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子報 epaper.visiontimescalgary.cavisiontimescalgary.ca周四出版     卡爾加里版   

廣告洽詢專線：1-403-988-1836   Email: sales.calgary@visiontimes.com    

V I S I O N    T I M E S

投稿與反饋：editor.calgary@visiontimes.com  Tel./Fax:1-587-619-4229

 第27期     2018年11月8日—11月14日       戊戌年十月初一至十月初七

A3 卡城奧運會市民公投將至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to vote in 
Calgary’s Olympic plebiscite

A5 臺灣最常見的名字出爐
Most popular names in Taiwan released C7 雙胞胎的心靈感應

Telepathy Between TwinsC5 改朝換代的天地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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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中期選舉指美國每四年

的總統任期中間的定期選舉，常

被視為總統的期中考試。國會大

部分成員會在中期選舉中改選。

參眾兩院兩黨分別掌控

美東時間 11 月 7 日凌晨，

中期選舉投票結束，開始統計選

舉結果。到截稿時，共和黨拿

下參議院 100 個席位中的 52 席

（42 席不改選），民主黨拿下 46
席（23 席不改選），還有 3 席

待定，共和黨仍掌參議院，並且

在參議院的優勢增加。

眾議院方面，435 個席次

中，共和黨 196 席，民主黨超

過半數為 222 席，在眾議院成

為多數黨。

同時進行的還有州長選舉。

目前共和黨獲 25 席，民主黨 22
席，共和黨州長數量仍然略微佔

優，民主黨從共和黨手中奪回了

7 個州長職位。有 3 個州目前仍

勝負未定。

主流媒體 VS 網民
此次中期選舉，民主黨對重

奪眾議院宣布勝利，同時美國總

統川普也發推文說：「今晚（共

和黨）獲巨大勝利。」對此，民

眾如何看呢？

美國和加拿大各大主流媒

體的報導中，多以川普的失敗

為主題。比如美國有線新聞

網（CNN）的一篇報導標題

是：「川普使得民主黨再次偉

大」；加拿大環球新聞（Global 
News）在「關於中期選舉你應

該知道的事」一文中描述：（民

主黨）贏得眾議院是這個清晨

的一縷陽光。美國之音中文網站

甚至出現文章直呼川普失敗了。

不過網民們的意見與以上媒體幾

乎截然相反。在環球新聞的報導

下，有不少留言，95% 以上反

對報導中的觀點，認為川普和共

和黨在這次中期選舉中獲得了勝

利。（下文轉 A2）

美中期選舉落幕 誰是贏家？

參議院（51票可掌控） 52 46 眾議院（218票可掌控）197 223

【看中國記者邢亞男、

林佳綜合報導】2 018年

美國中期選舉即將落下帷

幕，結局已定：共和黨仍掌

控參議院，民主黨重奪眾

議院。誰是輸家誰是贏家？

中期選舉結果對兩年內川

普的施政會產生甚麼影

響？這些問題，成為了目前

各界的討論熱點。

共和黨

共和黨 共和黨民主黨 民主黨

民主黨

（此為截稿時數據） （此為截稿時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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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名 KC Clyde 的網民寫

道：「中期選舉中總統所在的黨

派通常會失去眾議院。在 38 次

中期選舉中，有 35 次是這個結

果。有趣是，在 100 年內中期

選舉失去眾議院卻贏得參議院，

僅有三個總統做到了，川普是其

中之一。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總

統所在的黨派在眾議院中失去的

席位平均數是 37 席，本週二共

和黨只是失去了 26 席。失去席

位最多的是前總統奧巴馬，達到

63 席。

在美國之音中文網上，雖然

有不少報導對川普失去了眾議院

優勢進行嘲諷，但民意測驗中，

70% 網民選擇了「不滿意民主

黨掌控眾議院」。

同一民意測驗中，對兩黨

分別主導參眾兩院，21% 網民

選擇了「滿意，有利於分權制

衡」。這似乎驗證了一些觀察

者的分析：共和黨失去眾議院的

原因之一是美國選民根深蒂固的

權力制衡理念，他們不樂見長期

存在一個政黨或總統完全執政的

局面。

中選幾大看點

除了兩黨分別掌控參眾兩院

的大局外，還有哪些細節可折射

此次選舉的特殊之處呢？

一、參議院獲勝。週二的結

美中期選舉落幕 誰是贏家？
果顯示共和黨不但如預期的保住

參議院多數黨的地位，還逆勢增

加了 3 到 5 席。

參議院擁有立法權，並有

對聯邦法官、大法官以及內閣

官員的審查同意權。署名「一劍

飄塵」網友寫道：「和眾議院相

比，參議院其實更重要，重要就

在於參議院決定人事！如果這次

丟了參議院，那才麻煩了。當初

奧巴馬就是因為參院的阻礙，失

去了任命大法官的機會。而且，

總統內閣成員，也要經過參院的

認可。」

因此共和黨席位優勢增加，

將有助於川普任命法官及內閣官

員。聯邦法官與大法官的任期都

是終身制，保守派的法官人選，

將引領美國司法體系朝傳統保守

派方向回歸，影響深遠。除了兩

名最高法院大法官外，川普總統

已經在全國各地上訴法院任命了

29 名法官，比自里根總統以來

的任何總統的動作都快。而眾多

議程的終點是法庭裁決。

二、黨內反對派退場。此次

選舉，川普支持的多位參議員候

選人勝出，而不少郊外選區的共

和黨人士，他們一直試圖與川普

的政論主張保持距離，但結果是

敗選。此外，經歷了卡瓦納法官

被送入最高法院的艱難過程後，

一些共和黨議員如格雷厄姆，也

軟化了對川普的反對立場。路透

社 11 月 7 日報導分析，失去眾

院將讓共和黨更團結，讓該黨成

為更保守的國會聯線，更與總統

川普捆綁在一起。

三、農業州選情。大豆產區

愛荷華州 4 個選區中，有 3 個

選區由民主黨眾議院候選人勝

出。其他受到中美貿易戰影響的

農業州中，印第安納州、北達科

他州，共和黨仍保有絕對的優

勢，在威斯康星州兩黨則平分秋

色。此前，川普的貿易戰策略，

被反對者批評為傷害農民利益，

此次中選結果表明，農業州選民

對川普相關政策有比較高程度的

理解和支持。

四、決勝之州 -佛州。佛

羅里達州歷來是決定美國總統大

選的關鍵州，因為佛州作為兩黨

之間的搖擺州，在總統大選中擁

有 29 張選舉人票。佛羅里達在

本次中期選舉中，競爭相當激

烈。參議員選舉中，共和黨參議

員候選人，現任佛州州長里克 ·
斯科特擊敗民主黨參議員比爾 ·
尼爾森。州長的選舉中，共和黨

候選人羅恩 · 德桑提斯擊敗民主

黨候選人安德魯 · 吉勒姆。佛州

共和黨的勝利，是兩年內政治風

向變化的重要指標，可能預示川

普在 2020 年連任成功的結果。

全球關注

這次中期選舉，觀戰的各

國，對美國兩黨抱有不同的期

待。伊朗和北京，希望川普遭到

打擊，從而減低自身受到的壓

力。沙特則希望川普繼續幫他們

對抗伊朗，以色列同樣感激川普

幫助抵制巴勒斯坦。

北京方面密切關注此次中期

選舉，但各方媒體均認為，此次

中期選舉結果不會改善中美之間

的僵局。瑞士寶盛銀行首席經濟

學家科爾表示：「影響市場的主

要問題，比如貿易戰，都不會因

（選舉）結果而改變。」

有望明年接任眾議院議長

的民主黨領袖佩洛西（Nancy 
Pelosi）屬於對中共的強硬派，

已被中國官媒批判多年。佩洛西

來自於與中國有龐大貿易量的加

州，其選區有許多需要被保護的

知識產權。她曾於今年 3 月 22
日發表聲明說：「美國必須對中

國肆無忌憚的不公平貿易政策採

取強硬的、明智的和戰略性行

動。」不少評論者認為，對北京

的強硬態度，已經成為當今美國

政壇的「政治正確」。

還有分析者認為，面臨眾議

院的變局，川普會加快對外事務

的步伐，以避免「四大威脅」國

（中國、俄羅斯、朝鮮及伊朗）

《新聞戰線》總編傳於19樓墜亡
【看中國訊】中國官媒《人

民日報》旗下刊物《新聞戰線》

總編輯胡欣，6 日驚傳於報社

建築物高樓離奇墜樓死亡。

《新聞戰線》雜誌與《人民

日報》共用報社建築物，一名

不願署名的職員透露，近日內

在公司內看見胡欣面容憔悴，

於是便向她詢問近況，胡欣回

說她出現失眠狀況。但沒想

到，11 月 6 日傳出她在報社

19 樓墜樓身亡。

中國財經記者社區的「深

藍財經」，亦通過其官方微博

發布證實，「1952 年出生的

《人民日報》《新聞戰線》原總

編輯胡欣在報社 36 號樓意外

離世。」

微博「老莫真心話」爆料

稱，胡欣跳樓自殺時間是 11

月 6 日中午 1 時許。

資料顯示，胡欣於北京大

學哲學系畢業，1990 年進入

《人民日報》工作，曾任《人民

論壇》雜誌社總編，2008 年

調任人民日報社《新聞戰線》

雜誌社任總編。胡欣還是《人

民日報》理論宣傳部「任理軒」

和重要評論部「任仲平」寫作

成員。

聯手在野黨，以拖待變。很可能

會在近期，加快速度削弱或消除

這些政權帶來的核武威脅、經貿

威脅、商業竊密、間諜滲透等。

兩黨分裂還是合作

川普在週二晚致電祝賀眾議

院民主黨領袖佩洛西，並在次

日（7 日）上午發推文說：「平

心而論，佩洛西應該被民主黨選

為眾議院議長。如果他們為難

她，也許我們會增加一些共和黨

的選票支持她。她已贏得了這個

榮譽！」佩洛西的發言人哈米爾

則在推特上表示，川普的電話是

對兩黨合作的呼籲。從中可以看

出，身為談判高手的川普，已經

設法與民主黨溝通互動，以期為

國家利益達成政策協議。

但眾多分析認為，未來川普

的新政將在眾議院遭遇不少挑戰

和民主黨的強勢攔截，包括對內

的政府預算案、基礎建設、健保

改革及其它各項法案的立法，對

外的政府與外國談定的各項自由

貿易協定等，這些要經過國會兩

院的表決通過，才能付諸實行。

因為眾議院擁有對總統調查

權、彈劾權，未來川普可能會面

臨更多的調查和彈劾。雖然彈劾

案幾乎不可能通過，但這些負面

活動會對川普的施政造成干擾。

對此前景，7 日川普發推文回

應：「如果民主黨要浪費納稅人

的錢，在眾議院調查我們，那麼

我們同樣會被迫考慮在參議院調

查他們洩露機密信息等事件。兩

院可以來玩這個遊戲。」

【看中國訊】據美聯社 11 月

7 日消息，因迴避對俄羅斯干預

美國選舉的調查而遭到批評。一

年多之後，美國司法部長傑夫．

塞申斯（Jeff Sessions）在 7 日

宣布辭職。

塞申斯在遞交給川普總統的

一封信中宣布辭職，他寫道，他

的辭職是應川普總統的要求。

11 月 7 日，川普總統在個

人推特上宣布，他任命來自愛荷

華州前檢察

官 馬 修．

惠 特 克

（Matthew 
Whitaker）
接替塞申

斯，擔任

代理司法部長。川普總統寫道：

「我們感謝司法部長塞申斯的工

作，並祝福他！正式的司法部

長人選將在以後得到提名。」

美國司法部長塞申斯

北京欲引領高科技軍火銷售

中國一家國有企業 11 月 6
日展出其研發的一款隱形戰鬥無

人機「彩虹 7」（CH-7），這是

中國日益增長的航空航天實力的

最新跡象。彩虹 7 無人機也表

明中國在不斷擴大的全球無人機

市場中的競爭力。

據 CBS 新聞報導，中國以

較低的價格提供無人機，沒有美

國的政治條件，贏得了中東和其

它地區的銷售。

彩虹 7 的首席設計師施文

（Shi Wen，音譯）說，這架飛

機可以「長時間飛行，在必要時

偵察，並擊中目標」。計畫在

2019 年試飛，於 2022 年批量

生產。

「彩虹 7」無人機長 10 米，

翼展 22 米，最大起飛重量 1.3
噸，巡航高度達 1-1.3 萬米，最

大飛行速度 0.75 馬赫。據稱它

可在高危環境下執行偵察、防空

壓制、作戰支援、對地攻擊，和

引導其它武器對高價值目標發動

打擊等作戰任務。

世界無人機市場

美國、俄羅斯和法國也在開

發隱形無人機，一直以來，以色

列是無人機領域的領導者。

然而，低價格和轉讓技術的

意願給了北京在無人機市場上

的「強勢地位」，弗吉尼亞州費

爾法克斯的蒂爾集團公司（Teal 
Group Corp）企業分析主管芬

尼根（Phil Finnegan）表示。

而美國一直非常謹慎地出售

其高端無人機系統，甚至不願向

北約盟國出口，這為中國提供了

機會。加上中國不是導彈技術控

制制度的簽署國，不必限制導彈

和其它無人武器系統的出口，因

此銷售也得到了提振。

澳 大 利 亞 洛 伊 研 究 所

（Lowy Institute）國際安全項目

主任羅格芬（Sam Roggeveen）
表示，近年來中國推出的無人機

項目數量令人眼花繚亂。

雖然彩虹 7 的最終效果仍

有待確定，但如果出口，它將

「標誌著中國的又一次改變，中

國傳統上沒有向外國客戶提供尖

端技術，」羅格芬說。

在整個中東地區，由於防止

平民傷亡的規定而無法購買美國

無人機的國家正在被中國軍火商

所吸引。目前，中國軍火商是全

球武裝無人機的主要分銷商。

這些銷售將擴大中國在該地

區的影響力，而這一地區被認為

對美國安全利益至關重要，顯示

出北京鞏固和引領高科技軍火銷

售的慾望。

雖然美國仍然擁有技術優

勢，但中國在價格方面取勝。澳

大利亞國立大學地區安全專家赫

伊斯肯（Ron Huisken）表示，

由於北京希望在這些領域保持技

術優勢，因此它願意在國外銷售

「彩虹 7」這一事實可能表明該

技術不是前沿技術。

中國的出口也表明無人機在

現代戰爭中越來越普遍，目前沒

有強有力的國際協議規定可以在

何處以及如何使用它們。

在今年的珠海展上再次出現

的是中國的自製 J-20 隱形戰鬥

機，其外觀類似於服役於美國軍

【看中國記者憶文綜

合報導】除了此起彼伏的中

美貿易衝突，中美雙方在無

人機領域也展開較量。中國

加速佔領無人機市場，顯示

出其鞏固和引領高科技軍火

銷售的意願，而美國更加註

重知識產權的保護。

參觀者於2018年11月6日在中國廣東省珠海舉行的2018年中國航展上拍攝了一架CH-7 HALE 隱形無人偵察

機模型。（Getty Images）

方的，由洛克希德．馬丁製造的

F-22「猛禽」（Raptor）。
中國的 J-10B 戰鬥機採用

了矢量推力，配備了帶鉸鏈式噴

嘴的發動機。矢量推力技術使飛

機能夠引導其推進力，使其在機

動方面具有更大的靈活性，而中

國製造的 WS-10 發動機似乎標

誌著國內國防工業的新里程碑。

美國公司控告大疆侵權

8 月 30 日， 美 國 Autel 
Robotics 公司向美國國際貿易

委員會（ITC）提出投訴，指控

中國無人機公司深圳大疆創新侵

犯其知識產權，要求當局調查併

發布有限排除令等。

兩家公司都在航空攝影、

錄像，和農用無人機領域。美

國 Autel 公司規模比大疆小。

大疆是全球最大的商用無人機

製造商，旗下幻影（Phantom）

和 Mavic 系列銷量大。Autel 指
控大疆無人機使用 Autel 的專

利技術，設計其無人機跟蹤飛

行路徑，同時避開障礙物，以

及轉子組件與切換電池組的方

法。Autel 希望禁止進口大疆在

中國製造的 Phantom、Mavic、
Spark 和 Inspire 無人機。

美 國 聯 邦 航 空 管 理 局

（FAA）預計，2018 年美國境

內的民用無人機銷量 160萬架。

弗吉尼亞州的蒂爾集團估算，

2018 年全球民用無人機市場規

模達 44 億美元。

司法部長塞申斯宣布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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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中 國 訊】週 二（11 月

6 日）卡城一些反對舉辦奧運

會的志願者，冒著冰雪嚴寒在

Chinook 中心對面舉著牌子告

訴人們投反對票。

加拿大納稅人聯合會的

Franco Terrazzano 表 示：「我

們知道這很難，因為我們面對的

是有錢的一方，他們拿著納稅人

的數百萬資金在那裡積極推動市

民投贊成票。但幸運的是，我們

每天都有很多志願者上班前，

抽出時間在這寒冷的地方舉著

「Olympics Vote No」, 向人們

傳遞「NoCalgary2026」信息。

Terrazzano 認為 2026 年投標公

司一直在誇大其經濟承諾。

Kathy Joy 是在寒冷天氣中

度過時光的志願者之一 , 她認為

這不是個政治路線問題，而是個

做出投資和成本的簡單決定。她

說：「我們現在沒有很多陽光明

媚的日子，真的需要考慮花這些

錢值不值。」

【看中國訊】從 2018 年 12
月 31 起，來自亞洲，亞太和美

洲國家的國民在申請簽證，學習

或工作許可證或永久居留時需要

提供生物識別技術-指紋和照片。

屆時中國大陸公民（含澳

門行政區），無論到加拿大旅行

或學習、工作及申請移民都需要

提供指紋和照片；持有臺灣護照

和香港護照的人到加拿大旅行時

不需要提供，只有在申請學習、

工作許可或者申請永久居民身份

的情況下才需要提供。

移民部稱，收集指紋和照片

的目的是，阻止那些對加拿大的

安全構成風險的人及罪犯進入加

拿大，同時能簡化和加快有合法

身份的人們入境。

志願者冒著嚴寒傳遞
「NoCalgary2026」信息

入境加拿大將需 
提供指紋和照片

Lowe's將關閉加31家分店

總部位於北卡羅來納州

的家居裝修零售商 Lowe's，
週一早（11 月 5 日）宣布，

2019 年 2 月底之前將關閉

加拿大的 31 家表現不佳的

Lowe's 和 Rona 門店，以及

立即關閉 20 家 Lowe's 在美

國各地的分店。

該公司表示，此次關閉

是其業務「持續戰略性重新評

估」的一部分。美國分店的失

業員工可到各地附近的商店工

作，但加拿大超過 28,000 的

Lowe's 員工沒有此保障。

卡城簡訊

大 麻 合 法 後，Insights 
Matter 對 432 名卡城人進行

了在線調查，負責人 Derek 
Elair 表示，市場受到 18-34
歲年輕人的推動，7％的人試

圖在商店購買，4％的人試圖

在網上購買，沒有一位 55 歲

或以上的人欲在網站購買。

儘管卡城人對經濟利益

感興趣，但 Elair 表示人們仍

然關注潛在的健康和安全問

題。 61％的人認為大麻合法

化將對亞省經濟產生積極影

響 ;49％的人認為，將對亞

省的經濟多樣化產生積極影

響 ;72％的人認為將對亞省的

道路安全產生負面影響。

調查：市民怎看大麻合法
【看中國訊】11 月 13 日，

卡爾加里將採取市民公投的方式

決定是否申辦 2026 年冬季奧運

會。

這個投票結果至關重要，如

果主辦奧運會的預算失控，卡爾

加里可能不得不用數十億加元的

公共資金來填補空缺。批評者說

舉辦奧運的風險太高，而披露的

細節太少。

主辦費用要多少？

競標公司估計奧運會的總

成本為 51 億加元。把國際奧委

會向奧運主辦方提供的 12 億加

元包括在內，奧運總收入預計為

22.3 億加元，其餘費用將由三

級政府支付。市政府提供 3.9 億

加元，坎莫爾（Canmore）提供

300 萬加元，省政府提供 7 億加

元，聯邦政府提供14.53億加元。

目前尚不清楚競標公司如何

在公投之前削減了預算。他們減

少了保安的預算，並將建造的住

房從 2800 個單元減少到 1800
個單元。卡城可能還會用 2000
萬加元購買了價值 2 億加元的應

急保險，但目前還不知是否有這

樣的保險條例。如果沒有，競標

公司還要進一步砍掉預算。

投標公司表示，如果超支，

它有 10 億加元預算作為緊急備

用金，因為沒有任何一級政府願

意為預算超支支付費用，而幾乎

所有的奧運會都會超支。

然而，由於對安保的預算

過於樂觀，而且競標額度也過於

精簡，有人擔心超支部分要大於

10億加元。僅僅安全保障一項，

投標公司的預算就比 2010 年溫

哥華奧運會的實際成本低 5 億加

元。根據牛津大學的一項研究，

自 1968 年以來的每一屆奧運會

都超出預算，成本往往是預期的

兩倍多。

怎樣投票？

這 次 公 投 中， 投 票 機 構

「選 舉 卡 爾 加 里」（Elections 
Calgary）將第一次使用電子計

票。他們從 2017 年投票中吸取

了選票短缺的經驗教訓。

選民將在以下兩個問題之中

任選一個：

• 我支持卡城申辦奧運（I 
am for Calgary hosting）

• 我反對卡城主辦奧運（I 
am against Calgary hosting）

誰有投票資格？

在 11 月 13 日的投票中，市

民必須在自己所居住的選區的投

票站投票。每個選區設有多個投

票站。投票時間為早 8 點到晚 8
點。

符合資格的選民必須年滿

18 歲，是加拿大公民，且為卡

爾加里居民，投票前六個月以內

一直居住在亞省。

投票無需提前註冊登記。

投票時選民必須攜帶身份證件，

可以是身份證，銀行卡或者信用

卡，稅務評估通知單，保險單或

者保險卡，或者政府福利單據。

但是護照不能作為身份證明。

如果您符合投票要求並希望

郵寄投票，您必須在 11 月 13 日

中午之前向城市提交申請。郵寄

投票必須在 11 月 13 日下午 4 點

之前寄回並收到。

卡城申奧 市民公投將至
預算若失控 卡城可能不得不用數十億加元的公共資金來填空

週三（11 月 7 日）早上

7 點左右，東村一處建築工地

辦公室使用煤氣加熱器，因通

風不良造成一氧化碳中毒事

故，有五人被送往醫院。其中

兩人情況嚴重，有一人被發現

時已無意識。

一氧化碳中毒五人送醫

(660 NEWS staff photo/Kenny Mason)

