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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 以德服人 心悅誠服（上）

Convincing People with Virtue (1/2)A5 2019聯邦和亞省選舉 碳稅何去何從？
This election year, will they bend on the carbon tax? A8 「新聞遊俠」再出手 百億保健品集團或將倒下

Chinese health company-Quanjian’s business empire on 
the verge of failing

2019年1月1日是美

中建交40週年紀念日，但

在貿易戰的背景下，兩國

的官方似乎都少了慶祝的

氛圍。新華社報導，中美

兩國元首習近平和川普在

當日相互發出賀信。白宮

對此則保持沉默。民間輿

論對兩國關係的前景普遍

不樂觀。縱觀40年中美關

係發展的軸線，2018年是

一個再明顯不過的拐點。

 記者林佳綜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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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尋常的40週年慶
新華社和財新網使用了簡短

的媒體通稿，稱 2019 年 1 月 1
日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川

普互致賀信。習近平在賀信中表

示，「願同總統先生一道，總結

兩國關係發展經驗，落實好我們

兩人達成的共識，共同推進以協

中美建交40年  2018大轉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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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合作、穩定為基調的中美關

係。」報導說，川普在賀信表示：

「發展合作和建設性的美中關係

是我個人的優先事項。我們強有

力的友誼為兩國在未來數年取得

偉大成就奠定了極好的基礎。」

而中國外交部在 12 月 30
日的一份聲明稱：2019 年，中

美兩國將迎來建交 40 週年紀

念系列活動，「堅持中美合作大

方向」，希望雙方「防止戰略誤

判」。「戰略誤判」一詞讓外界

揣測北京高層口徑還不太一致。

美國白宮新聞辦公室、國務

院和美國駐華大使館沒有公開發

表相關新聞稿，駐白宮記者也尚

未得到有關川普賀信的內容。川

普的推文最近一條相關內容是，

12 月 29 日與習近平互通電話，

美中貿易戰「協商進展得很順

利，如果能夠達成協議，內容將

非常全面，涵蓋所有議題、領域

和爭端焦點。」

根據《美國之音》1 月 1 日

網上問卷顯示，對中美建交 40
週年之際，展望新一年兩國關係

這一問題，高達 87% 的投票者

認為，兩國將進入某種類似新冷

戰狀態，將在多方面走向對抗。

2018年美中十大事件
在 2017 年年底之前，中美

關係似乎一直朝著北京期望的方

向前行，甚至好得超出其預期：

1979 年 1 月 1 日美中正式建交；

同年 7 月美中規定雙方互享最

惠國待遇；1994 年 5 月，美總

統克林頓宣布繼續延長中國的最

惠國待遇，並表示在以後年度審

議時將人權問題與最惠國待遇

脫鉤；2000 年 10 月克林頓給

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地位；

2005 年小布希總統時期，美中

建立戰略對話機制；2014 年 11
月，美總統奧巴馬和習近平發

表有關氣候變化的聯合聲明，

為《巴黎氣候協議》的達成奠定

基礎；2017 年中美兩國元首互

訪，兩國企業簽署合作金額達

2535億美元的創記錄「大單」。

但自 2018 年起，川普政府

系列舉措，令北京震驚。根據

《美國之音》整理，在 2018 年美

中之間發生了以下十大事件：

1、2018 年 1 月美國防部

公布《國防戰略報告》。報告稱

中國和俄羅斯是美國繁榮與安全

的「核心挑戰」。

2、2018 年 3 月 -12 月 美

中貿易戰。

3、2018 年 4 月 -6 月中興

事件。

4、2018 年 8 月 川 普 簽

署《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

法》。法案文字並非針對某一

國，但外界普遍認為，法案的初

衷是擔心中國在美國敏感技術和

基礎設施領域越來越多的投資。

（下文轉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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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6日：日偏食

據美國宇航局（NASA）的

消息，2019 年天文開年之作，

就是月球將在地球和太陽之間穿

過而形成的日偏食。

據Sky & Telescope預測，

屆時北京將看到太陽的 20%，

東京將看到太陽的 30%，俄羅

斯海參崴的居民將看到 37% 的

太陽。而美東地區只能看到月偏

食，時間是美東時間 1 月 6 日

晚上 8：42 左右。

      1月21日：超級血狼月蝕

超 級 血 狼 月 蝕（Super 
Blood Wolf Moon Eclipse），

是 2019 年天文奇觀的重頭戲，

也是最近三年來再次出現的超級

血狼月，被 NASA 稱為將是天

空中最耀眼的天文奇觀之一。

這次超級血狼月將會是近

10 年來最長的滿月。在美國，

美東時間 1 月 21 日凌晨 12 點

12 分左右，人們將會欣賞到一

次難得的月全食。

      5月6日：寶瓶座流星雨

據Sky & Telescope報導，

今年會有多個流星雨，但寶瓶座

流星雨（Eta Aquarids Meteor 
Shower）將成為能夠見證的最

佳流星雨之一。

今年的寶瓶座流星雨於 4
月 19 日至 5 月 26 日期間開始

活躍，美東部時間 5 月 6 日凌

晨 3 點左右到黎明時分達到最

大值，預計每小時有 20 至 40
顆流星或更多。而此前兩天恰逢

新月，天空顯得尤其黑暗，所以

肉眼就能看到繽紛下墜的流星。

7 月 2 日：日全食

2019 年 7 月 2 日， 美 東

時 間 12：55 至 5：50， 美 國

將再次經歷一次日食。Sky & 
Telescope 報 導 說， 下 午 3 點

23 分將出現最大日食。而在智

利和阿根廷南部，以及南太平洋

部分地區將發生日全食。

7 月 16 日：月偏食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 2019 年

7 月 16 日下午 9：31 開始，南

美洲、歐洲、非洲、亞洲和澳大

利亞的人們將能看到滿月的大約

三分之二進入地球陰影，天宇出

現月偏食現象。美國的人們則無

緣欣賞。

11 月 11 日：水星凌日

2019 年，罕見的水星凌日

（Transit of Mercury） 將 於 美

國東部時間 11 月 11 日上午 7：
34 開始，持續約 5 個半小時。

屆時，水星在太陽表面看起來像

一個黑點，觀星者能夠在望遠鏡

和太陽光過濾器的幫助下觀看。

水星是太陽系中最小的行

星，當水星運行至地球和太陽之

間，三者連成一線，便會產生水

星凌日現象。這是兩年內出現的

第二次水星凌日現象，也是 10
年來第一次從地球上看到水星。

新年伊始，對於世界各地的

天文愛好者們來說，2019

年有哪些天宇奇觀值得期待

呢？據媒體報導，2019年除

了日偏食、日全食、月食、

月偏食、流星雨，還有罕見

的水星凌日出現，2019年的

星空精彩紛呈，不容錯過。

（上文接 A1）
5、2018 年 10 月 彭 斯 演

講。副總統彭斯在華盛頓智庫哈

德遜研究所的演講，多處將中國

的執政黨與「中國「兩個詞語區

別使用。他表示美國已經對中國

採取新的政策。

6、2018 年 10 月，一名江

蘇省國安廳情報人員被引渡美國

受審。據信，這是中國政府情報

官員第一次被引渡到美國受審。

7、2018 年 12 月華為高管

孟晚舟被捕。

8、2018 年 12 月 19 日 川

普簽署《西藏旅行對等法》。根

據法案的要求，中國政府必須允

許美國記者、外交官和遊客不受

限制地前往西藏；涉及相關限制

政策的中國官員，將被限制進入

美國。中國政府對這項法案表示

「堅決反對」。

9、2018 年 12 月 20 日，

美司法部起訴中國黑客。他們被

控過去十多年來入侵美國等 12
個國家的幾十家公司的企業管理

服務提供商的網路系統。中國政

府稱此指控是「無中生有」。

10、2018 年 12 月 31 日，

川普簽署《亞洲再保證倡議

法》。在涉臺部分，法案聲明美

國支持美臺發展密切的經濟、政

治及安全關係。外界都注意到法

案中這一點：美國總統應定期向

臺灣提供防禦性軍備。

老朋友們今安在？

在美中關係史上，「中國人

民的老朋友」一詞廣為人知，指

的是長期對中共政府友好的重要

外國人士。英國《金融時報》近

日發表專欄作家文章，認為中

美建交 40 年與改革開放 40 年

幾乎同步並非偶然，「美國的資

金、人才和技術在中國改革開放

的過程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

用。更重要的是，有一些美國人

作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長

期致力於中美關係的推展。」

作者觀察到的一個現象是，

2018 年裡，有不少「老朋友」

們也轉向了。

文章舉例，中國改革開放

40 週年慶大會給十位國際友人

頒發了友誼獎章，其中之一的是

美國 AIG 原董事長兼首席執行

官莫里斯 • 格林伯格。在 90 年

代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面臨挫

折時，格林伯格在美國政界奔

走，敦促美國政府盡快完成與中

國的入世談判，被認為是主張加

強美中關係的「幕後聲音」。而

格林伯格在 2018 年 8 月《華爾

街日報》發表文章引發他圈內人

的震動，他說：「當中國不願意

回應時，中國不能指望在國外市

場繼續獲得有利的貿易和投資條

件。改革符合中國的利益，美國

有權提升公平競爭力。」

曾在小布什時代任美國財政

部長的亨利．保爾森，曾撰寫

《與中國打交道》一書，描述了

自己如何推進建立中美戰略與經

濟對話機制。據報導，20 年中，

他在兩國間走動高達 100多趟。

但 2018 年他在新加坡論壇發表

演講時說：「美國在中國『入世』

問題上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但

是 17 年後的今天，中國經濟的

很多領域並不對外國競爭者開

放。他們保留了對合資企業的要

求、所有權的限制。他們利用技

術標準、補貼、申請許可程序和

各種規定等一些非關稅的壁壘來

限制貿易和投資。簡單地說，這

是不能接受的。」

文章還引用其它媒體的評

論，試圖解釋為什麼北京在流失

自己的老朋友：中國高調的民族

主義者搖旗吶喊鼓吹，多抓幾

個加拿大人泄憤，忽略了「前鴿

派」所帶來的挑戰，而後者才更

棘手。現在，這些「前鴿派」有

一種共識：20 年耐心地勸誘期

望中國改變，這並沒有奏效。

不過也有相當一部分媒體和

網民樂觀地認為，中美關係的轉

型或將推動中國制度性與結構性

變化。因此走過 2018 年的疾風

驟雨，2019 年或有柳暗花明。

看 中美建交40年  2018大轉彎

2019年六大天文奇觀早知道星空獵奇
1

2

3

4

5

6

記者丁曉雨綜合報導

「中國人民的老

朋友」莫里斯•

格林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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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原則」為基調推

動兩岸發展

習近平在會上表示，中共在

70 年來不斷推動兩岸雙方「在

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達成『海峽

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

謀求國家統一』的『九二共識』」

開啟兩岸協商談判，推進兩岸政

黨黨際交流」。他並提出，將

致力「開闢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道

路，實現兩岸領導人歷史性會

晤，使兩岸政治互動達到新高

度。」

對於兩岸關係，他指出：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兩岸關係

就能改善和發展，臺灣同胞就能

受益。背離一個中國原則，就會

導致兩岸關係緊張動盪，損害臺

灣同胞切身利益。」

提「一國兩制」 
與「和平統一」

此外，習近平在談話中多次

提到兩岸統一：「臺灣前途在於

國家統一，臺灣同胞福祉繫於民

族復興。」同時強調「不承諾放

棄使用武力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

習近平提「兩岸統一」
蔡英文：絕不接受一國兩制

中共「告臺灣同胞

書」發表40週年紀念會1
月2日在北京舉行。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再次重申

「九二共識」、反對台獨、

「一國兩制」，並提出五點

「和平統一」論述。對此，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當日

回應道，中國政府所定義

的「九二共識」就是一個

中國、一國兩制，臺灣絕

不會接受，這也是「臺灣

共識」。

記者鐘靈綜合報導

佳方式，制度不同，不是統一的

障礙，更不是分裂的藉口」，並

稱「一國兩制」是「照顧臺灣現

實情況，維護臺灣同胞利益福

祉。」

習近平也表示，「一國兩制」

在臺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

慮臺灣現實情況，並願意「與臺

灣各黨派、團體和人士就兩岸政

治問題和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

的有關問題開展對話溝通，廣泛

交換意見，尋求社會共識，推進

政治談判。」

對於如何達成「統一」，習

近平提出了五點「和平統一」論

述，包括「攜手推動民族復興，

實現和平統一目標；探索「兩

制」臺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

踐；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維護和

平統一前景；深化兩岸融合發

展；實現同胞心靈契合，增進和

平統一認同」。

蔡英文強勢回應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於當日

在總統府臨時召開記者會回應

道，「臺灣絕不會接受『一國兩

制』，絕大多數臺灣民意也堅決

反對『一國兩制』，而這也是臺

灣共識。」

蔡英文說，「我們願意坐下

來談，但作為民主國家，凡是涉

及兩岸間的政治協商、談判，都

必須經過臺灣人民的授權與監

督，並且經由兩岸以政府對政府

的模式來進行。

對於兩岸關係發展，蔡英文

重申，「第一，中國政府必須正

視中華民國臺灣存在的事實，而

不是否定臺灣人民共同建立的民

主國家體制。」

「第二。必須尊重 2300 萬

臺灣人民對自由民主的堅持，而

不是以分化、利誘的方式，介入

臺灣人民的選擇。」

「第三，必須以和平對等的

方式來處理雙方歧異，而不是用

打壓、威嚇，企圖讓臺灣人民屈

服。」

「第四，必須是政府或政府

所授權的公權力機構，坐下來

談，任何沒有經過人民授權、監

督的政治協商，都不能稱做是

「民主協商」。這就是臺灣的立

場，這就是民主的立場。」

談到兩岸經貿，蔡英文強

調，「我們支持兩岸互惠互利，

共榮發展；但我們反對北京以

「利中」為核心，以利誘及吸引

臺灣技術、資本及人才西進的經

濟統戰。」

她並批評中國政府利用分

化、利誘、打壓、威嚇臺灣等手

段，無疑是塑造大陸不民主形

象。「施壓國際企業塗改臺灣名

稱並不會帶來心靈契合；買走臺

灣邦交國，也不會帶來心靈契

合；軍機、軍艦繞臺，更不會帶

來心靈契合。」

蔡英文進一步指出，「我們

不挑釁，但堅持原則，我們飽受

各種打壓，但我們從未放棄對兩

岸關係的基本立場與承諾。」

最後，蔡英文再次重申，臺

灣不會放棄「主權」，也不會在

「臺灣主體性」上做任何退讓。

「民主價值是臺灣人民所珍惜的

價值與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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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在「告臺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紀念會上發表講話，蔡英文召開記者招待會回應。（視頻截圖）

綜合媒體各方評論分析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

究所助理教授黃介正：

今天的通篇談話還是以和平

統一、一國兩制為基調，從臺灣

的角度來看，目前在中國大陸有

很多武統聲浪，網民也有情緒反

應，能維持和平基調是好事。至

於如何落實，還需再觀察。雖然

不用完全負面解讀，但臺灣也不

要忘記中國大陸沒有正視中華民

國存在的事實。

《聯合新聞》短評：

隨著大陸內部肅貪、打黑、

修憲告一段落，臺灣「九合一」

選舉結束，習近平直接把「國

家統一」作為中華民族復興的前

提；習近平再度強調「心靈契

合」和「兩岸融合發展」，雖然

沒有提到統一「時間表」，但對

統一的急迫感十分清楚，並已經

提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制

度性安排」，即「一國兩制」。

香港《蘋果日報》短評：

習近平重提「一國兩制」的

「統一大計」，而如果以目前正

實施「一國兩制」的香港來看，

「一國兩制」的成果「有目共

睹」。今年國際社會普遍關注

香港法治、人權、自由等方面退

步情況，反映國際社會對「一國

兩制」的信心均有所下跌。

臺南市長黃偉哲：

習近平提出要探索「一國兩

制」的臺灣方案，雖然地方政府

會遵循中央立場，但回顧過去

前總統馬英九簽訂的 20 多項協

議，如今都沒落實，質疑北京提

出的方案的可靠性。「就如蔡英

文總統所說的，連豬瘟訊息都沒

有依循相關協議知會，如何一家

親？」

【看中國訊】2019 年的第一

天，中國大陸去年 8 月公布的

《電子商務法》開始實施。根據

《電商法》內容，將對游離在灰色

地帶的海外代購、網絡微商進行

註冊登記，滑滑手機就能賺錢的

好日子一去不復返。

代購賺的錢說白了，就是商

品稅前和稅後之間的差價。眾所

周知，進口商品都要加增值稅、

消費稅和關稅，加上中國稅收很

高，也是進口貨價格居高不下

的原因。代購一般選擇自己將

進口商品直接帶回中國，上述

的稅都不用交，商品價格自然 
會低。

不過現在海關不但嚴查入關

行李，《電商法》也要求淘寶、

京東等電商平臺上的代購；微信

朋友圈裡的微商；直播平臺上賣

東西的博主都要進行電子商務業

者註冊登記。也就是說，這些人

現在必須交稅。

有媒體報導稱，之後可能會

頒布鼓勵舉報不法代購的規定，

違反規定的賣家最高將面臨高達

50 萬的罰款。很多網民都表示

朋友圈一夜之間清淨了。

電商法開始實施 代購業受到重創千億礦權案 神秘女商人浮現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綜合報

導】「陝北千億礦權案」在最高法

院宣判一年後，近日再起風波。

2018 年歲末前央視主持人崔永

元發微博稱「最高院有賊」，揭

露了卷宗在中共最高法院離奇丟

失事件，也牽出黑金爭奪戰背後

的權力尋租黑幕，該案背後的神

秘女商人劉娟再次浮出水面。

「陝西千億礦權案」是一起

歷經十多年的探礦權合同糾紛，

一方當事人是現年 51 歲的陝西

商人趙發琦的凱奇萊公司，另一

方是陝西省地質礦產勘查開發局

西安地質礦產勘查開發院（下

稱西勘院）。雙方於 2003 年簽

協議，凱奇萊出資 1000 萬人民

幣與西勘院合作勘察陝西波羅井

田煤礦。在探明該井儲藏約 19
億噸優質煤後，西勘院要求終

止合同，並於 2006 年與香港女

商人劉娟的「香港益業投資公司」

簽協議，「一女兩嫁」。根據當

時的動力煤坑口價估算，這片礦

區估價高達 3800 億元。

據報導，取代趙發琦的凱奇

萊公司，將陝西省榆橫礦區 340
平方公里地下近 20 億噸、估值

近千億元人民幣計的煤炭儲量

傾入囊中的，是一位神秘「女港

商」劉娟。

現年 58 歲的劉娟，原籍陝

西涇陽縣，其父親劉鵬是原安康

地區平利縣縣委書記，後擔任陝

西省科協秘書長。

劉娟於 17 歲進入安康文工

團工作，1990 年起在陝西省政

府任打字員，1992 年辭職前往

香港，建立香港益業，並擔任香

港陝西省聯誼會副會長。

《財經》雜誌 2016 年報導稱

劉娟是為權力人士代持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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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北千億礦權案」

