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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the early age is important

俄違約在先

據美國之音報導，美國將退

出《中導條約》（INF），原因是

俄羅斯從未真正遵守過該條約。

一位高級政府官員發表聲明時

稱，俄羅斯繼續生產禁用的中程

巡航導彈 9M729，並忽視了對

透明度的呼籲。而不在條約內的

北京政府，則正在大力研發和部

署相關武器。川普總統 20 日表

示，除非俄羅斯、中國和美國一

起協商，作出明智決定，都不研

發這些武器，否則美國只能退出

這一條約。

博爾頓在 23 日於克林姆林

宮與普京會面時，向他解釋川

普總統為何要退出 1987 年與前

蘇聯簽署的中、短程核力量條

約。事後他在莫斯科的記者會上

表示，問題在於俄方在歐洲違

反了 INF，「俄羅斯已經部署了

飛彈，這才是真正的威脅，並

非美方退出條約」。據美情報

機構證實，俄方早在 10 年前就

已發展射程 500-5500 公里代號

9M729 的中程導彈，並在歐洲

佈署，直接對美國的歐洲盟國和

親西方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構成

威脅。

博爾頓表示，再加上如中國

這樣的強權崛起，意味著新的戰

略事實，INF 並沒有讓來自中

國大陸、伊朗或北韓的飛彈威脅

消失，因此是個多餘的條約。

1987 年，為了緩解冷戰時

期全球緊張氣氛，美國前總統里

根和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簽

署了《中程核導彈條約》，以限

制核武器的氾濫。

但美國前奧巴馬政府與川普

政府都指責俄羅斯普京政府違反

這一條約，部署了違禁武器以威

脅美國的歐洲盟國和親美的前蘇

聯共和國。對美國政府的指責，

俄羅斯予以否認。

北京大力研發先進武器

而不受該條約限制的中國，

近些年來大力研發、部署和囤積

先進武器。尤其是大規模研製和

部署中程和中短程導彈，對美國

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區的軍事資源

構成越來越大的威脅。

川普 20 日說：「如果俄羅

斯正在做這件事，中國正在做這

件事，而我們還在堅持這一協

議，這是不可接受的。如果他們

變得明智起來，其它國家變得明

智起來，他們會說，『讓我們不

要發展這些恐怖的核武器』，那

我將會非常高興。」

《國會山報》分析，雖然俄

羅斯多年來違反協議，但是美國

和俄羅斯之間總有達成新協議的

可能。川普選擇退出，更重要的

原因是與北京有關。《國會山

報》報導稱，中共正在建設新一

代地基導彈，這些導彈直接針對

美國及其在亞太盟國的基地和海

軍艦艇。而美國因受條約所限，

無法與之匹敵。退出《中導條

約》後，華盛頓可以自由開發和

部署類似的地基導彈。

（下文轉 A2）

美退出《中導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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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綜合報導】實施了三十年之久的《中程導彈條約》（簡稱《中

導條約》或INF）或即將結束使命。10月20日川普總統宣布，美國將退出與俄羅斯簽署

的《中導條約》，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也銜命赴俄與普京做最後的照會。外界推

測，美國一方面不滿俄羅斯違約而選擇退出；另一方面，則出於對北京方面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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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全力以赴 
阻止非法移民入境

川普總統 10 月 21 日發推

文說：「正在全力以赴阻止非法

移民穿越我們的南方邊境的攻

勢。他們首先必須在墨西哥申請

庇護，如果他們不這樣做，美國

將把他們拒之門外。法院要求美

國做一些不可行的事情！」

川普總統在第二條推文中繼

續說：「裝滿非法移民的大篷車

是民主黨的恥辱。現在必須改變

移民法！」

川普總統和共和黨人在 11
月 6 日的中期選舉中將移民問

題作為一個重大問題。川普總統

多次批評民主黨人傾向於開放邊

界，這會允許非法移民、犯罪分

子和毒品流入美國。

大篷車移民強行渡河 
進入墨西哥

上週，將近 3000 人的大篷

車隊伍離開洪都拉斯的聖佩德

羅蘇拉，走過危地馬拉，10 月

20 日在墨西哥邊境被攔截，卡

在危地馬拉與墨西哥邊境交界

處的橋頭。

10 月 19 日，國務卿蓬佩奧

已經動身前往中美洲討論大篷車

移民問題。

墨西哥當局拒絕讓這些移民

大規模集體進入，而是嚴格控制

人數、分批放人辦理難民登記手

續。墨西哥當局表示，任何持有

護照等旅行證件或正確簽證的人

都可以通過。其他一部分人也可

以獲得臨時居留許可，這樣他們

能夠申請庇護。但據美聯社報

導，他們的記者所採訪的大篷車

移民都沒有攜帶護照。

有部分移民登上了公共汽車

重返家園，但大多數人在邊境已

經等不及了。據《華盛頓時報》

報導，一部分決意入境的移民

20 日已放棄嘗試合法進入墨西

哥，他們認為申請庇護的程序太

慢了。

這些人開始強行渡河越境，

穿過泥濘的河流進入墨西哥，有

人步行，有人使用當地居民提供

的小船。墨西哥警方和當局沒有

再阻止他們，這些人抵達墨西哥

沿岸後，也沒有遭到警察拘留。

南美非法移民大篷車 
存在政治動機？

針對當前的南美移民大篷車

隊，洪都拉斯和危地馬拉等相關

多國都懷疑，這一事件背後存在

政治動機。

法廣引述洪都拉斯總統埃爾

南德斯的發言說：「我們想要對

所有參與了這一大篷車隊的人

說，不要上當受騙，愛護他們的

生命，思考並意識到所存在的巨

大風險，以及他們所需面對的危

險。美國政府的信號是明確的，

毫不含糊。同樣墨西哥政府的態

度也是清晰的：就是要尊重人的

尊嚴和生存權，但同樣要執行法

律。我們還需對危地馬拉通過其

總統和團隊所提供的信息予以透

明。大約有 1900 到 2000 人在

兩天裡返回了洪都拉斯，還有近

500 人在途中。我向所有洪都拉

斯人保證，我們有一個工作組接

待他們。我們也提得出解決辦

法，根據每位公民的所願，在其

職業領域，或在其社區裡改善生

活方面。」

此外，川普指大篷車隊混有

幫派分子與恐怖分子，「我已經

提醒邊境巡邏隊及軍隊，美國如

今面對國家緊急狀態」。

國安部長尼爾森誓言挖出利

用車隊的跨國犯罪集團及犯罪分

子，將被他們繩之以法。

美國國土安全部正在監察大

篷車移民隊伍，並警告說，那些

穿越墨西哥的人，會受到跨國犯

罪組織的威脅。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央視女主持人劉芳菲的丈夫、香

港富商劉希泳去年 3 月在大陸

離奇死亡，官方 9 月證實是遭

刑訊逼供致死。 10 月 23 日，

審訊小組負責人以故意傷害罪獲

刑 13 年。

英國《金融時報》10 月 23
日報導，天津市第一中級法院裁

定 9 人入獄，其中審訊小組負

責人被判 13 年，其他人分別被

判監 1 至 5 年。報導形容，此

為中國罕見有審訊人員因使用酷

刑而被懲處。

起訴書揭露了劉遭受酷刑對

待的細節，指劉被剝奪睡眠及

遭受酷刑 80 小時後不治身亡。

2017 年 3 月 19 日凌晨，以許

學哲為審訊小組組長，在審訊期

間，用力提劉希泳銬在身後的雙

手，使其頭部向腿部折疊，造成

劉希泳身體癱軟失去知覺，駐地

醫護人員未能救活劉希泳。

《明鏡郵報》消息稱，劉案

涉及大批中共政法系高官，包括

時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

處書記，前任政治局常委和最高

檢察長等，其死亡或涉有人想殺

人滅口。

報導指，劉希泳的後臺是中

劉芳菲夫刑訊致死 主犯獲刑
共前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前副總

理李嵐清，以及前中共最高檢檢

察長賈春旺。

此外，劉希泳被指與時任中

共政治局常委劉雲山的兒子有生

意合作。 80 年代，劉希泳認識

了中共國安部六局局長劉植楨，

劉植楨的上司是中共國安部部長

賈春旺，認識劉希泳的商人將他

視為「國安部外圍的人」。

萬人大篷車逼近美國

部分人乘自製輪胎皮筏渡河越境。

【看中國記者丁曉

雨綜合報導】10月20日
開始，大約2000名滯留
在墨西哥與危地馬拉邊

境橋的移民強行渡河越

境，並誓言繼續向美國

挺進。24日，大篷車移民
已增至14000人。相關多
國都懷疑這一事件背後

存在政治動機。

（上文接 A1）防務專家表

示，美國重新研發新型陸基中短

程導彈，以匹配和應對北京已經

部署的武器，需要很多年時間。

因此，作為一種過渡性措施，美

國正準備改裝其現有武器，將海

軍的戰斧巡航導彈改裝成路基導

彈，很可能首先將它們部署在亞

洲的日本，或者關島。美國在那

裡擁有大型軍事基地，並且幾乎

不會受到政治反對。

川普 10 月 22 日接受採訪

時，再次表示美國要脫離這個條

約。並強調美國將建立自己的軍

火庫，「這是對所有想玩這種遊戲

的人的警戒，包括中國、包括俄

羅斯，（俄羅斯）沒有遵守該協

議的精神，也不遵守協議本身。」

美國官員說，雖然白宮表示

還沒有做出退出該條約的正式決

美退出《中導條約》 背後有考量

定，但在未來幾週內，川普總統

預計將會在退出這一條約的決定

上簽字。

上一次美國退出重大武器條

約是在 2002 年，當時小布希總

統退出了《反彈道導彈條約》。

俄羅斯和北京的反應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2018
年 10 月 23 日普京總統會見美

國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時，普京

在會談時一直保持微笑和幽默，

並不時地用笑話調節會談氣氛，

顯示他對美方提出退出《中導條

約》並未感到驚訝和痛心。

在會談期間，普京還試圖緩

和和拉近俄美之間的關係。他表

示：「我與特朗普總統在赫爾辛

基的會談可以說是嚴肅而富有成

效，但奇怪的是，之後美方針對

俄羅斯的動作不斷。不過，雖然

美方如此努力，但俄美之間的貿

易額卻不斷增長，去年增長了

16%，今年已有 8%。」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22 日在

回答相關問題時表示：「我們希

望有關國家珍視多年來之不易的

成果，通過對話協商，慎重妥善

處理與條約相關問題，在退約問

題上三思而後行。」

英媒曝最大監獄
秘密關押百萬人

【看中國記者端木珊編譯綜

合】中國在新疆的勞改營被曝光

以來，當局從強勢否認轉變為大

力美化宣傳。但越來越多的黑幕

不斷曝光出來。

BBC10 月 24 日刊登的深

度報導「中國隱藏的營地」指

出， 衛 星 圖 中， 在 2015 年 7
月 12 日時還只是一片荒漠的地

方，2018 年 4 月 22 日， 卻 出

現了一片巨型建築物，外圍被 2
公里長的圍牆環繞，還有 16 座

警備塔。到了今年 10 月，這個

勞改營的腹地擴張超過一倍，不

僅原本圍牆內的區域蓋滿了建築

物，甚至又延伸出一塊更大的營

區，同樣整齊蓋著一排排建築。

上述建築物是位於新疆達阪

城小鎮外的一處勞改營。BBC
記者日前實地探訪了這裡，但是

記者抵達達阪城時，已經被至少

5 輛載有穿著制服和便衣的警車

尾隨。

BBC 記者試圖拍攝這些建

築物，卻被警車攔停，要求他們

關掉攝影機並離開。不過記者的

發現足以證明，這裡仍有大量活

動在進行，但外界並不知情。

此外，中國政府發布的一些

招標文件，也成為新疆勞改營的

有力證據。身在德國的少數民族

政策專家岑茲（Adrian Zenz）
在網絡上發現當地政府的招標文

件顯示，相關建築物需要非常嚴

密的保安裝置，包括瞭望臺、鐵

絲網、監視設備，及警衛室等。

通過對比其他資料，岑茲估計，

有數萬甚至超過百萬維吾爾人被

關押在勞改營。

新疆衛星圖中的巨型建築物

性別只有男女 川普政府擬歸正定義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編譯

報導】川普政府正在考慮歸正

奧巴馬時期所指定的跨性別者

（transgender people）的性別定

義，重新歸於傳統的、生物性

的、在出生那一刻就已決定的、

不可改變的性別定義，只有男

性、女性兩種。

據《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週日（10 月 21 日）報

導，在一份備忘錄中，美國衛生

及公共服務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HHS）正在帶頭努力在數個政

府部門內展開行動，將根據禁止

基於性別歧視的聯邦民權法教育

法修定案第九條（Title IX），

對性別問題建立一個明確、統一

的合法定義。

政府部門的備忘錄顯示，這

種性別定義將「以明確的、基於

科學的、客觀且可管理的生物學

為基礎」。

報導說，川普政府提出將性

別定義為男性、女性兩種，並且

取決於一個人與生俱來的生殖

器，無法改變。任何有關一個人

性別的爭論，都將以基因測試來

澄清。

「性別是指一個人男性或女

性的身分，其依據是出生時或出

生前可識別的、不可改變的生物

學特徵。」該部門在去年春天起

草的備忘錄中提出：「一個人的

最初簽發的出生證明上的性別，

應作為一個人性別的明確證據，

除非有可靠的遺傳證據反駁。」

前奧巴馬政府所制定的一系 
列政策，模糊了傳統性別定義，

認為性別可以自由選擇。

物理大師霍金
遺物將拍賣
【看中國訊】享譽全球的已故

英國物理學大師霍金（Stephen 
Hawking）的家人日前聯繫拍

賣公司，欲將於本月底賣出他的

部分個人用品和收藏，包括他的

博士論文、輪椅和科學文件，拍

賣所得將全數捐給慈善機構。

英國著名物理學家霍金 3
月 14 日逝世，享壽 76 歲。霍

金的 22 件遺物受其家人委託，

將於本月底在著名拍賣行佳士得

拍賣，拍賣所得將全數捐給漸凍

人基金會和霍金基金會。

本月底將拍賣霍金 22 樣遺

物，其中最受矚目的為他的博士

論文《宇宙膨脹的屬性》。據佳

士得書籍文稿負責人文寧介紹，

這篇論文除有重要學術價值，也

可視為霍金努力不懈的研究結

晶。因霍金在研究期間，被確診

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最後

霍金仍將它完成。佳士得預估可

拍賣到 10 萬至 15 萬英鎊。

此次拍賣，還有霍金曾出

演的《辛普森一家》劇集的劇

本，霍金曾多次出現在喜劇動畫

片《辛普森一家》中；此外，還

包括霍金暢銷書《時間簡史》副

本，上面有霍金的指紋簽名；以

及霍金曾在紀錄片中穿戴的飛行

員夾克等。

除了論文，另一個極具代表

性的遺物則是霍金使用過的高

科技輪椅，估計價格為 1 萬至

1.5 萬英鎊。文寧透露說，1976
年，霍金獲邀出席一場英國皇家

學會的聚會時，查爾斯王儲對他

的輪椅相當感興趣，霍金在展示

輪椅功能時，不小心輾到查爾斯

的腳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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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美國總統里根和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戈爾巴喬夫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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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亞省省長諾特

利呼籲聯邦政府購買更多的鐵路

貨車來運輸亞省石油。諾特利週

一（10 月 22 日）在卡爾加里

與當地的能源官員就市場准入進

行會談後表示：「對於價格落差

最佳的長期解決方案就是建設新

的管道。」

諾特利表示，最近幾個星期

西德克薩斯中質油（WTI）期

貨價格和加西選擇（WCS）價

格之間的差距已經超過了每桶

50 美元。這是「懲罰性」的，

這每天要耗費聯邦政府數千萬加

元。她指出：聯邦政府支持鐵路

來運送糧食，現在是為石油增加

運力的時候了。

「非常荒謬的是，一方面我

們有最環保和社會進步的油氣，

另一方面加拿大東部卻從一些不

符合要求（尊重人權和注重環

保）的地區進口石油，以犧牲

亞省工作人群為代價，以犧牲依

賴這個行業的營收生活的所有加

拿大人。」

當被問及增加的鐵路運載是

否可能導致 2013 年在魁北克省

發生的鐵路災難事件時，諾特利

表示，如果類似於跨山有關等管

道建設持續被阻擋著，我們沒有

別的選擇。

「我們都知道管道是最安全

的、排放最少的，但是聯邦政府

多年來無法推進這些重大基礎設

施項目。用鐵路運輸不是最好的

方法，但以每桶 45 美元的差價

自掏腰包將石油運過南部邊境，

相當於每天從加拿大人錢包中偷

走數千萬加元，這是非常不明智

的。」

政治學家布萊特（Duane 
Bratt）表示，這是諾特利政

府的權宜之計。他說：「如果

你不想要鐵路引起的政治麻

煩，如果你不想要魁北克這樣

的鐵路災難的威脅，如果你不

想要額外的成本，如果你不想

要更多的溫室氣體排放，也許

你應該更加努力地解決管道問 
題。」

諾特利呼籲多用鐵路貨車運送石油

奧委會代表團到訪卡城

國際奧委會的一個代表團

本週三（10 月 24 日）訪問

了卡城。該代表團是應奧運招

標公司的邀請而來的。 11 月

13 日卡城居民將投票決定是

否繼續正式競標，代表們為對

投票有疑惑的民眾解答了問

題。

卡城簡訊

本週一（10 月 22 日），

代 表 50,000 名 郵 政 員 工

的加拿大郵政工人聯合會

（CUPW），在維多利亞、埃

德蒙頓、安省溫莎和哈利法克

斯等地發起輪換罷工，迫使加

拿大郵政局接受合同變更條

件，如：將性別平等寫入新協

議、結束強行加班等。

加拿大郵政局週一表示，

他們已提議增加工資、提高工

作保障和改善福利，爭取盡快

與工會達成協議。隨著罷工的

到來，郵件與包裹將出現輕微

延誤。

多地郵政工人輪換罷工
【看中國訊】加拿大人越來

越擔心他們應付更高利率的能

力，一項新的調查顯示，越來越

多的消費者擔心他們會被推到破

產邊緣。

理財公司 MNP 委託益普

索（Ipsos）進行的一項調查顯

示，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他

們擔心較高的利率可能會導致

他們破產，這自 6 月份上一次

調查以來略有上升。同時，幾乎

一半的受訪者（45%）表示他

們已經感受到更高利率的影響，

52％的人表示擔心還不上債。

有 2003 名加拿大人參與了這次

調查。

MNP 總裁貝齊安（Grant 
Bazian）表示，鑑於目前的利

率環境，這個結果值得關注。

他說：「人們會不由自主地想：

『利率正在上升。我很擔心』，

但 33% 看上去肯定是一個令人

不安的數字。在家庭債務沒有明

顯下降的情況下和預計的升息步

伐的加快，我們將會看到未來加

息對借款人造成的更直接且顯著

的後果」。

根據加拿大統計局的最新數

據顯示，加拿大人今年第二季度

平均每 1 加元的可支配收入負

債 1.69 加元。

貝齊安表示他認為大筆開支

對加拿大人的影響最大。「我確

實認為人們主要擔心他們的高價

值物品，如抵押貸款或汽車貸

款。正如我指出的，在大多倫多

和大溫哥華等這些抵押貸款佔收

入的百分比很高的地區，這將成

為一個問題。」

益普索調查顯示，年輕的加

拿大人似乎是最脆弱的人群之

一。近三分之二（62％）的千

禧一代擔心繳付賬單的問題，而

近一半（46％）的人擔心被推

到破產境地。

利率為何攀升？

「兩個字——美國，」房地

產專家 Filiatrault 說，「美國經

濟勢頭猛，我們作為美國最大的

貿易夥伴，就會跟著沾光。而在

過去的幾年裡，美國一直穩步提

升利率。」她詢問的抵押貸款專

業人士預計，週三的加息將是未

來一年時間裏四次加息中的第一

次。現在是時候可以鎖定貸款利

率了。

以 20 年期 3.5％利率的 40
萬元抵押貸款為例，利率增加

0.25％，相當於每月多支付 50
元。如果未來幾次加息如期而

至，到 2019 年底，每月會多花

200 元。

這呼應了益普索調查的結

果，其中 44％的受訪者表示每

個月的破產金額在 200 元以內，

另有 27％的受訪者表示還完貸

款後就什麼也不剩了。加東地區

對加息期間還債的擔憂最為明

顯，比例為65%，亞省為55％。

央行升息 1/3加人擔心破產

亞省將對酒類管理法規進

行多項更新。

「我們生產的酒是加拿大

最好的酒。但是，一些法規卻

對餐館和酒吧進行制約，抑制

了亞省人的品酒雅興，無法

盡興。」亞省財長塞斯（Joe 
Ceci）說，「這就是為什麼我

們要做些常識性改變，比如能

夠將酒從酒店酒吧帶回您的房

間；允許酒吧和餐館製作自己

的家常酒；再如，在水果、香

料和其他調味料裡兌點酒；允

許在農貿市場出售精釀啤酒和

烈性酒等等。」

亞省將更新酒類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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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曉松墜亡 死因解讀多
鄭曉松與多名落馬高官有仕途關聯  「出事」輪到十九大後新高層