卡城
二手
車行

規模
連 續 三 年 顧 客 好 評 排 名 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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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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UBNAF48HN061988Stock #: 3429-3

月供 $379

2017 Audi A4 2.0T Progressiv AWD
48,810KM  倒車影像 導航 天窗 四驅 

 
僅 $34,800

MICHAEL ZHU

產品顧問

403.918.5678

精通國、英語

VIN: 5N1AT2MV2JC721297Stock #: KM-335

29326,888
VIN: 5N1AT2MV2JC721297Stock #: KM-335

VIN: WAUBNAF48HN0619883429-3

VIN: WBA8A3C5XHK691348Stock #: 3040-4

月供 $347

2017 BMW 320I xDrive AWD
42,761KM  真皮座椅 導航 四驅 

僅 $3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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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ck #: 3818-5

月供 $195

2016 Volkswagen Passat 
54,821KM  藍牙 倒車影像 

僅 $17,888
VIN: 1VWAS7A32GC032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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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註冊公司
持牌水電技師

高級專業土木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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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知道嗎？

-申報修改您住宅的類型，將有助於提高房屋價值。

-提升房屋價值的途徑包括房屋修葺、升級。

-從2018年起卡城絕大多數房屋可獲市政府批准加建後院屋（車庫房）

成為出租屋。您可擴大自住面積或增加租金收入！

  免費報價及檢測

大小工程不限  我們提供以下服務：

專業繪製
室內工程設計圖

包括：商業建築 民宅 
自建屋 地下室 
結構檢測調整
移除室內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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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高層內鬥激化 或有巨變
哈佛學者引述高層消息：「北京的氣氛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北京內鬥 你死我活
英 媒 BBC 在 10 月 29 日

的報導中說，奧弗霍爾特博士

日前在香港中文大學出席研討

會時，向 BBC 記者透露，一個

北京高層官員訪問哈佛時告訴

他，北京內部已陷入你死我活

的利益爭奪和權力鬥爭。

這位官員說：「北京的氣氛

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這個（改革）過程的鬥爭是非

常激烈的。」

奧弗霍爾特沒有透露那位

高層官員的身分。

奧弗霍爾特曾在 1990 年出

版《中國的崛起：經濟改革正在

如何造就一個超級強國》，預言

經濟改革將把專制中國帶向「強

國之路」，曾引起頗多爭議。

但在這次研討會上，奧佛

霍爾特一改多年來的樂觀，表

示中國模式處於一個分水嶺，

面對日益複雜的經濟和政治形

勢，改革不慎，中國所謂奇蹟

或將就此隕落。

奧弗霍爾特認為，事實

上，中國經濟改革實施起來比

想像中困難得多。

奧弗霍爾特說，中國經濟

改革困局背後，是同樣複雜的

政治局勢。因為經濟改革會使

各個利益集團受損，他們因此

起來阻礙改革。習近平通過反

腐運動打擊利益集團，首個案

例就是周永康的石油系，習在

鞏固權力的同時強推改革。

但是，反腐的副作用是使

得經濟改革的實施者——官員

們變得畏首畏腳。由於害怕被

政敵指控腐敗，官員只好選擇

「不作為」，「像課堂上不願回

答問題的學生一樣縮在最後一

排」。

奧弗霍爾特還在 BBC 專訪

中指出，北京當局通過不斷集

權控制各個利益集團，然後強

推改革，等於將中國置於一個

政治壓力的沸騰水壺上，可能

一時管用，但不會永遠有效。

他說，目前無法對中國未

來經濟走勢進行預測，唯一可

以肯定的是：「巨變即將發生。」

習近平南下避提鄧小平

10 月 22 日至 25 日，習近

平南下廣東視察。期間，習罕

見不提鄧小平，這被認為是北

京內部異議浮現的表現。

近期網絡上流傳著一份鄧

小平長子、中國殘疾人聯合會

名譽主席鄧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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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社報導援引學者指

出，許多人認為這是暗批當前

北京當局政策。

《南華早報》則解讀這是鄧

樸方對北京現時政策所作出的

一種相反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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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多家外界媒體報導，中

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料將在 11 月

10 日前後舉行，有分析認為，

屆時美國中期選舉結果已出，

北京到時會針對貿易戰最新形

勢，確定後續改革方案。

不過清華大學政治系原講

師吳強對自由亞洲電臺表示，

近期退休高層官員頻頻公開亮

相，表明目前黨內鬥爭似乎還

不明朗。就深化改革開放而

言，黨內現在的爭論其實很

多，有抨擊深化改革開放，實

際上在否定改革開放的論調，

也有強調要跟國際繼續接軌，

目前來看，四中全會的基調還

很難講。

盡管如此，有觀點認為，

一天不拋棄中共，所謂改革和

反腐，均屬權力集團內部事務。

時評家王德邦近日發文表

示，無論是官二代還是紅二

代，不管有多少分歧，但都有

一個共識：國家是權力集團的

國家，貪腐與否是權力集團內

部事務，與天下百姓無關，而

權力絕對不能與天下百姓分享。

有海外媒體引述觀察人士

表示，鄧小平在 1978 年提出

「改革開放」，其最終結果只是

促成了權貴和資本的聯姻，使

「太子黨」全面進入經濟領域，

造成貧富差距加大，經濟的

確起飛了，受益的卻並非老百

姓。權貴統治階層為度過生死

存亡的危機，用發展經濟來利

誘國人放棄政治追求，全力追

求金錢利益。

【看中國記者李文隆

綜合報導】貿易戰衝擊下，

中國政局陷入困局，執政危

機亦令權力鬥爭進一步激

化。英媒日前披露，哈佛大

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威廉．

奧弗霍爾特博士引述中共

高官透露中南海當下內鬥激

烈，大變局在即。

10月22日至25日，習近平南下視察。（Getty Images）

傳軍紀委發調查表 引發將領內心風暴

將領心驚肉跳

11 月 1 日，據美媒報導，

消息人士披露不久前，軍紀委給

軍級以上幹部每人發一張表，要

他們填寫「在提拔過程中是否行

賄」和「是否為他人謀取利益而

受賄」等內容，並挨個談話強硬

申明：如有行賄受賄行為，交代

了並積極退贓，免於刑事追究，

只做紀律處分。如隱瞞不交代一

旦被查出，將加重處罰。

據稱這讓所有接受填表者心

驚肉跳夜不能寐，許多人一個月

也交不了表。行賄受賄軍中太普

遍了，不說不行、說了也不行，

內心的風暴比外邊的風暴更狂

烈，許多人如實填寫「曾有過行

賄受賄行為」。據說范長龍等

軍中高層曾主動交代賄賂數千萬

到數億不等。

交代後的處理就是被立即安

排回家接受監視居住，不得亂走

亂動，聽候處理。所謂處理就是

「免職、降職，然後退下」。

報導估計，全軍受此處分

的高級幹部將超過被抓「軍中老

虎」的數量。落馬人數再加上這

次紀律處分者，數字非常驚人。

中共十八大後五年多來的

軍隊反腐超乎局外人想像。據

不完全統計，軍隊反腐至 2018

年，已有 2 名軍委副主席、8 名

上將、160 名中將少將和 18000
名校級軍官落馬。

多上將陷落馬傳聞

多維網今年 6 月 16 日文章

指稱，中共軍隊高層被揭出來群

體性腐爛令外界震驚。中共軍隊

在江澤民時期已腐敗不堪。

軍隊從當兵、提幹到轉業，

到邊防部隊走私軍火，走私產品

和守礦山等，處處都見腐敗，腐

敗導致軍隊戰鬥力虛弱，經商致

使軍隊軍心渙散。

徐才厚、郭伯雄執掌軍隊近

20 年，全軍上下貪腐成風，軍

隊幾乎爛掉。

《看中國》早前曾盤點稱，

中共軍中至少還有 12 名上將早

已陷落馬傳聞，但由於種種原

因暫時未獲處理，或已處理而

未公布。其中包括：賈廷安、

范長龍、廖錫龍、李繼耐、

杜金才、張樹田、杜恆岩、許

耀元、熊光楷、朱福熙、蔡英

挺、常萬全。

2016 年 3 月， 曾 有 海 外

中文媒體透露，時任中央軍委

副主席范長龍、已退役的前中

央軍委委員兼總後勤部長廖錫

龍，都分別向軍紀委退贓，前

者涉及金額是 300 萬元，後者

涉及金額是 4000 萬元，以圖獲

得寬免。

今年 2 月，有媒體報導稱，

范長龍暫時已過關，但有關當局

對范的暗中調查仍未停止。

總部在香港的中國人權民運

信息中心 10 月 17 日也曾爆料

稱，今年「八一」時原本有 4 人

要升上將，因故取消。據稱當時

已有 120 名將領正在被調查，

並且軍中已出現極大內亂。在所

謂「政治學習會」上，新兵反覆

提出許多疑問，而他們的政委們

都無法解答。

軍隊中掀新一輪整肅風波，軍級以上幹部人人自危。此前已有多名上

將陷落馬傳聞，包括前軍委副主席范長龍（圖右）。（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

綜合報導】最新消息指，中

共軍紀委最近給軍級以上

幹部發出調查表，強硬要求

交代晉升過程是否行賄等，

由此引發軍心大亂。據說范

長龍等前軍中高層就早已主

動退贓聽候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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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鐘靈綜合報導】

6 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就中國

人權狀況舉行了 3.5 小時會議，

由 190 個會員國輪流提出對中

國人權的關注，其中新疆、西藏

及香港被最多國家提及。這是香

港首次成為聯合國人權關注焦點

之一。然而，理事會卻將香港、

新疆、西藏人權關注團體呈交的

意見書全部刪除。

針對聯合國刪意見書一事，

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對此

一律回應，「不允許以人權為藉

口、干涉中國內政，損害中國主

權和領土完整」；而代表香港政

府的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回應香

港人權問題時，更直言「近期有

些對香港人權狀況的關注是不

必要、毫無根據、不成立的」，

「任何關於香港言論自由和新聞

自由受到威脅的憂慮都是毫無根

據的」，並認為國際社會誤解了

香港的「真實情況」。

事實上，大會允許公民團體

遞交意見書和聲明，因此包括香

港眾志、人權觀察、國際人權服

務等 9 個公民團體，會前都有

向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

處遞交意見書，聯合國 9 月初

公布的材料概述中，也包括了有

關意見書。

然而，與關注西藏、新疆等

中國人權的團體一樣，香港團體

呈交的意見書在 10 月 16 日全

被聯合國當局刪除。對此有關公

民團體向辦事處查詢，而辦事處

則回覆個別團體稱：「人權理事

會和普遍定期審議工作組必須遵

從聯合國依據大會決議及聯合國

憲章的立場及宗旨，因此我們必

須尊重有關國家的主權、獨立及

領土完整性」，口吻與北京當局

相當類似。

有專家表示美國退出聯合國

人權理事會後，北京宣揚的「中

式人權觀」缺乏制衡。

【看中國訊】中國大陸異見

藝術家巴丟草，原定 3 日在香

港舉辦作品展覽，但主辦單位

日前表示，因收到「北京當局威

脅」，「基於安全考慮」取消活

動，而那些作品「轉移陣地」.....
4 日晚間，社交網站臉書上

流傳大量相片，發現巴丟草的作

品出現在香港街頭，包括旺角商

務印書館的鐵門上，據悉由部分

港民自發張貼。

【看中國訊】消防員給人的

感覺是怎樣的？高大、有型？香

港消防處 3 日推出救急宣傳片，

一隻穿藍色緊身衣、挺著啤酒肚

的獨特「吉祥物」，引起轟動。

香港消防處的這條短片已經

有超過 33 萬次觀看，近 5 千次

分享。片段開始就充滿二次創作

氣息，首先用了日本動漫「進擊

的巨人」標題風格，寫上「擊活

の人心」，而這隻全新的「吉祥

物」登場後，透過簡單饒舌形式

宣傳救急知識，包括心肺復甦

術。影片還找來了香港藝人羅蘭

助陣。

片尾這隻「吉祥物」對著鏡

頭表示，自己叫「任何仁」。

其實是取「任何人」的諧音，

「任何仁」又在臉書上回應網

民，還透露自己的英文名字叫

「Anyone」，相當搞笑。

有網民表示，很久沒有看到

香港人有創意的一面，「雖然看

上去挺猥瑣的，但夠搞笑」。

也有人留言笑稱，「啤酒肚

也太明顯了，還滿像香港『任

何』人的」、「山寨成人藍精靈

的感覺」。

不少香港網民仍然表示，支

持本地創意，直呼「『任何仁』

是最正的！」網路上也湧現「任

何仁」的二次創作，可見這隻吉

祥物很快就已經深入人心。

Phoebe Ku Chaoran LiAndy Lai

© 2018 Mercedes-Benz Canada Inc. Lease and finance offers are available only through Mercedes-Benz Financial Services on approved credit for a limited time.  *Lease rates from 1.9% APR for 45 months 
applicable on 2018 B-Class models. **Finance rates from 0.9% APR for 60 months applicable on 2019 B-Class models.  †$10,000 cash credit is only applicable on the 2018 S-Class. ††First, second and th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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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450/$550/$850 (including taxes) for lease programs and up to a total of $600/$650/$750/$1,050 (including taxes) for finance programs. Vehicle license, insurance, registration, and taxes are extra. 
Dealer may lease or finance for less. Offers may change without notice and cannot be combined with any other offers. See your authorized Mercedes-Benz dealer for details or call the Mercedes-Benz Customer 
Relations Centre at 1-800-387-0100. Offer ends November 30, 2018.

梅賽德斯—奔馳冬季促銷活動。正在進行。
今天就以2018精選車型的特別優惠作為熱身。再加上我們替您供款3個月。

租賃利率始於 貸款利率始於 再加上您的

1.9%* 0.9%** $10,000† 3 個月††

45 個月 60 個月 現金返還 供款由我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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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cedes-Benz
The best or nothing.

可獲得高達 

香港成聯合國人權焦點
意見書被刪臺灣最常見的名字出爐

不是型男  香港消防吉祥物「任何仁」爆紅

你叫「家豪」、「淑芬」嗎？

【看中國訊】臺灣內政部 5
日公布全國姓名統計結果，最常

見的名字由「家豪」和「淑芬」

蟬聯冠軍，取名為「家豪」的男

性，高達 1 萬 4208 人，女性叫

「淑芬」的，則有 3 萬 1923 人。

內政部表示，國人前 3 大

常見名字，男性依序為家豪、志

明、俊傑，「志明」有 1 萬 3375
人、「俊傑」有 1 萬 2587 人；

女性依序為淑芬、淑惠、美玲，

淑芬自 2010 年起連續奪得第

一，「淑惠」有 2 萬 9947 人、

「美玲」有 2 萬 7355 人。

臺灣內政部稱，有 6 個縣

市排第一的常見名字是家豪，分

別為新北市、臺北市、桃園市、

臺中市、南投縣、新竹市。

在女性常見名字中，第一名

的淑芬在 9 個縣市排名第一，

包含臺北市、新北市、臺南市、

高雄市、嘉義縣、屏東縣、澎湖

縣、基隆市及新竹市，西半部縣

市幾乎被淑芬給「攻佔」。

不過在東部縣市方面，女性

最常見名字反而不是淑芬，宜蘭

縣是取名「麗華」的最多，花蓮

和臺東則是叫「秀英」的女生最

常見，顯示東西部取名喜好有些

差異。

在姓名皆相同方面，男性

以陳冠宇（4017 人）、陳建宏

（3600 人）、張家豪（2941 人）

為前三名；女性依序為陳怡

君（5925 人）、林怡君（4579
人）、陳淑芬（3830 人）。

「陳冠宇、陳怡君都是我們

的好朋友！」，幾乎每個臺灣人

都會有一位叫「陳怡君」的朋友。

與古今名人同名的情形，全

國共有 2,023 位書豪，中山 395
人、中正 523人、經國 215人。

其中與現任總統蔡英文同名同姓

者共有 33 人（含總統本人）。

內政部本次首度研究 12 星

座改名情形，自民國 99 年至

104 年來，改名者共計 64 萬

1,757 人，勇奪改名星座冠軍

者，為風像星座的天秤座（5 萬

7,880 人佔 9.02%），亞軍為天

蠍座（5萬 7,548人佔 8.97%），

季軍為處女座（5 萬 7,318 人

佔 8.93%），最少改名的為土像

星座的金牛座（4 萬 9,936 人佔

7.78%）。

「任何仁」(香港消防處FB)

巴丟草作品展覽被打壓 結果在這出現

商 務 印 書 局 門 上 的 巴 丟 草

作品。(視頻截圖 / S o c R E C 

Facebook)

巴丟草作品(巴丟草/推特)

象徵中共政權的熊貓將鐵絲網圈

在聯合國標誌上。(巴丟草/推特)

最常見的男性名字分佈

最常見的女性名字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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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五年前，

人類感染 H7N9 禽流感個

案首次在中國出現。最近，

日本東京大學的研究首次證

實，H7N9 禽流感病毒透過

咳嗽等飛沫傳播。專家認為

當禽流感病毒出現基因變異

後，將可以變成人傳人的新

型流感，東京大學負責研究

的教授河岡義裕更警告，

H7N9 禽流感病毒或會成為

全球疫症。

人類感染 H7N9 禽流

感個案 2013 年首次在中國

發現，過去五年超過 1500
人受感染，死亡率高達三至

四成；H7N9 病毒感染源頭

主要是家禽與鳥類，大部分

患者都曾經接觸禽鳥。

【看中國訊】在中國，

犀牛角和虎骨曾被中醫廣泛

用於治療各種疾病。 1993
年，北京宣布禁用虎骨和犀

角。近日北京重新允許虎骨

和犀角用於中藥，多家國際

動物保護機構為北京取消了

這項動物保護禁令感到詫

異，稱這一指令將嚴重損害

對老虎和犀牛等瀕危動物的

保護。

【看中國訊】昆士蘭大

學（UQ）和野生動物保護

協會（WCS）的研究人員

發現，世界上的五個國家，

澳大利亞、美國、巴西、

俄羅斯和加拿大，擁有了

70% 未受人類活動影響的

荒野地區。這些數據不包括

南極洲地區，也不包括不在

國家邊界內的公海上未受破

壞的地帶。

自然資源保護主義者

呼籲建立一個保護所有剩餘

完整生態系統的國際目標。

「達到 100% 的目標是可以

實現的。」這項研究的主要

作者詹姆斯．沃森說：「所

有國家需要做的是阻止工業

進入這些地方。」

社會萬象

禽流感可通過飛沫擴散

五國家擁有世界七成荒野

虎骨犀角入中藥禁令解除

大陸網軍介入臺灣選舉

中央社消息，國安局長彭勝

竹日前出席立法院「國家情報工

作暨國家安全局業務報告」，並

且接受質詢。對於選前各種編造

的假信息在網絡散播，立委蔡適

應提出，據國安局情資顯示，北

京是否確實已運用軍隊戰略支

援，來擔任假信息的「農場」管

理者？

彭勝竹回說：是！大陸對臺

從未手軟過，並且研究、想盡辦

法從事各種攻擊手法。

立委王定宇也提問，外傳中

共軍方的戰略支援部隊，成立

於 2015 年底，有 10 萬人，總

部位於北京，在上海、青島、三

亞、成都、廣州等地設有分隊，

網絡攻擊部隊則有 3 萬人，此

事是否為真？國安局官員回答，

此消息「部分吻合」，雖然中共

軍隊因軍改而有編制浮動，但相

關人數確實在增加。國安局官員

引用中共軍方術語表示：「這就

是『制腦權作戰』，散布爭議信

息來混淆視聽。」

《自由時報》消息，國防安

全研究院國防資源與產業研究所

所長蘇紫雲博士日前與民進黨立

委劉世芳、王定宇，召開「境外

網軍介入臺灣選舉臺灣陷國安危

機？」記者會，強調境外勢力透

過社群媒體發布假消息，不但擾

動臺灣民心、影響選舉，更造成

國安危機，呼籲政府應強化立

法、設置專責機構，防杜假消息

對臺灣的干擾。

立委劉世芳表示，今年 6
月起，境外勢力以不實消息擾亂

臺灣民心的動作更多、力道更

大；6 月間，大陸軍事網絡媒體

發布臺灣要賣太平島給美國的假

消息，讓外交部首度以簡體字發

布新聞稿駁斥；8 月，總統蔡英

文出訪過境洛杉磯 85 度 C 購買

咖啡，卻遭大陸網民稱其為台獨

企業。

此外，9 月燕子颱風重創關

西機場，傳出中國領館派車營救

受困中國旅客，自稱中國人的臺

灣人也可上車，此假信息也造成

優秀外交官駐大阪辦事處處長蘇

啟誠不堪壓力輕生。國安局指

出，大陸及境外勢力主動介入，

引導網絡輿論方向，藉「不實信

息」汙蔑元首，意圖影響總統職

權，干擾政府機制運作，打擊政

府威信，影響民心士氣。國安局

強調，國安單位對衝擊國家安

全、造成社會不安定的不實信

息，歷來都會高度關注。

國安局表示，社交媒體如臉

書等，本為網絡公開場域，民眾

均可自由瀏覽、閱讀、評論，國

安局針對個人、社群團體，並無

針對性監控追蹤。國安局絕對不

干涉、箝制人民言論自由。

【看中國記者明思綜

合報導】臺灣2 0 1 8九合
一大選將於 1 1月2 4日舉
行。近來中共網軍散布的

虛假信息在臺灣氾濫，已

被臺灣政府列為重點防範

議題。

大陸網軍不斷發動網絡攻勢。(Fotolia)

