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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的巴新國（巴布亞新

幾內亞）外交人士告訴路透社，

亞太經合組織峰會聯合宣言流

產，是因為北京的施壓和美中兩

國的分歧太大。中國外長王毅不

滿宣言草案中的兩段話，峰會主

席難以彌平雙方的分歧，令宣

言流產。其中一段提到「反對貿

易保護主義，包括所有不公平

貿易行為」和改革世界貿易組織

（WTO），另一段則是憂心可持

續發展的問題。

宣言難產誰負責

宣言難產導致 APEC 峰會

光環盡失。王毅 19 日在回答中

國記者提問時說，宣言流產，事

出有因，主要是個別經濟體堅持

把自己的案文強加給其他各方，

為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開脫，這

種做法引起了包括中國在內很多

經濟體不滿。

但《華爾街日報》稱，其它

所有 20 個 APEC 國家都同意在

最終公報中加入這個內容。《華

盛頓郵報》20 日發表一篇名為

〈中國 APEC『耍脾氣外交』內

幕〉的文章。文章寫到，事後中

方要求與巴新外交部長單獨會

談，遭到巴新外交部長拒絕，中

方官員試圖硬闖外交部長辦公

室，變動領袖宣言上的措辭，由

警方出面制止了這一行為。當會

議宣言難產後，駐紮在主會場附

近的一間屋裡傳來中方代表們的

熱烈鼓掌。

但大陸官媒稱，外媒描述

的中方官員硬闖一事是「惡意造

謠」，這些中國中層官員要求會

面是為了表達對公告草案措辭的

不滿。

更多細節被披露

多家媒體報導，習近平於

11 月 15 日抵達巴新，16 日為

全長 1.06 公里的「獨立大道」

揭幕，這是一段「由中國政府提

供資金」的道路，是 APEC 的

配套工程。與此同時，北京贈送

五星旗及印有五星旗的背心給

當地民眾，同時要求主辦方在

APEC 期間於莫爾茲比港主要

道路插滿五星旗。但主辦方拒絕

了中方的要求，後來用紅色旗子

替代。

另外，在 APEC 正式大會

前舉辦「縮小版」峰會，習近平

會見了一些太平洋島國領導人，

但外媒記者被拒絕進場報導，只

允許使用中國官方通稿。外媒記

者認為，這嚴重違反了獲取信息

權和新聞自由。

中美深層分裂

中美之間的分歧主導了峰會

的大部分會議，兩位領導人都直

言不諱。

習近平 17 日在大會上，不

無所指地強調：「無論是冷戰、

熱戰還是貿易戰，都不會有真正

的贏家。」「規則應該由國際社

會共同制定，而不是誰的胳膊

粗、氣力大，誰就說了算，更不

能搞實用主義、雙重標準，合則

用、不合則棄」。

彭斯在習近平之後發表演

講，他抨擊中國設置空前貿易壁

壘和不公正的貿易手段，指責

中國在南海軍事擴張，認為習

近平發明的一帶一路是「支票外

交」，是一種「債務陷阱」

彭斯說：「不要接受有可能

損害貴方主權的外國債務。要保

【看中國記者黎紫曦

綜合報導】2018亞太經合

會（APEC）峰會於11月17

日閉幕，美國和中國的分

歧，並沒有因為彼此在峰會

上見面而消弭。原應在總

結記者會上公布的領袖宣

言未能出臺，成為大會成立

近30年以來首見。事後美

中依舊針鋒相對。

護貴方的利益。要維護貴方的獨

立。而且，正像美國一樣，要一

貫將你們的國家放在首位。」

《南華早報》報導說，在習

近平發表演講後，彭斯發表演講

前，中方一些代表離開了場地，

一些留在場地的人站在會議廳

外，選擇不聽彭斯的演講。不

過，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庫德洛在

11 月 20 日白宮記者會上透露，

彭斯和習近平在峰會上曾「多次

交談」。

會議成果

如前文所述，中國在巴新的

基礎設施建設中留下了顯著的足

跡，顯示出北京在太平洋地區日

益增長的影響力。但華盛頓則表

示他們可以為地區盟友提供更好

的選擇。在實際成效上，美方似

乎更勝一籌。彭斯 17 日在會議

上宣布，美國將同澳大利亞和巴

新一道，在馬努斯島開發成立聯

合軍事基地。（下文轉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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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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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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首次無宣言
川習會添陰影

APEC峰會閉幕時,首次未能按照慣例發布領袖宣言。（Getty Images)



Alberta

A2 第 29期     2018年 11月 22日—11月 28日    看時事 News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上文接 A1）
島上一處軍事基地具有高度

戰略性，其深水港可停泊航母，

以及數百艘艦艇。八月初，曾傳

出中國可能取得馬努斯島一個港

口開發合約的消息。

並且峰會期間，美國和澳大

利亞及日本發表聲明，宣布將推

動基礎建設開發計畫和融資，更

明確表示這些計畫將遵守公開、

透明及財政可持續性等國際標準

和原則，既能滿足區域國家的真

正需求，又能避免區域內國家陷

入沉重的債務負擔。

彭斯其人

此次 APEC 會議，將世界

媒體的聚光燈集中到了習近平與

彭斯兩人身上。那麼彭斯的大致

背景是什麼呢？

彭斯出生於美國印第安納州

哥倫布市，曾獲法學博士學位。

2013 年至 2017 年，擔任印第

安納州州長。在擔任州長期間，

他開始了印第安納州史上最大的

減稅，實現財政盈餘，州政府債

券獲高評級。他還簽署了宗教自

由恢復法案，該法案容許私人僱

APEC首次無宣言 
川習會添陰影

主可以宗教信仰為由，拒絕向部

分人士提供服務。

「我是一名基督徒，一位保

守主義者，一個共和黨人。」這

是彭斯在 2016 年 7 月 20 日共

和黨副總統的提名演講中的一句

話，這句話他在不同場合中多次

提及。彭斯曾談到自己如何避

嫌，他不和配偶之外的異性單獨

會晤或用餐；如果太太沒陪同，

他也不參加有酒供應的場合。這

被一些媒體揶揄為「彭斯規則」。

根據 2017 年《紐約客》報

導，副總統候選人參選時公布的

財產狀況顯示，彭斯的銀行存款

不到 1 萬 5 千美元。今年 10 月

4 日彭斯在華府智庫哈得遜研究

所發表的演講，被視為美中關係

面臨巨變的標誌。演講中彭斯數

次將「中國」和「中共」進行區

分，14 次直接點名「中國共產

黨」一詞。

川習會陰影濃重

此前外界認為，美國總統

川普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 11
月底召開的 20 國集團會議的會

晤，將會化解貿易戰的緊張局

勢。但是 APEC 中，習近平和

彭斯的講話，給貿易戰的解決前

景蒙上陰影。

美國指責中國採取不公平的

貿易行為，包括但不限於限制市

場准入、迫使在華美國企業交出

有價值的技術、從事網路間諜活

動以及盜竊知識產權。大會上，

彭斯重申了這些情況，稱美國可

能把對 2,500 億美元的中國商品

徵收的關稅「翻一倍」。「在中

國改變其方式之前，美國不會改

變方向，」彭斯說，「自美國建

國以來，我國就一直遵循所有人

生而平等並被我們的造物主賦

予不可剝奪特定權利的原則。」

「我們這樣做是因為這是正義

的。我們這樣做也是因為這符合

我們所有人的利益。事實是，剝

奪本國人民權利的政府往往也會

侵犯其鄰國的權利。」

法廣評論道：「看看習近平

與彭斯在這次會議上的發言可以

感覺，中方已經對一場單純的貿

易戰不抱希望了。中美這場爭

議，已經從貿易領域全方位擴

散，從貿易觀擴展到價值觀，從

知識產權擴展到人權。」

蘋果供應商裁員8000 
由於鄰近新年、工作難尋，

近千名員工圍堵工廠抗議，當局

派出防暴特警驅趕民眾。 
11 月 16 日，微信群組「伯

恩光學派遣員工」發出通知：

「惠州伯恩光學 5000 人被炒，

防暴警察現場維護秩序！有工作

的人千萬別隨意跳槽！今年中美

貿易戰，出口訂單不如以往，加

上實習生寒假生已經陸陸續續到

崗，勞務市場已接近飽和，有工

作的就好好珍惜吧！」

 隨後，有網友在微信寫道：

「惠州伯恩一天辭掉 5000 名臨

時工，富士康雙休沒班加，作為

一名常年打工的我，心裡面感覺

很涼。以後失業了怎麼辦，沒

班加了怎麼辦？一個月拿 2000
（元）的底薪怎麼養家？」 

在「伯恩光學」的官網上顯

示，該公司目前是廣東投資最大

的港資企業，其主要客戶涉及蘋

果、三星、諾基亞、索尼、戴

爾、惠普、中興、 華為、聯想、

小米等知名品牌。

惠州一位員工透露，伯恩

光學 11 月 5 日才招聘臨時工，

員工每小時工資達到 22 元至 23
元，但 3 天後就停止招聘，並

裁撤 5000 名員工，其後又撤走

3000 名。 
 「據說裁員接近 1 萬人，早前

因生產線缺人，伯恩光學要懸賞

招聘，但現在因訂單減少，大量

臨時工還沒有轉為正職，就紛

紛遭到辭退。」匿名惠州廠員工

說，由於此次大批員工被裁，中

介也沒有取得招聘獎勵，「所以

中介組織工人包圍了工廠，當地

政府派了大量警察過來維穩」。 
除伯恩光學外，蘋果代工廠

「偉創力」旗下公司偉創力塑膠

科技有限公司，也傳出分批放假

消息，蘋果供應商富士康也已取

消週末工人加班。 
一名富士康員工表示：「富

士康員工第一次遇到這種不用加

班的情景，心理都有點慌張，大

家都擔心會不會被炒魷魚，對未

來的前途都沒有信心。」 
11 月 10 日，惠州惠陽區政

府部門發通報稱，相關工人均是

經勞務公司派到伯恩公司工作，

因勞務派遣合同到期，勞務公司

沒有及時通知工人，才引發工人

聚集。

目前經多方協調，伯恩方面

已與相關工人達成初步解決方

案，工人已有序疏散。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

綜合報導】近日傳出疑受貿

易戰影響，蘋果手機訂單減

少，手機屏幕供應商「伯恩

光學」有限公司在廣東的工

廠突然大裁員，至今裁減

8000人。

蘋果供應商大裁員引發員工集體抗議（網路圖片）

【看中國訊】雖然中俄兩

國領導人，一直都在努力推動

雙方關係的發展。不過，有日

媒發現，近期俄國媒體接連提

到「中國威脅論」，甚至還認

為北京對俄羅斯的友好，僅是

「裝樣子」而已。 
10 月分，俄國《商報》報

導稱，近期中國銀行暫停與俄

國之間的往來，使得俄羅斯方

面接連出現被拒絕開戶的情

形。俄羅斯《新報》指出，外

表上，雖然北京表現出像是一

個俄羅斯的朋友，但該國的眼

睛只有盯著自身的利益。

目前雖然中俄兩國領導人

分別聲稱，中俄友誼一直在加

強。不過，美國 ABC 電視臺

的新聞報導引述專家的分析

說，事實上，中俄自己皆不相

信他們會結成軍事聯盟。

美眾議院前議長佩洛西正

為民主黨順利重掌眾議院後的

議長選舉躊躇滿志之際，16 名

黨友 19 日突致函，要求她退

位。他們認為，假如佩洛西

再度出任議長，意味根本沒有

帶來中期選舉對「改變」的承

諾。聯署揭示出一個至為關鍵

的問題：民主黨究竟要給新人

機會，還是讓老將繼續領軍？ 
據稱，希拉里和另一名高齡老

將、前副總統拜登，均有意角

逐 2020 年大選。再加上佩洛

西，那麼民主黨領導層將無可

避免地給人老人戀棧權位的觀

感，延遲了領導層的世代更替。

時事熱點

俄媒：友好只是在裝樣子

美眾議院前議長佩洛西
被要求退位

政府註冊公司
持牌水電技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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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嗎？

-申報修改您住宅的類型，將有助於提高房屋價值。

-提升房屋價值的途徑包括房屋修葺、升級。

-從2018年起卡城絕大多數房屋可獲市政府批准加建後院屋（車庫房）

成為出租屋。您可擴大自住面積或增加租金收入！

  免費報價及檢測

大小工程不限  我們提供以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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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工程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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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檢測調整
移除室內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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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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願者塞國旗
中國選手失冠軍

【看中國訊】11 月 18 日，

蘇州（太湖）馬拉松比賽中，

出現了戲劇性的一幕。中國選手

何引麗在比賽最後衝刺，與非洲

選手爭冠時，因志願者上前頻遞

國旗打亂節奏，痛失冠軍。

據媒體報導，在比賽最後的

1 公里，中國選手何引麗與高她

一頭的埃塞俄比亞選手 Ayantu
幾乎齊頭併進。超越對手，就

能奪得大賽冠軍。但在最後 500
米時，突然有志願者衝向何引

麗，向她遞上國旗。被拒絕後該

志願者依舊在身後追趕何引麗。

臨近終點又一名頭戴白帽的志願

者，直接站在賽道中間，將五星

旗塞給何引麗手中。但跑了幾步

後，無法發力衝刺的何引麗終於

放棄浸了雨水的國旗。

兩次干擾將何引麗最後衝刺

階段的節奏全部打亂。最終，何

引麗以五秒之差屈居亞軍。

賽後，何引麗這一「丟國

旗」之舉被斥「不愛國」，在網

路引發了大討論。

【看中國訊】柬埔寨 40 年

前曾經是一個信奉極端共產

思想的赤柬政權，在掌權的 4
年內，實施相當恐怖的血腥統

治，在一連串的強制勞動、內

部清洗、集中營、勞改、政治

迫害及大屠殺等恐怖統治下，

致使持續 3 年 8 個月的赤柬

統治造成了約 200萬人死亡，

此人數約等於當時柬埔寨全國

人口的四分之一。 16 日，聯

合國柬埔寨特別法庭裁定，目

前仍存活於世的前赤柬高層

農謝（Nuon Chea）與喬森

潘（Khieu Samph-an）， 被

判種族滅絕罪成立，而處終身

監禁。這也是紅色高棉大屠殺

40 年以來，第一次被認是種

族滅絕，此場審判又被稱是柬

埔寨的「紐倫堡大審」。

前赤柬高層被判終身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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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本週五就是黑

色星期五了，這一天的折扣好誘

人啊！買、買、買！常言道「買

的不如賣的精」，大家一定要提

防消費陷阱。

1.虛假網站和產品

人們越來越喜歡網路購物，

促銷季最常見的詐騙便是會出現

大量虛假的網站和產品。這些網

站看起來與官網非常像，宣傳位

置非常顯眼，一不留神就會中

招，一旦付錢了，就再也追不回

來了。

正規網站，在瀏覽器中能夠

看到鎖的圖片，並且 URL 應包

含「https」而不是「http」。

2.折扣陷阱

加拿大反欺詐中心說，詐騙

者將在分類廣告和拍賣網站上設

置或列出本季熱銷商品，折扣誘

人，或在信譽良好的網站（如

eBay）上的賣家希望您直接或

通過與網站無關的平臺轉賬，或

賣家使用「Item，替代商品名稱

等，您應該保持警惕。

3.慈善欺詐

當您接到電話要錢，或挨家

挨戶上門慈善呼籲，或根據個人

故事要錢時，您要確該保慈善機

構真實且已註冊。建議只給錢予

您認識的人或慈善機構。

4.禮物傳銷計畫

唐人街大型建項獲批

卡城市議會批准唐人街的

大型開發項目：在 1st ST@2 
AVE&3 AVE SW 之間建 2
幢 28 層高的住宅樓和 1 幢酒

店附 23 零售店舖，預計投資

$3.5 億。Hive Developments
的主管 Lourdes Juan 說，該

建築物的風格以亞洲人和華人

特色為主題，提供「那些我們

喜愛的中國風格的商鋪」。

預計在 2020 年動工。

卡城簡訊

貫穿卡城的 3 條新公交

快線 MAX 已正式運行，它

們分別是：

East Hills to City Centre
Westbrook to Douglas 

Glen
Between Brentwood and 

Saddletowne
西南部的第四條 MAX

線正在建設中，明年將在市中

心和 Woodbine 之間開通。

公交快線MAX正式運行

運輸不足 原油大量積壓 加石油價格每桶不到20美元 日虧一億元

週 一（11 月 19 日） 市

議會投票一致決定終止競標

2026 年奧運會，這是基於上

週二舉行的非約束性公民投票

（56.4％的選民反對申辦）的

結果。

市議會終止申奧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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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期至2018年11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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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五將至  當心網上購物4陷阱

【看中國訊】亞省聯合保守

黨（UCP） 領 袖 康 尼（Jason 
Kenney）表示，他希望石油生

產商自願減產以推升石油銷售價

格，因為低油價導致加拿大經濟

每天損失一億加元。

「相同體積的亞省石油現在

比瓶裝水還低，這令人震驚，我

們的美國朋友扮演著強盜一樣的

角色，我們把亞省家庭的寶貴資

源拱手送出。這必須停止。」

目前加拿大西部精選石油

價格每桶不到 20 美元，距美國

WTI 石油基準價格的差距接近

每桶 40 美元。如此的價差導致

加拿大每天大約損失一億加元。

這個「價格危機」的原因是

亞省原油大量積壓，亞省油砂的

產量在逐步增加，但是出口管道

已經滿載，而美國的幾家加工亞

省原油的煉油廠正在停產進行設

施維護。

Cenovus Energy 呼籲亞省

政府強制石油公司減產，而森科

爾、赫斯基能源和帝國石油在內

的其他公司表示應該讓市場來發

揮作用，政府不應該強制減產。

康尼說：「這場災難是政府

的失敗造成的，也是外國資助

的特殊利益集團成功圍堵加拿

大能源的結果。賈斯汀．特魯

多（Justin Trudeau）對北方門

戶管道的否決，他通過新法規扼

殺能源東輸，他對奧巴馬總統否

決基石管道項目舉手投降，以及

他未能克服跨山油管擴建的障

礙，這些造成了我們今天的處

境，把我們的原油拱手送給別 
人。」

康尼表示，「這個（石油）

資源不屬於幾家高度整合的國際

石油公司，它屬於亞省人民。」

為應對歷史性的低油價，亞

省省長諾特利（Rachel Notley）
任命了三名特使，與能源部門的

專家和首席執行官合作，尋找解

決油價差異的解決方案。其中

一位是諾特利的前任參謀長托

普（Brian Topp）。而托普一直

是能源行業的反對者。康尼說：

「這是 NDP 理念的一部分，我

不認為托普先生與能源公司談判

時會做出很大的努力。」

康尼表示，對艾伯塔省經濟

的長期威脅正在削弱投資者的信

心。他說：「沒有人會投資一個

以全球油價四分之一價格出售石

油的地區。」

康 尼 週 一（11 月 19 日）

下午給諾特利寫了一封信，提議

與她和她的使節以「無黨派的方

式」合作，尋找解決石油價格的

方法。他還計畫在立法機構中就

這個問題進行緊急辯論。

康尼呼籲自願削減油砂產量

BBB 表 示， 您 可 能 在

Facebook 上看到過有關 Secret 
Sister 禮物交換計畫，這個計畫

就像是一封連鎖信，告訴參加者

能收到 36 個禮物，但是作為交

換，需要發一個 $10 的禮物。

有些時候內容不盡相同，但大概

意思都是只要有一個禮物或者轉

發一下內容就能得到節日禮物。

但這種行為在加拿大是違法

的。千萬注意不要應對方要求貼

出自己的地址和銀行信息。

如果您認為自己被騙了，請

聯繫加拿大反欺詐中心。

卑詩省一名女子Samantha 
Bookey 在亞省 Hwy 63 公路

上以每小時 215 公里的速度

飛馳，結果被騎警攔下，開出

一張 $2300 的創記錄的超速

罰單。今年 7 月，一名卑詩

省男子在 Hwy 63 超速，接到

$1750 元的超速罰單。

超速被罰$2300創紀錄

【看中國訊】加拿大醫療信

息研究所（CIHI）一份報告，

預計亞省 2018 年每人醫療費用

的支出為 7,552 加元，高於全加

拿大的平均水平 6,839 加元。

CIHI 的健康支出總監亨特

（Michael Hunt）說：「由於多

種原因造成亞省醫療保健的支出

通常偏高。」

但是亨特表示，儘管支出最

高，但亞省的醫療保健支出佔國

民生產總值（GDP）比率最低，

因為該省擁有該國最高的收入水

平。

亨特說亞省未來尚需要關

注的是，隨著人口平均年齡的

增長，支出可能會增加。全國 1
至14歲兒童平均每人花費1,539
加元，而 65 歲以上老人平均每

人花費 11,301 加元。如果把數

據分解的更為詳細，可以發現

80 歲以上的老人每年的花費在

2 萬加元以上。

數 據 顯 示，2016 年 65 歲

以上的人佔總人口的 16%，高

於 2006 年的 13%。

亞省人均醫療支出全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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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滬寧權力大 習消息遭刪改

