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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任正非女兒溫哥華被捕
Huawei founder's daughter arrested in Vancouver A6 芬太尼氾濫 加政府棘手

Fentanyl from China flooding into Canada, causing crisis C3 漫談現代風水學
Modern Feng Shui Tips for Your Home

白宮經濟顧問拉里．庫德洛

（Larry Kudlow）告訴媒體，90
天期限將於12月1日開始計算。

北京1.2萬億元 
額外貿易承諾

美 國 財 政 部 長 姆 努 欽

（Steve Mnuchin）週一（12 月

3 日）表示，習近平明確承諾向

美國公司開放中國市場。「這是

我們第一次得到他們的承諾，這

將是一個真正的協議。」

美方參加「川習會」的人士

隨後陸陸續續披露了中方一系列

承諾，《香港經濟日報》盤點如

下：

作出逾 1.2 萬億美元的額外

貿易（購買美國商品）承諾，

目標讓兩國貿易逆差減至零；就

142 項承諾，與美國交換具體內

【看中國記者憶文、林佳綜合報導】在12月1日G20峰

會的川習會上，美國總統川普同意延期加征新一輪關稅90

天；習近平表示，在此期間中國願意和美國立即展開深入

談判。隨後白宮發表一份聲明，稱如果兩國未能在90天內

達成協議，美方將開始實施新的關稅。有評論認為，「川習

會」後，雖然美中關係最終的走向難以預測，但此次會面，

提供了歷史轉機。

容，包括保護知識產權，取消強

制技術轉讓，取消強制合資企

業，確保中方不會貶值人民幣，

損害美國工人等，美國企業將可

能獲得在中國公司的多數股權，

這將有助於減少美國對知識產權

盜竊和強制技術轉讓的擔憂；中

國同意從美國購買數量非常大的

農業、能源和工業等產品。

（下文轉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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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習會成歷史轉機
貿易戰暫停 90天



Alber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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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接 A1）中國或在明

年 1 月 1 日左右恢復採購美國

大豆，北京是否會取消 25% 報

復性關稅尚未確定；同意取消

美國出口中國汽車 40% 的關稅

（目前中國向美國徵收 40% 的

汽車進口稅，而美國對中國只徵

收 2.5%），但尚未談妥一個特

定的協議；願意在企業併購等多

方面進一步合作，對美國晶片製

造商高通（Qualcomm）收購恩

智浦半導體持開放態度；討論整

個結構性問題。

另外白宮發表聲明稱，本次

川習會在朝鮮問題上取得了很大

的進展，川普將與習主席一起，

與金正恩主席共同努力，以完成

朝鮮半島無核化。

此外，中方同意將芬太尼指

定為管制物質，這意味著向美國

出售芬太尼的人，將受到中國法

律規定的最高懲罰。

美期望中國結構性改變

川普半年來堅持要求中國做

出「結構性」改變的內容，在川

習會中是重點，即強制技術轉

讓、知識產權保護、非關稅壁

壘，網路入侵等等。

白宮經濟顧問庫德洛表示，

與中國副總理劉鶴舉行了兩次私

人會晤中，劉鶴告訴他們，就新

的承諾，北京將立即採取行動。

庫德洛說，中國做出承諾的歷史

不是很好，這一點美方知道，

「但習主席從來沒有參與其中。」

川普 12 月 4 日發推文稱，

與中國的新一輪貿易談判正在

展開，有可能延長 90 天的休戰

期。但警告，如果不能達成協

議，他仍然會提高關稅。

12 月 3 日，白宮貿易顧問

納瓦羅在接受採訪時稱，美國底

線就是 90 天結束時要看到中國

發生了可驗證的、真實的、立竿

見影的結構變化。

會面細節

庫德洛 12 月 3 日在記者會

上透露，在川習會晚宴前，劉鶴

直接表示：「我什麼也不說了。

習主席會出面說。」庫德洛稱他

們就將這一情況報告川普，因為

這「太不尋常了」。納瓦羅則透

露，在 12 月 1 日的晚宴上，一

開始主要是習近平在談，他是前

30分鐘裡中方唯一在談話的人。

川普在 G20 之前給習近平

寫過信。川普問習近平，是否能

將芬太尼作為管控物資，習近平

同意了，對此，川普很「高興、

開心、滿意」。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 ,「川

習會」期間川普數次提及將由萊

特希澤這位美國貿易代表與中方

談判，並在演講中使用了萊特希

澤編製的圖表。

12 月 3 日白宮證實萊特希

澤負責監督與北京的新一輪貿易

談判，萊特希澤被認為是對北京

最強硬的人物之一，曾在 2001
年反對中國加入世貿組織。

萊特希澤剛剛與加拿大和墨

西哥達成了新的貿易協議，對他

的任命可能意味著北京與美方的

談判將更加艱難，此前是由溫和

派財長姆努欽擔任這一角色。

納瓦羅本週一說，萊特希澤

是美國最出色的貿易談判代表，

對國際貿易規則瞭如指掌，他將

引經據典、步步為營，以降低北

京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結束阻

止市場准入的所有結構性做法。

後續發展

川習會後，美中對外公布雙

方達成共識的內容不一致。本

週三中國商務部發布「新聞發言

人就中美經貿磋商答記者問」文

件，首次確認雙方經貿團隊將

在「90 天內」，積極推進磋商工

作。商務部還表示，中方將「盡

快落實」已達成共識的具體事

項。但沒有提到中美雙方如果在

90 天內未完成談判工作達成協

議，美國是否會提高 2,000 億中

國商品的懲罰性關稅，也沒有提

及談判範圍。

這次川習會，中方表示將對

美國高通公司開綠燈。但 12 月

2 日高通公司表示，「我們很高

興得知總統川普和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就高通此前收購恩智浦的

提案置評，但該交易的截止日期

已過、我們已經終止了預期的交

易。」此前，高通收購恩智浦的

提案已獲得除中國外的全球八個

主要監管部門（美國、歐盟、

韓國、日本、俄羅斯等）的同

意。

對其它談判內容，中方一個

迅速的行動是，12 月 4 日中國

宣布將採取一系列措施，嚴懲知

識產權盜竊。美國之音報導，中

國國家發改委與 37 個政府部門

發布了一項聯合政策，擬將建立

一個「社會信用體系」，公布全

國範圍內嚴重侵犯知識產權者的

名單。一旦被列入侵權黑名單，

將面臨 38 項嚴厲的懲罰和限

制。但有評論人士表示，知識產

權問題和失信問題之間存在著微

妙的區別，政府出臺的文件也有

可能演變成走過場。

未來可能性

川習會後，對於兩國首腦的

真實意圖，眾說紛紜。

有評論人士認為，北京習慣

了在夾縫的時間差裡去找解決辦

法，把危機爆發推遲，會努力利

用這幾個月採取一些臨時性的應

急手段，把危機緩和，然後利用

爭取來的時間，再去爭取更多的

緩衝時間。

但也人觀察者認為，川習會

帶來了新的歷史機遇。川普的目

的並不是把中國經濟搞垮，讓民

眾受難。因為在中國目前體制

下，上層人士可以把貿易戰的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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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戰暫停 90天 川習會成歷史轉機
果轉移給百姓，自己並不受損

失。川普的目的是，在取得公平

貿易和美國重新強大的同時，使

中國發生制度性和結構性改變，

兩國都受益。

川普或許知道，任何外在壓

力要通過國家內部的改革和操作

才會作用。川普對共產專制制度

有清醒的認識，但從第一次與習

會晤後，對習近平幾乎都稱為

「老朋友」，「關係良好」，「很

喜歡他」，從沒有惡意評論。或

許，川普是像里根對戈爾巴喬夫

一樣，對待習近平，認為習有拋

棄現有制度的可能性和可塑性，

同時具備現實操作能力和權力。

90 天的緩解時間使得習進平獲

得了非常有利的改革動力。前些

年的反腐打江使習有了一言九鼎

的權力基礎，而川普外在的貿易

戰壓力使習獲得了改制變局的充

分理由。不過，面對歷史機遇，

政治人物最終的選擇，是抓住還

是放棄，則難以預測。

或許在印證這類猜測，川

普 12 月 5 日在推特上指出，中

方將在 G20 結束後的歸國長途

之中，將會發出「非常強烈的訊

息」。並稱「我不是要讓自己的

話聽起來很天真，但是我認為習

近平主席在我們（G20 上）長

時間、歷史性又有充滿希望的會

晤中，其發言說的每個字都是認

真的。我們討論了所有方面的主

題！」

任正非女兒溫哥華被捕

加拿大司法部發言人對該報

說，孟晚舟因美國有引渡要求而

被捕，定於 7 日舉行保釋聽證，

因孟晚舟申請的「禁止報導令」

有效，當局此刻無法提供更多詳

情。《環球郵報》報導說，她涉

嫌違反了針對伊朗的制裁。加拿

大司法部發言人伊恩．麥克勞德

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表示：「她被

美國要求引渡，並在週五設立保

釋聽證會。」

據消息人士 4 月份告訴路

透社，美國當局自 2016 年以來

一直在調查華為因涉嫌向伊朗和

其他國家運送美國產品而違反美

國出口和制裁法。 2016 年底，

美國商務部和財政部，向華為發

出行政傳票，調查華為是否違反

美國貿易禁令，向敘利亞、伊

朗、朝鮮等流氓國家提供美國技

術。並於 2016 年公布一份「中

興通訊」的絕密文件，文件中詳

細介紹如何利用空殼公司中轉等

方式，規避美國的出口管制。文

件中還說，一家代號 F7 的中國

公司也有類似做法，而 F7 的多

個關鍵特徵，都和華為公司一

致。

孟晚舟曾在香港天通科技

（Skycom）有限公司的董事會

任職。該公司後來被指向伊朗最

大的移動電話運營商出售被美

禁運的 Hewlett Packard 計算機

設備。報導稱，有至少 13 頁的

Skycom 提案帶有華為的標識。

華為此前辯解稱，它和 Skycom
都沒有對伊朗提供該設備。

有觀察者認為，美國計畫抓

捕孟晚舟應該已經有一段時間

了，不會是臨時突然決定。但孟

晚舟還敢到美國的盟國，也是大

意了，她對川普政府的行事風格

沒有清醒的認識。而抓捕和川習

會是同一天，也許是巧合，也許

還有川普給北京敲警鐘之意。

2017 年，美國司法部轄下

【看中國訊】加拿大

《環球郵報》(The Global 
and Mail)12月5日報導說，
加拿大當局應美國要求，12
月1日在溫哥華逮捕了中國
華為公司副董事長兼首席

財務官孟晚舟。她是華為創

始人任正非的女兒。

孟晚舟（網絡圖片）

【看中國訊】以美國為首的

聯軍 12 月 2 日透露，極端恐怖

組織伊斯蘭國（ISIS）高級頭

目烏馬拉恩（Abu al Umarayn）
12 月 1 日被聯軍無人機擊斃。

該頭目曾經參與殺害前美國陸軍

游騎兵卡斯格（Peter Kassig）
的行動。

聯 軍 發 言 人 瑞 安（Sean 
Ryan）上校在聲明中說，此名

頭目及其他幾名 ISIS 成員，已

在敘利亞 Badiyah 沙漠，被無

人機襲擊而喪生。

赫爾曼德省（Helmand）省

長雅新汗（Mohammad Yasin 
Khan）也表示，烏馬拉恩是一

名負責該省指揮塔利班叛亂分子

的官員。 12 月 1 日，他在阿富

汗和美國對南部赫爾曼德省的聯

合空襲行動中遭擊斃。

空襲發動時，烏馬拉恩正在

納瓦扎德與地方指揮官和武裝分

子們開會，與他一起被擊斃的塔

利班武裝分子還有 29 人。

黑森林

拿破崙 (Napoleon)

週一：休息
週二∼週四：上午9:00∼下午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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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油草莓蛋糕

定
制
造
型
蛋
糕

的聯邦調查局 FBI 以及美國財

政部，進一步對華為展開相關刑

事調查。孟晚舟現任華為副董事

長、首席財務官。主要負責華為

公司的財務運營及管理，包括財

務策略、風險管理、融資籌劃、

稅務遵從等業務。

孟晚舟出生於 1972 年，畢

業於華中理工大學（現華中科

技大學）。 1993 年加入華為，

歷任公司國際會計部總監、華為

香港公司首席財務官、賬務管理

部總裁、銷售融資與資金管理部

總裁等，現任公司 CFO。

任正非曾有過說明，孟晚舟

之所以姓孟，是讓女兒隨了姥爺

的姓。今年 3 月份，華為公布

了新一任的董事會成員名單。任

正非的女兒孟晚舟進入了董事

會，並任副董事長。董事會確定

孟晚舟為機關平臺運作的協調管

理人，外界猜測，等任正非退休

的那一天，孟晚舟將正式接班。

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館 12 月

6 日表示堅決反對並強烈抗議，

並向美國、加拿大提出嚴正交

涉，要求恢復孟晚舟人身自由。

遭美無人機擊斃
ISIS頭目等30人

美軍無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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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實現經濟多元

化」, 這話亞省人聽了幾十年

了。ATB 金融經濟學家 Todd 
Hirsch 表示，經濟多元化並

非想像的那麼簡單。幾十年

來，為了使亞省多元化，已有

不同的嘗試，但沒有一次特別

成功。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他說，據統計數據顯示，

我們今天比 20 世紀 80 年代

更加多元化。當然我們將繼續

推進，尤其在石油和天然氣衰

退期 , 希望更多的人試著去嘗

試改變職業道路 , 轉向農業，

科技，交通運輸，物流和旅遊

等領域。

卡城簡訊

卡城教育局（CBE）報

告顯示，近 20％的學校學生

人數處於飽和或超負荷。 226
所公立學校中，有 40 所學

校的學生容量超過 100％，

其中 14 所學校的學生數達

到 110％或更高，最高的是

Crossing Park 學校，學生人

數為 126％。壓力最大的是中

學。

全市40所學校超負荷

NDP政府允許學生參加同性戀聯盟 並禁止學校通知父母

加拿大邊境服務局表示，

在卡城國際機場，一名 38 歲

的女乘客試圖走私 1,300 克海

洛因（包括 24 顆顆粒），被

他們的工作人員查獲。她將面

臨指控，庭審日期12月7日。

一位發言人說，吸毒以逃

避檢測是非常危險和危及生命

的。CBSA 官員不僅挽救了

生命，還打擊毒品走私者和有

組織犯罪活動，保護了加拿大

人。

【看中國訊】週一（12 月 3
日），學生家長們和各信仰學校

組成的聯盟在亞省上訴法院繼續

對抗新民主黨（NDP）政府的

第 24 號法案，該項法案允許學

生參加同性戀聯盟（GSA），並

禁止學校通知這些學生的父母。

代表父母、父母權利團體

和信仰學校的「憲法自由公正中

心」，曾針對 24 號法案審查合

憲性之前，申請了禁制令。但是

該禁制令於 6 月份被宣布無效，

現在「公正中心」正在亞省最高

法院上訴。

該法案禁止學校通知學生家

長的理由是：如果學生加入這個

同性戀群體，可能會讓這些學生

「暴露」給對此不能接受的，甚

至是虐待性的監護人。但是「公

正中心」辯護稱，該法案違反了

父母的憲章權利，包括宗教和言

論自由，剝奪了父母們的知情

權。

「公正中心」的律師卡梅隆

（Jay Cameron）說：「要求學校

限制父母關於孩童的知情權是

不合法的，是不符合憲法規定

的。」他還說，「如果你要阻止

父母知道他們的孩子發生了什

麼，你必須採取保障措施，以確

保這些孩子在思想上，心理上和

身體上都是安全的。」

「公正中心」的呼籲中認

為，GSA 是「意識形態的性俱

樂部」，他們認為這些俱樂部被

用來欺負、灌輸和傳播性圖形材

料。在沒有父母監督的情況下，

兒童可能會受到「性別意識形

態」的影響而受到傷害。

到目前為止，尚有 28 所學

校未遵守該法案，其中一些是對

抗法案的聯盟的成員。

亞省現任教育部長埃根

（David Eggen）曾在今年 8 月

威脅說，不遵守 24 號法案的學

校將失去 2018-2019 學年的公

共資金。聯合保守黨黨領康尼

說：「我不認為拋出砍掉資金的

威脅有大的作用，」他說，「我

認為埃根部長應該採取一種非

常深思熟慮的辦法，而不是對

抗性的。」

備受爭議的24號法案遭頑強抵制

【看中國訊】加拿大貴富

大 學 （University of Guelph）
和 達爾豪斯大學（ Dalhousie 
University）的一份聯合調查報

告指，2019 年食品價格總體上

漲 1.5％至 3.5％。蔬菜將出現最

大漲幅預期 4％至 6％；肉類價

格將下降 1％至 3％，而海鮮可

能保持不變或下降 2%。為此，

明年每家食品將多花 400 加元。

【看中國訊】加拿大央行決定

基準利率將維持在 1.75％不變。

行長 Stephen Poloz，週四表示，

最近發生的事件，包括油價下

跌，正在影響他對前進道路的看

法。 9月份國內生產總值（GDP）
出乎意料地下滑，而油價下跌已

經抑制了預期的增長。

【看中國訊】弗雷澤研究所

的一項新研究顯示，亞省的醫療

就醫平均等待時間為 26.1 週，

高於加拿大平均數 19.1 週。

弗雷澤研究所主任 Bacchus 
Barua 說，等待如此之久的原因

是，政府只是簡單地向醫療系統

增加資金投入，在邊緣上做些微

調，但政策保持不變，實際上沒

絲毫改善。從 1993 年至今，等

待時間增加了約 150％。他補充

說，加拿大應做些明顯的政策改

變，如：全民醫療保健系統與私

營醫院合作，資助私營醫院等。

食品漲價 明年每家多付400元

加央行維持基準利率不變

亞省就醫需等26週

【看中國訊】亞省省長諾特

利週日宣布，該省將從明年 1
月開始強制石油公司減產，以提

高石油的價格。

亞省政府計畫在 2019 年的

前三個月內，每日減產 32.5 萬

桶，直到庫存積壓耗盡，然後在

隨後的九個月裡，每天減產 9.5
萬桶。有官員表示，由於運輸能

力的限制，每天有 19 萬桶原油

不得不被儲存起來。

亞省經濟部長庇魯斯說，

「如果我們看到石油差價顯著縮

小，限產不需要進行整整 12 個

月，那我們會做出調整。」

UCP 和亞省各政黨都表示

限產符合加拿大經濟的最佳利

益。BMO 和帝國石油公司擔心

減產會對 GDP 產生重大影響。

省長諾特利批評現任聯邦自

由黨政府對目前亞省的石油危機

沒有採取任何措施，她說：「我

們不需要渥太華的同情，我們需

要他們的關注。」

聯邦進步保守黨領袖安德

魯．謝爾（Andrew Sheer）本

週一表示，總理特魯多（Justin 
Trudeau）對目前加拿大西部的

低油價負有「直接責任」。

謝爾表示，聯邦上訴法院

喊停跨山油管的責任仍在聯邦

自由黨政府，因為這是該政府

在和第一民族協商的時候執行

失敗導致的。

應對低油價 明年一月起 

亞省石油強制減產

亞省經濟多元化易說難做

機場查獲1300克海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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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方突密集換將 軍心大亂