【看中國訊】手機的普及給

人們帶來很多便利，但也令越來

越多的家長擔憂。如何控制少年

兒童使用手機的時間，已成為像

比爾．蓋茨等美國高科技達人所

頭痛的事情。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美國

IT 界名人對手機等電子產品的

警惕曾引發廣泛輿論關注。微軟

創始人比爾．蓋茨 (Bill Gates)
去年 4 月接受英國《鏡報》採訪

時曾表示，他絕不允許自己的孩

子在 14 歲之前，擁有一部自己

的手機。蘋果現任 CEO 蒂姆．

庫克 (Tim Cook) 今年早些時候

也表示，他不會讓自己的侄子上

社交網絡。

美國《紐約時報》中文網日

前刊文說，很多美國高科技領域

的普通從業人員也開始信奉這種

理念。因為瞭解了手機的運作原

理後，許多人開始高度關注屏幕

上癮和阻礙孩子發育的風險問

題，不讓自己的孩子靠近手機或

使用電子產品。硅谷地區出現了

許多對高科技電子產品說不的家

庭，保母們被要求簽署不用手機

的合同。報導舉例說，一名臉書

（Facebook）工程師的妻子、前

社會計算研究員克里斯廷．施特

歇爾（Kristen Stecher）完全不

讓五歲和三歲的女兒有定期使用

手機的時間。

曾在臉書（Facebook）公

司擔任行政助理，目前在馬克．

扎 克 伯 格 (Mark Zuckerberg)
的慈善機構「陳 -扎克伯格行動」

(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 任
職的阿西納．查瓦里亞 (Athena 
Chavarria)，不允許自己的孩子

在高中前擁有手機，禁止孩子在

車裡使用手機。孩子在家裡使用

手機也嚴格受限。

她認為，孩子越晚擁有手

機，在學業上就會越成功。美國

兒童語言聽覺病理專家謝家葉博

士認為，過早、過多使用手機會

影響兒童的正常成長發育。「學

齡前的小孩子玩手機玩多了，跟

人之間的交流就不是那麼多，這

樣就對他們個體的發育，對他們

的智力、語言的發展有很大的影

響。」

根據自由亞洲電臺援引《紐

約時報》的報導說，這名 5 歲

男孩的簡歷是寫給上海星河灣

雙語學校的。該簡歷好似一分

PowerPoint 演示文稿，上面附

有男孩的成長圖標和詳細的時間

表。時間表中列出了他的記憶訓

練的時間和他上英文日記課、體

育課和鋼琴課的時間等。

簡歷中也包括他的「藝術創

作」作品。此外，男孩的簡歷中

還附上了他彈鋼琴、游泳和開玩

具車的照片。

簡歷上還稱男童一年閱讀的

英文書達到 500 本，每週要寫 3
篇英文日記。簡歷並標出男童旅

遊過的地方，小小年紀的他，已

經造訪過菲律賓長灘島、日本和

巴厘島。

簡歷在網絡上迅速傳開後，

引來了許多網民圍觀，一些中國

人對中國的教育感到無奈。因為

他們覺得，一個 5 歲孩子就需

要擁有如此長篇的簡歷，都是因

為中國的應試教育體系逼迫所

致，孩子們似乎從小就變成了沒

有靈魂的奔命者。

也有些人想知道，在為了自

己的孩子將來能找到一個好工作

而需要表現出色的巨大壓力之

下，如今的孩子是否知道甚麼是

真正的幸福？有一位網民在微博

中感嘆，僅僅 5 歲的孩子就如

此，太可怕。

這份 5 歲孩子的簡歷先是

在微信上流傳，之後被轉發至臉

書（Facebook），截至 11 月 1
日晚上，已有成千上萬的網民討

論這個孩子，有關他的話題已有

3800 萬次的瀏覽。

那麼在美國的父母們如何看

待這個孩子的成就和簡歷呢 ? 一

位叫湯姆 (Tom) 的美國父親有

兩個十多歲的女兒。

他說：「孩子們不僅需要學

習書本知識和學習父母安排的課

外技能，另外一個最重要的方面

是，必須確保孩子們有時間與父

母交流和與其他孩子交往，否

則，他們將缺乏最重要的一個技

能，那就是如何在社會和工作中

與其他人相處。」

美IT界名人限子女用手機5歲男孩15頁簡歷

【看中國訊】上海一

位五歲男孩，為了上一個

私人學校，寫了洋洋灑灑

的15頁紙的簡歷。這份簡
歷在網上曝光後，引爆了

網民的熱議。 過早、過多使用手機會影響兒童

成長。(Fotolia)

美國大煙山國家公園

（Fotolia）

（公有領域）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綜合報

導】世界上因環境因素導致的缺

水問題，一直困擾著各個國家。

美國一男子有一天突發奇想，有

沒有可能在無水源的條件下創造

出水資源？結果，他做到了！

據海外媒體報導，加州男子

戴維．赫茲（David Hertz），
與 妻 子 勞 拉． 赫 茲（Laura 
Doss-Hertz），及其夥伴們長

期關注永續能源，打造出名為

Skywater 300 的 小 型 集 水 系

統，這個機器每天能產生 2000
公升的潔淨水源，每公升成本只

在 2 美分以下，未來有望緩解

缺水地區人群的飲水問題。

戴維日前獲得了 XPrize 頒

發的 150 萬美元獎金。XPrize
是美國一家非營利組織性質的基

金會，由許多慈善家、企業家等

人創立。

幾年前，戴維就注意到了

Xprize，並對該組織提供的獎

項發生興趣。他發現，如果能找

出一種便宜、創新的方式來生產

世界所缺少的潔淨水，就有可能

獲獎。身為建築師的戴維供職於

一家「環境建築工作室」，該工

作室專精改建綠色住宅。戴維想

在合適的條件下，通過一種裝

置，利用空氣中的濕度創造出水

資源。他在辦公室屋頂放置了一

個小型的集水機。

戴維果然成功收集到了空氣

中的水，經過機器的潔淨後變成

飲用水。一開始，他的小型集水

機每天只產出近 570公升的水，

雖然產出量不大，但試驗證明這

個方法是可行的，接下來就是如

何加大收集量的問題。

戴維與攝影師妻子，以及為

他們製造小型集水機的合夥人

理查德．格羅登一起創建了 The 
Skysource/Skywater 團 隊。 戴

維表示，只要空氣中的水蒸氣夠

多，他的機器就能從中提取水資

源。他的機器可以透過太陽能、

燃燒生物燃料來提供動力，適用

家庭、農業與緊急救員工作等。

戴維夫婦獲大獎後，承諾將進一

步致力於開發集水系統。

從空氣中取水 美建築師獲獎
【看中國訊】漢語在美國

已成新潮，越來越受歡迎。許

多富有的白人家庭都會僱用會

講普通話的華人保母。美國第

一千金伊凡卡就是個典型例子。

美國總統川普的女兒伊凡

卡 ‧ 川 普 (Ivanka Trump) 曾

說，她的女兒阿拉貝拉 1 歲 4
個月的時候，就跟家裡請的華

人保母學習漢語。阿拉貝拉現

在已經能說流利的漢語。和姐

姐阿拉貝拉一樣，伊凡卡的小

兒子也在學漢語。

在美國，漢語成了繼西班

牙語以後的第二大外語，很多

美國家長讓孩子從小就開始學

習漢語。

臉書總裁馬克．扎克伯格

會漢語，他為自己的孩子請了

一名中國籍保母；亞馬遜總裁

傑 夫． 貝 索 斯 (Jeff Bezos)
的孩子也學漢語；而英國王位

第三順位繼承人喬治也在學習

漢語。

美國人熱衷聘請華人保母

美國第一千金伊凡卡，為讓女兒

學漢語請了華人保母。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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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交會：外貿形勢嚴峻

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

因在廣州舉辦，所以又稱「廣交

會」，創辦於 1957 年春季，是

中國大陸目前規模最大、成交

效果最好的綜合性國際貿易盛

會，有「中國第一展」之稱，也

被譽為中國外貿的「風向標」和

「晴雨表」。每年分春、秋兩屆

在廣州國際會議展覽中心舉辦。

第 124 屆廣交會於 10 月

15 日至 11 月 4 日在廣州舉行。

展會初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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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4 日，中國對外貿易

中心發布的新聞稿稱，廣交會顯

示中國外貿形勢依然複雜嚴峻，

考慮到國內原材料、勞動力等綜

合要素成本持續上升、中美貿易

摩擦影響加大的外部環境，參展

企業同時認為，明年的出口形勢

不容樂觀。

第 124 屆廣交會閉幕新聞

發布會上 ，廣交會新聞的發言

人、中國對外貿易中心副主任

徐兵表示，本屆廣交會境外採

購商到會人數和出口成交均同

比下降。本屆採購商到會 18 萬

9812 人，來自 215 個國家和地

區，同比下降 1.11%。出口成

交 2064.94 億元人民幣（折合

298.6億美元），同比下降1%。

從市場來看，對美國、澳

大利亞、加拿大和歐盟等傳統

市場分別下降 30.3%、8.9%、

7.3%、0.8%。 從 行 業 看， 紡

織服裝、家用電器分別下降

13.0%、6.7%。

徐兵表示，作為中國外貿的

晴雨表和風向標，本屆廣交會採

購商與會態勢和出口成交數據表

明，明年中國外貿發展仍然面臨

諸多不確定、不穩定因素。

據路透社調查顯示，中國出

口商大多擔心貿易戰對全球經

濟可能產生的連帶影響。超過

60% 的出口商預期貿易戰至少

再持續一年，55% 的受訪者表

示，北京當局應該「積極參與討

論」，以結束貿易戰。

江蘇斯派爾建材科技有限公

司的副總裁 Todd Cao 表示，貿

易戰會傷害中國經濟，與他們公

司有生意往來的國家的經濟也會

受到影響。

廣州市惠迪電子科技有限

公司銷售經理 Tory Mak 表示：

「來自土耳其、南非、阿根廷、

伊朗、敘利亞和利比亞的訂單全

都在下滑。」這是因為這些國家

經濟狀況疲弱和貿易戰的連鎖效

應。

另外，一些受訪者表示，雖

然沒有受到美國新關稅的影響，

但是美國對伊朗的制裁也影響到

紡織、電子設備和太陽能產業，

因為這些產業不再被允許向伊朗

出口。

中國海關總署公布的數據

顯示，以美元計價 9 月出口同

比增長 14.5%，進口同比增長

14.3%。

分析人士認為，中國外貿的

挑戰可能會在四季度或明年初顯

現。中美貿易戰導致大量企業從

中國遷往東南亞地區，外國資金

湧入東南亞各國。

中國經濟呈現出「國進民

退」的局面，民營企業陷入焦慮

及困境中。習近平和李克強也接

連發聲進行安撫。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

綜合報導】廣交會是中國外

貿晴雨表和風向標，在剛剛

閉幕的第124屆廣交會採購
商人數和成交額均下降，參

展企業認為明年出口不樂

觀。中美貿易戰解決前景仍

不明朗，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將要完全顯現。

【看中國訊】根據中央社報

導，11 月 6 日，中國電商平

台京東商城發布 2018 中國進

口指南手冊。根據調查顯示，

對於要求品質、科技的產品，

中國大陸消費者仍獨鍾進口

貨。

根據調查數據，電商平臺

交易已在中國進出口貿易中占

據了相當的比重。 2017 年進

口品牌用戶數比 2016 年增加

37.1%。在進口品牌商品數量

上，2018 年上半年成長率比

2016 年上半年超過 150%，

增幅明顯超過中國國產商品。

中央社引述中國海關總署

報導，中國貨物進口來源前 5
名分別是韓國、日本、臺灣、

美國和澳洲。

根據報告顯示，相較中

國國產產品，品質、科技和安

全性仍然是進口產品在中國消

費市場的主要優勢，例如：母

嬰、高科技家電，以及數位產

品。而中國消費者最青睞發達

國家和地區的品牌。

銷售額排名前 5 的國家

是：美國、日本、韓國、德國

和荷蘭。

據中央社報導，進口品牌

消費主力以男性，26 至 45 歲

的中青年人群為主，多數收入

及教育水準較高。以地域來區

分，進口品牌消費前列為華

東、東北和華北地區。

今年上半年銷售數據顯

示，進口商品銷售量排名前 10
名的城市分別是：北京市、上

海市、廣州市、成都市、深圳

市、天津市、蘇州市、武漢

市、重慶市、瀋陽市。

中國消費者購物
意向仍是進口貨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隨著經濟下滑的速度加快，北京

當局把拉動經濟增長的寶仍舊押

在基礎實施建設。 11月 6日，有

研究認為，應該激發民間消費投

資擺脫對基建依賴。

日前，中國國務院辦公廳發

布《關於保持基礎設施領域補短

板力度的指導意見》，強調進一

步增強基礎設施，加快基建。

「加快」一詞在全文中出現 23
次，突顯北京當局的急迫心情：

「加快推進已納入規劃的重大項

目」、「加快項目審核進度」、

「加快推進前期工作，推動項目

盡早開工建設」……

上週召開的政治局會議稱，

當前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部

分企業經營困難較多，長期積累

的風險隱患有所暴露。

野村國際（香港）有限公

司董事總經理、中國首席經濟學

家陸挺認為，會議提到經濟下行

壓力加大，這個表述是上次會議

沒有的，挑戰會在明年上半年。

今年四季度下行壓力也會大一

些，但不會是最艱苦的。明年春

季經濟下行壓力會是最大的。

11 月 6 日，海通證券宏觀

研究團隊認為，長期財政赤字，

政府債務龐大，貨幣政策失效。

只有形成經濟增長良性循環，才

能擺脫對基建的長期過度依賴，

這要靠激發民間消費和投資的活

力。

追溯當局發布的消息可以看

到，進入第四季度以來，北京就

已釋放出基建要加速推進的信

號。

近期，中國國家發改委已密

集批覆多個高鐵和特高壓項目，

涉及總投資規模超千億元人民

幣。

但用投資基建拉動經濟增長

的方式飽受詬病，投資早已不是

中國經濟的最大發動機，其與

GDP之間的關係已經出現逆轉。

9 月 17 日，中國前首富、

娃哈哈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

經理宗慶後發表公開演講。他認

為個稅 5000 起徵點依然太低，

工薪階層基本不徵個稅消費才拉

動得起來。

「下一步必須要提高老百姓

的收入，拉動經濟的發展。」

宗慶後認為，政府不應該再

去擴大基建規模，現在機場越建

越大，有的房子拆了再建，挖了

再修，就在創造 GDP，把錢都

浪費掉了。要減少基建投資，把

財政的收入用在老百姓上、民生

上。

【看中國訊】自 2016 年 11
月川普勝選美國總統，到今年

11 月 6 日美國中期選舉前夕，

標準普爾 500 指數（S&P 500 
Index）上漲了 28%，超越過去

64 年以來任何一位美國總統的

同期表現。

根據路透社報導稱，前一

位獲得如此佳績的美國總統是

德懷特 ‧ 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

從他 1952 年 11 月贏得大

選到 1954 年 11 月，標普 500
上漲了 29%。

分析認為，川普總統推動大

規模企業減稅，增加了美企收

益。

在川普政府的領導下，去年

通過的稅改是過去 30 多年來規

模最大的一次。

川普總統執政不到二年，美

國股市強勁表現一直持續，還創

下了史上最長牛市紀錄。路透社

稱，川普總統的減稅政策及其他

商業友好措施，給投資者帶來的

信心超過了對美中貿易戰的擔

憂。

高盛分析師此前預計，今年

股票回購規模將達到 1 萬億美

元，較 2017 年增長 46%。

根據 Refinitiv的 IBES 數據

顯示，標普 500 公司的每股平均

收益有望在今年上漲 24%，達

到 8 年來最強勁的年度漲幅。自

從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以來，標普

500 信息技術指數（.SPLRCT）
已經上漲了 51%，金融股指數

（.SPSY）增長了 34%。

美國勞工部近日公布了 10
月就業成本報告，今年第三季度

工資較去年同期增長 3.1%，為

10 年來最大增幅。 9 月分失業

率降到 3.7%，為 1969 年以來

最低點。

北京對經濟下滑有多著急？ 標普500指數上漲28% 
川普創64年總統最高紀錄

（Fotolia）

廣交會是中國外貿晴雨表和風向標。（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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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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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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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中期選舉
昂山素姬政黨漸失民心
【看中國訊】據緬甸