死因解讀多

總部設在香港的中國人權民

運信息中心 21 日消息指，鄭曉

松近日被中紀委官員問話，這可

能是鄭曉松自殺主因之一。但消

息人士沒有說明問話的具體日

期。

儘管澳門警方隨後指死因無

可疑，但說法不一。港珠澳大橋

23 日在珠海舉行了通車儀式，

習近平和粵港澳三地高官都有出

席，鄭曉松亦被安排出席，在

「盛事」前的敏感時刻墜樓，十

分巧合。

綜合目前外界的猜測，假如

鄭曉松真因為不乾淨準備受查，

一種可能是捲入港澳系統貪腐，

事關曾在港澳任職長達 13 年、

曾任澳門中聯辦主任的國務院僑

務辦公室前副主任李剛，去年 8
月落馬被查。

另有一個海外爆料說是和最

近從法國回國即被抓的中共前公

安部副部長孟宏偉有關，據爆料

者說他「又自殺了！實際上是被

幹掉的」，「鄭曉松最好的哥們

就是孟宏偉！」

不過，筆者留意到，鄭曉松

仕途履歷中最長時間在財政部，

2000 年至 2012 年，最高幹到

財政部部長助理。鄭與近兩年出

事的兩名財政虎均有交集。

一個是 10 月 19 日被移送

審查起訴的財政部原副部長張少

春。另一個是曾任職於財政部的

原國家統計局長王保安。媒體曾

報導，王保安或因財政部任內事

情落馬，這在官方指控通報中獲

確認。

另外，據官媒《中國經濟周

刊》披露，10 月 15 日被雙開的

原華融董事長賴小民曾謀求將華

融的上級單位由銀監會變更為財

政部，也曾試圖謀求銀監會副主

席、國家金融委辦公室主任等

職，但均未能如願。

官媒引述業內人士稱，賴小

民我行我素，華融的上級管理部

門也難以對其形成有效制約，只

是「隨他起舞」，「這裡其實還

涉及到另一個問題，即誰是他的

保護傘。」

由此可見，賴小民案或牽涉

金融高層。但報導沒有提及哪些

金融高官涉案。而華融資產上級

主管部門，正是財政部。

當然，目前也沒有官方信息

證實鄭曉松是否牽連財政部窩

案。

首名出事的十九屆中委

而鄭曉松除身為澳門中聯辦

主任，最令人關注的是，他作為

204 名第十九屆中共中央委員之

一的身分，他離奇墜樓，是首名

出事的十九屆中央委員。

事實上，還有一名此前「出

事」的十九屆中央委員，8 月 16
日，因疫苗案，上任國家市場監

督管理總局黨組書記、副局長近

5 個月後的畢井泉引咎辭職，他

是首位被處理的中共十九屆中央

委員。不過畢本人並非因貪腐問

題被處理，也沒有死於非命，目

前仍是中央委員，故此，鄭曉松

才算第一個「倒下」的。

中共中央委員會是中共頂層

建築，其成員是否穩定，往往也

成為觀察政權鞏固與否的風向

標。而此前的中共十八屆中央委

員會，就被習近平反腐打得七零

八落。在去年中共十九大時，官

方曾公布，十八大以來共立案審

查十八屆中央委員及中央候補委

員 43 人、中央紀委委員 9 人。

中共十八屆中共中央委員面

目全非，除了說明這些人當年在

選拔的時候就有問題，證明相當

一部分人是各派勢力妥協的產

物。

比如，在中共十八大前，江

澤民、曾慶紅、周永康、令計

劃、郭伯雄、徐才厚等人，直接

或間接操弄中共十八大人事安

排，一大批買官之徒便青雲直

上。

然而，習近平反腐五年之後

產生的十九屆中央委員會就沒問

題嗎？

據港媒此前報導指，有感於

2012 年選出的十八屆 205 名中

委和 171 名候補中委，大批受

查，其中大部分是當選前涉事，

習近平曾對十九大預備的中委和

候補中委候選人親自把關審核。

但外界發現，十九大上位的

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中，也

有不少本身與周永康、令計劃等

「野心家」們關係密切，且腐敗

醜聞纏身，仍是邊腐邊升。

比較明顯的，就包括張春

賢、郭聲琨、黃明、韓正、劉奇

葆、李鴻忠、吉炳軒、陳潤兒、

阮成發、傅政華等等。

而習家軍當中，蔡奇在北京

大搞清理低端人口，劉奇在江西

砸棺，等等衝擊民眾的施政也引

起強烈爭議。

民間質疑，中共體制內領導

換屆，能否改變其黨貪腐和暴虐

惡習。新當選十九屆中央委員的

鄭曉松這驚心一跳，是否拉開了

這屆中央委員會成員倒數，因腐

敗不推而倒的序幕。

【看中國專欄作家鄭

中原】澳門中聯辦主任鄭曉

松10月20日在澳門住所墜
樓身亡，終年59歲。外界均
感突然。港澳辦迅速聲明鄭

曉松患有抑鬱症，似乎「此

地無銀三百兩」。已有消息

指鄭曉松曾接受中紀委官

員問話，顯然官方不會再去

證實鄭的問題，死無對證，

有一點可以證實，就是如同

上一屆中央委員會成員一

樣，雖然身處頂層，結局卻

可能重複前人之路。

曾經位高權重
網絡沙皇失牙

【看中國訊】原中宣部副

部長魯煒涉嫌受賄案 10 月 19
日在浙江公審。根據央視畫

面，這位外媒口中的「網絡沙

皇」蒼老了不少，不但頭髮花

白，面容憔悴，眼利的網民還

在魯煒作最後陳述時發現，他

的上門牙疑似已經掉了。當年

位高權重、意氣風發的樣子，

一去不復返。

魯煒被指控在過去 15 年

中，利用職務之便，收受財物

折合人民幣 3200 多萬元。

今年 2 月，在魯煒被立

案審查及雙開的通報中，中紀

委措辭極為嚴厲，指他「野心

膨脹」、「不擇手段為個人造

勢」、「毫無廉恥」等。

魯煒主管網信辦期間，中

共政府加強了對互聯網的封鎖

和控制，頒布了一系列監管

法規，備受詬病。 2015 年 2
月，魯煒在接受央視採訪時竟

聲稱：「沒有一個國家的網民

像中國一樣自由。」

而魯煒最大的醜聞，就是

他曾參加「人奶宴」。 2013
年 7 月，新華社記者周方實

名舉報，稱中宣部正部級官員

曾受一名大老闆宴請。席間，

人奶是作為一道菜上來的，

在每位食客旁都來了一位「奶

媽」。有些人按耐不住，直

接去裡間了。

「人奶」是當天宴席上最

貴的一道「菜」，每位標價

5000 元。舉報信還說，中共

高官非首次出席同類宴會，而

請客的大老闆目前還在獄中。

當時有份參與「人奶宴」

的宣傳口高官中，還被指有長

期掌控中宣部的前政治局常委

劉雲山等。

以色列總理接待王岐山  以媒籲警惕

以色列被稱中東硅谷

據網絡媒體「香港 01」報

導，王岐山 22 日抵達以色列耶

路撒冷後，首先到訪當地舊城

區，隨後前往總理官邸，獲以色

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設晚宴歡迎。

王岐山是 2000 年以來訪問

以色列的最高級別中國官員。

王岐山的以色列訪問行程為

期 3 日，焦點在於會與內塔尼

亞胡共同主持中以創新合作聯委

會第四次會議。他稍後會前往西

岸，訪問巴勒斯坦，之後前往埃

及和阿聯酋繼續訪問行程。

韓國媒體報導稱，王岐山此

次訪問的任務之一就是與美國的

「盟國」以色列搞好關係，以色

列被稱為「中東硅谷」，在人工

智能等尖端領域擁有革新技術，

中國需要技術與革新，以色列需

要巨大的市場，雙方存在利益一

致的點。

有分析指出，中美貿易戰以

後，中國在美國等西方國家不斷

加強技術封鎖的情況下，急需要

尋找可以進行技術合作的國家。

以 色 列 被 稱 為「創 新 國

家」，在尖端科技技術領域擁有

絕對的優勢，被世界公認為僅次

於硅谷的全球第二大科技創新基

地。

「費爾康」危機

近年來，中以加強密切合

作，中以雙邊貿易增長速度甚

高，從 1992 至 2017 年雙方總

貿易額由 5000 萬美元，上升至

131 億美元。如今中國是以色列

在亞洲的最大貿易夥伴，在全球

則屬第三。

但是王岐山的到訪也引發了

以色列內部一些人的警惕。此前

以色列國防官員已發出警告稱：

與中國進行貿易往來可能會給以

色列帶來安全風險。

據《經濟學人》10 月 11 日

報導，以色列官員關切兩大方

面，一是中國公司參與大規模基

建項目，二是以色列向北京出售

的技術。

以色列《國土報》10 月 22
日刊文稱，以色列一名前國家

安全官員說，內塔尼亞胡在發

展以中貿易上做過頭了，為了

吸引中國投資，他將謹慎二字

拋諸腦後。「按照當前的速度，

我們會有第二次『費爾康』危

機。」

據悉，1988 年，以色列和

中國訂定過出售「費爾康」預警

機的合同，但是在合同即將履行

的時候，美國政府得到了中以

「費爾康」預警機交易內幕，在

美國的壓力下，以色列被迫與中

國毀約，從而使以色列「和北京

發生了一場外交危機」。

美方給出的理由是，以色列

所有向中國出售的武器技術都可

能被中國用於威脅臺灣。

當時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鮑徹

當時稱，「在交換意見時，美國

明確表示，以色列的防務、貿易

和向中國出售美制裝備和先進的

防務技術在戰略上涉及美國的安

全利益。」

「費爾康」事件後，外界認

為，在以色列的外交天平上，與

美國的關係遠比與中國關係重

要。

王岐山近日出訪中東，獲得以色列總理晚宴歡迎。但有以色列官員和

媒體警告和中國的貿易往來可能會帶來安全風險。（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

合報導】中國國家副主席

王岐山22日出訪以色列，並
出席第四屆「以色列創新峰

會」，中國阿里巴巴的集團

董事局主席馬雲也將參加

此次峰會。但是以色列內部

一些人對王岐山的到訪感

到警惕。

孟宏偉妻子：中使館曾用書信誘捕自己
【看中國訊】中共公安部副

部長孟宏偉回國被抓捕後，其

妻高歌近日密集接受國際媒體

採訪，表示她對丈夫和她本人

的生命安全深感擔憂。

據 美 國 之 音 10 月 20 日

報導，中國駐法大使館曾聯繫

高歌，說孟宏偉寫了一封信給

她。但高歌告訴大使館，她要

在有律師和記者在場的情況

下，她才會去取信，或者把信

交給法國警方。後來大使館就

再沒有消息。

高歌 10 月 16 日接受《法國

國際郵報》訪問時透露，她與中

國的通訊方式都被切斷，中國

手機也無法使用。高歌說，自

己能感覺到法方正受到中方巨

大壓力。

10 月 19 日，英國廣播公

司 BBC 公布了獨家採訪高歌的

一段錄像。高歌在採訪中說，

孟宏偉被查是「殘酷、骯髒」

的政治迫害。她曾接到恐嚇電

話，稱有「兩個小組」盯上了

她。

自由亞洲電臺 20 日報導

指，旅居巴黎的民主人士張健

表示，中國官方向法國提供孟

宏偉以及妻子涉貪資料，希望

將孟妻引渡回國。因中法有引

渡協議。

鄭曉松（右）曾在財政部任職超過12年。（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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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明思綜合報

導】臺灣九合一選舉 11 月即將

展開，外傳有中資金援特定候選

人。臺法務部調查局長呂文忠

22 日證實，目前情資蒐集共 33
件，主要以招待到大陸旅遊為大

宗，也有直接給付金錢，會盡速

調查偵辦。

對於外界質疑是否皆涉及中

國政府機關、機構，呂文忠表

示，「可以這麼說。」

《自由時報》報導，調查局

長呂文忠日前接受專訪時透露，

根據調查情況，發現中國大陸確

實有金援臺灣特定候選人的情

形，調查局已進行蒐證，現已立

案偵辦中。

10 月 22 日，臺立法院內政

委員會針對「如何防範政府以防

杜境外資金、影響年底選舉之

名，變相政治嚴查大陸台商金流

之濫權行為」進行專題報告。

現場並邀陸委會主委陳明

通、調查局長呂文忠等人進行報

告備詢。

被問到陸委會是否有掌握中

資資助臺特定候選人的情形時，

陸委會主委陳明通表示，詳細情

況不便多說，但依據《政治獻金

法》，「境外勢力提供政治獻金

給候選人是不允許的。」

立委劉世芳當日質詢時表

示，到 10 月 22 日止，法務部

統計全臺賄選案已有 1,628 件，

其中現金買票、贈送禮品比例最

高。「調查局要查舉辦餐會、招

待旅遊等在臺灣查比較簡單，如

果在大陸查應該比較難。」

調查局長呂文忠回應說，目

前情資蒐集累計已有 33 件大陸

方面介入選舉的情形，這類情資

主要以落地招待綁樁、金援候選

人等。

他也坦言，境外調查有難

度，但調查局會透過相關管道瞭

解、蒐集證據，如果涉及違法情

形，一定會進一步調查偵辦，

「有可能」取消當選資格。

【看中國訊】連接中國珠

海、香港與澳門的港珠澳大橋

10 月 23 日進行開通儀式，並於

翌日正式通車。為此，習近平出

席儀式，但並未如外界預料會在

大橋開通儀式上演講，這一舉動

引發外界猜測。

10 月 23 日上午 9 時，港珠

澳大橋舉行開通儀式，外界起初

預計習近平會在儀式上發表關於

「改革開放」40 年的講話，但

他除了說「我宣布港珠澳大橋正

式開通」這 11 個字之外，並沒

有發表任何公開演講。

BBC 分析，習近平未發表

公開演講是想保持一定的「低

調」。因為，中國外有中美貿

易戰、國內又有對經濟方面的反

對聲音、澳門中聯辦主任離奇墮

樓身亡，以及香港反對派聲討港

珠澳大橋是「大白象工程」。

事後，只有新華社發稿提

到，習近平在儀式後巡覽大橋。

中國官方稱港珠澳大橋是世

界級工程，但港珠澳大橋早已在

香港民間引發多項爭議。

【看中國訊】美中貿易戰升

溫之際，中華民國國防部 10 月

22 日發布新聞稿表示，兩艘美

艦自鵝鑾鼻海域由南向北航經臺

灣海峽，國軍全程掌握與應對。

臺國防部稱，此次美艦屬例

行性通過臺灣海峽國際水域，相

關細節會由美國政府詳細說明。

《路 透 社》報 導， 美 國

太 平 洋 艦 隊 副 發 言 人 Nate 
Christensen 指揮官在一份聲明

中提到，「今次美國軍艦通過臺

灣海峽的行動為美國對『自由與

開放的印太』承諾。美國海軍將

繼續在國際法允許的任何地方飛

行、航行和行動。」

報導稱，今次穿越臺灣海

峽的是神盾級飛彈巡洋艦「安

提 坦 號」(USS Antietam CG-

54) 與柏克級驅逐艦「柯蒂斯 •
威爾伯號」(USS Curtis Wilbur 
DDG-54)。而中方則派出多艘

艦艇在「安全距離」外尾隨美艦。

中華民國總統府發言人黃重

諺當日表示，臺灣非常重視台海

及區域的和平穩定，作為國際社

會負責任的一員，臺灣將持續維

持兩岸現狀，確保亞太地區的和

平與繁榮發展，總統府樂見所有

對於區域安全穩定的努力。

【看中國訊】「2018 裙襬搖

搖 LPGA 臺灣錦標賽」在 10
月 25 日於臺灣桃園大溪正式開

打，原本在參賽名單中的 2 名

大陸球員馮珊珊及劉鈺確定不會

來臺比賽。

根據路透社報導，馮珊珊和

劉鈺都是因北京高層施壓而不來

臺參賽，大會會長王政松也低調

證實，「有一些干擾因素，她們

沒能參賽很可惜。」

兩位女將的經紀人對路透社

稱，「馮珊珊和劉鈺不會到臺灣

出賽。」但經紀人不願說明為何

退賽，並否認兩人是受到壓力退

賽。中國體育總會及中國高爾夫

球協會均不願發表意見。

【看中國訊】早前獲委任臺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駐港代表的盧

長水，原定 8 月 1 日履新，但

港府至今仍未核發籤證。陸委會

對此表示：「每天都在想辦法，

想破頭了！」

綜合港媒消息，盧長水的工

作簽證文件早於 6 月份就已經

遞交到香港的對口部門－－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不過當局至今仍

未批出簽證，多番詢問的結果仍

然是「處理中」。

大陸金援介入選舉
33件已偵辦中

Stock Year Model Exterior Color MSRP Selling price*

#J443547 2018 MB B250 Black $ 45,214 $ 33,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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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16217 2018 MB GLE400 White $ 81,055 $ 75,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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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車大促銷。

今天就與我們預約：
587.806.3762 | mbcountryhills.ca

Andy Lai
品牌專家

語言：
粵語 | 國語

Phoeby Ku
品牌專家

語言：
粵語 | 國語

Chaoran Li
品牌專家

語言：
粵語 | 國語

法務部調查局長呂文忠（前左）與政要官員22日
在立法院。（圖片來源：中央社）

港珠澳大橋開通
習近平低調出席

港珠澳大橋跨沙螺灣段(Wiki)

USS Antietam CG-54

美軍兩艘「神盾艦」
通過臺灣海峽

知名女將退出LPGA臺灣賽臺灣駐港代表
竟未獲香港簽證

馮珊珊（馮珊珊IG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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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英語

新移民語言培訓

上午 / 下午 / 晚間
課程可選

小班授課
最多15 人

交通便利
靠近輕軌和公交車站

LINC 是免費的語言培訓課程，為符合條件的人士提供服務

18 歲及以上永久居民和公約難民免費參加

歡迎語言等級（CLB）為 1至 4級的人士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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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移民局資助項目

(Getty Images)

