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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建軍論

在德國總理默克爾的支持

下，馬克龍在紀念日前參觀一戰

戰場凡爾登時公開表示，歐洲各

國應該成立一支真正的歐洲軍隊

「以面對來自中國、俄羅斯或美

國的威脅」。

他抨擊道，美國新的「單邊

主義」與退出美俄中程導彈協

議，更令歐洲感到不安。他認

為，歐洲應該在 NATO（北約）

的架構外，建立一支獨立的軍

隊，避免過度依賴北約和美國，

以因應詭譎多變的國際局勢。

馬克龍給出的說法，並非

心血來潮。 25 個歐盟成員國早

在 2017 年 11 月就已共同成立

一個名為「永久結構合作」（簡

稱 PESCO）的組織，就軍事武

裝進行合資、發展與調派，目

的則是減少歐洲對美國的依賴；

2018 年 6 月，在馬克龍的主導

下，糾集法、德、英等 9 個歐

盟主要國家獨立於北約之外建立

聯合軍事力量。初步以疏散、救

災，以及快速打擊為主要任務，

試圖為後續的「歐洲建軍」打下

基礎。

無獨有偶，法國財長布魯

諾．勒邁爾隨後在接受記者訪問

時呼籲：歐盟應建立一個強大

的新「帝國」，與美國和中國競

爭。

川普連發推特表不滿

馬克龍的發言，讓川普不

滿。為了滅火，馬克龍在雙方會

面時主動表示，他贊同川普的看

法，歐洲需要負擔北約更多的軍

費支出。並強調，美法兩國彼此

十分團結。川普則在馬克龍表態

後除表感謝外，又再度重提美國

一戰     百年 
歐洲建軍倡議引爭議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

綜合報導】11月11日是第一

次世界大戰結束100週年

紀念日，包括美國總統川

普、俄羅斯總統普京、法國

總統馬克龍、德國總理默

克爾以及土耳其總統埃爾

多安等全球70餘國領袖，

齊聚巴黎凱旋門共同舉行

終戰紀念儀式。原本純紀

念的場合，卻因為馬克龍

在紀念日前的「建立歐洲

軍」的發言，引發了不小的

爭議。

法國倡議 德國支持 英國反對 美國不滿
7 0 餘 國

政要於11日齊

聚法國巴黎

凱旋大道，

共同紀念第

一次世界大

戰 終 戰 百

年。(Getty 

Images)

會持續幫助歐洲，但前提是必須

公平，因為北約的軍費很大程度

是由美國承擔。

回國後川普或許是越想越火

大，13 日清晨 3 點 50 分，他連

發 5 條推特炮轟馬克龍。他寫

道：「馬克龍建議打造一支歐洲

軍隊來保衛歐洲，免受美、中、

俄威脅；但兩次世界大戰都是由

德國挑起，結果法國怎麼了？在

我們美軍出現之前，法國人已經

在巴黎開始學德語了，到底要不

要還錢給北約！」「這是（對美

國）極大的侮辱，但也許歐洲

應該首先支付他們在北約軍費中

的公平份額，美國可在北約投入

了太多。」另一則推特稱馬克龍

支持率只有 26%，而法國失業

率已達近 10%，他認為馬克龍

的歐盟建軍言論是在轉移焦點。

（下文轉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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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軍事家的反對

馬克龍的言論也遭到了英

國一些軍事將領對英國加入

PESCO 與 2018 年 9 國防務協

議的擔憂與抨擊。

前英國陸軍指揮官少將朱利

安．湯普森表示，這表明英國必

須退出歐盟的防務計畫。

前英國陸軍准將吉爾佛

瑞 ‧ 凡 ‧ 奧登從世界政局著

眼，顯然美國並不是歐洲的敵

人，他說：「馬克龍總統應該幫

助建立西方的團結，而不是實現

18 世紀以法國為首的歐洲宏偉

夢想。這意味著幫助，而不是阻

一戰百年 歐洲建軍倡議引爭議
礙與英國的強大夥伴關係，並加

強北約聯盟。」

建軍倡導南轅北轍

馬克龍目前在國內的民調跌

至 26%。外界觀察認為，馬克

龍在德國總理默克爾忙於內政無

暇自顧下，看似抓到了在歐盟一

展鴻圖的機會，但未及深思與操

之過急。默克爾雖然支持他的建

軍論，但「歐洲媽媽」已瀕於跛

腳的政治生涯，還能寄予機多指

望？再加上歐盟各國疑歐派等勢

力的崛起，更讓馬克龍的建軍論

調遭到各方抨擊。

分析指出，美國二戰後的馬

歇爾計畫挽救了戰後凋敝的歐

洲；美國主導成立的北約，遏阻

了蘇聯共產主義的西擴，成就了

西歐自由民主的社會。而美方自

《美俄中程導彈條約》的退出，

完全肇因於俄羅斯無視協議的中

導核武發展，以及北京完全不受

管制的核武無限度擴張所造成的

戰略失衡，退出對歐盟而言，雖

有近憂但長遠來看，唯有讓中、

俄同上談判桌，也方能確保勢均

力敵形勢下，共同走向銷毀核武

之路。北約秘書長斯圖爾滕貝格

11 月 13 日也表示，北京現在一

半的導彈都無需遵守類似條約，

支持將美俄 1987 年簽署的《中

導條約》擴大成國際條約，這樣

北京也會受到該條約的限制。馬

克龍對美退出中導的指責，無疑

是把頭埋在沙堆。

1949 年，美、英、法共創

北約。主張獨立自主的法國總

理戴高樂在 1966 年片面宣布退

出，直到 2009 年，方才重新歸

隊。如今馬克龍再度追隨戴高樂

主義重施故技，但這回卻是慫恿

歐盟結夥行動。在以美國為首的

西方國家開始重新審視共產主義

對普世價值觀和世界正常經濟體

系的干擾和破壞之際，馬克龍的

歐盟建軍倡議將矛頭指向了美

國，令外界質疑，馬克龍對歐洲

盟主權勢的欲求是否超過了對國

民與歷史的責任心，恐將歐盟領

入一場不必要的爭執與混亂。

亞馬遜第二總部揭曉 兩城市入選
【看中國訊】全球最大的在

線零售商亞馬遜（Amazon）11
月 13 日宣布，長達一年的亞馬

遜公司第二總部選址終於出爐，

兩大熱門區域紐約市長島地區和

北弗吉尼亞州阿靈頓水晶城皆

入選。亞馬遜創始人兼首席執

行官貝索斯（Jeff Bezos）說，

投資 50 億元的第二總部將佔用

400 萬平方英尺的「節能辦公

空間」，有機會擴展到總計 800
萬平方英尺，並將在兩地創造共

5 萬個高薪工作職位，新總部的

招聘工作將於 2019 年開始。另

外，田納西州的納什維爾將成為

亞馬遜的「卓越運營中心」，增

加 5 千個職位。

亞馬遜從 2017 年 9 月開始

在北美甄選第二總部，亞馬遜認

為兩個總部有利於招募更多頂尖

人才，並緩解因為增加數萬名員

工而在住房、交通以及其它領域

引發的問題。大約有 200 多個

城市向亞馬遜提交申請。

此次紐約中榜，紐約市長及

皇后區區長都對此表示歡迎，

但紐約市議會議長強生（Corey 
Johnson）略有微詞，因為亞馬

遜需要 20 億元的公共補貼才能

擴張第二總部。強生說他不明

白，為何像亞馬遜這樣富有的公

司，需要 20 億元的公共補貼才

能擴張。

顯然長島市和水晶城的房地

產勢頭已經跟著水漲船高，在亞

馬遜正式揭曉結果之前，對水晶

城和長島市的相關房地產的搜索

量，長島市增長了 659%，水晶

城比去年同期增長了 345%。

而落選的加拿大城市多倫

多，有報導稱其落選未必是壞

事，因為小池塘難養大魚。比

如，如果亞馬遜落地多倫多，可

能會帶來成千上萬的人口湧入，

推高房價，使得交通更為擁擠。

還有人認為多倫多人才短缺，本

地企業在獲得人才上與亞馬遜相

比，會更為艱難。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編譯報

導】美國加州北部山區的大火持

續燃燒，不斷刷新歷史紀錄。由

於大火死亡的人數已經升至 44
人，失蹤人數也高達數百人，

Camp fire 已經改寫了加州森林

大火死亡人數的歷史紀錄。

NPR 11 月 13 日報導，加

利福尼亞州北部森林大火 Camp 
fire 之前以驚人的速度燒燬了天

堂鎮（Town of Paradise），如

今死亡人數持續的增加，也使得

Camp Fire 成為加州歷史上最致

命的火災。

加州林業與消防部門負責人

表示，他們希望傷亡人數不再增

加，但目前火災依然有惡化的勢

頭。該部門稱，Camp Fire 在巴

特縣已經燒燬了約 505.86 平方

公里土地，約占該縣 30% 的面

積；燒燬了 6500 棟房屋、260
座商業建築物。

美國總統川普已經批准了加

州火災聯邦援助申請，並在個人

推特發文稱：「我一直與你們同

在，上帝保佑所有受害者以及受

災家庭。」

這場加州大火導致該州太平

洋沿岸地區已有 15 萬居民撤離

了自己的住所，由於風勢大和天

氣乾燥，導致 1000 多平方公里

森林、居民區和商業區被燒燬。

加州北部的大火 Camp Fire
持續肆虐，死亡人數已經超過

了 1933 年加州格里斐斯公園大

火（Griffith Park Fire）的人數

（29 人），創下加州大火傷亡最

慘重的歷史新高紀錄。 諸多專

業人士都對加州大火感到驚訝，

他們認為這個時候並不是加州野

火易發的季節。

740萬人返鄉創業
路在何方?

11 月 8 日，中國農業農村

部在舉辦的發布會上聲稱，目

前中國的返鄉創業人員高達 740
萬人，這些人包括農民工、大學

生、退役軍人和科技人員，平均

年齡在 40 歲左右，高中以上學

歷佔 40%。

不過，有粉絲達 32 萬的財

經博主「顏值財經程凌虛」指

出，官場宣稱的這波返鄉創業

潮，其實只是失業的另一種說

法。該博主稱，中國這波失業人

潮，正好與今年上半年倒閉企業

504 萬家的數據相吻合。

今年 10 月，大陸媒體《網

易》刊出一篇名文章。文中指

出，中國上半年還有 453 家上

市公司董事長辭職或被炒。但相

關報導隨後又被刪除。

臺媒《信傳媒》曾指出，中

國官方公布的失業率向來不準

確，有學者測算出一套公式估

計，中國GDP增速每下降1%，

失業人數就增加 800 萬人，今年

官方公布的經濟增長率預期比去

年少 0.3%，由此估計，今年至

少有 240 萬工人失業。

面對大陸經濟持續下行走

勢、國內經營成本不斷增加，許

多民營老闆選擇放棄做生意。曾

在四川經營企業的劉先生對《看中

國》表示，現在政府雖然對中小

企業放寬貸款，但融資條件仍非

常嚴苛，他經營多年的公司，在

面對高物價、高稅收等諸多問題

後，也不得不被迫關門，「因為在

大陸做生意太難了，稅務太重。」

吉林農民工王先生則對海外

媒體披露，當初他在城市接了開

發商的工作，至今都沒拿到工程

款，多次上法院提告，也無人理

會，上當地政府討公道，還被政

府的人員「拿著警棍把我們打出

來。」

至於官方聲稱的這波「農民

返鄉潮」，王先生質疑地說，如

果家鄉就可以好好生活，「當初

又何必出來？」他反問，如果這

波返鄉的人手上沒錢，返鄉能創

什麼業？「為啥返鄉？不就是

在外面賺不到錢。」

事實上，早前包括阿里、京

東、華為等電信巨頭，也都傳出

因中國近來經濟不好，不得不開

始裁員、停聘。

另有外媒報導，中共官方禁

止媒體報導有關經濟的「負面消

息」，其中還包括公司裁員和停

聘等相關信息。

根據《創業家》報導，2018
年 5 月至 8 月期間，每月簡歷

刷新數驟增，遠高於 2017 年

同期。 2018 年 6 月同比約增

18%，7 月約增 41.3%，8 月約

增 33%。

招商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丁安

華曾撰文稱，大陸民營經濟特別

是私營企業的發展，已經陷入了

「改革開放 40 年」來前所未有

的困境。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

報導】近日中國農業農村部

公布數據稱，中國返鄉創業

的人員高達740萬。不過，外
界普遍關注的是這740萬人
來自何方,他們的前路又在
何方?

官方稱近期中國返鄉人員高達740萬（Getty Images）

【看 中 國 訊】據「新 經

銷」報導，阿里巴巴已於近

期完成對便利店品牌喜士多

（C-store）的戰略入股。此次

投資金額為 5 億元人民幣，

占股比例在 20% 到 25% 之

間，此舉意味著阿里巴巴正式

進入連鎖零售領域。

2001 年 4 月，上海喜士

多便利連鎖有限公司由臺灣潤

泰集團在大陸成立，業務主要

分布中國華東和華南兩地，但

還是主要以上海為中心。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中國

大陸已開業門店超過1000家。

值得注意的是，阿里巴巴

的實體零售已經集齊大賣場、

商超、家居、新物種等多個領

域，唯缺連鎖便利店這一環。

【看中國訊】中國廣播電視

總局 11 日公布了《關於進一步

加強廣播電視和網絡視聽文藝

節目管理的通知》（簡稱《通

知》），傳聞已久的演員「限薪

令」終於落地。

薪酬方面，《通知》規定，

各電視上星綜合頻道 19：30
至 22：30 播出的綜藝節目，

每個節目全部嘉賓總片酬不得

超過節目總成本的 40%，主

要嘉賓片酬不得超過嘉賓總片

酬的 70%。關於電視劇，則

每部電視劇網絡劇（含網絡

電影）全部演員片酬不超過

製作總成本的 40%，其中主

要演員不超過總片酬的70%。

據陸媒《證券日報》報

導，因參與節目《中餐廳》

薪酬超標，趙薇、舒淇退回

4000 萬元人民幣。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綜合

報導】面對洶湧的非法移民大

潮，川普政府再推新規。非法

越境的移民將不具備在美國尋

求庇護的資格。但該規定並不

影響已經入境的非法移民。

週四（11 月 8 日），美

國政府頒布一項新的庇護申請

程序規定，所有違反總統暫停

或限制公告、通過美國與墨西

哥南部邊境（非法）進入美

國的外國人，基於美國《移民

和國籍法》（INA）第 212(f)
條或第 215(a)(1) 條，不符合

申請庇護的資格。

週五（11 月 9 日），川

普總統已正式簽署總統公告，

新規定即日起（11 月 10 日）

在南部邊境生效 90 日。

【看中國訊】隨著日本國

內適齡勞動人口不斷減少，尤

其是老年護理等領域對勞動力

的潛在需求巨大，日本政府希

望改革和完善引進外國勞動力

的相關法律，以彌補日本國內

勞動力不足。

據英國《電訊報》報導，

截至 2016 年 10 月，在日本

工作的外國人已達到 108 萬

人，在 5 年裡增加 5 成多。

據共同社報導，從 2019
年起，五年內將有 26 萬到 34
萬外國工人來到日本。安倍計

畫修改移民法，其中包括為具

有「特定技能」的外籍工人簽

發新簽證。如果修正案在下個

月通過日本議會，那可能意味

著 2019 年將有 47000 人外國

工人來到日本。

時事熱點

非野火季 加州大火改寫歷史

馬雲收購喜士多

影視明星「限薪」
趙薇舒淇先中招

日本移民新政策
5年接納34萬人

美移民新規 
非法越境不得申請庇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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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週二（11 月 13
日），申辦 2026 奧運會舉行了公

民投票，總計 304,774 張投票，其

中反對票 171,750 張，佔 56.4%；

贊成票 132,832 張，佔 43.6%。

市長南施、贊成派 BidCo
首席執行官瑪麗莫蘭，均對公民

投票的結果感到失望；加拿大奧

林匹克委員會發布新聞稿說它尊

重結果但對結果感到失望。「最

終，市民表達了他們的看法。」

南施說，「市民用大數字說了

話，很清楚。這就是我們今後往

哪裡走的、很明確的方向。」

反對派加拿大納稅人聯合

會（CTF） 亞 省 主 任 Franco 
Terrazzano 說：「我們的志願者

和支持者非常努力地制止這種浪

費。很高興看到他們的辛勤工作

得到了回報。」

市議會將於下週一（11 月

19 日）就是否繼續申辦 2026
年冬奧會投票。

揭露預付費貸款騙局

BBB 表 示， 網 上 的

Langr idge  F inanc ia l 公

司預付費貸款是個騙局。

Langridge Financial 公 司 聲

稱在卡城和紐約設有辦事處，

無論年齡，收入或信貸如何，

都承諾提供消費貸款，一旦支

付預付費，借款人將收到貸

款。自 9 月 30 日以來，BBB
收到了 5 個消費者的報告，

說他們已經匯了 558-3000 加

元不等，但沒有收到承諾的貸

款，也無法收回預付款。

卡城簡訊

卡城 Cenovus Energy 公

司呼籲亞省政府削減石油產

量，以縮小加拿大原油價格差

距。Cenovus 總裁兼首席執

行官 Alex Pourbaix 表示，這

一舉措是在能源部門陷入困境

掙扎時做出的。「由於我國不

予建設油管，面對挫敗的市

場，我們處於非常緊急狀態的

局面。」Pourbaix 表示，如

果按照美國標準，加拿大原油

的價格差異保持不變，那麼明

年政府收取的石油特許權使用

費，就要減少 50 億加元。

能源巨頭要求政府減產

日本最著名的漫畫家，

Erica Sakurazawa 本週訪問

了卡城，參加了為期兩天的日

益流行的藝術形式的講座和演

示，作為日本和加拿大建交

90 週年慶祝活動的一部分。

她在卡大泰勒教學研究所介紹

了日本漫畫，談論獨特的日本

藝術形式，展示了她個人風格

的技巧。 1991 年，她因漫畫

Makin'Happy 而出名。

日本漫畫明星到訪卡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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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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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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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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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供 $281
VIN: JA4AJ3AU4JU600335Stock #: 3065-4

2018 Mitsubishi RVR SE AWD
31,812KM   倒車影像 加熱座椅 四輪驅動

僅 $25,800

【看中國訊】週三，卡爾加

里市政府向市議會公布了新的四

年預算，預計將上調房產稅和公

用事業費，以及削減服務。市議

會預算主要有以下內容：

在接下來的四年中每年預計

增加 3% 的房產稅。

到 2022 年，供水和污水費

可能每月會增加 17 加元。

該預算中包括 2019 年房

產稅將上調 2.95% 至 3.45%。

2020 年，2021 年和 2022 年年

度房產稅上調幅度達到 3%。

計畫在未來四年內，在基礎

設施建設上投入 28.31 億加元。

該數字不包括先前批准的項目資

本。

在 11 月的最後一週，市議

會將進行預算辯論，並最終確定

預算。

【看中國訊】據卡城警方

稱，自去年以來，罌粟基金盒被

盜數量已經下降了「相當多」。

10 月 25 日至 11 月 12 日期間，

共有 7 起盜竊案，遠低於 2016
和 2017 年同期的 27 宗。由於

經濟的衰退，2014 年發生了 18
宗，而 2015 年，這一數字猛增

至 42 宗。這一活動的收益直接

為退伍軍人提供醫療費用，為其

家屬提供教育獎學金，儘管該活

動已經結束，但全年都可以捐

款。有興趣的人可以訪問卡城罌

粟基金會的網站。

未來四年規劃預算出爐

罌粟基金盒盜竊事件大幅減少

公民投票2026奧運會結果： 
56.4％反對，43.6％贊成

【看 中 國 訊】帝 國 石 油

（Imperial Oil）公司週二宣布

其亞省北部地區的 Aspen 油砂

項目獲得了亞省能源局（AEB）

的批准，並將立即開始興建。這

個批准過程長達五年。

像帝國石油及其大股東埃克

森．美孚（Exxon Mobil Corp）
這樣的重量級石油公司能夠在瀝

青生產上增加更多的投入，對整

個油砂行業無疑傳遞了一個積極

的信號。

在該公司的主要競爭對手紛

紛削減產量以規避銷售價格的高

額折扣時，帝國石油公司反其

道而行之。該項目 2022 年建成

後，將在目前的每日 30 萬桶原

油產量的基礎上，為該公司每日

再增加 7 萬 5 千桶原油產量。

許多分析家都預測，到

2022 項 目 落 成 的 時 候， 新

建的管線會將原油價格恢復

到正常水平。管線公司安橋

（Enbridge） 的 3 號 管 線 替 換

項目預計在 2019 年完工。管

線公司 TransCanada 的基石管

線（Keystone XL）可能會在

2020-2021 年左右完工。而屆

時聯邦政府的跨山油管項目也可

能會投入運營。

帝國石油公司總裁克魯格

（Rich Kruger）表示：「我們擁

有巨量的油砂資源，但在全球環

境下不全都具有競爭力。但是那

些擁有最高質量資源的項目，可

以開發和應用新技術的……我們

認為這些特別甄選的項目可以在

全球能源業競爭中佔有一席之

地。」

帝國石油公司表示，該項目

所採用的技術，是通過將溶劑和

蒸汽一併注入地下而增加瀝青的

產量。這個技術與時下很多其他

石油公司採用的 SAGD 開採方

式相比，會將水的使用量和排放

量進一步降低 25%。克魯格指

出，帝國石油有能力通過自己的

鐵路運載設施增加石油運輸，該

公司針對 Aspen 油砂項目分析

了多種運輸選項。

這個項目證明了石油公司並

沒有在經濟衰退的期間坐以待

斃，而是利用低成本和高效率重

新規劃和設計未來的發展。帝國

石油公司所採取的反週期戰略，

使其能夠以比經濟火熱時期更低

的成本獲得熟練勞動力和材料。

但是，只有極少的石油公司

具備這些基礎設施和煉油及運輸

選擇來進行這種投資。

帝國石油26億油砂項目獲批

【看中國訊】卡城兒童醫院

援助協會成立於 1908 年，他們

沒有辦公室，也沒有帶薪員工。

在過去的 40 年裡，該協會籌集

並捐贈了近 1000 萬加元。

每年的 11 月 14 日，卡爾

加里地區的「募款專家聯合會」

都會在這一天為對社區做出傑出

貢獻的個人和團體授予榮譽獎

勵。該協會今年榮獲「慷慨精神

獎」。該協會資助卡爾加里的

許多慈善機構，為卡爾加里地區

的兒童和年輕人的健康、福祉和

安全做出貢獻。他們只有 75 名

活躍成員，其中最年長的近 90
歲高齡。

捐款千萬 兒童醫院援助會獲慈善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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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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嶺最牛別墅 神秘主人仍隱身

