比的是，郭聲琨轄下的政法

委，對於孟被查事件至今仍未發

聲，令外界頗為奇怪。

《明報》評論稱，孟宏偉

案，由於孟妻在法國頻頻高調發

聲，令到餘波蕩漾，不斷發酵，

已引起國際輿論注視，後續的發

展變數很大。而按官方通報暗

示，孟似乎涉及周永康等政法系

統貪官舊案，但會否牽連他近年

的上司孟建柱、郭聲琨仍需觀

察。

【看中國記者李文隆

綜合報導】中國公安部前副

部長、國際刑警組織前主席

孟宏偉被證實落馬之後，外

界媒體繼續分析內情及事件

走向。港媒認為，拿下孟宏

偉是習近平掌控「刀把子」

的最後一步棋。不過也有評

論說，孟案也可能牽出更多

大老虎。

兩上將被開除黨籍軍籍  並取消軍銜

二人遭嚴厲處罰

官媒指房峰輝「對黨不忠

誠、不老實，搞兩面派做兩面

人，政治上蛻變、經濟上貪

婪」。

張陽也被指對中共「不忠

誠、不老實，搞兩面派做兩面

人，經濟貪婪、生活腐化、品行

低劣」，通報指張最終以自殺方

式企圖逃避懲處。當局對張陽將

「追繳涉案財物」。

自媒體時事評論員文昭表

示，「追繳張陽涉案財物」，等

於說人死還要抄家沒官，不留任

何餘地。這種情況不多見。

文昭指出，重罰房峰輝和張

陽除了是為 19 屆四中全會開道

之外，內部鎮壓手段更嚴厲恰恰

也說明積累的矛盾更嚴重了，讓

習近平以更加嚴厲處罰的方式震

攝潛在的反對者。

此前軍方將領落馬後，被開

除軍籍並取消軍銜的只有前軍委

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

徐才厚、郭伯雄是江澤民軍

中親信，兩人在中共十八大前長

期掌控軍隊，不但代江澤民在軍

中架空胡錦濤，還大肆貪腐及收

羅黨羽。房峰輝和張陽，被指是

郭、徐餘黨。

貪腐背後另有大問題

據港媒披露，張陽早在廣州

軍區時，就因為要向其行賄得用

麻袋裝，因此被戲稱為「麻袋政

委」、「張麻袋」。香港《亞洲

週刊》去年 12 月披露張陽曾在

深圳、東莞、北京多地嫖娼，數

十萬元人民幣的嫖資由其友人支

付。

房峰輝被指是郭伯雄的親

信，其在廣州軍區任職時曾與原

政治部主任張陽是老搭檔。兩人

在中共十八大後晉身軍委委員。

在習近平軍改後，房、張兩

人分別擔任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

參謀長及政治工作部主任。但去

年 8 月兩人被曝出先後卸任，

並雙雙落選中共十九大軍方代

表。

據報導房峰輝為上位，不惜

當著外人的面，突然直呼郭伯雄

姐夫。房峰輝與郭伯雄的祖籍同

為陝西咸陽，且房擔任第 21 集

團軍軍長時，郭伯雄正擔任蘭州

軍區司令員，兩人是上下級關

係。

據多維網 1 月 16 日引用熟

悉軍隊內情的消息人士說，房峰

輝在 2007 年 6 月至 2009 年 10
月任北京軍區司令員期間，狂賣

軍產地皮，大發橫財，其中 292
醫院的地皮就賣出 47 億元人民

幣。

還有消息說，房峰輝表面上

的罪名是貪腐，實際上是與前政

治部主任張陽共同策劃政變，事

情敗露遭逮捕。張陽於去年 11
月在家中自縊身亡，讓外界感覺

另有背後的勢力在操作，疑點重

重。

香港《前哨》雜誌文章稱，

房和張對習近平軍改削權心懷不

滿，於是二人策劃在十九大前發

動軍事政變，沒想到機密泄露事

敗。

中共軍中又有兩名上將被一擼到底。圖為二人在2013年3月15日北京
兩會上，左二為房峰輝，左三為張陽。（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李文隆

綜合報導】中共官媒10月16
日通報，當局決定給予房峰

輝和張陽開除黨籍處分，兩

人的軍籍和上將軍銜也被

剝奪。房張二人此前被作為

江澤民兩大軍中親信徐才

厚和郭伯雄「餘毒」同期被

拿下，其中張陽更以自殺的

方式結束生命。

孟宏偉被抓，當局幾乎將上屆公安部高層清洗一空。（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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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在瑞士世界經濟論壇

「2018 年度競爭力報告」中，臺灣排名全

球第 13，其中總體經濟穩定更是世界第

一！至於臺灣的創新能力是亞洲最強、全

球第 4 大，與德國、美國、瑞士並列為

全球「超級創新者」。

據《中 央 社》報 導， 世 界 經 濟 論

壇（WEF）10 月 17 日 公 布 了「2018
年 全 球 競 爭 力 報 告」（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8）。在全球

140 個受評比國家及地區中，前 3 強為美

國、新加坡及德國，而臺灣排名第 13，
在亞太是第 4 強，僅遜於新加坡、日本、

香港，且領先澳洲、韓國及中國。

在今年的評比中，WEF 重新組合了

評比項目與標準，並稱之為 4.0 版指標。

其 4 大類別為「有利環境」（Enabling 
Environment）、「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市場」（Markets）及「創新

生態系統」（Innovation Ecosystem）。

在 4 大類別下，又有 12 項支柱，分

別是「制度」、「基礎建設」、「資通訊普

及度」、「總體經濟穩定度」、「健康」、

「工作技能」、「產品市場」、「勞動市

場」、「金融體系」、「市場規模」、「企

業動能」跟「創新能力」。

其中臺灣在「創新能力」方面表現傑

出，總得分 80.8，交出亞洲第一、全球

第 4 強的亮眼成績。

依 WEF 說明，在今年 4.0 的評比

上，創新能力全球評比的中位數為 36 分

（滿分是 100 分），有高達 3/4 的國家得

分為 50 或者更低，是上述 12 項支柱裡

平均表現最差的部分。

不過，WEF 也強調，這次調查顯示

能成為創新中心的國家並不多，但卻有

4 個國家得分高於 80 分，因此德國、美

國、瑞士和臺灣可說是全球唯 4「超級創

新者」（super innovators）。
WEF 表示，全球經濟正在改變，創

新及靈活正成為關鍵的成長驅動力。然而

創新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只有少數產品能

被商業化。由於世界上的創新強國不多，

顯見未來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看中國記者鐘靈綜合報導】10 月

16 日早上，香港鐵路再一次在高峰時期

出現故障，港島線、荃灣線、觀塘線均因

訊號故障導致嚴重延誤，6 至 18 分鐘才

有一列車，將軍澳線也因此受拖累。雖然

不少港民都應港鐵呼籲乘搭其他交通工

具，但其實站外的巴士、的士等車站都已

經擠滿了排隊的市民。多個車站更出現人

流從月臺「倒灌」回站內的擁擠場面。

令雪上加霜的是，多條主要的公路幹

道今天早上也發生多起交通意外，導致路

面交通也寸步難行。有市民表示，自己早

上 7 時半出門，11 時半才回到公司，所

幸老闆並未因此扣減工資。

不少市民對此十分不滿。有港民指

出：「香港運輸交通工具己明顯超負荷，

主要因為人流太多，所有道路只要有一點

意外，就會造成全面癱瘓，最後被扣減工

資的是上班族，政府應該要負起責任！」

至於出現故障的原因，港鐵 16 日下

午發表聲明，指因「內部數據傳輸網路」

失靈導致。

《蘋果日報》報導，葵青區區議員兼

港鐵資深車長梁志成分析指出，原因或許

跟港鐵正在更新荃灣線訊號系統有關，因

工程已經到尾聲，需要進行大規模測試。

【看中國記者鐘靈綜合報導】路透

社 13 日報導引述了現役及退役警察、

律師、立法會議員等內部消息，指出原

本負責保護政府要員、執行反恐任務

的「精英部隊」——香港警方保安部

（Security Wing），近年已經轉變成經

常執行政治任務的「秘密警察」。

報導引述貼近保安部的內部人士指

出，該部隊目前負責領導多項政治監控

工作，監控對象包括了香港 10 多個政

治及非政治團體。有關人士以早前被港

府勒令禁止的「香港民族黨」為例，指

警方所提交的「超過 700 頁文件」（當

中鉅細無遺地記錄了有關人士的言行舉

動），正是保安部有份參與製作。

路透社指出，根據港府資料，這個

「秘密警察」部門有至少 700 名成員，

由一名警務處助理處長領導，而其中不

少人與中國大陸方面的聯繫十分密切。

【看中國訊】日前台灣行政院長賴

清德表示，臺灣跟美國同樣追求自由民

主，如果可以建交，是非常好的事情，

可以朝這方向努力。

中國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 17 日在

例行記者會上直批，「聽這番話，我感

到這是一個做夢的人，說的是夢話。對

於夢話，不值得進一步評論。」

對此陸委會重申，中華民國是主權

國家，對外關係發展是基本權利，「北

京當局無權對此置喙，更沒有資格介入

臺灣內部事務。」

陸委會還表示，「中共當局壓迫臺

灣接受其片面設定的政治主張，並歸責

臺灣，只能證明其製造兩岸衝突的虛偽

本質。」

全球競爭力出爐
臺灣有一項躍升世界第一

香港鐵路大故障 上班族叫苦連天

我們的售價與服務，定能讓您喜出望外！

ALBERTA
 Motor Vehicle 

Industry Council

Mike Chow Stewart Lum Zihao Li Ricky Li Candice He
Sales Manager Sales Consultant Sales Consultant Sales Consultant Financial Service Manager
國、粵、英語 粵、英語 國、英語 國、英語 國、粵、英語

403-397-8978 403-375-2331 403-926-9938 403-966-1173 403-656-9683

Mike Chow Stewart Lum Zihao Li Ricky Li Candice He

112 Ave NW

Stoney Trail NW

Country Hills Blvd NW

7677-112 Ave NW, Calgary  T3R 1R8

Tel: 403.296.9600卡城市北頂級豪華汽車購買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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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清德提「臺美建交」
國台辦發聲

路透社揭密：香港「秘密
警察」負責政治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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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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之音）

中國緣何難拿諾貝爾獎

中國學者鄧聿文 12 日在英

媒《金融時報》撰文發表了上述

看法。他在文中開篇指出，「寫

下這個題目，可能一些人會不

爽：中國不是曾經有人獲得了諾

貝爾獎嗎，怎麼能說離諾獎越來

越遠？不錯，文有莫言，理有屠

呦呦，但是，這充其量只能說中

國已經打破了沒有諾獎的尷尬，

與我講的離諾獎越來越遠並不矛

盾。」

他提到，中國與東鄰日本相

比，日本 18 年獲取 16 個諾貝

爾獎，幾乎年年都有科學家獲

獎，包括今年；美國則是每年囊

括諾獎幾大類別的一半以上獎

項。

鄧聿文認為，美、日科學家

能夠經常獲獎與他們長期捨得在

科研和教育方面投入有直接關

係。

而中國，雖然近年在科研和

教育上的投入總量超過日本，逼

近美國，但因中國政治體制容不

下異見與寬容，整個社會未來很

難走的更好。

鄧聿文指出，自莫言、屠呦

呦二人獲獎後，中國開始和諾獎

絕緣，「摘不到果子，肯定有比

投入更本質和關鍵的因素」。

他點出中國現在缺少兩樣東

西。第一是中國缺乏自由思想和

言論空間。

諾貝爾獎獎勵的是原創成果

和重大發現發明，但當科研人員

和學者們挖空心思在一項具體的

學術研究中，要論證體現馬克思

主義的「優越性」時，當局已經

把中國科學取得的成果歸功於體

制內思想的指導，這在無形中給

所有的科研人員和學者戴上了思

想枷鎖。

第二是中國行政體制和科研

體制抑制人才的成長。

鄧聿文指出，「做官也就罷

了，偏偏官僚們還要把手伸向科

研和學術，壟斷和領銜科研與學

術項目，以顯示自己在科研和學

術上也是一把好手」。

鄧聿文說，中共體制下的社

會，人的價值是由做官、官階大

小來體現，而且有官僚還將手伸

向科研、學術，壟斷了科研與學

術項目。

這讓大陸科技環境中出現一

種「不允許失敗」的原則，但失

敗對科學研究來說卻是非常重要

的，因為害怕失敗反而讓大陸科

研人員不敢去嘗試探索未知領

域。

他坦言說，現在尚看不到在

這兩個癥結上打開缺口的希望，

因此，雖然當局號稱中國的教

授、研究員、博士總數世界第

一；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總數世

界第一；科學院和工程院院士總

數世界第一，但距離諾貝爾獎卻

是越走越遠。

香港團體遊行 
反對填海造地
【看中國訊】10 月 14 日下

午，香港數個民間團體遊行，反

對特首林鄭月娥大規模填海造地

計畫。該計畫提出香港未來斥

資 4000 ～ 5000 億港元，填海

1700 公頃。此計劃引來香港社

會輿論激烈反應。

施先生說：林鄭月娥的這項

計畫，肯定就是聽命於中共。陳

女士說，香港目前有很多土地可

以進行規劃、使用，沒有必要大

規模填海造地。香港工黨遊行現

場散發的材料顯示，中國軍方軍

營在港占地 2000 公頃，地產商

囤地 1000 公頃，香港粉領高爾

夫球場占地 172 公頃，總計將

近 3200 公頃，大大高於林鄭月

娥引發社會爭議，可能危及生態

環境的填海造地願景所希望得到

的近 2000 公頃未來土地。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

2018年諾貝爾獎項日前已全數
頒發完畢，中國大陸能否產出

諾貝爾獎項得主？這個話題一

直吸引國人關注。有評論直言，

中國已經離諾貝爾獎越來越遠，

原因在於中國缺乏自由思想和

言論空間。

諾貝爾和平獎獎牌（Fotolia）

【看中國訊】美國紐約市 107
歲的理髮師安瑟利（Anthony 
Mancinelli）， 耳 不 聾， 眼 不

花，沒掉一顆牙，身體健康。他

每天和年輕人一樣，自己開車上

下班，而且全職工作。他每週在

髮廊（Fantastic Cuts）工作 5
天，每天從中午幹到晚上 8 點，

從沒請過病假。工作時，他不用

戴眼鏡，剪頭髮時動作麻利，剪

出的髮型也令人滿意。

安瑟利樂觀開朗，從不抽菸

或喝酒。他獨自居住，自己下廚

做餐，自己去購物、洗衣、支付

各類賬單，閒暇時就在花園修剪

灌木叢。他告訴別人，他完全沒

在意自己吃甚麼，也沒服用藥

物，也沒去健身，一切順其自

然。

美人瑞全職工作 
自己開車下廚

悲劇！中國留學生吸大麻死在回國的路上
【看中國記者蘇菲綜合報導】

故事的主人翁叫 Roger Lu，山

東人，今年才 24 歲，紐西蘭的

留學生。據他媽媽說，高中時的

他優秀、樂觀、積極活潑，喜歡

運動尤其喜歡打羽毛球。

可是，幾年前，Roger 因為

好奇開始和朋友一起偷偷吸食大

麻，從此一發不可收拾。一開

始，Roger 只是和朋友一起吸大

麻增加快感。

但是，快感是容易讓人上癮

的。對於一個不足 20 歲的青年

來說，很多事情，有第一回必有

第二回，第三回……慢慢地，

Roger 越陷越深，大麻的刺激已

經不夠了，他開始沾染合成毒

品。

今年 3 月他第一次吸食合

成毒品過量，導致昏迷。碰巧被

他的媽媽發現，被送往醫院接受

了三天的治療。

媽媽這時才發現自己的兒子

已經染上了毒品。她查看了兒子

的手機，發現他加入了一個有

三四個人組成的吸毒小組，裡面

都是他們在到處找尋毒源的信

息。成員只要一有錢，就去買毒

品聚在一起吸食，兒子手機的通

話記錄幾乎都是與毒販子有關。

媽媽感到非常憤怒，於是給

對方發信息，不要再售賣給自己

的孩子，沒想到卻因此收到死亡

威脅。

經過媽媽苦口婆心的勸解，

Roger 似乎也感受到了毒品對自

己的副作用，開始嘗試戒毒，但

是僅僅堅持了 3 個星期。

媽媽曾心痛的對兒子說：

「如果你不能立即停止，你會死

的！」

沒 想 到 Roger 回 答：「媽

媽，我想死。」這樣的回答，讓

一個養育了孩子 24 年的媽媽來

說，是多麼令人心痛！媽媽最後

決定，送孩子回國戒毒！

然而，Roger 最後卻沒能回

到家鄉，走到半路就永遠離開了

人世。

據報導，Roger 在紐西蘭去

機場的路上，藉口上廁所，跑到

麥當勞廁所裡悄悄吸了一次；到

了機場，又在機場廁所吸了一

次。飛機第二天抵達中國廣州白

雲機場，轉機期間，他又跑進了

廁所……此時他已經開始意識模

糊，甚至錯過了從廣州飛往山東

的航班。

他的古怪行為引起了機場執

勤警察的注意，對他進行盤問後

將其送到了廣州一家醫院。在醫

院，他度過了人生的最後的 48
小時。

這期間他因為吸食過量出現

嚴重幻覺，異常亢奮無法入眠，

甚至稱自己看到了惡魔，腦袋想

要爆炸，激動地不停尖叫，最終

Roger 因吸毒導致血管爆裂而

死，只留下傷心欲絕的母親……

繼美國部分州宣布大麻合

法化之後，本週三（10 月 17
日），大麻也在加拿大合法化

了。加拿大將成為繼烏拉圭後第

二個娛樂性大麻合法的國家，也

是最大的大麻合法國家。

但合法是否就意味著可以放

心去做？目前，9 個州大麻已經

合法化的美國，或許是加拿大的

一面鏡子。

反對大麻合法化的英國全

民醫療系統負責人史蒂文斯

（Simon Stevens）認為，一旦

政府將大麻合法化，會誤導年輕

人誤以為吸食大麻是安全的行

為。從歷史經驗看，將大麻合法

化會導致大量相關非法毒品激

增，帶來的危害難以預估。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DC）數據顯示，大麻除了會

導致上癮之外，還可能為大腦帶

來永久傷害，使人很難記住事

情，影響學習和工作。同時，大

麻還會帶來高血壓、心律異常、

胸痛、中風等，並給肺部組織帶

來傷害。

大麻也對人的精神健康

有極大的危害，CDC 數據顯

示，吸食大麻者患精神分裂症

（Schizophrenia）和精神錯亂

（psychosis）的概率高於不吸食

的人，同時還與青少年產生抑

鬱、焦慮甚至自殺傾向有關連。

紐 約 居 民 馬 森（Skarov 
Masson）則表示，把大麻「合

法化」或者「非法化」都有問

題，他也不贊成「藥用」大麻的

概念，那樣只能讓藥店或者醫生

賺錢。他認為，法律有時沒辦法

解決這樣的問題，「即使非法化

有人會想辦法搞到，你沒辦法強

迫他們。」他認為，最好的辦法

就是教育人們，讓人們意識到危

害，「你的身體自己要負責，如

果什麼東西都吸收，這對你的後

代也有影響，你能生出什麼樣的

孩子呢」？

然而，就算自己不吸食，人

們也很難避免大麻的影響。據

CDC 數據表明，二手大麻煙中

同樣含有四氫大麻酚（THC），

而正是由於還有這種物質，大麻

才會產生致幻效果。因此，暴露

在二手大麻煙中同樣會對人的健

康和行為產生危害，尤其是嬰兒

和兒童。所以，當你下次聞到疑

似大麻的煙味時，還是趕緊屏住

呼吸吧。

最後想說的是，「合法的東

西並不代表可以放心去做。我們

有權選擇，也必須學會選擇——

珍愛生命，遠離讓人成癮的一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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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ck Year Model Exterior Color MSRP Selling price*