全球競爭力報告 
美國排名第一

【看中國訊】世界經濟論

壇（World Economic Forum）

日 前 發 布 的 2018 年《全 球

競 爭 力 報 告》（The Global 
Compe t i t i v e n e s s  Repo r t 
2018），對 140 個經濟體的經濟

競爭力進行排名，美國以 85.6
分（滿分 100 分）奪得第一，

這是 2008 年經濟危機後美國首

度重登競爭力榜首，緊跟其後的

分別是新加坡、德國、瑞士、日

本及荷蘭。報告指出，美國有兩

項指標表現突出：勞動力市場和

金融系統。同時美國的創新能

力、企業活力和營商文化是其重

奪第一的重要因素，美國的制度

框架也比較完善。

【看中國訊】澳門遍地賭

場，沉淪賭海的病態賭徒，在這

座城市中也很常見。自從 2003
年大陸開放港澳個人遊之後，到

澳門旅遊的人數年年攀升，賭場

因此變得更為開放，澳門隨處可

見有關賭博的宣傳。

澳門統計局 2018 年第 2 季

的資料顯示，澳門博彩業的全職

僱員共有 56271 名，如果加上

後勤安保人員等，占了澳門就業

人數非常龐大的比例（澳門總

人口約為 65 萬人）。

澳門遍地賭場 
病態賭徒多

【看中國訊】一位在俄羅斯

經商的中國女士向俄羅斯警方報

案，稱其十九歲的兒子遭到綁

架，綁匪勒索巨額贖金。這位母

親在俄警方的安排下，同綁匪進

行了贖金的交接，並換回了兒

子。警方很快破獲了這起綁架

案。但綁匪身分卻令人感到驚

訝。原來，這個綁架案的策劃者

就是同樣在俄羅斯經商的另一名

中國同胞。

據俄羅斯媒體報導，根據俄

警方掌握的數據，絕大多數在俄

羅斯發生的中國人被害案件都是

由中國同胞策劃雇凶或直接參與

的。莫斯科警方此前曾向在俄羅

斯的中國人發出通告稱，一定要

小心警惕自己的同胞，因為他們

更清楚在俄華商的生活及經濟情

況。

國人俄羅斯遇劫 
綁匪竟是同胞

美國監測中國空汙10年

由於北京的空氣汙染嚴重，

從 2008 年起，美國駐北京大使

館開始監測館區的空氣質量，包

括PM2.5、空氣質量指數（AQI）
等，之後擴及到中國其他城市的

領事館。

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從 2011
年 10 月底開始每天在網上公布

PM2.5 數據。

有時北京氣象臺稱當地「空

氣質量良好」，而美大使館數據

卻是「非常不利健康」，結論截

然相反，引發中國當局不滿。中

方以「干涉內政」、「不合法」為

由，要求美國大使館停止發布。

但美國國務院表示，將繼

續提供信息給中國公民。而中

國官方一面批評美國駐華大使

館「干涉內政」，一面照葫蘆畫

瓢地每天監測並公布空氣質量數

字。

美國駐華大使館日前在其微

博中說：「現在，中國政府使用

這樣的空氣監測器提供每小時

的空氣質量數據——在中國各

地有 1700 多臺，僅北京就有 65
臺。當美國和中國專家一起分享

最佳辦法時，空氣質量將得到改

善。」

中國網民看到博文後 紛

紛點讚，「真的感謝你！可敬可

佩……」、「倒逼（中國）改革，

美國煞費苦心」、「害我們知道

了真相……」、「感謝美帝讓屁

民知道還有 PM2.5 這個東東。」

PM2.5 是指懸浮在空氣中

的直徑為 2.5 微米以下的顆粒

汙染物，因體積微小，會進入人

體的肺部甚至血液循環系統，

危害身體健康。

空氣汙染已成為中國大陸

難解的環境災害，研究不只認為

空氣汙染會縮短人類壽命，也可

能損害人體的「認知智力」，還

可能增加患憂鬱症的風險。

《自由時報》援引 BBC 報

導，北京大學和耶魯大學今年 8
月發表的聯合研究結果顯示，空

氣汙染可能影響大腦的運作。

該 研 究 報 告 發 表 在 期

刊《美 國 國 家 科 學 院 院 刊》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上，內

容提到「空氣汙染對口頭表達能

力測試結果的影響，隨著人們年

紀增長愈發明顯，特別影響受教

育程度低的男性。我們就此提供

了證據。」

研究指出，很多汙染物透

過各種途逕直接影響大腦的運

作，有些汙染物質還可能造成心

理作用，增加患憂鬱症的風險。

學者解釋，受教育程度較

低的中老年男性受空氣汙染影

響最大，原因是他們通常是從事

戶外體力勞動，長期暴露在汙染

空氣下。

【看中國記者憶文綜

合報導】10月16日是美國駐
華大使館空氣監測項目十

週年的紀念日。中國空氣汙

染嚴重，美國駐華使館的這

一舉措，雖曾引發中共官方

反彈，但10年後的今天，卻
有大批中國網民感謝美國

這樣做。

2018年10月22日，北京女子帶著口罩避免空氣汙染。（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憶文綜合報

導】失去三肢意味著甚麼？對

於美國飛行員布萊恩 ‧ 考費基

（Brian Kolfage）來說，那是一

場噩夢，但無法阻止他擁抱幸福

人生。《空軍雜誌》（Air Force 
Magazine）記錄了布萊恩的故

事。 2004 年 9 月 11 日，在距

離伊拉克首都巴格達 80 公里外

的巴拉德（Balad）美軍營地，

一枚火箭炮彈在距離布萊恩 5
英尺處爆炸，他被炸上了天。

巴拉德基地的美軍醫療團隊

挽救了布萊恩的生命。他失去了

雙腿和右臂，但幸運地活了下

來，這一切並不容易。布萊恩

說，他曾是一名運動員，總是依

靠雙腿，在受傷之後的那些關鍵

時刻，他的雙腿截肢後癒合很

快，「我的雙腿和當時極其健康

的體魄最終使我能夠活下來」。

布萊恩沒有腿，只有一隻左

手，日常生活中的基本小事都成

了布萊恩的難關。很多人試圖憐

憫他。布萊恩說：「我想告訴他

們，聽著，我的生活可能比你的

好，所以放輕鬆吧。」

2 個月後布萊恩就出院了，

此後在一年內經歷了 16 次複雜

的手術，清除體內金屬碎片，安

裝人工左手大拇指，然後安上義

肢重新學習走路。

受了傷的布萊恩之後也是繼

續為空軍服務，並擔任基地安全

經理。後來則是在退伍軍人諮詢

委員會工作。在工作之餘，他還

攻讀建築專業，生活過得極為充

實，儘管布萊恩必須學習用左手

寫字畫圖，畢業時成績卻名列前

茅，成功地變身建築師。 2011
年 5 月，布萊恩與在高中就心

儀的女孩艾什麗（Ashley）結

為夫妻，現在他們有一雙兒女。

布萊恩與艾什麗定期去陸軍

醫療中心看望受重傷的老兵及病

人，鼓勵並啟發他們，不要對未

來放棄希望。 2014 年布萊恩因

其堅毅的精神及啟迪人心的無私

表現，獲頒喬治蘭德勇氣獎章。

布萊恩表示，對於自身無法擁有

的東西感到沮喪是浪費了你所擁

有的東西。布萊恩在他最灰暗的

人生時刻裡發出了最亮的光芒。

美國人民報答這些英雄的不僅

僅是敬意。一個幫助受傷老兵

的組織 Gary Sinise Foundation 
R.I.S.E. 為他和家人建了一棟雙

車庫高檔別墅。那裡有超大的衛

浴設備和開放式的客廳，足以讓

他的輪椅自由穿梭。

他失去三肢 仍擁抱幸福

享譽國際的臺灣電影導演李安
（Getty Images）

頒獎詞說，李安作為一名

先鋒電影製作人，敢冒藝術風

險，嘗試各種類型的電影製

作，對該行業貢獻巨大。

美國之音報導，李安說：

「藝術，至少是電影，在我來講

創新是很重要的，每次都是一

個蛻變。沒有那個痛苦，沒有

蛻殼的話，新的東西出不來，

我覺得對不起觀眾，對不起自

己作為一個電影人。我覺得每

次都要痛苦地剝一層舊皮，讓

你的新的肉長出來。」

李安對美國之音記者表示：

「要保持赤子之心相當難，我

60 多歲了，工作了差不多 30
年，讓我還有赤子之心，還有

新鮮的事情那其實就是越來越

難。感覺上對自己的折騰也是

越來越大。」

他說，觀眾可以期待明

年 秋 天 推 出 的《雙 子 殺 手》

（Gemini Man），其中有很多新

鮮的東西。

為人謙恭、行事儒雅的李

安在評價華語電影業時坦誠表

示說：「大家急著搶錢的風氣很

盛」，「可是不要忘了票房不是

唯一的事情。抒情言志、表達

感情、表達志向、描塑人性，

這些才是觀眾最喜歡看的東

西」。

李安在臺灣出生、求學，

80 年代中畢業於紐約大學電影

系，並在美國踏進電影圈，從

影近 30 年。主要電影作品共有

14 部，其中大多數都獲得過各

種國際獎項。

導演李安獲頒 
「終身榮譽獎」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綜

合報導】享譽國際的臺灣電

影導演李安獲美國導演工

會頒發「終身榮譽獎」。他

表示，創新對他來說很重

要，「每製作一部電影都是

一次蛻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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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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鶴道出經濟下滑實情

10 月 23 日，中國股市滬指

低開低走，一路震盪下行，午後

跌幅進一步擴大，失守2600點，

創指跌破1300點，銀行、保險、

基建、超級品牌等藍籌白馬股集

體大幅回調。截至收盤，滬指跌

2.26%，報 2594.83 點；深指跌

2.24%，報 7574.99；創業板指

數跌 1.74%，報 1292.06 點。

中國官方的救市措施頻出，

22 日 11 家證券公司達成意向出

資 210 億元設立母資管計畫，再

吸引銀行、保險、國有企業和政

府平臺等資金分別設立子資管計

畫，形成總規模 1000 億元的資

管計畫，用於幫助上市公司紓緩

股權質押困難。

中國股市作為經濟的「晴雨

表」已經失靈。與此同時，經濟

下行壓力突顯。

日前，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

公布，第三季度 GDP 同比增長

6.5%，創下 2009 年一季度以來

最低水平。

據國家統計局在新聞稿中表

示，外部挑戰變數明顯增多，中

國國內結構調整陣痛繼續顯現，

經濟下行壓力加大。

考慮到淨出口對中國經濟的

貢獻下降，另外投資、消費增速

回落較多；北京當局的去槓桿與

嚴監管導致金融機構表外資產大

幅收縮，但表內擴張短期內難以

承接等因素，未來中國經濟仍存

一定下行壓力，預計在 2019 年

或將進一步回落。

日前有參加廣交會的中國出

口商表示，目前出口商已經面臨

勞動力、能源和稅收成本上升的

壓力，還須面臨美國訂單減少等

問題，即使人民幣貶值也令企業

不堪重負，因為部分原材料是從

海外購買，人民幣貶值反倒增加

成本。不斷上升的成本，使中國

出口商幾乎沒有降價空間。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中國

官方已經在頻頻發聲穩定市場預

期。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接受

媒體採訪表示，歷史上積累的各

種風險和問題正在不可避免地水

落石出，這是個必然的過程。

《看中國》特約評論員唐新元

認為，中國經濟不斷下滑，劉鶴

說了一個實際情況，積累的風險

總有爆發的那一刻。江澤民當權

時以貪腐治國，並安排心腹控制

油水豐厚的政府部門及國企，形

成利益集團來攫取國家財富，並

轉移資金到海外，然後再以外資

身分進入中國，繼續興風作浪攪

動中國經濟。從江澤民貪腐治國

到胡錦濤時代的「老人干政」，

使「政令不出中南海」成路人皆

知的事實。並導致多個行業出現

產能嚴重過剩，到現在已經難以

為繼。

此前，中國央行行長易綱、

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證監會主

席劉士余亦集中表態，提振市場

信心。

不過金融業人士認為，雖然

金融高官們的喊話對緩解市場情

緒上有所幫助，但這種效應只是

暫時性的。

中國股市近期的疲弱，不

只是受股權質押困局一個因素影

響，像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外盤

持續回調、人民幣匯率疲軟等均

對股市造成壓力。因此短期內股

指可能會反彈，但很難有大幅度

的上漲。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

綜合報導】中國最新發布

的經濟數據顯示，經濟不

斷下滑，資本市場也是大幅

震盪，10月23日股市再次大
跌，投資者們信心盡失。金

融高官罕見的連續發聲，國

務院化解金融風險專題會

議更顯經濟堪憂。劉鶴的訪

談也引發關注。

【看中國訊】據《自由時報》

引述日經新聞報導，美國、歐

盟、日本擬合作建構「數據貿

易圈」，以抗衡北京的數據競

爭。日本政府希望和美國、歐

盟共同制訂跨境數據流通規則

及相關機制，以保護個人和

企業信息，以及在人工智能

（AI）等領域的信息安全。

據報導稱，日本旨在禁止

數據流向對個資和網絡安全保

護不充分的國家、地區及企

業，擬與歐、美達成協定，要

求數據跨國移轉需要嚴格獲得

本人同意，且須提高透明性。

日本經濟產業相世耕弘

成、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等

人將在美日歐貿易部長會議上

進行磋商，建立透明性高、兼

顧人權的「貿易圈」，以便自

由世界能在區域內共享大量數

據、增強競爭力。日本希望在

2019 年 6 月的 G20 峰會前達

成協定及公布，再由各國推進

立法。

《自由時報》報導說，目

前全球四大經濟體網絡數據

跨國傳輸形成「自由 vs. 不自

由」的兩大陣營對抗，中國在

跨境傳輸數據方面最不自由、

屬於限制性的網絡使用，其

《網絡安全法》不僅限制個人和

產業資訊，並以國家力量主導

網絡數據的管理和使用；相對

地，美日歐對個資及企業數據

的跨境傳輸為高度自由，並以

個資法、〈通用資料保護規則〉

（GDPR）等法令保護個人隱

私。

美日歐擬建
「數據貿易圈」

據 T h e  W a s h i n g t o n 
Examiner 報導稱，國家經濟委

員會主席庫德洛是川普總統的

首席政策顧問之一，也是 2017
年美國減稅政策的設計師。他

說：「川普正致力於重建美國經

濟，以實現 5% 的經濟增長。」

庫德洛表示，和川普一起工作了

幾個月，「這個人不知疲倦。唐

納德．川普不曾停歇，他睡眠

很少，幾乎不可能跟上他的節

奏。他真正沈迷於讓美國再次偉

大」。他在內部書籍「川普經濟

學」（Trumponomics）中寫了

美國第一個讓經濟重回正軌的計

畫。

2016 年的川普經濟顧問內

閣成員摩爾（Stephen Moore）
和拉弗（Arthur B.Laffer）在書

中引用了庫德洛的說法，雖然川

普的戰術在華盛頓是非傳統的，

但川普在經濟、貿易、稅收，以

及能源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並且，其速度之快超出任何人的

想像。

摩 爾 和 拉 弗 將 於 10 月

30 日 由 All Points Books/
Macmillan 出版一部新書。書

中，他們揭示了川普政府關於制

定減稅法案和貿易政策的幕後故

事。現在，超過 300 頁的著作

披露了「川普經濟學」的 10 個

關鍵點：

1、美國優先，拒絕全球

化。

2、恢復美國的愛國主義，

一如前總統里根所為。

3、結束政府的保姆狀態，

讓美國人民自己做出決定，如在

教育、醫療保健等問題上。

4、重建內城（市中心和附

近地區低收入的住宅區），重點

遏制犯罪。

5、確保美國邊境安全，終

止對非法移民的庇護政策。

6、推動美國企業。

7、消除身分政治兩極化。

8、「拒絕衰退」並促進改

善未來的議程。

9、推動海外民主和自由企

業。

10、加快經濟增長。

【看中國記者憶文綜合報導】

美國媒體引用消息人士的話說，

美國總統川普對中國的貿易戰只

是「開始的開始」，他與習近平

在 G20 的會面主要是建立私人

關係，並非貿易會談。

與此同時，中國政協領導成

員在北京對部分美國商界領袖釋

放強硬言論。

據 Axios 新聞網報導，消

息人士稱，川普總統無意放寬對

中國商品的關稅，相反，川普與

北京的貿易戰正處於「開始的開

始」階段。

到目前為止，川普經濟團隊

沒有對「川習會」的議程做出實

質性規劃，因為該會議的目的是

川普與習近平重新聯繫，並在不

斷升級的貿易戰中「互相感受」

一下。「這是國家元首會議，而

不是貿易會議。」

美國財政部長史蒂芬 · 姆努

欽（Steven Mnuchin）團隊成

員表示，北京沒必要把「購買美

國產品」作為關鍵棋子，因為美

國關注的不僅是銷售產品，而是

中方必須解決竊取知識產權和市

場准入等結構性問題。

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庫德洛

（Larry Kudlow） 在 10 月 21
日接受英國《金融時報》採訪時

說，北京沒有表示出任何滿足美

方要求的意願，以破解兩國的貿

易戰。

10 月 22 日，政協領導成員

張慶利（Zhang Qingli，音譯）

在北京告訴一部分美國商界領

袖、遊說者和公共關係主管，中

方不會被川普政府的貿易戰威脅

嚇倒。張的強硬言論與中國此前

的言論相呼應，這表明兩國之間

正在進行的鬥爭並沒有結束。

「川普經濟學」10要點曝光 G20川習會前美中互搏 
貿易戰只是「開始的開始」【看中國記者憶文綜

合報導】政治家經常被問到

是甚麼讓他們夜不能寐。通

常答案是可怕的。顯然，川

普總統並非如此。國家經濟

委員會主席庫德洛（Larry 
Kud low）說：「川普正致
力於重建美國經濟，以實現

5%的增長。」一部新書更
揭示了「川普經濟學」10 要
點。

中國最新發布的經濟數據顯示，經濟不斷下滑。（Fotolia）

美國總統川普（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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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舒吉案事件回放：

卡 舒 吉 （ J a m a l 
Khashoggi）是美國《華盛頓郵

報》一名記者（專欄作家）。 10
月 2 日為拿到與前妻離婚的書

面文件，卡舒吉進入了土耳其伊

斯坦布爾的沙特領事館，當時他

的未婚妻子還在領事館外等候，

她在等了 3 個半小時後，見卡

舒吉還沒有出來，便報了警。土

耳其依據得到的資料，認為卡舒

吉已在領館內遇害。

10 月 19 日，沙特阿拉伯證

實卡舒吉在沙特駐伊斯坦布爾領

事館內的一場打鬥中遇害，沙特

已因此事解僱了兩名高級官員。

10 月 23 日，土耳其總統埃

爾多安宣布對卡舒吉案的調查結

果。他羅列多點，說該事件是沙

特官員策劃的殘暴謀殺。

10 月 23 日，美國政府就卡

舒吉遇害事件對沙特阿拉伯採取

懲罰行動，撤銷涉案沙特官員的

簽證。美國總統川普當日表示沙

特對該事件的做法一無是處，事

後掩蓋行動不應發生。

10 月 25 日，沙特王儲穆罕

默德．沙爾曼首度公開表態，承

諾會將凶手繩之以法。「對所有

沙特人而言，發生這種事令人非

常痛心 ... 這起事件毫無道理可

言。正義終將伸張。」但川普認

為高層得負起責任：「現階段在

那裡是王儲在管事，由他當家作

主，因此如果要追究任何人，那

個人會是他。」

深度分析：

卡舒吉案不簡單，背後有錯

綜複雜的力量交織在一起，才引

發此案在全球範圍內長期熱度不

減，對涉事的各方形成巨大政治

和輿論壓力。

卡舒吉非普通記者

卡舒吉出身名門望族背景

顯赫，甚至跟本 • 拉登有關係。

卡舒吉來自土耳其卡舒吉家

族，他的叔叔阿德南（Adnan 
Khashoggi）是世界聞名的億萬

富翁軍火商，曾牽涉里根總統時

期的伊朗軍火門事件；在那場世

紀車禍中不幸去世的黛安娜王

妃的男友多迪 • 法耶德（Dodi 
Fayed）則是卡舒吉的表哥。

在卡舒吉的記者生涯中，

對本 • 拉登的一系列採訪曾讓他

聲名大噪。兩人其後亦於 1995
年再次見面。 2011 年，本拉登

死後，卡舒吉曾在推特上寫道：

「我癱倒而泣，我的心碎了。在

阿富汗的時候你是那麼美麗和勇

敢，但後來你卻屈服於仇恨和致

命的激情。」此外很多沙特媒體

都曾指出，卡舒吉當時受沙特情

報機構委託，試圖勸服本 • 拉登

與沙特王室修好。

另據美國華文世界日報編譯

報導，去年美國總統川普就職

後，卡舒吉屢屢撰文批評。加上

卡舒吉經常批判沙國王儲穆罕默

德的政策，使他在沙國已無容身

之地，去年 11 月逃至美國。

卡舒吉在推特上曾擁有將

近 200 萬粉絲，是整個阿拉伯

世界最著名的政治評論家之一。

2017 年 6 月，卡舒吉獲美國

「傑出人才非移民工作簽證」，

成為美國《華盛頓郵報》的專欄

作家。香港東方日報還披露，

2015 年，卡舒吉獲得另一沙特

王子阿勒瓦利德的資助，開設批

評沙特政府的新聞頻道，結果遭

沙特政府取締。王儲其後拘捕涉

嫌貪污的阿勒瓦利德王子。

卡舒吉和土耳其總統厄多安

有私交，也和厄多安的多名政府

顧問熟識。一名友人說：「他曾

說他相信土耳其勝於美國。」

土耳其總統引導輿論

生命應該被善待，暴行應當

受到譴責，不過國際政壇的事件

背後或許存在更為複雜的動機。

臺灣聯合報引述倫敦金融時

報報導，針對卡舒吉在沙國駐土

耳其領事館失蹤一事，土國總統

埃爾多安的公開發言很謹慎，卻

一點一滴向媒體放消息，讓土耳

其和國際媒體得以報導這件案子

令人毛骨悚然的細節，藉此把新

聞炒熱，向沙國和美國川普政府

施壓。報導說，土耳其將案情內

幕給媒體，顯然經過精心安排，

每次新聞發布時間都抓得恰到好

處，讓國際社會對這件案子的討

論熱度不減，並藉此逼迫先前矢

政府註冊公司
持牌水電技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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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峰會在即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