由中國最高法院宣判一年

後，近日再起風波。前央

視主持人崔永元日前在網

絡批「陝北千億礦權案」

案卷在最高法院遺失，並

直指包括最高法院院長周

強在內的兩名高官失職。

中國最高法院先是駁斥這

是謠言，但在崔永元29日
再爆料後，當晚改口宣布

啟動調查。

記者李文隆綜合報導

 揭最高法「丟卷門」 
崔永元牽動周強

千億大案十年不決

「陝北千億礦權案」源於陝

西省榆林市一家投資企業和西

安地質礦產勘查開發院的一宗

估值人民幣 1000 億元煤礦所有

權糾紛。

榆林市凱奇萊能源投資有

限公司，與西安地質礦產勘查

開發院 2003 年曾簽訂勘查合

同，之後探出的煤礦蘊含 20 億

噸儲量的優質煤礦資源，估值

高達千億元。

但西勘院在未提出解除合

同情況下，在 2006 年與其他公

司簽訂合作勘查協議，導致「一

女兩嫁」。於是凱奇萊公司實

際控制人趙發琦，展開了一場

持續十餘年的「奪礦之戰」。

據法廣 2016 年 11 月 4 日

報導，網上流傳趙發琦署名的

實名舉報信說，該案十年間

久審不決，根源在於前陝西省

省長、書記袁純清、趙正永等

人，假手原最高法院副院長奚

曉明操縱司法。

而前最高法院副院長奚曉

明已於 2015 年 7 月落馬，袁純

清已退休，趙正永也已退任人

大閒職。

案件終在前年底宣判，

凱奇萊能源投資公司最後「勝

訴」，不過判決至今沒能執行。

多位知情人士證實，在做

出判決前一年的 2016 年 11 月

下旬，該案二審全部卷宗一次

性丟失，事發地點正是審理該

案的有關單位。

而在案卷丟失前的 20 多

天，趙發琦曾公開實名舉報陝

西省主要領導干預該案，並指

責此前有司枉法裁判。

崔永元或有特別任務

2018 年 12 月 26 日， 央

視前主持人崔永元在微博發文

稱，最高法院院長周強帶頭執

法犯法，指向陝北千億礦權案

卷宗在審理機關離奇丟失一

事，引發輿論關注。而對於崔

永元指承辦此案的法官王林清

和最高法院院長周強都涉及此

案，最高法院曾指與此有關消

息都是謠言。

直至崔永元 29 日再公開

幾張疑是丟失案卷的圖片後，

崔永元發文揭露，「2016 年 11
月 28 日上午，王林清發現該案

的二審正副卷宗全部不見了，

他翻遍了整個辦公室尋找無果

後，立即向民一庭庭長程新文

做了報告，程隨後層級報告至

最高法院院長周強。

但隨後是回看監控黑屏、

沒有安排追查、沒有報案、要

法官重新補一個新卷宗、法官

們不願意簽名的卷宗中，重要

文件又飄回來了……周強，我

覺得最高法的法官還是有骨氣

的，你覺得呢？」

最高法院 29 日當晚宣布啟

動調查，「如發現我院工作人員

違反審判紀律問題，將依紀依

法嚴肅處理。」

《新京報》30 日報導稱，有

刑訴法專家表示，如果是案件

副卷被盜，責任人或將被按照

與瀆職有關的犯罪被追究刑事

責任，「丟卷門」涉及的案件，

也應該在事情查實後被啟動再

審。

外界關注，曾爆料引發娛

樂圈地震的崔永元，或有特別

任務，這次要拉下最高法院院

長周強等一窩老虎？

【看中國訊】掌舵中國第

一百貨「王府井百貨」的首旅集

團總裁、王府井集團董事長劉毅

1 日上午突發大面積心梗離世。

北京青年報記者獲悉，1 日

上午，首旅集團總裁、王府井集

團董事長劉毅因突發大面積心

梗離世，終年 58 歲。也有報導

稱，劉毅是 12 月 31 日晚突發

心肌梗塞去世。

劉毅 1960 年 11 月出生，

現任王府井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長、黨委書記，北京王府井東

安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黨

委書記，北京王府井國際商業發

展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北

京首都旅遊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副

董事長、總裁、黨委副書記。

王府井集團的前身是號稱

「中國第一店」的北京市百貨大

樓，隨著王府井大街從雜貨市場

轉型到第一商業街，王府井集

團歷經三次轉型，包括 1984 年

因「政企分離」改革，1993 年

進行股份制改造，以及 2015 年

擴展電商業務，現在是中國百貨

業發展的最大零售集團。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首旅集團

員工共 4 萬多人，擁有資產總

值 285.5 億。

劉毅最近的一次公開活動，

據首旅集團官網，是在 2018 年

年 11 月 7 日，首旅集團黨委副

書記、副董事長、總經理劉毅曾

到全聚德上海區域公司調研區域

發展情況。

由於時值新年，劉毅的去

世，引髮網友猜測。有網友說

「我信了」，也有網友說「連過

年的時間都不給？」「大過年的

何必呢」還有網友意味深長的表

示「今年死的第一個，唉」。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

導】據中共吉林省紀委監委 1 月

2 日消息稱：吉林省住房和城鄉

建設廳黨組成員、副廳長包洪

建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

正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現年 58 歲的包洪建此前曾任武

警吉林省總隊副司令員。

包洪建成為了 2019 年第

一個落馬的廳官。公開資料顯

示，從 2005 年 5 月起任武警吉

林省總隊長春市支隊支隊長（副

師職）；2006 年 3 月，任武警

吉林省總隊副參謀長；2009 年

4 月，任武警吉林省總隊吉林市

支隊支隊長（副師職）；2011
年 6 月，任武警吉林省總隊副

總隊長；2012 年 12 月，任武

警吉林省總隊副司令員；2016
年 9 月，任吉林省住房和城鄉

建設廳黨組成員、副廳長（正

廳級）。從包洪建簡歷來看，他

長期在武警吉林部隊任職。

目前，官方通報沒有提及

他因何事被查，其在哪個職位

上出事，尚不清楚。有猜測

指，包洪建問題很可能在武警

任職時期。

武警部隊之前被稱為江澤

民的「私家軍」，並曾捲入「政

變」傳聞。在重慶王立軍叛逃事

件中，薄熙來也曾動用武警部

隊曾包圍美國駐成都領事館。

中共十八大後，北京當局對武

警部隊人事進行大調整，武警

高層遭到全面清洗，落馬的高

級軍官不少於 12 人，包括前武

警部隊司令王建平、武警部隊

副司令員牛志忠等。

另據大陸新媒體公眾號「政

知見」早前報導，2018 年武

裝警察系統不斷進行人事「換

血」。在各省級武警總隊的主

官調整方面，去年至少有 6 名

政委或司令員履新。除地方層

面外，在中國軍隊改革之後，

中國武警部隊總部機關由原來

的三大部（司令部、政治部、

後勤部）改為了參謀部、政治

工作部、後勤部、紀委。人事

也在不斷調整。

值得注意的是，原來武警

八大警種中，由公安部管理的

現役部隊有三個，分別是公安

消防、邊防和警衛部隊。 2018
年 10 月 9 日，公安消防部隊

移交應急管理部，正式退出現

役。就在 2019 年 1 月 1 日，全

國公安邊防、警衛部隊轉改，

官兵集體換裝入警，全部退出

現役。意味著三個公安現役部

隊全部改制退出現役。

武警過去因為捲入政變而

成為習近平的心腹大患，近年

的轉隸、改制和持續的打虎、

人事清洗，被指為防範政變。

近日崔永元揭發「千億礦權案」案卷在最高法院辦公室被盜，「逼迫」最高法院啟動調查，最高法院院長周

強仕途或受挫。（Getty Images）

 網友讚「嚴夫人」
「嚴書記」被起訴

【看中國訊】「嚴書記」事件

始於 2018 年 5 月 11 日，四川

省廣安市委原副書記嚴春風前妻

李向陽要幼兒園老師向「嚴書記

女兒」道歉，並向幼兒園施壓導

致該老師險被開除，引發輿情。

5 月 14 日，四川省紀委宣布，

介入「嚴書記事件」。

2018 年 12 月 27 日，嚴春

風因涉嫌受賄罪被提起公訴。消

息公布後，有網友表示：「為民

除害，大快人心！為嚴夫人點

讚！」「反貪局臥底嚴夫人獲得

記一等功。」「不曉得嚴夫人現

在有沒有後悔當初的囂張？」

知情人士稱，嚴春風第一任

妻子是他在昆明理工大學讀書時

的同學，婚後育有一子。第二任

妻子李向陽與嚴春風結婚後不久

女兒出生，幾個月後兩人離婚。

有媒體報導 5 月中旬的“嚴

書記”風波期間，李向陽的大女

兒和小兒子未去幼稚園。李向陽

向媒體表示，她現在已經再婚，

在讀幼兒園小班的兒子也並不是

嚴春風之子。李向陽稱，與嚴春

風基本上沒有來往，嚴春風會向

其支付一定的撫養費。

但此前，有家長在微博上表

示：「書記近日還來班上給娃娃

們講了雞蛋孵小雞的原理，每週

末都回家，平時偶爾也接送過娃

娃。」網民質疑其為「假離婚」。

嚴春風則曾長期在城建監管

部門任職，李向陽已被媒體發現

控股多家公司。包括：四川蜀信

園林景觀工程有限公司，李向

陽是法定代表人，控股 80% 股

份；北京中美國際展覽展示有限

公司（已吊銷）80% 股份、四

川中信遠景科技有限公司 72%
股份、四川中安建築工程有限公

司 20% 股份。

王府井集團董事長劉毅 
突發心梗猝死

2019年官員落馬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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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家稱，氣候變化正在

導致亞省、卑詩省及育空地區

的山地冰川，前所未有地，更

快地消退。在未來 50 年內，

這三個地區的 80％的冰川可

能會消失。

西蒙菲沙大學生態學教授

希克（David Hik）表示，這

些地方是其中一個變暖熱點

地區，冰川變化幅度巨大。

亞伯達大學教授魯賓遜（Zac 
Robinson）指，冬天積雪，

到第二年夏天不會完全融化，

便形成冰川。但隨著地球以更

快的速度變暖，積雪少，融化

速度加快，導致冰川的長度和

體積縮小。

加國簡訊

Gasbuddy.com 負 責 人

Dan McTeague 說：「今年汽

油價格會非常不穩定，極端的

波動。」一方面，市場交易商

認為全球石油供應緊張，可能

會導致大幅上漲。另一方面，

這是一個選舉年，取決於即

將上任的政府。如果 NDP 輸

了，新政府會決定取消碳稅，

汽油價格將會降低 0.07 加元 /
升（含 GST）以上。

汽油價格將極端波動

位於 17 Avenue S.W 的

本地西餐廳（Buttermilk Fine 
Waffles）在新年期間結業關

閉了。老闆弗萊利稱他們做了

幾個月的努力，最後才決定關

閉的。在餐廳的網站上，他抱

怨經濟下滑厲害，地稅瘋漲至

25,000 加元，18 個月的非正

式道路建設（17AVE），建設

期間他們損失了的一半收入，

再加上該地區人流量小等。

在沒有充分實施碳稅的省

份，聯邦將在 2019 年開始強制

徵收聯邦碳稅。渥太華徵收碳稅

的起價是每噸 20 加元，並且在

2022 年前每年上漲 10 加元。

儘管各個省份的反彈日益高

漲，但特魯多表示，碳稅是加拿

大公民投票通過的，但保守黨政

治家們認為碳稅不過是「選舉噱

頭」。

謝爾警告說：「政府官員認

為碳稅必須在每噸 100 加元以

上，方能夠有效減少排放，而現

任聯邦自由黨政府計畫每噸徵收

高達 300 加元的碳稅。所以我

們知道特魯多將提高碳稅。」

「按照這個價格，家庭取暖

開支每年將增加 1000 多加元，

汽油價格每升多支付0.6加元。」

當謝爾被問及如何應對氣候

變化，他回應說：「保守黨將通

過利用加拿大的清潔技術和更清

潔的能源來幫助減少碳排放，這

會使製造業的就業崗位保留在加

拿大，而不是迫使他們遷入沒有

這些東西（碳稅）的國家。」

謝爾說：「明年（2019 年）

的這個時候，我希望能夠告訴加

拿大人，特魯多的碳稅已經成為

歷史。」他還說：「我向加拿大

人發出的消息是，在 2019 年，

這場戰鬥會取得勝利。」

省長諾特利不久前表示她無

意敗選。面對反對黨要求儘早舉

行大選，她一直保持緘默。無論

日期如何，她都認為競選最終將

歸結為「明確的價值選擇」。

然而，今年的選舉恐怕已

經不是「價值的選擇」那麼簡單

了。亞省省民們最關心是哪個政

黨能夠真正代表省民站出來，堅

定地對抗特魯多自由黨政府諸多

扼殺經濟的政策，並強有力地帶

領亞省走出經濟寒冬。

如果反對黨聯合保守黨

（UCP）在省選中獲勝，黨領康

尼已經組建了一個過渡團隊來採

取快速行動。他打算立即廢除碳

稅，並任命一位部長主管，砍

掉那些康尼認為「對亞省沒有價

值，但是損害或妨礙投資的」法

規。

UCP 黨領康尼表示，他希

望春季省選是基於尊重並專注於

政策，而不是惡劣的人身攻擊，

他表示在這一點上會以身作則。

碳稅何去何從？2019聯邦和亞省選舉

【看中國訊】從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市政服務費用都

上漲，包括房產稅、公共交通

費、娛樂設施費、公園場地租

賃費、垃圾回收費和水費及污

水處理費等。

1. 房產稅：提高 3.45%。

2. 公共交通費：成人月

票增加 3 元，由 $103 上漲至

$106；青少年公車月票的價格

將保持不變，但其單程票將上

漲 0.05 元，至 2.35 元；老年人

公交年票增加5元，至140元。

3. 市政娛樂設施費：休

閑中心入場費增加 0.30 元，

至 13.35 元；游泳池費用增加

0.15 元，高爾夫球場的票價保

持不變。

4. 公園場地租賃費：小型

聚會（1-25 人）的場地租賃費

增 加 1.29 元， 至 52.99 元，

最大的聚會（401-500 人）的

場地租賃費增加 33.76 元，至

1384.11 元。

5. 垃圾回收費：黑色垃圾

桶每月增加 1.95 元，藍色垃圾

桶增加 0.30 元，綠色垃圾桶增

加 2.15 元。

6. 水費及污水處理費也有

不同程度的變化。

新年市政費用全面上漲

三地80%的冰川恐50年內消失

卡城又失去1家本地企業

【看中國訊】卡爾加里醫院的停

車收費系統正在改變，曾經的離開

時付費（Pay-as-you-go）系統改為

了預付費系統。

這種收費系統造成了很多不便，

大多數人都會付出過高的費用，以避免

在被開罰單之前，被迫返回停車場延長

停車時間。

凱利（DJ Kelly）需要經常帶

著他 6 歲的兒子去兒童醫院，他對

這種變化大為惱火。「以前你去趕

赴約診的時候，你擔心的只是你的

孩子。而現在你需要擔心是否購買

了足夠的停車時間。這讓人充滿壓

力，你不能把 6 歲的孩子留在候診

室或者醫生的房間，獨自跑去停車

場。」「請讓我離開時再付錢，不要

讓我猜。」

另外的一些家庭表示停車費用

增長過快。「我認為停車費用太高，

感覺像被打劫。」一位叫做麗莎的

說。另一位受訪者說，「我希望急診

部的停車場應該免費，在那種緊急

的情況下，你最不希望擔心的就是

你有沒有足夠的錢來看醫生。」很多

家庭希望他們能夠重新考慮。

醫院停車收費改為預付費

聯邦保守黨領袖謝

爾（Andrew Scheer）在
2019新年致辭時警告說：
如果現任總理特魯多在聯

邦大選中連任，特魯多會

進一步提高碳稅。

看中國訊

（403）276-3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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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祝大家新年快樂！

惠食街

全全
日日
提提供供
正正宗宗越越南南

餐餐

【看中國訊】《路透社》報

導稱，上週五（28 日），加拿

大鵝外裝店在北京開張，大批

顧客蜂擁而至，排隊長達 1 個

小時，才能踏進店門，而店內

銷售的連帽大衣的價格能高達

到 9000 人民幣。

12 月 1 日，加拿大政府在

美國要求下，拘捕了華為副董

事長兼財務長孟晚舟，此事引

發中加兩國關係緊張，原定 12
月 15 日開業的加拿大鵝北京

旗艦店，也傳出因大陸網民呼

籲抵制而延後開張，不過店方

解釋是「施工的緣故」。

12 月 28 日，加拿大鵝店

終於開張，之前有人在社交媒

體呼籲中國民眾抵制加拿大鵝 .
有網民說，抵制加拿大沒

啥意義，抵制寒冷最重要。也

有網民表示：「孟晚舟自己穿

的就是鵝。」

還有網民表示，「我是來

砸店的，不過是用人民幣砸」。

北京加拿大鵝開張 大排長龍

愛國熱情不敵寒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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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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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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國訊】中央社報

