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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開盤了！
快來參觀我們的售樓中心

151 Greenbriar Place NW, Calgary, Alberta（WinSport對面）

展示屋開放時間

週一～週四: 下午1點～晚7點  •  週五: 休息  •  週六/週日/節假日: 下午12點～5點

Andreas Angellakis
區域銷售代表

403-796-3788

起價

$30萬
1小時到達落基山山區

對面是WinSport

社區內擁有16英畝Bow River Habitat 

事件背景

據報導，「陝西千億礦權

案」屬煤礦所有權糾紛。 2003
年西安地質勘察院（簡稱西勘

院）與投資公司（陜西榆林凱

奇萊公司）簽訂聯合勘察煤炭

資源的合同，但在 2006 年西勘

院又與其它投資公司簽訂勘察合

同。 2006 年 5 月，凱奇萊公司

將西勘院起訴至陝西省高級人民

法院並獲得一審勝訴。但不久西

勘院向中國最高法上訴，最高法

將陝西高院的判決發回重審。而

陝西高院的二審與在雙方證據基

本沒有變化的情況下，改變了判

定，判定西勘院與凱奇萊的合同

無效等。凱奇萊不服，再次向中

國最高法院提起上訴。 2017 年

12 月 16 日，最高法判決投資公

司凱奇萊獲得最後「勝訴」，但

判決迄今未能執行。

引發新聞風暴的是，此案在

2016 年中國最高法二審時，發

生案卷丟失的離奇事件，且卷宗

副卷中有陝西地方政府干預司法

審判的記錄。

2018 年 12 月 26 日崔永元

爆料指出，「陝西千億礦權案」

卷宗在最高法院失蹤兩年無下

落。面對爆料，最高法院先是否

認，隨後又改口稱，已「啟動調

查程序」。

相關法官視頻流出

12 月 30 日，負責此案的最

高法院法官王林清發布視頻，稱

為免遭不測，拍「自保」短片，

證實上述糾紛案卷宗失蹤。他講

述，2016 年 11 月 29 日下午，

他打開辦公室工作櫃，發現厚厚

的一審卷宗都在，二審的一本

正卷和一本副卷卻「不翼而飛」

了。而後來當要求補卷時，這

些卷宗又莫名奇妙地都「回來」

了，但沒有了其中部分關鍵的

紀要，也包括領導的「重要的批

示」。（下文轉 A2）

崔永元

杜萬華

周  強

司法危機直指周強

2018年底，中國最

高法院迎來了一場猛烈的

司法危機。央視前主持人

崔永元爆料指出，最高法

在2016年審理爭議不斷

的「陝西千億礦權案」時

丟失了卷宗。此案持續發

酵，網路流出的視頻顯示

最高法院院長周強涉案的

細節。據大陸官媒報導，1

月8日由中央政法委牽頭

幾個部委，成立聯合調查

組開展調查。

 記者林佳綜合報導

王林清

最高法丟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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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日前在「告臺灣同胞書」

40 週年紀念大會，不僅定調

「九二共識」，還提出「一國兩

制臺灣方案」。

臺灣兩岸政策協會今天公布

民調顯示，80.9% 民眾不贊成

「一國兩制」，68.5% 認為大陸 提出「一中原則」沒有中華民國

存在的空間，55.7% 認為兩岸

之間沒有「九二共識」。

對於大陸不承諾放棄對臺使

用武力，高達 82.4% 認為此舉

對兩岸關係沒有幫助；此外，

85.2% 支持蔡總統對於兩岸關

係發展提出的「四個必須」，

87.3% 贊成蔡總統提出的兩岸

交流的三道防護網作法。 78%
民眾支持蔡英文兩岸政治協商應

經臺灣人民授權和監督，由兩岸

政府對政府進行的主張。

此外，針對蔡政府防堵非洲

豬瘟表現，65.8% 民眾表示滿

意，不滿意者佔 29.1%。而本

次調查也問及蔡英文支持度，

48.4% 表示支持，略高於不支

持者的 46.7%。

訪問是於 1 月 5 日至 6 日

進行，成功訪問 1,074 位成年

人。在 95% 信心水準下，抽樣

誤差為正負 2.99%。調查以臺

灣地區住宅電話為母體，並採電

話號碼尾數 2 碼隨機方式進行。

（上文接 A1）
據他透露說，法院內他的辦

公室門口，就有兩個監控攝影

機，但都神奇地壞了。

1 月 3 日，王林清的第二段

自述視頻流出，講述他在最高法

院工作期間經歷的另一起礦權糾

紛案以及他因秉公執法遭到打擊

報復的經歷。

旅美中國人權律師，前資深

法官鐘錦化在《美國之音》節目

中表示：「這樣戒備森嚴、可能

蚊子都插翅難飛的地方丟失這麼

重要的卷宗，這是很難想像的。

而且，當天兩個監控攝像頭都無

巧不成書地壞了，這的確讓人浮

想聯翩。」

第三段視頻直指周強

1 月 6 日，崔永元在微博發

布法官王林清的第三則視頻，

王林清在視頻中說，2016 年 3
月，他所在的最高法院民事審判

第一庭，對案件歸屬意見一致，

即凱奇萊與西勘院的合作開發合

同有效、西勘院構成違約、西勘

院應當把探礦權轉讓給凱奇萊公

司。但其直接領導杜萬華要求他

重審，杜萬華說：「儘管你們合

議庭意見一致，但鑒於這案件的

關注度高，而且背後的利益很

大……不能因你們合議庭一致意

見就這麼定了。」

兩個月後，王林清提醒「發

回重審」不合法規，杜萬華仍通

知王林清，最高法院院長周強

明確指示，要將該案發回重審：

「周院長有明確指示，要發回重

審」，並告訴王林清要在周強當

年 5 月出訪英國之前完成重審

裁定。王林清表示作為案件承辦

人，不同意重審，這違反民事訴

訟法。但杜萬華命令說：「你保

留個人意見，趕緊回去合議。」

根據中國《民事訴訟法》

2012 年修訂版，原審人民法院

對發回重審的案件作出判決後，

當事人提起上訴的，第二審人民

法院不得再次發回重審。目前信

息顯示，2016 年在中國最高人

民法院審理的陝西千億礦權案已

是二審，因此關於視頻中提到的

「周強明確指示發回重審」與中

國法規不符。

法官失聯

第三段視頻發出的當日 1
月 6 日，崔永元在微博寫道：

「王林清，請馬上聯繫我，我

要確定你安全，這是我們約好

的。」王林清疑似失去了聯絡。

大陸《財新網》記者亦發文

指，目前仍未能聯絡上王林清。

有接近王林清的人士稱，他於 1
月 3 日曾到單位露面，之後被

帶到最高法院附近一家賓館接受

最高法院一個調查組的訊問，其

家屬對該調查的方向感到擔憂。

文章還寫道，在第一個視頻公布

後，王林清曾對一些朋友表示，

自己的性格不適合體制。

崔永元 1 月 7 日繼續發文

說：「我正在城樓觀山景，心裏

惦念著王林清。」並對最高法院

喊話：「麻煩通知貴單位法官王

林清與我聯繫一下，我找他有急

事。」顯示王林清一直處於失聯

狀態。

自媒體製作人小民在《美國

之音》節目中表示，這些情節甚

至都超出了小說的構思想像。丟

失案卷就意味著涉及隱藏和銷毀

關鍵證據。可想而知，這些證據

一定對某些重要人物非常不利，

而王本人就是最重要的知情人和

證人。他當然擔心自己的生命安

全。

大陸律師周澤對《自由亞

洲》說，王林清曾被評為最高法

院的辦案模範，但卻沒有選入最

高法編製內的員額法官，失去了

獨立審案的資格，顯示他並不被

體制所喜歡。加上現在持續爆

料，他的處境肯定更艱難了。

「有可能會以泄露國家機密之類

的搞他了。」周澤說。

官媒意外放行

處於輿論中心的崔永元 1
月 4 日在一個脫口秀節目上表

示：「我後臺特別硬，硬到你想

不到！我也不跟你說，你也別打

聽！省得嚇著你！」

不知這是崔永元的調侃還是

確有其事。令外媒詫異的是，對

於這次直接叫板最高院長周強的

司法黑幕，大陸官媒的反應一反

常態，沒有屏蔽消音，甚至還加

入了討伐的陣營。新浪網、鳳凰

資訊等都對此事做了長文報導。

《人民日報》海外版的微信公眾

號「俠客島」評論說：「背後牽

扯的利益太複雜，誰叫這是場

千億的買賣呢？」

海外獨立評論人士文昭分

析，崔永元現在扮演的角色有點

類似於五六年前的財新網，財新

網通過重磅的調查報導，暗示反

腐鬥爭的進展方向。但現在王岐

山不當中紀委書記了，財新網估

計也難以再像五六前年那樣作為

了。財新是一家傳統媒體，現在

是自媒體的天下，就換小崔微博

爆料登場了。

《看中國》評論員分析，崔

永元將矛頭指向最高法院院長周

強，或許是來自中南海高層的授

意，周強的命運恐怕岌岌可危。

過去幾年裡，周強曾公開宣稱，

要敢於向西方「憲政民主」、

「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等錯

誤思潮亮劍，並將抓捕律師的

「709 事件」視為法院的重大成

就。這些舉動在國內外遭到廣泛

的質疑和譴責。

看 最高法丟卷宗  司法危機直指周強

81%不贊成「一國兩制」  56%認為沒有「九二共識」民調

陝西是煤炭

資源大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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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為期三天的
美中第五輪貿易談判在北

京結束，雙方均表示會談

進行順利。但有外媒報導

認為，美中之間依然存在

分歧。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導

率團的美國副貿易代表格里什（右）(Getty Images)

部部長羅斯在 CNBC 節目中表

示，美中談判還包括建立確保中

方能夠落實協議的機制，這個最

為困難，因為以往北京在履行協

議方面做得非常不好。

在週三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

發表的簡單聲明中，特別強調了

川普總統對調整美中貿易不平衡

以及促使中國經濟進行結構性改

變的決心。同時表示，美中之間

達成的任何協議都需全面落實，

包括持續檢查和有效執行。

如果雙方對本輪談判結果滿

意，下一輪談判將有可能移師華

盛頓，由中國副總理劉鶴直接面

對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

各界看法

大陸媒體在報導上表示，中

方很希望結束兩國貿易爭端，不

過不會作不合理讓步，重申雙方

都必須妥協才能達成協議。新華

社環球副總編輯劉洪開設的微信

公眾號「牛彈琴」深夜發文，積

極評價本輪美中談判。文章坦

承中國對美存在巨大順差，因

此「多進口一些美國的好東西，

這也有助於滿足中國人民對美好

生活的需要。」作者似乎也認同

美中貿易存在結構性問題。文章

說，「美方提出的一些結構性訴

求，乍一看似乎咄咄逼人，但仔

細想想，這正是我們深化改革開

放所需要做的。」

臺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

中心主任丁樹範對自由亞洲電臺

表示∶「雙方談判真的很難在短

時間內有結果，因為一方面中方

也期待美國股票市場繼續跌，如

實現則對川普的影響會很大，我

覺得北京也是在以拖待變吧。」

金正恩訪華引關注

在本輪美中貿易談判期間，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訪問北京，也

讓外界感受到了些許弦外之音。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的專列於

7 日悄悄駛入北京。 1 月 8 日，

大陸媒體證實，金正恩受習近平

之邀再度訪華，二人將舉行第

美中貿易第五輪談判結束

4 次峰會。中朝兩國官方對本次

訪問的具體議程和議程都做保密

處理。而 2 天前，川普剛剛向

外界透露，美朝雙方正就第二次

「川金會」商討舉行地點。

法國國際廣播電臺報導，近

期朝鮮與北京互動頻繁、關係回

溫，與金正恩將與美國總統川普

舉行第二次峰會、中美貿易戰有

直接關係。

英國廣播公司（BBC）引

述美國智庫國家利益中心國防

研究主任卡吉亞尼斯（Harry 
Kazianis）的觀點指，中美官員

正在討論如何應對貿易戰，而此

次金正恩訪問北京，對北京當局

來說確實是一個「不能再好」的

時機，北京可以在恰當的時候大

打朝鮮牌。

北京大學學者梁雲祥也認

為，北京正在間接告訴美國，

「朝鮮這個問題上，你離了我不

行。只有我配合，你才能解決。

所以如果你在貿易問題上對我不

斷施壓，那我在朝核問題上就配

合你少一點。」

但也有分析人士認為，金正

恩訪問北京，是為應對即將到來

的川金會。第二次川金會，將討

論結束朝鮮核項目的問題，金正

恩恐無法再採用之前拖延的戰術

來敷衍川普，因而提前與習近平

磋商。

【看中國記者路克編譯報導】

去年 12 月，中國華為首席財務

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美國起

訴她的主要原因是，華為公司涉

嫌與兩家公司的關係，一家是在

伊朗德黑蘭的電信設備銷售商

Skycom，另一家則是 Skycom
的所有者，一家在毛里求斯註冊

的空殼公司Canicula Holdings。
美國當局指控孟晚舟欺騙國

際銀行與伊朗進行清算交易，孟

晚舟聲稱這兩家公司獨立於華

為，實際上華為控制了它們。

路透社在伊朗和敘利亞發現

的公司檔案和其他文件顯示，作

為全球最大電信網路設備供應商

的華為與這兩家公司的聯繫比外

界所知的更為密切。

這些文件顯示，華為高級管

理人員被任命為 Skycom 的伊

朗經理。文件還顯示，至少有

三名中國人在伊朗擁有華為和

Skycom 銀行帳戶的簽約權。路

透社還發現，一位中東律師稱，

華為通過 Canicula 公司在敘利

亞開展業務。

華為與兩家公司之間最新被

發現的關係可能會影響美國對孟

晚舟的訴訟。華為聲稱 Skycom
只是一個商業夥伴的說法被進一

步削弱了。

據路透社報導，Skycom 公

司在 2010 年向伊朗最大移動電

話運營商出售價值至少 130 萬

歐元的禁運惠普電腦設備。提議

中至少有 13 頁被標記為「華為

機密」並帶有華為的標識。

路透社還報導了華為與

Skycom 之間的眾多財務和人

事聯繫，包括孟晚舟在 2008 年

2 月至 2009 年 4 月期間曾在

Skycom 的董事會任職。

本輪談判 7 日開始，為期

3 天，屬於「副部長級」。美國

貿易代表團涵蓋農業、商務、

能源、財政等部門官員，由美

國副貿易代表格里什（Jeffery 
Gerrish）率隊。中方負責經濟

的副總理劉鶴於 7 日出人意料

地出現在談判現場，顯示出願意

進行實質性談判的姿態。美中雙

方 9 日結束談判後僅表示取得

進展，但未發表聯合聲明。

談判進展

多家媒體援引知情人表示，

此輪談判兩國在購買美國農產

品、能源產品、製造產品以及放

寬中國市場准入等方面取得進展。

「我認為進展得不錯，」美

國農業部負責貿易和對外農業事

務的副部長麥金尼對《路透社》

表示。中國農業農村部週二新批

准進口五種轉基因作物，為美國

農業公司向中國銷售更多生物技

術種子鋪平了道路。

雙方分歧

在本輪談判中，美方希望中

國政府削減對本國企業的補貼和

停止強逼美國公司轉移技術和保

護知識產權等措施，在這方面仍

存在分歧。

另外，在談判首日美國商務

金正恩在美中談判期間再度訪華。

華為伊朗業務
更多曝光
不利孟晚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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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在卡北區內的 14 歲以上公民

或永久居民都可以申請成為聯合保守黨

會員，請來投票支持林鈞成為聯合保守

黨卡北區省選候選人。

截止日期 1月 18日 

    請聯繫林鈞（微信號：cnjunlin，電話：

403-800-0289，郵箱：jun@junlin.ca）

併發送新會員申請信息（證件姓名、地址、

聯繫電話）。

   卡 爾 加 里 北 區 包 括 Panorama 
H i l l s ,Car r i ng ton ,Hanson  Ranch , 
Evanston (South of Symons Valley 
Parkway and East of Evanspark Blvd/24 
St/Panorama Rd)請看地圖紅線內區域。

       居住在卡北區內的

$ 預算平衡 管道建設 綠線地鐵

讓我們實現

基礎
設施

公立高中 Vivo 擴建

醫療中心

老年公寓 社區中心

14 街繞城公路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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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加入聯合保守黨投票支持林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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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钧
联合保守党提名竞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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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orama Hills
Hanson Ranch
Carrington
Evanston

聯合保守黨提名競選人
卡北區

林 鈞

進展與分歧並存 金正恩訪華透弦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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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英國科學家認為，賀建

奎可能會面臨貪腐和賄賂的指

控，並因此被判死刑。不僅如

此，賀建奎還違反了禁止將遺

傳改造胚胎植入人體的準則，

而這項準則同樣具有法律約束

力。

《新聞週刊》指出，在沒有

完全瞭解該項目的長期影響下

而進行這樣的實驗，不僅不道

德，還存在潛在風險。而且，

賀對外宣布的結果沒有任何的

證據支持。一般情況下，在科

學研究方面的突破必須經過同

行的審核驗證。

《紐約時報》本月早些時候

曾報導，賀建奎目前被隔離在

中國南方城市深圳一所大學的

小招待所裡，其所居住的公寓

的兩個陽臺都被用金屬網圍起。

《每日電訊報》引述倫敦弗

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的 Robin 
Lovell-Badge 教授表示，賀建