合報導】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

艾利斯即將在30日迎來20國
集團(G20)領袖峰會，其中最
受矚目的焦點，應屬WTO改

革呼聲為最。加拿大本週三主

持召開了有關世界貿易組織

改革的國際會議，來自歐、

亞、非的12個主要經濟體的

貿易代表在渥太華出席了這

次為期兩天的國際聚會。

世貿初衷 逢中破功
世貿成立初衷，是在多邊貿

易體系下確立各會員國合拍的貿

易法規與制度，並建立監督與仲

裁機制，確保會員國間公平貿易

的基本原則。因此，在經濟發

展、競爭政策、投資、政府採購

等透明化的要求作為能否到位，

就成了 WTO 的運作關鍵；而

爭端解決機構所作之裁決對各會

員國是否發生拘束力，則是使

WTO 所轄各項國際貿易規範得

以有效落實與執行的先決條件。

然而，上述的 WTO 初衷，

今天卻面臨著崩解的危機。在世

貿組織現有框架下，發展中國家

在關稅減讓、市場保護、以及產

業補貼等等方面都可享有很多優

惠。中國雖為世界第二大經濟

體，卻一直堅稱人均 GDP 還很

低，所以仍是發展中國家。在跟

美國的貿易談判中也以此為理由

說，中國沒有違反世貿規定。

在 10 月 12 日，美國駐世

界貿易組織大使習達難（Dennis 
Shea）在一場 WTO 改革座談

會上表示，中國的經濟制度與世

貿組織規範不相容，世貿組織目

前根本無能力應對中國的問題。

他同時呼籲各成員國共同對此發

聲。分析也指出，中國的市場經

濟地位始終不為歐美所承認，就

是「不相容」最好的例證。

對習達難的無奈，歐盟持有

相同的看法。在歐盟 9 月分所

提出的 WTO 改革草案中就明確

針對國家補貼、國有企業定義、

過剩產能補貼、強迫性技術轉讓

制度、發展中國家的定義及待

遇區分等這些極具「中國特色」

的 WTO 關鍵問題，提出改革建

議。要求 WTO 就上述問題予以

明確定義、建立有效通報機制、

落實有效的管制措施與阻止那些

不合拍的國家貿易制度。

美退出 世貿危殆
川普對於 WTO 的問題，

以不惜退出該組織的強硬態度，

彰顯改革的急迫性與必要性。他

上任後，即採取遲滯仲裁法官任

命，讓 WTO 自始為北京所利

用的仲裁機制面臨失能危機的方

式，迫使各會員國正視北京在

WTO 問題上所扮演的破壞性角

色。而近期簽署的《美墨加貿易

協定》（USMCA）中被稱作「毒

丸條款」的 32.10「排除與其他

非市場國家簽署自貿協議」的條

口否認有過失的沙國改口，19
日終於承認卡舒吉死在領事館

內。媒體大肆報導也讓川普政府

受到極大壓力，不得不與沙國畫

清界線。有跡象顯示埃爾多安期

望煽動國際對沙國的憤怒，促成

區域權力轉移，緩解土耳其及其

盟友的壓力。

被動的王儲穆罕默德

目前的沙特王儲穆罕默德被

視為沙特的改革派領袖，是川普

的盟友。川普當上總統之後的第

一次出訪就是去沙特。沙特和伊

朗是死對頭。左派想讓現在這個

沙特王儲下臺，換上左派的人。

如果換上左派喜歡的王儲，沙特

或會從北京和莫斯科買武器。

美國制裁土耳其，所以土耳

其目前通過打擊沙特對川普施

壓，這個事件美國左派也參與

了。現在是 11 月 6 日中期選舉

之前，左派是特意選在這個敏感

的時候把此事炒大。

德國默克爾總理這時也藉此

事大力指責沙特，給川普施壓。

目前因為沙特涉及油價，而油價

涉及加息節奏和全球經濟以及金

融市場。最近股市動盪和這個也

有部分關係。

款，更加迫使 WTO 加速針對如

北京這類「非市場國家」所引發

的改革腳步。

這 讓 WTO 組 織 高 層 深

刻地意識到即將面臨的是「如

不善了，必當解體」的空前危

機。世貿組織總幹事阿澤維多

（Roberto Azevedo）就坦承，

當前緊繃局面如無法獲得解決，

「我們或會見到多邊貿易系統遭

受嚴重損害的情況」。

臺灣升格自棄優惠

然而，就在全球忙於因應此

一變革之際，北京除了高層「促

維護多邊主義，構建開放型世界

經濟」等敷衍式的官話外，看不

出有何因應之道。美國白宮經

濟顧問庫德洛（Larry Kudlow）

在接受《金融時報》專訪時，就

指謫中國對於美方所發出的改

善清單，在這 5、6 個月來沒有

任何回應，在化解貿易緊張問題

上根本就「毫無作為」。他說：

「我從沒見過這樣的事。」

相較於北京這個自稱為「發

展中經濟體」的世界第二大經濟

體，臺灣當局於 10 月 12 日承

諾，未來將不再主張臺灣是「發

展中經濟體」，而是以「已發展

渥京商議
經濟體」的定位參與談判，同時

也宣告放棄發展中經濟體所享有

的「特殊和差別待遇」優惠。臺

灣當局表示，這不是為了討好

誰，而是有助各國更清楚瞭解臺

灣政策朝向自由開放方向前進，

有利臺灣未來參與國際上的協

商，也有益於臺灣整體產業體質

上的調整。

加主持世貿改革會議 
未邀請美中參加

加拿大 24 日起主持召開為

期兩天的有關世界貿易組織改革

的國際會議，共有來自歐洲、亞

洲和非洲的 12 個主要經濟體的

貿易代表在渥太華出席這次國際

聚會，但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

體美國和中國卻並未受邀參加。

這次會議最重要的議題是如何保

障和加強國際貿易爭端解決機

制。目的自是為 30 日的 G20 世

貿議題熱身，各方都預計，屆時

的貿組織改革將成為這次首腦聚

會的一個焦點議題。

世界貿易組織副總幹事艾

倫．沃爾夫對加拿大媒體說，美

中兩國在各種立場上的尖銳對立

正是這次會議沒有邀請這兩個國

家與會的原因之一。

WTO改革

卡舒吉案涉7國以上多重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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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開盤了！
快來參觀我們的售樓中心

151 Greenbriar Place NW, Calgary, Alberta（WinSport對面）

展示屋開放時間

週一～週四: 下午1點～晚7點  •  週五: 休息  •  週六/週日/節假日: 下午12點～5點

Andreas Angellakis
區域銷售代表

403-796-3788

起價

$30萬

卡城給流浪老兵一個溫馨的家

本週一（10 月 22 日），退

伍老兵安居計畫的發起者為兩所

275 平方英尺的住宅開盤，這兩

套房子將分配給老兵居住。

無家可歸的退伍老兵將很快

獲得援助。 15 套小戶型住宅將

於明年在卡城的 ForestLawn 區

建成，這些房子由卡城 ATCO
公司建造。

ATCO 公 司 的 CEO 薩 森

（NancySouthern）說：「我們這

些小戶型住宅將為退伍老兵們提

供安居之處，並將構成一個小社

區。」她還表示，該社區將包括

共享的花園和資源中心，為退伍

老兵提供諮詢和其他服務。

據統計，加拿大全國無家可

歸的老兵人數約為 2,600 人。英

雄之家基金會主席霍華德表示，

在卡城，可能有 350 名無家可歸

【看中國訊】非盈

利機構英雄之家基金

會(Homes for Heroes 
Foundation)籌得善款為
卡爾加里流浪退伍軍人建

了一個小型社區，一共有

18套房子。雖然每套房面
積只有270平方英尺，但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其中設施相當齊全，包括

門廊、臥室、洗手間和廚

房，應有盡有！

亞省公寓財產法的重要修改
【看中國訊】今年來，亞

省對公寓財產法（「CPA」）

進行了廣泛修訂，這對亞省公

寓開發商和購房者都有影響。

合同條文

所有出售新公寓的協議必

須包含某些特定語句，寫明購

買者撤銷合同的權利。

買方存款

新公寓購買者必須將款項

存放在由律師個人或律師事務

所的信託賬戶中。任何其他人

不得保留任何存款，包括房地

產經紀人。

交房日期範圍

開發商需提供交房的指定

日期或日期範圍。如果開發商

在指定日期後 30 天內、或日

期範圍的最後一天仍不能交

房，購房者可以撤銷購買協議

並有權獲得全額退款。

公寓費

入住之前，開發商通常會

向業主收取「公寓費」。現

在，這種做法得到了明確授

權。但是，在簽訂合同時，必

須以書面形式披露公寓費的金

額。

向買方披露的文件和信息

開發商出售新的公寓單元

或擬建公寓單元時，必須向購

房者披露一些文件和信息，購

房者的審查期為 10 天，10 天

內購房者可無條件解除合同。

披露文件的重大變更

如果任何披露文件或信息

發生重大變化，必須在發生重

大變更後的合理時間內向買方

披露。

預算中費用低估

開發商必須為公寓管理公

司提供建議的為期 12 月的費

用預算。如果第一年的實際費

用超過建議預算的 15％，開

發商必須向管理公司支付超出

15％的那部分差額。

臨時委員會

開發商必須為共管公寓指

定管理委員會。臨時委員會成

員有責任以誠信行事，以實現

公司的最佳利益。

公寓管理協議的終止

共管公司有權終止由臨時

委員會或開發商代表簽訂的協

議，不受處罰。

的老兵，新項目可以「解決這

個問題」。這個小村只是起個

示範作用，希望帶個頭，推動

各個大中城市為這些軍隊出來

的英雄們建屋，讓他們有一個

家。如果這個模式行之有效，

就值得在全國推廣。

「那些為我們國家守衛的

公 寓 
房主必看

人現在過得很苦。」霍華德說，

「很明顯，他們需要更多的支

持，為老兵們建造住宅說明我們

關心那些保家衛國的人。」他還

表示，有這些每套造價 7 萬元

的住房，可以避免老兵們露宿街

頭，每年還可以節省約 140 萬元

社會資源。

據悉，ATCO 公司提供了

價值 150 萬元的實物慈善捐贈。

霍華德說，對多數退伍軍人而

言，他們並不需要很大空間，只

是需要一個臨時居所，一個可以

安身的溫馨小屋，以便度過最艱

難的時期，然後找到工作，重返

社會，開始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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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社會的

壓力，很多小戶型

房頗受歡迎，但是空

間大小和日常家居的安排

是一個難題。越來越多的用戶

和設計師關注小戶型家居的設

計。只需找到正確的方法，對

空間進行合理地規劃，便可以

有效地擴容空間。

1. 組合型家具  
色彩布局 整體把握
面積有限，但空間無限，

合理使用組合型家居不僅不會

佔用過多空間體積，還會將家

居整體舒適度大幅度提升。色

彩對空間在視覺上可以產生一

定的效果，小戶型整體色彩最

好挑選明亮的淺色調。冷色調

的顏色在視覺上具有收縮作

用，能夠擴大空間視覺感。白

色可以讓小戶型看起來乾淨明

快，反光效果良好，更容易保

持室內明亮。另外， 小 空 間

的地板最好用同一色調、統一

材料，看起來連貫，視覺上會

寬敞許多。

2. 儲物型家具  
利用牆面和空間

儲物類型的家具，可以在

日常家居中發揮大作用，比如

箱體式的床架，可以收納不少

物品。還有日式家居中出鏡率

很 高 的「天 袋」、「地

袋」，充分利用有限的空間，

不僅方便實用，設計簡約大

方，與整個房間融為一體。其

次，在廚櫃覆蓋不到的地方，

可以設置多層擱架。

3. 折疊型家具  
靈活多用

餐廚區共用，是小戶型最

經常遇到的問題。在用餐時

間，使用折疊式餐桌、椅子，

既可以有設計感，也能高效利

用空間；在非用餐時間收起

來，也可適當節省空間，讓餐

廳看起來井井有條。空間不夠

的情況下，統一規格的家具能

夠非常方便的疊加收納起來。

4. 「化零為正」  
充分利用邊角區域

 由於戶型或格局受限，小戶

型的家會出現很多令人頭痛的

畸零空間和死角。比如，在靠

窗的小空間，由於光線充足，

如果充分利用，可以變廢為

寶，打造出舒適的學習區、飄

窗休息區和化妝區。雞肋空間

通過合理規劃、量身定制也能

有大作為。客廳空間一般會遺

漏的地方就是轉角，在轉角放

置一個置物架，擺放盆栽、雜

誌、擺件等，即可以充分利用

空間也可以使空間增添活躍氣

氛。

俗話說：「麻雀雖小，五臟

俱全。」合理規劃、優化空間，

不浪費邊角，可以使有限的空間

打造成多功能的使用，行動起

來，打造屬於自己的專屬天地！

小戶型如何充分利用空間
文：太平洋家居網 

【看中國訊】廚房裝修，一直是家居

裝修的一個重點，問題多，麻煩多，細節

考慮的也多。我們總結了 9 個廚房裝修

要點，來看看你家裝修時考慮到了沒。這

些問題，少一項入住後都是麻煩！

廚房設計宜簡不宜繁

廚房的設計宜簡不宜繁，在設計問題

上，在廚房原有的采光和通風佈局基礎

上，做小改動即可。另外，廚房的隱蔽工

程是重點，尤其是插座的位置，櫥櫃的尺

寸和瓷磚的舖貼，一定要做好提前規劃。

首選防火防熱吊頂

因為夏天廚房做飯比較熱，而且又是

有火的地方，所以廚房的頂面和牆面，一

定要做好防火和隔熱。吊頂的話，可以用

防水石膏板，耐水膩子和高性能的防水乳

膠漆，這樣既不影響美觀，又不影響使用。

收納不能少

大家都知道，家裡廚房用著用著就

會出現「髒亂差」的問題。所以廚房裝修

時，最好把空間充分利用起來，做成封閉

的櫥櫃，給鍋碗瓢盆一個妥當的放置空

間。另外，吊櫃一般做成 30 到 40 厘米

寬的多層格子，這樣方便做收納和拿取。

 廚房不要用布簾
廚房如果裝窗簾遮光的話，建議最好

不要用布簾，百葉窗也最好不用，兩者都

不好清理。個人建議最好還是不要裝窗簾， 
又不是衛生間，還是裸窗會相對比較好。

廚房照明要選防霧吸頂燈

防霧吸頂燈照明效果要比其他的好，

不過安裝時要注意用絕緣膠包嚴，以免水

汽進入，造成短路，發生火災。另外，頂

櫃下面最好安裝照明燈，方便晚上做飯。

 廚房別選木製品

廚房裡經常冷熱不均，用木質的廚具

很容因為冷熱變化，造成變形。而且，廚

房的通風換氣並沒有那麼好，水汽易凝結， 

這樣會導致木製品開裂變形，甚至腐爛。

 油煙機要選吸力大的

抽油煙機的高度與灶台的距離，不宜

超過 60 厘米。而且抽油煙機和櫥櫃要同

時安裝，避免出現誤差，造成麻煩。另

外，考慮到爆炒的原因，抽油煙機不要選

歐式的，而要選中式裡吸力大的。

 廚房面積要適中

廚房使用面積一般為 10 平米左右，

這樣既能保證廚房的采光，又能保證合理

通風。廚房面積大的話，可以考慮放入餐

廳；廚房面積若小，則更應該注意收納。

 廚房插座安排好

廚房預留插座是重點，考慮到廚房防

火、耐熱的問題，在選材時一定要注意。

廚房插座一定要充足，否則後期一旦有問

題，改起來可就不是小問題了！ 

廚房裝修的  大要點 不可不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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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

感謝來信，我看過一句話這樣寫的：

「通常，我們為了愛結婚。然而，婚姻中

有許多事都跟金錢有關。」的確，在現實

婚姻生活中，「愛情」與「麵包」同樣重

要。而且，一份調查中顯示，無論是對男

性還是女性而言，金錢均列在與配偶爭吵

原因的前三名，或者是離婚的導火線。

為什麼金錢會成為婚姻爭吵中的主要

因素？其實，當夫妻為了金錢而吵時，往

往計較的不是金額，而是關於價值觀、目

標或優先順序等問題。譬如：他覺得交朋

友很重要，但是對配偶卻斤斤計較，而這

點在你的價值觀中是不被認同的。

其實，先生在金錢上的精算，對於母

親也不例外，由此可見：一、他並非針對

你才如此處理錢的問題；二、或許他以前

家境窮困，對被錢追著跑的日子感到恐

懼，所以用錢態度上似乎有些偏於謹慎。

其實，你們已經共同經歷過最拮据的日

子，如果他只是這點令你不滿意，你或許

可以從其他優點欣賞他，然後試著為此、

為孩子、一個完整的家進行溝通。

離婚能解決的是一時的煩惱。但是，

如果能在這之前通過溝通，為彼此結婚的

初衷再多做出努力，或許就毋須走上離婚

一途。不如就趁這機會，把夫妻之間的財

務管理問題攤開來說，但是切記，應該注

意溝通時用的字眼，以及你抱持的是批

評、責備等苛刻的態度，還是用非侵略性

的、理性的態度，合理抱怨才能不致於因

為吵過頭，問題非但沒有解決，夫妻關係

還因此決裂。

夫妻如果都是薪水階級，面對財務管

理，不論是各管各的，或者共同管理，都

要適度保持一些彈性，讓彼此擁有一些金

錢的支配的自主權與獨立性。總之，坦然

面對衝突，比忽視、逃避要好，也能走向

較穩固的婚姻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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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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麗夫人你好：

最近又開始鬼打牆，一直在低落的

情緒裡出不來，矛盾發生頭腦裡就是離

婚，相處不快樂不如分開！

我先生是一個工人，跟他結婚的時

候說的很好，一定會好好照顧我！結果

因為工作比較累，一下子有三個人的開

銷，壓力大吧，讓他整天喝醉，一直抱

怨他這麼辛苦賺錢，為什麼是我跟小孩

在花，他就只能當牛一樣做事。

我每天看到也是很累，大家不是都

這樣過來的嗎？你以為結婚很簡單嗎？

生小孩不用養嗎？他清醒的時候就比較

認命。那就想這樣我出去上班好了，多

一筆收入也好。沒想到我開始有收入之

後，他就說我們 AA 制吧，妳的花銷

是你的，我的是我的。

現在小孩長大了，他也因為包工程

鑽了錢，存款已經六位數，不知道為什

麼，他越有錢越小氣，幾乎不打算花錢

在我身上，回娘家的機票錢，保險的

錢，家裡生活開銷，一毛不拔！這些

事已經這樣過了好多年了，我不跟他

計較，結果導致現在越來越不好！

我生氣的點是，他有錢了，整天

想著去哪玩，買重機，去旅遊，可是

這些裡面沒有我跟小孩，我若要跟

去，得自己付錢！後來，我媽生病了

要花 50幾萬，跟他借了 15萬，還好，

他願意借，我跟家人也是很感激的！

最近不知道哪根筋

不對，他一直跟我

要這筆錢。沒錢讓

我 壓 力 越 來 越

大，他對自己

的媽媽也是這

樣， 我 不 知

道如何化解

我想離婚的心

病？

婚姻
為錢而困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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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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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腐料理千變萬化

本身沒有味道的豆腐，很容易吸

收其他食物和香料的風味，例如：利

用勾芡、壓泥加配料等方式，可創造

出獨特的豆腐滋味；同時，豆腐也是

最佳配角，可以很好的襯托各種葷素

食材。

泡鹽水豆腐炒不爛

易碎的豆腐怎麼炒？將豆腐炒成

雞米碎粒，或是切大丁醬炒，都各有

特色。只要豆腐先泡鹽水 30 分鐘，

脫水變緊實，就能耐炒。

去腐皮豆腐更細嫩

依料理所要呈現的特色，準備軟

硬度適合的豆腐種類；或是手邊只有

板豆腐，可用刀將其硬實的腐皮片

除，再改刀入菜。

文 / 邊吉 圖 / Fotolia

最平常的豆腐，卻能被烹調出細緻精巧的料理。

豆腐的營養豐富，又不含膽固醇，

被稱為「田裡的牛肉」。以豆腐取

代肉類，搭配色彩繽紛的蔬菜拌

炒，豐盛又養生。

板豆腐300g、西芹150g、新鮮紅蘿

蔔150g。

調料：豆瓣醬1大匙、糖2小匙、醬油1
大匙、水1大匙。

食材

1.醬炒豆腐

作法

備料：所有食材切相同大小，約1.5
公分的立方體。

西芹去筋切丁，汆燙斷生。

紅蘿蔔去皮切丁，放電鍋蒸熟軟。

豆腐切丁，放鹽水泡30分鐘，增

加強度。

熱油鍋，轉中大火下豆腐，表面煎

焦香，盛盤備用。

以小火炒香豆瓣醬，加入其他調

料，拌炒均勻，加入所有食材，攪拌

均勻即可起鍋。

滑嫩豆腐搭配海鮮，清爽不油膩

的美味，令人想一口接一口。用

南瓜當湯底，入口有豆腐味、南

瓜香，口感更有層次。

嫩豆腐300g、鮮蝦仁數尾、南瓜

200g、枸杞子1小把、青豆1小把、

雞高湯800cc。

調料：鹽、白胡椒粉、香油適量。

食材

2.南瓜海鮮豆腐

作法

備料：豆腐切大丁，泡鹽水30分

鐘。鮮蝦仁以滾水煮熟後冰鎮。青豆

以滾水汆燙斷生。枸杞子沖洗乾淨。

南瓜去皮蒸熟，搗成泥備用。

熱油鍋，下南瓜泥，以小火炒出香

氣。加入雞高湯，攪拌均勻，煮滾，

加入豆腐，煮滾，轉小火，熬煮15分

鐘。下鮮蝦仁、青豆、枸杞子，湯

滾，下調料，攪拌均勻即可。

平凡又精彩的豆腐
煎豆腐是很家常的菜，卻不是人人

都有自信煎的好。有蛋液幫忙，可

以將豆腐煎的更完整、焦香，搭配

醬料吃風味絕佳。

豆腐300g、雞蛋1個、青蔥2株、紅

椒少量。

調料：醬油1大匙、黑醋3小匙、糖1小

匙、香油適量。

食材

3.蛋煎豆腐

作法

備料：青蔥、紅椒切末。豆腐切成

厚片，不超過1公分。雞蛋打成均勻蛋

液備用。

豆腐放入蛋液中。熱油鍋，開中

火，下豆腐，聞到蛋香，翻動一下豆

腐，轉小火煎至焦黃。豆腐翻面繼續

煎焦黃。

豆腐盛盤。原鍋，下蔥末、紅椒

末，炒香加調料，融合均勻完成醬

料，即可熄火。

舀適量的醬料鋪在豆腐頂面，即可

上菜。

豆腐看似
平常，卻
能做出精
巧料理。

豆腐取代肉類，搭配色彩繽紛蔬菜，美味養

生。



 豆腐搭配海鮮，清爽不油膩。


豆腐裹蛋
煎，可加強

黏結，避免

破碎。

板豆腐有
緊實外皮，

可直接下到

油鍋煎。

美味
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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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建築
雕梁畫棟