導，上海靜安寺新年撞鐘年

年舉辦，是家喻戶曉的跨年

活動。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晚間 9 時許，位於愚園路的

靜安寺後門開始出現人潮，

接近晚間 12 時，排隊民眾

逾千人。 1 日凌晨零時零

分，當第一聲鐘響傳出時，

路上行人互相祝賀新年快

樂。來自河南的陳姓民眾表

示，和朋友路過靜安寺發現

很多人在排隊等撞鐘，就跟

著加入，排隊排了 2 個多小

時終於撞到鐘，新的一年希

望自己一帆風順，家人也幸

福美滿。來自江蘇在上海工

作的張姓民眾表示，在微博

上看到網民分享，決定跨年

夜排隊，和朋友排了 1 個多

小時順利敲到鐘。

【看中國訊】香港《南

華早報》曾發表過一篇題為

〈綠金——中國是如何悄悄成

為大麻強國的〉文章，稱中

國當局在黑龍江和雲南兩省

悄悄放開了大麻種植業。該

報導稱，那些種植大麻的農

民將莖桿賣給紡織廠生產優

質麻布，將葉子賣給製藥企

業，將種籽賣給食品公司製

作食用油、飲品、零食等，

相比於種植傳統農產品，他

們的收入增長了數倍。

中國在大麻類藥物領域

的科研也領先全球，中國擁

有該領域 600 多項專利的

一半以上，一些西方製藥企

業已經對中國政府或企業利

用這些專利建立醫用大麻藥

物的貿易壁壘表達出擔憂。

中國官媒《環球時報》曾報

導，中國的大麻吸食者數量

正在不斷增加，尤其是在大

學生和中學生當中。

【看中國訊】年僅 16 歲

的天才少年莫瑞爾居住在美

國堪薩斯州。他將於 2019
年 5月參加二場畢業典禮，

獲得高中畢業證書和哈佛大

學學士文憑。

莫瑞爾讀小學三年級

時，老師發現他非常有天

分。杜克大學「天才識別計

畫」建議莫瑞爾與哈佛大學

聯繫，後來被哈佛錄取了。

他同時在高中和哈佛成人

學 校（Harvard Extension 
School）上課，暑期到哈佛

大學麻州劍橋校區上學。莫

瑞爾說，他希望將來可以進

入哈佛大學法學院。

社會萬象

靜安寺撞鐘祈福 民求平安

黑龍江雲南開放大麻種植

16歲男孩獲哈佛學士學位

【看中國記者端木珊

綜合報導】美國麻省理工

學院（MIT）日前公布本
科生提前錄取名單。在被

錄取的707人中，竟無一人
畢業於中國大陸的高中。

這一消息引發外界熱議，

有人指出這與中國的「千

人計畫」有關。

看中國訊

美名校減少招收大陸學生

12 月中旬，美國麻省理工

學院公布最新提前錄取結果，

全球 9600 名申請者中，有 707
名來自全球 486 個高中的畢業

生獲得麻省理工學院的青睞，

2483 人被拒絕，剩下 6182 人

等待輪次的常規申請階段。

值得注意的是，被提前錄取

的 707 人中，雖然有 5 名學生

的國籍為中國，但上述 5 人全

部畢業於美國高中，沒有一人畢

業於中國高中。大陸媒體指，過

去 20 年裡，大陸學生從未在麻

省理工的提前錄取名單上缺席。

無獨有偶，除了麻省理工學

院外，美國斯坦福大學早前公布

的 2018 ～ 2019 年面試地區名

單中有臺灣與香港，卻沒有中國

大陸。這意味著申請斯坦福大學

的中國大陸地區申請者將沒有面

試的機會。雖然斯坦福大學在回

復媒體採訪時表示，校友面試只

是個可選項。但實際上，如果中

國大陸申請斯坦福大學的學生沒

有面試機會，被錄取的可能性將

非常渺茫。

有分析認為，美國名校放棄

中國學生的現象，或與中國的

「千人計畫」引起美國大學學界

警惕有關。

中國大陸從 2008 年起啟動

「千人計畫」，以吸引旅居海外

的中國學者或已入籍外國的華人

科學家學者返回中國。至今，該

計畫已成功令數千人回流。

不過，中國的「千人計畫」

被指是盜竊美國軍事和商業技術

的關鍵項目。德州科技大學曾在

公開信中直言，「千人計畫」與

中共軍方有內在聯繫。

此前有報導指，美國開始警

惕中國以各種手段獲取美國科

技，並對加入「千人計畫」的科

學家學者進行調查。事實上，

「千人計畫」的華裔科學家確實

曾因涉及間諜活動而被美方拘

捕。包括：美國通用電氣公司

（GE）主任工程師鄭小清、美國

維吉尼亞理工大學教授張以恆，

及美國氣象專家王春等人。

在當前美國加強防範中方竊

取高端科技的氣氛下，自由亞洲

電臺引述曾就讀麻省理工的魏姓

華人博士生分析，一些敏感學科

可能會減少招收中國學生。他透

露，美國聯邦調查局曾前往麻省

理工，找他了解技術失竊的問

題。「對 MIT 來說，哪裡來的

高級人才都行，不一定要中國

人。」他認為，美國應該不會刻

意減少中國留學生的數量，但在

高新科技研發集中的高校，以及

某些領先科技研發實驗室，很可

能會對來自大陸的學生避之則

吉。

另有消息顯示，近一段時

間，北京高校畢業生赴美就讀研

究生的簽證，比以前較難獲批

準，特別是與「中國製造 2025」
計畫有關的學科，如電腦及地球

物理學系等。

界面新聞網站表示，除了技

術安全問題的擔憂，近年來美國

各大學也逐漸發現中國學生的資

料存在大量不準確甚至虛假的信

息，來自中國的學生也存在難以

融入美國學術環境、思想封閉和

過於執著等問題。

文章說，因此哈佛大學已經

開始「逆向種族歧視」，同等條

件下減少中國留學生的錄取比

例，而耶魯大學更是明確表示將

減少招收來自中國的留學生。

中國是美國國際留學生的最

大來源國，數據顯示，2008 年

中國赴美留學生總數只有不到

9 萬人，但到 2018 年竟已達到

41萬，十年時間增長了三倍多。

麻省理工學院（MIT）校園（Fotolia）

【看中國記者鍾靈綜合報導】

近日港府屋宇署拍攝了連串廣告

宣傳，當中提及霓虹燈招牌需要

經過檢核、否則格「拆」勿論。

曾經登上各大外媒紀錄片的香港

特色霓虹燈夜景，恐怕將要消

失。

近年霓虹燈招牌屢次出現老

化等安全問題，屋宇署早前敲槌

進行招牌清拆計畫。歷史悠久、

知名度高的西環森美餐廳、觀塘

雞記麻雀耍樂，以至佐敦麥文記

麵家等，都成為清拆目標。

香港 01 引述香港理工大學

設計學院助理教授郭斯恆指出，

香港霓虹燈招牌歷史悠久，代表

一個家庭、一盤生意和一代營商

故事。「七、八十年代香港是霓

虹燈招牌滿布街道的城市，大部

分商鋪都掛出一個個色彩斑斕

的大霓虹招牌招攬顧客。」事實

上，香港霓虹燈夜景屢次登上國

際雜誌、媒體等，幾乎成為全球

民眾對香港的印象和回憶。

郭指出，隨著香港商店商場

化、營商態度轉變，街邊的店鋪

越來越少，幾乎都搬進商場去，

「加上租金不穩的因素，不少商

鋪大概每三年就搬一次鋪，不再

願意花太多金錢去造一個搬不走

的霓虹招牌。此外，因為科技發

展，很多鋪主都轉用維修費較

便宜的 LED 燈來取代霓虹燈招

牌，這都是大型招牌逐漸消失的

原因。」

郭斯恆表示，香港政府在

「保育」方面的工作並不著調，

例如多年前，「囍帖街」也遭政

府以保育名義，改頭換貌成旅遊

景點，結果全部唐樓、街鋪被清

拆，換成了裝潢華麗卻統一的連

鎖店，盡失囍帖街本來的特色。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綜合報

導】據美聯社報導，艾倫 ‧ 奈

曼（Alan Naiman）在華盛頓州

的社區做了二十多年的社工。他

平時節儉到近似苛刻的奈曼，在

身後留下了 1100 多萬美元的遺

產，而他將這筆財產全部留給了

收養殘疾、貧困及被遺棄兒童的

福利機構，以幫助那些弱勢兒

童。

艾倫 ‧ 奈曼曾是一位銀行

家，近二十年來，一直在華盛頓

州社會和衛生服務部工作，年薪

6 萬 7 千多美元。出身富裕家

庭、熟悉金融業務的奈曼，這些

年通過投資積攢了數百萬美元，

還從父母那裡繼承了數百萬美

元。坐擁千萬資產，他本可以享

受安逸富貴的生活，但他似乎嫌

錢賺得不夠多，除了社區的工作

之外，他還去跑龍套，最多時同

時打三份工。不僅如此，在朋友

的眼中，他還是個對自己非常吝

嗇的人。

一位朋友表示，奈曼極度節

儉，甚至到了吝嗇的地步。身價

千萬，卻不捨得花錢買雙新鞋，

穿壞了的鞋子自己拿膠帶修補修

補繼續穿。總喜歡在雜貨店打烊

前購買打折的熟食，偶爾大方請

客，只帶他最好的朋友吃快餐。

即使他身邊最親近的朋友，

也對他捐助慈善機構的善行毫不

知情。直到今年 1 月奈曼因患

病去世，他將 1100 萬美元遺產

全部留給兒童福利機構的事跡公

之於眾，人們才知道，這位 63
歲的華盛頓州社工原來是一個大

善之人，他對自己的「摳門」，

是為了給那些可憐的孩子更多幫

助，而不願把錢花在自己身上。

奈曼一生未婚無子，他是一

個孤獨的人，曾有一個殘障的哥

哥也在 2013 年去世。他的密友

蘇珊 ‧ 麥德森說，儘管奈曼本

人隻字不提，但他對弱勢兒童的

關注始於他患有發育障礙的哥

哥。與一個年齡較大、殘疾的兄

弟一起長大，塑造了他看待事物

的方式。

香港霓虹燈夜景或將消失「摳門」社工感動全美

（Tusginewko/WIKI/CC BY-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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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戰無疑是

中國經濟2018年的最大
「黑天鵝」，但相對「黑天

鵝」更不可忽視的是「灰

犀牛」。日前，中國經濟學

家許小年在公開演講中認

為，2019年中國經濟趨勢
將是一個長L型，三頭「灰
犀牛」就在前方等待，它

們隨時都可能衝過來。

記者李正鑫綜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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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語言培訓

上午 / 下午 / 晚間
課程可選

小班授課
最多15 人

交通便利
靠近輕軌和公交車站

LINC 是免費的語言培訓課程，為符合條件的人士提供服務

18 歲及以上永久居民和公約難民免費參加

歡迎語言等級（CLB）為 1至 4級的人士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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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移民局資助項目

 中國經濟三大「灰犀牛」

全球經濟已經顯露放緩跡

象，在經歷連續數月高增長後，

隨著「搶出口」效應褪去，中國

外貿已經疲態初顯，但最糟糕的

狀況尚未到來。 2019 年在外部

需求下滑、國內各類成本上升等

重重壓力之下，中國出口增速預

計出現明顯下滑。而北京當局為

緩解貿易戰而鼓勵進口的政策取

向將延續，意味著貿易順差將快

速收窄。

當下，中、美貿易戰暫時

「休戰」，但貿易談判前景尚未

明朗，而且即使中、美雙方能在

3 月達成協議，也不意味著警報

解除。

據路透社 2018 年 12 月 27
日報導，一位接近決策層的中國

官員表示，對中國而言，做兩手

準備、未雨綢繆才是最根本的。

中國當然希望達成協議，但中、

美雙方的核心立場很難改變，還

不能對中、美貿易談判能過於樂

觀，雙方談判過程依然存在變

數，無論成與不成抑或達成局部

協議，國內頒布一系列的長效補

給政策都是最為重要的。

對於 2019 年中國經濟展

望，「不確定性」這個詞被各個

會議頻繁使用，相對於貿易戰這

個「黑天鵝」事件，經濟學家認

為，「灰犀牛」就在前方等待著。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和

金融學教授許小年在近期的公開

演講中認為，2019 年沒有甚麼

不確定的，中國經濟趨勢將是一

個長 L 型，灰犀牛就在前方等

待，它們隨時都可能衝過來。

許小年指出中國經濟正面臨

的三頭「灰犀牛」：

第一頭「灰犀牛」，是工業

化的紅利已經耗盡。新舊動能交

接的時候出現了一段空檔，這個

空檔宏觀上表現為經濟增長速度

放慢，微觀上表現為企業經營越

來越困難。

第二頭「灰犀牛」，是中國

經濟內部的負債率越來越高。

從 2008 年以來，由於政府採用

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人為

地維持經濟增長，使得在貨幣政

策與財政政策方面空間都越來越

小。並且由於長期的使用貨幣刺

激，使得中國經濟內部的負債率

越來越高。

第三頭「灰犀牛」，是中、

美間的貿易摩擦。目前中、美貿

易的趨勢在短期之內是無法改變

的。中國今後還將面臨美國及其

他發達國家不斷發起的貿易突

破。

在這三頭「灰犀牛」中，許

小年認為內憂遠遠大於外患。

黑天鵝事件（Black swan 
event）指非常難以預測，且不

尋常的事件，通常會引起市場連

鎖負面反應甚至顛覆。一般來

說，「黑天鵝」事件是指滿足以

下三個特點的事件：它具有意外

性；它產生重大影響；雖然它具

有意外性，但人的本性促使人們

在事後為它的發生編造理由，並

且或多或少認為它是可解釋和可

預測的。

所謂「灰犀牛」是與「黑天

鵝」事件相互補足的概念。

「灰犀牛」這個比喻源於經

濟學家米歇爾．渥克的著作《灰

犀牛：如何應對大概率危機》一

書，米歇爾．渥克認為類似以

「黑天鵝」比喻小概率而又影響

巨大的事件，「灰犀牛」可以比

喻大概率且影響巨大的潛在危

機。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

導】中國官方最新公布的 2018
年 12 月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人

PMI 跌破 50 的臨界點至 49.4，
創出 34 個月新低。中國經濟下

行壓力增大，就業壓力將在中國

新年後顯現。

2018 年 12 月 31 日， 中 國

國家統計局和物流與採購聯合

會（CFLP）聯合公布數據，作

為宏觀經濟先行指標的官方製造

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降至

49.4，低於 50 的臨界點並創出

34 個月新低（此前低點為 2016
年 2月的 49），表明中國製造業

景氣度減弱。

中國製造業 PMI 分項數據

中，新出口訂單指數和進口指數

分別自 2018 年 6月和 7月以來

持續位於臨界點以下，均呈逐級

走低之勢，突顯外部環境惡化以

及內部需求走弱等因素令企業的

經營活動更趨於謹慎。

中國國家統計局服務業調查

中心高級統計師趙慶河解讀稱：

「近期受國際貿易摩擦加劇、全

球經濟增長放緩等多重因素影

響，我國製造業發展環境穩中有

變……景氣度有所減弱。」

華泰宏觀李超團隊點評稱，

製造業 PMI 數據回落預示著今

年四季度和 2019 年一季度經濟

下行壓力有所加劇。財政政策方

面，預計 2019 年減稅（增值稅

為主）降費（社保費率調降為主）

累計將超今年總體水平，預計在

1.3 萬億元人民幣以上；貨幣政

策預調微調，預計將會出現向穩

增長切換的過程，逐漸由靈活適

度轉向穩健略寬鬆，  1月央行降

準可期。

根據海通證券宏觀姜超團

隊認為，製造業 PMI 跌至榮枯

線下。不僅降至榮枯線下，也創

下 2016 年 2 月以來新低、2009
年以來同期新低，指向製造業

景氣明顯轉差。分規模看，大、

中、小型企業 PMI 全線下滑，

中、小型企業 PMI 仍在線下。

據華泰證券固收分析指出，

基建逆週期加碼有望提前上路，

視中、美貿易摩擦進展情況，而

中國新年之後的就業壓力決定了

逆週期調節的力度，或將考驗地

產調控政策的定力。

此前，2018 年 11月的製造

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已經

降至 50，在中、美貿易戰擾亂外

需的同時，內需也顯現疲態。工

業品價格明顯下滑，令人擔憂中

國經濟已經面臨通縮風險。

【看中國訊】據 IT 之家報

導，蘋果首席執行官蒂姆．庫克

週三致投資人的信中宣布調低第

一財季業（2018 Q4）績預期，

庫克稱諸多因素造成公司營收不

及預期，包括中國市場銷售不

佳、iPhone 銷售低於預期等。

蘋果營收預期從 890 億美元至

930 億美元，下調至 840 億美

元。

iPhone 銷量不及預期的原

因包括運營商補貼減少，與美元

實力相關的價格上漲，用戶低價

換電池。

去年，蘋果公司承認限制舊

iPhone 的性能，原因是這些機

型的電池老化。不久之後，蘋果

不再限制性能，並提出將其 369
元的電池更換費用降至 214元。

不過活動優惠期僅到 2018 年

12 月 31 日，現在蘋果官網已經

更新了 iPhone 電池服務定價，

恢復了原來的價格。

用較低的電池更換價格，

以及使用性能不再受限制的

老款 iPhone，意味著更多人

會選擇更換電池，而不是升級

iPhone。
然而，導致蘋果公司推出低

價換電池的原因是因為蘋果被指

故意降低了使用舊電池 iPhone
的速度。

2017 年 12 月，來自 Geek-
bench 的新數據支持了一些長

期存在的說法，即更換舊款

iPhone 中的電池可以顯著改善

其性能。這表明蘋果手機的軟體

限制了舊設備的處理速度。因此

蘋果公司推出了蘋果手機客戶可

以進入 Apple 商店並以 29 美元

的價格更換 iPhone 電池。

顯然，有很多人使用了

iPhone 電池更換計畫，這削弱

了蘋果在假日季度的手機銷量。

中國製造業數據全線下滑 蘋果手機銷售業績不佳 
與電池有關

相對「黑天鵝」，2019年中國經濟更不可忽視的是「灰犀牛」。（Getty Images）

（Getty Images）

中國富豪2018年 
財富蒸發近 
760億美元

【看中國訊】最新發布的

彭博億萬富豪指數榜單顯示，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全

球排名前三的富豪是貝佐斯、

比爾．蓋茨和巴菲特，身家分

別為 1249 億美元、904 億美

元、838 億美元。中國方面，

2018 年億萬高淨值人群的身

家則蒸發近 760 億美元。在

全球億萬富豪財富年度縮水規

模榜單中，王健林的財富縮水

109 億美元，排名第 4；馬雲

的財富縮水 98 億美元，排名

第 6；馬化騰的財富縮水 87
億美元，排名第 7；順豐速運

創始人王衛的財富縮水 68 億

美元，排名第 9。

中國2019年 
第1批原油進口配額
比去年下降

【看中國訊】美國之音引

述路透社報導，中國 1 月 2
日發放了 2019 年的第一批

原油進口配額，配額量低於

2018 年第一批水平。 2019
年中國商務部發放的第一批配

額為 8984 萬噸，總共向 58
家公司進行了發放。而 2018
年的首批配額為1.2132億噸。

但消息人士表示，2019
年晚些時候發布的第二批配額

量應該會有所上升。

路透社援引金聯創分析師

周國霞的話說：「整體上看，

市場對進口前景並不樂觀。我

認為配額降低可能意味著中國

上半年原油進口增長放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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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微信公眾
號「獸樓處」的一篇〈疫

