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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元老缺席中國改革開放大會
Absence of the elders from 40th anniversary of China 
Reform and Opening Conference lead to speculation.

D4 重金屬中毒怎麼辦？3類蔬菜助排毒
Heavy metal poisoning: 3 kinds of vegetables help detoxificationC6 讀書成就人類的智慧之光

Reading ignites human wisdom

卡爾加里黃背心運動。（視頻截圖)

卡爾加里的抗議活動表現平

和，沒有出現反對抗議的人群。

同一天，埃德蒙頓也發生了數百

人的「黃色背心」抗議活動，但

他們遭遇了一小群反抗議人群。

反對抗議的人群把抗議者稱

為種族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

而抗議者聲稱他們不是，他們反

對的是加拿大和其他幾十個國家

最近簽署的「全球移民協議」。

穿著黃色背心的一位名為布赫

(Bussche) 的抗議者說：「我來

黃背心運動加拿大蔓延
他們在抗議什麼 ?

這裡是抗議特魯多總理簽署的聯

合國協議，並請特魯多下臺，因

為他的所作所為對任何人都沒有

一點好處。」他還說：「我們不

會像法國一樣。我們不會訴諸暴

力，我是這樣認為的。」

「這是一個呼籲所有愛國

者、國家主義者、埃德蒙頓和

大埃德蒙頓地區的加拿大人團

結起來反對聯合國和各式全球

組織的平臺。」國家公民聯盟

網 站（NCA:National Citizens 
Alliance）這樣寫道。

NCA 網站提出訴求：制定

「嚴格的移民政策，將加拿大人

民的福祉和安全放在第一位」，

減稅和取消碳稅，並終止「向聯

合國及其附屬機構提供資金。」

據悉，亞省的紅鹿市也發

生了『黃背心』的抗議活動。

加拿大城市包括多倫多、哈

利法克斯（Halifax)、溫尼伯

（Winnipeg)、里賈那（Regina)
等也發生了類似抗議活動。

( 下文轉 A2)

平和的亞省抗議

亞省的集會是由「加拿大黃

背心」發起的全國性系列運動之

一。從 12 月初以來，他們在不

到兩週的時間內在臉書群組發展

了超過 55,000 名成員。

週六（12月15日），

數百名卡爾加里人聚集

在市政廳，向三級政府

發出抗議，抗議碳稅和

特魯多政府簽署《全球

移民協議》。一位抗議者

說：「（加拿大）移民的

主權應該歸加拿大所有，

而不是日內瓦的某個組

織。」而比利時首相米歇爾

（Charles Michel）因簽

署了《全球移民協議》引

發政府內外的反對，於週

二（12月18日）宣布辭職。

 記者林佳綜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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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宣布抵制  

近期美國與眾多盟友

紛紛表示抵制華為。有分析

師稱，在未來3年內，華為可
能將丟失大量市場佔有率。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導

看

( 上文接 A1)

比利時首相辭職

「黃背心」運動最初是在法

國發起的，示威者穿著黃背心聚

集在一起抗議增加燃油稅，但最

終演變成對高昂生活支出和工人

生活困境不滿的表達方式。

黃背心運動的緣由是，法國

總統馬克龍今年早些時候公布了

新的汽油稅及環保稅，以減少法

國對化石燃料的依賴。法國政府

稱，這項稅收將使燃料價格每加

侖增加約 30 美分，並將在未來

幾年繼續增加。

「黃背心」運動在國際上也

引發巨大關注，美國總統川普

12 月 8 日發推文說：「《巴黎協

定》在巴黎實施得不是很順利，

法國各地爆發了抗議和騷亂。人

們不願意花大錢保護環境，很多

錢還流向了第三世界國家。」

而延伸到加拿大的「黃背

心」運動，除了抗議和燃油稅類

似的碳稅外，還加了一個直接導

火索，即 12 月 10 ～ 11 日加拿

大正式簽署了由聯合國發起的

《全球移民協議》。加拿大總理

特魯多說：「正是通過強大移民

體系接收來自全球各地的人，讓

加拿大變得強大，這也是世界更

加需要的。」但反對此協議的澳

總理莫里森認為，此協議最大的

缺陷是沒有將非法移民與合法移

民加以區分，鼓勵非法移民將會

帶來諸多社會問題。

而 在 比 利 時， 米 歇 爾

（Charles Michel）政府簽署了

《全球移民協議》，後果比加拿

大嚴重得多。 12 月 16 日比利

時首府布魯塞爾有逾 5000 人上

街抗議，對移民議題立場強硬的

比利時新法蘭德斯聯盟（NVA）

退出執政聯盟，多名 NVA 部長

辭職。在此強大的壓力下，比

利時首相米歇爾週二（12 月 18
日）宣布辭職。

《巴黎協定》和《全球

移民協議》受抵制

全球近 200 個國家在 2015
年 12 月在巴黎出席《聯合國氣

候變化框架公約》第 21 次締約

成員大會，達成《巴黎協定》，

同意自願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

對抗氣候變化，其中包括美國和

中國。

《巴黎協定》的出臺是基於

全球變暖將帶來巨大災難的假

想。英國首先提出了「個人碳定

量證券」的概念，即將碳的消耗

量幾乎等同於第二種貨幣，每

個人都擁有同樣的份額，富人

需要從窮人那裡購買碳信用額

度。環保思想家希爾曼（Mayer 
Hillman）宣稱：「碳排放量的

配給制必須實施，不管人們喜歡

不喜歡」。

根據《巴黎協議》，到 2025
年之前，發達國家每年要向發展

中國家提供大約 1,000 億美元的

援助資金 , 幫助其在能源結構和

工業化技術上取得發展和改進。

在一百多個簽署國中，美國每年

要承擔 75% 的費用，也就是大

約 750 億美元。

中國是全球第一大碳排放

國，美國位居第二。美國承諾

2025 年前溫室氣體排放量，比

2005 年的排放量減少 26% 至

28%。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

減排則要從 2030 年開始。

川普在總統大選期間前曾

說，氣候變化是「騙局」，損害

了美國經濟，並誓言如果當選總

統將退出《巴黎協定》。去年 6
月初川普在白宮宣布退出《巴黎

協定》，震動全球。

再看《全球移民協議》

2016 年 9 月，聯合國大會

193 個成員國一致通過《紐約難

民和移民宣言》，承諾維護難民

權利，當時會議商議在 2018 年

底前簽署一份移民協議。

據聯合國的統計數據 , 截至

2017 年底 , 超過 2540 萬難民離

開家園。僅 10 個國家就已經容

納了世界上近三分之二的難民。

此協議雖是一份「不具法律約束

力的合作框架」，但並不完全與

法律無關，各國移民機構可以引

用該協議酌情作出決定。

2017 年 12 月初，美國政

府宣布退出該項協議。今年 11
月，澳大利亞也表示不簽訂這項

協議。之後波蘭、捷克共和國、

保加利亞、奧地利、匈牙利、拉

脫維亞和斯洛伐克等國家也都表

示不會簽署協議。

國家主義 
與全球化的對壘

為何《巴黎協定》和《全球移

民協議》看似不相干的兩個協議

交織在一起，近期在全球引發連

鎖效應？兩者有和內在聯繫？

《巴黎議定書》是基於化石

燃料會造成災難性的全球變暖的

假想而進行的。但科學界對此假

說存在重大分歧。持否定意見的

科學家認為，氣候變化的原因非

常龐大複雜，涉及天文學、氣象

學、生態學、光化學、光譜學、

海洋學等許許多多領域，這些領

域遠未充分瞭解。氣候變暖是人

為的及一定會導致災難，這兩者

並沒有足夠的科學依據。

有媒體報導，美國環境保

護署公布的熱浪指數顯示，熱

浪出現最頻繁的年代是 20 世紀

30 年代，當時多達 40% 的年份

熱浪指數超過 0.45；而 21 世紀

最熱的年份該指數卻只在 0.3 左

右。當時人類排放的溫室氣體總

量不到目前積累總量的 10%。

另外，據報導，環保支持者

們也承認，將汽車燃油效率提高

到 2025 年的每加侖 54.5 英里，

也最多能達到 2100 年時使氣候

增溫幅度降低 0.02 攝氏度，對

所謂的降低溫室效應幾乎無補。

這一個基於假想造就的現實

是，發達國家需要提高汽車尾氣

排放標準，限制新的禁用物、化

學產品…。這些嚴苛的環保條例

意味著提高產品造價，減少利

潤，相應的工人失業。不少公司

為保住利潤將工作機會不得不從

自己國家轉向發展中國家以減低

美、澳、歐、亞拒絕華為

美國國會今年 8 月通過的

《國防授權法案》明確規定，出

於國家安全考慮，禁止政府部門

使用華為和中興的技術及產品。

幾乎與此同時，澳大利亞和

紐西蘭也相繼禁止 5G 網路使用

華為和中興產品。

《彭博社》報導指出，先前

歐洲地區對於來自美國的抵制壓

力，表現較為不積極。但自上週

起，越來越多的國家及電信商都

表態將與華為保持距離。主要是

擔心北京會透過華為設備，進行

間諜活動。

德國電信、法國的 Orange 
SA 及 英 國 電 信 集 團（BT 
Group）等電信企業，皆明確提

出未來將不會採用華為的 5G 通

訊設備，一些電信集團還表示，

將在 2 年內拆除公司 4G 移動網

路核心中的所有華為設備。

法國、挪威政府聲明，對外

國投資和敏感設備進行更嚴格控

制，必要時甚至會禁止。兩國政

府雖然沒有特別提及華為的名

字，但毫無疑問，華為已被定位

為審查目標。

亞 洲 方 面， 今 年 9 月 15
日，韓國最大電訊營運商 SK 

華為市場前景堪憂再傳加公民被捕
北京報復升級?

【看中國記者端木珊綜合報

導】繼前外交官員康明凱和企業

家斯帕沃在中國被捕之後，加拿

大媒體 19 日引述加拿大外交部

稱，又有一名加拿大公民在華被

捕。

加拿大《國家郵報》19 日報

導，根據加拿大外交部的消息，

已於 18 日確認，第三名加拿大

公民被中共當局拘押，但無法證

實該事件與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

舟風波有關。曾與這名被拘人士

家屬通話的消息人士透露，第三

位被拘人士並非外交官或商人。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19 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對此回應

說，「我沒有聽說」，不掌握相

關情況。

在 12 月 1 日加拿大警方逮

捕孟晚舟後，已經先後有三位

加拿大公民被中共拘捕。 12 月

12 日，加拿大外交部證實，前

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凱（Michael 
Kovrig）於 10 日被北京市國

安局扣查；13 日，加拿大商

人 邁 克 爾 · 斯 派 佛（Michael 
Spavor）也被證實於 10 日遭遼

寧丹東國安局審查。

加拿大《環球郵報》12 月

14 日發表題為〈特魯多對華幻想

的終結〉的社論表示，孟晚舟案

摧毀了加拿大總理特魯多的對華

政策，同時也埋葬了北京的對加

政策。特魯多政府被迫擦亮眼

睛，去瞭解中共的本質。

Telecom 宣布，選擇三星、愛

立信和諾基亞作為 5G 設備的投

標企業，而華為未獲得競標。

日本政府 12月 10日決定，

今後政府機構不得採購華為及中

興的技術及產品。

印度電信出口促進委員會

（TEPC）近期計畫致函國家安

全顧問杜瓦（Ajit Doval），建

議當局考慮禁止華為等中企電信

設備在印度運營。

華為試圖挽留客戶

原本是華為在歐洲的大客戶

之一的德國電信，計畫在 2021
年底前在德國大量投資 5G，總

金額達 200 億歐元，如今因華為

信任風波，已將其排除在項目外。

Mirabaud Securities 電

信、媒體與技術領域分析師

Neil Campling 表示，華為在北

京以外的市場前景相當黯淡，近

期無論相關的紛擾事件結果會如

何，該公司的聲譽皆已遭受巨大

損失，甚至在未來 3 年內，華

為將有可能丟失大量市場。

在全球市場遭受重創的華

為，曾試圖挽留丹麥這個客戶。

12 月 10 日，華為公司寄給丹麥

國會國防委員會一封挽留信曝

光。這封信以「你可以信任的華

為」作開頭，信中聲稱，「想向

您保證，華為的運營遵守其所有

適用的法律與法規，其中包括了

聯合國、美國和歐盟的出口管制

與相關規範。」

12 月 18 日，華為集團在

深圳舉行國際媒體記者會。華

為 CEO 胡厚昆對《紐約時報》、

《華爾街日報》、美聯社、法新

社、彭博等 13 家西方媒體稱，

該公司與中國政府無關。

華為硬體含可疑晶元

2013 年 7 月， 美 國 中 央

情 報 局（CIA） 前 局 長 海 登

（Michael Hayden）警告稱，華

為是北京間諜機構，已是不爭的

事實。去年 10 月，CIA 公布的

一份情報顯示，華為和類似俄國

克格勃式的情報部門有關連。

12 月 11 日，日本富士電視

臺報導，執政的日本自民黨相關

人士透露，在拆解華為的設備之

後，的確發現在硬體中，含有不

必要的元器件，此問題引起日本

當局很大的關注。

黃背心運動加拿大蔓延 
他們在抗議什麼 ?

造價。川普政府希望把外流的製

造業拉回美國，除了改善稅收增

加吸引力外，從嚴苛的環保條例

中解套也是一個重要方法。

《全球移民協議》的全稱是

《安全、有序和正規移民全球協

議》。但有評論者認為，此契約

是為闖入他國領土的非法移民利

益代言，嚴重干涉他國內政。

近期宏都拉斯的移民大篷車

向美國挺進的事件，引起了全球

媒體的高度關注。非法移民到達

發達國家，多數人特別是婦女兒

童能享受部分社會福利。而社會

福利則來源於納稅者的錢包。媒

體觀察到，墨西哥政府宣布願為

來自中美洲的非法移民提供居留

和工作機會，但多數闖關者並不

領情。

這令觀察者聯想，富裕的美

國納稅人的錢包比墨西哥納稅人

的錢包更有吸引力。這令歐美眾

多國民擔憂，世界上低收入國家

的人口遠多於發達國家的人口，

傾儘自己國家的財力，也難以滿

足源源不斷地非法移民之需。

羅馬共和國時代的法典裡就

納入「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

的概念，無論是氣候協議還是移

民協議帶來系列後果無疑撞擊著

歐美國家這條源遠流長的法規理

念。反思一旦開始，行動隨之而

來。全球化支持者試圖將國家主

義混同為種族主義，而國家主義

者則認為全球化帶來的是變相的

社會主義甚至共產主義。

「人們已經受夠了被任意擺

佈，讓別人告訴我們該相信什

麼。社會主義理念不適合加拿

大。」卡爾加里「黃背心」運動

的參與者布赫說。

截至發稿時間，媒體通報勞

埃德明斯特（埃德蒙頓附近小

鎮）、亞省麥迪遜哈特、聖約翰

堡（卑詩省）、奧肯那根、蒙克

頓和薩斯卡通等也發生了「黃背

心」運動。

比利時黃背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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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中國國務院研

究室前主任兼前發言人袁木，

12 月 13 日去世，終年 90 歲。

新民網、澎湃新聞等媒體在

報導袁木去世的消息後，又突然

將相關文章刪除。其他媒體則對

袁木離世全面噤聲。

公開資料顯示，袁木，江蘇

興化人，早年曾在新華社工作，

之後又先後在中央組織宣傳組、

中央組織部、國務院辦公廳、中

央財經領導小組等部門工作。 
1988年，他擔任國務院發言人。

「六四」天安門屠城後，袁

木又在新聞發布會上稱，死亡人

數中，軍隊和地方加在一起預估

近300人，其中包括23名學生。

事後他又對美國 NBC 記

者表示，部隊天安門廣場「清

場」，「沒有死一個人，沒有軋

傷一個人。」

原木去世，其相關「六四」

發言再次被普遍質疑。

2018 年臺灣九合一大選 11
月落幕，民進黨執政縣市長席次

從 13 席掉到 6 席，凸顯臺灣社

會民意轉向。外界關注接下來的

2020 年臺灣總統大選中，藍綠

白陣營中誰最獲民眾支持？《遠

見雜誌》最新民調出爐。

近日，《遠見雜誌》與「遠見

研究調查」展開「臺灣民心動向

大調查」，詢問民眾對時事、兩

岸關係、政府施政滿意度等看

法。也特別針對選後新民意、藍

綠兩黨黨魁、2020 總統候選人

等熱門議題，詢問民眾意見。

根據最新調查結果，在民進

黨方面，民眾最支持參選 2020
年總統的是現任行政院院長賴

清德，以 20.6％支持度遙遙領

先，贏過蔡英文（13.3％）。

而在國民黨人選中，最支持

參選 2020 年總統的是朱立倫以

25.6％位居第一，第二名則是高

雄新科市長韓國瑜（21.4％）。

其餘的依序為：馬英九

（6.7 ％）、 王 金 平（6.4 ％）、

侯 友 宜（4.4 ％）、 郝 龍 斌

（2.8％），現任國民黨主席吳敦

義卻意外吊車尾，僅 2.2％。

《遠見雜誌》的最新數據還

顯示，在無黨籍參選 2020 總統

人選中，現任臺北市長柯文哲以

54.8% 的支持率領先，鴻海集

團董事長郭臺銘支持度 18.6%
排第二，前行政院院長張善政則

為 7.3%。

另外，因近年來每逢選舉，

身份認同、國號以及國旗經常成

為攻防的熱門話題。但今次九合

一大選後，《遠見》的調查結果

顯示，對於「中華民國」是我們

國家的稱呼，民眾認同度高達

84.7％。至於「青天白日滿地

紅」國旗，有 87.1％民眾認同

這面國旗代表國家。

【看中國訊】大陸的大貓熊

「團團」、「圓圓」今年來臺已滿

10 週年，往年臺北市立動物園

每年都會去大陸參加「大熊貓繁

育技術委員會年會」，討論貓熊

繁殖等問題，但今年疑因兩岸關

係不佳，遭陸方拒絕。

對於「圓仔」未來的「配

偶」，陸委會主委陳明通表示，

動物有動物權，「圓仔」的幸福

不該受人為政治因素干擾。

三立新聞報導，大貓熊團團

和圓圓從中國大陸來臺 10 年，

2013 年生下母貓熊「圓仔」，

臺北動物園每年都會派員赴陸參

與大貓熊會交流。

原本打算派人參加上月（11
月）在四川成都舉行的「大熊貓

保護與繁育國際大會暨 2018 大

熊貓繁育技術委員會年會」，但

卻因兩岸僵局被拒，動物園直

言，「政治因素是其中原因。」

Phoebe Ku Chaoran LiAndy Lai

32,945

袁木去世

9 月底，「萬科」在深圳舉

辦例會時，會場屏幕與側牆出現

「活下去」的大字怵目驚心。

兩個月後，鴻海富士康、伯

恩光學等許多大廠也傳出裁員數

十萬員工的消息。

11 月底，社群媒體又紛紛

傳出網絡零售巨擘「京東大面積

裁員」、「擬先裁未婚未育女性」

等消息。

12月開始，中國手機廠「錘

子科技」傳出公司裁員裁到內部

只留下 40% 的員工；而近日中

2018年末 失業潮來襲
年尾 將至，互 聯 網

企業阿里、京東、騰訊、

網易、華為、滴滴、知乎

等都相繼傳出縮招、裁

員的消息。儘管相關企

業出面闢謠，但有評論指

出，中國失業海嘯恐剛剛 
開始。

雷音、林小凡採訪報導

國知名問答平臺「知乎」也面臨

將裁員 20% 的局勢。

儘管上述企業紛紛出面澄

清、闢謠，但今冬卻是給民間再

添寒意。

更有評論直言，這種「被下

崗」現象在其實已經是常態。

湖北潛江市銀行「被下崗」

員工伍立娟指出，企業裁員表面

說是為「優化」管理，但實質是

為縮減公司開銷。

她以自身為例說：「我曾經

在銀行工作 18 年，但他們（銀

行）卻要我簽字下崗，當時我

才 30 幾歲，所以我沒有同意簽

字，公司就說，給我 1 萬 8000
元，但是我覺得這個事不公平，

所以我沒有要他們的錢，就是想

要個說法。但直到現在，我的工

作問題都沒有解決。」

針對勞工權益問題，河南潤

洛律師事務所律師莫宏洛指出，

「正常情況下，在法律程序沒有

解決的前提下，（勞工）是可以

走信訪程序的。」但他也坦言，

「信訪程序是否能真正解決勞工

權益，現在還不敢下結論。」

而曾在四川經營企業的劉先

生也感慨表示，目前社會亂象橫

生，國企吞併民企是常態，而國

企又聽命於政府，也因此導致他

經營多年的公司被迫關門。

路透社披露，中國僅上半年

倒閉的企業，就超過 500萬家。

浙江一家企業主管表示，照

現況持續下去，「那些微小企業

會垮掉 70% 至 80%，因為整個

經濟是懸崖式下跌。」

瑞銀集團最新數據顯示，中

國 2019 年出口增長預估放緩至

4%。隨著這種情況的出現，未

來 6 個月會有更多的民眾「被下

崗」。

「六四」發言再被質疑

最新民調結果出爐
【看中國訊】

2020年最支持誰當中華民國總統？ 兩岸關係太差
大貓熊「圓仔」赴陸被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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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開大會再顯「分裂」