文/美慧 圖/網絡圖片

中國古代建築向來以技藝精湛、匠心獨

具著稱，在雕梁畫棟之間，無不體現出中華民

族非比尋常的智慧與獨樹一格的東方之美。

表現在古代建築上的裝飾藝

術主要有木雕、磚雕、石雕、琉

璃、泥塑、彩畫、壁畫等。其

中，木雕、磚雕、石雕被讚譽為

中國古代建築之「三雕」，這些

講究對稱、連續的雕花圖案，常

給人寧靜平穩而又不呆板的節奏

感，它們風華絕代，底蘊深厚，

彷彿在向世人述說著一個個古

老、美麗的故事……

木雕

木雕是中國古代建築在裝飾

上最常使用的一種手法，因為中

國建築以木結構為主。建築上，

不止在門窗、欄杆等細小結構上

做雕刻，大型的結構，如柱梁、

窗楹、欄柱等均可一睹木雕的風

采。

木雕的題材廣泛，有人物、

山水、花卉、禽獸、蟲魚以及各

種吉祥圖案等，與磚雕和石雕相

比，木雕顯得更精緻，房子裡的

每一個角落都能讓人歎為觀止。

磚雕

磚雕是由質地堅細的青灰磚

經過精緻的雕鏤而形成的建築裝

飾，廣泛用於門樓、門套、門

楣、屋檐、屋頂等處，使建築物

顯得典雅、莊重。

作為建築的重要裝飾藝術，

由精湛的技藝、深厚的文化內涵

與獨特的藝術手法熔鑄而成的磚

雕，清新質樸而又巧奪天工。磚

雕對整座建築起著點題的作用，

不僅突顯著戶主的身分和意趣愛

好，也載負著了歷代不同的文化

傳承，留下了時代深深的烙印。

石雕

石雕是大型建築當中常見的

手法，在歷代皇家和皇親國戚的

宮殿、官府、宅院和園林中，石

雕、石刻裝飾隨處可見，古建築

群十分龐大壯觀，雕刻技藝精

湛，是中華文化藝術的巨大寶庫

和國家重點保護文物。

由於能夠長期經受風雨，因

此，古代建築在建築物露天的部

位經常會使用石雕來做裝飾，例

如門墩石、月台、欄杆、大型殿

堂前面斜坡道上的丹墀，廟宇建

築的柱子等等，其中，最著名的

石雕如唐代大明宮石刻，金代至

清代的孔府石刻，明清的故宮、

北海及園城、布達拉宮、瀋陽故

宮、頤和園、避暑山莊、恭王府

花園和圓明園石刻等，都是令人

歎為觀止、技藝精湛的佳作。

琉璃

各種色彩的琉璃瓦常用於建

築材料中，是中國古代建築的重

要裝飾構件，一般用於宮殿、廟

宇、陵寢等重要建築的屋頂和影

壁（如本篇文章大圖的琉璃）。

琉璃是屬於比較豪華、高貴

的一種裝飾手法，色彩鮮豔，工

藝難度比較高，凡用琉璃的建築

一般都屬於比較高級的建築，最

重要的是皇家宮殿的牆面及屋頂

上通常會用琉璃來做裝飾。

彩畫及壁畫

木材是中國古代建築的主要

建築材料，而油漆是延長木材使

用年限最簡單直接的方法，添加

油漆是木材結構必須的表面處

理。油漆是可以添加任何顏色顏

料的，因此，古代建築本身就給

人們提供了一個可以自由作畫的

條件，彩畫便是在建築物的木構

建上做裝飾的一種方式，如梁枋

等，除了具有保護的作用，也具

有裝飾的效果。

壁畫不是裝飾在構建上，而

是在牆壁上，是完整的一幅畫

面，整個一面大牆壁全部畫滿。

例如山西永樂宮的壁畫，壁面上

的人物神態非常生動，為中國美

術史上的一塊瑰寶。

泥塑

由於價格低廉，因此，泥塑

是民間建築常用的一種裝飾方

式，祠堂、會館、廟宇、住宅等

使用得較為廣泛，是民間老百姓

藝術的一種體現。

加上彩色礦物原料的泥塑稱

為彩塑，可以長時間經受風雨，

是南方民間建築比較常見的一種

裝飾方式。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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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藝術工作」的標題，再經由

媒體報導的火上加油，最後由毛

澤東親自收網痛批，拋出「外行

可以領導內行」之論。結果，秀

才書生的理性敗於流民兵家的暴

力，吳祖光被打成「反革命右派

分子」，成為文藝界第一個專門

與「黨」作對的「大右派」。

北大荒勞改

接下來是整個戲劇界，以至

文藝界對吳祖光的大批判，從

此，大會、小會接連不斷。

1958 年，吳祖光被發配到

千里冰封的北大荒。

吳祖光一走，新鳳霞馬上被

逼迫要與吳祖光離婚，她嚴詞拒

絕。高官威脅不再讓她唱戲，她

回答說：「評劇是我的生命，吳

祖光是支撐我生命的靈魂；如果

不能兩全，我寧願要祖光。」

新鳳霞去劇院上班，迎頭而

來的是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儘管

被定性為「反革命右派分子」對

她進行批鬥，但劇院仍指靠她的

招牌演出。

只要是她主演的劇目登出海

報，立即滿座；而她不參加的演

《閱微草堂筆記》是紀

曉嵐晚年所著。記錄的都是

他自己耳聞目睹、有名有姓

的事情。有一些還是他自己

家人或者他自己經歷的。他

的文章風格質樸簡淡，自然

妙遠，內容豐富，讀來饒有

興味，在此介紹兩個故事分

享於讀者。

吳祖光，具有推動中國戲劇

文化進步的滿腔熱情，正直敢

言，卻不幸以其赤忱與天真，遂

掉進了中共「陽謀」陷阱之中，

在「反右」、「文革」中受盡屈

辱與災難。

家庭的文藝薰陶

吳祖光的父親吳瀛是位文物

鑑賞兼收藏家，博學多聞，因

此，家庭濃厚的文化氛圍給予吳

祖光極大的薰陶和影響。

中學時，吳祖光初試文學習

作，發表過一些詩歌和散文，此

外，他也被京劇藝術的特殊魅力

吸引，常跑戲園並沉醉其中。中

學畢業後，進入中法大學文學

系，僅一年即應戲劇家余上沅之

邀去南京國立戲劇專科學校擔任

校長室秘書。

後來，在父親的鼓勵下，

他創作出他的第一部作品《鳳凰

城》，被譽為神童，從此踏上了

他的戲劇之路。

二十多歲就成為香港知名電

影編導的吳祖光，經老舍介紹，

遇見了在評劇舞臺上當紅的新鳳

霞，兩人互相傾慕，互許終身，

可是，婚後恩愛幸福的日子沒過

多久，就風雲變色。

風雲突變 被打成右派
在中共建政之初的一次「兩

會」上，身為政協委員的吳祖

光率先發言：「法規一定要建

立。否則，中央領導犯錯誤誰監

督。」直率的一句話卻和共黨極

權格格不入，也觸犯到掌權者的

禁忌。多年後，作家馮驥才憶起

吳祖光敢言的這一幕都不寒而

慄，連稱吳祖光膽大。

5 月，中共號召大家幫它

「整風」。人緣頗好的吳祖光家

裡一時聚集了眾多訪客，許多受

到煽動的朋友都來勸說吳祖光，

說可以利用這個機會給國家提供

一些好的意見。讓本來就好打抱

不平的他，躍躍欲試的準備「響

應號召」。

1957 年 5 月 31 日， 官 方

邀請吳祖光出席全國文聯的一個

會議，還派人派車來接。妻子新

鳳霞彷彿預感到不祥之兆，一向

溫順的她叉著腰站在家門口，堅

決不許丈夫跨出一步。但轎車在

按喇叭，接的人也在旁催促，讓

吳祖光焦急地推開妻子，大步走

出了家門。

在人數寥寥的會議上，吳祖

光率先發言：「文學藝術本是給

廣大的讀者和觀眾讀的、看的，

只有自由寫作、表演才是唯一的

道路，應當給作家、藝術家絕對

的自由。外行不能領導內行。」

吳祖光於是掉進了中共刻意

設下的陷阱。

他的發言被加上「黨趁早別

吳 祖 光，是 中 國 著

名劇作家，從 2 0世紀 3 0
年代起開始戲劇創作，代

表作有話劇《鳳凰城》、 
《正氣歌》、《蔡文姬》，

京劇《三打陶三春》，評

劇《 花 為 媒 》等，其 中 
《風雪夜歸人》最為膾炙人

口，久演不衰，成為中國話

劇的經典之作。

出，則門可羅雀、無人問津。劇

院就在演出的後臺貼上大標語：

「右派分子吳祖光的老婆新鳳霞

不要翹尾巴！」以此警示觀眾與

記者不能接近她。

她白天挨批鬥，晚上唱戲從

舞臺上下來之後，就要去刷馬

桶。她心裡委屈，老舍就勸她多

給吳祖光寫信。她寄東西，寫了

很多信，不會寫的字就用畫畫代

替；吳祖光也寫厚厚的信給她，

書信成了他們唯一的安慰。

歷經磨難  
自嘲「生正逢時」

在北大荒三年，吳祖光渡過

了一段極為漫長難熬的日子：父

親撒手人寰，老母忍辱負重，妻

子被株連，3 個孩子不許升學，

長子吳鋼被送去農村「鍛鍊」，

次子吳歡初中讀完也送到北大

荒，做了 7 年「兵團」通訊員，

每天做苦役送信，小女兒吳霜初

中畢業後，也被迫取消升學的權

利，只能待在家裡。

吳祖光的幾個弟妹也先後遭

受牽連，五妹被遠遣福建，七妹

遠送雲南，八妹畢業於外交學

鄭蘇仙夢到冥府

北村有個人叫鄭蘇仙。他對

鄉鄰說，有一天在夢中他到了冥

府，看見閻羅王正在審訊鬼魂。

看到有一位鄰村老婦人來到殿

前。閻羅王見了，本來嚴肅的

面容，換成一副笑臉，對這個

老婦人拱手相迎，還賜給老婦

人一杯茶。同時命令下屬官吏：

趕快送她到人間一個好地方去 
投生。

鄭蘇仙小聲問身旁的冥吏：

「這位農家老婦人有甚麼功德，

令閻君如此看待她？」

冥吏說：「這老婦人一生當

中從來沒有損人利己的心。利己

之心，即使是賢人士大夫，也難

昨 夜 星 辰

院，她的同班同學後來都做了大

使、代辦等外交官，她卻遠在

內蒙古默默無聞，六弟在蘇聯

留學，卻被抽調歸國進行批判 
改造……

三年的勞改結束後，沒過完

幾年平靜的日子，轉眼間，「文

革」又接踵而至，他再次成為戴

罪之身，被關押了八年。

1975 年，「文革」結束前

夕，新鳳霞發高燒還被迫去勞

改。在跨出家門的一刻，她突發

腦溢血昏倒。因單位不給開介紹

信耽誤醫院治療，導致左半身偏

癱，永遠地告別了鍾愛的舞臺。

每次看到妻子行動不便、步

履維艱時，吳祖光就會聯想到她

被迫害的情景，不免憤從中來，

痛罵打手和惡首。妻子的傷是他

永遠的痛。

「文革」結束後，吳祖光創

作了一部反映中國民間藝人飽

含辛酸、苦難生活的喜劇——

《闖江湖》。這是一部反映中國

民間藝人的苦難生活、飽含辛

酸的喜劇，妻子新鳳霞就是女

主角的原型。

一生創作過四十多部劇本的

吳祖光說：「我寫了大半輩子劇

本，可是最使我感情激動、甚至

產生一種特殊偏愛的，就是這個

《闖江湖》！」原因無他，就是

因為他們夫妻倆都是深受中共迫

害的受害者。

然而，後半輩子幾乎在悲慘

歲月中渡過的吳祖光，總是以堅

強及微笑面對磨難，他最喜歡說

自己是「生正逢時」，在風雨如

晦的日子裡，他一直堅持要發

聲，堅持要寫作，牆上的那幅

「生正逢時」的書法作品就是他

晚年再次被批判時不屈不撓心態

的寫照。

一生以戲為生的吳祖光，

因心臟病突發，於 2003 年 4 月

9 日病逝，終年 86 歲。他少年

逃學看戲，青年寫戲，中年編

戲，晚年評戲，最大的心願就

是用戲劇為觀眾帶來歡樂，然

而又有多少人知道，在觀眾們

笑逐顏開的背後，隱藏了多少

不為人知的辛酸！

鄭蘇仙夢冥府等二則
以避免。可是尋求利己的人必定

要損害別人，種種詭詐奸巧都是

因為要利己而生發出來，種種誣

陷冤屈坑人害人也都是為了利己

而造業。甚至遺臭萬年，流毒四

海，貽害無窮。都是源於這利己

私念。」

冥吏說：「這位鄉村老婦能

夠抑制私心，令那些飽讀詩書的

儒生雅士都相形見絀。冥王對

她格外尊重，這又有甚麼奇怪

呢？！」

鄭蘇仙一向是個很有心計的

人，聽了這番話心中一驚。

鄭蘇仙接著又說：「在這個

農婦到閻羅殿之前，還有一個身

穿官服的官員，昂首挺胸地走進

閻羅殿來。對閻王聲稱說自己是

個廉潔好官，生前無論到哪裡，

都是只喝一杯水，現在來冥府報

到，無愧於鬼神。」

閻王瞅瞅他，微微一笑，

說：「設立官職是為了治理國

事，包括管理上至國策，下至管

理驛站、河閘的官員等，洞察其

中利弊，許多應該做的事。僅僅

認為不要錢就是好官，那麼把木

偶放在大堂上，它連一杯水也不

喝，不更勝過你麼？」

這個官員又辯解說：「我雖

然沒有功勞，但也沒有罪過。」

閻王又說：「你這個人不論

幹甚麼都只顧保全自己，某某

案，你為了避免嫌疑而不表態，

難道不是有負於百姓麼？某某

事，你嫌麻煩操勞而不去做，這

不是有負於國家麼？《舜典》中

『三載考績』，是怎麼說的？沒

有功勞就是罪過。」

閻王說的讓那位官員十分不

安，頓時鋒芒大減。閻王這時口

氣平和下來，看著他笑道：「只

怪你有點太盛氣凌人了。平心而

論，你也能算個三、四等的好

官，轉生還能做一個士大夫。」

隨即命令把這位官員送到轉輪王 

吳祖光、新鳳霞及其家人

戲劇才子人稱羨
風雲突變淚辛酸吳祖光

那裡。

天津一舉人

天津有一位孝廉舉人。一

天，他約了幾個朋友到郊外踏

青。他的朋友這些人大多是輕薄

少年，紈絝子弟。一路走來。看

見柳樹蔭裡有個少婦騎驢路過。

少年們欺負她獨身一人，便尾隨

在少婦身後，胡言亂語，百般戲

謔調笑。

少婦也不答理他們，用鞭子

抽打驢子快點走，這幾個人就快

步追。看著有二、三個人追趕上

來，那少婦忽然下驢，和他們搭

話，看意思好像很喜歡他們的樣

子。一會兒，孝廉舉人和另外

三、四人也趕了上來。舉人仔細

一看，這不是自己的妻子嗎？但

是他的妻子不會騎驢，那天也不

會到郊外來呀。他心裡又懷疑又

惱怒，走上前就訓斥這個女子。

可他妻子根本就不理睬他，只顧

和那幾個紈絝子弟嬉笑。

這個時候這個孝廉舉人可受

不了了，只氣得怒火中燒，舉手

就要搧妻子耳光。只見他妻子忽

然飛身上驢，又變成了另外一個

女子的相貌，不是他妻子的模樣

了。這個女子用鞭子指著舉人

說：「見了別人的妻子，就百般

侮辱調戲，見是自己的妻子被

別人調戲，就如此的憤恨。你

真是白讀聖賢之書了！」一通數

落。數落夠了，就趕著驢，逕直 
去了。這舉人面如死灰，呆呆地

僵立在路旁，半晌無語，半天不

能動。也不知這個少婦到底是何

方神聖。

紀曉嵐評論說，通過這兩

件事，可知人的內心深處有一

點雜念，也能被鬼神看穿。即

使不是惡人，一念之私，也免

不了受責備。人生一念，天地

皆知。鬼神時刻都在你身邊。

這話真不假啊！

紀 曉 嵐 閱 微 草 堂 筆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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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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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知道患黴菌病？