#18793150 2018 MB B250 Black $ 42,323 $ 31,999

#18802998 2018 MB CLA250 White $ 47,310 $ 42,999

#18811104 2018 MB CLA250 White $ 47,678 $ 38,999

#18815359 2018 MB CLA250 Grey $51,413 $ 43,999

#18806078 2018 MB GLE400 Blue $ 86,695 $ 79,999

#18824108 2018 MB GLE400 White $ 75,755 $ 69,999

#18791668 2018 MB GLE63 S Black $ 133,449 $ 123,999

#18807246 2018 MB GLE63 S Black $ 136,190 $ 129,999

#18811329 2018 MB GLS450 White $ 113,540 $ 104,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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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cedes-Benz Country Hills
展示車大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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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房地產稅將被「一稅四吃」

據中國經濟網 10 月 15 日

報導，國務院參事、住房和城

鄉建設部原副部長仇保興認

為，宏觀上中國已經不缺房

了，如果放任讓房地產來支撐

經濟的發展，是不合時宜的。

在中國房屋空置率比較

高，鄂爾多斯空置率是 70%，

北京空置率在百分之十幾到

二十。而從國際上看，一般採

取了空置稅的國家空置率接近

5% 左右。

仇保興表示，遏制房地產

投機、房地產泡沫是一個長期

的任務，應拿出房地產稅分類

進行，率先頒布能夠精準遏制

投機的消費稅、流轉稅、空置

稅，然後再從容考慮物業稅。

在去年的 9 月 3 日，中國

房地產開發商任志強表示，只

要政府信譽沒出問題，人們就

可以拚命地買房，因為政府信

譽在做擔保。如果政府不改變

信用和基礎條件的話，房子的

金融屬性是不會改變的。

任志強還表示，要想實行

房地產稅，最少應該把從過去

房地產領域中剝離出來的 4 ～

5 種稅先取消，「為甚麼物業費

不叫房地產稅，就是想迴避過

去從房地產中剝離出來的好幾

個稅種」。不用關心房地產稅

甚麼時候頒布，只用關心那幾

個從房地產中剝離出來的稅種

甚麼時候取消，「那邊取消了

這邊就要收了，那邊如果不取

消，再怎麼吵房地產稅也出不

了臺」。

關於房地產稅的徵收問題

中國國內已經爭論多時。一些

經濟學者認為，房地產稅能夠

抑制房價上漲，因為若持有多

套房的成本將大增，這將抑制

投機購房；不過，也有經濟學

者認為，中國的房屋產權只有

70 年，並且房地產開發商拍賣

土地時已繳納了高額的土地出

讓金，並把這部分成本包含在

房價中，政府要再增加稅種並

不公平。

土地出讓所得是地方政府

最大的收入來源，是避免其

因債務高企而崩潰的「救命稻

草」，同時也是推高房價的一個

主要因素，高房價導致民間積

怨。

土地出讓金歷來是地方政

府從房地產行業中收取的最大

比重收入，一般會占到房屋銷

售價值的 40% 左右。房地產業

稱地方政府想要「一房四吃」：

「一吃」土地出讓金，「二吃」

轉讓住房所得稅，「三吃」房地

產稅，「四吃」遺產稅。

房價收入比與租金收入比

是國際上衡量房地產是否出現

泡沫的通用標準。

1991 年 6 月，世界銀行提

出房價收入比這個概念，普遍

認為一個國家比較合理的房價

收入比標準為 4 到 6 之間。今

年 4 月發布的中國 40 個城市房

價收入比數據顯示，其中深圳

以 31.7 位居榜首。

另外一個衡量房地產泡沫

的標準是房價租金比。是指每

平方米的房價與每平方米的月

租金之間的比值，大致反映了

房屋以出租方式取得的投資回

報。

一般情況下，若要滿足

5% ～ 6% 的投資回報要求，房

價租金的比值為 200 ～ 240，
如果房價租金比超過 300，說

明該區域房產投資價值變小，

房價高估，也就意味著房地產

泡沫嚴重。

根 據 中 國 社 科 院 6 月 公

布的報告顯示，中國房價租金

比最大的城市是廈門，高達

1100，位列全國第一。

【看中國記者文龍

綜合報導】據中國官媒消

息，住建部原副部長仇保

興表示，將房地產稅分拆

成四個稅可以應對房地產

泡沫。早前，中國房地產

開發商任志強也分析過房

地產稅。而且業內還流傳

著政府「一房四吃」的說

法。

【看中國訊】根據《自由時

報》報導，美國財政部長姆欽才

剛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及世界銀行（World Bank）年

會期間，與中國人民銀行行長

易綱會面，且中國官員還對他

強調，人民幣進一步貶值不符

合中國利益；但易綱隨後卻釋

出，中國貨幣政策還有進一步

寬鬆的可能。

根據瑞銀（UBS）發布的

報告預測，若美中貿易戰持續

升級，人民幣貶值壓力可能加

劇，明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恐

逼近 7.5。
分析師認為，中方官員稱

「人民幣進一步貶值不符合中國

利益」，的確有利於緩和美中

貿易緊張局勢。但《華爾街日

報》分析，易綱釋出貨幣寬鬆訊

號，「我們必須承認貿易摩擦的

巨大負面效應，但應對此風險

時，央行在貨幣政策工具方面

還有相當的空間，包括：利率

政策、存款準備金率及貨幣條

件等。」易綱這番話已讓人民幣

再度承受貶值壓力。雖然人行

宣示：「中國貨幣政策保持穩健

中性，是不鬆不緊。」但過去半

年，中國動作卻是不斷「降準」

救經濟。

《自由時報》分析，雖然人

民幣貶值可以抵銷部分貿易戰的

衝擊，但大幅貶值會損害國內市

場信心，引發恐慌性資本外流，

同時會影響到金融系統的穩定。

中國握有 3.1 兆美元的外匯儲

備，遠遠高過 1.2 兆美元的外幣

外債，但若人民幣大貶，將對部

分企業造成明顯衝擊。

中國才說穩匯 
又釋寬鬆訊號

中國的房地產稅將被政府「一稅四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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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冰冰尚未落幕 
崔永元再起風波

正當范冰冰事件以罰款8.8億人民幣的結局，在各種疑慮聲中
落下帷幕時，事件舉報人崔永元的風浪開始了。從崔永元看

向了范冰冰，又從范冰冰看回了崔永元。可是，以范冰冰和

崔永元為主角的這場連接著中國上下的演藝圈鬧劇並沒有給

社會增添「正能量」；相反地凸顯出，中國社會缺乏法治，

國民沒有尊嚴更沒有安全保障。

         

中國的法律可塑性很大。

2009 年之前，偷稅逃稅超過十

萬人民幣就是重罪，失去價值的

官員或業主會被以這個理由，被

重判和經濟處罰；如果所涉「非

法財富」上億，則性命難保。

但為了讓政府最大限度和最

大方便地獲得錢，又不讓法律

處於被動，2009 年，中共改變

了一條法律。 2009 年 2 月 28
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

次會議表決通過了《刑法修正案

（七）》，修訂後的《刑法》對第

二百零一條關於不履行納稅義務

的定罪量刑標準和法律規定中的

相關表述方式進行了修改。

修改後，將原來的「偷稅」

改為「逃避繳納稅款」，除了取消

具體數額規定外，還對此加了一

個免於法律處罰的條件：「經稅務

機關依法下達追繳通知後，補繳

應納稅款，繳納滯納金，已受行

政處罰的，不予追究刑事責任。」

近十年來，中國的影視業發

展迅猛，瘋狂掠奪資金是一個普

遍現象，大明星通過真假合約，

既獲得巨大演出費用，又逃避繳

納稅金，幾乎都是在各地方政府

機關的配合下完成。最近幾年，

習近平開始整治各經濟領域，打

擊了一批「失控」勢力或「敵對」

勢力的財主，充公了一大批「非

法資金」。

今年 5 月，中國一位非常

有名的節目主持人崔永元「大

膽」揭開了一個從來不是秘密的

秘密，那就是明星藝人們都是通

過真假二個合約來逃避繳付巨額

稅單的。意外的是，中國最大的

紅明星、超級有錢人范冰冰在意

外中撞上了槍口。

在范冰冰被罰 8.8 億人民幣

後，10 月 3 日，政府出台一個

『免責令』，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自覺到主管稅務機關補繳稅

款的影視企業及相關從業人員，

免予行政處罰，不予罰款，對個

別拒不糾正的依法嚴肅處理。

不管是意外，還是劇情需

如何解讀范冰冰案？

   范冰冰（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要，范冰冰突然成為「殺雞儆猴」

的樣版，這場狗血戲足以讓所有

演藝界的人恐懼。這種恐懼也足

以讓演藝圈的人士自覺交付所有

逃避的稅金，由此可見，政府可

以在年底前，只需要造造輿論，

不用花任何力量就可以收割幾

十億，甚至上百億的資金。時光

流轉，這種恐懼卻一直留存。

縱觀中共的作為，回收財產

無不採用同一種模式，比如曾經

強逼資本家、地主交出財產，強

逼農民餓死也要交出公糧。現在

也有的屬於貪心不足、咎由自

取，比如成事不足、壞事做絕的

地方貪官，以及貪得無厭的商家

與藝人。不管哪一種，法律似乎

都是一紙空文，執行的只是某種

指示。

有位西方記者詢問道，就范

冰冰案件，能否比較一下中西方

的法律？

如果一個西方電影明星有機

會被揭露出如此巨額的稅務經濟

問題，那它會涉及多個政府部

門，光調查週期可能就需要幾

年，而且，還需要經過各種聽

證、審議。公眾會完全了解這其

中的調查細節，被調查人也有權

利向外界發聲，社會各方將對這

一案件展開更多元討論，最終才

會宣判。因為一旦司法介入，不

論他 / 她是誰，走的就是司法程

序。

但中國不一樣，范冰冰一旦

不小心成為局中的犧牲品，就沒

有公開的司法可言。無人知道真

實的情況是甚麼，無人知道那筆

天文數字中的貓膩是甚麼，懲罰

幾個所謂政府部門的責任者，也

只是戲的一部分，為了安撫社

會，替罪羊而已。所以，范冰冰

不是一個簡單個案，與西方明星

犯案沒有可比性。

范冰冰被抓，除了抓她的

人，不會有人知道細節，放出來

之後，她想必不會透露受到的遭

遇。她所表達的不一定是真話，

很大可能只是配合政府。

有人說范冰冰演藝生涯結束

了，倒不一定。道歉之後，暫時

沒有見她露面，但如果政府認為

需要，她很快會露面。她或許很

快就會被用來作「交錢就寬大處

理」的宣傳，可以讓其他藝人交

錢更加積極點。

文：夏飛岩

10 月 9 日崔永元發表了一

篇網文《一聲長歎一聲雷》，這

篇文章透露警方和稅務官員在調

查范冰冰逃稅案的框架下，調轉

槍口對準他。

文章揭露了參與電影《大轟

炸》逃稅事件的也有上海經偵的

警察。

網文引起社會的極大關注，

上海警方成為輿論焦點。

作為回應，警方官微 @ 警

民直通車 - 上海 10 月 10 日發

布警情通報，稱崔永元舉報上

海警察涉嫌

腐 敗 消 費、

濫用職權一

事。 上 海 公

安機關高度

重視並成立

調 查 小 組，

多次聯繫崔

永 元 未 果，

希望他主動聯繫警方配合調

查。但滬警「聯繫不上」的說

法，迅速遭到崔永元的反擊和

嘲笑。

崔永元遭死亡恐嚇 「570萬取其手腳」
10 月 10 日，一名叫「天仙

哥哥 V」的神秘人物，在「今日

頭條」平台發帖，指為崔永元選

好了墓地和遺照，繼而圖片貼了

出來。「天仙哥哥 V」又引述消

息，指有人以 500 萬元要其手

腳，「提醒」崔出入要小心。崔

永元卻淡定回應：「已經做了最

壞的打算，那就走著瞧吧。」

部分媒體立即報導稱，「天

仙哥哥 V」在今日頭條上自稱是

格力電器員工。 10 月 10 日當

晚，格力電器在官方微博中聲明

表示，公司進行了緊急查證，目

前沒有任何證據表明該 ID為「天

仙哥哥 V」的用戶為格力電器員

工。後續將聯合「今日頭條」一

起，積極配合公安機關審慎核

查，堅決一查到底，決不姑息。

據崔永元自己透露，近幾個

月來，由於揭發范冰冰、華誼兄

弟偷逃稅款等行為，目前已經遭

到相關利益集團及個人多達十幾

次的謾罵侮辱以及人身威脅。

崔永元發文再掀波浪

 崔永元回應滬警「聯繫不上」的說法（網絡圖片）

上海警方與崔永元之間的

一來一往的「互動」，崔永元直

接點出了二個名字，令上海警

方有點騎虎難下了。

選擇一個人們擠在旅遊途中

顧不上表態的時間，選擇了一批

對法律條款能解釋得驚人一致的

專家……伍月又要開花了。

說她沒教養是因為政府花這

麼大力氣和她談心也沒喚醒她的

善念，也沒有提高她的認知能

力——她傷害了和晶與崔永元，

15 年了，她應該誠懇道歉，乞

求原諒。也許政府說：沒事兒，

你交錢就行。

這在我意料之中，她的好友

馮小剛、劉震雲、王中軍、王中

磊也至今不思悔改。窩案從來都

是論窩的，窩有窩的理論。

窩的理論就是當四海英雄八

方人物能隨時一起火鍋一起喝酒

的時候，總會產生縱橫天下無所

不能的幻覺。

看看當初馮小剛多嘴硬、劉

震雲多矯情、范冰冰多委屈……

他們認識稅務局的、公安局

的、證監會的……

我堅信，有一天，這天下還

是兄弟們的，只是這個秋天例

外。

網友們喊我去領賞錢，漢朝

給四億，而今給十萬，我一點心

情沒有。錢多少先放一邊，實在

看不了稅務總局的一張張臉。

第一次去，給看了證件倒了

熱茶，相對仔細地看了證據。和

（大轟炸）有關的她的證據就是

這次提供的。

第二次去，提供的全是華誼

兄弟的證據，相當一部分稅務總

局看不懂。

第三次是突然被叫去的，多

了兩張陌生的面孔，沒有自我介

紹也沒有出示證件。對我補充提

供的陰陽合同證據看都不看。

拐彎抹角地詢問我是從哪裏

弄到的（大轟炸）的合同。一

高一矮兩位越問越急，終於原形

畢露，這是倆蠻橫的警察。

在他們的世界裡，有罪推

定，人人都是兇犯。在他們的世

界觀裡，他們就是法律，沒必要

對誰客氣。

我堅定地告訴他們：這合同

是我從垃圾桶裡撿的。一旁的國

稅總局大聲喊著：把這個給他記

上！

我認為，這兩個身分不明的

人不出示證據隨意傳喚審問公民

是違法的，要求國稅總局予以合

理解釋，國稅總局稱要請示領

導，至今無下文，說話像放屁一

樣。

再然後，上海公安局經偵大

隊對所有我參與的公司徹底偵

察，對我以前的助理不斷詢查，

徹夜詢查。

我 知 道 原 因 在 於（大 轟

炸）。參與這次大欺詐的既有演

藝界大腕也有上海經偵的警察。

曾經當著我的面，他們喝兩

萬一瓶的酒，抽一千一條的煙，

幾十萬的現金用個書包就提走。

就這樣，我的危險來自四面

八方。

崔永元，你怎麼會把一手好

牌打成這樣？

昨晚，夢見了遠在天堂的

父親，他說，記住三個字：不

能退。

崔永元微博原文：一聲長歎一聲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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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0日
週六 請和我們一起為 Trico Homes

專屬的地面土庫 (WALK-OUT)
濱湖套房開盤！

中級豪華屋

起價大

兩套全新前置車庫展示屋
免費食品 抽獎機會 更多驚喜！

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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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房、地及 GST

