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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金庸鮮為人知的「江湖」故事
Famous Novelist Jin Yong & His Legendary Life Stories

A5 風水師揭港珠澳大橋風水黑幕
Feng Shui of Hong Kong-Zhuhai-Macao Bridge C3 聰明吃堅果 營養又防病

Benefits of Nuts

左右對峙博索納羅勝出

巴西是拉美最大國家，全球

人口排名第五。自 2014 年起，

巴西因經濟政策的失誤而陷入衰

退，高層腐敗醜聞動搖體制，犯

【看中國記者林佳

綜合報導】10月2 8日的

巴西大選結果，有「巴西

版川普」之稱的右派前

陸軍上尉博索納羅（Jair 

B o l s o n a r o）贏得超過

55%選票打破左派掌權的

局面，成為巴西新任總統。

英國《衛報》驚呼：右派軸

心國正在美洲形成。那麼

巴西政壇變天，對北美政

壇以及太平洋彼岸的中國

有何影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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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變天

美洲政壇向右轉 

選人中領先，但沒有獲得絕對多

數，因此與第二高票的左派工黨

哈達德進行決選。最後以超過

55% 的選票勝出。

博索納羅基本參選態度是：

巴西已經成為運轉失靈的國家，

需要來自政治建制系統以外的強

勢領導人來恢復秩序。他本人

十分推崇川普總統，競選口號

是「巴西優先」。在經濟上，要

實行民營化市場經濟，拒絕社會

主義；在治安上，要強化警方權

力，嚴打犯罪；在政治上，要強

力反腐敗；在外交上，實行親美

路線。

除了「巴西優先」，博索納

羅的另外一句競選口號是：「上

帝高於一切」。他還反對同性

戀婚姻，反對毒品合法化，強調

信仰的力量。在勝選後，他說：

「未來我最希望在神的指引下，

與巴西《憲法》和世界偉人們的

啟發，一同前行。」

（下文轉 A2）

罪率也因蕭條的經濟而節節高升。據 2017 年

6 月的媒體報導，巴西警方在過去４年裡，調

查了超過 2 千起腐敗案件，國家因腐敗蒙受

的損失達 300 多億美元。

現年 63 歲的博索納羅，早年從軍，後來

投身政壇，向來以保守主義作風、重視傳統價

值、提倡對神信仰而著稱。在 10 月 7 日的首

輪投票中，博索納羅以 46% 的選票在眾多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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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洲整體右轉

自 2003 年盧拉出任巴西總

統以來，巴西在工人黨的主政

下，走了十多年的社會主義路

線。盧拉曾與共產古巴的卡斯特

羅、委內瑞拉推行社會主義的查

韋斯結成美洲左派三角聯盟，將

拉美左派風潮推向了高潮。但

隨著 2013 年 3 月查韋斯死亡和

2016 年 11 月卡斯特羅的死亡，

這個左派三角聯盟自然解體。

美籍華人評論作家曹長青

撰文，他認為巴西變天標誌著拉

丁美洲的保守派勢力大增。他列

舉道：2015 年，阿根廷首先變

天，右派執政，結束了左派貝隆

主義；2017 年底，洪都拉斯大

選，保守派總統連任；同時智利

大選，前保守派總統再次擊敗左

派；2018 年 4 月，巴拉圭大選，

執政的保守派總統勝選連任；6
月份哥倫比亞大選，只有 45 歲

的右派候選人杜克也是高票當

選。現在，拉丁美洲的第一大國

巴西，第三大國阿根廷，以及智

利、巴拉圭、秘魯、洪都拉斯、

哥倫比亞等都是右派執政，標誌

巴西變天 美洲政壇向右轉
著整個拉美正在大幅向右轉。

加拿大前總理哈珀反思

拉丁美洲、美國和加拿大可

以說是美洲大陸的主體。博索納

羅在勝選後就接到了其偶像川普

總統的致電祝賀。 10 月 29 日

川普推文說：「我們同意巴西和

美國會在貿易、軍事和所有其他

領域緊密合作！」這段話顯示兩

人之間惺惺相惜。

那麼美國之北的加拿大呢？

雖然加拿大當前執政的自由黨被

認為是中間偏左的執政黨，但加

拿大的保守黨在政壇上亦舉足輕

重。不少民眾認為 2019 年 10
月的聯邦大選，保守黨政府或可

捲土重來。

10 月 6 日，《卡爾加里先鋒

報》以兩個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加

拿大前總理哈珀對美國總統川普

能夠贏得選舉的思考，或可視作

加保守黨的最新思路。

哈珀提到，絕大部分主流媒

體認為川普絕對不會贏，但很多

美國人投票給川普，媒體認為那

些投票的人很愚蠢，現在是反

思這個問題的時候了。哈珀說：

「全球化思潮在這個時代已經主

導了我們的政治，但全球化並不

適合我們自己的人民。在大多數

地方和時候，民族主義或愛國主

義，是一種很正常的人際狀態。

我認為，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

是一種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

他還指出，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

其實只是將保守的價值觀和思想

融入到人民及其家庭中去。民粹

主義者並不是無知和被誤導的

「可悲的人」，他們是我們的家

人，朋友和鄰居。很多媒體還期

望回到左派潮流中去，但這不是

趨勢，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反

建制運動正在不斷髮展。

有海外獨立中文媒體分析，

全球化把全球經濟變成了一個大

型經濟體，在這個過程中，也形

成了大型國際組織、公約和規

則，可以對很多國家、產業發號

施令，對很多國家和企業有生殺

予奪的權力。這相當於在經濟領

域形成了中央集權計畫經濟的機

制。大量產業和工作外流，使得

西方國家的在產業領域靠出賣勞

動力為生的中下層民眾和中產階

級成為全球化最主要的受害者。

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是中

國，藉助全球化運作，中國在短

時間內躥升成世界第二大經濟

體。因此，從加拿大前總理哈珀

對全球化的反思和長篇論述中可

以看出，加拿大保守黨一旦執

政，隨之改變的不僅僅是內政，

或在與北京打交道的方式上採取

與川普同步的做法。

北京的猜測

能源、農業、礦產是巴西核

心產業。 2003 年以來，中國在

巴西投資了 1240 億美元，主要

集中在石油、採礦和能源領域；

近期中國在巴西的能源和基礎設

施領域進行大規模的收購，包括

水壩、電網、機場控股、鐵路、

國有能源，甚至土地。

北京的經貿政策令博索納羅

十分不滿。他曾說，「中國人並

不是在與巴西做買賣，而是在買

走巴西」。去年他就曾表示打

算把外交政策和貿易的重心轉向

美國。在今年 2 月他赴臺灣訪

問，成為了自 1974 年巴西與北

京建交以來首個「訪問」臺灣的

巴西總統候選人。

據報導，9 月份中國已派遣

一隊外交官與博索納羅的首席經

濟顧問會面，以確保總統候選人

日首相訪中 《環時》吹和風
【看中國訊】10 月 26 日，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問北京，北

京當局在天安門廣場附近掛起日

本國旗，晚宴罕見高規模款待，

一向立場屬於鷹派的《環時》也

吹起了和風。

《中日和平友好條約》40 週

年之際，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問

北京，中國官媒一改之前的態

度，宣稱「一泯恩仇」，大力宣

傳中日友好。

《環球時報》26 日發表一篇

題為《中日社會需調整心態重塑

彼此認識》的社評，先是「反省」

過去中日的緊張關係，稱「中日

最不該的是互相看不起，搞意氣

之爭。」而後罕見承認「日本從

技術更新到精細管理，有很多值

得中國長期學習的優點。」再來

要求中國人民「克制對日本復活

軍國主義的想像」，不要總是拿

日本可能重新侵略中國的風險來

「嚇唬自己」。文章更稱「中日

因釣魚島紛爭惡化兩國關係相當

滑稽」，甚至還引用日本侵華時

期汪精衛偽政府提倡的「共存共

榮」。有網友評論：「從小就接

受教育說是『小日本』、『日本

鬼子』，現在怎麼態度大轉？」

甚至要大家與日本人「共榮共

出身望族世家

金庸原名查良鏞，生於

1924 年浙江海寧。查家書香傳

世，是當地數一數二的世家望

族，查家自康熙年間就有「一門

七進士，叔侄五翰林」的美譽。

金庸曾回憶，自己家中掛著康

熙題字「澹遠堂」，對此印象深

刻，也因對康熙的特別好感，後

來寫進了《鹿鼎記》中。著名詩

人徐志摩，是金庸舅舅之子。

金庸就讀嘉興中學時，開始

了抗日戰爭，令他失去家庭依

靠，隨學校遷入浙江山區，開始

了第一段人生的漂泊生涯。他曾

接受軍事訓練，又在西南苗人和

漢人聚居之地生活兩年。寒冷的

冬夜裡，苗人漢人圍著火堆唱

歌、跳舞的情境，金庸用筆一一

記下，總計記錄民歌 1000 多

首，不但在他後來的作品中體現

出豐富的民族文化，也記錄下這

些逐漸流失的寶貴遺產。

1941 年，金庸迎來人生的

第一個轉折點，他入讀了重慶的

中央政治學校外交系，那是當時

國民黨專門培養高幹的學校。他

曾回憶，當時生活刻苦，經常躺

在硬梆梆的長凳上睡覺，這也成

了後來小龍女睡在繩子上的橋

段；此外，因為在校園中看不慣

【看中國記者鍾靈綜合

報導】香港著名武俠小說泰

斗金庸，10月31日病逝於香
港，享壽94歲。對不少人來
說，只記得金庸筆下的書劍

江湖，但他其實也一如筆下

的人物，半生經歷漂泊流離，

又在時代的安排下走上政治

尖鋒，「左手寫社評，右手寫

小說」，頗具傳奇色彩。

金庸鮮為人知的「江湖」故事

其他學生的橫行，他與訓育長產

生爭辯，最後更被勒令退學，結

束短暫的大學生涯，如同他筆

下的令狐沖、楊過，因「膽大妄

為」，而被逐出師門。離開學校

後，他到了中央圖書館任職兩

年，期間閱讀了大量西方文學，

開啟了他將西方元素融入中國武

俠小說之中的獨特角度，也令他

的小說更加膾炙人口。

父親被處決 驚醒夢中人
1949 年中共建政，隨後開

始「鎮反」運動，金庸的父親查

樞卿，被中共定性為「黑五類之

首的地主與惡豪階級」，1951
年 4 月 26 日在家中被中共抓捕

批鬥、並在家人面前處決，查家

3600 畝田地被沒收，只剩下 2
間老屋。

他在《金庸大傳》中，有提

及父親被冤殺的情節，當時中共

政府還要家人賠償槍斃父親的子

彈費：1 角人民幣。

金庸的繼母顧秀英無力撫養

幾個子女，於是想要賣掉老屋維

持生計，但隨即被中共扣上「地

主婆要反攻倒算」的帽子，遭到

公審和鬥爭，毒打三天三夜。顧

秀英身上留下的傷痛折磨了她一

生，於 1989 年去世。

當時的金庸，已經因任職

《大公報》香港分社移居香港，

而且已經是成名的武俠小說家，

因此沒有受到中共歷次政治運動

的迫害。

但無庸置疑的是，父親的

死對他影響十分深遠。他離開

1949 年後靠攏中共、實行「思

想控制」的《大公報》，並在

1959 年創辦香港《明報》，任

主編兼社長 35 年，期間發表近

20000 篇社評、政治評論，針對

時弊、筆鋒犀利，曾被譽為「亞

洲第一社評家」。從 1955 年開

始至 1972 年封筆，查良鏞以金

庸的筆名在 17 年間共撰寫了 15
部膾炙人口的小說，然後瀟灑轉

身，成為知名傳媒人，「左手寫

社評，右手寫小說」，是華人文

化圈形容他一生的縮影。

金庸與鄧小平的糾葛

1978 年時任中共領導人鄧

小平推行「改革開放」，承諾逐

步推行國企私有化等政策，金庸

與不少愛國的香港人一樣，期望

看到「新中國」走向光明一面。

而金庸早在《明報》創辦初期，

以反「文革」、反「極左派」著

稱，甚至有傳他上了極左派的暗

殺名單。鄧小平的復出，令金庸

的命運也出現了戲劇性的發展。

 1981 年 7 月 18 日，鄧小平

以中共中央副主席身分接見了金

庸，令他成為「鄧小平接見的第

一個香港人」，鄧小平更主動提

及其父被處決一事，後來金庸父

親得到平反。 1984 年將香港主

權移交中共的《中英聯合聲明》

簽訂，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及起草

委員會相繼成立，而金庸也是草

委之一。

1988 年，金庸與另一草委

查濟民，拋出了一個被認為是

合北京胃口的「雙查方案」，建

議「立法會分三屆發展到半數直

選、第二任及第三位行政長官由

800 人組成的選委選出」，被批

評「出賣民主」。

而這套方案，最終真的成為

了 1997 年香港政制的安排，也

被指令至今香港仍未能實現民主

普選特首和立法會的原因。

曾有分析指出，當時香港政

商界等具影響力人物，包括金

庸，也包括香港傳統民主派的元

老等，都對中國充滿希望，期

望以軟性手法爭取香港民主和

自由，而願意接受折衷的「臨時

安排」，但未料中共此後態度逆

轉，造就了今日的困境。

1989 年 6 月 4 日北京，北

京頒布戒嚴令、中共軍隊血洗天

安門。金庸在電視新聞節目中灑

淚，他說：「自己一直敬佩鄧小

平，也支持他的路線，但看到鄧

小平在電視上出現，我很震驚，

看到鎮壓的情況，我很難過。這

是絕對不應該發生的事⋯⋯我一

定要抗議、反對。」

金庸隨即辭去基本法草委、

諮委等職務，並在後來的文字

中表明自己，從此與政府「不來

往」、「避而遠之」，也不會出

席「慶祝回歸」的活動。

不少評論也認為，金庸從未

忘記中共「弒父之仇」，在武俠

小說中也經常「指雞罵狗」，例

如用《天龍八部》中的「星宿派」

是在隱喻共產黨、《笑傲江湖》

中寫了極權令人腐化的過程等。

瞭解巴中關係的重要性。中國官

媒認為，反中共的競選口號能幫

助候選人贏得選票。但面對龐大

的中國市場，絕大多數當選者將

在上任後採取更務實的立場。

10 月 29 日中國《環球時報》發

表文稱，巴西新政府不會「把巴

中貿易大規模置換成巴西增加同

美國的貿易」，並稱「博索納羅

放棄中國市場是不可思議的」。

環時還認為，博索納羅需要時間

來熟悉外交政策。如果繼續與臺

灣交好，將使巴西損失慘重，

因為「中國的生意已經做遍天

下」，「在拉美很多小國都紛紛

棄臺而去的時候，臺灣不可能是

巴西利益增值的地方，相信博索

納羅團隊能夠分得出輕重。」

但有評論者認為，中巴關係

選後未必有所劇變，但博索納羅

若真堅持走川普路線，北京將十

分被動。在面對美國龐大的經濟

壓力下，北京短時期內無力分身

面對這個南美大國所帶來的經貿

政策挑戰。僅以大豆一例，巴西

拜川普所賜，對中大豆輸出提升

22%，全年輸中份額佔了巴西

總輸出 80%。一面刀兩面刃，

這也意味著牽動 13 億人口民生

問題的中國荳油與畜牧飼料產

業，已無形中成為巴西手中的談

判籌碼。

存」，這簡直讓人「快精神分

裂」了。

BBC 駐東京記者傅東飛表

示，日本是中國最重要的鄰國，

也是東北亞地區內中國最大的貿

易夥伴。過去三年來日本政府一

直想要促成與中國領導人的對

話，中國總是拒絕。「現在促成

中國態度發生變化的因素就是貿

易戰」他說。

10月26日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

平在北京釣魚

台會見到訪的

日本首相安倍

晉三



A3看亞省Alberta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2018年 11月1日—11月7日     第 26 期    

【看中國訊】從 11 月 1 日

開始，除溫哥華和美國西雅圖

之間的公共交通服務外，灰狗

（Greyhound）停止在安大略省

北部，曼尼托巴省，薩斯喀徹溫

省，阿爾伯塔省和不列顛哥倫比

亞省的所有服務。

灰狗在西部各個省份共有

360 個站點，其中 300 個站點

只有灰狗提供公交服務。

灰狗的一些小型的地區級競

爭者，包括卡爾加里的太平洋

西部運輸公司、裡賈納的 Rider 
Express，曼尼托巴省的土著擁

有的 Mahihkan 公交線路，正在

準備接管灰狗的業務。大城市之

間的長途路線對他們很有吸引

力。

但有些路線可能會永遠消

失，某些偏遠農村地區會與其他

城市之間的公共交通會隔絕。同

時，加拿大東部和西部海岸之間

也失去了一個連貫的公共交通系

統，這對全國東、西兩岸城市之

間的貨運也造成影響。乘坐公共

汽車旅行也逐漸變得不可行，尤

其是通往小型城市，不但成本

高，而且空座率也高。

對於如何找到可行的運營方

式，有專家預測應該是低成本的

小型公交車和更加個人化的公交

服務。一種類似於航線從小城市

向大的城市中心彙集的輻射狀交

通系統可能會衍生出來。

【看中國訊】從去年開始，

卡爾加里停車管理局（CPA）

派駐帶攝像頭的巡邏車到各個住

宅區巡視。對於沒有住戶泊車許

可的車輛，當局使用電子設備對

車輛開具罰單，並通過信件郵寄

給車主。以往 CPA 只是對住戶

的抱怨進行應對，而現今在住戶

街區進行巡邏已經成為他們的例

行工作。根據 CPA2018 年 1 月

到 6 月的數據，卡爾加里市路

邊停車罰單最集中的地段如下：

灰狗在多個省份停運 路邊停車罰單最多路段

路易斯湖三滑雪者受傷

週一（10 月 29 日），在

路易斯湖（Lake Louise）地

區有 3 名滑雪者被 2 級雪崩

擊中，跌落約 100 米溝壑而

受傷。其中 1 人頭部受傷和

肋骨骨折，他當時沒戴頭盔，

另 2 人受輕傷，都戴有頭盔。

Cenovus上季虧損2.41億

Cenovus Energy Inc. 能

源公司第三季度營收為 58.6
億加元，去年同期 43.9 億加

元。公司第三季度虧損的原因

是繼續致力於還債。

卡城簡訊

上週五（10 月 26 日），

卡城警察根據新的「大麻法

案」， 在 東 北 區 Bedfield 
Court 的 100 街區，查獲了 1
個超規模種植的大麻屋，屋內

種有 1,100 多株大麻，價值估

計超過 130 萬加元。警察在

此住所沒有找到任何人。

警方查獲超規模大麻屋
【看中國訊】本週三（10 月

31 日），卡爾加里市議會經過了

一天熱烈的辯論，最終以 8 票贊

成 7 票反對，通過了繼續申辦奧

運的決定，並將申辦奧運的最終

決定權交到了卡爾加里市民的手

裡。卡爾加里市民將在 11 月 13
日進行民意投票。

卡爾加里 2026 年奧運申辦

公司 BidCo 出來動搖市議會，

譴責市議員們意圖奪走卡爾加里

市民的民主權利。

在本週二（10 月 30 日）早

些時候，卡爾加里第 8 選區市

議員、奧運會和冬季殘疾人奧

運評估委員會主席伍利（Evan 
Woolley）, 建議停止奧運的申

辦工作，並取消預定的 11 月 13
日公民投票，原因是加拿大的三

級政府未能就主辦奧運會需要的

30 億加元公共資金如何分擔達

成協議。

伍利表示，在分擔協議沒有

最終決定之前，卡城市民沒有足

夠的信息決定如何投票，而現今

距離投票的日期不到兩週了。

但是在週二（10 月 30 日）

夜間，聯邦政府和省政府就如何

分擔奧運費用簽署了協議，這個

協議包括了主辦奧運總成本的變

更，從 30 億加元下降到 28.75
億加元。聯邦負擔 14.55 億加

元，亞省負擔 7 億加元。剩下的

7.2 億加元需要由卡爾加里市政

府負擔，而市府方面當時沒有決

定是否簽署這個協議。

卡爾加里的 7.2 億加元由三

個來源構成，3.7 億加元現金，

1.5 億已經批准的維多利亞公園

和牛仔公園入口改建，以及 2 億

加元保險贖回金額，用於支付

「應急備用金」。

負責奧運申辦的公司 BidCo
表示，公共資金由 30 億加元下

降到 28.75 億加元，是因為保安

成本下降，縮減工作人員以及公

車倉庫問題的解決。

第 9 選區市議員卡拉（Gian-
Carlo Carra）說：「我非常高興

市民投票的時候有三級政府達成

的協議可供參考」。

第 11 選區市議員法卡斯

（Jeromy Farkas）說：「我感到

擔憂，我需要知道預算是如何被

大幅削減到這個程度的，如果保

安的成本下降，我們將奧運繼續

進行下去是魯莽的」。

第 4 選 區 市 議 員 朱 文 祥

（Sean Chu）說：「我將支持結

束申辦奧運的提議。我們被承諾

了無數次，說我們在 30 天內會

得到所有的信息，然而現在對於

奧運費用超支將如何分擔仍然是

未知數，那樣卡爾加里市民則不

得不去承擔。還有其他承諾的事

情沒有兌現。我不能同意如此奇

特的充滿創意的會計方法」。

市民將就申辦奧運進行公投

10 月 29 日，市政府向總

部位於美國的運輸公司 Lime
頒發了共享單車經營許可證，

Lime 將推出 375 輛電動共享

單車。用戶可用手機 APP 查

找共享車的停放點和租借信

息。共享單車自帶 GPS。

卡城推共享單車計畫

市議會投票8:7表決 繼續申辦奧運

西捷航空第三季度的收入

總計 12.6 億加元，高於去年

同期的 12.1 億加元，但本季

的利潤為 4590 萬加元，遠低

於去年同期的 1.359 億加元。

利潤下降的原因是競爭日益激

烈和燃料價格上漲。

西捷三季度利潤陡降

違章停車地點 罰單數

第10大道南側，位於西南第1大街和第2大街之間 849

MacLeodTrail，位於11000號街區 654

中央街西側，位於南第7大街和南第8大街之間 443

第10大街東側，位於西北第2大道和MemorialDrive之間 436

東南Front大街，位於4400號街區 431

西第2大街西側，位於第西南8大道和西南第9大道之間 414

第6大道南側，位於西南第2大街和西南第3大街之間 371

11大道北側，位於西南第5大街和西南第6大街之間 342

CrowchildTrail，位於4000號街區 308

西北第48大道，位於8900號街區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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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南下生是非  面臨抉擇
習視察廣東，現詭異局勢，「北上」抑或「南下」，北京處十字路口