習近平新聞遭刪

11月15日，香港《明報》報

導，11月13日，金庸出殯在兩岸

三地都是焦點新聞，但在中國大

陸，有關習近平、中國總理李克

強等人致送花圈的內容，卻全遭

刪節。官媒新華社在設靈當日雖

發出 1500 多字的長篇報導，但

卻對習李的花圈隻字未提。

中新社通稿報導習李、致送

花圈，在內地可以瀏覽的中新網

上卻看不到；在中聯辦官網上，

只有 11 月 2 日的「習近平對金

庸逝世表示哀悼」的消息。根據

報導，2 日當晚，中聯辦主任王

志民專程到查家，向查夫人林樂

怡轉達了習近平等人的哀悼和對

親屬的慰問。但這則新聞，亦未

上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

報導提供了一個原因，中國

領導人活動固然是報導焦點，但

也要講究規格。一般來說，領導

人只有悼念副國家級以上之逝者

才可上中央級媒體。而領導人由

於私誼、工作關係等各種原因，

悼念其他逝者，只會在相關地

方傳媒報導，中央級媒體不作

報導。如中共建政元帥葉劍英

之子、原總政聯絡部長葉選寧

2016 年在廣州去世，習近平等

高層都送了花圈，卻只有廣東地

方媒體報導。

有關涉及習近平的新聞遭

刪，近期也爆出同類狀況。

英國 《金融時報》11 月 13
日報導說，今年 9 月，習近平

在黑龍江省考察中國第一重型機

械集團時向工人們表示：「國際

上，先進技術、關鍵技術越來越

難以獲得，單邊主義、貿易保護

主義上升，逼著我們走自力更生

的道路。」

大陸央視在晚間新聞節目中

對習近平的發言視頻進行了剪

輯，刪掉了習近平講話的第一部

分。政府官媒《人民日報》海外

版也作出了同樣的編輯。

除了「自力更生」這一口號

外，「外國技術越來越難獲得」

的內容也遭刪除。

法廣報導說，中國大陸央視

以及其他官方權威媒體刪減修改

習近平講話內容，引發了誰敢修

剪習近平一尊指示的猜測。

《金融時報》解讀指，一些

政治觀察家認為，這些刪改反映

了中央宣傳部門的擔憂，即習言

論會被視為承認中國政府採用了

強制和竊取等手段來獲取外國知

識產權。這是美國川普總統提出

的中國不公平貿易行為之一。

熟悉中共體制的人士認為，

中共的宣傳，在中央頂層由主管

宣傳的政治局常委把持，出於政

權維穩需要，這些刪改情況仍然

屬正常，但有時也有可能牽涉權

鬥關系，比如前任江派常委劉雲

山過往不時被爆藉此封殺習近平

言論，甚至搞「高級黑」。

不過，目前掌管宣傳的王滬

寧似乎比較特殊，美媒曾披露王

滬寧未「入常」時就對涉及習近

平的宣傳有特別權限。

王滬寧地位穩固

號稱「三代國師」的王滬

寧，在去年中共十九大上以「黑

馬」姿態「入常」。外界挖掘其

獲上位原因時，亦揭出其早獲習

近平信任的證據。

紐約時報中文網 2017 年

11 月 14 日的報導，給王滬寧

標上了所謂「中國頂級戰略理論

家」、「習近平新威權統治風格

的主要闡釋者」的標籤。報導

說，王是中央「三位最高領導人

背後的大腦」。

現年 63 歲的王滬寧，出

生、成長、仕途發跡均於上海。

1995 年王滬寧被時任中共中央

總書記的江澤民收編，步入政

壇。後為胡錦濤服務十年，十八

大後，王滬寧轉而效忠於習近

平。

美媒報導稱，王滬寧不但像

服務前兩代中共領導人一樣，為

習策劃了理論口號，作為習隨行

必備人員，他還有足以證明獲得

信任的特殊權限，就是可以管制

習的照片在官媒的發布。

據稱，2013 年，當習近平

訪問哈薩克斯坦時，王滬寧也在

現場。新華社發布的習近平照

片，需要先經過王的認可。

觀察家認為，如果說王滬

寧接替劉雲山成中共「宣傳沙

皇」，即使國家領導人也受其控

制官媒封殺，是中共體制使然，

那麼王滬寧在未入常時就有權管

理習近平的照片發布，就只能另

角度觀察了。

今年北戴河會議前的 7 月

間，一度傳出王滬寧要為貿易戰

宣傳失誤擔責下臺，王滬寧也離

奇隱身多時。不過，習近平在

北戴河會議後，以兩個「完全」

（完全正確、完全值得信任）力

挺宣傳口，疑印證王滬寧地位沒

有受到實質影響。

【看中國記者李文隆

綜合報導】近日，武俠小說

作家金庸（原名查良鏞）葬

禮在香港舉行。中國國家主

席習近平給金庸送了花圈，

但中共中央級官媒並未報

導，引起猜測。而早前習近

平在中、美貿易戰的大背景

下，重提「自力更生」，也蹊

蹺被官方媒體有意刪除。誰

在操控這一切？主管宣傳的

王滬寧一向在未入常就持

有的特殊權限引起關注。

習近平（左）與王滬寧。（Getty Images）

上海前檢察長供出百官 多證人離奇死

曾有多名證人死亡

有上海灘「司法教父」之稱

的陳旭於 10 月 25 日以「受賄

罪」被判無期徒刑。據《南華早

報》報導，正在服刑的陳旭在獄

中爆料，供出大約 100 個幹部

和官員，但涉及陳案的多個證人

離奇死亡原因，卻未悉是否包括

在內。

現年 66 歲的陳旭，在上海

司法系統任職近 40 年，一路升

任至上海市的最高檢察長。但在

其「崛起」的過程中，也伴隨一

系列非法行徑的指控。

香港商人任駿良是上海裕通

房地產公司的老闆，他長期舉報

陳旭。《南華早報》報導稱，任

駿良對於陳旭的指控極具「爆炸

性」，任駿良讓其弟弟將案件親

自送呈當時中紀委書記王岐山的

手上。

任駿良早在 1996 年在浦

東區發展上海萬邦中心，但在

2005 年，該房產被上海法院扣

押，理由是任駿良公司的副主席

瀋辰欽（音譯）偽造文件借貸

而且未能償還債務。

官方中新社旗下的週刊去年

曾經報導，上海警察的商業事務

部門曾要求虹口區的法院，將萬

邦中心交還給任駿良。但當時任

上海市檢察院副檢察長的陳旭卻

出手干預，強制萬邦中心公開拍

賣，結果當時 8 億元市值的萬

邦以 2 億元賣給一家據傳是由

陳旭家人和親戚控制的公司。

任駿良對這起拍賣提出異

議，2006 年中國最高檢反貪局

曾指示上海檢察院對此案進行審

查。但是上海虹口區法院法官範

培俊和上海第一中院法官潘玉鳴

分別在接受最高檢專案組問話後

突然離奇死亡。

一個月後，主持萬邦中心拍

賣的公司總經理王鑫明夫婦也在

其上海別墅家中被殺害。

報導指，案件有關重要證人

紛紛離奇死亡，反貪總局只好放

棄對該案的調查，至今也不清楚

「四證人離奇死亡」案是否被徹

底調查清楚。

與江澤民侄子稱兄道弟

而陳旭十多年後才被移送法

辦。報導引述知情人士指出，陳

的定罪完全是依靠賄賂指控，法

院並沒有裁定指控他利用自己的

職位幫助個人和公司贏得合同或

獲得有利的法院裁決。

多年來在上海，對陳旭的舉

報一直不斷，除了陳旭被指涉多

年前的一起「四證人離奇死亡」

案，他還涉上海社保案、陳良宇

案、周正毅案等多個大案。

上海維權律師鄭恩寵透露，

陳旭之所以一路高升，是因為他

任市第一中院院長時，靠著從輕

處理與江澤民之子江綿恆有關的

周正毅案和整治鄭恩寵，而被提

拔任上海市政法委副書記，成為

吳志明的副手。

上海官場中曾盛傳，吳志明

本人直接牽涉到周正毅案和社保

基金案兩大案件之中。周正毅當

年行賄遍及上海市要員，與吳志

明稱兄道弟。曾經曝光的涉案金

額高達 1 萬 2 千億的上海招沽

案，江綿恆及吳志明等又被指是

幕後黑手。而有上海「政法王」

之稱的吳志明被指是江澤民的侄

兒。

被稱為上海灘「司法教父」的陳旭被判無期。在之前調查中，曾有重

量級證人紛紛死亡，外界質疑背後還有黑幕。（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

合報導】因受賄超過7420
萬元，上海前檢察長陳旭上

月被判無期徒刑。《南華早

報》引述消息稱，陳旭已供

出涉案的百名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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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臺灣九合一選

舉快到了，鹿死誰家即將分曉。

然而每當選舉總有一些振奮人

心、流傳甚廣的競選口號。下面

我們一起來盤點。

陳水扁： 

有夢最美，希望相隨

前總統陳水扁在 1998 年

競選臺北市長連任的時候，推

出「有夢最美，希望相隨」的口

號，希望市民再給他 4 年時間，

來繼續完成全體市民的希望與夢

想。 2000 年選舉時，這八個字

也成為陳水扁的競選口號，最終

促成臺灣第一次的政黨輪替，當

上第十任的中華民國總統。

馬英九：我們準備好了

2008 年的總統大選，馬英

九與蕭萬長陣營推出了「改變的

力量─我們準備好了」，除了前

總統馬英九比出勝利的「V」字

手勢，連當時的藍營各縣市長也

現身影片中替馬、蕭政策背書，

影片中的「馬上好」也變成大家

耳熟能詳的競選口號。

賴清德：看見未來

2010 年，行政院長賴清德

在競選臺南縣市合併後首屆直轄

市市長時，用「看見未來」為競

選主軸，規劃升格之後市政願

景，囊括 6 成的選票、大贏對

手 20 多萬票當選。

【看中國訊】臺灣中華民國

國軍單兵基本戰鬥教練中有一段

心戰喊話詞，其中提及「親愛的

共軍弟兄你們已經被包圍、趕快

投降、我們政府是寬大為懷」等

詞語，有立委認為不合時宜，國

防部則回應，將廢除該段話，並

與時俱進修正。

據《CNA》報導，許多當過

兵的男生都有這段回憶，新兵訓

練時必須要學習國軍單兵基本戰

鬥教練，比如「請伍長以火力掩

護我」、「左欺敵、右欺敵、欺

敵再欺敵」、「毒氣，毒氣，快

速戴上防毒面具」等詞語。

但是最後向敵軍心戰喊話

詞：「親愛的共軍弟兄們，你們

己經被包圍了！前有火海、後無

退路，趕快出來投誠吧。」時代

力量立委林昶佐 11 月 19 日於

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質詢國

防部長嚴德發的時候，認為這段

喊話詞已經不合時宜，並表示用

這樣狀態要共軍向國軍投誠的可

能性不高。

國防部訓練次長李兆明則回

應，將會與時俱進做調整；官員

事後向記者表示，此單兵基本

戰鬥教練已沿用將近 20 年的時

間，其中的 12 項狀況會針對防

衛作戰與結合戰鬥場景，例如戰

鬥動作的調整和地形地物掩蔽等

方式進行修改。

至於是否還要繼續「單兵」

心戰喊話，由於官兵下部隊之後

已有專業心戰小組，並且配備喊

話器、悍馬喊話車等，所以將會

對此作修正。但是在新訓階段，

仍然得學習單兵心戰喊話。

此外，由於向敵軍心戰喊話

詞提到「共軍」，關於這部分未

來是否修改？官員認為，現今國

軍最大的威脅仍然來自共軍，因

此喊話的主體對象不會改變，內

容可能會再做調整。

消息一出，引髮網路上許多

當過兵的網友熱議。有位網友表

示，單戰不合時宜的不只是這

個，何不全修？還有網友開玩笑

地指出，拔草測風向也可以改一

改，現在都在城市作戰，去哪裡

拔草。

Phoebe Ku Chaoran LiAndy Lai

臺灣選舉口號

敏感時刻
美「里根」號航母停靠香港

臺國防部將廢除「共軍弟兄趕快投降」心戰喊話詞

【看中國訊】當地時間 11 月

21 日，美國「里根」號航母打

擊群停靠香港補給，分析認為中

國當局允許美軍艦停靠香港是藉

此釋出善意，但並不代表中美關

係已緩和。

除了「里根」號航母，此次

停靠香港的還有班福特號（USS 
Benfold）驅逐艦、柯蒂斯魏柏

號（USS Curtis Wilbur）導彈

驅逐艦和昌塞勒斯維號（USS 
Chancellorsville）巡洋艦。

據稱，此次是「里根」號航

母第二次訪港，去年 10 月 2 日

它曾在香港維多利亞港補給。

港媒報導，20 日駐港部隊

司令員譚本宏登上航母參觀。美

司令官海軍少將 Karl Thomas
面對媒體提問，並無回應美方是

否在「川習會」前向北京施壓。

他表示，譚本宏登艦，是因為

「想瞭解美國航母的運作」，但

未有透露兩人會面細節。

《香港 01》早前透露，美中

關係緊張，美軍兩棲攻擊艦黃蜂

號（USS Wasp）曾申請於 10
月訪問香港，但遭到北京方面

拒絕，而在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PEC）舉行後，美國總統川

普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預定本

月底會在 G20 峰會上見面，因

此這次美艦訪港也被認為是「解

禁」。

香港軍事評論員宋忠平接受

中央社訪問指出，美國航母訪港

過去一直是慣例，從中國的角度

來說，如果美中之間沒有尖銳爭

議時，就會默許有關軍艦訪港

進行短暫修整，形容是「基本共

識」。

宋指出，實際上美中雙方目

前在經貿和軍事關係上仍有許多

矛盾和摩擦，因此這次「里根」

號訪港並不能被視為「中美關係

緩和的風向標」。

事實上，「里根」號這次進

入南海、停泊香港的時機也相當

微妙。《自由時報》指出，日前

美軍與中方軍隊在南海曾發生近

距離衝突，而目前不但適逢「川

習會」前夕，也是臺灣將舉行大

選的前夕。不過中華民國國防部

長嚴德發受訪表示，美軍的行動

是為了維護亞太區域和平和安

全，「應該沒有其他考慮因素」。

《蘋果日報》引述香港時事

評論員林和立指出，這次美艦訪

港，可以視為北京對美態度軟

化。他也表示，相信美國也會趁

此機會，表達對香港的重視，並

提醒北京，「不要再在香港輕舉

妄動。」

美國里根號航空母艦（公有領域）

國軍單兵基本戰鬥教練
(圖片來源:youtube視頻截圖)

大盤點

台灣九合一選舉造勢活動
（圖片來源：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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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感恩節是西

方多國的節日。此時此刻，

很多美國人都心存感恩。

感恩是對施恩者所給

予的益處、恩惠的回應。最

新研究表明，感恩之心越多

的人往往幸福感更高。哈佛

醫學院的研究認為，感恩的

心態使人產生更多的正面情

緒，緩衝壓抑性情緒，幫助

人改善健康、面對挫折，保

持良好的人際關係。心存感

恩的人也對周圍環境、個人

成長、人生目標、自我認可

有著更高的掌控水準。他們

很少思考消極負面的事情，

而更多的是樂觀，正面的思

考。

【看中國訊】紐約市衛生

部門日前表示，將展開全國

性減少糖分攝入計畫，重點

是在包裝食品和飲料中，減

去 20% 的糖分。這項計畫

將在全美推廣。美國人喜愛

甜食，據相關部門統計，美

國人平均每天每人吃 17 茶

匙的糖。商店裡的各種零食

大部分都加了糖分，如蛋

糕、餅乾、霜淇淋、薯片

等。公共衛生官員表示，糖

分攝入過多會導致人體肥

胖，引發心臟病、高血壓、

血管硬化症及腦溢血、糖尿

病等，經常多吃糖還易引發

蛀牙。甚至會使大腦受到損

傷，記憶力下降。

【看中國訊】年僅 25 歲

的臺灣魔術師簡綸廷 (Eric 
Chien)，今年 7 月在韓國釜

山獲得 FISM 國際魔術大賽

總冠軍。近日，他在網上公

開了他的奪冠影片。短短 6
分鐘的影片中，只見他從盒

中拿出緞帶以及不同花色的

撲克牌。在特寫鏡頭下，他

快速的變換卡牌花色與身上

衣物，即使有人刻意把影速

降到最慢，依然找不到任何

破綻。簡綸廷表示：「我一

直堅持著只做別人沒有做過

的東西。未來我還將帶著自

己的魔術作品走出國門，讓

全世界更多人看到臺灣魔術

師的努力與進步。」

社會萬象

心存感恩之人更感幸福

美 國 推減糖計畫

台灣魔術師技法令人震驚

菸草局銷量目標惹爭議  

新浪報導，國家菸草專賣

局、中國菸草總公司近日在北京

召開生產經營調度會。國家菸

草專賣局副局長段鐵力表示，

2018 年以來，菸草行業經濟運

行持續保持良好，捲菸價格持續

上揚，接下來要確保全年 4750
萬箱的銷售目標。

根據中國國家菸草專賣局

測算，該目標與去年相比增加

12.2 萬箱，相當於 61 億根菸。

中國現時有約 3.15 億名菸民，

如果數量保持不變，則意味著每

名菸民平均要多吸一盒菸，即

20 根。由於中國菸草能給當局

帶來超過 6% 的財政收入，因此

當局的實際行動完全與控菸的社

會大環境相違背。

相關言論引發爭議，線民指

出國家在禁菸的同時，還定銷售

任務，這不是自己打自己臉？

「一方面禁菸，一方面去庫存。」

「天天嘴上說禁菸，實際上巴不

得全國各地推廣吸菸。」

據瞭解，全球有 118 個國

家和地區的菸盒包裝上，印製了

警示圖片，其中 105 個國家和

地區規定，警示圖片至少占菸盒

包裝的 50%，15 個國家規定至

少占 75%。但中國大陸至今未

能在菸盒上使用警示圖形，只是

在菸盒上使用警語。「中國的捲

菸不僅包裝漂亮，而且個別的還

具有極大的誘惑性。」控菸專家

許桂華感慨說。

公開資料顯示，中國菸草消

費囊括多項世界第一，包括吸菸

人口、菸草種植面積、產量、銷

量、稅收，以及每年死於與吸菸

相關疾病的人數。根據中國疾

病預防控制中心《2015 中國成

人菸草調查報告》顯示，中國 15
歲及以上吸菸者已達到 3.16 億

人。

據英國醫學期刊《柳葉刀》

（Lancet）雜誌 2015 年發表的

一項研究發現，中國男性吸了全

世界三分之一的菸，並且預計到

2030 年，死於菸草的人數將達

到每年 200 萬人，到 2050 年將

達到 300 萬人。也就是說，如

果中國人不改變菸癮習性，中國

年輕男性菸民將有一半人死於與

吸菸相關的疾病。

眾所周知，香菸的菸霧中有

一系列有害的化學物質，是身體

健康的大敵。

有資料預估，每吸入 1 毫

升香菸煙霧，就會吸進 50 億個

固體微粒，而嚴重汙染的空氣

中，每毫升所含的固體微粒，最

多也不會超過 l0 萬個。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

綜合報導】中國是全球菸草

產量第一的國家，超過7億
人受到二手菸、三手菸的危

害。然而，中國國家菸草專

賣局近日卻宣布，要確保今

年銷售4750萬箱香菸的目
標。相關言論引發輿論，有

批評人士認為，此舉完全與

控菸的社會大環境相違背。

一篇女童的作文《藏在

角落裡的我》在網路上被瘋

傳。據陸媒報導，此文是江

蘇省南京市一名國小5年級
女童參加作文大賽海選的

投稿。

人人知道這宇宙很大，有許

多的星球。我住在地球，比地球

大的有太陽，比地球小的有月

亮。月亮即使比地球小也人人皆

知，我卻不是。

這也不能怪，因為全世界

70 億人口，人人不一樣。我不

是人人皆知的，可以說我比一顆

星星還小，我就像一顆塵埃。

我叫尤逸軒，長大想當木

匠。如果你有糖我還是很想吃

的。

到了三年級，我漸漸發現這

個社會是會消減人類的。簡單來

說，就是中考和高考。人家還沒

綻放出才華呢，就被選為「沒用

的人」。就因為這個，我覺得

孤獨無助，從開放的鬱金香成了

合攏的鬱金香。

我爸看到我這樣，說我杞人

憂天，想通就好了。只要我想

通，他會很開心。我說好……因

為我喜歡讓人高興。

我開始努力，遇到不會的數

學題去問補習班老師、爸爸媽

媽。按老師要求讀書、作業、運

動，早睡早起。我不時還是控制

不住自己的大腦，大發脾氣。但

每次老師和父母都會講我。

還記得一次體育課上，要

考核 50 米跑，我們個個心驚肉

跳，可是誰也逃不過啊！大家都

只能乖乖地站在起跑線上。終於

到我了，老師一吹哨子，我就快

快跑起來，頭髮都吹起來了。跑

完了，我很高興，因為我跑了

8.75，就像半個尤賽斯博爾特一

樣！

晚上，我也特高興，吃了巧

克力，爸爸還說我是他的小乖孩

兒。

也許，我並不需要考哈佛北

大，只要快樂就好。並不是每個

人都不能在角落裡，因為每個人

都可以展示自己的才華。我就是

那個藏在角落裡的人。

據大陸官媒報導，農業農村

部網站的消息顯示，四川省宜賓

市高縣出現非洲豬瘟疫情。

官方通報稱，有關養豬戶在

10 月 24 日前使用泔水餵豬。

11 月 12 日晚，開始有生豬發

病，11 月 13 日早開始出現豬隻

死亡。

分析指出，泔水餵豬導致染

病的消息，顯示非洲豬瘟病毒之

前已在當地食物中出現。

從統計資料可見，自今年 8
月中國確診首宗非洲豬瘟以來，

疫情蔓延趨勢有增無減。

截至目前為止，中國已經

有 19 個省市發生過非洲豬瘟疫

情，分別為遼寧、河南、江蘇、

浙江、安徽、黑龍江、內蒙古、

吉林、天津、山西、湖南、雲

南、貴州、湖北、江西、福建、

重慶、四川、上海等省（市）。

中央社引述中國農業科學院

農業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員朱增勇

表示，從 8 月豬瘟疫情出現至

今，中國已累計處理掉逾 47 萬

頭感染生豬。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爆發至

今，當局一直沒有有效控制疫情

蔓延的辦法。

多名動物防疫和流行病學

專家此前對《財新周刊》表示，

不清楚非洲豬瘟的具體傳染路

徑和介質。很多養豬戶「嚴防死

守」，但疫情還是突然降臨。

今年 8 月初，瀋陽爆發的

第一例非洲豬瘟，是從大陸最大

的肉品加工廠雙匯公司待宰的豬

中檢測出的。

臺灣農委會的副主委黃金城

日前在記者會上曾表示，豬瘟病

毒可能已經普遍存在於雙匯的肉

品中。

豬瘟病毒是否對人體有影

響？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前所長

陳秉中對自由亞洲電臺表示，只

要吃過病豬肉，人就帶有病毒。

建議民眾最好暫時不要食用豬

肉。

近日，一位負責防控豬瘟

疫情的防疫人員也向自由亞洲

電臺透露，目前疫情的擴散情

況難以想像，當局封鎖消息。

她擔憂豬瘟病毒很可能發生變

異，導致人體被感染，那後果

會不堪設想。

大陸網路熱文： 
《藏在角落裡的我》

豬瘟蔓延 19省淪陷
【看中國記者端木珊

綜合報導】中國非洲豬瘟疫

情持續擴張，最新通報顯

示，中國最重要的生豬大省

四川也被攻陷。

中國是全球菸草產量第一的國家（Fotolia）

（Fotolia）

【看中國記者鐘靈綜合報

導】「彩虹爺爺」黃永阜在待拆

除的老屋上作畫，打造出全世

界獨一無二的彩虹眷村。如今

彩虹眷村不但被評選為全球最

值得探訪的景點，近日也再度

登上國外媒體 BBC 的版面。

彩虹眷村位於臺中市南屯

區，原本是面臨拆遷的老舊眷

村。黃永阜從 2008 年起，用彩

色水泥漆創作了許多生動逗趣

的人物與動物，七彩繽紛、充

滿童趣，不但吸引眾多遊客到

訪，更成為國際知名的旅遊景

點——「彩虹眷村」。

96 歲的黃永阜，祖籍廣東

省台山縣。彩虹眷村的房子是

他從國軍退伍後用積蓄購買的

房子。不過，彩虹眷村後來被

劃為拆遷範圍，2008 年起，

他開始彩繪建築物。他獨特鮮

豔、充滿童趣的創作，令臺灣

民眾為之驚豔，並發起了「搶

救彩虹村」活動。彩虹村因此

成為「彩虹藝術公園」保存下

來。

如今的彩虹眷村已經成為

國際知名觀光景點，每年逾百

萬人到訪，香港、澳門、新加

坡、馬來西亞、韓國、日本及

中國大陸等地超過二十家電視

臺、報社都曾到訪報導。彩

虹眷村 2017 年更被國際知名

旅遊指南孤獨星球（Lonely 
Planet）的新書《世界的秘密奇

跡》，評選為全球值得探訪景點

之一。而彩虹眷村與宜蘭菌寶

貝博物館，是全臺灣唯二入選

的景點。

在 BBC 的影片介紹中，黃

永阜說，自己 3 歲時，父親曾

教他作畫，卻從來沒有接受過

正規繪畫教育。後來為了保護

眷村，他開始用「兒童等級」的

手法彩繪建築物，村裡的狗、

貓、豬、鳥、傳統文化都是繪

畫素材，卻竟會這麼受歡迎。

【看中國訊】加州小鎮天堂

鎮 (Paradise)，日前在山火中幾

乎被全部燒毀。一名獨居老人為

尋找自己的愛貓而留下，反而救

了自己一命。

當山火蔓延時，老人想與愛

貓一起離開。當時所有的鄰居都

打算離開。在這緊急關頭，他的

貓卻鑽進房間裡躲了起來。老人

說：我不能扔下貓自己跑了。他

在屋裡找了好久都未見貓咪的蹤

影。

此時大火已燒到了屋子的前

面，屋外的圍欄也在冒火苗，但

老人為了自己的愛貓，硬是沒有

離開。

結果就這麼神奇，這隻貓咪

也許知道，主人的房子才是最安

全的地方！老人的房子沒有著

火。

他一直坐在走廊上，救援人

員後來告訴他，當時道路兩邊的

房屋和樹木都在燃燒，濃煙滾

滾。如果他那時開車離開，可能

無法生還。這隻貓咪也許明白，

家裡的房子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彩虹爺爺創作 登上BBC版面 大火中留下尋貓 老人生還