香港《蘋果日報》18 日報導

說，此次大會與 30 週年的大會

情況南轅北轍，中共退休元老都

未能露面，焦點全集中在習近平

身上。

對比十年前的 12 月18 日，

中共舉行「改革開放 30 週年」大

會時，除胡錦濤、溫家寶等九名

政治局常委出席外，中共退休高

層江澤民、李鵬、朱鎔基、李瑞

環、胡啟立等也都出席了會議。

在召開本次會議前，外媒就

曾報導說，40 週年大會，上一

代領導人是否出席，是觀察中共

黨內「團結」的窗口之一。

報導說，自中美貿易戰爆

發、中國經濟下行壓力陡增之

後，中共黨內針對習近平施政策

略的雜音增多，習的絕對權威可

能受到質疑。

路透社此前有報導引述知情

者稱，中美貿易戰的確導致中共

內部出現分裂，其中王滬寧陷入

麻煩。王滬寧被黨內批評因採

用的「過度民族主義」誤導習近

平，從而激怒美國，讓美國的立

場變得更加強硬。

8 月下旬，習近平首次發聲

定調，稱宣傳思想工作的決策部

署是「完全正確的」，從事宣傳

的官員是「完全值得信任」。這

被認為呼應了上述傳言。

貿易戰造成的中共第二波分

裂動向，則以習近平與鄧樸方的

暗戰最引注目。

10 月 22 日至 25 日，習近

平廣東考察期間，罕見不提鄧小

平，被認為是中共內部異議浮現

的表現。

同期，網絡上流傳著一份鄧

小平長子、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名

譽主席鄧樸方 9月16 日的講話

稿，裡面除了盛讚鄧小平理論開

啟改革開放之外，還不點名地提

醒當權者要「實事求是」、「保持

清醒的頭腦，知道自己的分量」。

11 月 13 日，中共所謂「改

革開放 40 週年大型展覽」在國

家博物館開幕。習近平和王滬寧

有關改革開放的公開講話中，都

沒有提到鄧小平。

不過，18 日登場的改開大

會，習近平長達一個半小時的講

話中，對於 40 年來改革開放的

歷史、經驗與意義則沒有太出人

意表的闡釋，也沒有過度聚焦在

自己執政這 6 年的表現。外界

有認為這是因為習近平受到黨內

某種勢力的壓制。

習講話引議

令人關注的是，習近平在

18 日紀念改革開放的本次會議

上說：「該改的，能改的，我們

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

我們堅決不改！」

外界普遍認為，習近平所說

的「堅決不改」指的是中共的一

黨專制的「權力和地位不能變」。

北京清華大學政治學系前講

師吳強對自由亞洲電臺表示，本

次會議上，習近平對未來如何改

革開放隻字不提，歸根結底就是

改革已經停止。

他說：「歸根結底就 4 個

字，堅決不改（改革），這堅決

不改其實是道出了過去 40 年，

他所說的改革開放成功的關鍵，

也就是堅持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也是改革開放的初衷，如何通過

改革開放來維護一黨的統治。」

吳強還表示：「同時，這種

堅決不改，還指出了未來的各種

方針，其實就是不改革開放。習

近平今天的報告實際上是結束改

革開放。」

自 9 月以來，吳邦國、劉

雲山、胡啟立、朱鎔基、胡錦

濤、溫家寶、田紀雲等前中共高

層陸續露面。

北京清華大學政治學系前講

師吳強早前對自由亞洲電台表

示，近期退休高層官員頻頻公開

亮相，表明目前黨內鬥爭似乎還

不明朗。就深化改革開放而言，

黨內現在的爭論其實很多，有抨

擊深化改革開放實際上在否定改

革開放的論調，也有強調要跟國

際繼續接軌。

對於這次習近平宣稱「不該

改的，不能改的，我們堅決不

改」，自由亞洲電台引述另一名

中國學者的分析指，習近平可能

認識到了當前政治環境的嚴重

性。

美國智庫蘭德公司國際防務

問題高級研究員何天睦認為，講

話內容缺乏具體方針屬意料之

中。但是可以看出，習近平推動

的計畫受到阻力，因此他期望通

過這次講話來爭取各方的政治支

持。

元老缺席中國改革開放大會
黨內「團結」再度破局  外界猜測改革停滯

元老盡數缺席中共改革開放40週年大會引發熱議。（Getty Images）

傳王毅妻子被加國拒發簽證

中加關係惡化

臺媒《自由時報》12月17日

引述多家海外媒體消息稱，中共

外交部長王毅在加拿大擁有 2 筆

不動產，均為豪宅。加拿大政府

這次駁回王毅妻子錢韋申請簽

證，未來許多中國的紅二代恐怕

會繼續受美國、英國、加拿大、

澳洲、新西蘭組成的五眼聯盟

（five eyes）監視，名下財產恐將

不保，也難以進入聯盟國境內。

據報導，現年 65 歲中國外

交部長王毅的妻子是前中共職業

外交家錢嘉東的女兒錢韋。錢嘉

東長期在外交部工作，曾任周恩

來的外事秘書、中共常駐聯合國

日內瓦代表團大使等職。

翻查發現海外社交媒體推特

帳號「笑看風雲」在二天前爆出

相關消息。目前王毅妻子被拒發

簽證的信息尚未得到中、加兩國

的證實。

12月1日，加拿大應美國要

求逮捕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

遭北京以拘留三名加拿大公民的

方式報復，中加關係跌入谷底。

據中國官媒報導，王毅12月
11日出席 2018 年國際形勢與中

國外交研討會開幕式上說：「我

們時刻關心每一位在海外中國

同胞的安危冷暖，對於任何肆意

侵害中國公民正當權益的霸凌行

徑，中方絕不會坐視不管，將全

力維護中國公民的合法權利……」

據香港東網報導，華為事件

續發酵，加拿大暫停在華推廣旅

遊業。加拿大每年吸引不少中國

人到當地旅遊。加拿大當局於 12
月17日宣布，將暫停在中國推廣

旅遊業。

負責推廣旅遊業的溫哥華官

方機構 Destination Canada 指

出，「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例如

發生地緣政治問題或悲劇性事

件，繼續推廣旅遊業的話只會令

聲譽受損。因此決定暫停在中國

推廣旅遊」。

曾因加記者提問發怒

王毅成為外交部長後最知名

的爭議事件，就是 2016 年 6月

在加拿大，在加國記者提出中國

人權問題時，王毅當著加國外交

部長的面「發怒」，「你瞭解中國

嗎？你去過中國嗎？」、「最瞭解

中國人權狀況的不是你，而是中

國人自己。你沒有發言權，而中

國人有發言權」。

報導指出，中國外交部長王

毅能坐上大位，與同屬外交體系

出身的丈人錢嘉東密不可分，王

毅完成學業後靠錢嘉東進入外交

部亞洲司擔任基層人員，在 19 年

內平步青雲，48 歲那年官拜外交

部副部長，成為中共政權史上最

資淺的副部長，而後又升任部長

職位。

此前有港媒曝光中國外交部

高層的醜聞，包括王毅被舉報其

學位是假的，他的南開大學經濟

學碩士、外交學院國際關係學博

士都是在職時取得的，都是「利

用職權」得的，根本沒有經過系

統全面、認真的學習。

網友猜測，如果王毅妻子錢

韋申請簽證被加拿大拒簽的新聞

是謠言，估計王毅本人不會出面

回應，而是由外交部發言人代為

回答記者的問題。發言人或是義

正辭嚴地予以否認，或是打太極

拳，稱此乃私事所以並不知曉。

如果答案是後者，那麼可以肯

定，曝料屬實，王毅確實在加拿

大擁有豪宅。

（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

綜合報導】北京時間12月

18日，中國紀念改革開放

四十週年大會在北京大

會堂召開。習近平、李克

強等中共政治局七常委

及「第八」常委王岐山出

席，但江澤民、胡錦濤等

退休元老都沒有露面。外

界之前揣測，如習獨自現

身，或反映出中南海權鬥

波瀾洶湧。

看中國訊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

綜合報導】中國電信巨頭

華為副董事長兼首席財務

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

後，這起案件不僅將孟晚

舟本人和華為放在聚光燈

下，也讓中國開始了一場

與美國和加拿大的外交博

弈。有消息傳出，中共外

交部長王毅的妻子錢韋也

被加拿大官方拒發簽證。

看中國訊

黑
森
林

拿破崙 (Napol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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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茶紅豆蛋糕

翻
糖
定
制
蛋
糕

週四(12月2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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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12月24日)：上午9:00∼下午6:00

週二∼週三(12月25、26日）：休息

本週營業時間:Corelle   Cross Stitch 
28 盎司針紋圓碗

Corelle 11 盎司
純白圓碗

德國製造

雙立人牌
7” Rocking Santoku

多功能主廚刀

$69.00
原價：$225.00

節省 :$156.00
18/10 件 Meyer 不鏽鋼炊具套件 
( 適用於電磁爐、烤箱及洗碗機，
含終身保修 )

70％

加拿大製造

OFF

名牌餐具，實用特惠  , 總有一款適合您的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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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12 月 16 日），數

千兒童在第 51 界卡城消防玩

具協會（Calgary Firefighters 
Toy Association）聖誕聚會

上，收到捐贈的禮物。

協會主席哈格爾 (Mark 
Hagel) 說，他們每年舉辦這

樣的活動，目的是儘可能多幫

助那些有需要的家庭。

哈格爾說：「我們邀請的

孩子都是一些學校或社會服務

機構推薦的，需要幫助的孩

子。我們發出了 1800 多份邀

請函，今天來了約 4300 人。

大約派送了 3400 份禮物。但

明顯感覺今年捐贈下降了，需

求上升了。」

加國簡訊

在線零售巨頭亞馬遜

（Amazon.com Inc.）計畫在

愛城（Edmonton）南部的勒

杜克縣（Leduc County）開

設新的配送中心，到 2020 年

可創造 600個全職工作崗位。

這家電子商務公司表示，

該配送中心將成為該公司在加

拿大的第 11 個分銷中心，在

亞省的第二個分銷中心。

亞馬遜愛城設配送中心

週 一 晚 上（12 月 16
日 ）， 卡 城 西 北 全 景 山

（Panorama Hills）社區的發

生了槍擊事件，一名男子被送

往醫院，生命垂危，週二早上

去世。目前警方沒發布更多詳

細信息，槍手在逃。任何人若

有關於這起槍擊事件的信息，

可以撥打 403-266-1234 或滅

罪 熱 線 (Crime Stoppers) 與
警方聯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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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alerf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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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y Lai 
品牌專家
粵語 /
國語

Pheobe Ku 
品牌專家 
粵語 /
國語

梅賽德斯—奔馳節假日促銷活動。
您的節假日消費由 Mercedes-Benz Country Hills 買單。購買 2018 CLA 或者 C-Class，您
可獲得 $1000 預充值 Visa 卡，用於節假日購物。2019年3月前無需付款。

租賃利率 租賃月付款 無需付款直到

1.9%* $399** 2019年3月††

45 個月 $0 首付 3 個月免付款

*不含稅 #18806032

租賃利率 租賃月付款 無需付款直到

1.9%* $399** 2019年3月††

45 個月 $0 首付 3 個月免付款

*不含稅 #18791128

2018 Mercedes-Benz CLA250 Coupe 2018 Mercedes-Benz CLA250 Coupe

自 然 資 源 部 長 索 伊

（Amarjeet Sohi）表示，將通過

加拿大出口發展局為石油和天

然氣公司撥出 10 億加元，用於

資本投資和購買新技術；另外 5
億加元由加拿大商業發展銀行在

兩年內提供，以幫助小型油氣類

公司抵禦經濟衰退；剩餘 1.5 億

加元將用於清潔型增長和基礎設

施項目。

加拿大納稅人聯合會的長官

伍德里克認為聯邦政府所採取的

做法是錯誤的。他聽說這消息的

第一反應是：「亞省人並不需要

外人的救援。」

他說：「我們知道能源業是

可行的，關鍵是無法將產品運輸

到市場。因此政府需要關注的是

將我們已經買下的管道建起來，

以及各種方法使該行業更容易

經營下去，而不是更難經營下

去。」

GasBuddy.com 網 站 的 麥

克蒂格表示，他對聯邦的這種做

法表示失望，認為這不會對亞省

或國家有益。他說聯邦政府應該

搞清楚自己要站在哪邊——「是

盡全力把石油運到沿岸，還是將

石油業捆綁起來寸步難行。」

他還表示聯邦政府沒有提到

幫助亞省的鐵路車輛，這個是諾

特利政府第一優先需要的。他認

為聯邦政府應該在解決方案上多

用點心，因為大部分的問題就是

他們造成的。

省長回應 
渥京能源援助計畫

週二（12 月 17 日），特魯

多政府宣布向亞省提供 16 億加

元援助後，省長諾特利表示不

滿。她說，渥京至少認識到問題

的存在了，這筆錢是好的開始。

但亞省仍需要管道和其他方式來

運輸石油。她還說。「我們不需

要尋求更多市場的幫助。整個世

界都想要我們的產品。問題不是

為產品找市場。而是怎樣讓我們

的產品進入市場。我們需要幫助

運輸我們的產品。這就如剪切和

粘貼這麼簡單，沒什麼比這更明

確了。」她感到很失望。

渥京幫助能源行業應對油價

下滑的計畫也得到了商界的冷淡

回應。卡城商會表示，渥京的宣

布令人鼓舞，但它無法提供行業

所需的穩定。

聯邦斥資16億 亞省人不買賬

【看中國訊】加拿大統計

局的最新數據顯示，亞省領就

業保險（EI）的人數在下降。

10 月份有 47,000 人申請 EI，
與 2017 年同期相比，減少了

約 15,000 人，約為 24％。

加拿大統計局勞工市場分

析 師 Bertrand Leveille 說，

與其他省份比較，包括曼尼托

巴省和薩斯喀徹溫省，亞省

顯得很特別。人們失業的那

1 年，很快就會去申請 EI，
一旦 EI 拿完了，還未找到工

作，一直處於失業狀態，就無

EI 福利可言了，這是下降的

一個主要因素。

【看中國訊】據 CBC 報

導，加拿大旅遊局對目前局勢

做出的回應，暫時停止在中國

做旅遊推廣的廣告。

旅遊局稱，中國是加拿大

第三大旅客來源國，但該局還

是和他們的共同投資合作夥伴

一起，決定暫停或推遲在中國

的市場營銷計畫，暫停推廣的

主要是加拿大各地的冬季活動。

加拿大旅遊局一直積極在

中國大陸做市場推廣，吸引遊

客。但是，華為副董事長兼首

席財務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

後，3 名加拿大人在中國被拘

押，加中政治關係轉冷，加拿

大旅遊行業也刻意降溫。

過去幾年，加拿大西北特

區吸引了很多中國遊客，按該

特區政府的數據，2017-18 年

度有近 2 萬名中國遊客訪問

西北特區，每人每次訪問花費

近 2,400 加元。特區政府官員

稱，最多遊客來自中國。

加拿大旅遊局暫停在中國做廣告

亞省申請EI的人數在下降

【看中國訊】亞省政府最近批

准了在亞省東南部建造五個風力

發電項目，預計在 2021 年會投

入運營。

這五個風力發電項目的地點

分別位於 Lethbridge 附近，Fort 
Macleod 附近，Medicine Hat 附
近，還有兩個位於 Brooks。

據估計，這五個項目將在

整個項目生命期內帶來 1.75 億

加元的經濟收益，包括土地所有

者收入和市政收入，並將創造約

1,000 個就業崗位。完成後，這

些項目將產生 760 兆瓦的電力，

足以為近 30 萬戶家庭供電。

「亞省是最大的受益者，」

亞省環境與公園部長菲利普斯

（Shannon Phillips）週一上午宣

布。「我們現在將能夠以低成本

採購可再生能源，它將成為能源

結構的一部分。」

「如果有可再生能源競標以

抵消其他形式的能源，那麼最終

會降低消費者的成本。」

私營公司將於第一民族合

作，將為這五個項目投資 12 億

加元。原住民將至少持有風電場

25% 的權益。

菲利普斯說：「我們制定的

『亞省製造』計畫正努力將亞省

可再生能源資源轉變為新的就業

機會以及對全省各社區的投資，

同時為亞省人提供最低成本的電

力。」

消防玩具協會與兒童慶聖誕

西北一男子死於槍擊案

亞省5座風力發電項目獲批

在亞省努力應對超低

油價之際，渥太華即將斥

資16億加元幫助陷入困境
的能源公司維持運營，購

買新設備並實現多樣化。

看中國訊

自然資源部長索伊（右一）宣布聯

邦斥資16億幫助亞省能源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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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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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電話，     速到迅 達

顧客好評96%種服務15+年經驗10+

顧客滿意小時內快速反應 100%1
價錢公道 專業持牌技師服務 幫助申請政府補貼，長者補貼

熱水爐 靜電除塵器

暖氣爐 水管煤氣管

冷氣機 商業冷庫

加濕器 商業屋頂機加拿大商譽局

A+ 級 認 證

電話：403-921-4186
杜生 （粵、國、英語）

www.pnbfasterheating.com

【看中國記者憶文編譯】

前英國國防部官員透露，美

國總統川普一定知道了 UFO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
不明飛行物）的秘密，這可能

是促使他制定太空軍計畫的原

因。

2018 年 6 月，美國總統川

普宣布將成立美國「太空軍」。

根據英國《太陽報》報導

稱，曾經負責英國國防部 UFO
項目的波普（Nick Pope）表

示，川普總統肯定知道美國所

有 UFO 的秘密，其中一些秘密

在今年早些時候作為 AATIP 項

目的一部分被發布，這可能促使

川普熱衷於發展一支太空軍事部

隊。

川普知道，在未來的任何衝

突中，關鍵戰場將是網絡空間和

外層空間，因此美國主宰這些戰

鬥空間至關重要。

據悉，五角大樓的秘密

UFO 研究項目——高級航空航

天 威 脅 識 別 計 畫（Advanced 
Aerospace Threat Identifi-
cation Program，簡稱 AATIP）
於今年早些時候被披露。