媒體《伊洛瓦底》（T h e 

Irrawaddy）報導，緬甸聯邦

選舉委員會日前公布了中期議

會補選的結果。昂山素姬為首

的執政黨—「全國民主聯盟」

（民盟）在13個補選議席的角

逐中，贏得了其中的7個席位，

另外6個席位由前執政黨、軍

方支持的「聯邦鞏固與發展

黨」（鞏發黨）和少數民族政

黨獲得。

此次緬甸中期補選的 13 個

席位包括聯邦議會人民院（下

院）４席、民族院（上院）１

席和省邦議會８席。這些席位空

缺的原因主要是一些議員在任期

內過世，其他部分議員則被任命

擔任了政府內閣職務而不得不辭

去議員職位。

這 13 個空缺席位中的 11
個原本由民盟佔據，所以，儘管

民盟贏得了此次補選的 7 個席

位，但仍意味著民盟丟掉了另

外 4 個席位。民盟發言人吳繆

紐（U Myo Nyunt）將失利的

原因歸咎為選民不積極，投票率

不高。不過，他在接受《南華早

報》的採訪時也承認，民盟在一

些少數民族選區失利，是因為

民盟被認為是緬族（緬甸主體

民族）的政黨，沒能代表少數

民族的利益。他說：「我們瞭解

到，少數民族群體對我們在和平

進程方面的表現不滿意。」

儘管緬甸政府在若開邦羅興

亞難民事件中飽受國際社會的批

評，但這一事件並非民盟在國內

漸失民心的主要原因。昂山素姬

帶領民盟在 2015 年的大選中取

得了壓倒性的勝利，獲得了人民

院和民族院的大多數席位。昂山

素姬當年在發表施政演說時表

示，將尋求民族和解做為最重要

的執政目標。然而，將近三年過

去了，緬甸和平進程毫無進展，

甚至有所倒退。緬甸軍隊仍在緬

北地區與民地武交戰，一些曾經

與政府簽署了停戰協議的民族武

裝也因為緬軍的咄咄逼人而考慮

退出和平進程的談判。

一些緬甸觀察人士認為，民

盟漸失民心的原因不止是和平進

程的推進不力，還包括經濟改革

缺乏進展、言論自由的倒退、當

選時的承諾大多未能兌現等方

面。緬甸政府對路透社記者的判

刑、對異議人士的壓制在緬甸知

識份子和媒體人士當中引起了不

小的抗議之聲。緬甸政治分析專

家貌貌梭（Maung Maung Soe）
認為：「儘管民盟的支持者仍為

數不少，但他們正在失去少數民

族、知識份子和媒體的支持。」

仰光的政治評論員言繆登

（Yan Myo Thein）對《伊洛瓦

底》表示：「中期選舉的結果應

該引起民盟內部的反省，它清楚

地顯示出民盟需要對自己的黨務

和政府工作做出改變。」

民盟發言人吳繆紐則辯解

道：「民眾對政府工作的緩慢進

展感到了沮喪，但是，很多事情

並不是民盟單方面能夠完成的，

比如，修改軍方起草的憲法。」

不過，他也表示，民盟高層將開

會討論，在下一階段的工作中，

做出哪些變革舉措。

美國、日本及加拿大 11
月 3 日在西太平洋舉行「利

劍」軍事演習。這是在日本及

周邊地區舉行的迄今為止規模

最大的軍事演習。

三國共有 5.7 萬名官兵參

加了這次兩年一度的軍演，大

大超過了上一次 2016 年 1.1
萬名軍人的規模。此外，加拿

大皇家海軍也第一次派遣兩艘

軍艦參加「利劍」軍演。

在今年的演習中，日本海

上自衛隊的兩棲快速部署旅將

在太平洋的關島和天寧島演習

登陸，演習課目包括模擬空

戰、兩棲登陸以及彈道飛彈防

禦操練。日本自衛隊此次出動

的 4 萬 7 千名部隊，為日本

自衛隊全部員額的五分之一。

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陣

線」在歐洲議會選舉的投票意

向民調中第一次超過法國現任

總統馬克龍所在的政黨。星期

天的一項民調顯示，受訪選民

中有 19% 的人打算投票支持

馬克龍總統的共和國前進黨，

而準備支持勒龐領導國民陣線

的選民有 20%。歐洲議會的

選舉已成為持中間立場、支持

歐盟的政黨與右翼政黨的一個

主要戰場。歐洲議會的選舉將

決定誰來領導包括歐盟委員會

在內的重要歐盟機構。與此同

時，馬克龍總統的支持率已經

下降到 2017 年選舉以來的最

低點，只有 21% 的選民對馬

克龍的執政表示滿意。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綜合報

導】近日，網際網路巨擘谷歌

（Google）接連爆出醜聞。 11
月 1 日，全球 50 個城市的約 2
萬名谷歌員工響應號召，罷工抗

議谷歌公司對性行為不端指控的

處理不當。

自 11 月 1 日上午開始，數

百名谷歌亞洲員工離開辦公室，

進行和平抗議。這場活動從東京

分部開始，並蔓延歐洲和北美部

分城市。這些谷歌員工們向公司

領導層發出明確信息：公司目前

的文化不可被接受。

事件的起因是，上週《紐約

時報》發表一篇報導，詳細敘述

了谷歌如何向被指控性騷擾的一

名男性高管支付了 9000 萬美元

的遣散費，卻未透露其不法行

為。在過去 10 年中，谷歌還先

後包庇了 3 位涉及性侵的高管。

作為全球網絡巨頭，谷歌的

道德危機正在日益加深，該公

司一直以來秉守的「不作惡」箴

言，正接受自家和世人的檢驗。

聯合國 11 月 1 日通過表

決案，呼籲美國解除對古巴的

經濟禁運。美國國家安全顧問

博爾頓於當天在佛羅里達州

邁阿密的自由大廈（Freedom 
Tower）發表演說時表示，將

進一步將委內瑞拉、古巴及尼

加拉瓜等這三個被他形容為

中南美洲「暴政三巨頭」的國

家，列為下一輪制裁對象。博

爾頓強調，美國將採取強硬立

場，不會姑息獨裁者。他形容

上述國家是「具壓迫與破壞力

量的社會主義和極權主義」，

是「人類痛苦的根源，推動拉

丁美洲地區性的經濟不穩」。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

導】前一波制裁方才出台，新一

輪即刻報到。美對伊朗的全面性

制裁，於本週一正式展開。經

歷首波 30 億美元制裁經損的伊

朗，雖仍擺出無所謂的的叫囂姿

態，但內部焦頭爛額的經濟，其

外長還是不得不出面喊話，試圖

減緩即將面臨的巨大損失。

美國政府上週五宣布，本週

一全面恢復制裁伊朗，重啟過去

在 2015 年因核協議而解除對伊

朗的所有經濟制裁。 8 月份首

批重啟的制裁措施包括禁止伊朗

購入美元、禁止汽車及黃金買

賣；美國亦禁止進口伊朗的地毯

及開心果等。而此番第二批制

裁，則是全面性的針對能源及伊

朗央行而來。超過 700 間機構

或個人受到影響。重點是，包括

以美元計算，幾乎涵蓋全球跨境

作業的 SWIFT（環球銀行間金

融通訊協會）國際資金結算系

統，都將列入管制。這意味著，

凡是列入華府黑名單上的伊朗金

融機構，均將無法在國際上進行

金融結算。一旦徹底實施，無疑

將伊朗打回之前的經濟慘狀。

美國伊朗事務特別代表胡克

在週一向記者表示，首批制裁已

讓伊朗減售 100 萬桶石油，損

失達 20 億美元。而為避免遭到

制裁，除了有約 20 個國家停止

從伊朗進口石油外，還有超過

100 餘間大型公司自伊朗撤資或

取消投資計畫，損失也已超過

10 億美元。

就在全面制裁展開的當天，

伊朗外長扎里夫向美國媒體公開

表示，如果華府願意改變對待

《伊朗核協議》的方式，從尊重

而不僅是信任的角度出發，德黑

蘭願意就新的核協議與華盛頓展

開具開放系的對話。

不過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當天

對此一全面性制裁的實施發表談

話指出，他期待與伊朗達成新的

協議，但伊朗必須採取 180 度

的轉變，做一個正常的國家。否

則，就將親眼目睹自己國家的經

濟崩潰。

報導指出，美國財政部周一

所公布制裁名單，包括 70 多間

伊朗金融機構以及其國外分支、

122 艘船隻，以及伊朗國營航空

公司和旗下逾 67 架飛機。

不過為了和緩油價，川普同

意在石油進口方面，給予中國、

印度、韓國、日本、希臘、意大

利、土耳其和台灣共 8 個地區

暫時的豁免。另外有三處伊朗用

於核和平用途的核電站與項目也

將暫時列入豁免。

美日加舉行大規模軍演

馬克龍支持率跌至21%

美持續制裁南美洲三國

寰宇新聞

2015年緬甸大選，仰光民眾踴躍投票。昂山素姬的民盟取得了壓倒性勝利。（美國之音）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G e t t y 

Images）

美喊話伊朗：做個正常國家
2萬谷歌員工
全球大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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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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屋銷量創下自90最低水平
【看中國訊】據卡城房地

產委員會公布的數據，卡城獨

立式住宅銷售量處於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的最低水平。

10 月份卡城獨立屋的銷

售量為 869 套，與去年同期

相比下降了 8.6％，使前 10
個月銷售量比去年同期下降

幅度達 15％。今年到目前為

止，銷售量下降幅度最大的是

售 價 600,000~999,999 元 的

獨立屋。

卡城住房基準價格也連

續第五個月下跌，至 426,300
元，同比下跌 2.9％。

R o y a l  L e P a g e 
Benchmark 房 地 產 公 司 的

Corinne Lyall 表 示：「賣 家

需要面對房價的現實情況。你

需要做足功課，研究最近房產

成交價和銷售情況，判斷自己

社區房市的走向，然後參考

以往成交歷史給自己的房產

定價」，「如果你只是根據出

售房產要得到的期望收益來定

價，那不現實。」

卡城房地產委員會認為房

市的疲軟源於失業率居高不

下，當然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卡城失業率在 8 月和 9 月份

仍高達 8.2％。

「我認為現在是很好的投

資機會，有些人可能會考慮購

買房產出租，有積極跡象表明

租賃市場現在趨於活躍，所以

這可能是個機會，」Lyall 說。

【看中國訊】10 月份卡城

房市仍有買方主導。卡城房地

產委員會最近公布的統計數據

顯示：需求放緩，供應水平上

升，價格下跌。 10 月份全市

房屋基準價格連續第五個月下

跌。

卡 城 房 地 產 委 員 會

（CREB）首席經濟學家 Ann-
Marie Lurie 預計今年餘下時

間房市不會發生太大變化。

「經濟環境沒有任何實質的變

化。卡城失業率仍相對較高，

而且需求並沒有那麼強勁，市

場市場上的待售房屋量大，

「她表示。

Lurie 說：「當價格下跌

時，通常表明市場供過於求，

而這正是我們所看到的。過去

五個月價格一直呈下降趨勢。

降價可能會導致庫存下降，使

得銷售活動回暖。」

有業內人士表示，目前卡

城房屋租賃市場有活躍跡象，

目前或許是購房投資好時機。

CREB 公布的 10 月份月

度統計數據：

• 房 屋 銷 售 量 為 1,322
套，比去年同期下降 9.88％ ;

• 成交額為 6.19 億元，下

降了 11.11％ ;
• 本月新上市房屋 2,440

套，下降 6.44％ ;
• 月末待售房屋庫存增加

13.35％至 7,345 套 ;
• 所有上市房產售罄所需

的時間上升 25.78％至 5.56
個月 ;

• 市場上房屋售出的平均

天數增加了 20.69％至 60 天 ;
• 基準價格（表徵市場上

的典型房產售價）下跌 2.94％
至 426,300 元 ;

• 平 均 銷 售 價 格 下 跌

1.36％至 468,634 元。

現在或許是 
在卡城買房的好時機觀點

CMHC：未來2年卡城

房屋開工率放緩
【看中國訊】據加拿大抵押貸

款和住房公司（CMHC）的一份

報告，因房市庫存量大，未來兩

年卡城房屋開工率將放緩。

週二（11 月 6 日）公布的

報告稱，9 月份卡城房屋庫存量

為 2,087 套，其中公寓單元佔一

半。

「從總體上看，未來兩年

內，預計卡城經濟發展更強勁，

人口和就業方面也會實現增長。

這會帶動購房需求，增加 2019
年和 2020 年的房屋銷售量，」報

告稱，「然而，平均售價將繼續

面臨下行壓力，預計房價在 2019
年企穩並在 2020 年溫和上漲。」

CMHC 表示，目前卡城房

市仍是買方市場。

報告稱，「卡城轉售市場趨

於活躍，而成交量因經濟基本

面相對疲弱而走低。從年初至

今，成交量較去年同期下降了

13.5％。」

CMHC 表示，就業增長以

及持續的跨省移民遷入將推動未

來兩年卡城房屋租賃市場。預計

房屋空置率將在 2020 年下降，

來自二級租賃市場的競爭將使空

置率下降得更快。

全國情況預測

報告認為，全國房地產市場

預計在未來兩年表現溫和，預計

房價增長將放緩，房價將更符

合經濟基本面。預計 2019 年和

2020 年的房屋開工和銷售量均將

下降。

CMHC 預計 2019 年房屋開

工數量將降至 193,700~204,500
套 之 間， 預 計 銷 售 量 為

478,400~497,400 套。 預 計 房

屋 平 均 售 價 在 501,400 元 至

521,600 元之間。

CMHC 表示，預計家庭收

入和就業等經濟指標將支撐房屋

開工。預計抵押貸款利率上漲

也將影響住房需求和二手交易市

場。

報告預測，到 2020 年，相

對較便宜的住房，如公寓和高等

級公寓，將比高端的獨棟住宅更

受市場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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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地1平米的迷你小廚房

意大利的設計師Massimo Facchinetti

最近米蘭的家具展竟然展

出了一個不到 1 ㎡的廚房！它

跟普通的廚房不太一樣，傳統

的廚房的布置基本只有兩個平

面，一層下台面，一層吊櫃高

度面。而此次為大家介紹的廚

房 卻 是 垂 直 的。ECOOKING 
VERTICAL KITCHEN 號稱史

上最小的廚房（如圖所示），

看起來只有一個冰箱大小，這

是一個垂直廚房，長 70 厘米，

寬 70 厘米，只需要不到 1 平

方米的地方就能放下。設計師

Massimo Facchinetti 把它與他

的 Ecooking 垂直廚房聯繫起

來。這個獨立的模塊廚房是可持

續烹飪的中心。該項目的技術重

點是節能系統，並與能源系統內

部檢索集成。這要歸功於電器之

間的緊密接觸和相互作用以及熱

量和水份的交換。

廚房占地面積雖然很小，可

是該有的家電，例如冰箱、洗碗

機等卻一應俱全，真可謂「麻雀

雖小五臟俱全」。分段旋轉打

開後，傳統廚房裡該有的東西一

個都不少。下方第二層打開後，

是一個水槽。並配有一個伸縮的

水龍頭，使用時自動彈出。水槽

上面的台面再打開，則是一個電

磁爐灶。

而爐灶上面有三塊台板，都

可旋轉打開，就變成餐桌，可共

6 個人吃飯。當然，廚房裡冰箱

也必不可少，它就在最下面。吃

過飯也不用擔心自己刷碗，因為

洗碗機也給你準備好了。在操作

的時候，柱子周圍提供光源，旋

轉的遮光罩帶有一盞燈，在午餐

時間和使用桌子的時候，它可以

呈現不同的亮度照射。

而在洗碗機的側面，還有一

個小小的花園，可以種一些小

菜。

值得一提的是，從水槽流下

的污水經過過濾，可用於洗碗，

之後再經過第二道過濾程序，就

可用作灌溉小花園。洗碗機上方

旋轉打開，是一個烤箱。烤箱邊

上是咖啡機。再上面則是一個排

油煙機。除此之外，它還是一個

環保的廚房，在最上方有太陽能

電池板，可以給其供電。而且，

還配有空氣處理系統，基於二氧

化鈦的納米材料，能夠淨化房間

裡的空氣，能夠在幾個小時內淨

化一個中等大小的房間。

這個精妙而現代的設計是不

是給我們帶來一絲啟發，好的現

代家居設計不僅在高科技引領潮

流，而且還在精細的內置和節省

空間上有獨特的理念。 
                                               

來源：白楊

城市越來越擁擠，為了節省家裡的空間，人們也是挖空心

思。今天為大家介紹的廚房的概念設計在垂直緯度做創新，顛

覆了我們的傳統認知。這個既環保又高科技的廚房，它由意大

利的設計師Massimo Facchinetti設計。還可根據個人的喜好
定制不同的顏色，售價大約 15,000美元，約合 2萬加幣。是物

超所值還是價格不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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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來信

《婚戀專題》系列轉載文章，文章內容經作者及相關媒體授權。歡迎讀者來

信交流，來信可以不需附上真實姓名與聯繫信息，我們發表文章時也會將真實姓

名替換，以維護個人隱私。來信內容版權將屬媒體所有，編輯部保留來信刪改以

及是否刊出的權利。電子信箱：fh.sally.223@gmail.com，歡迎來信！

曼麗夫人你好：

我和先生結婚五年，原本和公婆

住，但為了想搬出來擁有自己的生活，

省吃儉用地存錢。尋覓許久，終於找到

理想的房子。但沒想到之後婆婆表示為

了要照顧孫子，想要搬來我們家住，不

過在我堅持下，讓先生檔掉了。先生覺

得愧疚，就和我提議要給婆婆鑰匙，我

不要，先生就說我很自私，我承認自

私，因為我婆婆是個會隨時進來我們房

間察看的人，為了以後我能好好安心過

日子，不要隨時有人進來我們家，我寧

願選擇自私，我知道婆婆有幫我們繳頭

期款，為了不想欠婆婆，想每個月還她

一點，我先生覺得沒必要，只要讓媽媽

覺得這也是她的家，可是我就不想，不

想回到過去的那種生活。每次講到房子

的事情，我就會變得很激動、很不開

心，我也討厭這樣的自己！但我真的怕

了，不知您有什麼好建議？

 ◎ 文 | 曼麗夫人

朋友你好：

我們知道宇宙天體不停在運轉，世事

也時時在變化，凡事都沒有那麼絕對。確

實，過去和婆婆間曾經有過不愉快的相處

經驗，但並不表示今後絕不會改善。人與

人之間是可以透過溝通交流建立新的想法

和習慣的，這點是首先需要建立的觀念。

婆婆的進房間察看可能是多年養成關

心兒子的習慣，雖然兒子現在已經成家

了，但一時間還改不了這個習慣。我們需

要時間學習當媳婦的角色，婆婆也需要時

間學習接納媳婦、或改變角色。試著體諒

老人家年紀大，適應及調整上會比我們慢

一些的事實，就像你的父母要學習新事物

也同樣比我們慢很多，不是嗎？當我們有

了這層同理心，相信就是婆媳關係重新修

好的開始。

先生願意幫你擋掉婆婆的同住想法，

可見他是尊重你的，同樣的，難道你就忍

心讓先生心中常懷一份愧疚嗎？重點是針

對擁有個人隱私權的部分跟婆婆認真反映

了嗎？不妨坦率地把你的不滿、意見和顧

慮委婉地告訴先生，然後由先生去和婆婆

溝通，才能逐漸化解雙方的矛盾分歧。

你的過分堅持相信會讓先生很難做

人，婆婆拿錢出來就是想幫自己的小孩，

親子間並無所謂交換與計較，需要的是更

多包容與體諒，婆媳間也是同樣的道理。

所以這並不是表面上鑰匙或房貸多少的問

題，只要放下成見就能放下很多糾結。一

旦把媳婦當自己女兒看待，把公婆當自己

父母敬重，有了充分的理解與尊重，那麼

所有問題就都能迎刃而解了。

放下心中焦慮的源頭，不論是婆媳間

或是經濟問題；所謂「家和萬事興」，試

著丟棄過去不愉快的經歷，互相包容。特

別是要尊敬老人，多看看老人對你們和孩

子的關心、幫助，可能心態就會平和一

些。

不開心的日子不好過，要相信你們一

定會找到圓滿解決事情的方法，不要一味

的只想逃避問題，雖然處理好婆媳關係確

實不容易，這點尤其需要兩夫妻的共同努

力，改變從自己開始，不要消極和先預設

立場，勇敢跨出第一步吧！祝福你們幸福

快樂！

曼麗回信

曼麗小語：所謂「家和萬事興」，試著丟棄過去不愉快的經歷，互相包容。特別是

要尊敬老人，多看看老人對你們和孩子的關心、幫助，可能心態就會平和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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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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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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汁鮮甜、香氣十足的茄汁魚。

食用前擠
檸檬汁，
灑上巴西
里葉。

文 / 邊吉 圖 / Fotolia

各種魚有各種滋味，同時，魚的烹

調方式千變萬化，不妨 一一 品味。美味魚料理

魚去骨切片，拌入醃料，靜置15分鐘備

用。

西洋菜去粗老的梗，取嫩莖葉，切小

段。薑切片備用。

熱油鍋，煸香薑片，下魚骨，煎黃，加

水，煮滾。

撈除薑片、魚骨。放西洋菜，煮滾，小

火燉煮20分鐘。

加魚片，中大火煮定型，才攪動，再煮

一次，以鹽調味，即可熄火。

作法

天氣轉涼，日夜溫差大，人體容易口乾

舌燥。西洋菜搭配肉片、排骨或魚片煮

湯，有助於潤肺止咳，適合用來保養身

體。

鮮魚300g、西洋菜1把、薑1小塊、酒

50cc、800cc。

醃料：鹽1/4小匙、水2大匙、太白粉2小

匙。

食材

 西洋菜魚片湯

西紅柿、洋蔥切丁，蒜頭切末。香茅去

除外圍硬質部分，取中心嫩莖，用刀背輕

拍碎裂備用。

熱油鍋，放鯖魚塊，表面煎酥黃，取出

備用。

另起一個油鍋，煸香洋蔥、蒜頭，加入

西紅柿丁，炒香，加水淹過食材，煮滾，

加入香茅、魚。煮滾，以小火燉煮40分

鐘。最後以鹽調味。

食用前擠上檸檬汁、灑上巴西里葉末，

風味更佳。

作法

此道料理魚肉與湯汁吃起來非常鮮甜；

加了香茅的湯頭，更是香氣十足。把魚

先煎過再燉煮，魚皮較為堅硬耐煮。

鯖魚1尾、西紅柿2個、洋蔥1個、香茅1根、

蒜頭5瓣、檸檬1個、巴西里葉1小把。

食材

 茄汁魚

魚除鱗片，去內臟，沖洗乾淨。洋蔥、

彩椒切絲，薑切片備用。

烤箱預熱220攝氏度。

烤盤鋪上錫箔紙，洋蔥、彩椒先用一半

鋪在錫箔紙上，魚再放上去，最後把剩下

的洋蔥、彩椒鋪在魚上，最後淋上一點橄

欖油。

錫箔紙密合送入烤箱，烤15分鐘。

食用前剪開錫箔紙，灑上巴西里葉末，

擠上檸檬汁提味。

作法

這是居家、宴客都適宜的菜，如果當宴

客菜，可當成神秘料理，上桌後讓客人

自己打開包裝紙，為餐桌製造小驚喜。

新鮮魚1尾（約500g）、洋蔥1/2個、彩

椒1/2個、薑1小片、檸檬1個、巴西里葉1
小把。

食材

 紙包魚

魚不用除鱗片，去內臟，沖洗乾淨。

蔥、薑、蒜洗乾淨備用。

蔥切段，薑、蒜拍破，放進魚腹。

烤箱預熱220攝氏度。鹽與蛋白混合，

鹽可黏結即可。

烤盤鋪錫箔紙，鹽先鋪在錫箔紙上，魚

放在鹽上。用鹽完全包住魚，壓緊實，鹽

的厚度盡量均勻。把錫箔紙密合，送入烤

箱。烤約25分鐘。

食用前，以槌子敲碎鹽塊，剝除魚皮即

可食用。

作法

加了蛋白的鹽焗法可以為魚料理塑出美

觀的外型，同時，鹽焗法就像蒸與烤，

可以讓魚肉香嫩緊致，保留鮮美的魚

汁。

新鮮魚1尾（約400g）、粗鹽、蛋白、

蔥、薑、蒜適量。

食材

 鹽焗魚


打開紙包，發現餐桌小驚喜。

 西洋菜魚片湯潤肺健身又美味。

外型美觀、魚肉香嫩的鹽焗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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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風嘯月 千古文豪蘇東坡