苗之王〉文章，將大陸黑

心疫苗公布於眾，而2018
年12月25日再有另一個
微信公眾號「丁香醫生」

將大陸保健品集團「權

健」黑幕攤在陽光下。

 記者岳詩涵綜合報導

2018 年 12 月 27 日，天津

市政府責成下屬幾個部門成立聯

合調查組進駐權健公司進行調查

取證，公安機關 2019 年 1 月 1
日對權健公司進行立案偵查。同

時，天津市政府宣布，將聯同十

個部門展開為期三個月的清理整

頓保健品亂象行動。

這類跡象表明了現政府對權

健行為的否定態度，百億保健品

集團權健帝國可能即將崩盤。

權健帝國

今日的行動距離權健集團的

創辦已有近 15 年了。根據權健

官網顯示，權健集團始於 2004
年，公司橫跨保健品、醫療、化

妝品、體育、金融、房地產等諸

多領域；在投資版圖上，權健

共投資 23 家公司，其中涉及體

育、電子商務、文化傳播等類

型；在醫療方面的主要子公司包

括：權健自然醫學科技發展有限

公司、天津束昱輝醫院建設投資

有限公司、權健（天津）生命

科學技術有限公司、安國市權健

中藥材有限公司等。

據媒體報導，憑藉天價保健

鞋墊「骨正基」和「負離子衛生

巾」起家，再通過「虛假宣傳」

和「傳銷」，短短 14 年間權健

集團在中國迅速擁有 7000 家火

療加盟店，銷售額達到 200 億

元。

在輿論風暴中，權健集團的

營銷似乎還在維持之前的聲勢。

媒體描述，2018 年 12 月 26 日

權健集團在天津召開培訓大會，

兩千人會場全部坐滿。大會上權

健「培訓老師」（通常被簡稱為

「老師」）表示，目前權健的業

績超過阿里，且已經上市，但是

具體股票名稱並沒有說清楚。

帝國黑幕

商業醫療網站「丁香園」屬

度調查報導的記者人數，從 334
名降至 175 名，幾近腰斬。這

些調查記者後來陸續轉行到網際

網路公司、學術界、公益機構等

領域。

由此誕生的「新聞遊俠」自

然引來民間歡呼。

不過，瀋亞川表示他對「新

聞遊俠」仍持保留態度。他以

「丁香醫生」的文章為例：「我

理解（文章）是比較嚴謹的，

比如丁香醫生關於權健的報導，

刊發前就曾請我作為律師和前媒

體人把過關，這都是非常規範的

操作程序，所以不存在『遊』這

個概念。」他認為「丁香醫生」

雖然自稱自媒體，但其是有資

本，有團隊作戰方針的。報導會

有很好的社會效益與公益價值，

同時也會收穫包括流量和品牌在

內的商業回報，因此用「俠」來

稱呼，也並不十分準確。

「丁香醫生」是醫學知識分

享網站丁香園開設的一個在線

平臺，2016 年該平臺開辦在線

問診服務。丁香園網站始建於

2000 年，曾於 2014 年 9 月獲

得騰訊公司 7000 萬美元投資。

政商背景

中國聯合財經網報導，權

健集團創始人兼董事長束昱輝

已被評為「2018 年度中國公益

慈善人物」，但此頒獎活動實際

由《人民日報》旗下刊物《民生週

刊》主辦。巧合的是，束昱輝已

連續多年擔任《民生週刊》公益

理事會的執行主席一職。

此外，束昱輝還是中國人民

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三屆全國委員

會委員。不少網友猜測，權健集

團飽受爭議而挺立不倒，背後或

許牽涉不尋常的政商關係。

外界發現，這次權健醜聞

的大爆發與之前疫苗案被踢爆

的情況是，網路輿論似乎一下

子有些「失控」了，不但大量內

幕黑幕得以在網路上曝光，甚

至還有一些官方媒體參與其中

推波助瀾。有輿論認為，這種

在短時間內針對個案的「輿論失

控」並不是偶然現象，而很可能

是官方有意讓它失控，其背後

可能參雜著北京收拾醫療產業

背後利益集團的因素，甚至可

能涉及中共高層內鬥。

時事熱議

「新聞遊俠」再出手

百億保健品集團或將倒下

下微信公眾號「丁香醫生」，

2018 年 12 月 25 日發布了一篇

名為〈百億保健帝國權健，和它

陰影下的中國家庭〉的文章。文

章說，3 年前，一名患有生殖細

胞瘤的女童周洋，因為其父聽信

「權健」宣傳，購買高價醫保產

品，反讓女兒病情惡化，最終導

致其病情惡化離世。

另外，另一名男子邱某，

40 多歲身患癲癇，去年 4 月在

湖南懷化市的一家「自然醫學權

健火療館」做理療，隨後大量出

汗不幸休剋死亡。

事後，邱女一家向法院提出

訴訟。但法院一審結果是，宣判

權健無責，死者自己承擔六成賠

償責任，理療院三人承擔其餘四

成。對此，邱女一家不服，繼續

上訴，正等待二審判決結果。

據大陸媒體的跟進報導，

近年多地先後發生過類似事件：

2015 年 4 月，西安有人使用火

療治療牛皮癬後病情加重，10
天後死亡；2016 年 5 月，內蒙

有人進行火療後突發心臟病死

亡；2016 年 8 月，浙江省義烏

市有人接受 2 次「權健」火療後

均感不適，後來因體溫過高引發

併發症搶救無效死亡。

目前僅有一個獲得賠償的

案例。深圳一名女性 2016 年在

接受「權健」拔火罐治療時，

因為工作人員操作不當，導致

該女子右上肢、胸腹等多處被

酒精火焰燒傷。這起案件相關

工作人員以及「權健」被判賠償

約 27 萬元，但還有不少其他與

「權健」有關的案件中，「權健」

並沒有被起訴。

傳銷風波

外界留意到，「權健」迅速

發展的幾年間，屢次捲入傳銷風

波，並在大陸多個省份遭到用戶

起訴。但權健不僅多次逃過處

罰，還順利獲得中國商務部頒發

的直銷牌照，為其在各地擴展勢

力提供便利。

2012 年，吉林省蛟河市檢

察院指控權健集團銷售團隊為傳

銷，指控認為權健的銷售團隊

「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以發

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

依據，騙取財物」。

據《第一財經週刊》報導，

近期，一名女子為救出沈迷權健

的男友，主動加入權健，並見證

其集團內部狂亂景象：員工和經

銷商吃衛生巾、喝洗面奶，以證

實產品「安全性」。

另外，工商信息顯示，權健

自然醫學曾多次受到監管部門處

罰。

前天津權健腫瘤醫院醫生陳

曉輝接受《每日經濟新聞》專訪

時透露，他在加入天津權健腫瘤

醫院後，發現醫院運營管理非常

不規範，「只要年齡大的醫生，

不管哪個科室的，不管職稱怎

樣，都可以做專家門診，五官科

的大夫竟然能看胰腺癌。」醫生

工資要和開出的「秘方藥」及權

健公司產品掛鉤，甚至醫生開藥

還要看某些「老師」臉色。

陳曉輝還說，醫生會根據患

者的不同病情，開出不同的「秘

方藥」，而這些藥究竟是什麼成

分，醫生自己都未必知道。

「新聞遊俠」

「丁香醫生」的文章出來後

引發權健的不滿，官方立刻發表

聲明要求作者撤稿；而「丁香醫

生」則通過公號回應，指「不會

刪稿，對每一個字負責，歡迎來

告。」這番話引起受害者們的迴

響，也迎來大陸網民叫好。

「丁香醫生」在媒體採訪時

表示，此文撰寫和調查約花費兩

個月時間。而寫作者也都是前

調查記者，他們曾實地臥底「權

健」銷售團隊在天津的培訓、蒐

集離世女童家人和醫生的證言，

同時研究了涉及權健火療、傳銷

和經銷商紛爭的 20 多份司法判

決書文本。

隨著相關事件持續發酵，

2018 年 12 月 26 日，天津市相

關部門開始對「權健」展開調

查，並致函「丁香醫生」要求其

提供證據協助調查。

外界留意到，如今出自調查

記者之手的公號文章，更會引發

關注與影響力。

前資深媒體人、上海匯業律

師樓律師瀋亞川對英國廣播公司

（BBC）表示，這並不意外。因

為傳播形態和傳播渠道在網際網

路時代，已經發生改變。

四川媒體人張豐指出，如今

這些「前媒體人」在中國，失去

了原來的「陣地」，變身成了新

聞「遊俠」。

學者張志安在 2011 年和

2017 年對中國調查記者從業狀

況深入研究，結果顯示，從事深

◎ 文 :李道真

中華文化的一個核心理念是

天人合一，以此衍生出全息論，

認為人體是一個小宇宙、微自

然，將人體與自然、宇宙完美對

應，和諧合一，不可分割，牽一

髮而動全身。所以中國人自古傚

法天地自然，順應天象，講究風

水，敬天信神，以此衍生的中華

智慧中一個重要特點，就是講究

「順勢」，其體現在中華文化的

方方面面。

一、治國中的順勢智慧

大禹治水的故事在中國已人

盡皆知，他順應五行、水性，觀

察地形，依據地勢，採用因勢利

導，疏通導引的方法，開山劃

渠，終將洪水歸引入海，歷十三

年，治水大成。

而禹的父親鯀，治水則不是

這樣，他違背五行、水性，採用

圍堵的辦法治水，水來土掩，墮

高埋卑，高築堤壩，結果水勢越

堵越大，最後沖毀堤壩，引發洪

中華智慧之「順勢」 1
災。鯀治水九年，沒有任何成

效，反而給百姓帶來無窮災害。

這就是二種不同的智慧所產

生的結果，一個是順勢、一個是

逆勢。

伊索寓言中有一則小故事，

很生動地說明了這一點：有一

天，北風與太陽較勁，看誰先讓

地上的人脫下衣服。北風鼓足

勁，刮起狂風，要強行將衣服從

人身上扒下來。但風越大，人反

而把衣服裹得越緊。而太陽微笑

著，輕輕散發出熱氣，氣溫漸漸

升高，人感覺到熱了，就把衣服

脫了下來。這同樣是順勢與逆勢

的智慧。

中國歷朝歷代君王治國，所

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無為而治。

何為無為而治？古人治國有

皇道、王道、霸道等等區分，有

以道治國、以儒家治國、以法治

國等，但古帝王治國基本都是綜

合運用、兼而施之，沒有單一的

以某種手段治國。而真正的無為

而治，則是純粹的以道治國，成

就皇道。

無為而治是一個極高的治世

成就，幾乎是人類治世所能達到

的巔峰。在這次五千多年的中華

歷史中，據記載，唯黃帝、堯、

舜三位帝王在晚年的時候達到了

無為而治。

《淮南子》記載：黃帝大治

天下後，路不拾遺，夜不閉戶，

天下沒有盜賊，市場沒有欺詐，

天下無爭，鄉野村夫都相讓以財

產，連豬、狗都將食物吐在路上

互相讓食……

《高士傳》記載說：帝堯時，

天下太平、和諧，百姓生活悠閒

自在、無憂無慮，黃髮垂髫，怡

然自樂，天下到處一派人間仙境

的景象。有一位八十多歲的老

人，在田野路邊擊壤而歌，唱

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

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

哉？

這就是無為而治下的民風民

德，它不是一下子就能達到的，

是通過長期的道德教化和引導，

使天下百姓皆歸於大道，合於自

然，一切依道而行，從心所欲而

不逾規，不再需要帝王和政府的

任何干涉，彷彿他們不存在一

樣，這就是無為而治。

道家認為，天地萬物皆生於

自然，生於道，人之先天皆在道

中，只是後天慢慢墮落了，背離

了自然，遠離了道。

無為而治，要求帝王建立皇

極，德被蒼生，道化天下，潤物

無聲。帝王與政府從不強加給百

姓甚麼，從不會要求百姓這樣

做、那樣做，不會強制百姓必須

這樣、必須那樣，而只是疏通

引導。因為萬物皆生於自然、

生於道，人的先天本性就是在道

中的，只是後天迷失了本性，才

背離了道、違背了自然；正如江

河生來就是歸於大海的，只是後

天泥沙等的堵塞，才使江河淤

塞、改道而成災患，無法歸於大

海。此時就應像大禹治水一樣，

因勢利導，疏通歸引，使天下百

姓皆自然歸於先天本性，即回

歸大道。

這對帝王自身的要求極高，

要求帝王具備極高的道德、極博

大的胸襟，足以承載天下萬物，

建立起至高的皇極楷模，使普天

之下皆仰望而跟從，正如太陽散

發出萬丈光芒，百姓自然順從於

先天的本性，回歸大道。

現代實行機械電氣化，有的

工廠實現全自動生產，不需要人

工干預，甚至不需要工人，只要

啟動了機器，全是一條龍自動運

作。

打個很不恰當的比方，這全

自動的機械與電氣原理，就是

道，一旦啟動，它就會自動運

行，不需要任何人工干預，而是

依據這套設計好的機械和電路原

理自動運行。一旦將天下百姓歸

引於道中，那麼無為而治就啟動

了，從而帝王與政府不需要再有

任何的干涉，天下皆順道而行，

越來越美好、和諧。因為道是至

完美、至高的，一切人的智慧都

不可能超越道，所以無為而治，

道行天下，天下就會達到最完美

狀態。

這就是治國中的順勢智慧。

文 化
評 論

被稱為「新聞遊俠」的「丁香醫生」一篇文章將大陸保健品集團「權健」黑幕攤在陽光下。(Fotolia&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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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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開幕

的西雅圖車展上，馬自達發表

了全新 19 年式 CX-5 Signature

車 型， 身 為 Mazda 品 牌 最 暢

銷的車系之一，該車配備了馬

自達最新的控制系統，並且在

內飾與動力方面都有進一步升 

級。

內飾中，新款 CX-5 保持

了現款車型的基本佈局，但使

用 了 Nappa 光 面 真 皮 座 椅、

多層裝飾木板、純手工縫製的

真皮方向盤、透過更好的內裝

用料，營造更具質感與舒適的

氛圍。加上無框後視鏡、室內

LED 照明燈，雙前座電熱 / 通

風座椅、後座電熱座椅、方向

盤加熱整個內飾的豪華感大幅

度提升。

科 技 配 置 上，CX-5 

Signature 擁 有 全 新 的 7 英

寸 TFT 中 控 屏 搭 載 了 360 度

ViewMonitor 環景影像系統並

支持鏈接蘋果 CarPlay 和安卓

Auto 系統、前後停車雷達、

附 10 具 揚 聲 器 的 Bose 環 繞

音響系統、擋風玻璃投射式的

Active Driving Display 抬 頭 顯

示幕等等。

全車系更導入 G-Vectoring 

Control Plus (GVC Plus) 車 輛

動態控制技術，在原有的 GVC 

系統中加入輪速控制系統，透

過對內外輪速差施加煞車力

量，進一步增強出彎時的穩定

度，尤其對多雨或加拿大的積

雪等濕滑路面，GVC Plus 能有

效提升安全性。

動力方面，新款 CX-5 在

沿 用 2.0 升、2.5 升 兩 款 自 然

吸氣引擎之外，還加入了馬

自 達 6 與 CX-9 車 款 相 同 的

Skyactiv-G 2.5 升 渦 輪 增 壓 引

擎，與之搭配的是 6 速手自一

體變速箱。

Mazda 品牌最暢銷的車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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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款BMW Z4款所有都將配備

前碰撞警告、行人檢測、自動緊

急制動和車道偏離警告。可選的

駕駛輔助套件包括自適應巡航控

制（能夠在走走停停的車隊中巡

航）。

總之，經過重新設計的BMW Z4

敞篷跑車的確具備不少亮點。

更大的尺寸的屏幕使其更容

易作以滿足日常駕駛員的需求，

並使公路駕駛更具吸引力。

而且，過去iDrive系統的體

驗得到了很好的運用，並且隨著

時間的推移得到了顯著改善。

Z4將使用更新版本的iDrive

系統，我們希望它能跟隨BMW不斷

改進的趨勢。

這款Z4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

加速、制動和燃油經濟性。

據悉，全新的2019  BMW  Z4將

於2019年3月上市。

Z4設計特點

全新的Z4在外觀上的確

給人另類的視覺效果，主要是

前車大燈的設計猶如「外星生

命」風格。新的網狀設計的寶

馬腎形栅格結合了軌道風格的

蜂窩狀圖案和三維結構，其元

素具有垂直佈置，讓人聯想到

傳統的BMW特性。垂直設計在頂

部由帶有整體方向指示器的對

角線條帶切斷。全新BMW Z4敞

篷跑車標配大燈LED。

在內部空間中，設計風格

相較上一代讓人感覺到煥然一

新。與之前的車型相比，2019 

BMW Z4款的動力座椅可以前後

移動更遠，為個子更高的駕駛

者提供更舒適的選擇。方向盤

配有換檔撥片，讓駕駛員在選

擇時可以超越變速箱，無需離
Z4安全配置

合器踏板即可提供模擬的手動

變速箱體驗。最新一代的iD-

rive信息娛樂系統在儀表板上

使用12.3英寸顯示屏，在中央

儀表板上使用10.25英寸屏幕，

駕駛員可以使用觸摸控制器、

觸摸屏或語音控制。Z4兼容

蘋果carplay，但不Z4兼容An-

droid Auto模式。

連接性是這種信息娛樂系

統的核心。BMW表示，這款車可

以連接各種個人設備，包括蘋

果iPhone、Alexa的兼容設備以

及系統谷歌主頁。通過這些連

接，汽車可以訪問數字娛樂，

同步日曆以獲取旅行提醒或獲

取導航路線。

後備箱容量增加了50%，

座椅後面的存儲空間比之前

的更多。

新款Z40sDrive30i為後輪驅

動，具備255馬力，2.0升渦輪增壓

四缸發動機和8速自動變速箱。這

款新型渦輪增壓發動機的馬力增

加了15馬力，另外扭矩還增加了

35Lb-ft。

據寶馬稱，動力增加，再加

上減輕重量和改進的齒輪比，使得

2019 Z4加速到60英里/小時僅需在

5.2秒，性能大大提升。

另一款高性能M40i將配備382

馬力、3.0升渦輪增壓六缸發動

機。這款發動機比其前代產品多出

47馬力,還配備了一個八速自動變

速箱，該變速箱已經過調整和編程

以提高性能。

寶馬稱M40i將在短短的4.4秒

內實現0-60英里/小時的加速，這

與測試的一輛保時捷718的Boxster

成績相同。

靈活性、性能和精確操控一

直是Z4系列的首要任務。新款Z4雙

座車身、動力總成和底盤已投入了

最多的開發工作，以確保新款Z4敞

篷跑車具備真正的跑車性能。

堅固的車身結構、底盤安裝

點、智能輕量化設計和優化的空氣

動力學特性為駕駛者提供了一個完

美的駕馭平台，駕駛者可以應對最

具挑戰性的賽道，享受更高水平的

舒適性。

Z4參數性能

2019 BMW Z4

沉寂後的

爆發
【看中國訊】在最近BMW公司

發布的多款新車型中，有一款雙門跑車

是公司在其沉寂多年後再次推出市場：20190Z4。

這款雙門跑車早在10多年前上市時，獲得不少的關注，也贏得不錯的銷售成績。

在沉寂多年後再次的回歸，以更為強大的動力性能和更大的車身，以及全新的設計再次來爭奪豪華小型跑車市場。

目前Z4的主要對手為Audi TT、Jaguar0F-TYPE、Mercedes SLC和Porsche Boxster 718。

BMW Z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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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麗夫人好：

我住在婆家，有一個孩子，

可是我公公婆婆是非常重視學歷

成績的人，從小就督促著我要帶

他上全美語幼稚園，然後常常對

我女兒說要好好讀書，不要學有

的沒的（畫畫、樂器等），這個

教育觀點和我完全不一樣，我希

望女兒快樂成長，適性發展，我

沒有要求她一定要念多好多高學

歷，所以每次我公公婆婆在那邊

講，說什麼畫畫以後沒工作、賺

不到錢等言論，我就很氣。每次

說學畫畫可以促進孩子創造力等

的，他們都嗤之以鼻，這些洗腦

的言論我真的很不想再聽了，甚

至想為此搬離婆家！我要怎麼處

理呢？

曼麗夫人好：

我三十一歲，與男友論及婚嫁，男方也

在今年 1 月提親了，現在正準備找場地、

拍婚紗中。但我現在開始對婚姻感到害怕，

我怕自己體質不能懷孕、又怕自己懷孕生子

後沒辦法顧好孩子（因為我厭惡孩子的哭

聲和吵鬧聲），我也怕自己不夠漂亮男友會

外遇（男友比我好看很多），我不會打扮，

又胖又醜，可是男友卻高大帥氣，雖然男友

喜歡我的善良，但我還常擔心自己不夠好。

我從小就有自卑感，總是覺得大家不喜

歡我是正常的，因為我不夠好，現在雖然大

家都羨慕我找到一個好對象，但我還是很擔

憂，也許我真的是不適合婚姻的那種人，當

了媽媽可能也會害到小孩，我是不是要趁男

友後悔前，決定自己生活比較好呢？

你好：

從你對自己如此缺乏信心來看，

也許從小你便缺乏家人或師長的肯定

與讚美，因此長期以來對自己所擁有

的一切都沒有自信。要徹底解決這個

問題只有靜下心來重新回顧你的過

去，尤其是童年時期，也許在學習與

成長過程中並不出色的你，經常是躲

在角落邊看著別人歡笑跳躍，或許曾

經有人批評嫌棄你的努力，也許成功

的光環很少在你頭頂上發光。

請告訴你自己，那一切都已經是

過去式了，面對已經長大的我們，請

試著找回那位楚楚可憐的小女孩，重

新給予肯定、鼓舞，並且幫她發覺其

他的優點，除了最重要的善良外，那

些長期以來被你忽視的優點──你的

細心溫柔，你的體貼謙遜，你的負責

熱心，你的犧牲奉獻……

然後，重新做一番自我肯定。甚

至你可以每天對著鏡中的自己大聲

喊：我是最優秀的、我是最善良的、

我是獨一無二的！就像一位蓄勢待發

的勇士給自己加油打氣。只要一個月

的時間，你將會看見自己眼神中充滿

了希望與自信！

別再放大一些自認為很嚴重其實

並不嚴重的缺點，否則只會讓自己陷

入沒有意義的自我否定和痛苦而已。

讓我們學習感恩，感恩我們所擁有的

一切──感恩父母賜給我們健全的四

肢、感恩老天對你的眷顧、感恩遇到

一位真心愛你的人；唯有學會感恩與

知足，才能發現自己的美好與富有，

才能戰勝自卑。

同時多培養樂觀進取的好心態，

要知道結婚是天大的喜事，會帶給新

娘子勇氣與智慧。美麗的外表最是禁

不起歲月的考驗，善良卻是恆久的璀

璨。一旦為人母，體內的賀爾蒙會自

動為你加持，讓你做個好母親。最最

重要的是千萬別過度杞人憂天，讓無

謂的擔心把幸福嚇跑了！

只要兩人真心相愛，一切都不會

是問題。一份真誠的愛能克服所有困

難，婚姻要學習的就是如何愛別人，

如何愛自己，在互信互重中找回新生

的你！曼麗祝福妳幸福快樂！

你好：

你和公婆同住，孩子有長輩

幫忙疼愛與照顧，是很多職業婦

女羨慕的事。但是，遇到育兒問

題，有時也會因意見不同而有衝

突的時候，請把它視為意見磨合

的歷練。畢竟，來自不同的家庭

成長背景，每個人對事情的主見

不同，這是很平常的事情。若因

此而搬出去住，那是幾番溝通無

效後的最後打算。

首先，爺爺奶奶疼愛孫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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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麗小語：很多事情，我們多朝正面去思

考，可以解決的辦法就應運而生；如果內

心已經對溝通的對象抱持成見，恐怕就會

事倍功半，很耗費心神，又傷和氣！

和公婆育兒觀念相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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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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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者來信

讀者來信

曼麗回信

曼麗回信

希望她表現優秀，這番心意我們

要心懷感謝。至少，他們不會重

男輕女，不重視孩子的成長。其

實，老人家不知道現今社會職場

選擇人才的趨勢，所以難免抱著

以往的觀念來看待孩子學才藝等

的安排。因為，在父輩的時代，

的確認真唸書就有出路，畫家、

音樂家都不是顯學。

所以，你要努力的是，讓他

們有機會知道，而且不能只講一

次，當然也要注意說話時的語氣

與耐心。既然老人家重視學歷，

坊間有許多書報雜誌刊物有專家

見解的文章，或一些親子節目，

你可以和公婆分享，學校有時候

也會辦相關的親職講座，可以邀

請他們去。孩子在才藝等方面有

特殊表現，如參賽獲獎等肯定也

可以跟他們分享，是一種貼心的

表現。

再者，先生那邊也要有共

識，夫妻要同心，再由先生出面

緩頰，壓力也不會都到你這邊

來。總之，家和萬事興，只要你

願意，方法是可以想出來的。當

然，如果，真的溝通無效，有便

利的條件或適當的時機，想要搬

出去住也是無可厚非，可以減緩

衝突的頻率，但是相對的，也會

有其他的考驗，如孩子照顧、房

貸等等。

很多事情，我們多朝正面去

思考，可以解決的辦法就應運而

生；如果內心已經對溝通的對象

抱持成見，恐怕就會事倍功半，

很耗費心神，又傷和氣！加油！

祝福你！

自卑的我
害怕結婚

曼麗小語：美麗的外表最是禁不起歲月的考驗，善良卻是恆久的璀璨。一旦為人母，體內
的賀爾蒙會自動為你加持，讓你做個好母親。最最重要的是千萬別過度杞人憂天，讓無謂
的擔心把幸福嚇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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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道臺（Preikestolen）

泰式火鍋

　　泰式火鍋最大的特色就是

火烤兩吃！鍋子中央為烤盤，

讓烤過的肉品油汁滲入火鍋湯

中增添風味，一鍋兩種味道，

超過癮！如果是三五好友一起

去泰國，泰式火鍋就是個不錯

的選擇，推薦大家去嚐嚐。

煉乳卷餅

　　煉乳卷餅又跟大家熟悉的

泰國必吃香蕉煎餅不同，有點

厚度的餅皮，再淋上煉乳與砂

糖，香Q帶甜的口感與親民的

價格，相當值得一嚐！在清邁

門或是夜市裡都可以找得這項

食物的蹤影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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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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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有「藝術建築之寶