很多人認為 UFO 研究隱秘

至極，連總統都無權知道。波普

認為這是「無稽之談」。

此外，他還表示：「如果美

國有證據證明外星人已經訪問過

地球，那麼總統就必須知道，因

為作為總司令，如果情況突然變

得敵對，他可能不得不立即作

出最高級別的戰略決策。」他強

調，「總統需要瞭解所有重大而

重要的事情。」

波普表示，川普總統是一個

特別強勢有力、意志堅定的總

統，不會被蒙在鼓裡，任由別人

告訴他該怎麼做。

波普從 1991-1994 年負責

英國國防部 UFO 研究項目，該

項目現已停擺。他表示樂於利用

自己的專業知識來幫助川普總

統。

建立新的部隊是五角大樓和

美國國防部的任務之一，以確保

美國在太空的主導地位。

太空軍將成為美國武裝部隊

的第六個分支——與陸軍、海

軍、空軍、海軍陸戰隊，和海岸

警衛隊一起。

川普表示，他希望反擊俄羅

斯和中共在太空技術方面的發

展。

【看中國訊】即將到來

的 2019 年將是中國黃曆的

豬年，美國財政部鑄印局像

往年一樣，推出序列號以數

字 8888 開頭的豬年「吉利

錢」。

這是美國財政部鑄印局

持續了 19 年的一項傳統，

發售以中國黃曆生肖為主題

的一元面值美元鈔票。它有

個喜慶的名字「吉利錢」，

Lucky Money。今年的吉利

錢紅色封套上印上了福氣滿

滿的金豬。打開內頁，裡面

夾著的便是以數字 8888 開

頭的限量版吉利錢。鑄印局

表示，這樣一套的售價為

5.95美金，共有108888套。

鑄印局局長萊昂納德‧

奧利亞說，財政部發售吉利

錢有著吉祥美好的寓意。去

年的限量吉利錢在發售的一

星期內就全部售罄，大受歡

迎。今年的這套豬年「吉利

錢」在美國東部時間 12 月

18 日中午 12 點開始對公眾

發售。

他表示：「對於我們來

說，每年發售吉利錢的重要

性是認可華人對美國文化做

出的貢獻。」

【看中國訊】維珍銀河

公司（Virgin Galactic）的

太 空 船「團 結 號」（VSS 
Unity）日前進行短暫的次

軌道（suborbital）太空飛

行，機上載著 2 名飛行員。

據中央社報導，太空船

「團結號」此次飛出了超越

美國空軍定義的地球大氣層

與太空的分界。

此次飛行成為英國大亨

布朗森（Richard Branson）
所經營的維珍銀河公司一大

關鍵里程碑；布朗森一直想

送遊客上太空，還訂出一張

票價 25 萬美元的太空機票

價格。

維珍銀河的太空船並

不是由火箭發射，而是由 1
架從加州莫哈維（Mojave）
起飛的飛機搭載，再從空

中起飛。在達到超過海拔 1
萬 3100 公尺的特定高度之

後，團結號點燃火箭發動

機 60 秒，並向上飛到海拔

82.7 公里的新高度。

國際普遍接受的地球大

氣層與太空的分界，定義在

海拔 100 公里之外，但美國

空軍認定的太空邊界稍低，

約為 80 公里高。

社會萬象

迎黃曆豬年 美推吉利錢

英團結號太空船飛出地球

臺灣禁華為入敏感行業

根據臺媒最新消息稱，明年

（2019 年）1 月 1 日起，臺灣 8
大關鍵基礎設施相關產業，將不

能再使用任何中國大陸製造的相

關產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

委顧立雄 12 月 14 日也證實，

國銀核心主機都沒有採用華為產

品。

據美國《國家利益》雜誌報

導，臺灣電信業者的核心網絡曾

被發現採用華為設備，法務部調

查局及總統府的手機也曾使用華

為網絡卡。在臺灣市場上，華為

也十分活躍，不僅有旗艦店，華

為產品在民間使用仍然相當普

遍，報導稱，「華為和中共軍隊

及公安部有密切關係，其可能是

『藏在臺灣的特洛伊木馬』，恐

成為臺灣的國安漏洞。」

而日前美國之音報導稱，美

臺商業協會會長韓儒伯 (Rupert 
Hammond-Chambers) 近 日 針

對孟晚舟及華為事件表示，美國

政府對華為的基本立場是：「如

果你使用華為設備，就不要指望

美國與你有所往來，例如技術上

的合作。如果在你的國家有華為

網絡設備，如果美國的東西必須

通過你，我們就會退出。」

韓儒伯更以英國為例指出，

美國基於國安風險希望盟友不要

使用華為設備，「即便原來英國

電信已經決定採購華為設備，

也因為美國的壓力被迫全部取

消。」

「臺灣也會面臨同樣的壓

力，如果要和美國合作，就不能

使用華為產品。」他再次強調，

「如果你要和我們互動就不能有

這些東西在你的系統裡，否則我

們不會和你交往。」至於民間對

華為產品的使用及風險，韓儒伯

認為，政府可以教育和告知民

眾，華為產品不安全，「美國希

望臺灣知道，華為的設備有安全

風險，一旦使用『將會為美臺關

係造成負面影響』，臺灣必須自

己做決定。」

自華為事件曝光後，臺灣新

北市聖誕城活動連續 3 年接受

華為贊助一事引發各界質疑，國

安會秘書長李大維近日在立法院

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接受立委李

俊俋質詢時表示，華為贊助新

北市聖誕城活動，「當然是透過

商業行為影響（滲透）」臺灣民

眾，存在安全隱患。

李大維強調，中央或政府

機關沒有使用華為產品，而且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要實施資通

安全管理法，對於臺灣 8 大關

鍵基礎設施相關產業，包括醫

院、科學園區、通訊業也將完全

禁止大陸電信設備、軟件服務。

而且資安風險評估以及所有

的禁用管理，都有設定機制。李

大維說：禁止華為等中國大陸產

品，將由行政院負責執行法令。

臺灣總統府（9old9/WIKI/CC BY-SA）

【看中國記者明思綜

合報導】華為孟晚舟被捕

事件，近日引發各國對華

為產品涉間諜活動的質

疑，已有多國決定禁用。

但美國《國家利益》雜誌

日前報導說，華為在臺灣

市場上仍然十分活躍。

看中國訊

【看中國記者李文隆綜合報

導】大陸自由派經濟學者茅于軾

近日表示，共產主義思潮已經過

去，他也想明白了，不想再留在

黨內了，很多知識分子有這樣的

想法，官員和中產階級更把孩子

送到美國。美國之音日前刊發茅

于軾專訪。茅于軾認為中國的經

濟發展，要有政治上的清明做保

障，比如言論的自由，老百姓的

監督，強調獨立的司法，否則長

不了，比如說貪汙腐化的問題，

這對市場化是一個傷害。而中國

的市場化主要的障礙就是來自權

力的干預。

茅于軾說：「我也想明白

了，不想再留在黨內了。知識分

子中間很多是這樣的想法。」他

說：「（中共）黨章上是可以退

黨的，實際上是不允許你退黨

的。所以想退黨的想了一個辦

法，我不交黨費，那你可以把我

開除了吧。所以就再也不交黨

費。」

茅于軾說，這個世界在變，

國內國外，各方面的力量，它的

方向是朝著民主、法治、憲政、

人權，朝這個方向。茅于軾最後

表示，不會很久，這個變化就會

實現的：「我有信心的。當然，

我不一定看得到，我已經九十歲

了（笑）。」

茅于軾是江蘇鎮江人，

1929 年生於江蘇南京，中國經

濟學家。茅于軾除了參與所創辦

民間智庫「天則經濟研究所」的

活動，也經常應邀出席座談或受

訪，總是直言不諱針砭時政，是

中國自由派知識陣營德高望重的

人物。 2012 年 3 月，茅于軾獲

得米爾頓．弗里德曼自由獎。

不過這兩年很少見到他的消

息。茅于軾在今年 6 月表示，

自己確實與外界互動少了，各種

邀約漸漸停了，大學演講不許去

了，微博被刪、微信公眾號被

封，而他想在中國大陸出版新書

也難以如願。他認為，隨著民

眾和世界的廣泛接觸，普世價

值對中國的影響將會越來越強

烈。因而會出現與當局初衷相反

的結果，當局「可能想要越來越

嚴」，「但（社會）要求自由的

聲音也會越來越強」。

茅於軾還說：「顛覆國家」

這句話講不通，國家是沒法顛覆

的。只能顛覆政府，顛覆領導。

要這麼說，政府本來就是可以換

的，領導也是可以換的。你如果

承認這一點，顛覆你有什麼錯？

茅于軾：共產主義思潮已過川普為何建太空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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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地方政府債臺高築

按照先前官方公布的文件，

河北省財政廳於 12 月 19 日發

行新一批債券——2018 年第一

至三期雄安新區建設專項債券和

第一至二期雄安新區建設一般債

券，總共包括 5 支債券，發行

總額為 300 億元（人民幣，下

同）。據統計，包含這批債券在

內，今年以來各級政府共發行地

方債 4 兆 1313.55 億元，2017
年全年發行量則為 4 兆 3580.94
億元。

另有知情人士稱，北京當局

計劃允許地方政府於 2019 年 1
月即可開始發行地方債，一改往

年新增地方債務額度在 3 月「兩

會」後下發的慣例。將提前下發

一部分 2019 年新增地方政府債

券的額度給省級政府，以加快地

方債發行，規模約 1.4 兆元。

隨著經濟下行，人們對地方

政府債務的問題越來越感到擔

心。

根據路透社 12 月 15 日報

導，湖南汝城縣成為地方政府債

務狀況惡化的一個典型。其近年

來投資 3 億多元建設紅色旅遊

設施，但截至目前還沒有見到利

潤。相關的廣場、花園、辦公樓

等等，也沒有獲得收益。如今，

人口 42 萬的汝城縣面臨將近 70
億元的債務需要償還，關鍵是卻

沒有多少財政收入可以拿來還

債。當地一些要求不透露姓名的

政府官員對路透社表示，正在削

減基礎設施方面的政府投資，增

加土地銷售，以獲得收入。

汝城並不是一個特例，中

國近三千個縣級行政區域面臨

跟汝城一樣的困境。中國央行

最近發表的《中國金融穩定報告

（2018）》顯示，中國大部分隱性

債務風險在區縣一級。

中國財政部公布的最新數據

顯示，截至 2018 年 10 月，中

國的地方政府共有 18.4 兆元的

債務。但是，根據國際評級機構

標準普爾的估計，算上隱性債

務，中國地方政府有高達 40 兆

元的整體債務。

歷經了過去十多年政府投資

高速增長、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失

控擴張之後，地方債務風險其實

已經集聚。只不過，地方政府大

量的、不斷的「借新還舊」，讓

問題看起來表面很平靜。

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賀

鏗 5 月 19 日在北京參加某論壇

時，詳述了中國經濟面臨的一系

列深層問題。談及地方政府債務

時稱，中國的地方債總額大概是

40 萬億元，但地方政府就沒有

一個想還債的，甚至許多地方連

利息都還不起。「現在要讓他還

債，他說我工資都發不出來，財

政困難得很，怎麼辦？所以現在

欠的這些債不要說還本，連利息

許多地方都還不起。」

且不論當前地方政府還債的

意願如何，但他們還債的能力已

受到考驗。曾經穩居湖南省內 5
強的湖南耒陽市，5 月應發放給

公職人員薪水延遲發放，媒體披

露後，於 6 月初發放完畢。耒

陽市官方承認國庫庫存資金嚴重

不足，首先保障離退休人員的費

用按時發放，在職幹部員工的薪

資發放資金尚有較大缺口。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金融

研究中心主任趙全厚說，現在

地方財政的壓力比較大，地方

政府需要防範風險，特別是隱

形債務等風險。目前來說，有

效的方法不多，地方政府一是

儘可能收緊開支，二是新增債

務償還舊債。

【看中國訊】根據美國之

音引述路透社 12 月 18 日報

導稱，作為貿易停戰協議的

一部分，中國開始第二輪採

購美國大豆。

報導援引一名交易員

稱，中國國有企業 18 日購

買了約 90 萬噸大豆，總價

值超過 3 億美元，將於明年

1 月至 3 月出貨。美國大豆

出口委員會發言人證實了中

國的採購，但未透露具體數

額。

美國總統川普和中國國

家主席習近平 12 月初達成

了 90 天的停戰協議。作為

協議的一部分，中國正在兌

現購買美國農產品的承諾。

根據美國之音報導，中

國國有企業近日訂購了超過

150 萬噸美國大豆，為 6 個

月以來首次大規模的購買美

國大豆。中國是美國大豆最

大的買家，2017 年進口了

3170 萬噸大豆，占美國出

口量的近 60%。

不過，中國對美國大豆

25% 的報復性關稅仍未取

消，這限制了中國私企購買

美國大豆的力度。

川普 12 月 17 日表示，

他批准了對美國農民第二輪

120 億美元的補助，以彌補

他們在貿易戰中的損失。

中國開始第二輪
美國大豆採購

中國開始進口美國大豆

（Getty Images）【看中國記者李正鑫

綜合報導】中國經濟下行

的壓力加大，地方政府發

行債券的速度卻在加快，

12月19日有新一批地方
債發行。並且，2019年
地方債發行或提前至1月
分。可以預見的是在政府

債臺高築的情況下，經濟

前景堪憂。

看中國訊

經濟下行的壓力加大，中國地方政府發行債券的速度卻在加快。（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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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肉海皇魚肚羹
奶油雙龍蝦
清蒸海上鮮
金牌貴妃雞

皇子菇扒豆苗
金菇燜伊府面
金蒜魚子海皇炒飯

精美甜品

  假日
親朋宴 $338
惠食大拼盤

桂林百花球
翡翠炒海鮮

海皇魚肚羹

避風塘大蟹

清蒸海上鮮

當雄炸子雞

雙菇白菜苗

金菇燜伊府面
金蒜臘味炒飯

精美甜品

  合家
歡樂宴 $198
海皇魚肚羹
金沙中蝦
蜜椒牛柳粒
芥蘭炒海鮮
雙菇白菜苗

五子登科一品煲
京都肉排
清蒸海上鮮
金牌貴妃雞（半隻）

絲苗白飯
精美甜品

  歡聚
六人宴 $138
海皇魚肚羹

翡翠炒海鮮

清蒸海上鮮

蒜蓉豆苗

金牌貴妃雞（半隻）

金蒜魚子海皇炒飯

精美甜品

  歡樂 
四人宴 $88
海皇魚肚羹

清蒸海上鮮

金牌貴妃雞

京都骨

蒜蓉白菜苗

白飯

精美甜品

極品補鈣
魚湯米線

$16.99

魚湯米線
純魚骨熬製
原汁鮮味

特價!

每日午市多款

粥 粉 面 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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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6 Centre St. NE

七天營業·上午十一時至凌晨一時·每晚九時後打冷、宵夜

（403）276-3288 （403）276-3288 

藥膳醉雞窩
$$26269999

家鄉黃鱔飯
$$29299999

啫啫薑蔥黃鱔煲 
$$29299999

滋補羊腩煲
$$25259999

秘製冬菇支竹鵝乸煲

$$28289999

 豪華
歡聚宴

$368
惠食大拼盤

  假日
親朋宴

$338
惠食大拼盤

  合家
歡樂宴

$198
海皇魚肚羹

  歡聚
六人宴

$138
海皇魚肚羹

  歡樂 
四人宴

$88
海皇魚肚羹

七天營業·上午十一時至凌晨一時·每晚九時後打冷、宵夜七天營業·上午十一時至凌晨一時·每晚九時後打冷、宵夜

聖誕套餐隆重登場

惠食街

全全
日日
提提供供
正正宗宗越越南南

餐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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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生育率逐年下降，現

在已成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

幾個國家之一，韓國政府扭轉

這一趨勢的努力基本上沒有成

效。韓國今年的生育率降至歷

史最低點 0.95%。人口統計

學家表示，一個國家的人口

生育率必須至少為 2.1% 才能

保持穩定發展。一項研究發

現，如果韓國的生育率維持

在 1.19%，那麼韓國人將在

2750 年「面臨自然滅絕」。

土耳其近期也深受黃背心

運動之苦。數月以來一路飆升

的通貨膨脹率，讓數以千計的

民眾仿傚在歐洲興起的「黃背

心」示威運動。土耳其 8 月與

美爆發外交衝突，導致當地

貨幣大幅貶值。 10 月通貨膨

脹率達 25.24%，創 15 年新

高，11 月有所下降，但也高

達 21.62%。土耳其 2016 年

出現流產政變後艾爾段總統立

即解僱數萬軍公教人員，示威

者也要求重新聘用這些員工。

正值俄烏亞速海衝突之

際，數百年來向由莫斯科控制

的烏克蘭東正教會於 15 日密

會後，歷史性的正式宣布自俄

羅斯東正教會脫離。並由基輔

教會的都會主教葉皮凡尼出任

教會的新領袖，這在俄烏亞速

海事件爆發後更具深意。以觀

察員身分參與會議的總統波羅

申科表示，這是從俄羅斯獲

得最終獨立的一日。今年 10
月，全球 15 個東正教會之首

的君士坦丁教會，宣布承認新

成立烏克蘭東正教會為獨立於

俄羅斯之外的教會，引發俄羅

斯東正教會極度不滿並切斷與

君士坦丁堡教會間的關係。而

獨立事件也將讓俄羅斯東正教

會損失 3 到 4 成位於烏克蘭

境內的宗主教區及所附資產。

中國上海國際港務集團

和以色列交通部在 2015 年達

成協議，從 2021 年開始租用

海法港 ( 以色列最大的港口城

市 ) 長達 25 年。對此，美國

國防部官員私下向以色列國防

部門表達了擔憂，之後以色列

政府已經啟動了內部內閣成員

之間的「高層協議審查」。以

媒體指出，海法的建設運營鑰

匙交給中國可能導致美國海軍

放棄駐防以色列。

以政府啟動
「高層協議審查」

土耳其黃背心運動

烏東正教會脫俄獨立

寰宇新聞

韓國生育率再創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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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體 19 日報導，華府正打

算自敘利亞「全面」且「迅速」

撤軍後，美國總統川普發推文表

示：「我們已在敘利亞境內擊敗

伊斯蘭國，那是川普總統任內讓

美軍進駐的唯一理由。」

白宮發言人桑德斯（Sarah 
Sanders）隨後發表聲明表示，

隨著對抗伊斯蘭國的戰役進入新

階段，華府已開始將軍隊撤回

國。

五 角 大 樓 發 言 人 懷 特

（Dana White）發表聲明指出：

「聯軍已解放伊斯蘭國所佔領的

地盤，不過圍剿伊斯蘭國的作戰

尚未結束。」

她表示：「就在轉向下階段

戰役的同時，我們已啟動讓美軍

從敘利亞返國的程序。」

「基於保護部隊和行動安全

的理由，我們不會提供進一步詳

情。不論伊斯蘭國在何地出沒，

我們會繼續和夥伴、盟友合作，

擊敗伊斯蘭國。」

路透社稍早引述一名美國官

員的話報導，美國宣布開始自敘

利亞撤軍後，國務院會在 24 小

時內，將所屬人員撤離敘利亞。

這名官員表示，美國計劃，

圍剿伊斯蘭國最終行動任務的最

後階段結束後，就將軍隊撤出敘

利亞，預料會在 60 到 100 天內

完成撤軍。該官員還透露，川

普和土耳其總統艾爾段（Recep 
Tayyip Erdogan）14 日通過電

話後，華府做出撤軍決定，「後

續的一切都是在執行電話中所達

成的協議」。

美國啟動自敘利亞撤軍程序

英相梅伊12日在黨
內發起的不信任案表決

中，以200票對117票保住
了她的黨魁與首相職務。

但是也因此看出她所提的

脫歐方案，恐將無法獲得

國會過半的支持，於是她

在18日正式宣布，將啟動
無協議脫歐準備，為可能

的脫歐僵局預作準備。

 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美國國防部12月19
日表示，隨著美國在敘利

亞境內圍剿激進組織伊

斯蘭國（IS）的戰役開始
進入下一階段，五角大樓

已啟動將美軍撤離敘利

亞的程序。

 看中國訊

歐盟拒讓步 
英或無協議脫歐

再尋歐盟讓步             
梅伊無功而返

這次保守黨內脫歐派重量級

人士所提出的不信任雖遭鎩羽，

但也確認了黨內外反對脫歐草案

勢力結合後將足以阻撓脫歐草案

的通過。表決的結果讓梅伊無心

慶賀，13 日立即飛奔布魯塞爾，

尋求歐盟大佬對草案內容讓步修

訂的支持，但卻無功而返，也再

次遭到國會議員的質疑，尤其是

關乎北愛邊境的問題。

在原有的方案中，雙方同意

提出補救方案，讓北愛被允許留

在歐盟關稅同盟區，以確保該區

與歐盟成員愛爾蘭間的軟邊境和

平，使不致造成北愛獨派的反

彈，以避免再次發生北愛共和軍

的流血衝突事件。但是這意味著

北愛成為國中之國的地位，造成

英國分裂的事實，不但英國本島

反對，北愛支持英國國家統一的

議員們更是反對。

為了解決此一懸念，讓梅伊

能順利說服國會，歐盟於前次峰

會再次修訂該補救方案，容許英

國本土於過渡期後留在歐盟關稅

同盟之中，以避免兩地之間的關

稅邊境衝突，很大程度上減輕了

原補救方案所造成國家分裂的實

質傷害。但是，歐盟也明確的要

求，英國在有關方面必須完全接

受歐盟標準，並且服從歐洲法院

在有關問題上的判決。

已被脫歐派視為屈辱的協

議，再加上原被視為釋出善意的

脫歐補救機制，讓英國各黨派的

整個反協議勢力如同炸鍋般地跳

了起來，認為脫歐不但未獲得自

歐盟框架桎梏中解放的目的，反

而更不如歐盟成員國，成為毫無

話語權的歐盟次等公民。

梅伊之所以 13 日匆匆赴布

魯塞爾，主要目的就是說服以歐

盟主席容克為首的大佬們能網開

一面做出寬容的修正。站在歐盟

立場，享有關稅同盟的好處卻不

盡義務，這種不公不義之事，豈

容各成員國接受？梅伊此行慘遭

打臉，是必然的結果。這也是梅

伊歷經數次跌撞以來最慘痛的一

跤，幾乎已讓她對國會過半支持

的期待破滅。

梅伊死心？                   
宣布準備「跳崖」

在外交受挫、內政煎熬下，

梅伊內閣 18 日歷經 3 小時的閉

門討論後均一致認同最壞的時刻

或已到來，是該準備無協議脫歐

了。梅伊同時宣布，將提撥 20
億英鎊的準備金以為各公部門

「跳崖」因應。

分析指出，梅伊的策略，為

的是向內外兩方施壓，一讓黨內

議員因「跳崖」而心生畏懼轉而

堅定支持協議；二讓歐盟心生警

惕，不讓步只會讓雙方面臨最大

的風險，以歐盟當今局勢是否還

有迴旋餘地？

局勢不穩 英失金融商機
在 18 日當天，梅伊也還否

決了黨內「自由投票」的提議。

黨內部分成員認為，與其放任

各方嘴雜難於取得共識，不若

開放就各提案進行自由表決，

刪除那些無共識的方案，減少

分歧的意見。

其實，有分析認為，就目前

檯面所提任何建議，幾乎都是自

陷絕境的方案，梅伊的協議草

案，可說是一堆爛蘋果中最好的

選擇了。真金不怕火煉，自由投

票的結果未必對梅伊不利。分析

指出，如果再這樣拖下去，不穩

定的局面肯定對英國的經濟造成

極為負面的影響，特別是英國最

為拿手的金融面。根據金融統

計，2011 年英國已失去「歐洲

最大私募基金市場」的地位，由

荷蘭拔得頭籌。

無一案可行 陷絕境
觀察目前的局勢，無協議脫

歐可讓英國依附在 WTO 的架

構下完整取得獨立地位，但是無

解的北愛邊境問題，將為英國埋

下北愛共和軍的血腥陰霾；協議

下的脫歐，在英國政府無法既取

得關稅貿易自主權又可維繫北愛

軟邊境的「理想」下，恐將無法

獲得國會放行；至於二次公投，

在許多分析中認為這不失是個緩

兵之計，歐盟未必不支持，畢

竟二次公投留住英國的機會可

說近半，而為了準備公投，明

年 3 月 29 日的大限也或可得到

寬放，讓事情得以多點緩衝和沉

澱，不過，梅伊依舊堅持不做此

想。

眼看即將定案的脫歐協議，

又再度回到了原點。在僅僅剩下

的不足百日的期限內，梅伊 18
日拋出的「跳崖脫歐」準備方

案，已將燙手的山芋拋給了布魯

塞爾和國會諸公。這場歐洲現代

史上的大戲，正在緊鑼密鼓地上

演。

脫歐倒數計時，所有可能方案均因國會無共識而自陷絕境，迫使梅伊

啟動「跳崖脫歐」準備。(Getty Images)

美軍在敘利亞作戰（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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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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N1DR2MM5HC695825Stock #: 1122-A

月供 $314

2017 Nissan Pathfinder SV 4x4
47,771KM  四驅 

僅 $28,800

2009 Subaru Forester 2.5 XAWD
143,924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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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VIN: JM3KE2BE0E0388926Stock #: 7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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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 $14,800

2014 Mazda CX-5 GX

月供 $228
VIN: WVGJV3AX8EW528534Stock #: 3833-5

2014 Volkswagen Tiguan AWD
45,111KM   四輪驅動

僅 $20,888

2018 Mitsubishi Outlander ES 4x4

VIN: 5UXFE43519L268530Stock #: LB-017

2009 BMW X5 xDrive30i AWD
152,268KM   按鍵啟動 導航 四輪驅動

僅 $12,800 月供 $139

誠聘華語銷售 !