加州天堂鎮大火

（Getty Images）

臺中彩虹眷村(臺中市政府網站)

文 / 尤逸軒

尤
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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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併購民企已占32%

受貿易戰等外部與內部因素

的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前景堪

憂，人民幣貶值、股票價格下

跌……尤其「國進民退」令民營

企業陷入近 40 年未有的困境。

面對內憂外患，北京當局高

調支持民營企業，聲稱民營企業

是自己人，要紀檢人員保護企業

家的人身和財產安全，且強調支

持多種所有制並存的路線等。

11 月 19 日，根據中國銀行

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銀保監

會）副主席周亮在第九屆財新

峰會表示，銀保監會要求銀行保

險機構採取措施，緩解民營企業

和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

題，不要盲目地斷貸、抽貸和押

貸。允許資產管理公司設立專項

產品參與化解上市公司和民營企

業的股票質押的流動性風險。

近期，支持民營企業的話題

備受市場關注。據周亮介紹，本

週銀保監會將會頒布《支持民營

經濟發展的指導意見》並上報國

務院。中國國家稅務總局網站

19 日也發布通知，表示要解決

民營經濟發展過程中遇到的稅收

問題。

不過有網絡分析文章認為，

雖然近年來中國聲稱減稅力度加

大，但企業受惠卻十分有限，

如：其高調宣傳的營業稅改為增

值稅已經減稅萬億元，但媒體多

有報導，眾多企業的稅負出現不

減反增、明減暗增的現象。中共

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也曾直言不

諱，斥責減稅是「假減」。如：

取消了農業稅，但種子、化肥、

農藥等，官方主導的價格卻增長

幾倍。

另外，引發輿論關注的「國

進民退」的一個證據，則是中國

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國資委）

披露的數據。

11 月 14 日，國資委召開的

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媒體會

議上，針對當前二級市場國資頻

頻入股民營上市公司的現象，國

資委副主任翁傑明在回答媒體提

問時表示：A 股市場併購上市

公司控股權項目確實大幅增加，

目前，國企併購民營上市公司項

目占併購項目總量的 32%。據

其介紹，2013 年～ 2017 年，

民營資本通過各種方式參與中央

企業混改，投資金額超過 1.1 萬

億元（人民幣，下同），省級國

有企業引入非公有資本也超過

5000 億元。同期，國有企業積

極投資入股非國有企業，其中省

級國有企業投資參股非公有企業

金額超過 6000 億元。

國資「抄底」收購民營上市

公司，造成「國進民退」現象。

分析人士蔡慎坤對海外中文媒體

表示，民企已經瀕臨全面崩潰，

現在出手顯然已經晚了。

這幾年的國進民退，嚴重破

壞了市場規律，動搖了千千萬萬

民企的信心，也給未來大規模的

失業潮埋下了隱患，希望看到實

質性的拯救措施。

路透社分析認為，從險資和

券商近期設立專項基金為民企

「輸血」，到銀行業加大對民企

貸款力度，在行政色彩頗濃的各

項措施引導下，民企與金融機構

更緊密地綁在了一起。銀企積極

構建命運共同體，仍逃不過國內

宏觀經濟仍處下行週期的客觀現

實，也消減不了政策救市背後蘊

含的風險，這正是不少投資者的

擔憂所在。

北京當局對民營企業的態度發生重大變化。（Fotolia）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

綜合報導】隨著經濟下行，

北京當局對民營企業的態

度發生重大變化，各部委也

頻頻發聲表態支持民營經

濟。但日前國資委披露的數

據顯示，國企併購民營上市

公司項目已占32%。

日前，中國財政部網站公布

了 2017 年社會保險基金決算，

根據數據顯示，過去一年各級政

府財政補貼各類社會保險 1 萬 2
千億元人民幣，而且補貼總額每

年處於增長。

中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

理事長、前財長樓繼偉 11 月 18
日在財新峰會上稱，中國的社會

保險體系呈現高度碎片化特徵，

是不可持續的，每年都要靠財政

補貼。樓繼偉表示：「如果這個

問題不解決，這 1 萬 2 千億的

補貼還會比較快地增長。」

在老齡化加劇的情況之下，

無論是社會養老保險，還是社會

醫療保險的壓力都非常大。

另據中國經營網 17 日報

導，在成都召開的上市公司高峰

論壇上，聯辦財經研究院專家、

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

說：「全國社保收不抵支，當前

社保制度已經很難維持下去。」

許善達介紹說：「現在居民

不僅得為自己交一份社保，還得

為過去沒有交社保、現在正在享

受社保的人交上一份，繳費率是

過高的。」

據許善達強調，經過這麼多

年，現在社保制度已很難再維持

下去了。首先收不抵支，另外繳

費率比較高，除參保人要增加繳

費量以外，企業的勞動力成本也

增加了很多。這無論對居民收入

增長，還是對企業的發展，都有

負面影響。

9 月 3 日，中國券商國泰君

安的宏觀研究團隊發表研究報告

認為，社保徵管體制改革，最終

將明顯提高中小企業的經營成

本，也可能對個人當期可支配收

入產生明顯負面影響。

研究報告指出，中國企業社

保費率位居全球高位。中國企業

社保繳費比例極高，不僅普遍高

於發展中國家，而且高於大多數

發達國家。

對企業而言，社保費用是企

業人力成本的重要組成部分，社

保費率的高低直接影響著企業的

盈利能力和產品的競爭力。

官方坦承社保制度難以維持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美國、歐盟和日本的房產總市值

有 60 萬億美元，中國房產總市

值高達 65 萬億美元，房地產開

發商 SOHO 中國董事長潘石屹

表示震驚。

目前各地樓市狀況不一，但

是業內普遍持悲觀態度。

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伴隨著房

價的持續上漲，其總市值也是水

漲船高，但迄今為止，並沒有一

個官方的統計數據公布出來。近

期在網絡廣傳的一張股票房產總

市值比較概覽圖，將中國房產

總市值「拉升」到 65 萬億美元

（約 450 萬億元人民幣）。

11 月 18 日，第九屆財新峰

會在北京召開，SOHO 中國董

事長潘石屹在談到房價走勢時表

示，中國房地產的市值超過美

國、歐盟、日本三方總值（美

國房產總市值為 30 萬億美元，

歐盟為 20 萬億美元，日本為 10
萬億美元），也超過中國國有資

產總值。

據財新網報導，潘石屹說：

「我查了好多數字，有人說是

200 萬億人民幣，有人說是 300
萬億人民幣，有人說是 400 萬

億人民幣，最高的一個是說到

470 萬億人民幣，最近我到網上

看到一個圖表，說中國房地產的

市值，是 65 萬億美元，這個數

字也是怪嚇人的數字。」

與之相比，中國國有資產

總值為 66.5 萬億人民幣。潘石

屹表示：「所以到底是房價高了

呢？還是國有資產少了呢？還是

有泡沫呢？」

上海中原地產市場分析師盧

文曦表示，房企對後市預期並不

樂觀，現金流的壓力會非常大。

中國房產總市值超美歐日
開發商震驚 預期不樂觀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

合報導】11月18日，中國社
保基金理事長、前財長樓繼

偉坦承，現有社會保險體系

不可持續。國家稅務總局原

副局長許善達也透露，社保

已收不抵支。自2019年1月1
日起，稅務部門開始徵收社

保，這也增加企業和個人的

稅費負擔。

【看中國訊】根據美國之音

報導，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庫德

洛 11 月 20 日上午表示，如果

下週在華盛頓舉行會談的計畫

落空，他預計美國和中國會在

阿根廷舉行的 G20 會議上，

就貿易問題發生直接衝突。

庫德洛在白宮對記者說：

「這將在 20 國集團峰會時攤

牌，我認為這是關鍵點。」

在此之前，美、中雙方口

水戰不斷升級之時，中國一個

高層代表團推遲並隨後取消了

訪問華盛頓的行程。

根據美國之音報導稱，美

國總統川普日前將北京提出

的 142 項讓步稱為「不可接

受」。川普總統強調，新的

協議必須「符合美國的最佳利

益」。

庫德洛表示，協議的部分

內容必須包括：知識產權和關

稅保護。

據悉，9 月，川普政府對

價值 2 千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徵

收 10% 的關稅，而明年 1 月

1 日，眾多消費商品的稅率將

提高至 25%。

根據美國之音分析說，

彭斯副總統 17 日在巴布亞新

幾內亞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

（APEC）峰會上發表講話，

增加了對北京的壓力。

白宮經濟顧問：
談判落空將攤牌

（Getty Images）

（Fotolia）

醫 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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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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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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成狐狸看管雞舍」
韓國金正陽接替孟宏偉
【看中國訊】在國際刑

警組織前主席孟宏偉被捕一

個多月之後，11月21日，該組

織在阿聯酋迪拜舉行年度大

會，有來自於190多個國家的

1000多位代表與會，最後國

際刑警組織主席由韓國藉金

正陽當選。而在美國方面，堅

決支持韓國候選人當選。

根據外媒報導指出，美國

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
表示，該國堅決支持韓國的候選

人金正陽出任新的國際刑警組織

主席。

9 月 29 日，國際刑警組織

前主席、中國公安部前副部長孟

宏偉，自法國回中國之後就神秘

消失了。 10 月 5 日，孟妻向法

國警方報案之後，立刻引發國際

輿論界關注。

於國際輿論壓力之下，中紀

委在 10 月 7 日深夜通報，孟宏

偉因為涉嫌違法，正在接受調

查。在同一天，國際刑警組織也

接到孟宏偉的辭職信。

當孟宏偉辭職之後，為了確

保日常運作不受影響，國際刑警

組織則需要盡快選出新主席。在

人選中，有來自於韓國的國際刑

警組織高級副主席金正陽，及俄

國內政部官員、國際刑警組織副

主席普羅科普丘克（Alexander 
Prokopchuk），他們開始角逐該

組織主席一職。

19 日，美國聯邦參議員

夏 亨（Jeanne Shaheen）、 韋

克 爾（Roger Wicker）、 庫 恩

斯（Chris Coons） 和 盧 比 奧

（Marco Rubio）等都發表聲明，

呼籲國際刑警組織大會會員們，

應該拒絕支持普羅科普丘克出任

主席。因為他們擔憂俄羅斯可能

會濫用職權，以對付該國政治上

的反對人士。從先前俄國經常濫

用這個組織的權利清算舊帳，打

壓政治反對派、異議人士及記者

們。所以，他們形容若選擇普羅

科普丘克出任新主席，就如同

「讓一隻狐狸掌管雞舍」一樣。

1914 年成立的國際刑警組

織，其總部設於法國里昂，目前

有 192 個成員國，也是唯一的

全球性警務合作組織，它是僅次

於聯合國的第二大國際組織。

國際刑警組織主席是由全體

大會選舉產生的，任期為 4 年，

不得競選連任。作為該組織的最

高負責人，其主要職責是確保該

組織各項活動遵循會議的各項決

議、指導及監督秘書長工作等。

2016 年 11 月當選為國際

刑警組織主席的孟宏偉，是第一

個中國人當選國際刑警組織主

席，其原本任期至 2020 年。

其實，在孟宏偉上任之初，

就有人權組織擔憂破壞人權的北

京，或會利用該組織作為通緝海

外異見人士的平臺。所以，孟宏

偉當時出任主席一職之時，被外

界認為是中方透過賄賂滲透了國

際刑警組織，及北京和法國幕

後交易的結果。同時也意味著

法國已墮落院為北京的外圍組

織，從而使其在國際社會已喪

失了公信力。

現今韓國候選人金正陽已

當選為國際刑警組織新任主

席，外界期望這個組織能夠真

正的履行其職責與使命，以提

升公信力，讓國際社會能對該

組織重拾信心。

國際刑警組織主席由韓國藉金正陽當選。（Getty Images/視頻截圖)

日產汽車會長涉嫌逃稅被逮捕

「安普」峰會  
俄占北方四島
或歸其二

【看中國訊】據日本

《朝日新聞》報導，公司總

部位於橫濱市的日產汽車

會長卡洛斯．戈恩因涉嫌逃

稅，於19日傍晚以涉嫌違反
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中

的虛偽記載有價證券報告書

為由，被東京地方檢察院特

搜部以自願同行方式帶走。

此後，東京地方檢察院正式

發布逮捕令。

消息稱，他逃稅數額龐大，

有數億日元。受此消息影響，雷

諾股價暴跌 12%，日產估價暴

跌 6%。

日本共同社報導，日產社長

西川廣人 19 日晚舉行記者會，

就戈恩的違規行為發表聲明稱，

戈恩在有價證券報告中少記載報

酬金額、為私人目的支出投資

資金、為私人目的支出經費這 3
項行為過失。西川廣人還說，戈

恩搞個人獨裁，將日產汽車公司

建為「戈恩王國」，否定並抹殺

日產的傳統與尊嚴。

今年 64 歲的戈恩出生於巴

西，父親是黎巴嫩商人，母親是

法國人。 1972 年，他進入法國

國立高等綜合理工學院學習工程

學，後考入法國國立巴黎高等礦

物學院研究生院繼續深造，均以

優異成績畢業。他是全球最知名

的汽車行業高管之一，他挽救了

陷入經營危機的日產汽車公司。

當時的日產已經出現了連續七年

的嚴重虧損，而且巨額債務纏

身，接近破產。

在戈恩的領導下，日產僅

用了兩年的時間就扭虧為盈。在

2000 財政年度，日產汽車實現了

27 億美元的盈利，創造了當年

全球汽車行業最佳的財務業績，

完成了令人瞪目結舌的轉換。這

使得戈恩在日本被視為日產「救

世主」。有評論家指出，在過

去 150 年的歷史中，只有三個人

對日本社會產生過顛覆性影響， 
卡洛斯．戈恩就是其中之一，另

外兩位則是美國海軍將領佩裡

與邁克阿瑟。 2004 年，戈恩被

日本明仁天皇授予藍綬褒章。

戈 恩 組 建 了 雷 諾

(Renault)、 日 產 (Nissan) 和

三 菱 汽 車 (Mitsubishi Motors 
Corp.) 的三方聯盟。 2017 年雷

諾日產三菱聯盟全球銷量達到

1061 萬輛排名全球第二位，僅

次於大眾集團的 1074.15 萬輛，

高於豐田集團的 1038.6 萬輛。

戈恩擔任雷諾、日產、三

菱聯盟董事長等多個職位，獲

得了大量薪酬。多年來，他一

直是日本和法國薪酬最高的高

管之一。在日產，他 2016 年的

薪酬約為 11 億日圓 ( 合 1,000
萬美元 )，最近一個財年的薪

酬約為 650 萬美元。他在雷諾

(Renault) 拿到了 850 萬美元，

三 菱 (Mitsubishi) 拿 到 了 200
萬美元。在雷諾，他的 2017 年

計畫以微弱優勢被股東通過，但

這是在他同意降價 20% 之後。

戈恩曾經說過，「如果我失

敗了，我就變成哲學家。但如果

我成功了，這將是本世紀汽車行

業最大的成功之一。」戈恩的話

沒有錯，日產是成功了，但是面

對未來可能出現的牢獄生活，戈

恩能否成為哲學家，現在還是個

疑問。

【看中國記者路克綜合報導】

據日本共同社 15 日報導，日本

首相安倍晉三在新加坡與俄羅斯

總統普京進行了「深入會談」，

雙方同意加速日俄和平條約締結

談判，俄可能在條約簽署後返還

北方四島（俄稱南千島群島，

日稱北方四島）中的色丹與齒

舞二島。多家日本媒體對談判的

成果持樂觀態度，但一些俄專家

認為，這一方案難以實現。

14 日舉行的日俄首腦會談

之後，安倍公開表示，俄羅斯已

基本答應盡快同日本簽署和平

條約，並可能按照 1956 年《日

蘇共同宣言》，在和平條約簽署

後，將北方四島中的齒舞群島和

色丹島移交給日本。

雙方在會談中商定在兩人任

期內解決爭議領土問題，而安倍

的這一屆任期為 3 年，有分析

稱樂觀估計這一問題可在 3 年

內得到解決。在任期間，安倍已

和普京見面了 20 多次。基本上

只要俄羅斯有大活動，安倍都盡

量到場，安倍尤其希望在北方四

島問題上取得突破。為此，他努

力與普京搞好關係，還送了普京

一隻日本國犬秋田犬。

二戰結束以來，日本從不間

斷地要求俄羅斯歸還南「北方四

島」。但俄羅斯則要求遵循二

戰結果，將四個島嶼並入自己版

圖，並宣稱俄對四島擁有「無可

置疑的主權」。由於雙方的領土

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兩國至今

未能簽署和平條約，雙方關係發

展也受到嚴重阻礙。目前俄羅斯

正遭受來自歐洲和美國的制裁，

急需尋找新的外國投資，但如果

領土問題得不到解決，極具經濟

實力的日本就不會大規模投資俄

羅斯。

不過也有分析人士稱，雖然

普京表現出的積極態度令日方感

到鼓舞，但實際上兩國仍具有如

何「處置」島嶼領土以及如何在

北方四島進行「共同經濟活動」

等明顯分歧，預計未來的談判仍

會非常艱難。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 15
日表示，雖然日本政府在領土返

還的時間和條件方面，「將堅持

採取靈活方針」，但不會改變在

解決北方四島歸屬問題，以及簽

署和平條約上的一貫立場。

針對日本媒體對俄方將歸還

爭議領土的樂觀報導，俄媒 15
日援引專家觀點給出不同解讀，

認為如果日方將該問題與俄在領

土問題上做出讓步聯繫在一起，

那麼條約將很難簽署。

普京 15 日表示，他與安倍

的確討論了締結和平條約的可能

性，俄方願與日方展開合作。俄

目前最多只願與日本聯合利用這

片領土，而非向日方移交島嶼。

卡洛斯．戈恩。（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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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車快遞
維護保養
環球旅遊

【看中國訊】近日，豐田公司

公布了全新 RAV4 的配置信息，

這款 SUV 將於 2019 年第一季度

上市，最快於明年一月運達卡城

部分車行。

這代 RAV4 的設計主旨為去

任何地方「go anywhere」，除了

傳遞其所能帶來的樂趣及冒險的

精神外，更能在該車系所鎖定的

消費族群——即年輕家庭獲得共

鳴。

新款 2019 RAV4 可裝載混

合動力系統。混合動力將由壹款

2.5 升汽油引擎搭配電動機，可

產生 155kW 的輸出功率。豐田

公司此次開發的全新電動馬達驅

動系統使車輛油電系統所供應的

動能更有效地發揮作用，並運用

第二具電動馬達驅動後輪，同時

產生更強的扭力，亦減少能量的

耗損。

此外，該車入門級車款將搭

載 2.0 升自然吸氣汽油引擎，配

合前輪驅動系統，可選擇六速手

動變速箱或全新的無級變速器

(CVT)。另外壹款動力為 2.5 升四

缸自然吸氣汽油引擎，最大功率

152kW，峰值扭矩 243Nm，配備

八速自動變速箱。

安全配置方面，該車配備 8

具輔助氣囊，獲獎的 TSS 2.0 主

動安全系統，PCS 防撞預警系統

具備偵測自行車騎手及夜間偵測

行人功能，具備道路邊緣檢測功

能的 LDA 車道偏離警示系統，

RCC 雷達偵測系統等等。 

其 他 配 置 則 包 括 8.0 英 寸

的觸摸屏，支持蘋果 CarPlay 系

統，5 個 USB 接口，支持無線手

機充電等。

最快一月登陸卡城部分車行

配備獲獎 TSS 2.0 主動安全系統，PCS 防撞預警系統具備偵測自行車騎

手及夜間偵測行人功能。可選六速手動變速箱或全新的無級變速器 (CVT)。

卡城
二手
車行

規模
連 續 三 年 顧 客 好 評 排 名 第 一

NNNo.o.o.o.o.o.111
庫存超過      輛車庫存超過      輛車庫存超過      輛車庫存超過      輛車庫存超過      輛車庫存超過      輛車400庫存超過      輛車庫存超過      輛車庫存超過      輛車400庫存超過      輛車庫存超過      輛車庫存超過      輛車400庫存超過      輛車庫存超過      輛車庫存超過      輛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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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來加拿大，還沒有信用記錄   我們可以提供幫助。?
MICHAEL ZHU