秦嶺是中國南北氣候的分界

線和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被歷

代帝王尊為華夏文明的龍脈，地

位不言而喻。秦嶺北麓近年來因

違規建別墅清拆問題受到關注。

據大陸官媒報導，習近平曾對違

建的秦嶺別墅清拆工作作出過 6
次批示，卻不見成效。事件因此

被外界視為中共央地博弈、「政

令不出中南海」的又一例證。

別墅的更名

今年 7 月底，中共中紀委

派出專項整治工作組介入，直到

8 月中旬，秦嶺違規建別墅群才

開始被拆除。一處被稱為秦嶺西

安段最大單體的違建別墅，位於

秦嶺西安段的鄠邑區石井鎮蔡家

坡村村南的山腳下。背靠朱雀森

林公園、太平國家森林公園，緊

鄰金絲猴自然保護區，風景秀

麗，南側倚靠的山脈則是久負盛

名的終南山一脈。

這處別墅最初在西安本地媒

體及官方信息發布平台上被稱為

「支亮超大違建別墅」，基本訊

息顯示該別墅系以陝西秦悅貿易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支亮名義所

建。

但有陸媒經調查發現，名義

上的別墅主人支亮出生於 1980
年，他當年與石井鎮蔡家坡村簽

訂土地租賃合圈地建別墅時年僅

25 歲，大學剛畢業不久。後經

有關機構查實，這些別墅的真正

業主是一個名為陳路的人。

今年 10 月 15 日晚，陝西

多家媒體及官方信息發布平台上

報導這處違建別墅的消息時，統

一將這處別墅園區稱為「陳路超

大違建別墅」。

《中國新聞週刊》11 月 13
日報導指，「陳路別墅」內部奢

侈程度驚人。在別墅建設過程

中，栽種了多種名貴樹木，包括

一棵 500 年樹齡的國槐，還有

價值超過 20 萬元人民幣的皂角

樹。院內有大量磨盤、石鼓、拴

馬樁、古代石獅等，正面懸掛

「望重成均」紅匾。前幾年別墅

主人還從西藏空運來 5 只藏獒

幼崽，由於太小，同時從西藏空

運羊肉餵藏獒。

報導說，這座別墅的主人名

叫陳路，是西安市一位高官的公

子。陳路的父親在西安黨政系統

擔任要職。一位村官曾見過這名

黨政要員 3 次，並稱別墅酒窖

內全是茅臺酒和五糧液酒，「50
年茅臺當水喝，一次一箱，喝不

了讓我帶走。」但也未公開點出

陳路父親的姓名。

陳寶根其人

被視為違建典型的「陳路別

墅」背後的神秘人陳寶根，儘管

已有未經證實的消息稱其被降為

科員，繼續接受調查，但至今未

被官方宣布處理，官媒則至今仍

隱去其姓名，背後內情不得而

知。

公開資料顯示，現年 65 歲

的陳寶根是甘肅人，曾在陝西、

四川官場深耕 23 年，四川廣元

市長，陝西西安副書記、市長、

市人大常委會主任等。 2017 年

2 月，陳寶根辭去西安市人大常

委會主任職務。

10 月 21 日，有中國自媒體

曾發文《陳寶根的寂靜嶺》關注

這位西安黨政要員。文章稱，陳

寶根擔任西安市長期間，西安出

現「拉土車之殤」，而在其即將

卸職的最後一年，違規渣土車竟

致 50 多人死亡。

據《多維網》11 月 15 日報

導，早在上月，就有關注此事者

透露。當時一名叫「關於素質」

的網友發布的藏頭詩——「陳

年舊人今莫提，寶氣珠光觀者

迷，根深樹大惹風起，家道中落

猢猻離」，指出「陳路別墅」背

後的神秘人物便是陳寶根。

多名官員落馬

至目前，已有多個涉案官員

被處理，包括陝西省委常委錢引

安、西安市委副書記、市長上官

吉慶，已退休的西安市政協原主

席程群力，西安市國土資源局長

安分局原局長衛旭峰，西安市魚

化寨街道辦黨工委原書記史凡。

一宗敲詐案波及300官員

11 月 13 日，官方通報，

犯罪嫌疑人彭某涉嫌敲詐廳、

處級領導幹部 300 餘人，敲詐

勒索資金金額累計 200 餘萬元

人民幣，現已被湖北警方拘捕。

據官方透露，今年 5 月、

6 月，湖北省沙洋市兩名單位

「一把手」王某、劉某分別接到

一封匿名信件，信內各有一張

A4 紙列印的信件，夾有兩張照

片。一張照片是王某、劉某分

別與一名女子的艷照，另一張

照片內容是一個 U 盤、3 張照

片、一個光碟。

警方公布 A4 紙信件中寫

道：「我是一名私家偵探，受人

委託特來抓你把柄。只要你在

看完信幾天內匯 17 萬元人民幣

到指定帳戶上，錢到賬後，我

保證將所有錄像帶、光碟、錄

音帶親自交到你手裡。」

「如果你不匯錢，就會以兩

種形式告發你。一是以書信的

方式向省紀委、檢察院甚至中

紀委寫去舉報信並附上所有證

據；二是將你所有的腐敗事跡

傳到網上，讓廣大人民都看看

瞧瞧你是如何為官的，到時候

你想不成為網路紅星都難。」

據稱，王、劉兩人接到信

後 報 案。 7 月 5 日， 沙 洋 市

又有 2 名處級官員報案，稱收

到類似敲詐信件。警方根據信

件收款銀行信息，追蹤了幾個

月，終於抓捕了嫌犯彭某。

警方通報稱，彭某，男，

40 歲，湖南省婁底市人，現就

職於深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

是一名司機。彭某從網上搜索

收集中國各地政府官員和國

企、央企等單位官員信息，將

收集到的圖像合成到艷照相片

上，編造敲詐勒索信件樣本，

廣泛投遞。

據警方介紹，彭某共寄出

300 餘封信件，有 10 名官員包

括副廳級 1 人、正處級 7 人、

副處級 2 人中招，共收到轉賬

資金 130.2 萬元人民幣。

面對敲詐官員反應不同

前述的「艷照門」僅為編造

材料的敲詐案件，但真實的淫

亂遭偷拍事件也時有曝光，比

如前中共重慶市北碚區委書記

雷政富不雅視頻醜聞，就曾引

發轟動。

偷拍照片、視頻也成為情

婦要挾官員的「武器」。比如，

2014 年 2 月，湖北武漢經濟技

術開發區軍山街國土資源服務

中心主任黃某的情婦，在微博

發布黃某的裸照及兩人親密視

頻，曝光兩人的淫亂關係。黃

某隨即被免職。

同年 1 月 13 日晚，一名

自稱陝西黨校在職研究生的女

子，在網上曝光其與中共陝西

省委黨校副校長秦國剛的「性

醜聞」，並上傳多張秦國剛全

身赤裸的淫亂照。秦國剛隨後

被查。

也有霸道官員淫亂遭偷拍

後悍然抓捕偷拍者。

據陸媒報導，曾長期擔任

合肥市公安局局長，後任安徽

司法廳原副廳長的程瀚，曾將

下屬多名女警發展成情婦。有

的情婦在局裡是公開的秘密，

但他並不避諱，有時甚至在酒

桌上以此自誇。

2014 年，程瀚與女警花

情婦蔡某到合肥天鵝湖酒店開

房，卻被 80 後女子王貴菊和一

名男子李永用針孔攝像頭偷拍

下不雅視頻，還儲存到 U 盤中

寄到了程瀚的辦公室。

而令人咋舌的是，作為不

雅視頻的兩名當事人，程瀚竟

命女警蔡某也參加到該案偵查

工作之中，直至將偷拍者抓捕

判刑。不過，程瀚也因為人太

霸道，曾一拳打掉副局長牙

齒，引發該副局長家屬舉報而

落馬。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

綜合報導】日前，一起跨越

11省、涉及300名中共官員的
「艷照門」勒索案曝光。據

報湖南籍嫌犯彭某涉嫌敲

詐，10名廳、處級官員中招，
共支付贖金130餘萬元。

官員淫亂遭偷拍中招，最轟動的應為雷政富事件。（網路圖片）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

綜合報導】陝西秦嶺違建別

墅案引發中南海震怒，別墅

連月來開始清拆，並且一批

官員被拉下馬。中辦日前還

就陝西官場涉違建別墅案

進行「定性」，罕見批中共

陝西省委、西安市委——違

反政治紀律。不過被特別關

注的陳路別墅背後的神秘

人物始終被官媒隱去姓名。

網曝該神秘人是陝西退休

黨政高官陳寶根。

「陳路別墅」位於秦嶺西安段的鄠邑區石井鎮蔡家坡村村南的山腳下。（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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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港媒報導，中

國國家法官學院官網在今年 10
月發布了一份稿件，為第 5 屆、

第 6 屆「高級法官法學博士班臨

時黨支部」和第 9 屆「法官法學

碩士班臨時黨支部」，在香港城

市大學召開黨支部會議，有 39
名黨員參加。

國家法官學院黨委書記、

院長黃文俊參加出席並「宣講

黨課」，向在港黨員學生要求：

「切實增強意識形態領域安全意

識，增強政治敏銳性和政治鑒別

力，要敢於同錯誤言行作鬥爭，

並要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

加強組織觀念等」。

香港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塗謹

申受訪時指出，中國共產黨在香

港並沒有註冊登記。此外《基本

法》亦列明，「中央各部門在香

港設立的機構和機構人員，都要

遵守香港法律」。

【看中國訊】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將出席即將在巴紐首都

舉行的 APEC（亞太經合會），

巴 紐 最 大 報《國 民 報》（The 
National）11 月 14 日在頭版位

置對其進行了相關報導，習近平

照片的圖說中，將來源誤寫為

「中華民國大使館（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看中國記者鐘靈綜合報導】

被稱為香港「政壇教父」、「大

sir」的鐘士元於 11 月 14 日凌

晨逝世，享壽 101 歲。鐘士元

一生充滿政治色彩，在香港德高

望重、又曾在鄧小平面前勇提

「三個憂慮」，惹怒鄧小平、被

批評是「孤臣孽子」。

鐘士元生於 1917 年 11 月

3 日，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英

國雪菲爾大學博士畢業。他曾出

任港英政府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

員及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是

英國統治下、香港政治地位最高

的華人。

1984 年，鐘士元率團出訪

倫敦，向英國國會反映香港人對

於主權移交的憂慮和建議，結果

引起新華社嚴厲批評、指他們

「阻撓中英談判」。

1984 年 6 月，鐘士元、鄧

蓮如及利國偉以兩局議員身份訪

問北京。在與鄧小平會談中，鐘

士元發言時則直接提出了香港人

的三項憂慮：「擔心將來的港人

治港，有名無實；擔心九七後，

中國處理香港事務的中低級幹

部，將來在執行上不能落實中央

的政策，處處干擾；第三，擔心

將來的領導人改變現行國策，否

定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政策，

使五十年不變的承諾落空。」鄧

小平聽後很不高興。新華社批評

鐘士元是「孤臣孽子」。

鐘士元 2010 年接受《議事

論事》節目訪問時，炮轟北京決

定的「1,200 人小圈子選舉特首

的制度並不能代表 600 多萬港

人」。他強調，應該允許讓特

首有政黨背景、令香港出現執政

黨，並經港人一人一票選出，才

能夠解決管制失衡的問題。

港媒形容，鐘士元一生夾在

中英雙方之間、處於歷史的分岔

點上，兩邊都難以討好，就如同

香港的「前途」，幾乎也輪不到

香港人來決定。 2010 年接受港

臺訪問時他曾直言，「英國政府

當我們是『走狗』，中國政府當

我們是『漢奸』。但我自己退下

來時，要想想對不對得起香港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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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鄰里的特賣活動。
2018年11月22-23日
• 某些特選車型租賃利率從1.9%起長達45個月!**

• 另外, 免除三個月的供款，每月高達$1250。*

• 某些特選車型獲得高達$20,000現金返還。*

• 每筆購買可獲贈冬季維護套件。

Mercedes-Benz Country Hills
訪 問 我 們 的 車 行 並 見 識 亞 省 西 部 最 大 的 展 廳 。
體 驗 無 與 倫 比 的 客 戶 服 務 和 豪 華 設 施 。

Andy Lai 
品牌專家 
粵語/ 
國語

Pheobe Ku 
品牌專家
粵語/
國語

大陸法官在香港
成立臨時黨支部

習近平照片來源
寫「中華民國」

涉中資賄選 
「愛國同心會」成員遭限製出境

「政壇教父」鐘士元逝世  曾為香港與鄧小平懟上

【看中國記者明思綜合報導】

隨著九合一選舉進入最後倒數時

段，全臺各檢察機關查賄行動進

行的如火如荼，臺北地檢署日前

接獲線報，親共團體「愛國同心

會」總幹事張秀葉與會長周慶峻

等人，涉嫌利用中共資金行賄選

民。

臺北地檢署復訊後，13 日

依涉嫌違反《選罷法》，諭令張

秀葉與周慶峻等限製出境、出海

住居。

《民報》消息稱，臺北地檢

署 13 日與調查局兵分 5 路，搜

索身兼愛國同心會、「中國民主

進步黨」秘書長，並代表「中國

民進黨」參選臺北市萬華區議員

候選人的張秀葉住處及競選總

部，並約談 9 名嫌疑人及十多

名證人到案。

檢調初步調查，張秀葉等愛

國同心會成員於今年 10 月初，

在臺北市中山區某餐廳舉辦餐

會，開席 50 多桌。

每桌金額至少 5,000 元（新

台幣下同）以上，進行選舉造

勢活動，如以每桌十人估算，與

會的人數或近 600 人。

據瞭解，該場餐會活動以慶

祝中國國慶日為由，免費招待民

眾用餐，並在舞台上大揮五星

旗，同時張秀葉在會場拉票造

勢，涉嫌違反《選罷法》的賄選

標準。

《聯合報》消息稱，張秀葉

還涉嫌在今年 8 月間，招待愛

國同心會 20 多名幹部，前往中

國貴州旅遊約一週，每人費用 1
萬多元，被招待的所謂幹部大多

是陸籍配偶，食宿均由中共支

付。

事實上，身兼多個角色的愛

國同心會秘書長張秀葉，前年底

曾被控在臺北市捷運西門站拉

扯、徒手毆打一名莊姓女子，事

後遭判賠 3 萬元，但張被指至

今仍未賠償。

檢調還發現，另一位身兼中

國民進黨與愛國同心會主席周慶

峻，常常赴大陸拜訪中共「特定

人士」，返臺後都攜帶大批人民

幣入境，並透過地下匯兌換成台

幣，再將錢交由張秀葉運用。

檢調在張秀葉處所還查扣一

本帳冊，其中有詳細記錄資金流

向，檢調表示將持續清查周慶峻

與張秀葉是否接受中國金援，若

證據確鑿恐觸犯違反《政治獻金

法》。

12 日晚間，張秀葉與周慶

峻被移送臺北地檢署復訊時，周

還一路高喊「共產黨」並又叫又

跳。張秀葉則直喊自己並沒有賄

選，還不忘時時對著媒體鏡頭拉

票。

由於中國民進黨與愛國同

心會、中華統一促進黨關係密

切，也都是眾人皆知的「親共團

體」，特別是「愛國同心會」一

直在臺灣扮演中共打壓法輪功的

外圍特務組織，俗稱臺灣版「青

關會」。

「愛國同心會」總幹事張秀葉涉賄選。（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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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據中央社