有行業銷售經驗者優先提供培訓

請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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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

Derek Beaulieu
derek.beaulieu@heritagehonda.ca

403.724.0475

Airdrie Honda
卡城北部最快到達的Honda車行

 誠聘汽車銷售
主動進取，無需銷售經驗，有

完善培訓計劃，待遇優厚。懂

英語，國語或粵語。

聘RECRUITMENT

地址：2971 Main St. SW Airdire

電話：403.945.4820
電郵簡歷至Jason Hansen 
jason@airdriehond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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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自從去年年底公

布了全新豪華 SUV——第二代

Aviator（飛行家）概念車後，

時隔一年，福特高檔品牌林肯終

於公布了該車的量產車型。

飛行家的外觀造型延續了林

肯家族式的設計元素，整車風格

如一台小版本的 Navigator。該

車擁有一頭超霸氣的水箱護罩，

葉子板向後延伸還有 Aviator 字
樣的黑色鍍鉻飾板，環繞式擋風

玻璃則取自航空設計。車尾由橫

貫式的 LED 尾燈組成，搭配下

保險桿上與之呼應的鍍鉻飾條，

及雙邊共四出的排氣管設計，更

是為整車的視覺效果提氣不少。

內飾方面，飛行家整體依舊

是注重橫向線條的運用，使之在

給人的視覺效果上顯得很寬大。

同時，它還通過以大量的皮革及

木質紋飾板的組合、不同顏色的

配搭，讓內飾的層次感更為分明。

儀 表 板 換 上 全 新 12.3 吋

數位儀表，搭配上方的抬頭顯

示器及中央 12 吋觸控螢幕，

科 技 感 十 足。 除 了 Normal、
Conserve、Excite、Slippery、
Deep Conditions 五個基本駕駛

模式切換外，還有兩個新增的

Pure EV 以及 Preserve EV 駕駛

模式，讓司機可以自主決定何時

啟動車輛的電動能源。

該 車 配 備 了 Co-Pilot360

智能輔助駕駛系統，該系統

包含了行人偵測和主動制動功

能的防碰撞系統、帶碰撞預警

的盲點監測系統、車道保持系

統、後視攝像頭和自動遠光燈

控制、倒車制動輔助系統等。

飛行家採用 2+3+2 的佈

局形式。其中前排座椅提供 30
向調節功能。它的第二排座椅採

用的是三個獨立的座椅設計，這

個設計的好處是可以在車輛滿載

時，後排三位乘客都能獲得相對

均衡的乘坐感受，同時中間座椅

靠背上還帶有扶手設計。

動力配置方面，飛行家將提

供 3.0T+10AT 的六缸汽油引擎

和 3.0T+PHEV 的插電式混合

動力，這是林肯首次提供插電式

混合動力系統的車型。

飛行家 AVIATOR
  林肯豪華S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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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ick Li
(403) 258-4275

patrickl@silverhillacura.com

Andy Wong
(403) 776-1435

andyw@silverhillacura.com

403.253.6060
5278 MACLEOD TRAIL S.

Models shown: 2019 ILX A-SPEC, 2019 TLX SH-AWD® Elite A-SPEC, 2019 MDX A-SPEC, 2019 RDX A-SPEC. †‡See your Silverhill Acura for full Detail. Lita illorem oloremq uiditates qui dit et aciisquam harcid ut minis erum estis arum soluptasped ere evendae il et venditatam, volum faceptur, sam, aut 
la soluptam exerio consed ut ulparias dolupta sam, inciis qui officipsam ut oditet laborpor minvere rsperi dolenis debitae occatiorro es dolenim non nos aute veniam, nullaut parchillam vel idis sum sin namet qui rem re natur as am, ut occusam ressin plitio. Dollat plit, sedis dis eatus dest earchilit aspitae 
con perciur am autesequi audantio. Itassusam que que eosto cum ut dolupta turenih iciusdae pari nulparum ima consed qui aliquas doluptatecto officit fugitibus aute non corempo raerehent, consent voluptat. Arum rem sequat ut offic tempe aut dolest la porat et aligent. At laci ium a voluptist et repudan 
daeriande namusap itatur sapelen destiore, volorerciam net a ne dolecae. Nem la sit erio. Ut quos explique es nes evenduci bero quatecum quam adi aut exerferitem fugiti ad qui alit anda veratec erchiliqui dolloratquia quo que esci saepudaes eaque num dolupta tionsequibus atquunt dolorum reptaque 
volori delit errum dolum quamusandae vent id ut lanis apis non rerchicipsus sitassit doluptum qui cum litat ressi vendit, cum eatatia etur? Qui volorec turibus earuntur sim alicide ipsapelitis expliti onsedip itectur alit ommo quo magnimi libusame volorrovit et, quis eum est ipiet aut as sum aliatas quo 
cullabo. Ped mos aborum que maximolut aut aut que eos renem ipsant. Nam, ommoditiunde accus elesse sinvend itatur? Id ulluptios sit res alitas voluptas volestiis plab iligento blacepu dipsum aut ut repudit volo inus aceaquam aspiet pror sit explab illandus ut aliat qui rersped unt.Bero beriam, comnimp 
erspedi gnissum quis rendi doloreste dolo ipisimus debitis idebit, susdam, occus dellor alicat ut pre, cum fugia dest idunt pratem verore inullignis aut velis essequae labor aceserferum autatiumquam reprate nonsequo earis alistiusant eum esti odictur, ini dicimus eum fuga. Bis quuntiorem sum qui conse 
num facculpa non rem quaero quis explique voluptas est verum faces sequid molupta tempos venihil lorehent, quodi omnimpe rumquibus, non rehendit porpores imilibus ditat alicita core doloritatin provideleste ipis et, ut ommolup tiatius nihil ipsuntis resci illorerum, acerro est faccatibus magniam quatum 
cus. Rati dolorpor mo berat.

36 
0.9% † $

 Acura 
4,000

‡

$$$$$$$$$$$$$$$$$$$$$$$$$$$$$$$$$$$$$$$$$$$$$$$$$$$$$$$
,,,,,,,,,,,,,,,,,,,,,,,,,,,,,,,,,,,,,,,,,,,,

^̂̂̂̂̂̂̂̂̂̂̂̂̂̂̂̂̂̂̂̂̂̂̂̂̂̂̂̂̂̂̂̂̂

2019 MDX 
$1,250^  2019 TLX 

5278 MACLEOD TRAIL S.

【看中國訊】路虎公司近日

倫敦正式發表全新第2代Rang e 

Rover Evoque車型，該車作為路

虎的入門級SUV車款首度為旗下

2.0升Ingen ium汽柴油引擎導入

48V微型油電動力系統。該車預

計 將 於 明 年 五 月 或 六 月 正 式 上

市。

此次發表的Evoque車型僅有五

門型式，並未出現傳聞的三門款。

在外型上，Evoque延續了第一代的

風格，但車身線條更加偏向跑車風

格。兩側頭燈組依然非常扁平，內

建矩陣式的LED頭燈以及LED日行

燈。而中間網狀設計有所改變，下

方保險桿的進氣口尺寸有所變小，

車門外把手也改採隱藏設計，整

體身形仍舊維持緊湊、俐落且運動

感。

車尾變化較大，這次尾燈面積

變得更闊，內建全LED，後保險桿

的銀色防刮版也經過特別設計。

車內，包括大面積的皮革包覆

和車縫線、鋁制和木製飾板、四幅

式方向盤等都能在同廠的其他車款

上看得到，中間依然搭載了兩個彩

色觸屏式熒幕，上方熒幕作為影音

娛樂功能的主機，下方熒幕則用來

操作冷氣和其他車輛設置。

Evoque借鑒了Velar的風格，配

置12.3吋全液晶儀表板、觸控感應

式方向盤，中控台區域亦由兩個

10吋觸控螢幕組成。同時Evoque還

導入Ground View透視引擎蓋技術，

讓駕駛可以透過前方鏡頭預先收集

而來的180度畫面，從中控螢幕觀

察車頭下方的路面狀況，連同車內

後視鏡也可轉換成高解析螢幕，以

減少傳統後視鏡所無法避免的視野

死角。

動力配置方面，輕度混動版

本的Evoque搭載的是一具2.0升

四缸渦輪增壓汽油/柴油引擎，

搭載48V的電動馬達和電池組，

搭配9速ZF手/自排變速箱。當

車速處於在17公裡/時以下的時

候，司機踩下剎車後，引擎將自

動關閉以回收動能，踩下油門時

則會利用儲存的電力動能輔助加

速，這樣在「走走停停」的環境

下將能有效減少油耗與排放，提

升節能表現。

如果選擇傳統動力，則有2.0

升四缸Ingenium和3.0升V6引擎，

並全部搭配全時四輪驅動系統。

官方表示，未來還會加入1.5升

Ingenium三缸渦輪汽油引擎及插入

式油電混合動力系統。

在主動式安全防護與駕駛輔

助方面，全新Range Rover Evoque

亦導入了ACC主動式車距巡航控

制 系 統 、 L K A 車 道 維 持 輔 助 系

統、BSA盲點輔助、DCM駕駛狀

況監控警示等，提供全面的行車

安全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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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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太太交往十年，從學生

時期就開始，婚後一年她卻向我

提出離婚，令我晴天霹靂、百思

不得其解。我是銷售業務人員，

我太太是理財經理，我的薪水比

較不固定，但維持在四、五萬之

間。我太太則從專員一路往上

升，現在擔任經理，月入快十

萬。這些條件是在我們婚前她就

知道的。我們一直感情很好，太

太從沒因為我薪水少她一半而對

我頤指氣使，我也沒有因為自己

賺得比她少而覺得自卑，因為我

們都是認真工作的人。

可是如今她卻用我薪水太少

為理由想要和我離婚。我問是否

外面有了人，她說不是，只是覺

得想法是會變的，她現在無法接

受先生薪水這麼少。我問之前你

不是就知道了嗎？她說交往是交

往，現在她婚後覺得金錢很重

要。我不懂太太的想法怎麼會改

變這麼大？我還是無法接受，可

是她一直提出離婚的要求，我不

知道該怎麼做。我覺得自己沒有

什麼錯，我真的無法接受？！

朋友你好：

十年的相處交往，相識相知

必然深刻，好不容易走在一起

了，居然為一項無法改變的事實

提出離婚，可以想見你心情的沉

痛、失望，以及所受到的打擊之

大，相信一般人跟你一樣在短時

間內沒有辦法接受這個事實。

老婆主動提出離婚要求，她

的理由真的是最最傷人的心，且

是令人無法翻身、無法反駁的理

由，可見她下的決心多麼堅定。

其實兩人之間的感情已經嚴重變

質了，如何找回當初在一起的那

份初衷成了你最大的考驗。

無可否認的，時間確實會改

變一個人的想法觀念，婚後的一

年裡，有可能她在工作上不斷突

破，不斷升遷，已經有不同以往

的層次和水平；然而你這邊卻無

法同步，變成為兩人溝通交流上

很大的障礙。如果你長期停滯，

而她不斷進步，這個鴻溝將會越

來越大。再說當她在與同事親友

的攀比下，多少也會造成內心的

不平衡。

我們可以檢討是否人生觀不

夠積極正向？也認真想想這一年

婚姻生活的磨合中是否能察覺出

什麼端倪？想想一年來你們的溝

通是否出現問題？甚至是否你某

些固執觀念已成冰山一角，而她

則在無法挽回時失去溝通的意

願？也許因為一個長期被忽略的

危機不斷壯大，使得她不得不找

出讓你無法否定的理由來。

愛情與麵包在天平上能否取

得平衡，得視個人的價值觀而

定，有的人願意為愛情捨棄一

切，也有人願意為精神層面捨棄

愛情，全看自己看重什麼。世界

上一切事物都在不停地變化著，

隨著環境與關係變化產生新的矛

盾衝突。獲得財富的目的是為了

得到更大的幸福，然而幸福卻不

是用金錢買得到；如今堅持以薪

水問題提出離婚的老婆，背後必

然有她不願開口的苦衷。

依然建議你再與老婆好好懇

談，深入瞭解妻子的真實想法，

重新審視彼此的價值觀。感情世

界裡沒有絕對的是非對錯，表面

的爭辯糾結都沒有實際意義，你

需要以不同的角度立場傾聽她內

心的聲音，站在妻子的角度真正

為她考慮，用最初的真誠再一次

給她承諾和信心，讓她看見兩人

一起走下去的希望和未來。無論

如何，總是希望你們的婚姻有個

美好的結局，祝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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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來信刪改及是否刊

出的權利。郵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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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情深厚

曼麗小語：表面的爭

辯糾結都沒有實際意

義，你需要先放下自己

受傷的情緒，以不同的

角度立場傾聽她內心的

聲音，站在妻子的角度

真正為她考慮，用最初

的真誠再一次給她承諾

和信心，讓她看見兩人

一起走下去的希望和未

來。

卻向我提出離婚

因您而

中國民族風

髮簪步搖

民
族
風
連
衣
裙

油紙傘

民
族
風
連
衣
裙

各種風格·隨心所搭
批零兼營·歡迎光臨

絲巾新品

春上新

蕾絲扇

ZenZenZenZenZenZen & Accessories & Accessories & Accessories & Accessories & Accessories & Accessories & Accessories & Accessories & Accessories & Accessories & Accessories & Accessories 
禪禪禪禪禪禪禪禪禪

電話：(403) 252-2586  (587) 719-9788
地址：202, 200 Barclay Parade SW, Calgary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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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统华Mall内) 

Pacific Place Mall(老大统华) 

403-201-8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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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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

                                   

2019年出團日期

 4月13日 5月11日

《看中国》读者

参3月和5月团

凭此广告优惠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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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北烤魚

　　魚內塞滿了香料，以炭烤熟成，香

氣撲鼻，附上兩種醬料，一為酸辣涼拌

醬，另一為鹹醬，當然是泰式酸辣醬最

對味。烤魚上桌時已將外層焦烤外皮掀

開，直接可夾取最鮮嫩的魚肉，熏蒸的

香料氣息緩緩散發開來，甜美的魚肉與

之佐配，相當鮮美。

香香嘴
美食

叢林飛躍是清邁非常受歡迎的旅遊

項目，每一個踏足此地的遊客，幾乎都

會去體驗一番。

這種項目起源於哥斯達黎加的茂密

雨林，當地的冒險生物學家為了進入到

無法進入的生態系統中，去研究棲息

在森林樹冠層動物生活的多樣性，設計

了這種在大樹上建立平台和平台之間拉

接纜繩的模型，這就是叢林飛躍的前 
身。

想像一下在清邁最大的雨林裡飛

翔，在最靠近天空的天際線遨遊，是多

麼刺激的一件事啊！飛行中，你可以俯

瞰海拔深邃而又廣袤的原始叢林，在飛

過瀑布邊緣的時候縱情尖叫，陽光如天

使的利劍般透射進來落成一片片斑斕光

影，好像身在不同的時空。

而泰國最好玩的叢林飛躍就集

中在清邁，有機會的話必須體驗一

把！ 像 Skyline Adventure，Flying 
Squirrel，The Gight of Gibbon，
Jungle Flight，Eagle Track， 這 五

家的口碑都是相當不錯的，刺激程度

也完全不一樣，可以根據自身條件選

擇不同感覺的體驗。

當你戰勝恐懼之後，可以更留心

的感受到風聲從耳邊呼嘯而過，原來

平和的清邁如此瘋狂！

清邁規模最大的夜市，從塔佩門起，橫貫古城直到

帕辛寺，將近 1 公里，一站式吃喝玩樂。夜市可買的東

西非常多，白菜價的衣服，各類手工藝品、古董、創意

小物等應有盡有。

逛吃逛吃的不二之選，當地小吃、鮮榨果汁、新鮮

水果和各類烤串炸物，都能讓你大飽口福。不僅有免費

的歌舞表演，逛累了還可以去路邊做個按摩放鬆一

下，十分愜意。

帕辛寺初建於 1345 年，是帕邀王

（Pa Yo）為紀念他的父親而建。這裡因供

奉著獅佛帕辛（Phra Singh）而出名在清

邁地位最高，也是最大的一座寺廟，與柴

迪龍寺齊名。位於主路Ratchadamnern Rd
的最西端。 1345年由曼格萊王初建，後

經多次擴建才形成了現有的規模。

寺中存放著卡福國王的骨灰，鍍

金大殿建於蘭納時代，內有精緻的木

雕，還繪有反映 19 世紀清邁人和寺廟

日常生活的壁畫，供奉著令人敬畏的鍍

金 Phra Singh 佛像，這是寺廟名稱的

由來。在曼谷和洛坤也有同名的佛像，

據說都是在斯里蘭卡製作的。以及浮雕

精美的手稿珍藏室。寺院右側角落坐落

著拜萊殿，白色的牆壁與正面塗成金色

的木頭大門搭配協調。殿內有描繪清邁

地方舊時衣著和生活習慣的壁畫，被譽

為泰北傳統藝術的代表作。寺內的圖書

館內收藏了很多經典著作，牆壁上裝飾

著合掌行禮的漆器女神像大門口有兩隻

白色的神獸。寺內也是張燈結彩的，還

有傳統樂隊在演奏。大殿內比較低調，

以象牙白為主色調。寺廟的對面是 Wat 
Pha Bong。每年 4 月潑水節期間，是

人們慶祝的主要地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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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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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藝術建築之寶殿堂」之稱

謂。

◎導游：祝游

叢林飛躍（5小時） 週日夜市（2小時）

清邁帕辛寺（2小時）

泰北酸肉

　　泰國酸肉，亦稱酸豬肉，是泰國

常常見到的食品。酸肉是受歡迎的泰

式食品之一，有多種口味，吃法也很

多，可用來當作菜餚中所配的食材，

烤、炸、涼拌、煮湯或炒飯，都行。其

中最簡單的吃法是，將它切成一小塊

的，或買現成包紮成小粒狀的，加上薑

片、小蔥頭、小檸檬塊，乾辣椒和炸花

生米， 以生菜嫩葉包起， 這一口吃下

去， 嚼起來，香甜苦辣酸味道皆有，口

感十分特別，絕對非常開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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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 Hills Superstore 商業中心 / 原凱皇宮飯店）

環境優雅     正宗鮮美     菜品多樣

825.710.8881
w w w . s a i g o n r e x . c a

每週七天營業 早 11:00 至 晚 9:00
#520 5149 Country Hills Blvd NW, 
Calgary, AB T3A 5K8

     高
品質食材，嚐過就知道！

幼年之時，因為所識的文字

有限，最喜歡閱讀兒童連環畫。

我仍記得閱讀的第一本連環畫

是《岳飛大破金兵》。其中雖有

許多不認識的生字，但是書中的

畫面讓我足以理解岳飛的英勇善

戰和精忠報國之心。粗通文字之

後，我又閱讀了唐詩宋詞、詩

經離騷和古典四大名著，其中

的精采章節至今還能背誦。在

讀書的過程中，我獲得了許多

做人的智慧，也得到了無盡的 
快樂。

在寂靜的長夜，不管身居異

國他鄉還是窮鄉僻壤，只要開一

盞小檯燈，即使是輕聲朗讀唐詩

宋詞，就能讓我聞到一室的書

香。在一個人的書桌旁，泡一杯

清茶，窗外的明月清風就會為心

靈的芭蕾伴奏。淡淡的墨香與濃

濃的書香交相輝映，讓我覺得溫

馨舒適，心靈也會隨著微風跨越

時空，翩翩起舞。

讀書是智慧之源

一個人外表的美醜顯而易

見，其財產的多寡也易為人知，

唯獨其思想的深度和高度，不

易被他人察覺。許多好書之中

並不一定有「黃金屋」和「顏如

玉」，但是其中必有常人所感覺

不到的大智慧。古今中外優秀的

經典作品以及其他文章中所反映

出來的多種知識浩如煙海、博大

精深，唯有博讀，才能從書中吸

取歷史上無數生活經驗的結晶與

淵博的智慧。讀書是提高智力、

豐富想像力、使自己的思想境界

得到昇華的最有效的捷徑。

博讀還能使人們通過古今中

外無數著名作家的作品來學習清

新、優美、犀利、辛辣等各種風

格的語言特色，從一首詩歌、一

篇散文、一則寓言或一部遊記中

得到美的享受，在潛移默化中受

到美的教育。書中的學問博大

精深，讀一本好書，猶如與上

千個益友交談。例如，我從《中

華上下五千年》這本書中，認識

了開天闢地的盤古、造人補天

的女媧、嘗百草的炎帝（神農

氏）、戰蚩尤的黃帝、禪讓的堯

舜、治水的大禹、殘暴的夏桀

等人……，一本書就有如此多

的傳統文化內涵和歷史知識，這

是與一般人交談無法獲得的精神 
素養。

古人說：「三日不讀書，便

覺面目可憎，言語無味。」一個

人沒有經過書本的熏陶，他的思

想就是膚淺的，甚至是空洞的。

許多人做事沒有主見，就是因為

滿足於平庸空洞思維的生活。由

此可見，讀好書，多讀書，對於

陶冶品德情操，提高為人處世的

各種能力，都是大有益處的。西

方哲學家培根說過：「讀書足以

怡情，讀書是以長才。」讀是寫

的基礎，寫是讀的延伸，能寫一

手好文章的人必有讀書萬卷的經

歷。每個人思想深度的不同，是

由其讀書的多寡和人生閱歷的差

異所決定的。( 下文轉 C2）

讀書成就人類的 
智慧之光

文/李雲飛 

我自幼酷愛讀書。歷數

人生中的樂趣，讀書之樂、

觀雲之樂、品茗之樂、雲遊

之樂等等，在我的心目中讀

書之樂應該排在首位。讀書

能與古今中外的聖賢們超

越時空地對話，它是智慧與

快樂的源泉。對我而言，讀

書不僅是一種樂趣，更多的

時候我感覺它是一種美妙的

享受。

迅達冷暖工程

時間靈活，薪優糧准。
有培訓。配車。

招聘技術員

有意者請至電：

要求：有責任心，能吃苦耐勞。

403-921-4186
杜先生

要求：對餐飲業有興趣，勤奮耐勞

誠聘
廚工、洗碗工
服務員多名

有意者請致電
（403）891-5320面談

臺灣牛肉麵館

#6-222 16 Avenue NE



（上文接 C1)