卡城房屋成交量十年來最低

卡 城 房 地 產 委 員 會

（Calgary Real Estate Board）
首席經濟學家 Ann-Marie Lurie
對今年前九個月房屋銷售情況進

行了分析，她說：「我們沒預測

到房屋銷售量會出現如此大幅

度下滑。」在此期間，僅有不到

13,000 套房屋易手，比 2017 年

同期大幅下降了 14%。

今年是卡城十多年來房屋銷

售最緩慢的。過去的幾年裡，卡

城房屋銷售量也一直低於長期平

均水平。Lurie 認為房市已經發

生變化，趨勢越來越明顯，近

期內房市不可能火起來。她說：

「房市的快速反彈不會出現。」

從 圖 中 可 看 出，2014 年

前 9 個月，房屋銷售量已突

破 20,000 套，全年銷售量近

26,000 套。而今年前 9 個月，

房屋銷量還不到 13,000 套。

卡城的房價仍在下跌

再來看一下房價走勢。

2014 年，房屋平均價上漲

了 $27,000。然而現在房價卻在

下降。從年初至今，房價中位數

【看中國訊】今年1月
至9月，卡城售出的房屋還
不到13,000套。曾有機構
預測卡城今年的房屋銷售

速度會放緩，但未曾預測

到如此之緩慢。

辦公室轉住宅樓 可行嗎？

在 亞 省，Strategic 
Group 公司目前正在將四棟

辦公樓改建為住宅樓，還有兩

個同類項目在設計中。

Barron 是 一 座 11 層 高

的裝飾藝術風格的大樓，位

於卡城的斯蒂芬（Stephen 

Avenue）大道上，將被改建

成擁有 93 套出租公寓、並帶

有辦公室和商舖的綜合樓。

Beltline 區的 Cube，是一幢

7 層高的建築，將被改建為

65 套出租套房。

Strategic Group 公 司 副

總裁 Ken Toews 表示，該公

司考慮到辦公空間租賃市場疲

軟，於是積極尋求建築物的不

同用途。

「如果建築物的大小和位

置都合適，我們就把它改造

成住宅樓，」他說，「在加拿

大，這類改建仍然較為少見，

但在大城市如芝加哥等地都很

常見」。他們在設計亞省這

些改建項目時參觀了很多類似

工程。

改建工程包括很多內容，

如頂層的休閒空間，一層的零

售商店，以及整套的住宅樓要

備至的設施。

「每個項目都根據具體情

況進行施工，」Toews 說，

「建築物需與周邊環境匹配，

並能滿足租客的需求。」

卡 城 建 築 設 計 公 司

NORR 的 副 總 裁 Bruce 
McKenzie 表示，他們已經成

功完成了 20 多個項目，但將

辦公用途的建築改造成住宅仍

面臨許多挑戰。另外，以前的

辦公樓也可能缺乏足夠的停車

位。McKenzie 表示，許多考

慮將辦公室改建成住宅的公

司，最終因難度太大而放棄。

Toews 表示，預計第一

批居民將於 2019 年 3 月入住

Cube；2020 年 Barron 的 首

批租客將會入住。他說，「將

辦公大樓改造成住宅樓的好處

實際上是使更多的人能住在市

中心。市中心的整體繁榮非常

重要。」

過去十年中1至9月卡城的房屋銷售量（卡城房地產委員會） 已經下降了 10,000 加元。並且

有跡象表明下降趨勢可能會持續

下去。

穆迪公司發布的最新市場研

究報告認為，近期卡城房價會跌

的更多。報告稱，「亞省的房地

產市場會呈現多樣化，埃德蒙頓

的房價將保持平穩，但卡城房價

仍將下跌。」

報告預測明年卡城獨立屋中

位價將下降 2.9%，後年將再下

降 3.6%。

卡城查爾斯房地產公司的創

始人之一——艾瑪．梅（Emma 
May）也認為房價仍會繼續下

跌。

「現在仍然是買方市場，」

她說，「庫存很多，價格開始向

下移動，還沒有真正見底。」

根據 CREB 的數據，9 月

份房屋庫存量達到了近 8000
套，比去年增加了 15%。按照

目前的銷售速度推算，出售這些

房屋至少需要六個多月的時間。

【看中國訊】由於

卡城的辦公樓空置率仍

然居高不下，許多公司

正在將整棟的辦公大樓

改為公寓，以吸引不同

類型的租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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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柿子紅洋蔥（3 磅裝）新鮮嫩秋葵新鮮生菜

新鮮苦瓜

雞腿（連背）/ 整箱 $1.29/lb

有機香蕉

牛里脊肉（整包）

新鮮菠菜

幸福比內牌藍子魚

愛妃蘋果

尼拉牌 26/30 去頭白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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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女牌糯米 三小姐牌沙河粉 大廚牌魚露

如何打造實用的 

我們身處這樣一個時代——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家庭、興趣和

事業，因此，我們需要能夠迎合

不同需求的家，每個房間都要有

實用性。

可是，如何改造客房對很多

人來說是一項挑戰，不過，你可

以參考以下的建議。

有些人在家裡上班，因此需

要家庭辦公室；有些人需要家庭

健身房或給家人留宿的居住空

間。可是要把客房打造成多用途

功能房是有難度的。

如何改造客房對很多人來說

都是一項挑戰。

參考下面兩種情況，輕鬆打

造兩用房間。

家庭辦公室+健身房
你可能沒想到這是最容易的

搭配。

從辦公室空間開始，放好桌

子和椅子後，你會看到剩下的空

間。如果空間充足，你可以擺放

跑步機或類似的設備。不過，你

可以盡量把它們擺放在遠離工作

區的區域，避免分心。

放好桌子和椅子後，你會看

到剩下的空間。

如果你有一個儲物櫃，可預

留空間存放墊子、槓鈴和其他健

身設備。如果沒有儲物櫃，找一

個大的行李箱或盒子也可以。

家庭辦公室+臥室
客房不一定是臥室，也可以

添加辦公室用途。

先找一張沙發床。以前的沙

發床非常不舒服，可是現在市面

上有很多不同的選擇：傳統沙發

床、帶折疊式床墊的沙發和兩張

床疊在一起的沙發。

選定沙發床後，你可以打造

工作空間，確保工作區才是重點。

百搭家具和儲物空間是打造

時尚、多用途房間的關鍵。

作者： Authenticca

來源：澳洲房產網

客房

多用途客房給人一種

聽起來很混亂，看起來亂

糟糟的感覺。當你決定好

客房的用途後，配以合適

的設計，就不用浪費它了，

以免像三腳貓一樣無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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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關妳好：

已屆而立之年，按照一般人生的規劃，似乎是

該成家立業的時候，但是偏偏上帝沒有發給你一本

名叫「事事如意」的劇本給你。怎麼辦？其實，說

再多的道理你都懂，只差在願不願意、甘不甘心接

受目前無法改變的事實—疾病造成的缺陷，而試著

將所思所想放在缺陷之外的可以改變的部分。

如果，你明知道轉念可以帶來不一樣的人生，

卻仍死守著自怨自艾的包袱，這只會讓你再錯過更

多的人生可能性。力克 • 胡哲是家喻戶曉的人，但

是他的出名，不是因為他是人生勝利組，他出生時

患有先天性四肢切斷症，四肢無法完全發育。但

是，他「人生不設限」信念，讓他不僅活出生命的

價值，更幫助許多四肢健全的人，甚至也挑戰衝浪

等乍看不可能運動，並且結婚生子。

你信中提到，疾病影響他人讓你深深自責。其

實，人性本善，世界上有種愛叫做「同理心」，如

果，有人因為不理解，造成一時厭惡的神情，請你

包容他的無知，當他知道他的健康讓他無法感同身

受別人的不便時，他會慚愧得無地自容。相同地，

當你知道那些願意和你互動的人，是多麼希望你能

快樂一些而誠摯地和你成為朋友時，你的正面反饋

對他們而言，是很珍貴無價的，這讓他們看到愛與

奉獻的真諦，這就是善循環，世界就是因此而更美

麗啊！

沮喪時候的你，或許很難認同「塞翁失馬焉知

非福」。但是，也只有相信才會看見希望。你已

經花太多時間在沉湎於你的「沒有」，然而，人生

並沒有因此而變成「擁有」。這時候，你有權利和

義務為自己的生命尋求另一種可能，選擇勇敢面對

殘酷的「沒有」。

有段話是這麼說的：當你繼承的是果園，可以

擁有纍纍的果實，當你繼承的是荒原，你將擁有把

荒地變成果園的「能力」。「沒有」的背後，是充

滿韌性的生命潛能，等你點頭去開墾。你一定不甘

讓它就此荒蕪，那麼，吞下淚水、不滿，領受這份

化了妝的挫折，拿起上帝賦予你的鋤頭，斬去恣意

生長的野草，讓心園開出希望的花朵。祝福你！

讀者來信 曼麗回信

CROWCHILD TRAIL NW

53RD  STREET NW

Dalhousie
C_Train StationCrowchild Square (#1B) 5403 Crowchild Trail NW   

Open：Mon～Sun 11am~2pm  4pm~1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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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麗夫人您好：

想跟您說，我一直有個關卡

過不去，就是我身體的疾病，我

覺得我身體的疾病對我的生活影

響深遠，我意識到自己常常沉溺

於疾病帶來的負面影響，我覺得

自己過得很不快樂。這疾病是在

我小學三年級時開始發病，我常

常在想為什麼是我？為什麼這樣

的機率是發生在我身上？當看到

別人都能自由自在地生活，與朋

友互動、談戀愛，我都覺得好想

哭，為什麼我不能像大家一樣？

如果我也健康的話，我就可

以有正常的生活和體驗了！我的

疾病是外觀上能看出來且會造成

別人困擾的，我多麼希望我的病

是可以自己來承受痛苦就好而不

影響他人。我知道有些人不喜歡

我，但是也很感激有少數人願意

與我交流與我互動。

目前正邁向而立之年，沒有

談過戀愛，我知道我自己沒有戀

愛的原因是跟我的疾病有關，因

為我長得還可以，性格也不差。

我知道一直想也沒有用，但我還

是常常禁不住地會沉淪於這疾病

帶給我的負面回憶和經歷。

我知道有些人身上有缺陷或

疾病卻還是樂觀地活著，我真的

很敬佩他們，但我還真的無法像

他們一樣樂觀……。我的情緒常

常因此而感到低落。曾經想過結

束自己生命，但想想又覺得心有

不甘，因為好多事情我都還沒去

體驗。該怎麼離開這樣的負面思

想泥淖，請曼麗幫幫我！謝謝！                                 
                            關關敬上

文 / 曼麗夫人

因病所苦 常陷入

負面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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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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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茅又稱為檸檬草

香茅原產自東南亞熱帶地區，只

聞其味可能會以為是檸檬，因此香

茅又被稱為檸檬草，在英文中稱作

Lemongrass。香茅外部不能食用的

老葉片，可做調料及香草茶。

香茅入菜去腥增香

香茅下段柔嫩部位可食，被當作

香料加入咖哩、肉類、湯品和醃料

中，泰國、印度、越南等地的傳統料

理常使用香茅，配搭牛、雞、魚貝海

鮮類，去腥提味效果佳。

冷凍香茅保留香氣

香茅以莖幹結實、葉片鮮綠品質

為佳，如果買不到新鮮香茅也可以買

乾燥的取代使用。用剩的香茅可剪小

段晒乾保存，方便泡茶煮湯。

作法

食材

用蔬果及香茅煮一鍋檸檬香氣的高湯，

煮火鍋或煮湯兩相宜，其芳香清新的口

味用來煮肉或蔬食料理都很適合。

新鮮菇類、西紅柿、紅蘿蔔適量。

香茅高湯：香茅的柔嫩部位1段（約5g）

、洋蔥1/4個、紅蘿蔔1/2個、南薑1小塊、

水1.5L。

調料：鹽、檸檬汁少量。

1.香茅鮮菇湯

備料：剝開香茅硬質外部，中心鮮嫩淡

黃色部位切片。其他食材亦切片備用。

高湯：高湯食材放進鍋裡，大火煮滾，

轉小火熬煮1小時。瀝除食材，加入海鹽及

檸檬汁提味。

取適量香茅高湯，煮滾放西紅柿與紅蘿

蔔，煮熟軟。開大火，放入菇類，湯滾即

熄火。

香茅入菜，千變萬化，運用在肉丸和香

腸的去腥添香上，別有風味。甚至甜食

糕點也可添加香茅，營造芳香沁涼食感。

香茅柔嫩部位1段（約5g）、香茅硬梗部位

數小段、雞肉300g、洋蔥1/2個、麵包粉4
大匙、芫荽梗1株。

調料：鹽、白胡椒粉適量。

食材

2.香茅烤肉串

作法

香茅、洋蔥、芫荽梗用食物調理機打

碎。

以少量油熱油鍋，炒香作法，加調

料，炒均勻。熄火放涼備用。

雞肉打成泥，加入作法、麵包粉，攪

打均勻。

以200攝氏度預熱烤箱。香茅硬梗為

籤，裹上雞肉泥，然後捏塑成橢圓肉串。

肉串入烤箱，烤30分鐘可出爐。

香茅有助消毒、殺菌、消化，將香茅磨

成泥調製涼拌醬料或醃肉醬，養生又美

味。經典菜式有香茅薄肉片和香茅烤肉。

梅花肉片300g（或五花肉）、烤香的白

芝麻適量。

香茅醬：香茅柔嫩部位1段（約5g）、泰

國魚露1大匙、檸檬汁2大匙、新鮮辣椒末

1大匙、青蔥末1大匙、香油1大匙、糖1/2
小匙。

食材

3.香茅豬肉片

作法

香茅醬：香茅質地較硬，先將香茅切成

圓片，再切末。或用食物調理機打碎。

香茅莖橫向混合所有醬料食材，攪拌均

勻。

肉片放入滾水，煮滾，肉片熟成撈起，

瀝乾撥散放涼備用。

肉片鋪放於餐盤，灑上芝麻，淋醬料，

翻動均勻。

文 / 邊吉 圖 / Fotolia

品味香茅

香茅散發檸檬芳香，還有許多養生功能，入菜更是別具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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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燒豆腐

 $999
家鄉小炒

 $999
霸皇大肥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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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華
十人餐 $188  歡聚

六人餐 $138   合府
歡聚宴 $368  歡樂 

四人餐 $68  合府
團圓宴 $288

家常菜 出乎意料的美味！

惠食大拼盤
翡翠炒海鮮
桂林百花球
雙菇扒豆苗
海皇魚肚羹
貴妃走地雞
清蒸海上鮮
奶油雙龍蝦
金菇燜伊府面
金蒜香芋臘味炒飯
精品甜品

惠食大拼盤

XO碧綠翠海鮮

桂林百花球

鮮蟹肉魚肚羹

奶油雙龍蝦

清蒸海上鮮

北菇扒鵝掌

當紅走地雞

金菇燜伊府面

金蒜魚子海皇飯

精品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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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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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們們
還還

提
供
正正
宗宗
越越
南南南
餐餐餐

多倫多名廚推薦：

$23.99

清蒸老虎斑

$9.99

貴妃走地雞

$13.99

家常蒸茄子

圖片僅供參考，以店內實物為準。

（以下特價小菜，必須同時        
惠顧一款正價小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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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工商訊】自 2016 年推出以

來，卡林頓（Carrington）已成為卡城西

北最受青睞的社區之一。沿中央街往北，

靠近 Stoney Trail。這是個充滿活力的新

社區，適合各種類型的家庭居住，發展迅

速，已進入下一階段 – 南卡林頓建設。

多種戶型可選

Excel Homes 作為華人熟悉的建築

商之一，也將在此地建造獨立屋和半獨立

屋。迷人的雙拼屋（laned duplexe：車庫

後置）起價為 30 多萬加元，寬敞的前置

車庫獨立屋（front garage home）起價為

40 多萬加元。有 6 套雙拼屋戶型和 12 套

獨立屋住宅可選，買家必定會找到既符合

自己家庭需求，又符合預算的住房。

Excel Homes 目前開放了兩套全新

展示屋——前置車庫獨立屋 Newcastle
和 Kendrick。Newcastle 是 Excel 開 發

的全新戶型；Kendrick 戶型則已經在其

他社區的流行。Excel 還將再推出兩種新

型雙拼屋：Ryder 和 Byron，都屬於車庫

Excel 超值靈活戶型

在後院的戶型。

作 為 Excel 的 全 新 房 型， 相 信

Newcastle 的發布會引起關注，特別對於

人口正在增長或者多代同堂的家庭。它有

寬敞至 2503 平方英尺的空間，其開放式

平面布局更令視覺上通透舒適。這個戶型

還提供一流水準的裝修配置選擇或升級。

在主層有寬大的廚房，現代派灰色系櫥櫃

直達天花板，石英檯面閃閃發光，有大型

廚房島、開放式儲藏櫥櫃和多功能房間。

房間設計靈活多變

主層有多功能房間，如果您家有長

者，將主樓的多功能房間層變成臥室，將

半廁換成全廁，是個不錯的選擇，老人們

再無需每日爬樓到樓上的臥室。對於喜歡

舉辦大型聚會的人，您還可以選擇將開放

儲藏間變成第二個廚房，這個廚房可以封

閉起來，您可以盡情地烹飪那些鮮辣美味

而不必擔心嗆到賓客。選擇還不止如此！

二樓設有四個房間，其中一間是豪華主

人房，還有一間明亮的附贈房間（Bonus 

Carrington就在最棒的西北新區 
Room) 及附帶的多功能廳。如果您希望

在二樓增加一間臥室，可將附贈房間轉換

成主人室，將其附帶的多功能廳改為浴

室，這樣，二樓可增至 3 個全套浴室。

交通便利 設施齊全
卡林頓（Carrington）社區的交通非

常方便，靠近 Stoney Trail，非常便捷地

連接市內許多其他主幹道。距離 Country 
Hills 購物中心、Creekside 購物中心、

Cross Iron Mills、Costco 和 New Horizon 
Mall 僅幾分鐘車程。從 Carrington 到達您

需要的任何地方都不需要太長時間，有助

於節省房主寶貴的通勤時間。

可以想想，當 Carrington 社區完全

建成後，它會是一個包羅萬象的社區，將

房主與鄰居和周邊環境緊密連結。這裡有

眾多池塘、小徑和公園，最終成為一條城

市走廊（urban corridor）。房主將擁有

城市走廊所具備的一切必要設施，包括餐

館、商店和各類服務設施。隨著規劃中綠

色輕軌和醫院的建設，周邊地區也將繼續

蓬勃發展。將有助於此地居民快速輕鬆地

上下班，同時為該區帶來更多就業機會。

作為有超過 30 年建築經驗的建築

商，Excel 很高興能夠參與到這個充滿活

力的新社區的下一階段打造中，並期望見

證許多家庭的入駐。所有 Excel 的雙拼

屋和獨立屋都經過綠色建築認證，對環境

與房主都有益。Excel 通常使用經得起時

間考驗的高質量產品，包括高性能隔熱材

料，三層玻璃窗，ENERGY STAR® 等

級的生活用具及節水馬桶。這些功能有助

於降低生活成本並確保其使用壽命。

全方位的購房服務

Excel 還為買家提供了貼心的便捷購

買流程。在銷售中心裡為買家準備了精心

的設計選項，預定選項和升級選項。相信

有任何問題的潛在買家，在這裡都可得到

答案。一個下午的時間，買家們就可在銷

售中心完成所有的購房流程。在屋主入住

之後，Excel 有專業客戶服務和保修團隊

來幫助解決可能出現的任何問題和顧慮。

是否心動了呢？不妨來看看吧。Excel
展示中心和樣板屋每週七天開放（週一至

週四下午 2-8 點，週五至週日下午 12-5
點）。您也可致電 403-457-1782 或電郵給

carrington@excelhomes.ca，並訪問網站：

https://www.excelhomes.ca/communities/
calgary/carrington

本週末有空閒時間嗎？為何不在 10
月 20 日 12-5 點之間與 Excel 團隊見面？

地點在 73 Carringvue Manor NW，參加

兩棟全新樣板房的開盤大典，並抓住時機

選擇本年度最佳地塊並獲取本年度最大的

價格優惠！現場還有 Viet2Go 食物卡車

和 Fairchild Radio 現場直播活動助陣。

帶上家人，快來看看為何卡林頓的 Excel
住宅是開啟您生活新篇章的理想之地。

在寬敞的
空間中

要想舒適 其實很容易

成長

卡城西北新區 CARRINGTON SOUTH

盛大開盤

盛大開盤
週六，10 月 20 日 
下午 12 點∼ 5 點

週六

10 月

12-5PM

CARRINGTON SOUTH
兩 套 全 新 前 置 車 庫

展示屋     免費食物

抽獎機會   更多驚喜！

從令人驚艷的開放式廚房到內置 4件完整浴室的溫馨套房，真的總有一款適合您。每個
家庭又是獨一無二的，所以還有為您特別打造的戶型選擇，比如在主層的主臥室、防嗆
封閉的第二廚房和潛力無窮的地下室裝修。