蘇軾的妻子王弗，是本鄉貢

進士的女兒，知書識禮，能詩能

文，十六歲嫁給他，後來生下兒

子蘇邁，可惜紅顏薄命，享年僅

二十七歲；不到一年，父親也去

世了。帶著沉重的心情，蘇軾乘

船運送父親及妻子的靈柩回到故

鄉眉山。

「烏臺詩案」蒙冤入獄

熙 寧 元 年（西 元 1068
年），宋神宗即位，服滿喪期

的蘇軾離開故鄉，出任監官浩

院（掌管官吏辭令書的官）。此

時，宋神宗為挽救面臨困境的國

家財政，任用王安石為宰相，並

推行其提倡的新法。蘇軾雖不滿

當時的社會現狀，但也不完全支

持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他認為，

即使變法也應逐步進行，而非如

王安石變法般地急於求利。所

以他不斷上書宋神宗，呈奏〈議

學校與貢舉札子〉、〈諫買浙燈

狀〉，又上〈上皇帝書〉及〈萬言

書〉，但都未被宋神宗接受。蘇

軾因而成為當時反對王安石等新

法派中的舊法派的一員，在政治

上受到嚴重排擠，有人甚至為此

誣告蘇軾販賣私鹽。

宋 神 宗 熙 寧 四 年（西 元

1071 年），年方三十六歲的蘇

軾見變法大局已定，反對也無

用，他更不願陷入宗派鬥爭的漩

渦中，便請調杭州任職。在杭

州，不但結識許多知交，也作

了不少的詩歌，如：著名的〈飲

湖上初晴後雨〉、〈六月二十七

日於望湖樓醉書〉等。政治上的

挫敗，反而促使東坡以詩人的身

分，體驗更豐富的人生，從此開

拓更寬廣的文學領域。宋神宗熙

寧七年（西元 1074 年），蘇軾

自願調任密州。他在密州也作了

許多膾炙人口的文學名作，如：

〈超然臺記〉、〈水調歌頭 ‧ 中

秋懷子由〉、〈江城子‧密州出

獵〉等。

蘇軾後來被調任到徐州、

湖州。宋神宗元豐二年（西元

1079 年），在他移任湖州的第

三個月，一天突然闖進一位朝廷

欽差，不容分說便把他捉拿進

京。原來一群和蘇軾有嫌隙的御

史，為討好王安石，便指稱蘇軾

在詩文中歪曲事實，誹謗朝廷，

請皇上下令司法官員判罪。不

久，蘇軾被送入獄中，這就是著

名的「烏臺詩案」。

對蘇軾的審問進行了一百多

天，蘇軾的政敵李定等人，千方

百計羅織罪名，妄圖把蘇軾置於

死地，他們的卑鄙行為引起很多

正義之士的不滿。除湖州、杭州

等地的百姓請和尚唸經，為蘇軾

祈福外，前太子少師（太子的

老師）張方平、前吏部侍郎范

鎮也替他上疏求情，於是情勢緩

和下來。再加上宋神宗原本就喜

愛他的文學，又有生病的曹太

后（宋神宗的祖母）為他說情，

最後只定了蘇軾「譏諷政事」之

罪。是年十二月廿八日，宋神宗

判他流放黃州（今湖北省黃岡

縣），蘇軾終於免於一死。

宋 神 宗 元 豐 三 年（西 元

1080 年），蘇軾被貶為黃州團

練副使。剛到黃州，生活困難，

沒有薪水，連住的地方都成問

題。後來，只好暫居定惠院裡，

天天和僧人一起吃飯，一家大小

靠過去積蓄的錢節儉過活。老友

馬正卿實在看不過去，請得城東

廢地數十畝，讓他耕種、造屋。

蘇軾汗流浹背地在東坡上辛勤耕

作，妻子王潤之則在一旁幫忙，

夫妻二人同甘共苦。

在黃州的物質生活雖然艱

苦，但豁達的蘇軾卻能在精神生

活上為自己找到樂趣。由於他親

自在東坡開荒種地，所以對這個

曾經長滿荒草的地方產生深厚的

感情，他讚揚這東坡如同山石般

坎坷堅硬的道路，勉勵自己也必

須不避艱險，樂觀地在人生坎坷

的道路上前行，於是他把東坡看

作是自己個性的象徵。辛苦一年

後，蘇軾在東坡旁築了一間書

齋，命名為「東坡雪堂」，從此

自號「東坡居士」，並時常遊赤

壁，泛舟於江渚之上。

開創詩詞豪放風格 
書畫影響後世深遠

「烏臺詩案」對蘇軾的心靈

打擊很大，也讓他深深體會到自

己做人方面的缺失，因而寫了不

少與修養有關的文章，如：〈前

赤壁賦〉，探討人生的變與不變

的道理；他還作了〈念奴嬌 ‧

赤壁懷古〉、〈後赤壁賦〉等作

品，闡發自己曠達的人生態度。

此時的蘇軾，不僅在文學藝術的

造詣上達到頂峰，在做人的原則

上也達到極高的境界。蘇軾文章

開闊、明白暢達，其詩清新豪

健、善用比喻，在藝術表現方面

獨具風格，詞開豪放一派，對後

代很有影響。

在書法的領域，他擅長於行

書和楷書，筆法肉豐骨勁，跌宕

自然，在宋代書法四大家（蘇、

黃、米、蔡）之中排名第一。

至於蘇軾的畫，筆酣墨飽，生趣

盎然，尤其是他所畫的枯木竹

石，蒼勁雄放，令人佩服不已，

對於後代文人畫的發展影響深

遠。他的學術著作《易傳》、《書

法》等，文辭博辯，析理透闢，

著名的理學家朱熹，也對他的作

品讚歎不已。

宋神宗元豐七年，宋神宗下

令蘇軾離開黃州，改授汝州（今

河南省汝南縣）團練副使。路

過金陵（今南京市）時，遇到

當年政敵王安石，兩人談得非常

投機，這時的蘇軾仍然正氣在

胸，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對王安

石毫不客氣，義正詞嚴地責備王

安石不該連年在西方用兵，又在

東南造成大刑獄，違背祖宗仁厚

的作風。此時的王安石也已歷盡

滄桑，胸襟開闊多了，不但不見

怪，反而對別人說：「真不曉得

再過幾百年，才能出現像東坡這

樣的人物！」

無竹則俗  無肉則瘦 
不俗不瘦  竹筍炒肉

蘇東坡無疑是中國歷史上知

名度最高的一位美食家。

他繼承了詩聖杜甫將菜餚飲

食名目寫入詩歌的創作思路，利

用自己輾轉大江南北的豐富人生

經歷，將華夏飲食文化更加發揚

光大。葷素菜餚、水陸珍饈、南

北水果、軟硬飲料，種類繁多的

人間食物，被他寫進了詩文作

品，其中不乏在民間廣為傳誦的

名句、名篇。在歷代文人中，蘇

東坡堪稱描寫、表現華夏美食第

一人。

蘇東坡並不是一位只能坐而

論道、遠離庖廚的君子，他是一

位知行合一的大智慧者。他會

吃、能飲，能說、會寫，同時他

也能動手製作——親自烹飪，這

在文人之中是非常罕見的。當今

世界，幾乎無人不知中華美味中

有「東坡肉」和「東坡肘子」二

道名菜，這二道佳餚的發明者都

是蘇東坡，而且是蘇東坡在黃州

落難時期發明的。

蘇東坡生平愛竹，也特別

喜愛吃豬肉。「東坡肉」吃起來

酥而不碎，肥而不膩，湯肉交

融，爽滑可口，為了掌控火候和

口味，他曾經寫了一首食豬肉

詩：「洗淨鐺，少著水，柴頭罨

煙燄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

候足時他自美。黃州好豬肉，價

賤如泥土。貴者不肯食，貧者

不解煮。早辰起來打兩碗，飽

得自家君莫管。」（蘇軾〈豬肉

頌〉文）這首詩雖看似在說明如

何煮豬肉、吃豬肉，但蘇東坡以

「火候足」、「君莫管」的詩句，

似乎也在表達——唯有自身定力

夠，才能真正處於紅塵世間而心 
不擾。

竹筍產自翠竹，蘇東坡就把

他喜歡的二種食材——豬肉和竹

筍放在一起混炒，並與朋友戲

說：「無竹則俗，無肉則瘦；不

俗不瘦，竹筍炒肉。」由此，他

發明了竹筍炒肉，豬肉與竹筍不

僅是佳配，而且也是合乎時令的

一道美食。（未完待續）

宋英宗治平二年（西

元1065年）冬，蘇
軾在鳳翔的任期屆滿

後，迫不及待地奔回

父親及弟弟居住的都

城開封，不料翌年，

他深愛的妻子早逝。

文︱雲中君

中

蘇東坡在黃

州時常遊赤

壁，泛舟於

江渚之上。

插圖：WINNIE WANG



的身分，抵達南京觀察時局，並

訪晤軍委會副參謀總長白崇禧上

將。隨後，陳孝威隨白崇禧桂軍

參加淞滬和江浙地區的抗戰。

首都南京淪陷前，陳孝威向

白副總長請示今後的行止和發展

方向。白崇禧勉勵他發揮善寫文

章的特長，努力做中國的「馬志

尼」（宣揚民族主義的意大利作

家，意大利復興三傑之一），以

完成抗戰救國和復興中國之使

命。此後，陳孝威離開軍界，攜

家遷到香港，握筆抗戰，積極從

事國民外交，宣傳中國抗戰，並

尋求國際援助與支援，以此報效

國家。

記錄艱苦卓絕抗戰 
榮獲委員長獎勉

抗戰期間，陳孝威多次親赴

大陸採訪報導前線戰事，撰寫了

大量文章，剖析國內外形勢，評

析探討軍事戰略，報導中國軍民

抗日英雄事蹟，激發鼓勵全民奮

勇保家衛國。

陳孝威洞察古今，通中西，

敘事溯源窺微，對許多軍事方面 
問題瞭若指掌，分析評論常有精 
闢見解。《天文臺報》不僅在國

際上的影響力日增，而且中國許

多軍政高層也備至案頭，作為參

考。

他撰寫發表的大量文章，真

實記敘了上至最高統帥蔣介石、

國府軍政要員，下至軍隊普通士

兵和平民百姓在抗戰期間的經歷

事蹟，記敘了一些抗戰決策內幕

和軍事指揮作戰過程，因此成為

記錄研究中國抗戰的寶貴資料。

1940 年，陳孝威榮獲最高

統帥蔣委員長頒電獎勉：「力贊

《三國演義》中，諸

葛亮面對三軍，端坐

在四輪車上，倏然而

出，就在輕搖羽扇之

間，他運籌帷幄，決

勝於千里之外。諸葛

亮手執羽扇的形象深

入人心。說起這把羽

扇的來歷，還有一段

傳說。

文︱洪熙

二戰軍事評論家昨夜
星辰

陳孝威（1893～1974年）， 
本名增榮，後改名向元，福建福

州人，中華民國陸軍中將，著名

軍事分析評論家、預言家。

抗戰爆發後，他投槍從文，

以其豐富的軍事經驗和獨到的眼

光，撰寫大量軍事觀察分析和評

論文章，在國際上的能見度極

高，也為國民政府爭取國際支援

貢獻良多。 1947 年榮獲國民政

府主席蔣中正題贈「功在國家」

匾額。

勤政愛民  
「六不將軍」深諳兵法

陳孝威於 1893 年誕生於

福州一個世代書香之家，早年

曾就讀福州武備學堂。 1911
年，參加辛亥革命鎮江起義。

1914 年，陳孝威考入保定陸軍

學校炮科，期間反對袁世凱簽訂

「二十一條」賣國條約，曾破指

血書，發誓反日到底。畢業後任

保定軍校上校參謀，隨駐湘西。

1926 年，陳孝威晉升福建

泰寧鎮守使，執行地方事務，

頗得民心，當地軍民曾築「捧日

台」以表彰他的功勞。著名畫家

溥雪齋因而為他畫了一張〈去思

圖〉，由鄭孝胥作記，稱其「仁

心儒術，感人至深」。

為啟迪民智，有志於新聞事

業的陳孝威兼辦遠東通信社、

《京津晚報》，揭發曹錕賄選案

內幕，轟動當時的新聞界。

1927 年北伐蘭封戰役中，

他採用「左迴旋」的戰術，大敗

敵軍，名震黃河兩岸。

陳孝威深諳兵法，以「不怕

死、不愛錢、不忘本、不枉法、

不妒能、不畏難」六個信條嚴格

治軍，被譽為「六不將軍」。

預言西安事變的發展力

主首先營救領袖

1929 年因故辭職。 1936
年經陸軍大學校長楊傑舉薦，

在陸軍大學作教員，研究對日

策略。是年創辦《天文臺報》於 
香港。

1936 年 12 月 12 日，在毛

澤東中共策動下，張學良和楊虎

城在西安發動兵變叛亂，扣押國

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

正。消息傳出，舉國震驚。

12 月 20 日，陳孝威在《天

文臺報》發表題為「急事慢做」

的文章，認為目前首先營救蔣委

員長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為此

應該「萃集全國英豪，另造一個

環境，這環境是繼續蔣委員長政

治生命而造的，是為民族生命而

造的，使蔣委員長生命與民族生

命，不可分離」。

陳孝威預言「那麼，漢卿

（張學良，字漢卿）在此新環境

下，急轉直下，也會向蔣委員長

請罪，恭恭敬敬將蔣委員長送到

南京的領袖寶座上」。

結果，事態的發展果然如陳

孝威預言。張學良和楊虎城等叛

逆遭到全國各界的強烈譴責，自

知理虧。張學良意識到自己的魯

莽行動已經犯下大錯，於是親自

護送蔣介石、宋美齡安全飛返 
南京。

握筆抗戰報效國家民族

1937 年，「七七」盧溝橋事

變爆發，日軍侵占北平天津和華

北。陳孝威以軍事家及新聞記者

二戰期間，前中將旅

長陳孝威曾經準確預

言德國對蘇聯開戰，

也曾預測日本將南進

發動太平洋戰爭等重

大事件。陳孝威獲得

美國總統羅斯福、英

國首相丘吉爾等人的

高度評價。陳被譽為

「神奇的中國軍事預

言家」。

文︱滄海

抗戰，著績宣傳，爭國際之同

情，褫敵奸之膽魄，理明詞快，

嘉慰良深。」

預言二戰大事件  
羅斯福、丘吉爾稱讚

陳孝威憑其豐富的軍事知識

和獨到的觀察眼光，在香港《天

文臺》週刊上，發表時局分析評

論文章，預言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一些重大事件。

1941 年 2 月，陳孝威發表

〈論大不列顛之戰〉，指出希特

勒德國征服中歐及西歐多數國家

後，必然要對蘇聯開戰，而且進

攻蘇聯必在攻擊美國之前。史達

林讀後卻付之一笑說：「這是別

有用心的說法，說不定那個作者

就是中國的托洛茨基分子……」

三個多月後，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國撕毀和約，向蘇聯進行

全面進攻。

1941 年 10 月，陳孝威發

表〈德、日、意對蘇、美、英三

國作戰的前景判斷〉，指出日本

勢必南進發動太平洋戰爭。美國

必須迅速擴充南太平洋海軍力

量，增加艦隊基地，以援助中

國，牽制日軍；而英國必須增加

南太平洋地區的軍力，加強與美

國、中國合作。果然不出陳孝威

所料，日本在這年的 12 月突襲

珍珠港，取得成功後很快占領南

太平洋。

自此，陳孝威和《天文臺》

成了「軍事明星」。以後每一期

的《天文臺》一出版，就被搶購

一空，各國駐香港外交官皆作為

重要情報譯發回國。美國總統羅

斯福、陸軍部長史汀生、英國首

相丘吉爾都十分重視，先後親自

拜師學道

諸葛亮幼年時，家境貧寒，

到八、九歲時，他還未能開口講

話。他家附近的山裡有一位年老

寫信給陳孝威，表示贊同和欣賞

他的觀點。陳孝威被譽為「中國

的神奇軍事預言家」。

1942 年 4 月，陳孝威在廣

西桂林發表著名之演講〈會師東

京〉，再次預言「兩三年內，日

本必敗」和蘇軍進入中國東北作

戰。他主張盟軍宜先擊敗日本，

會師東京，而後再擊敗德國，世

界才有和平。

1945 年初夏，陳孝威寫文

章對美國在太平洋戰場進攻日軍

的戰略方針進行了分析和判斷，

後來美軍的軍事行動也與其分析

相吻合。美國駐華大使曾受命給

陳孝威寫信。信中說到，美軍統

帥部在作戰部署中曾參考過他的

有關文章，特向他表示感謝。

分析總結 
為甚麼失去大陸？

1947 年，抗日戰爭勝利

後，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委任

陳孝威為「憲政實施促進委員

會」常務委員，並親筆題贈給他

「制憲開基」和「功在國家」兩

面橫匾。

1964 年，陳孝威在香港出

版 40 餘萬言的《為甚麼失去大

陸》一書，分析檢討認為國民黨

政權在大陸失敗的最主要原因如

下：

一、俄共和和日本處心積慮

向東擴張侵略中國，中國始終受

俄日兩國夾攻，難於應付。

二、歐美自由世界「重歐

輕亞」與「親俄疏華」兩謬誤政

策鑄成大錯，加上 1945 年美英

蘇三國首腦簽訂之《雅爾達協

定》，損害中華民國利益，縱容

中共坐大。

三、國府太過忠厚寬容，北

伐和抗戰期間「聯俄容共」，反

共方法欠周密，中共乘機坐大。

四、共產黨依靠陰謀詭計，

以所謂「新三民主義」和「聯合

政府」等欺騙宣傳，博得知識青

年和在野黨派同情和支持。

陳孝威將軍於 1974 年在香

港病逝，享年 81 歲，平生留有

著作《若定廬隨筆》、《太平洋

鼓吹集》、《為甚麼失去大陸》、

《陳孝威國民外交三十年》、《抗

戰軍事紀略》等。

陳孝威將軍生前所發表的

文章和著作已經成為記錄研究

中國抗戰的寶貴史料，讓後人

窺視探究那個偉大悲壯年代的

真貌實況。

諸葛亮的羽扇

看中國合成圖片

的道長，見他聰慧伶俐，頗有根

器，就治好他的啞疾，還傳授他

天文、地理、八卦和兵法。

從此，諸葛亮跟隨道長學

藝，寒來暑往，風雨無阻，每天

準時到山上求教。

有一天，諸葛亮下山時，突

然狂風大作，下起暴雨來，他就

到半山腰的破庵避雨。這時，一

個女子將他迎進屋裡。諸葛亮上

山求道七、八年，從來沒有見過

山上還有其他人住。後來每次經

過，那名女子都熱情地招待他，

二人下棋逗趣，很是開心。

打這以後，諸葛亮開始走上

岔路，對道長講的話，開始聽不

進去，也難以記住。

女色如軟藤

道長看在眼裡，於是對他

說：「風不來，樹不動；船不

搖，水不渾。」說著，他順手指

著庭院裡的一棵樹，問他：「你

看，那棵樹為甚麼長不大？要死

不死，要活不活的呢？」

諸葛亮天資聰穎，他看到樹

的身上長著葛藤，回答說：「樹

長不大，因為葛藤纏身。」諸葛

亮當下明白，師父點化他女色猶

如軟藤，一旦被纏住，將難以生

長。

道長看他已經明白了，於是

告訴他，那個女子原來是天宮的

一隻仙鶴。因為偷吃王母娘娘的

蟠桃，被貶到人間受苦，你若被

她的美貌迷惑，一旦渾渾噩噩下

去，一切努力都會前功盡棄。

以羽為戒

諸葛亮恍然大悟，於是和那

位女子分離，了卻了一段孽緣。

而為了提醒自己，不再荒廢

1961年，陳孝威將軍自海外抵達臺北，參加陽明山第二次會談。
陳孝威在香港首創中國第一家權威性軍事報紙《天文臺報》。

中央社

諸葛亮（網絡圖片）

陳孝威的神準預言

學業，諸葛亮便用仙鶴羽毛製

成一把扇子，帶在身邊隨

時作為警鑒。

扇揚清風

自 古 以 來， 扇 子 是

常用的隨身物品，用法則

可文可武。文人在扇子上

題詩作畫；武士用改造的

扇子作為防禦或擊打的利

器；戀人則以扇子作為定情 
信物。

東晉時期，袁宏奉命擔任

地方官，謝安送他一面扇子，

勉勵袁宏為當地百姓送去仁義

風氣。從此，扇子又多了「仁義

清風」的含義。

至大唐時，唐太宗贈送菖

蒲扇給臣子，取菖蒲清香驅邪

的意思，同時勉勵大臣「扇動清

風，增揚美德」。

小小的扇子，作為中華五千

年歷史大戲中的一個道具，漸漸

擁有了不同的精彩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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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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治秋燥 推薦6種瓜