殿堂」之稱謂。

老虎園(大貓樂園)（3小時）

老虎園距清邁市區大約 10 公里，出

了古城一直往東北方向的湄賽開，45 分

鐘後就到了 Tiger Kingdom。這裡既是

動物園，裡邊又有餐廳。在這裡可以與

老虎來個親密接觸，可以摸摸成年大老

虎或者抱抱剛出生沒幾個月的小傢伙。

毫不誇張的說，這裡可是貓科愛好者的

天堂，裡面有大老虎，也有小老虎，大

老虎看起來威猛、霸氣，但是也可以一

起合照，小老虎呆萌、可愛，十分的惹

人喜愛。飼養員對這些老虎也是精心照

料，老虎的皮毛摸起來非常的柔順。

這裡是沒有門票的，但遊客想接觸

老虎以及與老虎合影是要收費的。老

虎園提供了幾個套餐：大份 （500THB/
人 ）、 中 份（800THB/ 人 ）、 小 份

（1000THB/ 人）讓遊客選擇。園內還

可以吃自助餐，午飯 200THB/ 人。

詩麗吉皇后植物園（1.5小時）

不是必遊景點，但非常值得一

去。詩麗吉皇后植物園坐落在湄沙河

谷（Mae Sa Valley）瀑布區的一個山

腰處，佔地 227 公頃。園內種滿了各

種本地及進口花卉，包括在不同氣候條

件下生長的植物。這裡風景秀麗，環境

優雅，來此的遊客卻並不多，很適合漫

步、放鬆心情。

在山頂附近有一片植物溫室區，可

以說是詩麗吉皇后植物園的精華所在。

如果你沒有機會走進真正的熱帶雨林，

植物溫室區會讓你身臨其境般地體驗它

的魅力。在這些玻璃花房中你可以看到

睡蓮、蓮花、茂盛的多葉植物，還有有

著兩層甚至三層花瓣的鮮花。進到詩麗

吉皇后植物園巨大的熱帶雨林溫室，你

可以走在架高的平台上俯瞰室內瀑布，

就像真的來到了熱帶雨林一般。

盼道寺（30分鐘）

盼道寺 (Wat Phan Tao)，又名柚木

寺，就在大佛塔寺不遠的拐彎處。寺內

有一座古老精緻全木質大殿，整座都是

用柚木建造的，純泰北蘭納式風格的設

計，超過 280 年的歷史，是清邁城中一

座瑰寶級殿堂，也是目前為數不多的木

造建築之一。

泰文 Phan Tao 的意思是「1000 個

火爐」，因為這裡曾經是鑄佛場，為首

要的寺廟鑄造佛像，因此得名。盼道寺

的大殿由模具脫出的柚木板組合而成，

底下有 28 根巨大的柚木柱支撐；大殿中

還有印有靈蛇圖案的山形屋頂蓋板，鑲

嵌在五顏六色的拼花鏡片中。大殿裡面

陳列著古老的寺鐘、一些陶瓷製品、幾

尊蘭納風格的鍍金木質佛像、幾個古董

櫃子、櫃子裡還堆放著抄在棕櫚葉上的

古老佛經。這些都值得你細細品賞。

賞完美景，品完美食，結束 5 天 4
夜的泰國清邁遊。

導遊：祝遊

5

清邁大學是 1964 年創建的泰北第一

所高等學府，也是清邁市的第一所國立

大學，目前在泰國排名第二，當時也是

在第一所建在曼谷市外的泰國大學。

今天這所面積達 14 平方公里的大學

設有 107 個院系，學生超過 18000 人，

教師超過 2000 名。

 清邁大學（40分鐘）

雖然清邁大學的整體學術水平

還不能與曼谷的一些知名大學相

比，但是清邁大學的工程和醫藥技

術專業出類拔萃，為學校贏得了聲

譽。

校園環境很好，位於市中心以

西 2 公里處，離素貼山非常近。

美味

佳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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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列夫．托爾斯泰（Leo Nikolayevich  
Tolstoy，1828∼1910）這個名字，大家
應該不陌生，他是俄國著名的作家，也是

享譽世界的文學巨匠。

◎  文：欣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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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爾斯泰被認為是世界最

偉大的作家之一。高爾基曾言：

「不認識托爾斯泰者，不可能認

識俄羅斯。」

托爾斯泰以探索人生意義與

道德倫理為主題的文學作品，至

今仍深深的影響著全世界，他

的長篇小說《戰爭與和平》、《安

娜‧卡列尼娜》、《復活》等是

世界文學寶庫的經典，對世界文

學的發展影響深遠。

名門貴胄對文學 
有特殊興趣

托爾斯泰在文學上的成就並

非偶然，他的作品無論是情節構

置，抑或意蘊開拓，都是在不斷

閱讀作品、感受人生、思考與創

作中逐漸形成的，而家庭環境對

托爾斯泰也起到了潛移默化的 
功用。

托爾斯泰誕生於俄國的一個

貴族家庭，先祖是彼得大帝時代

的外交大臣，祖父曾任喀山省省

長，父親是中校軍官，母親極有

才華，深具藝術修養。儘管父母

很早就過世，但這些良好的家庭

背景依然對托爾斯泰產生極深遠

的影響。

托爾斯泰經常一個人靜靜地

坐在書房裡閱讀，七歲時開始對

文學有了特殊的興趣，16 歲時

離開故鄉來到喀山，他的三個

哥哥都在喀山大學哲學系讀書，

他也考進了這所大學的東方語言

文學系，後又轉到法律系。在喀

山，托爾斯泰接觸到中國文化。

步入文壇 
追尋生命的意義

離開喀山大學後，托爾斯泰

在故鄉波良納度過了幾年的自學

時光。 1851 年，23 歲這一年，

他的自傳體長篇小說的第一部

《童年》發表於涅克拉索夫主編

的《現代人》雜誌，轟動了整個

俄國文壇。

1856 年，托爾斯泰從軍隊 
退役，並兩次赴歐洲遊歷，這個

經驗使得他眼界大開。不久，他

完成了被羅曼 · 羅蘭譽為「抒情

佳作之最」的中篇小說《哥薩克》

和他的自傳三部曲的最後一部

《青年》。

接著，他陸續完成了劃時代

的文學巨著《戰爭與和平》及《安

娜 · 卡列尼娜》，從此奠定了他

在世界文學史上不朽的地位。

與此同時，托爾斯泰對人

與社會有了更深入的思索，他

思考著：「生存的意義究竟是甚

麼？」「生命的真諦是甚麼？」

可以說，托爾斯泰終其一生都在

探索「人為何而生，又為何而存

在」的議題。（下文轉 C2）

托爾斯泰，1901年。

當俄國文豪托爾斯泰
遇見中國老子

整版圖片：公有領域

老
子

11500 - 35 STREET S.E.
BARLOW TR. & DEERFOOT TR. S.E.

403.567.8888
www.southpointe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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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ARD LUM
銷售經理（粵/英）

Tel：403-365-4532
Cell：403-969-9238
hlum@southpointetoyota.com

Arthur Han 
銷售顧問（過/英）
Tel：403-567-8888
Cell：587-433-4388

新 年 大 優 惠

 促 銷 盛 會

血拼券
每筆購買交易*

免費
遙控打火
每筆購買交易*

免費
冬季雪胎
每筆購買交易*

返現金
少至$1,000
高達$10,000
每筆購買交易*

得到$1000
回贈現金!!
   僅限租賃

   僅限租賃

  +僅限租賃   +僅限租賃

  +僅限租賃   +僅限租賃

得到$2000
回贈現金!!

得到$2000
回贈現金!!

得到$3000
回贈現金!!

得到$3000
回贈現金!!

得到$5000
回贈現金!!

$118每雙週*
$188每雙週* $299每雙週*

$173每雙週* $323每雙週* $282每雙週*

早上9點-下午6點    週五（1月4日）  週六（1月5日）



（上文接 C1)

深受《道德經》影響領

悟「德」的意義

在漫長的探索中，托爾斯泰

將智慧的目光投放在中國，托爾

斯泰開始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興

趣，並對中國古聖先賢的諸多典

籍進行廣泛的研究。包括孔子、

孟子、老子、墨子所闡示的智

慧，給了他許多的啟迪，其中，

老子的《道德經》更是深深地影

響著他。

托爾斯泰曾給朋友寫信說：

「我完全融入了中國的智慧中，

我非常希望向您和所有人介紹這

些書籍給我帶來的道德補益。」

托爾斯泰非常想把老子的

《道德經》翻譯成俄文，但他不

懂漢語。後來，他找到了日本人

小西氏合作翻譯這本著作。就這

樣，《道德經》終於有了俄文翻 
譯本。

1903年托爾斯泰出版了《智

者每天的思索》彙編，其中引用

了老子的 36 段話。後來托爾斯

泰在自己的作品中也多次引述老

子的話。

要想理解老子的思想，首先

要理解「德」的意義。「德是一種

物質存在的形式，從道中產生。」

「德能育化萬物，滋養萬物，也

能引導他們，使他們修煉。」

當時，東方文化認為「德」

是可以轉化成人的福分的，包

括健康、財富、官運等，也可

以使立志修行的人進入很高的

境界。所以中國老人常講「行善

積德」、「缺德」、「祖上積德」

等，這些都是中國文化世代流傳

的傳統價值。

在托爾斯泰眼中，老子是一

位偉大的道德之師，老子思想的

核心即美德和博愛，他將從老子

思想中領悟到的倫理價值和思維

方式，融合到日常生活及文學創

作中，這個來自東方的思想，經

過他的詮釋後，成為了俄羅斯人

能夠接受和理解的普世理念。

寬容博愛終極關懷

最終，托爾斯泰領悟到了 
人生的意義在於「愛，自我犧

牲」，這是「求幸福的唯一方

法」。「愛」是人生的終極目

標，它規範了人類理想的生存狀

態——這就是托爾斯泰探索的最

終結果。

托爾斯泰提倡以寬容、博愛

和完善的道德來化解各種矛盾，

他認為，不管現實生活多麼黑

暗，不管人類所承受的痛苦多

麼沉重，只要心中有「愛」，那

麼，就具備克服一切困難的勇氣

和力量。

在托爾斯泰的作品中，我們

不難發現其對生活的熱情和理

想、對真理和正義的捍衛，他的

文字不僅能讓人感受美，更能給

人溫暖和鼓舞的力量。

1908 年，托爾斯泰在致印

度人民的公開信中譴責了英國殖

民統治，宣揚「勿以暴抗惡」原

則，鼓勵印度人用「愛的原則」

拯救自己。當時在英國就學的甘

地大為震動，於 1909 年開始與

托爾斯泰書信交往。

深受托爾斯泰感染的甘地在

南非工作期間，建立了托爾斯泰

農場，接受了「勿以暴抗惡」的

思想。甘地被羅曼 ‧ 羅蘭詡為

「托翁聖火的傳人」。

環顧托爾斯泰的一生，歷經

幾次思想的轉變，晚年的他尋求

的不再是享譽全球的文學地位和

豐厚財富，而是對人生、宇宙終

極真理的追尋，他力求過簡樸的

平民生活，甚至想把所有的著作

權與財產捐給民眾，對他而言，

人不過是塵世的匆匆過客，桂

冠、財富和軀體早晚要卸下，帶

不走。

反觀現代功利主義社會下，

人的精神世界正面臨著荒漠化的

危險，在這樣一個精神理想嚴重

缺乏的年代，托爾斯泰的博愛精

神更顯得彌足珍貴。任時光飛

逝，托爾斯泰偉大的精神力量依

然如一盞高懸在黑暗夜空中的明

燈，指引著人們前行的方向。

數百年前，明朝皇族中出生了一位音

樂奇才，他解決了東、西雙方共同在

音律上的一道千古難題，而這套解題

的理論，至今仍被廣泛應用在世界各

地的鍵盤樂器上，他被譽為鋼琴理論

的鼻祖－－朱載堉。

◎  編輯整理：穆臻

當俄國文豪托爾斯泰遇見中國老子

但是以三分損益法算出的清黃鐘的數

值卻是 39.9549，與 40.5 有小的差

異，造成十二律在返宮上的缺憾。

這個缺憾在音樂演奏上有甚麼影

響？當音律沒有辦法回歸到原點，再

重新出發後就會產生音差，音差看似

很小，但若是在一個很寬廣的音域

內，經過幾次轉調後，跑音就會很明

顯了。

神乎其技的數學精算

漢代的京房；南北朝的錢樂之、

何承天；隋唐五代的劉焯、王朴；宋

代的蔡元定等人，在解決返宮的問題

上都勞而無功。直到明萬曆年間，朱

元璋的九世孫朱載堉提出了「新法密

率」（即十二等程律），才徹底地解

決了黃鐘不能還原及實現旋宮轉調、

周而復始的理想。

朱載堉完成了令人歎為觀止的數

學計算，他將一個八度音程分成等比

的十二份，讓任何二個相鄰的律之間

的音程相等。在那個沒有計算機的時

代，他自創了九九八十一檔、長達

幾米的雙排大算盤，計算出 12 √ 2
得 1.059463094359295264561825

（每二個相鄰單音間的比例），精準

到小數點後 24 位，找到能夠返宮的

奧義。他所創建的音律體系，至今為

止，仍主宰著世界各地鍵盤樂器的靈

魂。

朱載堉本身是位文理精通的奇

才，融會天文、曆法、數學、舞蹈及

樂理等領域。他在研幾探賾的路上，

啟悟到大道至簡至易的道理，他寫

道：「以淺近之辭，發揮高深之理，

以幽微之數，研究迂闊之學，得其精

而忘其粗。」而後，朱載堉的律學研

究，被西方傳教士利瑪竇從中國傳到

了歐洲……

中國古人以天

人合一觀念探

索音律，音律

與上天和諧同

一，社稷將會

長治久安。

千古難題－－「黃鐘不能還原」

音律是古代制度的基石

「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

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國

語》) 古人很早就察覺到「律」與

「數」和合的關係。以今日的科學觀

念來看，音樂、曆法與度量衡，三者

是毫不相干的學科，但在古人眼中，

它們卻是和諧相通的，而音律更是後

二者的根本。

遠古傳說，黃帝命伶倫作律，伶

倫依據鳳凰的鳴叫聲製作出十二根笛

子，完成了十二律呂。關於十二律呂

的名稱，《國語》寫道：六律為黃鐘、

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

呂指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

呂、應鐘。陽曰律，陰曰呂，律呂與

陰陽二氣相通。

《禮記》中描述了一年十二個月

與十二律呂相對應的關係：孟春之

月，律中太簇；仲春之月，律中夾

鐘……季冬之月，律中大呂。鄭玄注

解：將每個律管中以葭灰填實，當某

個月分到臨時，與之相應的律管中的

葭灰就會飛動起來，叫做「吹灰」。

律管可探測時令節氣的變化。

十二月循環往復，十二律也循環

交替，從周代至秦朝都以冬至（十一

月）為歲首，作為節氣循環的起點。

十一月對應黃鐘，屬宮音，律之始

也，每當一個輪迴結束後，必須返回

到原點，然後再開始一輪新的循環，

在律學上稱為「返宮」。但是古人卻

遺憾地發現，每一次的循環都無法完

美地回到宮音上，造成「黃鐘不能還

原」的問題。

千年未解之謎

「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

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

也。」（《禮記》）無法精準地返回到

宮音是東、西雙方在音律學上共同遇

到的難題。中國古人以天人合一的觀

念在探索音律，如果音律無法與上天

和諧同一，表示禮崩樂壞，社稷將無

法長治久安，為此歷朝歷代的儒者莫

不汲汲實現音律返宮的理想。

返宮的問題與生律的方法有關。

《管子》首見談論五聲（宮、商、角、

徵、羽）的定律方法，稱為「三分損

益法」。先以黃鐘律管為本，輪流

乘上 2/3（三分損一）及 4/3（三分

益一）得到另外四聲（管），而確立

五聲。《呂氏春秋》中八度音程內的

十二律也是用同樣的方法取得的。

古人以律管長度的比例來計算

音程，當二根律管的長度比為 2：1
時，正好是一個八度音程，例如：

《管子》記載「主一而三之（1×3），
四開以合九九（34 ＝ 81）」，黃鐘之

宮為 81，屬中音 do，長度減為一半

得 40.5，即高音 do，稱為清黃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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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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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字樂天，晚年好