習低調南下

24 日上午，習近平在深圳

參觀「大潮起珠江——廣東改革

開放 40 週年展覽」時稱：「我

們就是在這裡向全世界宣示，中

國改革開放不停步。」

但總的來說，相對 6 年前

習近平上臺不久的視察廣東，習

此次南下極為低調。

在習近平說出「中國改革開

放不停步」後，中國的官員們最

近在集中地高談起改革。官員、

官媒，幾乎眾口一聲大談改革。

法廣引述觀察家認為，今天

中國面臨的背景有點像鄧小平

92 南巡時期一樣，人心浮動，

社會思變，國進民退聲音高漲，

中國處在中美貿易戰的特殊關

口，這可能是啟動真正改革的時

機。可是，習近平在說改革，中

國高層沒有說過不改革，官方的

宣傳依然是言必稱改革，但很少

有人相信這是真的。

觀點稱，習此次南下，不是

新南巡，不過是中共領導人下去

慣常的表態，不具有鄧小平 92
南巡的效應和制度突破意義。在

他看來，新南巡的說法的流傳，

反映了中國社會對中美貿易戰背

景下對改革的集體焦慮情緒。

《香港經濟日報》則表示，

習近平這次南巡的目的不是為

「改革開放」護航，而是為應對

當前國內外局勢、防範經濟急速

下滑，維穩的意味強烈。

鄧樸方講話流傳

有評論文章稱，儘管中共一

再淡化貿易戰對中國經濟的影

響，但連續三個季度下滑，已經

創下了十年來的最慢增速，各種

隱性風險仍在醞釀和陸續爆發。

國際上不斷遭到世界的圍堵，尤

其面對美國在政治、經濟、軍

事、外交等多個領域的打擊。內

憂外困之際，習近平南下廣東視

察，罕見不提鄧小平，這是中共

內部異議浮現的表現。

值得注意的是，在習南下期

間，網絡上流傳著一份鄧小平

長子鄧樸方在 9 月 16 日的講話

稿，裡面除了盛讚鄧小平理論開

啟改革開放之外，還不點名地提

醒當權者要「實事求是」、「保

持清醒的頭腦，知道自己的分

量」。

時事評論員橫河表示，北京

目前的做法，讓人們看不到政治

體制改革的跡象，經濟體制改革

也在全面後退，許多中國人都感

到前途渺茫。

鄧樸方的這個講話在網絡

上熱傳，一定意義上說，在反

映著一些網民的真實心理，也

是一些中共體制內官員的心理

反映，人們藉鄧樸方的講話來

表達不滿。這是民眾對北京推

行「自力更生」的抵制，擔心走

回頭路，回到過去那種令人恐

慌的年代。

知名民主人士魏京生對自由

亞洲電臺表示，目前的中國，內

部主張改革開放的聲音正在聚

集，北京的挑戰越來越大。「鄧

樸方敢公開這麼講，就說明這種

氣氛、這種輿論在中共內部已經

非常強烈了。」

今年以來，隨著鄧家女婿吳

小暉被判入獄，以及鄧樸方「生

死之交」樊立勤在北大貼大字報

批評習近平，鄧習兩家的矛盾被

指已經公開化。

最近，深圳「改革開放」博

物館中剔除了鄧小平「南巡」浮

雕，紀念深圳特區設立過程的

「歷史畫作」〈早春〉中，習仲勛

也成了主導人物。因此，鄧樸方

突然公開講話力挺鄧小平，被指

不太尋常。

BBC 刊發特約撰稿人乘桴

的文章認為，「北上」和「南下」

曾是中共歷史上紅軍會師後毛澤

東與張國燾路線鬥爭不同的路徑

選擇。 80 多年前，毛澤東領導

的中央紅軍與張國燾領導的紅軍

會師，由於爭奪黨內最高領導權

的鬥爭，張國燾率軍「南下」兵

敗失勢，毛澤東率軍「北上」最

終奪取全國政權。

而今，習近平兩個月「北

上」考察東北，「南下」考察廣

東；「北上」鞏固政權，「南下」

開放搞活。歷史的隱喻似乎在昭

示，是閉關鎖國、自力更生和艱

苦奮鬥，還是開放搞活、融入美

國主導的世界規則體系？「北

上」抑或「南下」，習近平面臨

抉擇！

【看中國記者李文隆

綜合報導】10月22日至25
日，習近平南下廣東考察。

習雖在深圳有提及改革開

放，但沒有正式的政策性

宣示，在官媒的報導中不見

「鄧小平理論」等這些中共

慣常用語。而鄧小平之子鄧

樸方的講話卻在網絡熱傳。

習與鄧小平及「改革開放」

的關係，習當局走向等引發

外界關注。

司法「小密圈」
陳旭獲囚終身

【看中國訊】上海政法

系統的「首虎」、上海檢察

院原檢察長陳旭，10 月 25
日被以受賄罪判處無期徒

刑。陳旭是江派「上海幫」

成員，媒體曾揭其在上海司

法界建「枉法小密圈」。

判決書顯示，陳旭在

2003 年至 2014 年共 11 年

間，任職上海政法委、上海

市委及上海檢察院期間，收

受他人財物，共計摺合人民

幣 7423 萬元。

現年 65 歲的陳旭是上

海人，仕途一直在上海政法

系統，歷任上海市高院副院

長、上海市一中院院長、上

海市政法委副書記、上海市

檢察院檢察長等職務。

2017 年 3 月 1 日，中

紀委宣布陳旭落馬。他是繼

中共原上海市委常委、原副

市長艾寶俊之後，中共十八

大之後上海落馬的第二名省

部級官員，也是十八大之後

首位落馬的省級檢察長。

陳旭被認為是江派「上

海幫」的重要成員。上海維

權律師鄭恩寵曾向海外媒體

揭露，陳旭靠處理與江澤民

之子江綿恆有關的周正毅案

和整治鄭恩寵，被提拔為市

政法委副書記，成為江澤民

外甥吳志明的副手。其後，

陳旭又被時任上海市委書記

陳良宇提拔為市委副秘書

長，當上上海第三號人物劉

雲耕的秘書。

財新網今年 6 月 5 日

發表特別報導稱，陳旭成為

上海司法界「教父」式的人

物，組建了一個上海司法界

的地下「小密圈」，勢力範

圍涉及上海法院檢察院、

外辦律所以及仲裁等，結

成了操控司法的「枉法共同

體」。

【看中國記者李文隆

綜合報導】中國佛教協會

前會長、淫僧釋學誠涉性侵

女弟子、大額資金去向不明

以及龍泉寺違章等問題，今

年8月被曝光後引發軒然大
波。釋學誠被辭去職務送

回老家。但港媒近日走訪釋

學誠的發跡地福建福州、

莆田，發現其地位仍非常穩

固，仍操控多家廟宇。

最強淫穢政治和尚  倒臺仍僵而不死

在家鄉影響力依舊

據香港《蘋果日報》26 日報

導，港媒走訪福建福州、莆田多

地發現，釋學誠在家鄉的影響力

依舊，福建的極樂寺和龍泉寺都

被稱作是釋學誠的家寺，裡面的

女尼眾多，多是 20 歲出頭的小

姑娘，雖然釋學誠強迫多名女弟

子和他發生關係的醜聞曝光，但

這些女尼仍對釋學誠深信不疑。

有投訴指，極樂寺年輕尼姑

多為大學生或是職場新鮮人，

「年老的根本沒有資格進入極樂

寺正式名冊裡，只能當個義工或

是居士，或者直接就被拒之門

外」。

釋學誠 2013 年前後開始收

下第一批女弟子，2014 年約有

30 名女弟子受戒；2015 年有

47 人；2016 年有 78 人；2017
年有 100 人。

政治敏感度很高

釋學誠作為佛教協會會長，

號稱中國第一和尚，他的所謂政

治敏感度很高，懂得掌握和配合

上面的政策，甚至把佛教文化與

「一帶一路」掛上「戰略關係」，

他連任了多屆全國政協常務委

員。在擔任 3 年多的佛教協會

會長期間，釋學誠成為中國大陸

最具權力的「政治和尚」。

釋學誠曾建議，中國大陸佛

教應為化解「一帶一路」上的各

種宗教衝突，提供所謂「價值支

撐」，提出甚麼「致力建設人間

佛教，把握新時代佛教命脈，用

適合現代人生活的方式，來弘揚

中國大陸佛教的聲音」。

宗教亂象的真正教主

釋學誠醜聞曝光源於今年

8 月 1 日，兩位出家前原為清

華大學女博士的釋賢佳、釋賢

啟，所寫的一份長達 95 頁指控

北京龍泉寺方丈釋學誠性侵多

名尼姑的舉報材料火爆網絡。

釋學誠所控制的北京龍泉

寺馬上發聲明力挺，指一切都

是誣陷。而官方也把網絡上與

指控相關的討論、報導及文章

全部刪除。

不料後來外媒廣泛報導，

CNN、BBC、路透社、英國《衛

報》都刊登了相關報導。這令

當局紙包不住火。在輿論壓力

下，中國國家宗教事務管理局

隨後發表聲明稱，已經啟動調

查和驗證工作。

8 月 15 日，釋學誠被迫辭

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常務理

事、理事。同月 23 日，釋學誠

辭去福建省佛教協會會長、常

務理事、理事。 24 日釋學誠被

免去北龍泉寺住持等職務。

1966 年出生的釋學誠，目

前仍是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

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副主任、

中國宗教界和平委員會常務副

主席。

親屬聯署遞信，寄望政府

出手，遣散受害僧團，令子女

早日歸家。但據稱在世界佛教

論壇前，中國當局不會有動

作，預計年底才會依法處理釋

學誠。據稱，釋學誠將成為中

共建政以來首名被處罰的宗教

會長，但對於家長要求解散極

樂寺等地的尼姑，官方則未表

態。

前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全國政協常委，被稱為第一政治和尚的釋學誠

因惡劣性侵事件下臺。（Getty Images）

美偵探：王健案調查疑點多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綜合報

導】 近日， 法國司法部公布了

對海航集團董事長王健死亡的

調查結果。 不過， 美國媒體

報導了兩名紐約偵探私人調查

結果， 發現王健死亡案疑雲重

重。

美國媒體 「華盛頓燈塔」

網站 10 月 30 報導， 法國高

等法院檢察官菲利普． 蓋馬斯

（Philip Gamas） 在一封電子

郵件中說：「王健一人獨自

爬上牆， 失去平衡摔死在另一

邊。 」

但紐約偵探的調查顯示，

王健並非獨自前往法國教堂遊

覽， 他的隨行人員包括兩名中

國保安人員。

偵探們還說， 他們的調查

顯示， 該村的監控錄像帶也被

竄改了， 在王健一行到達教堂

這期間拍攝的部分視頻似乎已被

警方刪除。

此外， 曾為王安排住宿的

旅行社的工作人員們說， 來自

中國政府的官員指示他們不要評

論王健之死。 法國當局還嚴格

禁止發布有關該事件的任何其他

信息。 參與案件的警察和消防

員告訴紐約偵探， 他們被命令

不許評論王健的死亡情況。

今年 7 月 3 日， 海航集團

有限公司聯合創始人、 董事長

王健在法國突然墜亡， 由於死

得太意外， 引起輿論界諸多揣

測。 海外媒體報導稱， 海航集

團與中共多名重量級政治人物關

係密切， 因此懷疑王健之死非

是意外， 而是身為「白手套」

在非常之時被滅口。

習近平（左）步入中共會場。（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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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李文隆報導】

被北京視為「形象工程」的港珠

澳大橋 10 月 24 日正式開通。

臺媒節目揭示大橋風水黑幕，指

港珠澳大橋撼動了珠三角的巨水

龍脈，破壞香港風水。

港珠澳大橋歷時 9 年興建，

花費逾 1200 億人民幣，連接珠

海、香港、澳門三地，被稱作世

界上最長的跨海大橋，北京稱此

橋為「國之重器」。然而大橋在

23 日舉行開通儀式的當天，中

港兩地股市大跌，給陷入陰霾的

中國經濟，迎頭澆下一盆冷水。

臺灣東森電視新聞近日報導

透露風水師們的說法，指港珠澳

大橋改變了香港風水格局。風水

師認為，珠江是一條大龍脈，珠

江水龍脈彙集了廣州、深圳、佛

山、中山、東莞、惠州、珠海、

香港、澳門等地方的水龍，形成

一條通天巨龍，而港珠澳大橋撼

動了珠三角的巨水龍脈。北京官

方稱港珠澳大橋是一條龍，不會

阻斷珠江龍脈，還會把龍脈引致

香港，使香港更旺。然而風水師

們認為大橋根本不是龍而是蛇。

分析大橋有關設計，在香港

與澳門對接的過港隧道口，兩個

人工島形似兩個蛇頭。風水師

指，這是「兩蛇對沖」之勢，將

使香港和澳門產生是非紛爭，更

破壞香港風水。風水師認為，酷

似兩條長蛇的港珠澳大橋，是中

共用來壓制香港的一個風水陣，

會給香港招來天災是非。因為香

港的地形酷似「龜」，屬福地、

旺地，而蛇是克制龜的。

公開報導顯示，港珠澳大橋

施工 9 年來，共發生 9 次致命

工業意外，至少 18 人喪生，工

傷的數字超過 600 宗，被坊間

謔稱為「奈何橋」。民間傳說

中，奈何橋是通向地獄的入口。

香港風水師王亭之認為，以

大玄空風水角度看，港珠澳大橋

是一條水路，把水路引離香港，

而且儼如把維港從西北處打橫切

開。西北是香港的發源地，大橋

會把由西北至北的元氣泄去，對

香港大大不利。而且從實際情況

來看，有了大橋後，在澳門設辦

事處便和香港沒太大分別，香港

的轉口地位也會因此下降。

【看中國訊】最新消息指，

有民眾從大陸經金門小三通攜帶

入臺的肉品中，驗出了非洲豬瘟

病毒。

29 日防檢局統計指出，從

10 月 18 日到 28 日，共有 73
件從非洲豬瘟或口蹄疫疫區帶家

畜肉品入境的案例，包括來自中

國大陸、越南、菲律賓、韓國和

泰國的臘肉、牛肉、香腸和熱狗

等產品，其中 43 件來自中國大

陸。

據悉，臺灣當局已經將採集

來自中國大陸違規肉品樣本進行

化驗，早前化驗結果均為陰性，

不過中央社引述最新消息指，農

委會將召開記者會，由副主委黃

金城率同防檢局及家畜衛生試驗

人員所共同就「中國大陸豬肉產

品驗出非洲豬瘟病毒基因」召開

記者會說明。

分析指出，如果臺灣爆發非

洲豬瘟，損失至少突破 1700 億

台幣，比 1997 年口蹄疫還要慘

重，也會令臺灣豬肉外銷夢碎，

重創臺灣豬肉供應鏈。

【看中國訊】香港科技大學

將在廣州開辦分校，並設立黨委

書記管理。

《蘋果日報》報導，科技大

學校長史維表示，有關分校將與

廣州大學合作開辦，「內地所有

大學都有黨委書記」，因此也要

符合有關要求。

他表示，分校將於 3 年內

開始招生，主要招收研究生，首

批不超過 1000 人，長遠希望能

有超過 5000 名研究生，規模與

香港科技大學本校相若。

【看中國訊】

近期美國知名社

群媒體「推特」

在「country（國

家）」欄位中設「臺灣」選項，

被大陸網友直批「常識沒有」。

臺灣網友則紛紛認為推特的設

定相當正確，並讚道「沒有懸

念」。

據《LTN》報導，中國大陸

網友在臉書社團「帝吧中央集團

軍」上貼出擷取圖片，當中能見

到推特把臺灣、澳門、香港均列

為國家，該名網友對此表示，

「有病吧？常識沒有嗎？」該事

件引發大陸網友們的熱議。

許多的臺灣網友知悉此事

後，均感到推特的設定是相當

正確的，紛紛留言指出「沾污完

fb 又去搞 twitter ？」、「習大大

不是不給上」、「一般中國人要

翻牆才能用推特的」、「只有國

家才能選總統，常識沒有嗎」、

「被共產黨洗腦幾十年」。

【看中國訊】「2018 精神健

康月」籌備委員會 10 月 29 日

公布第七屆全港精神健康指數

調查結果，發現今年港人健康

指數是 50.20 分，低於 52 分的

合格水平線，並大幅低於去年

的 59.75 分。機構亦認為工時過

長、缺乏家庭娛樂是影響港人的

精神健康的主要因素。

本此調查電話訪問了 1,007
名 15 歲以上市民，結果發現

47.9% 受訪者的精神健康不合

格，有 38% 的精神健康可接

受，僅14.1%的精神健康良好。

【看中國訊】根據臺灣環保

署空氣品質監測網顯示， 27 日

起，臺灣受境外污染物及河川揚

塵影響，西部縣市從北到南空氣

品質普遍不佳。其中，雲嘉地區

麥寮、樸子等地空氣品質指標

（AQI）一度衝到褐爆等級。

揭港珠澳大橋

Phoebe Ku Chaoran LiAndy 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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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cedes-Benz
The best or n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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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快速維修服務

• 31 個維修塢

• 60 多個車位的展廳

• 室內二手車展廳

• 豪華顧客休息廳

• 內設美食館

• Country Hills 兒童俱樂部

• 顧客勤務員和接待員

• 免費顧客代步車

• 免費機場班車�

臺灣查截肉品
驗出非洲豬瘟病毒

香港科技大學廣州
分校將設黨委書記

推特列臺灣為國家

風水黑幕
風水師

在香港與澳門對接的過港隧道口，兩個人工島形似兩個蛇頭。風水

師指，這是「兩蛇對沖」之勢，使港澳產生是非紛爭，更破壞香港

風水。（視頻截圖）

調查顯示：近半港人精神不健康霾害襲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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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德國飛機