有關家裡黴菌的問題，普

通醫生很可能不會有太大的幫

助，因為傳統醫學並不認為暴

露黴菌是一個問題。

另外，可能難以診斷被有

毒黴菌感染的人，它的症狀跟

很多其他疾病都很類似，並沒

有特殊的症狀。

甚麼是黴菌

黴菌是多種類型真菌的組

合，以細絲狀生長，並產生肉

眼看不見的孢子，孢子脫落於

空氣中，然後再到其他地方繁

殖。黴菌生長在潮溼溫暖的地

方，但即使你生活在亞利桑那

州或內華達州那樣的乾燥地

區，只要有漏水、衛生間不通

風或滲水，黴菌也會成為問題。

黴菌可以生長在浴室、蓮

蓬頭或靠近淋浴的角落裡，特

別是浴室通風不好的地方。黴

菌還可以附著在鞋子、寵物、

衣服、地毯、家具、書籍和文

件上。黴菌還可以在空調系統

中流通，特別是如果您不更換

篩檢程式（建議每隔一到三個

月更換一次HVAC篩檢程式）。

總體而言，受水損壞的建

築物會在空氣和灰塵中形成複

雜的汙染混合物，從而產生有

毒的化學物質。

另外，黴菌產生黴菌毒

素，是一些有毒的化學物質，

存在於釋放到空氣中的黴菌孢

子和碎片上。不是哪一種毒素

導致人生病，是所有毒素的綜

合作用，所以，最好將被水損

壞的地方或建築物看做病原。

鑒於我們大多數人花大量

的時間在家庭和室內工作環

境，所以您很可能已經遭受了

黴菌的侵襲。當你買房子時，

檢查員如果在房子報告中包含

了黴菌問題，顯然這不是一件

好事。

黴菌怎樣致病

黴菌毒性能夠導致較大範

圍的生物毒素性疾病，也稱為

慢性炎症反應綜合症（Chronic 
I n f l a m m a t o r y  R e s p o n s e 
Syndrome，CIRS）。

理查 · 舒馬克醫生（Ritchie 
Shoemaker） 對 黴 菌 病 有 深

保健
常識

反應和由此產生的症狀就會持

續數年。

黴菌病的症狀

記 憶 問 題、 腦 霧（brain 
fog）、注意力不集中和執行能

力減退；疲勞、虛弱和運動後

不適；肌肉痙攣、疼痛、沒有

炎症表現的關節疼痛和持續的

神經痛；麻木和刺痛；頭痛；

光線敏感、紅眼睛或視力模糊；

鼻竇問題、咳嗽、氣短和哮喘

樣症狀；震顫；眩暈；持續的

神經疼痛；腹痛、噁心、腹瀉

和食慾改變；感覺有金屬味道；

體重增加，減肥失效；夜間出

汗或者其他體溫調節問題；過

度的飢渴；排尿增多；靜電「衝

擊」。

看看上面這些症狀，黴菌

中毒非常容易被誤診為其他的

疾病！然而，三十年來的科學

證據表明，黴菌會造成嚴重的

健康問題。

怎樣診斷CIRS
診斷 CIRS，專家一致認

為，你需要符合以下標準：

1. 與生物毒素暴露相一致

的病史、體徵和症狀。對於黴

菌毒素疾病，病史應該包括：

暴露於產生毒素的黴菌，這需

要有經 EPA 批准的 ERMI 測試

紀錄。在其他情況下，如：微

囊藻毒素（microcystin）和卡

那黴素（ciguatera）等，病史

應該包括：暴露史或實驗室證

據。

2. 要有人類白細胞抗原系

統（HLA）易感單倍型測試結

果，然後根據這項測試確定對

黴菌毒素的易感性的遺傳傾向。

3. 視覺對比敏感度（Visual 
Contrast Sensitivity，VCS）

編譯 / 高新宇

整版圖片：FOTOLIA

您可能無法看到或聞

到黴菌，但它可能會在您的

家裡生長繁殖，產生黴菌毒

素，使您感到不舒服，從而

影響您的健康。

試驗。

4. 生物標誌物與表徵 CIRS
的神經免疫、血管和內分泌的

異常表現相一致。如果您有一

個生物毒素的接觸史、有易感

基因類型和異常 VCS 測試，那

麼您實驗室檢測結果很可能會

顯示 CIRS 的常見異常。

入的研究。他曾經出版了八本

書，其中，包括：《在黴菌中倖

存：危險建築時代的生活》，他

這樣定義：慢性炎症反應綜合

症（CIRS）是一種急性和慢性

的全身性炎症反應，是暴露於

水損害建築物中生長的有毒微

生物（包括但不限於真菌、細

菌、放線菌和分枝桿菌）所導

致的炎症疾病。

這個科學論述大概已經刷

新了您的知識！舒馬克醫生還

說：「24% 的人對黴菌不能做出

足夠的抗體反應，而且這 24%
的人占據了生活在水損建築物

內的病人的 95% 還多。」

為甚麼有些人易感

正如舒馬克醫生所述，大

約 24% 人口的基因容易受到黴

菌毒性損傷，如果您的基因類

型恰恰是在這 24% 的人群之

內，那麼當暴露於足夠的黴菌

數量時，您就有可能對黴菌產

生不良反應。

此外，還有 2% 的人之基

因特別容易受到黴菌毒素的損

害。但是，如果您不敏感，雖

然您得病的機會會降低，但也

並不等於是零。

基因易感的人在基因遭到

黴菌毒素損害後，不能識別毒

素，所以毒素會在體內循環，

導致毒素在體內引發持續的炎

症反應。大多數的這些人不知

道他們有遺傳易感性。

水損壞建築物造成的黴菌

病是一個嚴重的健康問題，這

不是過敏症，這是由免疫系統

失控引起的慢性炎症狀態。

CIRS 不會自行治癒，不會

減退，除非得到治療，否則將

繼續引發疾病。病人的疾病被

植入 DNA 中，一旦觸發，炎症

自製運動飲料

運動後喝運動飲料，

有補充流失的水分、醣類、

礦物質和補充運動時所消耗

的能量之效果。

自製運動飲料方法簡

易又天然，只須準備開水

500c.c.、鹽 1.5 公克、砂糖

30 公克，以及柳橙、檸檬

等水果原汁 10c.c.，將所有

材料混合拌勻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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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子

寵物

衣服

地毯

書籍

黴菌可能附著在哪裡？

將糖、水等材料混合拌勻。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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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時，江寧府（現在的南京）長

江以北有一個姓張的掮客，過江前往江寧

收債。到年關將近，在一天的黎明，肩扛

自己的行李準備出城回家過年。由於起身

太早，到達城門時城門尚未開啟，只能在

市場的屋簷下等待。

一會兒張某感到身體困頓難支，便把

裝金銀的布褡褳放下，自己身坐其上閉目

休息。比及城門開啟，起身肩扛行李急急

出城，早已忘記了自己身下裝有金銀的褡

褳。出城一里多遠，張某才發現自己所帶

金銀全部丟失，急忙返回原處尋找。但是

此時已經是市集開張、左吆右喝，人如雲

集、比肩繼踵，自己的布褡褳早已不知去

向。

見此情景，張某愁眉緊蹙，徘徊觀

望。此時，有一個老者走來詢問其情，

張某就把自己的情況如實告訴了老人。

於是，老人就把張某邀入自己的家中說：

「我今天早上開門，撿到了一份別人丟失

的物件，不知道與你丟失的物件是否相符

合。」張某說：「我丟失的東西共有兩封。

大的是東家的，小的是自己的。其中每封

分別為銀錠若干。」老人打開原物驗檢，

與張某所說相同，就原物奉還。

張某感動而泣，對老人說，自己願意

把自己的那份銀錠拿出來相謝。老人笑著

說：「我如果愛財，剛才不會與你言語此

事，你難道還不能理解我的心嗎？」張某

便與老人各道姓名而別。

到了江邊，張某等待渡江。突然江

風大起，江中渡舟幾多傾覆，溺水者無

數。張某站在岸邊目睹此情此景，惻隱之

心油然而生：「我今天攜帶的金銀失而復

得，我的命也可謂是死而復生了。」於是

拿出自己的那一份銀錠為報酬，讓江邊的

救生者操舟前往江中救人，有數十人因此

獲救。

獲救者都來感謝張某的救命之恩，並

互通姓名而別。被救的人中有一個江寧府

的少年，正是還給張某銀錠的老人的兒

子，在江北做生意，回家途中遭遇船傾身

溺之災。吃驚之間，張某把此奇遇告知了

現場的人，聽到的人都嘆事出奇巧，感天

理昭彰。後來兩家彼此感恩，結為姻親。

在這個真實的故事裡，當初拾到錢財

的江寧老人，見財不昧、行善無求，既解

了張某的困頓、救人於危難，又在張某的

心中種下了行善濟人的種子，也奠定了後

來兒子得救的機緣。

如果當初張姓的掮客丟失錢財後，拾

到錢財的老人見財昧心，張姓也可能因丟

失巨財而死，自然也談不上後來的江邊救

人，老人溺水的兒子也會因無人相救而

死；縱使張某不會因失財而死，在江邊見

溺者無數心生惻隱，也無錢為酬救助他

人，抑或因自己的遭遇不能生出惻隱之

心，豈不悲哉！正是：

行善無求，啟他人善心，解自己苦

厄；濟人困頓，積他人善資，得他人濟

渡。

感世風日下，不如行善於微行，種福

田於未來；嘆人心不古，不如濟人於平

日，植解自我困頓之機緣。

文據（清）徐錫齡、錢泳《熙朝新語》

這日，黛玉上完課回來，見良玉房

中還亮著燈光，就拉著寶玉來看良玉。

三人正說笑著，桃花端著一盤點心送來

了。黛玉把點心推到良玉跟前，良玉隨

手拈了一個放在嘴裡：「好吃，這新鮮的

點心就是不同。不過我從來不吃夜宵。」

吃完了一個，就再也不吃了。寶玉問：

「為什麼？」良玉說：「我每日早早就睡

了，不熬夜。」黛玉說：「這倒真不像個

趕考的人。」良玉說：「我未必還真要

『頭懸樑，錐刺骨』啊？我早睡早起已成

習慣。其實我對吃一點不講究，只要能

填飽肚子，吃什麼都可以。」寶黛二人

驚訝不已。黛玉說：「咱家供不起呀？為

什麼這麼苦自己？」良玉淡淡地說：「我

從小有個嚴父，父親為官多年，十分清

廉，我們生活很節儉。我們家的佣人只

有幾個，什麼事都是自己動手。到了蘇

州老家，李伯搞了七、八個丫頭塞到我

房裡，說大戶人家都是如此，我又不好

退回，就說：你們只打掃一下房間就可

以了，其它事我會做。」

「後來又有嚴師，做他的弟子必須又

學文又學武。他最怕我們染上紈絝子弟

的惡習，常帶我們到窮困的鄉村，一住

幾個月，穿粗布衣，吃五穀雜糧，有時

沒有床，就滾稻草堆。有一次，把我們

帶到荒山野林，乾脆把我們幾人扔到一

個大原始森林裡，身上什麼也沒帶，臨

行時說：『七日後，師父會來接你們，你

們見我時，必須毫髮無損。』那幾天，

我們吃草根，啃酸澀的野果，有時餓得

連老鼠，螞蟻都吃；晚上睡在發霉的爛

樹葉上，又怕動物來襲，就爬到樹上，

經常是一根樹枝當床用。嚴師出高徒，

當今很多名人賢士，著名將軍都是他的

弟子。」黛玉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

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

行拂亂其所為。」寶玉說：「這位大師

如今還在廣州嗎？我去拜他為師。」黛

玉瞥了他一眼：「真是個無事忙！你想

吃苦磨練在這裡也行啊。你明兒就跟大

哥下田幹活就行了。」寶玉說：「那日

我是要去的，大哥聽說，直擺手，連忙

說：『你千萬別去，你若下地，我還得專

門派一個人伺候你，怕你摔著，碰著，

蚊蟲叮著……』」良玉一聽，噗哧一笑，

說：「大哥是個老實人，說的是真話，

下農田幹活確實不適合你，你可以找你

力所能及的事做做。」黛玉說：「他這幾

日也沒閑著，在回憶整理我們以前寫的

詩。」「什麼詩？」「以前在賈府，我們

眾姐妹一起組織了幾次詩社，人最多時

也有十幾個，我們按時聚會、飲茶、寫

詩，中間也不乏好詩。」良玉說：「侯門

貴族的公子，小姐寫的也都是風、花、

雪、月，抒的也都是閨閣閑愁。不過，

也能自成體系，也有旨趣深邃、詩句清

行善無求  濟人自濟

A broker  in  the  Qing  dynas ty, 
Mr. Zhang, crossed the Yangtze River 
from the north to the city of Jiangning 
(present day Nanjing), to collect a debt. 
He planned to return home for the New 
Year holiday right before the year ended. 
At the first light of dawn, he got ready to 
leave the city with his belongings on his 
shoulder. However, he had left too early 
and had to wait under the eavestrough of a 
building in the market for the city gate to 
be opened.

After waiting for some time, Mr. 
Zhang felt a wave of fatigue. He put 
down his cloth bag filled with money, sat 
on it, and closed his eyes to rest. When 
the city gate opened, he rushed to the 
gate with his belongings on his shoulder, 
completely forgetting the cloth bag he had 
been sitting on. When he realized he did 
not have the bag with him, he was already 
more than one li (about 0.3 miles) away. 
He immediately hurried back to the site. 
But the marketplace had opened and was 
already crowded with people. His bag was 
gone.

Mr. Zhang frowned and hovered 
nearby, hoping that someone might return 

his bag. An elderly man appeared and 
asked what had happened. He listened, 
then invited Mr. Zhang to his home and 
said, “I found an item on the ground when 
I opened the door this morning. I don't 
know if it is yours.” Mr. Zhang replied, 
“I lost two envelopes, each with a certain 
amount of silver bullion. The larger one 
belongs to my boss and the smaller one is 
mine.” The elderly man checked the items 
in the bag, which were exactly as Mr. 
Zhang had described. He thus returned the 
bag to Mr. Zhang.

Mr. Zhang was moved to tears and 
wished to thank him by giving him his 
own silver bullion. The elderly man 
smiled and replied, “I would not have 
told you about the bag if I loved money 
so much. Do you understand?” Mr. Zhang 
asked the elderly man his name and left 
for home.

When Mr. Zhang was waiting by 
the river for the ferry, a strong wind 
suddenly started up. Many boats capsized, 
and many passengers were drowning. 
Seeing this terrible scene, Mr. Zhang had 
a compassionate thought: “I recovered 
the lost bullion today. It can be said that 

I regained my life.” Using all of his own 
money, he hired people to rescue those 
who were drowning. Several dozen people 
were saved by his compassionate thought.

All the survivors came to thank Mr. 
Zhang for saving them. One of them 
happened to be the son of the elderly 
man who had returned Mr. Zhang's lost 
bag to him. He was on his way home to 
Jiangning after finishing business north 
of the Yangtze River. Mr. Zhang was 
surprised about this. He then told his 
own story to those present, and everyone 
was amazed at the miracle. They realized 
it must be the heavenly law of good is 
rewarded with good. Later, these two 
families became relatives by marriage.

In this story, the elderly man did not 
keep the fortune he found for himself and 
did not ask for a reward for doing a good 
deed. He not only saved Mr. Zhang from 
his difficulty, but also planted a seed in 
Mr. Zhang's heart to do good deeds, thus 
laying an opportunity for his own son to 
be saved later.

Can you imagine what might have 
happened if the elderly man had kept it for 
himself? Mr. Zhang might have committed 

suicide over the huge financial loss, and 
in turn, would not have had the chance 
to save many people from drowning, 
including the son of the elderly man. Even 
if Mr. Zhang did not commit suicide and 
was compassionate toward those who 
were drowning, he would not have had 
the money to hire people to help rescue 
them. On the other hand, it would have 
been worse if Mr. Zhang had not cared 
about those who were drowning because 
of his own misfortune. An old saying 
advises, “Doing good deeds without 
seeking repayment will inspire others to 
be compassionate and resolve your own 
tribulation; helping others accumulate 
wealth to do good deeds and you will 
receive help from others.

Finally, the following saying provides 
sound advice, “It is better do small good 
deeds to build up fortune for the future 
than to sigh over the decline in morality; 
it is better to help others every day so that 
you might be helped in hard times than to 
sigh over degenerate morals.”

Story from Xi Chao Xin Yu by Xu 
Xiling and Qian Yong from the Qing 
Dynasty

By Doing Good We Benefit Our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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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四回（上1）

黛玉
後傳

文/黃靚

新的好詩。」黛玉眼睛一亮，忽然說：

「寶玉，我建議你暫停。現在當務之急是

幫我哥一把。」良玉一聽，十分高興，

「太好了，能有你們兩位高手相助，文

章定能錦上添花。」「我們怎麼幫呢？」

黛玉邊思索邊說：「八股文我們不需幫

了。那日，我替哥整理房間，看到他以

前的習作，很佩服。八股文有嚴格的框

架要求，字數也受限制，可是我哥竟能

輕車熟駕，運用自如，並能做到游刃有

餘。難怪在鄉試中能一舉奪魁，得了個

解元。」良玉淡淡一笑說：「哪有你說得

那麼好，只不過近年來寫了五六百篇八

股文，練多了，熟能生巧而已。」寶黛二

人驚呼起來：「寫了這麼多篇？！」「天

哪！真有毅力，佩服佩服！」寶玉連連讚

嘆。寶玉說：「那我們還幫什麼？」黛玉

說：「我們的目標是爭取得到殿試一甲。

殿試是皇上親自主持，不寫八股文，是

一般的議論文，題目也不會怪癖，咱們

就幫我哥想想，殿試會出什麼題，讓我

哥多練練。」寶玉說：「對！對！咱們

衝向寶塔尖，爭取一舉拿下狀元。咱們

先把歷年來殿試的題目拿來看看，作為

參照，再想想當今天下、民間、朝堂上

下，有哪些重要話題，然後擬些題目讓

良兄寫。良兄反正能吃苦，再寫個百多

篇文章不在話下。」良玉說：「很好！」

黛玉說：「我父親當年才得個探花，咱們

這一輩，要超過父輩，他們有知，會含

笑九泉的。」寶玉說：「姑父當年能拿個

探花也很了不得了。前三名啊！眾人仰

慕，常聽大人說，當時前三名的文章登

在邸報上，人人爭相傳閱，很多人認為

比狀元的文章還好，更兼姑父當時年輕

英俊，風流倜儻，一表人才，一時名動

京城，多少名門世家的小姐爭相攀親。

我姑姑，就是你母親，當時是賈家的二

小姐，才貌雙全，芳名遠播，來求親的

人絡繹不絕。這時被姑父看中，兩人結

了親。結婚時，那個熱鬧啊，幾乎是全

城空巷，都來一睹這一對玉人的風彩，

一時傳為佳話——」「好了，好了，別吹

了，說得天花亂墜，哪有那樣轟動？」黛

玉打斷了他的話，寶玉說：「我真的沒

吹，不信你以後問問我爹娘。」三人說得

熱鬧。這時冬兒走來：「少爺，小姑說，

你該睡覺了。」黛玉抿嘴一笑，問冬兒：

「她自己為何不來？」

幾天過去了。寶玉黛玉二人反覆推

敲，仔細斟酌，擬了二十個應試題，良

玉看了非常滿意，自己一口氣又擬了八

個題目。這幾天，良玉連續寫了八篇文

章。把黛玉夫婦請到書房，讓他們評點

指正。此時，黛玉和寶玉坐在椅子上低

頭認真閱讀。良玉站著靠在書架上，邊

喝茶，邊看著他倆。（待續）

殫心竭慮找癥結  苦口婆心勸鴛鴦

《赤壁圖》局部（明 · 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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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伊可裝