產品顧問

403.918.5678

精通國、英語

VIN: WBA8A3C5XHK691348Stock #: 3040-4

月供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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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 $30,800

VIN: WDCYC7DF7DX202181Stock #: KM-289

月供 $1361

2013 Mercedes-Benz G 63 AMG
35,924KM  倒車影像 天窗 導航 四驅 

僅 $124,888
VIN: 1FTEW1EF7HKD35702Stock #: 3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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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供 $401僅 $36,800

月供 $161
VIN: JM3KE2BE0E0388926Stock #: 729-6

2014 Mazda CX-5 GX FWD
147,576KM   導航 藍牙

僅 $14,800

VIN: JF2SJCCC2GH523837Stock #: 3037-4

2016 Subaru Forester  AWD
50,438KM   倒車影像 加熱座椅 四輪驅動

僅 $26,800

VIN: JM3KE2BE0E0388926Stock #: 7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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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253.6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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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中 國 訊】近 日， 德 國

大眾品牌在一周內連續推出兩

款 SUV 車型——跨界型 SUV 
T-Cross 以 及 TiguanOffroad。
在 SUV 當道的時代，大眾宣

布，到 2025 年，品牌旗下將有

多達 30 款 SUV。

       T-Cross
T-Cross 是 比 T-Roc 尺 寸

更小的跨界休旅小車，與 Polo
共用 MQB A0 底盤平台打造。

市場上的競爭對手包括本田

HR-V、 豐 田 C-HR、 馬 自 達 
CX-3、雷諾 Captur、標誌 2008
等。該車預計將與 2020 年推出

市場。

T-Cross 的外觀基本延續

T-Roc 的風格，前臉處導入方形

的燈組元素，水箱罩與氣壩的面

積也顯得更大，車尾處則是以大

面積的橫貫式尾燈組營造視覺焦

點。因為主打年輕消費者市場，

T-Cross 加入了許多五彩繽紛的

元素，車身也提供了多種鮮豔顏

色的烤漆供選擇，車頭和車尾都

採用了 LED 的頭燈和尾燈，輪

圈尺寸介於 16 到 18 英寸之間。

車內，T-Cross 標配 8 英寸

觸控螢幕組成的中控台多媒體資

訊整合系統，並提供四組 USB
插槽，標配安全系統包括 Front 
Assist 前向碰撞預警系統、主

動式煞車輔助系統、BSM 盲點

偵測警示系統、RTA 後方側向

來車警示系統、Lane Assist 車
道維持輔助系統、HAS 斜坡起

步輔助系統等。同時還可選配

ACC 主動車距控制定速巡航、

自動遠光燈、Beats 環繞音響系

統。

動力部分， T-Cross 共有 1.0

升 TSI 三 缸 渦 輪 汽 油、1.5 升

TSI 四缸渦輪汽油、1.6 升 TDI
四缸渦輪柴油三種引擎，均為前

輪驅動，可選擇 5 速或 6 速手

排，或者 7 速 DSG 雙離合器自

動 / 手排變速箱。

Tiguan Offroad
Tiguan Offroad 可 以 看 作

是 Tiguan 的「越野套件版」車

型。該車新增了銀色下護板，輪

圈方則標配黑色 18 英寸雙五輻

輪圈，並可選裝 19 或 20 英寸的

大尺寸輪圈。在其他細節上，新

車還採用了亮銀色側裙及尾部飾

板、雙邊共兩出式鍍鉻排氣口、

亮黑色的車身飾條、行李架以及

外後視鏡等。

內飾方面，新車整體保留了

普通版車型的設計，配置上提供

了真皮多功能方向盤、真皮擋

把、鋁制裝飾件、不銹鋼踏板和

防水橡膠

腳墊等，迎賓踏板飾條上

加上了 OFFROAD 字樣。

動力方面，新車先期僅提供

一台 2.0T 引擎，匹配 7 速雙離

合變速箱及 4MOTION 四驅系

統，大眾為該車提供了三種駕駛

模式。

 大眾全新「SUV戰略」

大眾公司在公布 T-Cross 與
TiguanOffroad 後， 還 公 布 了

未來的 SUV 戰略，到 2025 年

時，大眾在全球市場提供多達

30 款 SUV 產品，屆時 SUV 在

大眾產品線的比例將高

達 50％。大眾稱這是

「自品牌有史以來最

強勁的戰略」。

目前大眾公

司的 SUV 產品

線，有 T-Cross，
TiguanOffroad，
及 T i g u a n，
Touareg，T-Roc，
TiguanAllspace
等，SUV 約占所有產品的

20%。除了 Tiguan 等大型 SUV 
以外，大眾還將推出多款中小型 

SUV，尺寸預

計將在 Tiguan 與 T-Roc 之間。

大 眾 汽 車 董 事 會 成 員

JurgenStackmann 表 示， 這 些

SUV 的推出，主要是需要支撐

電動車與自動駕駛的研發費用，

為了加強這部分的競爭力，公司

必須要投入更多的預算在內，而

SUV 所帶來的利潤，正是其經

費來源。

▲Tiguan Offroad

 大眾「品牌有史以來最強勁的戰略」

SUV統治時代將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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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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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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讀者來信

曼麗夫人好：

我目前有一個準備退伍的男友，他原

本是位剛升上連長身份的職業軍人，在部

隊打滾了 6 年，我跟他從交往開始就一

直是遠距離戀愛，我在中部，他在南部，

目前交往了一年多。

過去只要他有放假，大部分都是他來

找我居多，過程中，我也想過自己要偶爾

過去找他，而不是每次他舟車勞頓的來，

但是限於遠在南部夜宿安危問題，加上跟

住南部的妹妹關係有點緊張，所以不想麻

煩她們，以及當初自己工作不穩定的問

題，還不想這麼快跟他家人見面，所以僅

去南部找他一次。

但等到今年年初原本想再去南部找

他、甚至計畫約他姊見面吃個飯時，他卻

突然告訴我他決定退伍的消息（大概就

是先斬後奏），經過彼此溝通，瞭解到由

於政府法規針對軍職福利開始修改，而且

這次是真的無法適應部隊環境，精神狀況

及身體也有了問題，所以匆匆做了這決

定，於是就展開一段更加遠、更少連絡的

考驗時期，準備期間他必須住院，無法出

來，所以角色對換了，這次換我頻繁去找

他，還好臺北離臺中不會說太遠，只是轉

車較需花精力。

但真正的考驗不在這，就在我男友進

行退伍動作前，卻得知他的媽媽、姊姊不

支持我們的感情，又經過一段溝通瞭解，

在探望他的醫院中也見到他姐姐，整體而

言，大概知道他家人的想法，原來在我們

交往過程中，他家人其實非常在意假日時

間幾乎都往女友那邊跑，甚至他還因此跟

家人鬧僵，但這件事我到最後才知情，當

下他並沒透露給我知道。

還有他家人間接性得知我當時工作不

穩，對我印象打折扣，以及我們剛交往熱

戀期中，常常講電話講到很晚，被他家人

撞見，印象更打折扣，以及間接讓他家人

得知，男友幫我上網找工作、陪我去面試

等小事，零零總總加起來，讓他家人對我

有諸多想像及誤解。

實際上，剛開始交往我也有對男友說

過要挪點時間給家人，但不知不覺還是讓

他繼續找我約會，但我還是會試著瞭解他

家人，透過他口中描述，一直覺得他家人

是屬於很給兒子自由空間，又會參與小孩

的話題，會聊電影、生活瑣事的開明長

輩，但現在似乎是誤會大了。

導致我們倆原本關係很穩的狀態，不

僅受到他家人的影響，還有我家人這邊一

些壓力（長輩都會擔心經濟問題），加上

現在我們無法像以前他在部隊時，有自由

空間使用手機的時候，造成我們互動有時

候挺緊張，最近我們還有點鬧僵，他受他

家人影響，對我發出諸多擔心與問題訊

息（我耳裡聽來像是要跟我分手的委婉

理由）而我原本就賭氣他對我疏於關心，

加上他對我說那些話讓我更受傷，疙瘩就

此產生，不過後來我也主動與他道歉。

偶爾我還是會想起這現實狀況，還是

忍不住會大哭，而我男友似乎也陷入膠

著，雖然他曾說，對我是堅定的，可是面

對他家人的話語洗腦轟炸，他還是會心煩

甚至有點動搖，他怕自己會耽誤到我的時

光，擔心未來發展經濟問題會影響我們的

關係等等，而我自己也很矛盾，畢竟我們

兩個都是彼此的初戀，第一次碰到這種狀

況，我很難放下他，但自己卻又很疲累，

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處置才好了？

如果真要走到分手的階段，那是要乾

脆溝通講好彼此能接受的關係狀態，還是

順其自然的互動發展就好？（我試過，

但心裏還是一直很在意他的音訊，結果反

而容易賭氣）在此想請教曼麗，謝謝！

陷入膠著的 Amy 筆

*    *    *    *    *    *    *

曼麗小語：看起來是充滿危機與困
難重重，但往往也是轉機的關鍵時
候，更是考驗你們感情與智慧的磨
刀石。

Amy你好：

謝謝你的來信！你和男友都是彼此的

初戀對象，交往一年多，卻因為彼此工作

的異動或待職，以及家人之間的意見而感

情生波，令你煩惱不已。

交往這一年多，你們並沒有因為遠距

離的關係而發生感情問題，但卻因為聚少

離多，無意之間忽略對家人的關心，由此

而產生第一道阻力。其實，你當初也有提

醒男友多關心家人，只是熱戀中難免會拿

捏不當，造成對方家人誤解。再者，男友

軍職工作告一段落，你和他的經濟問題也

尚未穩定下來，所以這第二道阻力的形

成，對於彼此的關係更是雪上加霜。

目前的情況看起來是充滿危機與困難

重重，但往往也是轉機的關鍵時候，更是

考驗你們感情與智慧的磨刀石。由於他還

在住院療養期間，工作和身體同時出現變

故，對於男友本身是不小的決定與打擊，

情緒上難免會有反覆。如果你還很愛他，

你可以做的是，除了透過不同管道持續問

候與關心（親自到醫院、簡訊等）之外，

就是耐心與靜心觀察兩人之間的互動，思

索彼此的默契足夠到可以攜手衝破當前的

難關與阻礙嗎？

古人說：「夫妻同心，其利斷金。」

你們之間的交往時間說長不長，目前碰到

的問題也是普遍戀愛中男女會遇到的實際

問題，畢竟戀愛不是兩個人的事情。雖說

是初戀，但也值得我們好好認真去思考問

題的癥結，才能坦然面對未來任何可能的

發展。

雖然，因瞭解而更加相愛的例子不

少，但是因瞭解而分手的也大有人在。或

許你們無須在彼此都心煩意亂的時候妄作

決定。建議你可以有個單純的想法：男友

身體趕快康復，你和他的工作早點塵埃落

定，其他的問題先暫時擱置，或許在這過

程中，原本的阻力會消失於無形之中，或

者在這過程中彼此都成熟了，有智慧來共

同面對與解決問題。祝福你！！

曼麗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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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情陷入
膠著與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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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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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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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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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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化考試成績「可選」的真正含義是什麼？
 
           文 /才騰教育

根據《今日美國》的報導，最

近，芝加哥大學宣布他們目前採取

「標準化考試成績可選」的錄取政

策。在這個公告發出之後，很多家

長、學生和教育工作者向我們提出

了一些問題：考試可選的內涵是什

麼？它將如何影響學生申請芝加哥

大學和其他大學的申請流程？

標準化考試成績可選的含義是

首先要考慮的。一所實行標準化考

試成績可選錄取政策的學校已表

明，他們接受申請學生提交 SAT

或 ACT之類的考試成績，但是，

如果一個學生認為 SAT或 ACT

成績不能充分展現自己的技能和能

力，那麼，還有一種不包括考試分

數的替代方法可以申請該學校。許

多高校，例如鮑登學院或維克森林

大學，都實施標準化考試成績可選

的錄取政策，而其中一些已經實施

了數十年。根據《美國新聞與世界

報導》，芝加哥大學是美國排名第

三的大學。在目前實施標準化考試

成績可選政策的高校中，芝加哥大

學規模最大、名望最高。這正是最

近這一話題引起公眾極大興趣的原

因。

由於芝加哥大學實施標準化考

試成績可選政策只有將近一個月的

時間，因此，在即將申請芝加哥大

學的學生中，自主選擇是否提交

標準化考試成績的學生將來自那些

學習了一些最具挑戰性的課程，包

括大學先修課程（AP）或國際文

憑課程（IB），同時，奮發努力，

在 SAT或 ACT考上中力爭取得

最高分的學生群體。如果，在明年

秋天和冬天申請芝加哥大學的學

生中，有 99%都提交 SAT或者

ACT成績（如果不是兩者都提交

的話），我一點都不會感到驚訝。

採取標準化考試成績可選政策對於

芝加哥大學的影響是，它將允許招

生人員更加認真地考慮一批人數較

少但不斷增加的學生群體：他們不

僅參加了高中的高層次課程，同

時，還努力在具有嚴格時間限制

的、高度結構化、標準化的考試中

取得高分。此外，這些學生在錄取

環節通常表現更好。他們會提交自

己在高中階段完成的一系列傑出工

作，這些工作能夠更好地為招生人

員清晰講述每個學生的成就。

那些實施了幾年或幾十年標

準化考試成績可選政策的學校依

然收到了大多數申請者的 SAT或

ACT成績。早在 1969年，鮑登

學院就開始實施標準化考試成績可

選政策，是美國第一所實施該政

策的學校。根據鮑登學院的網站，

該學院依然收到了將近 70-75%申

請者的 SAT或 ACT成績。鮑登

學院的招生辦主任Whitney Soule

稱，他們的考試可選政策帶來了

「⋯⋯各方面多樣性的提高——地

理、社會經濟、種族和民族。」

大學委員會反駁了這一說法。

為了證實標準化考試的價值，他們

進行了一項研究，並在委員會網站

上刊登了基於該研究的幾篇文章。

如果我們回歸歷史尋找先例，就

會發現大學委員會會為了滿足高校

需求而調整 SAT考試。在上個世

紀之交，幾所常春籐聯盟大學和加

利福尼亞大學向大學委員會申訴，

稱 20世紀 90年代實施的 SAT考

試沒有充分反映出教育者對於當

時高中畢業生寫作質量下降的擔

憂。因此，在 2005年，大學委員

會給 SAT考試增加了寫作部分，

包括語法單項選擇和一篇作文。儘

管 ACT考試已經有語法部分，但

是，ACT組織還是增加了一篇作

文。當高校抱怨 SAT作文似乎太

簡單時，大學委員會在 2016年修

訂考試時增加了難度。ACT也緊

隨其後。

儘管越來越多的高校開始實施

標準化考試可選政策，大學委員會

和 ACT組織仍將不斷調整 SAT

和 ACT考試，保證它們與大學錄

取的關聯。招生人員可以看到標準

化考試成績的價值。有了 SAT和

ACT考試，招生人員可以準確比

較全美和全世界範圍內教育系統中

學生的學業成績和學術嚴謹性，這

一點不大可能在短期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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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隆旅遊資源豐富，擁有 5A景

區仙女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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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芙蓉洞是世界上唯一被列為世

界自然遺產保護地的洞穴。這裡擁

有世界上絕大部分類型的鐘乳石，

在燈光的照耀和襯托下，色彩斑斕，

極其具有視覺衝擊感。景區位於距

武隆縣江口鎮4公里處的芙蓉江畔。

芙蓉洞由汽坑洞、摔人洞、衛

江嶺洞、水簾洞、芙蓉洞、四方洞

等洞穴組成。其中以芙蓉洞為代表

芙蓉洞

龍水峽地縫，由千萬年前造山運

動而形成，壁陡峽深，是典型的喀斯

特地質奇觀，在這裡可以感受地下穿

行的樂趣。地縫位於武隆縣仙女山鎮

境內，與天坑景區（天生三橋）相距

很近，可以同一天遊玩。大部分遊客

從仙女山鎮的遊客中心出發，先遊玩

天坑景區，然後在天坑景區出口處，

乘中轉車前往地縫景區（需要先購買

門票）。

下到龍水峽地縫也有兩種途經：

一是乘觀光電梯，二是徒步。大部分

遊客會選擇在天生三橋景區徒步，龍

水峽地縫搭乘觀光電梯。乘坐觀景電

梯下到半山腰，再沿著山壁上的台階

逐步走下地縫谷底，沿著奔騰的地下

暗河前行，沿途時有飛瀑噴薄而下，

匯入腳下的暗河中。峽谷兩側是嶙峋

的山石，仰頭則只見一線天光。沿著

山壁上的棧道緩緩前行，經過穿洞區

域。洞內石鐘乳密布，形態各異，令

人讚歎。繼續前行，峰迴路轉間既來

到峽谷出口。

的橫向洞穴，是遊客的最佳去處。長

約 2公里的洞區分為三個部分：第一

區主要凸顯色彩斑斕的視覺衝擊，第

二三區則偏重與自然色調。芙蓉洞內

空間巨大，洞內遊覽路線有 1846米。

你可以看到各種顏色的燈光打在鐘乳

石上面，很壯觀很夢幻，在這拍照片

特有意境。越往裡走你越會發現什麼

叫做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自然界的雕

飾真的好神奇。如果沒看過溶洞，這

裡很值得一去。

在芙蓉洞門口還可以看到芙

蓉江，整個江面一片綠色，如同

一顆翡翠一樣出現在你的眼前。

走進芙蓉洞你就會感到一陣涼

意，即使外面 40度的高溫洞內

也照樣舒適，彷彿天然空調，絕

對是避暑的好地方。在洞內最好

穿防滑的鞋子，因為裡面時不時

會有從鐘乳上留下來的水。芙蓉

洞整個遊覽估計要花 1.5個小時

左右，可以慢慢品味。

龍水峽地縫

天坑寨子原本是一處與世隔

絕的世外桃源，一年四季雲霧縹

緲縈繞坑間，就好像雲中懸浮的

仙境。這裡居住著苗族和土家族

原住民，避世而居，過著「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鑿井而飲，耕

田而食，男耕女織」的傳統生活。

不過因為近年一些真人秀節

目在這兒拍攝，使它名聲大震，

很多影迷都會特意前往一趟。不

過這個景區是近些年才開發的，

所以沒有專門的直達車，需要自

己包車前往。

天坑寨子景區以奇特的地質

奇觀和保存完好的民俗文化為核

心產品，這裡有土家族傳統民俗

文化、12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

產、2項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28項縣級非物質文化遺產、7位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傳承人，是重

慶市非物質文化遺產集結地。而

天坑，則是目前世界上口部面積

最大的圓形天坑。

天坑寨子

波蘭攝影師涅納托維奇

（Karol Nienartowicz）和新婚

妻子近日完成了一次獨特的蜜月

旅行：一對新人歷經 45 天驅車

1 萬公里，加上步行 160 公里，

在秋日挪威、瑞典的壯美山川間

跋涉。最終，攝影師為身著婚紗

的妻子拍攝了 580 張的一套婚

紗影集。

從佈道臺（Preikestolen）、
巨 舌 岩（Trolltunga）、 納

柔 依 峽 灣（Nærøyfjord）、

約 斯 特 達 爾 布 林 冰 川

（Jostedalsbreen Glacier）， 到

塞尼亞島（Senja）、菲爾鈴瀑

布（Voringfossen）、 羅 弗 敦

群 島（Lofoten archipelago）
和 拉 巴 達 倫 谷 地（valley 
Rapadalen），他們造訪了諸多

風景名勝，還去了一些人跡罕至

之地。 45 天中，他們多半自搭

帳篷過夜。

攝影師用廣角鏡頭定格了很

多難得一見的風景。他說：「為

了到達那些少人光顧的地方，我

們要踏過泥濘沼澤，攀爬峭壁

草坡。」冰川，山谷，懸崖，海

灘，極光……襯托著新娘孤獨的

身影，宛若一幅幅唯美的拉斐爾

前派繪畫。

新人自駕萬里拍攝婚紗影集
探秘北歐罕見美景

 羅夫頓Uttakleiv海灘

呂瑟峽灣（Lysefjord）

佈道臺（Preikestolen）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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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讀歷史的時候，常常興歎不已，一來是感動於那些

古聖先賢們上承天命，下彰明德，終成大功的故事；二

來是唏噓於史料浩繁，真偽並作，善惡同存，若無所側

重，反入迷途，為史所誤；三來是感慨於悠悠青史，所

記載的並不只是時過境遷的故事，也記錄了中國人曾經

的樣子，以及人應有的樣子。

文︱宋紫鳳

【西風漢闕】序以史為鑒 常照自醒

滄海桑田之後，一切都變幻了面

貌，但那些真正可貴的東西，只是被埋

在紅塵深處，並不曾消失。

誠然，歷史是善、惡同在的，目的

是給今人留下參照，所以古人都講以史

為鑒。而在道德大壞的時代，如果我們

能以史為鑒，或許會照見問題的所在，

從而找到出路。

那麼，如果我們以史為鏡，我們將

用這面鏡子來照甚麼？換言之，制度會

時過境遷，器物會腐爛風化，歷史中的

糟粕更不是我們要學的，那麼我們要從

歷史中學甚麼？中國古人以立德、立

功、立言為三不朽之事業。其實，所謂

立功，乃是立道德之功；所謂立言，仍

是立道德之言，說到底，可以垂範後世

的只有道德。道德將是一個人，以至一

個民族，向更長久發展與延續的根本保

障，而這就是我們要從歷史中引以為

鑒，常照自醒的。

所以一直以來有個想法，希望將歷

史中可引以為鑒的故事加以整理，一來

藉以自醒；二來以寄前人勸世之意。此

外，歷史，說到底是文化的歷史，所以

也順筆將讀史中所遇到的與典故出處、

成語來由、文化奠定有關的故事一併整

理。它們像珍珠一樣散落在歷史中，無

處不在，我們應該一直記得它。

漢朝是中華五千年歷史長河中的

一個朝代，中國人自稱漢人，中國被

稱為漢地，中文被稱為漢語，傳統服

飾被稱為漢服，可見漢朝歷史地位之

重要。所以就從漢家人物開始寫起。

李白有詞 ——「西風殘照，漢

家陵闕」，故而取「西風漢闕」四

字，以托懷古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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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藝領域中對公眾具有最廣