奎被軟禁的地方有很多警衛，

「目前尚不清楚這些警衛是賀建

奎被軟禁的看守，還是在賀建

奎的居所保護他。」

「很多人可能會因這個項

目失去工作。顯然賀建奎不是

唯一參與其中的人。那麼賀是

如何讓其他人做這一切呢？」

Robin Lovell-Badge 分析，「如

今，他可能會面臨各種各樣的

腐敗指控。」

去年 11 月，賀建奎宣布

經過基因編輯後，一對據傳可

以先天抵抗愛滋病毒的女嬰誕

生。與此同時，《人民日報》等

中國官媒紛紛對相關消息作出

高調報導，稱賀建奎在中國造

出世界首例「基因編輯」雙胞胎

女嬰。但由於「基因編輯」嬰兒

在美國目前仍被禁止，許多西

方主流科學家對賀建奎的做法提

出質疑，更批評南方科技大學研

究該項目不符合倫理。

面對輿論壓力，賀建奎所

屬的南方科技大學出面否認參

與研究，官方也改口稱國家衛

生健康委員會已下令，立即調

查該案。

但前上海某大學理學教授

草祭在推特爆料，「基因編輯嬰

兒」實驗，是由北京高層推動，

南科大負責實施，賀建奎具體

執行的一項秘密計畫。

科技網志《Gizmodo》的報

導表示，如果最後賀成為了替

罪羊，那是很不幸的。但是這

是政府和官員推卸責任最簡單

方便的方式。

英國《每日電訊報》

報導，在去年11月，賀建奎
宣布基因編輯嬰兒誕生

後，賀收到了死亡威脅，北

京政府對他的工作進行了

調查。

記者端木珊綜合報導

賀建奎被查 或面臨死刑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新年伊始，中共中央紀委國家監

委網站就發布了「2019 年首虎」

陳剛落馬的消息。陳剛曾長期擔

任北京副市長，他被曝利用主管

城市規劃的權力，收受諸多開發

商、承包商的巨額賄賂，成為京

城官商勾結的典型案例。

53 歲的陳剛畢業於清華大

學，於 2006 年 40 歲時升任副

市長，後進入常委，長期主管北

京市國土、住房、城建、軌道交

通等領域。陳剛當時是最年輕的

市委常委，並入選十八屆中共

中央候補委員。 2017 年調離北

京，先在南水北調辦公室任副主

任，2018 年 9 月調中國科協任

書記處書記。

早在 2009 年，大陸一位

自稱「專揭腐敗的人」曾在題

為《山水文園真相》的文章中披

露，陳剛與李轍一政一商，陳

剛利用手中規劃大權給李轍批

地，李轍則利用賺到的鈔票為陳

剛買官鋪路，充當陳剛的「白手

套」、「管家」。

文章指出，李轍是在陳剛擔

任北京市城鄉規劃委員會副主任

之後，突然成為引人矚目的億

萬富豪，身披多種耀眼光環。

2016 胡潤房地產富豪榜，李轍

曾以 125 億排名第 35。
據稱，為掩人耳目，陳剛一

上任就授意李轍盡快移民加拿

大，然後以華商身份回國，由陳

剛暗中批地給李轍進軍房地產。

李轍則將行賄款打給陳剛的妻

子，陳妻現已移民加拿大。

在北京房地產頻出大手筆

的李轍，被業界稱為「房地產黑

馬」，有很多項目幾乎都是在很

短的時間內連續開工，包括他與

陳剛暗中操縱的亞奧法式住區、

白龍潭國家森林公園景區、山水

LAVIE、華楓公寓、金海湖京

津 CRD 等項目。

據悉，李轍於上個世紀七十

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中共海軍服

役，退役後在北京長城飯店做過

服務員，先後倒騰過劣質玩具，

開過飯館，後移民加拿大。現任

山水文園董事局主席。

中共十八大之前，北京官場

一直由江派賈慶林和劉淇掌控，

江派在北京官場培植了眾多親

信。

局勢詭異引猜測

美國之音日前引述中國政論

作家陳破空的分析說，2018 年

中共的會議出現了非正常狀況。

在年初連續舉行了二中全會和三

中全會，四中全會在 10 月分就

傳出風聲，但一直沒有召開。事

實上是發生了激烈的路線鬥爭、

高層分歧。

陳破空說，這種詭異的局面

可以和 40 年前十一屆三中全會

延期舉行的情形相比，認為這顯

示習近平在黨內無法達成共識，

也預示著黨內外的反對意見可能

形成一股力量，威脅習近平至高

無上的地位。

陳破空稱，這種紛爭遠超外

界想像，以至於有些會議都不能

拿筆記錄，不准帶水杯、帶筆、

帶紙，不許掛橫幅。

按照中共慣例，每年年底

會召開一次中央全會，並會提

前在 7 月或 8 月宣布會期。四

中全會會期，顯然已有違常態，

說明中共高層未能就會期、政治

報告達成協議，權鬥之熾熱毋庸

置疑。

有關習近平面臨新一輪黨

內反對勢力挑戰，英媒 BBC 在

2018 年 10 月 29 日 的 報 導 中

說，奧弗霍爾特博士日前在香港

中文大學出席研討會時，曾向

BBC 記者透露，一個高層中共

官員訪問哈佛時告訴他，北京內

部已陷入你死我活的利益爭奪和

權力鬥爭。

四中全會基調難定

至於四中全會一再推遲的原

因，之前有報導稱，北京政界

有兩個傳言，一是因為有政變

風險，傳武警有一批人策劃「起

事」。不過，自習近平掌管權

力後，各種政變傳聞一直不斷，

習的安保也在不斷加強。

另外一個傳言是，中美貿易

戰使得中國經濟急劇惡化，習近

平希望在四中全會上，能拿出一

個有說服力的計劃。但面對積重

難返的國內經濟問題，以及中美

貿易戰的壓力，特別是在中共體

制的束縛之下，北京很難再推出

有效的應對之策。

自由亞洲電臺也曾援引訪美

學者楊占青表示，目前，中共四

中全會開不了的原因，實際上是

中共內部現在還沒就決議內容達

成一致，也就是還沒有辦法統一

思想，等統一之後就召開了。

清華大學政治系原講師吳強

也對自由亞洲電臺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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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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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來看，四中全會會定

下何種基調還很難講。

前北京副市長陳剛被查 
加「白手套」華商浮出水面

四中全會難產 
美媒稱因內部鬥爭激烈

賀建奎恐將面臨死刑。（ANTHONY WALLACE/AFP/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

導】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

遲遲未能召開，引發外界

對中共高層陷入權鬥的猜

想。有政論家認為四中全

會還沒有召開是習近平在

黨內無法達成共識，也預

示著黨內外的反對意見可

能形成一股力量，試圖威

脅習近平的地位。

中共四中全會一反慣例，至今沒有動靜。外界認為是因為美中貿易

戰，已經造成黨內高層分裂加劇。（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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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議員代表團週一（1
月 7 日）在上海與中方官員舉

行了會晤。代表團已促請中國

政府，釋放 2 名被拘押的加拿

大人康明凱 (Michael Kovrig)
和斯帕弗 (Michael Spavor)。
戴在動身前曾表示「康明凱和

斯帕弗的事不在代表團的議事

日程上」而遭到批評。

前加拿大駐華大使馬大維

（David Mulroney）對代表團

沒有把爭取兩名加拿大人獲釋

正式列入議事日程感到不滿，

並認為戴是在重複中國的說

法。

加國簡訊

亞省豬肉生產者發展公

司稱，首次在 400 頭生豬中

發現了 1 種導致仔豬死亡的

病毒——豬流行性下痢病毒

（PEDV），全世界已有數百萬

頭仔豬因這種病毒而死亡。

非營利組織 Alberta Pork
表示，這種疾病只對豬有影

響，但對人類健康沒有任何風

險，也沒有引起任何食品安全

問題。

豬流行性下痢病毒首現亞省

由於油價的大幅下跌 , 未
來幾個月的經濟前景黯淡，週

三（1 月 9 日）加央行維持基

準利率在 1.75％不變。

自 2017 年 以 來， 加 央

行已 5 次加息，每次都上調

0.25%。央行還下調了對今年

經濟的預期值。預計今年的

增長率僅為 1.7％，低於去年

10 月預測的 2.1％，但展望未

來，預計 2019 年第二季度將

出現新的增長勢頭，2020 年

將出現強勁增長勢頭。

亞省在 2014 年曾是包括美

國各州和加拿大各省在內，個人

所得稅及企業所得稅兩者綜合稅

率最低的省份之一，但隨著亞省

和加拿大聯邦個人及企業稅的快

速上漲，亞省的稅收競爭力的綜

合排名已從前10名跌到第52位。

菲沙研究所一篇名為《亞省

是否可以恢復稅收優勢》的報告

指出，三項變化侵蝕了亞省的稅

收競爭力。

第一，在 2015 年，亞省省

府結束了 10% 的單一個人及企

業所得稅稅率，被 5 級個人所

得稅系統取代。個人最高稅率

上漲到 15%，企業稅率上漲到

12%，亞省兩項稅率優勢都被

擠出第一名。

第二，2016 年聯邦政府將

最高個人所得稅率從 29% 提高

到 33%，使得亞省的最高個人

綜合個人所得稅率從 2014 年的

39%，推高到現今的 48%，短

短兩年上漲了 9%。

第三，在 2018 年，美國聯

邦政府降低了其最高個人所得稅

稅率和公司稅率。

結果是，亞省綜合個人所得

稅率成為了全北美第十高，企業

稅率也從最低變成了中間地帶。

該報告指出，要恢復亞省從

前的稅收競爭力，亞省需要進行

重大的稅收改革。具體的說，需

要將企業稅率從目前的 12% 降

低到 6%，將使企業稅降低到美

國和加拿大最低；同時還建議重

返亞省的單一稅率個人所得稅系

統，將最高個人稅稅率從 15%
降為 6%，和企業稅率相匹配。

這樣做可以使亞省個人所得稅降

至美加兩國最低水平。

報告稱，亞省目前面臨嚴峻

的財政挑戰，使得恢復稅收優勢

極為困難。如果單純降低稅率，

會導致財政赤字增長。因此，菲

沙研究所建議除了降低稅率，還

要配合其他政策的變化，例如減

少退稅（Tax Credits）和稅收

豁免（exemption），包括個人

和配偶稅務豁免。大幅減少企業

補貼，以及減少省政府的支出，

支出每減少一個百分點，即可節

省 5.5 億加元。

菲沙研究所高級政策分析師

說：「亞省經濟在掙扎，政策制

定者應該考慮降低個人和企業所

得稅稅率，以吸引企業家、投資

和技術工人，這將促進經濟增

長，給亞省人帶來繁榮。」

亞省如何恢復稅收優勢？

【看中國訊】3 月 1 日起，

亞省所有駕照路考都將由政府僱

員負責，從而結束了 20 世紀 90
年代推出的私人模式。

亞省政府對新計畫表示讚

賞，但路考官對此很不滿，他們

許多人在這行業工作 25 年了，

按規定繳納聯邦和省府稅款，為

什麼還要剝奪他們的飯碗？

認 證 駕 駛 員 考 試 協 會

（CDEA） 的 執 行 董 事 Pete 
Llewellyn 說，這不公平，他已

經要求交通部對路考官給予適當

的賠償。

該協會表示，在新模式下，

路考官的收入將低於他們在私人

系統下的收入，並警示路試可能

會花費更多。

路考官：要工作而不是賠償

訪華議員呼籲釋放2加拿大人

央行維持基準利率1.75%

【看中國訊】據統計數字顯

示，截止 2018 年 11 月底，加

拿大兩個石油省份亞省和紐芬蘭

省，因市場油價低迷，申請破產

的人數激增。

加拿大西部油砂開採省份亞

省的消費者破產數字，2018 年

比 2017 年增加了 1 萬 1 千人，

增幅為 8.4%，而 2017 與 2016

年相比，增幅是 2.3%；企業破

產數字，2018 年比 2017 年增

加 了 2.6%，2018 年 有 198 個

企業申請破產。

加拿大東部海洋石油開採省

份紐芬蘭省的消費者破產人數，

2018 年比 2017 年猛增了 12%，

成了 2018 年加拿大各省消費者

破產人數增幅最大的省份。

亞省和紐省破產人數激增

加拿大獨立研究機

構菲沙研究所（Fra se r 
Institute）的亞省繁榮
倡議機構主任艾森（Ben 
Eisen）說：「亞省相對於
其他加拿大省份和美國各

州的稅收優勢，曾經為該

省的經濟競爭力和繁榮作

出了貢獻，然而這個優勢

已經沒有了。」

看中國訊

▲全國消費稅率圖。1936年，亞

省第一個推出2%的消費稅。現在

是全國唯一不徵收消費稅的省份。

【看中國訊】加拿大公園本

週已開放其露營地預訂系統，

預訂需從速。

有些網站營地預訂的非常

快，尤其是週末時段的，最

受歡迎的班夫露營很快就訂

滿了。大家可以在加拿大公

園網站上進行預訂，班夫的

預訂週三早上開放，Yoho 和

Kootenay 的預訂週四可上線。

【看中國訊】希拉 • 格裡菲斯

（（Sheila Griffith）和丈夫在卡

爾加里西郊一同經營 50 多頭牛

的牧場。她在給燃氣公司的一封

信中，表達了由於現任省長和加

拿大總理未能將跨山油管進行下

去，因此拒絕支付取暖費賬單中

的碳稅部分。

她在信中提及省長諾特利，

並寫道：「你做了一筆交易，在

亞省實施碳稅政策，以換取跨山

油管的放行。」

「現 在 管 道 已 經 停 滯 不

前……你為什麼不取消碳稅？請

不要跟我說你的什麼鐵路運輸等

備選方案，鐵路運不了那麼多的

石油，請做點數學計算。」

格裡菲斯對媒體表示，亞省

經濟困難對她牧場的運營產生了

巨大的影響，過去一年飼料價格

暴漲，而牛肉價格卻在下跌。她

說：「我和同事們都很沮喪，我

們等不及新的政府來解決這個問

題了。所以，暫時我不支付碳

稅，這是我個人能做到的，以表

明我的立場。」

公園露營預訂已開始

牧場主：不建油管就不付碳稅 3月起駕照路考改由政府僱員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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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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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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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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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上午9:00∼下午6:00

週二(2019年1月1日）：休息

本週營業時間:

菲沙
研究所

▲希拉•
格裡菲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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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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6期     2019年 1月10日—1月16日    

【看中國訊】國際獨立

的航空評鑑網站和全球唯

一的航空公司安全和服務

評 級 機 構 AirlineRatings.
com，近日公布了 2019 年

世界上最安全的二十家航空

公司，第一名是澳洲航空

（Qantas）。澳洲航空從被

調查的 405 家航空公司中

脫穎而出，被評為 2019 年

最安全的航空公司。這家航

空公司已有 98 年歷史。

AirlineRatings 網 站

的 主 編 湯 瑪 斯 Geoffrey 
Thomas 表示，澳航為業界

的佼佼者，在安全性、創新

性以及新機型的投入等方

面名列前茅。「令人驚歎的

是，過去 60 年間的幾乎每

一項重大的操作安全（技

術）發展中，澳航都是領

頭人，且在噴氣式飛機時代

從未發生過致命事故。」

據航空安全網上的資

料，2018 年為有紀錄以來

航空史上最致命的年分之

一，共有 556人死於空難，

遠高於 2017 年的 44 人。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

合報導】北京西城區宣師一

附小校內 1 月 8 日發生血

案，一男子闖入校園用手錘

傷人，造成至少 20人受傷，

其中 3人傷勢較重。而在這

起案件發生的前一天，北京

政府發報告稱「北京校園安

全感最高」。

一位學生家長透露，事

發學校為宣師一附小分部，

該校二、三年級學生在此上

課。多位在附近執勤的工作

人員稱，受傷學生為該小學

二年級生。

初步瞭解，此次校園襲

擊案共造成至少 20 名學生

受傷，均已送往宣武醫院救

治，其中 7人已經進行了手

術治療。 3人傷勢較重，他

們的年齡在 7、8 歲左右。

不過，目前宣武醫院部分區

域已被封鎖。

警方公布，嫌疑人賈某

某，男，49 歲，黑龍江人，

是該學校聘用的勞務派遣人

員，日常從事維修工作。賈

某勞務派遣合同將於今年 1
月到期，勞務公司未與其續

簽原來的合同。賈某為發泄

不滿情緒，持日常工作用的

手錘在校園內將多名學生打

傷。目前，公安機關已對賈

某採取刑事拘留措施，正在

進一步審查中。

社會萬象

澳航獲評最安全航空公司

北京校園襲擊案 傷20餘人

中國「電商法」已於

2019年1月1日正式實行。
很多華人擔心「電商法」

實施後，回家探親帶的伴

手禮會被中國海關徵稅。

記者蘇菲採訪報導

華人回國憂送禮被徵稅

鄭也夫呼籲中共體面退場男孩推翻百年禁令

中國「電商法」規定，個人

自用品免稅額度為 5000 元人民

幣，超過部分就會被徵稅。另

外，如果海關認為你超過合理使

用數量，也要補交稅款或者沒收

罰款等。

華人回國所帶的伴手禮中，

保健品往往居多，大部分華人會

購買複合維生素、魚油、鈣片等

帶回國饋贈親友。對於很多海外

華人來說，關係比較密的親朋好

友，一般至少有 5 個以上。而

且有人二年才回國一次，會為家

人買齊一、二年用量的保健品，

因此通常會裝滿整整一個行李

箱，金額肯定超過了法規規定的

5000 元人民幣標準，很可能會

被強制徵稅。

很多人對中國的這個新法表

示不滿——難得回國過年，買點

禮物實屬正常。就連這個也要徵

稅，實在有些說不過去。

近年來中國物價瘋漲，免稅

額度卻沒有提高，按 5000 元人

民幣來算，幾乎每個往返中美的

華人都會因此而被海關徵稅。

新電商法出台，說是為了打

擊海外代購業，但也波及到老百

姓的日常生活，帶來許多不便。

有人表示，現在回趟中國，還要

和海關「鬥智」。

法規中提到，如果物品是自

用就不會被徵稅。很多華人只能

忍痛把禮物都拆了包裝和標籤，

假裝成自用的物品。一般人認

為，如果只是帶給家人，家人應

該不會太計較；如果是送給朋友

的東西，還是希望保留包裝和標

籤。但不拆包裝的話，基本都會

超額，也就避免不了被徵稅。

剛從國內探親回美不久的華

人 Ivy（化名），向《看中國》記

者大吐苦水說，她已經 5 年沒

回國了，這次回國看親朋好友，

準備了不少伴手禮，不過有朋友

告訴她，現在中國海關查得很

嚴，超過 5000 元就會被徵稅。

Ivy 只好把打算送給家人的護膚

品全部拆了包裝，維生素不敢多

帶，只帶了 8 瓶，其餘的都退

回給商店了，另外，兩個新的

COACH 包包、3 件新的羽絨服

也不得不剪掉標籤……

「看到那些被自己拆的七零

八落的伴手禮，甚麼心情也沒有

了。」Ivy 說。Ivy 還 告 訴《看

中國》記者，回國前在網上看

到，說一名男子過海關時，海關

說要對他手上帶著的那只勞士手

錶徵稅，男子說手錶不是真的，

海關不相信，堅持要徵稅，最後

男子氣的當場把手錶摔碎……

Ivy 說：「我本來是打算帶

我最喜歡的那只 3000 多美元的

CONCORD 手錶回國的，但擔

心海關要徵稅，結果戴了一只很

普通的手錶。」

有華人表示，自己過海關時

遭到抽檢，但並沒有被罰款。有

網民稱，如果所攜帶物品多樣但

不重複，代購嫌疑相對小。但若

攜帶大量同類商品，就容易被執

法人員認為有代購嫌疑。

但也有網民表示，要看你在

哪個機場入境，大城市會查得比

較嚴，小城市相對鬆一點。

不少華人回國過年帶禮物擔心被徵稅。（Getty Images）

【看中國訊】美國科羅拉

多州北部有個小鎮叫色弗蘭斯

（Severance)，這個小鎮有一條

「不准扔雪球」的禁令，從 1921
年一直延續至今，最近卻被一個

9歲的男孩戴恩‧貝斯特 (Dane 
Best）推翻了。

海外媒體報導，去年色弗蘭

斯鎮下了一場大雪，戴恩跑到院

子裡想扔雪球，卻被媽媽攔住

了。媽媽告訴他在弗蘭斯鎮扔雪

球是違法的。戴恩問媽媽這是為

甚麼？媽媽解釋說，上百年了，

這裡的居民一直都默默的遵守這

條禁令。

戴恩很掃興，覺得這條禁令

很不合理，便問媽媽能否改變這

項法律？媽媽鼓勵說：「如果你

想改變的話，那就去努力吧。」

戴恩在媽媽的幫助下，開始

著手準備改變這條法律了。他上

網做各種調查，準備演講材料。

材料準備好之後，他找了 20 名

同學寫支持信，並把他們的訴求

送到了市鎮委員會。鎮長助理科

拉（Kyle Rietkerk） 說，2018
年 11 月，鎮長辦公室接受了這

位 9 歲孩子的提案。

2018 年 12 月 3 日， 戴 恩

帶著精心準備的材料，並且穿戴

整齊地出現在該鎮的議事廳裡。

全鎮的居民幾乎都來了，現場還

有幾家媒體。戴恩絲毫不怯場。

他用幻燈片展示，加上演講，大

方自信，有理有據地向在場的人

闡釋了為甚麼要改變這條法律。

戴恩說：「研究表明，缺乏

戶外活動會導致肥胖、多動症、

焦慮和抑鬱，孩子們都想打破這

項規定玩雪球。這條法律已經不

合時宜。我和同伴們希望在不違

反法律的情況下進行這項令人開

心的戶外活動：扔雪球、打雪

仗，這是鎮上孩子們的心聲。」

接著他向鎮委員會展示了同學寫

的支持信。

鎮委員會的全體成員一致同

意廢除這項陳舊的法律，這條百

年禁令被解除了。孩子們終於可

以玩打雪仗了！

(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近日，中國著名社會學者鄭也夫

撰文稱，中共只有和平地淡出歷

史舞臺，才符合人民根本利益。

網民在社群網站微博轉載其內

容，表示這才是真正的北大精神

和愛國。

鄭也夫是北京大學社會學

系退休教授，長期觀察中國知識

分子與社會發展議題，對官方政

策時有批判，在民間享有頗高聲

譽。他在上個月發表〈政改難產之

因〉一文，文章從四個方面分析了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之難的原因。

文章表示，中共執政 70 年以來，

帶給中國人民太多災難，更已幾

乎完全喪失自我糾錯的機制。

「加入它（中共）是為了做官，捍

衛它則是為了維護既得利益；（中

共）對不同政見的仇視與日俱

增，對危機的恐懼令自己失態。」

在鄭也夫看來，有一項符合

中國廣大人民和執政黨共同利

益的事情，就是共產黨和平地、

即以避免暴力的、最少社會動盪

的方式，淡出歷史舞臺。但他認

為，和平終結專制的歷史，依賴

於共產黨的一位明智的領袖，不

然難有非暴力的轉型。

對於臺灣終結一黨專政的歷

史，鄭也夫強調說，如果沒有民

主派多年打拼，時任總統蔣經國

也不可能做出民主轉型決定。而

對照如今的中國大陸，如果知識

分子都忠實於自己的良知，都勇

於講出自己的看法，「中國不會是

今日的樣子」。但人們若默不作

聲，就不配看到專制政體終結。

這篇文章雖未在中國發表，但被

海外華文媒體轉載，引發廣泛討

論。

中國網民近日也陸續在社群

網站微博轉載部分不含敏感詞彙

的內容，表示對這篇文章感到心

慰，並向鄭也夫致敬。「一個被

視為『書生』的人，有責任把合理

的方向指出來」，才是真正的北

大精神和愛國。

「中國知識分子有良心！只

是體制內的絕大部分人不敢講真

話，但凡十分之一敢站出來說真

話，形勢也不會這樣子。」

現年 68 歲的鄭也夫是美國

丹佛大學社會學碩士、中國社會

科學院研究生院哲學碩士，曾

任教於人民大學與北京大學社會

學系，經常炮轟中國教育體制與

學界的黑幕，著有《文明是副產

品》、《吾國教育病理》、《知識

分子研究》等書，他在北大社會

學系的個人網頁上特別註明「不

申請並拒絕任何官方獎項」。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Economy A7看財經2019年 1月10日—1月16日    第 36期    