佛，號香山居士，享年七十五。

自幼聰穎，五、六歲就學寫詩。

二十九歲考中進士，曾因宰相武

元衡被刺殺而上疏，被誣陷貶江

州（今屬江西）司馬。後任杭

州刺史、蘇州刺史等，官至刑

部尚書。提倡新樂府，主張繼

承《詩經》言志精神。詩風平易

淺白，老嫗能解。與元稹以詩唱

和，並稱「元白」，又與劉禹錫

齊名，世稱「劉白」。

（1）直：通「值」， 值班。

（2）絲綸閣：草擬皇帝詔

書的地方。絲綸，帝王的詔旨。

出自《禮記 ‧ 緇衣》：「王言如

絲，其出如綸。」（3）鐘鼓樓：

宮中報時辰的地方，早晨敲鐘報

時，晚上擊鼓報時。（4）刻漏：

古代計時的漏壺。（6）紫薇花：

落葉喬木，夏秋之間開花，花呈

紫紅色或白色，也稱百日紅、滿

堂紅。多植於宮禁之內，又稱官

樣花。（7）紫微郎：指中書郎。

唐玄宗開元元年，改中書省稱紫

微省，中書令稱紫微令，取紫微

星為義。故任職中書省的官員又

稱紫微郎。

絲綸閣中草擬的詔書很少，

顯得很閑靜。聽著鐘鼓樓內計時

的滴漏聲，更覺得時間漫長。黃

昏中獨自坐守中書省，有誰來相

伴呢？只有殿外的紫薇花對著我

這個紫微郎。

憲宗元和十年（815），白

居易因故被貶為江州司馬。當他

在江州潯陽江，聽到淪落此地的

長安紅歌女彈奏琵琶曲，不禁寫

下了〈琵琶行〉，詩中「同是天

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也是他對自身遭遇的感慨，〈琵

琶行〉和〈長恨歌〉都是白居易的

代表詩作。

自後白居易「宦途自此心長

別，世事從今口不言。」（〈重

題〉) 而且「面上滅除憂喜色，

胸中消儘是非心。」（〈詠懷〉）

他在江西廬山蓋了草堂，常和僧

道的朋友來往，成了一個與世無

爭，但仍然勤政愛民的官員。 

長慶二年（822），白居易任杭

州刺史時，他疏井修堤，蓄水灌

田，離職時還寫下治水要領〈錢

塘湖石記〉，刊於石上，讓後繼

者知曉，並將官俸留在州庫，作

為公家急需之用。敬宗寶歷元

年（825 年），白居易調蘇州刺

史，到任後他平均賦稅、簡化政

事，盡力解除民間疾苦。當他因

病辭職，蘇州官員和百姓站滿運

河兩岸，準備酒席和樂隊為他

送行。劉禹錫描述當時的場面：

「蘇州十萬戶，盡作嬰兒啼。」

白居易晚年已是一心向佛號

稱香山居士，自言「人言世事何

時了，我是人間了事人。」（〈百

日暇滿少傅官停自喜言懷〉）

作者

註釋
語譯

蘇菲格林是個中國女孩，生

來就沒有雙臂，遭親生父母遺

棄。兩歲時被美國猶他州赫爾瑞

姆安的克里斯蒂安和傑里米夫婦

收養。

這個無臂女孩在濃濃的愛中

長成一個堅強快樂的少女，學會

用雙腳代替雙臂做許多事情，和

正常孩子一樣到學校讀書，並且

熱愛舞蹈。

蘇菲格林燦若春花的笑容，

感染了無數中國人的心。很多人

都感嘆，如果這個孩子依然生活

在中國大陸，那她的人生會是怎

樣？她的笑容還會如此燦爛嗎？

我曾經工作的學校附近有一

家福利院，有一次，我們去送兒

童讀物，院長告訴我們，這裡

有 100 多個孩子，都是被親生

父母遺棄的，有殘疾的，也有正

常的。遭到丟棄的正常孩子一般

是私生子或女孩。福利院的工作

人員常常會在某一天的早上，就

在大門口撿到一個被凍得小臉發

紫，或餓得奄奄一息的孩子。

我的獨生女兒讀幼兒園時，

非常喜歡跟大她三歲的表姊一起

玩。一天，我正在廚房燒飯，女

兒哭著到廚房來找我，「表姊欺

負我。」一面說，一面掉眼淚，

看來是真的受了委屈了。

看著掛著兩行眼淚的女兒，

我笑笑地跟她說：「那你不要跟

表姊玩了，她都欺負你。如果你

還是要跟她玩，只有忍耐這一條

路。」女兒毫不猶豫地搖搖頭：

「不，我還是要跟她玩，我還是

忍耐好了。」語畢，隨即離身找

表姊玩去。

此後，很少再聽女兒來抱

怨，或哭訴受表姊欺負等 ( 冷眼

旁觀，表姊的確經常仗著自己年

長些而欺負表妹 )。
通常我不太干預下一代孩子

間的爭執，小孩之間其實有他們

一套遊戲規則，大人們管太多，

美其名是站出來主持公道，是否

公道，要看站在哪個角度看 ?
在我小的時候，父母很少為

我出頭，每當我跟玩伴發生爭

執，父母通常都不以為意，不會

站出來幫我教訓對方。

孩童時期的我，深知與鄰居

同伴之相處，父母不會當我的靠

山，遇到不公平對待時，我學會

忍耐。

這懂得忍耐的個性，讓我在

後來的人生過程，得到許多意想

不到的收穫：

因為忍耐，抓住許多機會。

因為忍耐，獲得好人緣。

因為忍耐，經常享受突破困

難的愉悅。

不介入孩子之爭
◎文：程謙

◎文：心慧

賞析

傳說每一個殘疾的孩

子，都是折翼的天使。他們

同樣害怕孤獨，更渴望關

愛，他們也有自己的夢想，

也希望在藍天下自由翱翔。

只是，誰會為他們修復折斷

的翅膀？

走進孤兒們住的地方，一些

會走路的孩子看見我們，全都

圍過來，我抱起其中一個大約 1
週歲多的孩子，非常漂亮的一個

小男孩，不會講話，活潑好動。

一個 3、4 歲的男孩子一直

站在我的邊上，看樣子是個有些

輕微殘疾的孩子，右手臂屈著，

臉上寫滿渴望、焦慮。

我將手裡的孩子遞給同事，

俯下身去將他抱起來。這個孩子

竟然渾身都在顫抖，臉漲得通

紅，我能聽到他急促的呼吸，他

不會講話，只是緊緊的抱著我。

 我抱著他走進玩具室，他明

顯興奮起來，然後我看到笑容在

他的臉上綻開。

離開的時候，我要放他下

來，可是他摟著我的脖子死活不

肯鬆手，身體抖動得如痙攣一

般。我只好輕輕的拍著他的背，

安撫著他。女保育員過來強拉他

下來，拖著他離開。

就在走到門口的一霎那，那

個孩子拚命掙脫了保育員，飛奔

過來抱住了我的腿。他就那樣仰

著臉看著我，沒有哭泣，沒有眼

淚，只有渴望與乞求。

我的心哆嗦了一下，突然好

像被一把鋒利的刀扎中，痛得眼

淚瞬間湧出眼眶。我再次將他抱

起，緊緊的摟在懷中，感受著那

小小軀體激烈的顫動。

回到車上，幾個同事都流淚

了，沒有一個人說話，也不知說

甚麼。

福利院院長說，每年都有美

國人來領養這些孤兒，只選那些

殘疾的或智障的，美國人說，這

些孩子更需要愛。

被幸運眷顧的並不只是蘇菲

格林，在美國，不經意就可以遇

到這樣的孩子。

表現中華五千年神傳文化的

晚會上演時，我曾在劇場遇到過

好幾家美國白人夫婦，帶著收養

的中國孩子來看演出。

有一個 8、9 歲的中國小女

孩，明顯能看出是兔唇縫合的。

穿著紅色小旗袍，牽著美國父母

的手，快樂得像一隻小鳥。女孩

喜歡精美的演出紀念品，養父母

給她買了好幾件。他們說：「孩

子是從中國來的，我們必須讓她

知道自己國家的文化。」

被自己親生父母丟棄的孩

子，在大洋彼岸找回了生命的尊

嚴與快樂。而這些將愛無私奉獻

給一個遙遠國度的小生命的人

們，卻時刻提醒孩子們，要了解

自己祖國的文化，不要忘記自己

的根。這是怎樣的一種愛，又是

怎樣的一種胸懷？

所謂大愛無疆，只有具有崇

高信仰與信念的人們，才能展現

出如此耀眼的人性光輝。

滴水之恩
當湧泉以報

直中書省
作者：白居易 bái jū yì 

sī lún gé xià wén zhāng jìng

dú zuò huáng hūn shuí shì bàn

zhōng gǔ lóu zhōng kè lòu cháng

zǐ wéi huā duì zǐ wéi láng

絲綸閣下文章靜，

獨坐黃昏誰是伴？

鐘鼓樓中刻漏長。

紫薇花對紫微郎。

zhí zhōng shū shěng 

解 釋

禍：災難。

因：由於，因為。

惡：罪過、不良的行為。

積：長久積累。

福：幸福，吉祥幸運的事。

緣：由於，因為。

善：行善事。慶：福澤。

譯文參考

災禍是由於長久做惡而致，

幸福是因多行善事而得的。

深入閱讀

慶：慶這個字的金文寫作

「慶」，小篆寫作「慶」。從字

形上來看是由「鹿」、「心」、

「ㄆ」三個部分組合而成。「ㄆ」

有行走的意思。「慶」這個字的

本義是說：如果遇到慶典，人們

走到別人家去祝賀時，都會懷著

喜悅的心並奉上鹿皮做為禮物。

千字文

禍 因 惡 積

福 緣 善 慶
fú yuán shàn qìng

huò yīn è jī

點亮生命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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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有許多風水愛好者，他們從流傳和古

籍中知曉了一些風水理論，經過多年的苦苦追尋和驗

證，發現風水的確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  文：安吉

從西方科學量子糾纏現象看，古

代神仙術士們的神跡就一點也不

稀奇。

中華五千年的歷史，風水早

已溶入人們的生活中，成了重要

的組成部分。從帝王將相到平民

百姓，從皇宮大院到街頭巷里，

幾乎人人多少都和風水打過交

道。不管是首都的選址布局、城

市的設計建造，還是陰宅陽宅的

定位取向，家具擺設等等，都要

找人看看風水，算算運程，好趨

吉避凶。

隨著近百年來的工業化運

動，風水和中華正統的文化似乎

離我們越來越遠，人們潛意識裡

把它當成了「落後」的代名詞。

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記得在報

紙上曾看到過香港富豪李嘉誠說

過的一句話：別人和我講科學，

我卻相信風水，而且我迷信……

要說風水是迷信，那像李嘉誠這

麼見多識廣的人也會迷信嗎？

西方科學家也發現大地有能

量的流轉和地電等現象，和風水

理論不謀而合。

很多西方大公司和東南亞大

富豪們甚至還聘請專職風水師，

每逢事情都諮詢商議。

有鑑於此，安吉從這期開始

《風水探秘》系列探討，希望能

帶給你不一樣的感受和認知。首

先聊聊兩個話題：風水到底是甚

麼、風水為甚麼能起作用。

風水探尋「地」的奧秘

我們先來看看風水到底是甚

麼。風水發源於中國，在中國民

間有種說法：一命二運三風水，

四積陰德五讀書。前三種是天

定，後兩種是人為。風水的作用

被劃為天定，遠遠超過讀書改變

命運的說法。

「風水」這個詞來源於魏晉

時期郭璞所著的《葬書》，其實

風水這個行當的歷史要比《葬

書》的歷史長的多，《詩經‧大

雅‧公劉》和《大雅 ‧綿》中就

有關於風水活動的描述，那時被

人稱為相地或形法。風水又叫堪

輿，還有叫地理的。郭璞寫《葬

書》的時候，除了整理了一些風

水理論外，主要是確定了「風

水」這個名詞。

無論叫堪輿也好，叫地理也

好，叫形法也好，還是叫風水甚

麼的，雖然叫法不同，但萬變不

離其宗，根本上來說，就是探尋

以「地」為首要參照座標的天地

奧秘的過程。

中國古代有「天人合一」的

理論，也就是說天、地、人三才

對應。《道德經》中說，「人法

地，地法天……」，這樣看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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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說法認為是有

三百六十五個，他們分別對應著

三百六十五個人體的穴位。周天

的字面意思是指天地間的循環，

人體有周天，那天地自然也會有

周天的存在。也就是說，「地」

也和人一樣，也有脈絡、周天和

穴位。從某個角度來認識，地也

是天，也是人。天也是地，也是

人。人也同樣是地，也是天。比

如中醫就認為人體同時具備天、

地、人三部分，人體下面部分是

地，人體中間部分是人，人體上

面部分是天。

風水，探尋的就是「地」這

一體系奧秘的活動。以此而發展

的理論，人們把其叫做風水學；

而這個過程中使用的具體方法被

叫做風水術。引申來說，由於這

個過程是和生命的修煉活動結合

在一起的，所以這個過程也是一

個生命修煉提高的過程。修煉中

修出和「地」這個體系，和風水

活動相關的術類的東西或者能力

則被叫做風水術。

風水為何會起作用

有人認為風水這門學問是人

們長期勘測地形積累經驗而形成

的一門學問。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那以

現在科技的現代化程度，誰要想

當皇帝，就動用現代機械根據對

地形的經驗的總結，做個人造地

穴不就可以了嗎？為甚麼做不

到呢？就是因為一個地方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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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可以

按風水模型造成地形，卻沒辦法

安排一位地靈神駐守在那裡。

風水被歸類為道家的世間小

道，道家文化認為人的生命根源

在天上，人生的目的是通過修煉

逐漸接近，最終同化自己先天的

本性，所謂「返本歸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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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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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科學對風水關聯現象也

有些認識。比如量子物理學中有

一種現象十分引人關注，叫做量

子糾纏現象。物理學家們說：兩

個或多個量子系統之間存在非定

域、非經典的強關聯。用大白話

說，就是不論兩個粒子間距離多

遠，一個粒子的變化都會影響另

一個粒子的現象，即兩個粒子之

間不論相距多遠，不受時間和空

間的影響，也不需要任何的連

接，它們都能「心心相印」。如

果真的將量子糾纏現象研究透

徹，那麼我們今天的人就有可能

通過影響今天的某些事情，而穿

越時空改變過去或者將來的歷

史……所以從量子理論的角度，

古代神仙術士們的神跡就一點也

不稀奇了。

風水這個話題太大了，本期

只能先說到這，下期再繼續分享

生活中的風水現象。

測測看！

你的財運旺嗎？

新年假期，你與戀人一

起去寺廟上香祈福，接著許

願抽籤。好兆頭！你抽了一

支上上籤。如果要把這支籤

繫在廟前的樹上，你會怎麼

繫呢？

1、將籤盡量往高的樹

枝上繫

2、將籤繫在一伸手就

搆得著的樹枝上

3、將籤繫在低矮的樹

枝上

（測驗結果請看⋯⋯）

1、往高的樹枝上繫
來年你的財運能否旺

盛，主要取決於你的創意。

你屬於可自由創想的類型，

腦袋裡常有一些令人吃驚的

獨特想法。假如你的想法是

實際可行的，又非常有創

意，那很可能為你招來很好

的財運，可以大賺一筆。如

果你的創意太過離譜，使人

難以接受的話，那你將陷入

孤立，財運自然也好不到哪

裡去。

2、伸手就夠著樹
枝上

你是一個想法實際的

人，對自己的能力很有自

信，而且只要認準的事情，

會堅持到底，無論遇到多大

的阻力都不會放棄。

來年你只要堅持自己的

做事方式，肯定會有好的財

運。只是如果遇事能再靈活

一點，懂得及時變通，財運

將會更加旺盛。

3、低矮的樹枝上
也許是心智上還不太

成熟，你對自己缺乏自

信，遇事常常猶豫不決，

欠缺果斷。假如繼續自己

的做事風格，來年你的財

運將不易興旺。可以找一

項自己擅長或感興趣的事

情去做，遇到困難勇敢面

對，不要逃避和退縮，從

中你會建立自信，找到成

功的感覺。慢慢的，財運

就會越來越旺。

中國古代有「天人合一」的理

論，也就是說天、地、人三才

對應。《道德經》中說：「人法

地，地法天……」

風水到底是甚麼

整版圖片：FOTOLIA

   風 水 探 祕

◎  文：幽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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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籍《列子．湯問篇》

記載，戰國時代的神醫扁鵲給公

扈、齊嬰做心臟調換手術，結果

手術完成後，兩個人各自進了對

方的家門，只認對方的妻子。雙

方鬧到官府，後扁鵲道出原因才

得以平息。

器官移植在現代已經很普

遍，換心後只認對方妻子的事也

有發生。美國喬治亞州的索尼．

格雷厄姆（Sonny Graham），

1995 年進行了換心手術。之

後，他見到了捐贈者的遺孀，竟

然對她一見鍾情，「感覺好像已

經認識她多年。我一直看著她，

目不轉睛。」遺憾的是，兩人結

婚後的第三年，69 歲的格雷厄

姆與他心臟的主人一樣，開槍結

束了自己的生命。

夏威夷大學護理系臨床教

授保羅．皮薩爾（Paul Peasall）
和亞利桑那大學心理學教授嘉

里．施瓦茨（Gary Schwartz）
等三位學者，通過對 10 個典型

的同類案例的記錄和分析，發表

了一項研究成果：心臟移植或心

肺移植患者在手術後不但表現出

器官捐獻者的個性、愛好與行為

特徵，甚至還會重複逝者生前的

感官體驗。

美國專業舞蹈演員克萊爾．

西 爾 維 亞（Claire Sylvia） 因

罹患原發性肺動脈高壓症，在

1988 年 47 歲時接受了心肺移

植手術。她在回憶錄《心之轉

變》（A Change of Heart）一書

中，回憶了自己手術之後的種種

奇妙體驗。

跳舞的西爾維亞從來不喝

酒，也不會碰巧克力棒、青椒、

炸雞等食物，但手術後不久，她

竟然發現這些成了自己的最愛。

手術五個月後，她夢見與一

個姓名簡寫為 Tim L. 的瘦高紅

髮少年很親近，且在冥冥中知

道，他就是捐獻心臟的人。

之前，一位護士曾告訴西

爾維亞，她的心臟來自緬因州

一位騎摩托車出車禍的 18 歲男

孩。 1990 年，她從報紙訃告上

知道了這個男孩的名字，他叫

提摩西．拉米蘭德（Timothy 
Lamirande）。西爾維亞前去拜

訪拉米蘭德的家人，這個男孩的

媽媽端出巧克力蛋糕招待她，說

巧克力是兒子生前最喜歡吃的東

西，並告訴她，自己的兒子生前

精力過人，啤酒、炸雞、青椒

都是他喜歡的食品。西爾維亞

在 2009 年過世，她的經歷還被

好萊塢拍成電影《陌生人的心》

（Heart of A Stranger）。
有的心臟捐贈者，在瀕臨死

亡那一瞬間的所有記憶，都會隨

之轉移到受體的身上。 56 歲的

大學教授班（Ben）在心臟移植

手術幾週之後，總是夢到一道閃

電打到臉上，灼痛難忍。閃電出

現前，他會瞥見一個長髮長髯、

面無表情的男子面孔。後來得

知，心臟捐獻者是位 34 歲的警

官，在追緝毒販時被槍彈擊中面

部而死。警方繪製的嫌犯畫像，

正是長髮長髯、眼窩深陷、面無

表情。那道閃電光，正是子彈飛

過來留在警官生命中的最後一幕

記憶。不僅是普通的感官經驗，

就連一些特殊技能，也可以隨之

「移植」到另一個人身上。一位

17 歲的美國少年，熱愛古典音

樂，夢想能登上卡內基音樂廳演

出。

在一次去上小提琴課的路上

遇上駕車槍擊而罹難。隨後，他

的心臟被移植給了一個 47 歲的

鑄造工人。奇怪的是，不懂也從

不聽古典音樂的鑄造工人自從手

術後，可以連坐幾小時聽古典音

樂，嘴上還吹著他從來不知道的

曲調。

研究者們發現，很多心臟移

植者的變化與器官提供者的特

質都十分吻合，顯然這不可能

是巧合。研究者們以此為基礎

提出了「細胞記憶」（Cellular 
memories）假說，他們相信細

胞的神經元可以儲存記憶，而最

容易受到影響的就是心臟移植患

者。

2006 年 9 月 9 日，美國阿

特蘭蒂斯號航太飛機進入太空執

行 STS-115 任務，這是歷史上

第 119 次航太機任務，目標是

恢復國際空間站的建設。

9 月 19 日，機組人員看到

一個不明物體與軌道器一起，在

軌道上移動長達幾個小時。機組

隨後告知任務控制中心，並用車

載電視攝像機記錄了該物體，但

傳回的圖像解析度不足以識別物

體。原定於當日返回的阿特蘭蒂

斯號太空梭也沒有按時返回地

球。 9 月 21 日，太空梭平安回

到地球。

在當日的新聞發布會上，

首次參與執行任務的 NASA
女宇航員海德馬里．斯特凡尼

斯 海 寧 - 皮 珀（Heidemarie 

M.Stefanyshyn-Piper）正要試

圖解釋在太空中發生了甚麼事

時，突然暈倒了。當她起來嘗試

繼續說時，再一次暈倒。

根據飛行外科醫生史密斯約

翰斯頓（Smith Johnston）的說

法，宇航員通常會在太空中失去

10% 到 14% 的血量，大約會在

一、二天內才能重新獲得足夠的

血量。所以官方稱皮珀是因為剛

回到地球，身體仍在適應中。

但見過皮珀暈倒瞬間的驚悚

表情和過程之巧合的人，卻有不

一些器官移植患者經過移植後，脾氣、習性逐漸顯現出

供體特徵的異常現象，引起了醫學界的關注。人體器官究竟是

只具備單一的機能，還是與大腦一樣，也具有記憶功能？

◎文：青蓮  圖：Fotolia

奇妙的心臟記憶

◎文：蘭心  圖：Fotolia

談不明飛行物 
女宇航員離奇暈倒

◎文：藍月

在東非有一個土著部

落，被稱為法茂族，雖然他

們的膚色接近非洲人，但這

個部族的人對外稱自己是中

國人，是明朝的後裔。

專家們經過一系列的

實地考古研究後發現，這

些人很可能是明代鄭和下

西洋時期，船隊中的水手

與東非當地居民通婚繁衍

而形成的族群。在這裡，

至今還保留著大量的中國

明代青花瓷器，以及刻有

中國漢字的墓碑。

當年，鄭和的船隊在

肯尼亞附近遇險，有 2 艘

船沉沒，船上有 100 多人

上岸了，這些人就在附近

的島上定居下來，並與當

地人通婚，逐漸形成一個

部落，就是法茂族。

法茂族保留著相當多

的中國傳統文化，生活習

慣也和中國人有許多相像

的地方，比如炒菜、編籃

子，甚至島上的一些法茂

人還能說中國方言，講一

些中國民間故事。

也許是他們的祖先至

死也沒能回到中國的遺

憾，島上有許多墳墓採用

的都是中國古代常用的「龜

貝塚」，朝向東方。這些流

落海外的中國人，即便埋

骨異鄉，也要遠遠遙望著

故鄉。雖然時空流轉，但

法茂人對中國依然有一種

特別的情感，他們把中國

人稱作遠方的親戚。

遺落在非洲的
明朝後裔

生前行惡墮畜道  轉世忠犬護主人

◎文：秀秀  圖：Fotolia

清代大學士紀曉嵐在《閱微

草堂筆記》中，記敘了一個親歷

的輪迴轉世故事。他有個僕人宋

遇，為人陰險，品性欠佳。後

來，宋遇去世了。

乾隆三十三年（1768 年），

紀曉嵐被貶到新疆的苦寒之地烏

魯木齊。

一天，紀曉嵐夢到已經去世

的宋遇對他叩頭說：「知道主人

從軍萬里，宋遇掛念主人，現今

來給您服役。」

隔日，當地的一個孝廉給紀

曉嵐送來一隻剛出生的小狗。想

一樣的解讀，他們認為是外星人

不想讓她談。

之後，皮珀果然再沒有在公

開場合談自己遇到外星人或者飛

碟的事。

起夜裡的夢，紀曉嵐肯定這條小

狗應該就是宋遇轉世，便給這小

狗取名四兒。

四兒從此就陪在紀曉嵐身

邊，寸步不離，忠心耿耿。被赦

免回京時，原想將四兒留在當

地，但四兒竟然一路跟隨，趕也

趕不走，且一路看守財物，非常

盡責。

紀曉嵐感四兒忠義，特為牠

提詩：「歸路無煩汝寄書，風餐

露宿且隨予；夜深奴子酣眠後，

為守東行數輛車。」「空山日日

忍飢行，冰雪崎嶇百廿程。我

已無官何所戀，可憐汝亦太癡

生。」

回到京城一年多後，四兒突

然被人毒死了。紀曉嵐查明是家

裡的奴僕嫌四兒守夜太嚴，所以

毒死了牠。

紀曉嵐非常生氣，將奴僕們

居住的屋子題了「師犬堂」三個

字。

他感嘆，那宋遇生前也是個

惡人，轉生成狗竟如此忠心，是

不是牠已經知道，因自己前世鑄

下太多惡業才墮入畜道，現在悔

過從善以彌補罪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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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輛馬車進了樹林，一路上小狗寶

兒歡快地跑前跑後，信鴿在三輛馬車上

方盤旋，很順利地穿過樹林，然後一路

往東，傍晚時到了一個小縣城。找了一

家最好的旅館，住了一晚。第二天，三

輛馬車直往京城奔去。剛過午就趕到了

十里長亭，早有林府的四個人在此接

應。見了他們，喜笑顏開，其中一位立

即飛馬回城報信。

傍晚，終於到了林府。大門前的高

大白玉石牌坊，雕著流雲，龍鳳；門樓

上高聳一個匾額，上面斗大的兩個燙金

大字：「林府」。門兩旁的牆上還鑲嵌著

兩個豎匾，分別是「兩廣總督」、「揚州

鹽運使」。大門兩邊的石獅威猛地坐著。

良玉對一個傭人說：「讓李伯把這兩個豎

匾取下吧。」黛玉笑著點頭。門前兩列

人排成雁翅形，夾道歡迎。進了大門，

只見一條寬寬的甬道直通林府深處。穿

過三進院子，忽見眼前矗立一個高台，

煞是壯麗。高台足有幾丈高，正中一間

寬敞的亭閣。高台四個角上各站立一隻

銅鶴，四面有潔白的台階和護欄。台下

一個小溪環繞，流水潺潺，小溪岸邊種

植各種鮮花。小翠要到台上玩，大嫂一

把拉住，小聲呵斥：「不許亂動！別人笑

話。」

這時丫鬟媳婦們把眾人帶到一間大

廳。高大軒昂，迎面牆上掛著名畫及對

聯，長桌上放著金鼎，玉壺，琉璃缸，

地下兩溜二十張楠木交椅。茶几上放著

汝窯美人觚，觚內插著時鮮花卉。眾人

坐定後，立即上來七八個丫環給每人斟

了熱茶；又上來幾個丫頭端來了時鮮水

果。不到半杯茶功夫，進來一位五十多

歲的老人，此人面目慈祥，眼中透出聰

慧。老人一進門，良玉忙迎上前去行

禮，口喊：「李伯好！」李大伯也親熱地

抓住了良玉的手，兩人像久別重逢的父

子。良玉向眾人介紹：「這是我李大伯，

偌大的林家，全靠他一人打理。」這時眾

人都禮貌地站了起來。良玉又一一地把

眾人引薦給李伯。最後良玉把李伯引到

大伯跟前，說：「你看看，他是誰？」兩

位老人對視良久，好像時光飛速後退，

後退，最後定格在雙方十八、九歲模

樣。忽見他們熱淚盈眶，熱烈地抱在一

起。李大伯說：「今日匆忙，過兩天閒

下來，咱兄弟倆關起門來，說個三天三

夜！」這時，一個丫鬟來找李伯有事，

李大伯對眾人說：「對不起，我只好告退

了，來日方長，」說著匆匆離去。

不一會，一個大嫂笑盈盈地走進來

說：「請去用飯吧！」到了一個寬大的飯

廳，飯菜早已擺好，十幾個丫鬟端著面

盆，讓眾人洗了手。那位大嫂說：「旅途

勞頓的人口內乾渴，所以今晚多燒了幾

樣湯，這裡是紅棗蓮子粥，這個是火腿

At the end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184-220 AD), the land of China 
was divided into three nations: Wei, Shu, 
and Wu. The emperor of Shu nation, Liu 
Bei, left instructions in his will before he 
died asking Prime Minister Zhuge Liang 
to invade the North and revitalize the 
Han nation.