製 造 商 Volocopter 說， 明

年將在新加坡測試無人駕駛

空中計程車。亞洲多個大城

市數百萬名上班族每天必須

應對交通阻塞問題，空中

計程車可解決這一難題。

Volocopter 稱， 這 款 電 動

空中計程車使用無人機的技

術，外觀像直升機，可垂直

升空、降落。可乘坐 2 人，

飛行約 30 公里。

【看中國訊】隨著越來越

複雜的網絡攻擊正襲擊世界

各地的關鍵基礎設施，日本

政府也深感威脅，未來 10
年的國防重點將擺放在網絡

資安上。日本政府準備將部

分網絡防禦行動外包，比如

監控和分析惡意軟件威脅

等。承包政府資安工作的人

年收入將非常優渥，每一位

外部承包商和顧問一次合約

長達 5 年，且每年薪水超過

2 千萬日圓，相當於日本副

部長的薪資水平。

【看中國記者憶文綜合報導】

10 月 23 日，美國白宮發布了一

份長達 72 頁的報告，闡述了社

會主義的弊病。川普總統最近表

示，那些自稱社會主義者的人士

提出的政策提議正在國會和選民

中獲得支持。如果他的政治對手

在即將舉行的中期選舉中勝出，

社會主義者將把美國變成「下一

個委內瑞拉」。

根據 CNBC 報導，由哈塞

特（Kevin Hassett）領導的經

濟顧問委員會（CEA）發布的

這份報告警告說，「社會主義正

在美國政治話語中捲土重來」。

這份題為《社會主義的機

會成本》的報告多次提到參

議 員 伯 尼． 桑 德 斯（Bernie 
Sanders），他在 2016 年競選民

主黨黨魁，並提供醫療改革方

案。該報告將桑德斯和可能的

2020 年總統候選人參議員沃倫

（Elizabeth Warren）與馬克思、

列寧和毛澤東聯繫在一起。

據悉，雖然以民主黨身分登

記，桑德斯自認是民主社會主義

者。 2015 年 4 月 30 日，桑德

斯正式宣布參加總統大選。當天

中午，他舉行發布會時說，他將

改變美國人財富嚴重不均的現

狀，提高富人的稅率。這與共產

黨奪取中國政權以前，提出的

「打土豪分田地」如出一轍。報

告提到，社會主義者認為市場經

濟中的收入分配是「剝削」的不

公平結果，應收取高稅收，並進

行廣泛的國家控制和分配。報告

例舉了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古巴

和蘇聯，稱這些政府奪取了對農

業的控制，結果造成數千萬人活

活餓死。

報告以委內瑞拉為例，稱社

會主義即使在民主制度下，通過

和平方式在工業化國家施行，其

激勵機制的扭曲和信息缺失問題

仍然存在，這是由大型國有組織

和中央控制資源所致。

白宮報告說，根據研究統

計，如果美國採取委內瑞拉那樣

的社會主義政策，國內生產總值

（GDP）估計將下降至少 40%。

白宮報告：警告社會主義危害

【看中國訊】日前加拿

大大麻合法化，成為全世界

第二個大麻合法的國家。大

麻合法化後，人們要加倍

小心。你可以自己不抽大

麻，但你沒法躲避「二手大

麻」。吸食二手大麻與二

手煙一樣，會對健康造成影

響。吸食過量大麻，會損傷

身體的協調能力，使手腳顫

抖、心跳飛快、頭腦昏沉。

它也會傷害人的大腦，主要

表現是反應遲鈍、短期失

憶。如果長期吸食，後果更

加嚴重。

和酒駕一樣，吸大麻後

開車後果很嚴重。大麻的效

力往往可能持續長達 5 小

時，吸食者會自以為自己是

清醒的，但其實卻不是。在

大麻作用下人的反應會比較

遲鈍，開車容易導致交通事

故。

廣州地鐵啟用人臉識別系統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廣州地

鐵萬勝圍站 A 口、珠江新城站

B1 口、嘉禾望崗站 B 口及體育

西路站 E 口日前開始試點人臉

識別系統。在進站口安檢通道附

近，多了一個可以人臉識別的安

檢門，該安檢門前面的機器上，

擁有人臉識別功能和掃二維碼功

能。乘客只需提前下載廣州地鐵

官方 APP，在智慧安檢（板塊）

進行實名認證和人臉採集，即可

開通「智慧安檢」功能，開通成

功後通過刷臉便可通過實名認證

安檢通道。

官方對此做出的解釋是，

「可進一步提高危險因素排查的

準確率」。廣州地鐵當局表示，

未來將考慮在這個人口 1400 萬

的城市的所有地鐵站，設立人臉

識別系統。

不過，有乘客批評指當局此

舉對繁忙的地鐵系統造成不必要

的負擔。有廣州居民在網上寫

道，經人臉識別系統進入地鐵

站，每次都要排隊，尤其是在上

下班高峰，人龍可長達數百米。

如在早上搭地鐵，可能會遲到。

廣州商人陳先生說，以前只

需要安檢隨身物品，但現在增加

了人臉識別，他不願排長隊，已

決定放棄搭乘地鐵，寧願坐的

士。

廣州率先啟用的這些人臉識

別系統，由中國公安部第一研究

所研製。早在 2002 年該研究所

就開展了人臉識別測試技術研

究。「人臉識別技術」為動態識

別，每秒鐘能夠識別 5 個人的

身分，識別速度是每次 200 毫

秒。

官方表示，未來機場、地

鐵、汽車站和火車站將會採用

「人臉識別系統」。官媒《人民

日報》今年 7 月刊登的一篇文

章，更宣稱「刷臉時代」正在來

臨，甚至認為「刷臉」將成為老

百姓日常生活重要一環。

啟用人臉識別系統引發了民

眾的擔憂。廣東網民梁先生說，

人臉識別系統如果在全國推廣，

屆時所有民眾的一舉一動，都在

監控之下，無個人隱私可言。他

說：「我是重點維穩對象。我一

出門就無所遁形，天網攝像頭、

人臉識別系統、車牌識別系統、

手機定位技術，公安可以隨時

隨地抓我。集權體制將所有的

財力、物力用到管控社會和個

人，讓整個社會處於窒息的氛圍

中。」

中國當局對民眾的監控已無

所不在。去年，中國當局在城

市啟用「天網」監控系統及農村

「雪亮工程」，數千萬個監控探

頭，覆蓋到幾乎所有角落。

【看中國訊】廣州多個

地鐵站日前開始使用人臉

識別安檢系統。廣州地鐵是

一個試點，未來可能在全國

推廣。有外媒質疑，當局在

保障公共安全的同時，是否

也應顧及個人隱私。

【看中國記者蘇菲翻譯報

導】當孩子受到別人的欺凌時，

父母應該怎麼做？最近美國一

位父親在自己孩子被欺凌後所

採取的做法，也許能給你帶來

一點啟發。

根 據 ABC 13、MSNBC 
NEWS 等多家外媒報導，這位

名叫 Aubrey Fontenot 的父親

住在休斯頓。前不久，他兒子

Jordan 告訴他，自己在學校遭

受了霸凌。Aubrey 知道後的第

一反應就是難過、心痛，同時也

感到一點憤怒，他打算為兒子做

點甚麼。

怎麼做？ Aubrey 冷靜下來

後，決定先與霸凌者溝通。

父親從兒子口中瞭解到這位

霸凌者的名字叫 Tamarion。於

是他給這位少年的母親打了電

話，在徵得她的同意後，他把

Tamarion 帶上車準備和他單獨

聊聊。

開始時，Tamarion 一直保

持著一副滿不在乎的叛逆少年嘴

臉，對 Aubrey 愛理不理。不過

Aubrey 並沒有因此放棄，而是

繼續耐心的慢慢開導……終於，

Tamarion 告訴 Aubrey 說，自

己因為穿著的衣服和鞋子髒而遭

其他人取笑。他還承認是由於嫉

妒 Jordan 穿著新衣服才欺負他

的。

Aubrey 的耐心和善意感

動了 Tamarion，這位少年開始

對他敞開心扉。Tamarion 告訴

Aubrey，最近他們一家人失去

了房子，現在無家可歸，連穩定

的住所都沒有……

聽 到 這 兒，Aubrey 覺 得

自己應該做點甚麼。他決定

帶 Tamarion 去購買一些新衣

服。在買好衣服開車回去的路

上，Tamarion 已 經 像 換 了 一

個人，變成了個陽光開朗的大

男孩。接下來的幾天，Aubrey
把 Tamarion 帶到家裡和兒子

Jordan 進行面對面交談，兩個

孩子很快便達成了和解，而且兩

人已經變成好朋友了。

事後，Aubrey 告訴兒子：

「如果你對別人好，那麼好的事

情就會回報到你身上。」

Aubrey 在自己的推特上分

享了這個故事。Aubrey 的故事

在推特上傳開後，無數網民為他

點讚。有人說：「我很喜歡看到

這種故事，一個人的舉動，可以

正面地影響另一個人的一生。」

還有人表示：「我們需要更多像

這樣面對霸凌事件成熟且正確的

做法，非常尊敬您。」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綜合報

導】央視前主持人李詠因患癌症

日前突然去世。李詠於 2013 年

離開央視，就職於中國傳媒大

學。網傳李詠當年是因為一次春

晚主持上的失誤離開了央視。

10 月 29 日，央視主持人李

詠妻子、央視導演哈文發微博

稱：「在美國，經過 17 個月的

抗癌治療，2018 年 10 月 25 日

凌晨 5 點 20 分，永失我愛。」

1968 年 5 月 3 日出生的李

詠是新疆人，在 1991 年的時

候進入了央視，之後擔任編導

和記錄片的解說員，後來開始

主持綜藝節目《幸運 52》《非常

6+1》。曾主持多屆央視春晚。

李詠的妻子哈文是他在北京廣播

學院的同學，兩夫妻一同進入央

視工作後，哈文成為了央視的導

演。

李詠 2013 年辭職央視，之

後李詠去了傳媒大學當教授，而

妻子哈文在不久後也離開了，去

了大學繼續進行研修。

據稱，李詠當年是因為一次

春晚主持上的失誤離開了春晚的

舞臺。在 2007 年的春晚上，出

現了尷尬冷場的一幕，在倒計時

階段，6 位主持人多次忘詞甚至

朱軍搶了李詠的詞，一度讓場面

尷尬不已，此事發生後很多人稱

其為「春晚黑色三分鐘」。

對於這「黑色三分鐘」曾一

直熱議不斷，網上還傳出李詠和

朱軍因為此事大打出手。

2007 年春晚總導演金越談

了導致「黑色三分鐘」的原因：

「如果主持人能嚴格執行指揮的

話，肯定不會有這種事情。」雖

然沒有點破，言下之意證實確有

此事。 
除了李詠外，近年來央視主

持人患癌去世的還有肖曉琳、邱

圓圓、羅京等。

今年 7 月 12 日，澎湃新聞

報導稱，從央視《今日說法》欄

目多名員工處獲悉了上述肖曉琳

的死訊。當日騰訊娛樂也援引知

情人的話說，兩星期前肖曉琳因

直腸癌轉移，在美國的兒子家中

去世。

2015 年 11 月 18 日，央視

主持人方靜因為癌症醫治無效，

在臺灣去世，年僅 44 歲。

2014 年 12 月 10 日，央視

美女主持邱園園患因子宮癌去

世。 25 歲的邱圓圓當被查出患

有如此病症的時候，其是屬於懷

孕狀態的。孩子出生 3 個月後，

邱圓圓離開人世，當時年僅 26
歲。

兒子被欺凌 父親以德報怨主持人李詠因癌症去世

廣州地鐵（Nissangeniss/WIKI/CC BY-SA）

（www.volocopter.com）

大麻（公有領域）

【看中國記者蘇菲翻譯報

導】12 月18 日起，極具爭議性

的 C-46 法案將在加拿大正式生

效。該法案被業界很多人稱為「遣

返法案」。留學生、遊客等外國

居民，甚至是加拿大永久居民都

需要格外留意，如果不小心犯了

法就可能會被驅逐出加拿大。

加拿大政府警告，會加重不

清醒駕駛 (Impaired Driving) 的
處罰。如果留學生、臨時公民或

難民酒駕或毒駕，有可能被驅逐

出境；就算是永久居民，喝酒或

吸毒後駕駛，也可能失去楓葉卡。

C-46 法案是由加拿大司法

部 長 Jody Wilson-Raybould，
在 2017 年與大麻法案一起在下

議院提出。該法案增加了與不清

醒駕駛有關的警察權力，包括授

權警察進行強制性酒精檢查。

法案提到，包括酒駕在內

的所有不清醒駕駛，最高刑罰將

從 5 年監禁提高到 10 年監禁。

注意：在加拿大，10 年以下的

監禁算「一般刑事犯罪」，而 10
年以上的監禁算「嚴重刑事犯

罪」。

根據移民法，非加拿大公民

的外籍人員，一旦被判斷「嚴重

刑事犯罪」，就會被直接遣返、

自動失去永久居民身份。

就算拿了楓葉卡的加拿大永

久居民，在這個問題上和留學生

沒有任何區別，一旦定罪，移民

身份會被取消並遣返回原來國

家。

加拿大史上最嚴遣返法案即將實行

社會萬象

德空中計程車明年試飛

大麻合法化 小心二手大麻

日本高薪聘請資安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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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臺 時 間 10 月 29 日，A
股截至收盤，滬指收報 2542.10
點，跌 2.18%，成交額 1225 億

元（人民幣，下同）。深成指

收 報 7322.24 點， 跌 2.43%，

成交額 1329 億。創業板收報

1250.48 點， 跌 1.01%， 成 交

額 379 億。作為經濟的「晴雨

表」，創立至今已有 27 年的中

國股票市場，卻已經失靈。香

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證監會）前行政總裁韋奕禮

（Martin Wheatley）接受道瓊

斯旗下新聞網站 MarketWatch

訪問時，預料中國股市會持續

惡化。因為中國早年的經濟增

長 8% 的亮麗情景，只是「政治

目標」，之所以能夠維持實屬虛

構，全靠政府操作達成目標。中

國的企業管治水平追不上發展，

管理層為了自身利益，令企業股

東無法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

他透露，以往任職監管機構

時，對個人投資股票有多種限

制，但即使現時已經退任，他仍

然選擇對 A 股敬而遠之。

對於中國官方數據解讀，他

呼籲投資者要格外小心，他舉例

中國 14 個主要地區各自公布的

經濟增長速度，但令人奇怪的

是，全部均高於平均數。

目前，中國 GDP 增速在今

年第三季只有 6.5% 並低於預

期，是十年以來最慢增速。

自從中美貿易戰開始之後，

中國股市倍受影響，由三月底至

今，上海證券交易所綜合股價指

數（滬指）已經下跌超過一千

點，跌幅 26%；深圳證券指數

跌幅更大。

韋奕禮表示，中美貿易戰

對市場情緒會有不利影響。據

RFI 報導，韋奕禮 2004 年加入

香港證監會，翌年出任主席，

之後又轉任行政總裁，任內六

年，經歷了全球金融危機。離

任證監會後，加盟英國金融行

為監管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出任 FCA 旗下消

費者保障及巿場管理局行政總裁

一職，至 2016 年初離任。現在

一間對沖基金任職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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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行官員：匯率更重要

人民幣兌美元自今年 1 月

以來已經貶值 9%。 10 月 30
日，人民幣兌美元的在岸匯率和

離岸匯率一度雙雙跌破 6.97 關

口，中間價調降至 2008 年 5 月

21 日以來最低，再次衝擊「7」
這個心理關口。

一時間，北京當局會讓人民

幣「破 7」還是「保 7」的爭論再

起。形勢危急的時刻，官方再次

發聲「維穩」。官媒《經濟參考

報》30 日報導稱，「儘管面臨諸

多不利因素，但……人民幣匯率

守住『7』將是大概率事件。」

中國央行參事盛松成也釋放

了更明確的信號，10 月 30 日，

他在 2018 中國金融發展論壇暨

第九屆金鼎獎頒獎典禮上的講話

稱，中國通過匯率貶值促進出口

是得不償失的，應該在必要的時

候用外匯儲備來穩定匯率；而現

在不是匯率改革的最佳時機，目

前穩匯率比匯率改革更加重要。

盛松成認為，穩定匯率也更

利於人民幣國際化，國際化的貨

幣實際上也需要相對的穩定。並

且應該提高政策透明度，穩定市

場預期，不能是運動式的方法來

搞經濟、做監管。事實上，人民

幣再度開始貶值之後，中國央行

也動作頻頻。

8 月 3 日，中國央行將遠期

售匯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由

0 調整為 20%，以抑制投機性

購匯需求。 8 月 24 日，人民幣

對美元中間價報價行重啟「逆週

期因子」，以對沖貶值方向的市

場情緒。

9 月 20 日，中國央行和香

港金融管理局簽署了《關於使用

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發行中國

人民銀行票據的合作備忘錄》，

此舉將有助於央行通過發行央票

來調節離岸人民幣流動性。

中國央行大概率會動用外匯

儲備干預匯率，但是中國的外匯

儲備情況卻不容樂觀。日前官方

公布的兩項重要金融數據值得

關注：一是 9 月央行外匯占款

餘額較 8 月底下降 1194 億人民

幣，二是 9 月中國對美國貿易

順差創紀錄的達到 341億美元，

但是當月外匯儲備卻減少 227
億美元。

綜合考慮這兩項數據的變

化，一方面表明中國資本流出的

壓力正在加大，另一方面也表明

在人民幣貶值加劇的背景下，外

匯儲備將會不斷減少。另有分析

認為，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一旦破

7，資本市場將會有進一步拋售

的舉動，這樣更加劇人民幣貶值

預期，同時也加大了資金外流壓

力，造成中國金融市場動盪。並

且，在中美貿易戰陷入膠著狀態

之際，也會再度引發美國總統川

普對人民幣貶值的批評。有報導

稱，在美國總統川普與中國國家

主席習近平下個月出席二十國集

團（G20）峰會期間會晤前，北

京當局不希望刺激美國，但如果

雙方在貿易戰問題沒有取得積極

成果，人民幣跌破 7 則不可避

免。

中國央行當前保 7 的意義，

更在於人民幣匯率已成為國際資

本市場衡量中國經濟走勢，並調

整投資策略的重要指標。人民幣

兌美元匯率今年以來累計跌幅超

過 6%，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中國經濟放緩，以及中美貿易戰

開始後導致的中國出口壓力增

大。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

合報導】人民幣兌美元匯率

在10月30日一度跌破6.97關
口，創下十年來最低。官媒

發文聲稱，人民幣匯率守住

「7」將是大概率事件。中國
央行官員也稱，穩匯率比匯

改更重要，必要時應用外匯

儲備穩匯率。

華南美企考慮 
緩投資或遷移

【看中國訊】據美國之音報

導，美國司法部 10 月 30 日發

表聲明說，中國情報人員和他們

招募的黑客以及公司內部人士多

年來共謀竊取敏感的商業航空與

技術數據。

據報導，美國聯邦檢方宣布

了對 10 名中國情報官員和其他

個人的指控，指責他們在亞利桑

那州、馬薩諸塞州、俄勒岡州等

地參與了入侵美國航空公司電腦

系統的一場持續行動。這是美國

罕見一次庭審 10 名涉嫌中國間

諜。

美國聯邦檢察官亞當 · 布雷

弗曼說 :「這是中國國安局出於

商業利益而非法協助竊取私人數

據的又一例證。有協調的竊取，

而非簡單地購買商業化產品，會

損害所有將人才、精力和股東資

金投入產品研發的公司。」

「由中國政府資助的黑客活

動所構成的威脅是真實而無情

的。」負責聯邦調查局駐聖迭戈

辦事處的特工約翰 ·布朗說：「今

天，聯調局在私營部門、國際和

美國政府的合作夥伴的協助下，

向中國政府和其他參與黑客活動

的外國政府發出強烈信息。我們

正在共同努力，不論他們是否試

圖隱藏他們的非法活動和身分，

我們都要大力調查和追究黑客的

責任。」

這是自今年 9 月以來美國

第三起針對中國間諜指控的司法

行為。美國司法部負責國家安全

事務的助理部長德默斯 10 月 30
日在一份公開聲明中強調了這三

起案件的模式。「這只是開始。」 
德默斯說。「我們將與聯邦合作

夥伴一道，加倍努力保護美國的

創造力和投資。」

香港證監前總裁勸誡遠離A股 美罕見群控中國情報人員 
盜取商用飛機引擎數據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

合報導】10月2 9日，中國
股市經歷黑色週一，滬指

下跌2.18%。香港證監前
行政總裁韋奕禮（Martin 
Wheatley）表示，中國經
濟屬於虛構，要對A股敬而
遠之。

（Getty Images）

（Fotolia）

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一度跌破 6.97關口，創下十年來最低。（Getty Images）

【看中國訊】根據美國之

音報導稱，中國南部美國商

會 10 月 29 日公布的一項

商業調查顯示，隨著美中貿

易戰不斷侵蝕商業利潤，在

中國南方有超過 70% 的美

國公司在考慮推延進一步投

資，將部分或全部製造能力

移至其他國家。

調查表明，在中國的美

國企業始終相信，貿易戰給

他們帶來的損失比其他國家

的企業要大。商會詢問了

219 家美國公司，其中三分

之一來自製造業。 64% 的

公司表示在考慮將生產線移

至中國以外。

調查結果還顯示，美中

貿易戰正在改變國際供應鏈

及工業群，更多的是向東南

亞國家集結。來自越南、印

度、美國和韓國的競爭正在

逐步增加。

中美兩國領導人將在

11 月的二十國集團阿根廷

峰會舉行會談。屆時，雙方

是否能做出讓步達成共識，

以避免貿易戰常態化則值得

進一步關注。

報導說，中國以出口為

主的省分和城市經濟面臨越

來越大的壓力。

中國 GDP 最大的廣東

省今年頭 8 個月的出口比去

年同期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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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大選失利 默克爾交棒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