俗諺說「秋不吃瓜，百病復

發」，瓜類富含微量元素，有消

暑、利濕、清熱的效果，可以緩

解身體的不適症狀，預防疾病。

秋天適合吃6種瓜

�苦瓜

苦味食物具有清熱解暑、除

煩提神、健胃等功用。中醫說

「虛火百合，實火苦瓜」，當秋

天出現「實火」症狀時，吃點苦

瓜可以去熱、增進食慾，緩解由

疲勞和煩悶帶來的不良情緒，恢

復精神。

苦瓜用來涼拌或煲湯，都有

很好的「滅火」功效。

�絲瓜

絲瓜味甘、性涼，有解熱消

渴、清暑涼血、祛風化痰、解毒

通便、調理月經等功效，不僅適

合夏季食用，也是秋季非常好的

養生菜。絲瓜的熱量很低，所含

木聚糖能幫助糖尿病患者控制餐

後血糖。便秘患者出現食慾不

振、腹脹不適、煩躁焦慮等症狀

時，也可以吃點絲瓜來緩解。

秋季
養生

加入胡蘿蔔可成為一道護眼餐。

�瓠瓜

瓠瓜性平，有利水消腫、止

渴除煩、通淋散結的作用，主治瘡

毒、黃疸、癰腫、水腫出現腹水、

煩熱口渴等症。所含胡蘿蔔素含量

較高，能抗氧化，還含有胰蛋白酶

抑制劑，對降血糖有幫助。秋季晝

夜溫差較大，易患感冒，吃一些

瓠瓜可以增加免疫力，預防疾病發

生。胃口不好的人吃點瓠瓜，亦能

增進食慾，獲得營養。

不過，也不是所有的瓜果都

適合秋天食用，尤其是西瓜不宜再

吃，以免吃壞肚子，損傷脾胃。此

外，薑、蒜、蔥、韭菜、辣椒等性

溫、燥熱的食物也要少用，夏熱未

清又生秋燥，容易罹患溫病熱症。

文︱葛維治

秋天到來，氣候漸

涼，早晚溫差大，空氣也

逐漸變得乾燥，許多人

會出現鼻咽不適、乾咳少

痰、皮膚乾燥、口腔潰瘍

等類似感冒的症狀，也有

許多慢性病患會在此階段

感到不適，其實這些是典

型的「秋燥」現象，可以

運用飲食來調養，不需服

用感冒藥物。

�冬瓜

冬瓜味甘，性微寒，含多種

維生素和人體所需的微量元素，

有除煩止渴、清熱化痰、降火解

毒、利尿消腫等功效，還能促進

食慾，調節人體的代謝平衡。冬

瓜含糖量較低且不含脂肪，適合

高血壓、糖尿病、心腦血管疾病

等患者食用。

�黃瓜

黃瓜味甘，含水量高，糖分

很低，食之有清熱解毒、生津止

渴、減重的功用，長期食用，還能

美白肌膚、預防痤瘡、保持肌膚彈

性，是眾所周知的美容食物。秋天

如有鼻乾咽痛的現象，不妨吃些涼

拌黃瓜，能收到去火利咽的效果。

�南瓜

南瓜是秋天的應季瓜類，富

含維生素A、C、E、B6和β-胡
蘿蔔素，以及膳食纖維等，有提高

免疫力、美容養顏、促進腸胃蠕動

的功效。南瓜中澱粉含量較高，可

以取代一部分主食。天冷時，喝點

暖身的南瓜濃湯，能夠飽腹溫胃，

整版圖片：FOTOLIA

秋季3種食療湯

1. 雪 梨 湯： 梨 含 有

85% 以上的水分，是補水

最佳水果之一。熬雪梨湯可

以放入一些川貝，能起到很

好的護嗓作用。

2.銀耳湯：銀耳是藥

食同源的佳品，能滋陰潤

肺，預防呼吸系統疾病。

3.百合大棗湯：百合

能滋陰潤肺、止咳祛痰、鎮

靜安神；大棗性溫，可養心

補血、健脾生津。二者共煮

成湯，有助於健脾益氣、潤

肺止咳、清餘熱，主治慢性

咳嗽、陰虛咳嗽等症。

日常生活中，常常會遇到

一些小問題、小狀況，若知

道如何處理，您就會得心

應手，輕鬆許多。以下介

紹一些生活養生小妙招，

供您參考。

文︱小萍

民間妙方

生活養生
小妙招

雪梨湯

銀耳湯

南瓜

南瓜可提
高免疫力，

美容養顏。

文︱鄧正梁 
（正梁中醫診所院長）

華佗的神奇醫術
矣！」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

男，在右則女。人云「在左」，

於是為湯下之，果下男形，即癒。

縣吏尹世苦四支煩，口中

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

曰：「試作熱食，得汗則癒；不

汗，後三日死。」即作熱食而不

汗出，佗曰：「藏氣已絕於內，當

啼泣而絕。」果如佗言。

府吏倪尋、李延共止，俱頭

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

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

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治之

宜殊。」即各與藥，明旦並起。

華佗的心理療法

又有一郡守病，佗以為其人

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

治，無何棄去，留書罵之。郡守

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佗。郡守子

知之，屬使勿逐。守瞋恚既甚，

吐黑血數升而癒。

這段的意思是，某郡守患疑

難症，百醫無效，其子來請華

佗，陳述病情，苦求救治。華佗

來到病人居室，問訊中言語輕

慢，態度狂傲，索酬甚巨，卻不

予治療而去，還留書謾罵。郡守

原已強忍再三，至此大怒，派人

追殺，蹤跡全無。憤怒之下，吐

黑血數升，沉痾頓癒。原來這是

華佗使用的一種心理療法，利用

喜、怒、憂、思等情志活動調理

身體，以癒其疾。

華佗的剖腹手術

又有一士大夫不快。佗云：

「君病深。當破腹取。然君壽亦

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忍病

十歲，壽懼當盡，不足故自刳

醫 師 講 堂

授伊尹，伊尹以授湯，湯歷六師

以授太公，太公授文王，文王歷

九師以授醫和，醫和歷六師以授

秦越人，秦越人始定立章句，歷

九師以授華佗，華佗歷六師以授

黃公……」華佗承傳了自黃帝以

來醫道的正統。

華佗的醫案簡介

華佗年輕時，即一邊遊歷、

一邊做「走方醫」，活躍於蘇、

魯、皖、豫地區。漢獻帝初，沛

相陳珪薦其為孝廉，太尉黃琬徵

他為幕僚，皆不就，樂於在民間

懸壺濟世。陳壽《三國志》記載

了華佗的一些醫案：

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

痛不安，佗視脈，曰：「胎已死

裂。」士大夫不耐痛癢，必欲除

之。佗遂下手，所患尋差，十年

竟死。

太祖聞而召佗，佗常在左

右。太祖苦頭風，每發，心亂目

眩，佗針鬲，隨手而差。

對於華佗的剖腹手術，《三

國志》記載：「若病結積在內，

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刳割者，便

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

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斷

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

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間，

即平復矣！」

華佗還培養了弟子多人，

如：彭城的樊阿、廣陵的吳普、

西安的李當之。還有諸多醫書，

雖非華佗真傳，卻也不排除包

含了華佗的學術思想與醫療實

踐，如：《中藏經》、《枕中灸刺

經》、《華佗方》、《青囊方》、

《脈訣》、《脈經》等。

華佗是醫道的承傳者，年少

幸得名醫傳授，在〈黃帝八十一

難經序〉中，作者王勃寫道：「昔

者岐伯以授黃帝，黃帝歷九師以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縣人，

大約生活於東漢沖帝永熹至

漢獻帝建安年間，是東漢末

年著名的醫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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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衍，字叔達，南朝南蘭

陵中都里人（今江蘇武進縣），

生於公元 464 年。

極具天賦

蕭衍是漢代相國蕭何的後

代，在位 48 年，壽 85 歲，是

秦始皇以來中國歷史上第二長

壽皇帝，僅次於清朝的乾隆。

蕭衍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文武

都精專的帝王。《資治通鑑》說

梁武帝「博學能文，陰陽、卜

筮、騎射、聲律、草隸、圍棋

無不精妙。」而其天生就具備的

文采和軍事才能，在他 7、8 歲

時就給他帶來了顯赫的聲譽。

蕭衍少時就聰明且喜歡讀

書，是個博學多才的少年，尤

其在文學方面很有天賦。當時

他和另外七個好友被稱為「八

友」，其中包括歷史上有名的沈

約、謝眺、范雲等。

做南朝皇帝四十八年

蕭 衍 做 皇 帝 時 間 長 達

四十八年之久，在南朝的皇帝

中列為第一位。

蕭衍做皇帝初期的政績是

非常顯著的。他吸取了齊滅亡

的教訓，自己很勤於政務，不

分冬夏春秋，總是五更天起

床，批改公文奏章。他為了廣

泛地納諫，聽取眾人意見用好

人才，下令在門前設立兩個盒

子（當時叫函），一個是謗木

函、一個是肺石函。如果功臣

和有才之人，沒有因功受到賞

賜和提拔，或者良才沒有被使

用，都可以往肺石函裡投書

信。如果是一般的百姓，想要

給朝廷提甚麼批評或建議，可

以往謗木函裡投書。

蕭衍很重視對官吏的選拔

任用，他要求地方的長官一定

要清廉，清正廉明。

一心向佛

南朝是中國佛教文化的重

要發展時期，梁武帝的極力推

崇使佛教在江南得以廣泛傳

播。他在位期間曾四度捨身，

成為中國第一位「和尚皇帝」。

梁武帝年輕時信奉道教，

登基第三年，他便率僧俗二萬

人舉行大法會，宣布自己「捨道

歸佛」。他希望通過「以佛化

治國」的途徑，將人們對現實名

利的關注引向對生命永恆的追

求與超脫。

梁武帝皈依佛門後，曾四

度捨身同泰寺。 527 年，他在

同泰寺裡住便房睡素床，用土

瓦茶具和碗，每日晨鐘暮鼓念

誦經文，還與寺僧一起打掃佛

殿。國不可無君，文武大臣們

苦苦哀求，才把梁武帝請回到

了皇宮。 529 年 9 月，梁武帝

在同泰寺裏舉行「四部無遮大

會」，他帶領群臣拜完佛後不願

回宮，當晚便住在同泰寺裡。

第二天，他在佛堂上為四部大

眾開堂講經，大臣們百般勸說

無果，於是，朝廷自公卿以下

的群臣出錢一億（古代一億為

十萬）奉贖，梁武帝方才於 10
月還宮。 546 年 83 歲的梁武帝

再次捨身，結果群臣花錢二億

再次將他奉贖。一年後，梁武

帝第四次捨身同泰寺，他一共

出家 37 天。貴為皇帝卻捨身出

家，梁武帝以身弘法，極大地

擴大了佛教在中國的影響力。

由於帝王的推崇並以身事

佛，南朝佛教至梁武帝時期達

到了頂峰，上至帝王宗室，下

至世家大族、平民百姓都崇信

佛事，佛教乃成為國教，興盛

空前。

早飯後，大嫂拉了一把黛玉。黛玉

明白大嫂有話要說。等眾人離開了飯

廳，大嫂悄聲問：「有情況，你發現了

沒有？」黛玉問：「你發現了什麼？」大

嫂笑著說：「你看紫鵑，這幾日臉上木

木的，一點笑容沒有。良玉本來話就不

多，如今更是個冷面人了。我發現他飯

量也減了，人好像也瘦了……」黛玉說：

「難道他兩人慪氣了？」黛玉沉吟了一會

說：「大嫂！你放心，我有辦法。」大嫂

笑著說：「這還差不多，我還以為你只顧

小夫妻倆樂，把別人都忘了呢！」黛玉臉

一紅，說：「怎麼會？」向大嫂擺擺手，

笑著出去了了。

午飯後，寶玉在練字，黛玉在窗下

繡花。看到紫鵑從哥哥房間出來，一把

將紫鵑拉進了屋，把她按在椅子上，說

「你如今一心一意全在我哥身上了，把我

們都拋在腦後了。」紫鵑說：「我是伺候

人的丫頭，只是盡丫頭的職責罷了。」黛

玉說：「你是我的親妹妹，誰敢把你當

丫頭，我哥在你跟前端上了主人的架子

了？」說著放下針線活，要找她哥算賬。

紫鵑連忙拉住了她，說：「他是主，我是

僕，主人愛理你，不愛理你，隨他們的

心，人家沒有錯。」察言觀色，黛玉已明

白了八、九分。黛玉說：「好妹妹，你以

後有什麼委屈，只管告訴我，別自己慪

氣，好嗎？」寶玉也說：「你若氣病了，

良玉怎麼辦？」紫鵑倒哭了起來。兩人勸

慰了好一會。

良玉端坐在書桌前讀書，黛玉走到

了他跟前。良玉一抬頭，不由一愣：「你

來了，怎麼半點聲響也沒有？」「怎麼

了？我來了，還要大張旗鼓啊？」黛玉

待了一會，問：「你暫且把書放下，我問

你，你欺負紫鵑了嗎？」良玉說：「我怎

敢？」黛玉說：「要不，就是給人家臉色

看了？幾天不搭理人家了？」良玉一愣，

說：「她到你那裡告狀了？」黛玉一笑，

指著他說：「兩句話就套出來了，果然如

此！」良玉說：「她在我這裡太憋屈了，

我看她在你和寶玉跟前倒是開心得很！」

黛玉一笑：「噢！我明白了！你是嫉妒我

們三人好！我們三人從小一處長大，太

熟悉了，經常開玩笑。」良玉說：「既然

如此，當初為何不把她一起娶了，三人

在一起不更樂嗎？」黛玉笑著說：「我怎

麼嗅出一股酸味？你以為他倆相愛嗎？」

良玉緊問一句：「你說呢。」黛玉「噗哧」

一聲笑了：「寶玉確實喜歡紫鵑，可那是

愛屋及烏。我和紫鵑情如姐妹，我擔心

她一出嫁，我們就會天各一方，所以我

當初多次勸寶玉，把紫鵑也娶過來。可

寶玉……」「寶玉怎麼了？」黛玉小聲說：

「寶玉說，他心中早讓我一人佔滿了，再

中國第一個 「和尚皇帝」 梁武帝蕭衍

Xiao Yan, whose courtesy name was 
Shuda, lived in the period of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420 – 589 AD). 
He was born in 464 AD in Zhongdouli, 
Nanlanling County (the current Wujin 
County of Jiangsu Province). Xiao Yan 
was Emperor Wu of the Liang Dynasty 
(one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Xiao Yan Was a Gifted Person
Xiao Yan was a descendant of Han 

Dynasty Prime Minister Xiao He. Xiao 
Yan was a rare emperor in Chinese history 
because he was gifted in both literature and 
military talent. According to Zizhi Tongjian 
[literally: "Comprehensive Mirror to Aid 
Government," a famous Chinese history 
book by the great historian Sima Guang 
(1019 – 1086 AD) that covers sixteen 
dynasties and spans across 1363 years], 
Emperor Wu of the Liang Dynasty was 
"erudite and good at writing and literature, 
yin yang, divination, riding and archery, 
recital of poetry, calligraphy of Cao (a fully 
cursive style) and Li (Clerical Script), and 
Go [an ancient board game]." His natural 
talents in literature and military arts earned 
him an outstanding reputation at the age of 
seven or eight years old.
An Emperor for Forty-eight Years in the 

Period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Xiao Yan was an emperor for 48 years. 

He maintained the longest reign among 
all of the emperors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Xiao's achievements in government 
were outstanding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his rule. He noted the demise of the Qi 
Dynasty and he worked diligently in his 
handling of state affairs. He always got 
up before 5am to review the submitted 
reports regardless of the time of year. 
To  encourage  op in ions  f rom o thers 
and find talented people, he had two 
boxes placed in front of the palace gate. 
One box was called the Criticism Box, 
the other the Suggestion Box. If there 
were accomplished officials or gifted 
individuals who had not been awarded or 
promoted for their accomplishments, or if 
there were talented persons who had not 
been utilized by the government, people 
could put their recommendations in the 
Suggestion Box. If the common citizens 
wanted to criticize or make suggestions 
to the government, they could put their 
letters in the Criticism Box.

Xiao paid a lot attention to choosing 
and appointing officials. He expected 
local officials to be honest, uncorrupted, 
and righteous. 
Wholeheartedly Believing in Buddhism 

and Willing to Give Up the Throne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were a  very important  per iod in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t culture in China. 
Emperor Wu of the Liang Dynasty did his 
best to promote Buddhism, which resulted 
in Buddhism becoming more widely 

spread throughout Southern China. While 
he was Emperor, he went to a temple to 
become a monk four times; he thus was 
the first "Monk Emperor" in China.

Xiao Yan believed in Daoism when 
he was young. In the third year after he 
became Emperor, he led 20,000 people, 
inc lud ing  bo th  monks  and  common 
citizens, to hold a Buddhist assembly, 
where  he  c la imed  tha t  he  "gave  up 
Daoism for Buddhism." He hoped to "use 
Buddhist principles to rule the nation," 
so as to enable people to relinquish their 
attachments to fame and self-interest and 
pursue eternal life and transcendence.

After Emperor Wu declared himself 
a believer of Buddhism, he went to live 
in Tongtai Temple four times. In 527 
AD, he went to the temple and lived in 
a plain room with a simple bed; he used 
earthenware teapots, cups, and bowls. 
He recited the scriptures; he struck the 
bell in the morning and beat the drum in 
the evening. He also cleaned the temple 
along with the other monks. Because a 
nation cannot function without a leader, 
h i s  o ff i c i a l s  begged  h im to  r e tu rn . 
After many requests by the officials, he 
accepted and returned to the palace. 

In September of 529 AD, he held a 
religious service at Tongtai Temple. After 
finishing the ritual with his officials, he 
decided to stay overnight at the temple. 
The  nex t  day,  he  gave  a  l ec tu re  on 
Buddhist scriptures. Again, he did not 

want to go back to the palace, even after 
his officials tried many times to persuade 
him. It was only after the officials (from 
the ministers to those in the lower ranks) 
donated money in the amount of one 
hundred million to redeem him did he 
return to the palace in October. 

In 546 AD, when Emperor Wu was 
83 years old, he went to the temple again. 
In the end, the officials donated two 
hundred million to get him back. One 
year later, he went to Tongtai Temple 
for the fourth time and he lived there 
for a total of 37 days. He was willing to 
become a monk even when he was an 
Emperor who commanded everyone in 
the nation. 

Through his devoted promotion of 
Buddhism, the influence of Buddhism 
greatly expanded in China. It reached its 
peak during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at the reign of Emperor Wu 
of Liang. At that time, all people, from 
the emperor to the royal family and from 
the noblemen to the common citizens, 
b e l i e v e d  i n  B u d d h i s m .  B u d d h i s m 
experienced unprecedented popularity at 
this time, and it became the religion of the 
whol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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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1）

黛玉
後傳

文/黃靚

沒有第二個人的位置。」良玉笑了，低

頭瞅著黛玉，說：「不害臊，這樣的私

房話也拿出來說。」黛玉的臉「騰」的紅

了，「不是怕你誤解嗎？一急就……」良

玉轉身倒了一杯茶，遞給黛玉，「別害

羞了，喝點水吧。其實在哥哥跟前就應

該無話不說。」黛玉喝了幾口茶，接著

說：「傻子都能看出，紫鵑是多麼喜歡

你，敬重你，你就如此遲鈍，沒任何感

覺嗎？」「我？……」良玉欲言又止。黛

玉說：「你剛才還說咱們兄妹間應無話不

說。此刻，你為何遮遮掩掩。紫鵑是個

極端莊穩重的姑娘，自尊心極強，她知

道自己出身低微，唯恐別人，尤其怕你

看輕她，你一個眼神，一個動作，她都

能感受到你對她的態度。何況幾天對別

人不理不睬，你知道你對她的傷害有多

深嗎？」良玉此刻痛悔不已，「我，我錯

了，可是我也不好受啊！」黛玉說：「你

活該！你自作自受，也不弄清情況，就

捕風捉影，胡思亂想。」良玉說：「可

是那天寶玉明明告訴我，他差點娶了紫

鵑，還不斷誇讚她。」黛玉一笑，說：

「咳，我們家的那位活寶，開起玩笑來，

不知輕重，你可別信他。」黛玉忽然像想

起了什麼，頓住了，又說：「不對！他也

許故意那樣說，試試你對紫鵑的態度。

我說那天怎麼像發了瘋似的，恣意同紫

鵑調笑，原來是演給你看的！你這個老

實人竟當真了。我們也都上了他的套。」

良玉說：「寶玉本來就比我們都聰明。」

黛玉說：「說了半天，有一句最要緊

的話，你到底喜不喜歡紫鵑？」「我……」

看他又不說了，黛玉想，為什麼每次話

一到此處，他就支支吾吾。「難道你有

了心儀的姑娘？」良玉連忙說：「沒，沒

有。」黛玉說：「你想以後找個門當戶對

的吧？」良玉直搖頭，說：「前幾年求婚

的人絡繹不絕。母親也問過我，到底想

找個什麼樣的姑娘。我告訴母親，我不

想要官宦人家的小姐，現在官場結黨營

私，拉幫結派，一旦當了官宦人家的女

婿，一下就陷入爭鬥的漩渦；至於富家小

姐，我也不感興趣，咱們家夠富了，不

需要女家來幫襯。再說富家小姐，往往

嬌生慣養，飛揚跋扈。所以我不看重門

閥、地位。只要姑娘好。母親也很贊同

我的看法。」黛玉欣喜地點頭，說：「咱

們不謀而合，我也贊同。可是你認為的

好姑娘又是什麼樣子的呢？」良玉沉思了

一會，說：「我看中人品，我喜歡單純、

善良、溫柔、體貼的女孩，當然模樣也

要好，還要聰明、靈秀。」黛玉微笑著歪

著頭聽他說，只見良玉頓了一下，又笑

笑說：「最好能對我有些許崇拜……」黛

玉說：「你嘴中描述的姑娘，不是很像紫

鵑嗎？既如此，你為何還……」（待續）

殫心竭慮找癥結  苦口婆心勸鴛鴦

China’s First “Monk Emperor” Xiao Yan

◎文|李瓊

蕭
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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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珙，字廷玉，浙江鄞

縣人，天賦異稟，好學又善

作詩。他到海外洛伽山遊歷

時，遇到一位奇特的和尚別

古崖，因而習得了相面之

術。袁珙在元代時就已經很

出名了，相過上百位大夫，

言斷他們的生死禍福，沒有

不靈驗的。

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

間，袁珙在嵩山寺遇見姚

廣孝 ( 朱棣的謀臣 )，藉著

姚廣孝的推薦，他被召到

北平面見燕王朱棣 ( 朱元璋

之子 )。當時燕王同九個與

他樣貌相似的衛士混雜在一

起，手持弓箭，在店中飲

酒。袁珙一見燕王便立即

跪下道：「殿下為何輕車簡

從來到此地？」九個衛士笑

他胡說，但袁珙卻說得更加

懇切。後來袁珙被燕王召入

宮中，他仔細地看了燕王的

相貌說道：「龍行虎步，日

角插天，太平天子也。四十

歲時，長鬚過臍，即登大位

矣。」燕王擔心這些話會洩

漏出去，便將他送回家。

後來燕王不滿朝廷的削

藩詔令，發起靖難之役，起

兵奪位成功，史稱明成祖。

之後袁珙被任命為太常寺

丞，掌宮中禮儀，並賜冠

服、鞍馬、綢緞、錢鈔與宅

第等。( 參閱《明史 ‧ 方伎

傳》)

袁珙看相燕王朱棣

◎編輯整理︱史為成
天命已定 切勿人為 ◎編輯整理︱夏泠

既然李淳風已推算出

將會有一名武姓女子取代

李家天下，為甚麼唐太宗不

殺了她呢？

唐太宗年代，有段秘記曰：

「唐朝開國三代之後，將會有一

位姓武的女王代替李家統治天

下。」唐太宗秘召李淳風，商討

如何處理這件事，李淳風道：

「臣根據玄學推算，這種徵兆已

經形成，此女已經出現在陛下

的宮殿中了，從現在起不超過

四十年，她將取得天下的統治

權，並且開始誅殺唐氏子孫，

幾乎殲滅。」

太宗問：「把她找出來殺了

如何？」李淳風道：「這是上天

的安排，不可以破壞。」

李淳風繼續說道：「唐氏子

孫即使不死，也不一定能爭到

皇位，況且據臣推算，此女已

經長大，就在宮內，成為陛下

的家屬，再過四十年，她會衰

老，老了就會變得仁慈，不至

於將陛下的子孫斬盡殺絕。如

果現在逆天而行，將她殺死，

她還會轉生。過四十年後，仍

會取得天下。而那時的她年輕

毒辣，為了報復當初殺她的血

仇，她會把陛下的子孫殺得一

個也不剩。」

太宗接受了李淳風的開導

和勸阻，從此不再追究此事。

( 參閱《太平廣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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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整理︱黃娟