衣著具有文明內涵

其實一件服裝的材質、顏

色、款式是否和諧一致，深切影

響一個人的氣色、肢體語言、情

緒，也影響其在職場、社交場合

上是否被重視。

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深信宏觀

的自然學說，相信天地之間充滿

各種能量的物質，相信人遵循和

諧、順勢而為，才能達成平衡人

體的運勢。

因此在傳統文化裡，衣著和

裝容必須得體。得體就是從外在

表達出你的身分、地位以及對生

活的追求，才會讓你得到認同甚

至尊重。這種表達一旦隨意放縱

了，就容易招惹不順甚至災難。

衣著裝容的影響

外在的衣著、裝容影響兩方

面，一是社會人群通過這些外在

的表達對你產生直觀的認識，這

種認識可能往往會伴隨著機遇。

穿著給人的印象是穩重可靠的

人，就會有一些機遇信息告訴

你。而你的穿著讓人認為你是輕

浮狡詐的，就很多情況不向你說

明，機遇也就少了很多。

也因為你經常表達出這種信

息，讓你身邊聚集的都是這類的

人群，這就產生第二種影響，就

是對你自己內在的影響。

由於你表達的輕浮，身邊聚

集的也都是輕浮的人群，那麼你

的情感，財運就會受到毀滅性的

打擊。

用流行的混搭來舉例，當一

個人喜歡並追求所謂的混搭風

格，無論男女，會給人一種不知

所謂的感受，不知道你想表達甚

麼？不知道你要怎樣？不知道你

會怎樣？下一秒你會產生怎樣的

舉動，無法推測。於是產生了混

亂，事業上無法得到信任，情感

上會出現猜疑，緊接著窮困就不

期而至。只能一邊埋怨運氣不

好，一邊抓破頭皮找破解之法。

衣著裝容就是吉祥物

許多人添購水晶、金鍊、珠

圖片來源:FOTOLIA

衣著和彩妝是時尚

界的重要指標，各種翻新

的花樣，所謂的潮流傾巢

而出、不斷更新，吸引人

們競相追逐。流行必須不

斷突破，才能吸睛、才會

刺激購買慾，所以新奇鬥

豔、花俏的造型，在無形

中引導人們放縱自我、特

立獨行。

寶等飾品，除了讓自己更為光鮮

耀眼之外，還想藉此逆轉自己的

運勢。

選甚麼樣式、甚麼色澤、甚

麼圖案、甚麼配飾，都是由你興

趣所致，產生的源頭是你的傾向

表達，而這種傾向則受到你的現

實近況，你的時運變化，你的環

境變化的影響，簡單的講就是受

你命運狀態的影響，並不亞於所

謂的吉祥物。

大家不妨觀察身邊一些重視

傳統，重視教育的家庭，他們的

子女不允許穿得很暴露、或者說

很出格怪異，自小就是如此，服

裝色澤上都偏於素色為主色調，

而他們的後代也都有不同程度的

成就。

相反有一些暴發戶突然起

家，或突然得權的一些家裡，他

們的子女有些會打扮得很出格，

後來的發展也往往不佳。

這也不是說人不能去嘗試新

鮮的事物，只是不要盲目的去跟

從所謂潮流，不要別人認為那是

潮的，你也就非要去跟風，這種

盲從的下場會讓你成為相關垃圾

文化的犧牲品。

命理達人提點穿搭要領

選擇天然材質：如棉、

麻、羊毛類的材質，其手感溫

和，適合人體。

隨時代演變，目前市面上

很多機能性布料，強調吸溼、

排汗、防水等功能，大都是以

石化纖維製作而成，但無論

從人體上或順應天然的角度

來說，對人體都不是最好的選

擇。

服裝搭配五行：盡量穿著

自己所屬的五行幸運色，有助

於提升運勢。這得經過排測八

字才能得知。

飾品搭配五行：雖然時尚

圈對金屬材質的喜愛持續不

退，但從五行觀的角度來說，

並非每一個人都適合金屬配

件，如果命格屬木的人就不適

合戴金屬飾品，因為金剋木。

◎文︱宇榮

淺說七相
命理學說是一個完整的系

統，不能分割孤立，有一句口訣

比較全面性，同時也把他們之間

的權重關係說的比較明白。

那就是「一命二運三風水，

四積功德五讀書，六名七相八敬

神，九交貴人十養生，十一擇業

與擇偶，十二做人辨吉凶」（趨

吉避凶）。

說到「相」，狹義上講是人

的面相，廣義上講是一個人的整

體形象，包括面相、手相、身相

等等。

面相對人運勢的影響比較好

理解，我們在找工作、找物件或

者在與人交往時，都十分看重形

象，尤其是第一印象非常重要，

有時候起到絕對的作用。

相學基本內涵包括七相

一面相：十二宮，三停三才

論，四學堂八學堂論，五官說，

五岳四瀆，五星六曜，九洲八

卦，流年運氣部位歌。

二手相：生命線、事業線、

感情線、玉柱紋、月暈紋、旅行

神秘紋。

三身相：腰圓膀粗，虎背熊

腰，腹拱垂體，手長過膝等等。

四動相：龍行虎步，獅子回

頭，笑不露齒行不露足，坐如鐘

行如風……五聲相：說話有大

小、清濁、快慢、虛實、厚薄、

冷熱等等。

六心相：心在形先，形居心

後。未觀形貌，先相心田。

眼惡心必惡，眼善心必善。

修德於心，吉凶可易。心發善端

諸福集。

七衣相：服式整潔，顏色諧

調，款式符合身分；有華麗、樸

實、端莊、休閒等等。

八改相：相由心生。善心生

善相，惡心生惡相，推拿美容亦

可小改。

再說面部氣色，那是微妙多

變的，一定要被相者密切配合，

平心靜坐，方可作出判定；手相

的綜合觀察，是將手相結合起來

加以對照更為正確。相學的真正

精髓是對精神、氣息、聲音的重

視，這也正與中國傳統醫學相

合。中醫有「四診」，即「望聞

問切」；相學重視形態，審神氣

察行動等。

相家有言：「上工相聲，中

工相神，下工相形」，相的中和

側重行為舉止。這是一種社會性

原則，滲透了「天人合一」，也

滲透了「中庸之道」的觀念。相

是由人的形體外貌、精神氣色、

選擇方式、情態舉止共同構成

的，有甚麼樣的相，就有甚麼樣

的命運，相有改變，則命運也會

隨之轉變。

地府
如何論禍福

◎文︱程守信

族祖雷陽公說，過去有一

個人，碰到了小鬼，他們很談

得來。這個人就問：「命運都是

以前註定的，是麼？」小鬼說：

「是。不過以前註定的，是指特

別坎坷、通達和特別短命、長壽

等大事。至於唐代小說中所說預

知人吃甚麼，乃是術士猜謎的

玩藝兒。假如把每人的這種瑣

事也都紀錄下來，那麼即使以

大地為書架，也放不下那麼多

籍冊。」這人又問：「人間的定

數能變麼？」小鬼說：「能變。

大善能變，大惡能變。」這人又

問：「誰來定？誰來變？」小鬼

說：「是本人自己定，自己變。

鬼神沒有這個權。」

這人再問：「報應怎麼有的

靈驗？有的不靈驗？」小鬼說：

「人間以一生論善或惡，禍福也

以一生來論定。在地府論善或

惡，則兼顧前生，論禍或福，則

兼顧後生，所以，有時就不能一

事一報應。」

這人再問：「報應為甚麼不

一樣？」小鬼說：「這因每人的

本命不同而不同。比如說人事，

同樣陞官，尚書升一級就當了宰

相，典史升一級不過是個主簿。

同樣降級，如果和加級的相比，

那麼不加級，就等於降級了。所

以雖然事情相同，而報應有時也

不同。」這人問：「定數為何不

叫人先知道？」小鬼說：「情況

不允許這樣。如果讓人都事先知

道自己的命運，人間就沒有甚麼

事了，那麼諸葛亮就成為多事的

人，唐代六個大臣都成了知天命

的人了。」這人問：「為甚麼又

叫人偶爾知道一些？」

小鬼說：「不偶爾予以指

示，那麼有人就會覺得沒有鬼

神，而肆無忌憚，在無人處，就

為所欲為了。」（事據紀曉嵐《閱

微草堂筆記》）

衣著就是你的吉祥物

一個人的命運到底

是由甚麼決定？有人說命

（先天之命）最重要，有人

說運（後天運氣）最重要，

還有人說風水（一墳二宅

三風水）最重要。其實都

很重要，簡單一句話概

括，就是人的命運是由天

時、地利、人和決定的。

大家學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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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父母喜歡替孩子做很多

事情，擔心孩子會受到傷害而保

護得無微不至，但卻使孩子失去

了實踐和鍛鍊的機會，使孩子一

切都要依靠父母才能生活。當孩

子長大後，一旦走上社會就會無

所適從，到處尋找幫助，然而現

實生活中是找不到父母式的照

顧，就等於是害了孩子。

勇氣的價值

一個人如果沒有勇敢的精

神，僅僅擁有才華和豐富的知

識，那麼最終也只能成為一個無

能的人，不可能成為社會的棟梁

之才，因為勇氣是一個人積極進

取的動力。作者讓兒子從小就明

白勇氣的價值：勇敢和堅忍是受

人尊重的，懦弱和膽小是被人瞧

不起的。

有一次，卡爾和小伙伴一起

玩遊戲時，手指不小心被同伴弄

出血了。當時他忍住快要流出的

眼淚，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繼

續和小伙伴玩耍。後來卡爾告訴

作者，不能讓同伴看到自己的軟

弱，一旦眼淚掉下來，同伴會瞧

不起他，也許從此不再和自己一

起玩了。

其實，勇氣和其他能力一

樣，不是天生而來，是要通過訓

練和培養才能產生。卡爾在小的

時候膽子非常小，有時還不如小

女孩。有一次，鄰居的孩子莫麗

不小心把帽子扔到了樹枝上，她

想了各種辦法也沒有弄下來，就

想爬到樹上去，可是努力了幾次

都無法爬上樹，最後只好向在旁

邊玩耍的卡爾求救。卡爾的年齡

比她大一些，個子也比她高很

多，但卻拒絕了她。

這時，作者碰巧看到這一

幕，就問道：「卡爾，你為甚麼

不幫助莫麗呢？」卡爾說：「那

太危險了，會摔下來的。」「這

棵樹並不高，不會有甚麼危險，

只要牢牢抓住樹枝是不會摔下

來的。」可是卡爾還是害怕的樣

子，於是他就脫下外衣爬上樹，

快要拿到帽子時就停在樹上說：

「卡爾，爸爸都快是個老頭了，

都能爬上來，你也可以。你看，

沒有危險，對吧？」卡爾膽戰心

驚的爬上了樹，才發現並不可

怕，並取下帽子扔給了莫麗。從

此以後，卡爾再也不像以前那麼

膽小了。

有時在成年人看來是危險的

事情，實際上孩子是可以勝任

的。受到過多保護而長大的孩

子，會具有缺乏勇氣的弱點，對

孩子的人生也會產生不良的影

響。對於孩子的成長而言，受傷

的膝蓋容易治癒，而受傷的自信

心和勇氣是永遠無法彌補的。

獨立意識

孩子自己能做的事情就讓孩

子自己去做，替孩子做他們能做

的事情，就等於對孩子說：「我

不相信你的能力和勇氣。」有個

孩子的父親去世了，他的母親加

倍疼愛他，4 歲時還是每天，替

他穿衣、穿鞋。他再大一些仍然

千字文

蓋 此 身 髮

四 大 五 常

朱熹 ( 西元 1130~1200)，。
字符晦，又稱仲晦。學者稱紫

陽先生，世稱朱子。南宋理學

大家，為學以窮理致知、反躬

踐實為要，而以居敬為主，倡

導「去人慾，存天理」，確立儒

學道統。朱子十八歲中進士，累

官至煥章閣待制，雖歷事高宗、

孝宗、光宗、寧宗四朝，但任職

時間僅九年，其餘都花在講學

上，他的著作、學生之多是前輩

儒者所無法相比的。他的文章以

說理論道為主，但是他的詩卻有

自然之趣。朱子的著作宏富，著

述態度嚴謹。其中以《四書章句

集注》、《周易本義》、《楚辭集

注》、《資治通鑒綱目》、《詩集

傳》、《書集傳》等對後世影響最

為深遠。

﹙ 1 ﹚觀書有感：據《朱文

公文集》記載，〈觀書有感〉的

詩有二首，《千家詩》將其中的

第一首題作〈觀書有感〉，第二

首是之前以介紹過的〈泛舟〉。

﹙ 2 ﹚ 方 塘： 方 形 的 池 塘。

﹙ 3 ﹚鑒：鏡子。﹙ 4 ﹚天光

雲影：指水面上映照出來的光彩

雲影。﹙ 5 ﹚徘徊：走路時來

回不定的樣子。﹙ 6 ﹚渠：此

處作第三人稱「他」來解釋，就

是指池塘。﹙ 7 ﹚活水：指流

動的水。

半畝大的方形池塘像一面打

開著的鏡子，天光和雲影來來回

回不停的映照在水面。請問池

塘，為甚麼那樣清澈呢？原來是

因為有不斷注入活水的源頭啊！

這首詩題為「觀書有感」，

就是朱熹研究學問，以及修學儒

家義理多年，心得的寫照。詩題

中有「書」而篇中無「書」，卻

著意刻畫「方塘」、「活水」，

這是用了象徵的手法。「方塘」

由於有「源頭活水」不斷輸入，

所以不枯竭，不陳腐，水深且

清。人若能不斷的學習吸納新的

知識、新的經驗，學習新的事

物，亦能保持清明和年輕的心境

與動力。 

gài cǐ shēn fǎ

sì dà wǔ cháng

拾
玖

教孩子具備良好的心理素質
不會自己吃飯、穿衣和穿鞋，等

他長大之後，他的母親還是不斷

的地替他做事，他感到自己不如

別人，甚至認為自己是個無能的

人，沒有勇氣和同學們在一起。

有很多父母會考慮到孩子的

能力和性格特點，放手讓孩子鍛

鍊、挑戰困難，培養孩子自立自

強的品質，甚至認為這比傳授孩

子知識更為重要。作者和妻子是

從小事上培養兒子的獨立意識，

比如：兒子剛出生時，就讓他單

獨睡在搖籃裡，而不是睡在母親

的懷抱裡；對兒子的哺乳時間也

有嚴格的規定，如果不到規定時

間，即使兒子再怎樣哭鬧，他的

母親也不會隨便餵奶。

當卡爾應該學會自己穿衣服

的時候，他的母親就一邊指導示

範，一邊看著他自己穿衣服。她

不催促他，而是慢慢的說：「你

可以自己穿上，慢慢來，不行

媽媽再幫你。你已是一個大孩

子。」如果卡爾堅持自己不會穿

衣服，她就繼續鼓勵他：「你肯

定能自己穿上，媽媽閉著眼睛數

十下，看你能不能穿上。」有時

候卡爾哭起來，她就不再理他，

卡爾發現自己的哭鬧不能引起母

親的同情，只好繼續自己穿衣

服，所以他很快就學會了自己穿

衣服。

無微不至的關懷往往會造成

孩子的能力低下，而且也不會被

孩子全部接受。其實進入少年的

孩子經常與父母發生衝突，有許

多情況就是對父母關懷的一種反

抗。（待續）

作者

註釋
語譯

詩中有話

解釋
蓋：文言文中的發語詞，沒

有具體意義。

此：這個。

身：人全體的總稱。

四大：佛家以地、水、火、

風為四大。另外，道家稱道、

天、地、王（人）為四大；出

自〈老子〉：「道大，天大，地

大，王亦大。」

常：倫理道德。

五常：仁、義、禮、智、信

等五種倫理道德。

譯文參考
我們人的身體髮膚由地、

水、火、風四種物質所組成，稱

為「四大」。人的行為應以仁、

義、禮、智、信為準則，稱為

「五常」。

在美國哈佛大學的圖書

館裡有一本珍貴的藏書——

《卡爾‧威特的教育》，這本

書於1818年寫成，作者卡爾·
威特是一位清貧的牧師，他

記述了弱智兒子在14歲以前
的成長過程及自己的教育心

得和方法。哈佛大學的心理

學博士賽德茲說：「把一個低

智兒童培養成了聞名全德意

志的奇才，這是證明《卡爾‧

威特的教育》一書神奇和偉

大的最好例子。」

◎文/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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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森林

拿破崙 (Napoleon)

週一：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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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果生日蛋糕

芒
果
馬
卡
龍
蛋
糕

觀書有感
guān shū yǒu gǎn

作者：朱熹 zhū xī 

bàn mǔ fāng táng yí  jiàn kāi 

wèn qú  nǎ  dé  q īng  rú  xǔ  

tiān guāng yún yǐng gòng pái  huái 

wèi yǒu yuán tóu huó shuǐ lái 
半畝方塘一鑒開，

問渠哪得清如許？

天光雲影共徘徊。

為有源頭活水來。

圖/Fotoli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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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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taloupe 哈密瓜 Honeydew

Habanero Pepper

Caulifl ower

PapayaPomegranateRed Pepper

Mini Cucumber

Yellow Onion

Strawberries白蘭瓜

哈瓦那辣椒

菜花

木瓜石榴紅辣椒

小黃瓜

洋蔥

草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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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袋$    .99/ 磅

$    .00/ 個$   .00/ 個 $   .00/ 個

$        .00/ 箱 $    .99/ 個

$    .99/ 磅 $    .00/ 箱1

0

1 1

10 1

0 5

2510 (10 磅 )

(8 盒 )

(50 磅 )(20 磅 )

10月 24日特價商品

10月 23日特價商品

關於月亮的起源，科學界曾

有三種假說。第一種叫「捕獲學

說」，就是說月球經過地球附近

時，被地球抓住了成為其衛星。

第二種是「同源說」，在太陽系

的演化過程中，同一團星雲分別

演變出地球和月亮。第三種叫 
「分裂說」，地球的一部分炸開

後推出去變成了月亮。

月球起源說遭遇挑戰

隨著科學的發展，人類對月

球的探索取得長足進展，使得這

三種假說逐漸被推翻。

科學家們發現，月球比自然

天體的衛星要大得多。一般行星

的衛星，直徑沒有超過母星 5%
的，但月球卻達到 27%。月亮

的直徑是太陽直徑的 1 ∕ 395，
而月亮和地球與太陽之間的距離

比是 1 ∕ 395。這意味著從地球

上看去，月亮的大小和太陽的大

小是完相同的。日全食的時候，

月亮正好可以完整地遮蓋住太

陽。這樣的現象在天文學上沒有

第二個。這真的只是偶然的巧合

嗎？

天文物理學家認為，以月亮

的直徑不可能輕易被地球軌道吸

進去，即使可能，也需要極其精

確的角度，就算進入地球圈能繞

上地球，軌道也應該是橢圓的，

而現在月亮是正圓軌道。

在已知的天文學知識中，只

有人造衛星的軌道是正圓的，一

般天然衛星的軌道都是橢圓的。

這使得「捕獲說」不能成立。

如果「同源說」或「分裂說」

成立，那麼月亮與地球的成分和

結構應該差不多。但人類登月後

發現的證據表明，月球與地球完

全不同。

月亮是個金屬中空體

1969 年 11 月 20 日，當美

國阿波羅 12 號的宇航員用登月

艙的上升段撞擊月球表面進行月

震實驗，振幅餘音長達 1 個小

時。之後又進行了多次試驗，最

長的振幅餘音長達 4 個小時。

這使得科學家們得出一個驚人結

論：月球是個中空的球體。

科學家告訴我們，月球表面

的坑洞是隕石和彗星撞擊形成

的。若是一顆直徑幾英里的隕

石，以每秒三萬英里的速度撞到

地球或月球，所穿透的深度應該

是隕石直徑的四到五倍。

奇怪的是，月球上所有的

隕坑都很淺，最深的也不超過 4
英里。

科學家們因此推斷，月球表

面約 4 英里深處下有一層很堅

硬的金屬樣的物質結構，無法讓

隕石穿透。另外，科學家根據月

球的磁場和密度，也得出同樣結

論：月亮是一個金屬的空心球體。

月球有大量人造材料

阿波羅號飛船從月球上帶回

來的地質樣品顯示，月球上有 6
種元素是地球上所沒有的。

月球隕石坑熔岩含有大量的

地球上極稀有的金屬元素，如

鈦、鉻、釔等，這些金屬都很堅

硬、耐高溫、抗腐蝕。科學家估

計，要熔化這些金屬元素，至少

得在兩、三千度以上的高溫，可

月球是太空中一顆「死寂的冷星

球」，如何自然產生出如此多需

要高溫的金屬元素呢？

而月球上發現的純鐵和純

鈦，也是自然界不會有的。

這些純金屬需要尖端的冶煉

技術，把金屬還原成單分子化合

物，而目前人類的技術還遠遠達

不到這個高度。更為驚人的是，

月球土壤中竟然含有鈾 236，而

這是完全人造的核廢料。

月球正反面截然不同

月球的自轉週期和公轉週期

是完全相同的。這意味著月球繞

著地球轉，永遠以同一面對著地

球。而人造衛星要經過非常精確

的計算，哪怕有一點點的誤差，

衛星就不可能永遠是同一面對著

地球。

人類沒有登月之前，天文學

家猜測月球背面應和正面差不

多，也有很多隕坑和熔岩海。但

太空船發回的照片顯示，月球背

面絕大多數是小隕坑和山脈，熔

岩海很少。如果月球是自然星

體，遭受隕石撞擊的機會應該相

同，不會有正反之分。

月球上的神秘建築物

月球上出現的神秘建築，也

顯示月球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麼

簡單。

「阿波羅」太空人曾拍下一

些月面環形山的照片，可以看出

明顯人工改造過的痕跡。

蘇俄無人探測船月神九號也

拍到過兩排幾何形式排列的塔狀

結構物，距離相等，很像跑道的

記號，大約有十五層樓高，絕非

是自然發生的。

美國軌道二號探測船在月面

拍到數個金字塔形結構物，科學

家估計高度在 15至 25公尺高，

也是以幾何形式排列，而且顏色

比周圍岩石和土壤要淡，顯然不

是自然物。

更令人震驚的是，「阿波羅

15號」宇航員再度踏上月球時，

地面的連絡人員聽到一個奇怪的

哨聲，夾雜著多次重複的由二十

個字組成的一句話。這陌生的語

言切斷了宇航員同休士頓的一切

通訊聯繫。難道月球上另有生

命？或是太空中的其他智慧生命

在警示人類？

這所有的證據都指向一個可

能：月球並不是自然產生的，它

是一個人造物，一個高度發達的

史前人類文明的遺留物。

月亮或是史前文明的產物

月亮，作為中國人表達

思鄉情結的美好象徵，自古

至今，被無數人所吟頌。如

果說那碧海青天上的一輪

明月，不過是史前人類文明

高度發達時送上天的一顆

人造衛星，會有人相信嗎？

文 / 青蓮 圖 / Fotolia

在月球背面的代達羅斯坑

（Jay Tanner/wiki/CC BY-SA）

1969 年 7 月 18 日，南加

州一個豔陽高照的夏日。一架

小飛機以 135 英里的時速，撞

上了伯班克的紀念堂。

剛剛拿到飛行員執照的戴

爾．布萊克（Dale Black）與

兩位機長查克（Chuck）和珍妮

（Jeanne）一起，隨著失事的飛

機栽進了這座公墓的草坪裡。

兩位機長當場身亡，19 歲的布

萊克被人救起的時候，肩膀被

炸傷，一隻腳踝粉碎，腿上骨

折好幾處，頭骨也嚴重受創。

幸運的布萊克被從生死線

上救了回來，在醫院裡住了整

一年，做了五次整形手術。

他失去了右眼，不記得自

己發生過甚麼事，很多年的記

憶都消失了。

他的人生被徹底改變了。

布萊克虔誠的信仰神。他

祈求神幫他找回記憶。他常常

半夜三更醒來，渾身是汗，頭

腦重播出零星的片段。

祈禱了八個月，每次都是

忽然閃現小小的一段，整個過

程極其艱難。

終於，神讓他的拼圖逐漸

完整。他記起了出事前後的每

一個細節。

而其中的一段記憶，讓布

萊克終生難忘。飛機失事後，

他「看到」自己被抬上急救車，

之後在靠近急救室天花板的地

方，俯視著三名護士和一名醫

生圍著自己的身體處理血淋淋

的傷口。在身體之外，他感覺

不到任何的疼痛或不適。

「我飛出了醫院，飛入了廣

袤無垠的外太空。」布萊克說，

「我看到一座金色城市自內而外

散發著金燦燦的耀眼白光。」

「我知道我來到了天國。」

布萊克說，光明中一群天使正

隨著音樂翩翩起舞，「那光中充

滿活力與愛，它是可觸摸的、

有厚度的生命，裡面包含著彩

虹的七色光。我知道這光來自

於神。」他說，一種不可思議的

慈悲與和諧由內而外地包裹了

他。

布萊克將這一切告訴了祖

父。祖父說：「戴爾，如果你的

體驗是神聖的，那麼不要告訴

別人，在心裡保守它。與其和

別人講，為甚麼不遵循天國之

旅的收穫來生活呢？按照你相

信自己聽到和看到的來生活。

戴爾，你的人生表現比你的言

語更有力量。」

布萊克聽從了祖父的教

誨，沒有向任何人提起過自己

的天國之旅。

直到 38 年後的一天，布萊

克在教堂的彌撒上，聽到另一

個人講述自己死後去了天國，

然後又回到了人間。

布萊克雖然堅持不分享體

驗的決心，卻因此開始思考這

樣做是否有意義。

終於他意識到，自己不應

該辜負「清清楚楚看到天國」的

體驗，而是要「從一個雖然不完

美、人生卻奇蹟般翻轉的人的

視角，試著談出天國之旅」，和

人們一起分享這份特殊的體驗。

布萊克向妻子講述了這個

故事，並決定寫一本書記錄

這一切，題為「飛往天堂的航

班——一個飛行員的真實故

事」，追溯這趟因對神的信仰而

起死回生的旅程。

文 / 藍月 圖 / Fotolia

飛往天國的航班
一本名為「飛往天堂的

航班——一個飛行員的真

實故事」的書，記錄了一位

19歲就因飛行事故而終生
殘疾的人，憑著對神的信仰

重獲生命希望的奇妙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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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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極，地球最南端，傳說中的世界盡頭。四周環繞太平洋，印度洋和大
西洋，陸地面積佔世界陸地總面積的十分之一，相當於中國面積的1.5倍。南
極高原氣候惡劣，處於海拔3500米，年平均氣溫零下55攝氏度到零下60攝氏
度；12級颱風風速是32.6米/秒，南極最大風速可達100米/秒！挑戰南極，是
對膽魄和體力的最大考驗。南極寧靜、壯美、純潔、神秘，所有經過南極冒險
的勇士都堅信：南極之旅絕對是一個人一輩子最值得回味的經歷。