報導稱，美國加州野火肆

虐，天堂鎮（Paradise）一

名爸爸開車載著 3 歲的女

兒逃命時，一邊注意路況一

邊哼歌安撫愛女的影片被妻

子上傳至臉書後，引發網民

瘋傳。

北加州的「坎普野火」

（Camp Fire），燒毀天堂鎮

6700 多棟民宅和店家。鎮

民艾倫（Joe Allen）開車載

著家人逃離坎普野火時一路

保持冷靜，公路兩旁可見熊

熊烈火，現場濃煙瀰漫。

根據艾倫的行車紀錄

影片顯示， 3 歲的女兒奧莉

維亞一度緊張地高聲說道：

「哎呀，為甚麼這裡有火，

我們要被燒到了。」

不過艾倫溫柔地安撫女

兒說他們會安然度過，他還

哼著「寶貝，一切都會沒事

的」。他們的車經過兩邊野

火肆虐的路段後，女童對爸

爸連喊「你辦到了」。不過

這名慈父回答說：「是我們

一起辦到了。」

【看 中 國 訊】1917 年

11 月 7 日，俄羅斯建立了

世界第一個共產黨政權。去

年，川普政府宣布 11 月 7
日為「全國紀念共產主義受

害者日」。

今年是白宮第二次就

「全國紀念共產主義受害者

日」發表總統聲明。

聲明說，在「全國共產

主義受害者紀念日」這一

天，我們銘記一億多被共產

主義極權政權殺害和迫害的

人。我們還重申堅定支持那

些為世界各地的和平、繁榮

與自由而奮鬥的人。

川普在聲明中指出：自

從 1917 年俄羅斯布爾什維

克革命以來，我們目睹了共

產主義暴政意識形態所造成

的後果——痛苦、壓迫和死

亡。共產主義把與生俱來的

人權置於所謂的全體幸福之

下，其結果是消滅宗教自

由、私有財產、言論自由和

經常發生的消滅生命。

共產主義以及對共產主

義的追求對人類精神和人類

繁榮將永遠具有破壞性。

聲明說：今天，我們緬

懷所有那些在壓迫性的共產

主義政權下被剝奪了生命、

自由和追求幸福的美好祝福

的人。我們一道哀痛在共產

主義下如此之多的人所蒙受

的難以忍受的損失，並重申

我們的誓言，繼續推動自由

事業並為所有人爭取機會。

社會萬象

慈父帶女逃命感動網友

川普悼念共產主義受害者

香港75年老牌書店結業

香港老牌「齡記書店」，日

前宣布將在今年 12 月 31 日全

面結業，全部貨品會以一折價格

出售。「齡記書店」一向是香港

老牌龍頭，出版的課本提供給約

50 家香港中、小學，包括不少

傳統名校。

除了課本外，「齡記書店」

也出售外國書籍、外國暢銷圖

書、兒童讀物及文具等，內容廣

闊、包羅萬有，幾乎象徵了香

港一個世代的文化。而「齡記書

店」的結業，也喚回了不少香港

老幼書迷的回憶。有住在港島的

港民表示，小時候自己就隨家人

到「齡記書店」買書，「買書的

袋子裡都是齡記、齡記的，這書

店比我還老，可惜這個年代越來

越少人買書，就算買也是那些旅

遊書、課本之類的，齡記這類書

店經營很用心，真的很可惜。」

有港民表示：「我從小到大

都是在這裡買書，現在它要結業

了，我都不知道到哪裡可以買書

了，不會去『三中商』，我不喜

歡。」

香港中小企書刊業商會副主

席彭志銘接受《香港 01》採訪時

表示，這個在 1943 年創立的出

版書店，最終敵不過中聯辦的市

場壟斷，香港出版業已經苟延殘

喘。

他指出，香港出版業界面

對門市、倉庫租金持續上升、成

本加重、營運困難，加上市道中

落，現在香港人很少買書讀書，

在這樣的環境中，中聯辦透過操

控公司壟斷香港八成出版市場，

給了傳統書店致命一擊。

彭志銘指出，中聯辦控制

的「三中商」（三聯書店、中華

書局及商務印書館）壟斷並拖

累了整個行業，因為不少出版商

的書籍也需要放到「三中商」出

售，令整個行業都陷入低迷。

「三中商」對於書籍的挑

選，也令香港新一代失去閱讀和

文化風氣，彭志銘早前接受訪問

時也指出，以往「三中商」門市

的店長都有權選擇採購書籍、以

及選擇放置書籍的位置，但早年

開始由「中央統一採購」，而所

謂的中央就是背後操盤的中聯

辦，因此目前香港 3 大書局的

情況，如同「中聯辦想你看甚麼

書，你就看甚麼書」。

彭坦言，從文化角度來看，

中聯辦為首採購的書籍，除了宣

揚中共理念的政治書，其餘絕大

部分是旅遊書、愛情小說、心理

測驗、職場競爭、情場競爭等，

而有關文學、哲學、歷史的書寥

寥可數，且大部分都是翻印國內

出版社。而翻印國內出版社的書

籍、信息亦未必真實，尤其中國

歷史。

【看中國記者鍾靈綜

合報導】香港課本出版的業

界老字號、龍頭代表，有75
年歷史的「齡記書店」宣布

結業。而它的結業背後，是

市場被壟斷、生存困難的悲

歌。

據彭博報導，一家日本婚禮

顧問公司的老闆森山和彥，希望

員工每天保持充足的睡眠。他制

定了一項獎勵積分，只要員工

在一週有 5 天的睡眠時間達到

6 小時以上，便能獲得積分，而

這些積分能夠換取員工餐廳價值

6.4 萬日圓的食物。員工每晚的

睡眠則會通過日本床墊公司愛維

福（Airweave）所開發的應用

程序追蹤。森山認為，快樂員工

會有更好的工作表現。

證據顯示，良好的睡眠會帶

來好的工作表現。如果睡眠不足

即會帶來反效果。根據蘭德公司

（Rand Corporation）2009 年的

研究——睡眠不足導致美國每年

經濟損失高達 4110 億美元，占

國內生產毛額（GDP）2.28%，

而日本則估計因此損失 1380 億

美元，占 GDP 的 2.92%。

除了睡眠獎勵，森山還推出

營養飲食、運動及正向辦公環

境，公司也提供育兒津貼及正常

工作日休假。森山表示：「我最

終想要僱用 100 萬名員工，我

想做些別人認為是瘋狂的事。」

近年來，日本過勞死事件頻

發。日本放送協會（NHK）曾

報導稱，一名 31 歲女記者在家

死亡，東京都澀谷勞動標準監督

署調查後，認定其死因是過勞

死。調查認定，她「處於疲勞、

經常性睡眠不足的狀態」。

同年，日本最大廣告公司電

通公司一名叫高橋茉莉的女員

工，從員工宿舍跳樓，結束了年

僅 24 歲的生命。家屬稱，她因

過度加班而患上抑鬱症，最終不

堪重負而自殺。在抑鬱症發病前

一個月，她曾加班長達 100 個

小時。她在生前日記中寫道，

「要加班 20 小時了害怕……凌

晨 4 時都要工作……」

近幾年，私人業者建立的基

因族譜學資料庫，在美國變得

越來越熱門。其中包括 23 and 
Me 與 Ancestry.com 等族譜追

溯網站，還有開放式的基因搜索

資料庫 GEDMatch，由一般民

眾主動提供，並公開分享 DNA
樣本，這已成為美國辦案人員揭

開冷案元凶真實身分的利器。

根據今日美國報導顯示，今

年 6 月初，66 歲的華州男子哈

特曼（Gary Hartman）在華盛

頓州餐廳用餐時，被臥底警探跟

蹤。探員帶走了哈特曼用餐後丟

棄的餐巾紙。

經過 DNA 分析比對，證實

他就是 32 年前奪走 12 歲華州

女孩威爾希（Michella Welch）
生命的嫌犯。

華 盛 頓 州 塔 科 馬 市

（Tacoma）警察局長藍姆斯德

爾（Donald Ramsdell）在記者

會上表示，這個案件是 DNA 檢

測技術、電腦模式分析，以及警

方辦案技巧完美結合的最佳例

證。

僅在 2018 年，憑藉 DNA
檢測與基因族譜學，全美至少已

告破六起數十年前一度震驚全

美，卻無法抓到凶手的懸案，其

中包括「金州殺人魔」在內。

1970-1980 年代，在加州

謀殺 12 人、性侵 50 多人，讓

社區民眾聞之喪膽的「金州殺人

魔」（Golden State Killer） 在

今年 4 月落網。

加州警方透過對比 DNA
樣本，比對族譜網站中所儲存

的 DNA 樣本資料，然後根據

年齡、地理等條件，排除並縮

小了目標範圍，逮捕了 72 歲

的 迪 安 吉 羅（Joseph James 
DeAngelo）。 他 曾 是 一 名 警

察，熟知破案之道，作案隱秘。

根據 Sciencemag 報導，在

美國白人中，通過將匿名 DNA
樣本與一些基本信息相結合，

研究人員可以從 130 萬個人的

DNA 資料庫開始，將該人的身

分縮小到不到 20 人。

老闆掏錢獎勵員工睡好覺基因族譜破獲懸案

【看中國記者憶文

綜合報導】美國數十年的

冷案，在最近幾個月被陸

續告破。隨著基因族譜學

（genetic genealogy）技
術日趨成熟，調查人員從族

譜樹上的遠親開始鎖定，順

籐摸瓜，讓多年來逍遙法外

的兇嫌落網。

一年一度的香港書展。(Getty Images)

日本一家公司掏錢鼓勵員工好好

睡覺。（Fotolia)

【看中國記者黎紫曦綜合報

導】有消息稱，北京理工大學徵

選了 31 名 18 歲以下的「最聰

明」高中生接受訓練，北京當局

意在讓他們成為研發人工智慧

（AI）武器殺手的世界最年輕

「科學家」。

香 港《南 華 早 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報 導，

北京理工大學網頁顯示，該校從

5000 名候選學生中，選出 27
名少男、4 名少女，參與「智慧

型武器系統實驗班」，並在完成

4 年學業後，繼續博士課程，這

31 名學生的年齡均在 18 歲以

下。

根據該計畫，每位學生將由

兩名武器科學家輔導，一人擁有

學術背景，一人來自國防產業。

在完成第一學期的課程後，學生

將選擇一個專業領域，如機械工

程、電子學或整體武器設計等。

之後，他們將被分配到相關國防

研究室，在那裡通過親身實踐發

展技能。

一名參與遴選的北理大 BIT
教授表示：「這些孩子都非常聰

明，但只是聰明還不夠。我們正

在幫他們尋求其他特質。」

來自山東省的男學生齊一申

（音譯：Qi Yishen）說，他之

所以選擇北京理工大學，是因為

他一直對槍枝和武器感興趣，所

以「我選擇了北理大，放棄了清

華大學。」報導指出，北理大是

中國武器研究中心之一，這項新

計畫顯示，該校非常重視 AI 發
展的軍事應用。

紐約聯合國大學政策研究中

心新興網絡技術研究員鮑威爾斯

（Eleonore Pauwels）卻擔憂地

表示，雖然人工智慧技術可以為

中國提供新的安全武器庫，但在

中共體制下生存的大陸民眾，很

難逃離被官方用高科技監控或傷

害的命運。

加州大學柏克萊加大智

慧系統中心主任羅素（Stuart 
Russell）也警告，「（人類）永

遠不該允許機器殺人，這種武器

很快就會變成大規模的毀滅性

武器，因為它增加了戰爭的可

能性。」這項計畫是「很壞的主

意」。

【看中國記者路克編譯】近

日科學家在印尼婆羅洲的洞穴中

發現了已知最古老的動物壁畫。

這個看起來像公牛的野獸壁畫已

有至少 4 萬年的歷史。

20 世紀 90 年代，有人從印

尼婆羅洲的石灰岩洞穴中發現了

史前繪畫。為了到達洞穴，澳

大利亞格里菲斯大學（Griffith 
University）的考古學家和地

球 化 學 家 奧 貝 爾（Maxime 
Aubert）和他的團隊，使用大

砍刀在島上劈出一條穿過茂密的

叢林的路。他們戴著礦工的頭盔

照亮黑暗，走過了幾英里的洞

穴，發現了數百壁畫，其中包括

神秘的公牛形象的壁畫。他們採

用能夠測量元素鈾衰變的技術，

確定壁畫的年齡大約是 4 萬年。

現在，憑藉婆羅洲的洞穴藝

術，科學家們能夠構建一個關於

該地區藝術發展的粗略時間表。

除了大約 5 英尺寬的公牛壁畫

外，還有紅色和紫色的手印畫

和人類場景的洞穴壁畫。大約

14000 年前，洞穴居民開始定

期勾畫人物，如跳舞和狩獵，他

們經常戴著大頭飾。岩石藝術主

題的類似轉變也發生在歐洲的洞

穴中。至於這個紅色的類似公牛

的壁畫，它的意義仍然是個謎。

「我們認為這不僅僅是他們的食

物，它意味著特別的東西。」奧

貝爾說。

北京徵高中生 研發AI自主武器 印尼發現4萬年前壁畫

【看中國記者蘇菲綜

合報導】現代人工作生活忙

碌，加班、熬夜已經成了打工

一族的生活常態。不少公司

老闆也要求自己的員工隨時

ON CALL。而日本一間婚
禮公司的老闆認為，員工休

息好才會對企業有利，因此

他決定獎勵「睡到飽」的員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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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OSE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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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WAY REMOTE
STARTER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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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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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ED

NOW $17,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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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24,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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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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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RAV4 LE AWD DEMO

LOA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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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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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8 TACOMA “TRD” D-CAB-V6

AUTO

NOW $39,998*
WAS $44,099*

20
18 HIGHLANDER LE V6

LOADED

NOW $34,998*
WAS $39,069*

0%

20
18 TUNDRA D-CAB

LOADED-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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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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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ARD  LUM
銷售經理（粵語 / 英語）

座機：403-365-4532
手機：403-969-9238

hlum@southpointetoyota.com

公 開 通 知
一 日 特 賣上午9點～下午 6點

週五，11月 16日

上午 9點～下午 6點

週五，11月 16日

“任選其一”

每輛庫存
豐田車可獲 *

T&T 超市

禮品購物卡

每筆購買可獲 *

免 費 免 費 免 費

雙向遙控

汽車起動器

每筆購買可獲 *

延長保修期

每筆購買可獲 *

提供 4年

新豐田車

內部清洗 *
每筆購買
可獲 *

免 費
冬季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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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NOVEMBER 16TH – 9AM TO 6PM – ONE DAY NO EXTENSIONS!

FREE
Winter
TIRES*

With
every

purchase

TIRES0%
ON EVERY

SINGLE TOYOTA
IN STOCK*

$1,000
IN FREE

FUELWITH
EVERY SALE*

FREE
2WAY REMOTE
STARTERWITH
EVERY SALE*

FREE
EXTENDED
WARRANTY
WITH EVERY

SALE*

FREE
DETAILING ON
YOUR NEW
TOYOTA FOR
4 YEARS*

20
17 COROLLA DEMO LE

LOADED

NOW $17,888*
#P700348

WAS $24,620*

(SAVE ALMOST $7,000!)
LAST ONE!

20
18 RAV4 LE AWD DEMO

LOADED

NOW $29,998*
WAS $34,786*

0%

20
18 CAMRY LE DEMO
LOT’S OF EXTRAS!

NOW $27,980*
WAS $31,734*

20
18 TACOMA “TRD” D-CAB-V6

AUTO

NOW $39,998*
WAS $44,099*

20
18 HIGHLANDER LE V6

LOADED

NOW $34,998*
WAS $39,069*

0%

20
18 TUNDRA D-CAB

LOADED-NEW!!

NOW $38,754*
WAS $48,754*

(SAVE $10,000!)
0%

0%

#P800090 0% #P802001

#P800131 #P801400

4 WD

#P802263

20
18

還 有！！ 一 日 內 清 盤 銷 售！！！！

週 五，11 月 16 日 - 上 午 9 點 至 下 午 6 點 - 僅 限 一 日 不 延 期！

另 加 ！ 週 五 購 車 自 動 參 加 抽 獎 有 機 會 贏 得

另 加！ 週 五 購 車 免 費 獲 得 一 部 I P A D *
兩 張 $1,000 元 購 物 中 心 購 物 卡 中 的 一 張 *

2018 年逐近尾聲，各個研

究機構開始對中國 2019 年宏觀

經濟及各行業的發展趨勢和動態

進行預測和判斷。11 月 12 日，

中金公司就房地產行業 2019 年

走向進行展望時表示，房地產

市場已經步入下行週期，預計

2019 年銷售、投資、新開工等

指標都將顯著下降。

中金公司研究報告提出，

2019 年是房地產衰退年。目前

房地產市場不論從大週期還是小

週期而言，均剛剛跨過頂部，進

入下行階段。雙週期疊加共振，

下行風險值得特別警惕。

中金公司深厚的政府背景，

令業內對其研究報告倍加關注。

11 月 13 日，官媒發文稱，

樓市冷清致首付貸需求收縮，貸

款中介推住房抵押貸款。金融業

從業者張先生表示：「今年樓市

『金九銀十』爽約，有關各地樓

盤的推銷近期也特別多，我個人

已經收到京津冀、成都、山東等

多地的樓市項目推介；此外，由

於近期樓市成交量低迷，按揭貸

款需求降低，住房抵押貸款的推

介明顯增加，感覺有點像所謂方

便麵指數與消費升級還是降級的

隱喻。」

今年以來，中國房地產市場

每天都有新情況出現。「金九銀

十」指的是每年的九月分和十月

分是樓盤的銷售旺季，與往年不

同的是，很多城市卻出現了開發

商降價求售，導致先期入住業

主「維權」的現象。同時，關於

樓市的各類謠言也屢見不鮮。從

房價數據來看，中國多個城市的

成交套數環比交易量都出現了下

降。

分析師認為，受到市場預期

變化影響，房企的降價步伐會加

快，一線熱點城市降溫趨勢會更

為明顯，有價無市局面將更多出

現在各個城市。

例如：北京樓市一方面是新

房供應仍繼續大量增加，一方面

是市場觀望情緒日漸濃重，再加

上公積金新政的影響，樓市整體

成交量大幅下降。業內人士認

為，年底前北京樓市依然面臨著

迫在眉睫的銷售壓力，一些區域

有可能開始價格戰。

同樣作為一線城市的深圳新

房、二手房量價全面下跌。值得

關注的是，近三年來深圳樓市終

於出現實質性的下跌，不僅表現

在統計數據上，更因在現實市場

中，出現了新房的降價打折，以

及二手房業主的降價「拋售」。

市場轉冷、開發商打折、購

房者觀望，樓市的預期已開始逆

轉，供求關係也發生了實質性變

化，一邊是需求端的觀望，一邊

是供給端的擴大，進入了買方市

場。租賃市場也發生了變化，

熱點城市住房租金已由 7 月時

的快速上漲發展至 8、9 月的下

降。租金走勢的變化在市場上直

接表現就是，房地產中介抬高價

格收來的房源，還沒租出去就開

始毀約。

根據日前官媒報導稱，有北

京市民將自家房子在與中介公司

簽署了委託協議二個月後，經紀

人就以租金價格太高為由，要求

把房子退給她，否則就要重新簽

委託協議。對於中介的新要求，

該市民苦惱的表示，順從中介的

意思會讓自己利益受到損失，堅

持原合同，又怕鑰匙在中介手

上，會出現安全隱患，或者毀壞

房屋的極端情況。

大陸樓市將進入全面衰退期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

綜合報導】中金公司發布報

告認為，中國樓市進入衰退

期。很多城市的房地產市場

出現量價齊跌。一線城市的

變化最為明顯，房地產開發

商或掀起促銷熱潮。而在租

賃市場，房地產中介開始毀

約。

對於中國來說，各類危機正

在中國社會逐漸顯現，但是，有

二個危機卻可動搖中國國力：人

口危機與老齡化（養老危機）。

2016 年初，中國的計畫生

育政策取消，全面放開二孩。原

中國國家衛生計畫委的估計是，

每年平均將比上年多生育人口

300 萬，截至 2050 年，15 歲以

上的勞動年齡人口將淨增 3000
多萬。

但現實情況是，2016 年新

增人口 1786 萬人，只比 2015
年多了 131 萬人，遠低於預期；

2017 年則掉頭向下，新增人口

1723 萬人，比上年還減少了 63
萬人。一個新變化是，新增人

口中二胎占比超過一半，達到

51.2%，一胎新增數量則減少了

276 萬。不僅二胎數量難以帶動

人口增長，人們連一胎的生育意

願也不甚強烈。

從 1995 年開始，中國歷次

的人口普查顯示生育率從 1.46

一路下降到 1.047，但最終都被

修正為官方統一發布的水平，先

是十幾年不變的 1.8，後來降到

1.7，目前說是 1.6。
而中國的人口危機早在四十

年前就被學者提起過。中國學者

梁中堂在 1979 年 12 月發布人

口學論文提出，一旦 2000 年及

之後實現人口零增長，必會出現

人口老化（當時尚沒有「老齡

化」一詞）問題，將導致數以億

計的老人無子女照顧，並使勞動

人口負擔大幅增加。

2018 年 11 月 7 日， 據 中

國官媒報導稱，隨著人口老齡

化，中國年輕勞動力所占比重不

斷下降，勞動力的增長速度也同

步下降，進而導致勞動力供給短

缺，勞工成本上漲過快，無形之

中增大了企業經營成本。老人數

量劇增，勞動力日益不足，給整

個中國經濟帶來巨大負擔。大規

模的養老金缺口，在當下已悄然

出現。

中國二大危機 可動搖國力【看中國記者文龍綜

合報導】美國白宮顧問納瓦

羅日前嚴厲批評現任和前任

華爾街高管試圖插手解決

中美貿易戰的行為，稱他們

是「隱形外國特工」。這使

得各界對中美貿易戰解決前

景議論紛紛。

中金公司發布報告認為，中國樓市進入衰退期。（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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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政審引發惶恐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

導】日前，重慶、福建將在

2019年高考前進行「政審」

的消息引發輿論譁然，兩地

表示，政審材料是2019年高

考錄取的必備材料，「將反

映在考生綜合素質評價中，

是高考錄取時的重要參考依

據」，政審不合格者不能參加

大學錄取。

在強烈反彈下，重慶市教育

考試院 11 月 9 日凌晨在其官網

上發布「關於普通高校招生 " 思
想政治品德考核 " 有關信息的說

明」。說明稱：將普通高校招

生要求中對考生本人的「思想政

治品德考核」表述為「政審」是

不規範、不準確的。

高考政審 
重慶為何敢為先？

11 月 6 日，《重慶日報》上

一篇題為〈重慶 2019 年普通高

考 11 月 7 日開始報名政審材料

是高考錄取的重要參考依據〉的

報導，引發公眾的惶恐和牴觸情

緒。

隨後，福建省也推出高考政

審制度，稱參加高考考生的學

校或單位，「應對考生的政治態

度、思想品德作出全面鑑定」，

同時要將審查結果歸入考生的報

考資料，反對憲法言行者不得參

加考試。

時事評論員楊寧認為，重慶

敢為先並不意味著這是重慶一地

的行為，而應該是中央統一部

署，剛剛公布內容類似的政審規

定的福建省就是佐證。楊寧推

測，各地教育主管部門均收到了

通知，但暫時隱而未發。

接受高等教育的 
條件是甚麼？

在高考政審引發輿論巨大爭

議後，重慶教育考試院稱，重慶

市按照中共教育部的文件，對考

生施行思想政治考核，並要求高

等學校「不錄取思想政治考核不

合格的考生」，多年來沒有變化。

中國教育部從 2000 年開

始，在〈關於做好普通高等學校

招生工作的通知〉中，已明文要

求對考生進行「思想政治品德考

核」，此後又多次發出內容相似

的文件，大致規定是「反對四項

基本原則、參加邪教組織、反對

憲法所確定的基本原則」等均屬

于思想政治品德考核不合格，直

到 2018 年從未間斷。不過，或

許是學校並未太當真，或是政府

在此方面有意低調，這些規定並

未引起大眾的關注。

而重慶之所以引發軒然大

波，或是因為這次直白地使用了

「政審」這一民眾耳熟能詳且歷

史內涵無比沈重的詞語。中國問

題專家橫河表示：中國的《高等

教育法》是 1999 年 1 月 1 日施

行的，裡面關於學生的入學權利

只有一條，「公民依法享有接受

高等教育的權利」。也就是說，

接受高等教育的唯一條件，就是

是公民就可以了。他表示，教育

重慶高考報名要政審的事兒

火了，我一聽，又樂了：有些東

西又不知道自己是誰了。這國很

多政策荒謬絕倫，但制定者為自

己辯護起來總是振振有詞，問題

就在於他們不知道自己是誰。

高考報名要政審？大學是你

家開的嗎？這國絕大多數大學都

是公立大學，公立的意思是花納

稅人的錢在辦教育。你們收稅時

從來不覺得我們道德品質惡劣，

不要我們的骯髒錢，憑啥到了我

們的孩子考大學的時候，就嫌棄

我們的孩子道德品質惡劣，不讓

報名考大學了呢？再說，這道德

品質惡劣是怎麼界定的？申請信

息公開，要求知道有沒有簽過放

棄唐努烏梁海領土的條約，算道

德品質惡劣嗎？道德品質惡劣與

否，誰有資格來界定？制定這種

規定的腦殘，你自己的道德品質

過關嗎？這國有道德品質罪嗎，

有道德法庭嗎？一邊昭告天下要

依法治國，一邊私下裡對納稅人

的孩子進行道德審判，取消他們

的高考報名資格，這事兒不荒謬

嗎？說一千道一萬，只要我們的

孩子沒犯罪，憑啥取消孩子的高

考報名資格，剝奪孩子接受高等

教育的權利？你們制定這種腦殘

規定的時候，查過憲法嗎，問過

納稅人答應不答應嗎？你的工資

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納稅人掏

錢付你工資，是讓你為人民服務

來著，不是禍禍人民來了。動不

動就取消這個剝奪那個，這個收

費那個漲價，不就是因為擺不正

自己的位置嗎？老以為老百姓的

一切都是你們恩賜的，忘了你們

的一切都是納稅人恩賜的。

連五代十國的後蜀皇帝

孟超都知道「爾傣爾祿，民脂

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難

欺」，那意思是當官的吃的是老

百姓的飯，要知道感恩，欺負老

百姓狠了，是要遭天打雷劈的。

在 21 世紀的今天，你們還不懂

這道理，是腦殘還是心壞呢？重

慶的教育官兒一看這事鬧大了，

出來否認說沒政審這回事，「我

們叫思想政治的考核和現實表現

的審核」。越抹越黑了，「思想

政治的考核」？這是在治思想

罪嗎？如果思想有罪，那全國人

都可以入罪，誰思想有問題還不

是你們一句話的事嗎？

看過《肖申克的救贖》的瓜

友可能都還記得，安迪輔導年輕

犯人湯米考大學的事兒。犯人也

可以考大學？沒錯，在美國，犯

人也是可以接受教育的，部分表

現好學業優秀的犯人甚至可以申

請聯邦佩爾助學金接受大學教

育。美國有專門的監獄教育，對

犯人進行職業技能和基礎文化教

育等等。不僅美國，歐洲國家都

有類似的監獄教育系統。有人可

能會質疑說犯人憑什麼接受教

育，這不是在變相獎勵犯罪嗎？

不是。歐美國家推行監獄教育，

是因為犯罪率高的人群往往也是

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群，因此他

們認為讓犯人接受教育，刑滿回

到社會後，二次犯罪的概率會大

幅降低。事實證明，這個理論是

成立的。英國司法部的統計顯

示，有了監獄教育後，二次犯罪

率降低了一半以上，從而為司法

系統節省了大量預防犯罪和起訴

罪犯等等的開支，也就是說監獄

教育替納稅人省了錢，也提高了

納稅人的安全保障。監獄教育，

一方面拯救了犯人的後半生，一

方面保護了納稅人的錢袋和安

全。相信犯人也能通過教育洗心

革面，是人道至上的文明理念，

絞盡腦汁為納稅人減負、對納稅

人負責，是飲水思源的現代執政

理念。

說白了，人家的政府知道自

己是誰，知道是誰養活了誰，誰

該為誰服務。教育的目的本來就

是育人，通過教育讓孩兒們成長

為更好的自己，在社會上找到自

己的位置，為社會發展貢獻一己

之力，也活出幸福快樂的自己。

連犯人接受教育後都能洗心革

面，更何況還處于思想成長期的

孩子？以思想政治審核的名義剝

奪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豈

不是背離了教育的初衷與目的？

人家「資本主義國家」都有信心

教育好犯人，N 個自信的你們

倒沒信心教育好孩子嗎？以思想

政治審核的名義剝奪孩子接受高

等教育的權利，說白了就是把公

民該有的權利當做獎賞與籌碼來

控制孩子腦子裡想什麼。孩子連

思想的自由都沒了，還會有創造

力嗎？難怪渙渙大國十四億人口

卻造不好一個小小的晶元，造不

好一個小小的圓珠筆尖。

有些東西，長點心吧，別老

為了自己小集團的利益把全國人

的利益和權利踩在腳底，把千千

萬萬人的命運當兒戲，當心「上

天難欺」，裝逼遭雷劈！政審，

審你大爺！

高考學生家長。（Getty Images）

瘋傳的網絡奇文：《政審你大爺》

時事熱議 潛在受害者多 左派青年也受打壓
部不是立法機構，沒有權力修改

或增加任何條件。

信仰馬毛的青年 
也受打壓

高考政審風波中，有人提

出，是不是高舉馬克思主義毛澤

東思想旗幟就不會有事了呢？

11 月 11 日，北京大學歷

史學系 2015 級本科生於天夫發

布視頻說，11 月 9 日晚，他在

北大校內遭一夥不明身份的黑

衣人按倒毆打，之後看到一名

同學被黑衣人拽上了汽車。被

帶走的同學是北大藥學院 2014
級的張聖業。

被綁架的張聖業積極參與了

聲援佳士工人的維權運動。到

目前，至少 12 名活動青年在北

京、廣州、上海、深圳和武漢等

地被毆打帶走，處於失聯狀態。

《自由亞洲》發文稱，這些

信仰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左

派青年，從今年夏季開始進行了

一系列維權活動，都遭到官方的

打壓。這使一些人感到很不解。

橫河認為，教育部增列條文

對考生進行所謂思想政治品德考

核，實際上違反了憲法保障的言

論自由和信仰自由，屬違憲規

定。這屬于思想罪，政府可能根

據需要，隨時改變標準，最終每

個人都是潛在受害者。教育領域

如此，其它領域也難倖免。

作者 / 紅拂

因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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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城上佳地段