日者是甚麼樣的職業

日者司馬季主正閒坐館中，

三、四個弟子陪侍著他，討論天

地之道、日月運轉及陰陽吉凶的

本源。宋忠與賈誼向前拜見，司

馬季主見他們的樣貌像是有知識

的人，對二人還禮後，叫弟子引

他們就座，然後司馬季主重新疏

解前面講述的內容，無不順理成

章。宋忠、賈誼聽得十分驚喜而

有所領悟，便整理冠帶，正襟危

坐的說：「先生的容貌與談吐是晚

輩於當今世道上還未曾見過的，

但是為何像您這樣的高人要從事

這份汙濁的職業呢？」

司馬季主捧腹大笑說：「我

看兩位像是有道術的人，怎麼會

說出這麼淺薄又粗野的話？你們

所認為的賢者是甚麼樣子？所謂

高尚的人又是誰？為何認為我的

職業卑微汙濁呢？」

兩位大夫說：「世人認為凡

處於高官厚祿的人，必是賢能或

高尚的人，如今您所處的地位並

非如此，所以說是低微的。

卜筮者說話不真實，做事不

靈驗，索取不恰當，所以說是汙

濁的。世人都說：『卜者多以誇

大的言辭來迎合人情，虛假地抬

高人們的祿命來取悅人心；解說

災禍讓人憂傷，假借鬼神騙盡錢

財，貪求酬謝為己謀利。』這都

是我們認為可恥的行徑，所以才

說卜筮是低微汙濁的職業。」

日者乃「上德不德 
是以有德」之人

司馬季主說：「能識別賢與

不肖的人太少了。述而不作，是

古代君子的本意。卜者占卜，上

必效法天地之道，下必取象四時

變化，再以仁義之原則，占卜定

卦，決疑定策，然後才能解說天

地間的利害與人事間的成敗。

昔日先王安邦定國，必先龜策

日月，才敢代天治理百姓；選擇

吉日，才敢遷入新居；家中生子

必先占卜吉凶，然後才敢受胎養

育。自伏羲氏創制八卦，周文王

演化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

王勾踐仿照文王八卦而大破敵

國，稱霸天下。由此看來，卜筮

有甚麼可憂慮的呢？

再說卜筮者，清掃潔淨後設

座，端正衣冠後才能談論事情，

這是合乎禮儀的表現。他們的言

論使鬼神或以享用祭享，忠臣因

而侍奉他的國君，孝子因而供養

他的雙親，慈父因而養育他的孩

子，這是有德的表現。只要花近

百小錢，生病的人或許能痊癒，

將死之人或許能得生，禍患或許

能避免，事情或許能成功，嫁女

娶婦或許能得以養生；如此功德

哪裡只值近百個銅錢！卜筮者給

人的利益多而受人的酬謝少，這

與老子所稱：『最崇高的美德像

無德一般』，有何不同？」

( 參閱《史記‧日者列傳》)

宋忠和賈誼是漢文帝在位

時的朝臣，賈誼聽說古代聖人

如不在朝為官，就必在醫卜之

列。

◎編輯整理︱宋伂文

歷史上天命 
在夏商周的轉移

昔日三苗大亂，上天下命誅

殺他，於是顯示出各種怪誕的現

象：夜裡出現太陽，接連下三日

的血雨，龍在廟堂中出現，狗在

市場上嚎哭，夏天水結成了冰，

大地裂開，泉水自地底湧出，五

穀發生變異。

有苗背離了宇宙的節律，於

是古帝高陽在玄宮授禹天命，禹

拿著上天所賜的瑞符親征有苗。

結果苗軍戰敗，從此融入華夏部

落，世間重新誕生出新的秩序。

到了夏朝末年，夏桀在位

時，日月不能按時運行，季節也

失去秩序，五穀枯死，國都有鬼

叫聲，野鶴哀鳴了十幾個晝夜。

天在鐮宮命令湯：「去接替夏朝

的天命，夏德衰亂，我已將他的

命運斷絕了，你前去誅殺夏桀，

我必定使你得勝。」結果湯戰勝

夏桀，創建商朝，天下諸侯皆來

歸附。

等到商紂王在位時，祭祀失

時，夜中出現十個太陽，在薄地

下了泥土雨，九鼎 ( 傳國寶器 )
遷移位置，夜晚出現女妖，有鬼

在晚上嘆喟，還有女子變成了男

子，天下了一場肉雨，國都大道

長出荊棘；紂王仍不思悔改，變

本加厲地放縱自己。

當赤鳥銜著珪降落在岐山的

社廟，意味著上天授命周文王討

伐殷商。賢臣泰顛奔來相助，河

圖、乘黃 ( 神馬 ) 等瑞兆也出現

了。周文王即位後夢見三位神人

說：「我已經使紂王沉湎在酒樂

之中，你去攻打他，我必使你得

勝。」最後武王滅商興周，命令

諸侯分祭諸神，並祭祀紂的祖

先，政教通達四方，天下沒有不

歸附的。

五星聚會 
是改朝換代的天象

玄宮與鐮宮是禹和湯承接天

命的地方，它是地上的宮廟嗎？

赤鳥銜珪降落在周的岐社 ( 周
人祖先的社壇 )，象徵周朝的崛

起，該如何解讀這神話般的傳說

呢？美國天文考古學家班大為

(David W. Pankenier) 以 其 獨

特的視角說道：玄宮在周晚期通

常是指冬季或北方的天區，是天

帝顓頊的居所。

石申《星經》中寫道：玄

宮乃二十八星宿中的營室，約

3500 年前在黎明時升起。

《太平預覽》引《禹時鈞命

決》曰：「禹時五星累累若貫珠，

炳炳如連璧。」回推上古天象可

看見在公元前 1953 年 2 月下旬

的黎明前，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

在營室 ( 玄宮 ) 所在的黃經上聚

會，壯觀的星象排列該是被先人

視作「瑞符」或「圭」的圖式。

恰如墨子所言：「高陽 ( 顓頊 )
乃命玄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

有苗。」

到了夏朝晚年，夏桀失

德，又一場五星聚會的出現預

告夏朝的結束。《竹書紀年》

載：「帝癸 ( 夏桀 ) 十年，五星

錯行，夜中星隕如雨。地震。

伊、洛竭。」這次的五星聚會不

同於一般，因為受到太陽運行

的影響，先人可能看到五大行

星交叉往來的運動方式，故以

「錯行」來描述。時間在公元前

1576 年 11 月到 12 月，位置在

人馬座，而且在 12 月分有兩次

顯著的流星雨。湯承接天命的

鐮宮有可能是人馬座位置的四

象之一，於是在二十一年後，

商湯滅夏。

到了商朝末年，商紂失德，

仍是一場五星聚會預告商朝的結

束。公元前 1059 年 5 月下旬的

黃昏，四象中南方朱雀的柳宿

( 喙 )、星宿 ( 頸 )、張宿 ( 嗉 )
落在岐山後的西方地平線上，五

大行星在輿鬼宿聚會，靠近朱雀

的喙。這樣的星象排列映在先人

眼中像是一幅赤鳥銜著珪坐落在

岐山的圖像；天命再次轉移，

墨子寫道：「赤鳥銜珪，降周之

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

國。』」

從三代更替的模式中明諭著

──奇特的天象、自然界失序的

怪誕表現與天命轉移之間有很強

的相關性。

( 參閱《中國上古史實揭

密》)

玄宮與鐮宮是禹

和湯承接天命的地

方，它是地上的宮廟

嗎？赤鳥銜珪降落在

周的岐社 (周人祖先
的社壇 )，象徵周朝的
崛起，該如何解讀這

神話般的傳說呢？

改朝換代的天地之象
大禹.商湯.周武王.唐太宗:公有領域 ;其他來源:FOTOLIA

宇宙秩序即道德秩

序，當人間的天子失

去德行，背離天道，

天地會出現異象預告

天命的轉移，人間即

將有新的局面。

▲大禹平定三苗鞏固君權

▲商湯戰勝夏桀創建商朝

▲完成周代商的周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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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父母希望孩子成為自己

想像中的人才，過早的為孩子選

定專業方向，憑自己的喜好培養

孩子，這對孩子的健康成長極為

不利。某些父母逼著孩子去學習

繪畫和音樂，根本不顧孩子的感

受，也沒有用有效、正確的方法

引導孩子，這樣做只會令孩子反

感。從小在父母的打罵中學習，

孩子怎麼能夠熱愛學習呢？

盡量爭取和果斷放棄
作者的教育宗旨是培養全面

的人才，在兒子的早期教育中特

別注重多方面的培養。只要兒子

喜歡，所有想學的東西都會盡量

滿足他。只要對兒子成長有利的

事都不會去反對，也不會限制兒

子做某些想做的事情。

卡爾在早期教育中學到了很

多知識，還有很多有意義的愛

好。但是，這些都是卡爾自己主

動要求學習的，他對每一件事都

充滿了強烈的興趣。他不僅在學

習之中找到了樂趣，而且在愛好

之中享受了美好的童年。

作者沒有要求兒子把所有的

知識都學到登峰造極，因為這是

不可能的。把兒子培養成全面的

人才，並不是要造就無所不能的

超人。兒子喜歡畫畫、喜歡音

樂，他就一直鼓勵和支持兒子，

因為這些愛好有助於增強孩子的

想像力和創造力，他並不是要把

兒子培養成一個藝術家。

當孩子迷上了某種不切實際

的事物時，父母有責任幫助他做

出選擇。全面培養孩子並不是面

面俱到，還要看環境、條件是否

許可，尤其是要根據他的身心特

點、興趣愛好和發展前景而因材

施教。因為不能讓孩子在沒有可

能成功的路上耗費寶貴的生命，

父母就要盡量抓住機會，教會孩

子從現實中去思考問題。

作者經常告訴兒子：「能夠

爭取的就盡量爭取，應該放棄的

就果斷的放棄，因為這是一種智

慧，也是對人生的一種考驗。」

在兒子學習樂器的時候，偶爾彈

錯並不會受到責罵，也不會為這

些失誤感到失望。兒子喜歡練

琴，即使彈得不完美也是好事，

因為他只是培養兒子的愛好，通

過音樂陶冶性情、開發智力。

在卡爾 8、9 歲時，有一天

突然說不想再學習語言、數學等

知識了，想成為一個英勇的武

士，想成為一個威武的將軍。他

瞭解兒子的心情，這時正處於對

未來充滿希望，想成功、想征服

世界。為了讓兒子懂得做人的道

理，他先講武士必須具備的條

件，然後再慢慢開導兒子。

「兒子，你忘了我給你講過

的那些故事嗎？那些東方的武士

是多麼的英勇啊！」兒子充滿憧

憬的說：「是啊，我就是想成為

那種英勇的武士，行俠仗義，劫

富濟貧，救助窮人。他們從小苦

千字文

女 慕 貞 潔

男 效 才 良

謝 枋 得（1226 年 － 1289
年），字君直，號疊山，遠祖居

會稽，信州弋陽（今屬江西）

人，南宋遺民、文學家，隱居福

建建寧府建陽縣、被元朝徵調至

燕京，不降，絕食而死，門人私

諡文節。

（1）庵：圓頂的草屋。（2）
桃源：桃花源，出自晉 ‧ 陶潛

〈桃花源記〉。（3）避秦：躲避

秦始皇時代的暴政。（4）遣：

使。（5）漁郎：〈桃花源記〉中

的武陵漁夫。（6）津：渡口。

尋得桃花源好逃避秦王暴

政，眼見桃花鮮紅，又是春天來

臨。落花飛舞時別讓它隨流水而

去，怕有漁夫來探問渡口所在。

陶淵明〈桃花源記〉記述晉

代一名武陵的漁夫，順著溪流偶

然進入桃花源，此地村人過著與

世無爭、怡然自樂的日子。他們

的祖先因為躲避秦時亂世，帶著

妻子鄉人來此與世隔絕之處。當

漁夫闖入時，他們不知漢代已

過，更別提魏晉朝代了。村人紛

紛請漁夫到家裡享用酒食，離開

時並交代漁夫不可告訴外人桃花

源之事。可是漁夫一出去就告訴

了太守，太守派人隨他前往尋

找，但已經找不到路了。這首詩

以桃花源比喻慶全庵，以秦比喻

元。謝枋得晚年隱居在福建十二

年，身為宋朝遺民不願在元朝做

官， 「怕有漁郎來問津」 指深怕

地方官又要找來要他作官。

謝枋得與文天祥為同榜進

士，文天祥的詩句：「人生自古

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傳

頌千古。謝枋得也是一位捨身就

義的愛國詩人。宋度宗鹹淳九年

（1273），謝枋得把珍藏的岳飛

端硯送給文天祥，端硯背面有岳

飛刻字：「持堅、安白、不磷、

不淄」（意志堅定、安守清白、

磨而不薄、染而不黑。比喻高潔

的品格不因環境影響而改變。

磷，磨薄。淄，音同資，染黑。）

元朝多次求才徵召，堅辭不

從，並寫《卻聘書》：「人莫不有

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

毛，若逼我降元，我必慷慨赴

死，決不失志。」後被地方官強

迫北送京師，終於絕食而死。

nǚ mù zhēn jié

nán xiào cái liáng

教孩子具備良好的心理素質
練武功，訪遍名山拜師求藝，最

終成為大英雄。」他問道：「你

想當武士很好，但我又不會武

藝，在我們這裡又沒有那些身

懷絕技的老師，你怎麼學呢？」

「我就去東方，去中國、去日

本……」「那當然好，可是到了

東方，你就一定能找到那樣的老

師嗎？找到後他就一定會教你

嗎？……」這時兒子顯得特別失

望，於是他繼續開導。

「兒子，你要記住，人都各

有所長，也各有自己的缺點。你

要清醒的把握自己的長處。你

看，你的數學、語言、文學都是

非常優秀的，幹嘛要放棄它們

呢？每一個領域裡都有英雄，而

不單單是在戰場上。如果你成為

文學家，會為人類帶來極大的精

神財富；如果成為發明家，會為

人類創造出多少有用的東西啊！

只要你發揮自己的長處，你就會

在不同的領域中成為不同的英

雄。一些你不適合做的事，你應

該勇敢的放棄。其實，能夠真正

面對自己的人，才算是真正的大

英雄。」

卡爾聽完頓時恍然大悟，他

對英雄的含義有了真正的認識，

也懂得了既要學會爭取，又要學

會放棄的道理。這對卡爾以後的

人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以後

的生活中，卡爾能夠用理智的方

式做出正確的選擇。

作者

註釋

語譯

詩中有話

解釋
女： 泛 指 女 性； 未 嫁 稱

「女」，已嫁稱「婦」。

慕：愛羨；因愛好而學習。

貞：指女子未嫁不失身；夫

死不改嫁，從一而終的懿行。

貞潔：堅貞和自潔。

男：泛指男性。

效：摹仿、效法。

才：有才能、有智慧、有見

識的人。

良：賢能、性善之人。

譯文參考
女子崇尚具備堅貞和自潔等

高尚品德的婦女，而男子應效法

有才能、見識的賢善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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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作者：謝枋得 xiè fāng d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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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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ún dé táo yuán hǎo bì qín

huā fēi mò qiǎn suí liú shuǐ

táo hóng yòu shì  yì nián chūn

pà yǒu yú láng lái wèn jīn
尋得桃源好避秦，

花飛莫遣隨流水，

桃紅又是一年春。

怕有漁郎來問津。

 慶全庵桃花
qìng quán ān táo huā

貳拾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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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胞胎之間存在著不可思議

的心靈感應？人們在對雙胞胎或

多胞胎的研究中，不僅注重研究

多子多孫的遺傳機制，而且還

探索孿生子「同步」的奧妙，美

國、義大利和日本對此都設立了

專門的研究機構。

自己是孿生、又專門探孿生

之謎的美國芝加哥大學尼烏曼教

授，蒐集了許多有趣、有些簡直

是不可思議的例子。

美國俄亥俄州有一對從小

就被分開的孿生子，分手 39 年

後又相遇，發現兩人都受過法

律教育，同樣愛好機械製圖和

木工製作，更令人稱奇的是，

兩人的前妻同名，兒子同名，

甚至續弦妻子的名字也相同，

他們還都喜歡去佛羅里達州的

彼得堡度假。

美國還有一個三胞胎兄弟，

1961 年出生後，分別被三個不

同的家庭所撫養。 1980 年，他

們有趣地相逢了，彼此發現三人

雖然在不同的環境里長大，但是

卻有許多相同的習性，比如，喜

歡吃義大利餐，喜歡聽柔和的搖

滾樂，還喜歡摔跤，而且三人的

智商雖然都很高，但數學同樣不

合格。同時，三個人都接受過精

神醫生的治療，甚至三個人重逢

時，大家拿出的香菸竟是同一個

牌子。

中國開展的雙胎或多胎的遺

傳研究中，也發現不少這種神秘

的同步信息。 1982 年，哈爾濱

醫科大學在對 40 對孿生子的調

查中，發現一對孿生姐妹的情

況：一次姐姐在校參加考試，因

精神過度緊張而出現頭痛並伴有

噁心現象，當時孿生妹妹正在看

電影，也突然感到頭部陣發性脹

痛，想嘔吐，只好中途退場。又

有一次，妹妹在醫院作手術，正

在家中做家務的姐姐，突然感到

腹部疼痛難受，待妹妹做完手

術，姐姐的疼痛才消失。

以上這些事例說明，這些孿

生子女的所作所為，完全超過了

巧合的範圍，那麼是否可以說他

們之間確有「同步信息」呢！

經測定，「同步信息」現象

多發生在同卵雙生的孿生子女身

上，也就是說，孿生子的心靈感

應出現與其公共的遺傳性、相同

的生理生化基礎密切相關。目

前，醫學界對這種現象的解釋並

不統一，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

1. 認為雙胎或多胎中的一

些現狀和疾病的相似性，是由於

受精卵分裂開來時間特別短。

2. 認為心靈上的彼此感應

現象，是一種比普通遺傳學更為

複雜的四維空間遺傳現象。作為

遺傳物質的基因，它有長度、寬

度和高度等三維空間結構。但它

要得到反映或表現，卻又受到時

間因素的控制，如一些說話延遲

的家族，他們的一些家庭成員會

開口說話的年齡均較一般的家庭

成員來得晚，但他們自己的開口

說話年齡幾乎相同。這種現象，

正好說明瞭遺傳物質遺傳因素完

全相同，可能表現出很多相同性

狀或疾病，如果再加上相同的時

間因素，就會表現出同步的一致

性。

3. 認為孿生子之間的同步

信息，是由於他們的生物電接受

器和釋放器就像遺傳物質那麼一

致。當一方的生物電作用器啟動

而且放電功率是那樣的大，那麼

另一方就可得到收集，並表現出

相同的生物電，結果形成了同孿

雙生子的思想和行為上的同時間

遙相呼應。然而，非同卵雙生

子，雖則也可能具有相同的生物

電接受器和釋放器，但由於他們

的遺傳性往往不一致，於是也就

難以同步起來。

以上這三種，似乎都有一

定道理，然而又都缺乏科學的

論證，所以，出現這種同步信

息現象的生理生化及以心理機

制究竟如何，還有待於人們的

進一步探索，以期早日揭開其

中的奧秘。

信仰和愛對一個人來說是非

常重要的，特別是對人的身心健

康和對一個家庭的和睦。但到底

有多重要？很多人可能卻不清

楚。

兩個同時代的家族，一家

是信基督教的愛德華茲。另一

家是著名無神論的宗師馬克 ‧

尤克斯。並且，無神論的馬

克‧尤克斯對愛德華茲曾說過：

「你信的那位耶穌，我永遠不會

信」！

有人統計了愛德華茲家族

200 年後的情況，也統計了馬

克 ‧ 尤克斯家族 200 年後的情

況，詳細統計結果如下：

愛德華茲家族

人口數：1394 人，其中有：

100 位大學教授，14 位大學校

長，70 位律師，30 位法官，60
位醫生，60 位作家，300 位牧

師、神學家，3 位議員，一位副

總統。

馬克‧尤克斯家族

人口總數：903 人，其中

有：310 位 流 氓，130 位 坐 牢

13 年以上，7 位殺人犯，100
位酒徒，60 位小偷，190 位妓

女，20 名商人，其中有 10 名是

在監獄學會經商的。

信仰背後的兩顆種子

美國學者 A.E.Winship 在

1900 年做了一項研究，比較兩

個家族，寫成《Jukes-Edwards》
一書。他追蹤他們近兩百年以來

的繁衍發展。

時間的偉大，在於它可以見

證一切真實與浮華！這個世界沒

有偶然。

很多人都難以理解，歷經百

年，為什麼在結果上有那麼大的

差別。而其中真正的關鍵，是因

為愛德華茲，愛德華茲家族獲得

了信仰的力量。

信仰的背後，他們種下了兩

顆重要的種子：

種下的第一顆是，向善和愛

的種子。所以他們家出了那麼多

的醫生，教授和大學校長。

種下的第二顆是，敬畏的

種子。這種家庭裡出來的孩

子，永遠都會記得，頭頂三尺

有神明。

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為

什麼馬克 · 尤克斯家族有那麼多

的流氓、小偷和妓女？就是因為

這種家族的教育裡面，缺少了敬

畏。

沒有敬畏之心的教育，在他

們的內心獨白是：老天爺算什

麼，我才是最大的，沒有我不敢

做的……

這歷經百年的兩個家族，讓

我們感受了信仰和愛的巨大能

量。所以，在金錢關係裡面才有

了一條定律：信仰，是連接能量

的道路！

一些植物學家稱，他們通過

研究發現，植物具有解決問題的

能力，這表明植物也有智力。

英國《焦點》月刊的文章

說，植物面臨挑戰時表現出聰明

舉動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它

們遭到動物攻擊時的反應。例

如，金合歡樹會產生一種味道不

好的丹寧酸以阻止動物啃食自

己，被啃食過的金合歡樹葉會釋

放一種氣味，周圍其他金合歡樹

會識別出這種氣體，從而在捕食

者到來前釋放出丹寧酸。

英國愛丁堡大學植物學家托

尼 ‧ 特里瓦弗斯是植物智能觀

的主要支持者，他說：「動物身

上被許多人認為聰明的舉動也能

在植物的行為中看到。智力通常

被定義為解決問題的能力，而植

物也有。」

牛津大學的科琳 ‧ 凱利進

行了一項長達 15 年的研究。凱

利將寄生植物菟絲子移植到營養

狀況不同的山楂樹上。結果發

現，菟絲子更喜歡纏繞在營養狀

況好的宿主上，而拒絕營養狀況

差的宿主。凱利稱，菟絲子在從

宿主身上吸取養料之前就顯示出

了這種接受和拒絕的反應。它具

有智力，能夠選出哪個宿主值得

去纏繞，哪個不值得。

特里瓦弗斯說：「在植物細

胞中一定進行著某種『思考』，

但我們不知道這是怎麼完成的。

植物能夠對環境進行評估，這意

味著它們的行為比人們意識到的

要複雜得多。」

那麼，我們為什麼直到現在

才意識到植物比我們認為的要能

幹得多呢？特里瓦弗斯說：「主

要因為植物活動起來比我們要慢

得多。因為我們通常看不到它們

在生長，所以很難想到它們能夠

行動，更不用說有智力了。」

另一個原因是，人們研究植

物的地方通常是在溫室或花園

裡。特里瓦弗斯稱：「如果我要

觀察獅子的智力水平，最不可能

去的地方就是動物園，因為在那

兒，它們能做的就是睡和吃。你

得給植物提供一個富有挑戰性的

環境，來誘發它們的智力。」

雙胞胎的心靈感應

兩個家族有無信仰的驚人差別 植物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文 / 秦祥 圖 / Pixabay