軍隊再現密集換將

綜合陸媒 12 月 3 日報導，

近期中共軍隊高級將領調整密

集，最新調整的包括：原任空

軍空降兵某軍軍長的劉發慶空

軍少將已跨軍種升任陸軍副司

令員；原北京軍區空軍副司令

員楊衛東少將已調任南部戰區

副參謀長；武警部隊副政委顏

曉東中將兼任了武警部隊黨委

政法委書記。

原第 14 集團軍副政委高偉

少將已接下顏曉東原本擔任的武

警部隊政治工作部主任職務；原

第 13 集團軍政治部主任、正軍

級少將劉誠已擔任北部戰區政治

工作部副主任、戰區黨委政法委

副書記；原西部戰區陸軍紀委書

記姚永良出任南部戰區副政委兼

政治工作部主任、黨委政法委書

記等。

傳軍中人心大亂

最新這一波軍中人事變動，

正好伴隨著軍中打虎風暴再臨的

傳聞。

8 月以來先後傳出出事的就

包括：東部戰區副司令兼參謀長

楊暉、西部戰區副司令劉小午，

南部戰區政委魏亮和原廣州軍區

司令徐粉林。

還有一個傳將出事的是東部

戰區司令劉粵軍上將，劉曾參加

過 1979 年的越戰，是現任中共

將領中具有豐富作戰經驗者。外

界認為，習近平軍中清洗不惜大

動軍心拿下實戰派將領，或說明

腐敗極其嚴重，以及軍中反對勢

力仍存。

據媒體早前盤點，中共軍中

至少還有 12 名上將早已陷落馬

傳聞，但由於種種原因暫時未獲

處理，或已處理而未公布。其中

包括賈廷安、範長龍、廖錫龍、

李繼耐、杜金才、張樹田、杜恆

岩、許耀元、熊光楷、朱福熙、

蔡英挺、常萬全。

總部在香港的中國人權民運

信息中心 10月 17日曾爆料稱，

今年「八一」時原本有四人要升

上將，因故取消。據稱當時已有

120 名將領正在被調查，並且軍

中已出現極大內亂。目前在所謂

「政治學習會」上，新兵反覆在

提許多疑問，而他們的政委們都

無法解答。

11 月 1 日美媒報導，消息

人士披露大陸軍隊反腐的近況，

據稱，不久前，中共軍紀委給軍

以上幹部每人發一張表，要他們

填寫「在提拔過程中是否行賄」

和「是否為他人謀取利益而受

賄」等內容，並挨個談話強硬申

明：如有行賄受賄行為，交代了

並積極退贓，免於刑事追究，只

作紀律處分。如隱瞞不交代一旦

被查出，將加重處罰。

據稱這讓所有接受填表者心

驚肉跳夜不能寐，許多人一個月

也交不了表。行賄受賄軍中太普

遍了，不說不行、說了也不行，

內心的風暴比外邊的風暴更狂

烈，許多人如實填寫「曾有過行

賄受賄行為」。據說範長龍等

軍中高層曾主動交代賄賂數千萬

到數億不等。

交代後的處理就是被立即安

排回家接受監視居住，不得亂走

亂動，聽候處理。所謂處理就是

「免職降職然後退下」。

報導估計，全軍受此處分

的高級幹部將超過被抓「軍中

老虎」的數量。落馬人數再加

上這次紀律處分者，數字非常

驚人。

11 月 30 日，多家海外媒體

報導稱，11 月 29 日同一天，三

名中共軍中退役上將被抓，分別

是前海軍司令吳勝利、前南京軍

區司令蔡英挺、前中央軍委裝備

發展部政委王洪堯。但有關消息

仍未獲官方證實。

大老虎餘毒難清

觀察大陸官方報導，在郭伯

雄、徐才厚倒臺後，當局至今仍

一直強調「徹底清除郭伯雄、徐

才厚的流毒」，後來又增加了肅

清房峰輝和張陽「餘毒」，目前

軍中中層以上將官其中相當部分

還是被郭、徐、房、張在位時提

撥，經過清洗後亦難免有「漏網

之魚」。

近幾年軍隊已經過多輪密集

大調整。其中，在 2017 年底的

一輪調整中，中共軍報曾披露，

中共陸軍原集團軍主官全部換

崗，90% 班子成員交流任職。

觀察人士認為，軍方官員大

範圍調整，不排除為打亂原有人

事布局，防範長期任職一地造成

的宗派主義、山頭主義，甚至是

類似「政變」問題的發生。

據《蘋果日報》署名李平的

分析，十九大後習近平掌軍仍存

問題。軍隊並非鐵板一塊，習近

平軍權保衛戰仍未結束。

【看中國記者李文隆

綜合報導】北京政局表面平

靜，軍隊卻頻傳有將領落馬

及軍心動亂。日前又一輪軍

中換將開始，引發猜測。

中共軍隊將領密集調整，被認為是為防範「政變」風險。（Getty Images）

程維高孫女加拿大從政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綜合報

導】海外社交媒體推特 12 月 3
日流傳一張原河北省委書記程維

高孫女程頌蓮的照片。程維高之

子程慕陽目前被通緝，藏匿在加

拿大，他被曝將女兒推上加拿大

政壇。

據《多維網》12 月 5 日報

導，暫時無法確定程頌蓮是否仍

擔任加拿大青年自由黨主席職

務。據悉，按照其父程慕陽的計

畫，程頌蓮的目標乃加拿大女總

理寶座。

程維高於 1988 年任中共河

南省委副書記、省長，1990 年

起分別擔任中共河北省委副書

記、省長、省委書記、省人大常

委會主任等職務，在河北政界一

直是個有影響力的人物。 2003
年 9 月，程維高被中共紀委開

除黨籍，並撤銷正省級職級待

遇。

程慕陽出生於 1969 年，原

是北方國際廣告公司北京分公司

經理、香港佳達利投資有限公司

董事長。他曾幫助程維高的秘書

李真，轉移贓款和勾結他人共同

貪污國家資產 535萬元人民幣。

此外，1994 年至 1996 年，

程慕陽在河北共向 700 多家企

業非法收取廣告費 2,900 多萬元

人民幣。

2000 年 8 月 8 日，程慕陽

在父親的安排下，外逃至紐西

蘭，後逃往加拿大。之後，他在

在溫哥華臨近海灣買下一座 65
公頃的小島，島上還建有私人機

場。 2016 年 10 月 24 日中紀委

反腐片中透露，身在加拿大的房

地產開發商邁克爾．程（即程

慕陽）的住所估價約合 2000 多

萬人民幣。因在溫哥華地區開發

建造了多個高端地產項目，他成

為當地的「風雲人物」。

此外，程慕陽多次向加拿大

政黨捐款，還利用資金為其女兒

從政鋪路。

程頌蓮，1996 年出生於香

港，4 歲時被父親帶到加拿大，

優渥的家庭條件和財力，使得她

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程慕陽更是

大力培養支持她往加拿大政壇發

展。

從加拿大著名的私立學校約

克豪斯畢業之後，程頌蓮進入卑

詩大學政治科學專業學習。通

過自己的才能和父親的錢財人

脈，程頌蓮還擁有了另外一個身

份——加拿大聯邦青年自由黨卑

詩省分部主席，前途看似一片光

明。

中國發出紅色通緝令之後，

加拿大民眾知道了程慕陽是中國

正在通緝的巨貪。加拿大卑詩省

青年自由黨召開了緊急會議，所

有成員都通過了向加拿大自由黨

總部提出關於撤銷程頌蓮主席身

份的決議，得到的答覆是：「同

意」。

緊接著，外媒開始爆料程慕

陽通過各種手段，將資產轉移至

子女名下。 2015 年 4 月初，程

頌蓮從加拿大匯出 100 萬美元

到美國一家上市公司，作為合併

融資，這錢就是程慕陽贈與女兒

兩天兩官員自殺
【看中國訊】12 月 3 日、4

日，兩天內再有《聲屏世界》副

社長邱學峰和重慶一公安局副

局長吳修遠自殺。

陸媒《新京報》報導，「12
月 4 日上午，重慶市榮昌區公

安局常務副局長吳修遠在辦公

室自殺死亡。遺書反映出其精

神抑鬱，加之有親屬病重，深

感壓力巨大。」

12 月 4 日同一天，《澎湃

新聞》報導稱，江西《聲屏世界》

雜誌社副社長邱學峰因不堪病

痛折磨，留下遺書，於 12 月 3
日晚墜樓身亡。

近年來大陸官場非正常死

亡事件中，死者多被官方通報

指生前有抑鬱症，人們已見怪

不怪。綜合媒體報導，僅上月

密集出現的官員自殺案例還有：

11 月 26 日，雲南省昭通

市威信縣雙河苗族彝族鄉人大

主席團副主席楊祖輝在宿舍猝

死，警方稱「排除他殺」。

遼寧瓦房店市人社局局長

徐明 11 月 19 日跳樓身亡，同

日遼寧北票市人大常委會主任

夏春廣墜河身亡。

11 月 15 日，四川省什邡

市財政局局長黃卓在辦公室被

發現自縊身亡。 11 月 12 日下

午，黑龍江工程學院黨委書記

李耀東被發現在其辦公室內自

縊身亡。

人民日報旗下的雜誌《新聞

戰線》前總編輯胡欣 11 月 6 日

中午 1 點左右，從報社 19 層跳

樓自殺。

11 月 1 日，內蒙古公安

廳副廳長、呼和浩特市副市

長、公安局局長李志斌在凌晨

於公安局休息室內上吊身亡。

官方消息稱他一直被抑鬱症困

擾。

的。家底被揭，又有涉嫌參與轉

移資產的曝光，程頌蓮要想繼續

她規劃好的政治之路，恐怕是很

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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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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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

根據加拿大國

際金融顧問公司

Arton Capital
編製的最新「護

照 指 數 排 名」

（Passport Index），中華民國護

照免（落地）簽國家有 131 個，

排名第 28 名，經常用來做比較

的香港排名第 13，大陸護照排

名第 58。
根據最新排名，持有阿拉伯

聯合大公國的護照，不必事先申

請簽證就能前往 167 個國家，

被評為全世界最好用護照。

新加坡和德國護照並列第 2
名，不必事先申請簽證就能前往

166 個國家；美國、丹麥、瑞

典、芬蘭、盧森堡、法國、義大

利、西班牙、挪威、荷蘭、韓國

護照居第 3，免（落地）簽國

家有 165 個。英國、比利時、

奧地利、日本、希臘、葡萄牙、

瑞士、愛爾蘭、加拿大等第 4，
免（落地）簽國家 164 個。

【看中國訊】香港大學民意

研究計劃公布市民對香港紀律部

隊的滿意度，警隊排名最後。

港大在 11 月隨機訪問了

1000 名民眾，對香港紀律部隊

滿意度進行調查。結果發現，

消防處排名第一，滿意率為

89%；排名第二的是入境事務

處，滿意率為 74%；海關排名

第三，滿意率為 76%。至於香

港市民最不滿意的，就是香港警

察，滿意率只有 29%。

報告認為警隊必須「加強其

執勤的專業化和對社會的關愛，

不要靠攏政治勢力，不用旁門左

道，讓政治問題以政治解決」。

【看中國訊】港媒發現，利

用 RFID 技術製造的港澳臺內

地居住證、及香港新身份證，可

被深圳華強北就能買到的讀卡機

「隔空」讀取，資料一覽無遺！

目前有超過 8 萬名領有內地居

住證的港澳市民及約 8 萬名臺

灣人，或陷隱私危機。

讀卡機可讀取全部資料

《香港 01》報導，記者早前

接獲消息，在深圳華強北一間店

舖以數百元人民幣，就能購入

「身份證讀卡器」，並邀請了一

名有內地居住證的港人測試。

用讀卡器掃描居住證，卡片

的資料就在電腦上一覽無遺，包

括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簽

發日期、居住證號碼、通行證號

碼、簽發機關、次數、公民身份

證號碼、均顯示出來，並可供整

份列印。

隔著錢包卡片都能讀取

記者測試發現該讀卡機可以

隔空 6 厘米讀取資料，即使將

居住證放在錢包內、隔著多張卡

片，讀卡器仍然能夠讀取資料，

形容讀卡器「十分靈敏」。

據報導，該讀卡機軟體顯示

製造公司為「精倫電子」。根據

官網資料，該公司是中國大陸

「唯一一家公安部授權居民身份

證閱讀機生產企業」。

香港新身份證 
採用同一技術

事實上，香港即將更換的新

一代身份證，也同樣採用 RFID

技術，安全性備受質疑。

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

方保僑指出，內地居住證及香港

新身份證有同樣被不明人士獲取

資料的風險，他們不但可以獲取

持卡人資料、也能跟蹤持卡人去

向、盜用信息及進行詐騙。

前線科技人員議政小組成員

賀穎傑也坦言，有關技術的安全

問題成疑，目前持卡人只能透過

買入防 RFID 讀取的錢包或卡片

套、或者以錫紙包裹卡片以防信

息被讀取。

Phoebe Ku Chaoran LiAndy Lai

© 2018 Mercedes-Benz Canada Inc. Lease and finance offers based on the 2018 CLA250 4MATIC/2018 C 300 4MATIC Sedan are available only through Mercedes-Benz Financial Services on approved credit 
for a limited time. *Total price of $46,210.25/$56,250.25 for advertised vehicle includes MSRP plus all applicable dealer fees. **Lease example based on $399.08/$500.55 per month for 45/45 months. 
Down payment or equivalent trade of $0/0 and applicable taxes due at lease inception. MSRP starting at $46,210.25/$56,250.25. Lease APR of 1.9%/2.9% applies. Freight/PDI of $2,995, dealer admin fee of 
$695, air-conditioning levy of $100, EHF tires, filters, batteries of $20, PPSA of $27.96/$27.96 and AMVIC fee of $6.25 are due at signing. Total obligation is $35,075.73/$42,881.12. Vehicle license, insurance, 
registration, and taxes are extra. Dealer may lease or finance for less. Offers may change without notice and cannot be combined with any other offers. See your authorized Mercedes-Benz dealer for details or 
call the Mercedes-Benz Customer Relations Centre at 1-800-387-0100. Offers end December 31,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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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cedes-Benz
The best or nothing.

租賃起始利率 每月供款 可獲得高達 再加上您的

2.9%* $499** $4,250† 3 個月††

45 個月 $0 首付 現金返還 供款由我們支付

冬季節假日促銷活動。正在進行。
此刻就在  Mercedes-Benz Country Hills。今天以2018精選車型的特別優惠作為熱身。

2018 Mercedes-Benz C300 Sedan

*不含稅 #18791128

租賃起始利率 每月供款 可獲得高達 再加上您的

1.9%* $399** $3,500† 3 個月††

45 個月 $0 首付 現金返還 供款由我們支付

2018 Mercedes-Benz CLA250 Coupe

*不含稅 #18806032

全球護照排名
中華民國第28

香港警隊民望低

當心洩密！內地居住證信息可隔空讀取

【看中國記者鐘靈綜合報導】

《BBC》12 月 4 日報導指出，

自從國民黨在臺灣九合一選舉大

勝後，大陸方面正積極推出前

往「藍色縣市」的旅遊團，並獲

得北京官方肯定。大陸國台辦發

言人馬曉光表示，大選後已經立

即有旅遊團赴高雄旅遊，並直言

「島內局勢出現了一些變化……

兩岸的交流將來應該是範圍更

廣、規模更大。」

「韓流」帶動 
高雄成陸客熱點

報導指出，高雄等「藍色縣

市」目前已經準備好接待陸客。

高雄市遊覽車商業公會前理事長

江其興表示，目前已經接到通

知，受當選的高雄市長韓國瑜

的「韓流」帶動，不少陸客指名

要到韓國瑜競選期間走訪的高雄

「三山」（旗山、岡山、鳳山）

地區旅遊，當地地接社會安排他

們到旗山美濃有機農場吃美食，

到岡山品嚐羊肉爐，到鳳山的造

勢場地參觀。

觀光業者透露，大陸方面要

到高雄的觀光團已經著手啟動，

更形容，「只要上面一聲令下，

要多少團有多少團」。

專家：凸顯臺灣經濟 
受制於大陸

不過在市面一片歡騰之際，

專家提醒，單一的選舉後勁並不

能改變臺灣整體的經濟環境，而

且更凸顯臺灣經濟受制於大陸的

困境。

今年是前總統馬英九開放陸

客遊臺第 10 年，自 2008 年開

通後，2015 年陸客赴臺旅遊達

到高峰，突破 400 萬人次，佔

旅臺外國遊客中 40%；2016 年

民進黨政府上臺後，由於不承

認國民黨與北京協議的「九二共

識」，北京轉而從多方面打擊臺

灣，先後推出旅遊禁令，令陸客

數量銳減 60%，估計令臺灣旅

遊業損失約 20 億美元。

《BBC》指 出， 大 陸 利 用

「經濟武器」作為政治服務的工

具，已有前科，例如 2017 年韓

國接受美國協助在境內部署薩德

反導彈設施，中方隨即推出「禁

韓令」，令旅韓人數銳減40%。

臺經院景氣預測中心主任

孫明德形容，目前「陸客只是維

他命，可以幫助虛弱的體質，

但不能當萬靈丹」。因為大陸

對任何國家的態度都是「說變就

變」，如果長期依賴大陸市場，

不但經濟，政治、社會方面也將

一直受制北京政府的取態。

《BBC》也引述海外專家指

出，從近年種種跡象顯示，臺灣

的經濟命脈幾乎全抓在北京政府

的手中，如果無法做到經濟來源

多樣化，無論是旅遊業還是其他

產業，臺灣也無法做到真正的自

主和持續發展。

     高雄「盼」陸客回流
凸顯臺灣受制於大陸的困境

高雄佛光山佛陀紀念館（維基百科）

中華民國護照 
（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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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大學流失中國留學生 買保險挽留

芬太尼氾濫 加政府棘手

美國之音日前報導，美國

國務院官員就新的背景調查一

事回應說：「美國歡迎所有合

法的旅行者來到美國，其中包

括中國留學生。每一位想來美

國的人都會受到詳細的安全審

查。申請者之後也會持續受到

審查，來保證他們能夠合法來

到美國。」國務院表示，目前中

國學生簽證的最長有效期為 5

年，沒有改變。領事官員根據

個案來決定簽證的期限，多數

簽證申請者得到的簽證時間是

最長期限。美國大學不希望中

國留學生流失，有大學更未雨

綢繆，為此「買保險」。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

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因擔心中

國留學生減少，使得學費收入

降低，選擇砸重金購買保險。

該校的商學院和工學院買了一

份為期 3 年，給付金高達 6000
萬美金的保險。這兩所學院每

年須承擔的保費高達 42.4 萬

美元。保單規定，如果在一年

內，這兩所學院的中國留學生

學費收入下降超過 20%，他們

即會獲得保險補償。商學院院

長傑夫 ‧ 布朗（Jeff Brown）
表示，觸發保險給付的原因包

括：中國學生的簽證受阻、流

行病、貿易戰等學院無法控制

的特殊狀況。

美國國務院官員表示，國

家安全是決定發放簽證的一個

重要考量，每一個簽證申請者

都會受到詳細的安全審查。

路透社 11月 29日報導說，

川普政府正在考慮是否要在中

國學生進入美國學校之前進行

額外的審查。正在考慮的方法

包括：檢查學生電話紀錄，搜

索他們在中國和美國社交媒體

平臺上的個人帳戶，看看能否

發現中國學生留學美國的真實

意圖，以及他們進入美國政府

機構相關部門的意圖。

「中國派往這裡的每一名

中國學生都要經過黨政批准程

序。」一名美國高級官員說。

「也許你在這裡的目的不是傳統

意義上的間諜，但沒有一個中

國留學生來這裡能脫離國家的

約束。」

今 年 6 月， 美 國 國 務 院

將學習航空、機器人和先進製

造業的中國留美研究生簽證從

五年縮短到一年。美國官員表

示，這是為了規避間諜活動和

知識產權被竊的風險，因這些

領域關乎國家安全。

美加芬太尼氾濫

芬太尼是一種強效、類鴉片

止痛劑，起效快速但作用時間

極短，比嗎啡效力高 50 至 100
倍，只要幾粒沙粒大小的毒品就

可致命。

由於芬太尼強力高效，醫療

用途多為全身麻醉劑。止痛之餘

也被人作為鎮靜、鬆弛劑濫用，

但卻可致人著迷上癮，形成吸毒

癮癖。其可能帶來的暴利吸引了

犯罪。

2017 年，卑詩省最高法院

在一項裁決中說明，販毒者將價

值 7 萬元的一公斤海洛因，與

價值 12,500 元的芬太尼混合，

就可以變成 100 公斤價值 700
萬元的毒品。

美國聯邦緝毒署全球行動組

副組長曾在國會作證指出，中國

目前有 16 萬家化學公司，其中

很大一部分是非法藥物製造商的

直接供應來源。他還說，在中國

以 3000 美元至 5000 美元購買

一克芬太尼，可在美國黑市獲得

高達 150 萬美元的利潤，並可

致 50 萬人於死地。

川普與習近平會談時，川普

希望中國把芬太尼列為管製藥

物，而後雙方找到共同立場。中

國外交部在一份聲明中稱，中國

已決定管制芬太尼藥物，同時開

始修訂相關法律法規。白宮發言

人桑德斯（Sarah Sanders）在

聲明中指出，之後有不法份子將

芬太尼銷售至美國，將在中國依

法接受最重判刑。

芬太尼在美國氾濫已造成

重大影響。美國疾病管制與預

防中心（CDC）統計，美國因

吸食過量芬太尼致死的人數，

僅 僅 2013 至 2014 年 間 就 暴

增 80%，相較之下，死於吸

食過量海洛因的人數隻增加了

26%。僅 2016 年，就有 6.4 萬

美國人死於毒品過量，其中 2
萬人因攝入芬太尼死亡。美國的

芬太尼絕大部分源自中國。

加拿大的情況也同樣嚴峻，

來自中國的芬太尼相關毒品，通

過走私方式，近年來不斷流入加

拿大，去年在卑詩省，芬太尼已

奪走了近千條的人命，而在安大

略省使用芬太尼毒品致死的消息

也時有所聞。

加拿大邊境服務局的數字顯

示，來自中國的芬太尼幾乎接近

查獲量的百分之百，主要通過郵

包。加拿大政府在過去幾個月已

經試圖與中國聯手打擊打擊芬太

尼販賣，但總理特魯多也在回應

記者提問時承認：「正如你所說

的，顯而易見我們還需要做更

多。我們認識到這是一場在加拿

大持續的危機，確實也越來越

糟。」

中國政府想在溫哥華派駐警

方聯絡人，以追查在中國涉嫌腐

敗的嫌疑人和金融逃犯。這要求

已被加拿大外交部以國家安全為

由拒絕拒絕，有些個案證實，這

些來自中國的警方聯絡人可能一

直為中國國家安全部工作。這讓

加拿大政府和警方擔心，在芬太

尼的問題上，中國政府會更加不

配合。

聯邦保守黨外交評論議員

奧圖爾（Erin O'Toole）的說：

「中國政府在拖延調查和關閉位

於中國大陸的（毒品）生產設

施，這令人深感憂慮。」「這是

一個生命攸關的問題，不應該有

任何外交交換條件。」

前渥太華警察總長、聯邦參

議員懷特（Vern White）認為，

如果中國不採取行動阻止芬太尼

從中國流向加拿大，加拿大應採

取懲罰性的貿易行動。「中國沒

有顯示任何意願來停止它，想像

一下，如果我們一直在工廠裡生

產芬太尼，然後輸送到美國（的

後果）」他說。

中國芬太尼巨頭 
身份曝光

儘管美加兩國媒體披露的信

息顯示芬太尼在中國大量生產。

但《新浪》報導，截至目前，

中國大陸僅有湖北人福醫藥集

團（簡稱：人福醫藥）、國藥集

團、恩華藥業三家公司獲得生產

芬太尼的相關批文。其中，人福

醫藥是中國大陸生產芬太尼類產

品的龍頭企業。

隨著「芬太尼事件」持續刷

屏，人福醫藥緊急發布公告，表

示該公司控股子公司宜昌人福

藥業有限公司（簡稱：宜昌人

福），2017 年度的芬太尼系列

產品銷售收入超過人民幣 20 億

元，截至目前宜昌人福沒有任何

芬太尼類物質（中間體、原料

或製劑）出口到美國。

人福醫藥控股股東是武漢當

代科技產業集團有限公司（簡

稱：當代集團），實際控制人為

湖北富豪艾路明。

公開資料顯示，艾路明

1957 年出生於湖北武漢，外公

唐生智系國民黨一級上將，中共

建政後曾任中國人大及政協常

委、國防委員會委員等職。艾路

明除擔任當代集團董事長外，

還兼任阿拉善 SEE 生態協會會

長、武漢大學博士生導師等職。

當代集團成立於 1988 年，

坐落於武漢光谷，是一家大型綜

合性集團。公司轄有 4 家 A 股

上市公司人福醫藥、當代明誠、

三特索道和天風證券，業務涵蓋

醫藥、房地產、證券、教育、影

視等領域。

據大公國際發布的一份評

級報告，截至 2018 年 3 月，

當代集團總資產規模超過 800
億元人民幣，2017 年實現營收

232.11 億元，淨利潤為 26.98
億元。

另有消息稱，當代科技已是

湖北省最大的民營集團公司。

【看中國記者憶文綜

合報導】據悉，每年36萬中

國留學生的學費和其他費

用，給美國高校帶來了140

億美元的收入。近10年中國

留學生的數量迅速增加，但

在2017年出現首次下滑。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

合報導）日前「習川會」中川

普向習近平提出要求中國嚴

控「芬太尼」一事，使得「芬

太尼事件」的持續刷屏。但

據《環球新聞》報導在加

拿大，在加拿大政府拒絕

了中國政府的外交要求後，

「（芬太尼）的情況越來越

糟糕。」

（Fotolia）

芬太尼事件事件持續發酵（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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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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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據美國之音報