精品公寓就在 Sage Hill Quarter
- 戶型包括1~3個臥室，564至1,391平方英尺。

- 超高價值，公寓起價僅$199,900。

- 居於中心，擁有一切您的生活所需，且免1年公寓管理費。
 
- 交通流暢，出入方便，有4個進口和出口。

參觀Q公寓展示中心
67 Sage Berry Way NW 
電話: 403.454.4015

起價

$871/月
5年固定利率

3.44%

西北區 

visiontimescalgary.ca
www.vision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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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哥華公寓紅火 多倫多郊區房市不穩
【看中國訊】房地產經紀公

司 21 世紀對加拿大各居民區

每平方英尺房價進行了研究，

發現過去一年裡房地產市場是

根本無法預測的，有些商家賺

足了利潤，有些賠錢了。

「去年房地產單價（每平

方英尺價格）變幻無常——一

些城市房價走軟，有些城市房

價平穩，市郊區房價的情況也

不盡相同，」21 世紀公司（加

拿大）在其報告中表示。

「自今年夏季早些時候

（研究數據截止日期）以來，

價格波動的趨勢很可能進一步

增加，」21 世紀執行副總裁

Brian Rushton 表示。

21 世紀的調查顯示，雖

然溫哥華的房市在今年進入

嚴重放緩模式，但該市中心區

的公寓價格飆升，一年上漲近

40％。這使溫哥華市中心區成

為加拿大房產最昂貴的地段，

每平方英尺 1,345 元。

市場專家表示，多倫多和溫

哥華獨立屋房價過高，已迫使更

多人進入公寓市場，推動公寓價

格上漲。

在今年開局不利之後，多倫

多的房地產市場出現了企穩的跡

象，但 21 世紀的數據顯示，該

市一些郊區的房價出現了大幅下

跌，特別是北部郊區。

溫 哥 華 萬 錦（Markham）

和列治文山（Richmond Hill）
兩地每平方英尺房價下跌了約

24％，而旺市（Vaughan）的房

價下跌了 17.7％。從本質上講，

這些市場已經回到了 2016 年和

2017年初房價瘋漲之前的水平。

在多倫多市中心，則是一個

完全不同的情形，公寓價格在一

年內上漲了 10.3％。每平方英

尺 903 元的單價，一套 400 平

方英尺的小型單間公寓的售價為

36 萬元左右。

但是，房地產市場波動最

大的還是安大略省的彼得堡

（Peterborough），去年每平方

英尺的房價下降了約 24％。

同期，那裡公寓的價格飆升了

24％。以此，該市名列出房價

增長最快的十大城市和房價下跌

最快的十大城市榜單。

財富差距繼續拉大

在過去十年中，多倫多和溫

哥華地區的房價翻了一倍多，房

地產使得財富差距越來越大。

以目前的房價而論，在溫哥

華市中心買一套房產的價格，

可以在新不倫瑞克省的蒙克頓

（Moncton）購買 13 或 14 套同

等戶型的房屋。

卡城議會批准建設老兵村
【看中國訊】近日，卡城

議會批准了老兵村「英雄之

家」的建設項目。

「英雄之家」村老兵村位

於卡城東南區的 Forest Lawn
社 區 第 36 街 和 第 8 大 道

S.E. 的拐角處，將於明年春

季開放。

「我很激動，我很情緒

化，坦率地說。在這個項目

上，我們已經努力工作了兩年

半，」英雄之家基金會主席霍

華德（David Howard）說，

「所以，我們走進議會，非常

希望得到一致的決定，在卡城

繼續建設這個項目。就在紀念

日（RemembranceDay） 之

後，開工建設，令人興奮！」

ATCO 公司負責設計和

施工，並負責這些 275 平方

英尺住宅的交付和安裝，同

時，Mustard Seed 正在為該

英雄村選擇合適的住戶。

上個月，ATCO 展示了

該公司為英雄之家基金會建造

的第一棟小房子。房內有配備

齊全的廚房、三件套浴室和一

間起居室，起居室裝備墨菲

床，也作為臥室。

目標是在明年春末能使無

家可歸的老兵開始入住。「英

雄之家」村將有 15 所房屋，

一個資源中心、社區花園和一

個紀念館。

霍華德說他的基金會努

力在全國各城市複製「英雄之

家」的模式。

「我們希望在每個主要城

市建立兩個「英雄之家」，」

他說。

渥太華估計加拿大全國約

有 2,600 名無家可歸的老兵，

但霍華德表示真實數字可能比

這大的多。

【看中國訊】2018 亞省最佳

工作單位評選已完成，地產公司

TricoHomes 名列其中。評選工

作由 Great Place to Work®（簡

稱 GPTW）完成。

為評選出最佳工作單位，

GPTW 對亞省幾百家用人單位

的僱員進行了調查。數據置信度

90%，誤差範圍為±5%。

要獲得最佳工作單位資

格，用人單位必須在過去一年

中 獲 得 Great Place to Work 
Certified ™認 證， 總 部 設 在

亞省，並且至少有在亞省工

作的 15 名僱員參與信任指數

（TrustIndex）調查。

GPTW 根據整體僱員信任

指數調查結果，判定最佳工作單

位。

TricoHomes 以員工為最寶

貴的財富，鼓勵員工與公司一同

發展成長。在與公司共同創造、

完善企業文化的同時，鼓勵員工

成長為實踐企業價值觀、競爭力

的有事業心的領導者。

TricoHomes 是亞省幾個連

續 10 多年獲「最佳工作單位」

稱號的「傳奇」機構之一。今年

又一次獲得此榮譽。

關於TricoHomes
TricoHomes 成 立 於 1992

年。迄今為止，已在卡城及周邊

社區建造了 9500 套高質量獨棟

和多戶型住宅。Trico 還建立了

一種文化，將榮耀、熱情、承

諾、持續改進服務等理念傳遞給

房主和員工。像對待家人一樣對

待每位客戶和員工，在回饋社

區的同時，Trico 建立了信譽。

Trico 所做的不僅僅是建造優質

住宅，還幫助建設稱之為家的地

方。

關於Great Place 
to Work®(GPTW):

Great PlacetoWork® 是高

度信任、高績效工作場所文化的

全球權威。通過其專有的評估

系統、諮詢服務和認證計畫，

GPTW 在多個國家中評選世界

上最好的工作單位™，包括在

The Globe ＆ Mail（加拿大）

和「財富」雜誌（美國）刊登的

那些。

（文章內容由 TricoHomes
提供，不代表本社觀點）

TricoHomes榮獲 

2018亞省最佳工作單位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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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房是

人們飲食起居

非常關鍵的一個空

間。使用方便、功

能齊全的廚房

很多人都喜

歡。但是在廚房

裝修中，存在很多

誤區，一不注意會在日 後 的

生活中增添許多煩心的事，很

多人裝修前並不了解就按照自

己的想法盲目裝修，結果日後

後悔不已。本期，小編分享幾

個廚房裝修的常見問題，希望

能幫助大

家避免誤

區！

廚房地面

廚房的地面不可

忽視，地磚一定要選擇

防滑的材質，因為長期在廚

房做菜、洗菜，很多時候地面

上都會沾上很多水，一不注意

就會摔倒，所以廚房地面裝修

做好防滑絕對不可忽視。

廚房電路

廚房要用到的電器相當

多，油煙機、冰箱、微波爐、

電磁爐、電飯煲等。廚房的電

路需要注意，因為廚房天天用

水用火，所以不能有明線外

露，一定要走暗線以防範火災

發生。不然後果十分嚴重，可

能會對家庭造成重大的財產損

失。如果裝修的時候沒有根據實

際需求預留下插座，事後再彌補

就比較困難。

廚房燈光

廚房的燈光由兩個部分組

成，一個是對廚房整體的照明，

另一個是對洗滌、備餐、操作說

明。廚房的燈光必須是白色，不

然影響顏色判斷；避免燈光陰

影，不能使用射燈。

櫥櫃

櫥櫃的使用頻率很高，對於

櫥櫃的製作，值得花一些時間和

金錢，設計之前要用心準備，提

前安排好，避免裝修時的麻煩。

在挑選櫥櫃的五金時，盡量買好

品質的五金產品。五金件的好壞

對櫥櫃的使用壽命很重要。

此外，選擇方便好用的櫥櫃

的把手很重要。有些人為了整體

櫥櫃好看，就選擇了隱藏把手，

覺得這樣比較整潔好看，但是實

際生活中，做飯的時候難免手上

佔到油、水，隱藏式的把手開門

不靈活，不太實用。

廚房吊頂

廚房的吊頂一定要採用防水

的鋁扣板安裝這樣可以避免吊頂

變的潮濕。廚房中盡量不要有夾

縫。將吊櫃直接接到天花板，因

天花容易凝聚水蒸氣或油煙。吊

頂好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太

低容易髒，太高不容易打掃。

地漏和水槽

在廚房中央地面安裝地漏或

水槽，可以方面日後對廚房地面

進行清潔，注意廚房地面應留有

一定坡度。水槽作為日常洗菜洗

碗的場所，它的安裝設置也是需

要注意的。一般來說，水槽周圍

的台面最好選擇防水性能較好的

大理石或者人造石等，有助於延

長櫥櫃的使用壽命。

操作台面

台面的材料很多，選擇的時

候不能單純看價格和外觀，需要

全面考慮各種材料的優缺點，從

使用角度出發，做出決定。不銹

鋼台面常見，堅固耐用方便清

理。耐火板實用，但在複雜形狀

加工方面有一定局限。台面顏色

的選擇也很重要，和很多因素相

關，比如采光。如果屋內采光不

好，建議淺色系台面，如果采光

足夠，深色系台面也是不錯的選

擇。許多人廚房中的操作的台面

高度是一樣的，但是根據人體工

程學設計，這樣的設置不是很合

理，洗菜區最好要高於烹飪區

15-20cm，更方便使用。

來源：曉陽

廚房裝修需要避免的誤區

浴缸除菌添美白

清洗時要用海綿或絨布，不

要使用粗布、百潔布，不要使用

任何含有顆粒狀物體的清洗劑，

最好能避免太陽光的直射和高溫

煙蒂的接觸。勿用鋼絲球、鋼絲

刷或研磨海綿刷洗。可以用廢棄

的軟毛牙刷蘸漂白粉水刷洗表

面，既可以去除污漬，還能消除

黴菌。遇到難擦的污漬，還可以

用半個檸檬蘸鹽擦，也可以用軟

毛牙刷塗上有美白功能的牙膏擦

洗，松節油在這時也很好用。

面盆擦洗防刮痕

五招
平時清潔時，浴室瓷器面盆

的外觀用軟質刷毛或海綿沾中性

清潔劑清洗，但切忌直接倒入熱

水清洗，以免面盆裂開。一旦面

盆表面形成細小刮痕變得粗糙，

極易沉積污垢。另外，台盆下方

存水彎頭平時可拆卸下來保養，

將堆積的污漬取出，保持排水通

暢。在清潔陶瓷面盆時，用中性

清潔劑擦洗或乾燥軟棉布擦洗，

不可使用堅硬器具或粗糙織物

與陶瓷製品接觸，不可敲打、

撞擊。各種陶瓷件表面特別是 R
角處在使用不當時易造成釉面磨

損而影響美觀，要求在使用時不

要將其他盛器在陶瓷表面磨擦，

以免擦傷釉面。

( 待續 ) 

快節奏的生活，路上

車水馬龍，路人行色匆匆。

就跟這空氣質量一樣很渾

濁，致使每天的生活壓抑

煩悶，似乎很難找到一個

寧靜的港灣來暢想未來。

這時候我們需要一個釋放

心情的衛浴間，享受生活。

今天給大家帶來五招還原

浴室亮麗如新的裝修技巧， 
衛浴間煩惱一步解決。

還原浴室亮麗如新的技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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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麗夫人你好：

我小時候懂事開始，我就知道我是

個不被疼愛的小孩，家裡有三個小孩，

兩女一男我排行老二，在我國小時我爸

背叛我媽在外面有了女人，那時發生的

所有事情我都看在眼裡，我爸如何對我

媽，我媽又如何受這個苦，我都懂，直

到有一天我在書桌抽屜裡發現了一封我

爸要寫給我媽的離婚信，其中一句寫著

老大跟弟弟我帶走，老二就留給妳。

當下的我難過至極，原來我在我爸

心中這麼的不值，那時我才明白為何爸

爸都只帶大姐跟弟弟去找阿姨，為何每

次都只有他們有阿姨送的玩具而我沒

有，那時還小還不懂得恨，只知道原來

我爸不要我了，雖然我爸媽後來沒離

婚，但從那之後開始，只要跟父母親有

爭執我心裏就都會浮現這段記憶，也開

始變得很沒有自信，因為原來我一直都

是多餘的。

在人際關係相處上，我變得很小心

謹慎，不敢表達自己的情緒，因為很害

怕自己被討厭，漸漸的大家都以為妳就

是好相處的人，偶爾會感覺到不被尊

重，因為大家吃定妳的沒個性，出了社

會也是如此，討厭的、生氣的，我都不

善於表達，現在久了年紀大了也變的比

較不會主動去認識新朋友了，因為覺得

很累，要交到一真正的知心朋友很難，

也變得疑心病很重，總感覺大家對我都

有敵意，所以都只是表面上的你來我

往，長時間下來我變得越來越不開心，

也會覺得活著一點意義也沒有，在公司

同事間我也一直無法融入，因為我不知

道該如何交朋友？

曼麗夫人你好：

跟男友交往已經四年，他對

我一直都很好，也朝著結婚的方

向前進。但是，之前聊到他說以

前有一個女生（不知道算不算

女友）兩個人沒說破要交往，

但有發生關係，持續了半年。男

友的朋友也知道那個女生。但那

個女生的朋友都不知道他，有想

過要問那女生是什麼關係，但最

後還是沒問。這件事情讓我很耿

耿於懷，這讓我更覺得很不安。

覺得男友只要曖昧就能發生關

係？

我這樣是不是太無聊了？但

可能我自己是不會跟非男友的人

發生關係，所以我很難接受。我

該如何想才能釋懷？但是之前聊

到一夜情的話題，他就很認真的

說他無法接受一夜情，自己也沒

有過一夜情，也無法接受交往對

朋友你好：

「一枝草一點露」，沒有人天生是多

餘的。你無法決定自己的生身父母，但是

你可以決定自己未來的人生，朝怎樣的方

向發展。當你無止盡的在兒時的陰影下暗

自悲傷度日，又有幾人會憐惜你？其實，

「有意義的人生，關鍵不在拿了一手好

牌，而在打得一手好牌。」

因此，與其沉湎於自己不愉快的記

憶，不如化悲憤為力量。看看那些比自己

遭遇更慘的人們，近在眼前的孤兒，遠在

他方的難民，我們此時此刻，要想到「比

上不足，比下有餘。」看到自己現在擁有

的，去充實自己更多無限可能的未來，過

去無法改變，但是未來充滿變數，取決於

你心之所向。

你選擇向陽，你不但會獲得滿滿的能

量，還有餘力將溫暖幫助他人。但是，你

如果選擇面向陰影，你會在暗無天光的世

界浮沉，找不到那扇上帝為你開的另一扇

窗。

當你的想法改變，境隨心轉，你的世

界也會跟著轉變。充滿正面樂觀的你將珍

惜生命的美好，真誠對待身邊的人。你會

知道自己有待改進的缺點，但是也會看到

自己的亮點。你將無畏挑戰與嘗試，因為

你知道失敗是成功的試金石。

你願意相信，只要一天比一天進步一

點，你的世界將隨之一點一點地改變。你

也不會因為得失心而在人際關係上患得患

失，因為你會知道緣分的來去必有因由。

你會更加豁達，猜疑、消極地因子必將逐

漸離你而去。

倘若，上述的內容仍然無法讓你一時

在思想上有所轉變，那麼透過一場電影、

閱讀一本傳記，或者找專家當面諮商都會

給你帶來一些改變，只要你願意相信：自

己是改變的關鍵。祝福你！

你好：

你和男友交往四年，感情也

進入婚嫁階段，可見兩人感情有

一定的穩定度。但是，一段過往

的情史攪得你平靜的心湖盪起一

波波不安的漣漪。該如何面對？

其實，每個人都會有過去，

過往不成熟的愛情，他願意向你

坦承不隱瞞，從這一點可以看出

他對你的信任，雖然他沒有想到

這樣反而造成你的不安全感。雖

然，男友的過去你來不及參與，

但是現在的他真真切切地在妳身

邊，你佔有主場優勢，你可以就

近觀察他的言行舉止，畢竟，四

年時間不算短，你對他瞭解多

少？尤其你倆將朝著婚姻方向前

進。

曖昧之所以曖昧，就是似有

若無，那是在尚未認識你之前的

一段歷史，你何須在意？透過兩

人實際相處期間的談心，你可以

看出他的感情觀、價值觀嗎？透

過他對人處事的態度，你可以瞭

解他的為人嗎？如果，現實生活

的他，和你之間的互動讓你存在

很多問號、或謎樣與不安全的感

受，你應該停下那顆掛念他和別

人曖昧關係的焦慮，正視你和他

之間的問題。如果，檢視兩人之

間的感情與溝通都很真誠、互

重、互愛，那就試著放下杞人憂

天的焦慮，不然，這焦慮引發的

疑心，反而會讓原本穩定的感情

無端起波瀾，那是多麼不必要的

呀！

古人有一句話：兩人齊心，

其利斷金。如果兩人感情堅不可

催，第三者根本無法趁虛而入。

尊重、信任與真誠是感情長久的

基石，希望你能豁然開朗，並祝

福你倆有美好的未來。

曼麗回信

曼麗回信

曼麗小語：未來取決於你心之所向，選擇向陽，你會獲得滿滿的能量，還有餘力將溫暖

幫助他人。如果選擇陰影，你會在暗無天光的世界浮沉，找不到那扇上帝為你開的另一

扇窗。

曼麗小語：尊重、信任與真誠是感情長久的基石，兩人齊心，其利斷

金。如果兩人感情堅不可催，第三者根本無法趁虛而入。

兒時陰影
影響自信

Main Floor  |  Millennium Tower 
101, 440 - 2nd Ave SW Calgary AB T2P 5E9 
電話: 403-503-8888 | Toll Free: 1-866-699-7826

immigration@higgertylaw.ca  |  www.higgertylaw.ca

高成功率，高效率移民，提供免費諮詢服務

● 各類移民 ● 各種簽證 ● 商業投資移民
● 配偶擔保 ● 工作簽證 ● 逾期逗留
● 省提名 ● 企業自顧工作簽證 ● LIMA申請
● 遣返令、人道主義與同情，房地產，家庭法

移民專家
Mary Ann Go
ICCRC #R508947
註冊會員，8年經驗

歡迎各界人士來電查詢一切有關法律事宜

鍾守信律師樓

晚上 /週末需預約

國/粵語服務

我們承諾為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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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各種簽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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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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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 | 曼麗夫人