At that time, the regions to the south 
of Shu invaded Shu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Meng Huo. Zhuge Liang immediately 
organized the army for a southern 
expedition.

When the army arr ived in the 
southern territory and fought the army 
led by Meng Huo, Zhuge Liang used a 
strategy of appearing defeated. Superior 
in numbers, Meng Huo led his army to 
chase Zhuge Liang. As a result they fell 
into the trap Zhuge had set. The southern 
invaders were defeated and Meng Huo 
was captured.

Meng Huo was taken to see Zhuge 
Liang in the main camp. He thought to 
himself: I will certainly die this time. 
Surpr isingly, Zhuge Liang ordered 
soldiers to untie the rope and kindly 
persuaded him to surrender. But Meng 
Huo was not  conv i nced .  He sa id , 
"Victory or defeat is common in battle. 

I was not careful and fell into your trap. 
How can I be convinced?"

Zhuge Liang did not force him. 
Instead he took Meng Huo on a tour of 
his army camp on horseback. He then 
asked Meng Huo, "What do you think of 
my army?" Meng Huo said arrogantly, 
"I failed because I was not clear about 
the size of your army. After you showed 
me today, I have to say that it is not that 
impressive. It would not be that difficult 
to defeat you." Zhuge Liang laughed and 

said, "Since you think this way, then go 
back and prepare better next time. We 
will have another battle."

After his release, Meng Huo prepared 
his army and once again fought the Shu 
army. However, he was a person with 
courage but no wisdom. He was not 
nearly as competent as Zhuge Liang. 
O nc e  a g a i n  Me ng  wa s  c a p t u r e d . 
However, Meng still refused to surrender. 
Zhuge Liang once again released him.

The generals in the Shu army were 
all puzzled. How could we let go of our 
enemy easily after marching so far away 
from our homeland? Zhuge Liang had 
his own reasons, "In order to have long-
term stability of the southern border of 
Shu, the only way is to convince them 
with virtue and then they would be 
convinced from the bottom of their heart. 
Overcoming the issue with a show of 
strength would prove troublesome in the 
future." All officials admired his insights.

When Meng Huo once again came 
back, his brother Meng You came up with 
a plot. At midnight, Meng You led trooops 
to the Shu Camp and pretended that they 
would surrender. Seeing his true intention 
at first glance, Zhuge Liang treated his 
soldiers to a large amount of good wine. 

As a result, Meng You's soldiers were all 
drunk. At that time, Meng Huo led his 
army to strike but he received no help 
from the drunk soldiers. He was captured 
again. But he was still not convinced. 
Zhuge Liang then let him go for the third 
time.

Upon returning, Meng Huo prepared 
his army for another strike. One day, his 
spy suddenly reported to him, "Zhuge 
Liang is exploring the terrain all alone." 
Meng Huo was so excited and led his 
people to capture Zhuge Liang. However, 
he once again fell into a trap and was 
captured for the fourth time. Knowing 
that he would not be convinced this time, 
Zhuge Liang once again let him go.

One general of Meng Huo's army, 
Yang Feng, fought alongside Meng Huo 
and was captured and freed numerous 
times. He was very grateful for the 
generosity of Zhuge Liang. To return the 
favor, he and his wife captured Meng 
Huo after they made him drunk and took 
him to the Han Camp. Meng Huo was 
captured for the fifth time but he was 
still not convinced and said that he was 
framed by traitors. Zhuge Liang then let 
him go for the fifth time and asked him to 
fight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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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八回（上）

黛玉後傳
文/黃靚

鮮筍湯，這個是雞皮酸菜湯，這個是冰

糖燉白木耳，這個是鮮蝦銀魚湯，每人

隨意用吧。」桌上還擺了十幾樣菜和熱騰

騰的小籠包。吃飯畢又用茶水漱了口，

喝了茶。然後由丫頭們分別帶到各處安

歇。

兩個丫頭在前面帶路，把良玉和紫

娟帶到一個院落前，早有四個丫頭站在

門口相迎，其中一個姑娘說：「歡迎二少

爺和紫娟姑娘。我叫琴兒，以後就由我

們六人服伺少爺。」說著，進入院子。

只見院子寬敞，潔淨。朝南四間正房，

東西兩排廂房，廊前種了二、三排紅玫

瑰，花朵鮮艷，香氣幽幽。廊檐下掛著

各種精巧玲瓏的鳥籠，裡面全是空的。

琴兒笑著說：「李爺爺說怕鳥兒的叫聲驚

擾少爺讀書，就把鳥兒弄走了。」琴兒指

著正房說：「東邊三間套房，是少爺的臥

室、書房、小客廳。西頭那間正房是紫

娟姐姐的臥房。」三人進入良玉臥室，

一個楠木雕花大床，水藍色細紗床帳，

房間收拾得整潔，溫馨。走到一排大立

櫃面前，琴兒說：「這是十套剛做好的長

袍。」又指著大櫃的十幾個抽屜說：「這

裡面是少爺的內衣，也都是新做的。」接

著又看了書房、客廳，又說：「後面還

有一個花園。」良玉笑著說：「姐姐辛苦

了，謝謝！我這人喜靜怕吵，以後這房

裡有紫娟就夠了，其他幾位姐姐只在院

內應答就行了。」琴兒微笑著點頭，又

說：「李爺爺交待，從明日起，有人送飯

來，少爺不必往返跑路了。」良玉點頭：

「姐姐費心了，你也累了，早點歇息吧。」

琴兒悄悄地退出房子。

良玉坐在椅子上，吁了一口長氣。

紫娟問：「怎麼了？不舒服？」「沒有，

只是有點悶。」「不如洗個澡，解解乏。」

「也好。」紫娟剛出房門，早有兩個丫

頭過來，問：「姐姐，有什麼事？」紫娟

說：「少爺想洗澡，勞煩準備一下。」不

一會，一個丫頭告訴紫娟：「好了！」紫

娟親自過去，用手試試水溫，看一切準

備齊全，便過來，包了幾件內衣，遞給

良玉。良玉洗澡回來，坐在書房。紫娟

問：「要看什麼書？」「請把《論語》拿

來。」紫娟邊拿書邊說：「一天到晚讀四

書五經，不煩嗎？」良玉認真地說：「四

書五經可是咱們的祖宗留下來的最珍貴

的寶貝，可謂博大精深，所以歷代科舉

選士，把它作為命題書，你以後也讀讀

吧。」紫娟說：「我又不考舉人，進士，

為什麼要讀它？」良玉說：「它不但教人

如何為官從政，還教人如何為人處世，

它凝聚了聖人的大智大慧。傻子白痴如

果讀了四書五經都能變成聰明人，強

盜、殺人犯如果能讀懂四書五經，並照

著做，就能變成大賢人。」「這麼好啊，

那我真要讀讀它。」（待續）

煩躁躁良玉動怒   冷靜靜紫娟撫慰

Convincing People with Virtue (1/2)

( 上 )

東漢末年，魏、蜀、吳三分天

下。蜀丞相諸葛亮受昭烈帝劉備托

孤遺詔，立志北伐，以重興漢室。

就在這時，蜀南方之南蠻總領

孟獲領大兵又來犯蜀，諸葛亮當即

點兵南征。

到了南蠻之地，諸葛亮用智

謀，在蜀軍和孟獲軍隊交鋒的時

候，讓蜀軍故意敗退下來。孟獲仗

其人多，領兵追了過去，很快就中

了蜀軍的埋伏。南兵被打的四處逃

散，孟獲本人也被活捉。

孟獲被押到大營，心裡想，這

回一定沒有活路了。沒想到進了大

營，諸葛亮立刻叫人給他鬆了綁，

好言勸說他歸降。但孟獲不服氣，

說：「勝敗乃兵家常事，是我自己不

小心，中了你的計，怎麼能叫人心

服？」

諸葛亮不勉強他，陪著他一起

騎馬在大營外兜了一圈，看看蜀軍

的營壘和陣容。然後又問孟獲：「你

看我們的人馬怎麼樣？」孟獲傲慢的

說：「以前我沒弄清楚你們的虛實，

所以敗了。今天承蒙你給我看了你

們的陣勢，我看也不過如此。像這

樣的陣勢，要打贏你們也不難。」諸

葛亮爽朗的笑了起來，說：「既然

這樣，你就回去好好準備一下再打

吧。」

孟獲被釋放以後，重整旗鼓，

又一次進攻蜀軍。但他本是一個有

勇無謀之人，哪裡是諸葛亮的對

手，第二次又被活捉。諸葛亮勸

他，見孟獲還是不服，又放了他。

漢營大將們都有些想不通。他

們認為大家遠涉而來，就這麼輕易

的放走敵人。諸葛亮卻自有道理：

「要想蜀漢南部邊境得到長治久安，

只有以德服人才能真的讓人心服，

以力服人將必有後患。」眾將佩服。

孟獲再次回到洞中，他的弟弟

孟優給他獻了個計謀。半夜時分，

孟優帶人來到漢營詐降，諸葛亮一

眼就識破了他，於是下令賞了大量

的美酒給南蠻之兵，使孟優帶來的

人喝的酩酊大醉。這時孟獲按計畫

前來劫營，卻不料自投羅網，被再

次擒獲。這回孟獲仍是不甘心，諸

葛亮便第三次放虎歸山。

孟獲回到大營，立即整頓軍

隊，待機而發。一天，忽有探子來

報：諸葛亮正獨自在陣前察看地形。

孟獲聽後大喜，立即帶了人趕去捉

拿諸葛亮。不料這次他又中了諸葛

亮的計謀，第四次被擒。諸葛亮知

他這次肯定還是不會服氣，再次放

了他。

他營中的一員大將帶來洞主楊

峰，因跟隨孟獲亦數次被擒數次被

放，心裡十分感激諸葛亮。為了報

恩，他與夫人一起將孟獲灌醉後押

到漢營。孟獲五次被擒仍是不服，

大呼是內賊陷害。諸葛亮第五次放

了他，命他再來戰。（待續）

◎文：李正陽

以德服人 心悅誠服 

諸
葛
亮
畫
像

Meng H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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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首次購房者通不過貸款壓力測試

2018 年，因受失業率居高

不下，限制性的新抵押貸款規則

實施以及購房者對經濟發展信心

不足等因素影響，亞省住宅建築

行業步履維艱。

亞省建築業協會（BILD 
Alberta）的領導人預測，2019
年大多數地產開發商和建築商的

日子不會很好過。

根據新貸款規則，貸款申

請人必須證明他們的收入遠高

於貸款利息。金融機構普遍採

用「（還貸）壓力測試」的方法

對貸款人的償還能力進行評估，

其使用的最低利率為加拿大銀行

五年基準利率（目前為 5.34%）

或合同利率加兩個百分點。現在

甚至連購房首付 20% 的買家也

要進行此項測試。

Wyton 表示，一家卡城的

建築商告訴她，有一個入門級的

鎮屋項目，許多年輕人申請貸款

購買，根據新規定，他們中的

80% 未能申請到貸款。

卡城建築業協會（BILD 
Calgary） 的 首 席 執 行 官

Huntingford 表示，很多會員單

位並不明白為甚麼新的聯邦法規

要在亞省實行，那主要是為瞭解

決多倫多和溫哥華住房市場的問

題而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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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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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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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 Guide
生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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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省 建 築 業 協 會

的首席執行官Ca r me n 
Wyton表示，應該為亞省
制定專門的抵押貸款規

則。很顯然，現行的抵押

貸款壓力測試將很多首次

購房者擋在了門外。

看中國訊

亞省建協呼籲制定新貸款規則

他們都表示，信用合作社和

亞省地方金融機構（ATB）不

必遵從與聯邦銀行相同的規則，

可以制定適用於亞省實際情況的

貸款規則。

迄今為止，ATB 和信用合

作社仍遵循聯邦頒布的新抵押貸

款測試和限制條件。

那些變化，加上油價下跌、

輸油管道項目被否決和高失業率

的影響，亞省經濟仍萎靡。這都

對亞省建築行業造成了影響，全

省有超過 12 萬人受僱於建築行

業（亞省第三大僱主行業）。

Wyton 表 示， 一 些 會 員

公司的新建房屋下降幅度高達

30％，「房屋銷售越少，就業機

會就越少。就失業而言，我們現

在處於危機之中。我不知道有哪

家公司沒有裁員。」

Huntingford 表 示，2018
全年的亮點是卡爾加里市議會批

准了 14 個新社區，這是 BILD
與市政多年就城市發展戰略磋商

的結果。他還表示，2019 年還

要與市府合作制定成熟社區的開

發戰略。

Wyton 說，全省來看，建

築業者希望 2019 年能「持平「-
這是樂觀的估計，同時對進一步

下滑做好準備。

她還表示，今年要進行省

選，如果建築業大幅度裁員將如

何應對也是一大課題，畢竟大量

的人口在這個行業就業。「亞省

人希望擁有房屋，但有很多事物

阻礙了這一點，」Wyton 說。

當售房遇阻 
你需要做甚麼?

【看中國訊】雅虎財經新聞報導，當你

決定賣房，整理了花園，也給牆刷了一層

新油漆，將房屋資料放入市場，希望很快

就有買家拿著支票前來找你。

房屋出售有三個重要要素：展示、促

銷、價格。如果沒有買家問津，那麼肯定

是其中一個或多個要素存在問題。如果，

你的房屋長時間未售出，以下五方面提示

或許可以幫到你。

1.分析你的房產代理人
不要低估優秀代理人的重要性，他應

該是一位優秀的談判代表，也是了解當地

市場的專家。

試圖通過最便宜的代理人來省錢是不

合算的，因為你的房屋可能會長時間在市

場裡，並且最終銷售價格可能會低得很不

理想。真正最便宜的代理商是指能以最高

價格出售你的房產，而不是收最低佣金

的。

理想的代理人應該能有效地在市場

上推薦賣家的房產、能幫助你改進房屋

展示、並能讀懂市場幫助你確定合適的價

格。如果你的代理做不到這三條，那麼請

換一個代理。

2.你的銷售目標是否正確？
現在許多房地產廣告都放在網上，如

果你的房產適合退休夫婦，你可能無法通

過網絡媒介讓他們知道。同樣，一個很少

開車從你的街上經過的繁忙專業人士也不

太可能注意到你房前豎起的醒目的賣房招

牌。

除了大地產網站，你也可以將房屋信

息放在較小的房地產門戶網站上，這樣你

的房產將會被新的觀眾看到，並且不會淹

沒在其他廣告中。

如果你當前的策略不起作用，不妨嘗

試在社交媒體上分享你的售房廣告，並且

讓你的朋友們也幫你宣傳。

3.查看售價
你的房屋有可能因為定價太高嚇跑了

買家。潛在買家傾向於以 5 萬到 10 萬元

的數字縮小他們的搜索範圍，因此將要價

降至 89.9 萬或 84.9 萬元將意味著你可以

吸引到一大批的新人。

4.耐心等待
房地產買賣是一個時間的遊戲。你

的房子賣不出去，或許是因為現在時機不

對，你可以考慮先撤下廣告，推遲一段時

間賣，而不是花費上萬元來改善房產，或

者改善你的廣告。

看看市場狀況。看看當地市場是否充

斥著類似的房產，是不是其他的房產比你

的價格略低些或看起來好一些？由於你無

法控制的因素，現階段買家信心大跌嗎？

如果是這種情況，最好等待。一旦

你的房產上市約 90 天，買家就會產生懷

疑，他們想知道為甚麼它沒有賣出。

5.不要害怕問「為甚麼」
道理看起來很簡單，但很少有賣家真

的費心去詢問他們的銷售代理究竟是甚麼

問題導致沒有潛在買家出現。你只有發現

問題，才會知道如何去解決它。

如果原因出自於你無法改變的一些東

西，比如你家離嘈雜的高速公路很近，也

許你可以通過其他方式促成交易，例如降

低價格。

如果需要做些簡單的修復，如刷漆或

重舖地毯或地板，那你應該立即去做。如

果是一個大的問題，你需要權衡是花錢解

決問題，還是降低房價將其盡快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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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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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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室內增添生機