讀書是快樂之源

儒家始祖孔子說：「知之者

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知

者。」香港著名武俠小說作家金

庸則說：「我讀書沒有心得，就

如呼吸飲食沒有心得，那是極

大的享受。」他還說：「讀書之

對於我，那是人生中最最重要的

事，只次於呼吸空氣、飲水、吃

飯、睡覺。」西方諺語說：「書

本是幼年人的玩伴，青少年的良

師，成年人的朋友，老年人的使

者。」以讀書為樂，人生才能生

機勃勃，好書就像一泓清泉，一

縷晨曦，又像一絲月光，把人們

的心靈照亮。

古代的文人墨客，都一個個

辛」，高辛氏是黃帝曾孫，也是

商族祖先；「亞俎司多月，蚩尤

多，瞞，並」，也是商族幾位祖

先。明白了文字，當然就明白了

這些人和他們正在做著的事：商

朝晚期的十二世商王和在墨西哥

的三世商王在祭祀祖先。

他們還在墨西哥的博物館裡

發現了一件石磬，形狀與中國出

土的石磬一致，上面刻有甲骨文。

石磬，商代以前就有，為

「八音」中的「清」音。《詩

經 ‧ 商頌 ‧ 那》說：「鞉鼓淵

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

磬聲。」就是這個石磬，是商王

宮廷雅樂中的「打擊樂」（《毛

傳》：「磬，聲之清者也。」《鄭

箋》云：「磬，玉磬也。」）。

石磬上刻有二行銘文，一行

是「戉尹入三」，一行是「石三

磬用」，第一行的意思是戉地的

執政官「戉尹」貢納 3 件石磬，

第二行的意思是 3 件石磬中，

此件石磬被採納使用。

這些文字養在墨西哥博物館

的深閨裡，遇到識得它們真面目

的中國專家之前，它們是一堆符

號，如今它們成了殷商和墨西哥

關係的見證。

其實，前面說的玉器人物、

文物，是 1955 年就已經出土

武王起兵伐紂之時，商軍剛

剛平定東夷，統帥攸侯喜率領的

主力軍還在「人方」—— 山東

一帶，沒回朝歌。周武王攻破朝

歌，商紂王鹿台自焚，朝代交替

迅速完成。然而這支號稱 10 萬

人的部隊卻在歷史的記載中如蒸

發一般，神秘的消失了。

不過記掛他們的人還是有

的，有一個說法是，這 10 萬人

為了躲避周軍，從東海出逃，經

日本，東渡太平洋，抵達了墨西

哥海岸，在當地繁衍生息。

有意思的是，這個說法不

是中國人提出來的，是一百多

年前，英國的漢學家梅德赫斯

特（Medhurst）在翻譯中國的

古代典籍《書經》（The Book of 
History）後，再把《資治通鑒》

研究了一番之後得出的，不過當

時大多數人視之為謬說，10 萬

之眾遠渡重洋，在幾千年前？

這個掛了幾千年的問題，也

像殷墟、甲骨文一樣，答案正在

慢慢冒出水面。

近一百來年，甲骨文被發現

了，破譯了，流傳到西方了，金

髮碧眼的西方人發現，原來他們

眼中彎來繞去的圖案，其實是文

字，在美洲的土地上，這些文字

越來越多地被發現，有些跟中國

的甲骨文簡直一模一樣。

你很難說這些都是巧合。

美國奧克拉荷馬中央州立大

學有個華人教授，曾經蒐集到

200 多個墨西哥奧爾梅克的玉

圭、玉雕，上面刻有與甲骨文相

同的符號，他帶著其中的部分甲

骨文摹本二次到中國大陸，拜訪

了很多的專家學者，得到的鑒定

意見是：「這些字屬於先秦文字

字體。」1999 年的這一次，有

中國的學者告訴他，這些玉器上

「刻寫的文字如果來源沒有疑問

的話，應當和中國商代後期的甲

骨文是同一體系的文字」。

中國的學者很謹慎，「刻

的文字來源沒有問題」—— 是
不 是 偽 造 的？ 如 果 不 是 的

話 —— 這些文字確實是和甲骨

文屬同一體系，而學者釋讀不

誤的話，「極有可能是商代末年

殷紂王的兒子武庚祿父等王室成

員在周初和武王的弟弟管叔、蔡

叔、霍叔構成『三監之亂』失敗

後，逃亡到了美洲大陸繁衍生息

留下的文化遺存」。

2001 年，美國方面提供了

一筆基金，由中、美幾個學者到

墨西哥做實地聯合研究。中國專

家的加入，使研究有了突破性進

展。（《殷人東渡美洲新證》，范

毓周著）

墨西哥的奧爾梅克古都最大

的祭祀遺址裡，有一組 16 個小

玉人和六根玉圭組成的文物出

土，中國專家的古文字學問，讓

他輕易解讀出了這些玉人身上刻

著的甲骨文：

「俎娀繭翟」，繭翟是有娀

氏的長女，商族的祖先；「妣

一場牧野之戰，周軍以

彈丸的百里之疆，竟滅了邦

畿千里的商朝，也堵住了10
萬人的歸國路。

文 / 顧言

了，沒有中華文化底子的西方學

者始終不明白這些小人圍成一個

圈是有用意的；一個見過實物

的中國畫家在 1992 年出過一本

書，提到過這組玉器，在他的

《中華祖先拓荒美洲》一書裡，

也解讀過這些甲骨文，認為玉人

們是商王。不過，他不是甲骨文

專家，論證起來不那麼慎密。

歐陽可亮是清末民初外交家

歐陽庚的第二子，畢業於日本輔

仁大學歷史系，後來在臺灣和日

本兩地生活，曾經在日本外務省

任教。他是畫家的忘年交，歷史

原因使得他沒有與大陸的官方接

觸，而是把他的許多第一手資

料交給了這位畫家，因此《中華

祖先拓荒美洲》裡面有一些有趣

的往事（《中華祖先拓荒美洲》

187 頁）：在 1908 年，墨西哥

的革命黨人殺死了當地的華僑

311 人，1910 年，歐陽可亮的

父親歐陽庚被清府政派為特使，

到墨西哥辦理索賠專案。索賠交

涉順利，墨西哥政府同意賠償共

計 331 萬墨元。

歐陽庚辦完專案後的一天，

當地印第安人百餘家族的代表，

圍住了清政府駐墨西哥使館請

願，說墨西哥的革命黨人還殺死

了 750 名印第安人，這些印第

安人是中國血統，是殷商後裔，

叫殷布福族，是三千年前從天

國，經天之浮橋島到這裡的，請

求清政府保護索賠。

歐陽庚據實向上報告，得到

的批覆是：「印第安人 INFUBU
族自稱為中國人，於法無據。索

賠得償甚好，予以嘉勉。華僑之

中既無殷民東遷之事，難做上千

年前之歷史。清駐墨國特使館結

束，歐陽庚調任巴拿馬第一任總

領事。」

歐陽庚先生沒有繼續幫著印

第安人歸宗，不然至少歷史資料

會更多，不得不說這是件遺憾的

事。書中說，這份批覆現存於臺

灣陽明山的外交部檔案保存處。

更有趣的是，歐陽庚在智利任公

使的時候，家裡雇傭的僕人是當

地的印第安人。僕人劈柴傷了

手，並不去醫院就醫，而是將尚

為童子的歐陽可亮的小便用來療

傷，跟中國民間偏方如出一轍。

有趣的事情還有很多，他們

的藝術也很有共通之處。問題

是，幾千年前飄洋過海幾千里，

可能嗎？《竹書紀年》中，有夏

代命九夷，狩獵於大海，捕獲大

魚的記載。《詩經 ‧ 商頌》讚

美祖先的功績，說他們到了海

外，「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殷墟出土的婦好墓裡，有 6800
多個貝殼；商王們每天占卜，用

大量龜甲。這些都跟大海有關。

周武王滅商之戰渡黃河，姜

太公指揮的周朝將士，一夜之間

建造了 47 艘渡船，載著 4 萬 7
千人渡過了黃河，以此對照，商

朝的 10 萬大軍出海，也就不是

匪夷所思的事了。祖先們的航海

能力遠遠的超出了後人的想像。

於是商朝的 10 萬大軍，據

說還有 15 萬其他人員，號稱 25
萬人，選擇了東渡。沒有流血、

沒有戰爭，平安地，但是悲壯地

遠離故土。

出口成章，才高八斗。古代的許

多神童或狀元，都曾有過目不忘

的本領，三歲識千字，五歲讀唐

廣濟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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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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七歲熟讀《四書》 、《五經》，

九歲精通詩詞歌賦……現代人背

一篇四、五百字的《三字經》可能

也要花費一個星期以上的時間，

與古人比相，其本能不但沒有進

步，而是嚴重地退化了。

宋朝大文豪蘇東坡在〈和董

傳留別〉一詩中說：「腹有詩書

氣自華」。意思是說，只要飽

讀詩書，學有所成，氣質才華自

然橫溢，高雅光彩。讀書的作用

不僅在於獲得知識，還在於提升

人的精神境界。尤其是經常讀好

書，日積月累自然就會使人脫離

低俗。每本好書之中都有一個精

彩的世界，唐詩宋詞之中也洋溢

著中華傳統文化之光。人們從詩

詞中可以感受到詩人李白的豪放

飄逸、李商隱的愛恨情仇、杜甫

的心懷天下或李清照的離愁別

恨。只要悉心捧讀一本本好書，

就能從書中學習到智慧的靈光，

如果每個人都能享受「讀書之

樂」的愉悅，現代社會上自然也

能充滿書香。

好書能使人們的心靈昇華，

使人們找到生命盎然的泉源。因

此，唐朝詩聖杜甫曾說：「讀書

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透過古

今聖賢的知識和人生體驗，人們

得以汲取精華，增長見識，啟迪

智慧，頤養性靈。生活中沒有好

書，就如天空中沒有了陽光。好

書既是良師，也是益友。每天用

一段時間靜心讀書，就能讓人生

充滿快樂！

讀書成就人類的智慧之光

商朝大軍哪去了 ?牧野之戰後
奧爾梅克

符號

商朝

文字

現代

漢語

製表：WINNIE WANG

示

卜

官

丘

皿

墨西哥奧爾梅克的十六個雕像和六個琬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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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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白，字太白，唐四川人，

祖籍甘肅，享年六十二歲。五歲

隨父遷居四川江油縣青蓮鄉，號

青蓮居士。十五歲開始修道訪

仙，二十五歲離開四川，漫遊各

地。四十二歲到長安，賀知章讀

其詩，歎為天上謫仙，（如天上

被謫居人世的仙人）推薦給唐

玄宗，當了三年翰林供奉，後遭

高力士、楊貴妃等譭謗，請辭離

京。李白天才超然，其詩有飄逸

的仙氣，世稱「詩仙」。

（1）榭：台上的房屋。舊

時黃鶴樓四面都有台謝，李白

題詩於北榭之碑。（2）遷客：

因罪被流放外地的人。（3）長

安：今陝西省西安市，為中國古

都之首，漢唐等朝代的都城，西

漢、唐朝年間是世界最大的都

市。（4）黃鶴樓：位於湖北武

昌的蛇山山頂，有「天下江山第

一樓」的美譽，與湖南嶽陽樓、

江西滕王閣並稱江南三大名樓。

（5）江城：指江夏，今湖北省

武昌縣。（6）落梅花：指《梅花

落》，笛曲名。

一旦成為流放他鄉的人往長

沙而去，向西而望已看不見自己

的家了。黃鶴樓中傳來淒涼的笛

聲，五月的江夏彷彿落滿了梅

花。

此詩或名 : 與史郎中飲聽黃

鶴樓上吹笛。

唐肅宗時干元元年，永王李

璘起兵造反時，李白因為曾在永

王軍中做事，也被以謀反的罪名

流放夜郎。一日與史郎中在黃鶴

樓上對飲，朝西而望，長安不

見，迢迢萬裡。又聞《梅花落》

的笛聲，江城五月，正是初夏漸

熱時節，可淒涼的笛聲，倍增淒

冷寒意襲人，彷彿置身梅花飄落

的冬季。正如李白此時的心情，

有感而作了這首詩。

有「天下江山第一樓」之稱

的「天下絕景」黃鶴樓，還有個

有趣的神話故事。據《報應錄》

記載，從前有位賣酒的辛氏，讓

一位道士免費喝了半年的酒，而

且沒有絲毫厭棄之意，道士為了

答謝他，用橘子皮在牆上畫了一

只黃鶴，能隨著節拍翩然起舞，

眾人紛紛花錢觀賞。十年後，道

士又飄然而至，取笛吹奏，一會

兒白雲自空中落下，畫鶴飛來，

先生騎鶴乘雲而去。辛氏為紀念

這位幫她致富的仙翁，便在其地

起樓，取名「黃鶴樓」。

「江城五月落梅花」，引用

了鄒衍冤獄的歷史傳說，《淮南

子》記載，戰國時鄒衍效忠於燕

惠王，但被人譭謗下獄，鄒衍仰

天而哭，這時正是五月炎夏之

時，卻為他降下了寒霜。（注）

後世傳為六月，元代雜劇《竇娥

冤》中感天動地的六月飛雪，也

取材於此。後人就以六月飛霜、

六月飛雪來比喻冤獄。

作者

註釋

語譯

詩中有話

解釋
德：品行。

建：建立。

名：名聲、聲譽。

立：樹立。

形：形體、身體。

端：端莊。

表：儀表。

正：正直。

譯文參考
如果擁有好的德行，就會受

人尊重，自然樹立起好的名聲；

就像我們如果能保持端莊合宜的

形體、態度，儀表自然而然就端

正了。

文字的故事
德： 甲 骨 文 的 德 寫 作

「德」，金文寫作「德」，原本

的字義是正直的行為。演變到小

篆，寫法變成了「德」，「德」

是行為的意思，「德」為直的古

字，「德」代表一心。也就是

說，能發自內心、表現於外的正

直行為叫做「德」。

千字文

德 建 名 立

形 端 表 正

dé jiàn míng lì

xíng duān biǎo zhèng

貳
拾
柒

題北榭碑
作者：李白 lǐ bó 

yì  wéi qiān kè qù cháng shā

huáng hè lóu zhōng chuī yù dí

xī wàng cháng ān bú jiàn jiā

jiāng chéng wǔ yuè luò méi huā

一為遷客去長沙，

黃鶴樓中吹玉笛，

西望長安不見家。

江城五月落梅花。

tí    bò    xiè   bēi

對於牙齒健康的問題，小編

向卡城 Horizon Dental 診所諮

詢，什麼樣的牙病在民眾中最有

普遍性。有著 12 年從醫經驗的

陳守誠醫生認為是牙周病。陳醫

生說，或許因為牙週病是一種慢

性病，有時甚至沒有任何感覺，

所以容易被人們忽視。與加拿大

本地人相比，移民們患牙週病的

比例要高很多。

「我這裡有很多來自亞洲的

患者，有的幾乎沒有去檢查過自

己有沒有牙周病，有的甚至從來

沒有看過牙醫。」陳醫生說。小

編推測，對絕大部分大陸移民在

青少年時候，也就是在中國大陸

的 70 年代至 90 年代，牙齒健

康問題並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

至於父母一代，就更缺乏對牙齒

應有的照顧。

網路上有報導稱，中國人罹

患牙周病的比例高達 70~90%，

其中 40% 需要專業的牙周病專

科醫師診治，而中國人就醫的情

況不及 5%。

牙周病也稱為牙齦炎，最初

是由牙齦感染引起，然後疾病會

侵入骨頭和支撐牙齒的韌帶。等

牙周病的防治
牙周病發展到晚期時，牙齦及牙

骨會受到嚴重損傷，會導致牙齒

脫落。

陳醫生還說，口腔健康還與

身體其它方面的健康緊密相關，

口腔疾病甚至可能會引發心血管

病、中風和糖尿病等。

牙周病的症狀有哪些
通常只有牙醫能夠發現牙周

病的早期症狀，但隨著病情發

展，其他症狀會慢慢顯現。這

些症狀包括： • 牙齦紅腫疼痛 •
刷牙或使用牙線時齒齦出血 • 牙
齒偏移或鬆動 • 牙齒與牙齦之間

有膿液 • 口臭不能消除 • 因為牙

齦退縮，牙齒顯得更長 • 牙齦與

牙齒分離 • 牙齒咬合方式發生變

化 • 部分假牙的配合出現變化。

如有上述任何症狀，您可能已患

上某種形式的牙周病。

引發牙周病的原因
牙周疾病的主要是由齒菌斑

引起的。這些細菌會產生毒素，

導致牙齦發炎。如果不定期清除

牙齦上的齒菌斑，它會形成一種

堅硬多孔的物質，稱為牙結石或

牙垢。如果牙結石在牙齦線以下

的牙齒根部形成，它會進一步刺

激牙齦，使更多的齒菌斑積聚，

導致牙周病。

牙周病的發展階段
健康的牙齦很結實，呈粉紅

色，不出血。

牙周病最初階段稱為牙齦

炎，表現為牙齦開始紅腫，刷牙

或使用牙線清潔牙齒時流血。齒

菌斑和牙垢會在牙齦線處積聚，

但支撐牙齒的牙骨仍保持健康，

除掉上述刺激物後牙齦組織可恢

復健康。

牙周病的下一個階段稱為牙

周炎。牙齦開始與牙齒分離，齒

齦下的骨骼受到破壞，出現空

洞，有時牙齦會退縮。充滿細菌

的齒菌斑擴散進入空洞中，這樣

更難保持牙面清潔，控制牙周病

的進展也更為困難。

在牙周病的晚期階段，空洞

繼續加深，對骨骼的破壞進一步

加劇。此外，生活在這些深洞中

的細菌的毒性更強，導致病情進

一步惡化。如果不予治療，牙齒

最終會鬆動脫落。

如何治療牙周病
如果您的牙周病還處於早期

齒齦炎階段，經過徹底的專業潔

牙之後即可治癒。如果已超過齒

齦炎階段而發展為牙周炎，則需

採取被稱為「深層清潔」或「根

部平整術」的治療方法，該方法

是對牙齒的根部表面進行清潔和

平整處理，清除齦線以下的牙結

石和細菌瀋積，使牙齦在其四周

癒合。

在牙周炎的晚期階段，需要

進行手術，牙醫才能對牙齒根部

進行徹底清潔，消除空洞。如果

周圍牙齦不足時，可施行牙齦嫁

接手術。在牙周病的某些病例

中，當牙齦和骨骼已部分被破壞

時，可通過一些外科辦法幫助這

些組織再生。

很多人以為人老了就是會掉

牙齒，因此把中老年掉牙當作自

然現象，但其實這通常是牙周病

所造成。倘若口腔保養得宜，

年老也可以保有牙齒。「作為牙

醫，我們並不是要拔掉你的牙

齒，而是想辦法讓牙齒恢復健康

從而留住您的牙齒。」陳醫生說。

◎文：鄭貝  資料來源：Horizon Dental

那麼是否看牙很貴，讓人們

不想去查牙周病呢？陳醫生說，

亞省對牙病治療的收費有一個範

圍限制的，也會根據病人的工作

情況，是否享有醫療保險等不同

情況而有相應調整，可以到診

所進行諮詢，找到契合自身情

況的牙齒保健方案。並且，在

Horizon Dental 診所，絕大部

分醫生和助理能說國語或粵語，

也很樂於與華人客戶交流，不用

擔心有語言障礙。

牙周病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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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取名攀柱。