期待您
光臨！

卡城西北區

盛
大
開
盤

20日

週一∼週四：下午 2 點∼ 8 點
週五∼週日：下午 12 點∼ 5 點

50 多項優秀
設計及可持
續發展獎

前置車庫獨立屋

雙拼屋

今天就去看看我們如何為您量身打造，請瀏覽

 +



文 /顧言   圖 / 公有領域

文 / 正宇   

文 /唐蓮   圖 / 公有領域

文 / 園丁  

金銀當作贖金，沒有錢，這輩子

恐怕再也見不到父親了。」

知道此人就是失主，竇禹鈞

把他帶回家，不僅把錢袋還給

他，經過驗證，錢數相符，並且

還另外贈給他一些財物，那個人

磕頭作揖的道謝而去。

竇禹鈞的生活愈來愈儉樸起

來，不然開銷就不夠了。

鄰居有喪事無錢買棺材者，

他出錢買棺葬殮；家貧子女無法

婚嫁者，他出資助其婚嫁；貧困

無法生活的人，他借錢當作做生

意的資本。他自己呢？就再也絲

毫不肯浪費，每年的收入，除了

家庭的必要生活費用外，都做更

竇燕山五子登科的故事

竇燕山，生活在五代時期，

老家是薊州漁陽，也就是今天的

天津市薊縣。

竇燕山本名竇禹鈞，年輕

時，就是富二代。他家在當地是

遠近聞名的有錢人。祖父竇遜，

任過玉田令；父親竇思恭，任過

嬀州司馬；其兄竇禹錫以詞學聞

名。竇燕山在家中排行老十，在

他幼小時，父親已去世了，母親

則憐他從小失怙，嬌慣這個最小

的兒子。

雖然官道、家道都好，但有

一樣卻不好 —— 年已 30 歲，仍

膝下無子，這在過去，是件極不

光彩的事。

一夢改性情

一天夜裡，竇禹鈞夢見了已

故的祖父和父親，嚴厲地對他

說：「你心德不端，如不趕緊回

心向善，不僅一輩子沒有兒子，

而且壽命也很短促。」竇禹鈞從

夢中醒來，老父親的忠告始終在

耳邊縈繞。

從那以後，竇禹鈞一生都在

做好事。

竇禹鈞家中有一個僕人，盜

用了他的錢，但這個僕人無錢可

還，就寫了一張債券繫在十多歲

的女兒背上，竇禹鈞看到債券上

寫著：「永賣此女，償所負錢。」

此時，僕人已遠逃他鄉了。

竇禹鈞可憐這個孩子，他馬

上焚毀債券，說：「我來收養他

的女兒吧！等這個女孩長大了，

給她找個好人家的子弟。」女孩

成年以後，竇禹鈞替她備了嫁

妝，為她找了一位非常賢德的夫

君。僕人全家感恩不盡，他從外

地回來，到竇禹鈞家裡，哭著懺

悔自己的過錯，竇禹鈞不僅沒追

究往事，還勸他浪子回頭，重新

做人。

有一年的元宵節，竇禹鈞到

佛寺進香，忽然發現後殿的臺階

邊，有一個錢袋，裡面裝了 200
兩銀子、30 兩黃金。 這一定是

別人遺失的，但天色已晚，他不

敢在寺內久留，趕緊拿著錢袋回

家了。

第二天一大早，竇禹鈞來到

寺廟，坐在那裡守候失主來尋

找。只見一個人，遠遠哭著而

來， 竇禹鈞問他為何痛哭？

那個人說：「父親犯罪，將

要被發配到邊疆充軍，為了給父

親贖罪，我從親友們那裡東借西

湊，好不容易裝了 200兩銀子、

30 兩黃金，都裝在一個袋裡，

須臾不敢離身。誰知，剛才我一

摸，錢袋沒有了。我預備把這筆

禍因惡積，福緣善慶。

「竇燕山，有義方。教五子，

名俱揚」，說的正是這樣的

例子。

多救苦濟人之用。

五子俱揚名

後來竇禹鈞連生五子，都聰

明博學，他又夢見他的父親，

說：「你多年來所做的浩大功

德，已在天神官署裡面掛上了

名，並延長你的壽命三十六年，

五子以後都顯耀榮華。」

竇家長子竇儀，為禮部尚

書；次子竇儼，為禮部侍郎；三

子竇侃，為左補闕；四子竇偁，

為左諫議大夫；五子竇僖，為起

居郎。

五子登科及第，甚麼概念？

如同現在一家五個兒子均考上

清華一樣轟動。「家教」至關重

要，竇禹鈞正是這方面的能手。

 靈椿一株老
竇禹鈞自己也能活到八、

九十歲，無病談笑而逝。竇禹鈞

最初任普通官員，後來任太常少

卿，在朝廷中掌管朝廷禮儀；再

後來任右諫議大夫，負責掌管隨

從規諫等事宜。他是五代後周時

期有名的大臣、藏書家。

過去，漁陽屬古代的燕

國，後人也就習慣稱他為「竇燕

山」，他本來的名字 —— 竇禹

鈞，也就被遺忘了。

密雲地區稱為漁陽，《密雲

縣地名志》記載：豆各莊，五代

時為後周諫議大夫竇禹鈞的故

里，有「竇燕山故里」之稱。清

代《密雲縣志》云：「竇禹鈞，即

縣東竇家莊人，相傳為其故里，

莊因禹鈞而得名，尚有墓址。」

 位於甘肅敦煌附近的莫賀延磧大沙漠

竇禹鈞連生五子，都聰明博學、顯耀榮華。

救苦濟人

廣積功德

遺福後人

福壽雙全

王韶雖然因為戰功而獲得了

高升，但不知為何，他的心裡總

是覺得不安。一天，他到甘露寺

閒遊，並造訪一位高人，叫刁景

純。王韶問道：「奉朝庭之命殺

人，可有罪過？」那位高人回答

說：「先不要問有罪、無罪，只

要問問你自己的良心，過不過

宋朝有個叫王韶的人，

極有才幹。他為了獲得功

名，曾經上奏摺給朝庭，要

求帶兵去開疆擴土。獲得批

准後，他去了甘肅一帶，一

路攻城掠地，殺了許多無辜

的人，最後他也因此高升為

安撫使。

奉朝庭之命殺人 有無罪過？

某年秋夜，在中國西南鄉隅

趕路，不見民家燈火通亮，倒也

開得順暢，只是數小時的蜿蜒山

路，搖得大夥兒昏昏欲睡。雖是

一車人，夜處僻靜異地，還是有

些許的不安空氣流動在車廂內，

沒人有興致搖下車窗吹吹涼爽秋

風，只是想趕緊抵達下一個目的

地。暗自嘀咕著：萬一山路開不

完，困在無人的窮鄉僻壤；萬一

汽車沒油了，又找不到加油站，

就不用想還能找到旅館，奢想洗

個熱水澡、好好睡一覺了。

儘管睡眼惺忪，但在車上搖

搖晃晃睡得也不安穩，正想著把

頭往哪擺好，一個拐彎，忽見一

輪皓月當空，又圓、又亮、又

大，脫口而出的驚呼聲。大夥兒

也跟著找月亮，驚喜之情好似我

們從沒看過月亮，其實真是從沒

看過如此大、圓、亮，又超級靠

近我們的月亮，就好似唐朝李白

〈把酒問月〉的詩句：「人攀明月

不可得，月行卻與人相隨。」不

管怎麼左彎右拐，儘管一會兒被

樹林擋住，但月亮還是與人車相

隨，心裡頓時安適了起來，駕駛

也放慢車速，真心不想和月亮分

道揚鑣，也不著急到下一站了，

如唐朝詩人王維〈竹里館〉所言：

「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原來月亮是那麼的溫暖又體貼。

中國人的月亮很多變，不

只是闔家歡聚中秋團圓月、李白

「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的

思鄉月，也可以是孟浩然「野曠

天低樹，江清月近」的倒映月；

可以是〈塞下曲〉：「月黑雁飛高，

單于夜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

滿弓刀。」肅穆豪壯的邊塞月；

還可以是「月落烏啼霜滿天，江

楓漁火對愁眠」的旅人過客月。

言訴不盡的一輪明月，千古

以來乘載了多少情懷感思，寥寥

幾句詩詞，卻字字寫入心坎，還

是詩仙李白所言不虛：「古人今

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只不過歲月流轉、悠悠萬事，又

有幾人不迷呢？

古月照今人
FOTOLIA

得去？」王韶想了想，回答了一

句：「過得去。」刁景純又說：

「若是過得去，便不必來問我

了，想必還是心裡過不去吧！」

後來，王韻生了病，他總是

驚恐地將雙手緊捂著雙眼，叫

他放開手服藥或吃飯，他就說：

「睜不得眼的，我眼前有無數沒

東漢人廉范的故事

當時的蜀郡太守張穆是他祖

父廉丹的老部下，張穆送給廉范

許多財物，他都不肯接受。在返

回故鄉的途中，廉范一路徒步背

著父親的靈柩，十分的辛苦，走

到葭萌時，所乘之船不幸觸礁。

東漢人廉范是戰國名

將廉頗的後代。他的父親

在戰亂中死在蜀漢一帶。廉

范是個孝子，他十五歲時辭

別母親西去，要接回父親的 
靈柩。

頭沒腳的人，站在我面前。」人

們都私下議論，王韶看到的那些

沒頭沒腳的人，正是被他下令無

辜濫殺的冤鬼。雖然王韶不肯在

高人面前承認自己良心有虧，但

是正如那句古話所說：「良心不

可欺，鬼神不可欺！」

有的人認為，按上級的命令

辦了錯事，導致的結果與執行者

無關，而應該由決策者承擔，看

起來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其實也

要看執行者心裡是否陽奉陰違；

是否濫用亂用政策；有否營私舞

弊或貪贓枉法等等。

有的人，利用手中的權力和

職務之便，假借政策和上級指

船快要沉沒了，廉范抱著父親的

靈柩，也漸漸沉入水中，幸好岸

上有趕來的人用帶鉤子的長杆，

將他搭救上岸，才保全了性命。

張穆聽說了這件事後，又派人送

來許多財物，再次被廉范謝絕。

廉范回故鄉安葬了父親，守

孝完畢，又到京城拜師學習。後

廉范才學出眾，德行又好，越發

有了名氣。當時京兆，隴西二地

都有人請他做官，他都沒接受。

漢明帝永平之初，隴西太守

鄧融，準備了厚禮，要聘請廉范

做官，恰恰在這時，鄧融被人告

發失職，鄧融被查。廉范暗自打

定主意，要在危難中用變通的方

法來幫助他。廉范託病離開了鄧

融。鄧融不解其意，對廉范有些

怨恨之意。

廉范到了洛陽，更名改姓，

當了獄卒。不久，鄧融果然被押

解到洛陽下獄。廉范就在他身邊

盡心盡力侍奉，非常辛苦。有一

天，鄧融向廉范提出一個問題，

說：「你怎麼長得像我以前的一

位部下？」廉范卻說：「您是因

為身處困境，被折磨得看花了眼

吧？」接著就不再多說了。鄧融

到監外就醫時，廉范也跟隨贍養

探視，直到鄧融去世，他都沒說

明自己的身分。在鄧融過世後，

他親自趕車將鄧融的靈柩送到南

陽安葬，廉范將鄧融安葬之後才

離開。

後來，廉范歷任雲中太守、

武威和武都二郡太守、蜀郡太

守。他一生都是在邊境做官，在

邊關開墾田地，常用個人財物幫

助親友和接濟窮人。

廉范在蜀郡當太守時，還有

一個小故事：按蜀郡官府有一條

規矩，為防止火災，禁止百姓在

夜裡工作。事實上，每天夜裡，

都有人違反禁令，只是大家誰也

不說。廉范知道此事後，覺得這

樣的防火之法並不可取，於是取

消了這道禁令，而是改為讓百姓

們都儲水防火，於是既防止了火

災突發，又方便了百姓勞作。老

百姓很高興，他們自編歌謠來稱

讚廉范為民造福的功德：「廉叔

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

昔無襦，今五絝。」歌謠中的

「襦」是短衣服，「絝」是褲子，

這民謠的意思是說，自從廉范來

到成都做官以後，夜間不禁止用

火，百姓安居樂業，過去缺衣少

穿，現在豐衣足食了。

示，打壓賢良、結黨營私、中飽

私囊等等，這樣肯定是要負極大

的因果報應。有的人知道上級的

指示是錯的，自己卻能夠在執行

的過程中，盡量將事情的惡果減

至最輕，甚至拒絕執行命令，這

種情況，執行者的罪過就會減少

很多，甚至還能成為有功之人。

其實，良心是可以感知到天

理的，對得起良心，就是符合天

理。心中有神，神在心中，若是

欺心，便是欺神。

為官者遇事當多多捫心自

問：是否損人利己？是否假公濟

私？良心上是否過得去？應多用

良心來衡量自己，而非用上級命

令做藉口、做掩蓋，如此，才會

獲得神明的庇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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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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年