合報導】引領德國13年的默克

爾總理，在執政大聯盟於28日

德國金融重鎮法蘭克福所在

地的黑森邦地方選舉失利後，

決定提前踏出她離開執政生

涯的第一步，於29日向所屬政

黨表示，將退出12月黨主席選

舉不再尋求連任，但會做滿本

屆尚餘3年的總理任期。

聯盟跌跤肥了綠黨 
攸關執政聯盟前景的德國地

方大選，繼高科技工業重鎮巴伐

利亞邦失利後，執政聯盟再次於

28 日金融重鎮的黑森邦大選慘

遭滑鐵盧。基民盟 (CDU) 得票

率只有 27.4%，大跌超過 10%；

其全國執政聯盟成員社會民主

黨（SPD）得票亦大幅縮水，由

30.7% 跌至 19.6%，大有取代

社民黨左翼地位之勢；至於主打

環保意識，但也同樣主張接納移

民的綠黨，則大有斬獲，從上屆

11.1% 大幅躍昇至 19.5%；而

最讓人擔憂的 AFD 極右翼「另

類選擇黨」，則 13% 得票率首

度超越 5% 的州議會門檻，補齊

了該黨於全德地方議會的席次。

默交黨權成跛腳

德國媒體透露，選後隔天默

克爾立即向所屬政黨高層表示，

她將退出黨主席選舉，並在 2018
年年底交出黨內領導權。在這場

19 日舉行的閉門會議結束後的

記者會上，默克爾表示，她會於

2021 年在做滿第四個總理任期後

退出政壇，不再尋求任何政治職

位，也不會試圖影響選情地為任

何主席大位競爭者背書。

在當天的會議上，她的

親 密 盟 友、 該 黨 秘 書 長 卡

倫 鮑 爾（Annegret Kramp-
Karrenbauer）隨後表示，她已做

好競選基民盟主席的準備。會場

隨即爆出熱烈的掌聲。早先即有

傳言，卡倫鮑爾是默克爾最屬意

的接班人選，其作風有「小默克

爾」的稱號。

社民黨威脅退出           
內閣陷危機

黑森邦地方選舉的失利，正

進一步威脅大執政聯盟的執政地

位。除了之前聯盟中僅在巴伐利

亞參選的基社盟的選票大幅流失

外，同為聯盟之一的社民黨選票

大幅縮水所引發的黨內危機，更

是威脅存在的關鍵。

德國媒體指出，岌岌可危

的社民黨，正面臨黨內少壯派

強烈的「退出執政聯盟」的嚴峻

挑戰。被視為社民黨明日之星

的青年團領袖庫納特（Kevin 
Kuehnert）自始就明白主張，

向來為左翼代表的社民黨一旦

加入中間偏右的執政聯盟無疑

是自毀立場，將嚴重衝擊選票

基石。果不其然，加入執政聯

盟後的數次選舉，社民黨可說

是兵敗如山倒，成就的則是有

著相同政治基因的綠黨。選後

的庫納特自然是不會放過這個

挑戰黨內大老的機會。

在面對黨內的挑戰，社民黨

黨魁納勒斯（Andrea Nahles）
不得不採取緩兵之計，要求默克

爾提出可予落實的新執政路線

圖，否則將考慮退出。媒體分析

指出，納勒斯之計明確表明社民

黨有無法退出聯盟的尷尬處境，

一個政黨的得失非一夕可以轉

圜，現在選擇退出，等同失信於

為制衡 AfD 而選擇支持該黨加

入聯盟的目前支持者，最終將得

不償失地加速基層選民的流失。

如果納勒斯的緩兵之計能通

過社民黨黨員的檢驗而繼續留在

聯盟，那或許默克爾的大執政聯

盟還能苟延殘喘的支撐到 2021
年，否則，她也只能以解散內閣

的方式，黯然地被迫提前離開這

個她苦心經營13載的執政團隊。

擁抱移民失民意              
撙節政策引怨言

對於默克爾將於 2018 交棒

黨內職權一事，歐盟許多反對接

納移民政策的成員國都紛表歡

迎。他們認為，默克爾於 2015
年所提出的歡迎移民政策，促成

了各國反移民極右翼民粹主義的

崛起，一場場國家選舉，都處於

民粹勢力高漲的驚滔駭浪中，造

成了社會安全的嚴重衝擊並衍生

出許多恐怖主義滲透肆虐的悲慘

事件。

再者，過於節約取向的撙節

政策，不但在社會主義取向的歐

洲也造成了「伸手福利成自然、

救濟再多不嫌多」的龐大社會族

群的極度不滿，同時也抑制了仰

賴債務支撐其虛胖增長國家的經

濟增長假象，致使這些國家的執

政者選舉逐一失利，造成對默克

爾更加不利的歐盟政治氛圍。而

忙於滅火穩住內部陣腳的默克

爾，對歐盟未來策劃也呈現分身

乏術的疲態。

忙救火分身乏術           
歐盟改革受阻

德國媒體分析指出，在歐盟

所經歷的各次大小危機中，默克

爾始終是穩定整個歐盟的重要支

柱，更是歐盟路線圖的擘畫者。

然而，自家宅院的大火，卻讓她

對歐盟未來幾個重要經濟政策的

推動有心無力。這其中以至關歐

盟進一步統一的「建立歐元區共

同財政預算」政策最受關注，而

這也是法國總理馬克龍最關心的

歐盟財改。

雙方雖於今年 6 月 19 日達

成「為彌合歐盟內部貧富差距建

立歐元區統一預算」的一致性共

識，但默克爾交出黨權後的政治

跛腳已成定局，後續的推動上，

必然遭受不再受默克爾節制的德

國內部更多的制肘。畢竟，共同

財政預算至為關鍵的歐洲穩定基

金金額高達 5 千億歐元，其來

源自然是從共同預算支付，身為

歐盟最大經濟體的德國，自然就

成了這筆基金的最大貢獻者。

向為紀律資優生，厭倦了老

是成為救濟一方的德國選民，在

失去了這位「歐洲媽媽」如救贖

者般的諄諄指引後，雖不致如荷

蘭等國成為反對者，但支持的力

道無形中將大為減弱。屆時，處

處與默克爾一別苗頭的馬克龍勢

將趁勢崛起，取而代之地成為未

來引領歐盟的新盟主。對此，

歐盟外交官就悲觀的指出，在

2019 年 5 月歐洲選舉之前，在

有關歐盟共同財政預算問題上是

不可能取得進展的。

默克爾雖表明在退出黨政後

將不再接受政治職務的安排，但

對於同為盟友的基社盟主席偉伯

在爭取歐盟委員會主席一職上始

終未予表態，難免讓人對她的政

治動向有所聯想。

澳上財年只有 80,652 人

入籍申請獲批，降至了 15 年

新低。而排隊等候的申請者數

量卻升至歷史最高，截至今年

6月30日已達到244,765人。

澳 洲 移 民 部 長 David 
Coleman 日前強調，澳洲公

民身分只授予那些支持澳洲價

值觀和民主理念的申請人。他

在聲明中說：「那些選擇成為

澳洲公民的人，需要鄭重承諾

會支持我們的民主和我們的生

活方式。過去 70 年來，已經

有 500 萬人做出過這樣的承

諾，這幫助維持了我們國家的

安全和繁榮。」

日本媒體報導，10 月 26
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北京

所舉行的日中首腦會談上，

正式提出終止日本當局 40 年

來對於中國官方的經濟援助

（ODA）。其總額已達 89 億

美元。這項援助始於 1979
年，當時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

訪華時承諾後並一直延續到

今。不過，隨著中國躍升成為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後，越來

越多的日本人質疑這項援助，

是否還有必要繼續維持下去？

北約在挪威舉行自蘇聯解

體以來陣容最大的一次軍事

演習「2018 三叉戟聯合軍演」

（Trident Juncture 18），共有

來自於北約 29 個成員國，及

瑞典、芬蘭兩個夥伴國參與，

總計約 5 萬名士兵參加。在

裝備方面，大約有 250 架戰

機、60 艘軍艦及上萬部各類

軍用車輛。甚至美國「杜魯門

號」航空母艦打擊群也參與此

次軍演。範圍涵蓋了東部的芬

蘭與波羅的海至西部的冰島。

美國一份解密報告指出，

中國、俄羅斯、朝鮮及伊朗等

四國，正準備在未來發生衝突

時，從太空中發動電磁脈衝

（Electromagnetic Pulse） 攻

擊，以此來癱瘓美軍，並癱瘓

美國脆弱的電網，也可能導

致數百萬美國人喪生。他們

的作戰概念是發展「第六代戰

爭」，在高空引爆核武，將核

爆電磁脈衝及非核爆電磁脈衝

的使用，一起結合網路攻擊和

其它電子作戰能力進行全面性

的電子破壞。由核彈引發的電

磁脈衝產生的高壓，可以輕易

地破壞大多數電子設備電線。

【看中國訊】10 月 30 日，

英國「慈善援助基金會」（CAF）
公布了 2018 全球慈善捐款指數

（World Giving Index） 的 排

名，今年獲得榜首是印尼；去年

的榜首緬甸跌至第 9 名；加拿

大獲得第 15 名，倒數 3 名依序

為也門、希臘及中國。

根據外媒報導，在報告中調

查了 146 個國家及 15 萬人，訪

問他們在過去 1 個月內是否捐

款或從事志工，以此來衡量各國

人民的慷慨程度。

緬甸從2014年至2017年，

都獲得第 1 名，但今年卻跌至

第 9 名，而由去年第 2 名的印

尼奪冠。CAF 認為，因為日前

發生的羅興亞危機，極可能影響

緬甸的分數。

這次排名中的第 2 至 5 名，

依序分別為澳洲、紐西蘭、美國

和愛爾蘭；而第 6 至第 10 名依

序為英國、新加坡、肯尼亞、緬

甸及巴林，臺灣此次位居64名，

比去年的52名有明顯下滑跡象，

其中以捐款方面最為突出。

澳公民身分只授予
支持澳洲價值觀的人

日終止40年的對華援助

北約舉行大規模軍演

美解密「第六代戰爭」

寰宇新聞

在29日CDU黨內閉門會議上，默克爾宣布將退出下屆主席選舉並交出黨權。她一路扶植的秘書長卡倫鮑爾

（左）隨即表態將參選主席大位。(Getty Images)

全球哪個國家的人民最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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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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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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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除室內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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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HC   過度建設拖累卡城房價
【看中國訊】加拿大抵押貸

款和住房公司 (CMHC) 發布的

最新報告顯示，卡城房價下滑的

趨勢仍會持續。

CMHC 上週發布的季度房

市評估報告中，評價因過度建設

導致卡城房市「中度」脆弱。由

於未售出的新房庫存量大於市場

需求，卡城房市仍然為買方市

場。

截至今年 9 月底，卡城有

2,087 套已完工且尚未售出的房

屋——其中一半是公寓和高級公

寓。儘管亞省經濟有復甦跡象，

但未售出房屋數量仍然保持高

位。

「這 需 要 時 間，」CMHC
區域經濟學家路易斯（Lai Sing 
Louis）說，「雖然 2017 年經濟

有所增長，並且有很多指標顯示

增長仍在繼續，但仍沒恢復到經

濟衰退前的水平。」

仍有大量的新建公寓和高級

公寓繼續進入市場。CMHC 數

據顯示，9 月份有 7,630 套新公

寓 / 高級公寓單元在建設中，如

果這些單元無法售出，庫存將大

幅增加。

長期供大於求、失業率居高

不下、貸款利率上升和貸款難度

增加等因素對房屋銷售產生了至

關重要的影響。卡城房地產委員

會數據顯示，9 月份卡城房屋共

售出 1,272 套，比去年同期下降

13％，且低於長期平均值。 9
月份未經調整的全市房屋基準價

格為 428,700 元，比上月低近

1％，比去年同期水平低 3％。

今年到目前為止，公寓的銷

售量較去年同期下降了 6％，比

長期平均水平低 20％以上。

卡 城 房 地 產 委 員 會

（CREB）首席經濟學家盧瑞

（Ann-Marie Lurie）表示，「去

年開始房市呈現出穩定性跡象，

甚至今年還一度出現逆轉的趨

勢。上半年時有人認為經濟蕭條

期已經結束，最糟糕的情況已成

為了歷史。年中時，經濟形勢開

始逐步平穩，但很多潛在買家仍

持觀望態度，他們認為『經濟並

沒有真的改善那麼多』。」

盧瑞還表示，最近的一次城

市人口普查顯示，去年卡城的淨

遷入人口數高於預期，這對房市

來說是個好消息。但要想使房價

止跌企穩，仍需要經濟方面的好

消息刺激，比如失業率下降。

卡城住宅地稅可能增長

【看 中 國 訊】位 於 卡 城

皇 家 山 大 學（Mount Royal 
University）Bissett 商 學 院 三

樓的 Trico 創意工作室（Trico 
Changemakers Studio），是一

個學生與社區組織和社會企業聯

繫的平台，使得他們可以一起研

究社會或環境問題。

該工作室於 9 月 27 日正式

啟動，工作室成員、大學和政府

的代表出席出席了啟動會。會

上，Trico Homes 和 Trico 基金

會 的 Wayne Chiu 向 Trico 創
意工作室捐贈了 100 萬元，以

鼓勵學生們按 Chiu 的“好好干

活兒，干好活兒”理念去努力。

工 作 室 主 任 安 德 列 斯

（JilAndres）說，“工作室成員

有不同的背景，來自不同的行業

和學科，有社會企業家、藝術

家、活動家和學生。如果想要解

決複雜問題，每一位成員都是必

不可少的。我們很高興有他們作

為社會創新系統的代表。“

在 與 Andres、Wayne 和

Eleanor Chiu 一 起 出 席 啟 動

會的還有 Siksika 部落的酋長

ElderRoy Bear， 省 議 員 Greg 
Clark 和 Lesley Brown， 皇 家

山大學教務長，卡城藝術發展

公司的首席執行官 Patti Pon，
MRU 理事會副主席兼首席執行

官 Paul Singh Kundan 和 其 他

各業界領袖及學生代表等。

【看中國訊】一位資深的

市議員表示，為彌補商業地稅

稅源不足，市府可能會調高住

宅地稅。

總部位於多倫多的商業地

產公司 Altus Group 對加拿大

11 個城市 15 年來的商業地稅

進行了對比分析，結果顯示，

其中的 8 個城市的商業地稅

稅率高於住宅地稅的兩倍。

分析報告指出，今年卡城

商業地稅與住宅地稅的稅負差

距飆升了 12％，這增加了稅

基間的差距，同時，市府也在

努力解決市中心辦公樓空置率

過高的問題。

Altus 的報告還顯示，全

國範圍內，連續兩年來卡城的

商業地稅增幅最高，2017 年

稅率增長了 11.4％，今年又

調高了 9.5％。

按最新的稅率計算，商業

地稅為住宅地稅的 3.06 倍，

略高於全國平均水平的 2.90
倍。

因此有些議員建議調高住

宅地稅，以增加政府的收入。

市 議 員 薩 瑟 蘭（Ward 
Sutherland）表示，僅僅通過

增加住宅地稅仍不足以解決政

府稅源不足的問題。他表示，

應該研究多層次的解決方案，

措施可能包括逐步增加住宅地

稅，同時根據新的城市法案，

重新制定各行業企業的稅率。

“無論是住宅還是商業

（地稅調整），我們必須以穩

妥、漸進的方式去做，不能引

起強烈波動”薩瑟蘭說。

卡城的辦公室空置率，今

年第一季度上升至約 23％，

高於去年同期的 20％。

市中心辦公室空置率高，

政府將稅負分攤到市中心之外

的商業地產業主頭上，如郊區

的零售商店等，他們的稅率增

長了 10％。

市府還有意向將商業稅和

商業地稅合併，只根據商業地

產的評估價值核算稅率。

皇家山大學啟動 
Trico創意工作室

▲ CMHC數據

顯示，9月份有

7,630套新公寓

/高級公寓單元

在建設中，而已

完工且尚未售出

的房屋有2,087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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嘆為觀止的「墨菲住宅」

專家評委被房屋的設計所

震驚，認為墨菲住宅是一個「真

正的盒子」，它有一種「獨特俏

皮」的性格特徵。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他為自己

打造的「墨菲住宅」是甚麼樣的

呢？

「墨菲住宅」處於一個十字

路口的滑坡上，地理位置非常不

好，雖然土地區域有 165 平方

米的，但是住宅佔地僅 11 米 x 
6 米。

它包含三個臥室，客廳 / 餐
廳 / 廚房位於不同的樓層中，以

及書房、地下室儲存室、車庫、

雜物間和屋頂露台。

設計師 Murphy 經過十年

設計和建造，把房子改頭換面，

房屋內有一些精妙的設計。這座

房子沒有牆和屋頂這種傳統建築

結構概念，據說，幾乎所有的牆

面都可以打開！而且，房子裡所

有主要的窗戶都有絕緣百葉窗。

在房屋內，住戶可以通過在

牆上折疊面板來改變光線和隱私

的程度。其他特色還包括一間帶

有隱蔽浴缸的臥室、一間抬高的

廚房，以使遊客看不見髒亂的東

西；還有一個地下圖書館，在那

裡可以找到滑動梯子。還有一個

庭院和屋頂露台。

屋頂安裝有太陽能電池和大

量的朝南玻璃。在它下面是機械

的隔熱百葉窗，打開時玻璃能夠

產生熱量，但關閉時能夠防止其

散熱。一個計算機控制的內部空

氣循環系統讓熱空氣通過砂礫石

層從房子頂部傳導到地下室，這

是個延時傳熱過程，這些儲存的

熱量在晚上釋放出來使用在房

間裡。建築的主熱源來自於 150
米深的地下井，通過連接到熱交

換器再通過房間裡舖設的暖水管

為房間提供熱源。

雨水通過屋頂露台收集後和

生活廢水集中在地下室的水箱中

用來沖洗廁所。這些水池還提供

一個自動噴水滅火系統。熱能還

來自於燒熱水用的木材爐子的煙

道。

雖然這是一個小尺度的地產

項目，但是它通過巧妙地利用空

間，使其內部空間顯得特別大。

每個房間都有令人驚喜之處，對

細節的關注則是另一亮點。 屋
頂露台是一片詳寧的綠洲，頗有

環保的感覺，可以想像，在此生

活可以體驗到很多生活的樂趣。

據說，這座房屋的設計靈

感來自 20 世紀意大利建築師卡

羅 · 斯卡帕（Carlo Scarpa）的

作品，他以精心製作、極富趣味

的建築細節聞名於世，其作品

包 括 Brion 公 墓，Fondazione 
Querini Stampalia 和威尼斯的

Olivetti 陳列室。

英國皇家建築師學會總裁

簡 · 鄧肯認為「墨菲住宅」是一

個好例子，克服極具挑戰性的限

制——從規劃限制和場地在城市

中尷尬的地理位置兩個方面思

考，是一處令人詫異的的房子。                                                    

文/白楊 

來自英國愛丁堡的建築師 Richard Murphy為自己打造了
一座 5層別墅，占地才 66㎡，然而最令人震驚的是屋內藏有上
百個機關。這所「墨菲住宅」被評為 2016英國皇家建築師學會
（RIBA）年度大獎。 建於山坡地段，這個不尋常的場地給予
了建築師把玩設計細節的機會，項目裝載了各種巧妙的建築裝

置和細節，包括在主臥室、折疊牆、滑動書架梯子和可操作的

智能面板 。

很多人裝修房子時會因為資

金有限而選擇簡單裝修，但是又

怕達不到自己想要的效果。因

些，大多業主自己買材料但到最

後仍然花錢比預期高很多，那麼

應該把錢花在甚麼地方呢？

一、裝修最值得花的錢

水電：水電是整個家裝中最

為重要的基礎工程，而且水電是

埋在牆裡的，一旦出現問題，還

得將房子扒了重裝。所以在裝修

水電時，不管是材料還是工藝都

要選擇最好的。

油煙機：油煙機值得投資，

要考慮安全性、功能。不要為了

省錢，而因小失大。油煙機的質

量可能會影響人的健康。長期吸

油煙可能會得肺癌，所以值得好

好考慮。

水龍頭：水龍頭雖小，但是

對生活的作用可不小。因為與它

接觸的是天天都在使用的水。水

龍頭打開後，就有清澈又足量的

水噴湧而出，一早的心情就好起

來了，質量很重要，選擇純銅的

比較好。

馬桶：馬桶應該考慮買排污

口有釉面的，方便清潔。

二、裝修中 
最不值得花的錢

燈具 :個人建議買合適的

燈具，一般以簡潔大方、方便打

理的為宜，喜歡個性的可以買有

個性的燈具。不推薦買太複雜、

太貴的燈具，以免後期護理的成

本太高。

瓷磚 :要買品牌的質量好

的瓷磚，如果經費有限，買大品

牌的性價比高的經典款式，不建

議買花哨的瓷磚。

三、軟裝部分

家具：建議用好一點的板材

製作的家具，搬家也方便，帶不

走也不可惜。在預算資金不充足

的情況下，不建議買實木，一是

貴，二是難打理。

選購家具貴精不貴多。就沙

發來說，建議使用布藝沙發，價

格划算和後期方便打理，只要換

個沙發套就可以給家裡換個風

格。不要盲目追求皮沙發一定是

裝修的花錢技巧

最好的，要看自身的需求。

移門：門身不用選十分好

的，主要看導軌，導軌決定移門

的使用壽命。

水槽：建議找中檔毛面的水

槽，光面的容易刮花。

很多時候我們總是在該花錢

的地方沒花錢，不該花的地方卻

浪費了好多錢，最後裝修出來的

效果差強人意。希望以上的建議

能提供一些幫助。

來源：網易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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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來信

曼麗夫人你好：

我和先生目前育有一子，先生上班早

出晚歸，有時還要熬夜班，所以假日或白

天除了補眠休息外，就是加班。孩子從小

因為都是我帶，所以先生也不太和孩子互

動，不論吃飯、洗澡、穿衣服、上廁所尿

尿大便擦屁股全都要找媽媽，他不想找爸

爸，先生也說他不會。之前考量他上班辛

苦，所以想說不要讓孩子去吵他，可是我

朋友說他丈夫也是很忙，但忙完就會趕快

回家和孩子玩，所以孩子也喜歡爸爸、也

會黏爸爸。

我有和先生溝通，也常拿一些育兒文

章給他看，但他意興闌珊說他很累，無力

兼顧，有賺錢養家就不錯了。為了避免他

們父子感情太差，每天先生一下班回到

家，我都會要孩子去抱抱，或者主動找機

會讓孩子去請爸爸幫忙，但是孩子和先生

不親，常常只是聽我的話去抱一下，就說

他已經有抱過爸爸，接著還是要和我玩或

者自己玩。當他不聽話時，先生也無法管

教，因為孩子只會哭，然後還是來找我，

總是要我安撫才知道錯、停止哭泣。我也

曾假日假裝自己有事出去，請他幫忙帶幾

個小時，但常常不到一小時就一直打電話

催我回家。說孩子一直哭要找媽媽！我試

過好多方法，就是沒辦法讓他們兩個比較

親，也無法讓我先生升起父愛，我真不知

道該怎麼辦？

 ◎ 文 | 曼麗夫人

朋友你好：

看得出來你一直很努力成為一個好媽

媽，也很努力幫妳的老公成為好爸爸。但

是相信你也知道，欲速則不達，有很多事

是急不得，也勉強不來的，你已經盡了最

大的努力，接下來就是要放下你的心。

一個經常早出晚歸，有時還要熬夜班

的男人確實是很辛苦，我們不妨多一點感

恩、多一點關心和鼓勵。生活最怕的就是

比較，朋友的丈夫確實令人羨慕，忙完就

會回家陪孩子玩，孩子也會喜歡爸爸、黏

爸爸；所以你相信自己的老公經過一番努

力調整也應如此。但是，你瞭解他們兩人

的工作性質一樣嗎？個性一樣嗎？興趣一

樣嗎？其實，這兩個男人的共同點只是擁

有丈夫和爸爸的身份而已。當我們期望值

過高的時候，往往就是失望的開始。

其實你可以不用過多擔心，畢竟孩子

還小，父子間的感情很多是在孩子漸漸長

大後才真正建立起來的。請你認真回想一

下你的童年和父親互動是什麼景象？相信

大部分人在幼年時多半對母親印象較為深

刻。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孩子都會感念父親

在外工作的辛勞，懷想父親寬大厚實的肩

膀會成為我們人生路上的堅強依靠。

一個家庭少不了母親的慈愛，更少不

了父親宏大的保護，兩者間實在無法做勝

負輕重的比較。當孩子還小的時候確實需

要母親細心的照顧與陪伴，雖然表面上我

們看不見父親對孩子直接的付出，然而就

在每天的相處中，孩子依然可以感受這個

家是靠爸爸撐起一片天的。當然，也不要

懷疑自己所做的一切，相信在你用心製造

父子的相處機會中、在你努力灌輸父親如

何認真的打拼下，一顆愛的種子已深埋在

孩子心田了。

請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不要奢望

情況會在短時間內改變，放寬心來，採取

循序漸進的方式遲早會有成效的。例如假

裝有事出去，請他幫忙帶小孩從一個小時

開始，因為這是他目前可以接受的時間，

日後再慢慢延長。也可以嘗試有意識地教

育和誘導孩子，讓他知道爸爸的辛勞和對

他的關愛，比如說這是爸爸給他買的衣

服、玩具或食物。在爸爸下班回家時領著

他幫爸爸拿拖鞋、接包包，為爸爸送水

果、茶水等等。

重要的是在引導孩子的過程中，要抱

持隨其自然、樂觀健康的心態，相信無論

是你、先生或是孩子，都能在輕鬆自然的

情況下，感受家人共聚互助的溫馨，共享

天倫之樂。最後祝福你們全家幸福快樂！

曼麗回信

曼麗小語：在引導孩子的過程中，要抱持隨其自然、樂觀健康的心態，相信無論是你、先

生或是孩子，都能在輕鬆自然的情況下，感受家人共聚互助的溫馨，共享天倫之樂。

如何讓先生
與孩子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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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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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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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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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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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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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麩質胡蘿蔔蛋糕