捻指二十年過去了，夫婦

想起神語，帶兒子去園中揭開

石板，白銀如故，之前顫慄手

軟，現在卻安然無事，於是陸

續運回，買房置地，成為富

家。夫婦果真命薄，無福消

受，不到一年，就相繼去世。

攀柱很有孝心，殯殮葬祭無不

從豐。星士所謂死後方行美

運，於此應驗！

八十年代末，一位在鄉下鐵

廠擔任秘書的同學，給我講了一

個發誓的真實案例。中秋節前，

鐵廠員工集體放假回家，給留守

廠裡的看門人買了五斤豬肉，讓

其過節時食用。當時，做飯的師

傅與看門人都在場。不久，五斤

豬肉竟不翼而飛，看門的說是做

飯的拿了，但做飯的不承認，兩

人為此爭吵不休。旁邊看熱鬧的

人，更是一頭的霧水。為了證明

各自的清白，當天午時，兩人在

廠區的中心院子裡燒香發毒誓：

看門的發誓說，如果自己冤枉了

人，會死在八月十五；做飯的也

跟著發誓說，如果自己拿了肉，

就死在八月十五。大夥兒沒當回

事，一笑而過，也就散了。不料

中秋節那天，做飯的師傅，真的

死了！

類似的故事，在昔日農村，

屢見不鮮，多所應驗。不相信的

人，會認為是巧合；相信的人，

就說是報應。

違背誓約 死於非命
中國古代經典小說中，這

樣難逃因果的故事層出不窮。

隋唐演義中的秦瓊與羅成發誓

的故事，就很耐人尋味。

秦瓊與羅成是表兄弟，秦

瓊的鐧神出鬼沒，羅成的槍天

下無雙。兩人發誓把自己的絕

活教給對方。

羅成發誓：不傾囊相授羅

文 / 魏思安

家槍，被亂箭射死；秦瓊發誓：

授不盡秦家鐧，吐血而亡。羅

成教秦瓊時，留了一手回馬槍；

秦瓊教羅成時，留了一手殺手

鐧。日後，在一次戰役中，羅

成被亂箭射死。在《薛仁貴征

東》中，病重中的秦瓊爭奪帥印

領兵出征，就在舉石獅的比賽

中，吐血後不久而亡。應驗了

各自的誓言。

《封神演義》裡的殷郊、殷

洪是紂王之子，負崑崙道家救

命之恩，忘殺母慘痛之恨，不

聽師尊苦心囑託，逆天而行，

助紂為虐，與姜子牙為敵。

殷郊、殷洪雙雙立重誓，

卻受申公豹挑撥，最後違背誓

言，一個太極圖上化飛灰，一

個夾於山下受犁鋤慘死。

天神如此 何況是人
人們在發誓時，常常會把右

手舉起並伸出三隻手指向天，代

表向天發誓；在中國，三隻手指

代表了天、地、人三才一同見

證，表示發誓人的誠心；西方宗

教則認為三隻手是代表以聖父、

聖子、聖靈名義發誓。

過去的中國人，結婚要拜天

地、拜父母、夫妻對拜，拜天地

的目的是把天地作為自己的證婚

人，發誓對對方的終身負責，讓

天地神明作證，監督自己的行

為，如有違背，將受到神明的懲

罰。現在的中國人結婚，只保留

了拜父母、夫妻對拜的形式，把

「拜天地」當作迷信的東西拋棄

了，只能從古裝結婚劇中看到。

其中的真實含義，年輕一代的中

國人，已經不知道了。無怪乎偶

然間發點誓，只是為了證明自

己的清白，並不把「發誓」當回

事。至於以後發生甚麼事，也不

與自己的發誓聯繫起來去考慮。

其實面對「發誓」應該極為

慎重的，特別是面對神佛壇前發

誓的話，更應如此。

正常來說，不是向天、向神

佛發誓，僅僅人間的俗事正神多

半不理會，可是若以發誓來證明

自己，後來卻有破誓之舉，那神

佛就會要你對誓言負責，

若行為確實有問題，神佛更

可能真的要給發假誓的人懲罰，

所以在誓言面前要深思。

結語

可悲的是：有些團體，為了

鞏固團體牢不可破的利益，在加

入其團體時，要歃血為盟，把這

種對天發誓作為其組織的一種儀

式，一種用天地來約束人的形

式，形成死黨、結成同盟，成為

一種利害一致的集合體，當然多

數也以悲劇收場。

今天的中國人，信神的底線

已經很低了，隨便發誓，以為沒

什麼後果，其實有些誓言比故事

里的誓言可怕的多，那就是毒

誓，如：「把一生獻給某某組織」

等等，如果誓言最終會兌現，這

不是要人命，要人跟其一起死的

毒誓嗎？

這些真值得讓人深思啊！

誓言一定要兌現

圖中描述清朝婚禮

文 / 泰源

真穴

中國古代有「天人合

一」的理論，是說天、地、

人三才對應。

《道德經》中說：「人法

地，地法天……」天上也

是有周天和穴位的。只是

這時穴位已經不叫穴位了

而叫神位，也就是道家常

說的周天司職神，一般認

為有三百六十五個，他們

分別對應著三百六十五個

人體的穴位。如此說來，

「地」也有周天和穴位。

一個地方是否為「真

穴」，取決於這個穴位有沒

有「神」。駐守穴位的神

被稱為「地靈神」。

同時還要看風水師是

否有威德溝通啟用地靈

神，而不僅僅看該地的形

勢。就算人們可以按風水

模型造成地形，卻沒法安

排一位地靈神駐守在那裡。

修煉有道的風水師在

返回自己先天本性的過程

中漸漸接近了神明的能

力，出現了特異功能，能

看到地穴上的「炁」( 先天

之氣 )。
有些光是那個穴位所

對應的「地靈神」身上所帶

能量的顯現；有些功能高

的甚至直接就看到了穴位

所在那個地靈神的形象。

穴位對應的「地靈神」

所起作用越大，穴位也就

越好。所以風水能起作用

的實質原因是外形的背後

「神」的作用。

風水小常識

清朝婚禮：公有領域;其他來源：fotolia

文 / 李元 有財無財天注定
歷子元幼年時巧遇一位星士

為他推算，說：「此命只該粗衣

淡飯，打熬一生；家業若過百

金，必遭橫事；惟有死後才行美

運，比生前大有光彩。」歷子元

說：「人已經死了，還行甚麼美

運？即使有光彩，於我有甚麼好

處？」於是怏怏而去。

從此，他雖然竭力經營，但

總不超過百兩之數。這天，來了

一位販賣舊衣服的商人，說他的

母親死了，馬上要回鄉，現存貨

物大約值二百多金，願意減價出

兌。歷子元利令智昏，於是忘了

星士的告誡，用五十金買了，轉

賣得利三倍。

豈知那位商人是大盜，事發

被捕獲，追取原贓，歷子元受到

刑責，交了錢才了事。從此他一

貧徹骨，與妻子灌園度日。

忽然有一天，鋤地時發現石

板下有六隻巨甕，都是白銀。兩

夫婦大喜，剛想去拿，就顫慄手

軟，神魂俱失，只得將石板蓋

上，照舊掩埋。

這一夜，夫婦同時夢到神

說：「甕中之物是攀柱所有，你

怎麼擅動？小心看守，二十年

後，自有好處，切勿輕洩於人，

戒之戒之。」

後來歷子元妻子臨產，三日

生不下來，手攀床柱才得生子，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財數天注定，

 命中無財莫強求。 事據陳鏡伊所著《命相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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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步槍子彈的速度

大約是每秒1公里（大約
是3馬赫），當子彈從你眼
前飛過的時候，你是看不

見的，如果把地球比作子

彈，當地球從你眼前飛過

的時候，你的眼睛能看見

嗎？

文 / 友然 
圖 / Adobe Stock

科學家測算，地球是以每秒

465 米的速度自轉，相當於每小

時自轉 1700 公里，是普通噴氣

客機時速的 2 倍，23 小時 56 分

4 點 09 秒轉 1 圈，這是 1 天的

精確時間，每天如此，千年萬年

都不曾改變。

地球帶著月亮以每秒 3 萬

米的速度圍繞太陽公轉，其速

度是子彈的 30 倍，365 天 5 小

時 48 分 45 秒便圍著太陽繞了

1 圈，這是 1 年的精確時間，也

是千年萬年都不曾改變的。

太陽又帶著地球以每秒 250
公里的速度 ( 註：是子彈的 250
倍，相當於高速列車每小時的

速度），繞著我們所在的銀河系

的中心旋轉，轉一圈需要 2 億

5000 萬年！

我們所在的銀河系，有恆星

大約 1000 億顆，直徑 10 萬光

年，像地球這樣的行星有無數

個。但銀河系只是一個小宇宙而

已。

大約 1000 億個小宇宙構成

一個中宇宙，其直徑達 150 億

光年。至於大宇宙有多大，大宇

宙之外還有什麼，目前甚至不能

猜想臆測。

一個城市如果沒有交通法規

的限制，沒有紅綠燈的限制，每

輛汽車都以 60 公里時速（每秒

只有約 16 米）行駛，交通狀況

會怎樣哪？一定滿街事故，全面

癱瘓。

而宇宙如此恢宏，每個星球

都以極高的速度飛馳，但卻秩序

井然又這樣精確，會是胡亂碰撞

形成的？

瑞士的手錶是世界上公認

的、最好的、最準的。

帶陀飛輪的手錶，可以最大

限度地減少地心引力對表的精確

度造成的影響，但這樣的手錶一

個星期也有 5 秒左右的誤差。

而世界上最準的石英鐘 300 年

也有誤差 1 秒。

試想一下我們的地球如果每

天慢 1 秒，幾百年、幾萬年、

幾億年下來，還會是現在的樣子

嗎？

所以，對天文瞭解的越多，

越歎服造物主的大能，這也是不

少偉大的天文學家都有虔誠信仰

的原因，伽裡略、哥白尼、布魯

諾、牛頓、哈勃、哈雷等。

他們深信這一切皆出於超級

智慧的設計。

牛頓造了一個太陽系模型，

中央是一個鍍金的太陽，四圍各

大行星各照各的位置排列整齊，

一拉曲柄，各星立刻照自己的軌

道和諧轉動，非常形象和美妙。

一天，哈雷來訪，見到這模型，

玩弄了好久，驚嘆叫好，興奮地

問是誰造的。

牛頓一本正經地告訴他，這

個模型是沒有人設計和製造的，

只不過是偶然由各種材料湊巧碰

在一起而形成的。

哈雷反駁說，這麼精巧的模

型，必定是手藝很高的工匠作出

來的！

這時牛頓拍著哈雷的肩頭

說：「這個模型雖然精巧，但與

真正的太陽系比起來，實在算不

得什麼，你尚且相信一定有人製

成的，難道比這個模型精巧億萬

倍的太陽系，豈不是更應該有一

位全能的神，用高度智慧創造出

來的？」 

文 / 藍月

1724 年，蘇格蘭的漁港城

市馬爾瑟堡有一位名叫 Maggie 
Dickson 的年輕女子，因殺害親

子而被判絞刑。

Maggie Dickson 有過一段

短暫婚姻，離異後外出謀生，在

一家小旅館裡做工。勤快的她很

快就得到了老闆夫婦的讚譽。

不久， Maggie 與老闆的兒子互

生情愫，兩個年輕人迅速墜入

愛河。當 Maggie 發現自己懷孕

了，她非常恐慌，她既擔心說出

來老闆會辭退她，又害怕與心上

人被迫分離。

在她的遮遮掩掩中，孩子

早產出生了。因為怕被發現，

Maggie 只得把他藏在屋子的角

落裡，每天偷空去照看他。沒過

幾天，那個因早產而十分虛弱的

孩子夭折了。

Maggie 傷 心 又 害 怕， 考

慮再三，她決定把孩子丟到

Tweed 河裡。可當她來到河

邊，卻沒有勇氣將孩子扔下去。

最終，她把孩子的屍體放在河邊

匆匆離開了。

一位漁夫在河邊發現了孩子

的屍體後報了案，Maggie 很快

被警方逮捕。公審中，她承認自

己拋棄了嬰兒，但堅持說嬰兒在

被丟棄之前已經死去。

陪審團經過激烈的辯論，最

終一致裁定 Maggie 殺害嬰兒罪

名成立，法官當庭判處她絞刑。

行刑那天，劊子手經再三檢查確

定沒有任何問題後， Maggie 被

送上了絞刑架。半個小時過去

了，法醫仔細地檢查了 Maggie
的脈搏和心跳，當眾宣布罪犯

Maggie 已確認死亡。

Maggie 的親友將她的屍體

放進棺材裡，抬上馬車送往墓地

埋葬。走到半路時，大家忽然聽

見棺材裡有敲打聲。眾人將棺材

打開，Maggie 直挺挺地坐了起

來，這可把眾人嚇壞了：她竟然

活過來了。此事很快傳遍了大街

小巷，很多人說這是上帝顯現的

神蹟，Maggie 一定是無辜的，

所以神讓她死而復生。

Maggie 行刑不死，卻讓法

律界犯了難。要將人抓回來再

絞一次嗎？經過長時間的討論

後，法官們達成一致：判決書上

寫的是實施絞刑（hanged），不

是實施絞刑至死（hanged until 
dead），Maggie 已經為自己的

罪行接受了絞刑，今後她就是個

無罪之人。

死而復生的 Maggie，又活

了 40 年才辭世。 70 年後，因

這樁舊案，英國在修訂死刑法

時，刑法條款立法機構特別決定

加上「執行至死」（until dead）
這句話，以杜絕這樣的事件再度

發生。不過，英國已經在 1999
年全面廢除死刑，行刑不死的傳

奇也不會再發生了。

絞刑架下奇蹟復活的女子

18世紀20年代，英國
曾發生過一樁執行絞刑後

人犯復活的事件，該案轟

動一時。最終，在當時的

適用法律條款下，該人犯

獲得人身自由。

文 / 秀秀

從前有一座寺院，每年會在

六月初六將寺中藏經搬出來曝

晒。這一年的晒經日，寺裡跑進

來一頭牛，用鼻子使勁聞曝晒的

藏經，寺中和尚怕藏經被牛弄

壞，趕緊去找牛主人將牛拉回

去。可老牛掙扎著不走，繼續嗅

聞經書。最後眾人合力才把牛弄

走了。

但歸家不久，老牛就病死

了。過了二十多年，皇上親封的

道臺大人經過這家寺院，聽到寺

中僧人在誦經，便進去四處看

看，忽然覺得這地方似曾相識，

可卻從未來過。

他隨手抽出一本經來，竟能

跟著和尚的木魚聲熟練的誦讀，

念到一半時，忽然跟不上了，很

多梵字都不認識。

道臺很奇怪，自己也沒念過

佛經，為何前半截非常熟練，後

半截如此陌生？他就去問這寺裡

的老和尚。

老和尚笑笑說：「佛法的因

果，是絲毫不差的！剛才，大人

所問的問題，我雖知道得很清

楚，就是不便於講出口，恐怕說

出來，大人如不相信，反而會生

氣的！」道臺連忙說：「不會的，

請老師父直說。」

老和尚說：「大人若不見

怪，我就直說了。二十多年前，

我這寺旁，農家養了一頭牛，那

年夏天，本寺曝晒大藏經之際，

那頭牛忽然跑來，用鼻子嗅聞藏

經。本寺的人發現後，告訴主

人，牛主趕來，將牛牽回去了。

牛牽回去不久，便死了。牛

死後投胎為人，並且中了頭名狀

元公，這人是誰呢？就是站在我

面前的道臺大人。

由於你曾用鼻子吸納了半卷

經的經氣，仗著經書的功德，托

生為人，現在你能看得懂的，就

是你前生曾經聞過的經文。你看

不懂的，當然是因為你沒有嗅聞

到的地方。」

老和尚繼續說：「大人 ! 你
聞經功德，生人為官，實在是難

能稀有的事，你要利用這難得的

人生，來護持佛法，以謝佛恩

啊 ! 切記 !」
道臺大人聽了老和尚的話，

幡然醒悟，後來便出家為僧了。

古本《因果輪迴實

錄》中記載過一個老牛聞

經，轉世做人當狀元的故

事。

乾草市場和愛丁堡城堡（Kim 

Traynor  /wiki/CC BY-SA）

 神祕莫測的宇宙來自哪裡？

成功診治
來自廿九年的積累

587.352.3152（英、國） 403.614.1825（國）
#109, 2308 Center Street NE Calgary  |  info@kt-lucky.c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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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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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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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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牛聞經轉世 
狀元始知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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搗鼓了半日，兩人也累了。再加上

昨晚寫了一通宵文章。不一會，良玉

趴在院中的石桌上睡著了。紫娟連忙拿

件斗篷輕輕蓋上。站在良玉身邊，用扇

子趕著蚊蟲。不一會大嫂第一個走出臥

室，接著陸陸續續都起來了。走進廚

房，大嫂說：「挺像樣的，小兩口真能

幹。以後能過自己的小日子了。」大家

坐定，紫娟抱來一大摞細瓷碗，盛一碗

飯，良玉接過一碗，分別遞到眾人跟

前。桃花要幫忙，大嫂說：「你只管舒

舒服服地坐著，今天就是要小倆口伺候

我們，咱們享享清福。」紫娟狠狠地瞪

了大嫂一眼。盛完飯，紫娟又分別給眾

人盛雞湯。良玉笑盈盈地把湯放到每人

面前。這時秉智歪著頭盯著良玉，良玉

說：「我臉上有髒東西嗎？」秉智說：「良

叔剛來時，總板著臉，我們都怕良叔。

現在良叔變了，一天到晚笑嘻嘻。笑起

來更好看了，都快超過玉叔了。」大嫂

說：「喜事一連串，能不笑嗎？失散了

三十多年的大伯找到了，又有了可心的

小媳——－」話沒說完，紫娟從背後把個

剝好的鹹鴨蛋塞到嫂子嘴中，大嫂滿嘴

黃黃，白白，齜牙咧嘴，「鹹死我了，鹹

死我了。」眾人見狀，都大笑起來。

這時大伯站在門口：「你們這裡總是

熱熱鬧鬧，樂樂呵呵，又笑什麼呢？」早

有幾個孩子把大伯攙進來，請到上座。

大嫂連忙盛了一碗雞湯：「大伯，這是你

大侄子做的，嘗嘗吧。」大伯喝了一湯

匙：「味道不錯，良玉還會做飯？」大嫂

說：「良玉既能文又能武，又會燒雞湯，

又會做飯，真是上得廳堂，下得了廚

房，是全才。」

大伯望著良玉和紫娟，說：「上午

聽說你們回來了，跑來看你們，大門緊

閉，我又回去了。讓我看看，你們這一

個月還好嗎？」大伯用醫生的眼光，仔

細地看了兩人的面龐說：「好！好！氣

色很好，更年輕更好看了。你們到哪去

了？把全家人快急死了。」小翠說：「他

們跑到王母娘娘的瑤池邊玩去了。」「什

麼？」乾爹無限驚奇。寶玉把事情的前後

經過說了一遍。乾爹連聲說：「奇了，奇

了！真是不可思議！」過了一會，乾爹

說：「懷玉那裡送來了信。我給你們送信

來了。」說著，從懷裡拿出一個信封，

沉甸甸地，遞給了良玉。良玉連忙拆

開，把一封信遞給了寶玉。眾人都慢慢

地喝湯，只見他們二人快速地讀了信。

寶玉說：「是我爹娘來的，說他們很好，

不用牽掛。懷玉給他們治病，還經常去

看望他們，送錢送物。兩位老人希望我

們早日回去，全家團聚，尤其想看看媳

婦。並問大家好。」良玉說：「李大伯來

信說，京城的房子已裝修一新，傢具、

器物、帳幔等都已換上嶄新的，只等我

Zhang Tingyu was an imperial scholar and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under Emperor Yongzheng (1722 
– 1735 A.D.), who ruled during China's Qing Dynasty. 
Despite his high-level position in the royal court, Zhang 
Tingyu was modest and selfless. He also expected his 
children to be frugal, be content with what they had and 
value virtue.

 Zhang Ruoai was his oldest son. After passing the 
township and provincial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Zhang Ruoai advanced to the final examination, which 
was held at the royal court. After the royal court officials 
who served as judges read the final candidates' essays, 
they affixed seals over the candidates' names before 
submitting the essays to Emperor Yongzheng, who held 
final responsibility for selection of the winners of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When Emperor Yongzheng read the fifth essay, he 
was deeply impressed by several sentences. “When 
witnessing others' kind deeds, government officials 
should encourage each other to set similar examples. 
When witnessing others' faults, officials should try to 
discipline each other so one would not to repeat these 
faults. If we do not cheat, we don't need to guard against 
others. If we are sincere, we will be trusted. If we can 
achieve these things, all government officials at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will work as one body.” 
Emperor Yongzheng felt very encouraged by this essay, 
for he thought it was full of sincerity and honesty. 
He commented that this candidate was as virtuous as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ancient times. He decided to 
award third place at the A level to this candidate. When 
Emperor Yongzheng opened the seals, he discovered that 
it was written by the oldest son of Zhang Tingyu, the 
imperial scholar. He immediately sent a messenger with 
the news to Zhang Tingyu to bring him joy.

 Emperor Yongzheng did not expect that Zhang Tingyu 

would immediately request a meeting. Zhang Tingyu 
said to the emperor, “I have a high office in the royal 
court, so it would be inappropriate to award my son, 
who is still very young, third place in the imperial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Yongzheng Emperor explained, “I 
was fair in my judgment. I did not give him third place 
because he is your son.” But Zhang Tingyu repeatedly 
asked the emperor to reconsider. He said, “There are 
many talented youngsters in China.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runs every three years and everyone wishes 
to pass the examination. I already occupy a position in 
the royal court. If my son should be awarded the third 
place at A level, he would practically steal a spot from 
other candidates from common families and I would 
feel guilty. If Your Majesty would kindly lower him to B 
level, it would be more than enough honor for him.”