今年1月1日中國新版
《個人所得稅扣繳申報管

理辦法》正式施行，其中

住房租金等6項支出可以
抵扣個稅。但就此引發人

們對房租上漲的擔憂，稅

務局也很困惑，官媒稱住

建部和財政部等部門正在

參與研究，試圖找到解決

方案。

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 2019 Mercedes-Benz Canada Inc. *0.9% financing only available through Mercedes-Benz Financial Services on approved credit for a limited time. Available for 24 month finance on model year 2015-2017 Mercedes-Benz Certified Pre-Owned models excluding 
AMG (less than 140,000 km). Down payment may be required. Vehicle license, insurance, registration and sales taxes are extra. Dealer may lease or finance for less. Offer may change without notice and cannot be combined with any other offers. See your autho-
rized Mercedes-Benz dealer for details or call the Mercedes-Benz Customer Relations Centre at 1-800-387-0100. 
Offer ends January 3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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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1 2016 GL350 Black $ 68,789 $ 62,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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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版個稅出現漏洞

近日多篇在網絡上熱傳的文

章顯示，有出租屋的房東表示，

將其個人出租信息上報給稅務部

門後，可能面臨額外稅負，租客

則擔心減負不成，反倒可能因此

承擔更高的租金。

尤其一篇題為〈房東跟租客

說：你要是申報租房抵扣個稅，

房子就不租給你了！〉的文章中

稱，房東算了一筆帳：「你拿我

的信息去申報個稅抵扣，過不了

幾天稅務部門就會通知我去「開

發票」，單房產稅一項就需要交

納 360 元，這還沒算增值稅和

附加稅等！你申請住房租金專項

附加扣除能省 100 元，我至少

要墊進去 500 元。」

對此，有中國內地媒體向國

家稅務總局進行了諮詢，得到的

回應說目前沒有接到根據專項附

加扣除信息追徵房租相關稅費的

通知。但此事目前尚無定論，須

由中國住房和城鄉建部領頭，財

政部、稅務總局相關部門一起確

定相關細節。一名沒有具名的稅

務部門有關人士稱，「現在各地

的稅務局也都很困惑，也在等待

上級部門的指示。」

按照中國現行的政策：納稅

人申請住房租金專項附加扣除

新版個稅的漏洞引發人們對房租上漲的擔憂，稅務局對此也很困惑。（Getty Images）

【看中國訊】據美國之音引

述路透社報導，美國總統川普於

去年 8 月簽署新立法，擴大了

外資收購美國公司的難度。外界

認為，此舉主要是為了打擊來自

中國的投資。

目前，中國投資者正紛紛撤

離硅谷。

報導稱，一方面，中國投資

者正改寫交易條款，試圖確保投

資能夠獲得美國政府的批准，而

部分大規模交易已經終止；另一

方面，美國的初創企業也對中資

更為謹慎，擔心冗長的審批手續

將拖累公司發展。

在美中貿易戰之際，美國對

來自中國的投資更為警惕。川普

譴責北京為獲取美國先進技術而

採取不正當做法，並考慮在新的

一年頒布行政令，禁止美國公司

使用中國通訊商生產的電信設

備。

美 國 外 國 投 資 委 員 會

（CFIUS）在 11 月推出新規定，

要求外國投資者向 CFIUS 通報

對「關鍵技術」的任何規模的投

資，這涉及人工智能、物流技

術、機器人等硅谷主要產業。

根據紐約的經濟研究公司

榮鼎諮詢預測，將有多達 75%
的中資創投案會因新規而受到

CFIUS 審查。而數據還證明，

中資大規模撤離對硅谷的影響暫

時有限。

一些科技安全專家就加大

對中資的審查表示讚許，他們

認為，此舉是對美國初創企業

的保護。根據榮鼎諮詢估算，

2000 ～ 2017 年，中國在美國

參與創投的資金平均 21% 來自

於國有基金。

2018 年，這個數字飆升至

41%，而這類國有基金至少部

分受北京當局控制。

美政府擴大 
科技投資審查 
中資加速逃離硅谷

時，要填報主要工作城市、租賃住

房坐落地址、出租人姓名和身分證

件類型和號碼或者出租方單位名稱

及納稅識別號（社會統一信用代

碼）、租賃起止時間等信息。直轄

市、省會（首府）城市、計畫單

列市以及國務院確定的其他城市，

扣除標準為每月 1500 元；除第一

項所列城市以外，市轄區戶籍人口

超過 100 萬的城市，扣除標準為

每月 1100 元；市轄區戶籍人口不

超過 100 萬的城市，扣除標準為

每月 800 元。

房地產業內人士表示，業主擔

憂租賃行為被記錄後，未來會涉及

到房地產稅等更多的稅費。這種情

況下，不願意、不配合租戶登記也

就成為了必然。

另外，財經分析人士齊俊傑撰

文認為，房租確實是有風險的，但

風險不在個稅抵扣，而在於資本推

動，去年房租就漲過一輪，主要就

是一些長租公寓品牌，高價收房資

本擴張導致的，結果被當地政府約

談，承諾 3 個月不漲房租，現如

今期限已過，但正好趕上年底，他

們也還暫時偃旗息鼓，要特別小

心。

文章認為，轉過年來，進入租

房的旺季之後，這些資本方重新開

始擴張。繼續在北京、上海、深圳

等大城市高價收房，那麼必然會導

致供需失衡，房租暴漲。資本方雖

然之前被約談，但是他們仍然是資

產管理公司的主體，依然有動用資

金池的慾望，收的房子越多資金池

也就越大，擴張的速度也就越快。

所以這才是真正的房租上漲的定時

炸彈，而年後他們必有動作。現在

又有了個稅抵扣的擔憂，正好給他

們提供了保護傘，到時候他們可能

會聲東擊西，轉移管理者的視線。

以此來掩蓋他們高價爭搶房源，壟

斷房源的事實。

“房東跟租

客說，

你要是申

報租房抵

扣，我賠

你錢不租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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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2018年12月16日中
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副所

長、中國農業銀行前首席經濟學

家向松祚發表演講，細述中國經

濟的一系列問題，引髮網路熱議。

今日特刊發其震撼演講，以饗讀

者。限於版面，文章有刪節。

我想跟各位分享的兩個

字——「反思」。我希望我們

在座的每一位校友，每一位企業

家，我們大家一起來反思。

三大誤判

2018中國有三個嚴重誤判：

1.經濟下行
2018 年我們可以說是非比

尋常的一年，這一年發生了太多

太多的大事。但是最主要的是什

麼？——2018 中國經濟下行。

今年下行到什麼程度呢？

國 家 統 計 局 的 數 據 是

6.5%。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機

構的研究小組，他們內部發布

的報告是：到目前為止，中國

GDP 的增長數據為 1.67%。而

另外一種測算顯示數據為負。

當然在這裡我們不去討論這

個測算是正確還是錯誤，也不講

應該相信哪個數據，但今年中國

在這件事情上出現了嚴重的誤判。

2.中美貿易戰
中美貿易戰我們有沒有誤

判？我們有沒有低估？現在中美

貿易戰快過去一年了，我們回憶

一下年初主流媒體的言論：中美

貿易戰，美國人是搬起石頭砸自

己的腳，中國必勝；中國要打下

去，一定是大打大贏，中打中

贏，小打小贏。

曾經說過這些話的主流媒體

都去哪了？說到底，到目前為

止，我們對中美貿易摩擦，對中

美貿易戰的形勢的判斷，對國際

形勢的判斷，存在很大的誤區，

這值得我們去深刻的反思。

實際上現在中美的貿易摩擦

去玩虛的：買理財，買房子。

官方公布的數據，我們上市

公司買投機性買房，就是 1 萬

多、一兩萬個億。所以中國經濟

全部都是玩虛的，全部都是靠槓

桿加槓桿。

我們現在企業的槓桿率是美

國的平均的槓桿率的三倍，日本

的兩倍。企業的負債率，非金融

企業的負債率全球最高。

5.短期貨幣政策不能解決
根本問題

現在經濟下行壓力巨大，於

是政府又把老一套拿出來了：貨

幣政策寬鬆，信貸政策激進，財

政政策寬鬆，資本政策激進。

這些政策能夠解決中國的根

本問題嗎？我們今年的貨幣政

策不是不寬鬆，今年我們釋放 4
萬億流動性，對沖叫中期借款便

利，釋放 2.3 萬億，2.3 萬億乘

以貨幣乘數也是十幾萬億。

資本市場出臺了那麼多條政

策，我看不是真正管用，10 月

19 號到現在兩個月了，能管用

嗎？這難道不值得我們去認真反

思，我們到底經濟的問題在哪

裡？所以我反思的結論是：我們

現在中國經濟的問題已經不是這

個速度的問題，數量的問題，它

是一個質量的問題。

大家看一看民營企業真正面

臨的核心問題，不是融資難、融

資貴。根本的問題是什麼？害怕

政策的不確定性，害怕政府不守

信用。

在這個大的背景下，我的基

本結論是「短期的這些貨幣信貸

政策」根本解決不了問題。

貿易戰已經不是貿易戰，不是經

濟戰，是中美兩國之間價值觀的

嚴重的衝突。

3.民營企業遭受重創
從各種數據中我們發現，民

間投資，民營企業的投資大幅放

緩，民營企業家的信心遭受重

創。從年初開始消滅私有制、民

營經濟退場論等各種說法甚囂塵

上，直到今年 11 月 1 號，國家

領導人才專門召開會議。有些人

的說法是現在經濟不行了，又在

開始討好民營企業。

五個問題

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主要是

自己的問題，卻有很多東西講的

輕描淡寫。

1.經濟轉型中的錯誤傾向
我們經濟下行是一個長期的

下行，這本來是沒有太大問題

的。但是大家注意到，我們現在

是依靠消費和第三產業，兩者佔

到 GDP 增長的 78.5%。

按照我們官方的說法說這是

好事：經濟轉型已經取得成功，

過去我們依靠投資，依靠出口，

現在已經是依靠消費和第三產

業，聽起來好像有道理。

但是大家要看到，在我們這

樣一個國家，投資大幅度的放

緩，依靠消費，我們還能夠維持

經濟的穩定嗎？

過去 40 年，改革開放 40
年，我們有過 5 次的消費浪潮，

第 1 次是解決溫飽，第 2 次是新

三大件，第 3 次是信息消費，第

4 次是汽車，第 5 次是房地產。

但是現在這樣的 5 次的消

費浪潮，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

都已經處在一個尾聲，汽車的消

費在大幅度下降，房地產的消費

也在大幅度的下降，所以我們現

在面臨巨大的問題。

2.金融風險加劇
在經濟下行的同時，金融風

險加劇，大幅引資銀行急劇的萎

縮。我們看到直接融資的市場，

債券融資也好，股票融資也好，

在今年都是被腰斬，更多的是違

約。 10 月份以前，前三季度企

業債的違約已經超過1000個億。

按照官方的數據，企業債的

違約今年會超過 1200 億，還有

大量企業的破產，現在的企業是

成片的倒下，國有企業也倒下

了。渤海鋼鐵，這是我們偉大的

世界 500 強。在它倒下時，它

的負債餘額 1920 個億，實際上

它的負債餘額可能達到2800億。

地方債務，也是我們金融市

場非常大的一個麻煩。國家審計

署說是 17.8 萬億，人大財經委

的副主任賀鏗先生說是 40 萬億

還不止，超過 40 萬億，而且沒

有一個地方政府想還債。

3.股市下跌
我認為股市的春天還早著，

大家可以看一看，現在股市的下

跌只有 1929 年華爾街的崩盤可

以與此相提並論。大多數股票跌

到 80%，跌去 90%。

我們今天要反思的一個問題

是股市之痛到底痛在哪裡？

有人罵證監會，罵劉主席，

罵這罵那，我認為是罵錯了對

象。監管政策不合適，監管政策

可能不到位。股市的政策面不到

位，可能是重要原因，但不是關

鍵原因。看看我們的利潤結構，

銀行板塊和房地產兩個板塊拿走

全部利潤 2/3，1444 家中小板

的上市公司利潤比不上一個半工

商銀行，這樣的股市，它怎麼可

能成為牛市呢？我們買股票主要

是買公司的利潤，企業的利潤，

不是靠消息炒作。耶魯大學的教

授羅伯特希勒說：股市短期不是

經濟的權益表，但長期一定是。

所以我想這個股市如此的糟

糕，只能說明一個問題，中國實

體經濟相當麻煩。

4.金融業脫實向虛
大家知道中國經濟的下行，

說到底是我們過去這種擴張的模

式，增長的方式，發展的這種思

維出現重大的問題：脫實向虛，

這是前任央行行長周小川行長講

的。現在我們的金融風險是什

麼？隱蔽性、複雜性、突發性、

傳染性、危害性，結構失衡問題

突出，違法、違規現象叢生。既

要防止黑天鵝，又要防止灰犀牛。

所以我們這種脫實向虛，在

中國的表現太多了，總而言之就

是套利。

除了這些金融套利以外，大

量的企業拿了錢去幹嘛？不是去

搞主業。過去十年，IPO 定增差

不多 9 萬多億，9 萬多億，40%
拿去幹嘛？拿去炒股票、炒期

貨，參股金融公司，並沒有拿去

搞主業，上市公司這樣能好嗎？

我也認識不少上市公司的創

始人和老闆。坦率的說，相當一

些股權質押的資金並沒有拿去真

正搞他的主業，都去幹嘛了？都

四十年未有
之大變局◎ 文：向松祚

 圖：向松祚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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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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8 MACLEOD TRAIL S.

一路馳騁 非凡性能

4,0000.9 $% ‡

或者獲得現金回饋高達租賃起始利率

36個月
限於購買任何
其它 ACURA 車型

MODELS SHOWN: 2019 TLX SH-AWD® ELITE A-SPEC, 2019 ILX A-SPEC, 2019 MDX A-SPEC, AND 2019 RDX A-SPEC. †Limited time lease offer based on a new and previously unregistered 2019 TLX Base (UB1F3KJ) // model shown, a 2019 TLX SH-AWD® Elite A-SPEC (UB3F8KKN) with 
optional colour upgrade available through Acura Financial Services on approved credit. Representative lease example: 0.9% // 0.9% (1.78% effective APR) lease rate for 36 months (78 payments). Bi-weekly payment is $168 // $248 with $4,000 // $4,500 down payment. 
16,000 km allowance/year; charge of $0.15/km for excess kilometres. Total lease obligation is $17,104 // $23,844. Offer includes $2,075 freight and PDI, air conditioning fee ($100), Tire Duty ($20), AMVIC fee ($6.25) and applicable fees/levies/duties. ‡$4,000 cash 
rebate available only on the cash purchase of new and previously unregistered 2019 Acura MDX Tech (YD4H4KKNX), MDX A-SPEC (YD4H0KK), MDX Elite (YD4H8KKN), MDX Elite 6P (YD4H0KKN) models from Silverhill Acura when registered and delivered before January 31, 
2019. Total incentives consist of: (i) $2,000 that cannot be combined with lease/finance offers; and (ii) $2,000 that can be combined with lease/finance offers. All incentives will be deducted from the negotiated selling price after taxes. Some terms/conditions apply. Model 
shown for il lustration purposes only. Offers end January 31, 2019 but are subject to change, extension or cancellation without notice and are only valid for Alberta residents at Silverhill Acura. Silverhill Acura may sell/lease for less. Silverhill Acura order/trade may be necessary. 
While quantities last. See Silverhill Acura for full details. © 2019 Acura, a division of Honda Canada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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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開車多年

已經過買過多次輪胎，你也可能

是首次購買冬季輪胎的新手，所

有消費者都面臨同樣的問題：在

購買輪胎時需要考慮的因素包括

種類，型號，設計和價格。那麽

今年選擇雪胎時，怎麼才能選到

最稱心滿意的？

大公司的名牌輪胎自然品質

卓越，不過小品牌的輪胎價格更

划算。

如 果 你 去 了 固 特 異 輪 胎

（Goodyear）專賣店，那麽你看

到的都會是熟悉品牌的輪胎，包

括固特異及其旗下的登祿普輪胎

（Dunlop Tyres）等。

如果你去了一家獨立的輪胎

店，或者是車行或者說大型百貨

連鎖店，那麽你就會看到很多種

小品牌的輪胎。很多小品牌的輪

胎定價非常低，很有吸引力。

這就是爲什麽像固特異，普利

司通（Bridgestone），凡士通輪

胎（Firestone）和米其林輪胎

（Michelin）等這種大品牌的輪

胎公司開始盡量調降價格，加強

競爭力。

正如古語說的，世界上沒有

免費的午餐。如果米其林一個

17」雪胎售價 276 元。那麽一個

小品牌，如 GT Radial 同樣尺寸

的雪胎售價 145 元，那麽便宜輪

胎的性能一定比米其林低。

幾乎所有大品牌都有對夏季

輪胎的優質質保，不過小品牌的

輪胎則很少有令人安心的質保。

另外，《消費者報告》很少會

測試小品牌的便宜輪胎，不過這

並不意味著便宜輪胎的性能差強

人意。

【看中國訊】美國汽車維修網

站 CarMD 調查了從 1996 年開

始的二手車到新車在 2018 年的

維修費用及頻率。

在 2017 年 10 月 1 日 到

2018 年 9 月 20 日之間，他們分

析了大約 560 萬輛汽車的車輛數

據和健康狀況，這些車輛均報告

了發動機檢查警報，以及進行了

隨後的維修工作。

2017 款本田思域是排名第

二的最可靠車款，在過去一年

中，思域車款去維修店、零件

店或經銷店的次數少。以下是

CarMD 評選出的結果：

維修費用最低的汽車品牌

馬 自 達（Mazda），286 美

元；

起亞（Kia），320 美元；

道奇（Dodge），326 美元；

現 代（Hyundai），328 美

元；

克萊斯勒（Chrysler），329
美元；

吉普（Jeep），339 美元；

雪 佛 蘭（Chevrolet），341
美元；

大眾汽車（Volkswagen），
358 美元；

本田（Honda），427 美元；

豐 田（Toyota），462 美 
元。

維修費用最低的十款車

1、2017 現代途勝（Hyundai 
TUCSON）

車型：緊湊型 SUV
維修費用：67 美元

2、2017 現 代 雅 紳 特

（Hyundai Accent）
車型：小型車

維修費用：69 美元

3、2016 Kia Rio
車型：超小型

維修費用：70 美元

4、2014 豐 田 普 銳 斯 C
（Toyota Prius C）

車型：緊湊型

維修費用：83 美元

5、2017 Mitsubishi Mirage
車型：超小型

維修費用：84 美元

6、2017 起亞 Soul
車型：緊湊型

維修費用：88 美元

7、2016 起 亞 Forte（Kia 
Forte）

車型：緊湊型

維修費用：90 美元

8、2016 現代途勝（Hyundai 
Tucson）

車型：緊湊型 SUV
維修費用：91 美元

9、2017 現 代 聖 達 菲

（Hyundai Santa Fe） 運 動 款

（Sport）
車型：緊湊型 SUV
維修費用：92 美元

1 0 、 2 0 1 7 豐

田 4 R u n n e r（T o y o t a 
4Runner）

車型：SUV
維修費用：107 美元

十大最可靠車型

車輛維修次數少被視為可

靠。SUV 主導最可靠車型，前

十名中，有八款車是 SUV，其

餘只有 2017 款和 2016 款本田

思域轎車上榜。

1、2016 款奧迪 Q5，豪華

緊湊型 SUV；

2、2017 本田思域，轎車；

3 、 2 0 1 7 斯 巴 魯

Crosstrek，緊湊型 SUV；

4、2017 本田 CR-V，緊湊

型 SUV；

5、2017 本田 HR-V，小型

SUV；

6、2017 GMC Acadia，
SUV；

7、2015 斯巴魯森林人，緊

湊型 SUV；

8、2016 本田 CR-V，緊湊

型 SUV；

9、2016 本田思域，轎車；

10、2016 沃爾沃 XC-90，
豪華 SUV。

▲2017款本田思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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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控制技術