卡

城

中

醫

師

捌

年

北

京

中

醫

藥

大

學

醫

療

系

學

士

碩

士

廿

三

年

北

京

大

學

第

一

醫

院

女
中
醫
師

註
冊
針
灸
師

註
冊
按
摩
師

「十月小人參」——白蘿蔔

蘿蔔是十字花科草本植物，

整株皆可食用，根部是最常見的

蔬菜之一，生食、熟食均可，味

道甘美，但略帶辛辣味。蘿蔔可

分為白蘿蔔、青蘿蔔、櫻桃蘿蔔

三種。

白蘿蔔有「可食用的萬能

藥」美稱，俗話說「蘿蔔熟，醫

生哭」、「蘿蔔上了街，藥鋪取

招牌」、「冬吃蘿蔔夏吃薑，不

勞醫生開藥方」……白蘿蔔是

秋冬保健佳蔬，但現在的白蘿蔔

一年四季都可以買得到，價格也

十分親民！

養生功效佳

《本草綱目》記載：「蘿蔔

能大下氣、消谷和中、去邪熱

氣。」「主吞酸，化積滯，解酒

毒，散瘀血，甚效。」我們的祖

先知道許多食物有勝過藥物治療

的功效，吸取古人的智慧，推薦

您多吃白蘿蔔，順利度過秋冬。

白蘿蔔性涼，味甘、辛，入

胃、肺、大腸經。中醫認為其具

有開胃健脾、順氣化痰、清熱生

津、消食化滯、涼血止血、下氣

寬中等功效，對於咳嗽、痰多、

腹脹停食、腹痛等症狀的緩解有

不錯的效果。

白蘿蔔營養豐富，熱量又

飲食
健康

維生素 C 是抗氧化劑，有抑制

黑色素合成的作用，所以常吃白

蘿蔔能美白皮膚。

白蘿蔔含微量芥子油，有助

於促進胃腸蠕動，提振食慾；所

含膳食纖維（蘿蔔葉含量最多）

能幫助腸胃消化，使排便順暢，

幫助排毒，進而改善皮膚粗糙、

粉刺等，並能預防大腸癌；含有

木質素，有助於提高巨噬細胞的

活力，達到吞噬癌細胞的作用。

白蘿蔔含有的多種酶能分解

致癌的亞硝酸胺，抑制癌細胞生

長，具防癌作用；其中的澱粉酶

能阻止澱粉過多，幫助消除胃

炎、胃潰瘍，有明顯的抑制細胞

老化的效果，還能預防骨質疏

鬆，有很強的解毒功能，對於醒

酒、利尿、食積不消、支氣管炎

等都有緩解的功效。

由於白蘿蔔性偏寒，有一些

人群食用須謹慎，脾虛泄瀉者應

慎食或少食；胃潰瘍、慢性胃

炎、十二指腸潰瘍、單純甲狀腺

腫，以及先兆流產、子宮脫垂等

患者則忌吃。

辣味成分可防癌

白蘿蔔吃在口中有一點辛辣

味，可別小看它，因為這辣味具

有抑制細胞異常分裂，進而預防

癌症發作的功效呢！

白蘿蔔的辣味通常會隨著生

長過程不斷減少，亦即嫩蘿蔔的

辣味成分會比老蘿蔔更多一些，

而高溫環境下栽培的白蘿蔔，辣

味成分也會更多，所以夏天的

白蘿蔔又比冬天的白蘿蔔辣味

還多。

在菜餚的料理上，為了有效

文 / 江元亨
整版圖片 / FOTOLIA

秋冬時節氣候多變，建議

免疫力弱的人從「飲食保健」

著手，利用天然食物增進自己

的抵抗力。以下介紹給您營養

美味、秋冬必吃的「十月小人

參」——白蘿蔔。

抑制蘿蔔的辛辣味，讓其更加可

口，提供您一個小妙招：只要像

削蘋果一樣──繞圈削皮，不採

用一般豎著削蘿蔔皮的方式，就

可以避免破壞白蘿蔔中的細胞，

讓蘿蔔不會變得格外辛辣了。

還有一點要特別注意的是，

白蘿蔔中含有的維生素 C 和空

氣接觸後很容易被氧化，只要削

皮 20 分鐘後，維生素 C 就會被

氧化 20%，2 個小時後維生素

C 含量只剩一半，因此烹調的時

候，應該最後才削蘿蔔，削了皮

後馬上煮，盡快吃，以避免維生

素 C 流失太多。

此外，白蘿蔔中所含的澱粉

酶也存在不耐高溫的問題，只要

溫度達到 70℃就會被破壞，所

以若能以生吃的方式食用白蘿

蔔，可以獲得更好的養生效果。

保健
常識

文/林惠琴

白蘿蔔是正在盛產的食

材，但網絡流傳「白蘿蔔不

能與紅蘿蔔混吃，會影響營養

成分的吸收」，營養師卻表示

並無此事，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呢？

蘿蔔能不能紅白配？
傳言聽一聽就好。

該則網絡傳言也指出，「不

只是白蘿蔔，在與含維生素 C
的蔬菜配合烹調時，紅蘿蔔都充

當了破壞者。所以，紅蘿蔔只有

單獨和肉類一起烹煮，才能獲得

充分營養」。

不過，衛福部國健署澄清，

並無文獻報告證實相關內容，營

養部主任楊雀戀也說：「若是白

蘿蔔富含維生素 C，經烹煮遇熱

也已被破壞了，且紅蘿蔔真的內

含分解酵素的話，由於大部分的

酵素均屬於蛋白質，遇到高溫也

會被破壞活性，因此紅、白蘿蔔

混吃會影響營養成分的說法，不

要輕信。」

頻率不要太高，且經期來臨時要

避吃，料理時，更要添加排骨

等蛋白質或薑等，有利於降低

寒性。

給膝關節注入 
「潤滑液」

堅持一個簡單的運動

能給乾澀的膝關節注入

「潤滑液」，緩解膝關節

疼痛的問題。動作要領很

簡單：雙腳和肩部同寬，

緩緩蹲下去，但不需要蹲

太低，否則就變成蹲馬步

了， 蹲 1 分 鐘 膝 關 節 開

始 變 酸， 堅 持 3 ～ 5 分

鐘開始發抖，但膝關節

變熱了。休息 30 秒，做

10 分鐘，此動作臨睡覺

前做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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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養師尤宣文也直言，網絡

所傳欠缺實證研究，強調紅蘿蔔

含有豐富的維生素 A、β- 胡蘿

蔔素，白蘿蔔也有一些特有的營

養成分，依照營養學的觀點來

說，二者一起吃並不會有任何問

題，也沒有甚麼飲食禁忌。 
不過，若以中醫角度切入，

白蘿蔔屬性偏涼，中醫師吳明珠

解釋，像是容易手腳冰冷、拉肚

子等虛寒體質，就不要多吃。

她的一位門診病人因月經量

少，開藥補氣血，結果此患者早

餐照吃白蘿蔔醃漬品，午餐吃白

蘿蔔湯，晚餐又吃蘿蔔糕，結果

治療幾乎不見成效。吳明珠建

議，吃白蘿蔔以一週一次為宜， （轉載自自由時報）

低，非常適合減重者食用。白蘿

蔔含有豐富的維生素 C 及微量

元素鋅，能增強人體的免疫力；

網絡流傳「白蘿蔔不能與紅

蘿蔔混吃，會影響營養成分的

吸收，因為白蘿蔔中的維生素 C
含量極高，但紅蘿蔔中卻含有一

種對抗壞血酸的分解酵素，可以

破壞白蘿蔔中的維生素 C」，然

而營養師表示，並無此事，目前

也無相關的實證研究，所以這類

白蘿蔔到底能不能與紅蘿蔔混吃？

櫻桃蘿蔔

白蘿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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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再來看另一位古代先賢的故事，

他就是古希臘先哲蘇格拉底。

公元前 594 年，雅典政治家梭倫開

創公民選舉、議事、陪審的共和政治，然

而這時的道德與信仰的傳統卻衰退了。一

批從農民、商人中選舉出來的檢察官、法

官，眼中只有法律和科學卻沒了對神的謙

卑心，自以為富有知識和智慧。

蘇格拉底卻主張哲學的目的不在於認

識自然，而在於「認識自己」，提倡人們

認識做人的道理，過有道德的生活。他認

為，天上和地上各種事物的生存、發展和

毀滅都是神安排的，神是世界的主宰；他

反對研究自然界，認為最有知識的是神，

知識最終從神而來。

他重視倫理學，認為「美德就是知

識」 ，把一生的智慧、精力和時間用於與

人對話，辯證對方思想語言中的邏輯錯

誤，目的是教人收斂哲學和科學的知識帶

給自己的狂傲，做一個有知識、守法律、

敬神靈的雅典公民。他孜孜不倦的傳授知

識，許多有錢人家和窮人家的子弟常常聚

集在他周圍，向他學習請教。

公元前 404 年，三十僭主的統治取

代了民主政體。三十僭主的頭目克利提阿

斯是蘇格拉底的學生。一次克利提阿斯把

蘇格拉底叫去，命令他帶領四個人去逮捕

一個富人，並且要霸占那個富人的財產。

蘇格拉底拒不從命，拂袖而去。他不但敢

於抵制克利提阿斯的非法命令，而且公開

譴責其暴行。

無論對方是位高權重，還是人多勢

眾，蘇格拉底都堅持自己的原則和正義，

不向任何不義的社會力量屈服，由此也觸

怒了很多不同階層的人士。

有人控告他與克利提阿斯關係密切，

反對民主政治，用邪說毒害青年。蘇格拉

底因此被捕入獄。在法庭上蘇格拉底無視

死亡的威脅，對荒謬的指控一一駁斥，

發表了放射智慧之光的著名演說：「公民

們！我尊敬你們，我愛你們，但是我寧願

聽從神，而不聽從你們；……我不做別的

事情，只是勸說大家，敦促大家，不管老

少，都不要只顧個人和財產，首先要關心

改善自己的靈魂，這是更重要的事情。我

告訴你們，金錢並不能帶來美德，美德卻

可以給人帶來金錢，以及個人和國家的其

他一切好事。這就是我的教義。……我

是絕不會改變我的行徑的，雖萬死而不

變！」

可見，真正的勇氣不是好勇鬥狠，而

是站在真理一邊，只要是道義之所在，即

使面對強權和暴力，即使千萬的人的阻

撓、反對和不理解，也決不氣餒而改變自

己的志向。在道德淪喪、正統的倫理綱常

坍塌的時代裡，孔子和蘇格拉底所提倡的

仁義、道德似乎很不合時宜，但是他們沒

有向強大的世俗低頭，始終維護著天命和

神所要求的道義，在尋常人難耐的寂寞

裡，以看似弱小的一個人的堅守和不懈的

弘揚，最終將他們的思想流傳千百年，

「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大勇，成就了這些

偉大的先哲，也影響了歷史和世界，最終

積澱成為塑造光輝人格和創造燦爛文明的

不朽文化，世代相傳。

晚上掌燈時分，冬兒走進來，說：

「少爺，請您去洗澡，小姑已準備了洗澡

水。」良玉隨冬兒到了一個房間，屋中間

一個碩大的澡桶，澡桶的水冒著熱氣，

清澈的水面上飄著翠綠的葉子，散出清

涼的香氣。冬兒說：「這是薄荷葉，小姑

說能清目醒腦。」桶邊的凳上放著折疊

平展的內衣，架上掛著香熏的睡袍；桶

邊放著香皂，桶沿搭著大、小兩條潔白

的毛巾。地上放著防滑拖鞋。良玉關上

門，坐在水中，閉上眼睛，盡情地享受

這份溫熱和閒適。心想：「真是個心細的

姑娘，能得這麼一個人服侍，足矣！」 
紫娟下樓 , 經過冬兒的房門 , 見冬兒

縫衣服，忙走進去，挨著冬兒坐下，接

過冬兒手中的衣服，說：「衣服破了？」

冬兒說：「昨兒跟秉智哥哥到秀林裡掏鵲

兒，不小心讓樹枝刮破了。」「這樣的事

只能女孩兒做，以後就找我和小翠。」邊

補衣服邊聊天。「想家嗎？」冬兒笑嘻嘻

地回答：「不想，這山裡太好玩了，這裡

的人也都喜歡我。」「蘇杭是人間天堂，

還不好嗎？」「當然好，可是我更喜歡這

裡。」紫娟又問：「聽說蘇州的女孩兒都

長得水靈，好看？」「是好看，可大姑、

小姑更好看。」紫娟瞅了他一眼，笑著

說：「你倒乖巧，順勢奉承人。」「不是，

我說的是實話。」「你那天說，少爺在林

府有一群女孩兒服侍？」冬兒說：「少爺

根本不讓她們服侍，也很少搭理她們。

林府的丫頭們背後都說他是冷面人。」

「冷面人？」「對啊！他平時很少笑，更

不對女孩兒笑。」「他討厭女孩兒嗎？對

你們男孩呢？」「也很少笑，可從來不對

我們發火。我們如果做錯了事 , 總管李

爺爺要懲罰我們，他還總護著我們。對

了，如果少爺要不搭理你，你千萬不要

介意，大少爺是個極好的人。」紫娟愣

了一下，然後點點頭，說：「謝謝你，小

姑記住了。」紫娟又問：「林府還有什麼

人？」冬兒說：「若只算府上的人約有百

餘口，若把外面錢莊、綢布莊、鹽莊的

夥計都算上，我也數不清，也有千餘口

人吧。可真正的主人也只有幾個人，有

太太，太太就是少爺的母親。她知書達

理，能寫會算，現在是總當家；還有二少

爺，如今只有十二、三歲，還有小姐，

小姐只有十歲上下，都是極好的人。」

這天晚上，良玉讀了一卷書，感到

有些疲倦，就找寶玉去說話，一看黛玉

也在。良玉說：「你不是每晚教他們讀

書嗎？」黛玉說：「剛回來，今天他們

插秧，累了，我就早點放學了。」黛玉

喝了口茶，接著說：「孩子們很用心，

也聰明，如今都認識近二千字了。尤其

紫娟，出類拔萃，昨天寫了一首詩，我

一看，還真不錯！更不可思議的是，她

在數術上有特殊的天份，不管多大的數

道之所在 雖千萬人吾往矣

Let’s take a look at the Ancient Greek 
Sage Socrates.

In 594 BC, the Athenian statesman 
Solon created republican politics in 
the form of civic elections and jury 
proceedings. However, ethics, morality, 
and faith were of decreasing importance 
at that time. Many prosecutors and judges, 
elected among farmers and businessmen, 
o n l y  r e c o g n i z e d  t h e  l a w  a n d  t h e 
sciences. They prided themselves on 
their knowledge and wisdom, yet they 
did not have a humble heart that believed 
in God.

Socrates maintained that the purpose 
of philosophy was not to understand 
nature, but, rather, to "know oneself." 
He promoted awareness of the truth in 
life and a moral life. He believed that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was arranged 
by God. He opposed the study of nature 
since knowledge came from the one 
most knowledgeable – God. 

He emphasized ethics and believed 
"virtue is knowledge." He spent his 
entire l ife in dialogue with people, 

trying to rectify their conceptual and 
verbal mistakes. He wanted Athenians 
to curtail the arrogance gained through 
understanding philosophy and science 
to be law-abiding citizens that respected 
the divine. He tirelessly imparted his 
knowledge. Both rich and poor families 
sought his teachings.

In 404 BC, the “Thirty Tyrants” rule 
replaced the democracy. The leader of the 
“Thirty Tyrants,” Critias, was a student 
of Socrates’. He once ordered Socrates to 
arrest a rich man so he could confiscate 
his property. Socrates refused. He not only 
dared to resist the unjust order, but also 
publicly condemned it.

Regardless of the other side’s power 
or strength, Socrates insisted on living 
by his principles. He did not yield to 
any unjust social forces, so he offended 
many people.

S o m e o n e  a c c u s e d  S o c r a t e s  o f 
having close relations with Crit ias, 
opposing democracy and corrupting the 
youth. Thus, Socrates was thrown into 
prison. Facing an Athenian jury, Socrates 

was fearless and refuted each absurd 
claim in this famous speech (as rendered 
by Plato): 

“And so I go my way, obedient 
to God, and make inquisition into the 
wisdom of anyone, whether citizen or 
stranger, who appears to be wise ... I tell 
you that virtue is not given by money, 
but that from virtue come money and 
every other good of man, public as well 
as private. This is my teaching, and if 
this is the doctrine which corrupts the 
youth, my influence is ruinous indeed. 
But if anyone says that this is not my 

teaching, he is speaking an untruth. 
Wherefore, O men of Athens, I say to 
you, do as Anytus bids or not as Anytus 
bids, and either acquit me or not; but 
whatever you do, know that I shall never 
alter my ways, not even if I have to die 
many times.”

Those with great wisdom from the 
past exert enormous influence on us still 
today. Real courage is not belligerence, 
but rather to stand on the side of truth. As 
long as one sticks to the truth, even when 
facing power and violence, or opposition 
from the masses,  one will  never be 
discouraged or give in.

When Confucius and Socrates were 
alive, it  appeared that morality was 
not the norm, but these two didn’t give 
up. They remained true to their beliefs 
in  the ways imparted by the Gods. 
Their thoughts were ultimately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o 
come. It is their courage that built their 
personalities and created a culture that 
has sustained morality for generation 
upon generation.

Confucius and Socrates: 
The Courage to Stand on the Side of Truth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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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回（下）

黛玉
後傳

文/黃靚

字，加減乘除，一報出來，她略想一

下，那邊算盤還沒落音，她已經算出來

了，真奇了。」黛玉看著良玉說：「哥！

咱家家大業大，店舖又多，能得這麼個

人幫助理理財，真是再好不過，你說

呢？」良玉一愣：「我？」黛玉又問：「你

不同意嗎？」「我同意什麼？」「你別裝

傻了，你知道我說的意思。」被逼到這

個份上，良玉無話可說，忽然笑了。寶

玉望著良玉的笑臉，樂得直拍手，拉著

黛玉說：「你看，良兄這一笑，真是滿

臉生輝，艷光照人，美極了！」黛玉仔

細一瞧，也說：「難怪古人說『一笑值千

金』。這輕易不笑的人 , 一笑起真是好

看！」

黎明，晨霧潔白，如羽，如紗，在

田野中輕輕流淌。此時，竹林邊的沙灘

上，一位年輕人正在晨霧中揮劍起舞。

只見他站如青松，動若游龍，衣袂飄

飄，劍光閃閃。不遠處白色樓房的一個

窗戶後，一位年輕的姑娘在依窗偷偷向

河邊痴望。忽然霹靂一聲，電閃雷鳴，

她從沉迷中驚醒，急忙向樓下衝去。

練完一套劍路，薄霧漸漸退去。他

從懷中掏出一本書，坐在竹林邊的一塊

黑石板上讀起來。忽然一聲炸雷，他抬

頭一望，豆大的雨點兒砸在他臉上，身

上。他連忙把書放進懷中，低頭向家中

跑，剛跑了兩步，大雨就傾盆般澆了下

來，冰涼的雨水凍得他連打了幾個噴

嚏。忽然頭上的雨停了，他抬頭一看，

只見紫娟正撐著一把油布傘，站在他的

面前。把一條毛巾遞給良玉，看著他擦

了頭、臉，然後把傘遞到良玉手中，抖

開一件披風，踮著腳尖，幫他披上。良

玉頓感全身溫暖起來。良玉望著紫娟 ,
好像有很多話要說，半晌卻冒出一句：

「你以後不要再喊我林少爺，就喊我良玉

吧。」紫娟何等聰慧，早已理解了這其中

的含義，心裏一陣狂喜，兩顆淚珠卻滾

了出來。良玉忙掏出手帕，手帕上尚有

他的體溫，他輕輕地幫她拭淚。此時兩

人站得如此近，能聽出對方的心跳，能

感受到對方的體溫。他們站在大雨中的

竹林邊，此時巨大的幸福、甜蜜 , 包圍了

傘下這片小天地。外邊的電閃雷鳴，疾

風暴雨，山川，河流……早已拋在他們

的腦後。良玉輕輕地替她擦著眼淚，紫

娟的眼淚竟像斷線的珠子流個不停。良

玉輕柔地說：「別哭了，看著你流淚，我

心裏疼。」聽了這句話，紫娟一雙淚眼深

情地望了良玉一眼，竟扭頭向雨簾中衝

去。良玉不由一愣。（待續）

怦然心動良玉驚  一見鍾情紫娟痴

(下 )

蘇格拉底塑像（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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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冥之中有定數】 