導，路透社援引瞭解內情人士的

消息稱，中國國際石油化工聯

合公司（UNIPEC）計畫明年 3
月之前恢復購買美國原油。

據報導稱，美國總統川普和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二十國集

團（G20）峰會上達成的共識減

少了中國對美國石油加徵關稅的

風險。

根據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

表示，聯合石化考慮明年 3 月

1 日之前恢復進口美國石油。根

據美、中二國的領導人達成的協

議，二國要在明年 3 月 1 日之

前的90天內談判達成貿易協議。

如果雙方在這個期限內未能

達成協議，10% 的關稅將會被

提高至 25%。

美中貿易戰今年早些時候爆

發以後，中國完全停止從美國進

口原油。

根據路透社援引亞洲最大的

煉油公司中石化的一位高管表示

說，希望購買美國原油的中國買

家會利用這個機會，購買能夠在

2019 年 3 月 1 日之前運到中國

的美國原油。

聯合石化是中石化的全資子

公司，從事原油、成品油、液化

天然氣，以及倉儲物流等國際石

油貿易業務。

路透社：中國擬恢復
進口美國原油

刻骨銘心的「大水漫灌」

在中國央行成立 70 週年之

際，央行的行長易綱在《中國金

融》雜誌發表名為〈在全面深化

改革開放中開創金融事業新局

面——紀念改革開放 40 週年暨

中國人民銀行成立 70 週年〉的

文章，其中特別提出，宏觀調

控，尤其是貨幣政策必須根據經

濟形勢變化靈活適度調整，加強

逆週期調控。

中國官媒《經濟日報》4 日

發文點評貨幣政策稱：「當前經

濟下行壓力有所加大，基建投資

增速下行，金融機構風險偏好下

降，信用增長延續放緩態勢，

小微企業、民營企業融資難問

題較為突出，民間投資活力不

足……」

官媒強調貨幣政策應加強

「精準滴灌」，而不是「大水漫

灌」。「大水漫灌」是指北京當

局依靠大規模釋放貨幣到金融系

統，並試圖傳導到實體經濟中帶

動經濟的增長。人們對「大水漫

灌」的擔憂揮之不去。

在「2018 全球財富管理論

壇」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高培勇強調，面對新問題和新挑

戰，要時刻警惕著一件事——不

能搞「大水漫灌」。「我們對大

水漫灌並不陌生，有過切身的經

歷，當然也有了刻骨銘心的教

訓。」

高培勇回憶 2008 年金融危

機時說：「我清晰記得在北京，

我的很多同事在考慮買不買住房

這個問題上是頗為躊躇的，為甚

麼會猶豫？因為北京的房價已經

出現了下降，起碼是企穩的，但

是 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波及中

國，當我們被捲入到那樣一場反

國際金融危機浪潮的時候，啟動

了以 4 萬億投資帶動更多投資

的策略，最終是大面積的放水，

結果如何？到了 2009 年 5 月分

之後，北京的房價就已經出現了

快速攀升的勢頭，到十年以後

的今天，北京的房價是 2008 年

的多少倍數呀？大家看得很清

楚。」

高培勇強調，「大水漫灌」

會使中國再次失去轉方式調結構

的機遇，甚至再次付出昂貴的代

價。

據道富環球顧問公司發布的

《2019 年全球市場展望報告》認

為，投資市場情緒轉差，市場對

美中貿易戰的關稅問題似乎已作

好最壞打算，中國必須讓投資者

相信經濟仍然保持在有序減速而

避免硬著陸的軌道上。

國際評級機構標準普爾認

為，如果中國決策者重回靠快速

信貸增長保護經濟免受美中貿易

戰衝擊的路數，它擔心中國主權

評級可能面臨壓力。

海通證券研究團隊姜超等人

的報告認為，「大水漫灌」就是

加槓桿，通過債務擴張支撐經濟

穩定。 2018 年的現在，無論是

地方政府債務，還是企業債務

率，抑或居民槓桿，都處於前所

未有的高位，強行加槓桿的空間

有限。

從宏觀槓桿率上來看，

2017 年中國宏觀槓桿率高達

255.9%，甚至超過很多發達

經濟體。從政府槓桿率來看，

2017 年這一數據僅為 36.2%，

但如果加上地方政府的隱性債

務，這一數據早就超過國際警戒

線。報告直言，「大水漫灌」沒

有未來。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

合報導】眾多研究機構認

為，中國必須讓投資者相信

經濟避免硬著陸。國際評

級機構標準普爾警示，中國

存在出現信貸快速擴張的

風險。12月4日，中國央行行
長易綱發表萬字署名文章

談貨幣政策。有學者表示，

「大水漫灌」的貨幣政策帶

來的後果是刻骨銘心的。

中國必須讓投資者相信經濟避免硬著陸。（Fotolia）

中石化（公有領域）

吳京補稅2億  演藝圈551人被約談
【看中國記者端木珊綜合報

導】「戰狼再猛，也得補稅」。

近日有演藝圈內部權威人士透

露，《戰狼 2》的導演兼主演吳

京涉及稅款問題。按照最新公

布的補稅程式計算，吳京需要

補稅 2 億多元。

據《中國經營報》引述影視

行業內權威人士表示，吳京近

期涉及稅款問題。

由吳京執導並主演的「愛國

大片」《戰狼 2》去年在中國大

賣，取得了 56.8 億元的票房。

按照中國電影票房的普遍分成

規則，扣除 5% 的國家電影專

項基金，和 3.3% 營業稅後，

《戰狼 2》的淨票房收入為 52.1
億。根據吳京方面與發行方在

開拍前簽署的約定，吳京憑

藉《戰狼 2》獲得的票房分成約

18.9 億元。

有圈內人士根據日前曝光

的《橫店工作室會議內容》的補

稅方式計算，吳京至少要補稅 2

億多元。

目前，吳京尚未對相關消

息作出回應。但大陸網友紛紛

調侃道，「愛國難道還要交稅

嗎？」「我尋思著愛國了，怕是

可以不繳了吧！」

微博大 V 羅昌平在微博模

仿《戰狼 2》中的台詞口號留言

說：「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

逃我國稅者，雖遠必追！」

除了上述稅務問題外，《戰

狼 2》後續的《戰狼 3》似乎也遇

到難題。 12 月 2 日，中國知名

影視編劇汪海林在個人微博「汪

海林」爆料稱，《戰狼 3》已被叫

停

另外，自稱娛樂圈圈內人

的網友「正義的化身—噠噠」

11 月 30 日在微博爆料演藝圈

最新情況顯示，稅務總局稽查

演藝圈，出手很重。約談對象

幾乎覆蓋一二三線所有以工作

室形式納稅的演員。第一批次 1
人，第二批次 150 人，其中 17
人為第一重點約談對象，35 人

為第二重點約談對象，第三批

次 200 人，第四批次 200 人。

四個批次加起來共 551 人。此

外，還會約談或傳達給導演、

編劇、製片人等涉及與演員同

類型納稅的幾乎每一個從業人

員。「正義的化身—噠噠」特

別提到，鄧超孫儷夫婦補稅 2.5
億，「消息準確！」不過，該消

息尚未得到證實。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

導】中國央行下發〈關於支付機

構撤銷人民幣客戶備付金帳戶

有關工作的通知〉特急文件，規

定支付寶等各支付機構，應於

2019 年 1 月 14 日前撤銷人民

幣客戶備付金帳戶。

這涉及上萬億元人民幣資

金，分析指支付機構的好日子

結束了。

綜合中國內地媒體 12 月 4
日報導，中國央行支付結算司

向上海總部金融服務一部，各

分行、營業管理部、省會（首

府）城市中心支行等發布通知，

要求制定銷戶目標和銷戶計畫。

與此同時，支付機構應制

定切實可行的銷戶計畫，與備

付金銀行做好溝通，明確銷戶

時間。

該通知提出，支付機構能

夠依托中國央行旗下的銀聯和

網聯清算平臺實現收、付款等

相關業務的，應於 2019 年 1 月

14 日前撤銷開立在備付金銀行

的人民幣客戶備付金帳戶，規

定可以保留的帳戶除外。

目前，支付寶和財付通二

家支付巨頭沉澱的客戶備付金

規模合計約為萬億元人民幣左

右，占全部支付機構備付金總

量的 90% 以上。

直白點說，中國央行要來

接管備付金這筆「鉅款」。而

此次發布的通知要求支付機構

撤銷備付金帳戶，也被認為是

這一進程的加快。按照通知，

若備付金銀行、清算機構發現

客戶備付金異常的，應當及時

督促支付機構糾正。

對許多中小型的支付機構

來說，備付金利息收入相當於

當年稅後淨利潤，一旦沒了，

公司盈虧很有可能發生逆轉。

中國央行特急通知
結束了支付寶們的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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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英語

新移民語言培訓

上午 / 下午 / 晚間
課程可選

小班授課
最多15 人

交通便利
靠近輕軌和公交車站

LINC 是免費的語言培訓課程，為符合條件的人士提供服務

18 歲及以上永久居民和公約難民免費參加

歡迎語言等級（CLB）為 1至 4級的人士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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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移民局資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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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美、加、墨

三國元首於上週五（11 月

30 日）在阿根廷共同簽署美

墨 加 協 議（USMCA）。 取

代 1994 年生效的《北美自由

貿 易 協 定》（NAFTA）， 但

USMCA 仍有待各自的國會

批准。川普在簽字儀式時宣

稱：「這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偉

大的貿易協議，三國都將受益

於這項協議」；特魯多也藉此

向川普表示，兩人需要繼續一

起努力取消鋼鋁關稅。協議訂

明生效後，將有 5 年過度期。

【看中國訊】美國前總統

老布什 11 月 30 日深夜在其

德克薩斯州休斯頓的家中辭

世，享年 94 歲。 12 月 5 日

在首都華盛頓國家大教堂舉行

了國葬，總統川普及夫人參加

了葬禮。國會大廈在週三早些

時候對重要人士和公眾開放，

前來瞻仰的訪問者被允許走過

老布什的靈柩。之後，他將被

下葬在德州的總統圖書館。

2014 年馬來西亞航空公

司 MH-370 班機離奇失蹤，

導致機上 239 名人員至今仍

然下落不明。 11 月 30 日該

案調查小組正式被解散，引

起罹難者家屬不滿，並於當

天早上，拿著 5 片據稱為馬

航 MH370 殘骸的碎片召開記

者會，並請求各界金援此失

蹤案的搜救任務，更向政府

喊話稱，希望不要停止尋找

MH370 客機。馬來西亞交通

部長表示，如果碎片經過調查

人員查證，確為馬航 MH370
班機的殘骸，而且有可靠的證

據確定飛機所在位置，則政府

就會繼續進行搜索。

美加墨共同簽署USMCA

美前任總統老布什辭世

馬解散MH-370調查小組

寰宇新聞

【看中國記者憶文綜合報導】

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貿易爭端已將

現行貿易制度推到了崩潰的邊

緣。不過，近日在阿根廷舉行

的 G20 峰會仍然發布了聯合公

報，首次同意當前的全球貿易體

系存在缺陷，需要改革世貿組織

（WTO）。公報中也還刪去「保

護主義」等措辭，強化改革意

向。

這份題為《二十國集團領導

人宣言——為公正的可持續性發

展建立共識》文件英文版的主要

內容包含 31 條領導人共識，長

6 頁。公報提到，本屆峰會的三

大基石是 G20 領袖們對以下問

題的討論：全球經濟、勞動力市

場的未來和性別平等等議題。

自 2008 年開始舉行峰會以

來，本次 G20 公報首次刪去保

護主義的措辭。公報承認多邊貿

易體系為全球經濟做出的貢獻，

但表示：「多邊貿易體系沒有達

到目標，還有改進的空間。」

公報表示，G20 支持 WTO
進行「必要的」改革，以改善

WTO 的運作，並將於 2019 年

6 月在日本大阪舉行的峰會上繼

續討論 WTO 改革。一名美國高

級官員告訴路透社，這是 G20
首腦首度承認目前 WTO 無法達

成它的設立目標，需要改革。

一名參與起草公報的代表表

示，這也是中美雙方首次同意

就 WTO 問題進行接觸。美國

認為，中國沒有兌現在 2001 年

加入世貿時的承諾，沒有開放經

濟，WTO 對此負有責任。為了

迫使 WTO 進行改革，川普團隊

阻止了 WTO 上訴機構新法官的

任命，這意味著該機構將因法官

人數不足無法對貿易爭端做出裁

決，而陷入癱瘓。川普還威脅讓

美國退出 WTO。

據美國之音報導，一名白宮

高級官員表示，本次領袖公報的

另一個巨大成就是，北京首次在

國際場合承諾提供透明的基礎建

設財務支援，以確保公共債務的

可控性，不會造成發展中國家的

債務負擔。不過北京反對「公平

貿易做法」的內容。

路透社報導援引與會代表

稱，中國堅決反對公報中通常會

包含的呼籲「公平貿易做法」的

內容。中國不接受美國、歐洲和

日本對其傾銷、行業補貼、知識

產權濫用和技術轉讓等做法的批

評。

在 11 月中旬的亞太經合組

織 (APEC) 峰會上，因中方反

對其中的一句話，聯合公報未能

達成一致，造成 APEC 聯合公

報 30 年來的首度流產。為讓公

報順利發布，本次 G20 峰會公

報於是刪除了關於「公平貿易做

法」的內容。

不過公報中最棘手的問題仍

是氣候變化，公報指出美國退出

「巴黎協定」的事實與其他國家

持續支持氣候協定的現況。

75%法國人贊成抗議活動
這場「黃背心」運動示威由

各地民眾自發而起，本身是抗議

政府調升燃油稅的示威，因網上

社交平臺的信息流通，導致參與

人數倍增，到後來演變成激烈的

反政府行動。

因法國的法律規定，任何車

輛內都必須儲備一件反光黃色背

心。為抗議政府以環保為名而提

高燃油稅，抗議者都身穿用於

交通安全的黃色反光馬甲，因

此這場抗議得名「黃背心」運動

（gilets jaunes）。
法國民意調查機構 Elabe 表

示，每 4 個法國人中就有 3 個

贊成抗議活動，而在總統選舉投

票給馬克龍的民眾，有一半以上

也都支持黃背心運動。

示威者囊括了法國左、中、

右政治光譜，許多人並沒有特別

的政治傾向。也因沒有運動領

袖，政府即便想對話，也無法找

到主要對象。

黃背心運動迄今為止共造成

3 人喪生，不少車輛被燒燬，初

步估算經濟損失 400 萬歐元，

當局逮捕了許多有暴力行為的示

威人士。

法國有聲音要求國家實施緊

急狀態，但馬克龍和內閣在緊急

會議中未將其列為討論選項。

黃背心運動席捲巴黎
示威對法國經濟打擊沉重  馬克龍停增燃油稅

【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
導】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之

一，浪漫之都巴黎近日爆發

了聲勢浩大的「黃背心」運

動。法國各地約有13.6萬人
走上街頭抗議，抗議基本上

是和平的，但在巴黎，示威

民眾開始變得暴力，他們攻

擊警方或向民宅投擲物品，

占領巴黎市中心最著名的香

榭麗舍大道，在凱旋門噴漆

塗鴉。

示威導火索和深層原因

從去年開始，法國的柴油使

用成本上漲約 23%。馬克龍政

府之所以調漲稅收，主要是希望

藉此解決全球氣候變化問題，馬

克龍政府稱，這些稅金將投入到

研發使用潔淨能源的汽車和發展

再生能源等。

法國第一次全國性的示威活

動發生在今年 11 月 17 日，當

時有近 30 萬人走上街頭，抗議

調漲法國柴油油價。

但是，燃油漲價只是一根

導火索。示威活動已從反對油料

漲價演變成了對貧富差距加大、

生活水平下降、高稅收政策不滿

的抗議。抗議者要求政府全面減

稅，同時調高最低工資以及退休

金水平。

據悉，法國國民每個月可

支配收入的中間值約為 1700 歐

元。因長期受困於歐洲債務危

機，法國的經濟增長率已降至

1.8%。經濟放緩，使得法國的

失業率一直居高不下（位於 9%
至 11% 之間），也令社會形勢更

加嚴峻。另外，法國國民經濟支

出的三分之一用於福利，比例高

於歐洲其他國家。 2016 年，法

國在醫療保健、家庭福利和失業

保險方面的支出約為 7150 億歐

元，法國人為此承擔了歐洲最高

的稅負。

經濟部長勒邁爾（Bruno Le 
Maire）表示，示威對法國經濟

造成沉重打擊，政府方面會嘗試

加快減稅步伐，減少公共開支。

COP24將商討 
《巴黎協議》

12 月 4 日，馬克龍政府終

於在席捲全國的大規模抗議聲

浪中宣布停止增加燃油稅。美

國總統川普隨後發推稱：「我很

高興我的朋友馬克龍和巴黎的

抗議者同意我兩年前做出的結

論，巴黎協議存在致命缺陷，

因為它提高了負責任國家的能

源價格，同時粉飾了世界上一

些最嚴重的汙染者。」

12 月 2 日至 14 日，第 24
屆聯合國氣候峰會（COP24）
在波蘭舉行，多國代表將商討執

行 2015 年締結的《巴黎協定》的

細節。

川普於 2017 年 6 月宣布美

國將退出巴黎協議，因此美國今

年未派人參加會議。但該協議不

允許各國在 2019 年 11 月之前

提交退出文件，美國的離開將在

2020 年 11 月才能生效。

歷經這次抗議後，作為巴黎

協議的最堅決捍衛者，法國是否

會做調整，外界拭目以待。

不少車輛在黃背心運動中被燒燬。巴黎的示威民眾開始變得暴力。

G20峰會聯公報承諾改革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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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100 Country Village Rd NE Calgary(Coventry Hills Superstore 店內 )

Exclusively where President's Choice  products are s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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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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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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車快遞
維護保養
環球旅遊

【看中國訊】近日，寶馬公

司發布了 3 系轎車的最新成員

M340i xDrive，該車將與寶

馬多款車型一起在洛杉磯車展

首發，並於明年下半年登陸市

場。

M340i xDrive 將以梅賽

德斯 -AMG C43 與奧迪 S4 作

為競爭對手，其定位在 M3 之

下、330i 之上。該車將搭載

一款 3.0 升渦輪增壓引擎，配

備八速 steptronic 運動型變速

箱，最大輸出功率 275kW，

峰 值 扭 矩 500Nm，0-100 公

里 / 時加速時間為 4.4 秒。這

三項數字相比現在市場上 340i
的 240Kw、450Nm、5.2 秒

都有不少提升，可以說是僅次

於 M3 的車型。

除 了 動 力 有 所 改 善，

M340ix Drive 還 裝 在 了 M 
Sport 運動套件，外觀方面變

得更加兇悍、犀利，誇張的前

包圍造型猶如獠牙，線條向下

的前唇拉長了整個前臉的縱向

視覺效果。標誌性的雙腎進氣

格柵被香檳色的鍍鉻條所裝

飾。尾部造型上，全新 M340i
後槓包圍與前臉相呼應，圓形

的排氣管變為了梯形設計。

性能配置方面包括全系標

配的電子鎖定後差速器，以及升

級的制動器。寶馬表示為改善駕

駛的操控性，新車將擁有完美的

50:50重量分配，比起上一代底

盤硬了 25%，車身重量則減輕

了 55公斤。

內飾方面，2019 款寶馬

M340i 採用三輻式多功能方向

盤設計，配備全液晶儀表盤，

中控台懸浮式液晶屏，採用人

造皮革和 Alcantara 皮

革覆蓋運

動 座

椅。

寶
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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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存超過      輛車庫存超過      輛車庫存超過      輛車庫存超過      輛車庫存超過      輛車庫存超過      輛車400庫存超過      輛車庫存超過      輛車庫存超過      輛車400庫存超過      輛車庫存超過      輛車庫存超過      輛車400庫存超過      輛車庫存超過      輛車庫存超過      輛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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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AEL ZHU

產品顧問

403.918.5678

精通國、英語

新來加拿大，還沒有信用記錄   我們可以提供幫助。?