花卉和綠植一直是許

多設計師最愛的裝飾，用

它不僅能點亮整個居住空

間，還能為該空間賦予勃

勃生機。在居住空間中搭

配花卉和綠植雖然看似簡

單，但其實也是一門值得

探究的搭配藝術。不同的

空間、花卉、顏色產生的

變化，這些都會為居住空

間帶來與眾不同的氛圍。

為居住空間增添生機

綠色植物的生機勃勃和花卉

的嬌豔姿態，除了能為居住空間

增添生命力之外，還能使居住空

間變得溫馨自然。它們不但能柔

化空間中的金屬、玻璃等材質，

還能讓家居與室內陳設巧妙地聯

繫起來。

巧妙劃分、引導空間

綠植和花卉不僅僅能裝飾居

花 藝

玄關是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玄關要隨著空間的大小、使

用的功能來進行不同的設計，不

僅要有充足的功能性，還要保證

美觀度和一定造型。

如果是小戶型

即使區域很小，但也可以打

造出兼收納與美觀於一身的玄關

櫃。根據空間的特點，使用嵌入

式的方法，盡量創造空間。裝飾

上，可以利用牆壁收納單元的隔

板，作為展示區。

玄關空間小，就要以儲物功

能為首要考量標準，在設計時，

根據實際需求，規劃出儲物區、

掛放區、展示區等幾個層次分明

的功能區域，然後再考慮是不是

可以在有限的空間內增設落地

鏡、換鞋凳等。

不影響承重牆安全性的情況

下，多使用內嵌式的方法。這

樣，玄關櫃就不僅僅只是掛包、

掛傘，放一兩雙鞋等小物件了，

甚至可以放置大衣，還能當成一

部分儲物櫃使用。

如果是大戶型

像一般大戶型，或者別墅都

會有門廳，除了展示的功能，有

些人喜歡直接設計成一個衣帽儲

物間，這是考慮到家人和客人一

進門就可以有地方更衣換鞋。比

如，設計成開放式的衣帽間，通

透又大氣。雙側通透的開放式衣

櫃，下層的抽屜可以儲物，上面

的衣架可以放掛大衣外套，特別

實用。不僅可以在玄關的位置安

置，還可以安置在臥室。如果承

重牆允許，可以利用牆體凹位，

定制打造，也可以購買現成的。

如果臥室空間夠的話，放在床

尾，或者當成隔斷與梳妝台等區

域隔開都很合適。

如果是狹長型的玄關

作為從室外進入室內的通

道，首要考慮的是空間設計既要

保持其功能性，又要使得整體觀

感不至於太壓抑。如果玄關過道

較寬，可以考慮將一側定製成到

頂的立櫃，滿足衣服的儲放，而

另外一側就不要再設計成櫃體

了，避免顯得太壓抑，可以設計

成坐著的懸空櫃體，有了座椅的

功能，穿鞋換鞋都能坐著，想要

收納的小物件也可以放入下面的

櫃子中。

如何避免使

玄關空間顯得壓

抑、昏暗？改善

采光和空間壓抑

是一個重點：白

色是狹窄空間最

好的裝飾色，可以提亮空間整

體的明亮度；此外，如果玄關

位置不大，在定制玄關櫃時，

就不要做太多櫃體，空出來一

部分，不管是掛衣服、帽子，

還是做展示櫃都是不錯的選擇。

如果是連接式的玄關

如果玄關連著客廳或者餐

廳，沒有明顯的區隔，入戶就

是餐廳，玄關怎麼設計？

其實可以依靠一面牆定制

整體的玄關櫃，收納衣帽雜物，

另外臨餐廳的一側，設計一個半

牆式的隔斷，讓空間劃分更明

晰。此外，也可以將入戶空間設

計成書房，玄關一側定製成嵌入

式的衣櫃和換鞋櫃，另外一側，

以透明玻璃門區隔開來，再劃分

出書房區域，獨特又有創意。

玄關雖小，但是作用可不

小，玄關設計應重點針對空間的

特點開發功能實用性。

綜合整理自網絡 

打造實用玄關櫃

住空間，也能通過巧妙地手法對

空間進行分隔、二次規劃、填充

空缺等效果；若是用它們來分隔

空間，可讓各空間在獨立中巧妙

呼應，達到一種似隔非隔的半透

明效果，並且還能相互融合。

營造獨特氛圍

搭配設計中善用花藝進行陳

設，不僅能提升設計效果，還能

凸顯出設計師對綠植、花卉與現

代軟裝的掌控力。善用花卉和綠

植，讓居室空間做到以景抒情，

改變以往靠硬裝或其他方式堆疊

達到的氛圍效果。

美化空間，環保健康

居室內善用綠植和花卉進行

空氣淨化，一直是許多資深設計

師常用的手法。在居住空間內合

理擺放，除了能營造出置身大自

然的感覺外，還能起到幫助居住

者放鬆精神，緩解壓力，調節家

庭氛圍的作用。

常見的花藝有歐式風格和中

式或日式風格。

歐式風格的空間設計中應盡

量選擇西式插花。它的特點是：

注重花卉外形，追求塊面和整體

的藝術魅力，簡潔、大方，構圖

多以對稱式、均齊式出現，色彩

搭配講究，花材種類多樣，豔麗

濃厚。以此來表現出熱情奔放、

雍容華貴、端莊大方的風格。

中式、日式或傳統風格的搭

配設計應盡量選擇東方式插花。

它的特點是：花材的選擇應以簡

潔、自然為美，善於利用花材的

自然形態與空間相融合，凸顯意

境之美，並較為注重季節感，選

用當季花材。造型多以線條為

主，大多為平衡式構圖，以優美

姿態取勝。

視覺重點與邊角點綴

將花藝作為空間內的主要陳

設是常見的一種布置方法，它主

要利用花藝獨特的形、色等魅力

來吸引視線，主要擺放在居住空

間的中央。

結合室內家具陳設 
布置花藝

室內布置花藝除了有常見的

落地布置之外，也可以與家具、

陳設、燈具等物品進行結合，形

成相互呼應的搭配整體。

組成背景，形成對比

花藝在居住空間內的另一

個作用就是：可以通過其獨特

的形、色、質，將它們組成純

天然的背景。這類布置方法多

用於陽台等室外空間，不僅能

淨化空氣，還能讓整體搭配更

顯自然生機。

垂直布置

垂直布置花藝，通常採用的

是懸吊的方式。也可選擇在牆面

搭建支架或凸出的花台進行擺

放。這樣的布置方法不僅充分利

用了空間，還在增添空間氛圍的

同時減少了佔地面積。這類布置

方法需多類成片下垂的綠植進行

輔助，否則效果將大打折扣。

來源：騰訊家居

花藝的優點

花藝的分類

花藝如何搭配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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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骨湯味鮮湯甜，營養滿滿，冷冷冬天煲一鍋熱騰騰的排骨湯，暖胃又滋補。

天氣愈冷蘿蔔的甜度愈高。冬季是享用

蘿蔔排骨湯最佳季節，燉煮到位的湯頭

風味獨特，一開蓋甜香隨即撲鼻而來。



蘿蔔排骨湯

排骨 300g、白蘿蔔 600g、薑 5片。

調料：鹽酌量。

食材

白蘿蔔刷洗乾淨，用刨刀去除外皮。削

皮時要削深一點，完全去皮。改刀切圓

塊，適合燉煮。

排骨放冷水，以小火煮至微沸騰，取出

排骨搓洗乾淨，瀝乾備用。

大火另起一鍋，待水滾後放入白蘿蔔

塊、排骨。大火煮滾，撈除浮末，放薑

片，轉小火。

細火慢燉，煮至蘿蔔軟透，加鹽調味即

可熄火。

蘿蔔湯提味可加芹菜或香菜末，也可添

加白胡椒粉，增加風味。

作法

竹筍和排骨是最佳拍檔，料理簡單卻清

甜美味，筍片吸收了排骨的香氣與油

脂，入口溫潤滑順，湯頭也更加爽口。

筍片排骨湯



排骨 300g、冬筍 600g、薑片 5片、米

酒 1大匙。

調料：鹽酌量。

食材

筍去殼，表面的絨毛及頭尾端粗硬部分

切除乾淨。切 0.3cm薄片備用。

排骨放冷水，以小火煮至微沸騰，取出

排骨搓洗乾淨，瀝乾備用。

排骨加水（水量至少淹過食材），大火煮

滾，放入筍片、薑片、米酒，煮滾撈除浮

末。

小火慢燉，煮至筍片熟透。加鹽調味即

可熄火。

保持排骨鮮甜，可於中途先取出排骨，

待筍煮透再放排骨入湯鍋。

作法

米水融合成綿滑好粥，自己在家也能熬

粥，只要選對部位用對食材，加上熬製

時間足夠，那就能等著享用好粥。

排骨粥



排骨 300g、米 1杯、白蘿蔔 200g。

調料：鹽酌量、油蔥酥、香菜適量。

食材

排骨放冷水，以小火煮至微沸騰，取出

排骨搓洗乾淨瀝乾。米洗淨瀝乾。白蘿蔔

去皮切薄片備用。

深鍋加 10杯水，大火煮開，放入米，煮

滾轉小火，一邊慢慢攪動，煮約40分鐘，

放入作法的排骨、白蘿蔔片。

加熱開水調整粥的稠度。續煮至排骨熟

軟，可輕易骨肉分離；白蘿蔔碎爛融入白

粥。

起鍋前酌量加鹽。食用前灑油蔥酥和香

菜末，風味更佳。

作法

排骨搭配中藥材做成溫補料理，中藥香

和肉的鮮味完美結合出獨特的湯頭。小

火慢燉肉會變得酥軟，久煮也不老化。

肉骨茶排骨湯

排骨 300g、肉骨茶包 1包、蒜頭 1球、乾

香菇 3朵、洋蔥 1/2個。

沾醬：甜醬油、蒜泥與辣椒末適量。

食材

乾香菇泡軟。蒜頭分瓣，洗淨瀝乾。洋

蔥去皮切大塊備用。

排骨放冷水，以小火煮至微沸騰，取出

排骨搓洗乾淨瀝乾備用。

另起一個湯鍋，放入所有食材、肉骨茶

包、蒜頭。開大火煮滾，轉小火續煮約 30
分鐘。撈起肉骨茶包，擠乾湯汁丟棄不用。

嘗嘗味道，酌量加鹽、胡椒粉、香菜

末。食材沾醬食用，風味更佳。

作法

排
骨
湯
料
理

冬季
暖胃

鮮香排骨
加綿滑好
粥，溫暖
有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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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佳節 健康養生

新年養生注意事項

節制飲食

新年期間，家中往往備有

豐富的食物、糕點、零食、飲

料等，容易使人禁不起誘惑而

大快朵頤，飲食無所節制會使

胃腸負擔加重，容易造成消化

不良、腹脹、食滯等現象，更

使體重直線上升。

佳節飲食要避免大魚大

肉，注意主、副食比例適當，

葷、素搭配均衡，多吃蔬菜、

瓜果，少吃肉類，尤其是紅肉。

如出現噁心、腹瀉、腸胃

不適等症狀，應減少飲食。更

忌暴飲暴食，飲食過飽可能導

致急性膽囊炎、急性胃腸炎、

急性胰腺炎等疾病發生，嚴

重的話，甚至會誘發休克或致

死，應立即就醫。

    
     
作息正常

新年假期是親友團聚出遊

的好時機，應事先規劃妥當，

合理安排時間，感覺比較累了

就不要硬撐，注意適度休息。

盡量在晚上 11 點以前就寢，

不要熬夜打牌、上網、看電視

等，否則可能誘發疾病，影響

健康。有的人玩得太過，筋疲

養生

之道

勻的能量燃燒，也就是可以長時

間的緩慢釋放能量， 你在吃完蜂

蜜後可以工作、運動或與家人共

度時光，您都不會感到飢餓。

這是因為蜂蜜中所有額外

的酶和營養素不僅有助於我們

身體的自我重建，它們還可以

調節身體如何使用糖。它有點

像爐子上的火焰，由燃燒器來

控制火焰的大小，使您不會在

開始時火焰過大，在其後又沒

火了。

但是，如果這種火焰離開

了爐頭而到達了地板上，就會

燒毀您的地板或造成各種傷害。

同理，如果糖的攝入量超

過了正常範圍，就會讓我們筋

疲力盡、超重和生病。

不幸的是，與真正的食物

相比，99% 的甜味劑都是有害

的！您在超巿、加工食品和包

裝甜點中找到的糖，是在大型

工業煉油廠中使用廉價的大規

模種植作物（如：甜菜）製成

的。

食品製造商從植物其餘部

分所製作的糖漿中提取純糖，

去除了所有的健康礦物質和營

養素，所以它們會給您的身體

帶來高濃度的卡路里，導致您

身體出現各種混亂。

甜味劑能造成哪些問題

如果沒有「燃燒控制」，您

含的一種植物膠質，可將殘留於

人體消化系統的雜質集中吸附，

排出體外。

     蜂蜜

蜂蜜味甘性平，富含乳酸、

蘋果酸、蛋白質、果糖、葡萄

糖、麥芽糖，以及維生素 B2、
C 和鉀、鈉、鐵等多種營養成

分，其主要成分的果糖和葡萄

糖，易為人體所吸收利用。常吃

蜂蜜能止咳潤肺、排毒養顏、潤

腸通便，防治心血管疾病和神經

衰弱等病症。

       大白菜

大白菜是冬季的時令蔬菜，

餐桌上必備的佳餚之一，富含脂

肪、蛋白質、多種維生素和磷、

鐵、鈣等礦物質，經常食用能開

胃健脾、增強免疫力。大白菜含

大量粗纖維，能幫助消化，治療

便秘，並有助於減少婦女乳腺癌

的發生機率。

（接上一期）

怎樣調控蜂蜜的攝入

然而，蜂蜜仍然含有很高

的糖含量（70% ～ 85%，這取

決於蜂蜜類型）。正如幾乎任何

衛生官員都會告訴你的那樣，

糖會導致肥胖、糖尿病和其他

的慢性疾病。

但蜂蜜的燃燒方式與其他

糖不同。你可能已經體驗到，

大多數糖在你體內燃燒的速度

都是很快的，也就是在短時間

內產生大量能量，然後很快就

餓了。然而，當你吃蜂蜜時，

你不會有同樣的「眩光效果」。

相反，你會得到一種緩慢而均

當代越來越多的醫

生和醫療保健工作者敦

促病人們吃這種「賦予

生命」的糖——蜂蜜，

建議用蜂蜜來代替其他

的日常甜味劑。

嶄新的一年即將

到來，在歡度佳節的

同時，提醒您注意身

體健康，畢竟擁有一

個健康的身體，才能

朝氣蓬勃的迎接新的

一年。

減肥治病的「糖」— 蜂蜜

力盡，反而到收假上班後身體

不舒服，就得不償失了。

  
   注意保暖

冬季天氣冷，是心腦血管

疾病的高發期，元旦期間，

家裡的中老年人要特別注意保

暖。親友相聚，可能會喝酒痛

飲一番，要避免喝高度的酒或

喝太多，以免血脂增高或血壓

升高，而且又加上氣溫低，都

可能誘發心腦血管疾病發作。

喝酒傷身，非得要飲酒時

則不要空腹，不妨吃些鹼性食

物，例如：醋拌涼菜、水果等，

可以起到中和的作用，減輕肝

臟負擔。

此外，元旦出遊盡量避免

到人太多的場合，尤其是小孩

和老年人抵抗力較弱，容易在

人多的公共場合被傳染呼吸道

疾病。

新年養生排毒食物

  木耳
木耳味甘性平，富含膠質、

蛋白質、卵磷脂、胡蘿蔔素、碳

水化合物、維生素 B1、B2、C
和鐵、鈣、磷等多種營養成分，

被譽為「素中之葷」。木耳是公

認的清腸胃、排毒解毒高手，所

窈窕瘦身茶飲

自製養生「山楂油切

茶」可去油解膩、利水消

腫，適合吃大餐後飲用。

材料：山楂 3 錢、陳

皮 1 錢、黃耆 1 錢、茯苓 2
錢、決明子 1.5 錢。

作法：所有藥材洗淨，

放入過濾袋，置於保溫杯

中，倒入沸水 800c.c.，泡

20 分鐘即可飲用，並且可

以重複回沖。

此為 1 人份，可視人

數將藥材劑量和水量加倍。

民間妙方

生活養生
小妙招

（資料來源：

pages.thealternativedaily.com）

在吃純糖時（在天然食物中，

糖只是其食物成分的一部分），

身體無法控制火勢。

所以我們最終會出現很多

問題，如：心臟病、體重增加、

慢性疲勞、免疫系統功能減

弱、腸道問題、癌症等。

 不僅僅是白糖，許多所謂的

「天然甜味劑」，如：原糖、玉

米糖漿和龍舌蘭花蜜都是高度

精製的。

普林斯頓（Princeton）大

學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這些

糖替代品對人身體造成的傷害

與白糖相同（或更多）。身體不

知道如何正確使用這些濃縮了

的「不自然」的糖。（完）

下

整版圖片：FOTOLIA

日常生活中，常常會遇

到一些小問題、小狀

況，如果知道怎樣處

理，您就會覺得得心應

手，輕鬆許多。以下介

紹一些生活養生小妙

招，提供您參考。

陳皮

山楂

蜂蜜

大白菜

黑木耳

◎  文：高新宇

◎  文：鄭家寶

1
2

3 2

3

◎  文：小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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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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3日∼1月10日

088
個

Yellow Onions 黃洋蔥 3 Pack Gralic 大蒜 (3 頭裝 )Head Lettuce 西生菜

Ambrosia Apples 紅蘋果

Ginger 鮮姜

Kiwi 獼猴桃 Long English Cucumber 長英青瓜 Navel Oranges 臍橙

$498
袋 $098

袋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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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可免費獲得一袋羅馬生菜 (3 顆裝 )$20
大量
免費停車位

088 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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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磅）

$098
個5個

$

$ 098$

Spend $20 and get a free 3pack of Romaine hearts

098
磅

$

富不起來？

【看中國訊】同樣是打工一族，為

什麼有的人可以買房買車，有的人卻

還是租屋騎摩托車？其實，不見得要

含著金鑰匙出生才能享有好的生活，

只要改變掌控金錢的態度和習慣，一

樣可以存得一桶金，現在就來一起好

好理財，改掉這些壞習慣：

1.有特價？買了再說！

看到特價難免會有購物衝動，產

生撿便宜的心態，覺得不買很可惜。

但沒有規劃的支出，讓開銷超出實際

需要，便是荷包失血的主因。在下手

結帳前，仔細考慮是否需要再購買。

2.沒整理賬單習慣

平常沒有查看各種賬單，拖到月

尾才匆忙繳費，不重視金錢的流向，

搞不清楚費用超支的原因，容易陷入

「不知為何總是花很多錢」的惡性循環。

3.愛刷卡

錢不夠時依然執著要買，導致卡

費越來越高，利息越滾越大，才發現

負擔過重。不但存不到錢，還因負債

而讓生活品質大打折扣。

4.這點小錢沒什麼

看到漂亮衣服沒有扺抗力，總會

買一、兩件？朋友邀約一定出席吃大

餐？電影、演唱會不容錯過？後來才

驚覺花了太多錢，沒有記賬、隨意花

錢是守不住錢的一大關鍵。

5.不懂拒絕推銷員

賣保險的推銷員總會推薦許多各

式各樣的保險，以為「有買有保障」

就一併全買，懶得下功夫搞清楚各種

保單名目，這樣可能買了幾乎一樣的

保險，更被保費壓得喘不過氣來。

6.沒規劃的投資

沒有好好分配收入和支出的計

畫，只是想多賺一點錢，就把所有錢

拿去投資；有突發狀況時，身上卻沒

有足夠的錢應急。投資的那筆錢應該

以「不影響生活基本預算」為前題。

7.不花時間提升自己

認為投資很恐怖，總是不嘗試，

只想如何剩錢而不懂生錢，只依靠一

份死薪水。一寸光陰一寸金，每天花

10分鐘學習投資，是增值自己提升

財富的起點。

8.錢包太雜亂

錢幣、收據、信用卡等等，全都

往錢包塞了算，導致錢包總是骯髒

凌亂。不好好善待「錢」，迷迷糊糊

的，當然留不住錢包的財富。

卡加利課程（兩節課內容不同）:

日期：2019 年 1 月 12 日（週六）第一節

         2019 年 1 月 13 日（週日）第二節

粵語：上午 10:00-12:30（9:30 登記）

國語：下午 3:00-5:30（2:30 登記）

課程價值 $250，前 20 名報名費用全免

票數有限，先到先得，報名成功後會有專人聯繫送票（謝絕同行）

報名熱線：403-869-6886
手機報名：掃二維碼快速報名

報名郵箱：claireq6886@gmail.com

添加微信：471344512

報稅季節，RRSP 該不該買，如何買，買什麼？

加息通道，如何有機會節省利息，提前還清房貸？

家有小寶，如何幫孩子計畫未來，「贏在起跑線」？

月光一族，如何盤活呆滯資產，產生穩定現金流？

退休養老，如何補充老年收入而又盡量減少對政府老
年福利的影響？

奮鬥多年，如何讓資產更大化更安全地傳給所願
之人？

所有內容 盡在「成功理財新思路」財商課程

主講師：
全球認證金融百萬圓桌會最頂級成員、加拿大傑出華裔女性

「成功理財新思路」
財商課程

  RRSP
如何買？

  提前
還房貸？

  幫孩子
計劃未來

   盤活
呆滯資產

   補充
老年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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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 Onion

Romaine Lettuce

紅洋蔥

羅馬生菜 Banana

Jumbo Russet PotaoesLemon

香蕉

大褐皮土豆

長英黃瓜

Yellow Onion 黃洋蔥 檸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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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營業時間：

$      00/ 箱

Japanese Sweet Mandarin 日本甜橘

Watermelon 小西瓜

$    .00/ 個 $    .49/ 磅

$    .99/ 磅 $    .99/ 袋 $   .00/5 個

1 0

0 3 1 15

1月 3日特價商品

12月 29日特價商品

Sweet Navel Oranges English Cucumber甜臍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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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0/ 袋1 $     .49/ 磅0 $     .00/6 個2

Barlow
 Trail N

E
Barlow

 Trail N
E

Barlow
 Trail N

E

$      .00/ 袋5 (25 磅 ) (10 磅 ) (50 磅 )

只因這8個壞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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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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4日∼1月10日

耆英日
所有商品九折優惠
2019年1月9日

週三

雪裡紅意大利瓜大羅馬蕃茄水晶梨 / 豐水梨

中國紫薯

游水麵包蟹（大）

泰國香蕉

海燕牌去頭黑老虎蝦 31/40

B.C 產特級富士蘋果

海燕牌有頭鯰魚

新鮮草莓

豬腿肉連皮

營業時間：早 9點∼晚 9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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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燕牌米粉三小姐牌越南香米 李錦記錦珍鮮味蠔油

1磅裝

震撼價
蝴蝶切角

Live Brawn Crab Large

Sunridge Store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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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12 月 1 日至 1 月 8 日，晚 6
點至 12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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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lionsfestivaloflight.ca

國際象棋輔導活動

卡城象棋協會 / 青少年象棋俱樂部提

供輔導的下象棋活動。 12 歲以下兒童必

須由父母或者看護人陪同。活動免費。

時間：每周日，1 月 6 日至 2 月 24
日，下午 1 點至 4 點

地點：中央圖書館 1M 層

Questionarium
地址：800 3 Street SE

觀光中央圖書館

探尋新中央圖書館建築獨特的設計和

各種創意元素，它提供的服務和內部的藝

術裝點。志願者提供免費的觀光解說。

在線註冊或者致電 403-260-2620，
或親自光臨。您需要有效的圖書館卡，圖

書館卡可以免費申請。

時 間： 週 一 至 週 六， 中 午 12-
12:45，或者 1-1:45（2 場）；週日（1 場）

12:30-1:15。
地點：中央圖書館，800 3 Street SE

了解都市裡的野生動物

探索亞省野生動物和自然環境，了解

以卡爾加里為家的各種野生動物！在上午

10 點半和 11 點半、下午 1 點半和 2 點

半，加入大組活動，了解野生動物是如何

適應都市生活的。

為 2 歲及以上年齡的好學者設計的

動手活動。所有活動都包含在 Dicovery 
Centre 門票中。

時間：週五，1 月 4 日上午 10 點至

下午 3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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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票：成人（18-64） $10; 未成年 
(4-17) $6; 幼兒（3 歲及以下）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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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