◎編輯整理︱紫薇老師

莎士比亞說：人的一生會遇

見兩次真愛，當你發現時，已經

錯過第一次了。

在論命現場接觸過很多情感

案例，未婚男女問最多的問題，

我綜合起來分十個問題來探討，

於是寫成了「戀愛十問」，提供

給過去、現在或是未來，對於有

類似問題的人一個釋懷的原因，

參考的依據或是預防的方法。很

多來諮詢者之所以會在不同的感

情中犯同樣的錯誤，就像魔咒一

樣不可思議地控制著自己的想法

和行為，有些來於原生家庭的影

響。原生家庭是指人出生後所生

活的第一個時間最長的家庭，原

生家庭父母或多或少會影響下一

代子女如何選擇情侶。有些人選

擇情侶時會揀選與父母性格不同

的人，例如：爸媽個性強勢脾氣

不好，自然會選擇一個個性溫順

的情侶，或是從小得不到關愛的

眼神，內心很空虛的，就會選擇

一個情感豐富的情侶以補足自己

內心世界的缺憾，如像小孩的性

格，需要被人疼愛。

不管你當下會選擇甚麼樣的

人當你的戀人，那一定是有原因

的，人的一生總要轟轟烈烈或是

平平淡淡地戀愛一次，否則人生

一定會有所遺憾。

雖然愛情不是人生的全部，

總之都要經歷過一次人生才算完

整。只要有戀愛的機會就請不要

錯過，要學會珍惜當下。

戀愛十問

第一問： 
為甚麼渴望愛情？

原生家庭是我們學習、培

養愛的第一個地方，父母之

愛、手足之愛、家庭之愛，愛

情是原生家庭之愛的延伸或是

彌補。紫微斗數的世界裡看愛

情要看桃花星的分布狀況，

有人遍地桃花，有人鐵樹不開

花，但是每一個人心裡都渴望

愛。命宮星曜化祿見桃花星，他

的愛情比較主觀，比較像多情

主義者，愛多如泉湧，已羨煞

旁人者，但他還不滿足還會主

動再挖一口井，以防愛情的枯

竭。命宮星曜化忌煞或空宮無

主星之人，本身個性上就比較內

縮、沒自信，是屬於被動型—等

待人來愛，可能愛情會比常人多

一點情海波瀾遭遇，也許有可能

成為一部可歌可泣的愛情故事。

古今中外的歷史不乏君王不愛江

山只愛美人，怒髮衝冠為紅顏的

將軍或是銀漢清淺兩下分的織

女與牛郎，都是為愛痴狂的極

致表現。

圖片來源:FOTOLIA

人說：一生只談三次

戀愛的最好。一次懵懂，

一次刻骨，一次一生。這

個問題沒有標準答案，見

仁見智。

有一個 20 幾歲的姑娘問我

最近交往一個男朋友年紀相差

20 多歲，他對自己很好，問我

他們有沒有可能結婚？我看了小

姐的命盤後，發現她的原生家庭

的親情很疏離，尤其是對父親這一

方面，她才說從小父母離異，她跟

著母親從來沒有享受到父親的關

愛，小時候看同學有父親來接他

們上下學覺得好羨慕，於是我瞭

解了她情感的依附關係。

我問她說：你以往是不是

都找比自己大很多歲數的人當

男朋友？她說：是！您怎麼會

知道呢？我說：在心理學上這

是對父親情感的投射現象。因

為從小就沒有得到父愛，所以

現在在尋求男友的時候，自然

而然就會去找父親形象類似的

人當男友，這也是一種愛情，

不是說不好，最重要的是要瞭

解自己為甚麼會如此選擇，當

你明白後再一次檢視你的愛情

才會找到真正屬於自己的愛情

模式為自己而愛。愛是心靈層

面的情感活動也可以說是全世

界最難捉摸的人類行為，它可

以是狂風暴雨，也可以是細水

長流。每一個人接受的愛的程

度都不一樣，被愛情洗禮過的

人，心中總是會留下深淺不一

的痕跡，即使愛的過程失足幾

次，做過好幾遍傻子，愛情卻

也能為人類的心靈帶來強大的

力量。只是愛情的成分不一

樣，於是建構出形形色色、不

同面貌的愛情，在愛情裡不論

你是想要，或不想要，不論何

時都不要忘了找到適合自己的

伴侶。

紫薇老師信箱 :
gogo2531@yahoo.com.tw

（待續）

人一生會談幾次戀愛？

◎文︱史然 整理

道昭和尚

唐代宗永泰年間，有

個叫道昭的和尚，自稱是

蘭州人，俗姓康。

導昭和尚少年時因得病無法

醫治。一天睡醒後說：「我在陰

間見識了善惡報應之事。」於是

出家做了和尚。

他在太行山修行四十年，

苦守佛家戒律，經常講述別人

將來之事，說得雖然曲折不明

顯，但過後都一一得到了驗證。

曾經有兩位客人來訪，一個

叫姚邈，有明經的功名。

一個叫張氏，有世襲官職的

資格，名字不詳。

道昭和尚對張氏說：「你能

做四任官，但萬不可去范陽做

官。如果去的話，四月八日會得

病，無藥可醫。」

又對姚邈說：「你不適合做

文官，如果能夠從戎，也有三十

年事情做。有病不要找胡人醫

治。」這一年張氏在襄鄧一帶當

了官，並多次調任新的職務。後

要求到江南一帶做官，也都如願

營救小螞蟻
得中大狀元

◎文︱鄭介文

了。後來又被選中，做了虢州盧

氏縣令，到任兩天就死了。死的

日子果然是四月八日。以後才明

白范陽就是盧氏的發源地。

後來姚邈考舉人不中，就到

容州去跟隨他的一個朋友，投身

於軍隊，三十年間不斷升任重要

官職。

後來因為一些家中的雜事

干擾得了病，吃了一個黃氏老

婦人的藥而死。

有人查訪黃氏的來歷，原來

這位老婦人是個外族洞主所放逐

的婢女，正是個胡女。

（事據《前定錄》）

宋朝宋郊（後改名為

宋庠），他曾與弟弟宋祁小

時候曾跟一僧人相處，僧人

善於幫人看面相，每每說弟

弟宋祁以後會當大官，飛黃

騰達；而對哥哥宋郊的科舉

考試和仕途並不看好。

十年後，兄弟參加考試

時，又去找僧人看相。這

時，僧人大為驚訝，說哥哥

宋郊的面相整個都不一樣

了，好像是曾經救活過十多

萬條生命一樣，神采奕奕。

宋郊說：「我只不過是個窮

書生，哪有甚麼財力能救這

麼多人呢？」僧人說：「只

要是能行走的，天上飛的、

地上跑的都算是生命，你再

仔細想一下吧！」宋郊想了

好久，最後笑著說：「我想

起來了，書房邊有一個螞蟻

窩，有一回下大雨，水即將

淹至蟻穴，我就編了一個竹

橋讓螞蟻們渡過去，你說的

救活十多萬生命，莫非是指

這件事？」僧人說：「正是

此事。你因為做了這件好

事，積了功德，可能會和

你弟弟一樣，也考中狀元

啊。」後來，考試結果，弟

弟宋祁考中狀元，哥哥宋郊

排名在其後，章獻太后看

到這種情況說：「做弟弟的

怎麼可以排名在哥哥前面

呢？」於是，把哥哥宋郊改

成狀元，而弟弟宋祁改為第

十名。這才相信僧人所說。

下面轉引史書部分記載

如下：

宋 郊 (996 ～ 1066
年 )，宋代安陸人，後遷雍

丘。初名郊，字公序，後改

庠 ( 讀詳 )。天聖二年進士

第一。官至檢校太尉平章

事、樞密使。與弟宋祁都有

文名，史稱二宋。諡文憲。

《宋史》284 卷有傳。

宋 祁 (998 ～ 1061
年 )，與兄宋郊同舉進士，

試禮部第一名。但太后（即

章獻太后）以弟不可以先

兄，改宋郊為第一。

宋祈官至上部尚書。其

〈玉樓春〉詞，有「紅杏枝頭

春意鬧」名句，世稱「紅杏

尚書」。與歐陽修共撰《唐

書》，歐陽修撰本紀、志、

表，宋祁撰列傳。就是今天

的《新唐書》。

（事 據 清 代《安 士 全

書》）

【因果報應實錄】 

戀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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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孩子兩歲多的時候，教

他們整理玩具，玩過的玩具要自

己放回到玩具箱裡。三歲開始，

我給他們每個人準備一個小衣

櫃，教他們把上衣、褲子、內衣

和襪子，分別放在衣櫃的抽屜

裡。四歲以後，孩子們學會了整

理房間，每個人分擔一份工作，

很快的就能夠把房間整理乾淨。

記得小兒子四歲多的時候，

有一天，我本來想請朋友來家裡

做客，可是家裡太凌亂，於是打

算改日再請。可是過了一會兒，

小兒子高興的跑到書房，叫我去

客廳看一下。我放下手中的工作

來到客廳，發現客廳和起居室非

常乾淨，玩具、雜物被放在壁櫥

裡，連廚房的餐桌上也變的一塵

不染。

我吃驚的問：「房間怎麼會

變的這麼乾淨了？」小兒子說：

「這是我收拾乾淨的。」我還是

不敢相信：「真的是你一個人整

理了房間嗎？」另外兩個孩子

異口同聲的說：「是他一個人收

拾乾淨的。」小兒子急切的說：

「我希望阿姨今天就來我們家

喔！」於是我馬上打電話邀請朋

友，她們帶著自己的孩子一起來

家裡聚會，我們一起度過了愉快

的週末。

孩子們上小學之後，還學會

了煮飯、洗衣服、刷洗陽台和浴

室，有時主動幫我分擔家務。在

暑假期間，孩子們經常會輪流做

午飯給大家吃，雖然都是簡單的

料理，但是卻非常美味。兩個兒

子的廚藝越來越精湛，但是女兒

一直不會做料理，沒有自信。我

經常鼓勵女兒：「不會做料理也

沒關係，你會整理房間，而且你

疊衣服非常整齊啊！」女兒滿意

的笑了。

我不在家時，孩子們會請同

學來家裡玩，他們先把房間整理

乾淨，然後準備好水果、飲料，

讓好朋友來家裡做客。有時大兒

子會自己做些簡單的料理給朋友

千字文

化 被 草 木

賴 及 萬 方

盧梅坡，宋朝末年人，具體

生卒年、生平事跡不詳，存世詩

作也不多，以兩首雪梅詩留名千

古。從這兩首詩可見這位文人的

雅興和志趣。作者極為喜愛梅

花，方以「梅坡」為名。

(1) 精神：生氣充溢，光華

外露。

(2)俗了人：令人感到俗氣。

(3) 日暮：黃昏時。

(4) 十分：充足圓滿的意思。

只有梅花沒有雪花的話，顯

得少了精神內蘊。 
雖然下雪沒有詩文吟詠，也

會非常的俗氣。 

冬天傍晚時分寫好了詩文，

天空又下起了雪。 
再與盛開的梅花，如同春景

豔麗多姿，生氣蓬勃。

此詩闡述了梅、雪、詩三者

的關係，三者缺一不可，只有三

者結合在一起，才能組成最美麗

的春色。作者認為如果只有梅花

獨放而無雪花飛落，就顯不出梅

的韻味；只有梅雪而沒有詩作，

也不免平凡。從這首詩中，可看

出詩人賞雪、賞梅、吟詩的意境

以和脫俗的情趣。 
盧梅坡的梅花詩，在千家

詩中收了兩首，第一首詩中，

詩人以雪烘托梅，引來 梅雪之

爭。第二首則將梅、雪、詩三項

作文章，結尾時三者兼備，結

局圓滿， 同時也呼應上首的「梅

雪爭春未肯降」。詩的美好，

詩材的運用是極為重要， 詩人能

將「雪梅」寫活，主要是用了比

較法和烘托法，將梅雪詩一起比

較，用雪 詩烘托梅的精神和特

色。 
另有一詩 「山中雪後」 ，作

者：清代．鄭燮 
晨起開門雪滿山，

雪晴雲淡日光寒。 
簷流未滴梅花凍，

一種清孤不等閒。 
《山中雪後》描繪了一幅冬

日山居雪景圖。清晨，人推開

門，外面天寒地凍、銀裝素裹，

雖有日照仍顯得寒氣凜冽。院子

裡，屋簷下長長的冰溜子沒有融

化的跡象，牆角的梅花也好像被

凍住了，遲遲沒有開放的意思。 

不同於雪梅，此詩情境嚴寒

中雪落勝梅。天寒地凍，梅花也

為之凍結，哪還能爭春 ? 
可見天時、地利、人和機緣

湊巧，方能就梅、雪、詩並作的

十分春。亦造就了雪梅詩留名千

古。

huà bèi cǎo mù

lài jí wàn fāng

拾
捌

教孩子做家務
吃，獲得朋友們的讚美之後，越

來越喜歡做料理。我偶爾下班回

家晚時，就發短信告訴孩子們：

洗碗、煮飯、疊衣服，三個孩子

每人選擇一份工作快速完成，看

到他們如此聽話甚感欣慰。

有時會聽到朋友們的抱怨，

她們的孩子不體諒父母賺錢辛

苦、不幫忙做家務等等。我覺得

孩子從小就不會做家務，也不懂

得做人應該自食其力，反而認為

父母為自己的付出是理所當然，

所以長大之後自然不會體諒父母

工作的辛苦。

那麼，父母應該給予孩子甚

麼樣的生活方式呢？我覺得讓孩

子從小吃些苦，讓孩子學會自食

其力，體諒父母的辛苦才是最重

要的。

作者

註釋

語譯

詩中有話

解釋
化：教化，指賢能的君主施

行的教化。

被：覆蓋。

草：草。

木：樹木。草木，大地的一

草一木。

賴：「利」的意思，福利、

恩澤。

及：遍及。

萬：十進位有十、百、千、

萬，古時候小國很多，最多時有

萬國。

方：古時候稱不同地方的不

同部族或國家為「方」。萬方，

天下所有的百姓。

譯文參考
賢能的君主施行的教化連大

地的一草一木都覆蓋了，福利、

恩澤遍及了天下所有的百姓，像

大自然一樣，無私無我，普降甘

霖，造福世人。

想想看
1. 古代賢能的君主為什麼

能夠使天下太平、國泰民安、呈

現一片祥和的景象？

2. 為什麼賢能的君主施行

的教化能夠像普降甘霖，而且造

福天下所有的百姓？

雪梅﹙其二﹚

xuě méi 

作者：盧梅坡 lú méi pō 
yǒu méi wú xuě  bù jīng shén 

rì mù shī chéng tiān yòu xuě

yǒu xuě wú shī sú liǎo rén 

yǔ méi bìng zuò shí fēn chūn 

有梅無雪不精神，

日暮詩成天又雪，

有雪無詩俗了人，

與梅並作十分春，

很多孩子不喜歡整理房

間、做家務，也不體諒父母做

家務、上班的辛苦。其實孩子

從兩歲開始，就可以自己整

理玩具、衣物等簡單的家務，

這樣長大之後也會懂得自食

其力。但是很多父母經常忽

視孩子的能力，擔心孩子受

傷、不忍心讓孩子從小吃苦，

所以幾乎不讓孩子做家務。

文/心怡 圖/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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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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d Lettuce 生菜 Banana

Banana

Caulifl ower

Romaine LettuceLemonsFresh Radish

Celery

Strawberries

Plums香蕉

香蕉

菜花

生菜檸檬蘿蔔

芹菜

草莓

李子

$    .99/ 磅

$    .99/ 磅

32 Ave. NE

27 ST N
E

29 ST N
E

Barlow
 Trail N

E

36 ST N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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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箱$    .00/ 箱$    .00/ 箱

$    .29/ 磅$   .00/2 個 $   .00/ 個

$    .00/ 箱 $    .00/10 個

$   .00/ 棵 $    .99/ 磅0

5

1 1

5 1

1 0

55(24 棵 ) (40 磅 )(8 磅 )(24 把 )