芒
果
馬
卡
龍
蛋
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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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的鮪魚罐頭也能讓人發揮料理

巧思，是忙碌時輕鬆上菜的秘訣。鮪魚罐頭料理方便
美食

水煮鮪魚罐頭1/2小罐、南瓜300g、蒜頭1
小瓣、麵包粉適量。

食材

食材好找，料理方法也不難，愈簡單的

食物愈是令人難忘。鮪魚搭配南瓜或土

豆做成一顆顆點心，好入口又美味。

1.南瓜鮪魚球

作法

備料：蒜頭切末。南瓜去皮去籽，部分

切塊蒸熟搗泥，其他擦絲備用。

鮪魚搗碎，和南瓜泥混合一起，加一點

鹽提味。加入南瓜絲，抓拌均勻，完成餡

料。

 取適量餡料，揉成乒乓球般大的圓球

狀，表面沾麵包粉，冷藏半小時。

準備炸鍋，油溫燒至140攝氏度（此時

油面波動，向四周翻動）。下鮪魚南瓜

球，以中火炸至表面金黃色，撈起瀝油。

油漬鮪魚罐頭1/2小罐、米飯3碗、雞

蛋2個、火腿100g、紅蘿蔔100g、

海苔2張、紫蘇葉6片、芝麻1大匙。

食材

有別於日本壽司，韓國飯捲的飯

是用原味的飯，而不是醋飯。鮪

魚口味的飯捲是韓國飯捲經典口

味，大人小孩都會喜歡。

2.鮪魚飯捲 作法

備料：雞蛋煎成蛋餅切條狀。紅蘿

蔔切粗絲炒軟。美式火腿切成六條，

煎香。紫蘇葉洗淨瀝乾備用。

飯煮好後，加入麻油和鹽拌勻，放

在電鍋中保溫備用。

壽司捲簾放在檯面上，依序放保鮮

膜、海苔，均勻鋪上飯，再依序鋪上

紫蘇葉、鮪魚，及其他切條的材料。

拉起捲簾捲好飯捲，切片後即可裝

盤上菜。

油漬鮪魚罐頭1小罐、雞蛋1個、洋蔥

100g、蒜頭1瓣、冷飯2碗。

調料：西紅柿醬（ketchup）3大匙。

食材

鮪魚罐頭的風味依魚種及製法

（油漬或水煮）、調味有所不同，

搭配冰箱裡方便的食材，可做出

美味的炒飯或炒麵。

3.鮪魚炒飯

水煮鮪魚罐頭 1 / 2 小罐、帕馬森起司

粉（p a r m e s a n）、馬蘇里拉起司絲

（mozzarella）、西紅柿意大利麵醬適

量、洋蔥50g、蒜頭1小瓣、吐司麵包1片。

食材

準備開放三明治，快速又營養美味；鮪

魚屬高蛋白、低脂肪，是絕佳的營養

食材，最後加上比薩用的起司，風味更

佳。 

4.鮪魚起司吐司

作法

備料：洋蔥切小丁。蒜瓣切末。

混合鮪魚、洋蔥、蒜末備用。

吐司麵包表面抹上意大利麵醬。作法
均勻鋪在麵醬上面。

續均勻灑上帕馬森起司粉，鋪上馬蘇里

拉起司絲。

小烤箱預熱5分鐘，送入作法，烤至表

面金黃焦香，即可出爐。

作法

備料：洋蔥切小丁。蒜瓣切末。雞

蛋只取蛋黃備用。

蛋黃拌入冷飯中，攪拌均勻備用。

熱油鍋，以中小火炒香洋蔥、蒜

末。加入鮪魚，炒熱。加入調料，拌

炒均勻。盛盤備用。

熱油鍋，作法下鍋，撥炒開，炒

熱。加入作法，拌炒均勻。

炒飯盛在碗裡，再倒扣在盤上，完

成擺盤，即可上菜。

  



806 Centre St. NE, Calgary  

每晚九時後打冷、宵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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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十一時至凌晨一時上午十一時至凌晨一時

16 Ave. NE

12 Ave. NE

7 Ave. NE

C
enter St. N

Edm
onton Trail N

E

Memorial Dr. NW
惠食街

王子島

Downtown

晚餐九折優惠

所有優惠推廣期限至11月30日止
（優惠活動只限中餐，特價餐除外）

$999每款

白粥任點三款

七天營業

A. 斑腩豆腐煲+乾煸四季豆⋯⋯$30.99

B. 三子煲+京都骨⋯⋯⋯⋯⋯⋯$30.99

 （茄子、玉子豆腐、帶子）

C. 貴妃雞+鹹魚炒芥蘭⋯⋯⋯⋯$30.99

D. 當紅炸子雞+冬菇扒菜膽⋯⋯$30.99

E. 梅菜扣肉+蒜子上湯菜苗⋯⋯$30.99

F. 鹹蛋黃蝦+雙菇扒時蔬⋯⋯⋯$30.99

   隨餐附送白飯(2)、甜品(2)

本月至尊孖寶

特價!

每日午市多款

粥 粉 面 飯

我們
還全日提

供

正
宗
越
南
餐

10% 
OFF

送

持本優惠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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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風嘯月 千古文豪蘇東坡

作為士大夫，他在政治上恪守傳統禮

法，因為有改革弊政的遠大抱負，在仕途

上坎坷頗多。蘇軾性格豪放，詩詞清新雋

永，文章多金玉良言，作品常給人豪邁、

灑脫、豁達之感。在參透了人生的跌宕起

伏皆有因緣之後，後期的作品更蘊含著深

刻的人生哲理。

他才華橫溢，書法取法古人，又能自

創新意，充滿了天真爛漫的趣味；同時也

善繪畫，喜作枯木怪石。真人張三丰評

價他的詩詞時說：「東坡先生仙才，與太

白並峙，乘風嘯月，靈性長存。」「清麗

綿芊之筆，不減當年靈性，非真仙不能

也。」

生性達觀 現實悲苦不減其樂
蘇軾不僅聰明絕頂、多才多藝，而且

品行善良、人格高尚。他有儒家的嚴謹，

卻無其拘束；擁有道家的豁達，卻無其消

極。蘇東坡的祖父修道，父母信佛，他的

好友佛印也是僧人，早年的他，因受親友

的影響信佛，同時也受著儒教的影響，作

品多抒發憂國憂民的思想和主張。他摯愛

其父母、弟妹、妻子，誠待師長、朋友，

為人灑脫寬厚，極負責任感和人情味。

他生性達觀，能自拔於現實悲苦之

中，而不減其生活樂趣；處於逆境之時，

仍持有著樂觀精神，在被貶黃州任閒職期

間，創作了千古名篇 —— 前後〈赤壁賦〉

和〈念奴嬌‧赤壁懷古〉等共七百餘篇文

學作品。在經歷仕途和生活不順之後，蘇

東坡已磨練出修行人應有的達觀：「回首

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縱觀中國歷代文人，堪以千古文豪

稱之者，非蘇東坡莫屬。他的文采豪放不

拘，洗練自在。他不只是一位傑出的文學

家，也是一位哲學家、政治家，更是一位

完美的藝術家、美食家。雖然他的一生多

災多難，在四十餘年的官場生涯中，幾經

沉浮，粗食布衣，卻歡喜自在，悠然自得。

自北宋仁宗開始，歷經英宗、神宗、

哲宗、徽宗，蘇東坡不僅影響了北宋重要

時期的政治改革，同時也為中國文學寫下

了光輝燦爛的一頁。他的詞洗刷了晚唐五

代的綺豔風格，隨意自在，或思古、或抒

情、或詠歎，不只是啟發了當代文學，更

對後世形成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書香世家 進士及第名震京城
蘇軾是宋朝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

山縣）人，生於北宋仁宗景佑三年（西

元 1036 年）12 月 19 日。其母程氏是大

理寺丞（相當於最高法院院長）程文應

的女兒。得天獨厚的書香門第，使蘇軾自

幼耳濡目染，品德和學識都出類拔萃。其

父蘇洵及家人對他的出世都感到欣喜不

已，三年後，其弟蘇轍也誕生了。按照蘇

洵編纂的《蘇氏族譜》記載，蘇家的祖先

最遠可以追溯到唐朝的著名文人蘇味道，

以及五代前的文人蘇斬。

蘇軾出生後不久，蘇洵便到京都去遊

學，所以蘇軾一直到八歲都沒有受過父親

蘇軾，字子瞻，自號東坡居士，北宋著名文學家、書畫家，

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與父蘇洵、弟蘇轍合稱「三蘇」。

文︱雲中君

上

的言傳身教。他最早是由母親啟蒙，後在

天慶觀的私塾裡讀書三年，十歲時，母親

教他念《後漢書》，由於天資聰穎，在母

親的教導下進步很快。

蘇軾二十歲前一直在故鄉眉山專心

學習。北宋仁宗嘉佑元年（西元 1056
年），他同其弟蘇轍在父親的陪伴下，初

次離開眉山，趕赴京城參加科舉考試。這

一年順利考上預備考試的兩兄弟，又一起

參加第二年春季的科舉，時年二十一歲的

蘇軾一舉進士及第，名震京城。他的〈刑

賞忠厚之至論〉博得主考官歐陽修的青

睞，考取當年的第二名，從此步入仕途。

他曾任簽書鳳翔府判官事、密州知州、徐

州太守和湖州太守等職，政績卓著。（未

完待續）

 縱觀中國歷代文人，堪以千古
文豪稱之者非蘇東坡莫屬。

竹葉、背景：FOTOLIA；插圖：WINNIE WANG

蕭蕭落木萬壑秋，

鳥飛不到人跡幽。

白雲深處堪高臥，

風落松花卻打頭。

雖然時已初冬，偶然想到故園的

山水，竟有一種逃禪的境味，並且，

那種心境總是停留在深秋，遂以小詩

記之。

而我印象中的秋天，非是絢爛

的，所以看到一些紅葉滿山的美景，

大大不以為然，譬如：香山，我從那

裡失望而歸。

而在我一個臨時居所的附近，一

處不知名的小山中，我卻見識過秋。

一走進去，風吹過樹，滿山黃葉鋪

地，好一個隆重而盛大的開場。漫無

目的的行於山中，看到垣堵是蕭然

的，山骨是瘦削的，雲氣是稀薄的，

天地是遠大的。那真是秋天的況味，

清遠而寥廓，令人忘返。

如今人在異鄉，看過了許多異域

的風景，也有著鬼斧神功的造化，但

比之故園的山水，總覺少了一重幽微

的意境。

而我故園的山水，在未被赤化以

前，無論崇山峻嶺、野寺荒村，那洋

洋大觀的、那微不足道的，都迷離著

一層清泠之氣，若有雲光乍離乍合。

每當想到這些，竟有如放歸還山一般

的輕鬆，連腳步也隨之輕快了起來。

人在深秋華 人 文 苑

文｜軼飛



1929 年，從復旦畢業後，

嚴幼韻與年輕的外交官楊光泩結

婚，楊也是一位清華大學教授。

一個是滬上名媛，一個是青年才

俊，兩家都家世顯赫，自然引起

了整個上海灘的矚目。這場在上

海大華飯店舉行的有上千人參加

的婚禮，也成為舊上海繁華與摩

登的縮影。

婚後不久，楊光泩奉國民政

府派遣赴歐任職，作為外交官夫

人的嚴幼韻自然也要一同前往。

楊光泩能力出眾，不斷升職，

1938 年，他接受國民政府財政

部長孔祥熙的請派，以公使銜出

任中國駐馬尼拉總領事，為抗戰

募集捐款。

嚴幼韻明白自己所擔負的責

任，因此開始涉足社會活動。嚴

幼韻在自傳中寫道，楊光泩的

「主要任務」是「在華僑中為中

國的抗日戰爭募集錢款」。她

則被推舉為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

戰將士會菲律賓分會名譽主席，

組織開展募捐活動，募集可被變

賣的珠寶首飾。

從 1940 年到 1941 年，她

們匯給國民政府的錢款是以往總

和的十倍。在自傳中，嚴幼韻對

能為祖國的抗戰出力感到快樂。

嚴 幼 韻 於 1905 年 ( 光 緒

三十一年 ) 生於天津，祖父嚴信

厚乃清末大吏李鴻章幕僚，為上

海鉅富，父親為著名實業家嚴子

均。她自幼便在家中濃厚文化氛

圍中成長，尤其受母親的熏陶，

從小就喜歡閱讀，喜愛詩歌，枕

邊總是放著一本書。在這樣的環

境中成長起來的嚴幼韻，有著傳

統大家閨秀的一面，更有著西式

開化的做派。

嚴幼韻在 14 歲那年進入由

衛理公會信徒運營的天津中西女

中學習，「天津中西女中是所教會

學校，有一些外籍老師，」她在

自傳中表示，「因此學生必須有英

文名字。」 她接著寫道：「學校給

我起名『海倫』，但是當時已經

有位同學叫『嚴海倫』了，因此 
我給自己選了『朱莉安娜』」。

後來舉家遷回上海後，在

1925 年成為上海浸會大學堂

（後來的滬江大學）求學的首批

女學生。因為感覺浸會大學堂的

校規太過嚴厲，1927 年嚴幼韻

決定轉入復旦大學讀商科。

1927 年的中國正在經歷大

革命，復旦大學當時主要是學生

自治。學生自治會決定招收女

生，招生時，嚴幼韻就開著自己

的別克汽車來報名。很快，嚴幼

韻就成為復旦的焦點—這個開著

小車到學校上課的美人，每天都

要換一身旗袍。

隨後，她就有了一個新的名

字：愛的福。這是因為當時很多

男學生都愛慕她，甚至每天到校

門口，總有兩個男同學站在門口

來看看。但大家不知道她的名

字，就按照她的汽車牌號稱她為

「84 號小姐」。而一些男生就順

著英文「Eighty Four」的滬語發

音故意將之念成「愛的福」。

嚴幼韻美麗本天成，但更為

難能可貴的是她的勤奮好學：在

復旦短短兩年，就修習了整整

135 個學分，她成為復旦首屆女

畢業生。

2017 年 5 月 24 日， 上 海

灘一代名媛、「民國第一外交家」

顧維鈞遺孀嚴幼韻，在紐約家中

病逝，終年 111 歲。這位見證

了中國百年歷史變遷的富家氣質

大小姐人生謝幕。回顧她的一

生，就像一部傳奇。

她身後留下了兩個女兒、七

名孫輩、18 名重孫輩；還有顧

維鈞與前妻的四名子女、13 名

孫輩、18 名重孫輩以及兩名玄

孫輩。只有她的第三個女兒楊葸

恩已經故去。

媒體稱嚴幼韻是一個擅長適

應環境的人，她那時而帶有冒險

色彩的漫長一生，是周游列國、

力行慈善、魅力四射的一生，她

曾活躍於外交界，參加各種派

對，見證一個世紀的歷史風雲。

她的朋友圈就是一部近現代史。

上海灘最後大小姐 

上海灘最後大小姐嚴幼韻

2 0 1 5年，1 0 9歲的嚴
幼韻發行了自己的口述自

傳——《一百零九個春天：

我的故事》。在一次新書發

布會上，復旦大學檔案館館

長周桂發通過一系列復旦校

史館所藏史料，向來賓還原

了這個曾經的復旦「校花」

的校園生活。

作為上海灘一代名媛、

「民國第一外交家」顧維鈞

遺孀，嚴幼韻擁有著顯赫

家族背景，其兩位姐姐嚴彩

韻、嚴蓮韻也都曾是上海名

媛，並稱「嚴氏三姐妹」。

顧維鈞生於大清帝國江蘇省

太倉州嘉定縣，初入舊式私塾，

於 1899 年考入衛理公會的上海

英華書院預科，1901 年考入聖

約翰書院。 1904 年自費赴美國

留學，入紐約庫克學院。一年後

考入哥倫比亞大學文科，畢業後

攻讀政治學。 1909 年獲碩士學

位，1912 年獲法學博士學位。

離開學校後，1912 年，顧

維鈞擔任袁世凱總統英文秘書，

歷任中華民國北洋政府國務總

理，署理大總統、國民政府駐法

國、英國大使，駐聯合國首席代

表、駐美大使，海牙國際法院副

院長。被譽為中國現代史上最卓

越的外交家之一。

才華橫溢的顧維鈞是一位歷

史的見證人，顧維鈞曾服務於北

洋政府，1928 年 7 月國民革命

軍北伐勝利統一全國，被國民

政府通緝。 1930 年經張學良斡

旋，顧維鈞加入國民政府，重返

外交界。並於 1942 年加入了中

國國民黨，從此追隨蔣介石。

顧維鈞真正與共產黨的接觸

很少，他在回憶錄中寫道，他在

1924 年代理內閣總理時，曾與

李大釗會面，李激昂地認為應當

將外蒙置於蘇俄統治下以致於顧

維鈞認為李大釗失去了理智。

1948 年，在國共決戰到了

分出勝負的最後關頭，知識份子

走上了十字路口，但顧維鈞依然

選擇了國民黨。他在回憶錄中

寫道：「許多中國的自由主義份

子確實認為可以同共產黨共事，

甚至到了 1948 年他們也還是這

樣想，以求實現變革，因為他

們對當時的政府十分厭惡和不

滿。」、「但想不到共產黨人所

作所為竟完全背離了中國人的傳

統觀念。我只是認為他們打仗是

為了奪取政權……不會像諸如俄

國革命時俄國共產黨人那樣行

事……我沒有想到他們竟會走極

端，他們的行事竟完全違反我國

的傳統和我國的政治哲學。」

當美國表現出對蔣介石不滿

時，顧維鈞一再出面為蔣辯護

說：「在中國沒有人比蔣委員長

更愛國，更想為建設中國出力。

他為人正直，工作勤奮，不過他

的工作方法可能過時了。」

在中共發布的「國民黨戰

犯」43 人名單上，顧維鈞位列

第 22。
1971 年，中華民國退出聯

合國，隨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入主

「中國」席位。 1972 年，出席

第二十七屆聯合國大會的中華人

民共和國代表團成員章含之，受

毛澤東之託做統戰工作，章含之

拜見顧維鈞，並邀請顧訪問中國

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大陸，顧以

「身列共產黨戰犯名單」為由拒

絕。顧維鈞至死未曾再回到中國

大陸。

1985 年，顧維鈞美國紐約

逝世，享年 98 歲。遺體葬於有

孔祥熙、宋靄齡、宋子文的紐約

芬克里夫墓園。

顧維鈞生平

開著小車到學校上課的美人

顯赫婚禮 丈夫是外交官楊光泩

但這種快樂沒能持續多久。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儘管馬尼拉

宣布成為開放城市，希望通過保

證不抵抗即將到來的日軍，以避

免更大的破壞和日軍的殺戮，但

是日軍的轟炸並沒有停止。

1942 年，日軍占領了馬尼

拉，並逮捕了楊光泩和其他七位

領事官員。 4 月 17 日，他們同

時被日軍槍殺。

丈夫及一起工作的外交官突

然「消失」，讓外交官的太太們

不知所措，於是嚴幼韻收留了其

他外交官的家眷—一處三居室

的平房曾擠進超過 25 人。嚴幼

韻瞬間從享受一切的闊太太變

成了維繫這個「共同體」的大總

管，她帶領女人們將草坪開墾成

菜園，養雞養豬，還要調節各方

的矛盾。

和 其 他 太 太 同 樣 只 有

二十五、六歲的嚴幼韻做得不

錯，日子終於趨於平靜，家裡有

了彈鋼琴和打橋牌的聲音。

直到抗戰勝利後，嚴幼韻才

知道他們都已經犧牲。當時，日

本憲兵司令要求楊光泩制定一個

向華僑籌集 2,400 萬比索（約

1,200 萬美元）的計劃，被楊光

泩拒絕。「日本人知道自己的野

蠻行徑違反了國際公約，一直秘

而不宣。」嚴幼韻在自傳中說。

1945 年，嚴幼韻帶著自己

的三個女兒楊蕾孟、楊雪蘭及楊

葸恩離開馬尼拉，趕赴加利福尼

亞州，打算在舊金山定居。但抵

丈夫「消失」  
嚴幼韻攜女赴美

第二次婚姻 再嫁外交官
在聯合國工作時，嚴幼韻

遇到了舊時情人顧維鈞，這時

的顧維鈞已經是「民國第一外交

家」，他曾於 1945 年參與聯合

國憲章起草，代表中國在憲章上

簽字。二人相遇後，顧維鈞一直

給嚴幼韻很多支持和幫助。

看到女兒們逐漸成長，組建

家庭，嚴幼韻也終於可以放心地

追求自己的晚年幸福了。 1959
年 9 月，嚴幼韻與顧維鈞完婚。

顧維鈞在 1960 年被派駐海

牙的聯合國國際法院工作，夫婦

倆於是移居荷蘭。顧維鈞在那裡

任職至 1967 年。兩人相伴了 26
年，顧維鈞於 1985 年去世，享

年 98 歲，其健康長壽，在很大

程度上得益於嚴幼韻的悉心照料。

105 歲出版自傳之際，嚴幼

韻寫下這樣一段話：「當人們問

我『今天您好嗎？』的時候，我

總是回答『每天都是好日子』。」

嚴幼韻說，她長壽的秘訣

是：「不鍛練、不吃補藥、最愛

吃肥肉、不糾結往事、永遠朝前

看。」 「一個杯子不是半空的，

而是半滿的。」

跳舞是嚴幼韻一生的愛好，

從年輕到老年。她每年生日會上

的保留節目，就是和女婿唐騮千

跳舞。

顧維鈞、嚴幼韻的晚年生活

中，最經常的消遣是打麻將。顧

維鈞打麻將，思路敏捷，出牌極

快。他倆把打麻將真正地變成了

一種鍛練腦力的運動。愛動腦，

好思考，始終保持靈敏的頭腦。

在 2012 年的派對上，顧嚴

幼韻依然精神矍鑠，其心態顯

然也一如既往地樂觀。樂隊演

奏《月亮河》時，她和已故女兒

楊葸恩的丈夫、金融家唐騮千

(Oscar L. Tang) 翩翩起舞。曾

成為各大媒體傳播的佳話。

2015 年，109 歲 的 嚴 幼

韻發行了自己的口述自傳—

《一百零九個春天：我的故事》。

111個春天 上海灘最後名媛謝幕

百歲外交官夫婦的養生法
    開著小車

到學校上課

的嚴幼韻。

晚年的嚴幼韻

      嚴幼韻與

年輕的外交官

楊光泩結婚。

本版圖片來源：網絡

嚴幼韻與

丈夫顧維鈞

古震麾整理

達那裏後，她意識到自己在紐約

有更多舊相識，而且得知當時剛

剛成立的聯合國正在招聘禮賓官

的消息。

於是嚴幼韻帶著孩子前往

紐約，並進入了聯合國禮賓

司，成為聯合國首批僱員。她

的工作內容是所有有關禮儀方

面的事宜：接待剛剛赴任的大

使、安排他們遞交國書，各國

元首到訪的迎送、清關、酒店

和車隊安排等。

在聯合國工作的十三年間，

嚴幼韻不僅在事業上取得了成

績，而且三個女兒學有所成，後

來不僅在各自領域做出了成績，

而且還都建立了讓人羨慕的家

庭。長女楊蕾孟是資深編輯；次

女楊雪蘭，在 1989 年成為美國

通用汽車公司歷史上唯一的華裔

副總裁，楊雪蘭回憶從小沒有父

親的生活時說：「母親是潤滑劑，

大家都愛她。我小時候沒感到甚

麼痛苦，只有愛。」；三女楊茜

恩在房地產開發方面卓有成績。

復旦校花的傳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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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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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明吃堅果 營養又防病