VIN: JTMRJREV1HD101176Stock #: TS101176

月供 $336

2017 Toyota RAV4 LE+ AWD
63,208KM  四驅 

僅 $30,800

VIN: JA4AZ2A39JZ607617Stock #:1493-MH

2018 Mitsubishi Outlander ES 4x4
39,564KM  倒車影像 四輪驅動 

月供 $270僅 $24,800

月供 $228
VIN: WVGJV3AX8EW528534Stock #: 3833-5

2014 Volkswagen Tiguan AWD
45,111KM   四輪驅動

僅 $20,888

2014 Volkswagen Tiguan AWD

2018 Mitsubishi Outlander ES 4x4

VIN: 5UXZV4C52BL413707Stock #: 3571-3

2011 BMW X5 xDrive35i AWD
162,277KM   倒車影像 真皮座椅 天窗 四輪驅動

僅 $16,800 月供 $183

VIN:4JGBB2FB1BA724716Stock #: KM-400

2011 Mercedes-Benz ML350 4x4
127,276KM   倒車影像 真皮座椅 天窗 四輪驅動

僅 $18,800 月供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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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兩者的車側線條與

車身尺碼相同，且都在 
TNGA 的 GA-C 模組化

平台打造。

外觀上，以 Sporty 車

款來看，顧名思義增加了許

多運動感，兩組附有 L 型

導光條的頭燈組透過廠徽兩

側鍍鉻飾條相連，下方碩大

的進氣格柵採用燻黑處理，

迴旋鏢尾燈與前大燈組完全

相配。

側面輪廓線條也有所優

化，相比現款車型，腰線從 C
柱往後上揚，線條感更強，車

頂輪廓曲線也更加流暢，有溜

背的感覺。車尾層次感增強，行

李廂上方甚至還添加了小小的鴨

尾翼。尾部還有還有雙邊扁形的

排氣管，都讓整車運動感提升。

動 力 規 格 方 面， 新 的

Corolla Sedan 將會搭載一具新

的 2.0 升 Dynamic Force 四缸自

然進氣汽油引擎，最大輸出功率

125kW，峰值扭矩 200Nm，搭

配可模擬十速的 CVT 無段式變

速箱，同時原有的 1.8L 四缸自

然進氣引擎也會被進行改良，同

時還提供油電混合系統。

內裝配備方面，入門等級的

Corolla Sedan 將會採用絨布座

椅， Sporty 版本使用機械手剎和

跑車式座椅 ; Prestige 版本則使

用電子手剎。 中間搭配的彩色熒

幕主機尺寸為 7 英寸，而如果是

高階等級則搭配皮椅、電子手煞

車、Auto Hold 等等，中間的熒

幕也升級為 8 英寸，支持鏈接蘋

果 CarPlay 和安卓 Auto 系統，

同時儀表板也變成了一個 7 英寸

的液晶化儀表。

另外，原廠也表示全新的

Corolla Sedan 捨棄了上一代採

用的扭力梁（Torsion Beam）後

懸吊設定，改用操控與舒適特

性更好的多連桿（Multilink），

同時新的 Corolla Sedan 也會搭

配 Toyota Safety Sense 主動安

全配套，包括了自動煞車輔助

（AEB）、主動跟車（ACC）、車

道維持輔助系統等等。

豐
田

此次 Corolla 分有 Sporty 
與 Prestige 兩 種 外 觀。 
Sporty 將在北美、日本、澳

洲與中國廣汽豐田 Levin 所
使用；Prestige 外觀在歐洲

與中國一汽豐田 Corolla 所
採用。Sporty 在車頭造型即

與 Auris( 國 際 名 稱 主 要 為

Corolla Hatchback 或 Corolla 
Sport 等命名 ) 幾乎相同，

Prestige 則是在頭尾燈、保險

桿造型與 Sporty 有所差異。

【看中國訊】在近日的廣州車展，

豐田發布了旗下第 12 代的全新 Corolla 

Sedan 轎 車 版（ 本 地 稱 為 Corolla 

Altis）。這次在中國廣州車展上亮相

的 Corolla Sedan 與 早 前 面 市 的 美 國

Corolla Hatchback（歐 洲 的 Auris） 有

著許多共同點，包括共享同樣的底盤、

車頭與內裝設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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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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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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扫客服微信获取
更多精彩行程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 10:00-18:00，周六 11:00-16:00 
地址：1507 Centre B Street NW Calgary ( 金记牛肉粉旁边，后院停车）

优游假期（卡尔加里）

【本期推荐】

卡尔加里       上海   CAD749 起   卡尔加里       北京   CAD665 起
卡尔加里       广州   CAD598 起   卡尔加里       深圳   CAD719 起
春节机票持续涨价，部分城市、部分日期特价票售罄，剩余
时间不多，余票紧张，过年回国的朋友请速咨询！

5 天 4 晚行程（经典行程），双人房仅 USD699/ 人 起
行程赠送：波利尼西亚文化村自助午餐
7 天 6 晚行程（精选行程），双人房仅 USD1498/ 人 起
行程赠送：波利尼西亚文化村自助晚餐 / 大型表演，
                  火山大岛往返机票价值 USD350/ 人

更有境外旅游神器
——移动 Wifi 等你拿哦！！

广州、上海、香港、成都、长沙、西安、武汉、哈尔滨、长春、大连、
福州、深圳、昆明、南宁、重庆、厦门、南昌、桂林、杭州

3 天 2 晚行程，双人房仅 CAD589/ 人起，含御寒冬衣
4 天 3 晚行程，双人房仅 CAD839/ 人起，含御寒冬衣
出团日期 2018.11.20-2019.04.20
印第安帐篷观极光，更有自选项目：狗拉雪橇，彩虹屋冰钓，
雪上摩托，玻璃杯制作等精彩活动。
温馨提示：圣诞出行，余位有限！先到先得！

巴拉德罗：海滩 4.5 星酒店 8 天 7 晚 CAD995/ 人起！
坎昆：海滩 4.5 星酒店 5 天 4 晚 CAD908/ 人起！
多米尼加：海滩 4 星酒店 8 天 7 晚 CAD966/ 人起！

国际航协一级代理 热线电话：403-230-3311 / 587-500-7531

【2019 春节回国机票 (1.15 后出发，3.01 前返程 )】

【2018-2019 夏威夷三岛梦幻之旅】

【2019 春季海航往返国内各大城市特价机票—CAD665 起】

【2018-2019 黄刀极光追光之旅】

【2019 春节全包假期】

讀者來信

曼麗夫人好：

我是一個很依賴老公的人，因為我本

來就是一個心裏有點脆弱的人，我害怕人

群，甚至有些憂鬱，有時會去諮詢心理醫

生或張老師，當我把跟醫生之間的狀況告

訴我先生，我先生只會說你實在太依賴

人、太沒自信了，你應該出去工作，好好

磨練，不要像個溫室的花朵。其實我很希

望先生給予我正面的鼓勵，可是他總是給

我很多負面的情緒，說我其實不用看醫生

浪費錢，說我只是沒有勇氣，不勇敢、欠

磨練等等。他只會一直一直覺得是我的問

題，可是每次他這樣說，我的心情反而更

糟糕。

再加上我們一直沒有自己的孩子，他

都覺得是我的問題，常常也說怎麼會娶到

我？我每次面對他家人對懷孕生子的關

心，我就很焦慮，甚至覺得心情低落也是

因為這個。雖然他一直念我，可是其實也

對我不錯，讓我對先生的情感很錯綜複

雜，很依賴卻又很厭惡他的嘮叨，很討厭

他的家人卻又不能沒有他陪伴，常會覺得

悲從中來。我到底怎麼了？是我先生的問

題還是我真的生病了？我真的不知道。

朋友你好：

雖然溫順、柔和本來就是女人具有的

特質，但並不代表每個女人都很依賴別

人，一個人過度依賴確實會造成身邊人的

負擔。你的問題可能要從內心深處去探

討，從原生家庭或是童年去翻找這個心結

所在。

自信應該來自獨立的思考能力與健康

的身體，建議你首先從健康的體魄下手：

接近陽光、綠野和大自然會為你帶來生命

的正能量，養成每天固定的運動習慣也會

改變你的思維。所以不要把自己的快樂交

在別人手中，不妨也試著同理一下老公的

心情，當他每天疲憊的下班回來卻要面對

一個消沉憂傷的你，日積月累之下他是無

法快樂起來的，一個不快樂的人又如何回

過頭來鼓勵你呢？而沒有工作的你原本可

以積極營造一個溫馨快樂的家庭氣氛，可

是你做到了嗎？

另外，先生也提出了很正面的建議：

為什麼不出去工作呢？現代社會，我們都

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唯有在職場上才能發

揮你的專長，展現你的自我價值、實現理

想；試著去找一份適合的工作，先不計較

薪水，在人群與工作上你將有更大機會找

回自己的自信，從與他人的互動中去找出

你內心世界的盲點，重新走向光明。

其實，如何活得精彩幸福完全能夠自

己掌握的。夫妻間會有走到今天，可以說

你的問題居大，但幸好這不是很嚴重的大

問題。尤其從你願意就醫這點來看，改善

或痊癒的機會很大。特別是下次就醫時請

先生一起陪同，憂鬱症的治療成功與否絕

對需要家人的支持和配合，而且間歇中斷

的就醫對病情的幫助不大。

請你耐心地正視問題，多花時間與醫

生、先生好好溝通，當你走出象牙塔時所

有的問題不會如你想像中的無解，又何需

揹負不必要的包袱來折磨自己？總之，先

調整好心態，勇敢地融入社會，開創自己

美好的人生，你們將擁有幸福快樂的生

活。

曼麗回信

《婚戀專題》系列轉載文

章，文章內容經作者及相關媒

體授權。歡迎讀者來信交流，

來信可以不需附上真實姓名與

聯繫信息，我們發表文章時也

會將真實姓名替換，以維護個

人隱私。來信內容版權將屬媒

體所有，編輯部保留來信刪改

以及是否刊出的權利。電子信

箱：fh.sally.223@gmail.com，
歡迎來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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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麗小語：請你耐心地正視問題，

多花時間與醫生、先生好好溝通，

當你走出象牙塔時所有的問題不會

如你想像中的無解，又何需揹負不

必要的包袱來折磨自己？

太過
依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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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统华Mall内) 

Pacific Place Mall(老大统华) 

403-201-8525

403-201-8525 403-201-8525#323-999,36st NE Calgarywww.westartravel.com www.westartravel.com

保险代理在线订购 美加巴士
团

机票代理 私人定制 自由行套
餐

加拿大注册旅游专家 加拿大认证荣誉企业 中国ADS旅游团特许接待旅行社

*輕奢慢板:信步班夫小鎮,難
得浮生半日閑

*冬野仙蹤:穿大腳鞋(免費借用)

*異度空間:班夫上溫泉(送門票)尊享地脈之暖

*豪華巴士

*攝影天堂
*管家服務

*仙境黃石
*西/南峽谷
*大提頓

*入住費爾蒙溫泉酒店和城堡酒店
*世外雪源-看冰原大道玉琢銀裝

走入雪國童話

*迷之泡影-找尋魅力滿滿的冰凍汽泡

*時光靜好:品費爾蒙英式下午茶,幸福時光
不會老

*入住落基山標準酒店

英式下午茶

甄選1: 費爾蒙暢享系列3日遊  

甄選2: 冬日繽紛系列3日遊 

西星
独家

加西+美西 9- 落基山冬季1日遊

1 冰封國度-汽泡湖

2 童話冰湖-優鶴翡翠湖+露易絲湖

3 相約班夫-硫磺山+驚喜角+班夫小鎮

每周六發團

每周一、周五发團

每周日发團

*穿越童話:雪上馬拉車回歸童之趣(自費)

  2月09日 3月15日

                                   

2019年出團日期

 4月13日 5月11日

*卡爾加裏-鹽湖城-拉斯維加斯-黃石*$438/起

$79/人

$79/人

$339/起

$1099/起

掃描二維碼

落基山特輯

查看詳情

 每周一和周五發團

 每周一,周五,周六和周日發團

午餐套票$42/人

$38/人

同行第2人半价 

同行第2人半价 

現僅需$1換購

+

佈道臺（Preikestolen）

清邁位於曼谷北
方七百公里，地處海拔
三百公尺高的山谷，有
「北方玫瑰」之稱。與
黏膩濕熱的曼谷相較
之下，這裡顯得格外舒
爽宜人。清邁是泰國
的第二大城，她曾是泰
國史上第一個獨立國
家—藍納泰（La n na 
Thai）王朝的首都，也
是宗教、文化及貿易中
心，清邁保有許多的文
化遺產，故又有「藝術
建築之寶殿堂」之稱
謂。

  素貼山（2小時）

　　素貼山位於清邁以西16公里處，海

拔1600多米，山頂白雲繚繞風光秀麗，

是泰國著名的佛教聖地，而 「素貼」就

是指「仙友」。步行300級台階到達山頂

的觀景台可欣賞到清邁市區全景，是清邁

的天然瞭望台。山上有雙龍寺，在觀景台

可以俯瞰清邁全景；還建有蒲屏皇宮，是

泰國 國王的避暑行宮。山中森林茂密，

百花爭艷，氣候涼爽宜人，空氣十分清

新，吸引著眾多遊客來此遊玩。

　　沿著盤山公路就可以上素貼山，但路陡

彎路多，並不適合騎自行車。遊客大多是從

山下的清邁大學坐兩列座位的「雙條車」上

山。有些人會租一輛摩托車騎上山，但山路

很陡、彎道很多，不建議這樣做。

  雙龍寺（1小時）

　　素貼山雙龍寺位於素貼山

頂。雙龍寺因有兩條長龍在兩側

台階坐臥而得名。佛寺的金色佛

塔中仍供奉著佛祖的舍利子，每

年都吸引世界各地的信徒前來朝

聖。寺廟建於1383年蘭那王朝時

期，傳說建廟的位置，由一頭大

象來選擇。要到達寺廟，需沿著

陡峻的石階步行300級，體力較

差者亦可乘坐登頂纜車。登上山

後，可俯瞰清邁市美麗的風光，

如果遇上好天氣，在觀景平台上

可以將東南面的整個清邁市區盡

收眼底，優美的景色一覽無遺。

能看到清邁機場，古城中間的柴

迪龍寺。

　　話說庫納王與蘇瑪那泰拉埋

了其中一粒舍粒子在松達寺後，

不知道該將另外一粒供奉在何

  蒲屏皇宮（1小時）

　　參觀雙龍寺後，往西有蒲屏皇

宮，不過兩地相距4公里以上的路程，

你可以繼續搭雙條車過去，車費約20

泰銖，但有時湊不齊客人就不會發

車，包車的話會比較方便。

蒲屏皇宮是典型的泰式建築，白牆黃

瓦、格調雅緻。每年12月-1月，這裡

異常涼爽。1月-3月泰國王室成員會來

此居住，在皇室人員不住在這裡的時

候，平日宮外花園向遊人開放，遊客

可以參觀。門票50泰銖，花園每天開

放，而宮殿內部只在周末和節假日開

放。園內草木蔥鬱，並種有玫瑰、鼠

尾草等植物，景色美不勝收。王宮白

牆黃瓦，建築格調雅緻，坐落在周圍

的青山之中，自有一分清涼平和之

美。

青木瓜沙拉

　　泰北的青木瓜沙拉相對

中部和南部的來說，口味更

重。不僅會用常規的辣椒、番

茄、雨露等調料，還會用泰北

特色的醃製調料放入其中，從

顏色到口味上都更勝一籌。

泰式炒河粉

　　這也可說是泰國菜裡的招牌菜，先將河粉用甜

醬炒得甜甜鹹鹹的的，之後在旁邊擺上碎花生、辣

椒粉、花生粉以及豆芽菜等，要享用之前先把所有

的料全部拌勻，再加上幾滴檸檬汁，在花生粉的香

氣中，檸檬汁更將整道菜的鮮甜滋味給緩緩帶出，

最後出現的才是辣椒粉的勁道。在清邁的夜市上幾

乎都能看見這道美食的蹤跡喔！

處，便找到了隻大象，讓它背著

舍粒子，象走到哪兒，就要在哪

兒蓋寺廟與塔供奉，這只象最

後走到素貼山(Wat Phrathat Doi 

Suthep)的位置，轉了三轉便倒地

而亡，於是庫納王便把舍利子埋

在這裡， 並蓋了一座7公尺高的

塔。

　　據說大約16世紀中左右，素

貼寺前一條200多階、兩旁有納

迦護衛的石梯， 擁有了初步的模

型，後來一再修築，形成今日的

模樣，也使得素貼寺被人暱稱為

「雙龍寺」，這條納迦護衛的階

梯代表彩虹天橋，象徵從人間通

往天堂，階梯的盡頭還有兩尊守

護夜叉，代表天堂的守衛。

　　雙龍寺有三件寶物：寺內供

奉釋迦摩尼佛的舍利子；九世皇

所贈予的水晶蓮花（四周用各界

捐贈的寶石鑲綴而成，置於塔的

頂端）；正殿的釋迦摩尼佛像。

導遊：祝遊

香香嘴
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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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即位後，漢朝國力強盛，馬畜達