10月 17日特價商品

10月 17日特價商品 10月 16日特價商品

一日，浦東某大醫院急診

室。

X 在急診室已經待了兩個星

期了，我現在仍記得她當時的診

斷是：COPD（編輯註：慢性阻

塞性肺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二型呼

吸衰竭，房顫。她已經接近八十

歲了，由兩個女兒和媳婦輪流接

班照顧。老太太在急診間已經昏

迷了很久了，每天都上著心電監

護，吸著氧氣。

兩個女兒都對老太太很好，

對著老太太說話，她們依然充滿

愛意和耐心對著自己的母親，一

點也不絕望。

媳婦對老太太的態度很差，

她對於治療從不過問，對查房也

是問兩句答一句，畢竟不是老太

太生的呀。她每天坐在那兒就是

敷衍了事，但是我心中對這樣的

人並不是充滿責難，因為見得太

多了。

那天凌晨，上級醫生去睡覺

了，就剩下我守著。一個中年男

人行來，他其實長得是非常之不

錯的，但個子不高，眉宇間透出

的是無限的焦慮和擔憂。他說，

「醫生醫生，你快去看看我媽

媽」。

我那刻手頭在抄方子，等我

停筆抬頭，他已經不見了，我就

出辦公室去找他，因為他連讓我

看誰都沒說呢。我遠遠看到他在

X 老太太身邊站著，我對他點

了點頭，回辦公室找到病歷卡，

就過去了。

老太太點頭樣呼吸著，情況

還是那樣的不大好（一般點頭

樣呼吸是一個人臨終的標誌）。

那天是老太太兒媳婦當班，在那

裡打瞌睡，我對男的說，你媽媽

可能要闖出這關很難了。他露出

極其難受的神情，我聽到他說：

「我會盡力保護我娘的」。我當

時小小的愣了下，想這個男的怎

麼還蠻文藝的。

後來坐在辦公室裡，他來找

了我四到五次，都是叫我去看，

有次是老太太發了房顫，我讓媳

婦給老太太吃點他們原本就用的

可達龍（編輯註：Cordarone，
心血管系統藥）。我餘光發現，

心電監護上的氧飽和度很低，老

太太在缺氧呢，我再一看氧氣瓶

怎麼關著！質問媳婦，媳婦說不

知道，大概誰不知道給關上的。

我心生疑竇，但並沒有過份表露

出來，只讓她看著點，最近這段

時間很重要。

最後我早上快下班的時候，

老太太就走了。媳婦也沒有叫我

們，直接把白布罩在老太太臉

上，直到兩個女兒吵著架來醫

院。女兒們問凌晨的情況，媳

婦竟然直接說藥片沒給老太太

吃！！吃也沒什麼用！兩個女兒

哭作一團。

這時候我說，我也囑咐過那

個男的，他怎麼也不給老太太吃

藥麼？

媳婦一臉惡相說：「什麼男

的？就我一個，你們醫生糊里糊

塗」。

我說：「沒有啊，那個男的

昨天晚上來叫了我四五次，關照

我看好她媽媽，你不想救她，她

兒子總想救吧」。

她們三個人臉轉過來，惡媳

婦說：「醫生你不要瞎講八講，

假使我男人還活著的話，我何必

每個星期自己來看著這個老太婆

啊。要不是看著我小孩的份上，

我老早嫁人了」。

輪到我僵掉了。我不識相，

還不信，問那老太太兒子是不是

個挺文氣的男人，個頭不高啊。

兩個女兒哭得更凶了，其中

一個對著媽媽的屍體喊：「媽媽

啊！你兒子來看過你了啊，你安

心跟他走吧」！

這件事情給我的震動很大，

首先是惡媳婦間接地害死了她的

婆婆，雖然我們沒有報警，也缺

乏證據，比如關氧氣的事情。在

醫院裡，我後來知道，人殺人的

事情是挺多的，尤其在懇求醫生

安樂死不成後，親人之間的謀害

是存在的，但醫生都是姑息的。

因為本來也是重症晚期，到頭來

難免一死，還拖累許多人力物

力，親人們也遭受痛苦。

另一個則是守護著自己母親

的已經死去的兒子，他殷切痛苦

焦慮的白淨的臉至今映在我的腦

海裡。他到當時仍不肯轉世，戀

戀不捨徘徊不去，眼睜睜看著人

間慘劇的發生，卻也無能為力，

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讓我過去，希

望我發現一些端倪。雖然我阻止

了第一次，但只要她媳婦有這個

預謀，我始終是要下班的，防不

勝防。我心中對那個中年男子深

深歉疚，無法言喻。

道是，鬼有人間情，人失良

善心。

一項古生物學研究指出，地

球經歷一次物種大滅絕後，海洋

古生物種類暴增，而進化論無法

解釋這一新物種大爆發現象。

科學家在一期《科學進展》

（Science Advances）發表的研

究報告中描述，2.52 億年前的

晚二疊紀物種大滅絕時期，有大

約 90% 的物種消失。

但令人驚訝的是，化石顯

示，大滅絕時期之後很短時間內

突然出現極多的新物種（又稱

「物種大爆發」）。

「我們的發現完全出乎意

料。」參與此項研究的法國

勃 艮 第 大 學（University of 

Burgundy-Franche-Comté） 古

生物學家阿諾．佈雷亞（Arnaud 
Brayard）說。

科學家在美國愛達荷州貝

爾萊克縣（Bear Lake County）
出土的化石中，監別出 30 個物

種，說明 2.5 億年前生物大滅絕

之後的很短時期又出現豐富多樣

的生物，它們組成了非常複雜的

生態系統。

科學家進一步分辨出肉食類

動物，如身長兩米的鯊魚，以及

海洋爬行動物、脊骨魚、類似章

魚的動物，還有各種貝殼類生

物、海星、海綿等。科學家甚至

看到一個甲殼類動物長著大眼睛

及怪異的細前鉗。

這些物種在大滅絕後的 130

萬年內即達到非常繁盛的程度。

對此，佈雷亞解釋：「這段時間

從地質年代角度講是非常短暫

的。」

也就是說，生物學家無法用

進化論來解釋這些新物種爆髮式

出現的現象。生物學家也無法解

釋晚二疊紀物種大滅絕的原因。

佈雷亞說：「（晚二疊紀之

後的）早三疊紀是一個複雜的、

劇烈變化的時期，但一定不是以

前普遍認為的那種（沒有生命

的）恐怖時代。我們對這個時

期（的生命之謎）幾乎完全不

瞭解。」

另據英國《每日郵報》2017
年 2 月 15 日報導，古生物學家

認識到幾次物種大滅絕，如約

4.4 億年前的晚奧陶世，當時有

大約 85% 的海洋物種消失，其

餘四次包括大約 3.75—3.59 億

年前的晚泥盆世、2.52 億年前

的晚二疊紀、之後的晚三疊紀以

及晚白堊紀大滅絕。

化石記錄顯示，每一次物種

大滅絕之後，都是突然出現繁盛

的新物種。

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寒武

紀生命大爆發更是進化論者一直

無法解釋的物種來源之謎。

1982 年 4 月 7 日，作家

柏楊先生前往馬來西亞吉隆坡

演講。當地《新生活報》社長

周寶源及總編吳仲達向他介紹

不幸的張四妹女士。柏楊先生

據此撰寫了〈穿山甲人〉上、

下兩篇專題報導，發表在當年

7 月 12 日及 13 日的《中國時

報》上，略摘如下：

1948 年的某一天，馬來

西亞聯邦森州淡邊村，貧苦的

農夫張秋潭正在護理他那小小

的果園時，看到一隻穿山甲，

去捉它時，它卻跑進了山洞。

三個男孩聞聲趕來，叫鬧著，

卻無計可施。這時，他的 39
歲的張太太，挺著懷孕四個多

月的肚子，也來參加圍捕。她

指揮一家人，在洞口架起木柴

點火，希望把穿山甲熏出來，

這樣忙了半天，卻再也沒有看

到穿山甲的影子，估計穿山甲

是被熏死在山洞中了，一家人

失望而歸。

五個月後，張太太分娩，

一個可怕的穿山甲女孩，呱呱

誕生了。張太太被產婆的駭叫

聲驚動，當她第一眼看到孩子

時，立刻昏厥在產床上。等她

甦醒後，抱著孩子，眼淚像雨

點兒一樣，她知道自己生下了

一個怪物。

怪物的降臨，使山民們騷

動起來，人們都認為她會禍及

全村，要求張家把怪物交出

來。張秋潭夫婦，只得對外詐

稱孩子已死，而把她藏匿在一

個斗室中，父母為她起名張四

妹。孩子從生下來，就過著不

見天日的生活。

父親在女兒十歲時，與世

長辭。據張太太說，他死得十

分痛苦。他望著匍匐在床前、

活像一隻蜷臥的穿山甲  的女

兒，不停的喊叫：「兒啊！你

跟爹一塊兒死吧，留下你，我

死不瞑目啊。」

張四妹女士，就這樣過了

三十多年的幽閉生活，最後在

1982 年 3 月被無意中發現。

三十年前的舊事，像噩夢一樣

再回到人間，所幸人們的知識

水準提高了，容許她的存在。

柏楊先生寫道：  我無法形

容張四妹的形象。一定要我

形容的話，我同意村民們的

稱呼——「穿山甲人」。她

頭髮全無，雙眼呈 50 度的角

度，向上吊起，鼻子塌陷，嘴

唇突出，牙齒像墳崗上凌亂殘

破的墓碑，其中一顆門牙像象

牙一樣，衝破尖聳的嘴唇。滿

身鱗甲，令人看了發抖。更恐

怖的是，她的眼睛沒有眼瞼，

像魚一樣，兩眼圓圓的瞪在那

裡，眼眶像燒紅了的鐵圈。

皮膚科專家為她診斷，結

論是：無藥可治。

「穿山甲人」 
的真實故事

文 / 羅善

文 / 白微 圖 / Pixabay

文 / 張秉開 圖 / 網絡圖片

生物大滅絕和大爆發之謎

寒武紀生命大爆發之謎，進化論

無法解釋。

醫院靈異事件
鬼有人間情 人失良善心

靈異傳說無所不在，

有些陰氣重的地方還會發

生特別多科學難以解釋的

現象。有位在醫院執業的醫

師，便曾用白微的筆名在網

路論壇分享他在工作中遭遇

的靈異事件。白微認為有些

事情發生的前因後果仔細

分析起來，即便作為一個長

期學習唯物主義哲學的人，

也不能夠全然地用現今的

科學去解釋，下面是他分享

的其中一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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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航協一級代理

熱線電話：中文服務 403-230-3311  587-586-4566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 10:00-18:00 週六 11:00-16:00 地址：1507 Centre B Street NW（金記牛肉粉旁邊，後院停車）

旅遊神器等    拿 !

圣诞亲子古巴自由行大促销！

你
【特別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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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硯都：肇慶

地處粵西的肇慶是嶺南文化

的發祥地，不僅山川秀麗，更因

地理位置特殊，為粵西咽喉之

地，曾經是西江流域的政治、經

濟、文化中心和軍事重鎮。在歷

史上曾多次成為嶺南乃至大西南

各地軍事指揮和行政中心，史稱

「嶺南名郡」。

肇慶是一座歷史底蘊非常豐

厚的城市，有著名的古城牆、梅

庵等景點。漫遊在肇慶，宛如翻

閱一本本的歷史古籍，每一頁都

值得您去細細品味。

宋徽宗賜書「肇慶府」

至今已有 2100 多年歷史的

肇慶，漢朝時期稱為高要，隋朝

時期改為端州。肇慶位於廣州市

西邊，背枕北嶺，面臨西江，上

控蒼梧，下制南海，扼兩廣交通

之咽喉，控西江之幹道，是個地

理位置十分重要的管轄地及軍事

基地。

宋徽宗趙佶登基前為端王，

端州是他的封地，宋徽宗認為由

於端州的靈氣使其登上大寶，遂

改端州府為肇慶府，並親筆賜書

此地為「肇慶府」，意為「開始

帶來吉慶」。

後來當地臣子在府衙前築高

臺蓋樓宇，用以供奉此御書，故

此樓又稱「御書樓」。明代重建

時改稱麗譙樓。

巍峨屹立古城牆

肇慶古城牆位於市區舊城區

宋城路，周長 2800 米，距今已

有 900 多年的歷史。

在宋代以前，肇慶是沒有

城牆的。 1041 年，廣西有個

叫儂智高的壯族首領起兵反

宋，1052 年，他沿西江揮師連

續攻陷邕（今南寧）、封（今

封 開）、 康（今 德 慶） 等 州

府後直逼端州。當時的端州太

守丁寶臣，因為無城可守竟

倉皇而逃。後來，朝廷派了

大將狄青平定這場叛亂。鑑

Snowyowls/Wiki/CC BY 2.5

肇慶古城牆肇慶閱江樓

端硯

肇慶，古稱端州，

以出產文房四寶之一

的端硯而聞名。劉禹

錫有詩云「端州石硯

人間重」，李賀更讚曰：

「端州石工巧如神，踏

天磨刀割紫雲。」包公

曾在此任知府，並留下

「包公擲硯化渚洲」佳

話。

◎文︱美慧

肇慶包公祠 肇慶梅庵

於這一歷史教訓，為抵禦敵

兵，知州江柬之在宋皇祐三年

（1053 年）修築土城，以守護 
府衙。

宋政和三年（1113 年）將

土城擴大，並築為磚城。知府鄭

敦義擴建子城，奠定後世城牆之

基礎。城牆現在大部分保存完

整，呈長方形，古城牆上雄偉的

披雲樓，歷經滄桑的古炮台，

讓人不禁遙想古城當年的繁華 
興盛……

香火鼎盛包公祠

肇慶包公祠坐落於城西廠排

街，是肇慶人民為了紀念包拯功

業而蓋的一座祠堂。

包拯是宋代著名的清官，為

官清廉，斷案公正，關心民間疾

苦，他曾在肇慶任端州府尹三

年，為端州人民挖井引水，開荒

教學，深受百姓愛戴，因此每年

到肇慶包公祠朝拜的遊客絡繹 
不絕。

包公在端州的民間傳說很

多，最為膾炙人口的是「包公擲

硯化渚洲」。傳說包拯在端州

任期結束後，被派往別處履新，

當地人深知包拯廉潔，不收禮

物，於是暗中將一塊端硯用黃布

包裹著送給他的書僮包興，要他

在離開肇慶後才送上給包拯，包

興以為只是一塊石硯便收下了。

當包拯的船行至羚羊峽時，

江面突然風浪大作，包拯察覺事

有蹺蹊，查問下才得知包興收了

一個價值不斐的端硯，可是當時

船隻已離岸多時，不便折返，於

是包拯便將端硯拋入江中。沒想

到在包拯擲硯之後，江面瞬間回

復平靜，這塊端硯也瞬間化成如

今的硯洲島。

四大名硯之首：端硯

在中國的眾多硯台品種當

中，廣東肇慶的端硯、安徽歙

縣的歙硯、甘肅南部的洮硯和

河南洛陽的澄泥硯並稱為「四大

名硯」。其中，端硯因石質優

良、細膩滋潤和澀不留筆、滑不

拒墨，被推為「群硯之首」，肇

慶也因此獲得了「中國硯都」的 
美譽。

據史料記載，在 1300 多年

前的唐代，肇慶地區就開始生

產端硯。端硯因「體重而輕，質

剛而柔，摸之寂寞無纖響」而得

名，用其研墨發墨迅速，墨汁細

滑，書寫流暢而不損筆毫，且字

跡顏色持久不變。

端州自從被發現後就迅速聞

名。唐代大詩人劉禹錫有詩曰

「端州石硯人間重」；著 名詩人

李賀〈楊生青花紫石硯歌〉中的

詩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

刀割紫雲」更讓端硯聞名遐邇。

端硯在宋朝已成為貢品之

一，在當時已經非常的名貴。

上好的端硯，無論酷暑嚴

冬，用手按其硯心，硯心湛藍墨

綠，水氣久久不乾，自唐代問世

以來，就廣受文人青睞。清初，

由於端硯製硯工藝十分雅致，特

別是刻工纖巧，加上附以名人題

識，硯銘等作為裝飾，使得端硯

身價更高，達到了空前的繁榮。

此時的端硯已從實用價值演變為

文玩之物，成為了欣賞品和珍 
藏品。

禪宗六祖惠能植梅處：

梅庵

梅庵，位於肇慶市城西，是

一座具有千年歷史的古剎。

這座寺院為甚麼叫做梅庵

呢？相傳唐朝時期，禪宗六祖惠

能曾經客居肇慶，並於一處山崗

上種植梅樹，為了方便灌溉，還

用錫杖在不遠處挖掘了一口井，

該井現在還保留著，是肇慶城區

內最古老的水井。

到了宋代，該地一位叫智遠

的和尚，為了紀念六祖惠能，便

在此處修建了一座庵，並起名叫

做梅庵，以示紀念。

肇慶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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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近日，尼桑旗

下高檔車品牌 Infiniti 正式發布

Project Black S 概念車，該車

的一大亮點是搭載了雷諾 F1 車

隊的技術，顯示出尼桑與雷諾兩

大品牌合作後技術上的多樣性。

Project Black S基於英菲尼迪

現款Q60車型打造，但外觀看上

去更加兇猛，添加了誇張的前臉

造型、引擎蓋開孔等元素。大尺

寸輪圈搭配黃色剎車卡鉗表現出

該車超強的動力，腰線從前大燈

組貫穿至車尾。

車尾後保險槓下方擴散器設

計造型與車頭呼應，並滿足空氣

動力學需求，排氣裝置為中置

雙出式。值得一說的是，這款

車型的尾翼造型與當年 F1 車隊

在 Monza 比賽時賽車的尾翼採

用類似的設計，可提供足夠的下

壓力來提升 Project Black S 的

高速穩定性，取得更好的性能表

現。

Project Black S 搭 載 了

來 自 Q60 Red Sport 400 的

VR30 雙渦輪 V6 引擎，並加入

了混合動力系統。不過並非普通

的油電混合系統，而是加入了

來自雷諾 F1 車隊賽車上的 1 台

MGU-K及 2台MGU-H系統。

其中 MGU-K 電動馬達發電單

元能夠回收煞車動能，MGU-H
電動馬達發電單元則能夠藉由渦

輪葉片的運轉來儲存電能，並且

在加速的時候提供即時的動力支

援。

內飾方面，普通版車型的多

媒體操作區也佈局了更多用於車

輛動態選擇及性能模式選擇的按

鍵，Project Black S 也相較普通

版則更加賽車化。

Project Black S 集諸多 F1 技

術於一身，但該車不會量產，相

信在未來英菲尼迪的車型中能借

鑒這樣的設計，為駕駛者帶來不

一般的駕乘體驗。

 
英菲尼迪發布



D3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D2 看汽車 Auto 第 24期     2018年 10月18日—10月 24日    