全新GLE不僅配備了汽油引

擎，同時也配有強大的柴油4缸

引擎和智能電氣六缸直列式發

動，以及令人驚歎的V8頂級發

動機。

新型4缸和6缸柴油發動機

是同類產品中效率最高的柴油

發動機，實現了最嚴格的排放

標準。除了渦輪增壓之外，新

的、始終如一的電動汽油動力

直列6缸和V8車型還配備了集成

的起動發電機，額外的電動壓

縮機。

作為EQ0Boost的集成電動

機支持內燃機，當加速高達270 

kW（367 hp）和500 Nm的扭矩

時，可以在沒有內燃機的情況

下進行駕駛，並能實現高效的

能量回收。

此外，所有發動機都配備

了9G-TRONIC自動變速箱和4MATIC

全輪驅動。

GLE 2019參數性能

5大全新技術

1、E-ACTIVE車身控制：

車型所搭載的E-Active Body 

Control懸吊系統，運用Road Sur-

face Scan道路表面掃描、與過彎

傾角感知功能，提供予車輛卓越的

行路舒適性，而這套系統更宣稱是

目前市面上可分別獨立控制四輪彈

簧、與阻尼回饋力道的科技。舉例

來說，若車輛陷入不易脫困的道路

狀況時，懸吊系統會迅速、且自動

地調整懸吊行程高低，以協助駕駛

人脫離當下的困境。

2、主動Stop-and-Go輔助系統：

該駕駛輔助系統可事先偵測到

壅塞的路段，並告知駕駛者提前避

開，這也讓GLE的駕駛輔助科技來

到了新的層級。

3、主動制動輔助系統新增關

閉功能：當在對面車道上轉彎時，

通過交叉交通輔助激活主動制動

輔助系統。如果在越過迎面而來

的車輛的路徑時存在碰撞風險，

則在低速行駛時車輛將被制動。

4、座椅舒適性：

新款GLE軸距增加量3.1英

寸，內部空間更加寬敞舒適。並
新增了第三排座椅的選擇。

【看中國訊】新款Mercedes-Benz GLE 2019以出色的性能和設計成為豪華中型SUV市場中最強有力的

代表之一。GLE 2019集成了眾多的創新科技或升級，其中包括：

■ 世界首創48V主動懸架系統E-ACTIVE BODY CONTROL。

■ 駕駛員輔助系統也升級，新增了主動剎車輔助系統功能。

■ 信息娛樂系統擁有更大的屏幕、全彩色平視顯示器，新的MBUX內部助手可以識別手和手臂的動

作並支持操作意圖。內部更寬敞舒適，可應需要提供三排座椅。

■ 外觀設計不僅散發著活力和動力，還為SUV的空氣動力學設立了新的市場標準。

■ GLE配備了新的發動機，新4MATIC系統確保了在路上的極佳靈活性和征服各種路況的卓越性能。

GLE 2019設計特點

GLE的前部直立式散熱器格柵

八角形的設計、突出的鍍鉻底板和

帶兩個動力罩的發動機罩散發著力

量和動力。獨特的頭燈設計加強了

這種引人注目的外觀。LED智能照

明系統的ULTRA寬光束發出相當強

大的照明。

在寬敞的內部空間中，突出的

中央控制台與儀表板的浮動外觀形

成強烈對比。作為越野車的典型特

徵，中控台上有兩個突出的把手。

除了舒適性和人體工程學外的設計

外，流動的表面營造出現代、奢華

的印象，由寬大的飾邊和齊平的捲

簾組成。新設計增強了所有控件和

顯示，新款運動型方向盤採用醒目

的雕刻輪輻效果，加深了這款SUV

內飾的突出印象。

新的GLE智能驅動向自動駕

駛邁出了又一重要的一步。主動

距離輔助DISTRONIC和主動轉向

輔助系統確保前車安全距離並平

滑轉向。此外，新款GLE配備了

主動式盲點輔助系統，並增加了

GLE 2019安全配置

出口警告輔助功能。此功能可

以降低與其他道路使用者碰撞

的風險，例如經過騎車者。主

動式盲點輔助系統在靜止時監

控盲點，並且可以在打開車門

時警告駕駛員接近的車輛或物

體。關閉發動機後，此功能最

多可保持三分鐘。警告會出現

在車外後視鏡中，組合儀表會

發出聲音。

2019 
Mercedes 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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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麗小語：美好的婚姻有愛為基礎，這個前提你們已經具
備，但是也需要靠兩人共同努力去經營，這部分要多多努
力喔，別無他法，就是多多溝通，互相包容與體諒。

如何改善 
失聯現象？

你好：

感謝來信！如果你信上所

言「跟老公感情不錯」，我認

為這事情還不是太難處理。以

懷孕期間，需要有安全感為

由，你可以把握這契機和老公

好好談談，除了增進感情，也

消除你的不安。

信中未提及先生的工作性

質，所以不知道他常常要到天

亮才回家的原因，如果只是因

為貪杯，和好友相聚，那你應

該要認識認識先生的朋友，或

者留電話，現在通訊產品很先

進，視訊都是稀鬆平常的事

了。你可以溫柔地反問先生：

如果孕期發生不適，需要有人

在旁時，該如何因應？會不會

心疼老婆挺個肚子睡眠品質不

好地盼夫歸來？這樣長期下

去，母親與胎兒的身體都會受

影響的。

不過你說，他這樣的習

慣，從你們交往時就這樣了，

但是似乎你也能接受，並且嫁

給他。你應該和他溝通：讓他

意識到婚後是否該微調一下夜

歸頻率過高的情況，讓家庭的

經營更趨良性互動的發展。況

且小孩一旦出生，父母要從身

教做起，給孩子一個溫馨的成

長環境，以上這些，不妨一點

一滴地和先生談開來。

再者，如果他的夜歸有不

可逆的因素，如工作關係，那

你也需要調適並且備妥因應方

案。就像一些移動至海外大陸

工作的台灣丈夫、或者職業軍

人的妻子，長期面對先生不在

身邊的事實，他們多半學會獨

立，或者和親友保持密切互

動，如住在娘家附近等等，以

便緊急情況可以相護照應。其

實，女人多半為母則強，往往

會為了呵護孩子的成長，做出

最大的犧牲與奉獻，你或許也

具備這樣的潛能。

最後，言歸正傳，美好的

婚姻有愛為基礎，這個前提你

們已經具備，但是也需要靠兩

人共同努力去經營，這部分要

多多努力喔，別無他法，就是

多多溝通，互相包容與體諒。

況且，步入中年，太過貪杯對

身體、對家庭都有不好的影

響，你或許不能太縱容先生，

要溫柔地限縮一下夜歸的時

間。祝福你！

曼麗夫人好：

我跟老公感情不錯，他很

體貼很照顧我，我們剛新婚就

懷孕，他很期待寶寶出生。但

因為我現在懷孕中，有時他的

活動我沒辦法一起去，我也不

想讓自己太累，我就讓他一個

人去，不過他從交往期間就有

一個習慣，只要他出門，我幾

乎就聯絡不上，電話總是沒

接，然後搞到三更半夜才回

來，我曾經為此事和他溝通

過，他也答應會讓手機保持暢

通，一直說會改進，他有改一

些，但大部分時候還是出去就

像失蹤一樣，且現在他又開始

了。

上禮拜出去後，電話不

接、Line 不讀不回，看到已

經快天亮了，我也整夜睡不

好，他看到後就很抱歉說和朋

友喝多了，在他家休息一下沒

想到就天亮了。我選擇相信

他，但他這樣每次答應每次沒

有做到，我已經不知道拿他怎

麼辦才好？要怎麼樣讓老公出

門後隨時和我保持聯繫、讓他

早點回家呢？又不會讓他覺得

我很黏在逼他呢？畢竟我現在

懷孕了，總是沒有什麼安全

感，我需要時老公找不到人真

的很無助！

讀者來信 曼麗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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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曼麗夫人 圖：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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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食街

806 Centre St. NE, Calgary  

紅燒豆腐

 $999

八珍豆腐煲

 $999
清炒白菜苗

 $999
南乳/紅燒豬手

 $999
京都骨

 $999

避風塘茄子

 $999
啫啫薑蔥黃鱔煲 

 $2999
當雄炸子雞

 $999
南乳/紅燒豬手京都骨

$$999999

避風塘茄子啫啫薑蔥黃鱔煲 
$$$$$292929292929292929299999

多倫多名廚推薦：

$9.99

秘製貴妃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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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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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

乾燒大蝦

多倫多名廚推薦：

  合家
歡樂宴
海皇魚肚羹
金沙中蝦
蜜椒牛柳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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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麼實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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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全
日日
提提供供
正正宗宗越越南南

餐餐

$23.99

清蒸老虎斑

注：所有特價菜，必須同時惠顧一款正價菜，飯、面除外。       

家鄉黃鱔飯  $2999

秘製冬菇支竹鵝乸煲

 $2599

圖片僅供參考，以店內實物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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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鷹嘴位於額爾古納市臨江

屯正北方 7、8 公里處，因為有一

塊岩石，狀似老鷹的嘴而得名。

這裡草木蔥蘢，鳥語花香，寧靜

安逸；攀上山頂，還能遠眺風景，

是當地人都會去踏青賞秋的獨特

景點。

莫爾道嘎國家森林公園，是

國家林業局批准建立的內蒙古大

興安嶺首家國家森林公園，佔地

面積 57.8 萬公頃，是目前國內面

積最大的森林公園，森林覆蓋率

為 93.3%。公園的宣傳口號是「南

有西雙版納 , 北有莫爾道嘎」。

太平村，一個有著百年曆

史卻在地圖上找不到的只有十

幾戶居民在此居住的小村。來

到這裡似乎走進了與人間隔絕

的世外桃園，這裡沒有城市的

喧囂，沒有車流的干擾，小村

的木刻楞房屋和木板杖園子，

它們靜靜的安立在村中，用獨

特的方式訴說著百年的滄桑。

在中國的版圖上，有一個美麗的名字叫

呼倫貝爾。這裡有水草豐美的草原、松濤激

蕩的大興安嶺林海、縱橫交錯的河流、星羅

棋布的湖泊，豐富的自然資源組成了一幅幅

絢美多彩的畫卷。

Day2   臨江—莫爾道嘎

莫爾道嘎國家森林公園

老鷹嘴

額爾古納太平村

呼倫貝爾 Day2    美
的絢 畫卷

扒駝掌

　　駝掌即四只大似蒲團的軟蹄。因為它是駱駝軀體中最活躍的組織，故其肉質異常

細膩富有彈性，似筋而更柔軟。駝掌營養豐富，歷來就與熊掌、燕窩及猴頭等齊名，

是中國四大名菜之一。古代宮廷御膳用的「北八珍」，駝掌即為其中一珍。由於駝掌

珍貴，即使在被譽為「駝鄉」的額濟納豪華宴會上，也是很少能夠品嚐到的。 油鍋牛三寶

　　油鍋牛三寶是這裡的特色

美食。在清燉牛尾的基礎上，

加上發製並切好的牛蹄筋

片，發製改刀成菊花形

的牛鞭，再加入發製好

的香菇或口蘑等輔料，調

上味，點燃酒精鍋蓋上蓋上

席，由服務人員起蓋。客人食

之有補氣壯陽、提神祛寒、美

容潤膚的功效。

人人都道呼倫貝爾的夏季
綠草如茵，鮮花遍地；秋季如
童話般迷人 ...... 陣陣晚風吹動
著松濤 , 吹響這風鈴聲如天籟 ,
站在這城市的寂靜處 , 讓一切
喧囂走遠 , 只有青山藏在白雲
間 , 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澗 , 看那
晚霞盛開在天邊 ......

秋季（9 月 -11 月）：五彩斑
斕的原始森林是秋天的呼倫貝爾
特色的景象，同時你還可以來到
大興安嶺林區觀看直入雲霄的參
天大樹，感受連綿起伏的山間小
路，感受屬於它的秋季。

整個呼倫貝爾地區歷史悠
久，主要以北部林區和南部牧
區（草原區 ）為主，其中根
河、額爾古納、鄂倫春旗的大
興安嶺一帶等市屬於北部林
區，而南部牧區則分佈在滿洲
里、陳巴爾虎旗、鄂溫克旗的
呼倫貝爾草原一帶等市。

南部牧區

景觀相對北部而言會顯得
比較單一，整體的風景是以草
原、河湖為主。但是由於南線
中，我們會必經阿爾山國家森
林公園，這個森林公園是以火
山天池景觀而聞名於旅行圈。
由於它，使得整個南線添加了
一抹奇幻美妙的色彩。

北部林區

北部的景觀擁有著多種風
景元素，風景也相對更為原
始。走北線，可以看到多種地
貌風情，除了一望無際的大草
原，我們還可以看到一大片茂
密美極的白樺樹、極具風情的
邊陲俄羅斯原始村落，還有那
不輸於加拿大景觀魅力的森林
風光。同時北線整條路線都已
被開發，是眾多呼倫貝爾旅行
的經典路線。

途經景點：老鷹嘴、太平村、莫爾道

嘎國家森林公園

美食推薦一

美食推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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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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由心生，精神決定氣質
 

這世上，總有人好看，總有

人越來越好看，以貌取人其實很

公平。在朋友圈曾看到過這樣一

個段子： 
‧ 性格寫在唇邊，幸福露

在眼角； 

‧ 站姿看出才華氣度，步

態可見自我認知； 

‧ 表情裡有近來心境，眉

宇間是過往歲月； 

‧ 衣著顯審美，發型表個

性。職業看手，修養看腳。 
一系列的觀點看起來有些絕

對，卻也頗有道理。到了一定年

紀，你的形象裡就帶著你走過的

路，讀過的書，愛過的人，歷過

的事，哭過的淚和灑下的汗。 

有一個手藝人，手藝嫻熟，

很多人上門買雕塑。但他有一個

嗜好，喜好雕塑妖魔鬼怪。 
有一天，他照鏡子的時候發

現自己的相貌變得很醜：不是五

官發生了改變，而是整個面相兇

惡、醜陋、古怪。 後來，他到

一個寺廟裡，找方丈求助，方丈

說：我可以給你治療，但你必須

先幫我雕刻 100 尊觀音像。 
於是，手藝人就開始不斷研

究觀音的神情，德性和表情，有

時甚至到了忘我而代入的境界。 
半年之後，當他把富有善

良、慈悲、寬容形象的觀音雕塑

出來後，他急忙去寺廟找方丈，

對方丈說：請您務必幫我治病。 
方丈沒說話，從背後拿出鏡

子，笑了笑說：你的病已經好

了。這時候他才發現，自己的相

貌也已經變得正氣、端莊了。 
一個人若是熱情洋溢，總是

面帶微笑，到老了，臉上的紋路

也都是慈眉善目的。如果一個人

長期不笑，面目表情殭化，越老

顯得越可怕，越沒有親和力。 
這 就 是 所 謂 的「相 由 心

生」。到了 40 歲，你就必須具

備與你的年齡、身份、社會地位

相適應的言談舉止和精神面貌。 
日本文學家大宅壯一說：

「一個人的臉就是一張履歷表。」

你內在的素質、內在的修養決定

了你外在的形象和風貌，這句話

一點也不假。 
你前半生說過的話、做過的

事，學到的知識懂得的經歷，無

形中都在改變你後半生的長相。 

好看，不止是膚淺的漂亮，

更是舉止端莊，待人謙卑、談吐

優雅…… 所有的驚豔，都來自

長久的準備。 

 善良，是最好看的 

精神長相

曾子曾說：人而好善，福雖

未至，禍其遠矣。《六祖壇經》

上說：一切福田，都離不開心

地。心田上播下善良的種子，總

有一天，會開花結果。 
一個邊遠的山村學校，食堂

的伙食糟透了，不是白菜蘿蔔就

是蘿蔔白菜，而女老師的身體很

弱，於是，她經常到學校旁邊的

一個小山村去買雞蛋。 
賣主是個年過花甲的老太

太，她主動讓女老師說個價，

女老師便定了 5 毛錢一個，其

實，女老師暗中提高了 5 分錢，

女老師家鄉的雞蛋 4 角 5 分要

多少有多少。 女老師看老人可

憐，沒兒沒女，只靠幾隻雞養活

自己，於是每個蛋多給 5 分錢。

老太太既不討價，也不還價，這

樁買賣就這麼定了。 
買過一段時間，女老師覺得

老太太實在可憐，便單方面又

提高了 5 分錢，一個雞蛋 5 角 5
分。 這回老太太作聲了，堅持

不肯提價，但女老師堅持要單方

面提價，僵持了很久，老太太終

於接受了。 
那天，女老師照舊去老太太

那兒買雞蛋，正碰上一個雞蛋販

子跟老太太講價。 
( 下文轉 C2)

2018 SIENNA SE 2018 CAMRY XLE 2018 AVALON LTD 

#P802228 #P801158 - #P800013 

$39,998*        537,190* s31 ,998*   547,504*

2018 RAV4AWD LE 

#P802570 

    $J2, 199* 

LAST 
ONE! 