自古以來，有情天地中的男男女女，在面對愛情的到

來，婚姻的締結，與婚後的柴米油鹽時，總有說不完的僑

段。如何在其中愛得自在與無傷，愛得充實與圓滿，讓曼麗

夫人陪您一同探討現代男女情感世界中的難題，讓愛的世界

增添更多美麗的傳奇！

在意男友的過往情史

象有過，我覺得沒交往做愛不是

也差不多嗎？真不懂這邏輯。一

直抓著過去，我把自己搞得好痛

苦，又很不安，覺得自己感情潔

癖也太嚴重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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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養腎吃黑色食物

中國民間有「立冬補冬」的傳統，依中

醫觀點，冬季對應五行中的水，水應腎，

補冬就是補腎。食補養腎，飲食上可多吃

黑色食物，例如：黑芝麻、木耳等。

立冬補冬依體質偏性

補冬在食物不充裕的年代是很重要，

溫補藥膳能補充人體能量，幫助身體對抗

冬天寒氣，使人得以健康過冬。此外，依

自己體質偏性進補，才能補對地方。

冬天蘿蔔食療效果好

吃當季時令食材最養生，俗語說：「立

冬蘿蔔賽參湯，不勞醫生開藥方。」「蘿

蔔」指白蘿蔔，其含有豐富的維他命，不但

能清熱解毒，還能幫助消化。

文 / 斯玟 圖 / Fotolia

冬季養生，除了生活作息因應天

候調整，飲食上也有養生的重點。

立冬養腎可

以吃黑色食

物，還有白

蘿蔔。

當歸可補血活血，促進循環；羊肉暖身

補氣；生薑能溫中散寒。最佳的藥膳食

補是依體質與天候環境，適量食用。

香醇清甜|當歸羊肉湯

羊肉300g、當歸1小片（約3g）、生薑1小

塊、高湯600cc、米酒半杯。

生粉糊：生粉（太白粉）1大匙、清水1/3
杯。

食材

備料：羊肉切成薄片。生粉糊攪拌均

勻。薑先切成薄片，再改刀切成絲備用。

當歸沖洗一下，加入酒中，放進電鍋，

燉煮30分鐘。

羊肉加入生粉糊，攪拌均勻。煮水，水

滾後熄火，羊肉片下鍋，撥散，取出瀝乾

備用。

煮滾高湯，加入羊肉，熄火，加入作法

，灑上薑絲，攪拌均勻即可。

作法

當
歸

食材

作法

黑
芝
麻

冬季養腎可多吃黑色食物，例如：早餐

來碗甜香的芝麻糊，既可溫暖身體，又

可養陰潤燥，是老少咸宜的養生早餐。

爽口溫潤|黑芝麻糊

白米120g、黑芝麻120g、杏仁片、水

1500cc、糖120g。

白米洗乾淨，浸水6小時後，再瀝乾水

分。

烤箱預熱130攝氏度，生芝麻平均鋪放

在烤盤上，烘烤6分鐘，聞到香氣即可。

作法加水300cc，打成米漿。再加入

作法，攪打至無顆粒狀。

作法加水1200cc，開中小火，攪拌均

勻，小火繼續煮至黏稠（持續攪動）。

續加入糖，攪拌至糖融化，即可熄火。

食用前灑上杏仁片，風味更佳。

冬
令
養
生
飲
食

季節
飲食

白蘿蔔，
加小排骨，
溫和煲湯
身體好。

冬天不冷的地區不宜溫補，溫和的煲湯

對身體更好；補湯加入涼性的食材，例

如：當季的白蘿蔔，也可讓食補更溫和。

當季美食|蘿蔔排骨湯

白蘿蔔1條、排骨500g、乾香菇5朵、薑1
小塊。

食材

備料：乾香菇洗乾凈，浸溫水泡軟。香

菇水保留備用。白蘿蔔去皮，切滾刀塊（

增加蘿蔔受熱的面積）。

排骨去腥：排骨加冷水，開小火煮，水

面開始冒泡即撈出，搓洗去除表面血沫，

瀝乾水分備用。

重新準備一鍋水，煮滾。加入排骨、白

蘿蔔、薑，大火煮滾，撈除浮末，轉小火

燜煮30分鐘。

續加入香菇和香菇水，大火煮滾，小火

煮20分鐘，最後以鹽調味。

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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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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 208-3533
SNOW PALACE RESTAU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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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語言培訓

上午 / 下午 / 晚間
課程可選

小班授課
最多15 人

交通便利
靠近輕軌和公交車站

LINC 是免費的語言培訓課程，為符合條件的人士提供服務

18 歲及以上永久居民和公約難民免費參加

歡迎語言等級（CLB）為 1至 4級的人士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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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移民局資助項目

乘風嘯月 千古文豪蘇東坡

元豐八年三月，宋神宗崩逝，年僅十

歲的宋哲宗即位，高太后垂簾，蘇軾奉召

還朝，太后命坐賜茶，又撒御前金蓮燭臺

送他回院。由於太后廢除新法，司馬光等

昔日的重臣們又得以重新執政，後世史家

稱之為「元佑更化」。

官場沉浮幾經升遷 
耿直不能左右逢源

第二年，蘇軾晉升為中書舍人、翰林

學士、知制誥，同時兼任侍讀。蘇軾進京

後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升了三次官，但此

時的蘇軾已對做官沒有興趣了。蘇軾本來

也是反對新政的健將之一，但是他的言行

和主張，都是對事不對人的，他認為新政

中的「免役法」尤其出色，功在當代，利

在千秋，力勸司馬光採用，司馬光堅決不

肯，這樣一來，保守派的人便說他是王安

石的新法派了。可是新法派也不把他當作

自己人，所以蘇東坡由此成為夾縫裡的人

物，兩面都不討好。同年九月，舊法派的

領袖司馬光去世，使得舊法派四分五裂，

陷入了醜陋的派閥之爭。各派閥之爭愈演

愈烈，甚至涉及到對私事的誹謗。

宋哲宗元佑四年，蘇軾想離開這個是

非之地，便請調轉任杭州知事，上任時，

杭州人焚香列隊歡迎，不料蘇軾剛到任就

遇到嚴重的天災和病害，後來，他在此地

修建了當時的第一所公立醫院。蘇軾在知

事任內修築了與白居易的「白堤」齊名的

西湖「蘇堤」。元佑六年，又奉召出任翰

林學士承旨，並兼任侍讀，但是其遭到作

風激進的朔黨的排斥，不到幾個月又被

調任穎洲（今安徽省阜陽市）知事而離

開朝廷，次年轉任揚州（江蘇省揚州市）

知事。元佑七年（公元 1092 年）九月，

蘇軾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書，十一

月晉升為禮部尚書，這是蘇軾從政以來的

最高職位。

蘇軾的職位越升越高，而對立的黨

派對他的攻擊也愈演愈烈，甚至有人對

其以前的文字獄（即烏臺詩案）大作

文章。鬱鬱寡歡的蘇軾請奏調任江南之

地，但末獲批准。宋哲宗元佑八年九

月，蘇軾出任定州（今河北省定縣）知

事。同月，高太后崩逝，「元佑更化」也

隨之宣告結束了。

惠州儋州求生艱難 
超然物外始得心安

宋哲宗元佑八年九月，十八歲的宋哲

宗開始親政，重新推行其父宋神宗所主張

的新法。政權又轉移到呂惠卿等新法派人

士的手裡，於是又對舊法派展開了嚴酷的

彈劾。宋哲宗紹聖元年（公元 1094）四

月，五十九歲的蘇軾被指稱誹謗朝廷，貶

為嶺外英州（廣東省英德縣）知事，六

月，在轉任英州的途中被流放惠州（今

廣東省惠州市）。

在惠州的二年中，蘇軾生活困窘，有

時連釀酒的米也沒有，吃菜也得靠自己

種。然而，此時的蘇軾對磨難早已習慣，

他對這一切安之若素。他有二句詩寫道：

「為報先生春睡足，道人輕打五更鐘。」

即使身處遭人唾棄的嶺外之地，也不因此

而喪志，仍悠然地過著清貧的生活。不料

京城朝廷的奸人仍不肯罷休，再度以莫須

有的罪名加害於他，這次蘇軾竟被放逐到

有天涯海角之稱的儋州。儋州在海南島，

是一個人跡罕至、瘴癘叢生之地。而蘇轍

當時則被貶在雷州，二地間隔著海峽，兩

人要分手時，蘇軾還作詩打趣說：「莫嫌

瓊雷隔雲海，聖恩尚許遙相望。」

到了儋州，蘇軾一貧如洗，為了餬

口，他連酒器都賣掉了。可是他沒忘了讀

書，這一段時間，他最愛讀柳宗元和陶淵

明的詩。他還常常帶上個大酒瓢，在田野

裡邊唱邊走，作詩自娛。他還結交了不少

平民朋友，閒了就去串門，跟野老飲酒聊

天，還常常給鄉鄰看病開方。蘇軾晚年流

放海外的歲月很艱苦，但他仍然超然灑

脫，並自得其樂。

蘇軾到達後，昌化軍使張中知道蘇軾

是一代文豪，因此不敢怠慢，安排蘇軾及

幼子蘇過「住官房，吃官糧」。後來，湖

南提舉董必察訪廣西至雷州時，聽說蘇軾

住在昌化官舍，遂遣使渡海，逐出官舍

（蘇軾當時是以瓊州別駕的虛銜遠謫儋州

的），張中也因此受到處分。從此蘇軾便

開始過著「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

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與程秀才

書〉）的悲慘生活。

儘管面對厄運，蘇軾卻能隨遇而安、

超然物外，當地的黎族人在城南汙池旁的

桄榔林中為蘇軾蓋了一間草房，蘇軾稱其

為「桄榔庵」。不僅如此，當地百姓還為

蘇軾送來食物和粗布，供其飽肚、禦寒。

每年臘月二十三是海南百姓的祭灶日，送

灶神，他們在拜過神靈之後就把祭肉送給

蘇軾。蘇軾曾居儋耳，當地民眾多取鹹灘

積水飲用，以致常年患病。為解除民眾疾

苦，蘇軾親自帶領鄉民挖了一口井，取水

飲用，疾病便少了，此後，遠近鄉親紛紛

學蘇軾挖井取水，一時挖井成風，改變了

當地鄉民飲用塘水習慣。後來人們紀念他

的功績，便把那口井命名為「東坡井」。

宋哲宗元符三年（公元 1100 年）正

月，宋哲宗崩逝，宋徽宗即位，大赦天

下，皇太后向氏攝政，試圖促成新、舊兩

派的和解。五月，蘇軾被赦免了流放海外

之罪，並被提舉為成都玉局觀。在自惠州

後七年的流放生活中，蘇軾一家死了九

口，雖然生活對他如此殘酷，垂暮之年的

他依然樂觀開朗、富有朝氣。蘇軾於六月

渡過瓊州海峽返北，月在潯江邊時，他吟

誦道：「我心本如此，月滿江不湍。」蘇

軾北還，經過潤州、前往常州之時，運河

兩岸擁滿了成千上萬迎送他的百姓，他們

隨船前行，爭著要看看這位久經磨難的大

文豪的風采。然而，此時的蘇軾卻因旅途

勞頓，早已染病在身。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公元1101年）

六月，蘇軾臥病常州，七月二十八日，蘇

軾辭世，千古文豪就此隕落，享年六十六

歲。蘇軾去世之前，對守在床邊的三個兒

子說：「我平生沒做甚麼壞事，相信不會

墜入地獄的，你們不要太傷心了。」又告

誡人們神的世界是真實存在的，但是他遺

憾自己已經回升無力了，他說道：「看來

西方極樂世界是有的，但我現在已經用不

上力了。」（完）

宋神宗元豐七年（公元1084年），蘇軾四
十九歲，宋神宗為他恢復名譽，任其為登

州（今山東省蓬萊縣）知事，僅十餘日，

又受朝廷之召出任禮部郎中。這年臘月調

回京都開封，任起居舍人。

文︱雲中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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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多學者們在研究毛澤東對

待知識份子政策時，都注意到毛

有「輕視、蔑視、甚至仇視知識

份子」的情結。

查毛澤東自己也是知識份子

啊！起碼也算是個中師啊！毛不

也正是依靠了無數知識份子出身

的「老革命家」們的幫襯才打了

江山，坐了天下的嗎？可是毛為

甚麼還會長期「輕視、蔑視、仇

視」知識份子呢？而且情緒相當

嚴重，情節相當惡劣，從反右到

文革，屢教不改、屢錯屢犯，構

陷了無數針對知識份子的冤假

錯案。對於毛而言，「輕視、蔑

視、仇視」知識份子成為他的一

個弗洛伊德的「情結」。

以往的研究者們一般都歸結

為：毛澤東早期在北大圖書館當

臨時工時受了知識份子們的氣，

精神上受了刺激，對知識份子的

成見由此而始。

這幾乎成為學界研究之共

識。對此，筆者也能認同。

但筆者經發掘並閱讀一些舊

資料後發現：所謂「受氣」之說

也僅僅是毛單方面的主觀感受，

客觀事實上當年北大的那些知識

份子並沒有給毛氣受。當然也不

能完全排除，即使有，也只是一

點點，一小點點而已。遇上一個

心胸較為寬闊的革命同志早就丟

在腦後了。主要的原因還是毛自

己將那「一小點點」放大了。

不僅如此，當年北大的那些

知識份子中，尤其有幾個特別知

名的大知識份子中都曾經給了毛

很大的關注和幫助。

是毛自己的大腦細胞組成的

接收器存在著嚴重的方向性問

題。對於別人給予的幫助與恩惠

太容易忽略了，或許他認為這些

幫助小到可以忽略不計；有的則

乾脆全忘了，忘得乾乾淨淨，徹

徹底底；而對於那些睚眥之怨，

無中生有的恩怨是非，卻一直刻

在板油上。

莫謂此論為妄論，且聽老夫

慢慢道來，自然會給你一個令人

信服的有根有據。

毛在北大的感受

話說毛於 1918 年 8 月 19
日，第一次從湖南來到北京。他

後來在與斯諾談話中談到了這一

段經歷：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

分困苦的，我住在一個叫三眼井

的地方，和另外七個人合住一個

小房間，我們全體擠在坑上，連

呼吸的地方都沒有，每逢我翻身

都得預先警告身旁的人。」

「對於我，北平好像花費太

大了，我是從朋友們借了錢來北

平的，來了以後，馬上就必須尋

找職業。楊昌濟—我從前在師範

學校的倫理教員，這時是國立北

京大學教授。我請他幫助我找尋

一個職業，他就把我介紹給北大

的圖書館主任。這主任就是李大

釗，他不久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創

立者，後來被張作霖槍殺了。李

大釗給我找到工作，當圖書館的

助理員，每月給我不算少的數

目—8 塊錢。」（筆者註：酸溜

溜了。嫌錢少呀！這很正常。）

毛說 8 塊錢不算少，那是

自我調侃。那時北大的名教授的

工資高者有 300 多元。8 塊錢，

讓毛感到屈辱。

一個臨時工，圖書館助理員

的崗位，8 塊大洋的工資，這三

項決定了當年毛在北大的地位。

毛對外國友人繼續回憶說：

「我的地位這樣的低下，以至於

人們都躲避我。我擔任的工作是

登記圖書館讀報紙的人們的名

字，可是大多數人，都不把我當

人類看待。在這些來看報的人們

當中，我認識了許多有名的新文

化的領袖們的名字。像傅斯年、

羅家倫，和一些別的人，對於他

們我是特別感興趣的。我打算去

和他們開始交談政治和文化問

題，可是他們都是忙人。他們沒

有時間去傾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

說南方土話。」（筆者註：酸溜

溜的情緒比前又進一步了。）

筆者推測，當時發生在北大

圖書館的實際情況與毛的自我描

述多有吻合之處。無論是師生，

大家都在為生活、學習忙碌，讀

報是為了了解時勢，也許是緊張

工作與學習生活中的一種調劑，

當然不是為了來與一個圖書館助

理員聊天的。即使毛主動搭訕了

去，遭受冷遇也是必然的。雖然

偶爾也會有人願意聊上三、兩

句，但又不大聽得懂他的湖南土

話，那就更不願意聊了。

這是一種世間常態，甚至

也夠不上世態炎涼，擱誰也一

樣。談不上是那些「有眼不識金

鑲玉」的書獃子們故意給未來的

「偉大領袖」氣受。

當然，也不能排除當年確有

幾個大學生或教授們，雖然也能

聽懂湖南話，雖然也有時間，卻

不願意與他聊。不願意聊就不

願意聊唄！親戚有遠近，朋友

有厚薄，何況你與他們非親非

故的，何況你也沒有形成「品牌

效應」，這與「故意給氣受」沒

任何關係。當然你如果霸王硬上

弓，非要纏著與其聊，那就真要

遭白眼了。這大概就是毛所謂的

「受了氣」了。

當年，毛在北大圖書館的心

理狀態其實與于連有幾分相似。

他自卑的心態以為大家瞧他不

起，其實大家並沒有瞧不起他，

只是正常地將他當作一名普通的

圖書管理員看待，沒有將其特

殊化，更沒有將他當大人物般 
重視。

作為一個鄉下來的師範生，

毛當然很羨慕那些大學生，更羨

慕那些穿長袍或著西裝的教授

們。毛又是一向自命不凡的人，

他在湖南第一師範時早已經嶄露

頭角了，一向都是師生們的聚焦

中心。他又十分關心時政，所以

希望廣交朋友，被人注意，聽他

發表高見。然而，他受到了冷

落。大家各忙各的，沒有人了解

他的過去，更沒有人去預測他的

將來，甚至也沒有人特別注意到

他的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即使

是一個普通人也會很自然地產生

一種孤獨和寂寞之感，何況毛，

淪落風塵，錐處囊中，一個自

負、自傲、自大、敏感得遠遠超

過常人，且也確有大才、大識、

大志、大謀的非凡之人呢？於是

毛感到了失落，進而就覺得受到

了傷害。

這其中就有那個聲名顯赫的

周作人教授，還有幾個很有名氣

的大學生傅斯年、羅家倫和張國

燾等。

當周教授的長衫出現在讀報

室中，並在毛手上借報還報之

時，毛是很注意的，多次趨前企

圖與他攀談，他們也就算是認識

了。但粗心而忙碌的周教授卻沒

有給機會，甚至連多抬幾次頭多

望他幾眼的眷顧都沒有。毛又打

算去和傅斯年、羅家倫這些有名

的大學生去攀談，可是他們與周

教授一樣沒有給機會。

毛在最初的努力失敗後，很

快就轉化為對他們的鄙視。他在

給朋友的信中這樣寫道：「可是

他們都是大忙人，沒有時間聽

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

「那些留學生們，大學教授們，

人事糾紛，複雜心理，看不起

你，口中不說，目笑存之。」

毛寫的很生動！但心中酸，

文字之間就已流露了憤怒。在毛

自傲、自卑、敏感、多疑的心

裡，凡是無暇或不願與他攀談的

人，他都認為是看他不起。

這樣一來，就成了到處是看

不起他的人，正像丟斧子的人的

眼中到處都是偷斧子的人。毛每

天都處在這樣一種自造的心態之

中，他被激怒了，但又無奈，於

是自卑情緒就發展了，反過來對

他們充滿了輕視、蔑視與仇視。

你看不起老子嗎？老子還看不起

你呢！

據傅斯年的侄子傅樂成說：

「毛在北大寫信給朋友，說他被

孟真先生和羅家倫等人欺騙了，

因為他們不像他在長沙耳聞的那

麼優秀。」

聽聽！這叫甚麼邏輯？這裡

有太多的混亂邏輯。

毛受到教授、學生們的冷

遇（其實，也根本談不上是「冷

遇」），卻產生了強烈的不平心

與報復心。

其實，當年在北大，尤其是

在北大圖書館裡，並沒有發生過

甚麼了不得的對毛歧視、傷害的

事情。除了周作人、傅斯年等人

沒功夫搭理他；寫卡片因字跡潦

草遭張申府批評；還有月工資只

有 8 元錢這三件事外，幾乎沒

有第四件了。

所以，毛所說的「受夠了洋

教授窩囊氣」，完全是自身心態

不正常的病態感受。與其說受

氣，不如說是嫉妒。如果抱著劉

備的「人各有事，豈可相強」的

態度，甚麼事都沒有了。

英國大學者培根當年說過這

樣一句話：「在人類的一切情慾

中，嫉妒之情恐怕是最頑強、最

持久的了。」

誠哉斯言矣！

毛澤東對知識份子的情結來自何處？

作者 / 胡鵬池

知識份子的悲喜劇

看 龍 應 台 的《大 江 大 海

1949》，最讓我感動的是，那些

學校裡的學生跟著潰敗的國民政

府一路走來，一路走去，而這種

走來走去，其實從抗戰時期，就

已經存在。抗戰時期最著名的西

南聯大，就是國民政府重視教育

的一個真實證據。

中國最頂級的國學大師陳寅

恪選擇了留下來，不隨蔣介石到

台灣，最終於文革期間遭到迫害

慘死。

國軍即將失去北平之際甚至

大陸之際，蔣介石派飛機到北平

最後接的人，不是黨政軍要員，

也不是士紳大賈，而是一些學術

上有造詣、有成就的知識份子。

遺憾的是，蔣介石最後的飛機空

空蕩蕩，大多數蔣介石希望接走

的知識份子選擇了留下來。於

是，等待他們的，則是很快來臨

的思想改造和靈魂折磨，堅決鬥

爭、無情打擊，許多人死於非命

或者一蹶不振、人不人鬼不鬼開

始了卑微而屈辱的人生。

而跟蔣介石離開大陸的胡適

先生，說過這樣一句準確描述國

共的話：對於國民黨來說，自由

是多與少的問題；對於共產黨來

說，自由是有與無的問題。這樣

一個歷史問題，胡適答對了。再

於是，他的學術與晚年沒有像他

的那些留在大陸的同儕們走入歧

途、滅亡和碎片化。

而由此往前溯，蔣介石國民

政府在大陸的滅亡，期間知識份

子們是起到了很大甚至非常大的

作用，他們甘當中共意識形態的

急先鋒和馬前卒，推波助瀾、落

井下石；他們被中共的假象和說

教所迷惑，分不清是非，辨不得

真假，他們顛覆了國民政府，

卻迎來了「人民政府」，他們中

間的大多數人，在這個「人民政

府」裡度盡劫波，有些甚至遭遇

了滅頂之災。

而在被他們千萬分詆譭的

「黑暗的國民政府」時期，他們

竟然還能夠指桑罵槐、頤指氣

使、養尊處優，他們想說甚麼就

說甚麼，想罵誰就罵誰，即使衝

撞、詆譭甚至煽動了對於國民政

府以及蔣介石本人的仇恨，他們

一般也不需要承擔風險。

對待知識份子的態度代表著

一個民族的文明程度，從近百年

甚至數百年、上千年的歷史來

看，蔣介石的中華民國時期，是

知識份子們相對比較自由，也有

話語權及影響力，甚至揚眉吐

氣、群星閃耀的輝煌時期。

遺憾的是，這些知識份子們

自己斷送了這一中國歷史上耀眼

的黃金時期，直接墜入後來各種

運動以至將中國知識份子集體打

入十八層地獄的反右時期與文化

大革命時期，幾代人都無法恢復

元氣甚至正常起來。蔣介石對得

起民國知識份子，民國知識份子

卻對不起蔣介石，他們後來所承

受的苦難，或許自己之前無論如

何也想不到吧！

蔣中正總統在台灣與中央研究院院士合影。

國軍即將失去北平之際甚至大陸之際，蔣介

石派飛機到北平最後接的人，不是黨政軍要員，

也不是士紳大賈，而是一些學術上有造詣、有成

就的知識份子。遺憾的是，蔣介石最後的飛機空

空蕩蕩，大多數蔣介石希望接走的知識份子選擇

了留下來。於是，等待他們的，則是很快來臨的

思想改造和靈魂折磨，堅決鬥爭、無情打擊，許

多人死於非命或者一蹶不振、人不人鬼不鬼開始

了卑微而屈辱的人生。

蔣介石專機接送的群體
作者 / 姚小遠

跟蔣介石離開大陸的胡適先生，說過這樣一

句準確描述國共的話：對於國民黨來說，自由是

多與少的問題；對於共產黨來說，自由是有與無

的問題。

“

“

中共批鬥凌辱知識份子。

1 9 3 1 年

「九一八事

變」後，蔣介

石在中央大學

演講後，被各

大學的師生們

圍堵。

歷史的玩笑？

人評論說: 中國的知識份子是一個值得反思的歷史教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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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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揭示：
微波輻射對食物的影響