四十萬匹，足以編成強大之騎兵，深入塞

外，長驅漠北。為徹底解決匈奴之侵害，漢

武帝對其展開空前強大之攻勢，不僅收復為

匈奴所侵占的秦代故地，更打通西域，斷匈

奴之右臂，最終使匈奴單于遠遁漠北，漠南

再無匈奴王庭。而能夠臣服漢朝不再為患的

匈奴諸部，則使仍居故地，不改其俗，與邊

境漢民和睦共處。 
武帝征匈奴，尤以大將軍衛青、驃騎將

軍霍去病厥功至偉。漢朝對匈奴作戰，最關

鍵之戰役，皆由衛、霍完成，堪稱天賜神

將。 這一篇，我們就來講述關於大將軍衛

青的故事。

出身低微 貴至封侯
衛青出身低微，少年時與父親、繼母一

起生活。繼母的兒子們把衛青視為奴僕，不

以兄弟相待。一次，有人給衛青相面，說他

是貴人，將來官至封侯，衛青並不相信，笑

著說：「人奴之生，不受打罵足矣，安得封

侯。」

後來，衛青的姐姐衛子夫入宮，衛青也

一同入宮。衛子夫後來成為漢武帝的第二任

皇后，衛青也真的官至封侯，不過這與其姐

貴為皇后並無關係，而完全是由於衛青的天

生將才與赫赫戰功。

躍馬龍城 首戰大捷
衛青一生七擊匈奴，他的第一次出征是

在元光六年（西元前 128 年）。是年春，

匈奴兵再入上谷，殺略吏民。漢武帝派衛

青、公孫敖、李廣、孫賀各率萬騎，分四路

出擊匈奴。此一戰，公孫敖損兵七千，大敗

而歸；李廣全軍皆潰，被匈奴俘虜，逃歸

漢營；公孫賀亦無功而返；唯有車騎將軍

衛青，出上谷，破匈奴，追至龍城，斬虜

七百，大勝而還。( 下文轉 C2）

西 風

漢 闕衛青龍城驅胡虜 不使度陰山

漢自立朝以來，北方匈奴即為之大患，時常侵擾漢朝

邊地，殺伐吏民，劫掠財物。秦始皇時曾對匈奴大加撻

伐，修築長城，充實邊防，然而秦祚不久，楚漢之爭繼

起，匈奴遂趁亂南侵，以至漢初竟有匈奴冒頓單于圍劉

邦於白登，史稱白登之圍。此後，漢朝每年向匈奴遣送

子女玉帛，但匈奴兵仍侵盜不斷。

文︱宋紫鳳

衛青一生七

擊匈奴，武

功顯赫，盡

忠職守。



書齋命名表露主人性情

古代的文人墨客通常把著書

為文、讀書藏書、寫字作畫的書

房稱之為「書齋」。他們在著述

之餘往往還有一項雅趣，那就是

為自己的書齋寓所起個室名，自

得其樂。

這些書齋的命名通常表露了

主人的性情、志趣。它們往往或

緣於某事，或由於某因，異彩紛

呈，各有寓意，且這些饒有情趣

的書齋名常給人帶來許多有益的

啟示。不過，您知道古人為何

特別喜歡用「齋」來為書房命名

嗎？在古代有哪些別具深意的書

齋名呢？在這些書齋名背後又蘊

藏著甚麼樣的故事呢？

古人為何愛用「齋」來

為書房命名？

古人大多喜歡用齋、堂、

屋、居、室、庵、館、廬、軒、

園、亭、洞等字來為書房命名，

其中，「齋」更是古人為書房取

名時最常用的字，那麼，「齋」

為甚麼會成為古人書房中最常用

的字呢？

根據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的

解釋：「齋，戒潔也。」所謂「齋」

指的就是清心潔淨之處，包含著

恭敬、寡欲的內涵，而這正是古

人讀書時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追求這種境界的古人，其

書房一般都很簡單，沒有過多

的陳設。唐代詩人劉禹錫〈陋室

銘〉即稱：「山不在高，有仙則

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

（上文接 C1)
衛青一戰成名，封關內侯，

而「龍城之捷」不只是衛青的首

戰之捷，亦是漢武帝對匈奴開戰

後，取得的第一次大捷，漢、匈

百年大戰正式拉開序幕。

西出雲中 收復秦地
漢、匈作戰初期，漢軍還處

於兵來將擋的防守之勢。元朔元

年（西元前 128 年）秋，二萬

匈奴兵來寇遼西、漁陽、雁門，

殺略漢朝吏民三千餘人，漢遣衛

青將三萬騎擊破之。時隔數月

的次年春天，匈奴兵又捲土重

來，這一次，漢軍為取得作戰主

動性，採取了「聲東擊西」的戰

略，只留少數兵力與來犯的匈奴

陋室，惟吾德馨。」書房雖然簡

陋，但有琴可彈，有書可看，可

避免塵俗干擾，這樣就足夠了。 

深富寓意的書齋名

古代文人為書齋取名就如同

在為自己的子女取名一般。有些

表露出自己的風雅氣派，有些會

把自己的愛好、寄託傾注其間。

它們可以是一句勉勵自己的話，

也可以是一個有深刻意義的故

事，或是某個特殊的原因，常給

人深刻的啟發。

謙遜與樸實型

有些古人喜歡用自謙、樸實

等的方式來為書齋命名。

唐代杜甫在四川成都蓋了一

座簡樸的住宅。他沒有替書齋取

甚麼特別的名字，只是簡單地稱

之為「草堂」。後來，白居易效

仿杜甫，在廬山築的屋室，也叫

「草堂」。

白居易的朋友劉禹錫，則謙 
虛的把自己的書齋稱作「陋

室」，並在這裡寫下膾炙人口的

千古絕唱〈陋室銘〉，還把自己

的「陋室」與三國時期諸葛亮的

「茅廬」，以及西漢大儒揚雄的

「雲亭」相提並論，展現出他高

潔不群及安貧樂道的高尚情操。

自我勉勵型

有些名人的書齋取名包涵著

求學之道，勉勵自己勤奮向學。

明朝文學家章溢隱居在龍泉

縣的一間陋室中。他不計較生活

的艱苦，發奮讀書，著述甚豐，

他曾說：

「人知樂之為樂，而不知苦

之為樂；人知樂之樂，而不知苦

生於樂。」劉基被他這種精神感

動，寫下了〈苦齋記〉，並把章

溢的書齋取名為「苦齋」。

另一位明代文學家張溥的書

齋則取名為「七焚齋」。

張溥自幼勤奮好學，讀書一

定要親手抄寫，抄寫完畢、朗讀

一遍後即燒掉，接著再抄、再

讀、再燒，如此反覆達六、七次

之多，一段時間之後，他的右手

握筆處長出了老繭，為了勉勵自

己，他便將自己的書齋取名爲

「七焚齋」。

表明心志型

還有些名人的書齋取名包涵

著深刻的含義，深藏著畢生的志

願。清代張岳齡在書齋中寫下

「味蓼書屋」一匾。「蓼」是一

種苦菜，味蓼有體味艱辛之意。

此一齋名寓意國家多災多難，自

己應有吃苦，為國分憂的精神。

清初名士龔賢反清復明意志

甚堅。他在南明滅亡後，隱居清

涼山，築一小樓，認真讀書。一

日見一小和尚在打掃落葉，他想

到「葉雖落，樹猶生」，突然來

了靈感，便將書齋命名為「掃葉

樓」，以表達自己的哀思和反清

到底的心志。

歷史上著名的書齋

古代文人的書齋名可說是形

形色色，韻味無窮，在中國歷史

上，留下了許多著名的「齋」。

錢大昕的「十駕齋」

錢大昕是清朝很有名的博學

之人，遍覽群書，其書房取名為

「十駕齋」。這個詞出自荀子的

「山不在高，有仙則

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

這首〈陋室銘〉，讓劉禹錫

的「陋室」成為歷史上最有

名的書齋。不只是劉禹錫有

「陋室」，杜甫也有「草堂」；

諸葛亮則是「茅廬」；蒲松齡

擁有「聊齋」，還有梁啟超以

「飲冰室」表達其志趣，都

成為了史上有名的書齋。

文 / 梅媛
〈勸學〉篇：「騏驥一躍，不能十

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意

思是勉勵自己在治學、立業上有

鍥而不捨的精神。

蒲松齡的「聊齋」

清代著名文學家蒲松齡應試

落第後，喜歡請人到書齋閒談，

之後再根據閒談所講的奇聞異事

加工整理成小說，因此他的書齋

取名為「聊齋」。《聊齋志異》

的「志」就是「記錄」的意思，

「異」是在說明自己所記錄的事

情都是奇聞異事。

曾國藩的「求闕齋」

曾國藩的書齋名很有意思，

一般人總會希望自己生活、事業

圓圓滿滿，而他卻要「求闕」，

闕即缺也，為甚麼曾國藩要求

「缺」呢？原來他覺得人生的美

好，就在於「花未全開月未圓」

的缺失之美。花未全開，尚有艷

極之時，月未全圓，必有滿盈之

刻，一旦花全開了，月全圓了，

隨之而來的就是生命的衰竭，所

以人生有點「缺憾」則預示著生

命有無限的可能。

林語堂的「有不為齋」

林語堂一生受儒家「有為」

思想的影響，但也頗欣賞道家的

「無為」之治。所以他的生活態

度是以「有為」為中心，但往往

也有「不為」之事。故他將自己

的書房取名為「有不為齋」。林

語堂後來根據在「有不為齋」的

感悟寫出了《有不為齋文集》或

稱《有不為齋隨筆》。

梁啟超的「飲冰室」

「飲冰」一詞出自《莊子 ‧

內篇 ‧ 人間世》：「今吾朝受命

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原意

是比喻自己內心之憂慮。當年，

梁啟超受光緒皇帝聖命，竭力維

新變法。面對國家內憂外患的嚴

峻形勢，梁啟超內心的焦灼和

困窘可想而知，如何解決其「內

熱」？唯有「飲冰」才能解決了。

位於揚州瘦西湖旁的靜香書齋(Gisling/Wiki/CC BY-SA 3.0)

細數歷史上名人的書齋

西風
漢闕 衛青龍城驅胡虜 不使度陰山

兵周旋，衛青則率大軍西出雲

中，遠攻匈奴右部的樓煩與白

羊。此一戰，漢軍斬虜五千餘

人，獲牛羊百餘萬隻，白羊、樓

煩王北遁，自此收回了秦始皇時

蒙恬所獲故地。衛青再以顯赫之

功，封長平侯。

遠襲右賢王 衛青拜大將
元朔三年（西元前 126 年）

的冬天，匈奴軍臣單于去世，其

弟伊稚斜自立。無論是軍臣單

于，還是伊稚斜單于，皆有冒頓

之風，伊稚斜自立為單于後，接

連二年對漢大舉進犯。於是元朔

五年春（西元前 123 年春）衛

青率領十餘萬大軍，出朔方，長

驅深入匈奴之地，遠襲狼山之北

的右賢王庭。此一戰，漢軍虜匈

奴諸王十餘人、匈奴人一萬五千

人、牲畜數十萬隻，右賢王僅率

數百騎突圍北遁。衛青率軍凱

旋，至塞上，漢武帝遣使者持大

將軍印，在軍中拜衛青為大將

軍。

兵鋒指陰山 漠南無王庭
東至上谷，西至雲中，橫亙

著陰山山脈。諸山谷中是匈奴本

部歷代生息之地，匈奴兵出入陰

山之谷，來去如疾風迅電，飄忽

不定。雖然衛青接連重創匈奴，

但其本部勢力依然強盛，伊稚斜

坐鎮於大漢北方的單于庭中，繼

續指揮匈奴兵不時南侵。

大將軍衛青於元朔六年春

（西元前 122 年春）兵鋒東指，

出定襄，遠攻其北的匈奴本部單

于庭。衛青二次與伊稚斜交兵，

伊稚斜皆敗走。此役，衛青麾

下殺出一位勇將，正是衛青的

外甥 —— 霍去病。關於他的故

事，我們將在下一篇中講述。

元狩六年春（西元前 118
年春），衛青第七次，亦是最後

一次征伐匈奴，再次與伊稚斜單

于對陣。交戰中，大風突起，沙

礫擊面，兩軍不相見，伊稚斜敗

走。至此，匈奴終於在十多年的

征戰後，損兵折將，人疲馬乏，

無力再南下侵漢。於是，伊稚斜

單于率匈奴殘部遠遁漠北，自此

漠南再無匈奴王庭。

衛青在朝 亂臣側目

衛青抵禦匈奴，不僅有勇有

智，更有威有德；不僅外攘匈

奴，且內安漢室。彼時，淮南王

劉安有心謀反，但最畏懼的有兩

人，一是漢武帝，一是衛青。對

於衛青，劉安門下的謀士伍被曾

這樣評論，說：「大將軍擊匈奴

時，禮遇士大夫，對士卒有恩，

眾人皆願為大將軍效力。大將軍

號令嚴明，與敵對陣，常身先士

卒。撤退時，士卒都已過河，大

將軍最後過河。皇太后所賜錢

財，全部賞賜將士。古之名將也

不過如此啊！」淮南王劉安由於

畏懼衛青的原故，猶疑再三，不

敢輕舉妄動。

仁厚退讓 忠心漢室
衛青能使匈奴披靡，能使亂

臣敬畏，但衛青卻並不是一位喑

嗚叱吒的人，相反，他仁善謙

和，待人寬厚。元朔六年春，衛

青征匈奴時，右將軍蘇建與匈奴

接兵，幾至全軍覆沒，逃歸漢

營。有人建議衛青說，大將軍自

出征以來，未嘗斬過裨將，今日

蘇建棄軍逃歸，論罪當斬，以明

將軍之威。衛青卻認為，我身為

大將軍，不患無威。勸我殺將以

立威，這不是人臣所應有的想

法。雖然我的職責可以斬將，但

是我不能不請示天子就擅專誅

殺。應將蘇建交給天子，由天子

來裁斷。人臣不可專權，我這樣

做也是在彰明為臣之道。

又如，李廣於元朔六年春隨

衛青出征，衛青與單于鏖戰之

時，李廣卻因迷路而未能趕到。

之後，李廣羞愧自盡。李廣之子

李敢由是心懷怨恨，竟擊傷大將

軍衛青，衛青不但沒有處置李

敢，還將這件事按下既不上報，

亦不追究。

衛青不僅在戰場上能夠身先

士卒，在平日裡亦從不居功自

傲。彼時，衛青貴為大將軍，群

臣對他都倍加尊重，唯有主爵都

尉汲黯見到衛青不拜。有人勸汲

黯，大將軍至為尊貴，不可不

拜。汲黯卻說，難道大將軍降貴

屈尊，禮遇賢士，就不貴重了

嗎。衛青聽說此事後，並不介意

汲黯的不遜，對汲黯更加恭謙，

朝廷有難以決斷之事，衛青都向

他請教。 
此外，衛青雖軍功至偉，卻

不結黨營私，輔佐漢室，一心赤

誠。蘇建曾勸衛青，貴為大將

軍，應當像古時名將那樣，招覽

賓客，結交豪傑。衛青卻說，親

附士大夫，選賢用能，是天子之

權責。為人臣者守法盡職即是本

份。可見衛青雖為漢朝第一大

將，卻始終忠心漢室，一片赤

誠，恪守人臣之道。衛青一生，

武功煊赫，卻能以仁德為本；貴

至大將軍，而能盡忠職守。其德

其功堪稱垂範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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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的方向。

臥室裝修不宜華麗

在臥室的裝潢上，有人喜歡

把臥室裝修得非常豪華，在臥床

的天花板上裝上漂亮的大吊燈，

這很容易讓睡在床上的人感到緊

張不安，影響人的潛意識，因

此，最好不要在臥床上方安裝任

何燈具，只用床頭櫃上的檯燈和

設在天花板四周的嵌入式牛眼燈

即可。如果一定要在床的上方裝

燈，就裝吸頂燈，盡量不要安裝

容易搖晃的吊燈。

顏色選用不宜消沉

住宅中的最佳顏色為乳白

色、象牙色和白色，這三種顏色

是最適合視覺神經的色彩。

太陽光是白色系列，代表光

明和希望，住宅中使用白色系列

也會使人充滿光明和希望，而且

白色系列最適合用來搭配家具。

木材原色使人易生靈感與智

慧，也是最佳色調之一，尤其是

書房，應盡量使用木材原色來做

布置。

如果家裡全是深藍色基調，

時間久了，無形中會使人產生陰

氣沉沉、消極頹喪的感覺。

家中的紫色多者，雖然看起

來很浪漫，但是，無形中會散發

出使人無奈的感覺。

粉紅色則是大凶之色，容易

使人心情暴躁，發生口角，讓家

中爭執不斷，最好不用此色。

綠色太多，也會使人意志消

沉，應盡量避免。

紅色雖是吉祥色，但是紅色

用多了，會使眼睛負擔過重，所以

紅色只可作為搭配之少部分色調，

不可作為主題色調。

黃色過多會使人心情悶憂，

使人的腦神經意識充滿著多層幻

覺，精神病患者最忌此色。

橘紅色能使人充滿生氣，很

有溫暖的感覺，但過多的橘色，也

會使人心生厭煩，應避免大面積的 
使用。

家居掛畫宜自然柔和

在選購掛畫時，可以選用「九

魚圖」、「三羊圖」，也可以考慮

選用「百鳥朝鳳」、「百駿圖」等

等，這些畫能給人一種回歸自然的

感覺。

另外，柔和的風景畫，像是

日出、湖光山色、牡丹花等，也很

適合掛在大廳當中，回家時可以

給你放鬆、舒適的感覺。

      良好的居住環境能讓居住

者贏得最佳的天時、地利與人

和，調整自身磁場，對個人運勢

與身體健康有極大的幫助。

以下是現代風水學在家居布

置上的一些建議：

臥室不宜過大

現在的戶型設計流行大客

廳、小臥室。這一設計不僅從風

水學上來看有道理，在養生學中

也可以得到論證。

風水學中的「藏風聚氣」

這四個字，可謂道盡其中「天

機」。現代科學表明，人體外

表存在著一層肉眼看不見的氣

場，它由人體本身產生的能量不

斷流動形成，這種能量流所交織

而成的持續生命所必須的「氣」

（這種「氣」已被特殊的攝影技

術拍攝到）稱作「那第斯」。

古人在居住環境上下了一個

斷語：「宅小人多氣旺」，這與

人體氣場在外環境中的聚與散的

理論不謀而合。像是北京故宮的

「養心齋」，即西側雍正皇帝的書

房和書房後面的臥室，其面積不

過 10 平方米而已。如果你留心

參觀就會發現，皇帝臥室面積、

木床大小並無特殊之處，但木床

緊靠著牆壁，利用了「床要有養

山（靠山）」的原則。由此可以看

出，這不是皇帝住不起大臥室，

而是選擇了「養氣」的臥房。

睡覺宜採南北向

我們知道，地球上密布南北

走向的磁力線，道家認為人體是一

個小宇宙，也存在一個磁場。頭和

腳就是南北兩極，人在睡眠的時

候，最好能採取南北向，和地球磁

力線同向，能使人在睡眠狀態中重

新調整由於一天勞累而變得紊亂的

磁場，對身體健康極有好處。

所以，在挑選住宅樓的時

候，盡量挑選正南北向或正東西向

的住宅，因為在這樣的住宅裡，

你的臥床才能接近正南北或正東

風水學是一門古老的

環境科學，它來源於古

代人民對天體運行及地球

四季更替的理解，現代主

要用於農耕作業、擇地築

屋、婚嫁迎娶、經商買

賣、仕途晉升等方面。

文/紫薇老師 

圖/Thinkstock 漫談現代

【看中國訊】王陽明，本名

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曾

築室會稽陽明洞，故世稱陽明先

生。王陽明不僅在各個領域都有

建樹，他還以思想家的身分創立

了陽明心學。

他講解練習書法的要旨時，

曾經總結出八個字「凝思靜慮，

擬形於心」。也就是說，讓自

己的心靜下來，心中的所思所想

形成的心理圖像，會將和它有關

的一切吸引過來。如果人的心是

平和、光明的，他的人生也必然

會是光明的。

據悉王陽明先生有一次到金

山寺去朝拜，覺得寺中的景物非

常熟悉，一草一木似曾相識。信

步流覽，走到一間關房之前，只

見房門口貼了一張封條，左右觀

看，好像曾經住過。王陽明終於

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請知客師

父打開關房瞧個究竟，知客師父

連忙道歉說：

「對不起！這間關房是我們

一位老祖師五十年前圓寂的地

方，裡面供奉著他的全身舍利，

他老人家遺囑交待不可以開啟，

請您原諒，千萬開不得。」

「既然房子設有門窗，哪裡

有永遠不能打開的道理？今天無

論如何請您慈悲開下來看看！」

由於王陽明一再請求，知客

師父礙於情面無法違抗，只好萬

分為難的打開房門，讓王陽明進

去。昏黃的夕照裡，只見一位圓

寂的老和尚亙古如昔地端坐在蒲

團上，王陽明一看，咦！怎麼和

自己的容貌如此的相像？舉頭

開門猶是閉門人
論王陽明的前世今生

自古以來，中國人深受「天

圓地方」觀念的影響，在建造住宅

時，無論是外牆或內部廳房，大多

是方形的，四平八穩，不偏不倚。

在風水學上，住宅以方正

為佳。也就是說，從正上方的位

置來看，住宅的形狀呈正方形或

長方形，四邊沒有缺角，且左右

相互對稱，是最為理想的住宅形

狀。若是狹長形或不規則形，則

被認為不吉。

從風水學來看，方正的住宅

形狀，可以使氣的能量產生平衡的

循環流動，不會產生太過或不及的

禍患，從而為宅主的身心健康帶來

良好的影響；而奇形怪狀和損位缺

角的住宅，其內部之氣便會停滯或

流動無規律，能量場的分布就會很

不均衡，就會對宅主的身心健康及

日常生活造成影響。

以現代觀念來看，方正的房

子實用率高，擺放家具也非常方

便，並且容易滿足通風、採光等

要求。居住其間，自然會感覺舒

暢，心平氣和，家庭和睦。

房屋慎選狹長和多角

現代很多的開發商由於建地

條件的制約，往往會開發出不少

帶有轉角的住宅，並稱其為「鑽石

型」，使買樓者感到困惑。但是建

議你買房時一定要注意樓房的形

狀，盡可能挑選方正的住宅。如果

真的無從選擇，那至少也要通過空

間環境的設計得以彌補。

現代都市裡的住宅大多都是

狹長型的。所謂狹長，是指長度

超過寬度一倍以上。如長度 10
米，而寬度只有 4 米，就稱之

為狹長。對於狹長型的住宅，最

好的解決方法，就是用矮櫃、梳

妝台等家具把客廳一分為二，把

長條切割成兩個方形的空間，使

其看起來不再有狹窄的感覺。

文/簡易 圖/Thinkstock

住房為何
要方正？  

看去，牆上還有一首詩，寫道：

「五十年後王陽明，開門猶是閉

門人；精靈閉後還歸複，始信禪

門不壞身。」

原來王陽明的前生就是這位

坐化的老和尚，昔日自閉門扉，

今日還來自啟，為後世子孫留下

一點證明。王陽明為了紀念這件

事，曾經在金山寺留下詩句：

「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

陽水底天；閑依妙高台上月，玉

簫吹徹洞龍眠。」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C4 看博談 Bilingualism 第 31 期     2018 年 12 月 6 日—12 月12 日    