【看中國訊】如果你的家

用汽車打火時出現啪嗒啪嗒

的死機聲並不一定意味著該

換新電池了。充電系統問題

可能會導致相同的問題，如

果不做一項簡單的診斷有可

能使你花冤枉錢買電池。

無論閣下的愛車多麼昂

貴、多麼先進，它仍然由

舊式鉛酸 12 伏電池啟動。

在我們這種「可愛的」天氣

裡整年跑車，這些器件的平

均預期壽命不過三、五年而

已，原裝電池或更換電池用

上三年就該每年檢查。大多

數車行都會根據普通客戶要

求免費提供此項測試。即使

不免費，費用也不應超過

$25。
電池出了問題，啟動慢

應該是最初的跡象。有缺陷

的打火器也可能出現類似的

情況，因此在更換電池前對

其進行專業測試十分明智。

內部故障或引擎發電機

的充電能力不足可能導致電

池無反應的情況。探究其原

因的一個簡單檢測方法是

使用跨接電纜（俗稱搭線）

安全地重新打火、讓引擎以

怠速運轉預熱。然後移除電

纜，讓引擎繼續空轉。如

果「檢查引擎」的指示燈亮

起、同時 / 或者引擎（約五

分鐘後）最終熄火，那麼原

因很可能是充電系統輸送至

電池的電量不足。

燃料噴射式引擎可在脫

離電池的情況下運行，但需

持續的電力來保持燃料泵、

噴射器、電腦等運行。

如果汽車電池電量耗

罄，暴露在極端寒冷的環境

中，電池單元內的液體電解

液可能會凍結並膨脹。這幾

乎無一例外地能讓電池報

廢。在嘗試啟動有可能冷凍

著的電池之前，請務必仔細

檢查它的側面是否有冷凍電

解液引起的凸起。它會損壞

電池內部並損害電池殼，導

致酸溶液的洩漏，從而增加

著火或爆炸的風險。

過度充電比充電不足可

能更快使電池壽終正寢。當

電機的電壓控制系統出現故

障時，它可能使電池迅速過

熱，並著實使電解液趨於沸

騰。這種情況常伴有類似於

硫磺的強烈氣味，而且電池

摸起來會發燙。這種情況下

絕對不要啟動汽車。

1.如果警官在罰單上寫
錯一項，案例就不成立？

以前曾任警官，現在是律

師的沃夫 · 柏吉表示，駕駛罰單

是指控的文書和用來起訴的根

據，所以一定要具備確實的合法

性。辦事員方面的錯誤，例如︰

數字、姓名的次序通常可以不理

會。關鍵性的有形錯誤，例如︰

駕駛者的身份、性別、行駛方

向、違法開罰單時的街名、汽車

的型號等錯誤就可能幫助駕駛者

消案。

2.如果警官沒有出庭，
您就一定會贏？

雖然這種情形常常發生，

但不是絕對。在警官沒有出庭

的情況下，法官通常消案是因

為被告者有憲法權利訊問警

官，或者法官同情被告者花時

間出庭。但在一些管轄區、某

些法庭、法官可以另安排時間

以便警官出庭，所以沒有保證。

3.駕駛紅色汽車的人 
比較容易拿到罰單？

沒有任何正式調查肯定，只

是顏色顯著的汽車容易引起警官

的注意。還有一種理論認為顏色

顯著的汽車給人一種超速的錯

覺。至於紅色汽車的汽車保險費

較高一說，保險公司表示汽車的

顏色與保險費無關。

4.您需要律師 
才能打贏交通罰單？

多數的交通違章律師可能說

您自己很難打贏，但是花一些時

間和做一些功課，許多人都成功

的打贏了交通罰單。至少第一次

不嚴重的違規，在多數的管轄區

可以與法官達成認錯辯訴協議。

作為第一次輕微的違規，聘請律

師的費用可能比罰款金還高，怛

在美國德州和佛州有許多律師樓

專門承辦交通違規的案件，它們

的索費可能相對的比較合理。

5.您可以找個藉口開脫？
警官將您攔到路邊時，他 

（她）已經懷疑您有違法之嫌，

所以對您的藉口不感興趣。出庭

之日，您有許多機會和方式來為

自己開脫。別忘了，您給警官任

何超速的藉口都等於是承認超速

的事實，而且這些藉口都可能在

出庭之日對您不利。所以最好的

態度就是禮貌的回答「不知道」

和接下罰單。如果您在去醫院的

路上，您可以試圖講道理，但不

要認錯。

6.使用雷達探測器 
就絕對保險？

這是一種謬誤的安全感，因

為開快車的違法者也可能犯別的

規，雷達探測器無法警告您警察

看到您撞紅燈或不合法的轉彎。

在美國維吉尼亞州和華府都禁止

使用雷達探測器，佛羅里達州也

有「跟進」的傾向。

7.如果您不在罰單上簽
名，案例就不成立？

在罰單上簽名並不是認罪，

只是表示接到罰單並會在指定日

期出庭。有些人以為不簽名就可

以騙法庭說當時他發布（她）不

在現場，這種作法沒有用，只會

增加警察的反感和找更多問題的

可能性。在美國德州，如果您

不在罰單上簽名，警察有帶領

您去監獄或在罰單上寫「拒絕簽

名」。您可能遭到逮捕，警官也

一定更不高興。

  交通罰單誤區
【看中國訊】駕駛紅色

汽車的人比較容易拿到罰

單？如果您沒有在罰單上簽

名，案例就不成立？如果警

官在罰單上寫錯了您的頭髮

顏色，您就能勝訴？發布諸

如以上和交通罰單有關的

種種說法您一定聽過無數，

但它們都正確嗎﹖不一定，

雖然交通規則也因不同的

管轄區而有異，但是最好的

忠告還是勸您守法。如果警

官問您為什麼被攔到路邊，

您很禮貌回答「不知道」一

定是正確的。

何時需要新電池
你的愛車

原裝電池或更換電池用上三年就該每年進行檢查。

北美開車 7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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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mited time lease offer based on a new 2019 Acura MDX (YD4H2KJNX) // model shown, a 2019 MDX ASPEC (YD4H0KK) available through Acura Financial Services on approved credit. Representative lease
example: 1.9% // 1.9% (3.46% effective APR) lease rate for 36 months (78 payments). Bi-weekly payment is $268 // $312 with $6,500 // $6,500 down payment. 16,000 km allowance/year; charge of $0.15/km for
excess kilometres. Total lease obligation is $27,404 // $30,836. Offer includes air conditioning fee ($100), Tire Duty ($25), PPSA ($26.50), and applicable fees. Licence, insurance, registration, options and taxes 
are extra. ‡$3,500 cash rebate available only on the cash purchase of new and previously unregistered 2019 Acura MDX Tech (YD4H4KKNX ), MDX A-Spec (YD4H0KK), MDX Elite (YD4H8KKN), MDX Elite 
6P (YD4H0KKN) models from Silverhill Acura when registered and delivered before September 30, 2018. Total incentives consist of: $3,500 that can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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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6個月

租賃2019款MDX起價 

258
每兩週

$6,000 down 
車型代碼: YD4H2KJNX

† 1.9% $

獲得現金回饋高達

3,500
於其它2019款MDX車型

‡
或者

Da il excepratem simet velit aditatis quame volupta epedis doleni nullores est venda consectis aperum invenda ntius. At quiae culpa nonseri tatiist, et verruptatis eossi ut qui audis min premo dolupta tendes rat pro ducid quia quis doluptaecto vellit occum volum num qui vellupidis iniminimus es di cuptatu 
santis re velendit qui archill aborem reritiae pernamustion re nus, vercia nonsect emquas estiunt magniat eneceribus nosandi onestius am ium eium quam sitatis sitat. Nem fugiti berumquodi vel inctecto doluptibus repudae optas eliqui ducium ditem quo blati volor sumet quo id enditatem dolupta musdaec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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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心 設 計 非 凡 性 能

圖示2019年MDX A-SPEC

$

36個月

租賃2019款MDX起價 

258
每兩週

$6,000 down 
車型代碼: YD4H2KJNX

† 1.9% $

獲得現金回饋高達

3,500
於其它2019款MDX車型

‡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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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et ma ducid quodis ex eumque volectur alit que pedit voluptas dolorae. Ed ulparch iliquat eceptatiam acepers pernatium fugitempos quassunt, cor sum quodi re serem. Nam ium quibusae eligend elique parumquis distisi blam, od quiaerat estest, sam que preicimi, quatur? Nullorument invent aut en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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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楔掌法
如果新鞋因太小而磨腳，可

用溼毛巾蓋住幾分鐘，使其潮溼

皮革變軟，再用鞋拔撐大，穿起

來就會比較順腳。

2、報紙溼潤法
將報紙揉成一團，整團沾一

點水但不要太溼，然後再拿乾的

報紙將溼的報紙包住，塞進鞋子

（一定要塞緊），放置一晚就可

以了。

3、固體膠溶化法
用固體膠溶化後滴到磨腳的

裝飾釘上，就可以了。可以在滴

膠後，膠沒變硬之前貼上一小塊

軟布，只要細心一點就行。

4、壓法
如果新皮鞋邊緣部分磨腳，

可用溼毛巾在磨腳的部位捂幾分

鐘，使其潮溼變軟，然後用圓柱

形物體（如：玻璃瓶子）用力

壓幾遍，把磨腳的部位壓得光滑

平整，就不會再磨腳了。

5、酒浸法
將白酒（25 克左右）倒入

新皮鞋內，晃動幾次，放一小時

後再穿，皮質就不再板硬，鞋也

不再夾腳。如果是皮鞋邊緣磨

腳，比如：腳後跟處，可以把溼

紙巾晾乾，再充分浸透白酒，用

一個夾子固定在磨腳處的皮鞋部

位，放置一晚上，第二天再穿便

不會再磨腳。

6、塗凡士林
在鞋子會磨腳的部位塗抹凡

士林，然後放置兩天，期間不間

斷的補塗凡士林養護。兩天後，

鞋子就會變得柔軟、光滑很多。

7、錘擊法
如果新皮鞋的鞋底磨腳，可

套在鞋柺子上，用鐵錘用力敲

擊，將磨腳處敲擊平整，便解決

了。如果沒有鞋柺子，也可用其

他鐵器代替。

8、穿襪子+吹風機
先穿上襪子，再穿上新鞋，

用吹風機熱風在會磨腳的地方吹

幾秒。可以試著邊吹邊動一動腳

來舒展，等到鞋子冷掉後，再將

襪子脫下，鞋子就會變得好穿。

9、防磨貼
買專門對付磨腳的防磨貼，

有點像創可貼，要柔軟得多，把

它貼到鞋子磨腳的地方。

新
鞋
磨
腳
怎
辦
？

【看中國訊】床單上面有很

多我們看不見的細菌。細菌的

生長有很多方式，比如：人體

脫落的皮膚細胞會成為蟎蟲的

食物。蟎蟲和牠們的糞便也會

逐漸堆積在床單上，會長出細

菌。灰塵、棉絨、織物纖維、

微粒、細小的昆蟲、花粉、土

壤、沙子和化妝品碎粒也會生

長成細菌。所以，要隨時保持

乾淨整潔，經常換洗床單，才

有利於我們的健康。

新買的床單在初次使用的

時候，需要先進行清洗，可將

表面的漿質及印染浮色洗掉，

將來清洗時，也不大容易褪

色。在清洗的水溫不要超過 30
度，以防有些面料縮水。

床單、被套不只要勤於清

洗，還要懂得一些正確的清洗

方法。由於床單上的細菌是非

常多的，因此在清洗的時候，

水溫應控制在 54℃～ 66℃之

間，清洗 15 ～ 20 分鐘，洗後

要及時烘乾或晾乾，才能達到

殺菌的作用。

春天氣溫是逐漸呈上升的

趨勢，很多的細菌也是隨著溫

度逐漸生長；然而，秋天的時

候，細菌也在大量的繁衍，所

以，床單、被罩就要換洗得勤

一點，兩週換一次就是最合適

的了。

在炎熱的夏天，細菌是非

常多的，同時夏天因為太熱

也容易出汗。另外，夏天的時

候，空氣中的塵埃也是非常嚴

重的，也會導致床單、被罩髒

得更快，所以，夏天最好一週

換一次。

在寒冷的冬季，顯然床

單、被罩就不用換得那麼勤。

冬天溫度比較低，細菌是不易

生長，就可以使用久一點再清

洗，一個月換一次就可以了。

被套、床單多久
換洗一次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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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國訊】午休對於人體

健康是有很多的好處。在結束

了早上的工作或者是學習後，

身體是出於一個緊張疲勞的狀

態，這個時候能夠小睡一會，

可以緩解人的壓力、放鬆情

緒，而且會變得有精神，使下

午的工作、學習更加有精力，

注意力也會比較集中。所以，

小睡片刻，或許是你可以考慮的

休息方式。

中午不睡， 
會影響健康嗎？

午休有益健康，也根據個

人自己的身體情況來決定，只

要覺得下午不會沒精神，不午

休也可以。午睡有講究，這些

事項要注意：

1、午飯後不要馬上睡覺

午餐吃的很飽就去午休，

對腸胃不好，輕則使人胃感覺

不舒服，嚴重的話，還會使一

些胃病等疾病找上門來。所以

吃完飯後，不要著急著休息，

先走動一下，然後再去午睡。

2、午睡時間不宜太長

根據公司的一些上班制

度，如果午睡時間比較短，20
分鐘就可以讓疲勞減輕不少，

如果睡的時間太長，醒來後反

而會覺得更沒精神做事。

3、午睡姿勢要注意

採取平躺、仰臥，或者側

臥的方式睡覺才是最好的選

擇。一般如果公司的條件沒有

午休的地方，那麼可以在自己

的座位上準備好一個小枕頭，

午睡的時候放在脖子後面，這

樣讓頸椎更舒服。最好是再拿

一個可以靠著休息的椅子，身

體放鬆，坐著閉上眼睛休息。

4、午睡醒了後別急著起來

到上班時間，午睡醒後，

別急著馬上起來，可以先等

一會，讓身體慢慢的動作，先

活動一下四肢，然後頭部，頸

部，稍後站起來走動一下，再

坐下去專心工作。

午睡最佳時間

午睡的最佳時間一般是在

飯後 20 分鐘，或中午 13 點到

14 點之間。這個時候，腸胃

的食物已經經過消化了，血液

和血壓都是處於一個比較平穩

的狀態，這個時候睡覺對於身

體健康最好。午休可以提高精

神，而且可以預防心臟疾病的

發生。

  午睡會使人發胖？
午睡不會導致人發胖。適

當的午睡還能夠促進人體的新

陳代謝，可以幫助身體排出多

餘的垃圾脂肪，不會導致肥胖。

上班族午睡小常識 

【看中國訊】

生活中新買的

鞋子往往會磨

腳，輕者會疼

痛不舒服，嚴

重的話會磨起

泡或磨掉皮，

對 腳 造 成 傷

害！那該怎麼

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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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來這裡！
市中心福特車行

誠聘華人業務代表

移民專家

Mary Ann Go
ICCRC #R508947
註冊會員，8 年經驗

HIGGERTY  LAW
鐘守信律師樓

高成功率，高效率移民，提供免費資訊服務

我們承諾為您提供優質服務與理想的結果

‧ 商業投資移民
‧ 各類移民
‧ 配偶擔保
‧ 省提名
‧ 各類簽證（工作、學習、訪問）

歡迎各界人士來電查詢一切有關法律事宜

Millenniun Tower, Main Floor #101, 440-2 Ave SW. Calgary

24小時熱線：403-503-8888
Toll Free: 1-888-699-7826
info@higgertylaw.ca  www.higgertylaw.ca

晚上 /週末需預約

國 /粵語服務

‧ 人道主義與同情
‧ 逾期逗留
‧ LMIA 申請
‧ 雇主 LMIA/Owner
‧ 免費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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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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nary南瓜節
Granary Road 農貿市場週五至週日

全年開放。歡迎參加本年度第二次南瓜

節。來享用南瓜餅，四輪馬車，各種南

瓜農產品以及南瓜為主題的美食。時間：

10 月 20 日～ 21 日，上午 9:30 ～下午

5:30
地點：226066, 112 St W, Foothills, 

AB, T1S 5S5
電話：403.571.0849
網站：www.granaryroad.com

斯坦因之 
雞皮疙瘩：劇院魅影

StoryBook 出品，R.L. Stine 之雞皮

疙瘩：劇院魅影。布魯克和澤克在學校的

主打音樂劇“魅影”中出演，直到他們聽

說節目被詛咒的傳言！隨著神秘的展開，

準備好渾身起雞皮疙瘩吧。建議 6 歲以

上觀看。要了解更多的信息和購買門票，

請訪問網站。

票價：$24 - $29
時間：10 月 19 日～ 11 月 10 日，

每個週二～週六晚 7 點，每週六、日下

午 2 點。

網站：storybooktheatre.org
地 點：StoryBook Theatre： 375 

Bermuda Drive NW, Calgay

卡城珠寶展

獨一無二的特色活動，邀請了加拿大

及海外 60 多個最著名的珠寶商。

門票：普通 1 日票 $8，3 日票 $12；
老人 1 日票 $6，3 日票 $9；12 歲以下免

費。

時間：10 月 19 日下午 1 ～ 9 點；10
月 20 日上午 10 點～下午 6 點；10 月 21
日，上午 10點～下午 5點

地點：Big Four Building， Hall A， 
Stampede Park, Calgary （付費泊車） 

爬行動物博覽會

來看看有趣的動物並了解如何照顧它

們。適合所有年齡段。

票 價： 兒 童 $5， 成 人 $7， 家 庭

$20。門口售票。

時間：10 月 20 日上午 10 點～下午

5 點；10 月 21 日上午 11 點～下午 4 點

地 點：Mid-Sun Communi ty 
Association, 50 Midpark Rise S.E. 
Calgary（免費泊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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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el  Homes 
展示屋開盤活動

帶領全家人參加 Excel Homes 主辦

的西北新區 Carrington South 兩套全新

前置車庫展示屋開盤活動。提供免費食

物，還有抽獎活動。

地點：73 Carringvue Manor， NW

Trico Homes 
展示屋開盤活動

帶領全家人參加 Trico Homes 主辦

的西北新區 Carrington South 兩套全新

前置車庫展示屋開盤活動。提供免費食

物，還有抽獎活動。

地點：89 / 93 Carringvue Manor, NW

商家活動

時間：10 月 20 日，週六中午 12 點～下午 5 點

*$2,000/$3,000 bonus cash available to be applied as a discount off MSRP on cash purchase only of in-stock new and 
unregistered 2018 Tiguan Trendline FWD / Trendline 4MOTION, Comfortline 4MOTION and Highline 4MOTION models. 
Discount varies by model. Dealer may sell or lease for less. Dealer order/trade may be necessary. Offers end October 
31, 2018 and are subject to change or cancellation without notice. Model shown: 2018 Tiguan 2.0T Highline automatic 
transmission, $41,120. Vehicle shown for illustration purposes only and may include optional equipment. Visit vwoffers.ca or 
your Volkswagen dealer for details. “Volkswagen”, the Volkswagen logo, “Tiguan” and “Highline”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Volkswagen AG. © 2018 Volkswagen Canada. AMVIC licensed.

華人銷售代表

卡城西北大眾車行（近大學）
就從 TIGUAN 開始吧 !

Rock Lu

rocklu@northlandvolkswagen.com
微信： ldx1112

4849 Northland Dr NW, Calgary |  (403) 286-4849

手機：（587）437- 9098

七天大促銷

絕佳優惠 不會再有

高達 購車返現紅包 *
特定
TIGUAN 車款

僅在十月 25 日—31 日 只此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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