人類已經使用微波爐加熱

食物幾十年了，那麼它會對人

體健康有害嗎？這種可能性當

然存在，而且已經出現了一些

證據支持這一擔憂。

普通爐頭和微波爐 
的區別

人們所認為的安全，在近

年都是缺乏實際意義的，正如

我們曾經認為菸草、多氯聯

苯，以及石棉和草甘膦等都是

安全的，可是實際上卻不安

全。你可能想知道，把食物放

在微波爐內加熱與在普通爐頭

上加熱有甚麼不同？不同之處

在於微波使食物中的分子變形

並扭曲，而傳統的加熱方法則

不然。

這在醫療領域也是有問題

的，例如：我們知道，在輸血

過程中，微波通常用於加熱血

液，然後將血液轉移給患者。

但使用微波輻射，實際上會

損害血液中的組成部分，事實

上，已經有一名婦女在接受微

波加熱的血液後死亡。 
現在人類已經開始思考這

個問題，微波爐能夠徹底清除

您的食物中最重要的營養物

質，但還需要更多的研究來證

實。

有關微波加熱的 
科學研究

一個例子，來自 2003 年

在《食品和農業科學雜誌》上發

表的一項研究，該研究調查了

微波爐對西蘭花（綠花菜）的

作用，發現西蘭花在微波處理

後，失去了高達 97% 的有益抗

氧化劑。相比之下，當研究人

員用蒸汽蒸西蘭花時，發現抗

氧化劑只減少了 11% 或更少。

澳大利亞的一項研究表

明，與傳統加熱相比，微波爐

可以產生更高水準的「伸展型

蛋白質」，該研究發現：當蛋

白質溶液被加熱到相同最高溫

度時，與傳統蒸汽加熱相比，

微波能夠使更多的蛋白質伸展。

一項使用大蒜所做的研究

保健
常識

從容器轉移到食物中的罪魁禍

首。

正如《毒理學》雜誌所寫：

使用敏感和定量競爭性酶聯免

疫吸附測定，發現在室溫下，

無論聚碳酸酯是否被使用過，

BPA 從水瓶到水中的轉移速度

都是 0.2ng/h 到 0.79ng/h，而

當暴露於沸水中時，使 BPA
的遷移速度增加高達 55 倍。

同樣，熱度也會增加化學

浸出，所以請謹慎使用來加熱

食物的容器。即使是被標記為

「微波安全」，甚至不含 BPA
和無其他令人擔憂的化學品的

塑膠容器，也是相當危險的。

據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

（NRDC） 稱：「『微 波 安 全』

這個術語基本上意味著任何從

容器中浸出到食物中的化學物

質的含量遠低於對健康有影響

的含量。然而，有理由要警惕

這種說法。特別是，7 號聚碳

酸酯塑膠是不應該用在微波爐

中，即使它被貼上了『微波安

全』的標籤也不好，因為它可

以釋放激素破壞性雙酚 A，特

別是在加熱時。」

編譯 / 高新宇

微波的工作原理是，

通過使水分子高頻率震動，

並使其轉化成蒸汽來加熱

食物。雖然這種加熱食物

的方法很方便，但卻改變

了食物的化學結構。

表明，僅 60 秒的微波加熱，就

可以使其主要活性成分（蒜氨

酸酶）失效。

微波也被發現，可以破壞

母乳中的免疫促進劑，而此成

分卻是對兒童健康和發育至關

重要的抗病營養素。

該項研究發現，微波可使

乳汁內的溶菌酶活性和抗體減

少，並導致更多致病菌的生

長。這項研究的有趣之處在

於，與其他任何加熱方法相

比，微波加熱對牛奶造成的損

害更大。微波甚至在低溫下也

存在安全問題。

日本的一項研究發現，只

有 6 分鐘的微波加熱就可以導

致牛奶中約 40% 的維生素 B12
死亡，並且變成完全沒有任何

營養價值的牛奶。

最近三項關於食物組成的

研究顯示，新鮮農產品在微波

加熱後，可以使常見的一些礦

物質和蛋白質含量下降 40%。

地處北歐的斯堪地那維

亞（Scandinavian） 於 1999

資料來源：

年的一項研究還發現，在微

波爐烹製蘆筍會導致維生素

的 減 少。（Kidmose U 和

Kaack K.Acta.Agriculturae 
Scand inav ica  B1999：49
（2）.110-117）

用何種類型的容器 
來微波食物

在這個時代，不用塑膠容

器來微波加熱食物應該是不容

易的，這就是為甚麼美國食品

和藥物管理局（FDA）建議，

任何可以用於微波加熱的塑膠

容器都應該貼有「微波安全」

的標籤，但即使塑膠容器被貼

上了這個標籤，用它們來微波

加熱食物，仍然不是一個好主

意。

有關使用塑膠容器微波烹

飪發生的情況，請參閱本報下

一個系列文章——〈微波爐與

塑膠容器：最糟糕組合〉。

許多研究表明，多種塑膠

製品含有各種激素干擾化學物

質，而且高溫是將化學物質

大蒜最佳吃法

大蒜的養生功效強大，

最好的吃法是生吃新鮮的大

蒜切片，搗碎吃亦可，能起

到防癌、預防心臟病、老年

性癡呆症等作用。

如果要當烹飪調味料，

必須先切好放置 10 分鐘左

右，讓大蒜完全釋放含硫化

合物才使用，而且在起鍋前

才放入大蒜，避免其被高溫

破壞，才能達到最好的保健

效果。

如果怕吃完大蒜，口氣

難聞，可於飯後用茶水漱

口，或直接拿一小撮茶葉，

分幾次慢慢咀嚼，即可清除

口腔中的大蒜氣味。

日常生活中，

常常會遇到一些小問

題、小狀況，如果知

道如何處理，您就會

覺得得心應手，輕鬆

許多。以下介紹一

些生活養生小妙招，

提供您參考。

文 / 小萍

民間妙方

生活養生
小妙招

 西紅柿

聰明料理西紅柿

西紅柿（番茄）含鉀

量豐富，所含的茄紅素是一

種強大的抗氧化劑，有助於

抑制自由基對身體的破壞，

抗癌功效甚佳；亦能降低壞

膽固醇，避免血小板聚集形

成血栓。

要讓西紅柿釋放茄紅素

的秘訣在於需加油煮熟——

「先 加 油、 添 醋， 再 加

熱」，更能獲得滿滿的茄紅

素。

 大蒜
玻璃容器微波食物比較安全。塑料容器不宜用來微波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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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危濟困、樂善好施，是

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是

見義而為的善舉，是人應盡的

一種社會責任。自古以來仁政

愛民的人受到人們的推崇，輕

蔑天民的人遭到人們的唾棄。

僅舉例說明如下：

 例如明朝的王恕任揚州知

府時，各處發生水災，他急忙

親赴災區賑災，並詳細列出各

地災情上報請求救援。因救人

心切，不等待上級批准，就發

放粟米賑濟飢荒，又普遍施行

貸款，賑救災區居民，由此救

活二百餘萬人口。他此後被任

命為吏部尚書，又為朝廷引薦

了很多賢臣，享年九十三歲善

終，其五個兒子、十三個孫

子，個個賢德而貴顯。人們都

說王恕以仁人的胸懷，冒著不

待報准的性命危險，救活二百

餘萬人命，一生富貴康寧壽

考，子孫昌盛顯達，足證其平

生善德廣大所致。

 唐朝大歷二年時，秋天的霜

害嚴重的損害了農作物。唐代

宗關心災情，就下令各州縣向

朝廷回報農作物受損災情。而

陝西渭南縣令劉澡，卻向朝廷

回報說：「本縣農作物沒有受

到任何損害！」因為各地都傳

來災情，而渭南縣卻報稱沒有

受災，皇上十分懷疑，就派人

前往查看，結果渭南縣的農作

物，受損面積達三千多頃。皇

上聽到了調查報告生氣的說：

「縣令乃是百姓的父母官，就

算所轄縣內沒有遭到天災的損

害，也還要反映百姓的疾苦，

縣令劉澡竟然是如此的不仁。」

於是將劉澡定罪，流放到很遠

的地方。

 宋朝的鄭清臣，為人刻薄寡

恩。他當槐裏縣的縣令時，虐

待縣民。為保權位，對當地遇

到的災情不僅不上報，還對說

實話的人進行威脅。等到他任

滿離開的時候，槐裏縣的百姓

把道路都擠滿遮斷了，向鄭清

臣吐口水咒罵他。鄭清臣於是

以轄內屬民侮辱長官的罪名奏

報朝廷，宋真宗就說：「為政最

重要的是在得民心，民心對你

的施政，既然是如此的唾棄反

彈，那麼你在槐裏縣的施政和

所作所為，不用問也就可以知

道了！你不知己罪，反而敢向

朝廷抱怨百姓對你怨聲載道，

真是太膽大妄為了啊！」鄭清臣

因此被朝廷定罪貶官。

良玉接著說：「你們多次旁敲側擊，

我豈能不知，我始終沒有表明，是因為

我太顧惜她了。她和你一樣從小失去父

母的疼愛，如果嫁給我不開心，終生鬱

悶，豈不是害了她。那日我看她同寶玉

在一起，活潑快樂。我就想，我這種冷

性情的人，大概不適合她。所以我遲遲

不敢。」黛玉說：「誰說你冷，你表面

冷，心裏熱。像你這樣的人，愛的更深

沉。紫鵑能得到你，終生有靠，我也放

心了。我餓了，咱們下去吃飯吧。」兄妹

倆高高興興下了樓。

這日，良玉讀了一會書，出了書

房。紫鵑收拾完房間走了出來，經過黛

玉門前，黛玉讓紫鵑進來。紫鵑在外面

書房坐了，看臥室門緊閉，黛玉說：「寶

玉在睡中覺。咱們說話輕些。」「姐姐要

說什麼？」「我單刀直入。你也老大不小

了，總要想想自己的事了。你想要個什

麼樣的人，姐替你張羅。」紫鵑說：「聽

天由命吧，跟姐姐、嫂子過一輩子也挺

好。大不了以後嫁個莊稼漢，我本就是

農家出身。」黛玉說：「你如今長大了，

和我也生分了。以前咱們之間總是推心

置腹，現在你聽聽你說的話，哪一句是

真心話？」說著眼圈都紅了。紫鵑一看，

慌了，連忙拉著黛玉的手說：「姐姐，

我錯了。你別難受，我說真話，你有姐

夫百般疼愛，終身受用無窮。我是個弱

者，與其疼愛，我倒想要呵護，能得到

一個有擔當的、剛性的、有力量的男人

終生呵護，我心滿意足矣。」黛玉一笑，

說：「這麼說，眼前倒有個這樣的人！」

紫鵑說：「你說的是你哥吧。不行，人家

傲氣的很，我這樣的人，人家連正眼都

不看的。與其被人輕視，我絕不嫁。」黛

玉笑笑說：「還說別人傲氣，我看你倒傲

得很。」說到這裡，聽到小翠在樓下喊小

姑。紫鵑說：「我走了。」黛玉點點頭。

紫鵑下了樓，臥室的門開了，良玉

和寶玉走了出來。黛玉對二人說：「聽

到了吧，紫鵑喜歡的是你良玉，但擔心

你看不起她，看來氣還沒消。」良玉說：

「真冤枉！我怎能看不起她？」黛玉說：

「為給你們調解，我這幾天把嘴皮都磨破

了，剩下的誤解，你自己去說吧。」

午飯後，紫鵑輕輕上了樓，剛想進

良玉的房間，忽見他站在窗前，背對著

門，凝神望著窗外。紫鵑怕打擾他，剛

轉身要走，聽到良玉說：「進來吧！」紫

鵑只好走到他身旁。「你連頭也沒回，

怎麼知道我在外邊。」紫鵑問。「你一上

樓梯我就知道了。」「你的耳朵真靈。」

「不是耳朵靈，是鼻子聞到了你身上的

香味。」「香味？」良玉轉過身來，說：

「就是那種淡淡雅雅的梅花香味，你不是

熏的這種香嗎？」「我從來不熏什麼香

啊。我自己怎麼聞不到，別人也從來沒

濟人危難 善之所在

Helping those in need, doing good 
deeds, and being charitable are the tradi-
tional virtues of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They are the righteous conduct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each individual. Since 
ancient times, those who rule with benevo-
lence are respected by the people, and those 
who slight and neglect the people are de-
spised.

For example, when Wang Shu (1416 
– 1508 AD) of the Ming Dynasty (1368 – 
1644 AD) was the governor of Yangzhou 
City, there were floods in multiple areas. He 
rushed to the disaster areas to offer help and 
submitted a detailed report of the situation 
to request for aid. Because he was so eager 
to save lives, he did not wait for the authori-
ties' approval to distribute grain to prevent 
famine. He also handed out loans to assist 
the victims of the flooding. As a result of his 
efforts, he saved about two million people. 

 Afterwards, he was promoted to be the 
Secretary of the Ministry of Civil Service 
Affairs. He recommended many virtuous 
officials to the royal court. He lived to the 
age of ninety-three, and had five sons and 

thirteen grandchildren.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em was a virtuous and prominent offi-
cial. People said that because Wang Shu had 
a compassionate heart and risked his life 
for making his own decisions without the 
approval of the superiors to save the lives 
of two million people, he lived a wealthy 
and healthy long life and had offspring who 
were successful. People believed that this 
was the result of his being compassionate 
and virtuous.

During the second year of Dali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767 AD), the autumn 
frost seriously damaged the crops. Em-
peror Tang Daizong (727 – 779 AD) was 
concerned about the disaster and ordered 
the head of each county to report the dam-
age to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Liu Zao, 
the magistrate of Weinan County, Shaanxi 
Province, reported to the government say-
ing, "Our county did not have any damage 
at all!" The emperor was very suspicious of 
his report because there were damage re-
ports from all over China except for Weinan 
County. He sent someone to investigate the 
situation in Weinan, and found twenty thou-

sand hectares of crops that were damaged. 
Upon hearing the report, the emperor said 
angrily, "The county magistrate is like par-
ents to the people. He should be compas-
sionate to its residents. Even if there was no 
damage to the crops, the magistrate should 
disclose people's suffering. Liu Zao is such 
an unkind official!" Thus, the emperor ruled 
Liu Zao guilty of his deeds and banished 
him to a remote area.

Zheng Qingchen of the Song Dynasty 
(960 – 1279 AD) was cold-hearted and un-
kind. When he was the magistrate for Huaili 
County, he mistreated its residents. In order 
to safeguard his job, he did not report dam-
age in local areas to the imperial govern-
ment, and he even threatened those who 
spoke the truth. When Zheng left Huaili 
County upon the completion of his term, the 
residents gathered together and jammed the 
roads, spitting and cursing at Zheng Qin-
gchen. Zheng submitted a report to the im-
perial government accusing Huaili County 
residents of insulting a government official. 
Emperor Song Zhenzong (968 – 1022 AD, 
ruling from 997 – 1022 AD) replied, "As 

a government official,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gain the support of the people. 
If the people despise you and oppose your 
administration, then it shows how poorly 
you have governed! Not only are you un-
aware of your wrongdoings, you even dare 
to gripe to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about 
the complaints people have against you. 
You are too reckless!" As a result, Zheng 
Qingchen was found guilty and dem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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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黛玉
後傳

文/黃靚

說過我有什麼梅花香。」紫鵑想了一下

說：「我知道了，姐姐也從來不熏香，可

姐夫總說她身上有香味，你也像他……」

剛說到這，紫鵑忽然住了口，臉一下紅

了起來，忙低下了頭。良玉笑了，問：

「怎麼不說了？」他輕輕地拉著她的胳

膊，聞了一下，一縷幽幽的香味從袖筒

內飄了出來，這香味讓他迷醉，此時又

看到紫鵑正嬌羞難當，嫵媚俏麗，不由

心蕩神迷，但硬是讓自己鎮靜下來，只

是呆呆地望著她，喃喃地說：「真美！我

要畫下來。」紫鵑輕聲問：「你還會畫畫

兒？」良玉微笑著說：「琴棋書畫，略知

一二。」良玉喝了一口茶，說：「你今天

很高興，看來你已經原諒我了。」紫鵑

問：「原諒什麼？」良玉說：「前幾日，

我誤以為你喜歡寶玉，討厭我，我很難

受，好幾天沒理你，我錯了，以後再不

會了。」紫鵑說：「我與寶玉好，關你

什麼事，你為何難受？你是主人，理不

理下人，那是你的自由，沒什麼錯不錯

的。」良玉望著她嬌嗔的模樣，更覺可

愛，一把拉住她的手，說：「你這個矯

情的小東西，我若不喜歡你，我怎會難

受。」紫鵑望著他因激動而漲紅的臉，比

平日更覺英俊百倍，心不由狂跳起來。

她連忙把手掙脫出來，跑出書房。

紫鵑再走進書房時，只見良玉正奮

筆疾書。旁邊已放了好幾張寫好的稿

子。紫鵑忙一張張放好，晾乾。良玉又

一口氣寫了好幾張，終於放下了筆。對

紫鵑說：「讓他們過來。」寶玉，黛玉爭

讀這篇文章。兩人邊讀邊說：「更好了！」

讀完後，寶玉說：「好像有熱度了，有靈

魂了，因此感人了。」黛玉沉思了一會，

說：「原不知哥哥的文章缺少什麼，此刻

我悟出來了，就是——」「情！」兩人異

口同聲。黛玉說：「原以為詩、詞、歌、

賦是用以抒情的，當然離不了『情』。

而策、論啊等等是議論文，只需冷靜分

析，客觀說理，條條鏤析就可以了。其

實不然。『情』仍然是議論文的靈魂。以

理服人，還要以情感人。比如賈誼的〈過

秦論〉，論秦的過失。但文章豪情激盪，

氣勢磅礡，洋洋灑灑，酣暢淋漓。諸葛

亮的〈隆中對〉，與劉關張分析天下形

勢，但文中充滿了高昂的豪情和堅定的

自信。」良玉高興地一拍手，說：「真是

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黛玉眼睛一

閃，問：「哥哥今日怎麼忽然來了激情？」

良玉笑而不答，不由瞟了紫鵑一眼。紫

鵑正含羞低頭。黛玉拍手笑著說：「我悟

到一條真理：原來男女之間的愛情，也

是寫出好文章的催化劑。」寶玉一聽，跳

到紫鵑身旁，拍著她的肩膀：「紫鵑，你

這陣子可要對良兄更溫柔，更體貼，好

讓良兄寫出更好的文章。」紫鵑羞紅了

臉，說：「你們都壞。」跑出了書房。

（待續）

殫心竭慮找癥結  苦口婆心勸鴛鴦

Helping Others in Need Demonstrates Compassion

◎文|李瓊

Tang Daizong (727 – 779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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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乙欣