 In the Qing Dynasty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system, 
nine winner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final examination. 
There were three levels of winners. Each level had three 
winners, but the level achieved would make a world of 
difference in the winners' career. “A” level candidates 
immediately began their careers in the royal court. 
Generally, they became editors at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an important stepping stone to more prominent positions 
in the government. “B” and “C” level candidates were 
not allowed to work in the royal court until a few years 
later and they would usually start as officials at the 
county government.

 Zhang Tingyu knew perfectly well what it meant 
for his son's career to be lowered to the B level, but he 
decided that it would not be beneficial for his son to reach 
such success too early in his career. He believed that he 
ought to work twice as hard, learn to accept humility and 
be humble in order to accumulate his virtue. He decided 
that such an experience would temper his character and 
make him more reliable.

 At first, Emperor Yongzheng thought Zhang Tingyu 
was merely trying to be modest, so he said to Zhang, 
“You have been most loyal and have accumulated a 
lot of virtue. No one will be jealous because your son 
achieved third place at the A level. He has earned it.” 
Zhang Tingyu was sitting on a chair while speaking to 
the emperor. When he realized that Emperor Yongzheng 
did not want to change his decision, he knelt before the 
emperor and begged again. “Your Majesty, my family 
has received a lot of honor. I beg Your Majesty to take 
pity on my sincerity to give the honor in the A level to 
another candidate. If Your Majesty wishes to look after 
my family, I beg you to save some good fortune for 
my son's career in the later time. It would benefit him 
greatly.”

 When Emperor Yongzheng realized that Zhang 
Tingyu's meant exactly what he was saying, he decided 
to award Zhang Ruoai first place in the B level. When 
Emperor Yongzheng announced the examination results, 
he made the story known to the public and proclaimed 
Zhang Tingyu's modesty.

 Zhang Ruoai was fully aware of his father's reasoning 
and he did not let him down. He continued to study 
diligently and made great progress. Later when he 
advanced to the royal court and worked in the defense 
department, he always fulfilled his responsibilities. Like 
his father, he was very modest.

 There are several Chinese proverbs, including “A man 
must not use all of his power; a man must not deplete 
all of his good fortune,” and “Loyalty and kindness will 
sustain a family; modesty and prudence will extend one's 
life.” These proverbs are precious advice and will help 
fashion a person's conduct and the values they will pass 
on to the next generation. Zhang Tingyu and his son 
took these values to heart and followed them at all times. 
They were truly w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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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回（上）

黛玉後傳
文/黃靚

回去。並建議最遲在應試前一個月就回

去。一是適應一下環境，二是認識一下

京城的道路。」眾人都說：「說的是！」

良玉說：「信中還說，到底去多少人，報

個人數，望盡快回個信，好早點準備。」

停了一會又說：「還有一封我母親

來的信，只報平安而已。還說，要感謝

大家對我無微不至的照顧。」這時紫娟

看了一眼良玉，良玉向她笑著點點頭。

黛玉看在眼裡，悄悄走到良玉背後，趁

他不防，一把把信抓在手裡，迅速看了

一眼，笑著說：「只報平安而已嗎？你們

願不願意聽聽這一段。」眾人齊呼：「願

意！快讀！」黛玉讀了起來，眾人靜靜地

聽著：「那女孩果然像你說的那麼好嗎？

若得這樣的兒媳，我夢中都笑醒了——」

這時眾人都笑著望著紫娟。紫娟臉兒緋

紅，低著頭。良玉過來搶信。黛玉急忙

躲到大伯背後，幾個侄子也跑過來，一

起護住大姑。大伯笑著說：「就讓她讀

吧。」良玉只好住手。黛玉笑著繼續讀

著：「記住！『情人眼裡出西施』，你又

是個老實人，還是冷靜地從旁看看女孩

的人品再說。不過，你說她是你妹的生

死之交，你妹妹又竭力撮合你們，我想

你妹的眼光是不會錯的。果然如此，我

也無話可說，那就等我到了京城，早日

為你們辦喜事吧。不過試期在即，你可

要潛心準備，不能讓兒女私情分心。」聽

到這裡，紫娟臉紅到耳根。眾人都歡呼

起來。大嫂說：「到京城辦喜事，我們恐

怕就看不到了。不如在這裡先辦了吧。

我明日去找神仙爺爺商量。」孩子們聽說

辦喜事，又跳又笑。這時大哥望了大嫂

一眼，甕聲甕氣地說：「信中老人明白交

代，要良玉潛心讀書，不要分心，你瞎

張羅什麼，我看你高興地昏了頭。」大嫂

連忙低下頭，再不敢說話，孩子們連大

氣都不敢喘了。

黛玉看看眾人，連忙站起來，說：

「咱們商量正事吧。李大伯讓我們盡快把

去的人數告訴他。這離進城的時間也只

有十幾天了，咱們今晚就把這事定下來

吧。」寶玉說：「我成親也有大半年了，

該回去見見爹娘了，我和黛玉要同良玉

一起走。」黛玉說：「紫娟這幾個月照顧

良玉，再換人伺候，良玉也不習慣，看

來紫娟也要一起回去。」小翠說：「大

姑，小姑都走了，我也要去，以前說好

不分開的。」這時屋內靜靜的。黛玉想了

想又說：「這最後一個月是最要緊的，良

玉要吃好，睡好。這幾個月，大嫂已摸

透了良玉的脾胃，良玉也喜歡吃大嫂做

的飯菜，看來大嫂也要去。」（待續）

迎春試全家出山   忍別離傾村送客

Zhang Tingyu Inhibits His Son In Order To Achieve Greater Virtue

張廷玉抑子
張廷玉是清朝雍正年間的大學

士，兼任軍機大臣。其身居高位，卻

深明謙虛抑讓之道，要求子女簡樸重

德，知足為誡。

張廷玉的長子張若靄，經過鄉

試、會試之後，進入朝廷的殿試階

段。諸大臣閱卷後，把密封的試卷，呈

給雍正帝親自審閱定奪。雍正帝審閱

第五份試卷時，讀到「善則相勸，過則

相規，無詐無虞，必誠必信，則同官

一體也，內外亦一體也。」使他精神為

之一振，認為言辭懇切，「頗得古大臣

之風」，便將此考生定為一甲中的第三

名，即探花。後來雍正帝拆開密封試

卷，才知道是大學士張廷玉之子張若

靄，便派人告知張廷玉，讓他高興。

不料張廷玉立刻求見雍正帝，認為

自己身為朝廷大臣，兒子還年輕，登上

一甲三名，實為不妥。雍正帝說：「朕

實出於至公，非因大臣之子，而有意

提拔。」張廷玉再三懇辭說：「天下人

才眾多，三年一次大考，個個都盼鼎

甲。臣本人現居高位，而臣子又登一甲

的第三名，占天下寒士之先，於心實有

不安。請列二甲，已為榮幸。」

這裡介紹一下清代的科舉制度：殿

試後按三甲取士，一甲只取三人，即狀

元、榜眼、探花，稱進士及第；二甲取

若干人，稱進士出身；三甲取若干人，

稱同進士出身。雖然選中的一、二、三

甲，可以統稱進士，但三者的待遇實有

不同。中一甲者，可立即授官，成為翰

林院的修撰或編修，這是未來高升的重

要台階。而二甲和三甲，則需選庶吉

士，幾年以後才會授官，並且只是任州

縣級的官。

張廷玉深知此中規則，但他認為兒

子還年輕，不可過早飛黃騰達，應該

加倍磨礪，積攢福德，這樣才踏實可

靠。 雍正帝以為張廷玉只是一般的謙

讓，便對他講：「你家盡忠積德，有此

優秀子弟，高中一甲，人所共服，當之

無愧。」張廷玉原是坐著講話的，他見

雍正帝不願接受自己的懇求，便撲通一

下，跪到皇帝面前，再次懇求：「皇上

至公。但臣家已備受恩榮，求皇上憐臣

一片真心，願讓出一甲之榮，給予天下

寒士。若君恩祖德，佑護臣子，給我兒

留些福份，以為將來上進之資，更為美

事。」雍正帝見張廷玉「陳奏之時，情

詞懇切之至」，不得不勉從其請，把張

若靄改為二甲第一名。不久，在張榜公

布的同時，雍正帝還為此事，頒旨表彰

張廷玉代子謙讓的美德，讓天下讀書人

共知之。

張若靄十分理解父親的作法，沒有

辜負父親的厚望，不斷磨練，在學術上

不斷長進，後在南書房、軍機處任職

時，都能盡職盡責，謙虛自處，頗有其

父遺風。

「有權不可使盡，有福不可享盡。」

「忠厚傳家久，謙慎繼世長。」這些都

是做人處世的金玉良言，也是傳家教子

的重要規範。張廷玉父子都懂得這些道

理，並且自覺自願的去身體力行。他們

是真正的聰明人。

◎文：李正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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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府宣稱將擔負該項目投資

的三分之一，其餘投資由卡城市

府承擔。市長 Naheed Nenshi
表示，要想方設法籌措資金，以

便盡快破土動工。

市府將編製籌資方案，市議

會將於明年1月28日進行討論。

據悉，BMO 中心擴建項

目，目前僅為有條件批准，因為

還需獲得上級政府的書面許可。

省長諾特利 (Notley)18 日

表示，像卡城這樣的城市應該擁

有舉辦大型活動和會議所需的設

施，這能促進經濟繁榮，帶來更

多財源。

Stampede 首 席 執 行 官

Warren Connell 說，這個項目

已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但他

希望在 2019 年初就開工建設。

Connell 表示：「我們中心

承辦各類活動，從小型婚禮到大

型車展和房地產展銷會都有。因

此擴建非常必要。」

BMO 中心目前建設面積

50 萬平方英尺，擴建後超過

100 萬平方英尺。

Connell 表示，雖然舉辦了

很多大型活動，但他們每年仍會

拒絕約 11 到 14 個大型活動，

因為場地不夠用。他們希望能夠

及時完成舉辦 2025「扶輪國際

年會」的工作，屆時將有 4 萬名

會員在卡城聚會。

市長 Nenshi 說：「與這個

規模的大多數城市相比，卡城的

會議設施相對較小，制約了城市

發展。」 
【看中國訊】在目前卡

城房市上售房很具有挑戰

性，通過做好三點，有助於

促 成 交 易。Royal LePage 
Benchmark 公司的房地產經

紀人 John Hripko 表示，他

最近注意到一些賣家沒有做好

幾項基本事情，如果做得好，

對在低迷的市場條件下售房會

幫助。

以市場定價

Hripko 表示，他認為很

多待售房屋的標價仍是「賣方

價格」，而不是以市場定價。

「應該按照市場行情確定

合理的標價，」他說，「您的

房地產經紀人知道您所在社區

的房屋在市場上平均多少天能

售出，如果您定的價格高於市

場價，那麼就需要更長的時間

才能把房子賣出去」。

向買家開放

Hripko 說：「即 使 在 今

天房市上，我見到仍有很多來

自買家的看房請求被拒絕，原

因是看房時間對賣方來說不方

便。」他說如果有人想在某個

時段去看你的房子，請努力促

成，而不應要求買家改變看房

的時間。

保持房屋整潔

Hripko 說，他最近帶客

戶看房，看到有些房子裡面衛

生差、東西亂放，這不利於促

成交易。儘管有的賣家卻認為

這不會阻礙銷售。

他建議始終保持房子乾

淨、整潔。那樣當有買家來看

房時，不會陷入混亂。

他還補充說，即使是簡單

的準備工作也很重要，例如把

人行道的雪鏟乾淨；如果買家

計畫在天黑後看房，則把室內

室外的燈都打開，在屋內準備

好房屋信息表等。

【看中國訊】房地產經紀公

司 Royal LePage 和 Re/Max
新發布的年度市場報告預測，

2019 年卡城住宅房產市場將依

然艱難。

Royal LePage 預 測， 到

2019 年底，卡城房價中位數將

下降 2.3 ％至 473,104 元。Re/
Max 發布的報告稱，卡城的住

宅平均售價將在 2019 年持平，

為 487,399 元。這兩家公司的

報告都將房市不景氣歸因於油價

持續疲軟和新抵押貸款法規的實

施。而加拿大大多數主要城市的

房價中位數都將有所增長，如：

多倫多、溫哥華和渥太華，溫哥

華房價中位數為 129 萬元，而

亞省和薩省則相反。

Royal LePage Benchmark
公司的地產經紀 Corinne Lyall
表示：「我們面臨的挑戰是，在

2017 年底經濟剛剛有所回暖，

新的貸款法規就開始實行，隨後

上調了貸款利率，這些因素都讓

買家望房卻步。」

2018 年以來，卡城房屋銷

售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14％，

比長期平均水平低近 20％。

Lurie 表示，目前房屋銷售

量為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以來

的最低水平。「去年獨立屋的售

價曾一度上漲，現在又跌回原

處。」Lurie 說。報告稱，「卡

城房市場可能會瞬息萬變，因為

它對石油和天然氣行業高度依

賴。」

【看中國訊】加拿大抵押貸

款公司（CMHC）最近的報告

顯示，生活在多倫多和溫哥華兩

個最大城市的加拿大人的個人債

務水平處於歷史高位，他們最易

受加息的影響。

CMHC 表示，溫哥華居民

的債務與收入（DTI）比率在

6 月底攀升至 242％。這意味

著，每增加 1 元的可支配收入，

就會欠 2.42 元。多倫多的情況

與溫哥華類似，DTI 的比例為

208％。

這是自 2015 年以來二季

度這兩大城市居民 DTI 最高水

平。在全國範圍內，DTI 比率

為 171％。

個人債務最大的部分就是住

房貸款，佔所有加拿大家庭債務

總額的三分之二。

CMHC 表示，如果利率繼

續上升，負債水平較高的人可能

會預算緊張。「雖然家庭可以在

低利率期間償還債務，但有些

人可能會在利率上升時面臨困

境，」報告稱。該報告指出，較

高的利率意味著需償還更多的利

息，這可能超出原始預算。

報告稱：「如果一些家庭的

收入不足以償還貸款，他們可能

會拖欠還貸。如果家庭開始拖欠

還貸，這可能會導致連鎖反應，

銀行或許縮減發放的貸款。「

「這些負面影響可能會影響

其他經濟領域。研究表明，與債

務水平較低的國家相比，負債纍

纍的國家的經濟衰退往往表現出

更大的產出損失，更高的失業率

和持續時間更長，」CMHC 報

告中表示。

自經濟蕭條以來，加拿大央

行一直維持低利率以刺激經濟，

但這也推動了多倫多和溫哥華的

房地產市場暴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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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 Guide
生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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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一（17日），卡
城議會有條件地批准

了B M O活動中心擴建
項目，擬投資 5億元將
Stampede Park的BMO
中心擴大一倍。週二（18
日），省府宣布對其進行

財政支持。

看中國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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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排淨水泥地面潮

氣，保持地面乾燥

如果地板安裝前沒有把水泥

地面中的水排除乾淨，就會產生

一定的潮氣衝擊波，會導致地熱

地板出現開裂，引起安裝後的地

板起翹，所以要把水泥地面中的

潮氣排除乾淨。有人會說乾燥與

否很難用肉眼看出，那麼小編這

裡介紹一個較簡單的測試方法：

將幾塊塑料薄膜分別放在舖設的

地面上，四周用膠帶密封，經

12 小時後，如塑料薄膜上沒有

水氣凝結，說明地面是乾燥的。

二、施工前勘察， 
確保無漏水等情況

如何保持施工環境乾燥，需

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

施工地面必須是乾燥，平

整，乾淨；符合相關建築驗收標

準。有可能引起潮濕的作業工序

已經完成，如廚房，衛生間等做

閉水實驗無滲水漏水現象。

門窗安裝完畢，且具備封閉

條件。門窗邊與地面預留高度符

合安裝標準。

三、勘察舖設方向， 
特殊地方要留空隙

地板安裝前要勘察舖設方

向，整個房間的舖設應從房間的

一個邊開始舖，逐漸地向另一邊

靠近。同時要特別注意的是，舖

設的第一塊地板要與牆體之間留

有餘地，並且與其緊挨的第二塊

地板要使用板塊，要讓相鄰平行

的兩塊地板的端頭岔開，以此作

為地板與牆面留縫的基準。另外

在與樓梯、房間門囗等固定設施

相接時，同樣要留縫隙，一般長

度在 0.8 厘米 -1.0 厘米之間。

四、做好拼裝模型， 
裁切地板需謹慎

在舖裝地板時一般會使用前

幾排地板作為舖設的標準，所以

為了保證整體舖設，前幾排地板

的舖設工作一定要做好，並且要

預先做好拼裝的模型。

另外，如果要使用手工鋸裁

切地板的話，需要地板花紋朝向

上面。但是如果使用電動鋸裁切

地板時，則地板的花紋面朝向下

面。無論哪種，地板的端頭一定

要剪切整齊。剪切後的地板長度

一般不低於 20 厘米，寬度不少

於5厘米，這樣方便以後的舖設。

五、槽內均勻抹膠， 
舖裝地板要對準

舖設時，先把地板邊上的槽

內均勻地塗抹上膠，然後把另一

塊地板對準槽口安裝進去。接著

使用專業方磚抵住靠外一側，並

用鎯頭敲擊方磚，使地板與地板

之間縫隙縮小。

六、踢腳線安裝有技

巧，釘子固定有保障

在地板舖裝完成後，接下來

的就是踢腳線了。在牆體下最貼

近牆的地板上，用衝擊鑽打一排

孔並且敲入木釘，然後把踢腳線

裝上後用釘子固定在上面。在這

裡要注意的是，目前比較常見的

踢腳線分為密度板和高分子兩

種，密度板踢腳線比較怕水，不

能受水泡。

目前比較流行的高分子踢腳

線，比起傳統的密度板踢腳線，

擁有色彩多樣、彈性好、防水性

好等特點，特別是與牆面不是很

平整的地板，用高分子的踢腳線

非常好看。

七、自然風乾保安全，

眼看手腳勿亂動

地板全部裝好後必須讓地板

放置一段時間，不要用腳去踩地

板，要讓膠自然乾燥，這樣還可

以通風散味，最好晾 24 小時，

有條件可以晾更久一些。

來源：新浪家居 

家裝地板如何鋪設
地板，溫馨居家感強，

常用於臥室與客廳，但地

板的安裝並不是一件小事

兒，地板安裝的好壞不僅

影響其壽命，同時也會影

響到我們的生活質量。因

此地板安裝必須謹慎，小

編為大家介紹幾個注意事

項，普及相關的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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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快到了，全家人能聚在一起準備聖誕大餐，

就是最溫馨的家宴。

聖誕家宴
沙拉料理可添加甜菜，營造聖誕節的繽紛喜

慶。再搭配其他對比色食材，更加亮麗。同

時，擺盤呈現聖誕的繽紛色彩。

甜菜水果沙拉

甜菜、香橙、蘋果各 1個、紅石榴、各種生菜、

起司片適量。

橙汁油醋醬：柳橙汁 5大匙、白酒醋 5大匙、橄

欖油 100cc、鹽、黑胡椒。

食材

甜菜帶皮煮軟透，去皮切片。其他食材洗淨，

充分瀝乾。

香橙去皮去膜，輪切片。蘋果帶皮切片。起司

片印造型備用。

所有食材圍圈擺盤，醬料放中間，最後點綴紅

石榴。

作法

簡單快速且不用烤箱的美味牛奶布丁，常

是聚會甜點的熱門選項。雪白的布丁配上

鮮豔的水果丁擺盤，視覺效果絕佳。

草莓牛奶布丁

分量：6個

牛奶450ml、煉奶60ml、吉利丁粉（gelatin）

2小匙、新鮮草莓、草莓果醬、蜂蜜適量。

食材

牛奶溫熱後加入煉奶，攪拌均勻。

吉利丁粉加 2大匙水，粉末吸足水分膨脹，

攪拌至融化。拌入牛奶，完成布丁糊。

布丁糊分裝到布丁模，放涼後冷藏至定型。

淋醬：草莓加蜂蜜打成果汁，加果醬增加黏

稠度。

布丁倒扣盤上，裝飾草莓切片，淋上醬料即

可。

作法

炒麵適合做聚會主食，麵量依人數調整，

食材可利用年節廚房的零星食材，豐儉由

人。成菜融合圓滿，喜氣大方。

海鮮炒麵

麵條、鮮蝦、花枝等海鮮適量、蒜頭 5瓣、洋

蔥、磨菇等適量。

調料：醬油 1大匙、蠔油 1大匙。

食材

海鮮清洗瀝乾。配料切絲備用。麵煮好拌

油，避免黏結。

蝦、花枝汆燙後沖冷水備用。

爆香蒜片，下配料炒軟。加調料炒勻。加開

水 200cc煮滾，放入麵條、花枝、蝦，拌炒均

勻。起鍋前加香菜、白胡椒粉、醋，風味更佳。

作法

美味的烤雞首先是鮮嫩多汁的口

感，其次是吃起來香脆的外皮。

同時，烤雞是餐桌主角，聖誕風

格擺盤可增加過節氣氛。

聖誕烤雞

全雞 1隻（約 5磅）、洋蔥 2個。

醃料（嫩化肉質）：水適量、粗鹽適

量、黑胡椒 1大匙、香菜末 2大匙。

油料（使肉多汁）：橄欖油 3大匙、鹽

1小匙、香菜末 3小匙

塗料（增加風味）：烤肉醬、香菜末。

食材

烤箱預熱 180攝氏度。

雞和香菜一起放入塑料袋，加冷水

淹過全雞。整袋秤重，重量的 3%為

用鹽量。冷藏醃 24小時。

烤前雞解冷至室溫。在雞皮與肉之

間，填入油料，按摩全雞。

雞內外刷上塗料。洋蔥切塊塞滿雞

腹腔。用棉繩綁緊雞腿。

以 180攝氏度烤雞 1小時，量測雞

最厚部位溫度（後腿或雞胸肉），達

80攝氏度即可（或是用刀叉戳雞腿內

側，流出的雞汁清澈無血）。

烤雞出爐靜置 10分鐘，讓肉汁回

流再上菜。

作法

聖
誕
烤
雞

海
鮮
炒
麵

甜
菜
水
果
沙
拉

草
莓
牛
奶
布
丁

$488$588

健康美味

   
少油 ● 

少鹽 

Crowchild Square   #1B 5403 Crowchild Trail  NW
SHAGANAPPI TRAIL

JOHN LAURIE BLVD NW
CROWCHILD TRAIL NW

SARCEE TRAIL NW

53RD  STREET NW

Dalhousie
C_Train Station

聖誕節 新年 開門照常營業
午市：11am~2 pm  晚市：4 pm~10 pm訂座電話 

 (403)208-3533

SNOW  PALACE  RESTAURANT

豐
澤
填
鴨
席

北
京
片
皮
鴨

香
酥
炸
蝦
丸

XO

醬
炒
三
鮮

花
膠
鴨
絲
羹

貴
妃
龍
崗
雞

上
湯
雙
龍
蝦

清
蒸
海
上
鮮

瑤
柱
花
菇
扒
菜
膽

魚
子
海
皇
飯

乾
燒
伊
麵

精
美
糖
水

$298

龍
蝦
佛
跳
牆
套
餐

明
爐
古
法
佛
跳
牆

  