三國時期，有一位賢慧的

母親，是「楷書鼻祖」鍾繇夫

人張昌蒲（西元 199 年─ 257
年）。張昌蒲為人端正，遵循禮

義，注重修身養德，哪怕對位

卑的僕役，也都很講信用，鍾

家上下都很尊敬她。

鍾繇（西元 151 年─ 230
年）的另一夫人孫氏，出身貴

戚，在鍾家後庭居於正位，管

理鍾家內務。孫氏善於論辭，

說起話來滔滔不絕。但其心地

不善，嫉賢妒能，常常信口雌

黃詆毀他人，凡是自己犯下的

過錯，只要她辯解一番，就能

掩蓋過去。

孫氏嫉妒張昌蒲的賢明，

想詆毀她，但始終都沒有辦法

傷害到張昌蒲。張昌蒲懷孕

時，孫氏越發妒嫉，居然動起

惡念，她趁人不備，在張昌蒲

的飯菜中下毒。張昌蒲吃了一

口，覺得不對勁，就把食物吐

了出來，但還是受到毒藥的影

響，一連頭暈目眩了好幾天。

張昌蒲的僕人勸她，最好

將此事告訴鍾繇，但她只是

低調地處理此事。張昌蒲說：

「自古以來，正室和側室互相

傷害，會破家害國，古今都引

以為戒。假如我對夫君說了

此事，但他不肯相信我，誰又

能為我證明此事呢？況且孫氏

會認為，我一定會將此事先告

訴夫君，既然事情由她引起，

就由她去說吧，這樣或許好一

些。」於是張昌蒲稱病不出。

果然不出所料，孫氏以為

張昌蒲已經將此事告訴鍾繇，

就對鍾繇說：「我想使張氏生一

個男孩，所以暗自給她下了一

些生男的補藥。現在，她反說

我用毒藥去害她。」

鍾繇聽後很吃驚，他獨自

思量著：「得到生男之藥是好

事，但如果把藥偷偷地放在人

吃的食物裡面，這不是人之常

情。」於是鍾繇把僕人叫來，詢

問了一番。鍾繇獲悉實情後，

就把孫氏休了，逐出家門。魏

文帝曾下詔，令鍾繇收回休

書，迎接孫氏回家，鍾繇誓死

不從。

鍾繇曾問張昌蒲，為甚麼

被人毒害，卻忍隱不說？張昌

蒲表示，一家人互相傷害，會

破家害國。鍾繇聽罷，十分敬

佩張昌蒲的賢德。張昌蒲生下

鍾會（西元 225 年─ 264 年）

後，更加受鍾繇敬愛。

張昌蒲懂詩書，鍾會 4 歲

時，就教導他讀《孝經》；7 歲

時讀《論語》；8 至 14 歲時，早

慧的鐘會就已讀遍《詩經》、《尚

書》、《易經》等著作。在母親的

教育下，鍾會從小穿著簡樸，

親自管理家事，懂得節儉，成

人為官後，凡是得到的賞賜，

他都還給公家。

鍾會擔任尚書郎時，大將

軍曹爽（？─西元 249 年）專

權，每天縱酒享樂。一天宴會

結束後，鍾會的兄長鍾毓（西

元 210 年─ 263 年）回到家，

講起此事。張昌蒲認為曹爽酗

酒縱樂，不是長守富貴的辦法。

兩年之後，司馬懿與其子

和曹爽爭權，發動高平陵之

變，當時鍾會也參與其中。眾

人都為此擔心，張昌蒲卻是神

情自若。

中書令劉放、侍郎衛瓘、

夏侯和等人，平日都和鍾會有

交往，看張昌蒲如此鎮定，不

免好奇地問她，鍾會陷入危

難，她為甚麼就不擔憂呢？

張昌蒲平靜地說：「曹爽大

將軍生活奢侈，沒有節制，我

常常為其憂心不已；太傅（司

馬懿）（西元 179 年─ 251 年）

發動政變並不是要危害國家，

而是針對大將軍。何況我的兒

子就在帝王身邊，有甚麼可擔

心的呢？聽說司馬懿他們這次

出兵，並沒有大軍重器，想必

一定不會久戰。」

戰事情況發展，果然如張

昌蒲所言，時人紛紛稱讚張昌

蒲的賢明。後來鍾會也得到司

馬師、司馬昭兄弟二人的重用。

早飯後，良玉又出了門，站在河

邊，望著遠山出神。此時他心潮澎湃，

心中充滿了親情、愛情、友情。這幾種

情愫在他心中激蕩著，回旋著，融合

著，醞釀著，昇華著……忽然，一種從

來沒有過的無比莊嚴、宏大的慈悲，在

他胸中升騰。對！「大愛！」

他走回家中，喊紫鵑磨墨。他端坐

在窗前，凝神沉思，瞬間，提起筆來，

奮筆疾書。就這樣一口氣寫了下去，直

到小翠喊吃午飯才罷休。

飯後到了書房，直打呵欠。紫鵑說：

「睡一會吧，上午寫累了。」「也好！」

紫鵑服侍他睡下，放下帳簾，輕輕退出

臥室。良玉醒來時，已是太陽西斜。紫

鵑走進去掛上帳簾，遞過一杯漱口水。

良玉又洗了臉，二人走進書房。紫鵑問：

「還寫嗎？」「寫！胸中塞滿了文章，一

吐為快！」紫鵑磨起墨來，然後放好紙

筆，走進臥室，整理床鋪。良玉叫：「快

過來！」紫鵑走近他身旁，良玉指指椅

子：「坐下。」紫鵑說：「我又幫不上忙。」

良玉說：「你幫了大忙，你在身旁，安

了我的心，提了我的神，文章寫得更酣

暢。」紫鵑一笑，說：「以後你去殿試，

也把我帶著？」良玉說：「帶著，放在這

裡！」指指胸膛。良玉又定睛望著紫鵑

說：「你是上天派到我身邊的天使。我說

的是實話。」

只見良玉望著窗外，思索片刻，拿

起筆來，飽蘸墨汁，寫起來。真個是下

筆如飛，筆走龍蛇，字不加點，一氣呵

成。寫了一篇又一篇。小翠喊他們吃晚

飯，紫鵑直搖手。紫鵑既不敢打斷，又

怕他餓著，見他略一停頓，立即拿一個

小巧的點心，放到他嘴裡。他頭也不

抬，邊吃邊寫。天暗下來，紫鵑點起燈

燭。「休息一下吧！」「不用！」良玉仍

然手不輟筆，龍飛鳳舞，如行雲流水。

寫啊寫啊……等他最後放下筆時，掏出

金錶一看，「啊！到了練劍的時候了。」

紫鵑說：「咱們寫了一個通宵？你快睡一

會吧。」良玉說：「我毫無睡意，你呢？」

紫鵑說：「我也不睏。」良玉說：「那咱

們一起去練劍如何？」紫鵑欣然答應。

兩人悄悄地走出大門，向河灘走

去。這是紫鵑第一次近距離，大大方方

地看良玉練劍。只見他站定，深吸一口

氣，然後靜心調息片刻。「唰」的一聲展

開架勢，只見他輕輕把劍柄一轉，越轉

越快，劍光如銀龍般盤旋，飛舞。他飛

旋如風，時而輕盈如燕，時而如猛虎撲

食，忽見他騰空而起，如雄鷹展翅般停

在空中，又輕輕落地，如蜻蜓般落在荷

葉之上。騰轉挪移，虎虎生風。最後一

個乾淨利落的收勢，站定原處。紫鵑高

興地直拍巴掌。紫鵑走近他，看他額頭

上滲出了汗珠。她走到河邊蹲了下來，

三國時期的賢母張昌蒲

During the per iod of  the  Three 
Kingdoms, Zhong Yao (151-230), the 
founder of the regular Chinese calligraphy 
script known as kaishu, was married to 
Zhang Chang-pu (199-257). Zhang was an 
upstanding lady who abided by justice and 
placed a high value on the cultivation of 
morals and virtues. Even toward servants, 
her behavior was respectful, and Zhong’s 
family held her reputation in high esteem.

Zhong Yao’s other wife, Lady Sun, 
was born into a noble family. Sun was the 
First Lady in the Zhong household and 
attended to all household matters. Lady 
Sun was proficient in arguing and debating, 
but lacked compassion and was jealous 
of virtuous and capable people. In Sun’s 
eyes, if she made a mistake, it could be 
overlooked simply because she could find a 
reason to justify whatever she did.

Lady Sun was jealous of Zhang Chang-
pu’s righteousness and planned to defame 
her, but ultimately her plans failed and she 
was unable to harm Zhang Chang-pu. When 
Zhang Chang-pu was pregnant, Lady Sun 
became even more jealous and poisoned 
Zhang Chang-pu’s food when she was not 
looking. Zhang Chang-pu took a bite and 
felt that something was amiss. Fortunately, 
she spat out the food. However, she was 

still affected by the poison and had a dizzy 
headache for several days afterward.

Zhang Chang-pu’s servant advised her 
to let Zhong Yao know about the incident, 
but she chose to discreetly settle the matter 
herself. Zhang Chang-pu said: “Ever since 
ancient times, the fight between the legal wife 
and the concubine would lead to the ruin of a 
household and damage to the nation. People 
back then and up to today have taken it as a 
warning. If I tell my husband about such a 
matter, but he decides not to believe me, then 
who will help me prove my case? Moreover, 
Lady Sun now assumes that I will tell my 
husband about this matter; since she started 
it, let her bring it up. Perhaps it will be better 
this way.” And so Zhang Chang-pu claimed 
to be ill.

As expected, Lady Sun, under the 
impression that Zhang Chang-pu had already 
told her husband about the incident, said to 
Zhong Yao: “I wanted to help Lady Zhang 
give birth to a boy, so I secretly drugged her 
with medicine that would help her give birth 
to a boy. The ungrateful woman now accuses 
me of poisoning her with bad intentions!”

Zhong Yao, hearing this, was very 
surprised and at first, he thought that taking 
medicine to help give birth to a boy was 
a good thing. Then, he thought that if the 

medicine was secretly added to the food, 
that was not normal behavior. So Zhong Yao 
called his servants and questioned them. 
After he was informed of the situation, 
Zhong Yao expelled Lady Sun from his 
estate.

Zhong Yao later asked Zhang Chang-
pu why, after being poisoned, she endured 
and said nothing. Zhang Chang-pu told 
him that a family harming each other 
will ruin the family and in the worst case 
even damage a nation. After he finished 
listening, Zhong Yao was very impressed 
and respectful of Zhang Chang-pu’s virtue. 
After Zhang Chang-pu gave birth to Zhong 
Hui (225-264), who later became a famous 
general and conquered the Shu Han state, 
she received even more of Zhong Yao’s 
love and respect.

When Zhong Hui was 4 years old, 
Zhang Chang-pu taught him to read poetry. 
Under the guidance of his mother, Zhong 
Hui dressed simply from that young age. He 
also personally attended to family matters 
and was known to be thrifty. After he grew 
up and became an official, whenever he 
received a reward, he gave it all back to the 
state.

When Zhong Hui became a high 
official, the great general Cao Shuang 

monopolized power, drank excessively, 
and indulged in pleasures every day. Zhang 
Chang-pu believed that the general could 
not protect the wealthy families due to his 
indulgence in alcohol and desires.

Two years later, a father and son from 
the Sima family battled for power with Cao 
Shuang, initiating a coup at Gao-ping Hill. 
At the time, Zhong Hui also participated 
in it. Everyone was worried about Zhong. 
However, Zhang Chang-pu was unmoved.

Seeing that Zhang Chang-pu was calm 
and composed, some officials couldn’t help 
telling her that Zhong Hui was in danger, 
and wondered why she wasn’t anxious.

Zhang Chang-pu calmly replied: 
“Great General Cao Shuang has lived 
extravagantly with no discipline. I’m often 
worried about him. Sima Yi’s coup isn’t to 
endanger the nation. It’s aimed at the Great 
General. My son is at the Emperor’s side. 
What is there to worry about? Word has 
it that Sima Yi’s forces do not have large 
numbers or heavy weapons, so I think it 
will not be a long, drawn-out battle.

The battle unfolded as Zhang Chang-
pu predicted and people praised her for 
having insight and wisdom underpinned by 
virtue. Afterward, Zhong Hui continued to 
receive great favors and re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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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六回（上）

黛玉
後傳

文/黃靚

向良玉招手，兩人並肩蹲在河邊。紫鵑

用雙手捧了些清水往臉上敷，良玉也如

此洗了二、三次，又捧起水喝了一口。

兩人連喝幾口。良玉笑著說：「真的從裡

到外都感到無比清爽。我每天練劍都沒

想到，你為什麼早不告訴我？」紫鵑邊撩

起水來往良玉身上潑，邊笑著說：「是你

笨，這都想不到，還怪我？」倆人打鬧了

一回。紫鵑說：「這裡有個女兒國，那條

河水更好了，那河水能治百病。」良玉

問：「咱們去看看！」

兩人鑽進竹林，可是走啊走，總也

走不出林子。紫鵑說：「糟了，迷路了！

明明記得穿過這個竹林便到了。」忽見前

面有個三岔路口，兩人走上前去，猶豫

一會，挑選一條小路往前走。兩人走得

口乾舌燥，汗流浹背，總也走不到頭。

又走了一會，忽然豁然開朗，往外一

看，兩人驚呆了。眼前出現一個大湖，

湖水碧綠如翡翠，周圍松樹挺拔，翠葉

欲滴，各色鮮艷的花朵，開滿大地。湖

邊一群小鹿在悠悠吃草，湖對岸一個

淡藍色的山峰直插雲霄，白雲在山間纏

繞。這裡所有的顏色比外邊更加鮮艷，

細膩，透明。良玉說：「沒找到女兒國，

卻闖進了天上的瑤池。」良玉和紫鵑蹲

下來喝幾口湖水，水一入口就覺得一股

清涼甘甜沁入心脾，渾身舒暢。又洗了

臉，站起來時只覺得神清氣爽，精神倍

增。兩人看了又看，不忍離去。臨行

前，他們雙雙跪在湖邊，拜了又拜，才

一步幾回頭地離去。紫鵑慌忙中又摘了

一束花，抱在懷中。

回來時很快出了竹林，馬上到了河

邊，穿過柳林，老遠就看見家門口的高

台。只見一個女孩坐在大門口的台階上

哭。紫鵑仔細一看，那不是小翠嗎？紫

鵑大聲喊：「小翠！」小翠向二人撲來，

放聲大哭。良玉蹲下來，邊替她擦眼淚

邊說：「別哭，慢慢說，家裡出了什麼

事？」小翠說：「出了大事，家裡丟了

人！」紫鵑說：「誰丟了？咱們一起去

找。」小翠說：「你倆丟了！這一個月，

你倆到哪去了？家裡人鬧得人仰馬翻，

雞飛狗跳，都快沒命了。」兩人一聽，

驚詫萬分。只聽小翠說：「那天喊你們吃

早飯，屋裡沒人，只有寫好的文章擺滿

一桌一地。大姑、大姑父讀了你寫的文

章，喜得直拍桌子。」紫鵑說：「那叫拍

案叫絕。」小翠說：「噢！『拍案叫絕』，

後來又到秀林找，到山裡找，找得天翻

地覆。前天晚上，神仙爺爺又來了，眾

人圍著神仙爺爺哭，神仙爺爺卻笑呵呵

地說：『別哭了，這兩天就會回來的。』

真神了！你們今天就回來了。」三人邊說

邊走，已快到大門口。（待續）

懷大愛文章驚人  入仙境良紫迷魂

◎文|杜若

A Virtuous Mother From the Three Kingdoms Era

張
昌
蒲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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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校長被請來給家長們講

課，為的是解決目前孩子們漸

漸淡薄的禮貌問題。老校長說：

「很多人已經開始意識到如今的

社會，擅長與人交流的孩子等於

成功了一半，而禮貌熱情往往是

交流的開始，是打開人心的關

鍵。那麼讓孩子變得有禮貌會不

會很難啊？其實很簡單，只需要

父母每天起床後對孩子說上一句

話，不到半年必見成效。」

這句話一定要大聲說

老校長很清楚，父母如果不

能深切地意識到禮貌為何重要，

意識不到家庭中父母身教的影響

力，如果不解除父母對教育孩子

感到難度很大的心理障礙，就不

會為此用心。因此，他傳授了一

個人人都能輕易開始並堅持下去

的教育方法，而且告訴大家看似

簡單卻非常有效，不出半年孩子

的禮貌問題必然改觀。

「這個方法只有一句話，任

何人都會說，它就是『早上好』

這句話。」大家本以為會是多麼

不同尋常的一句話，一聽到就是

這句每天孩子到學校後，對老師

必說的一句話，都感到很意外，

覺得這句話如何能解決問題呢？

老校長看到大家疑惑不解的

表情，笑著解釋道：「別小看這

句話，我可是天天都在用，太好

用了。不信的話，明天大家就照

著我說的去試試。在座的基本都

是孩子的母親，每天都要一大早

起來，很辛苦的給大家做早飯，

可能忽略了一件小小的事。甚麼

事呢？家裡除了自己，最先起來

的估計都是孩子的父親，這時候

很少有人意識到要打招呼。明天

開始，只要丈夫一起來，你就大

聲地對他說『早上好』，估計全

家人都能聽到。丈夫和孩子們的

反應首先應該是嚇一跳，心想：

千字文

墨 悲 絲 染

詩 讚 羔 羊

曾幾，字吉甫，號茶山居

士，北宋贛州﹙今江西省贛縣﹚

人。生於神宗元豐七年﹙公元

1084 年﹚，卒於南宋孝宗乾道

二年﹙公元 1166 年﹚享年八十

有三。曾擔任過禮部侍郎的職

務，他的詩傳承了杜甫、黃庭堅

的精髓，並下傳給陸游，風格輕

快活潑，著有《茶山集》傳世。

他的學生陸游替他作《墓誌

銘》，稱他「治經學道之餘，

發於文章，雅正純粹，而詩尤

工。」後人將其列入江西詩派。

其詩多屬抒情遣興、唱酬題贈之

作，閑雅清淡。五、七言律詩講

究對仗自然，氣韻疏暢。古體如

《贈空上人》，近體詩如《南山除

夜》等，均見功力。所著《易釋

像》及文集已佚。《四庫全書》

有《茶山集》8 卷，輯自《永樂

大典》。

﹙ 1 ﹚三衢：山名。在今

浙江省衢縣境內。

﹙ 2 ﹚泛：漂浮。此處指

泛舟。

﹙ 3 ﹚盡：盡頭。

﹙ 4 ﹚卻：再。

﹙ 5 ﹚綠：讀音（文言音）

路，語音（白話音）律。

﹙ 6 ﹚不減：不少於……。

﹙ 7 ﹚添：增加。

梅子黃成熟的時候，正逢難

得晴和的好天氣，乘小舟沿著小

溪而行，來至小溪的盡頭，再改

走山路繼續前行。山路上蒼翠的

樹，與來的時候一樣濃密，深林

叢中傳來幾聲黃鸝的歡鳴聲，比

來時更增添了些幽趣。

中國東南沿海地區春末夏初

時，季候風由西北改為東南，此

時水蒸氣多而地面尚冷，氣候變

得濕潤多雨。而這個時候恰巧也

正是梅子成熟的時候，所以民間

稱這個時節為「梅」，所下的雨

稱為「梅雨」。因為梅子未熟時

呈青色，成熟的時候就變成黃色

的了，所以也有人把「梅雨」稱

為「黃梅雨」

梅子成熟時候，難得有這

樣「日日晴」的好天氣，因此詩

人的心情自然也為之一爽，遊興

愈濃。詩人乘輕舟泛溪而行，溪

盡而興不盡，於是捨舟登岸，山

路步行。一個「卻」字，道出了

他高漲的遊興。三四句緊承「山

行」，寫綠樹蔭濃，爽靜宜人，

更有黃鸝啼鳴，幽韻悅耳，渲染

出詩人舒暢愉悅的情懷。 
詩寫初夏時寧靜的景色和詩

人山行時輕鬆愉快的心情。看似

一幀寫景小畫，簡潔的線條，清

淡的色彩，經作者的廖廖幾筆，

境界頓出，妙趣頓生。 
這是一首紀行詩，全詩明快

自然，極富有生活韻味。寫作者

行於三衢山道中的見聞感受。紀

行詩，類似遊記，乃記載旅行見

聞的詩詞文章。

mò bēi sī rǎn

shī zàn gāo yáng

讓孩子有禮貌
 只需父母一句話

作者

註釋

語譯

詩中有話

解釋
墨：古代思想家墨翟的簡

稱。

悲：傷心，哀痛。

絲：蠶所吐的線狀物。

染：著色。

詩：《詩經》的簡稱。

讚：稱許。

羔：小羊。

譯文參考
墨子（翟）看到潔白的絲

放入染缸後，就被染成各種顏

色，失去本來的面目，於是聯想

到人，也會受環境影響失去善良

的本性，因此感到悲傷難過。

《詩經》對剛出生的小羊，

因毛色純潔，而給予讚美。所以

人在成長的過程中，也應該遠離

惡行，一心向善，保持像羔羊一

樣的清純。

文字的故事
「染」字最早出現在小篆，

寫作「染」，從水「染」、從木

「染」，從九「染」；木是指梔

（音之）子、茜（音欠）草等可

做染料的植物。水是指梔子、茜

草等植物的有色染汁，而九是指

物件放入有色染汁中的次數很多

的意思。所以「染」是把絲綢布

帛等連續多次放入有色染汁中讓

它著色的意思。但是染色的事要

很慎重小心的去做，因為染上黑

的就是黑色，染上黃的就是黃

色，很難改變，染出來的絲綢布

帛如果不是你想要的顏色，那你

的時間與絲綢布帛不就浪費了

嗎？人的本性善良，但也會受環

境影響，俗話說：「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就是這個意思。所以

一定要謹慎選擇你的學習對象，

遠離惡行，一心向善。做一個堂

堂正正的好人。

◎文|劉如 圖|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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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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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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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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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這是咋了，出甚麼事了？媽

媽怎麼如此鄭重地打招呼？他會

覺得很不好意思，很難為情地含

糊著回你一句『早上好』。不過

沒問題，習慣就好了，任何人都

不會責怪別人對自己有禮貌的，

只是剛開始覺得不好意思罷了。

只要大家這樣每天堅持下

去，每天早上對著起床的丈夫和

孩子大聲地打招呼，保證家庭的

氛圍就變。任何人面對別人主動

地對自己打招呼，都不會反感，

反倒有被尊重的感覺。自己被媽

媽如此禮貌地對待，如果漠視媽

媽沒有回應，孩子們自己也會覺

得不好意思、太不像話，出於禮

貌肯定漸漸就回應媽媽，從含糊

漸漸變得聲音清晰。這樣就不需

要你天天罵他要有禮貌、要跟人

打招呼，他自己就在家中養成習

慣了。」（待續）

作者：曾幾 zēng jǐ  
méi zǐ huáng shí rì  rì  qíng 

lù  y īn  bù  j i ǎn  l á i  sh í  l ù  

xiǎo xī  fàn  jìn què shān xíng 

tiān dé huáng lí  sì  wǔ shēng 

梅子黃時日日晴，

綠陰不減來時路，

小溪泛盡卻山行。

添得黃鸝四五聲。

三衢道中 
sān  qú  dào zhō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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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與 UFO 一直是很多