#P802422 

$29,888*        554,826*
#P802319 

$44,988*    SJ7,235*

SOUTH POINTE 
TOYOTA 

11500-35 St. SE BARLOW TR. & DEERFOOT TR. SE I 403.567.8888

 $39,998* 

 $33,888* 

AMVIC 
Al.BEl<TA MO'l'OR VEHICLE 
)Nl)US'fRY COUNCIL 

*All prices include all taxes and fees and are plus gst only. Only one offer per customer, they cannot be combined and have conditions. 0% offer varies by model and has term and down payment restrictions. Any and all Toyota rebates have been applied to the advertised
prices and the low TFS rates cannot be applied to those advertised vehicles. See dealer for complet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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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 終 2018 車 款
  一 日 大 清 倉

  購買2018款最後的機會！節約數千元！！

還有！僅限一日 - 1月12日！！僅早9點-晚6點！！

  星期六  1月12日  早上9點-晚6點

全新 最高端-全新

全新

原價原價 原價

原價原價
現價 現價現價

現價 現價現價

贈送免費雪胎，每筆購車交易*

折扣+現金回饋高達$12,000*

 $1,000CHINOOK MALL商場血拼券，每筆購車交易*

$1,000免費加油*，“僅一天” 3年免費保養*，“僅一天”

0%利率，每筆豐田車交易*

    不 要 錯 過 這 次 大 優 惠 ---2018 清 倉 大 買

原價

全新

全新

最後
一輛！

人之長相，分體貌和心靈。五官之美如花開豔
陽，直接；而精神之美似暗香浮動，需依托，
靠修養方能呈現。顏值可以美容，但掩蓋不了
本色；心有境界行則正，腹有詩書氣自華。 

一個人的

「精神長相」

（網絡圖片）



4

3

（上文接 C1)
雞蛋販子出 6 角一個的價

要把蛋全收走，老太太不肯。雞

蛋販子說，這個價夠高了。山裡

都是這個價。 
老太太說，不是因為這個

價，而是這些雞蛋要賣給那位瘦

老師，人家那麼遠到我們這裡來

教書，又那麼瘦，我希望她胖起

來，在這個小學裡長期待下去，

孩子們需要她。 
女老師頓時呆了，原以為自

己是個心善的施主，想不到真正

的施主倒是老太太…… 
凡你對別人所做的，就是對

自己所做的。生命是一種回聲，

你把善良給了別人，終會從別人

那收穫善意。 
無論你對誰好，從長遠來

看，都是對自己好。一直善良下

去，只問自心，不問得失，一路

芬芳已在你的身後跟隨。 

精神上獨特個性的形成

才是成熟 

《菜根譚》中有句話：「勢利

紛華，不近者為潔，近之而不染

者尤潔。」 
在這個紛雜的社會，我們要

生存，就必須要和人、和事打交

道，這個過程中，把握好尺度的

同時，也要保留真實的自我，也

就是所謂的知世故，而不世故。 
知世故而不世故，歷圓滑而

留天真。這不是輕而易舉做到

的，而是走過千山萬水去感悟和

修煉的結果。 
蘇軾在 63 歲窮困潦倒之

時，還寫下這樣的詩句： 
寂寂東坡一病翁，

白鬚蕭散滿霜風。

小兒誤喜朱顏在，

一笑哪知是酒紅。

先說自己衰老，又借小孩子

之口調侃，酒後的潮紅被誤認為

臉色紅潤，用自嘲來排解晚景淒

涼的失意。 
一個人未經世故，容易在逆

境中沉淪，也容易苛以待人，而

飽經世故而不世故的人，見過生

活凌厲，依然內心向暖。 
周國平在《靈魂只能獨行》

裡說： 
許多人所謂的成熟，不過是

被習俗磨去了稜角，變得世故而

實際了。那不是成熟，而是精神

的早衰和個性的消亡； 

真正的成熟，應當是獨特個

性的形成，真實自我的發現，精

神上的結果和豐收。 

有「精神顏值」 

才是最頂級的魅力 

讓人舒服，是一種頂級的魅

力。《菜根譚》：「處世讓一步

為高，退步即進步的張本；待人

寬一分是福，利人實利己的根

基。」 
為人處事，以遇事都要讓一

步的態度，才是高明的人；待人

接物，以抱寬厚態度對人，才是

有福的人。 
著名文學家馬克 ‧ 吐溫有

一次去一個小城，臨行前別人告

訴他，那里的蚊子特別厲害。 
到了之後，正當他在旅店登

記房間時，一隻蚊子在馬克 ‧

吐溫眼前盤旋，這使得職員尷尬

萬分。 
馬克 ‧ 吐溫卻滿不在乎地

說：「貴地蚊子比傳說中的不知

聰明多少倍，它竟會預先看好我

的房間號碼，以便夜晚光顧、飽

餐一頓。」 

一句話逗得服務員不禁哈哈

大笑。結果，這一夜馬克 ‧ 吐

溫睡得十分香甜。原來，當天晚

上旅館全體職員一齊出動，驅趕

蚊子，免得這位受人歡迎的大作

家遭受蚊蟲叮咬。 
你身邊有沒有這樣的人，他

們也許貌不驚人、卻在無形中有

著一股別樣的魅力，讓你想要與

之接近、放下心防。 
君子如玉，讓人舒服的人就

好像一塊溫潤的美玉，他們擁

有極富感染力和魅力的「精神顏

值」。 
和這樣的人在一起，就像聽

一曲舒緩的音樂、品一杯醇厚的

熱茶、看一朵花靜靜的開放、讓

時光如流水般恬淡素淨。 
奧黛麗 ‧ 赫本被譽為女

神，不僅僅因其貌美，貌美的很

多，並不能被全世界的人記住。 
也不是因為學歷，比她學歷

高的比比皆是。但她用她的一生

詮釋了「精神長相」這個詞，她

在遺言裡這樣說： 
‧ 若要優美的嘴唇，就要

講親切的話； 

‧ 若要可愛的眼睛，就要

看到別人的好處； 

‧ 若要苗條的身材，就要

把你的食物分享給飢餓的人； 

‧ 若要美麗的秀發，在於

每天有孩子的手指穿過它； 

‧ 若要優雅的姿態，走路

時要記住行人不只你一個。 

這就是對「精神長相」最好

的解讀。一個人真正的資本，不

是美貌，也不是金錢，更不是學

問，而是不會隨著歲月變遷而消

失的「精神長相」。 
來源：壹讀

「我愛陶元亮，東籬採菊花。枝枝傲

霜雪，瓣瓣生雲霞。本是仙人種，

移來處士家。晨夕秋更潔，不必羨胡

麻。」所謂生而知之，馬一浮先生

便是如此，這首詩是他9歲時應題而
就，除了品氣高潔，更有仙風道骨。

◎  文：趙長歌

一個人的「精神長相」

欲絕，作〈哀亡妻湯孝湣辭〉，

誓言「自此遂無再婚之意」，是

年，馬先生 20 歲。

訣別西學 回歸傳統
馬先生曾在遊學期間，赴

歐、美、日等多國，以其天才的

閱讀能力研讀大量西方著作。歸

國後，他用一年時間消化西學，

並將中西方文化對照比較，終歎

中華傳統文化之精深博大，訣別

西學回歸傳統。

馬先生曾說：「諸君勿僅目

為古代傳統思想，嫌其不合時代

潮流。先須祛此成見，方有討論

處。」馬先生一生讀書萬卷，他

認為，讀書的目的當求明理，貴

在養德，在於成就聖賢人格。

對文化的研究，馬先生主

張追根溯源，「大凡學術有個根

源，得其根源才可以得其條理，

得其條理才可以得其統類。然後

原始要終，舉本該末，以一御

萬，觀其會通，明其宗極，昭然

不惑，秩然不亂，六通四辟，小

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備。孔子

曰：『吾道一以貫之。』」

學養宏富的馬先生還是書法

大家，在探究書法沿革變遷時，

他推崇隸書，認為研習篆隸是追

古溯源的正道。

（未完待續）

家風嚴謹 神童出世
馬一浮先生是近代史上的大

家，於佛、道、儒、哲學、文

學、書法、篆刻無不精通，於考

據學、醫學、西學等莫不探究，

與梁漱溟、熊十力合稱為「現代

三聖」。梁漱溟讚歎曰：「千年

國粹，一代儒宗。」熊十力推許

說：「馬先生道高識遠。」

馬一浮 6 歲隨父讀書識字，

8歲能讀《楚辭》、《昭明文選》，

過目不忘，有「神童」美譽。 9
歲時，母親手指菊花，命賦五律

一首，乃應聲而就：「我愛陶元

亮，東籬採菊花。枝枝傲霜雪，

瓣瓣生雲霞。本是仙人種，移來

處士家。晨夕秋更潔，不必羨胡

麻。」

他母親出身世族，通詩書，

擅文學，嚴教子。一次，小一浮

拿著銅錢玩耍，其母見狀立即

制止：「兒幼，宜勿弄此，他日

成人，須嚴立風骨，勿齷蹉事

此。」

母親去世後，父親請當地有

名的舉人鄭墨田教導他。沒多

久，鄭墨田辭館說，一浮的學問

已超自己，不便誤人子弟，請馬

父另請高明。無奈下，父親親自

教導，卻也感力不從心，從此任

其自學。 16 歲，赴府城紹興參

加縣試，得榜首。

青年喪妻 誓不再娶
縣試奪魁當年，湯壽潛（民

國浙江首任都督）讀馬一浮文

章，讚其才，以長女許配。完婚

後，馬一浮告別妻子，赴上海遊

學，廣交英才，結識馬君武、李

叔同、邵力子、黃炎培等人。期

間，學習英語、法語、拉丁語，

與馬君武、謝無量創辦《二十世

紀翻譯世界》雜誌，門類眾多，

有包羅20世紀中西文化之氣象。

其妻湯儀未嫁時是大小姐，

馬一浮外出遊學時，日夜侍奉患

病的公爹，直至馬父病亡。辦完

父親喪事，馬一浮再次啟程遊

學，臨別前，為妻子寫下「庶幾

別後，永如晤語」六條贈言，包

羅家居生活的各方面。

兩年後，正英姿勃發、一展

身手的馬一浮忽接家書，妻子病

危。星夜兼程趕到家時，賢妻已

逝。馬一浮肝腸寸斷，不敢相信

新婚僅 4 年的妻子就這樣離訣

而去。他不吃不喝，輕輕握住妻

子的手，在靈柩合棺前整整守

護 24 小時。等妻子下葬後，回

到家中的馬一浮嚎啕大哭，悲痛

長夜淒風雲霞瞑滅馬一浮 千年國粹一代儒宗

馬一浮畢生大部分時間均埋首典籍，自得其樂。（公有領域）

馬克·吐溫（維基百科）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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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升（生卒年不詳），字雲

友，又字夢屏，南宋溫州平陽

（今屬浙江）人，約生活在南宋

孝宗年間。

《西湖遊覽志餘》錄其詩一

首。譴責南宋朝廷不思收復失

地，在杭州大造宮殿園林，樓台

亭榭，歌舞昇平。林升在宿新住

宿徐公店，在牆上提詩〈題臨安

邸〉諷刺當朝的統治者，是諷喻

詩中的傑作。

（1）休：停止。

（2）熏：侵襲、感染。

（3）醉：陶醉、沉迷。

（4）直：竟然。

（5）汴州：今河南開封市。

山外還有青山，樓台外還有

樓台，西湖上的歌舞何時才肯罷

休呢？和風襲人，遊客沉醉其

中，竟把杭州當作了汴州。

北宋朝廷腐敗，欽宗靖康元

年（1126 年），金人攻入首都

汴京，俘虜徽宗、欽宗並宗室

數千人北返燕京，史稱「靖康之

變」。北宋滅亡後，康王趙構

（宋高宗）即位，定都臨安（杭

州），偏安江南，史稱南宋。

難當前，君臣完全忘了北宋

亡國的慘痛，不知力圖振作，收

復失土，重返故鄉汴州。卻沉迷

於聲色歌舞，縱情享樂。於是詩

人在臨安旅店牆壁上題詩，希望

能警醒世人。此詩一出，從臨安

轟動至全國，大家爭相傳抄，詩

人林升也因此聲名遠播。可見詩

歌能使人心淨化，有潛移默化的

教化功效。

南宋初年的民族英雄岳飛

（1103 ～ 1142），一生牢記母親

在背上刺的「精忠報國」四字。

視死如歸、以身報國的決心，

當時金兵統帥只能長歎：「撼山

易，撼岳家軍難！」。岳飛訓示

兒子「自古忠臣不怕死。」他的

不朽詞作《滿江紅》，反映出他

捨身為國的一片丹心。若能多想

想岳飛的千古忠義事，南宋上下

也許能感染一些浩然正氣，感受

到一點亡國的悲痛，不至於如此

沉淪不醒吧！

「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

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

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裡

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

頭，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

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

缺！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

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

朝天闕。」（岳飛詞《滿江紅》）

作者

註釋

語譯

一個盲人，每到夜晚出門，

總是提著一盞燈。很多人不解：

「你反正也看不見，為甚麼還要

提著燈走路？這不是白白浪費蠟

燭嗎？」盲人回答說：「我雖然

看不見，但提著燈可以給別人照

亮路，也可以讓別人看到我，不

會撞到我。這樣既為別人提供了

方便，也保護了我自己。」

生活中，我們常常會有這樣

的時候，在幫助別人的同時，無

意中也幫了自己。

幾年前的一個夜晚，已經

是半夜 12 點了，我剛剛關燈休

息，手機響了，聊天軟件裡一個

陌生的頭像在閃動。我平時基本

不聊天，所以沒有理會。

可那邊似乎沒有罷休的意

思，一直不停的發消息。起身開

了燈，打算將手機關機。可看著

那一串消息，我卻猶豫了：「我

在體育場的看台上喝酒，只有我

一個人，活著真的太痛苦了。」 
「我想找一個人聊天，您可以陪

我說說話嗎？」

我們學校體育場就在離家屬

區不太遠的地方，他大概是利用

聊天軟件尋找附近的人這個功

能，隨機找到我。這麼晚了，是

不是哪個學生遇到甚麼難事了？

我要不要關注一下？思索了幾秒

鐘後，我打開即時聊天窗口，開

始和他對話。

通過交談，我得知他是上一

屆的學生，已經畢業了，女朋友

比他低一屆。他說他畢業後還沒

找到工作，女朋友就跟了一個有

錢人。他非常愛那個女孩，他覺

得這輩子他再也不會快樂了。也

許是酒精作用，也許是太想傾

訴，他絮絮叨叨講了很多。

耐心聽完他的講述，我說：

「孩子，愛情對你的生命而言，

不是全部。你現在這個樣子，你

的父母看到了會怎麼樣，你想過

他們嗎？我也有孩子，我知道孩

子對父母意味著甚麼。」說到父

母，他哭了，說父母從小就特別

愛他，特別疼他。

我說：「緣分是上天注定

的，你並沒有失去甚麼，只不過

是多了一個人生經歷。生命就是

一種體驗，是上天給你體驗人生

的酸甜苦辣、離合悲歡的，沒有

這些，生命就沒有意義。」他又

問我一些關於生命、愛情的疑

問，我都用我的理解做了回答。

最後，他說：「老師，謝謝

您，您是個好人。肯在半夜裡聽

一個陌生人的故事，一定是個善

良的人。您對生命的理解，讓我

明白了很多，我想我以後不會再

這樣了。」

關掉聊天窗口，長舒了一口

氣，一陣異樣的輕鬆遍及全身，

而這輕鬆是來自我內心深處的。

其實那時的我，正因人生的

巨大變故心情灰暗，幾年來始終

無法走出悲傷的陰影。這一刻，

忽然覺得我那些話，不是說給那

個年輕人聽的，而是說給我自己

◎文：心慧

詩中有畫

解 釋

尺璧：直徑一尺的璧，比喻

很珍貴。

非：不是。

寶：珍貴的東西。

寸陰，比喻極短的時間。

競：爭取。

譯文參考

徑尺大的玉璧其實不是什麼

真正的珍寶，短暫的光陰才值得

珍惜。

和氏璧的故事

《韓非子》記載，春秋時，

楚國有一個名叫卞和的人，在荊

山得到一塊玉璞，也就是內含玉

的石頭。他便將這塊玉璞獻給楚

厲王，厲王看了之後說這只是一

塊普通的石頭，認為卞和欺君，

砍斷了卞和的左腳。

厲王死後，楚武王繼位，卞

和又捧著這塊玉璞去獻給武王。

武王同厲王一樣認為卞和欺君，

讓人砍了他的右腳。

武王死後文王繼位，卞和想

再獻玉，可是他雙足俱廢，無法

行走了，只好把玉璞抱在懷裡，

爬到荊山腳下哭了整整三天三

夜。眼淚流完了，從眼角溢出一

滴滴鮮血。文王聽到卞和哭玉的

消息，派人詢問他痛哭的原因，

對他說：「天下人因犯罪被砍斷

腳的很多，你為何哭得這麼悲傷

啊！」卞和回答說：「我並非因

為砍斷了雙腳而悲傷，我痛心的

是珍貴的玉石被看成是普通的石

頭，忠貞的人卻被當成了騙子！」

文王得知後，將卞和與那塊

玉璞請進了宮裡，令玉匠鑿開玉

璞，果不其然，裡面是一塊精美

的玉石。玉匠將這塊玉石精心製

成了一塊圓形玉璧。卞和的冤案

被平反昭雪，文王將玉璧命名為

「和氏璧」，以紀念卞和的忠貞。

尺 璧 非 寶

寸 陰 是 競
cùn yīn shì jìng

chǐ bì fēi bǎo

手有餘香

千字文 30

必定順牙醫診所 全科
牙醫

113-8120 Beddington Blvd NW Calgary （由華埠乘坐 3、300、301 號巴士可直達）

電話：403-275-4000
網址：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電郵：admin@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植牙和拔除智慧齒比你想像便宜
過程比你想像輕鬆

本診所自 2016 年擴充至 6,000 餘呎，擁有最新設備及儀器。備國、粵、英語醫生團隊

誠懇為你提供一條龍服務。從普通家庭保健到複雜的明星牙美容、根管治療、隱形正牙、

牙橋、牙周病及兒童牙痛治療等都能精心護理。種植牙患者更可享受免費 3D CT 掃描

檢查。本診所服務接受所有保險。

為方便 Airdrie 客戶，歡迎預約黎柱峰
醫 生 在 Sonata Dental (Home Depot 對
面 ) 應診

Dr. Lai     黎柱峰醫生 ( 英、粵、國語 )

Dr. Wong 黃順欣醫生 ( 英、粵語 )

Dr. William Tunison
Dr. Patti Bueckert
Dr. Rok Jeong

專業醫生團隊

祝您新年快樂！
2019

週一至週四：早 8 點 - 晚 8 點 週五週六：早 8 點 - 晚 4 點 週日休息

的心聽的。

清晨的第一縷陽光透進窗戶

時，我打開窗戶，讓陽光照進屋

子，心情久未有過的晴朗。原來

黑暗中的一絲善念，在點亮別人

的心燈時，真的也會照亮自己。

不久，男孩告訴我，他找到

了工作，他說他會努力，並再次

謝謝老師。也許，那男孩走出黑

暗，不是因為我講了甚麼特別的

道理，而是我在他人生遇到艱難

時，做了一個最好的聽眾，僅此

而已。

窗外玫瑰開得正好，想起那

句英國諺語：「贈人玫瑰，手有

餘香。」一支玫瑰的饋贈微不足

道，但那餘香卻可以穿過掌心直

達心靈，留下持久的芬芳。

xī    hú

shān wài qīng shān lóu wài lóu xī    hú  gē   wǔ    jǐ    shí   xiū

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
nuǎn fēng xūn dé yóu  rén  zuì zhí bǎ háng zhōu zuò biàn zhōu

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西湖
lín shēng作者：林升  

贈人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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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有很大的幫助。

在健康上：星曜組合水太

多，請注意腎臟、泌尿系統問

題，或是腰酸背痛、腸胃問題，

有問題就要看醫生，不能拖，不

然會成大病。

生肖屬虎坐丙寅：破太歲

坐破軍主開創是將星，除舊

布新，若認為不好的就會換掉，

快速的更新改變，不是循序漸

進，是做了再說。

所以破軍在命宮或是命宮的

三合方的人，破軍的組合是殺破

狼的格局，這種人的性格比較強

勢，很難滿足現狀。

在事業上：豬年起伏算是滿

大的，往往是大起大落的人生。

有可能事業正要往上時，突然遇

到困難被打下來，或是在低潮

時，突然有機會一戰成名，來回

反覆的衝擊著，如果你能堅持到

最後，才能擁有一席之地。

在錢財上：因為坐在四馬之

地，錢財不易守，必須經常出外

奔波，離鄉求財才有財源。

外出利於求生，遇貴人相

助，借勢求名位。不要亂投資，

會石沉大海一去不回，所以豬年

投資要謹慎。

在健康上：破軍為耗星，五

行屬陰水。靜時心如止水，動時

也可能驚濤駭浪，變化莫測。形

容疾病來時無法預測它的嚴重

性、破壞性。注意呼吸道、消化

系統，飲食作息要正常，多喝水

防便秘。( 待續 )