連出國旅遊都會隨手買個護

身符，例如去日本旅遊就買個

「御守」當伴手禮，這樣不僅入

境隨俗，也順道可以帶著日本神

靈的守護。

依據〈神明隨身帶著走：你

不可不知的平安符〉所載：廟宇

的平安符分成「印刷符咒」與

「神靈降筆開的平安符」這兩大

類。

「印刷符咒」就是寺廟提供

的蓋章式平安符，這類的平安符

大家應該很常見。

「印刷符咒」與「神靈降筆

開的平安符」最大的區別在於，

「印刷符咒」多半是所謂的沒有

經過開符咒程序的，故民眾拿到

這類的平安符之後，會再拿到香

爐上空順時針繞三圈，以祈求神

明來獲得神恩。

說到這兒，大家應該就會恍

然大悟了，因為這種情景你應該

似曾相識：難怪有不少人手拿物

件狀地在廟宇前的香爐上空來回

比劃，口中還喃喃有詞。

祈求平安符的步驟
在此特地彙整「平安符」祈

求的步驟，方便各位讀者遵循。

一、進廟要遵循民俗原則，

右進左出，並清楚瞭解參拜神明

的順序。倘若廟宇沒有張貼參拜

流程，可以詢問廟祝或廟裡的義

工瞭解。

二、拜完眾神祉後，你可以

去拿平安符。

三、雙手合十向神祉訴說

自己的姓名、住處及心中所求；

人們求神拜佛之餘，往

往還需要一個與神靈有所

聯繫的、看得到摸得著的物

件，求得心安與慰撫。所以，

很多人會特意去寺廟求得平

安符，掛在家裡、汽車上。

平安符

唐代有個人叫馮藻，其父是

吏部尚書馮宿，其侄是馮涓，晚

唐時期的詩人，曾官拜御史大

夫，但他本人並不出名。

馮藻文采平平，卻偏偏認定

只有通過科舉，金榜題名後再當

官才是真正的成功，於是從年輕

時就不斷參加科舉考試。

唐朝的制度，每年都舉行科

舉考試。他已經連續參加了十五

次，可惜全都名落孫山。這時他

認識的一位道士勸說道：我師門

裡的長輩曾入定觀察過你，說你

命中有官命卻無科舉命，就不要

再參加科舉了，想其他辦法當官

吧！

馮藻卻下決心一定要考個科

舉功名出來，拒絕了道士的勸

說。在接下來的十年裡，他又一

口氣考了十次，還是沒中。

他的夫人實在看不下去了，

反覆規勸他，最後他還是說：考

不中科舉，就是一生無成，你們

再讓我考五次吧！接下來的五

年，他又考了五次，結果還是不

中。這時他才不得不放棄。不久

後，果然通過其他途徑，他很快

就得到了官職，擔任過卿監等職

務，最後當了一個散騎常侍的散

官，有職而無權。知道他經歷的

人都嘆息：不相信道士的預言，

一定要追求自己命裡沒有的科舉

功名，連考了三十次，徒然耗費

了三十年光陰，人生能有幾個

三十年！

這位道士師門中的長輩其實

是擁有神通的修煉人，看到了神

對馮藻人生的安排，才能做出準

確的預言。

資料來源：《北夢瑣言》

有官命
卻無科舉命

◎文︱劉道之

開運小物

再來是誠心誠意的祈求神明保

佑；最後則是在主神香爐上，將

平安符以順時鐘方向繞三圈 ( 過
爐 )，如此一來，求得平安符的

儀式就完成了。

平安符的禁忌
因為平安符象徵著神祉，故

民間也衍生出一套相關禁忌。

一、寺廟的各類平安符是各

有各的「有效期限」。你可事先

問清楚，等到有效期限一到，再

攜帶平安符重返原廟來重新祈

求、重新過香爐。另外，你也可

以再求新的平安符。

二、幫你保災而破損的平安

符不可任意棄置，必須拿回到原

廟宇來焚燒。倘若不便返回原

廟，可以選擇一間大廟，並記得

要先在廟宇中對神祉稟報清楚，

隨後再焚化即可。

三、象徵神明的平安符切勿

借他人使用、切勿恣意拉扯與毀

損、不能靠近汙穢，不能夠清

洗，不能鑽過胯下，得保持乾

淨。倘若犯了禁忌得重回原廟過

爐或是選擇更換。

時代在變，現在有的人已經

從身戴平安符，改拿加持過的一

卡通了，那該遵循的民俗禁忌自

然也是大同小異了。

行善戒惡是天理
說得再多，相信大家都還是

懂得一個道理，那就是：天上的

神佛總看顧著世間，知曉萬事萬

物，故平安符買得再多，還是得

心存善念、正道來行走世間。

畢竟神佛豈能違背宇宙佛

法，庇護一個心存邪惡，壞事幹

絕的人呢？

所以，當你見到有人在四處

奔波，只為了求取靈性十足的平

安符之際，莫忘了提醒他為人的

根本道理－－勿以善小而不為，

勿以惡小而為之，這樣才不會本

末倒置啊！

參考資料〈求符有禁忌！

「印刷符」需神明加持恩准 
禁折損、借人〉（三立新聞網）

〈神明隨身帶著走 : 你不可

不知的平安符〉（保佑）

現在人出國旅遊都會隨手買個

護身符，求得神靈的守護。

平安符買得再多，還是得心存

善念，才能得到神佛庇佑。

◎文︱李然

中國自古以農立國，統用黃

曆。幾千年來，過生日當然也就

使用黃曆。

但是，淡忘了傳統文化的年

輕一代往往用公曆（陽曆）來

過生日。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每

個人每年過生日，有兩個日子可

以挑選，一個黃曆、一個公曆。

有朋友問：「生日是過陽曆

還是黃曆？

我現在為這個事情很為難，

我們過生日是按陽曆來算，但是

長輩習慣按黃曆來過。」

也有朋友問：「我一直是過

黃曆的生日，現在要不要改過來

了？」其實我們看待過生日，應

該當作是一種活動，一種有意義

的事，那自然意義越大、越講究

就越好！

首先說陽曆生日，這個日子

具有生活的現實性，它是你法定

身分重要標誌，具有最大範圍的

通用性，而且推廣性強。

在生日快樂的音樂中你會很

自然的閉上眼，許個願吧！多好

啊！但如果從中國人的角度來

說，黃曆的意義可就比這深遠多

了。大了說那是一種文化，東方

生日是過陽曆還是黃曆
文化，是一種歷史積澱，小到一

個人，大到一個國家、民族。

生日在中國傳統中是所謂的

生辰，它包括：年、月、日、時

四部分，每一部分都用干支記時

法來表示，所以每一部分就有兩

個字，這就是所謂的生辰八字，

這生辰八字在古代的意義和用處

可就更大了，甚至從八字中就可

知你一生運勢，吉凶禍福，有著

奧妙和玄機，所以說過黃曆的生

日，會更符合我們中國人的傳

承，也產生更融洽的氛圍。

但最後還是一句話，得看你

自己的習慣。

南皮縣令居鉉，州縣做幕僚

二十年，為人起草文書、包攬訴

訟，年年都有許多進項，積下了

很多錢財，於是按舊例，捐了個

官。他自認是駕輕就熟，不料一

上任，卻昏昏然像個木雞。當訴

訟雙方爭辯熱烈時，他卻面紅語

遲，說不出一句話；見到上司

後，更是進退無章，應對失序；

持續一年多，就以「才力不及」

的理由，被人彈劾。

卸任之日，他夢見一個蓬頭

垢面的人，向他作揖道：「您已

罷官，我從此與您再見了。」他

霍然驚醒，覺得心境頓開。因貧

窮回不了老家，便又操起舊業，

又回復精明果決，判斷如流了。

那天夢中所見的人，莫非是他前

生的冤家嗎？

或許，一個人或聰明或糊

塗，都非偶然。就算是一時顯得

聰明，一時顯得糊塗，也可能是

神靈有意的安排。

聰明糊塗非偶然
◎文︱可裝

唐代官印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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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非常擔心剛上初一的女兒

也會早戀，所以不讓女兒住校

了，決定自己每天開車接送女兒

上學。她把自己的擔心告訴了學

校裡的家長和老師，結果有的老

師和家長竟然不以為然，認為現

在的孩子都是如此，沒必要管。

前天晚上她打電話給我向我

訴苦，身為母親我們都有同感，

我安慰她的同時提出了自己的建

議：「青春期的孩子對男女之情

懵懵懂懂，這時如果家長和老師

不能給予正面引導，真的會耽誤

孩子未來的人生。」

我的兒子剛上高一時，有一

個女同學竟然想和我的兒子結

婚，兒子以沒有到法定結婚年齡

為理由婉拒了對方。我偶然間看

到他們之間的短信時非常震驚，

沒有想到現在的女孩子竟然如此

早熟，剛剛高一就想要結婚。

因為兒子長的比較高大、帥

氣，有的女同學約他去看電影或

者吃飯，所以我就反覆提醒兒子

不要早戀。兒子反問我：「為甚

麼我不可以有女朋友？我不可以

結婚嗎？」我告訴兒子：「婚姻

是人生的大事，你現在還沒有成

年，如果現在談戀愛不僅影響學

習，而且也沒有責任感。如果你

上大學或者上班之後，人生的閱

歷會更加成熟，到那時再談戀愛

既有責任感，也會更加理智的選

擇結婚的伴侶。」等到兒子高二

時就變的成熟了許多，對女同學

的各種邀約都委婉的拒絕，只是

專注自己的學習和社團活動。

有了兒子的前車之鑑，所以

我就把女兒送到了女子高中，現

在女兒可以心無雜念的專心致志

的學習。女兒經常思考著自己理

想的大學和未來喜歡的職業，而

不是想著早早的結婚嫁人。校園

裡周圍環境的影響，還有老師和

家長的教育觀念等，對青春期的

孩子成長非常重要，選擇甚麼樣

的人生才不會讓孩子和父母感到

後悔和遺憾呢？

千字文

知 過 必 改

得 能 莫 忘

杜牧，字牧之，京兆萬年

﹙今陜西省西安市﹚人，生於

唐德宗貞元十九年﹙公元 803
年﹚，卒於宣宗大中六年﹙公元

852 年﹚享年五十。 
杜牧才華橫溢，文章寫得很

好，是大和二年的進士，官至中

書舍人。剛直有奇節，敢論列大

事，指陳利病尤切，他作的詩情

感豪邁，語率驚人，曾寫過不

少膾炙人口的佳作，所以有人

把他比做杜甫，並以「小杜」稱

之來作區別。與李商隱並稱“小

李杜”。因晚年居長安南樊川別

墅，故後世稱“杜樊川”，著有

《樊川文集》。

﹙ 1 ﹚秦淮：河名。相傳

秦始皇於方山掘流，西入江，也

稱淮。故稱秦淮，舊時南京的歌

舞樓台、畫舫遊艇都集中在此。 
﹙ 2 ﹚籠：覆蓋，籠罩。 
﹙ 3 ﹚酒家：賣酒的人家。 
﹙ 4 ﹚商女：賣唱的歌女。 
﹙ 5 ﹚江：指秦淮河。 
﹙ 6 ﹚猶：還。 
﹙ 7 ﹚後庭花：唐教坊歌

曲名，全名〈玉樹後庭花〉為南

朝陳後主叔寶所作，因荒淫享

樂，不修朝政，終至亡國。後遂

以〈後庭花〉代表靡靡之音。 

寒冷的河水上籠罩著一片輕

煙，淡淡的月色籠罩在沙灘上，

今晚就將小舟泊在秦淮河畔臨近

酒家之處。那些不知亡國之痛的

歌女們，依然在對岸高唱著靡靡

之音。

詩中提到的「後庭花」，是

唐代教坊歌曲的曲名，全名叫

〈玉樹後庭花〉，是南北朝時代

南朝陳後主叔寶所作，陳後主

﹙公元 583—589 年﹚即帝位的

時候，正是北朝的隋文帝楊堅大

舉整軍經武，任賢納諫，消除奢

靡，累積國力，隨時準備滅掉陳

朝統一天下的時候。

而陳後主卻荒淫無度，流連

後宮，更把大臣一齊召進宮來，

飲酒賦詩，征歌逐色。《玉樹後

庭花》就是陳後主這時寫的：「麗

宇芳林對高閣，新裝豔質本傾

城；映戶凝嬌乍不進，出帷含態

笑相迎。妖姬臉似花含露，玉樹

流光照後庭；花開花落不長久，

落紅滿地歸寂中！」曲成之後陳

後主還特地挑選宮女千人習而歌

之。這明明是一首形容嬪妃們嬌

豔媚麗的詩，但結尾筆鋒一轉，

寫出「花開花落不長久，落紅滿

地歸寂中！」暗伏亡國之兆。

唐朝詩人杜牧遊秦淮時，

在船上聽見歌女唱《玉樹後庭

花》，靡靡之音，綺豔輕蕩，心

生感慨秦淮歌女不識亡國之音，

不知亡國之恨，仍傳唱此曲，而

寫下了這首詩。

zhī guò bì gǎi

dé néng mò wàng

學校環境對孩子的影響

作者 註釋

語譯

詩中有話

譯文參考
發現自己有過失必定要改

正；學得一種知識或技能後，要

經常使用練習，以免忘了，前功

盡棄。

廉頗負荊請罪的故事
廉頗和藺相如是戰國時代趙

國的重臣。廉頗出身高貴是趙國

的良將，以勇氣揚名。藺相如出

使秦國，完璧歸趙；澠池之會，

使趙王不受辱於秦，立大功，拜

上卿，地位在廉頗之上。

在藺相如拜為上卿後，廉頗

不服，對外宣稱，如果看到藺相

如必定羞辱他。

藺相如得知此事後，每逢早

朝就稱病不去；出門時望見廉

頗，也即時改變行車方向躲避。

但這樣的舉動使藺相如的門客

（部下）感到羞愧，提出辭別。

藺相如無奈，只有向門客說

明：「秦王的威勢讓天下人都怕

他，而我卻敢在朝廷上喝斥他，

羞辱他的群臣，我雖然無能，怎

麼會反倒怕廉將軍了呢？強大的

秦國一直不敢來侵犯趙國，就是

因為有我和廉將軍兩人在。一旦

我們兩人不和，讓秦王知道了，

那便給了秦國入侵的機會，而趙

國將會面臨危難。我所以如此忍

讓，實在是把國家的急難擺在前

面，而個人的私怨放在後面。」

廉頗知道後，即時脫去上

衣，露出上身，並揹負荊棘至藺

相如門前謝罪。二人從此和好，

最後還成為生死與共的好友。

北宋寇準自幼喪父，家境清

貧，全靠母親織布度日。寇母常

常於深夜一邊紡紗一邊教寇準

讀書，督導寇準苦學成材。後

來寇準進京應試，得中進士。

喜訊傳達家鄉，而此時，寇準

的母親正身患重病，臨終時她

將親手畫的一幅畫交給家人劉

媽，說：「寇準日後必定做官，

如果他有錯處，你就把這幅畫 
給他！」

後來，寇準做了宰相，為慶

賀自己的生日，他請來了兩台戲

班，準備宴請群僚。劉媽認為時

機已到，便把寇母的畫交給他。

寇準展開一看，見是一幅〈寒窗

課子圖〉，畫幅上面寫著一首

詩：「孤燈課讀苦含辛，望爾修

身為萬民；勤儉家風慈母訓，他

年富貴莫忘貧。」這赫然是母親

的遺訓，寇準再三拜讀，不覺淚

如泉湧，於是立即撤去壽筵。此

後潔身愛民，秉公無私，成為宋

朝有名的賢相。

一位朋友興致沖沖的把

女兒送到一所私立的寄宿學

校，本以為這樣自己就可以輕

鬆下來，但沒有想到這所學

校裡有早戀的現象，而學校

不允許學生之間談戀愛，已

經開除了8位學生。

◎文|美月 圖|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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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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母教子
「修身為萬民」

yān lóng hán shuǐ yuè lóng shā 

shāng nǚ bù zhī wáng guó hèn 

yè bó qín huái  j ìn  j iǔ  j iā  

gé jiāng yóu chàng hòu tíng huā 

煙籠寒水月籠沙，

商女不知亡國恨，

夜泊秦淮近酒家。

隔江猶唱後庭花。

秦淮夜泊 
qín huái yè bó 

作者：杜牧 dù m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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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mos

1 0 月 1 6 日， 軟 銀

（Softbank）旗下的波士頓動力

公 司（Boston Dynamics） 宣

布，SpotMini 機器人進入試生

產，計畫建造約 100 臺，預計

2019 年下半年投放市場，進行

各種應用。

人類飯碗遭遇挑戰

波士頓動力公司的創始人

瑞 伯 特（Marc Raibert） 說，

SpotMini 機器人具有很強的感

知、決策和導航系統，可以在較

為複雜的現實環境中執行任務，

幾乎已經可以像真正的人和動物

一樣跳躍、旋轉，及後空翻。

瑞伯特表示，SpotMini 機
器人可執行許多任務，從重工

業的質量檢查，到安保，乃

至 研 究。 而 2018 年 5 月 8 日

Google Assistant 誕生後，讓接

線員、客服、電話推銷員的工作

前景變得暗淡。

到底我們的工作在未來有哪

些會被機器人取代呢？

日本野村總合研究所與英國

牛津大學的研究學者共同調查

指，在不久的將來，可能被機械

和 AI 取代的工作包括：店員、

一般事務員、出租車司機、收費

站運營商和收銀員、市場營銷人

員、客服人員、製造業工人、金

融中間人、分析師、新聞記者、

電話公司職員、麻醉師、士兵、

保安、律師、醫生、軟件開發

者、操盤手、股票交易員等高薪

酬的腦力職業將最先受到衝擊。

據斯坦福大學的教授卡普蘭

統計，美國註冊在案的 720 個

職業中，將有 47% 被 AI 取代；

那些以低端技術、體力工作為

主的國家，這個比例可能超過

70%。

同時，機器人也更多的加入

了一些必須具備高度智能和技術

的職業。

沒有甚麼取代不了

日本多摩正在選舉下一任

市長，與以往人與人之間的競

爭不同，這次的競選因多了一

個另類的候選人而備受矚目。

這個另類，是一個名叫「松田

Michihito」的機器人。她不但

有自己的推特帳號，還可以發表

競選演說：機器人沒有情緒、欲

望，政務處理不會感情用事，不

收賄賂、不休息，可存儲消化大

量數據……聽上去是不是競爭優

勢比人類大得多？

機器人清廉、公正和高效，

可以從新西蘭政府的機器人公務

員那裡看到。

公務員「薩姆」擁有無限記

憶存儲量，能通過臉書回答市民

提問，永遠不會忘記或忽略每個

人的問題，做決定公平公正。

而一些人類費人費力的行

業，在機器人那裡簡直易如反

掌。建築機器人 Hadrian X 能

在 60 分鐘內砌起 1000 塊磚，

過程中還包括研磨、切割磚塊，

兩天之內，它就能搭起一棟住

房。

德勤財務機器人，一個頂

15 個人類，36 萬小時的人力工

作，它幾秒鐘就能完成。

關鍵是，這些機器人可以每

週 7 天 24 小時工作，不需要像

人類一樣中途必須休息。就算在

被人類認為是最高級智能的藝術

領域，也同樣被攻破。

機器人不但在圍棋界橫掃人

類大師，殺得當今圍棋頂尖高手

丟盔棄甲外，在音樂界同樣毫不

遜色，意大利機器人鋼琴師現場

彈奏鋼琴，沒有人能夠分辨出優

美的琴聲不過是來自一位機器人

之手，節奏的精準流暢似乎超過

人類。

就連生孩子這份讓女人快樂

又辛苦的差事，也有可能被機器

人代勞。

牛津大學研究團隊正在研發

長有人體組織器官的機器人，試

圖讓它們具有分娩能力。

人類正在召喚惡魔

在麻省理工學院（MIT）
航空航天部門百年紀念研討會

上，特斯拉電動車執行長馬斯克

（Elon Musk）稱，人工智能是

「召喚惡魔」行為，馬斯克對這

種毀滅性的技術警告說：「它們

比核武器更加危險！」

英國發明家 Clive Sinclair
也認為，一旦開始製造抵抗人類

和超越人類的智能型機器，人類

可能很難生存。

比爾蓋茨同意馬斯克和其他

人所言。霍金生前也一再告誡人

類：「機器人的進化速度比人類

想像得快，它們的終極目標不可

預測。我真的很怕人工智能取代

人類，成為新物種！」

2016 年，當 DeepMind 的

AI 系統「AlphaGo」將圍棋界打

得落花流水時，開發商表示，將

在內部設立倫理委員會，針對

AI 的應用制定規則，防範 AI
淪為犯罪開發者。

但事實上，AI 科技已經在

軍事領域大展身手。

各國「自主武器」軍備競賽

悄然展開。英國、以色列，和挪

威，都已部署自主飛彈和無人操

控的無人機，一些智能飛彈之間

甚至可以互相溝通，分享找到攻

擊目標。

席捲而來的人工智能，正參

與並改變著人類生活。如果 AI
是一個惡魔，會對召喚它們的人

類做甚麼，未來是福是禍，沒有

人知道。

人工智能（AI），正以超出我們想像的速度發展。從生活到
藝術，從政治到軍事，幾乎無處不在。不久的將來，機器人或將全

面顛覆人類生活並逐步取代人類，形成比核武器更致命的危險。

文 / 青蓮 圖 / Fotolia

人工智能
人類召喚的惡魔？

與死亡的瞬間相比，人的一

生是漫長的；與人短暫的一生相

比，死後的世界卻是永恆的。如

果死後真有另一個世界，我們更

應該珍惜這短暫的一生。因為那

些瀕臨死亡的人們帶回驚人的訊

息，人的一生是有目的、有任務

的。如果沒有達成目標，是不是

又要重來一次或是白走這一遭

呢？

雷蒙 - 莫迪對 4000 個有過

臨床死亡經歷的人們進行了調

查，並在《死後的生命》一書中

表示，死後很可能還存在著另一

個世界。早在 20 世紀初，一個

叫做伯恩特的德國醫生就曾下過

決心，要弄明白人們死後的感覺

是怎樣的，他對很多經歷過臨床

死亡，或徘徊在生死邊界的人們

進行了調查。根據這位醫生蒐集

的詳細材料，死而復生的人們在

進入死亡世界後首先體驗到的是

一種強烈的欣喜之情。

阿諾德 - 齊格弗裡德曾掉落

到阿爾卑斯山的峽谷中，在下跌

了 300 米後，幸好他的身體落

在一根樹枝上，從而大大減輕了

衝撞力。他在生死邊緣徘徊了好

幾天之久，恢復知覺後他回憶

說：「我覺得自己下墜的過程很

長很長，我感到一陣強烈的欣

喜，我一生中從來沒有過那麼好

的感覺。」

很多「死而復生」的人們都

表示他們經歷了難以言傳的喜

悅，同時，死亡也是一個奇怪的

歷程，生命的最後時刻似乎被拉

得很長。

莫迪表示，面對死亡的威脅

時，一個人能夠在一秒鐘的時間

裏回憶起整個一生中發生的所有

事情。例如一位司機回憶說，當

他的卡車從橋上掉下去時，他

「想起了一生中所有的事情，看

到了一些景象，它們栩栩如生，

和真的一樣。首先我想起自己兩

歲時怎樣跟在父親身後走在河岸

上，然後我想到 5 歲時我的玩

具車怎樣被弄壞了，我還想到第

一次上學時我怎樣號啕大哭，我

的眼淚落在母親給我買的黃色雨

衣上。我記起上學時所在的每一

個年級，教過我的每一個老師，

20 歲之前的每一年都在我腦海

中出現，然後我的記憶進入了成

年後的日子。我在一秒鐘之內看

到了所有這些景象，然後一切都

結束了，我站在那裡看著我的卡

車，卡車已經完全墜毀了，但我

居然安然無恙，我從摔碎的擋風

玻璃框中跳出來。我能想起自己

看到的所有景象，這要花 15 分

鐘，可是當時所有那一切都發生

在短短的一秒鐘之內。」

科學家們無法解釋即將死去

的人們如何能夠通過一個狹窄的

通道，然後看到一個生動的「死

後世界」以及這個世界中的「居

民」，儘管那時人的身體功能已

經基本上停止了運轉。他們也無

法解釋，為什麼不僅僅是瀕臨死

亡的人們，還有那些緊急關頭的

人們也能看到一生的「電影」，

為什麼將死的人們能夠從外界看

到他們自己，看到他們的身體以

及他們所在的房間。

對於瀕臨死亡的人們，時間

的速度快速改變著。人們能夠在

死亡之前的瞬間享受一生中最美

好的回憶，這是一種格外美好的

感覺，能夠集中起所有的注意

力，將死亡推到一邊。一旦人們

不再抗拒死亡，就會發生以下的

事情：在黑暗的甬道中飛翔，看

到生者 ( 比較罕見 ) 和早已逝去

的親屬，在一些美麗的場所和具

有極高層次的生命傾心交談，總

結自己的一生，並決定是停留在

死後的世界還是返回人世。

所有從死亡中醒來的人們都

表示，他們在死前的瞬間感到極

度的歡樂，但回到人世後卻有

一種強烈的厭惡之情，他們說：

「那裡的時間是不同的。」

從這些說法中，也許可以推

測出人死後有另外一個世界。

死後的世界很可能存在文 / 蘭心

（Adobe Stock)