泛而直接影響的非影視莫屬，所

以共產國際早在 20 世紀 20 年

代就對全世界電影行業進行滲

透，包括歐陸諸國，靠著所謂

的「先鋒藝術」、「蒙太奇電影」

（《戰艦波將金號》）的鼓吹，實

現意識形態（「革命」）的植入。

針對美國好萊塢，共產國際

的滲透更是無孔不入。列寧的好

朋友威利．閔岑伯格受託進入美

國，專事締造紅色好萊塢。在他

的努力下，不但赤化了當時美國

影壇，還將大批電影名流的子女

送到莫斯科大學英美學院學習，

赤化好萊塢的第二代第三代。麥

卡錫議員曾經將清算的矛頭指向

好萊塢，時任演員工會主席的羅

納德．里根、和路．迪士尼都曾

出席國會聽證會，揭發美共成

員。作家兼編劇海明威、演員兼

導演卓別林都被打為蘇聯間諜，

人盡皆知。被譯介過來，所謂

「膾炙人口」的經典電影，多半

是左翼電影，如《正午》、《北非

諜影》、《十二怒漢》之類。

20世紀左右兩翼的三次大衝突
作者：沉默克

倫敦美國大使館前的越戰反戰人群。（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一，自由民主

與專制水火不容，

民 主 陣 營 應 堅 決

反 對 暴 政 ； 二 ，

美國及其價值觀至

高無上，美國應擔

負起它的「世界使

命」。

世界的格局，早在二戰時就定了下來。

五十年代的民權運動……六七十年代的反戰運

動……街頭騷亂……火燒底特律……嬉皮士運動……「要

做愛要吸毒不要打仗」……胡士托音樂節……赴河內為北

越勞軍唾罵美軍戰俘的珍．芳達……以反美為時尚的文化

界影視圈……直到八十年代，左翼的洶湧澎湃才總算消停

了下來：那時終於出了個真正的右翼總統羅納德．里根。

納粹德國、日本帝國、意大

利王國等軸心國簽署了一個政治

條約《反共產國際協定》，曾經

結成了右翼同盟。後來許多學者

老在法西斯、納粹究竟是左是右

的問題上纏夾不清，尤其是自以

為右翼的自由派如劉軍寧，提出

了「納粹與希特勒不是極右是極

左」，企圖為右翼辯護，實則突

顯了中國式書本知識份子對歷史

政治的無知。事實上，不能拿著

「集體主義」、「個人自由」這些

理論的條條框框去判別上世紀

30 年代的左右之辨。

世界上只有左派存在共同的

集體綱領（共產黨宣言）、統一

的組織（第一、第二、第三、

第四、第五國際），右派從來沒

有世界性的宣言和組織，甚至沒

有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因為右

翼─保守主義是在各國政治傳

統中自然生發出來的，就像酒

糟必然會釀成酒。正所謂「天然

的守舊思想是人們心靈的一種

傾向」，人類天然就對激進的改

變抱有懷疑和不信任，天然就

在熟悉的事物和環境中獲得安

全感。保守主義是既成事實，

代表著人民對土地、家庭、團

體、傳統、國家的愛，彷彿自

然法一樣天經地義，本身並不

需要理論的定義。

然而，美國左派人士從本質

上是反美的，這就使得它們的勝

利事實上是違背美國利益的。這

叫「左派的自反原理」。甚麼是

左派的自反？種族上他們是白

人，但他們從心底裡期盼著黑人

等少數族裔翻身做主人，把白人

踩到腳底下。社會階層上他們屬

於精英和富人，卻整天要求政策

「劫富濟貧」，結果富人反而更

富，窮人更窮，還犧牲了整個勤

奮工作的中產階級。信仰上他們

的父輩是天主教徒、新教徒，但

他們卻歡迎對基督教懷有千年仇

恨的穆斯林帶著極端教義鯨吞歐

洲、蠶食美國。

在蘇聯支持下北越進攻南

越，美軍既然為了保護盟友參

戰，本應竭盡全力打贏這場戰

爭，阻止極左武裝集團對東南亞

的侵略，但美國左翼卻反過來以

美國的軍事失敗為目的。

左派媒體天天報導美軍和南

越政府「侵犯人權」、造成「人

道災難」，左派肯尼迪政府支持

政變殺害南越吳廷琰總統，左派

流氓天天上街反戰，左派最高法

院（首席大法官就是厄爾．沃

倫）不顧軍事失敗和己方人員

大批死亡，裁決《紐約時報》全

文刊載軍方機密文件為合法，左

派國會和左派政府都在輿論支持

下要求撤離越南。

於是，美軍撤退了，留下

南越的爛攤子沒兩年就被北越

「統一」了。百萬南越人民不願

在北越政權下生活，變賣家產換

黃金給蛇頭，乘坐漁船「投奔怒

海」，為香港和美國製造了綿延

多年的難民危機。

太陽底下無新事。 2010 年

左傾總統奧巴馬下令從伊拉克撤

軍，直接造成了一大幫伊斯蘭恐

怖組織群魔亂舞，最極端的 IS
從中崛起，占領了大片伊拉克領

土並蔓延到敘利亞。正是 IS 的

荼毒使中東幾乎淪為越南和柬埔

寨的翻版，大批難民以土耳其為

跳板逃亡歐洲。

敘利亞難民危機比越南難民

強烈千萬倍，乃因穆斯林難民從

意識形態上仇視西方。與親美的

南越難民截然不同，所以左翼不

歡迎南越難民，卻對穆斯林難民

張開懷抱，請它們來對西方社會

基礎進行最徹底的破壞。

左派與「國有難、回必亂」

的伊斯蘭教徒們一樣，也是教在

國先，有教無國。《共產黨宣

言》裡開宗明義說：工人沒有祖

國（恩格斯的繼承者倍倍爾、

伯恩斯坦、考茨基從 1900 年就

反對八國聯軍進攻清國，一戰也

強烈反戰）。左派的宗教就是共

產主義及其革命理論。經過六十

年代「新左派」的粉飾，這套理

論成功地由民權、女權、同性戀

者權利、氣候變暖、普世價值、

全球化進程等金漆招牌重新包

裝，讓左翼看起來彷彿改換了門

庭。其實它們的終極目標絲毫沒

變，依舊是「砸碎枷鎖」，「解

放全人類」。所不同者，以前

用革命的手段解放，現在用全球

化來解放；以前用暴力「砸碎枷

鎖」，現在用逆向種族歧視、逆

向宗教歧視來合法地將整個西方

價值觀全部砸碎。

要而言之，左翼在二十世紀

發動了三次大進攻。第一次是

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為歐美政

經、文化、學術等精英領域奠定

了左傾格調；第二次是六七十年

代，反戰嬉皮士；第三次是克林

頓和奧巴馬。奧巴馬將穆斯林極

端主義和伊斯蘭教法引入美國，

而歐洲諸國也幾成歐羅巴斯坦。

IS 的出現，既是偶然也是必

越戰的失敗，令美國籠罩在

一片愁雲慘霧之下。人心惶惶，

經濟滑坡，失業率高企，左派挑

起的種族暴力衝突無日無之，另

一方面則是蘇聯國力與日俱增，

其世界性擴張無法遏止，駸駸然

有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之

勢。眼看美國從肉體到精神將走

向全面敗落，保守派終於在絕地

中吹響了反攻的號角。

左翼在大福利社會、對蘇聯

的屈膝獻媚、道德瓦解和過度平

權方面太過激進，尤其是阿以戰

爭後左翼學生堅決反對以色列，

引起了許多原先屬於泛左翼的自

由派猶太知識分子不滿。這些知

識份子基本都是猶太政治哲學家

列奧．施特勞斯的弟子，將「猶

太－基督教傳統」奉為圭臬，他

們孜孜不倦地展開了與左翼和自

美國基督教真正的「覺醒」

發生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基

要派基督徒就成為議員麥卡錫

的「反共十字軍」的中流砥柱。

基要派反共組織「基督教聖戰」

的創始人比利．哈吉斯牧師、

「美國基督教會協會」的創始人

卡爾．麥金太爾成為了麥卡錫的

智囊，有些演講稿都是他倆起草

的。在他們看來，共產主義不

完全是一種意識形態和思潮，

更像是與一個基督教對立的「邪

教」，是全球福音傳播的障礙，

是魔鬼的陰謀，必須加以阻止。

1976 年，基要派布道家傑

瑞．法威爾發起一系列「我愛美

國」集會，拒絕「政教分離」原

則，熱切地將傳教活動與右翼政

治價值觀結合起來。以道德高潔

的基督徒形象爭取宗教右翼選票

的民主黨人吉米．卡特當上總統

後，卻不推行右翼價值觀，反而

全面倒向左翼。法威爾失望之

餘，在 1979 年成立了「道德多

數派」組織，力圖通過挫敗民主

黨的激進社會議程，將處在「道

德崩潰邊緣」的美國挽救回來，

以聖經重塑美國的道德體系。

在成立的第一年內，「道德

多數」就擁有 40 萬成員，預算

資金高達 150 萬美元。與此同

時，帕特．羅伯森創建的「耶穌

的華盛頓」組織週日祈禱，吸引

了 20 萬福音派人士參加。除了

發動追隨者投票給推薦的候選人

以外，右翼組織還派人出席共和

黨大會，甚至親自出面參加競

選。 1979 年，羅伯森和法威爾

等人經過與共和黨總統競選人舉

行了多番會談，確定里根為他們

的最佳人選。

謀求連任的卡特卻被法威

爾當頭一擊，直接打敗。卡特

說，「那個秋天（1980），由

傑瑞．法威爾領導的一個小組

在南方的廣播和電視上購買了

1,000 萬美元商業廣告，讓我

成為南方的叛徒，不再是基督

徒。」「基督教之聲」的策略專

家科內爾．多那揚言：「1976
年，基督徒幫助傑米．卡特以

微弱優勢獲勝。在 1980 年，我

們將使形勢逆轉。」

「基督教之聲」和「道德多

數」發動了二百萬名福音信徒投

票給共和黨候選人。在新教徒當

中，里根獲得 56% 的支持，而

競選連任的卡特獲得的支持只有

34%。在里根多獲的 10% 選票

中，三分之二來自這些白人福音

派信徒。右翼組織還在加利福利

亞和阿拉巴馬為教徒提供投票指

南，幫助共和黨人成功競選國會

議員。

從此，以基要派、福音派為

首的白人基督徒右翼便與共和黨

結成聯盟，參與共和黨大會，選

擇共和黨候選人，並深度影響共

和黨的政治議程。共和黨在里根

時代堅定的反共、反墮胎、反女

權、反同性戀等立場，均源於基

督徒右翼的敦促。

越戰中，左派最高法院裁決《紐約時報》全文刊載軍方機密文件為合

法，最終致使美軍撤退。（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二戰的勝利
本身就是左翼的勝利

越戰就是典型的自反案例 

左派沒有祖國

右翼沒在六七十年代的左翼總攻中失敗  
也許算是一個神跡

比新保守主義   
這些原自由左翼的「投誠者」
更猛烈的反攻來自於基督徒 

第三波對左翼
的反攻來自於
文藝界中的
保守主義者 

共和黨在里

根時代堅定的反

共、反墮胎、反

女權、反同性戀

等立場，均源於

基督徒右翼的敦

促。

美國前總統里根（公用領域）

然。但左右兩派都抓住了這個偶

然─必然之機，展開大搏鬥。

對於左翼而言，這只不過是

它們一兩百年來連綿不絕攻勢中

的一環。對於右翼而言，這卻有

可能是最後一搏。因為五十年代

民權運動增加黑人選票、六七十

年代大量吸納拉美人口，雖然衝

擊了共和黨，但畢竟不是宗教信

仰的敵人。但信奉伊斯蘭教法的

穆斯林們大批涌入，卻是真正致

命的。伊斯蘭教根本不允許改

信，千年以來也沒有向文明演

進，二十世紀奧斯曼帝國滅亡以

後，反而在沙特酋長們的影響下

變得越來越原教旨─具有極強

的保守性、對抗性、排他性及戰

鬥性。

由主義的理論纏鬥，在最高學府

的前線守住了保守派的陣地。後

來艾倫．布魯姆的《走向封閉的

美國精神》就是論戰中產生的名

著。他們被稱為新保守主義者，

主要信奉兩條政治哲學：

一，自由民主與專制水火

不容，民主陣營應堅決反對暴

政；二，美國及其價值觀至高無

上，美國應擔負起它的「世界使

命」。他們強調美國的新羅馬

屬性，指出必須用戰爭等激烈手

段對抗邪惡暴政。在裡根和小布

什任內，新保守主義者紛紛進入

內閣，成為美國內政外交的主導

者，從格林納達戰爭、星球大戰

計劃到 911 後的阿富汗和伊拉

克戰爭，無不出自他們的手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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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人們怎麼努力，往

往結果是一樣的，似乎一切

都有一種無形的力量在把握

著。常聽人說：「人算不如

天算。」這是自古不變的道

理，想和天鬥，看來誰也不

行。現一起來看看下面這則

故事。

唐朝開元年間吏部令史

馬游秦，因在任年滿應當另

選官。當時的侍郎裴光庭，

按老規矩從舊官吏中選拔。

他問馬游秦有甚麼要求，馬

游秦不回答，裴光庭一再追

問，馬游秦說：「我早就知

道自己要當甚麼官了，不敢

再說甚麼了。」裴光庭說：

「你當甚麼官由我決定，你

怎麼會知道？」馬游秦不回

答，也沒有害怕的神色。

裴光庭氣憤地說：「既然知

道，你不妨說出來看看。」

馬游秦說：「此事可以

記下來，但不能說出來。」

於是就讓他寫出做甚麼

官，收藏在楹棟之間，等到

批文宣布之後再拿出來。

後來太上皇到驪山，鑾

駕車馬親到那個地方，就改

會昌縣為昭應縣。裴光庭認

為以前沒有昭應縣的名，馬

游秦一定沒有辦法知道，就

補馬游秦為昭應縣錄事。可

是等到公布任命官職敕令那

天，把藏在楹棟裡所記下來

的文書打開一看，竟然和馬

游秦所寫出的完全相同。

（出自《前定錄》）

預知自己命運的

馬游秦

◎文︱劉豐

玉璧與夫子甕 ◎文︱洪茗

這是發生在漢朝永平年間

（公元 58 ～ 75 年）的事，會

稽人鍾離意，字子阿，被任命

做魯王的丞相。

上任之後，自己出錢一萬

三千文，讓戶曹孔訴整修孔子

廟中孔子的車。鍾離意自己則

親自擦拭桌子和孔子像。另

有一位叫張伯的男子在堂前除

草。張伯在土中發現了七枚玉

璧，一時起了貪心，自己偷偷

藏起了一枚，將另外六枚交給

了鍾離意。鍾離意吩咐主薄將

玉璧安放在桌子上。

孔子講學的學堂前有一張

床，床頭有一個懸甕，鍾離意

召見孔訴，問他這是甚麼甕？

孔訴告訴他說：「這是夫子

甕。裡面有夫子留下的文字，

沒有人敢打開它。」鍾離意說：

「夫子是聖人。他留下這個甕

的意思，就是留示後來的賢人

的。」

於是鍾離意打開了它。甕

中的絹書上有孔子親筆寫著：

「後世學習整理我的著作的人是

董仲舒。保護我的車、擦拭我

的像，打開我的絹書的人是會

稽鍾離意。玉璧一共有七枚，

張伯偷偷藏起了一枚。」

於是，鍾離意叫來張伯問

道：「玉璧一共有七枚，你為甚

麼要藏起一枚？」

張伯頓時嚇傻了，藏玉璧

時旁邊無人啊﹗鍾離意怎麼會

知道的一清二楚呢？作賊心虛

的張伯連連磕頭認罪，馬上將

那一枚玉璧交了出來。

（出自《搜神記 · 卷三》）

◎文︱乙欣

天生帶財！一生不缺錢的人

掌中三奇

手掌的紋路可以看出一個人

的命運，除了手掌紋路，還有指

甲、掌丘等，都可以判定一個人

的運勢，古人就專門以手相來論

斷。

一個人的手掌若是出現了吉

祥的掌紋，那還真是個好兆頭，

只是，若要真的準確，還得從整

體手相來看。

倘若一個人的手掌上的巽離

坤（即為掌中三奇）三個部位是

隆起飽滿的，這就代表這個人的

財運好，正財、偏財都比別人強

勁，而且他還生財有道，很能夠

運用小方法來賺得大錢。

這類人的頭腦非常靈活，又

懂得變通，所以為人處事很有一

套，因此總能得到貴人之財。

雖然這類人已經很有生財的

訣竅了，卻依舊可以佩戴龍的配

件來助運，這樣不僅可以提升事

業運，還能夠多招貴人。

眼皮一單一雙

因為時勢影響，大家目前都

比較喜歡雙眼皮。然而，你知道

嗎？擁有一單一雙這種眼皮的

人，是屬於「龍鳳眼」。此乃相

學上所言的，是大富大貴之人。

因為，龍眼主官運；鳳眼主

財運，所以這種人自當是福氣滿

滿，能夠擁有順遂的事業，也能

夠升官發財。此外，別以為高貴

的龍鳳就屬於高傲、自滿的象

徵，其實有龍鳳眼的人性格好，

很能夠包容人、體諒人，而且還

能屈能伸，故總享好運，因為福

氣是伴隨他們一生的。提到配

件，其實龍鳳眼之人是很適合佩

戴笑佛的，因為那能呈現出一種

大度能容天下的氣概，讓人挺尊

敬的。

面帶「三亮」的人

所謂的三亮，就是指：額

頭、眼神、鼻準都很亮。有「三

亮」特徵的人，最讓人羨慕的

是，他們的財運特別旺盛，特別

是偏財運，那可真是多到驚人，

這種人連身邊也會出現很多貴

人，因此也順勢增加了他們的偏

財運。

顴骨突出的人

很多人不喜歡顴骨突出，因

為感覺那會顯得有些苛刻、尖

銳。小編在這裡要說的是：顴骨

較為有肉且突出之人。這種人對

於人事物都有較強的控制欲，但

也因如此，這類人在事業工作上

會逐漸握有權力，是很有領導才

能的霸氣類型。這種人的財運也

很好，所以一生能夠享受富貴且

福氣飽滿。

這類霸氣又具領導特質之

人，很適合佩戴勇猛又招財的貔

貅。吉祥物貔貅將會為他們帶來

更加順遂的好運勢。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運程，

而我們又可以根據這些人的外

貌、特徵、八字等來斷定他們當

下的運勢。今天，小編就帶著大

家一起來看看甚麼樣的人天生

帶財，一生不怕金錢匱乏。此文

將從幾個特徵介紹起﹕

◎編輯整理︱紫薇老師

在紫微斗數世界裡問感情的

男女都會問，我為甚麼會愛上他

( 她 ) ？
是不是可以從命盤中看出

來呢？凡走過必留下痕跡，他

( 她 ) 走入了妳 ( 你 ) 的生命跟

妳 ( 你 ) 產生了感情的連結代表

了緣起，一定是在命盤裡的星曜

交會相互作用後所呈現的戀愛命

理現象，通常兩人桃花星會交會

或是兩人太歲坐入彼此的命宮、

夫妻宮及其命宮、夫妻宮的三合

四正或是他 ( 她 ) 的太歲入卦在

其桃花星所在之處都會讓當事人

有戀愛的感覺。

當妳 ( 你 ) 愛他 ( 她 ) 時是

一見鍾情？或是露水姻緣？或是

日久生情？都有其命理跡象可循

的。

一見鍾情

命理的跡象有可能兩人坐在

彼此命宮或太歲，看對眼了，一

時天雷勾動地火無法自拔，因而

陷入愛河。

露水姻緣

命理的跡象有可能妳 ( 你 ) 
的他 ( 她 ) 入卦在你的命盤會到

咸池、天姚、廉貞、貪狼星，因

為忌煞交互作用形成邪桃花、爛

桃花而產生的短暫戀情。例如：

一夜情、外遇等。

日久生情

命理的跡象有可能妳 ( 你 ) 
的他 ( 她 ) 入卦在妳 ( 你 ) 的命

盤夫妻宮的三方四正，也是有會

到桃花星，三合方組成的星曜是

機月同梁格屬於溫和的星曜而不

是殺破狼的衝動星曜，有可能剛

開始都有感覺彼此的存在，不會

特別喜歡或討厭他 ( 她 )，一旦

有機會相處之後才慢慢發覺他

( 她 ) 的好，進而交往的類型。

這三種類型的愛上他 ( 她 )
哪一種是自己所需要的？見仁見

智，因為每一個人的背景不同，

經歷的階段和成長都不一樣，所

以對當時感情的需求也會不一

樣。有時候人一生的感情歷程就

是這三種類型交替不斷的上演

著，或許最終才會知道自己為甚

麼會愛上他 ( 她 ) 呢！

在一般狀況下問戀愛中的

人，你問他：你為甚麼會愛上他

( 她 ) ？他們也許會回答你，就

是毫無理由，是一種感覺吧！

只有在我們不愛一個人的時

候才會去找出不愛他 ( 她 ) 的理

由，因為我們開始挑剔對方了，

芝麻綠豆的小事也會成為爭吵的

原因。彼此之間沒有共識，只有

誰對不起誰，愛的感覺消失了，

自然也就結束了，這就是緣滅！

緣起緣滅

在案例中有一對情侶，他們

是大學聯誼認識的，女方說當我

看見他時就莫名的喜歡他，是屬

於一見鍾情而愛上彼此，彷彿看

見另一個自己，心靈是多麼契合

啊！兩人很快就進入熱戀期，形

影不離，情人的眼裡只看得見

他 ( 她 ) 的好，曾經手拉手一起

看日出與日落，一起經歷過的點

點滴滴都能製造出最美的回憶，

但是相戀 3 年後熱戀期過了，

女生想說應該要為結婚做些準備

了吧！就問男方甚麼時候可以結

婚？男友說結婚還太早，還沒做

好心理準備，晚一點再討論吧﹗

每次問，他就閃開結婚話題拖

「問世間，情是何

物，直教生死相許？」

世間男女多為愛所

困，當你遇見生命中

的她 (他 )時，為愛
可以從容赴死，為愛

可以毅然離去，為愛

可以委曲求全，為

愛可以肝腸寸斷。他

(她 )的影子在深深的
腦海裡、在夢裡、心

裡、無時無刻裡。

為甚麼會愛上他 ( 她 ) ？
整版來源:FOTOLIA

著，有一次吵架中女方生氣了

說：那我們分手吧！男方竟然沒

有挽留，就這樣分手了，後來經

由朋友得知，男友在分手半年內

火速向另一位女生求婚，結果新

娘不是她，讓她很錯愕、很受

傷，因為男友甚麼時候變心了，

她都不知道，怎麼可以在分手不

到半年就和別人結婚了？她開始

對自己產生懷疑，為甚麼當初會

愛上他？是鬼遮了眼嗎？不是

的！只是一見鍾情的熱度冷卻

了，沒有再加溫，自然感覺就消

失了，彼此之間沒有義務，也沒

有約束，他當然可以在別處燃起

熊熊愛火，當溫度適合時趕快烹

調出美食才會有完美的結局。愛

情有保鮮期，要在保鮮期內有所

行動，一旦過了保鮮期，你就無

法回到當初怦然心動的美好了。

遇見一個喜歡的人並不容易，一

見鍾情的感覺更讓人心動，但是

千萬不要讓這份喜歡變得廉價，

若是真的不愛了，就別拿時間去

苦等不屬於你的愛情，把多餘的

時間去尋找下一個人會更好。

紫薇老師信箱 :
gogo2531@yahoo.com.tw

聖人留下這個甕的意思，就是

留示後來的賢人。

顴骨較為有肉且突出之人。在事

業工作上很有領導才能，財運也

很好。

戀愛篇第二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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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的印度，等級觀念