每當歲末回首，點滴在心

頭。期許下一個年度會更好，為

了讓我們好好思考未來的一年要

做甚麼決定？要達成甚麼目標？

要有所改變嗎？要注意甚麼？

那就要來看看 2019 紫微流年運

勢，期待嶄新的一年一帆風順，

好運旺旺來。

2019紫微流年運勢
2019 年天干為己干，五行

屬土，地支為亥五行屬水，是己

亥年。土剋水，土很旺，地即是

土，所以明年是土很旺的土豬

年。有關於五行屬土的各行各業

會活絡起來。

2019 己亥年紫微斗數四化

星為武曲化祿、貪狼化權、天梁

化科、文曲化忌。每一個人命盤

中都會有化祿、化權、化科、化

忌四個化星，它們根據年干產

生，分別由諸星的性質演化而

來。不同的年干四化有所不同。

一般而言，化祿主財物或享受；

化權主有權力或有表現；化科主

有聲名；化忌主不順。

武曲化祿：武曲官祿主跟錢

財有關的財星，五行屬金，「土

生金」錦上添花，財源茂盛，很

喜歡賺錢，代表 2019 年大家都

有強烈的企圖心，想好好的拚一

下經濟，在事業上更上一層樓。

貪狼化權：代表很想賺錢

的企圖心，欲望很強烈，很想

投資大一點，一次就回本賺多

一點，心裡很急，就無法靜下

心來做規劃，按部就班地去執

行，這樣很危險，很容易大起

大落，功敗垂成。 2019 年的

局勢不是很明朗，不可以太衝

動。要注意一下！

天梁化科：代表思維上會進

化，2019 年的想法或目標可能

訂得很高遠，要考慮一下是否會

不切實際？有沒有跟周遭事物接

軌？不要一意孤行。

2018 年做事的思維和態

度，目標要實際，一步一腳印堅

持下去，一定會有成果的。

文曲化忌：代表要做的事情

在計畫裡有你看不見的瑕疵或是

錯誤；可能要真正去執行才會發

現錯誤在哪裡；也有可能要修改

二、三次後才會順利進行；自己

先要有心理準備，事情沒有想像

的那麼容易，魔鬼總是藏在細節

裡，要多注意、要有耐心，問題

才會迎刃而解，做事才會有成果。

接下來我用紫微斗數卦象來

講解 2019 年 12 生肖在紫微斗

數 12 宮位大概的總體運勢，解

析給大家做個參考。若是要算個

人流年運勢還是需要個別生辰才

會比較準確。

生肖屬鼠坐丙子宮

坐紫微星，乃是北斗之星代

表「尊貴」。如果內外都兼備此

星之人，會自然流露出領導者的

風範，使人願意臣服或敬佩而跟

隨他，平時自我要求完美，做事

很認真，容易成為各行各業的佼

佼者。

在事業上：有貴人相助，明

年工作會大有斬獲，但不要甚麼

都要求完美。風光難免有力不從

心的時候，不能裡外兼顧，人前

表現大度，人後眼淚往肚裏吞，

有苦難言。最大的缺點是愛面

子，在意別人的眼光，因別人不

瞭解自己的苦而委曲，強出頭只

會為自己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在錢財上：錢要花在刀口

上，不要心腸太軟。易受周遭環

境影響，做出錯誤的判斷而損失

錢財，或太聽信別人的意見而改

變初衷導致失敗。不要賺得多、

花得也多，要量入為出多注意！

在健康上：可能要注意不要

因工作繁忙忽略了健康，明年腸

胃問題、心血管問題，要多注意

一下，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而

造成身體的不舒服。

生肖屬牛坐丁丑宮

丑宮空宮，對宮 ( 未宮 ) 巨
門、天同照入為用。

二星若在丑宮皆落陷，不能

表現其各自的優點，巨同之人表

面隨和但內心固執剛強、多疑，

很難把心裡的話說出來，所以很

難交到知心好友。

在事業上：因為個性比較難

2019生肖流年運勢解密

明，很難跟同事打成一片，無法

相互幫助，做起事來就會比較辛

苦、勞碌，有時候缺乏安全感容

易受騙，也容易禍從口出，惹來

口舌是非，小人當道小心被扯後

腿，要特別注意，才能和氣生

財。在錢財上：因為你是非常認

真辛苦工作的人，一定會有職業

工作的收入，但是有可能事業有

所變動，或是經常換單位之類，

錢財就容易流失。

要懂得理財，如果有固定正

職，工作之餘，有額外的打工機

會也可以去爭取，對減緩財的流

FOTOLIA

上

《全唐詩》第七百一十五卷

收錄了一首〈臨終詩〉，作者薛

准，唐朝人，曾官至員外郎，員

外郎是唐朝中央尚書省下屬部門

的次官，官職不算小。

後來黃巢造反，他在動盪中

〈臨終詩〉藏因果 離職逃亡，竟然從此不再贍養自

己的繼母，將她遺棄。

薛准晚年經常在江淮地區的

道觀中借住，後來又前往江西吉

州一帶遊歷。

天 復 辛 酉 年（公 元 901
年），恰逢當地閤皂觀舉行道教

法事，他也獲准參觀。

道士升壇開始做法事不久，

薛准忽然大叫「中箭」，神情與

聲音都非常痛苦，隨後請人借

筆、硯給他，一邊念一邊寫了

首臨終懺悔詩，詩曰：「舊國深

恩不易酬，又離繼母出他州。

誰知天怒無因息，積愧終身乞

速休。」（註：《北夢瑣言》中記

載的〈臨終詩〉最後一句為「積

惡終身乞命休」，與《全唐詩》

中的紀錄略有不同，但含義一

樣。）

他一寫完就死了，詩中直

言他遺棄繼母的不孝惡行。

知道他的人都說：不贍養繼

母，犯了不孝大罪，激怒上天遭

惡報，被法事請來的神用弓箭射

死了。人們於是記下這首詩，命

名為〈臨終詩〉警示不孝之人。

資料來源：

《全唐詩》、《北夢瑣言》

轉眼又到歲末年終

了，大家是否也在盤點

2018一年來的生活，努力
是否有成果？有達到自己

的目標？還是生活充滿

挑戰，好不容易又熬過

一年？或是遇上了許多困

難，藉助了許多貴人的幫

助，才得以安然度而心存

感謝？

◎  文：紫薇老師

◎  文：天地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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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心通

在 1930 年出版的一本名叫

《腦電波》的書裡，作者阿普敦 ·
聖克萊爾 (Upton Sinclair) 描述

了他和妻子之間的他心通實驗。

他用意念「傳送」給他妻子的，

而他的妻子根據頭腦中接收到的

影像而畫出來。

是不是親近的人之間才具有

這種他心通功能呢？下面這個例

子說明不只是親近的人才有，普

通人之間也有。懷特護士是英國

鄉下的一名助產士，有一天晚上

她強烈地感覺到她的一個病人

需要她。雖然這個病人預產期還

有一個多星期，也沒有給她打電

話，可她還是冒著嚴寒出門了。

她一路開車走過崎嶇的山

路，終於到了病人家，果然病人

提早分娩，而且正在難產，性命

攸關，家裡的電話又壞了打不出

去。懷特護士由於及時趕到而救

了母子的性命，嬰兒在幾小時後

出生。

甘茲菲爾德實驗

甘茲菲爾德實驗是一種很

嚴密而且很有說服力的測試超感

功能的實驗方法，連最挑剔的反

對者也無話可說。它的具體做法

是把「接收人」A 的眼睛蒙上，

戴上耳機，耳機裡面播放著白噪

音，如類似海浪的聲音，屋子裡

只點上一盞小紅燈，讓 A 舒適

地躺在沙發上，這樣最大可能

地避免干擾；另外一個房間裡的

「傳送人」B 從許多照片中隨機

挑出一幅或一組照片來 (A 沒有

看過 )，把注意力集中在照片上，

然後用意念傳送給A，看他 (她 )
能否描述出來看到的是什麼。

超心理學家查爾斯�霍諾頓

(Charles Honorton) 在紐約布魯

克林的 Maimonides 醫院裡對

三十個不同的 A 做了這個試驗，

結果有近半數的人能描述出另外

房間的 B 用意念傳送過來的圖

像，而且細節非常清楚，比如，

在描述傳送過來的一組有關美

國海軍學院的照片時，A 這樣說

道，「一駕飛機在雲裡飛……有

個五角星……飛機頭是朝下的。」

分析實驗數據之後，霍諾頓

還驚奇地發現有些人甚至在 B用

意念傳送圖像之前就描述出了圖

像。科學家們對所有這些問題至

今仍不得其解。

太空超感功能

不僅時間不會對超感功能產

生影響，距離也不是問題。前美

國宇航員愛德加 · 米切爾 (Edgar 
Mitchell) 在 1971年執行「阿波

羅 14」任務過程中做的實驗證

實了這一點。在距地球十五萬英

里的太空，米切爾把注意力集中

在一系列由 25 個數字隨機組合

在一起的數字串上，由地面四個

人接收。他一共做了 200 個數字

串，猜對的平均隨機概率是 40
個，而有兩個接收人猜對了51
個。這個結果很不尋常，大大超

出了科學家們的預計。

遙視功能

勞 倫 斯 · 勒 山 (Lawrance 
Leshan) 博士是美國一位著名的

心理學家，他對人體特異功能研

究了許多年，並且發表和出版了

大量這方面的文章和書籍。下面

是他的一本書裡記錄下來的發生

在他身邊的一個真實的例子。

在六十年代，有一位醫生去

外州出差，結果忽然失蹤了。好

幾個星期過去了，醫生的太太非

常著急，於是寫信給博士請他幫

忙，因為她聽說他和一位有遙視

功能的女士有聯繫，所以想請他

幫忙請這位女士尋找她的丈夫。

她還隨信附上了一塊兩英吋見方

的布，是從她丈夫臨走前一天穿

的襯衫上剪下來的。

這位有遙視功能的女士名叫

依蓮 · 格瑞特 (Eileen Garrett)，
是當時非常有名的有特異功能者

之一，也是勒山博士的主要試驗

目標 ( 後來的實驗證明她具備多

種特異功能 )。收到信後，博士

當天下午就去找到了她，交給她

這塊布，只說了兩句話：「有位男

子失蹤了，他的太太很著急，你

能幫忙找一下嗎？」格瑞特女士

閉著眼睛，手摸著這塊布，過了

不久，說道：「他在一個叫做 La 
Jolla 的城市裡，他跑到那兒去

是因為十四歲的時候他父親的出

走給他的心靈留下了創傷。」

當晚勒山博士給這位太太

打電話時問她：「你丈夫在十三

至十五歲的時候發生過什麼事

情嗎？」這位太太回答說：「在他

十四歲的時候，他父親出走，家

也不要了。二十五年過去了，還是

杳無音信。」三個星期以後，人

們找到了這位醫生，結果證實在

勒山博士去找格瑞特女士那天他

果然一直呆在 La Jolla。

擲骰子實驗

人們對搬運功的研究始於

三十年代，1934 年超心理學家

J.B. 萊恩在杜克大學開始了著名

的搬運功實驗。他的實驗對象

是一個以賭錢為生的人，此人聲

稱在賭場裡，賭徒們經常用意念

控制骰子，萊恩教授以此得到啟

發，又找了一些人，做了一系列擲

骰子的實驗。實驗包括讓被測試

者擲骰子時想讓骰子的某一面朝

上，或者儘量讓骰子落到桌子的

某一個位置，結果果然大大高於

隨機概率。

後來有人在英國也開展了類

似的實驗，不同的是，這次實驗

事先準備了一些信封，裡面放上

一串數字，然後封好，要被測者

在不打開信封即不知道是什麼數

字的情況下擲出和數字一樣的骰

子，結果也高於隨機概率。

溫度實驗

有 人 能 使 遠 處 物 體 的

表 面 溫 度 發 生 改 變， 於 是

G.Schmeidler 博士在她的紐約

市立大學的實驗室裡做了這樣

的實驗，她的實驗對象是藝術

家 Ingo Swann 先生，她在他夠

不到的地方放了好幾個熱水瓶，

每個熱水瓶裡面都放上一塊石墨

(一種感溫材料 )，連上一根線接

到一個波形曲線儀器上來記錄溫

度的變化。每次 Schmeidler 博
士指定一個熱水瓶讓 Swann 將

它裡面的石墨的溫度升高或降

低，結果十次中有七次石墨的溫

度都顯著地發生了相應的變化。

弄彎金屬

在英國的一個討論特異功

能的電視節目裡，以色列人尤

里 . 格勒當場進行了表演，他只

用意念便使金屬變彎了，令人驚

詫不已。

當時和他同時在電視節

目中出現的量子物理學家 Ted 
Bastin 教授事後說，「我對他進

行過廣泛的實驗，我相信他的

特異功能是真實可信的。」更精

彩的是，節目播出之後，好多電

視觀眾反映說他們家裡發生了怪

事：原本壞了的手錶又開始走動

了，家裡的鑰匙和小刀無緣無故

地彎了……

戒指變形

下面這件事是由哥倫比亞大

學物理學家，美國最受尊敬的科

學家之一 Gerald Feinberg 教授

講述的。他和格勒先生一起吃午

飯，在場的還有許多其他人。

格勒先生自告奮勇要做一個

即興表演，他讓其中一位女士摘

下金戒指握住，他握住這位女士

的拳頭搖了搖，然後放開，只見

金戒指上已經出現了一道齊齊的

裂紋。更有意思的是，他把這戒

指放在大家吃飯的桌子上，在一

兩個小時之內，這戒指自己就擰

成了「S」形。

鑰匙變彎

關於以色列人尤里 . 格勒還

有很多趣事，一位目擊者寫道，

「他讓我們把自己的鑰匙都拿出

來，他挑了一個最大最沉的金屬

鑰匙，用食指和拇指輕輕揉了

一下這把鑰匙說『看，彎了，彎

了』，然後把它放在桌子上，我

們眼看著這把鑰匙自己越來越

彎，沒人碰它。」

曲別針變形

這 是 在 倫 敦 大 學 John 
B.Hasted 教授的實驗室裡，學

生們動意念使得玻璃球裡面的曲

別針變形並纏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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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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青蓮

◎文：友然

人體特異功能的科學研究

西方國家很早就開始了有關人體特異功能的研究。（Pixabay） 

中國怪物 
傳 說

「人形螳螂」之謎

1962 年前後，崑崙山

有個叫武家村的地方發現了

詭異物種，這種詭異物種形

似螳螂，但又非常像人。人

們之所以發現它，是因為它

對當地的人們發起了攻擊。

在前後 3 個月的時間裡，

就有 23 名村民和 11 名戰

士受到這種詭異生物的攻擊

並死亡。最開始的時候，是

村民先受到攻擊，由於傷亡

人數較多，當地駐軍介入了

調查和驅除。但在 11 名戰

士犧牲後，政府不得不出動

了 091 所的人，並出動當

時中國最先進的防生化部隊

介入了這件及其異常的事

件。

經過 091 所的調查，

發現「人形螳螂」具有螳螂

一樣的頭臉、螳螂一樣的前

臂和昆蟲一樣的胸部，整個

身軀就像一隻放大至人形的

大螳螂。其身軀構成物極其

堅硬，普通步槍的子彈都奈

何不了它。在攻擊人的時

候，其前臂就像刀劍一樣鋒

利。最後，還是防生化部隊

近距離採用 56 穿甲彈才將

其擊斃。最後 091 所曾秘

密對它進行過解剖，據說並

非是一般變異的物種。其內

部結構幾乎是非地球物種所

有。當地人傳言其為崑崙山

千年老妖。很可能當時這一

發現太出乎尋常，這一神秘

事件便被隱藏起來，直到上

世紀 90 年代才逐漸傳開。

而這一事件至今科學家也沒

有解開。

神農架野人之謎

神農架野人的傳說好像

是從 1970 年代開始被廣泛

流傳的。然而，專家們最近

從史料中發現，從周朝開

始，神農架就出現了野人事

件。據記載，西周是就有

抓「野人」獻給周天子的記

載。後來一些朝代，也記載

過神農架有野人被目擊的事

件，在這些記載中，神農架

野人都被當做了靈異之物。

而直到科技發達的今天，人

們才用科學的眼光來審視神

農架野人。但是在 2000 起

的目擊事件中，科學家們也

無法確定它是什麼物種。其

神出鬼沒、靈活敏感的特

性，絕非一般的野人。所以

是否一種特殊的物種。科學

家至今都感到頭疼，由於從

來沒有被捉到或者擊斃，科

學家們也無從解釋。 

特異功能又稱為超能

力，是指心靈感應、透視、

預知、念力、意影、特殊

體質等的超自然能力。西

方國家很早就開始了有關

人體特異功能的研究，如

美國心靈學會這樣的機構

收集並組織了大量的科學

研究。下面是一些具體事

例。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C6 看博談 Bilingualism 第 36 期     2019 年 1月10 日—1月16 日    

第二日天不亮，良玉照例起床練

劍，回到屋內剛洗漱完，早飯送來了。

紫娟早把飯菜擺好了。紫娟指著飯菜說：

「這是燕窩粥，這個是清蒸鱈魚，這個大

概是紅燒熊掌吧，這個是青炒豌豆苗。

這幾個包子不知什麼餡。」良玉掰開一個

包子，只見餡子雪白細膩，良玉說：「這

是螃蟹肉。」紫娟不由一驚，說：「螃蟹

這麼金貴，還用來做包子，你們林家真

有錢啊。不過一頓早餐而已，這山珍海

味都有了，只差龍腦鳳髓了。」紫娟把燕

窩粥送到良玉跟前，說：「這可是上好的

補品，趁熱喝了吧。」良玉嚐了一小勺，

放下了：「太甜，我不喜歡吃甜的。對

了，聽說這燕窩女孩子吃了好，你喝了

吧。」正說著，紫娟的飯也送來了，良玉

打開提盒的小屜子：糯米紅棗粥，銀絲蔥

花卷，四樣小菜：鹹鴨蛋，醬黃瓜，酸豆

角，糖醋蒜。良玉說：「這個好，咱倆換

著吃。」紫娟說：「不換！不換！」良玉

眼急手快，早拿起一個小花卷咬了一大

口，趁紫娟一轉身，又把米粥端來，就

著小菜吃得津津有味。紫娟沒法，只好

由他。紫娟把燕窩粥端來，良玉就在紫

娟手中喝了兩小勺。餘下的紫娟喝了。

飯畢，紫娟走到門口一招手，兩個丫頭

跑了進來。紫娟說：「這剩的包子和菜你

們吃了吧，乾淨的，沒動筷子。」

紫娟怕良玉飯菜積在胃裡，就說：

「咱們到後花園看看吧。」穿過一個月

亮門到了花園。花園頗大，一條鵝卵石

小路，直通一個小木橋。原來花園中間

引來一股活水，一條小溪從西往東流出

花園，上面一個小巧木橋，小溪兩邊，

種滿各色玫瑰，花兒嬌艷欲滴。穿過小

橋，小路直達一個亭子。亭子六根黃色

的柱子，在後面一叢茂密翠竹映襯下，

分外艷麗醒目。兩人走到了亭子裡，紫

娟問：「怎麼樣？」良玉淡淡地說：「人

工雕琢而已！」

回來後，良玉坐在書桌前準備寫文

章。想了良久，剛寫個開頭，嘆了口

氣，撂下筆，走出書房，穿過院子，向

門口走去，接著又走回來。對紫娟說：

「咱們被軟禁了！」紫娟說：「這話從何

說起？」良玉說：「我剛才走出院門，竟

然見門兩邊各站一個人。他們說怕閒人

進來打擾。三頓飯不讓出去吃，這門口

又有人把門，這不像軟禁嗎？」紫娟說：

「李大伯真是用心良苦！」良玉說：「我

不怪李大伯，只是裝在這盒子似的院子

裡，房間裡，覺得窒息，煩躁。」紫娟知

道他一時也寫不出文章來，就笑著說：

「你昨晚洗了澡，還沒好好梳理頭髮呢！

我給你梳梳頭吧。」紫娟一手輕柔地捋著

頭髮，一手輕輕地梳頭，梳了幾下，良

玉就感到全身舒服，氣也順了不少。紫

娟說：「你還在想著山裡呢？」良玉說：

Upon returning, Meng Huo joined 
forces with King Mulu. The army camp of 
King Mulu was situated in an extremely 
remote location. Zhuge Liang and his army 
went through many difficulties to arrive 
there. Plus, King Mulu’s army trained wild 
animals to fight. As a result, the Han army 
was defeated. After returning to the army 
camp, Zhuge Liang made fake animals that 
were several times larger than their real 
counterparts. When they fought again with 
King Mulu’s army, the real animals were 
frightened by the size of the fake animals. 
The Han army was victorious and Meng 
Huo once again was captured. Although he 
was still not convinced, he did not have any 
excuse, Zhuge Liang perceived Meng Huo’s 
state of mind so he still let him go.

Meng Huo then joined forces with the 
Wuge nation. The king of Wuge nation had 
a brave and veteran army fitted with rattan 
armor that was impenetrable by swords 
and spears. This rattan armor was made 
through a special technique using rattan 
only available in the southern region. Zhuge 
Liang prepared accordingly and won the 
battle by using fire as part of the strategy. 
Meng Huo was captured for the seventh 
times. He knelt down on his knees in front 
of Zhuge Liang’s tent. Zhuge Liang had 
him untied and treated to wine and food in 
another tent.

Meng Huo was drinking with his 

brothers, wife and advisors when someone 
came and reported, "The Prime Minister 
is reluctant to see you. He ordered me to 
release you. You can prepare once again for 
battle. Now you can leave."

Meng Huo shed tears and said, "It is 
unprecedented for someone to be captured 
seven times and released seven times. 
Although I come from a small country, I 
also know about justice and righteousness. 
How could I be this shameless?" He then led 
his people and knelt down. He apologized, 
"The Prime Minister is powerful and mighty. 
The southern people will no longer attempt 
an invasion!" Zhuge Liang said, “Are 
you convinced now?” Meng Huo cried, 
“Our future generations all thank you for 
your grace and generosity!” Zhuge Liang 

then invited Meng Huo to the banquet to 
celebrate. He returned all the invaded lands 
to Meng Huo. Meng Huo and his officials 
were all very grateful and left graciously. 
When Meng Huo returned, he also convinced 
other tribes to surrender.