人工智能（AI）與機器
人將在未來30年內，造成全
球50%的人失業。霍金生前
也一再告誡人類：「機器人

的進化速度比人類想像得

快，它們的終極目標不可預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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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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越天龍橋後來到天龍天

坑，因為天坑被四面環繞的大峽

谷包圍，所以當你覺得視野突然

一片開闊，又看到變形金剛的遠

古鐵騎暴龍時，就代表你已經正

在天坑裡頭啦！天龍天坑口部直

徑 522 米，口部面積 19 萬平方

米，天坑深度即坑內海拔最低處

到四周山壁海拔最高處 276米，

天坑容積 3167 萬立方米。天龍

天坑屬於坍陷型天坑，這類天坑

發育在地下深處，在水的作用

下，地下的碳酸鹽岩層被水溶蝕

之後，發生崩坍，而坍陷物或繼

續溶解在水中，或被水流帶走，

經過千萬年形成天坑。

武隆，

烏江下游，

距重慶市區

128公里，處

於重慶「一圈

兩翼」的交匯

點，自古有「渝

黔門屏」之稱，是

千里烏江一顆璀璨

的明珠。旅遊資源豐

富，擁有5A景區仙女

山、有5A景區芙蓉洞、

世界自然遺產，5A景區

天生三橋、龍水峽地縫、

後坪天坑群、芙蓉江等景

點。

武隆還曾是《滿城盡帶黃

金甲》、《變形金剛4》的外景

拍攝地，通過一部又一部優秀的

影視作品，武隆向全世界展示了

中國山水之美。

青龍橋是天生三橋中垂直高

差最大一座天生橋，與天龍橋不

同的是青龍橋是座高大的單孔石

拱橋，橋面高度 281 米，橋面

寬 124 米，橋面厚度 168 米，

平均拱孔高度 103 米，拱孔跨

度 13-58 米，平均 31 米，為世

界喀斯特天生橋高度之最。

從橋下仰視，拱孔高曠，壁

立千仞，橋身青翠，藤蔓纏繞，

洞頂逐次崩塌斷面呈弧形平行分

佈，展示著天坑、天生橋的形

成、演化過程。據說夕陽西下時

分，青龍橋下涼風習習，橋身也

因日光減弱而變成了暗綠色，遠

觀似一條青龍欲上青天，故名青

龍橋。

走進青龍橋，橋洞口一側有

一峰石如同一支巨筆，可惜筆尖

上沒有松樹，否則倒是一處夢筆

生花的美景。青龍橋洞壁也有細

霧狀的清泉飄落，橋下水流潺

潺，溪流上還有人工的石拱橋供

遊客通行。

天龍天坑

青龍橋

繼續前行，前面就是黑龍

橋。此橋與青龍橋一樣也是單孔

石拱橋，是天生三橋中橋面最寬

的橋，橋面寬達 193 米。橋面

高 223 米，橋厚 107 米，平均

拱孔高 116 米，為天生三橋中

橋孔最高。但黑龍橋橋拱跨度只

有 16-49 米，為三橋中最窄，

看上去黑龍橋在三橋中最不像

橋，像是山崖裂開的一道深縫。

黑龍橋橋洞內幽深黑暗，橋洞頂

部岩石如一條黑龍藏身於此，故

名。黑龍橋洞道的側壁及頂部窩

穴、溶孔、天鍋、流痕等溶蝕

w 形態十分普遍，反映了古伏

流的水流特徵。洞壁北側發育有

霧泉、珍珠泉、一線泉、三疊泉

等 4 處懸掛泉，風格迥異。

黑龍橋

天龍橋高 235 米、橋厚度

150 米，橋面寬度 147 米，平

均拱橋高度 96 米，拱孔跨度

20-75 米，平均 34 米，高大厚

重、磅礴的氣勢，很有點飛龍在

天、頂天立地之勢，是三座橋中

最高的一座。

橋中間是一柱粗壯的橋柱，

兩邊各有一個橋洞。由於此橋是

天然形成而非人力所為，因此天

生三橋的「橋」字在當地被寫為

「礄」。

天生三橋景區最明顯的地貌

特徵就是三橋夾兩坑，一坑就是

我們之前已看過的天龍天坑，另

一坑就是這神鷹天坑了。

之所以稱神鷹天坑，是因為

在青龍橋頂上有一塊如鷹狀的巨

石。神鷹天坑也是坍陷型天坑，

最大口部直徑 300 米，口部面

積五萬多平方米，深度 285米，

天坑容積 973 萬立方米。

天龍橋

武隆重
慶
翻山越嶺只為
最美的風景上

武隆，烏江下游，距重慶市區128公里，處於重慶「一圈兩
翼」的交匯點，自古有「渝黔門屏」之稱，是千里烏江一
顆璀璨的明珠。

◎

神鷹天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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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大多數加拿

大人對於電動車，有許多不

熟悉的東西，其價格相對要

高些，許多人仍在躊躇不決。

電動車的優缺點

電動車的保養比燃油車

要簡單得多，除了不用換機

油，也不用做廢氣檢測。此

外，電動車運行平穩，加速

度大，噪音小，故障率也

低。在運行成本上，電動車

也要低得多。

據 PluginAmerica.org
數據，以日產 Leaf 為例，

每年行駛 2 萬公里消耗的電

力約為 3,750 千瓦時。按照

加拿大的情況，粗略計算，

全年不過 700 元上下，大約

不到同類型燃油車油費的一

半。目前全國有許多 L1 級

充電站還是免費的，在家充

電還可以利用低峰時間。

電動車的主要問題在於

行程有限，一般每天用車

20~100 公里、附近有充電

站的情況下，問題還不大。

由於可在家中和工作場所充

電，可能還更方便。但是對

於需長途旅遊來說，就不太

方便。即使有充電站，充電

時間也很長。在 L1 級充電

站充電一小時也就能跑 7~8
公里。L3 級在 20~30 分鐘

可達到 80%，但比較貴。卑

詩省今年 6 月開始在省建充

電站收費，L1 充電 $2/ 小
時，L3 為 $16/ 小時。

電動車在寒冷的加拿大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冬季電

池效率將降低，雖然這可以

通過加熱解決，但如還要車

內取暖，需要消耗較多電能。

加拿大對電動車的支持

加拿大聯邦和省政府對

推動電動車都很積極。據

caa.ca/evstations網站統計，

全國現在共有 6,386 個充電

設施。充電設施分 3 級，

L1 級和普通家庭 120V 差不

多，充電比較慢，但是很多

現在是免費的，有的商家停

車場也提供 L1 免費充電；

L2 級用 240V 電源，根據不

同的容量，比 L1 的快 2~5
倍；L3 級為直流充電，速度

比 L2 還要快 8 倍，多數分

布在省際或省級高速公路上。

加拿大聯邦和各省政府對

買電動車都有很多獎勵。取決

於車型，魁省最高獎勵 8,000
元；卑詩省最高 5,000 元。

【看中國訊】英國公司 Veygo
按汽車品牌搜索量繪製了一幅世界

地圖，其中豐田在 57 個國家中搜

索量第一，在 2018 年，全球每月

超過 780 萬人搜索了豐田汽車，

本田和福特則分別位居第二和第三

位。

豐田是全球谷歌最熱搜的汽車

品牌，同時也是美國和加拿大最熱

搜的汽車品牌。讓人意外的是，俄

羅斯人最愛搜索的汽車品牌是現代

汽車，日本人則喜愛搜索寶馬，墨

西哥人更喜愛搜索雪佛萊，中國則

是特斯拉品牌搜索的最多。

細看這份 Google 熱搜汽車品

牌世界地圖，發現一個有趣之處

是 , 普遍本國搜索最多的汽車品

牌，都是來自其他國家的。

美加谷歌熱搜汽車品牌 

英國公司Veygo按汽車品牌搜索量繪製了一幅世界地圖，其中豐田在57個

國家中搜索量排名第一(Veygo)

Nissan Le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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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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馬8系 敞篷車登場

【看中國訊】繼去年公布全新

8 系列雙門跑車後，寶馬近日又

公布了該系列的敞篷車款，並預

告將在 11 月底舉辦的 2018 洛杉

磯車展上正式亮相。

寶馬此次為 8 系列開發的是

M850i xDrive 與 840d xDrive
兩款車型的敞篷車款。其中

M850i xDrive 搭 載 4.4 升 V8
雙渦輪增壓引擎，最大輸出功率

390kW，峰值扭矩 750Nm，配

上 8 速 Steptronic 運動化手自排

變速箱與 xDrive 全時四輪傳動

系統，0-100 公里 / 時加速時間

僅為 3.9 秒。

840d xDrive 則 搭 載 3.0
升直六雙渦輪柴油引擎，最大

輸出功率 235kW，峰值扭矩

680Nm，在相同的傳動結構下

0-100 公里 / 時加速時間 5.2 秒。

兩款車極速均為 250 公里 / 時。

8 系敞篷車型採用電動軟篷

設定，原廠數據顯示整個開關

篷過程只需 15 秒就能完成，且

在車速每小時 50 公里的速度下

都可操作。外觀除了車頂改為軟

篷，座椅後方多了敞篷收納機構

與側翻保護系統外，其他部位都

與 Coupe 車型相差無幾，一樣

提供 LED 頭尾燈，前葉子板導

風口，雙邊矩形尾飾管。

寶馬為敞篷車型提供了六種

車色，並有 M Sport、Carbon、

Chrome Line 等三種外觀套件，

依據車型的不同，配有 19 吋或

20 吋的 M 款鋁圈。

安全方面，8 系標配主動安

全技術和駕駛輔助技術，包括抬

頭顯示器、帶行人檢測的自動緊

急制動、車道偏離警告、盲點監

控，交通標誌識別、倒車盲點監

控和後方碰撞預警。此外 8 系敞

篷還標配翻車保護系統、後視攝

像頭和倒車雷達。

由於敞篷跑車對於舒適度的

要求更高，頂配 BMW M850i 
xDrive 車型雙前座椅除了有足够

的電動調节來符合乘者身形外，

更有冷暖溫控裝置、加熱扶手、

加熱方向盤等配備來適應氣候，

還可加選三段熱風調節的「頸部

加熱」系統，也可根據速度自動

調節風量。如果是在雙人行駛狀

態下，也可將標配的回風網裝在

後座區域，防亂流效果更好。

將在11月底舉
辦的2018洛杉
磯車展上正式
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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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洗頭髮是最基本的清潔

活動，但是你真的知道自己的頭髮洗乾

淨了嗎？怎麼樣洗才能不傷害頭皮和頭

髮？本文來給大家講解如何正確洗頭。

1、頭髮吹乾再睡覺
溼著頭髮睡覺的危害很多，比如：

容易著涼、感冒、毛鱗片容易受損、掉

髮增多、髮質變差等等。睡覺之前，一

定要確保頭髮 9 成乾以上，這樣可以減

少毛鱗片受損，讓頭髮長期柔順。

2、洗頭最佳的時間
    是晚上9點

因為晚上 10 點到凌晨 2 點是頭皮細

胞的再生期和活躍期，在這之前清洗頭

皮可以促進頭皮細胞再生。其實，從下

午 1 點到晚上 10 點都比較適合洗頭，最

不適合洗頭的是 10 點之後到上午這段時

間，都是頭皮鬆弛和休整期，不適合過

度刺激。

3、不要用指甲抓頭皮
洗頭過程中不要用指甲抓頭皮，可

能會對頭皮造成傷害，正確的做法是用

指肚輕柔按壓頭皮。

4、不要梳溼頭髮
剛洗完頭髮，毛鱗片還處於張開狀

態，這個時候如果梳頭髮次數過多，會

造成明顯的毛鱗片受損，頭髮乾燥之後

會變得很毛躁。

5、水溫40度左右
涼水洗頭是最刺激頭皮的，可能導

致脫髮！太熱的水洗頭也會傷害毛囊，

最佳的水溫是在 40 度左右，感覺到比體

溫稍熱即可。

6、不要直接 
把洗髮水倒在頭上

洗髮水必須先倒在手心裡，揉搓均

勻之後再清洗頭髮。如果直接把洗頭髮

倒在頭皮上，很容易造成化學殘留，而

正確的洗頭方法

且清潔效果也不理想（不利於起泡沫）。

7、洗頭時頭要稍微低一點
用淋浴洗頭時，很多人站得筆直

洗，這樣的話，水流的衝擊力可能導致

頭頂脫髮比其他地方更多，所以更好的

方法是頭要低到心臟水平位置，這樣可

以減輕頭髮受到的衝擊力，還能促進頭

部血液循環。

8、洗頭次數少一些更好
如果頭髮本身不算油膩，就不要每

天洗頭，因為洗頭會導致毛鱗片張開，

毛鱗片從張開到閉合，這個過程難免有

一些損耗，所以天天洗頭不利於髮質更

好。但是有些人頭髮出油嚴重，這種情

況可以每天洗一次頭，因為保持清潔比

毛鱗片的損耗重要多。

9、不含硅油的洗髮水
如果頭髮感覺油膩、厚重，總也洗

不乾淨，可以考慮用不含硅的洗髮水，

這類洗髮水清潔能力比較強，洗完後比

較清爽。

其他洗頭的禁忌

1、頭髮剛浸溼就抹洗髮水

許多人頭髮剛剛浸溼就將洗髮水倒

在頭上，殊不知，這樣根本洗不淨頭

髮。抹洗髮水前，要先用溫水沖洗頭髮

和頭皮 1 分鐘以上，去除七八成的汙

垢。隨後，將洗髮水倒在手心，加水打

出泡沫後再抹在頭髮上，這樣泡沫更豐

富，能徹底洗淨頭髮。

2、護髮素不沖洗乾淨
不少人認為，護髮素殘留一些在頭

髮上，能令頭髮更潤澤。其實，殘留的

護髮素容易混合灰塵黏附頭皮，堵塞毛

囊，引發炎症，因此，護髮素塗抹後務

必要沖洗乾淨。

3、護髮素塗在髮根
洗髮時頭髮毛囊打開，如果護髮素

塗在髮根上，其中的化學物質容易滲

入，並堵塞毛囊。建議先理順頭髮，沿

耳朵附近往發尖方向塗抹髮梢，一定不

要讓護髮素碰到頭皮。

4、洗完頭馬上外出
研究發現，頭髮受到的紫外線輻射

量是臉部的兩倍以上，紫外線會令毛鱗

片變薄、剝落。洗完頭馬上外出，紫外

線容易導致斷髮、分叉。若外出，最好

撐傘或戴頂帽子防紫外線。

食用醋的注意事項

1、正在服用某些西藥者不宜吃

醋。因為醋酸能改變人體內局部環境

的酸鹼度，從而使某些藥物不能發揮

作用，磺胺類藥物在酸性環境中易在

腎臟形成結晶，損害腎小管，因此，

服此類藥物時不宜吃醋。正在服碳酸

氫鈉、氧化鎂、胃舒平等鹼性藥時，

不宜吃醋，因醋酸可中和鹼性藥，而

使其失效。使用慶大黴素、卡那黴

素、鏈黴素、紅黴素等抗菌素藥物

時，不宜吃醋，因這些抗菌素在酸性

環境中作用會降低，影響藥效。

2、服「解表發汗」的中藥時不宜

吃醋。因醋有收斂之性，中醫認為，

酸能收斂，當複方銀翹片之類的解表

發汗中藥與之配合時，醋會促進人體

汗孔的收縮，還會破壞中藥中的生物

鹼等有效成分，從而干擾中藥的發汗

解表作用。

3、胃潰瘍和胃酸過多患者不宜食

醋。因為醋不僅會腐蝕胃腸黏膜而加

重潰瘍病的發展，而且醋本身有豐富

的有機酸，能使消化器官分泌大量消

化液，從而加大胃酸的消化作用，以

免胃酸增多、潰瘍加重。

4、對醋過敏者及低血壓者應忌

用。因食醋會導致身體出現過敏而發

生皮疹、搔癢、水腫、哮喘等症狀。

另外，一些對醋有不適應者應謹慎食

用。患低血壓的病人食醋會導致血壓

降低而出現頭痛頭昏、全身疲軟等不

良反應。

5、老年人在骨折治療和康復期

間，應避免吃醋，醋由於能軟化骨骼

和脫鈣，破壞鈣元素在人體內的動態

平衡，會促發和加重骨質疏鬆症，使

受傷肢體痠軟、疼痛加劇，骨折遲遲

不能癒合。

6、不論你的胃腸多強健，都不

適合在空腹時喝醋，免得刺激分泌過

多胃酸，傷害胃壁。在餐與餐之間，

或飯後一小時再喝醋，比較不刺激胃

腸，順道幫助消化。

炒菜時放醋
小竅門（下）

Fotolia

健康
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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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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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6 Centre St. NE, Calgary  

原價：$28.99

清蒸老虎斑

原價：$14.99

貴妃走地雞

$13.99

家常蒸茄子

特價菜只限堂食，必須同時惠顧一款正價菜。

圖片僅供參考，以店內實物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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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天營業·上午十一時至凌晨一時·每晚九時後打冷、宵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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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本優惠券

原價：$28.99
原價：原價：$14.99

特價

$9.99

特價

$23.99

極品補鈣魚湯米線
隆重推出

$16.99 純魚骨熬製
原汁鮮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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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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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calgaryfarmersmarket.ca

Silver Springs 
手工藝者市場

超過 40 個桌位的獨特的珠寶飾品、

卡片、縫紉、被褥、編制、鉤針編織、鵝

卵石藝術品、彩色玻璃、嬰兒用品、藝術

卡、聖誕樹裝飾等等。我們接受對卡爾加

里食物銀行的捐贈。

時 間： 週 六，11 月 17 日 上 午 10
點～下午 3 點

地 點：5720 Silver Ridge Drive 
NW

網站：silverspringscommunity.ca

Ralph Klein公園冬日節
在工藝室中發揮創意，參加帶導遊的

公園之旅，或測試您的觀鳥技巧。 了解

有關公園野生動物的有趣事實，嘗試自然

遊戲或欣賞電影。 
不要忘了訪問各個展商，他們將分享

有關今年國家兒童日主題的信息：兒童的

身份權。

時間：週日，11 月 18 日下午 1 點～

3 點

地 點：Ralph Klein Park：12350, 
84 Street SE

國家兒童日藝術展

慶祝國家兒童日，一起欣賞精彩的兒

童藝術作品。

時間：週二， 11 月 20 日，上午 9
點～下午 9 點半

地 址：Wildflower and North 
Mount Pleasant Arts Centre： 523 27 
Ave NW

卡城玩樂峰會

加入卡城玩樂社區（Calgary's Play 
Community），活動內容包括

• 年度玩樂章程簽署

• 36個組織報告“玩樂的三件大事”

• 遊玩專家的演講

• 革新的玩樂活動和小組活動

時間：週二，11 月 20 日上午 8 點～

下午 5 點

地點：802 3 Street SE，新中央圖書

館

市中心第三年度 
聖誕樹裝飾活動

與 CORE 購物中心一道融入節日氛

圍，參加聖誕樹燈光、焰火和聖誕老人的

特別夜晚。

您有機會看到主辦方裝飾聖誕樹，

裝飾的聖誕樹會一直展覽到 12 月 19
日。現場會有音樂和娛樂活動，和聖

誕老人免費照相（“聖誕魔法”（Magic 
of Christmas）接受捐贈）。

45 英尺高的聖誕樹和焰火表演會

將活動推向高潮。

請給“聖誕魔法”帶些未包裝的玩

具和捐贈的禮物吧。

時間：週四，11 月 22 日下午 4
點～ 7 點

地點：The CORE Shopping 
Centre，324 8 Ave SW

網址：coreshopping.ca/events

North Mount Pleasant Arts Centre

免費與聖誕老人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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