堅果這類食物，以前多是

在過年、過節的時候買來當零

嘴，深受歡迎，現在因其養生

功效已廣為人知，許多營養專

家也都建議我們每天吃一把堅

果，因此，經常吃堅果的人也

就多起來了。

堅果營養價值高

堅果個頭小，營養價值可

不低，富含膳食纖維、良好

的脂肪和多種維生素、礦物質

等。其油脂以單元不飽和脂肪

酸為主，能幫助提高血中好膽

固醇 HDL-C 的濃度，並且降低

體內壞的膽固醇 LDL-C，還能

降血脂，減少心血管疾病發生

的機率。

堅果含植物纖維，能夠幫

助消化，防治便秘；所含維生

素 B 群，能幫助體內各種營養

素的代謝；又富含維生素 A、

C、E 和礦物質銅、鎂、錳、硒

等，能在人體內發揮抗氧化的

功能。

堅果的治病功效與禁忌

花生

俗 話 說：「常 吃 花 生 能

養生。」花生有「長壽果」美

稱，它含有豐富的蛋白質、脂

肪、抗氧化劑、維生素和礦物

質等，對平衡膳食，尤其是對

孩子的營養平衡有很重要的作

用。花生含有大量精氨酸，有

飲食
健康

攝入太多熱量。

開心果

開心果有「心臟之友」美

名，主要含單不飽和脂肪酸，

能幫助降低膽固醇含量，減少

心臟病發生的機率。富含植物

甾醇，對預防血脂異常和動脈

粥樣硬化有效果，可降低罹患

心腦血管疾病的風險。

禁忌：開心果熱量很高，

脂肪亦較多，減重者和血脂高

的人不宜多吃。貯藏時間太久

的話，也不應再食用。

葵花子

葵花子是向日葵的種子，

營養豐富。所含的蛋白質媲美

各種肉類，經常吃葵花子可以

預防中風、癌症、冠心病、降

低血壓、預防貧血、保護血管

 按 穴  療  法

文 / 高雲

眾所周知，堅果堪稱

「延年益壽」的好食物，

堅果泛指外殼堅硬，富含油

脂的種子類食物，例如：核

桃、腰果、花生、芝麻、瓜

子、杏仁果、開心果等。

彈性，還能治失眠，增強記憶

力，對預防高血壓和神經衰弱

均有效果。每天吃一把葵花

子，可以滿足人體一天所需要

的維生素 E。
禁忌：葵花子不要一次吃

太多，以免上火。由於它會損

傷肝臟，可能引起肝硬化，肝

炎患者最好不要吃。此外，葵

花子所含蛋白質有抑制睪丸的

成分，育齡男性不宜多吃，加

工過程中會加入大量的鹽和味

精，高血壓老年患者大量食用

可能加重症狀，也要小心。

聰明吃堅果

霉變的堅果容易產生黃曲

霉毒素，可能引發急性中毒，

有致癌的危險，因此，吃堅果

一定要注意其新鮮度，盡量購

買真空小包裝的堅果，開封以

後沒吃完的話，可以放入冰箱

儲存。

堅果口味很多，包括：鹹

味、綠茶味、奶油味等，通

常口味越重的，添加食鹽、香

精、糖精等物質越多。奶油味

的瓜子還添加人造奶油，這些

添加物不但不利人體健康，變

質的可能性也更大。建議挑選

低溫烘焙的原味綜合堅果，避

免油炸、鹽味等調味。

此外，如要以堅果泥入

菜，應掌握分量，現打現吃，

就能獲得最大的營養。

頭 痛
隨著現代人生活作息的改

變，晚睡加上工作及感情的壓

力，越來越多人患有頭痛的病

症，止痛藥一顆顆的增加，身體

的毒素也在累積，傷肝又傷胃。

常吃頭痛止痛藥，會過度刺激交

感神經，而引發其他疾病，很可

怕！頭痛痛在前額印堂處是溼氣

重；痛在兩側是膽經、膀胱經出

問題；痛在後腦多為陽虛或受風

寒；痛在巔頂最嚴重，是肝血

虛，縱慾或思慮過度。試試看按

的頭痛。風池穴，在耳後高骨之

後，枕骨下凹陷處。可用生薑、

蔥白沖開水喝。

內關穴：治太陽穴頭痛及吃

太飽引起胸膈痛，在手腕內側上

二寸。太飽用麥芽沖開水喝，或

用手塞住右邊鼻孔，用左邊鼻孔

呼吸連續五分鐘。

穴法，症狀輕微或偶發的痛，可

能按一次就可緩和；症狀較重的

痛，多按幾次。經常性頭痛，可

用胡椒粒或蒜頭切片貼足心。

上星穴：治牽連眼睛痛的頭

痛，在前額入髮際一點五寸中，

又治全頭痛。可泡菊花茶喝。

風池穴：治因感冒而引起

潛在抗結核作用，所含白藜蘆

醇能抑制癌細胞浸潤、擴散，

非常適合結核病患和腫瘤患者

食用。

禁忌：花生的消化吸收率

較低，如果食用過多，會加重

胃腸負擔，故應適量攝取。花

生衣有增加血小板數量、抗纖

維蛋白溶解作用，因此，高黏

血症患者應去皮食用。

核桃

核桃營養豐富，堪稱「抗

氧化之王」。所含的油酸、精

氨酸、抗氧化物質等，能保護

心血管，預防中風、冠心病、

老年痴呆等疾病。核桃含有的

脂肪，主要成分是亞油酸甘油

脂，有助於減少腸道對膽固醇

的吸收，適合高血壓、動脈硬

化患者滋補身體。
新鮮的堅果泥營養價值最高

文 / 溫嬪容 

（明慧中醫診所院長）

太衝穴：治因情緒及月經

引起的頭痛，在足大趾本節後二

寸。可泡玫瑰茶喝。

合谷穴：治不知原因，不確

定哪裡痛的頭痛。俗稱的虎口穴

上一點手掌橈側骨第一掌骨的中

點。可用白蘿蔔切片待汁出，加

點蜂蜜喝。

禁忌：一次吃太多核桃會

影響消化，故不宜多吃。腹

瀉、痰熱咳嗽、陰虛火旺、便

溏腹瀉、素有內熱盛及痰濕重

者不宜食用。核桃仁表面的褐

色薄皮不需剝掉，否則會損失

一部分營養。

栗子

栗子能輔助治療腎虛，有

「腎之果」美名。栗子含大量脂

肪、澱粉、蛋白質、B 族維生

素等，可預防和治療冠心病、

高血壓、動脈硬化等心血管疾

病。栗子富含維生素 C，有助

於預防和治療腰腿酸軟、筋骨

疼痛、骨質疏鬆等，能幫助延

緩人體衰老。

禁忌：生吃栗子難消化，

熟食易滯氣，故不宜多吃，尤

其不要在飯後大量食用，以免

上星

風池

內關

太衝

合谷

症 狀 輕 微 或

偶發的頭痛，

可試試按穴法。

   最好的醫生是自己，最聰明

的醫生是預防疾病。忙碌的現代

人學得學簡易按穴法，許多初發

的疾病即可自行調癒，享受中醫

的生活化、簡單性、即時性，以

及便宜性。

穴位圖：溫嬪容醫師提供；其他圖片：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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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師重道，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

德。「師徒如父子」、「一日為師，終身

為父」等歷來是敬師的名言，把老師的

恩德比之於父親，因而老師不但有「恩

師」之稱，而且被弟子稱為「師父」。老

師是倫理道德、知識、價值觀念的傳授

者，教人為人處世的行為規範，是道德

的表率。在跟隨老師的同時，就應該要

明白恭敬事奉老師的道理，嚴格按照老

師的教導去做。

曾參是孔子的學生，十六歲拜孔子

為師，是孔子學說的主要繼承人和傳播

者，在儒家文化中居有承上啟下的重要

地位。他勤奮好學，謹遵師教，「於子言

無不悅」。他提出了「吾日三省吾身」，

即我每天多次自我反省：為別人辦事是

不是盡心竭力了？和朋友交往是不是做

到誠實了？老師傳授的學業是不是認真

複習了？

「曾子避席」是歷史上有名的典故。

說的是：有一次曾參在孔子身邊侍坐，

孔子就問他：「以前的聖賢之王有至高無

上的德行，精要奧妙的理論，用來教導

天下之人，人們就能和睦相處，君王和

臣下之間也沒有不滿，你知道它們是甚

麼嗎？」曾參聽了，明白老師是要指點他

深刻的道理，於是立刻從坐著的席子上

站起來，走到席子外面，恭恭敬敬的回

答道：「我不夠聰明，哪裡能知道，還請

老師把這些道理教給我。」在這裡，「避

席」是一種非常禮貌的行為，當曾參聽到

老師要向他傳授時，他站起身來，走到

席子外向老師請教，是為了表示對老師

的尊重。後來很多人都向他學習這種禮

儀。

曾參隨孔子從楚國返回魯國後，每

日在家白天躬耕隴畝，晚間學習到深

夜，非常刻苦。他沒有任甚麼官職，生

活很是窘迫。魯國的國君聽說了曾參的

品行後，對他非常關心和同情，決定贈

以「食邑」。但曾參以為「食邑」是只拿

俸祿不做事，不如自食其力為好，於是

固辭不受。這時，派來的使者好心的勸

說曾參：「先生非求於人，為何不受？」

曾參對使者誠懇的說：「我常聽說，受人

者畏懼於人；予人者驕傲於人。縱然予

人者並不驕傲，但我能不畏懼嗎？」經過

再三推辭，曾參終於沒有接受國君贈給

的食邑。孔子知道了這件事，就稱讚說：

「曾參的話，是足以保全他的節操的。」

孔子去世後，曾參、子夏、子張、

子遊、有若等弟子們沉痛守喪三年。在

滿三年時，共同行了大禮，失聲痛哭而

歸。此時，子夏、子張、子遊三個人提

出：有若的長相酷似老師，想把有若當

作孔子，以對老師的誠意和禮節來事奉

有若，表示對尊師的敬意。曾參聽後，

非常生氣，立即起來反對，嚴正陳詞：

「這可不行，夫子的盛德好像純潔的江水

沖洗過，又像秋天的陽光照耀過，還像

廣闊無邊的天地一樣聖潔，相貌相似的

人怎麼能比得了呢？」曾參一番言語，眾

人聽後歎服不已，深為曾參對老師的真

誠和對禮儀的一絲不苟所感動。

孔子之後，曾參承繼孔子道統，勇敢

的擔負起推行道義、仁德的重任。他說

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

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

乎？」大意是：有遠大理想抱負的人不可以

不堅強而有毅力，因為他責任重大而路途

遙遠。把實現仁德作為自己的責任，不是

很重大嗎？維護正義而直到永久，不是很

遙遠嗎？」他還編著了《大學》、《孝經》等

經典著作，被後人稱為「宗聖」。

只見黛玉不住點頭，寶玉則小聲輕

呼：「好文章！」不一會閱讀完畢，寶玉

說：「文章立意高遠，不同凡響。」黛玉

說：「文章論據豐富，材料翔實，典故

名人語錄信手拈來，恰到好處。很有氣

勢，語句清新。確實是好文章。但要想

考中前三甲，我感到還欠些火候。」黛

玉思索了一會，說：「到底還缺什麼，

我一時也想不起來。我們三人都要好好

想想。」寶玉說：「多少莘莘學子苦讀詩

書，能寫出好文章的人不在少數。要再

出類拔萃，確實不容易。但咱們要學習

杜甫的『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精神，望良

玉再加油。」良玉說：「我倒是不怕苦，

但不知勁往何處用？」這時乾爹忽然出現

在門口，三人連忙讓入房間。乾爹笑著

問：「好像碰到難題了。」黛玉說：「我

們剛才拜讀良玉的文章，各自談自己的

想法。」乾爹說：「我不懂寫文章，但我

知道，當遇到難題無法解決時，乾脆放

下來，到外面走走，看看，也許回來就

來了靈感。尤其這裡，景色壯美，山水

都透著靈氣，它們也許會給你啟示。所

以我建議你們不要總坐在屋裡讀書啊，

寫文章啊，要多活動活動。活動開了，

全身的血脈也暢通了。血脈暢通，腦子

才能得到充分的養份。腦子才會越用越

靈。」寶玉高興地從椅子上站起來，「乾

爹說得太好了！現在不去，更待何時？

走！走！」黛玉說：「你真是個無事忙，

從明兒開始也不遲。」

這天大嫂果然早早地做了晚飯，飯後

黛玉拉著紫娟，四人走出院子。小翠也要

跟著去，大嫂連忙拉住小翠：「你給我好

好刷碗。」小翠撅著小嘴，乖乖地刷碗。

嘴裡不斷說：「我也要去活動。」大嫂邊刷

碗邊說：「他們一天到晚讀書，寫字，老

是坐著，所以要活動活動筋骨。咱們一天

到晚都在幹活，你還要活動什麼。」

四人下了台階，穿過一片柳林，到

了河邊，在柔軟的沙灘上走著。黛玉、

紫娟在前邊，邊走邊說笑。寶玉看她們

說得熱鬧，搶前幾步，走到黛玉和紫娟

的中間。三個人嘰嘰呱呱更加熱鬧了。

良玉一人走在後邊，並沒留意他們講話

的內容，只是情不自禁地盯著紫娟。只

見紫娟活潑開朗，說說笑笑。粉紅的夕

陽照在她的臉上，真是面如桃花，與平

時判若兩人。這時，只見寶玉停下腳

步，轉過頭來：「良兄，走快些！」良玉

忙趕了幾步，走在黛玉的身邊。寶玉笑

嘻嘻地問良玉：「我們紫娟在你房裡照顧

你，你滿意嗎？」良玉一時愣住了，隨口

回答：「很好！」寶玉又接著說：「紫娟是

個好姑娘，你可不許欺負我們家紫娟。」

良玉聽到一口一個「我們家」的紫娟，

曾參謹遵師教

The emphasis of discipline and 
showing respect to one's teacher are 
traditional values found in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Sayings such as “A teacher to 
a student is like a father to a son,” and 
“A teacher even for one day should 
be respected as a father forever” were 
common. A student looks to his teacher as 
a profound person akin to his father, thus 
calling him “gracious teacher” or “master.” 
Teachers impart ethics, knowledge and 
values to their students. They teach people 
proper manners for interacting with each 
other, and for handling things in society at 
large. While learning from the teacher, a 
student must not only clearly understand 
the principle of respectfully serving the 
teacher from his heart, but also faithfully 
performing what the teacher imparts to 
him. 

Zeng Shen (505 – 435 BC) became 
a student of Confucius at the age of 16. 
He was studious and sincerely compliant 
with his master's teachings, and became 
the main successor and disseminator 
of Confucianism, playing an important 
connecting role between generations in 
Confucian culture. His motto, “multiple 

self-reflections daily,” meant that he 
repeatedly examined himself every day to 
determine whether he had done his best 
for others, been honest to his friends, or 
reviewed his teacher's teachings diligently.

There is a classical story called “Zeng 
Shen leaves his seat to show his respect,” 
in which Confucius asked Zeng one time 
when Zeng was sitting next to him: “Former 
virtuous kings had sublime virtues and 
profound theories that they used to teach 
their people. Do you know why people 
could live in harmony and there was no 
dissatisfaction between the kings and their 
subordinates?” Knowing that Confucius 
was about to teach him profound principles, 
Zeng immediately got up and stood beyond 
the edge of the mat. He then respectfully 
answered: “I am not wise enough to know 
the reason. Please teach me.” This was 
a demonstration of great respect for the 
teacher. People have later learned this 
etiquette from Zeng Shen.

After returning to the State of Lu 
from the State of Chu with Confucius, 
Zeng farmed during the day and studied 
in the evening until midnight every day. It 
was a difficult life. He was poor because 

he did not hold any official position. The 
king of Lu heard the good virtues of Zeng, 
and decided to bestow him with a piece 
of fertile land. Zeng declined the offer, 
citing that he could not accept the land 
without doing any work to earn it. The 
king's envoy advised him: “Why don't you 
accept, since you did not ask for it?” Zeng 
sincerely replied: “I often hear that a giver 
has pride, while a receiver is humble. Even 
though the giver is not prideful, how can I 
not be humble?” Zeng declined the king’s 
gift. Knowing that, Confucius praised 
him: “Zeng's words have proved his moral 
integrity.”

After Confucius passed away, Zeng 
and other students such as Zi Xia, Zi 
Zhang, Zi You and You Ruo went into a 
period of mourning for three years. At the 
end of the mourning period, they bowed 
in unison to Confucius' grave and then 
left in tears. Zi Xia, Zi Zhang and Zi You 
then proposed: “Since You Ruo looks like 
teacher, we can make believe that he is 
Confucius and serve him as sincerely and 
courteously as we did Confucius. Doing so 
would show our respect for teacher.” Zeng 
became very angry and was opposed to 

the idea. He said assertively: “We cannot 
do this. Teacher's virtue was so clean, like 
being washed by the clear river water, and 
so bright, like being bathed by the autumn 
sunshine. His virtue was also as glorious 
as the boundless sky. How can he be 
compared to someone who just looks like 
him?” The others were astonished at what 
Zeng said, and were deeply moved by his 
sincerity to his teacher and his meticulous 
etiquette.