德雷克海峽位於南美大陸和南極
半島之間的海峽，這裡是大西洋與太
平洋的交界處，更是全世界最深的
寒暖流交匯之地。著名的「南極洲環
流」將溫暖洋流隔離於南極洲之外，
使得南極大陸的巨大冰原不會融化。
德雷克海峽是世界上最寬的海峽，其
寬度竟達 970 公里，最窄處也有 890
公里。同時，它又是世界上最深的海
峽，其最大深度為 5248 米，海水顏色
幽藍到黝黑之間，感覺深不可測。

德雷克海峽是世界各地到南極洲
的重要通道。由於受極地旋風的影
響，海峽中常常有狂風巨浪，有時浪
高 可 達 10-20 米。 從 南 極 滑 落 下 來
的冰山，也常常漂浮在海峽中，這給
航行帶來了困難。由於太平洋、大西
洋在這裡交匯，加之處於南半球高緯
度，因此，風暴成為德雷克海峽的主
宰。海峽內似乎聚集了太平洋和大西
洋 的 所 有 颶 風 狂 浪， 一 年 365 天，
風力經常都在 8 級以上。這片終年狂
風怒號的海峽，歷史上曾讓無數船隻
在此傾覆海底。因此德雷克海峽被人
稱之為「殺人的西風帶」、「暴風走
廊」、「魔鬼海峽」，是一條名副其實
的「死亡走廊」。彷彿大自然正以暴
風之神守護著這片地球上獨一無二的
景緻，所有想闖進這片祕境的人們，
都要先經過這段畢生難忘的風浪考驗。

經過了漫長的 46 小時穿越德雷克

海峽後，就正式抵達南極海域。船上
海洋生物專家講解了南極的鯨類，了
解到鯨類分齒科和須科，須科里藍鯨
最大，長度可達 33 米，體重達到 190
噸，我們最可能見到的是座頭鯨，長
度可達 16 米，36 噸重，另外可能看
到 10 米長的虎鯨。

下 午 4 點， 我 們 進 入 零 度 分 界
圈，這是生物學上的南極。以溫度來
劃分，在零度分界圈內，海水溫度達
到零度，也是真正南極生物適合的水
溫，在分界圈外，20 公里以外的海
水，溫度居然能達到零上 4 度，真是
個神奇的現象。晚上 9 點，我們到達
南緯 60 度，這是行政上的南極劃分
線。

第二天上午 11 點左右，我們 登
陸巴林恩托斯。巴林恩托斯有非常多
的企鵝，金圖和帽帶，途中也能看到
游泳的企鵝和海豹，以及大量海鳥。
明天上午 7:30 我們將到達南極庫佛
維爾島，那裡是最大的金圖企鵝聚居
地。之後，我們將穿過美麗的埃雷
拉海峽，進入頂級的天堂灣。在天堂
灣，我們將享受甲板上的露天燒烤，
同時將有冰泳的可能。

進入天堂灣要穿過一條叫 Errera 

Channel 的海峽，而天堂灣的美，在

還沒有抵達的時候就已經在 Errera 

Channel 海峽徐徐展開，沿途掠過一

座座大大小小的冰山，讓人驚嘆大自

然的鬼斧神工。

海峽兩岸的萬年冰蓋呈現著圓潤

而又多變的線條，平靜的海面湮染著

神秘的幽藍，那些美麗冰山就像展翅

欲飛的瑤池仙鶴，舒展著優美的身

姿，從眼前緩緩舞過。

還沉浸在 Errera Channel 海峽的

「兩岸青山相對出」，高聳的雪峰將

視線隔絕，此刻忽又「天門中斷楚江

開」，大片的開闊海域令人眼前一

亮，天高雲淡，空谷回音，午夜陽光

號的廣播傳來，我們已經到達期待已

久的天堂灣，前方所見的紅房子便是

隸屬於阿根廷的布朗科考站。

天堂灣是南極半島中的一個三面

環山的灣口，同時也是南極最美的

峽灣之一，對面是帕默群島（Palmer 

Archipelago），進出只能通過埃雷拉

海峽（Errera Channel）。

天堂灣素有南極最美峽灣之稱，

自然景觀確實美到了極致，而阿根廷

科考站又給其增添了人文景觀，人文

景觀和自然景觀交相輝映，和諧而靜

謐，現在阿根廷科考站已經廢棄不

用，這裡已被大群金圖企鵝佔領，現

在企鵝是峽灣的主人。沿著阿根廷科

考站後面的山路登山，在沒膝深的雪

裡跋涉登頂，在最高點拍下天堂灣的

全貌。

庫佛維爾島整座島被冰

雪所覆蓋。但是在海水沖刷

的岸緣，還是可以看到礁

石和露頭的岩塊。有許多

原住民的金圖企鵝（Gentoo 

Penguin）， 學 名 Pygoscelis 

Papua，數量龐大。

庫佛維爾島是南極半島

上最大的巴布亞企鵝的領

地。南極的夏季來臨之際，

依然是白雪覆蓋但是阻擋不

住企鵝返回家園，它們在雪

地上開鑿了一條條錯綜複雜

的「企鵝高速公路」。高速

路上企鵝們排隊上下，但是

如果兩方向撞車了，互不相

讓，叫嚷、頂肚，誰也不肯

繞開一步路。(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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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今年是豪車品牌保時捷誕生 70
周年，除了慶祝活動，另一個大新聞就是品牌

旗下的標誌性跑車之一 911 將正式告別歷史舞

台。

在今年 6 月，保時捷已經推出了一款

致敬版概念車 911 Speedster Concept，
近日保時捷又推出另一款概念車型 911 
Speedster II。保時捷官方表示，最後

一款 911 量產車型將於 2019 年正式量

產，並限量打造 1948 台，此數量來源

於保時捷 356「No.1」獲得上路許可的

時間 - 1948 年 6 月 8 日。而這款 911 
Speedster II 概念車的造型將十分接近

量產車型。

911 Speedster II 概 念 車 以 911 
Carrera 4 Cabriolet 為原型打造，底

盤則採用 911 GT3 賽車規格，是首

款採用保時捷設計的獨特「Heritage 

Design」套裝的車型。該車翼子板，前機箱蓋

與車尾覆蓋件均使用輕質的碳纖維複合材料，

十分復古的「Talbot」錐狀橢圓型後視鏡採用黑

鉻合金與鉑金材質，頂篷則用上需要手動拆裝

的輕量化 Tonneau 外罩，而不是常見的軟頂設

定。

外觀該車採用十分搶眼的 Guards Red 紅

色噴漆，致敬 1988 年推出的 911 Speedster。
值得一提的是，新車還配備了 21 英吋的中央

鎖止輪圈，靈感源自 GT3 R 等賽車。

內飾方面，該車選用了打孔黑色皮質，並

以紅色點綴，更具運動屬性。座椅為基於保時

捷 911 GT3 打造而來的輕量化骨架外部包裹

純手工苯胺皮革，賽車感十足。該車為純手排

設置，沒有中控屏幕，多功能方向盤和收音機

等設備，即減少了車重，也希望駕駛者專注於

駕駛。

動力方面， 911 Speedster ll 搭載 4.0 升 6
缸引擎，最大功率達到 368kW，峰值扭矩為

461Nm，匹配一台 6 速手動變速箱。尾部為中

置雙出排氣管的尾管，採用 GT 開發部門的抗

高熱且輕盈的鈦合金材質打造。

傳奇
跑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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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庫存超過      輛車庫存超過      輛車庫存超過      輛車庫存超過      輛車庫存超過      輛車庫存超過      輛車400庫存超過      輛車庫存超過      輛車庫存超過      輛車400庫存超過      輛車庫存超過      輛車庫存超過      輛車400庫存超過      輛車庫存超過      輛車庫存超過      輛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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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ZHU

產品顧問

403.918.5678

精通國、英語

新來加拿大，還沒有信用記錄   我們可以提供幫助。?

VIN: 5N1AT2MV2JC721297Stock #: KM-335

月供 $293

2018 Nissan Rogue S AWD
21,661KM   倒車影像 加熱座椅 

盲點監測 智能緊急剎車

僅 $26,888

VIN: 4T1B11HK8JU044321Stock #: 3624-5

月供 $326

2018 Toyota Camry SE
16,336KM  真皮座椅 座椅加熱 

8 速自動擋

僅 $29,888

VIN: 5XXGT4L32JG240346Stock #: 754-6

月供 $315

2018 Kia Optima LX
24,990KM  加熱座椅 倒車影像 

加熱方向盤 

僅 $20,800

VIN: JM1GJ1V54G1464838Stock #: 3643-5

月供 $249

2016 Mazda6 GS
45,273KM  天窗 真皮座椅 

座椅加熱 

僅 $22,888

VIN: 1FTEW1EG9HFB92124Stock #: 3400-3

2017 Ford F-150 XLT 4x4
32,250KM  倒車影像 藍牙  

月供 $401僅 $3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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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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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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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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t od utempor eperum vid quia dolupta quunt plaborenti te volorumque neceres tiaturis erum qui deseque ad qui temoluptat. Xerit etur? Quibus essita quam fugit, tem untium rempor sitibea dellor rem. Re pro mosamusa verfero repudaeseque alit, ut hill ignis seque sit fuga. Ne ium dolupta tquiatectate 
doluptio. Is earum, accus alistibus repe dolest, quas alicatis maximus, velitiunt quiberem sum non re nes eaquis que voluptis dolupta erovition num iliquam is alique quiat aperferi tem qui am ressimi, quunt que none nemoluptat quo volo con exerum et quiatia dem est omnihicae. Et laborera quis doluptae 
rempere asi doluptatis vollant quia ne nest quiam et dolor sequi audam que ni reicit, sunt. Netum net harum quidem ne excestis etur sa nam quis aut offici quis quossequam, ipsundit, nonetus andaest fugitas as quam, voloraeri res dolorro escima quam, eaquisque estium assim sitia comnis magnia 
nonecaboris as aut magnatur, aperum nim nus a sit istist omnima cus sunt officae nem harum et ulluptas seque pra dolorro reptaquibus aspitium faccum vellore natibus dolor aligendi voluptatur?Bus pel im sundit volor mo dest aligend eriosaecus elitius plaboria cus voles ereiur, volorerae nobit quo vendanto 
offic te consed magnita quatiist, optas non prorempore quas aliqui cora doloreceate cus. Ehent lam, nem. Ut harumque ne volupit atquuntempos quod quiaepel molecus mincim que nonsequam quodigenis qui velessum hillabo. Ut la venderu mquias eium quam fugiae consectatqui con num fugit, ent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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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心 設 計 非 凡 性 能

圖示2019年MDX A-SP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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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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t od utempor eperum vid quia dolupta quunt plaborenti te volorumque neceres tiaturis erum qui deseque ad qui temoluptat. Xerit etur? Quibus essita quam fugit, tem untium rempor sitibea dellor rem. Re pro mosamusa verfero repudaeseque alit, ut hill ignis seque sit fuga. Ne ium dolupta tquiatectate 
doluptio. Is earum, accus alistibus repe dolest, quas alicatis maximus, velitiunt quiberem sum non re nes eaquis que voluptis dolupta erovition num iliquam is alique quiat aperferi tem qui am ressimi, quunt que none nemoluptat quo volo con exerum et quiatia dem est omnihicae. Et laborera quis doluptae 
rempere asi doluptatis vollant quia ne nest quiam et dolor sequi audam que ni reicit, sunt. Netum net harum quidem ne excestis etur sa nam quis aut offici quis quossequam, ipsundit, nonetus andaest fugitas as quam, voloraeri res dolorro escima quam, eaquisque estium assim sitia comnis magnia 
nonecaboris as aut magnatur, aperum nim nus a sit istist omnima cus sunt officae nem harum et ulluptas seque pra dolorro reptaquibus aspitium faccum vellore natibus dolor aligendi voluptatur?Bus pel im sundit volor mo dest aligend eriosaecus elitius plaboria cus voles ereiur, volorerae nobit quo vendanto 
offic te consed magnita quatiist, optas non prorempore quas aliqui cora doloreceate cus. Ehent lam, nem. Ut harumque ne volupit atquuntempos quod quiaepel molecus mincim que nonsequam quodigenis qui velessum hillabo. Ut la venderu mquias eium quam fugiae consectatqui con num fugit, ent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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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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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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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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ek Beaulieu
電郵：Derek.Beaulieu@heritagehonda.ca

電話：403.724.0475

1. 英語流利，會講國語和粵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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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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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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食街

炒鍋、執碼、油爐
企檯（服務員）
幫廚洗碗

有意請電：
403-975-1688 約見

誠聘：一 週
好 去 處

Community Calendar

新中央圖書館開業

參加歷史性的開業慶典，享受現場音

樂，免費圖書館觀光，聽一聽特邀嘉賓演

講。卡城市民還可在現場登記免費圖書館

會員卡。

時間：週四，11 月 1 日上午 10 點～

晚 8 點

地點：8 Avenue SE（City Hall 東側）

門票：免費

向命運衝刺賽跑

這是一個在人行道上跑步活動，全長

由兩個 5 公里的環路，可以以跑步或者

步行的形式完成。我們和亞省動物救援小

組合作，推進負責任的寵物收養和救援。

時間：10 月 27 日下午 4 ～ 7 點

地點：200 Barclay Parade SW, Eau    
Claire Market

費用：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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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休閒中心有賣。也可以在線購買

折價券，售完為止。

票價 : $5.00
時間：10 月 2 日～ 10 月 31 日

地點: 市內各個休閒中心

被施了魔法的 
Okotoks

歡迎聚集到 Okotoks 市中心和

我們慶祝中世紀文化，女巫、巫師、

龍、角色扮演和所有你喜愛的東西！

商家會推出獨特的商品，Olde 
Towne Plaze 會舉行演出，工匠們將

在 Elks Hall 魔法市場上銷售，還有

給小孩子們營造的童話花園，大孩子

可以參加現場直播遊戲，還有更多！

時間：週六，10 月 27 日上午

10 點

地點：Okotoks 市中心

門票：免費

萬聖節鬼怪活動

穿著萬聖節服裝，加入我們的鬼怪活

動，搞怪的手工物品，鬼怪遊戲和各種好

玩的精靈活動。

時間：週三，10月31日下午 4:30～ 6:30
地 點：2623 56 Street NE, Village 

Square Leisuire Centre
費用：免費

卡城農貿市場聯歡

10 月 26 日上午 10 點～下午 3 點：

南瓜雕刻比賽及大舞台活動，為你最喜愛

的南瓜投一票，有機會贏得價值 $100 元

的“農貿市場幣”。

10 月 27 日上午 10 點～下午 2:45：
克里斯多佛酷萬聖節派對，以及大舞台等

活動、瘋狂科學火與冰表演。

地 點：Calgary Farmer's Market, 
510 77 Avenue SE.

門票：免費

萬聖節游泳券

給孩子在萬聖節游泳的獎勵吧。一本

十張的游泳券只賣 5 元！

在卡城任何一個休閒水上及健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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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途觀去年以 34 萬輛的

銷量奪得中國大陸 SUV 銷量第

三名，是大陸最受歡迎的洋品牌

SUV。可見途觀在大陸車友中的

熱度。新版途觀不僅更長，在空間

上也足夠寬敞。車身加長 10.6 英

吋 , 這讓大眾能為其配備第三排座

位，原來的 5 座改成了 5+2 座。

這在該級別的車型中非常罕見的。

目前其他只有日產 Rogue 和三菱

歐藍德宣稱可以實現七座。如果 7
個座位全用上的話，行李空間有

340 升，要是移除第 3 排座，空間

可增加到 935 升，如果還嫌不夠，

第 2 排座椅也可放倒，行李空間可

達 1,860 升。

全面升級

大眾新版 Tiguan 2018「沒用

舊版的一根螺栓」，大眾對老牌暢

銷車款 Tiguan（途觀）做了脫胎

換骨的改造，以迎合加拿大買家、

投入愈演愈烈的 SUV 火熱競爭市

場。新途觀從審美上看更成熟，其

外形看是在該級別中非常出色的。

頂配 SEL Premium 版本有著更多

隱藏的高科技，比如可配置數字儀

錶，使用起來與奧迪的虛擬座艙系

統效果相差不大。主動安全功能的

應用不像 CR-V 那麼廣泛，但是大

眾仍在 SE 及以上版本提供了標準

的前碰撞預警系統和盲點監控。

內部裝飾

Tiguan 的內部設計非常到位，

上升到這個級別的頂端：儀錶盤看

上去十分高檔，空調和音響的控制

按鍵設計也是清晰明確，並且配備

了一個又大又薄的 8.0 英吋的觸摸

屏，而在基礎 S 版本中配備的是

6.5 英寸的屏幕。在 SE 和 SEL 版

本的途觀中所採用的人造革沙發相

信是能讓大多數人滿意的。座椅都

按人體工學精心設計，使得乘坐非

常舒服；雖然算不上豪華，但選用

的材料都給人高檔的感受。

動力與功能

Tiguan 有 3 個級別：基本級

Trendline， 中 級 Comfortline 和

高級 Highline。每個級別都有相

應 的 選 配。Trendline 可 以 配 上

Convenience Package，它帶有警

報系統、行李罩、組合媒體（附

8 吋觸摸式顯示屏和 3 個 USB 插

座）、前霧燈、前排電熱椅、電熱

噴水頭、以及 SiriusXM 衛星收音

機。

在加拿大市場上的 Tiguan，
動力選配只有 2.0 升的渦輪增壓發

動機，配 8 速自動擋，輸出功率達

184 馬力。全輪驅動的 100 公里油

耗為城市 11.2 升，高速 8.7 升。

不要看它個子小，勁道還滿足

的：配上全輪驅動，拖拽能力達

1,500 磅。

全新的 Tiguan 也在司機助手

的功能上融入了新技術，增加了防

行人前剎車助手、剎車時的後方交

通警告、自適應巡航控制（剎停後

能自動起步）、泊車距離控制、以

及碰撞後自動剎車功能。

【看中國訊】途觀2018是現在緊湊SUV
中最大尺寸的車款之一，其1850英寸的車身

長度比舊款途觀長了約10.6英寸，這也超過
了其他幾個主要競爭對手不少，比如本田

CR-V，豐田RAV4以及日產Rogue。除
了SUV少有的三排座外，全面升級後
的途觀還有許多新亮點。

▲新版途觀具備SUV少有的5+2三排座位。

▲全景天窗讓行程充滿了歡樂快意。

▲抬腳就自動開啟後備箱，並有延遲關閉功能。

▲加長的車身修長美觀，車頂行李架代替皮卡搬運

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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