文 / 宋菲 圖 / Max Pixel
文 / 吳有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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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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大船後，進入了讓我恐慌而又期待的環

節——冰泳。

說是冰泳，其實就是跳水。栓個安全繩，從船

舷跳入海裡，然後馬上游回來。上船可能還有：伏

特加、熱可可、有足夠多的毛巾，圍著浴巾就能快

速回到自己的房間，洗個熱水澡。考驗的其實是：

一瞬間的勇氣。

雖然天堂灣很靜謐，但這裡也是隆背鯨和虎鯨

出沒的場所，遇到了隆背鯨也就是座頭鯨還好辦，

在水下看到一個將近20米長的傢伙，除了嚇一跳也

沒別的損害。這要是遇到愛吃海豹的虎鯨，估計老

命也就交代在這天堂灣了。

排隊冰泳的有十來個人，大家都有點緊張，互

相安慰著。我第五個扎進水里，朦朦朧朧看到水下

是深黑色的，上面透著一點點白，一瞬間寒冷將我

包圍，浸透到骨子裡，扑騰到了船邊也就算圓滿完

成任務了，上船後倒是沒有感覺到有多冷，虎鯨是

沒有遇到啦，只是在水里看不見底的感覺讓人有些

絕望。

事後，船員說到，在這樣的海水中，一般人不

能超過3分鐘。超過3分鐘就會失去運動能力，甚至

失去知覺。

全球有34種海豹，海豹分兩種，主流的一種

特徵是，頭上沒有外耳，外表只能看到耳孔，他

們的爪子較長，鰭尖端有指甲，它的尾鰭像魚，

不能捲曲行走，它們沒有毛，用厚厚的脂肪保持

體溫，這類海豹稱為真海豹。

另一類海豹是有耳朵的海豹，鰭足海豹。主

要是南極毛皮海豹，它靠毛皮取暖，在陸上生

活，頭上有耳朵，臉上有鬍鬚，以磷蝦為食。雄

性200公斤，體長2米以內，雌海豹體重40公斤，

1.35米長，每隻雄海豹配15隻雌海豹。以前美國

和英國獵人經常獵殺毛皮海豹，賣給中國人，這

是非常大的生意。

此次海上行程從烏斯懷亞開始，登上南極科

考船「海鑽號」出海，一路向南航行，穿過比格

爾海峽、德雷克海峽，到達南極半島庫佛維爾

島，短暫停留之後，繼續起航前往埃雷拉海峽，

到達美麗的天堂灣，此後進軍洛克依港，參觀

英國站南極郵局，再經由利馬爾水道，進入普蘭

紐灣冰河廣場，造訪彼特門島，之後經更長航程

抵達中國長城站參觀。此後開始返航，經由德雷

克海峽、比格爾海峽回到烏斯懷亞，踏上返澳航

程。

全部行程共計15天，其中海上航程9天，水

面距離2500公里。經過德雷克海峽時，海鑽號穿

越西風帶，經受12級的颶風肆虐，從不暈船的人

也嘔吐不止，不過冰川和海景著實震撼，足以彌

補身體上的不適。此行沒有穿過南極圈，概因那

段航程更加危險，需要更大更堅固的破冰船，同

時氣溫更低，達到零下50-60度，不適合絕大多

數遊客，乘坐直升機過去也得看天氣允許與否，

作為遊客，我們此次只能望著南極點興嘆，留下

一絲遺憾了。此行除了零距離接觸企鵝、海豹、

虎鯨這些南極冰原原住民之外，更經歷過「暴風

走廊」的恐怖，欣賞了庫佛維爾島的明媚，沉醉

於天堂灣的靜美，震驚於冰河廣場的雄壯。無論

如何，南極之行給我的感覺除了震撼還是震撼，

會讓我們留下恆久的回憶。(全文完）

Orka，又叫Killer whale，是海豚的一種，

全球虎鯨分為4種，南極有其中的3種，虎鯨總數

大概有10萬隻，其中3萬隻在南極。晚上9時，突

然聽到團友電話，說是船周圍發現虎鯨群，大家

衝上甲板張望，驚訝地發現船周圍不斷躍出6－

10米的龐然大物，似乎是一個族群。據船上生物

專家預估，這群虎鯨數量大約有40只，船長不斷

調整行船方向以跟隨這些強悍生物，讓團友拍了

大量高清圖片。

這些虎頭虎腦的生物以海豹為食，是南極海

洋的霸主，雄性虎鯨的背鰭又高又直，雌性背鰭

彎曲低矮，每個種群中只有兩隻雄性，其他都是

雌性。虎鯨生育區間大約在25年，12歲之後才

可生育，孕期12－18月，哺乳期2年左右，最高

能活到108歲。虎鯨裡有一隻小虎鯨，背鰭比較

小，應該是雌性。生物學專家覺得大家非常幸

運，因虎鯨在南極很少見到，更別說這麼大一群

了，這一點上我們的確幸運以極。

洛克依港，是英國站郵局所在地，英國站隸屬

英國遺產基金會，管理英國所屬資產，英國在南極

有6個科考站，這是其中之一，此峽灣後來被捕鯨

者發現，用冰川和融雪處理鯨肉。1944年，英國為

了軍事目的在此港建立建築，後來把其交給科考

隊。洛克依港的英國站郵局，可以郵寄明信片也可

以賣衣物等紀念品，不過價格可不便宜。

英國站郵局有3名工作人員，我們全都見到，

洛克依港是金圖企鵝的天下，英國站郵局之內也全

都是企鵝，人與自然的水乳交融在南極展現得淋漓

盡致，目前是金圖企鵝的交配季節，不久的將來，

會有大批的企鵝寶寶誕生。

企鵝

南極原住民
虎鯨

海豹

結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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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極冰泳
Polar Plunge

洛克伊港郵局
Port Lockroy

全球共有18種企鵝，其中只有

帝企鵝和皇企鵝是南極特有，本次

旅程中看到最多的是金圖企鵝、帽

帶企鵝和阿德利企鵝。

金圖企鵝，學名巴布亞企鵝，

又名白眉企鵝，體形不大，身長約

60-80厘米，重約6公斤，眼睛上方

有一個明顯的白斑，嘴細長，嘴角

呈紅色，眼角處有一個紅色的三角

形，顯得眉清目秀。因其模樣憨態

有趣，有如紳士一般，十分可愛，

因而俗稱「紳士企鵝」。生活在較

南地區的金圖企鵝以吃磷蝦為主，

生活在較北的則較多以魚類為食。

很多南極地區的島嶼都是金圖企鵝

的繁殖地，南瑟得蘭群島和南極半

島都是他們的天下，全球每年有逾

300,000對金圖企鵝在各地進行繁

殖。

帽帶企鵝，最明顯的特徵是脖

子底下有一道黑色條紋，像海軍軍

官的帽帶，顯得威武、剛毅。有

人稱之為「警官企鵝」或「頰帶企

鵝」。成年的帽帶企鵝體長72厘

米，重約4公斤。全球迄今為止共有

7,500,000對有繁殖能力的帽帶企

鵝，主要食物是磷蝦、蝦和魚類。

阿德利企鵝，特點是頭部全黑

色，包括它的喙，但他的眼睛是

白色的。阿德利企鵝與金圖企鵝不

同，它是從大海中洄游回來生育小

企鵝，金圖企鵝是本地坐地戶，不

用洄游。阿德利企鵝是浪漫主義

者，公企鵝追求母企鵝時候，是根

據公企鵝叼來的石頭數量確定它的

魅力的，阿德利企鵝只吃磷蝦，近

年來全球磷蝦數量減少導致它們種

族在不斷縮小。這幾種企鵝都非常

可愛，有的時候金圖企鵝種群中會

冒出一隻帽帶企鵝，貌似大家也相

處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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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中國吉利汽

車 子 品 牌 Lynk ＆ Co 推 出

了一款全新賽道版領克 03 跑

車，公司表示將參加 2019 年

世界房車錦標賽（WTCR），

對決全球七家知名汽車大廠：

奧迪、阿爾法羅密歐、本田、

現代、標緻、SEAT 以及大

眾，成為第一個參加該錦標賽

的中國品牌。

Lynk ＆ Co 的這輛賽車

以不久前於成都車展發布的

「03」轎車打造而來，在 TCR

賽車規格之下，將會搭載一具

2.0 升渦輪增壓引擎，並採取

前輪驅動系統。在研發過程中

Lynk ＆ Co 得到了多方面的

技術支持。

首先，由於沃爾沃也在

吉利旗下，因此該車與沃爾

沃共用底盤平台。同時，與

拿下 2017 年世界房車錦標

賽總冠軍的瑞典賽車研發公

司 Cyan Racing 攜手開發而

來。而瑞典首位世界冠軍賽車

手 Bjork，也將於 2019 年為

Cyan Racing 駕駛 Lynk&Co 
TCR 賽車出賽。

Cyan Racing 執 行 長

Christian Dahl 表示，「作為

一支賽車隊，我們的目標是

取得世界冠軍，並與 Lynk 
& Co 一同奮鬥，一起探索

新的汽車性能。我們將利用

過去公路賽車項目的經驗，

結合從賽車中獲得的大量數

據獲得成功。」

除了參賽 WTCR 之外，

Lynk ＆ Co 還打算將 Cyan 

Racing 的研發成果應用到

一般道路用車之上。Cyan 
Racing 透露，在推出 TCR
賽車之後的下一步，雙方

將會共同打造一款名

為「Lynk ＆ Co 03 
Cyan」，最大輸出

功率 261kW 的高

性能概念車，藉

此探索將賽車工

程技術應用在

量產車上的可

能性。

研

用

露

的

打

＆

大

W
車

車

用

的的可

研發成果應用用到到

車之上。Cyyann 
露，在推出 TCCR
的下一步，雙，雙方

打造一款一款名名

＆ Coo 033
大輸輸出出

W 的的高高

車，，藉藉

車車工工

用用在在

的的可

瑞典首位世界冠軍賽車手Bjork將於2019年駕駛

Lynk&Co TCR賽車出賽。

對決全球汽車大牌：奧迪、阿爾法羅密歐、本田、現代、標緻、SEAT及大眾

領克03跑車將參賽WTCR中國吉利汽車
子品牌

ynk&Coynk&C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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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8 MACLEOD TRAIL S.

圖示為 2019 年 MDX A-SPEC

限於現金購買其它 2019 款 MDX 車型
首付 $6,050

4 0

雪之季

大優惠
卓越性能 一展身手

5278 MACLEOD TRAIL S.

新 款 X7 車 頭 LED
燈組造型扁平相當銳利，

並備有主動調節功能，保

險槓也與概念車一樣備有

立體式的鍍鉻飾條設計，令

車頭看起來更顯大氣。車尾

線條並未明顯下傾，其搭配

的 3D 立體尾燈組線條，充

滿了寶馬家族式設計韻味。

車 內 X7 可 選 擇 六 座

或七座設置，運用了大量

Vernasca 皮 革 與 金 屬 飾 板

進行舖陳，搭配中控台上方

的 12.3 英 寸 的 Live Cockpit 
Professional 液晶儀表顯示屏與

12.3 英寸 ID 7 多媒體整合液晶

觸控顯示屏。標配包括真皮多功

能方向盤、液晶面板、四區恆溫

空調、水晶玻璃排檔頭、10 具揚

聲器、兩片式大天窗與手機無線

充電系統等等。

全新 X7 也擁有多種主動式安

全科技，包括盲點偵測警示、車道

偏移警示、後方車流警示、前方碰

撞警示、行人偵測、主動式車距定

速系統、前後方防碰撞主動煞停系

統、交通阻塞輔助系統、全景攝像系

統等等。

全新 X7 提供汽油與柴油各兩

款，共四款動力選擇。其中汽油款的

xDrive40i 搭載 3.0 升直六渦輪增壓引

擎、xDrive50i 搭載 4.4 升 V8 雙渦輪

增壓引擎，兩者均搭配八速手自排變

速箱，其中 xDrive40i 車型 0-100 公

里 / 時加速用時 5.8 秒，xDrive50i 則
用時 5.2 秒。

柴油款的 xDrive30d 搭載 3.0 升

直六柴油渦輪增壓引擎，搭配八速手

自排變速箱，0-100 公里 / 時加速用時

5.8 秒，極速為 227 公里 / 時；另一款

高性能版 M50d 則是採用 3.0 升直六

柴油四渦輪增壓引擎，搭配八速手自

排變速箱，0-100 公里 / 時加速則是僅

需 5.4 秒，極速可達 250 公里 / 時。

其中，X7 M50d 還能夠選擇安

裝越野套件，並具備了氣壓式懸吊系

統，提供 xSnow( 雪地 )、xSand( 沙
地 )、xGravel( 碎石地 )、xRocks( 岩
地 ) 四種行車模式。

X7 將會在美國北卡羅來納的

Spartanburg 廠 區 生 產， 美 國 市 場

初 期 將 提 供 X7 xDrive40i 與 X7 
xDrive50i 這兩款車型，售價分別為

73,900 美元與 92,600 美元。寶馬官

方表示，該車將於 2019 年第二季度

登入加拿大市場。

大型SUV X7亮相

寶馬旗艦級
【看中國訊】近日，寶馬公司在美

國正式公布了全新旗艦級大型SUV X7。

該車延續了X7 iPerformance概念車的設

計理念，在寶馬量產SUV中無論是配置

還是性能都是佼佼者。

全新X7在寶馬新一代的CLAR模組

化底盤平台架構上所打造，外觀上最引

人注目的是寶馬史上尺寸最大的水箱護

罩。這款水箱護罩與3系、8系相似，

並不是那種傳統、分開的雙腎

型，而是連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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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公園老兵節活動

聯邦公園 55+ 活動中心將舉辦老兵

節紀念活動，之後會在 Social Room 播

放電影《Passchendaele》
時 間： 週 五，11 月 9 日， 上 午

10:30
地 點：Confederation Park 55+ 

Activity Centre
地址： 2212 13th Street NW
電話： 403-389-4780
網站： yycseniors.com

科比中心老兵節典禮

儀式結束後將提供茶點

時間：11 月 11 日，10:15 開門，獻

花圈儀式在 10:50 開始

地 點：1133 7th Avenue SW, 
Calgary, AB

網站：www.kerbycentre.com

中央紀念公園閱兵式

中央紀念公園將舉行閱兵式

時 間：11 月 11 日 上 午 10:00 ～

11:30
地 點：Central Memorial Park 

Cenotaph
地址：1221 2 St. SW, Calgary, AB
網站：www.calgary.ca

老兵節免費滑冰和游泳

時間：11 月 11 日，滑冰：下午 1:00 
– 2:30；游泳：下午 1:00 – 4:30

地點：卡城市政府所屬溜冰場和游泳

池

網站：www.calgary.ca

卡城聖誕市場

我們的市場商販提供您最好的節日

禮物、食品、珠寶、裝飾品等等。加入

聖誕老人和糖果裝飾活動，與聖誕老人

喝茶。免費泊車，免費進入。

時 間：11 月 15 日 ～ 18 日 上 午 9
點～下午 5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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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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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Calgary Farmer's Market, 
510, 77 Avenue SE

網址：calgaryfarmersmarket.ca

市中心冬季市場

本地食品、藝術、時尚、健康和

保健生產商將參加，適合您的各種購

買需要。市場在一樓，免費進入。

時間：週三，11 月 14 日上午 10
點～下午 2 點

地點：Gulf Canada Square 
401, 9 Avenue 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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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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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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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federation Park

中央紀念公園

市中心冬季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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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很多品牌的

防晒霜都號稱具有防電腦輻射

的功能。防晒霜真能防電腦輻

射嗎？日光中紫外線的光譜在

100 ～ 400nm 波長範圍內，可分

為 3 個波段，即波長為 100 ～

290nm 的短波紫外線（UVC），

波長為 290 ～ 320nm 的中波紫

外線（UVB）和波長為 320 ～

400nm 的長波紫外線（UVA）。

防晒霜主要是通過物理作用，

來防止紫外線中的中波（又稱

晒紅段）和長波（又稱晒黑段）

輻射對人體的傷害。而電腦輻

射大部分屬於低頻輻射，它的

波長約為 6.5cm，所以防晒霜

是不能有效防止電腦輻射的。

電腦輻射危害多多

電腦產生的輻射屬於「電

磁輻射」。電腦各部分輻射強

度大小順序依次為：鍵盤、鼠

標、屏幕、主機，其中以鍵盤

輻射強度最大。研究表明，長

期過量的電磁輻射會對人體生

殖系統、神經系統和免疫系統

造成直接傷害，它是心血管疾

病、糖尿病、癌突變的主要誘

因，和造成孕婦流產、不育、

畸胎等病變的誘發因素，並可

直接影響未成年人的身體組織

與骨骼的發育，引起視力、

記憶力下降和肝臟造血功能 

下降。

經常近距離接觸電腦，還

可使面部褐斑增加，皮膚出現

類似紅斑或溼疹的症狀。 1998

年，國際流行病學雜誌曾報導：

電磁輻射導致女性內分泌失

調，是大量滋生黃褐斑的主要

原因。

怎麼防止電腦輻射

1、清潔面部

面部是需要經常面對電腦

的身體部位，因此，它是受電

腦輻射最嚴重的地方，而大家

在日常一定要注意對面部進行

清潔，就能避免這種情況的出

現。大概每隔三個小時這樣去

洗一次臉就能能夠防止灰塵積

聚在面部，而且還能夠防止面

部毛孔變得粗大。在你清潔完

面部之後，一定要記著在面部

塗抹一些保溼乳，這相當於是

在面部加上一個防護層，而且

還能滋潤面部的肌膚。

2、保持電腦屏幕的清潔

大家在日常使用電腦的時

候，一定要注意經常對顯示屏

進行清潔。

這主要是因為在電腦屏幕

上會產生靜電，非常容易吸引

灰塵的依附，而這些灰塵會加

大電腦的輻射程度，因此對於

大家的身體健康來說沒有好

處。可以使用專門的清潔電腦

屏幕的擦拭液來清潔，基本

保持二、三天清潔一次就可以 

了。

3、注意坐姿

在使用電腦的時候，要注

意自己的坐姿，不要讓自己的

身體太靠近電腦屏幕，一般情

況下，面部最好離電腦桌面有

50 到 75 厘米的距離，這樣才

能夠減少電腦輻射對面部會造

成的傷害，而且對於眼睛不會

造成傷害。

在注意保持和電腦的距離

的同時，還要注意挺直腰部，

時間長了之後要均勻受力。否

則，久而久之，容易使腰部受

到傷害，最為常見的是腰椎間

盤突出。所以，大家平時注意

自己的坐姿很重要。

【看中國訊】醋是日常生活

中的必需品，醋的用途很多，

通常用作調味品，在中國菜的

烹飪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常

用於溜菜、涼拌菜等。西餐中

常用於配製沙拉的調味醬或浸

製酸菜，日本料理中常用於製

作壽司用的飯。另外，有人相

信它還具有保健、藥用、醫用

等多種功用。

1、吃太鹹的烤魚等食物，

如果淋上醋或沾醋吃，就不會

感到太鹹。

2、吃火鍋時，沾醬油、

醋，菜餚會更加爽口。

3、在掛麵的調味汁中加入

醋，可增加食慾，使味覺舒爽。

4、在拉麵上澆少許醋能提

高麵湯的味道。

5、使用咖哩的菜在起鍋前

最後加入一點醋，能提高風味。

6、在油炸物的沾汁中加數

滴醋，能變得更可口。

7、味道清淡的味噌汁中加

入醋會比實際較鹹。

8、將辣椒粉用溫開水調

和，過一會兒再加入幾滴醋調

勻會使風味大增。

9、吃生魚片時，在醬油內

滴幾滴醋，能去腥味，並提高

美味。

10、在蘿蔔泥中滴上醋，

能使其維生素 C不易被破壞。

11、太辣的蘿蔔泥中滴上

少許醋，能使味道變得比較柔

和。

12、炒菜起鍋前加少許醋

能使味道更鮮美。

13、用牛油或其他油燒炒

時，如果淋上一些醋，能使口

味更清爽。

14、油炸食品上澆醋可去

掉油膩，且更可口。（待續）

炒菜時放醋
小竅門（上）

             防曬霜

     是否能防電腦輻射？ 

健康
好生活

有效期：2018年11月9日∼11月15日

金黃 / 綠奇異果大芋頭美國白菜仔美國油菜心

美國富士蘋果

新鮮特級小雞腿

冬瓜

新鮮特級牛腱

哈密瓜

海燕牌鯰魚扒

水晶梨 / 豐水梨

海燕牌去頭黑老虎蝦 26/30

營業時間：早 9點∼晚 9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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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燕牌越南香米 媽媽牌肉碎麵 / 雞精麵 幸福牌芥花籽油

原箱
$0.99/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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