Zeng Shen succeeded Confucius 
and bravely took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omoting ethics, benevolence and virtue. 
He said: “A person with lofty ideals cannot 
be weak in resolve and perseverance 
because of the heavy responsibili ty 
and long journey ahead.  Is  i t  not  a 
heavy responsibility to strive to achieve 
benevolence and virtue? Is it not a long 
journey to uphold justice forever?” Zeng 
Shen later authored the classic books Great 
Learning, and Classic of Filial Piety. He 
was later regarded as one of the Four Sages 
of Confuc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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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黛玉
後傳

文/黃靚

心中不由生出一種酸楚。寶玉走到良玉

身邊，在他耳邊小聲說：「告訴你一個秘

密，當初我同你妹成親時，差點把她也

娶了過來。」良玉一聽，心裏咯噔一下。

這時只聽紫娟喊：「寶玉！你們在嘀咕什

麼？」良玉看了一眼紫娟，心想：「『寶

玉』喊得何等親切，自然，『良玉』怎麼

就那麼難於啟口。那日下雨天，我求她

喊我『良玉』，她都沒點一下頭。更別說

喊一聲『良玉』了。」想到此，心裏像被

針紮了一下。心裏一疼，腳步就慢了下

來，又落在三人的後面。只見寶玉、紫

娟二人不斷嘻嘻鬧鬧，寶玉笑著叮住紫

娟看，紫娟也意味深長地看著寶玉。良

玉此時，忽然明白了：「原來紫娟愛著寶

玉！像寶玉這樣俊俏風流的年輕公子，

哪個姑娘不動芳心！何況他們三人自小

就在一起，日久生情，再自然不過了。

我這個大傻子，為什麼就沒想到呢？她

剛到屋裡照顧我，總是躲著我，我以為

小女兒害羞，沒想到她原本就是厭惡

我，不願看到我。那日雨中她來送傘，

我心中感動，露了真情，她只是哭，原

以為她感動得流淚，現在想來，她是又

急又氣。平日在我跟前少言寡語，在寶

玉跟前，何等開心，舒暢……我真是自

作多情，像個小丑！」這時寶玉又喊他，

他說：「你們玩吧，我不舒服，想回去休

息。」黛玉慌了：「哥，你怎麼了？要緊

嗎？」良玉說：「沒事，一會兒就好，你

們玩吧。」黛玉連忙說：「紫娟，你陪著

去吧。」紫娟猶豫了一下，良玉看得清

楚，心想：你何必為難！不情願，你們

就繼續打情罵俏。想到這裡，一人轉身

往前走，頭也不回。

紫娟仍然是無微不至地照料良玉的

飲食起居，可是連續幾天，良玉卻旁若

無人，不理不睬。紫娟心中納悶，到底

為什麼？晚上，紫娟無法入眠，輾轉反

側：「我哪裡做錯了，他為何如此待我？

那日雨中傘下，他還柔情萬種，怎麼這

幾日竟如此冷漠無情，難道富家公子都

是如此，一時高興了就對你甜言蜜語；

不高興了，立刻拋入腦後，形如路人。

難道我看錯了人？」這時耳畔好像有個

聲音：「紫娟啊！你醒醒吧，你出身卑

微，農家女孩子，又當過丫頭，就像那

田邊的小草，任何人都可以隨意踐踏。

林家少爺，江南首富，文武全才，品貌

俱佳。這樣的翩翩公子，就連皇帝的女

兒只怕都願嫁給他。你算什麼，卻痴心

妄想！傻姑娘，別做夢了。」另一個聲音

說：「可是我太喜歡他了，我實在無法放

開他。」那個聲音又說：「不放也得放，

長疼不如短疼！」紫娟痛心地哭了半夜。

哭過以後，衡定好了自己的位置，反而

輕鬆了許多。第二天坦然地一如既往地

去服侍林少爺。（待續）

殫心竭慮找癥結  苦口婆心勸鴛鴦

Zeng Shen Sincerely Complied  with Confucius’ Teachings

◎文|章力飛  圖|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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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 通順文脈的風水塔
◎文︱意文

汾陽文峰塔座落在山西省

汾陽市城區以東 2 公里的建昌

村，從前那裡因為地勢低窪，水

鹼過重，所以又叫作鹼場村，因

此，汾陽文峰塔也俗稱為「建昌

塔」、「鹼場塔」。它是明清時

期的古代建築，其高 84.97 米，

占地面積 217.8 平方米，外廓是

平面八角形狀，共十三層；全塔

為青磚結構，由下至上分別由塔

基、台明、塔座、塔身、塔剎等

五部分組成，在中國號稱「天下

第一塔」。

汾陽文峰塔是根據堪輿家之

言而建造的風水塔，目的是希望

當地文風、文脈能夠順達，人才

輩出。根據清康熙《汾陽縣志》

額頭「天庭」在哪裡？

額頭是一個人的頭腦及精神

所在，好的額頭要飽滿，少紋

理，無損傷；額骨欲聳起如立

壁，廣闊飽滿，光滑無痣，表示

其人福澤深厚。如果額頭生得短

窄狹小、多紋理、有痣破、低

矮，則主其人父母長輩無助力，

一生勞苦，早年會離鄉別井。倘

◎靈匣網編輯整理

風水塔：ZHANGZHUGANG/WIKI/CC BY-SA；十二地支相克：公有領域 ；其他圖片：FOTOLIA

之對應，是個缺憾，將不利於家

鄉人才輩出。又風水先生說過：

「地面生金，天九成之，四九得

十三之數，乃合西方 ( 佛家 ) 塔
之圖說也。」為了彌補汾陽因地

勢 ( 西高東低 ) 所造成的風水上

的空缺，朱之俊才有了建立文峰

塔的美舉。

在朱之俊整體的風水規劃

中，他在西向呂梁山腳的石盤山

( 老爺山 ) 上興建玄天上帝廟；

在東向低凹地帶的文湖畔旁興建

文峰塔；又在馮家莊架設引「馬

刨神泉」之水的攀龍橋，以疏通

文脈。國際著名建築結構專家曹

時中先生在考察汾陽市文峰塔之

後說，此塔承載了儒、釋、道三

重文化；石盤山象徵「筆架」，

文峰塔象徵「筆」，文湖畔象徵

「硯」。文峰塔層數十三，在道

學上象徵「生命」，塔的首層塑

觀音菩薩像是佛學文化的體現，

可見古人的用心良苦。

在石盤山上的玄天上帝廟是

「官帽」的象徵，傳說每年冬至

時，文峰塔的影子正好落在玄天

上帝廟的山門上，所以石盤山也

叫作筆架山，只是該廟已毀，再

也無法考證這個說法。

◎編輯整理︱夏泠

公孫聖解夢
直諫吳國命運  

春秋吳國君王 ( 吳王夫差 )
召公孫聖前來解夢，公孫聖正言

直諫，卻招來殺身之禍。

吳王夢到了甚麼？公孫聖又

解析了甚麼？竟預告吳國滅亡的

下場。

周敬王三十六年春，吳王夫

差徵調九郡的兵力去攻打齊國，

擇日於胥門出軍，經過姑胥台

時，忽然打瞌睡，還做了一個奇

異的夢，醒來後若有所失。

吳王夢見自己進入章明宮，

見兩口鬲 ( 炊具 ) 在蒸東西卻不

燃火；見二隻黑犬，一隻向南

叫，一隻向北叫；見兩把鐵鏵

( 農具 ) 倚在宮牆上；見流水湯

湯，流入宮殿大堂中；見前園橫

生梧桐樹，又聽見後房猶如鍛工

的鼓風聲。此夢之吉凶為何？太

宰伯嚭說：這是個好預兆啊！

吳王聽了非常的高興，又詢

問大臣王孫駱的看法。王孫駱回

答自己無方術之事，不能解夢，

於是向吳王推薦異人公孫聖。

大王的夢境應是興師伐齊之

事，公孫聖知道說實話必然會

死，仍直諫說道：我聽說「章」

指作戰不能取勝，倉皇敗走；

「明」指不明事理，昏昧糊塗。

入門見兩口鬲蒸煮卻不燃

火，表示大王不得伙食。兩黑犬

在南北大叫，黑屬於陰類，表示

走陰方。兩把鐵鍬插在宮牆上，

表示越兵侵入吳國的社稷宗廟。

流水波濤洶湧進入宮堂中，表示

宮室空虛荒蕪。

前園橫生梧桐樹，梧桐不能

製作器具，只能作與死人一起安

葬用的木偶。

後房鼓風竊竊的聲音，表示

嘆息的意思。這些夢兆顯示大王

應該下令停止攻伐齊國，吳國才

能安存。

吳王聽完後非常憤怒，下令

殺死公孫聖。

後來，越國討伐吳國，吳

王「倉皇敗走」，途中「不得伙

食」，當經過胥山時，心中萬分

慚愧，雙腳無法前進，因為那裡

正是公孫聖死後屍體被扔投的地

方。

吳王瞭解自己的無知，卻已

無法挽回吳國的命運。

《相宅經纂》記，但凡文人不利，宜於甲(東
偏北)、巽(東南)、丙(南偏東)、丁(南偏西)四字方
位擇吉地，立一文筆峰，只要高過別山，即發科甲

(進士)。

若額歪又低，主為人暴躁多奸

謀，易惹官非。

額頭乃天庭所在。古代面相

學從天地人和諧的思想出發，

將人的臉分成三部分，稱為「三

停」。基於天在上，地在下，

人在中間的原則，將上停稱作天

庭，即整個額頭部位。另一種說

法是將前額分為天中、天庭、司

空、中正四個部位，統稱為「官

祿官」，可以預示一個人的事業

及官運。

天庭所在部位屬於官祿官，

是少年運的中樞，主管事業、官

運及學業。此部位宜平闊無紋，

骨起有肉，氣色明潤，且沒有傷

疤或惡痣，這樣的人先天的根基

好，天生精力充沛，智力過人，

能得到長輩或上司的提拔。反之

生得凹陷、枯暗、青黑，此人的

事業易遇波折，易有官訟纏身。

另外如果前庭部位傾則仰

後，像滑梯或斜坡一般，也是很

不好的額相，非但兄弟姊妹不得

力，不得緣之外，更會在少年時

誤入歧途。

◎文︱龍吟濤

官場俸祿
由天定 

唐朝魏徵擔任僕射之職

時，有兩位主管為他辦事。

一日，魏徵剛躺下，那兩人

就在窗前議論。

一人說：「我們的官職

是由老翁 ( 魏徵 ) 決定的。」

另一人說：「是由上天決定

的。」魏徵聽完後就寫了一

封信，派遣說「由老翁決

定」的人送至侍郎府。

信上寫著請讓「送此

信」的人有好官職，送信的

人並不知情，恰巧，他出門

就心痛，便讓說「由上天決

定」的人代為送信。

第二天批注下來，結果

說「由老翁決定」者被流放

了；說「由上天決定」者被

留任了。魏徵覺得奇怪，探

得實情後感嘆道：官職俸祿

是上天註定的，大概不假

啊！

◎文︱乙風

開門定吉凶

有句話說「門千斤，厝

四兩」；門有千斤重，厝只

有四兩重，所以門如果開錯

了將會影響到您的運勢。

房子的大門如「口」，

主收納靈氣，應注意由大門

入宅內的通順問題。

宅內多設置客廳、廚房、

臥室與廁所等，小門路貫通

其中，如同人身體的脈絡，

如果門路能通順，不迂迴曲

折，拐彎抹角，則可以富貴

興旺。

大門如「口」，而財由

口入，內部應避免「門通

門」的設計，即連續三道以

上的門直線相通，此格局將

會導致家中無餘錢。▲文峰塔是主要用於祈禱文運昌盛的塔，又稱文昌塔、文筆塔、文光塔、尚元塔、巽峰塔等。(上圖為許昌

文峰塔)

的記載，文峰塔是由明末進士汾

陽人朱之俊倡議集資而建立的；

朱之俊，字擢秀，號滄起，山西

汾陽 ( 今大向善村 ) 人，曾任明

清兩代國子監司業。

在他眼中看來，汾陽西北地

勢高聳，東南方向若無文峰塔與

唐朝故事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C6 看教育 Education 第 26期     2018年 11月1日—11月7日    

從一個人的成長規律來看，

順境當然可以出人才，但是逆境

更可出人才，而且逆境和挫折的

環境更容易磨礪人的意志。因為

在逆境中奮鬥的人，既有失敗的

教訓又有成功的經驗，經過千錘

百煉而成長起來的人，更具有生

存力和更強的競爭力。

磨煉孩子的心理承受力

如果能把挫折看成是一種財

富，深知只有失敗才能成功，成

功是建立在失敗的基礎上，這樣

才能具有笑對挫折、迎難而上的

意志。要想讓孩子具備能夠勇敢

面對挫折的能力，就要從小磨煉

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

作者經常告誡兒子：「人的

一生中雖然要遇到很多困難和挫

折，但也必須成為一個堅強的

人。心理承受力差的人很容易被

困難打垮，而一個堅強的人往往

在挫折中會找到成功的途徑。所

以必須能夠接受失敗，否則無法

養成持之以恆的性格。」

作者教兒子從一開始就學會

忍受失敗帶來的負面影響，並勇

敢的面對失敗。他盡量教育兒子

懂得一個道理：犯錯誤，甚至是

失敗，都是走向成功的必由之

路。關鍵是要盡自己的最大努

力。他告誡兒子：「無論在甚麼

情況下都不要走極端。」有的孩

子愛走極端，為避免失敗而逃避

現實，甚至越來越自卑。

許多經驗證明：只要從小培

養孩子勇敢、堅強、自信的心

理，採用理解、信任、鼓勵、談

心的方式幫助孩子，那麼，一些

極端不良行為自然能夠避免。為

防止兒子形成自我欺騙的心理，

他教育兒子要按照世界真實的樣

子認識它，並做出恰當的反應和

決定。

他對兒子採取的做法是：不

管兒子有多麼痛苦，都要幫助兒

子正視現實。當他向兒子解釋事

實、教兒子處理問題時，兒子就

會漸漸明白：父母是有能力來面

對和應付那些哪怕是最困難的處

境。每當這時，兒子會說：「我

也能做到。」

和孩子玩 
「平靜下來」的遊戲

我們都知道，人有再大的力

氣也難以把自己提起，人要戰勝

自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能戰

勝自己就是對自己控制的成功。

要想讓孩子學會自我控制情感，

必須以毒攻毒，用以情感為基礎

的解決辦法來解決情感問題。

作者用名為「平靜下來」的

遊戲來訓練兒子的自我控制能

力。兒子全神貫注的要把綠棍下

的紅棍拿出來，在只有不碰到黃

棍的情況下，把紅棍移動四分之

一英寸才能拿出來。這時，他對

著兒子的耳朵吹了一下，弄出點

噪聲，並且不停的與兒子說話逗

他，分散兒子的注意力。

但是，兒子根本不為所動，

慢慢的做深呼吸、放鬆肌肉，眼

千字文

恭 惟 鞠 養

豈 敢 毀 傷

高蟾，唐河朔間﹙今河北一

帶﹚人，生卒年不詳。干符三年

﹙公元 876 年﹚進士，官至御

史中丞。生性倜儻離群，崇尚氣

節，所作的詩氣勢雄偉，態度諧

遠，有詩集一卷傳世。

﹙ 1 ﹚上高侍郎：《唐才子

傳》題為上馬侍郎。

﹙ 2 ﹚碧桃：桃子的一種，

因果實成熟後呈碧綠色，所以稱

為碧桃。

﹙ 3 ﹚杏：植物名，落葉

喬木，春月開花，色白帶紅，故

有紅杏之稱。果實可食用，種子

稱杏仁。

﹙ 4 ﹚芙蓉：荷花的別名。

荷是多年生草本植物，生淺水

中，葉大而圓，夏天開大形美麗

的花朵，呈淡紅或白色，結的子

稱蓮子，地下有根莖，稱為藕，

均可食用。

天上的碧桃是和著露水種下

的，太陽邊上的紅杏是依著雲霞

栽植的。生長在秋天江邊的芙蓉

花，雖然春風沒讓它綻放，卻也

沒有抱怨。

唐代科舉尤重進士，因而新

進士的待遇極優渥，每年曲江

會，觀者如雲，極為榮耀。唐

代科舉慣例，舉子考試之前，

先得自投門路，向達官貴人「投

卷」（呈獻詩文）以求薦舉，否

則沒有被錄取的希望。這種所謂

推薦、選拔相結合的辦法諸多弊

端，晚唐尤甚。 
題又作《下第後上永崇高侍

郎》。下第是指落第，殿試未

中。這是作者在落榜後寫給主

考官高駢的詩。詩題中的「永

崇」，為唐代長安的坊名詩題

中的「永崇」，為唐代長安的坊

名，高侍郎即住在永崇坊。 此
詩一開始就用「天上碧桃」、

「日邊紅杏」來作比擬得第者如

登龍門身分地位不尋常，「和露

種」、「倚雲栽」比喻所得恩寵。 
《鏡花緣》第八十回寫打燈

謎，有一條花名謎的謎面 : 天上

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

謎底是「凌霄花」。非常切貼。

「天上碧桃」、「日邊紅杏」所以

非凡，不就在於其所處地勢「凌

霄」嗎？這裡可以體會到詩句暗

含的另一重意味。 
第三句中的秋江芙蓉顯然是

作者自比。秋江芙蓉美在風神標

格，與春風桃杏美在春日微風中

自有不同。《唐才子傳》稱「蟾

本寒士，……性倜儻離群，稍尚

氣節。人與千金無故，即身死

不受」，又說「其胸次磊塊」等

等。秋江芙蓉孤高的格調與作者

的人品是相合的。後兩句比喻自

己的自信和進取態度，也有希望

得到高侍郎援引賞識的意思。 
高侍郎讀後，自然明白了高

蟾求他幫助的含義。果然在第二

年 即乾符三年，以高侍郎之力

薦，始登進士。

gōng wéi jú yǎng

qǐ gǎn huǐ shāng

貳
拾

教孩子具備良好的心理素質
睛緊緊的盯著目標。兒子知道要

想贏得這場遊戲，就必須不受父

親的影響，集中注意力，並暗暗

告訴自己：「只看眼前的目標。」

結果，兒子把紅棍取出來了，而

且沒有碰到其他顏色的棍子。

他和兒子玩的這種「平靜下

來」的遊戲，可以幫助兒子對付

別人的干擾。遊戲規則是在一定

時間內從一堆木棍中移走一根，

但不能碰到其他木棍。做遊戲時

可以在旁邊以任何方式取笑他，

但不能碰到他。每取出一根木棍

得一分，如果對取笑毫無反應就

得兩分。

這個遊戲對教會孩子控制情

感技能非常有用。孩子在遭到取

笑時，光告訴他怎麼做是不夠

的，同時還要告訴他應該學會控

制住自己的情感。訓練孩子認識

和瞭解情感在身體上的反應非常

重要，這樣孩子逐漸就能學會自

我控制。

當孩子生氣時，臉色通紅、

身體發緊，處於過度緊張狀態，

在姿勢、表情和體態上都有表

現。這種遊戲是要孩子首先認識

這些特徵，然後通過深呼吸、分

散注意力等方法，使自己身體平

靜下來。有了好的控制能力，孩

子就會正確的認識自己，並且對

周圍的干擾無動於衷，以一種輕

鬆的心情面對一些不好的事情，

並能夠在將來的生活中處理一切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待續）

作者

註釋

語譯

賞析

解釋
恭：尊敬。

惟：思考、思量。

鞠：養育、撫育。

養：照顧。

恭惟：恭敬思念。

鞠養：指父母的養育。

豈：難道、怎麼。

敢：有膽識、絲毫不畏懼人

的。

毀：傷害、破壞。

傷：使皮肉破損的地方。

譯文參考
我們還要時時懷著恭敬的

心，感激父母的養育之恩，並警

惕自己不要做出傷害身體及品德

的事，別讓父母擔憂及蒙羞。

文字的故事
「恭」：恭字的金文寫作 

「 」，小篆寫作「 」，原本

的字義是肅然起敬的意思。從小

篆的寫法中可以看出，恭字有一

個心「 」，意思是先有一顆肅

然起敬的心，自然而然就能表現

出恭敬的樣子了。但是為什麼心

上面會有個「共」呢？其實「共」

有很多人在一起的意思，用這

個「共」字，再加上肅然起敬的

心，代表與很多人一起相處時，

要做到自我約束和尊重別人，就

是表現出恭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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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Fotolia

2

tiān shàng bì táo hé lù zhòng
天上碧桃和露種，

fú róng shēng zài qiū jiāng shàng 
芙蓉生在秋江上，

rì biān hóng xìng yǐ yún zāi 
日邊紅杏倚雲栽。

bú xiàng chūn fēng yuàn wèi kāi 
不向春風怨未開。

作者：高 蟾 gāo chán
上高侍郎
shàng gāo shì lá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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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發生是在該年八月的