非常懸殊。其中有一族最貧

窮，是最最低下的、被人瞧不

起的首陀羅族，他們大多以做

奴婢、或做奴隸為生，要幹最

苦最累的活，還受虐待。

在捨衛城中，有一個首陀

羅族的人，名叫尼提，他專門

替人家挑糞，做最沒有人願意

做的活。他為人很誠實善良，

平時從不多說一句話。

有一次佛陀在定觀中，看

到尼提這個人，他的業力已經

消的差不多了，應該是讓他脫

離苦海的時候了。因此，佛陀

和阿難上街，來到一條巷口。

佛陀走到尼提的身邊，問他：

「尼提，你願意出家嗎？你想脫

離苦海嗎？」

尼提滿面愧色的說：「佛

陀是高貴崇敬的，隨從的弟子

也是貴族的王侯，我的身分低

下，怎能與他們相比？我哪來 的福報可以出家，脫離苦海？」 佛陀說：「佛法如淨水，

能夠洗去一切骯髒。世間無論

甚麼東西，一旦經過淨水的洗

滌，馬上一新。佛法有如烈

火，能夠燃燒一切，無論任何

東西，一旦被聖火觸到，立即

純淨。佛法是最平等的，沒有

富貴、貧賤之分，任何人，只

要願意信佛，脫離痛苦，勤行

修持，都可以出家的。」

佛陀的話，使尼提非常的

感動，他就隨著佛陀到祗園精

舍，剃度出家。聽經聞法，靜

坐修禪，尼提漸漸開啟智慧，

對於佛陀的法理，不僅能夠悟

到，又能去奉行，不久他就證

到羅漢果位。

 當尼提出家的時候，很多

世間勢利的人非常不滿，他們

認為這樣一個出身卑賤的人怎

能夠做出家弟子且受大眾的供

養？越想越不平，於是，一直

告到國王那裡，要國王去告訴

佛陀，千萬不可以讓尼提做他

的弟子。

 於是，國王乘車，來到祗園

精舍來請教佛陀。他看見一位

比丘，從無門無縫的石頭中，

進出自如，實在驚奇。當他見

到佛陀時，頂禮以後，就合掌

問佛陀道：「佛陀，剛才為我

通報的那位比丘，他的神通罕

見，請問他的尊號？」

佛陀微笑的對大王說：「波

斯匿王，你今天特地來此的原

因，是要問我為甚麼度化你們

以為最卑賤的人，而我度人不

論貧窮富貴，一視同仁。你想

問的這個比丘正是尼提，他已

經證悟了羅漢果，你見的就是

他。」

 波斯匿王聽完佛陀的開示之

後，稱讚佛陀的威德，佛法的

無量慈悲，度眾人脫離苦海。

吃過早飯，良玉又出去了。紫鵑忙

著收拾房間，忽聽黛玉在樓下喊良玉，

紫鵑說：「出去了。」黛玉說：「你把他

喊回來好嗎？」

紫鵑出了門，直奔竹林邊河灘而

來。早看到良玉站在河邊，雙手背後，

凝神望著河對岸的遠山、田野。紫鵑知

道他正在專注思考，不忍打擾，就遠遠

地躲在一棵大樹背後，望著良玉。只見

他身材挺拔、俊秀，今日穿一襲白絲綢

長袍，更增加幾分韻致。一陣風吹來，

長髮飄飄，袍裾輕揚，愈顯飄逸。她

想，這是我看到的最美的男人背影。這

時忽見良玉回頭一望，紫鵑連忙全身躲

在樹後。過了一小會，紫鵑走出來，故

意放重腳步，並輕咳兩聲，向良玉走

來。良玉一看是紫鵑，開心地笑了。紫

鵑問：「看什麼呢？這麼專心！」「你怎

麼來了？」低頭望著紫鵑的眼睛，調皮地

一笑：「是想我了吧？」說著拉起了紫鵑

的手，紫鵑忙抽回，指著遠山說：「你看

眾神在那裡看著呢！」良玉笑著說：「我

的紫鵑是最正統的姑娘！其實情侶之間

開個玩笑，神是不介意的！」紫鵑臉一

紅：「別鬧了，快回家吧，姐姐讓我喊你

回去。」

兩人進了大廳，只見三位長輩和黛

玉都在，小翠和杏花正忙著倒茶。良玉

二人忙給三人行了禮，良玉問：「什麼

事？」只見黛玉喜滋滋地說：「喜事！天

大天大的喜事。快把椅子搬過來，聽乾

爹說。」只見乾爹神情凝重：「三十六年

了，從何說起？」想了想，「還是從前幾

天在山上發生的事說起吧！那日我採藥

回來，下山時，忽然覺得身後有人用力

推了我一把。」聽到這裡，小翠連忙跑

到飯廳，見爹娘和幾個哥哥都在，兩張

八仙桌上已擺好了飯菜。小翠說：「別吃

了，快去聽乾爺爺講山上的故事。大姑

還說有大大的喜事呢。」幾個兒子早飛

奔到廳裡去了。小翠搬個小板凳坐在乾

爺爺的膝下，幾個男孩圍著乾爺爺。大

哥，大嫂也跟了過來。這時只聽乾爺爺

說：「當時我實在留不住步，只好往下

衝，忽然『砰』的一聲，一頭撞在一棵

松樹上，這時只覺得眼冒金星，天旋地

轉，腦子裡轟隆隆響個不停。我忙在樹

旁的一塊大石頭上坐下。過了一會，不

暈了。可耳朵裡一直在轟響。我抱著頭

坐著，也不知響了多久，隆隆的響聲漸

漸平息。忽然一股強風橫貫我的雙耳，

『嗖』一下，像把一個東西帶到體外。這

時，忽然覺得腦子特別清爽，耳朵也特

別聰靈。走起路來，也覺身輕體健，我

十分開心。這時忽聽耳邊有個極細微的

聲音『林－如－波，林－如－波』連喊三

遍，我心裏一震，這不是我的名字嗎？

是我的名字！呼啦一下，一瞬間，什麼

佛法的力量

There is a story from Bud-
dhism. In ancient India, there 
was an extremely clear and strict 
separation of the social classes. 
The lowest and poorest class was 
the Sudra race, which was looked 
down upon by others. Most of 
them were servants or slaves, per-
formed the hardest, most difficult 
work and were often abused.

In Sravasti City, there was 
a Sudra (the lowest of the four 
Hindu castes) named Niti. His job 
was to carry manure for people - 
the last job that anyone wanted to 
do. He was an honest, kind person 
and rarely spoke more than neces-
sary.

Shakyamuni once observed 
Niti when he was in meditation. 
Niti's karma had almost been paid 
off, so it was the time for him to 
break away from the sea of mis-
ery. Thus Shakyamuni and Anan-
da went to the city of Sravasti. 
They came to the street where 
Niti lived, and Shakyamuni asked 
him, "Niti, do you want to become 

a monk? Do you want to break 
away from the sea of misery?"

 Niti said with shame, "You 
are so honorable and respectful. 
Even your disciples are from roy-
al families. I am such a low class 
person, how can I be compared 
with them? How do I have the 
fortune to be a monk and free of 
suffering?"

Shakyamuni said, "Buddha 
Law is like pure water. It can 
wash away all the dirt. No mat-
ter what is on the earth, once it is 
washed by the pure water, it be-
comes brand new. Buddha Law 
is like a flame. It can burn every-
thing. No matter what it is, once 
it is touched by the sacred fire, it 
becomes pure immediately. Bud-
dha Law is most fair. It does not 
distinguish rich from poor. Any 
person, as long as he believes in 
Buddha, wants to escape the suf-
fering, and cultivates diligently, 
can become a monk."

Niti was deeply moved by 
Shakyamuni's words. He followed 

Shakyamuni to his residence, had 
his hair cut and became a monk. 
He listened to Shakyamuni's 
teachings and cultivated in medi-
tation with a calm mind, and grad-
ually became enlightened. Not 
only was h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Law that Shakyamuni taught, 
but he was also able to act accord-
ingly. Soon he enlightened to the 

Arhat level.
Many people with regular ev-

eryday thoughts could not accept 
the fact that Niti had become a 
monk. How could a low class per-
son become a monk and be ma-
terially supported by the people? 
They could not accept it, so they 
asked the king to tell Shakyamuni 
not to take Niti as his disciple.

 The king rode in his carriage 
to Shakyamuni's residence. When 
he arrived, he was surprised to 
see a monk who walked through 
a stone with no opening. When he 
saw Shakyamuni, he saluted him, 
then folded his palms and asked 
Shakyamuni, "The person who 
reported to you of my arrival has 
a lot of supernormal capabilities. 
May I know his title?"

With a smile, Shakyamuni 
said to the king, "The King of 
Prasenajit, you came here for a 
reason. You wanted to ask me 
why I will save the person whom 
you thought was the lowest per-
son. But I don't care whether a 
person is rich or poor. They are all 
the same in my eyes. That monk 
you asked for was Niti, and he has 
reached the Arhat level. The per-
son you saw just now is him."

After Shakyamuni's explan-
ation, the king praised Budd-
ha’s mighty virtue, the boundless 
benevolence of the Buddha Law 
and his actions to sav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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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五回（上）

黛玉
後傳

文/黃靚

事都想起來了。回到家，見了你乾娘，

我直喊：『通了！通了！』她嚇一跳，

問：『什麼通了？你瘋了吧。』我就把山

上的情景細細地講給她聽。她也十分高

興，並問：『你到底是誰呢？你終於想起

來了？』我說出我的名字，她連忙拿出

紙筆，讓我把名字寫給她看。剛把三個

字寫完，神仙爺爺進了屋，問：『寫什麼

呢，讓我看看。』因這兩天姑奶奶受涼

發燒，神仙爺爺來探望，正好碰上了。

神仙爺爺看了三個字，捋著鬍鬚笑嘻嘻

地說：『好了，接上了，明白了。』神仙

爺爺走後，你乾娘說：『良玉、黛玉也

姓林，老家也在蘇州，難道你和他們有

些關聯？』我說：『蘇州大的很，姓林的

多的是，哪有那麼巧的事？你別胡思亂

想。』這件事就放下了。

昨晚我忽然想回老家看看。今日就

想找良玉問問，到蘇州怎麼走最安全簡

便。到了樓上，良玉不在房間。走到祠

堂，見多了不少牌位，仔細一瞧，竟赫

然見到了我的名字，再往旁邊一看，竟

有我爹娘的名字，再一看「林如濤」「林

如海」，那不是我兩位弟弟的名字嗎？

我又驚又喜，心跳不止，去找黛玉……

這不，你們都來了。」大嫂忙給乾爹續

了熱茶。乾爹喝了一口，繼續緩緩地說：

「三十六年了，不知林府變樣了沒有，記

得我走時，林府門前也有幾層台階，門

口兩個白玉石雕的大獅子，很威風。兩

扇大門是黑亮的油漆，門上釘著金黃大

圓釘。林府有八院二樓，尤其那花園，

是我曾祖父建的，花了三年建成。在蘇

州很有名氣。屋內的擺設同大多數貴族

之家大同小異，唯有一幅畫，我印象很

深，記得是前朝皇上的御筆，一枝牡丹

花，幾朵粉紅色的花朵，一對翠鳥站在

枝頭。」

這時，紫鵑和黛玉對望了一眼。乾

爹接著說：「我小時，琴棋書畫都學。

我常臨摹這幅畫。因年齡小，畫得極幼

稚。我娘看了，卻喜歡得很，當成珍

寶，命人裝裱起來，掛在我的臥室裡。」

提起娘，乾爹潸然淚下，泣不成聲。這

時良玉，黛玉抱住乾爹，三人哭成一

團。乾娘急了，走過來，說「孩子，別哭

了，你乾爹年紀大了，萬一哭出病來。」

二人一聽，才慢慢地收了淚。

良玉說：「大伯走時，我和妹妹還沒

出世，不過經常聽大人說大伯的事。說

大伯自幼聰明過人，長得又好，人見人

愛。是祖母最疼愛的孩子。十七歲就考

了武舉，十八歲應徵入伍，半年後得到

戰死的噩耗，當時林府哭聲震天，我奶

奶更是暈死過幾次。下邊的兩個兒子就

是我爹、我叔，他們儘管對祖母百般孝

順，也很爭氣，但祖母始終不開懷，由

於長期思念，鬱結，經常病病怏怏，不

到五十歲就仙逝了。」（待續）

通記憶往事如潮  入祖籍闔家若狂

The Power of Buddha Law

◎文|李瓊

釋
迦
摩
尼
佛
塑
像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C5 看教育Education2018年 11月 22日—11月 28日      第 29期

幾年前看到奧巴馬總統的女

兒在餐館打工的新聞，我覺得不

可思議，甚至認為父母讓這麼小

的孩子去工作未免過於殘酷。

日本的法律規定孩子可以從

高中（16 歲）開始打工，所以

很多高中生在假期去打工，大學

生普遍都是上午上課下午去打零

工。我的兒子在高一時就想去打

零工，但是我於心不忍，也以學

生應該以學習為主的理由堅決反

對兒子打零工。可是兒子告訴

我，他的同學幾乎都在自己打工

賺零用錢，一個好朋友的爺爺是

社長，家裡也非常有錢。每到假

期他就去爺爺的會社除草，幹一

天爺爺會給他 1 萬日元，有時

候他也會去做一些簡單的體力工

作。

兒子看到周圍的朋友都是自

己打工賺零用錢，所以就不好意

思再向我要零用錢，我知道原因

後決定同意他去打零工。高中

生的工資不會很多，每個小時

只有 900 日元，兒子高興的賺

到了第一筆工資 7200 日元，並

且告訴我：「我今天站了 8 個小

時，工作不是很累，但是我的手

指劃破了 3 個地方，而且出血

了。」我有些心疼，不過還是鼓

勵他：「沒關係，下次工作的時

候謹慎一些吧。」我們都替他感

到高興，女兒看到哥哥開始工作

了，也想去打零工，這時我不再

擔心了。孩子能夠體諒父母工作

辛苦，讓孩子自己賺零用錢、盡

早獨立確實是一件好事。

我的同事告訴我，她的 3
個孩子高中時都是自己打工賺零

用錢，而且孩子們很早就能獨立

照顧自己，幾乎不用父母操心。

日本的孩子長大後，很多都是自

己貸款上大學，大學畢業工作後

再自己還貸款。孩子工作後如果

再花父母的錢會覺得非常慚愧，

甚至孩子結婚的費用也不用父母

出錢。所以教育孩子懷著感恩的

心，盡量不給父母增加負擔，盡

早學會自力更生是父母教育孩子

的成功所在。

千字文

罔 談 彼 短

靡 恃 己 長

賈島，唐朝時期詩人，享年

六十五歲。

賈島考運不佳，屢試不第，

生活發生問題，於是出家為僧，

法名無本，後來經韓愈勸導還

俗，並從韓愈學文，終於考上進

士，曾任遂州長江縣主簿。後又

調升普州司倉。賈島相貌清瘦，

意態儒雅，談玄理佛，所交往的

都是「塵外之人」。他作詩刻苦

求工，用字遣詞一再推敲，深得

時人的推崇，他與孟郊是中唐時

期有名的苦吟詩人。

﹙ 1 ﹚晦日：黃曆每月的

最後一天稱晦日。

﹙ 2 ﹚送春：送別春天。

﹙ 3 ﹚風光：指春天的景

色。也有寫作「春風別我苦吟

身」者。

﹙ 4 ﹚苦吟：反復吟誦以

求詩句通達。

﹙ 5 ﹚共君：與你。君是

對人的尊稱，有如今人稱「先

生」一樣。

﹙ 6 ﹚曉鐘：報知早晨到

臨的鐘聲。

﹙ 7 ﹚猶：如、同。花〉代

表靡靡之音。 

今天是三月三十日，是三月

的最後一天，春天馬上就要跟我

這個作詩刻苦反覆吟詠的人告別

了。有你相伴，今天晚上我們就

不要睡了，只要早晨報曉的鐘聲

還沒響起，那麼依然還是春天

吧！

賈島長於五言律詩，集中五

言律詩也最多。他的律詩，字斟

句酌，排比工整，常有佳句，耐

人尋味。如「秋風吹渭水，落葉

滿長安」、「長江人釣月，曠野

火燒風」、「鳥宿池邊樹，僧敲

月下門」等，或氣象雄渾，或情

景幽獨，頗為人們所稱誦。 
賈島對詩作要求很高。作一

首詩要化費很多功夫，一字一句

去反覆琢磨，為此還引發好多故

事，最有名的故事就是賈島推敲

的故事。 
有一天，賈島騎驢夜裡去看

住得很遠朋友李凝，半夜到的時

候，朋友不在家。他轉身往回

走，由感而發寫了首詩，詩名

《題李凝幽居》。 
「閒居少鄰並，草徑入荒

園。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

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　暫

去還來此，幽期不負言。」 
「僧推月下門」這句，賈島

拿不準用「推」還是「敲」，一

邊思索，一面還不停地用推敲手

勢來回揣模，非常的專心。不覺

撞上大道上官吏韓愈轎乘的儀仗

隊，韓愈得知賈島撞上儀仗隊的

原因，和賈島一起斟酌用詞。後

韓愈提儀用「敲」字比較好，暗

夜中的敲門聲音響亮，可反應黑

夜的靜幽和來訪者的禮貌。賈島

連連稱好，後受教於韓愈，並還

俗參加科舉，但累舉不中第。 
推敲一詞是我們在文中經常

可以讀到的，它用來比喻寫文

章，做事等經過反覆的思考，反

覆的琢磨。賈島推敲的故事也是

「推敲」典故的出處。

wǎng tán bǐ duǎn

mí shì jǐ cháng

讓孩子學會自立

作者

註釋

語譯

賞析

解釋
罔：不要。

談：談論。

彼：別人。

短：缺點。

靡：不要。

恃：依賴、仗著。

己：自己。

長：長處。

譯文參考
不要談論別人的缺點，更不

要誇耀自己的長處。

相關成語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比喻

各有長處，也各有短處，彼此都

有可取之處。出處：戰國．楚．

屈原〈卜居〉：「夫尺有所短，寸

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

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

通。」

一位青年滿懷煩惱去找一位

智者，他大學畢業後，曾豪情萬

丈地為自己樹立了許多目標，可

是幾年下來，依然一事無成。

他找到智者時，智者正在河

邊小屋裡讀書。智者微笑著聽完

青年的傾訴，對他說：「來，你

先幫我燒壺開水！」

青年看見牆角放著一把極大

的水壺，旁邊是一個小火灶，可

是沒發現柴火，於是便出去找。

他在外面拾了一些枯枝回

來，裝滿一壺水，放在灶台上，

在灶內放了一些柴便燒了起來，

可是由於壺太大，那捆柴燒盡

了，水也沒開。於是他跑出去繼

續找柴，回來的時候那壺水已經

涼得差不多了。這回他學聰明

了，沒有急於點火，而是再次出

去找了些柴，由於柴準備充足，

水不一會就燒開了。

智者接著說：「你一開始樹

立了太多的目標，就像這個大水

壺裝了太多水一樣，而你又沒有

足夠的柴，所以不能把水燒開，

要想把水燒開，你或者倒出一些

水，或者先去準備柴！」

青年恍然大悟。回去後，他

把計劃中所列的目標去掉了許

多，只留下最近的幾個，幾年

後，他的目標基本上都實現了。

只有刪繁就簡，從最近的

目標開始，才會一步步走向成

功。萬事掛懷，只會半途而廢。

另外，我們只有不斷地撿拾

「柴」，才能使人生不斷加溫，

最終讓生命沸騰起來。

來源：微博

我在中國時直到大學畢

業後才開始工作，大學時雖

然曾經做過兩個月的家庭教

師，但是父母覺得學生應該

以學習為主，而且幾乎所有的

長輩都反對我去打零工，所以

只好作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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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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ān yuè zhèng dāng sān shí  rì 

gòng jūn jīn yè bù  xū shuì

fēng guāng bié ě kǔ yín shēn 

wèi dào xiǎo zhōng yóu shì chūn 
三月正當三十日，

共君今夜不須睡，

風光別我苦吟身。

未到曉鐘猶是春。

三月晦日送春 
作者：賈 島 jiǎ dǎo 

燒開一壺水

智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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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美國中央情報局職員斯諾