The officials asked Zhuge Liang, "Now 
that we finally conquered the South, why 
didn’t we send our officials there to govern 
instead of keeping these current leaders?"

Zhuge Liang said, "If we send our 
officials, we have to also send soldiers. It not 
only wastes manpower and army supplies, 
more importantly, it would cause distrust of 
each other. We let every tribe govern itself 
and we make peace with each of them. Isn't 
it better this way?" They were all convinced.

Zhuge Liang was ready to return to the 
Shu nation. Meng Huo led all of the officials 
and heads of all tribes to accompany him. 
Zhuge Liang asked him to care for his 
people and tend to agriculture. Meng Huo 
and others shed tears and said good-bye. 
Along the way, Zhuge Liang gave local 
farmers crop seeds and irrigation tools. 
The southern people were very grateful. 
They built temples and worshiped him as 
their compassionate father. They also sent 
medicine, paint, cattle and horses to support 
the military.

Many years later, Zhuge Liang passed 
away in 234 AD. Emperor Wudi of Jin 
dynasty, Sima Yan (236 – 290 AD), unified 

the three nations. The head of Shu nation 
Liu Chan was abducted to Luoyang. Meng 
Huo was still grateful for the generosity of 
Zhuge Liang. Every summer he would lead 
his soldiers to Luoyang to visit Liu Chan. He 
also asked the emperor to kindly treat Liu 
Chan and the people of Shu. The emperor 
was also deeply moved.

Using his superior wisdom and tolerance, 
Zhuge Liang had captured and released Meng 
Huo seven times and eventually convinced 
him willingly not to fight. Throughout history, 
all wise people won support with virtue. One 
first has to be a proper human being before 
doing anything. It is the same principle for 
officials. The priority is to establish their 
virtue. One needs to be righteous to govern 
the country and secure his people. One 
should be devoted and selfless. This is what 
people would appreciate and the whole 
world would be in peace. For those who 
took power through violence, they could 
never exist for long and will eventually be 
eliminated by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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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黛玉後傳
文/黃靚

「是的，山裡的一切，揮之不去。在山

裡，只要站在窗前往外一望，立即感到

心曠神怡。」紫娟邊梳頭邊柔聲說：「這

裡當然無法與山裡相比。就好比一個人

原先和一個美如天仙的女子相處，後來

換了一個姿色平平的村姑來，那人對村

姑一百個看不慣。可是如果痛下決心，

忘了那位天仙，心平氣和的面對村姑，

你會發現原來村姑也有動人之處。」良玉

笑了，「你這個比喻倒挺有趣。」紫娟說：

「聽說你以前也吃過苦，說是你一次在樹

林裡餓得連螞蟻都吃。想想那時，你還

覺得眼下不好嗎？你可知道有多少寒門

弟子，窮得連燈油都買不起，不是有個

人在牆上挖個小洞，偷偷地借鄰居的光

讀書嗎？．．．．．．」沒等紫娟說完，良玉

把她拉到跟前，攬入懷中，說：「其實

這些道理我都懂，可是一到自己身上，

就糊塗了。」良玉望著紫娟說：「我沒出

息，不像個男子漢，為一點事就心情煩

躁。你不會看不起我吧？」紫娟說：「你

不喜歡奢華，喜愛自然、樸實，這一點

我很敬重；你發現自己錯了，立即自責，

馬上改掉，這也很可貴。」良玉說：「我

的缺點在你眼裡都成了優點，難怪母親

說『情人眼裡出西施』。」紫娟臉一紅，

掙出良玉的懷抱，說：「誰是你的情人？

怪臊人的。」良玉拉著紫娟的手，動情地

說：「有你伴我一生，此生願已足矣！」

這天吃過晚飯，忽聽院內傳來清脆

的笑聲，接著小翠就笑嘻嘻地闖進房。

進來就拉著良玉和紫娟的手說：「良叔、

小姑，好想你們！我娘硬是不讓我來，

怕打擾良叔寫文章。今早接到小姑送來

的玫瑰，我最喜歡玫瑰了。今天我可要

看個夠。」良玉笑著問：「你到底是來

看人還是看花？」「既看人又看花。」良

玉問：「你大姑可好？」「好！好！他們

住在芙蓉院。那裡開滿芙蓉花，可好看

了。我幾個哥哥住到賈府去了，說是有

個好大好漂亮的院子，裡面兩位老人都

剛過世，經常鬧鬼，他們偏偏要去住。

最近大姑沒帶我們讀書，可是叫我們十

天之內背一百首唐詩。我那幾個哥哥背

詩背累了，就去掃院子。賈府的院子又

多又大，好幾年沒人掃了。那裡的賈爺

爺、賈奶奶可喜歡他們了，說是好久沒

聽到院內有歡笑聲了。還有，咱們到這

裡的第二天，李爺爺大清早就抱了一小

壇酒看爺爺奶奶來了，我娘給他們炒了

幾樣菜，李爺爺吩咐把院門關了，不准

別人打擾。三位老人邊吃邊聊，像小孩

子似的，吃吃喝喝，哭哭笑笑，講講說

說，從清早一直說到晚上掌燈。要不是

老姑奶奶要睡覺，我看三人還要說個通

宵。」小翠嘰嘰呱呱地說著，良玉聽得興

趣盎然。良玉問：「你怎麼各處的事都知

道？」「我沒事就到處亂串唄，只你們這

裡不能來，想死我了。」然後搖頭晃腦地

說：「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良玉聽了，

哈哈大笑，捏著小翠的鼻子說：「這句話

不能隨便在男人跟前說，只能——」沒

說完，小翠已溜出房子，大喊：「看花去

了！看花去了！」良玉臉上蕩著笑意。紫

娟就是這樣，每日想著法子讓良玉心情

愉悅，精力充沛。（待續）

煩躁躁良玉動怒   冷靜靜紫娟撫慰

Convincing People with Virtue (2/2)

(下 )

這次，孟獲回去後不敢大

意，他去投奔了木鹿大王。這木

鹿大王之營極為偏僻，諸葛亮帶

兵前往，一路歷盡艱險，加上蠻

兵使用了野獸參戰，使漢兵敗下

陣來。回營後，諸葛亮造了大於

真獸幾倍的假獸。當他們再次與

木鹿大王交戰時，木鹿的野獸見

了假獸十分害怕不戰自潰了。這

次孟獲被俘心裡雖仍有不服，但

再沒理由開口了，諸葛亮看出他

的心思，仍舊放了他。

 孟獲被釋後又去投奔了烏戈

國，這烏戈國國王兀突骨擁有一

支英勇善戰的籐甲兵，所裝備的

籐甲刀槍不入。諸葛亮對此卻早

有所備，他用火攻破了烏戈國籐

甲軍。孟獲第七次被擒，跪於帳

下。諸葛亮令去其縛，教且在別

帳與酒食壓驚，又喚管酒食官至

坐榻前，如此如此，吩咐而去。

 孟獲與兄弟妻子及各部首領

在別帳飲酒。忽一人入帳對孟

獲說：「丞相面羞，不想與您相

見。特令我來放您回去，再招

人馬來決勝負。您現在可以速

去。」

 孟獲流著眼淚說：「七擒七

縱，自古未嘗有啊。我雖化外

之人，頗知禮義，直如此無羞

恥乎？」於是帶領眾人，都匍匐

跪在帳下，肉袒謝罪說：「丞相

天威，南人不復反矣！」諸葛亮

說：「公今服乎？」孟獲哭著感

謝說：「某子子孫孫皆感覆載生

成之恩，安得不服！」諸葛亮就

請孟獲上帳，設宴慶賀。所奪之

地，盡皆退還。孟獲各部及諸蠻

兵，無不感戴，皆欣然而去。孟

獲回去以後，還說服各部落全部

投降。

 將士們對諸葛亮說：「我們好

不容易征服了南中，為甚麼不派

官吏來，反倒仍舊讓這些頭領管

呢？」

 諸葛亮說：「我們派官吏來，

就要留下士兵，不僅浪費人

力、軍糧，更重要的是容易造成

彼此互不信任。讓各部落自己管

理，漢人和各部落相安無事，豈

不更好？」大家信服。

 諸葛亮犒軍已畢，班師回

蜀。孟獲率引大小洞主酋長及諸

部落，羅拜相送。諸葛亮囑其要

勤政撫民，勿失農務，孟獲等涕

泣拜別。諸葛亮沿途又傳給當

地百姓農作物種子和灌溉工具

等，蠻方百姓感恩不盡，乃為其

立生祠，四時享祭，皆呼之為

慈父。各送丹漆藥材、耕牛戰

馬，以資軍用。

 數年後，諸葛亮薨逝，晉武

帝司馬炎統一三國，把蜀主劉

禪擄到洛陽。孟獲感諸葛亮恩

德，仍然每年立夏日帶了親兵護

衛前往洛陽看望劉禪並要晉武帝

善待劉禪和蜀民，晉武帝也很受

感動。

諸葛亮以超人的智慧和忍耐

力對孟獲七擒七縱，最終使其心

悅誠服。由此可見，古往今來的

大智慧者都是以德服人。未曾做

事，先要做人。為官也一樣，首

先要立德，治國安民要有一身正

氣，奉公盡職應無半點私心，這

樣才能民心所向，天下太平。以

暴力作惡者雖能逞兇一時，但是

卻不能長存於世間，終為世人所

唾棄，註定被歷史所淘汰。

◎文：李正陽

以德服人 心悅誠服 

Meng Huo was capt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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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ook Centre以13億元估價居首

【看中國訊】卡城市政府發

布商業地產評估結果，最貴商業

地產名單出爐。

2019 年評估價值最高的是

CF Chinook Centre，評估價值

13 億元，比去年增長了 4.2%。

排名第二的卡爾加里機場，

估值為 8.4 億元，比去年前增長

2.3%。

排第三位的是市中心辦公大

樓 Bow Tower，評估價值 7.79
億美，較去年評估價值下降了

18.6%。

下表列出了頭 10 名的最貴

商業地產及其估值變化情況。

【看中國訊】「在卡爾加

里房地產市場上，缺的是信

心，而不是資質」，這句話最

好的總結了來自一家全國領先

的金融機構對住房負擔能力研

究的最新發現。

加拿大皇家銀行（RBC）

最近公布的季度住房趨勢和負

擔能力報告顯示，加拿大的住

房負擔能力降至 1990 年以來

的最低水平。

2018 年第三季度的報告

顯示，多倫多和溫哥華的房屋

可負擔性達到了危機水平。

RBC 經濟研究部高級經濟學

家 Robert Hogue 表示，相比

之下，卡爾加里的房屋價格更

便宜，其實不便宜。

「可負擔性不是卡爾加里

的頭號問題，」他說。「信

心 - 或缺乏信心 - 正在產生更

大的影響力，其中很大一部分

與能源行業正在發生的事情有

關。」

卡爾加里負擔能力指

標 - 按家庭收入百分比計算 -
約為 43%。溫哥華的比例

為 86.9%，多倫多的比率為

75.3%。數字越大，表示房屋

的可負擔性更差。儘管這兩個

大城市的居住成本大約是卡爾

加里的兩倍。

在卡爾加里，獲得房屋

抵押貸款的資格，從 2015 年

的年收入約 83,000 元上升至

2018 年的 108,000 元，這在

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加息。在溫

哥華和多倫多，能獲得貸款的

年收入分別為 211,000 元和

187,000 元。

【看中國訊】根據市府近

期公佈的數據，卡城市中心辦

公樓的評估價值在過去一年中

下跌了 32%，而住宅房屋價

值基本保持穩定。CREB 的

最新數據顯示 2018 年房屋銷

售量較 2017 年下降 14.5%。

12 月份的銷售情況更糟，同

比下降約 21%。

市中心辦公樓評估價值的

深度下跌使得原本已千瘡百孔

的房地產市場雪上加霜。物

業價值評估員 Nelson Karpa
表示，由於市中心辦公室的

空置率目前在 30% 左右，辦

公樓的估值出現了“戲劇性的

變化”。典型辦公樓的價值下

降了約 32%；工業地產價值

下降了 4%；住宅價值下降約

1%；商業零售類物業價值保

持不變。

 根據近期市政公佈的數

據，市中心一些最昂貴的辦

公樓的價值暴跌。例如，在

2013 年開業的卡城最高大

樓 Bow  Tower，至今其價

值已經下跌了 19%，從 9.57
億 元 降 至 7.79 億 元。Fifth 
Avenue Place（以 前 稱 為

Esso Plaza）的房產價值從

4.29 億元下降了 46%，降至

2.31 億元。

Karpa 表 示， 住 宅 價

值相對穩定，下降了 1%。

根據卡爾加里房地產委員

會（CREB）上周發布的一

份報告，2018 年全市房屋銷

售量與 2017 年相比下降了

14.5%。由於市場上有大量房

屋待售，全市房屋基準價也同

比下降了 1.5%。

卡爾加里近年來動用其

儲蓄基金以減少對企業的稅

負， 但 市 長 Naheed Nenshi
警告說，該市無法繼續限制加 
稅。

Kwong 認為，導致房地

產市場蕭條的真正罪魁禍首是

居高不下的失業率，2018 年

11 月份為 7.9% 。

因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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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 最貴商業地產頭十名

去年寫字樓價值 
大跌32%

    卡城房市缺的 
是信心 而非資質
報告

【看中國訊】Domain網站

報導，對於許多首次置業者來

說，購買公寓是進入房市場的

最佳方式。但是市場上公寓房

樣式各異，如何挑選可增值的

公寓房就十分重要。澳洲最大

的金融比價網站Canstar集團執

行官Steve Mickenbecker介紹

了五方面挑選公寓的技巧。

1. 越大越好

有多個房間、面積大一些

的公寓房對很大部分的人都

具有吸引力，地產專家Steve 
Jovcevski稱，「考慮到未來，

你應該找兩房公寓，三房的會

更好。」他還表示，大公寓房

加上良好的配置，會帶來很好

的增值結果，「位置優越、交

通方面、帶車位的兩居室公寓

房總會有市場。」

2. 位置與朝向

買家代理機構P rope r t y 
Mavens創始人Miriam Sandkuhler
稱，公寓房買家應該考慮城區的

人口結構，以及所買房子的目標

市場狀況，在某些城區，具有

特定風格的公寓房需求非常旺。

比如一個城區既有舊房又有新

房的地區很適合大房換小房的人

們，如果那個城市生活設施完

善、環境優越，那對於大房換小

房的人會不在乎支付大價錢。

Jovcevski建議，選擇公寓需要

有充足自然光的、靠近購物中

心，交通便利，並且遠離大路

及飛機線。

3. 帶有停車位

在缺乏路邊停車位的地區

買房，買帶有停車位的公寓房

可以幫助增值。在高檔的內城

區，一個車位可以給公寓房添

加不菲的價值。

4. 建築質量

建築質量的好壞也影響著房

產的價值，也決定是否可以從銀

行貸到款。Jovcevski表示，低劣建

築質量、危險鋁包層，是目前人們

最大的擔心。他說，發現建築質

量是好是壞的好辦法是查看房產

管理記錄，看是否發現了問題，

發現的問題是否得到了解決。

5. 與眾不同

Jovcevski稱，具備獨特功

能的公寓會非常出挑，「如果

帶有城市美景或者港灣美景，

那就很不一樣了，帶有鮮明時

代特徵的，或者是由名建築師

設計的公寓樓也與眾不同。」

挑選可增值公寓的5大 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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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角空間如何利用
如何有效利用空間，常常是

室內設計的一個重點。尤其對於

小戶型的業主，提高空間的利用

率顯得非常重要，比如利用牆體

做櫃子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很多

人在裝修時會採用。室內有不少

的轉角空間，如何利用這些看似

邊角但是卻很有效的空間呢？一

起來看看吧。

1. 轉角櫃
角角落落看似雞肋，但是做

成轉角櫃，使用起來還是非常實

用的。一是節省空間，使空間得

到充分利用，擴大收納能力；二

是櫃體的表面使得空間看起來更

加完整、美觀。這是很多人使用

的辦法。雖然空間不算很多，但

是放一些愛看的書籍和小裝飾

等，還是很實用的。

如果在不規則的牆角凸起處

設計一個玄關櫃，將收納與隔斷

一起完成，可以把戶型缺陷改造

成優勢。

2. 轉角卡座
在雞肋空間的角落打造一個

轉角卡座，不僅能巧妙改善戶

型，還能有效收納。無論是用餐

還是作為臨時工作台，都是不錯

的選擇。還可以在卡座下面做一

些櫃子，用做收納。

3. 轉角隔板
在牆角做成隔板是一個有用

的創意。安裝也很簡單，可以直

接把板子一個一個釘上，也可以

左右牆壁交錯釘，更有趣味。

牆角的隔板有很多種形狀，

可以是一個長方形，可以是三角

形或扇形，也可以是順應牆角走

向的 90 度板。直接在牆面上做

擱板，兼具收納和展示功能。或

者在牆體以契合的角度和高度做

入牆式擱架。

客廳角落可以直接用隔板架

來擺放各種綠植和裝飾品。在沙

發的邊上、轉角的位置，擺放著

幾層裝飾品，非常好看。

門後也是一個很適合做收納

的角落，根據實際情況做成各種

櫃子或者隔板的收納設計，反正

空著也是空著，擴大收納功能，

實用！

4. 書房轉角
當轉角遇上書房，看似角落

的空間其實有不少用途。書房

內，在有窗、光線充足的一邊安

排書桌或者是 L 形書桌，轉角

位置處的牆面，可以用來設計成

書架。

在轉角的另一邊放置矮櫃銜

接轉角書桌，再用層板和吊櫃來

裝飾整體的空間，可以使書房整

潔實用。

適當地使用儲物櫃還可以繼

續擴大功能。一個獨立的休閒空

間在書桌、書櫃、窗戶的結構下

形成，即簡潔、大方又實用。

5. 臥室轉角

臥室中有很多邊邊角角的地

方不好打理，但是充分利用好這

些邊角空間，可以讓臥室收納功

能擴大，更舒適、溫馨。

在臥室床邊角落，用又窄又

高的多層擱架取代床頭櫃，可以

節省空間。

很多人在臥室中購置衣櫃，

也有人因地制宜打造一個衣櫃。

利用室內牆壁轉角設計一個內嵌

式的轉角衣櫃，可以儲存衣物，

還不佔地。衣物以開放的形式來

展現，還有不錯的裝飾效果。

然而在選擇轉角衣櫃的同

時，其搭配最好與室內的牆面和

床品的顏色相呼應，這樣才能更

顯得協調，增加室內的和諧性，

生活氣息更加濃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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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修設計在任何時候都不可