某一天晚上，時間大約十二點左

右，臺灣臺北縣樹林鎮的一處廢

墟空屋內突然傳來女孩子呼救的

慘叫聲，不過才短短的幾分鐘就

停止了，接著只見三名年輕人從

室內匆促的離去。或許是巧合，

也可能冥冥中真的有鬼神的指

引，這一景一幕正好被正在附近

田裡巡田水的「阿順伯」撞見。

當時他心裏想，這麼晚了，那三

名年輕人到底在屋內幹什麼？

存著好奇之心，他緩緩的走

進屋內一看，結果發現地上躺了

一個全身赤裸且已經氣絕身亡的

年輕少女，年約二十來歲。她兩

眼張大怒視，嘴巴更呈現咬牙切

齒的模樣，彷彿死不瞑目。阿順

伯見狀嚇得渾身發抖，火速地跑

到派出所辦案，並將所看到的一

切過程詳細的告訴警方。後來在

警方全力的搜證緝捕下，再加上

阿順伯的協助及指認，不到兩天

的功夫便將那三名凶手逮捕到

案。

這三名凶手都年僅二十歲，

他們分別是陳萬凱、許金輝和一

名綽號叫「大頭仔」的人。其中

又以許金輝的身份較為特殊，原

來他父親許純發是樹林鎮頗有財

勢的望族，早在日據時期他父親

曾經當過刑警，經常仗著權勢欺

凌臺灣人，算是一個不折不扣的

日本走狗。

後來日本人走了留下不少財

物給他，而許純發就是靠著父親

的這筆橫財在樹林鎮大肆收購土

地和房子，同時在鎮上開設一

家名為「豪紳」的金飾店，不到

三十歲他已經是家財萬貫了。

不過許純發並不以此為滿

足，為了鞏固自己在地方上的惡

勢力，他甚至廣交黑白兩道來做

靠山，同時認了一個中央級的官

員當義父，每個月固定給他送紅

包。

可是儘管許純發財大勢大，

但對於教育孩子卻是徹底的失

敗。由於從小他們夫妻就對獨生

子許金輝溺愛有加，以致於長大

後竟養成驕縱貪婪的習性，不僅

整天游手好閑鬧事，甚至還在外

面養了一堆流氓，經常調戲鎮上

的少女，稱得上是一名惡霸。而

更令地方人士痛心的是，每次出

了事情，他父親總是利用關係將

事情擺平，造成許金輝更加肆無

忌憚的為所欲為。

這次強姦殺人罪也不例外，

被捕的第二天，許純發便透過三

位民意代表到警察局「關切」，

進而施予壓力，要警方「慎重」

處理許金輝的案子。

不過此案關係到人命，警察

局的主管也不敢明目張膽的草率

結案，只是私底下給許金輝一個

暗示，要他在法庭上把全部責任

推給陳萬凱和大頭仔兩個同夥，

然後聲稱自己只是在旁觀看而

已。接著警察局的主管再教許純

發私下塞一個大紅包給審判此案

的法官，若法官不賣面子，再去

找民意代表，這樣一來，即使許

金輝被判重刑也不致於被槍斃。

許純發一聽果然照做，那時

主審本案的法官姓楊，綽號「金

獅」，他不僅是個酒色之徒，而

且也是個貪官污吏。在得到許純

發的好處後，他指稱該案的行凶

主謀是陳萬凱和大頭仔，許金輝

獲判無罪的原因是他沒有做案。

對此宣判，當時庭下一片嘩

然，尤其以被害者家屬反應最為

激烈，他們當庭情緒激動的指著

法官判決不公。而陳萬凱及大頭

仔對於法官將責任推在他們身上

也提出反駁，他們異口同聲的

說，主謀、強姦及殺人都是許金

輝一人所為，他們只是在旁把

風，如今全把罪責都往他們身上

推，日後真的被抓去槍斃，做厲

鬼也要回來討個公道。

儘管面對如此的質疑和不

滿，法官居然不理不睬，同時還

當庭口出狂言的說，他是一個耳

聰目明的公正法官，對於本案的

判決絕對是合情合理，如有瑕疵

那也只有瞎了眼和耳朵聽不到的

人才會做出這種事，他希望大家

能相信他的專業。

所謂「官大學問大」，法官

都這麼說了，庭下的人又能反駁

什麼，倒楣的被害者家屬及陳萬

凱、大頭仔這兩名替死鬼也只有

認了。

然而天網恢恢，雖然自己能

欺騙自己和別人，但絕不能騙得

了洞悉一切的神眼。或許老天爺

真的聽到法官所講的話了，不到

半年的時間，這位無恥且可惡的

法官終於得到了報應。

在一次疾病中，他莫名其妙

的瞎了雙眼，接著耳朵內又生出

一點一點的紅斑，不久雙耳便爛

掉了，變成了耳聾。這種折磨總

共持續了六年，因為痛苦不堪，

他彷彿活在地獄裡一般，所謂

「惡有惡報」，等他家產全部花

光後，他也跟著離開人間，結束

了他臭名昭著的一生。

本文經大喜文化出版社授

權看中國刊載，取自《臺灣報應

奇譚 : 看到現世報的三十一則

故事》一書，賴樹明著。請勿轉

載。

猩猩不可能和人類一樣  悲劇性的實驗
文 / 天羽

猩猩尼莫是於 1973 年的

11 月份出生在美國俄克拉荷馬

州的靈長類動物研究中心，剛出

生沒有幾天的時間，它就被紐約

哥倫比亞大學的心理學專家選為

研究對象，因此它早早就離開了

母親的懷抱，投入到人類母親的

新懷抱中。這個實驗的目的就是

通過像孩子一樣撫養猩猩，教會

它們基本的交流手勢語言，從而

讓它們能夠與人類順暢的交流，

懂得彼此在想些什麼。

尼莫首先被安排到曼哈頓區

的一個家庭，一對法國誌願者夫

婦收養了這隻大猩猩，並讓它睡

在他們的床上，真正讓它融合到

人類的生活中，然後開始學習手

語並達到了能夠交流的程度。尼

莫是不幸的，早早就離開了猩猩

媽媽的懷抱，而被強行灌輸了

70 年代早期紐約的一些複雜文

化。

尼莫落在了一群掌握著它命

運的社會科學家手中，命運完全

被別人所操縱，他們給它穿上了

人類的衣服，給予人類的食物，

女志願者的深深溺愛，這一切都

使得尼莫所具有的猩猩荷爾蒙完

全被打亂。這個家庭中的女主人

完全把它當成一個真正的小孩來

撫養，不僅會親自餵給尼莫母

乳，還讓它喝酒，吸食印度大

麻。

甚至為尼莫講述兩性的區

別，並且教它手語。它首先學

會的是「喝」的手語，其次為

「吃」、「我」，「擁抱」以及它

自己的名字「尼莫」。最讓志願

者感到暖心的是，當你難過的時

候，尼莫就會走過來，輕輕的坐

在你的身邊，吻掉你臉上的眼

淚。

但是尼莫的命運十分曲折，

不久它就被送到了第二個新家庭

中，這也是災難的開始。尼莫並

沒有人性中那麼多的善良和感

性，它甚至扑到新媽媽的臉上狠

狠的咬上一口。當它新媽媽痛苦

的用手捂著受傷的面龐時，猩

猩卻像一個犯了

錯的孩子一樣，

坐在她的身旁，

不停的用手語來

吸引新媽媽的注

意，反覆的說著

「對不起」。

最終，尼莫

還是被送回了靈

長類動物的研究

中心，實驗並沒有按原計畫一直

繼續下去，可是人類已經對尼莫

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尼莫也對人

類有了自己的期望。當它看到鐵

籠子以及其它的猩猩時，它感到

十分恐懼和陌生，不停的對人們

比劃著「擁抱」的手勢。但讓研

究人員感到失望的是，當尼莫的

第一位母親來看望它時，它卻

像拖拽洋娃娃一樣拽著它的「母

親」，沒有擁抱，沒有親吻，這

令現場的人們一度感到十分恐

懼。研究人員最終明白，該實驗

的結局注定是個悲劇，因猩猩不

可能和人類一樣交流，擁有同樣

的思維和想法，它們身上的獸性

無法消失。

2000 年，尼莫在吃早餐的

時候突發心臟病逝世，終年 26
歲，對於它來說這是一個很悲哀

的事情，因為通常由人工飼養的

猩猩能活到 60 歲。

這是發生在民國六十年

（注:1971年）間一則頗為傳
奇的真實事件，不管是不是

所謂的報應，裡頭的故事確

實值得一些擅於偷雞摸狗

的司法人員做為參考和警

惕。

文 / 藍月 圖 / Pixabay

聾瞎法官
楊金獅的現世報應

（Pixabay)

英國著名電影製作

人詹莫斯—瑪希（Ja me s 
Marsh）以1970年代期間
的一項動物實驗為題材，用

混合式拍攝形式展現了一部

令人震驚的真實記錄片《尼

莫計畫》。該影片真實的講

述實驗的經過，一隻名叫尼

莫的黑猩猩，出生後便離開

了媽媽，然後開始被當成人

類一樣去養育的過程和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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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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天紫花封幽靜， 
落英繽紛心放晴」

每年的 10 月末到 11 月份，

藍花楹競相開放，美麗的悉尼將

被渲染上夢幻般的紫色，更增添

一份神秘和高貴的氣息。花季即

將到來，藍花楹實在太美，盛開

在樹梢時就像氤氳騰升的紫霞。

有一句詩這麼說：「漫天紫花封

幽靜，落英繽紛心放晴」。

藍花楹，是紫葳科藍花楹屬

的植物，別稱藍霧樹、巴西紫

葳、紫雲木等，原產南美洲巴

西，世界三大開花樹木之一。它

的花色分為白、粉紅、藍紫、紅

色等，但以淡紫色為最美花色。

每年春末夏初盛開，藍花楹的花

期不短，有 2 個月左右。每逢花

季，枝頭便綻放出滿樹的花朵，

格外漂亮！

在 澳 洲， 有 一 首 關 於 藍

花楹的聖誕歌曲，裡面有一

句 歌 詞 是：「When the bloom 
of the Jacaranda tree is here, 
Christmas time is near……（當

藍花楹盛開的時候，聖誕節就要

到了）」。藍花楹開花的季節正

是臨近澳洲的聖誕節，就像歌中

所唱。

Jacaranda 藍花楹的花語是

「寧靜、深遠、憂鬱，在絕望中

等待愛情」之意，落英繽紛，紫

色的花瓣彷彿在述說幽怨而淒婉

的愛情。

葡萄牙人帶入藍花楹

藍花楹是葡萄牙人在 18
世紀帶去歐洲才廣為人知。

1818 年， 英 國 收 藏 家 Alan 
Cunningham 也從南美將藍花楹

的樣本帶回英國。據澳洲歷史的

記載，第一批藍花楹種子大概

是 1850 年左右運抵澳洲大陸。

Alan Cunningham 後來成為新

州政府的植物學家。

在澳洲，慶祝藍花楹的開花

也有著很長的歷史，最早的藍花

楹節在 1935 年的時候就在一個

開滿藍花楹的小鎮上開始了，這

個小鎮叫 Grafton，位於 NSW
北部的克拉倫斯河（Clarence 
River）附近。小鎮上的居民都

深愛著這種紫色的花朵，每年都

會舉辦不一樣的活動感謝上天賜

給他們如此美麗的恩惠。今年的

藍 花 楹 節（Jacaranda Festival 
）在 10 月 27 日到 11 月 4 日舉

行，10 月 27 日那一天還有藍花

楹皇后加冕典禮。對此感興趣的

朋友不要錯過！

豐富多彩的慶祝活動

藍花楹節的活動豐富精彩，

節日中會選出藍花楹皇后。「藍

花楹彩車遊行」和「藍花楹皇后」

是藍花楹節期間有趣而好看的亮

點。彩車遊行會上，一輛輛彩車

被紫色的藍花楹裝點成各種樣

子，沿著 Grafton 主街前行。藍

花楹節皇后和國王、公主會一起

在花童的陪伴下出席花卉巡遊。

藍花楹節期間，會舉辦藍花

楹下午茶、藍花楹櫥窗展、藍花

楹自行車賽和長跑比賽、藍花楹

古街和河邊漫遊、還有藍花楹市

場等等豐富多彩的活動。每一項

活動都離不開「藍花楹」這個主

題。

除此之外，悉尼也有幾處適

合觀賞藍花楹的地方。比如在

百年名校悉尼大學的校園內，

2017 年悉尼大學學校對藍花楹

進行了重新栽種，感興趣的朋

友今年可以一睹芳容；從皇家

植物園開始漫步，穿過環形碼

頭（Circular Quay）和岩石區

（The Rocks），也可以觀賞藍花

楹的美景；從 Milsons Point 火
車站下車，在步行 5 分鐘到達

的 Kirribilli 區的 McDougall 大
街，每到 10 月中旬，這條街兩

側的藍花楹樹的枝頭就都壓滿了

藍紫色的花朵；沿著 Glebe 街道

兩側漫步，滿目豐盈的藍花楹紫

色海洋，踏著落英繽紛的地面，

好不愜意！

這個春天，出遊去哪裡？不

如攜朋伴友，一同去欣賞藍花楹

的夢幻般的紫色海洋吧！

      
 悉尼藍花楹含苞待放

▲藍花楹皇后加冕典禮

◎文：紫蘇

  夢幻紫色海洋來襲

▲藍花楹節（Jacaranda Festival ）

Jacar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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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中 國 訊】近 日， 福 特

公司在加拿大推出了 2019 野

馬（Mustang） 最 新 入 門 車 款

Ecoboost Fastback。

 野 馬 Ecoboost Fastback 搭

載 與 福 特 RS Hyper-Hatch 車 型

相同的 2.3 升四缸渦輪增壓汽

油引擎，可選擇六速手動或十

速自動變速箱，最高輸出功率

224kW ，峰值扭矩 441Nm。而

此前搭載 5.0 升 V8 引擎的車款

最高輸出功率 339kW，峰值扭

矩 556Nm。

野 馬 Ecoboost Fastback 標

配 12.4 英寸數字儀表盤，12 台

B ＆ O Play 組成的音響系統，

全時 LED 大燈，日間行車燈和

尾燈，19 英寸黑色合金車輪，

Brembo 剎 車 系 統， 以 及 與 V8 

GT 車款相同的排氣系統。

在安全技術方面，該車增

加 了 自 動 緊 急 制 動， 行 人 檢

測，自適應定速控制，車道偏

離警告和車道保持輔助系統，

以及自動遠光燈。車內 8.0 英寸

屏幕中的 Sync 3 信息娛樂系統

中帶有衛星導航，可連接蘋果

CarPlay 和安卓 Auto 系統。

此 外， 該 車 還 可 以 選 裝

Premium 噴漆、黑色或白色 OTT 

條紋噴漆、Recaro 皮座椅、尾

翼、19 英 寸 Lustre Nickel 合 金

輪轂以及 MagneRide 懸掛系統。

福特新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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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0 24 STREET NE, CALGARY·WWW.HOUSEOFCARSCALGA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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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FTEW1EF7HKD35702Stock #: 3515-3

2017 Ford F-150 XLT 4x4
47,068KM  V8 高性能發動機 

月供 $401僅 $3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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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中 國 訊】 英

國 品 牌 行 銷 顧 問 公 司

Interbrand 近日公布了最

新的「2018 年全球最佳

品牌」報告。排名前 100

位的品牌中有 15 家汽車

品牌上榜，其中豐田力壓

臉書、英特爾、IBM、迪

士尼等，排名第七。

本次排名根據 10 個

關鍵因素對所有企業進

行評估，包括四個「內部

因素」：透明度、品牌承

諾、管理水平和響應性，

六個「外部因素」：真實

性、相關性、差異性、一

致性、曝光度和敬業度。

總榜排名前三分別是蘋

果、谷歌和亞馬遜。

自 2000 年該報告首

次提出以來，豐田的品牌

估值已從 188 億美元增

長到 2018 年的 534 億美

元。今年豐田的三個表現

最佳的因素是相關性、真

實性和曝光度，得分來自

其奧運會 / 殘奧會贊助項

目、自動駕駛和零排放計

劃以及最新的「Start Your 

Impossible」戰略計劃等。

其他進入榜單的日系

車還有日產、本田與斯

巴魯。其中斯巴魯是首

次上榜，排名第 100。韓

系兩大品牌現代與起亞均

上榜。而美系只有福特

一家上榜。法拉利今年

以 18% 超高增長率成為

百大排行榜中進步最快的

汽車品牌，排名從去年的

88 名躍升至今年的第 80

名。寶馬雖然與去年一樣

排名第 13，但是品牌價

值下跌了 1%，成為汽車

行業中唯一品牌價值負增

長的公司。有趣的是，排

放醜聞並沒有對大眾集團

旗下品牌產生負面影響，

奧迪、保時捷和大眾的品

牌估值都有所提高。

2018年全球最佳品牌榜

BEST GLOBAL BRAND

汽車行業豐田第一

INTERBRAND

品牌 品牌價值（美元） 品牌價值上升/下降 總排名

豐田 534億 +6% 7

梅賽德斯 - 奔馳 486億 +2% 8

寶馬 410億 -1% 13

本田 237億 +4% 20

福特 140億 +3% 35

現代 135億 +3% 36

尼桑 122億 +3% 40

大眾 122億 +6% 41

奧迪 121億 +6% 42

保時捷 107億 +1% 52

起亞 69億 +6% 71

路虎 62億 +4% 78

法拉利 58億 +2% 80

Mini 53億 +18% 90

斯巴魯 42億 新上榜 100

進入Interbrand榜單的汽車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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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烹飪與飲食之事最適合在自然演繹下的溫暖

秋季談論，這時，陽光、溫度、雨水的變化紛紛

喚醒人們胃口。廚房烹飪中新手與行家或許只有

一線之隔，原因在於料理藏著許多變化、經

驗、不可預期的秘密。

廚房小百科

自己親手照顧的生活，心中會有股踏實感，並且也是能與

親子一同分享體會的教養工作。另外廚房烹飪與清潔這兩件事

是連貫密不可分的。這次《看中國》小編將分享一些烹飪與清潔

的生活百科給您，讓您也能成為廚房達人。

炒飯該選用哪一種米呢?
炒飯是最便利也是最容易上手的家常菜，但是平凡中卻不

平凡，重點在於強調米飯的粒粒分明。而這也是穀類最有趣的

地方，全球的水稻有非常多種，品種幾乎超過了餘萬種，如此

的繁雜。先以外形來說，米有三種：短榖粒米、中榖粒米、長

榖粒米。

對於吸收水分的能力各不相同，這種能力在於米裡面的澱

粉分子。在市面上，適合用於炒飯的米有臺灣在來米、臺灣梗

米、臺灣秈米、泰國茉莉香米 ( 秈米 )、泰國長米，泰國茉莉香

米屬於長榖粒白米具有芬芳氣味，質地不會太

黏。而美國也有稻米，口感上也不輸臺灣，也

可以考慮使用美國長榖粒米，以上這些都是屬

於有豐富的支鏈澱粉分子，在煮熟時候不會吸

收太多水分而造成軟爛，會讓米飯呈現蓬鬆且

粒粒分明的效果。

通常還有一個小妙招是來自媽媽的傳授，

只要將煮熟米飯拿去冷藏一天，第二天就可簡

單炒出顆粒分明的炒飯囉。若是想要讓炒飯像

餐廳一樣香氣四溢的效果，別忘了將油改為豬

油，那這盤簡單炒飯將成為您的拿手菜囉。

使肉變嫩的神奇魔法
用更自然簡單的手法來取代小蘇打粉

和木瓜精，料理就是必須用最簡單最原始

的方式來烹調，也能展現不輸高貴饗宴的

好滋味。神奇魔法在於切牛肉時，逆著牛

肉紋路切割，進而切掉牛肉纖維。另外就

是在七分熱的油中，在大火中迅速將肉過

油，時間抓在 2 至 3 秒裡，這樣也能使肉

的口感變嫩。

葉菜類該如何保存呢?
購買蔬菜通常還是以家庭一天用量

為主，不要買太多蔬菜，因為隨著時間

與溫度變化，蔬菜裡的營養都會漸漸流

失。葉菜類是屬於蔬菜裡最難放置久的

種類，建議購買回來可用報紙包起來，

一定要用白報紙，畢竟報紙還是有油墨。

再用塑膠袋包住放置冷藏區，即可

抵擋冰箱的冷氣，不至於快速受寒而讓

葉菜凍傷。放置位置也須注意不要放到

冷氣出風口。

清潔調理機
高效能的調理機刀片設

計通常鋒利及尖銳，在清洗

上總是擔心傷到手。建議可

以將 (1 顆 ) 蛋殼加入水及少

許的清潔劑放進調理機，讓

調理機運轉 20 秒至 30 秒左

右。藉由蛋殼多角度的碎片

來刷洗調理機底層不易清洗

部分，這樣既安全又方便。

廚房紙巾的多功能性
剛買回來的肉類要放置

冷凍庫前，先用紙巾包起來，再

裝入保鮮袋。肉類在解凍過程

中，才不會因為吸附太多血水而

影響了口感。

      由於海水與自來水的滲透

壓不同，在清洗魚類完後，易造

成鮮味流失。此時可將廚房紙巾

對摺小塊，以紙巾硬角部分刮除

魚腹內殘餘的脂肪組織來降低魚

腥味，脂肪就是產生腥臭味的原

因。

      可將紙巾放入冷藏蔬菜的

塑膠袋裡，可藉由紙巾吸收塑膠

袋裡的水氣，讓蔬菜延長保存時

間。

熟米飯冷藏一

天，隔天就可炒

出好吃炒飯囉！

肉類要放冷凍

庫前，先用紙

巾包起來。

去除烤箱的異味
常常利用烤箱來烤魚及烤海鮮的朋友

們，常為了烤箱使用完後的異味而苦惱，

現在有一招小秘方，只要用研磨沖泡過的

咖啡渣放置烤箱烤個 3 分鐘左右，那些您

所懼怕的異味，將可以順利去除，同時還

會帶有咖啡香氣。

咖啡渣可以清

除烤箱的異味。

逆著牛肉紋

路切割，可

以使肉變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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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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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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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rdrie Honda
卡城北部最快到達的Honda車行

電話：403.945.4820 | 地址：2971 Main St. SW Airdire

聘RECRUITMENT

 誠聘汽車銷售
有活力，主動進取，無需銷售經驗
我們有完善培訓計劃，待遇優厚

懂英語，國語或粵語

我們期待著與您會面！請電郵簡歷至Jason Hansen: 
jason@airdriehond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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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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央圖書館活動

在本週末攜家人探索新中央圖書館。

活動包括免費的遊覽圖書館，現場音樂，

手工活動區等等。 11 月 3 日所有公交車

從早 7 點到晚 7 點全部免費。

時 間：11 月 3 日 ～ 4 日， 上 午 8
點～晚 6 點

地點：8 Avenue SE（City Hall 東側）

門票：免費

集貿市場

邀請了許多本地小生意主販賣他們的

小商品。各種小商品種類繁多，歡迎前來

購買。

時間：週六，11 月 3 日 上午 10 點～

下午 4 點

地 點：St Peter's Anglican Church, 
903 75 Avenue SW, Calgary

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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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時尚、家居裝飾品、雕塑、玻璃

工藝、天然身體護理以及美食小吃。

時間：11 月 1 日，上午 10 點～

晚 9 點； 
11 月 2 日： 上午 10 點～晚 9 點； 
11 月 3 日： 上午 10 點～晚 6 點；

11 月 4 日： 上午 10 點～晚 5 點；

地點 : BMO 會展中心， 20 
Round Up Way SE, Calgary

門票：成人 $7，未成年人免費

家居裝修對外開放日

在考慮翻新和裝修您的住房？您

需要了解城市立法，建築安全規定和

許可。活動中有專家為您解答各種房

屋翻新需要了解的各種問題。

時間：週六，11 月 3 日中午 12
點～下午 4 點

地 點：Cardel Rec South， 333 
Shawville Boulevard SE, Calary

瘋狂科學之 
好天氣講習班

由卡爾加里公共圖書館提供。適合 6
歲～ 12 歲孩童。空位有限，請訪問卡爾

加里公共圖書館網站註冊。

時間：週三，11月7日下午 4:45～5:45
地點：Country Hills Library, 11940 

Country Village Link NE, Calgary
網站： calgarylibrary.ca
費用：免費

BUILDEX建築會展

卡爾加里BUILDEX是亞省最大的房

屋建築、裝修、結構和內飾設計貿易展。

有 175 位展位和 40 多個演講會，每年吸

引超過 3500 名聽眾。

網址：www.buildexcalgary.com
時間：11 月 7 日～ 8 日

地點：BMO 會展中心

手工藝節

加拿大最大的手工藝品展賣活動。在

四天當中，BMO 會展中心匯集了 250 餘

名加拿大最具天賦的藝術家，工匠和設計

師。展示他們令人驚嘆的作品，包括珠

Calgary BMO Centre


	26_A1_Front
	26_A2_News
	26_A3_Alberta
	26_A4_China
	26_A5_HKTW
	26_A6_Society
	26_A7_Economy
	26_A8_World
	26_B1_Real
	26_B2_Home
	26_B3_marrige
	26_B4_Food
	26_C1_Calture
	26_C2_Literature
	26_C3_Health
	26_C4_bilingualism
	26_C5_Fortune
	26_C6_Education
	26_C7_Cosmos
	26_C8_Travel
	26_D1_CarNews
	26_D2_CarNews
	26_D3_Life
	26_D4_Inform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