登在《世界年代記》網站上，曾

公佈了一項令人驚愕的機密檔

案，這份檔案中提到：「遠高於

人類智慧的種族——地底人存在

於地球的地幔中」。

斯諾登表示，在他看到的文

件中涉及到一些之前發生的，被

認為可靠性極高的 UFO 目擊事

件。那就是有熱水從海底的裂縫

中噴出，跟有關 UFO 從海底起

飛直接進入太陽軌道的一些目擊

事件的調查。而且，斯諾登稱：

「國防部國防高等研究計畫局

(DARPA) 的大部分人，確信地

球的地幔中存在著遠比現代人類

聰明的人類。」

據說，地幔億年來都沒有大

變化，因此那裡很有可能成為維

持長期生命、穩定居住的場所。

「地底人」很有可能就生活在那

樣的環境中，那是與我們完全不

同的溫帶環境。

在披露的文件中還提到，奧

巴馬總統天天都能收到有關地底

人活動的簡要匯報。在分析家的

推測中，由於地底人的技術遠超

過地球人，所以，如果發生衝

突，引發戰爭，那人類是很難倖

存的。

那麼，「地底人」真的存在

嗎？這份絕密檔是真是假我們無

從考證，檔中也並沒有提到地底

人的真面目，這其中的真假還真

是不好說啊！

地球內部的 
構造是怎樣的呢？

我們所知道的地球內部是

在其中心有 3500 千米半徑的核

( 外核及內核 )，其周圍被厚度

2900 千米的地幔包圍，地幔的

外邊被厚度 5 ～ 7 千米的地殼

覆蓋。

根據地震波傳播方向等研

究，在地幔內部，深度約為 660
千米處有不連續的面，以這為界

限地幔被分為上部和下部兩層。

但是，地殼、地幔、外核、內核

這樣的劃分始終是以地震波的反

射及速度來分類的。

然而，實際上在地幔以下，

潛伏人類的事到目前為止還是難

以考證的。地幔以下到底有什麼

物質，至今仍然是個謎。

通往地心的「星門」

地球空洞論的說法很早就有

了，有人認為其入口就在北極和

南極，通常被強力的磁場控制

著，也叫做「星門」。「星門」

內部的中央是發光的太陽。有人

認為那裡是異三維的異空間，

UFO 從那裡飛進飛出。

1946 年 8 月 26 日， 美 國

海軍派遣了一支名為「跳高作

業」的大部隊去北極。當時擔

當調查的裡查德 • E • 巴德少將

在完成任務後，給智利的《信使

報》寄去了一份非常奇妙的記

事。

記事中這樣寫到：「飛機越

過極點看到了很大的未知世界的

中心點。美國有必要採取緊急防

衛措施，這並不是什麼無用不安

的煽動。假使新的戰爭發生，美

國將遭受到從北極到南極以驚人

的速度移動的飛行物體的攻擊。

這是再殘酷不過的事實。」

據說，巴德少將在通過北極

上空時，遭遇了從巨大洞穴以超

高速飛翔而來的 UFO，當時令

他大吃一驚。根據巴德少將的體

驗，美國政府應該知道地球內部

有空洞，還把那裡作為基地，那

個洞穴裡有可能存在著具有高度

文明的「地底人」。

地球內部的入口

其實，早在 1967 年 1 月，

美國氣象衛星 ESSA3 攝影到一

張認為是北極中心洞穴的畫面，

「地球空洞論」就自此登場。然

而，被當時所謂的「由於北極當

時處於黑夜不能攝影什麼照片」

的說法給否定了。

其後，阿波羅 11 號和 16
號在從宇宙空間攝影的北極點的

畫面中，又拍攝到類似洞穴的圓

形低凹畫面，ESSA3 的照片才

重新被承認其真實性。除了北

極，在南極也有拍攝到類似的空

洞畫面，在空洞內部還有某種光

體在發著耀眼的光。

從北極和南極的兩極點存在

去地球內部的「空洞」，以及在

南極再三被目擊到的 UFO 事件

來看，斯諾登披露的關於 UFO
及「地底人」的情報很有可能是

真實的。然而，斯諾登的情報還

遠遠不止這些。

美國和地底人 
締結「絕密條約」？

2012 年 8 月，俄羅斯聯邦

保安局製作了一份內容奇妙的報

告書並上報給了克里姆林宮。

據說，在同年 7 月，海外

情報部的諜報員，被德國的聯邦

情報局 (BND) 逮捕，據說逮捕

的理由是因他帶走了顯示美國和

「不特定勢力」締結的「絕密協

定」的「有力證據」。

曼弗雷德 • K 曾在位於德國

萊茵蘭 - 法爾茨州的北大西洋公

約組織的拉姆斯塔因空軍基地工

作。在拉姆斯塔因空軍基地，設

有西歐同盟導彈防衛軍司令部，

那裡有關於歐美空軍本部機能的

設施，而曼弗雷德 • K 則是知曉

基地內部各個設施存有許多絕密

檔內容的人物。

據俄羅斯聯邦保安局的報告

書稱，在海外情報部的一部分情

報中，有從 1930 年到 1940 年

納粹德國製作的南極地下基地地

圖和進入地球內部入口的圖。

1931 年到 1933 年，阿道

夫 • 希特勒曾命令德國作為先驅

首先開始對南極大陸的探險，並

於 1939 年結束。當時德國納粹

在南極究竟發現了什麼，至今仍

然是最高機密。

在進行納粹德國的 UFO 和

南極地下基地研究的塔爾 • 列
韋斯克稱：「納粹一定是發現了

從南極去地球內部的入口、地

底世界和地底人。而關於美國

締結「絕密條約」的所謂的「不

特定勢力」，很有可能就是指

斯諾登提到的『地底人』的報

告。」 

10 月 23 日 晚 間， 位 於

美國麻薩諸塞州韋克菲爾德

（Wakefield）鎮上一座 150 年

之久的教堂遭遇火災，幾小時內

教堂中的一切完全付之一炬。翌

日當工作人員回到現場，在一片

斷瓦殘礫中，意外發現一幅畫奇

蹟般地倖存下來。

據《福克斯新聞》報導，週

二晚，波士頓附近韋克菲爾德的

第一浸信會（The First Baptist 
Church）教堂遭遇大火，一幅

耶穌基督的畫像在這次大火侵襲

中居然完全未受祝融波及，幾乎

完好無損，只沾染上幾滴水，而

這幅畫掛在教堂的前門內。

教會會友瑪麗亞．卡克洛維

斯 基（Maria Kakolowski） 表

示「這是一個耶穌與我們同在的

美好徵象，也提醒我們：耶穌與

我們在一起。就算是教堂已不在

了，我們所事奉敬拜的神一直在

這裡。」。

根據《CBS 新聞》報導，住

在教堂附近的布魯諾（Christian 

Bruno）目擊，在發生大火前，

一道閃電打中教堂的塔頂，之後

即飄出煙霧，沒多久後教堂便燒

了起來。

教會在火災過後發出聲明，

大火無人傷亡，並感謝消防人員

的奮力搶救，居民也感謝消防部

門與七次火災警報奮戰。

教會人員寫道：「我們知道

我們所事奉的是一向修復破碎的

神，祂能從灰燼中帶給我們美

好，我們將帶著感恩與信心望向

未來。」。

這次火災估計造成的損失超

過 100 萬美元，鎮消防局局長

沙利文（Michael Sullivan）告

訴《波士頓環球報》，消防員抵

達時，火勢太大，無法阻止。沙

利文深表遺憾的說：「這麼美的

教堂實在是太可惜了，我們已經

盡力！」。

據美國《國家史跡名錄》

（National Register of Historic 
Places）上列載，這棟義大利風

格教堂建于于 1870 年左右，在

1912 年曾因一場大火而重建。

這樣的奇蹟並非單一案例，

回顧過去大災難中，不乏類似的

神跡，從大地震、颶風橫掃到火

災過後，都有神佛雕像在災難中

屹立不搖。

2008 年四川汶川大地震，

一名軍人拍到坍塌得一塌糊塗的

寺廟，卻有一座完好無損的菩薩

像挺立在廢墟上。

2011 年日本 311 大地震，

在宮城縣災區，人們發現一尊地

藏王菩薩的雕像矗立在被海嘯摧

毀的廢墟上。

2012 年珊迪颶風橫掃美國

大紐約地區造成重創，在 CNN
拍攝的諸多災情照片中，有一張

照片記錄著：一尊立在聖龕中的

聖母瑪利亞雕像，完好無損矗立

在斷壁殘垣中。

2016 年美國紐約市布魯克

林區一家宗教飾品店發生火災，

店內大量貨品遭祝融焚燬，其中

有一尊耶穌雕像卻毫髮無損。

災難過後，矗立的神像及安

好無損的神像，無論是奇蹟還是

巧合，都撫慰了人們的心靈，彷

彿訴說著：別擔心，「神與你同

在」。

耶穌畫像大火後毫髮無損 催眠中看到 
六道輪迴

地底人機密檔案
文 / 天羽 圖 / Fotolia

編譯 / 林澄

耶穌神像在大火後被完整保存下來（視頻截圖合成）

金女士夫妻都是機關退休

幹部，兩人感情很好。多年前

的一天，一場飛來橫禍令金女

士失去了摯愛的丈夫。那一年

她和丈夫騎著摩托車去逛廟

會，結果出了車禍。她自己僅

受輕傷，丈夫卻傷重不治。

突如其來的變故，使金女

士的世界一下子塌了，她整天

以淚洗面，精神恍惚。她的女

兒不忍看到媽媽這樣痛苦，便

帶她去長春市一所心理諮詢學

校治療。

在經過心理學專家趙教授

的多方疏導後，金女士的情緒

有所平緩，但她還是十分牽掛

丈夫，她很想知道，人到底有

沒有死後的世界？消失在這個

世界的丈夫去了哪裡？為了令

金女士安心，趙教授為她施用

了催眠術。

催眠剛開始，金女士就見

到了自己思念多日的丈夫。丈

夫是年輕時的形象，卻不和她

說話，只是領著她往一座高高

的大山上走。這時金女士看到

山上許多人一齊歡呼：「大王

來了！」可是這些人裡面有的

長著雙角，有的渾身毛茸茸

的，很像電視劇《西遊記》裡

面的動物精靈。

教授讓她看看這座山叫甚

麼山，山上有幾條道，她清清

楚楚的看到有六條道。教授又

讓她看其丈夫在第幾道，她看

後回答說，丈夫在第三道。教

授又讓她看看還有沒有其他認

識的人，她在山上沒找到，但

在山下發現了自己去世多年的

母親，母親也是年輕時的形

象。母親對她說，這輩子她與

丈夫的夫妻緣分已盡，不必再

糾結。

金女士告訴教授自己不想

看了，教授讓她睜開眼睛。

回到現實中後，教授對她說：

「你剛才已經看到了。其實神

也有、鬼也有，六道輪迴是真

實存在的。第一道是神道，第

二道是人道，第三道是精靈

道……任何事情都是有因緣關

係的，你丈夫已經有了他的歸

屬，你就不必掛念他了。」金

女士終於明白，人的命運都是

上天安排好的，並非人能左

右，她徹底放下了對丈夫的牽

掛。

文 / 蘭心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

事。故事的主角是吉林省

某小城的金女士。

（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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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買家關注卡城房產
【看 中 國 訊】根 據 Juwai.

com 網站的統計數據，中國買

家對卡城房地產市場的查詢次數

在過去一年中大幅增加，該網站

稱自己是中國最大的國際房地產

搜索引擎。

Juwai 網首席執行官 Carrie 
Law 表示，今年三季度來自中

國的對卡城房產市場的查詢次數

比二季度增長了 50％，比 2017
年第三季度增加了 200％。

Law 表示，從查詢的增加

到實際交易量的增長通常需 6
至 9 個月的時間。中國投資者

一直是多倫多和溫哥華高端房屋

市場的推動力，但這顯然還不是

卡城房地產市場的主導因素。

世界上最宜居城市評選排名

中，2018 年卡城位列第四名。

之前的 9 年間，卡城一直名列

第五位。

Law 表 示， 對 卡 城 房 產

有購買意向的中國買家，其中

73％的是買房自己居住，他們

中很多人是為了送小孩到加拿大

學校就讀。她說：「人們認為中

國的學校過度偏向於應試教育，

孩子壓力很大。」「他們希望自

己的孩子接受真正的教育，發展

自己所長，而不僅僅是學習考試

技巧。」

卡城房地產經紀人 Jessica 
Chan 表示，Juwai 網的數據與

她的經驗非常吻合。在一次電子

郵件交流中，她表示她向來自中

國大陸的買家出售了 30 多套獨

棟屋和公寓住宅，那些買家買房

的首選位置是附近要有一所好學

校。

Law 表示，卡城目前仍僅

在中國大陸房產買家關注的加拿

大城市中排名第五，落後於溫哥

華、多倫多、蒙特利爾和渥太

華。我們注意到很多在網上搜尋

房產的人，當他們購房時，他

們會選擇在「亞洲」社區買房，

主 要 是 Country Hills 和 West 
Hills，他說。那些找房投資的

人認為卡城房產的價值非常好，

但中期升值潛力與其他一些加拿

大城市房市相比無競爭力。他說

蒙特利爾房市在過去的 18 個月

中價格和升值潛力組合最佳。

【看中國訊】就像有概念車

一樣，也有概念房屋，概念房屋

展現未來的房屋發展方向。

由於預計新的國家建築規範

將要求在 2030 年前新建房屋實

現零排放，布魯克菲爾德住宅

公 司（Brookfield Residential）
在 Symons Gate 社區建造了一

棟豪宅級的房屋，其能源效率比

普通房屋高 90％。這棟房屋被

稱為「被動式住宅」，按更嚴格

的建築屋節能標準建造，以減少

建築對生態環境的影響。

這棟建築面積 2500 平方英

尺的房屋的高科技，體現在方方

面面，例如：沒有裝備取暖爐，

但即使是在最寒冷的冬天它也能

讓房內保持溫暖。它用熱能超絕

緣牆壁和能量回收通風機來加熱

進入房屋的新鮮空氣，只需通過

家用電器、燈泡、居住者和太陽

發出的被動熱量來加熱。它的屋

頂上安裝了太陽能電池板陣列，

以產生清潔能源。

在建造這棟概念屋的過程

中，該公司學會如何為其建造的

房屋融入更多節能理念。

住宅採用布魯克菲爾德公司

設計的交叉層壓木材建造。

【看 中 國 訊】2018
年 11 月 20 日，Qual ico 
Communities 在 Ravenswood
舉辦慶祝活動，向公眾展示其

美麗的展示屋和優美的社區環

境，潛在社區居民購房可獲得

折扣。

「Ravenswood 是一個美麗

的社區，有學校、公園，社區

內路網發達，可以方便地進出

社區，」Qualico 公司市場專

員 Laura Field 表示，「居民喜

歡 Ravenswood 社區那種小鎮

的感覺，同時具備大城市的便

利設施。」

Ravenswood 社區建有各

種不同風格的房屋。目前，購

房可以享受高達 20,000 元的

優惠。

關於活動

內容：活動內容包括裝

飾 餅 乾、 無 線 直 播（WILD 
95.3）、 禮 品 卡 抽 獎； 還 可

參 觀 由 Broadview Homes，
NuVista Homes，Pacesetter 
by Sterling Homes 和 McKee 
Homes 建造的四套美麗的展示

屋。每個展示屋都有捐款箱，

鼓勵遊客為艾爾德裡食品銀行

（AirdrieFoodBank）捐贈罐頭

類食品。活動將於 11 月 24 日

開始直至 12 月 16 日結束。每

位遊客參觀展示屋時，有機會

在卡片上蓋章，卡片填寫完畢

後，Qualico Communities 將

為每張填好的卡片向艾爾德裡

食品銀行捐贈 10 美元。

時 間：2018 年 11 月 24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1 點到 5 點。

主 辦 方：Q u a l i c o 
Communities Calgary

地 點：Ravenstern Link 
SE

聯繫人：Laura Field
403-212-6363/403-613-

5830，lfield@qualico.com

關於Qualico
Qualico Communit ies

已經在住宅建設和房地產開

發 行 業 工作 超 過 65 年， 總

部 位 於 溫 尼 伯 市。Qualico 
Communities 熱衷於慈善事業

並為許多組織和慈善機構提供

支 持。Qualico Communities
努力維 護 人們 生存 環 境 的

持 續， 推 出 EQwell 計 畫。

EQwell 專 注 於 整 個社區的

水資源保護、循環利用和景

觀 美 化。Qualico 以 成 功 建

設 的 社 區 包 括 Evanston，
Redstone，Crestmont West，
Crestmont View，Silverado，
Springbank 的 Harmony 和

Airdrie 的 Ravenswood。即將

開發的社區包括 Chestermere
的 Dawson's  Land i ng 和

Cochrane 的 Rivercrest。

比普通住宅能源效率高90％ 
無暖氣爐的被動式加熱住宅

快來Ravenswood 
享受節日氣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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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小時到達落基山山區

對面是WinSport

社區內擁有16英畝Bow River Habi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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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灑卸妝更耐用

花灑經常會沾到各種各樣的

沐浴露、洗發水、洗潔精等，這

些洗滌用品會使龍頭鍍鉻的表面

變得沒有光澤。拿中性的清潔劑

噴在軟棉布上，然後輕輕擦拭水

龍頭，每週一次，即可給龍頭完

美卸「妝」。不過，勿用酸性或

具研磨作用的清潔劑、鋼絲刷來

「折磨」水龍頭。水垢清潔是保

養花灑不可避免的工作，根據花

灑自身的功能不同，可以手洗，

即將花灑頭處的網罩或其他吸附

水垢的部件取下，用毛刷清洗後

再安回原處。有些品牌的花灑在

出售的時候配備了專門的花灑頭

開啟工具，方便使用。

有的花灑出水孔採用橡膠粒

五招
設計，橡膠材質觸感柔軟、舒

適，並且不易結垢，方便清洗，

只需用手指輕抹橡膠顆粒，便可

輕鬆將水垢揉碎、彈出。即使

有的花灑具有自動清潔功能，

使用很長時間後最好也將花灑

頭打開，來一次全面徹底的手

動清洗。

水龍頭 ( 花灑 ) 每週一次這

樣完美卸裝後，會更耐用喲！

馬桶浸洗更方便

先在馬桶內放入適量的水，

拿馬桶刷清洗一遍後，再倒入約

5-10毫升的清潔劑或鹽酸液，

用刷子塗均勻後刷洗，如污垢較

重，可再倒少許清潔劑進行浸泡

後刷洗，直至乾淨，接著用清水

沖乾淨即可。清潔馬桶還有一種

既方便又環保的方法，就是用

白醋和檸檬果皮。先將潔具表

面的污垢擦洗乾淨，再用軟布

蘸上少許白醋擦拭潔具表面或

如何挑選窗簾
窗簾在房間中也是一個重

要角色，所處位置醒目，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主人的生活品

味和情趣。其實，除了裝飾功

能外，窗簾的材質、功能、舒

適水平也與健康息息相關。

窗簾的材質

從材質上分，窗簾有棉

質、麻質、紗質、綢緞、植

絨、竹質、人造纖維等等。

其中，棉、麻是窗簾常用

的材料，易於洗滌和更換，適

用於臥室；

紗質窗簾裝飾性較強，能

增強室內的縱深感，透光性

好，適合在客廳、陽台使用；

綢緞、植絨窗簾質地細

膩，豪華豔麗，遮光隔音效果

都不錯，但價格相對較高；

人造纖維窗簾較硬、易洗

滌且耐用，遮陽性好；

百葉窗也很受歡迎，選擇

時，可以先觸摸一下葉片是否

平滑、有沒有毛邊，然後將簾

子掛平試拉，看看開啟是否靈

活，最後轉動調節桿，檢查葉

片翻轉是否自如；

竹簾紋理清晰，采光效果

好，而且耐磨、防潮、防霉，

不退色，適用於客廳和陽台；

另外，有些木製窗簾會使

用黏合劑，易造成室內污染，

家裏有小孩、老人或孕婦的要

謹慎選用。

窗簾的功能

窗簾不僅具有裝飾性，還

有許多實用功能，選購窗簾

時，應該多關注以下幾個方面

功能：

遮光。如果想在白天睡個

舒適的午覺，最好為臥室選擇

一條具有遮光效果的窗簾，棉

質或植絨面料的最好。而書

房、餐廳內一般不需要太強的

光線，可以選用百葉窗，以便

調節光線。

防噪音。研究標明，當室

內的繼續嗓音污染達到 30 分

貝時，就會干擾人的正常睡

眠。所以，選用一條具有吸音

效果的窗簾至關重要，質地以

植絨、棉、麻、為佳。一般來

說，越厚的窗簾吸音效果越

好。

保暖。冬季，窗簾就需要

考慮保暖問題，植絨窗簾面料

厚重，保暖性較好。根據研

究，深紅色最保暖，適合冬天

使用。

調節心情。如果窗簾顏色

過於深沉，時間久了會使人心

情抑鬱；顏色太鮮亮也不好，

時間久了，會造成視覺疲勞，

使人心情煩躁。其實，選擇淺

綠、淡藍等自然、清新的顏色

就不錯，能使人心情愉悅；容

易失眠的人，可以嘗試選用

紅、黑配合的窗簾，有助於儘

快入眠。

窗簾的選擇

窗簾的選擇還可以視房間

的具體情況而定。

客廳：光線充足，可以選

用棉麻材質的窗簾。

臥室：需要遮光、隔音功

能，可以選擇厚實一些的天鵝

絨窗簾或者布藝窗簾。

兒童房：宜用色彩鮮豔、

圖案活潑的面料做窗簾或布百

葉，也可用印花捲簾。

陽台：最佳選擇是陽光捲

簾、遮光又透氣，過濾紫外

線，捲起時不佔空間。

餐廳：餐廳不屬私秘空

間，一般有一層薄紗即可。

書房：選擇自然、獨具書

香味的木質百葉簾、隔音簾或

素色捲簾。

浴室和廚房：應選擇防

水、防油、易清潔的窗簾，一

般選用鋁百葉或印花捲簾。

窗簾雖小，但是如同房間

的表情，對房間的采光和裝飾

起到不小的作用，不容忽視。

希望這篇文章能夠幫到大家 ,
每個人都能選到稱心如意的 
窗簾。

文/白楊

用檸檬果皮擦拭，只需一會兒

時間，潔具就會光亮如新，還

會散發出清香呢！

浴室除味更清新

現在流行「負離子」，衛

浴室也不甘為人後。有人建議

養一些喜陰的植物，如嫌植物太

難養，可以買一種氧吧磚，一幅

類似於掛畫的氧吧磚據說能起到

植物的作用，而且不用打理，又

可裝飾衛浴室。有很多人喜歡在

衛浴室放置空氣清新劑來消除異

味，不過，最簡單的方法是將一

杯香醋或一盒開蓋的清涼油放於

衛浴室裡，異 味便會自然消失。

以上就是今天小編給你帶來

的五招還原浴室亮麗如新的裝修

技巧，大家趕快行動起來吧！把

衛浴間打扮的亮麗如新，還你生

活好心情。                                                   
（完）

還原浴室亮麗如新的技巧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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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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甚麼能長壽？
 原來長壽老人愛這十大食物