能面面俱到，入住後多多少少都

會發現一些設計不合理導致的遺

憾。對實用性追求到極致的廚房

更是如此。廚房每天都在被人頻

繁使用，人們在使用中發現了很

多可以更有效利用廚房的小辦

法。

1. 軌道掛鉤 
廚房裡的杓子、鏟子、抹布

等等，統統需要掛起來。如果廚

房裡安置一個長長的操作台——

使用有軌道的掛鉤物件，既實用

又方便。

有不少的人選擇用吸盤式掛

鉤或者自黏式掛鉤，但這一類掛

不僅醜陋，而且非常容易掉落，

都不是最佳選擇。相比之下，直

接固定在牆壁上的軌道式掛鉤就

方便很多。不僅外觀高大上，使

用時也可以隨意移動，非常好

用。

2. 軌道插座 
如果台面上的插座留少了，

廚房電器越來越多，使用時非常

不方便。很多人會選擇使用插

排，但是插排的線又礙事又難清

理，接觸高溫物品還有一定的危

險性。

有人設計、使用了軌道插

座——它其實也屬於插排的一

種，都是將軌道設計貼在牆壁

上，插座可以來回移動。使用起

來，甚至要比固定在牆面上的牆

壁插座還要好用。

3. 櫃門反彈器 
有很多人在櫥櫃使用拉手，

但是在實際使用中，並不是很方

便，尤其使用高處的拉手甚至會

影響人的重心平衡，不太安全。

有人換上了櫃門反彈器。

很多人覺得這樣的設計非常

有用——不僅開關櫃門方便很

多，櫥櫃的外觀也更漂亮，整體

質感也上升了一個等級。

4. 窄邊櫃 
廚房裡總有各種小角落，這

些角落閒置不用有些浪費，真到

了想用的時候，似乎又想不出甚

麼利用它的方法。

有些人使用窄邊櫃——一種

極窄的開放式小櫃子，就是為角

落而生的。

除了廚房以外，衛生間裡也

可以出現這種窄邊櫃——但無論

是廚房還是衛生間，都建議選擇

防水性好的產品，畢竟這些地方

都是高濕度房間。

5. 矮凳 
美食雖然可口，但是烹飪過

程卻要消耗不少時間。經常做飯

的人都明白，在等待食物烹飪過

程中的無聊和痛苦。一頓飯做下

來，少則幾十分鐘，多則幾個小

時。如果全程都站在廚房裡，勢

必會非常勞累。但其實做飯並非

需要全程操作，可以用一定的時

間去等待——雖然可能只是三五

分鐘，但如果坐下來休息三五分

鐘，也會感覺沒那麼累。

於是一把不佔地的小凳就派

上用場了——除了偶爾坐下休息

以外，還可以站在上面拿取、整

理吊櫃。

在選擇廚房凳子的時候要注

意兩點：

不要太大，畢竟廚房的空間

很擁擠。高度上，以廚房地櫃的

一半高為宜。

最好選擇塑料凳子或者厚漆

面的木凳，這類凳子不容易沾

油，清理起來會容易一些。

來源：騰訊網

五種實用又方便的廚房小物件

◎ 文：曉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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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米娜

三明治是媽媽的早餐愛心；

是方便又快速的美味午餐；

也是創意絕佳的食材組合。

各種蛋料理都是很好的三明治餡

料，日式玉子燒、中式蔥蛋，或是含

各種配料的歐姆蛋等等，都可以試

著搭配看看。

土豆蛋餅三明治

麵包、土豆 200g、雞蛋 3個。

調料：鹽、胡椒粉。

食材

雞蛋加調料攪打均勻；土豆去皮，切

成薄片。

熱油鍋，煎熟軟土豆片，倒入蛋液，

鍋裡土豆片撥開均勻，蛋液煎至定型，

蓋上鍋蓋，轉小火續煎 10分鐘；翻面煎

至表面金黃即可起鍋。

土豆蛋餅放涼，切適當大小。

麵包烤酥香，夾土豆蛋餅可上菜。

作法

相對於蛋糕，麵包的滋味較為清淡

樸實，用麵包襯托甜點般的食材，

可品嘗到更鮮明的風味，特別是水

果的鮮甜口感。

水果起司三明治

麵包、水果適量。

抹醬：奶油起司（cream cheese）

100g、糖粉 15g、楓糖 30g。

食材

奶油起司醬：(1)奶油起司分切小塊放

室溫回溫；(2)軟化起司攪打成乳霜狀；

(3)加糖粉及楓糖，攪打均勻。

水果處理：水果洗淨擦乾切薄片。如

奇異果：去頭尾，小湯匙伸進奇異果皮

下轉一圈，分離皮肉後切薄片。

麵包抹起司醬，鋪上水果可上菜。

作法

三明治萬用
料理

各種菜系都有許多適合當餡料的菜

餚；須注意成品湯汁不要過多，以

免麵包口感不佳。

韓式烤肉三明治

豬或牛肉片 300g、洋蔥 100g、紅蘿

蔔 50g、小黃瓜 50g、蔥 1株、辣椒 1
支、芝麻 1/2大匙。

醃醬：醬油 2大匙、蘋果泥 1大匙、蒜泥

1大匙、胡椒粉 1/2小匙。

食材

醃醬拌入肉片中，抓均勻，靜置 30
分鐘入味；其他食材切絲備用。

熱油鍋，均勻放入肉片，肉變白再翻

炒，放所有切絲食材，翻炒均勻。

麵包烤酥香，將炒好的餡料夾入麵

包，最後灑上芝麻即可上菜。

作法

三明治可當正餐或點心
只要搭配適當的食材，三明

治也可以當正餐。可根據自己的

口味選擇餡料，豐儉由人，營養

豐盛或是清爽開胃皆可。

三明治餡料百變不設限
就算是冰箱裡的零星食材，

也可利用蛋糊黏結煎成蛋餅，當

做三明治的餡料放入麵包中，是

很方便的清冰箱料理。

三明治鹹甜皆美味
可以運用西點蛋糕常用的元

素：蜂蜜、糖、奶油、水果、巧

克力等和麵包結合，發揮美感創

意製作成美麗又好吃的甜點。

三明治美味秘訣
因味料理方法簡單，三明治的

美味特色在於享受食材的原味，

食材新鮮是首要。

水分的量控制的好，三明治的

口感濕潤但不爛糊，蔬果的脫水

是注意重點。

充分運用風味食材，例如：醃

菜、火腿，可為三明治創造獨特

的口感與滋味。

整版圖片：FO
TOLIA

CROWCHILD TRAIL NW

53RD  STREET 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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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Mon～Sun 11am~2pm  4pm~1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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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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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衛生組織證實：30%

的癌症與吸煙有關，尼古丁可

以激活某種分子通過，而促進

了異常細胞生長，因此可導致

腫瘤，成為間接致癌物。

尼古丁喊冤  
煙不迷人人自迷

西元 1560 年，法國人尼古

丁將一種茄科煙草植物引進，

用於醫療用途。德國化學家從

煙草中分離出尼古丁，又稱煙

鹼，是茄科植物中的生物鹼，

它是油狀液態物質，是煙草的

重要成分。當時是拿來運用

在－－使受堵塞的動脈周圍長

出新血管。

微量的尼古丁，有助於燃燒

脂肪，並可治療注意力不集中、

抑鬱症、老人癡呆症、帕金森氏

症、精神分裂症、焦慮症。

儘管世界衛生組織證實：

30% 的癌症與吸煙有關，尼古

丁可以激活某種分子通過，而促

進了異常細胞生長，因此可導致

腫瘤，成為間接致癌物。尼古丁

進入血液，只需 20 分鐘就由肝

臟代謝完畢。因此煙草內真正致

癌的凶手，推測應該是焦油、一

氧化碳。尼古丁的冤情還在學術

中發燒，不管結果怎樣，吐出那

像花非花，像霧非霧的癮君子，

終非是君子。

飯後一根煙 很快變成仙
早期一般宴席，在酒酣耳熱

之後，就可見此景象，雲從龍，

風從虎，同朋相照，一包煙在空

中拋灑，你一根，他一根，說是

飯後一根煙，快樂似神仙。政治

的鐵律是：口號就是與事實相反

的東西。飯後一根煙，此時煙中

有毒物質約 69 種以上，正悄悄

的隨著血液循環，通過血腦屏

障，攀登最高峰到達人腦，只需

7 秒鐘。飯後吸收功能增強，把

毒物照單全收。

此時，人體中微妙的變化，

在一片煙霧迷中，赤裸裸的展

開，它使血液中腎上腺素增加，

以致心跳、呼吸、血壓跟著飛舞

上揚。不甘寂寞的脂肪、膽固醇

也來湊熱鬧，一起奔放到血液

中，增加了血栓的風險。心血管

的收縮使打進動脈的血，難度升

高。想要享受魚水之歡的陰莖海

綿體充血勃起，也因而遲緩，使

花非花 霧非霧
癮君子 非君子

英雄用武之地難揮灑。飯後一根

煙，想要如廁，也因肛門附近肌

肉末端微血管缺血，以致排放不

暢。真的是「百尺之室，以突隙

之煙焚」。

吞雲吐霧的蝴蝶效應

大家都生活在地球村，咫尺

天涯，生態氣候牽一髮而動全

身。懸掛太陽系上的小地球，任

誰都無法逃脫。西元 1963 年，

美國氣象學家洛倫滋發現，在一

個動力系統中，初始條件下些微

的變化，卻能影響牽動整個系統

的、長期的、巨大的連鎖反應，

這是一種混沌現象。正如他在

1979 年的演講指出：一隻蝴蝶

在巴西上空煽動翅膀，會在德克

薩斯州引起龍捲風。

就一隻蝴蝶震動翅膀，所擾

動空氣的氣流，引起一連串的變

化，能導致遙遠的地方發生一場

暴風雨。無數個癮君子們，吞雲

吐霧的，在世界各地各角落，一

齊接力的隨著氣流瀰漫全世界，

刺激累積變大，難道不會影響氣

候？當今氣候異常，空氣品質的

惡化，這些雲霧騎士癮君子，是

否也難辭「助紂為虐」之咎。

登天難 戒煙難 
閻爺不找難

隨訪門診中的抽煙人口，約

62 人，粗略統計：偷嘗禁果、

初次抽煙，以國中、高中為多。

少數在當兵期，尤其是早期當

兵有配給香煙。第 1 次抽煙在

小學期，多數是 9 歲，因好奇學

大人而抽煙，被煙嗆到的痛苦經

驗，從此與煙拒絕往來，長大反

而最不受煙的誘惑。比較例外的

是一位 29 歲女性，煙齡 20 年，

即她 9 歲就開始抽煙，她看上去

就像40多歲的人，而且臉色蠟黃。

國中期是尷尬期，很想長

大，又想獲得同儕的肯定，可以

不顧一切的抽煙，即使抽到嗆

喉，也表現很神勇的樣子。 52
歲百貨店老闆，煙齡 40 年，也

就是他 12 歲上國一時，經不起

同學的誘惑，耍帥，以為青春不

要留白，結果把肺弄得很蒼白。

近年因為抽一口煙就連咳 10 ～

20 次，索性戒煙。戒煙後鼻子

不聞香臭 6 年，來診所治療 7
個月後痊癒。

在媒體界工作的 56 歲男

士，煙齡 44 年，曾戒煙半年，

產生輕微焦慮症，近日鼓勵他再

嘗試戒煙，我做後盾，收拾殘

局，他已由一天 3 包減成半包，

繼續努力。在當兵時無聊而抽煙

的，在訪談中是最容易戒煙的。

所有戒煙成功的人，我請教他們

訣竅在哪兒？出乎意料的，結果

答案很一致：是意志力。意志堅

強的人說戒就戒，許多事業有成

的大老闆，尤屬此類；意志薄弱

的人，別人一譏笑，或伸手牌一

發，就又放棄了。

天靈靈 地靈靈 煙不靈
在查訪所有癮君子，吞雲吐

霧後的感覺如何？抽煙真的會頭

腦清晰，思考靈活嗎？真的就會

精神放鬆，解除壓力嗎？真的就

能交到朋友，改善人際關係嗎？

有些人的回答是：無聊到不知道

做甚麼消遣。結果唯一持肯定

答案的，是一位 56 歲家具店老

闆，他說只有抽煙時才想得出對

策，老闆娘�不以為然。我告訴

他，腦筋不靈光，絞盡腦汁絞的

是膽固醇。

少部分人覺得抽煙可以放鬆

心情，但也不是那麼好用，常常失

敗。用抽煙交朋友，不少人交的是

酒肉朋友。煙酒不分家，下一步就

會變成酒友，拿捏不好，就會在浮

世中浮浮沉沉了。大部分人說抽煙

沒甚麼好處，那為甚麼還要抽？唯

一的答案：是抽煙抽習慣了，變成

生活上如刷牙、洗臉一樣的習慣動

作，沒有特別意義。

千金一刻總蹉跎 
空穴來風

說來說去，抽煙也沒甚麼特

別處，如千金的時光，就在煙霧

中蹉跎。在意志薄弱下，平添身

體穴位，空穴吹來世態炎涼的涼

風，不如就來按一按穴位，別有

一番閒境。

1. 戒煙：近太淵穴，在腕

關節撓側橫紋頭，約醫師把脈的

第一指處，可寬胸清肺氣，配合

合谷、神門穴更好。當煙癮上來

時，按一按穴，等一下，就能熬

過煙癮。

2. 補腦力：敲百會穴，該

穴是百神之會，又提補諸陽氣

上升，最為醒腦之穴。穴在兩

耳往頭頂連成一線，從鼻梁往

上連線到後頸，兩線交叉點。

3. 調解情緒壓力：先按合

谷穴，情緒超標快失控時，急

按神門穴並深呼吸。合谷穴在

大拇指、食指兩指歧骨間為凹

陷處，按向食指側。神門穴在

手腕橫紋，手小指掌後內側凹

處。有空也可多按太衝穴，疏理

肝經的氣鬰，穴在大趾、次趾

之間，往上近處歧骨間凹處。

4. 增強意志力：腎藏志，

意志不堅的人腎氣都較弱。按

腎經原氣留止處的太谿穴，以

補腎強志。該穴在足內踝後 5
分，與跟骨筋腱之間的凹處。

開瓊筵以坐花 
癮君子請上坐

遙想詩仙李白，擺上豐盛宴

席，邀朋友於花叢中列坐的雅

緻。我們也邀請癮君子上坐，擺

上戒煙癮的佳餚，細細品嘗。

1. 戒煙湯：甘草 1 ～ 2 兩，

煙 2 枝捏碎，煮 20 分鐘。這道

湯很有效，喝下去後，以後聞到

煙味就會想吐，但不能讓當事人

知道。

2. 解煙毒湯：一碗綠豆或

黑豆、甘草 2 片，3 碗水煮成 1
碗；或用九股藤4兩加水1,000c.
c.，煮 1 小時，當茶喝。

3. 清肺白果雞湯：土雞 6
兩、生白果 1 兩、白蘿蔔半條、

棗 5 枚、薑 4 片，水蓋過材料，

約 1,500c.c.，煮 1.5 小時。湯

成加點鹽。

4.天麻補腦湯：豬腦 1副、

天麻 5 錢、川芎 3 錢、紅棗 10
粒、枸杞 3錢、石菖蒲 2錢，水蓋

過材料，約1,000c.c.，煮1.5小時。

5. 除煩鴨湯：麥冬 1 兩、

百合 5 錢、薏仁 1 兩，入鴨腹，

外加冬瓜半斤或 14 兩、葱、

薑，水蓋過材料，約1,000c.c.，
煮 1 小時。湯成加點鹽。

6. 安神雞湯：紫蘇梅 5 粒、

蓮子去心 4 兩、雞肉 2 塊，水

蓋過材料，約 700c.c.，煮 40
分鐘。湯成加點鹽。

◎  文：溫嬪容

（明慧中醫診所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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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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1日∼1月17日

068
lb

$298
EA

White Mushrooms 白蘑菇 Russet Potoes 褐皮土豆 Carrots 胡蘿蔔

 Onions 洋蔥

Bananas 香蕉

Red delicious apples 蛇果     Bok Choy 上海白菜  yellow onions 黃洋蔥

$1 98
lb $498

EA

$498
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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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可免費獲得一個菠蘿$20
大量
免費停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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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lb） （20lb）

（25lb）（5lb）

$098
lb

$

$288
EA 088$

lb

Spend $20.00 & recive a free pineapple 

5 磅裝

5 磅裝

20 磅裝

25 磅裝

「老無所依」還是「老有所依」？

早幾年知道這些就好啦...
【看中國工商訊】有人說：「我們將會

是最後一代需要贍養父母，卻把自己送進

養老院的一代。」雖不是人人如此，但未

雨綢繆總歸更好。

「到底需要存夠多少錢才能夠在加拿

大體面地退休？」根據一項調查顯示，加

拿大人退休之後需要提前存下 $75.6萬
加幣的退休金才能夠保持舒適生活。

按照支出 $3800-$5500/ 月左右，如

60歲退休，加拿大平均壽命約 83歲，那

退休生活還有23年，不考慮通脹因素，養

老所需的費用竟高達 100萬到 150萬！

【老有所依？老無所依！】

有的朋友說，不是還有政府嘛。那我

們來看看政府的退休福利到底有哪些。加

拿大的退休福利主要由三部分組成：

1. OAS（老年金），這是加拿大養老福

利到的精華之一，2018年 65歲以上的老人

可拿到的最高養老金每個月有 $586.66；
2. GIS（最低收入保障），是針對低

收入老年保障金領取者提供的一項免稅福

利。比如，2018年單身的低收入者可以領

到 $876.23；對於有領取全額老年金的

配偶收入的人群來說可以領到$527.48；
3. Allowance( 津貼），是加拿大政府

給 OAS和 GIS領取者的低收入配偶或遺屬

的福利。對於有配偶在領取 OAS和 GIS的

人來說，如家庭年收入不超過$32,928， 
每月最多能領到 $1,114.14。

上面說的福利是不是看起來都不錯

呢？等等，原來這些福利還真不是你想

拿，想拿就能拿！領取全額 OAS 養老金必

須 18 歲以後在加拿大生活超過 40年以
上；領取 GIS 條件為你和你配偶的收入不

超過一個閥值，比如 2018 年的要求是單

身人士年收入不超過 $17,784，有配

偶人士家庭收入不超過 $23,520。
原來所謂的高福利國家，辛辛苦苦工

作大半輩子，到最後年老退休這一千多塊

還這麼難拿到？感覺還是老無所依啊 ..

時間就是價值，計劃就是武器！凡事

早準備，多準備，等需要的時候，必不至

於無所依靠！

「我一直有慢慢存錢養老，卻不知道

有沒有存對地方呢？」

「我想規劃退休卻一直苦於現金流不

足，有沒有什麼辦法呢？」

「我現在掙得不少卻苦於稅階高企，

不僅現在稅交得多，回頭福利還拿得少，

是不是太吃虧了？」

上面的這些問題，通通可以在週末的

「成功理財新思路」講座得到解答！會後

更有專家手把手給你支招，助你節省更多

的利息，合理合法多拿政府退稅，增加投

資回報，為退休生活添磚加瓦！

課程內容包括：

如何在不需要自己額外付出本錢的狀

態下產生穩定現金流；

如何利用這些額外現金流讓您的房貸

有機會提早 5-10 年還清；

如何把家庭中最重的房貸利息負擔有

效的變成稅務優惠，增大年終退稅；

除了買 RRSP，如何增加年終退稅；

如何提取 RRSP 免受稅務困擾；

CRA 認可的賬戶內實現資產免稅增

長，提款不影響老年福利；

如何讓投資保本及獲取穩定收入。

卡加利課程（兩節課內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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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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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claimer:文章所提供的數據都

基於assumption，每個家庭的財

務狀況和情況都不一樣，具體的

家庭理財策劃，請諮詢專業的理

財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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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週
好 去 處

Community Calendar

住房裝修展

如果您計劃裝修您的居所，無論您想

僱用合同工還是親自上陣，讓我們來為您

在許可和驗收方面提供指導。了解一下如

何避免常見的錯誤，並在現場可提交裝修

申請。

時間：週五，1 月 11 日中午至晚 9
點；週六，1 月 12 日上午 10 點至晚 9
點；週日，1 月 13 日上午 10 點至晚 6
點。

地點：BMO Centre, 20 Roundup 
Way, SW

網站：calgaryrenovationshow.com

卡城婚慶展

亞省最大、最令人矚目的婚慶展。從

令人神往的裝飾、時尚展台到時裝表演，

本婚慶展為訂婚佳偶們提供夢想中的婚慶

和蜜月所需的一切。

250 多位專家為您提供建議，是您獲

得資訊和靈感、了解最新潮流和理念、品

嚐美食等的絕佳機會。

時間：週日，1 月 13 日上午 9 點半

至下午 3 點。

地 點：BMO Centre, 20 Roundup 
Way, SW

班芙國家公園冰雪節

時值隆冬，班芙國家公園盛情邀請您

及家人擁抱冬季帶來的寒冷、活力和樂

趣。

落雪帶來的平靜祥和、閃亮篝火的劈

啪聲以及打雪仗的樂趣，這是一年中最神

奇的光陰！

快請來看看冰雪節的冬季藝術作品，

訪問網站了解更多詳情。

時間：1 月 16 日～ 1 月 27 日

地 點： 班 芙 國 家 公 園，Banff 
National Park

網站：banfflakelouise.com/
snowdays

Legacy社區聖誕彩燈遊行
12 萬盞彩燈，Legacy 為您及家人點

亮燈火。對所有驅車經過社區及出入燈光

隧道的行人免費開放。享受彩燈裝飾的展

示，並加入 Legacy 社區吧！

時間：1 月 12 日之前每日晚 5 點

地點： 2 Legacy Circle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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