（
配
生
菜
一
碟
）

紅
燒
雙
喜
翅

油
泡
蝦
球
帶
子
拼
脆
奶

貴
妃
龍
崗
雞
（
全
隻
）

清
蒸
海
上
鮮

上
湯
雙
龍
蝦

銀
杏
鮮
竹
浸
時
蔬

海
皇
魚
子
炒
飯

幹
燒
伊
面

精
美
糖
水

豪
華
鮑
魚
套
餐

鮮
果
大
蝦
沙
律

百
花
釀
蟹
鉗
（
十
隻
）

蒜
子
瑤
柱
甫

紅
燒
蟹
肉
大
生
翅

紅
燒
六
頭
鮑
魚
（
十
隻
）

金
銀
蒜
蒸
雙
龍
蝦

南
乳
吊
燒
雞

清
蒸
老
虎
斑

生
炒
糯
米
飯

鮑
汁
幹
燒
伊
面

精
美
糖
水

壽
筵
喜
慶
十
人
宴

一
品
大
拼
盤

紅
燒
雙
喜
翅

百
花
釀
蟹
鉗
（
十
隻
）

彩
鳳
玉
帶
子

上
湯
焗
雙
龍
蝦

貴
妃
龍
崗
雞

海
參
鮑
脯
扒
菜
膽

清
蒸
海
上
鮮

蛋
白
瑤
柱
炒
飯

紅
燒
伊
麵

精
美
糖
水

$388

鮑
魚
六
和
菜

紅
燒
雙
喜
翅

琥
珀
蝦
球
炒
帶
子

上
湯
焗
龍
蝦(

煎
面
底)

紅
燒
六
頭
鮑
（
六
隻
）

古
法
蒸
蘇
眉

貴
妃
龍
崗
雞
（
半
隻
）

絲
苗
白
飯

精
美
糖
水

$228

$158

精
選
六
和
菜

蟹
肉
魚
肚
羹

XO

醬
炒
三
鮮

上
湯
焗
龍
蝦
（
煎
面
底
）

金
菇
浸
鮮
竹

貴
妃
龍
崗
雞

古
法
蒸
蘇
眉

絲
苗
白
飯

精
美
糖
水

$128

精
選
四
和
菜

蟹
肉
魚
肚
羹

XO

醬
炒
三
鮮

上
湯
焗
龍
蝦
（
煎
面
底
）

沙
拉
豬
扒

當
紅
炸
子
雞

絲
苗
白
飯

精
美
糖
水

$98

鮑
魚
四
和
菜

紅
燒
雙
喜
翅

琥
珀
蝦
球
炒
帶
子

上
湯
焗
龍
蝦
（
煎
面
底
）

紅
燒
六
頭
鮑
（
四
隻
）

當
紅
炸
子
雞
（
半
隻
）

絲
苗
白
飯

精
美
糖
水

$488$588

聖

請
提
前
一
日
預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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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 看養生 Health

重金屬中毒怎麼辦？
3類蔬菜助排毒

重金屬中毒危害大

常見的重金屬中毒元素，

包括：汞、鋁、鉛、砷、鎘，

它們隱身於生活環境之中，包

括： 玩 具、 飾 品、 鉛 筆、 電

池、罐頭、動物內臟、大型魚

類、鋁製鍋具、胃藥、中藥、

色彩鮮豔的碗盤餐具……甚至

家中的飲水，都可能含重金屬。

重金屬進入人體以後，會

在皮膚、黏膜、腎臟、胰臟、

骨骼、造血系統、神經系統、

內分泌系統等處沉積，如果

沒有適時排出，長期累積在體

內，就會造成慢性重金屬中

毒。

研究指出，殘留在體內時

間最久的鉛，會加速人體老

化，造成貧血、高血壓、腎臟

疾病，影響兒童智力發展，可

能造成兒童過動情形，還可能

引起失智和言語障礙等。

療養
保健

含量過高，除了服用醫師開立

的重金屬排毒營養處方外，日

常生活中可以多加攝取一些高

纖維質的蔬菜，亦有很好的天

然排毒功效。

哪些蔬菜有助於排除體內的

重金屬呢？多吃「螯合能力高」

的食物就對了，它們含有會抓住

金屬的營養素，能幫助清除重金

屬汙染。以下 3 大種類的蔬菜

是您排毒的好幫手：

1. 有香味的蔬菜：香味蔬

菜皆來自於含硫胺基酸家族，

包括：蔥、薑、蒜、洋蔥、香

菜、薑黃、蕗蕎、咖哩，以及

花椒、胡椒、茴香等都算在

內，它們含硫胺基酸，能螯合

重金屬，又能增加生理活性，

文 / 蕭慶成

日常生活中接觸到重

金屬的機會非常多，如果

你有一些症狀一直診斷不

出確切的病因，例如：頭

痛、貧血、疲倦、皮膚疹、

骨質疏鬆、腎功能不佳等，

建議就醫檢測體內重金屬

的含量，因為重金屬中毒

的症狀不明顯，且毒性會

在體內積存，久之將對身

體造成極大的傷害。

重金屬中毒的檢測

要瞭解自己有無重金屬中毒

的情況，可以先採取頭髮檢測，

因為頭髮每個月約長 1 公分，

檢測可得知 1 ～ 2 個月體內重

金屬狀況；檢查有沒有用銀粉補

牙齒，如有重金屬中毒，可移除

銀粉，改用樹脂補牙。如有急性

中毒的情形，則以血液檢測來評

估最近二、三週內所接觸的重金

屬汙染情形。

進一步的尿液檢測，可以檢

查出紅血球、白血球、血紅素、

肝功能、腎功能，評估能否使用

排重金屬的藥物，此後須定期追

蹤，做尿液和血液檢查，確保治

療效果。

3類蔬菜幫助排毒
檢測結果如發現體內重金屬

五顏六色
的蔬菜幫
助排毒。

有香味的菜，例如：香菜。

水裡的菜，例如：海帶。

活血行氣。要注意的是，這些

蔬菜烹煮後容易破壞其活性，最

好生吃或稍微汆燙、清炒就吃，

不要烹煮太久。

2. 五顏六色的蔬菜：蔬菜

的顏色多樣，綠色植物都含有

葉綠素，葉綠素的螯合物是鎂

離子，多吃顏色深的蔬菜，能

協助人體排除有害的重金屬、

汙染物和化學物質，保護肝

臟，減輕廢物對腎臟的負擔，

而顏色愈深的、愈鮮豔的蔬

菜，收效愈好，此因它們營養

豐富，除葉綠素以外，還含有

大量花青素、類黃酮等。

3. 水裡的菜：水裡生長的

菜，例如：海帶、紫菜、髮菜、

鹿角菜和藍藻（螺旋藻）、小

球藻、綠藻、引藻等，幫助排

除有害重金屬的效果非常好。

但由於其生長的海洋環境可能

有汙染問題，因此，選擇乾淨

海域生產的產品非常重要，需

要附有無重金屬汙染的檢驗證

明，以確保安全。

攝取過多肉類、油膩或刺

激性食物，會在新陳代謝中產

生大量毒素，造成腸胃很大的

負擔。而多吃五穀，增加蔬菜

水果的攝取，多給腸胃休息的

機會，也有助於體內毒素的減

輕。

此外，每天多喝水可以促

進新陳代謝，幫助排便，減少

毒素的吸收。最好是每天清晨

空腹喝一杯溫開水，還有降低

血液黏度，預防心腦血管疾病

的功效。

灰 頭 土 臉
事情，慢慢來比較快。」

針灸處理：臉因雷射變黑，

視為皮膚中毒。解毒，針築賓、

承山穴；肝主色，顏色的問題要

調肝，針太衝、行間穴，兼理

情緒的波動；肺主皮毛，淺表皮

膚的問題，針肺經的列缺穴，兼

疏通頭頸部氣血；面部布滿陽明

經，有多氣、多血的特質，針合

谷、曲池穴來啟動機制；膚色變

黑也是一種瘀，活血去瘀，針血

海、三陰交穴；美白去斑，針迎

香、下關、顴�穴。並交代她有

空自己多按合谷、迎香、血海穴。

按照她的膚質，現場調配中

藥洗臉粉，早晚各洗 1 次，還

有特製的芙蓉膏以美白褪斑。每

天噴天羅水數次，並用蘆薈、西

中醫
療法

斑，只是時間要久一點。我看她

的黑斑不是很嚴重，不必吃藥。

不過，一旦人的心裡有掛礙

時，就會沉不住氣。她越看黑斑越

不順眼，決定用效果快速的雷射

去斑。雷射療程一共 10次，每次

5000元。雷射進行到第 5次時，

她的臉色變得全暗，醫生見狀，調

整雷射劑量，再進行 2次，不但未

改善，整個臉好像燒焦一樣，灰頭

土臉的，簡直是被毀容了。她不敢

再雷射，也不敢見人，整天帶著口

罩，懊惱不已！

當初我有預告過她，進行雷

射可能會有這個狀況，但她聽不

進去，回頭還是找我收拾爛攤

子。她一進診間幾乎哽咽的說：

「醫生救我！」我告訴她：「有些

文 / 溫嬪容 

瓜皮白肉按摩臉。另外，提供她

5 帖藥膳：

1. 生薑 2 片、紅棗 5 枚、雞

蛋 1粒，加入 500c.c.水，煮 10分

鐘，當茶喝。

2. 參鬚 2 錢、紅棗 2 枚，加

入 500c.c.水，煮 10分鐘，切火後

加玫瑰3朵，悶3分鐘，當茶喝。

3.蓮藕半斤、當歸 4錢、枸

杞 2 錢、川芎 2 錢、薑 2 片，煮

雞湯喝。

4.紅糯米4兩、紅棗4兩、紅

薏仁4兩、冰糖少許，煮成粥吃。

5. 蓮子 4 兩、白薏仁 4 兩、

綠豆 4兩、冰糖少許，煮水喝。

全家人皆可吃這些藥膳，能

保健肺、脾、肝、腎與調氣、活

血、養血。

有一天，她問我：「可不可以

喝木耳汁？讓斑褪快一點。」我回

想起在義診時，有一位病人每天

喝 500c.c. ～ 1000c.c. 木耳汁，連

續喝 1 個月後，臉像木炭一樣。

所有的醫療方法都試過了，包

括雷射治療，全沒效，也找不出 
病因。

正巧，又聽到一位病人說，

他的朋友到中國大陸旅遊買回木

耳，每天打汁喝。有一天，到他

家喝台灣的木耳汁，味道和中國

大陸的差很多，於是拿去檢驗探

個究竟，發現所買的中國大陸木

耳全是塑膠製品，沒有任何一點

木耳成分。所以為了安全起見，

我請她暫時少吃黑色食品。

針灸了 2 個月，她的臉才

有如撥雲見日，但還是蠟黃的。

3 個月後才摘去口罩，變淡的斑

塊仍可見，而治療效果似乎就停

頓了，很難再恢復雷射前的面

容，但她已經很滿意了，哭喪的

臉才開始有了笑容。

自古英雄和美人，不許人間

見白頭，不論貧富貴賤，歲月從

來不饒人。一位 48 歲女性，她

的先生是大學教授，為了當個亮

麗的師母，給先生的面子添光

彩，想除去兩頰礙眼的黑斑。利

用針灸、吃藥、擦藥能改善黑

不花時間養生，就要

花更多時間、金錢來治病。

《明慧診間》從針灸、用

藥、飲食起居注意事項和

保健方法，引領大家認識

中醫診療的觀念與方法。

第 33期     2018年 12月 20日—12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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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大家知道，手機

通過電磁波來發送和接受語音和

數據信息。不同的手機之間傳遞

信息要通過基站來進行，而每個基

站的信號覆蓋範圍有限，所以在不

同的區域，信號強度會有所不同。

當信號強度較弱時，手機就會加強

輻射強度，以便接受更多的信號，

所以，手機輻射強度和信號強弱有

關，而並非和電量有關。

既然手機輻射和信號有關，那

麼，在信號微弱的的情況下，手機

的輻射強度會不會達到平時的 1000

倍呢？這種情況是有可能的。

以GSM手機為例，在1800MHz頻

率下工作時，當信號微弱時，它的

最大峰值功率能達到1W，而在信號

滿格的狀態下，最小功率為1mW，

相差正好1000倍，所以這個說法是

有根據的。

雖然輻射最高能相差1000倍，

但是大家也不要過於擔心，因為這只

是在理想狀態下用最高值和最低值進

行比較的。而實際使用中，是很難達

到這個峰值的。即使輻射達到了最高

值，也僅為1W而已，還是在國家標

準範圍內的，對身體健康的影響並不

大。

雖然手機輻射對身體健康影響

較小，但也並不是沒有危害。保險

起見，還是建議大家盡量不要在信

號弱的地方長時間接打電話。接打

電話時，盡量使用耳機，以最大限

度的減少手機輻射的危害。

手機輻射的危害與避免

1、當你感覺接聽手機的頭部

或臉部開始發熱時，應立即停止通

話，並用熱水擦洗和按摩臉部，使

受傷害組織恢復。

2、手機打開的瞬間和手機接

通前後的幾秒鐘是手機電磁輻射

最強的時候。因此，在這兩個時間

段，最好不要讓手機貼身，或貼耳

接聽。

3、建議經常使用手機及長時

間通話者，使用耳機方式。手機對

頭部的輻射主要影響是近場輻射，

當手機遠離頭部30cm以上時，將

會大大衰減對頭部的輻射。使用耳

機比使用手機頭部受到的輻射要小

100倍以上。特別對於那些手機輻

射敏感的人群，採用耳機方式會消

除用戶的自覺癥狀。

4、盡量減少手機通話時間，不

要「煲電話粥」。由於輻射能量所產

生的熱效應是一個積累過程，因此

應盡量減少每次使用手機的時間，以

及每天使用手機的次數。在必須要較

長時間通話時，應左、右耳交替使用

更為科學。

5、應注意手機顯示信號越弱

時，說明手機距離基站越遠，此時

手機的發射功率就會變大，盡量短

時間使用是有好處的。

6、使用藍牙耳機可有效降低

手機輻射傷害。

7、手機充電時，插座最好離

開人體30公分以外，切忌放在床

邊，否則免疫功能細胞有可能會受

到輻射而數量減少。

【看中國訊】很多人喜歡早

上起床洗個澡，清清爽爽的上班

去，但是你並不知道，早上洗澡

有很多弊端。

1、導致出現暈倒等意外

早上剛起床的時候，大多還沒

開始攝取食物，此時的身體經過

七、八個小時的消化，其腹中基

本上沒有留下多少食物了。沒有

了食物供給營養，很容易出現血

壓低，或血液黏稠、低血糖，情

況惡劣的話，很可能發生昏厥。

2、導致感冒的發生

人在休息一晚之後，身體仍

處於休息的狀態，並且，此刻的

抵抗力相對比較低。特別是冬季

早上的氣溫比較低，在洗澡的過

程中，比較容易受寒氣侵襲，特

別是洗浴前後，沒有及時保暖的

話，就容易導致感冒的發生。

3、導致身體元氣被損傷

中醫學認為，元氣對人體的健

康的重要因素，它是指精、氣、

神。元氣主要存於人的腎臟部位。

腎臟經過夜間休息，到清晨時，還

處於修復的過程，未能真正達到甦

醒狀態。若是在早上洗澡，無異

於把腎臟剛修復好的元氣「洗」掉

了。元氣流失，人會表現出精神不

振，對健康很有影響。

冬季洗澡 
不得不注意的6件事

1、盡量少用香皂、沐浴露

等，避免過度搓擦。因洗浴用品

多為鹼性，可導致皮脂腺破壞，

加重皮膚乾燥；過度的搓擦則造

成皮膚破損，增加感染風險。

2、冬季洗澡不宜過頻，每

週二到三次比較合適。冬季氣候

乾燥，頻繁的洗澡會使皮膚表層

油脂受到破壞，容易引起皮膚乾

燥、瘙癢。

3、水溫最好在38℃∼41℃之

間。若水溫過高，會使全身表皮

血管擴張，發生缺氧。

4、有皮膚破損的糖尿病患

者，洗澡易加重局部感染，建議

等皮膚損傷癒合後再洗。伴有心

腦血管疾病者，浴室應空氣流

通，不宜緊閉房門，以避免在溫

度過高、空氣不流通的情況下，

由於缺氧引起心血管意外。

5、洗澡過程中，如出現頭

暈、心慌、多汗等，多是低血糖

造成的，也可能是由於血管擴張

而引起腦供血不足。發生上述癥

狀時，應立即進食，同時檢測血

糖、血壓。

6、洗澡時千萬不要長時間彎

腰，以免腦部充血。可在浴室放

張凳子，需要低頭時可以坐在凳

子上，盡量避免彎腰。

手機電量少 輻射更大？

清晨洗澡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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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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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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迅達冷暖工程

時間靈活，薪優糧准。
有培訓。配車。

招聘技術員

有意者請至電：

要求：有責任心，能吃苦耐勞。

403-921-4186
杜先生

有效期：2018年12月21日∼12月27日

台灣番石榴美國西洋菜夏威夷木瓜美國芸豆

台灣高麗菜

急凍雞翅中

新鮮栗子

海燕牌去頭黑老虎蝦 31/40

黃心 / 紅心地瓜

幸福比內牌泥鯭魚

蓮藕

五花腩 / 新鮮牛腩

營業時間：早 9點∼晚 9點
12 月 24、25、31 日
及 2019 年 1月 1日：
早 9點∼晚 7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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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燕牌米粉 雄雞牌甜辣醬

原箱
$3.99/lb

2 磅裝

衷心祝愿您及您的家人

節日快樂！

Taiwanese Cabbage Hybrid Taiwan

第23屆Airdrie彩燈節
免費入場、停車。享受一杯熱巧克

力，兩元錢乘坐列車，還可在篝火旁取

暖！接受捐款。

聖誕老人會在 12 月 22-23 日晚 7-8
點之間到訪。訪問網站獲取活動的詳細信

息。

時間：從 12 月 1 日至 31 日

地點：Nose Creek Park, Airdrie
網址：airdriefestivaloflights.com

Glendale社區嘉年華
與社區鄰里一道加入由卡爾加里市政

主辦的社區嘉年華，有免費滑冰、舞蹈、

經典遊戲、照相和熱巧克力。

時間：週日，12 月 23 日中午 12 點

至下午 2 點

地點：Optimist / George Blundun 
Arenas

地址：5020 26 Avenue SW

免費溜冰活動

請自帶溜冰鞋以及頭盔等護具。

時間：週三，12 月 26 日下午 1 點至

2 點 15 分

地點：Frank McCool Arena
地址：1900 Lake Bonavista Drive 

SE

卡城動物園彩燈展

來體驗 200 多萬盞彩燈，200 個展

牌，劈啪作響的火堆及充滿樂趣的活動

區。動物園被裝扮成一個神奇的仙境。請

訪問網站購買門票。

時間：每天，直到 2019 年 1 月 5 日

（不包括 12 月 25 日）晚 6 點至 9 點

地點：Calgary Zoo
地址： 210 St. George's Drive NE
網址：calgaryzoo.com/

雲杉牧場聖誕彩燈

聖誕節期間，驅車在佈滿彩燈的園

林中駛過（約 2 公里長路線）。從車裡出

來，在 Founders Plaza 舒適的環境中享

受一杯熱巧克力或者熱咖啡和糕點。

免費入場

時間：每天，直到 2019 年 1 月 6 日

(12 月 25 日除外）晚 5 點至 8 點

地點：Spruce Meadows, Calg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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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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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對餐飲業有興趣，
勤奮耐勞

誠聘
廚工、洗碗工、
服務員多名

有意者請致電
（403）891-5320面談

臺灣牛肉麵館

#6-222 16 Avenue 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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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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