人討論的熱點話題，根據美國

UFO 通報中心 (National UFO 
Reporting Centre) 資料，全球

有不少人看到過不明飛行物，在

1990 年，每年約有 1 萬次左右；

到了 2000 年暴增到每年超過 4
萬次；到了 2010 年之後已達到

每年 4.5 萬次。

2014 年，加拿大前國防部

長曾公開聲稱，外星人真的存

在，而且就在人類的周邊生活

著。

同年 1 月，德國傳出一段

視頻，在德國巴登 - 符騰堡州的

羅伊特林根市拍攝到飛碟和外星

人的直擊影片。上傳者自稱，這

是有史以來拍攝到的最清晰的

UFO，真實度 100%。

從視頻中可見，一開始一個

飛碟靜靜的停在草坪上。突然飛

碟底部噴射出強光，並伴隨著巨

響，幾乎是一眨眼的功夫，飛碟

就騰入空中。

只見它逐漸飛的越來越高，

就在快要淡出人們視線之時，這

個飛碟以非常快的速度改變方

向，並在一陣強光中消失，就如

同瞬間遁入時光隧道一般，沒有

留下任何痕跡。

視頻中還公布了拍攝到的兩

名外星人，正互相交談，形象類

似常被提及的外星灰人。

有專家認為，這份視頻的真

實性相當高。視頻中飛碟的急速

騰空、變向，瞬間消失都不是目

前人類飛行器所能做到的。但也

有人對視頻表示懷疑。 
感興趣的讀者可觀看原

始 視 頻：https://youtu.be/
Kl274o5XQ5I

提到人類的禁地，很多人想

到的都是「百慕大魔鬼三角」。

的確，世界範圍的報導令百慕大

太出名了。但是中國這個古老神

秘的東方古國，我們有當今世界

上最悠久的歷史，我們有最美麗

的地方，又豈會少了神秘的地方

呢？

瓦屋山迷魂氹凼

北緯 30°是世界上最神秘

的一條緯線，百慕大三角正是位

於這一維度上。而無巧不成書，

在中國境內也有一片神秘之地位

於這個維度上，被稱為陸地上的

「百慕大三角」。

這個地方就是四川眉山市

瓦屋山迷魂氹，緯度大約在北

29° 32''—29° 34'' 之間。瓦屋

山迷魂氹面積大約 1000 多畝，

大樹和箭竹林密佈，到處無路可

通。一個個低緩丘陵，外貌幾乎

一模一樣，難以分清誰是誰。進

入該地區後，常出現原地打轉、

羅盤失靈、鐘錶停擺、頭昏腦脹

等現象。

針對瓦屋山迷魂氹的種種超

常現象，很多人進行了猜測。有

人說是因為東漢五斗米道創立者

張陵在瓦屋山傳教時設置的八卦

迷魂陣所致，有人說是地下的天

然大型磁場所致，還有人說是由

於地底枯木散發出的瘴氣。由於

迷魂氹的神秘恐怖，當地政府在

開發瓦屋山資源時，不得不將其

劃為旅遊禁區，防止遊人誤入迷

魂氹。

吉林干飯盆

干飯盆位於吉林省長白山脈

江源縣境內，該地區不只是一個

大盆，而是裡面大盆套小盆，盆

盆相連、盆盆相接，據說共有

九九八十一盆。而且神秘的是，

走進干飯盆地區後，羅盤、指南

針都有可能失靈，使入訪者迷

路，進得去出不來。迷路的方式

大致相同，即不論怎樣往前走，

不論走出多遠，最終還是會回到

原來的地方。

干飯盆的成因和神秘現象至

今都沒有一個明確的解釋。有人

認為可能是遠古時期隕石群砸出

來的凹坑形成的，因為隕石本身

帶有強大的磁場，所以人進去後

受其影響，出現生物鐘紊亂，指

南針失靈，記憶混亂等，最終導

致迷路。還有人說在「干飯盆」

裡發現了一個古怪石陣，它是迷

失方向的核心，但是後來再去找

卻怎麼也找不到了。

鄱陽湖

朱元璋鄱陽湖大戰陳友諒我

們都知道，但是卻不瞭解鄱陽湖

還有一片水域被人們稱為「中國

的百慕大」。

鄱陽湖是中國第一大淡水

湖，也是中國第二大湖，位於江

西省北部。這片神秘的水域位於

鄱陽湖老爺廟附近，是鄱陽湖連

接長江出口的狹長水域，有「拒

五水一湖於咽喉」之說，南起松

門山，北至星子縣城，全長 24

公里。

在半個多世紀裡，百餘艘船

只在這裡離奇失蹤。其中最大的

一艘是 1945 年一艘 2000 多噸

的日本運輸船「神戶丸」號行駛

到這一水域後，突然悄無聲息的

沉入湖底，船上人員無一逃生。

後來日本海軍派人潛入湖底偵

察，潛水員上來後神情恐懼，不

久就精神失常了。

甘肅蘭新公路 
430千米處

在中國蘭新公路的 430 千

米處，有一段道路平坦、視線開

闊的公路，按理說這樣的路段應

該很少出事故，但是這裡卻經常

發生翻車事故。一輛好端端、正

常運行的汽車行駛到這裡，有時

便像飛機墜入百慕大一樣，突然

莫名其妙地翻了車。這種突然車

毀人亡的神秘事故每年少則發生

十幾起，多則二三十起，原因至

今成謎。蘭新公路的這個神秘的

430 千米處，已經成了中國的一

個「魔鬼三角」。

有人認為，這裡的道路設計

肯定有問題，但是經過好幾次的

改建，依然毫無用處。後來，人

們發現，430千米處的每一次翻車

事故，翻車的方向全都是朝著北

方。據此，有人認為這個神秘的

路段可能有一個很大的磁場，汽

車行駛到這裡，人和車上的電子

儀器都會受到影響。人出現精神

渙散，車出現控制失靈，車子被

磁場吸引過去，導致事故發生。

但是這種聽起來很有道理的說

法，還沒有得到科學家們的論證。

羅布泊

羅布泊位於新疆若羌縣境東

北部，曾經是中國第二大咸水

湖，是誕生絲綢之路與樓蘭古城

的輝煌之地，但由於各種原因，

如今已乾涸，只留下大片鹽殼與

許多不解之謎。

東晉高僧法顯西行取經路

過此地時，曾寫到「沙河中多

有熱風，遇者則死，無一全

者……」。許多人竟渴死在距泉

水幾步之遙的地方，實在令人不

可思議。如今乾涸的羅布泊更是

連飛鳥都難以穿越，許多年前科

學家彭加木的離奇失蹤更為羅布

泊披上神秘的面紗。

如今「羅布泊」三個字給人

的感覺更多的是神秘，而不是單

單的地域名稱。

這些地方的神秘令人望而卻

步，因為太過危險，沒有專業的

野外知識與團隊，不建議大家冒

險深入哦！

中國神秘的五大禁地 
個個堪比百慕大

隨著人類的技術越來

越先進，很多在古代的神秘

之地如今都已被人類解密。

但儘管如此，仍有許多神秘

的現象是用現在的科學也

無法解釋，一波波的探險者

都是有去無回，這些地方是

人類的禁地。

文 / 藍月

(Adobe Stock）

古代神兵:越王勾踐劍
1965 年，在湖北江陵發掘

的一號楚墓中發現了越王勾踐

劍，此劍長 55.7 釐米，寬 4.6
釐米，劍寬 5 釐米。劍身滿飾

黑色菱形幾何暗花紋，劍格正面

和反面還分別用藍色琉璃和綠松

石鑲嵌成美麗的紋飾，劍柄以

絲線纏縛，劍首向外形翻捲作

圓箍，劍身一面近格處刻有兩

行鳥篆銘文「越王勾踐，自作用

劍」。

此劍埋藏 2000 多年，依然

鋒利無比，當時有記載說：「拔

劍出鞘，寒光閃閃。毫無鏽蝕，

刃薄鋒利，試之以紙，二十餘層

一劃而破。」但隨之而來的問題

是：在幾千年的漫長歲月中，它

為什麼不會鏽蝕呢？

1977 年 12 月，上海復旦

大學靜電加速器實驗室與中國科

學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的專家

們，採用質子 X 螢光非真空分

析法對越王勾踐劍進行了無損科

學檢測，得出了劍身青銅合金分

配比的準確數據表。

越王勾踐劍的主要成分是

銅、錫以及少量的鋁、鐵、鎳、

硫組成的青銅合金。劍身的黑色

菱形花紋是經過硫化處理的，劍

刃的精磨技藝水平可同現代在精

密磨床上生產出的產品相媲美，

比如說寶劍的尾部是圓錐體底

座，座內內空，有極其規整的 11
個同心圓刻紋，間隔只有 0.2 毫

米，圓圈中間還有細繩紋，這是

現代的車床技術都難以做到的。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硫化

處理」這個結論，簡單地說，

「硫化處理」就是將一些物質稀

釋後包裹在物體表面。學者們認

為，越王勾踐劍是經過硫化銅的

處理，這樣就可以防止鏽蝕，以

保持花紋的豔麗。但後來許多仿

製「越王勾踐劍」的人，在經過

無數次的對比後發現，最接近

「越王勾踐劍」原始「包漿」的

只有硫化鉻，而非硫化銅。

這樣一來就產生了一個問

題：春秋時期的中國人是否掌握

「硫化處理」技術？據說「硫化

鉻」是德國於 1937 年、美國於

1950年才發明的，並列為專利。

其實像這樣不可思議的技術

原素，在中國並非孤證。袁仲一

《秦始皇陵兵馬俑研究》有這樣

一句話：「一號兵馬俑坑Ｔ 2 第

十一過洞的一件青銅劍，出土時

因被陶俑碎片壓住而彎曲，當把

陶俑碎片拿掉後，劍立刻反彈恢

復平直。」這其中涉及到一個名

詞「記憶金屬」，又叫形狀記憶

合金，此項現代技術出現於上個

世紀 70 年代的材料科學中。 
越王勾踐劍

（Siyuwj/維基百科）

文 / 子明

文 / 友然

專家認為這份視頻的真實度很

高。（視頻截圖）

史上拍攝到最清晰的 
外星人和飛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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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樂觀的經濟形勢繼續影響房市

房屋銷售較去年同期下降14%

【看中國訊】據卡城房地

產委員會（CREB）數據，今

年 11 月份房屋銷售量為 1,171
套，至 11 月底今年銷量總量

為 15,349 套，比去年同期下降

14％，比多年同期平均值約低

20％。

CREB 首席經濟學家 Ann-
Marie Lurie 表示，目前卡城房

市仍屬買方市場，房屋銷售繼

續受到抑制，部分原因是亞省

能源行業仍陷於困境之中。

「在過去的一個月中，能源

行業面臨困境從一定程度上打

壓了消費者的信心。加之失業

率居高不下和貸款利率的進一

步上漲，這都對房屋銷售產生

了不利影響，」她說，「待售房

屋庫存增加和銷售疲軟導致買

方市場持續，房價繼續下跌。」

11 月份全市房屋基準價格

為 422,600 元， 比 10 月 份 下

降近 1％，比去年同期水平低

3％。 11 月新上市的房屋數量

較去年同期下降了 7％。

各類房屋銷售均下跌

今年到目前為止，幾乎所

有價格範圍內的房屋銷售量均有

所下降，但售價低於 20 萬元的

房屋除外，這個價格範圍的房產

銷售量佔總銷售量的近 6％。

CREB 表示，銷售量下降

幅度最大的是售價介於 60 萬至

100 萬元的房屋。

CREB 的數據顯示，今年

到目前為止已售出 2,557 套公

寓，比去年下降 5％，比長期平

均水平低 21％。市中心公寓銷

售量佔公寓總銷售量的 48％。

聯排屋，今年已售出 3,344
套，同比下降 16％，比長期平

均水平低 14％。

CREB 表示，房市上，供

大於求的局面導致房價持續下

跌，半獨立式住宅的基準價格為

400,700 元，連年下跌幅度約

3.3％。 11 月，全市獨立房屋銷

售量為 679 套，比同期多年平

均值低 21％。 11 月份獨立式住

宅的基準價格為 486,000 元，

比去年同期下降 3％，比 2014
年 10 月的月度高點低近 7％。

11 月份的新掛牌房屋數量

較去年減少 7%。現有庫存量為

6501 套，遠高於去年的 5683
套，較常年同期水平上漲 32%。

【看中國訊】加拿大央行

副行長本週對樓市發出新的警

告，指出加拿大房地產市場雖

然在央行加息和房貸按揭新規

實施之後有所降溫，但是仍然

非常脆弱。

據路透新聞報導，加拿大

央行副行長 Carolyn Wilkins
本週四表示，房地產市場潛在

的問題不會一下子消失，因為

這些問題已經積累了一段時

日。

她在渥太華出席加拿大按

揭和房屋公司（CMHC）的

會議上指出，市場的脆弱性和

漏洞已經減緩，但是仍然處於

高位。

報導稱，央行自 2017 年

7 月以來已經五次提高基準利

率，目前央行正在密切關注加

息對負債額高的人群有多大的

影響。與此同時，銀行業也在

密切關注加息的影響。帝銀

（ICBC）世界市場本週警告

說，「已經有證據顯示加息效

應出現得要比過去幾個週期更

早，而且程度更劇烈。」

不僅如此，加息的效應也

有可能令央行脫離未來加息的

既定軌道。帝銀資深經濟師

Royce Mendes 在一份研究報

告中指出，加息對汽車和房屋

銷售的影響最大，其他消費購

物也各有影響。但是汽車業與

房地產業目前佔據經濟的比重

相當大。

舉例而言，央行的研究認

為加息對汽車銷售的影響在加

息之後兩年達到峰值，而此輪

加息週期從首次加息算起，還

有 8 個月才達到峰值，但是

汽車銷售增長已經轉入負面。

此外，Mendes 也指出，

近期一些耐用商品如建築材

料、電器的銷售放緩幅度大於

其他零售銷售，傢俱銷售雖然

情況良好，但也能感受到房屋

銷售放緩的影響。他認為，此

輪加息的影響出現得更早也可

能預示風暴會過去得更快。不

過更有可能的是基於歷史數據

的模型會低估加息對本國家庭

的影響，尤其是考慮到目前的

高債務狀況。

另外，Mendes 表示，加

息對樓市的影響不容易估量，

因為除了加息，還有聯邦按揭

貸款新規、各省海外買家稅等

措施的影響。但是信貸增長放

緩已經更加明顯，說明樓市已

經受到加息的影響。他指出，

任何貨幣政策的峰值影響出現

在 6 個季度之後，而目前距

離首次加息尚未到這個時間

點，所以未來影響還會進一步

顯現。

加拿大央行將利率目標定

在 3% 左右，目前業界正在預

期央行是否會在今年 12 月或

明年 1 月繼續加息。

【看中國訊】上週五（11 月

30 日），卡城市議會以 9 票贊

成、5 票反對通過了市府四年財

政預算方案，其中，確定 2019
年地稅上調 3.45%。

議 員 George Chahal，
Diane  Col ley-Urquhar t，
J e r o m y  F a r k a s 和 P e t e r 
Demong 投了反對票。

在當天的最終投票中，議

員們批准了 2019 年將地稅上調

3.45％。

市長Naheed Nenshi表示，

對於卡城典型住宅，相當於每月

地稅上漲約 5 元。利用這些資

金，市政可以僱用更多的公交車

司機和警察，並且能及時清掃道

路，保持安全和清潔交通條件。

Nenshi 說：「我們關注的是民眾

對市政服務的需求，每月多交 5
元的地稅，民眾可以得到更好的

服務。」

議員George Chahal表示，

他將推動政府進一步提高工作效

率，以降低住宅和非住宅稅率。

「我們在市政管理方面存在巨大

的結構性問題，我們需要解決

它，」Chahal 說，「我們不能再

像過去那樣把難題推到以後去。

在當前經濟狀況下，企業主面臨

經濟壓力，居民也面臨經濟壓

力，政府應該削減開支，以確保

稅率增長幅度不大。」

【看中國訊】有外媒報導，

目前許多亞省的房屋建築商被迫

進行重組，其中有些裁員並削減

項目。

作 為 Avalon  Mas te r 
Builder 公司的總裁兼首席執行

官的 Ryan Scott 認為很多亞省

的房屋建築商在苦苦掙扎。

「你看到每個月都有一些項

目推向市場，這實際上是不可持

續 的，」Scott 說。Avalon 公

司也面臨著一些困難，並且必須

做出一些艱難的選擇，包括裁 
員。

上週晚些時候，亞省最大的

房屋建築商之一 Jayman Built
做出了裁員的決定，削減了超過

15％的勞動力。

Jayman 公司的首席執行官

Jay Westman 表示，該公司正

處於（房屋）供大於求和市場

需求不足的週期中，「這是由當

前的政治格局和影響西方經濟的

關鍵因素決定的，那就是能源

業。」「這些可怕的情況讓人想

起 1980 年的能源危機。」

Scott 表示房地產行業正面

臨著嚴峻的挑戰，而不僅僅是亞

省的經濟低迷。他指出聯邦政府

規定了更嚴格的貸款規則，並上

調了貸款利率，這都對房市不

利，制約了房屋銷售。

雖然加拿大國家住房機構

CMHC 認為，房屋的供需關係

是打擊市場的主導因素，其他因

素也發揮了作用。CMHC 預測

2019 年亞省房市將持平。

「也不一定是房子建造的太

多了。」房市高級分析師 James 
Cuddy 說。「當經濟衰退時，

很多人選擇不購買房屋，因此待

售房屋庫存增大。」

政經困境難解  

地產業削減項目大裁員

加拿大樓市最新警告：加息效應已提前出現

市議會通過   2019年地稅上調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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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另加特別優惠，免1年公寓管理費

- 
 
- 全部使用高品質建材

- 卓越的客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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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種不同戶型設計可選

房市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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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發，總是客廳裡面最舒適

的區域了，想著窩在自己家的沙

發上，抱著軟軟的抱枕該是多麼

愜意的時光。

好看的靠墊成千上萬，很容

易買了一堆回家，卻發現其實抱

枕的選擇也不是那麼簡單。如果

說沙發是家中裝潢中的重要一

環，那麼沙發上的靠墊就是軟裝

潢領域中的關鍵了。別小看那一

個個小靠墊，點睛之筆與害群之

馬的差別就看你的眼光了。

靠墊搭配原則

靠墊怎麼搭配沙發，最關鍵

是要考慮家中的整體風格。如果

是歐式風格，靠墊的材料要高

檔，圖案要典雅。室內色調簡潔

單一的，靠墊選純度高的鮮豔色

彩來活躍氣氛，或者使用帶有動

物，碎花，線條圖案的靠墊。室

內色調多雜的，靠墊的色彩要單

純。最簡單的方法是參照沙發的

顏色。

同時，沙發上面的抱枕數量

不要太多，不然反而顯得空間特

別侷促。

常見的沙發靠墊搭配

灰色沙發

灰色的沙發相對比較好搭配

靠墊顏色。如果是深色的沙發，

可選同色系列，讓整個空間看起

來更活潑時尚。但要避開與沙發

顏色相近的色彩，如深淺不同的

灰。或者使用對比色，如白、紅

等，充滿熱情，吸引眼球。

如果是淺灰色的沙發，可選

純度不太高的冷色，如湖藍色，

將理智情緒與冷靜氛圍最大力度

展現。安靜的空間擁有一種魔

力，能讓人更加放鬆愜意。不同

程度的灰色沙發與藍色靠墊搭配

起來有不同的感覺，但無論怎樣

的搭配，我們都可以從中領略到

極致誘人的典雅輕奢氣質。

黑色沙發

純粹的黑色像是冷酷的君

王，靠墊應該選擇亮色，這樣有

一種別樣的現代美感，契合現代

人的審美需求。

同時，也可以使用白色系靠

墊，帶來強烈的視覺衝擊，帶

來高貴典雅的高端質感。

米色沙發

米色帶著些許灰色的內斂

與沉靜，也帶著棕的溫暖與親

和，可以說是最舒適的色調，

所以有很多家庭常選擇它來作

為沙發用色。米色沙發可以用

黃色的靠墊來搭配。米色與黃

色，就像陽光照射著的岩石，

又彷彿泥土上舖展的落葉，溫

潤的色彩銜接的天衣無縫。輕

柔的視感與暖意的色澤融合，

釋放著優雅與絕美風華。

靠墊的材質

靠墊的舒適度就與材質緊

密相關。現在市面上的種

類主要有全棉，毛絨，

亞麻，化纖等等。

全棉

全棉靠墊材質細膩，摸起

來手感很棒，而且不容易起

球，靜電。所以這款材質冬天

使用，還有保暖的功效，性價

比也較高。

亞麻

亞麻材質耐摩擦，質量

好，十分適合夏天使用。同時

光滑色澤明亮，適合裝飾搭配。

毛絨

毛絨舒適、柔軟、溫暖，

適合冬天使用。

最後，面對這些五顏六色

的靠墊，一定要檢測是否會褪

色。檢測方法很簡單，就是用

一張白色的紙在面料上使勁摩

擦，可以看看白紙上面有沒有

沾到顏色，如果沒有顏色就證

明這個不會褪色，如果有，則

會褪色。     ( 文：侃魚 )

沙發靠墊
的挑選與搭配

廚房裝修要注意哪些問題

呢？怎樣打造一個彰顯現代自由

與個性、有自己獨特生活品味、

打破傳統的廚房呢？

廚房安全

安全起見，設計廚房時要小

心尖銳的突出角，在頭頂上的器

具、油煙機等。可以把這些角弄

成圓的，或者用玻璃紙包住它

們，或者買一些塑料的用來包住

角的小套子，能用便貼紙黏住的

那種。廚房裡最好有防滑措施，

以防有人拿著盤子、有滾水的茶

壺時容易滑倒，還會燙傷別人。

櫥櫃的台面

現在裝修的台面最主要是天

然石（大理石或者花崗石）和

人造石。這兩種材料都可以用，

相對來說，天然石較硬、而人造

石較軟。但是人造石較美觀，隨

你喜歡啦。

廚房防水問題

廚房的水是不多的。防水主

要是要確保洗菜盆的位置和地面

的傾角。前者最關鍵是做好接口

的防水。用夾板做的櫥櫃受水後

通通氣就行了，但組合式的櫥櫃

受水後就會膨脹，致使其後表面

防火板層脫離。因而櫥櫃的座地

部分一定要做 10 公分的磚台，

防水最有效。

廚房裝修設計必須掌握一定

的裝修技巧，這樣不會出現一些

問題。想擁有一個完美的廚房體

驗，一定要甄選一個優秀的設計

與裝修團隊喲！ 

廚房裝修要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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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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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人相信蒜頭能帶來正能量，不僅