1.喜歡喝粥
從飲食習慣看長壽老人都喜

歡喝粥。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和

夫人張桂君，夫妻雙雙都是百歲

老人，倆人尤其喜歡喝粥。每天

早晨，把 50 克燕麥片加入 250
克開水，沖泡 2 分鐘即成粥。天

天如此，從不間斷。上海的百歲

老人蘇局仙先生，一日三餐喝大

米粥，早晚喝稀粥，中午喝稍稠

粥，每頓定量為一淺碗，已形成

習慣。 

2.小米是老人的最佳補品
歷來就有「五穀雜糧，穀子

為首」美稱。體弱有病的老人常

用小米滋補身體。中醫認為，小

米益五臟，厚腸胃，充津液，壯

筋骨，長肌肉。清代有位名醫說：

「小米最養人。熬米粥時的米油勝

過人參湯。」可見，長壽老人喜歡

「米」很有理。 

3.玉米當主食
玉米，是世界公認的「黃金作

物」，也是長壽老人離不開的主

食。美國醫學會作過普查，發現

美國的土著居民印第安人沒有一

個 高

血壓、沒一個動脈硬化，原來是

吃老玉米吃的。醫學家研究中發

現老玉米裡含有大量的卵磷脂、

亞油酸、谷物醇、維生素 E，所

以不容易發生高血壓和動脈硬

化，這與他們把吃玉米當成主食

密切相關。 

4.天天一斤奶 
牛奶營養豐富又比較全面。

奶中賴氨酸含量較高，膽固醇含

量低，碳水化合物全部為乳糖，

在腸道中可以轉化為乳酸，有抑

制腐敗菌生長的作用。牛奶含鈣

很豐富，吸收率也很高，還含有

較多的維生素 A、D、核黃素等。

美國諺言說：「喝奶使骨骼堅。」

百歲壽星貝寧，每天喝兩杯奶，

有時喝得更多，所以，她到百歲

之時，仍沒有骨質疏鬆的跡象。

5.每天吃一個雞蛋
營養學家研究，蛋清中含大

量水分、蛋白質。蛋清蛋白有極

豐富的胺基酸，且組成比例非常

適合人體需要，這種蛋白質在人

體中利用率最高。蛋清蛋白對肝

臟組織損傷有修復作用。蛋黃含

的無機鹽、鈣、磷、鐵和維生素

都比較豐富，蛋黃中的卵磷脂可

促進肝細胞的再生，還可提高

人體血漿蛋白量，增強機

體的代謝功能和免疫能

力。卵磷脂被人體消

化後，可釋放出膽

鹼，膽鹼可改善記

憶力。 

6.偏愛紅薯 
醫 學 家 研

究，紅薯含有大

量黏蛋白，故能防

止肝臟和腎臟結締

組織萎縮，使人體免

疫力增強。還具有消除

活性氧的作用，避免了活

性氧誘發癌症。又因紅薯中含

鈣、鎂較

多， 所 以 能

防止骨質疏鬆症。由此可

見，紅薯不愧為長壽老人的飲食

一寶。 

7.豆腐是美食 
豆腐主要成分是蛋白質和異

黃酮。豆腐的功效具有益氣、補

虛、降低血鉛濃度，保護肝臟，

促使機體代謝的功效，常吃豆腐

有利於健康和智力發育。老人常

吃豆腐對於血管硬化、骨質疏鬆

等症有良好的食療作用。 

8.常吃大白菜
老人常說：「白菜吃半年，大

夫享清閒。」可見，常吃白菜有

利於祛病延年。大白菜含有礦物

質、維生素、蛋白質、粗纖維、

胡蘿蔔素，還含有分解致癌物質

亞硝胺糖酶。從中醫看來，大白

菜有養胃、利腸、解酒、利便、

降脂、清熱、止咳化痰、防癌等

功效。白菜的營養價值高，種類

多，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是最熱

門的抗癌明星。 

9.保健不離蘿蔔
「冬吃蘿蔔，夏吃姜，一年四

季保安康。」蘿蔔含有多種維生素

和礦物質，不含脂肪。所含的芥

子油和澱粉�能促進新陳代謝，

增進食慾，幫助消化。 
醫學認為，蘿蔔能化積滯、

消食積，療痰咳失音，治吐血、

衄血、消渴、止痢、祛頭痛，利

小便等，生吃可以止渴、清內

熱、化痰止喘和助消化，蒸熟吃

能消食健脾，並有補益功效。 

10.胡蘿蔔增強記憶力
胡蘿蔔高含維生素 A，有極

為豐富的胡蘿蔔素。研究表明，

胡蘿蔔能提供抵抗心臟病、中

風、高血壓及動脈硬化所需的各

種營養成分。

胡蘿蔔素在高溫下也很少破

壞，容易被人體吸收，然後轉變

成維生素 A，所以能治療因缺乏

維生素 A 而引起的夜盲症和眼乾

燥症。胡蘿蔔素只有溶解在油脂

中才能被人體吸收。因此，有經

驗的老人常把胡蘿蔔切成片或絲

同油炒，這樣，胡蘿蔔素的保存

率可達 79% 以上，切片油炸，胡

蘿蔔素保存率為 81%，切片和肉

一起燉，胡蘿蔔素的保存率高達

95%。 
胡蘿蔔還有促進大腦物質交

換，增強記憶力的作用。讀書學

習前吃一盤炒胡蘿蔔絲，有利於

鞏固記憶。

來源：看中國網

根據國際癌症研究署（簡

稱 IARC）的分類，依據每種
物質或行為對人體的致癌性，

可分成 5大類，如：吸菸、過
度日晒恐致癌等。

保健
常識

   物質致癌性 可分5大類
第 1 類：對人類有確定的

致癌性。目前包含 120 類的物

質，常見的有：苯、甲醛、菸

草、二手菸、紫外線、X 和 Υ

放射線。

第 2A 類：對人類很可能

有致癌性。目前包含 82 類的

物質，包括：紅肉、DDT 殺蟲

刷用油墨。

第 4 類：對人類很可能沒

有致癌性。目前只有 1 種物質，

那就是己內醯胺，為製造尼龍 6
纖維和樹脂之重要原料。

從以上的分類來看，不止是

大家熟悉的化學分子有致癌性，

包括：吸菸、過度日晒、攝取過

多的紅肉，都有可能危害人體的

健康。

所以要遠離癌症的侵襲，不

劑、飲用 65℃以上的飲品、從

事中斷晝夜節律的輪班工作。

第 2B 類：對人類也許有致

癌性。目前包含 302類的物質，

常見的有：鉛、汽油、醃漬菜。

第 3 類：對人類致癌性尚

無法分類。目前包含 501 類的

物質，包含：煤塵、咖啡因、印

外乎就是戒菸酒、多運動、均衡

飲食、維持正常作息、保持心情

愉快，才能擁有健康的身體。

（轉載自自由時報）

多運動，保持心情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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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WCHILD TRAIL NW

53RD  STREET 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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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Mon～Sun 11am~2pm  4pm~10pm

豐

十
二
道

味

 (403) 208-3533
SNOW PALACE RESTAURANT

傳統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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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選絞肉部位

掌握各部位肉的特性，調配

肥瘦比例，就可更好運用絞肉食

材，做出精彩料理。如：少油脂

的後腿肉加上些肥肉，就能混合

出瘦、肥兼具、好口感的肉排。

絞肉滑嫩的小密招

肉質會乾澀是因為內含的水

分，因溫度過高而流失過多；因

此，要讓肉吃起來軟嫩，只要讓

肉吸收更多的水分 ── 打水就

可以了。

絞肉保存法則

絞肉是萬用食材，蒸、炒、

煎、炸樣樣都美味。如果一次使

用不完，可以分成小包裝壓扁後

冷凍保存，不僅節省空間也加快

解凍速度。

文 / 邊吉 圖 / Fotolia

絞肉是很普遍的食

材，除了做成常見的

肉醬，還能有甚麼變

化呢？

絞
肉
下
飯
料
理

家 常 菜

絞肉（梅花肉）500g、土豆 300g、洋蔥

300g、西芹 150g、紅蘿蔔 150g、蒜頭 5
瓣。

調料：意大利麵醬 1/2杯、黑胡椒、鹽少量。

絞肉（五花肉）200g、四季豆 150g。

調料 1：豆豉 1/2大匙、蒜末 1大匙、米酒 1大

匙。

調料 2：醬油 2小匙、胡椒粉 1/4小匙、香油

1/2大匙。

絞肉（梅花肉）300g、乾香菇（小朵）10朵、

薑片 5片。

調料：米酒 1大匙、水 1大匙、鹽 1/2小匙、胡

椒粉少量。

絞肉配蔬菜丁的食譜，在中西料理常見。

根莖類或是豆類燉煮絞肉，還有葉菜、香

菜等炒絞肉，可以嘗試做做看。

營養滿分|蔬菜煮絞肉
脆甜的蔬菜與肉類同煮，口感更加清爽，

以鹹香特色調味，順口又開胃。適合的蔬

菜有四季豆、韭菜花、雪裡紅等。

清甜鹹香|四季豆炒絞肉
絞肉雖是價格平實的食材，卻能做出多

汁、口感好的肉丸子，是小孩和牙口不好

的老人，可以輕鬆享受的美味肉料理。

爽口溫潤|香菇肉丸湯

備料：所有食材去皮切丁，蒜頭切成末。

熱油鍋，轉中火，下絞肉炒出油，加蒜、

洋蔥，炒出香氣。

加其他食材，拌炒均勻，加調料，炒出香

氣。

加熱水淹過所有食材，轉中大火煮滾。轉

小火，燉煮至蔬菜熟軟，嘗味道，酌量加

鹽、黑胡椒調味。灑些巴西里末，風味更佳。

備料：沖洗四季豆，表面凹陷處清洗乾淨，

去頭尾、去筋、切段。蒜頭切末。

四季豆汆燙 4分鐘，移至冰水中降溫，瀝

乾備用。

熱油鍋，下絞肉，肉變色即撥散開，加入

調料 1以中火炒出香氣。

加作法續炒，加調料 2炒均勻。加熱

水，大火蒸發湯汁，即可起鍋。

備料：乾香菇仔細清洗乾凈（泥沙和塵

土），浸泡在溫水，變軟即可取出。香菇水

保留備用。

絞肉加入調料，順時針攪打出黏性。取適

量捏成肉丸子備用。

湯鍋裝水煮滾，加入香菇及香菇水，煮滾

轉小火，煮至香菇散發香氣，加入肉丸子，

煮滾，撈除浮末，加入薑片，繼續煮至肉丸

子熟透，加鹽調味即可。

  
食
材

  
示
意
圖

 

 名
稱
簡
介

  
作
法

絞肉看似
普通，卻
能做出精
彩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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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人到老年，機

體各部分、各臟器，包括大腦

在內，都會隨著年齡增長而逐

漸老化、功能減退，如：視力

模糊、兩耳失聰、行動不便、

皮膚多皺、毛髮變白或脫落、

代謝下降、免疫功能低下等，

這是老人正常生理方面的改

變，與此同時，也可發生心理

方面的改變。

1、情緒改變：

有些老人變得多疑善感、

容易激動，可為小事而大發

脾氣，對周圍事物總感到看

不慣、不稱心；有的還固執己

見，自以為是；有的變得鬱鬱

寡歡、苦悶壓抑、情緒低落，

或是顯得淡漠無情，凡事無動

於衷。

2、智力改變：

記憶力常有減退，以近時

記憶較明顯，如：昨天吃的甚

麼菜；幾天前有誰來看望過自

己都會想不起來；東西放下就

忘；經常要尋找鑰匙、眼鏡、

鋼筆等小物件；見到熟人一下

子想不起名字；自己也感到精

力和腦力不足；對空間概念和

抽象理解、分析和概括能力都

減退；計算能力也會緩慢遲

鈍，容易出錯，新的知識難以

吸收。

3、性格改變：

有的老人顯得囉嗦，說話

多重複，過於小心謹慎，唯恐

出錯；有些變得不修邊幅、生

活懶散，不注意個人衛生；也

有的變得幼稚，喜與孩子們

在一起，貪吃零食；或變得自

私、貪婪，好占小便宜。

當然，正常老人的這些

改變有一定範圍，但若過分突

出，尤其與一般同齡老人相

比，若已明顯不同，則要考慮

有無老年期精神疾病的可能。

老年人心理健康標準
1、充分的安全感

安全感需要多層次的環

境條件，如：社會環境、自然

環境、家庭環境等等，其中家

庭環境對安全感的影響最為重

要。家是躲避風浪的港灣，有

了家才會有安全感。

2、充分瞭解自己

能夠客觀分析自己的能

力，並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斷。

能否對自己的能力作出客觀正

確的判斷，對自身的情緒有很

大的影響。如：過高地估計自

己的能力，勉強去做超過自己

能力的事情，常常會得不到想

像中的預期結果，而使自己的

精神遭受失敗的打擊；過低的

估計自己的能力，自我評價過

低，缺乏自信心，常常會產生

抑鬱情緒。

3、與外界保持接觸

多與外界環境保持接觸，

一方面可以豐富自己的精神生

活；另一方面可以及時調整自

己的行為，以便更好地適應環

境。與外界環境保持接觸包括

三個方面，即與自然、社會和

人的接觸。老年人退休在家，

有著過多的空閒時間，常常產

生抑鬱或焦慮情緒。如今的老

年活動中心、老年文化活動

站，以及老年大學，為老年人

與外界環境接觸提供了條件。

4、生活目標切合實際

要根據自己的經濟能力、

家庭條件及相應的社會環境來

制定生活目標。生活目標的制

定既要符合實際，還要留有餘

地，不要超出自己及家庭經濟

能力的範圍。老子曰：「樂莫大

於無憂，富莫大於知足。」

【看中國訊】猶豫了好幾

個晚上，趙老頭還是收拾東

西前往女兒家。這次去，趙

老頭是想找女兒借點錢。

到了女婿家，女婿一家

人將趙大爺照顧得很周到，

吃完飯正在看電視，女婿忽

然問趙大爺是不是有甚麼事。

趙大爺欲言又止，因為

女兒不在，女婿笑著說都是

一家人，讓趙大爺有啥需要

幫忙的直說，旁邊親家母也

問趙大爺是不是遇到了甚麼

難事，說出來大家一起解決。

想了想，趙大爺還是開

了口，說想借一千塊，去買

幾隻小羊回來養養賣錢。

女婿開口說：「借一千沒

問題，但是得打借條。」

聽著女婿的話，趙大爺

愣住了，沒想到女婿竟然會

說出這樣的話。自己來找女

兒借錢，竟然讓寫借條。

這種稀奇事，趙大爺還

是第一次遇到，看了眼旁邊

不說話的親家母，他又在心

頭猶豫，不知道這錢到底借

還是不借。

沒一會兒，女婿拿來一

個信封，說借條和錢都在裡

面，讓趙大爺收好了。

趙大爺不想要，女婿還

是將信封塞到趙大爺手裡。

發生這樣的事，趙大爺

也沒心情繼續待在女婿家，

情緒很差的回到家中。

望著鼓囊囊的信封，趙

大爺還是拆開，數了數，裡

面有三千塊，外加一張折起

來的借條。

趙大爺打開借條，望著

上面的話，徹底傻了。

紙上不是借條，而是女

婿寫的一段話。

「爸，希望你看到這話的

時候能不生我的氣，之前給

你說寫借條，其實就是說給

我媽聽的，你也知道我媽的

性格，我要是直接拿給你，

她過後估計少不了刁難小

梅，所以我才說寫借條，這

樣她就不會說甚麼了，一千

塊你拿去買羊，另外的兩千

塊拿去買點營養品，買點衣

服。」

看完女婿的話，趙大爺

雙眼徹底溼了，這才反應過

來，親家母當時就坐在旁

邊，要是自己直接拿走一千

塊，親家母表面上不說甚

麼，但事後估計不少找小倆

口的麻煩。

能得如此聰慧的女婿，

是一輩子修來的福分，趙大

爺心頭陰霾一掃而空，非常

高興。

女婿給岳父的借條 

老年人心理健康標準是甚麼？ 

Freestone Produce Inc.

暢石蔬果店

每日重磅商品發布在臉書頁面，即時更新，敬請查詢

Pineapple

Habarrero Pepper

新鮮菠蘿

哈瓦那辣椒 Pacifi c Rose Apple

BananaRed GrapesBroccoli

玫瑰蘋果

香蕉

富有柿

Green Pepper 青椒 紅葡萄百加利

$    .99/ 磅$    .99/ 磅

$    .99/ 磅

32 Ave. NE

27 ST N
E

29 ST N
E

Barlow
 Trail N

E

36 ST N
E

N

Freestone Produce Inc.頁面，即時更新，敬請查詢

Barlow
 Trail N

E重磅     折扣，每   更新

地址：2828 32 Ave NE, Calgary
電話：(403) 248-4466

週一至週五：早 9:30- 晚 7:00    週六：早 10:00- 晚 6:00   週日：早 10:00- 晚 5:00營業時間： 店內有更多特惠商品，廣告如有錯漏，以店內標識為準。

$     .00/ 箱

$        .00/ 箱$        .00/ 箱

$     .00/ 箱

$    .99/ 磅$    .99/ 磅

$    .00/ 個

$    .00/ 5 個

$     .00/ 箱 $    .49/ 磅

00

1

1

5 05

1035

5

(35 磅 )(10 磅 )

(18 磅 )(22 磅 )(18 磅 )

11月 21日特價商品

11月 18日特價商品11月 20日特價商品

Avocado Persimmon牛油果Mini Cucumber 迷你小黃瓜

零售、批發無任歡迎
提供批發送貨服務

Unit 441-3508 32 Ave NE Calgary  (403)291-3232
週一至週五：9am-8pm     週六：9am-7pm     週日：10am-6pm

本週特價
11月22日∼11月28日

Carrots 紅蘿蔔

298
磅5$

Potatoes 土豆

498
磅20$498$

Yellow onions 洋蔥

498
磅25$498$

Gala apples 基拿蘋果

$088
磅

Anjou Pears 新鮮梨子

$088
磅 Honey murcott

mandarins 蜜橘

$088
磅

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 所有特價貨品售完即止，廣告價格如有錯漏，以店內標示為準 *

凡購物滿      即可獲    折優惠$20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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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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芙聖誕市場

班芙聖誕市場是延續整個週末的慶

祝活動。聖誕老人乘坐滿載手工製作的

禮物的雪橇車來到班芙。

時間：11 月 22 日～ 25 日

地 點：Warner Stables： 100 
Sundance Road, Banff, AB

門票：$5.00，週末 $8.00，12 歲以

下兒童免費

網址：banffchristmasmarket.com

卡城動物園燈火展

來體驗 200 多萬盞彩燈，200 個展

牌，劈啪作響的火堆以及充滿樂趣的活動

區。

動物園被打造成一個神奇的仙境。請

訪問網站購買門票。

時間：11 月 23 日～ 1 月 5 日（12
月 25 日除外）

地點：Calgary Zoo, 210 St. 
George's Drive NE

網站：calgaryzoo.com

Splash Art 聖誕集市

該活動每個週末展示 20 多為不同的

藝術家。僅限週末開放。週六 11 點至下

午 2 點提供熱巧克力和零食。

停車位充裕，免費進入

時間：每週六及週日上午 9:30 ～

3:30
網 站：https://neonmilkshake.com/

splash-art-market-info/

民俗公園 
懷舊聖誕慶祝活動

體驗老式聖誕節的奇妙和魅力。以預

購票的自助早餐開始新的一天，然後享受

喜慶的馬車旅行，餅乾裝飾，手工藝品，

購物等等。

遊覽裝飾的房屋，吟唱頌歌，並看看

古聖人尼古拉斯。 
時間：11 月 24 日～ 12 月 23 日之

間的每週六及週日，上午 9:30 ～下午

4:00
地 點：Heritage Park Historical 

Village: 1900 Heritage Drive SW
鏈接：heritagepark.ca

西南 17 Ave 冬季仙境

冬令時節室外節日：冰雕，各種活

動，頌歌，熱巧克力，雪橇車乘坐活動等

等，活動免費。

時間：週六，12 月 1 日，中午 12
點～下午 4 點

地址：Tomkins Park， 7 Street SW

乘坐「北極特快列車」

登上極地特快列車，踏上神奇的北極

之旅！

乘客將重新體驗神奇之旅。登車之

後，將為乘客奉上熱巧克力和零食。乘客

閱讀經典兒童書籍《北極特快》。聖誕老

人和他的助手們將在北極迎接乘客。

每個孩子都會得到聖誕節的第一份禮

物，一個銀色的雪橇車鈴。鼓勵全家穿著

睡衣乘車。

時間：11 月 23 日～ 12 月 24 日，

時間不定，請訪問網站查看詳情

地點：Aspen Crossing –24 號公路

Mossleigh 西邊 1 公里處（卡爾加里東南

39 英里）

鏈 接：https://www.aspencrossing.
com/polar-express-tic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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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註冊公司
持牌水電技師
高級專業土木工程師

免費報價及檢測

設計繪圖 代客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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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 / 英語(403)992-4397 (403)890-5008
info@innoflexeng.com www.innoflexeng.com

國語

房屋增值？我們幫您！

RAY'S
4
LE$$

取暖爐

Raymond

安裝及維修

冷暖空調服務

省錢 省錢 省錢

熱情服務 值得信賴

空調系統
熱水器
加濕器

含
保
險

服務卡城

十年！

周生(粵 / 英語 )

587-888-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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