強身健體，還能提振精神，不論是泡

菜、辣醬、烤肉，甚至雞湯都有添加

蒜頭。

韓式蒜頭雞湯

雞 1隻（約 900g小型雞）、蒜頭 2球、蒜

泥 1/2大匙、大蔥 2株、薑一小塊。

調料：鹽、黑胡椒適量。

食材

全雞用牛奶浸泡 30分鐘去腥，清水洗

除雞表面的牛奶備用。

準備一鍋冷水（水量至少淹過一隻全

雞），放入雞，開中大火，滾煮，加入蒜

頭、蒜泥、大蔥、薑煮滾，小火燉煮 40
分鐘至雞肉軟嫩，加調料調味，取肉沾韓

式辣醬食用。

雞骨繼續留在湯裡燉煮，如需在湯裡加

料，土豆切片或菇類是很適合的選項。

作法

專家認為，大蒜生吃最營養，搗

成泥最有利於產生對人體有益的

大蒜素，經典蒜香意大利麵就是

這樣製備大蒜。

香蒜意大利麵

意大利（spaghetti）直麵 150g。

大蒜醬材料：蒜頭 1球、橄欖油 5大

匙、鹽、黑胡椒少量。

食材

大蒜醬：蒜頭去皮，以研缽搗成泥

或以果汁機攪打成泥。與橄欖油、

鹽、黑胡椒混合，攪拌均勻成蒜醬。

煮出有嚼勁的意大利麵：以深鍋煮

滾一鍋水（1.5L），加 10g鹽，然後放

入直麵，至於煮麵的時間可參考麵包

裝袋上指示及自己喜歡的口感。

麵煮好撈起瀝乾，拌入作法的

蒜醬，灑些香菜末即可上菜。

作法



文 / 米娜 圖 / Fotolia

大蒜，是古老的藥食兩用珍

品，可為料理提味添香，還有

消炎、健脾等效用。

大蒜可促進消化，溫熱腸胃，將大蒜

風味融入奶油保存，隨時可用來抹麵

包、烹調烘烤料理，兼具健康與美味。

香草大蒜奶油

無鹽奶油 100g、蒜 6瓣、鹽 1小匙、細

砂糖 1/2小匙、巴西利葉末 1大匙。

食材

從冰箱取出無鹽奶油，切小塊，放室溫

回溫（回溫時間依據氣溫調整），軟化到

手指可按壓變形即可。

蒜頭切末。

將已軟化的奶油，以手持打蛋器打至乳

霜狀，加入鹽、細砂糖、蒜末及乾燥巴西

利葉末，混合均勻。

將作法鋪放在保鮮膜上，整形成圓

條狀，用保鮮膜包裹起，放冰箱冷凍至硬

後切成片狀，使用更加方便。

作法

享受大蒜的美味又不想口氣不佳，可

試試大蒜濃湯。經過燉煮，大蒜不具

新鮮蒜頭的辛辣與臭味，且更加香甜

美味。

蒜香土豆濃湯

蒜頭 1球、土豆 2個、洋蔥 1個、動物性鮮

奶油 1杯（不具甜味）。

調料：鹽、黑胡椒適量。

食材

作法

土豆去皮切塊。洋蔥去外膜切末。蒜頭

去外膜拍碎切末備用。

中火熱平底鍋，加入奶油，奶油溶化後

加入蒜末炒出蒜香味，加入洋蔥炒至微

焦。加土豆塊，拌炒均勻。加熱水，淹過

食材。

作法煮至土豆軟爛即熄火，置涼後以

食物攪拌機打成泥。

作法小火煮滾，加入鮮奶油，攪拌均

勻。食用前灑上黑胡椒及鹽。

品味蒜香料理

大蒜奶油
抹麵包，
兼具健康
和美味。

蒜頭雞湯帶

來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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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養生秘方：
不生病的 8條定律

大家都知道，均衡的飲食、

堅持運動習慣、良好的生活作

息、保持樂觀的情緒等，可以給

我們帶來健康，但是真正能做

到這些的人卻不多，想要「不生

病」，真的那麼難嗎？

以下是綜合一些名醫、專

家的養生秘方——「不生病的 8
條定律」，是難得的經驗總結，

提供給大家參考。

不生病的8條定律
 不熬夜

眾所周知，熬夜十分傷身，

但是現代社會夜貓子非常多，尤

其時下年輕人總是認為熬夜後補

個眠就行了。

殊不知國際癌症研究機構已

經認定，熬夜有強大的致癌風

險，熬夜的人和朝九晚五正常作

息的人群相比，早期腫瘤的風險

增加 49%，晚期腫瘤風險也增

加 24%。真心的建議您：早點

睡，千萬不要熬夜。

 不生氣

生活周遭有許多人總是夾帶

著負面情緒，不管遇到甚麼人或

甚麼事，總是心生抱怨，看甚麼

東西都不順眼，遇到一點兒小事

就發脾氣。

保健
常識

黃瓜的九大好處

適時宣洩，運用打坐、冥想、

運動等方法，都有助於達到心

理平衡。

 不孤獨

人類是群居的生活型態，

但現今工商業社會少子化，以

及謀生不易等問題，造成很多

獨居老人，而許多老年人在失

去伴侶或孩子長大離家之後，

頓失生活重心，健康每況愈下。

一人獨處、孤獨無助的老

年人容易患上憂鬱症、老年痴

呆或心血管病症等。老年人應

該走出家門，多找鄰居、朋友

聊天，參加活動、旅行等，不

僅有益健康，如有突發狀況，

也較可能獲得他人及時的救助。

編譯 / 高新宇

  黃瓜，清脆又爽口！它不
僅味道鮮美，還營養豐富。

文 / 方剛

圖片 / FOTOLIA 

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

的過程，我們來到世上

會成長，會衰老，會經

歷病痛，但是，生病多

痛苦啊！尤其是大病、

慢性病，不知苦痛何時

是盡頭！

一種黃酮類化合物，具有抗炎作

用，對促進腦健康起著至關重要

的作用，能提高記憶力，防止神

經細胞由於老化所造成的衰退。

實驗證明，非瑟酮能防止患阿茲

海默症小鼠的學習和記憶障礙。

抗氧化能力：黃瓜富含

抗氧化劑，包括：維生素 C
和 β- 胡 蘿 蔔 素。 此 外， 它

們還含有類黃酮抗氧化劑，

如： 槲 皮 素（quercetin）、

芹 菜 素（apigenin）、 山 奈

酚（kaempferol）、 木 犀 草 素

（luteolin）。已經證明槲皮素能

夠阻止組胺釋放，是自然的抗組

助消化：黃瓜內含有大量的

纖維和水，是助消化的二種最重

要的物質。黃瓜還可能有助於

提高胃的 pH 值，能中和反酸症

狀。此外，黃瓜皮中含有不溶性

纖維，可增加大便量，從而幫助

食物在消化道內的移動，促進排

泄。

清新口氣：如果您的口腔有

味道，可以將一片黃瓜含在舌

下，能幫助您清除產味細菌。此

外，吃黃瓜還有助於消除胃熱，

後者正是造成口臭的初始原因。

減輕壓力：黃瓜含有 B 族

維 生 素， 包 括：B1、B5 和

織胺因數，而山奈酚則可以幫助

人體對抗癌症，並降低患心臟疾

病的風險。

降低炎症：黃瓜可以幫助減

輕體內的炎症反應。動物實驗表

明，黃瓜提取物能夠通過部分抑

制，促進炎症的�的活性，來減

少不必要的炎症反應。

降低癌症風險：黃瓜含有一

種叫木脂素（lignans）的多酚

類物質，可幫助降低多種癌症風

險，如：乳腺癌、子宮癌、卵巢

癌和前列腺癌。此外，黃瓜內還

含有一種具抗癌特性植物營養

素。

根據美國亞特蘭大疾病控制

中心研究指出，90% 的疾病都

和精神壓力有關。我們只要控制

好自己的情緒，樂觀積極，保持

愉快正向的情緒，就可以少得

病，或是晚得病。

 不亂吃

飲食和健康息息相關，所

謂「病從口入」，很多疾病都

是自己吃出來的，例如：攝取

過量甜食可能誘發癌變，吃太

多肉容易導致腸癌，還有一些

燒烤、醃製、油炸等食物都不

利健康。

飲食要定時定量，每餐只

吃七八分飽，合理飲食結構是

「二高一低」：高維生素、高

B7。眾所周知，B 族維生素能

夠幫助減輕焦慮症狀，並減輕壓

力對身體造成的破壞。

體重管理：黃瓜的熱量非常

低，但營養非常高，所以它們是

最好的健康零食。黃瓜在消化過

程中會變成凝膠狀物質，有助於

減慢消化速度，從而幫助您保持

長時間的飽腹感，有效控制體

重。

促進心臟健康：黃瓜內含有

鉀，可以幫助降低血壓。鉀離子

能夠與鈉離子相互作用，幫助控

制神經衝動的傳遞和肌肉收縮，

從而有助於心肌功能。

纖維素和低脂肪。平時應多吃

粗糧和新鮮的蔬菜、水果，用

雞、魚等白肉替牛、羊、豬等

紅肉，但也不要攝入太多肉類。

 不壓抑

根據美國芝加哥大學隨訪

20 年的研究發現，死於癌症的

人的性格特點和其他死因的人

相較之下，前者性格消沉的人

數是後者的 2 倍。

此項大規模研究指出：「壓

抑」可能是罹癌的一個危險因

素。在臨床肺癌病人中的統計

也證實這一點，接近一半的病

人和本身性格抑鬱，以及長期

的心情壓抑有關。個性壓抑的

人要能控制自己的情緒，並且

 不透支

處在現今工商業社會中，許

多人都感受到工作壓力很大，職

場競爭必須力求表現，全力以

赴，超時工作的結果很容易透支

自己的體力，導致內分泌和植物

神經系統經常處於紊亂狀態，身

心俱疲，自然容易生病。

合理安排每天的時間，適度

放鬆、休息，才能讓自己恢復精

力，走更長遠的路，所以，千萬

不要掏空自己，賠上健康。

 不能不動

研究指出，經常鍛鍊的人比

不經常鍛鍊的人平均壽命更長。

大家都知道運動的好處，卻不一

定能做到。從年輕時最好就養成

運動的好習慣，堅持規律的體育

鍛鍊，可以降低罹患中風、糖尿

病、心臟病、抑鬱症和一些癌症

的風險。

許多人抱怨工作太忙，沒時

間運動，其實我們每天只要抽空

鍛鍊 10 分鐘，累積下來也有很

好的健身效果。老年人可以選擇

一些適合散步、練氣功、打太極

拳等緩和的運動。

 不要太傷心

人生在世難免遇到挫折，

尤其中、老年人很可能會遇到

子女、親朋好友病痛或離世等

重大打擊。情緒的強烈衝擊導

致重大的精神創傷，可能會使

心率增快、失常，損傷心臟，

造成意外心臟事件的發生。當

生活中出現傷心的情緒時，我

們要學會找親友傾訴，給不良

的情緒一個出口，以免拖垮自

己的身體。

（資料來源：

wisemindhealthybody.com）

黃瓜含有人體必需的維生素

和礦物質，如：維生素 K、維

生素C、部分B族維生素、銅、

鉀和錳，所有這些營養素對人體

健康都大有益處，所以多吃黃瓜

有百利而無一害。

保護大腦：現在已證明，黃

瓜內含有非瑟酮（fistein），是

飲食要
均衡。

8

1

4
3

2

5

6

7

32 Ave NE

52
 St

. N
E

Temple Dr. NE

Kevin and
Amanda's Nofrills

N    5401 Temple Drive NE, Calgary
（東北區 32 大道與 52 街交叉口東北 Mall 內）
   營業時間：每天早 9 點至晚 10 點

Kevin and Amanda's 更多熱賣

nofrills.ca

有效期： 2018 年 12 月 7 日至 13 日

* 廣告如有錯漏，以店內標價為準 Refer to price tags in the store, in case of discrepancy of printing errors in this Ad

平民菜店 超市規模意想不到的低價

FROZEN TILAPIA DRESSED

FERRERO ROCHER 
BOXED CHOCOLATES 
156/200g LITTLE DEBBIE SNACK CAKES 369g BREYERS CLASSIC FROZEN DESSERT 1.66L

MARINA DEL REY WILD 
ARGENTINIAN RAW SHRIMP MAPLE LEAF SMOKED HAMS

NO NAME NATURALLY IMPERFECT 
APPLES 8LB BAG 

KELLOGG’S CEREAL 210-285g ROYALE BATHROOM TISSUE 30=60 rolls  MALLORY SNOWBRUSH 35in

CHESTNUTS LKK SOY SAUCE 1.9L
冰鮮羅非魚

盒裝巧克力
(156/200g)

蛋糕卷
(369g)

香草味冰淇淋
(1.66L)

野生蝦
(20-30, 300g)

煙熏火腿 (600g)
蘋果 (8LB)

早餐麥片 廁用捲紙 (30=60)車用除雪鏟 (35in)

栗子
李錦記
鮮味生抽 (1.9L)

288
LB

488
188 288

688 788 588
(8LB)

988488

188
LB 288

20-30count per lb, 
frozen,300g

Kevin and Amanda's

8832/
OR 1.94 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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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空氣清潔機
維護您居家空氣品質

蘆薈

燙傷、曬傷對於皮膚總是能提

供最大照護的多肉植物，它也是很

棒的空氣清潔機。除了專攻甲醛

外，連吸附灰塵及空氣中有害微生

物也是它的專長。此時，您會非常

感謝自然的一切，總是安排這麼美

妙的植物在我們周遭。

吊蘭

新手請看這邊！吊蘭是觀葉式

垂掛植物，其實這些有效又省錢的

天然空氣清潔機，都是非常好照顧

的植物。假如您常常忘記澆水這件

事，我將大大推薦吊蘭給您。即使

陽光只有些許，它依然可以進行它

的光合作用。家裡曾有塗裝油漆或

是重新裝修，它也會將過去的毒素

與現在的一起清除。甲醛、尼古

丁、苯乙烯都是它最在行的。

菊花

想不到吧！菊花也有清淨空氣

的能力，從花草茶、喜宴或是道路

旁的綠化都可以隨處可見它的蹤

跡。接下來要細數它的強大清淨能

力給您知道，可以過濾苯、二氧化

硫、氯化氫、氟化氫等工業廢氣。

所以您也明白為何大多工廠外常種

植菊花囉！而且在夜間所釋放的新

鮮氧氣，將讓您獲得更好的睡眠品

質。

白鶴芋

擁有淨化空氣並帶有優雅氣質

的室內盆栽就非它莫屬啦！夏天開

的純白之花又加上墨綠的大葉片，

如此美觀又大方。白鶴芋最強大的

地方就是可以過濾掉甲醛、苯、阿

摩尼亞及無色有毒的三氯乙烯，趕

快入手吧！將來的您會非常感謝這

麼勤勞過濾空氣的它。

您不知道的是室內的那些灰塵、細菌等

集中起來可是戶外的五倍，如此驚人！然

而，市面上所販售的空氣清潔機幾百種，加

上耗電並且需固定時間更換耗材，不見得購

買空氣清潔機會比較適合。您可有想過，自

然就是這麼巧妙安排好的。植物就是地球的

肺，我們可以以植物來取代空氣清潔機，並

且同時綠化環境。那小編將介紹幾種植物給

您，過濾您的居家空間，同時也讓您的居家

環境更美麗喔！

虎尾蘭

很適合於室內栽種的植物，因

為價格親民、好栽種、好照顧等特

性，常常成為公司、商場、停車場

這些大型空間的綠化植物。據研究

資料顯示一盆 3 英寸大小的虎尾蘭

盆栽就可以淨化 10 平方公尺大的

室內空氣，而且不分早晚都可以釋

放出氧氣來。由於虎尾蘭喜歡通風

良好的地方，所以盡量不要將它放

在倉庫（陰暗處），保持土質微濕

狀態就可以讓它順利成長囉！

黃金葛

絕對是您印象中好養好照顧的

植物，小編小時候曾經拿寶特瓶就

將黃金葛放入養殖，一段時間黃金

葛默默長大，當時就認為它很耐

養，查了資料，原來它是不可小覷

的淨化空氣好幫手。黃金葛可過濾

掉甲醛有毒氣體，原來人只要與任

何植物建立起一段關係後，您的情

緒，它都會知道。假如最近情緒不

太好，它會藉由葉片的枯黃來告知

您。

▲

▲

▲

▲ ▲

▲▲

植物清理壞空

氣的能力與人

的情緒有關。

 
過敏、打噴

嚏、眼睛癢等症
狀，常常是提醒我們居
家空氣品質已經有問題

了！許多毒素充滿在室內
的每個角落，即使打掃

也不見得清除 
的掉。

■ 文｜黃詩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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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6日∼12月12日

068
磅

$

$

088
磅

$

Mini mandarins 迷你小蜜橘 Anjou Pears 安茹梨Suey Choy 短紹菜

Lemons 檸檬

Navel orange 臍橙

Yellow onions 黃洋蔥 Local Long English Cucumbers 本地黃瓜 Assorted Hard Squash 各類南瓜

$098
箱 $088

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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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
免費停車位

098
個3

Refer to price tags in the store, in case of discrepancy of printing errors in this Ad. 

498$$

$
（1.5磅）

（5磅）（25磅）

$398
袋袋

Mini mandar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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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icy Sweet Orange

Jalapena Peppers

多汁甜橙

墨西哥辣椒 Pears

Fresh GarlicJUMBO Russet Potatoes

梨

鮮蒜

意大利瓜

Quince 木梨 超大土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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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low
 Trail N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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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告如有錯漏，以店內標識為準。Refer to price tags in the store, in case of discrepancy of printing errors in this Ad. 

$     .99/ 磅$     .99/ 磅

$        .00/ 箱

$    .49/ 磅

$    .49/ 磅

$     .99/ 袋

$    .99/ 個 $     .00/ 2 袋

0

0

4

1 5
Red & Green Grapes 紅 / 綠葡萄

$    .99/ 磅0

Limes 青檸

$    .00/10 個1 00

10 (50 磅 )

(10 磅 )

12月 5日特價商品

12月 3 - 4日特價商品

Red Onion Zucchini紅洋蔥

下列價格為過往記錄，僅供參考。當日價格請查詢我們的臉書頁面（ Facebook）。
The following prices were historical records and are for reference only. Please check our Facebook for sales items of the day.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第 31 期     2018年 12月 6日—12月12日    D6 看資訊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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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erfoot City 
手工品創意廟會

特別為節假日舉辦的活動，超過 130
多位加拿大頂級藝術家、工匠為您提供從

服裝、藝術、家居裝飾、美食小吃到嬰兒

及兒童用品和各種獨特的物件，您一定能

找到適合您自己和他人的禮品。

時間：12 月 6 日和 7 日，上午 11
點～晚 9 點；12 月 8 日，上午 10 點～

晚 6 點；12 月 9 日，上午 11 點～下午 5
點

地 點：Deerfoot City: 901 64 Ave 
NE

門票：$5，12 歲及以下免費

角和蹄用處大

每個月的第一個週五探索亞省野生動

物和大自然。在上午 10 點到下午 3 點之

間訪問探索中心的調查站，親身接觸帶有

角和蹄子的野生動物。 在上午 10:30、
上午 11:30、下午 1:30 或下午 2:30 參

加大型團體活動，了解角和蹄是如何幫

助各種動物生存的。 活動專為 2 歲及

以上的好學者設計！ 所有活動都包含在

Discovery Center 門票中。

時間：週五，12 月 7 日，上午 10
點～下午 4 點

地 點：Bow Habitat Station: 1440, 
17A Street SE

網址：bowhabitat.alberta.ca

Marda Loop 燈火節
包括各種好玩的和免費的節日活動，

聖誕老人、兒童手工、聖誕寵物照、抽

獎、窗戶裝飾比賽，還有室內特價商品。

時間：週五，12 月 7 日，晚 6 點～

晚 8 點

地 點：Marda Loop: 33 and 34 
Avenue SW

網址：facebook.com/events/ 
921554864663238/

與聖誕老人合照

捐贈給食物銀行，家庭成員及寵物即

可免費和聖誕老人合影。還有小零食可領

取。

時間：週六，12 月 8 日，中午 12
點～下午 4 點

地點：250 Stewart Green SW

市中心聖誕集市

如果您在為家人、朋友、同事或客戶

尋找一件獨特的物件或禮品，這個聖誕節

日市場就是為您準備的。免費進入哦。

時間：週三，12 月 12 日，上午 10
點～下午 2 點

地點：Gulf Canada Square: 401, 9 
Ave SW

網址：facebook.com/events/ 
746187735575553/

第32屆聯邦公園彩燈節
節日裝飾彩燈沿著 14 Street NW 照

亮聯邦公園（Confederation Park）高爾

夫球場。這是卡爾加里最盛大的免費聖誕

燈火展，從傍晚 6 點到午夜，攜帶家人

在 45 萬盞燈光中穿行於公園。開幕式在

12 月 1 日晚 5 點開始，結束時還有焰火

助興，不要錯過。

時間：12 月 1 日～ 1 月 8 日

地點：Confederation Park: 14 
Street NW（24 Avenue 北側）

網站：lionsfestivaloflight.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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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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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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