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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 Parliament Reject Brexit Deal

中加互發旅遊警告

1 月 14 日加拿大外交部在

一份聲明中說，在現在的情況

下，希望所有加拿大人在計畫到

中國旅行之前，認真參閱聯邦政

府完整的旅行建議。加拿大外

交部網站解釋道，雖然「高度謹

慎」不是旅行風險的最高級別，

但這樣的建議也意味著存在不安

全的情況及安全隱憂。因此加拿

大人應該隨時關注當地媒體的報

導並遵循地方當局的安全指示。

加拿大旅遊警示分為四個級

別，由低到高分別為：一般安全

預防、高度謹慎、避免非必要出

遊以及避免所有外游。

1 月 15 日，中國外交部官

方微信公號「領事直通車」宣

布：近期加拿大發生中國公民被

加執法部門以第三國要求為由任

意拘押事件。外交部和中國駐加

拿大使領館提醒中國公民結合自

身情況，充分評估前往加拿大旅

行的風險，近期謹慎前往加拿

大。如遇緊急情況，請及時聯繫

中國駐加使領館尋求協助。

加拿大媒體廣泛轉發了中方

的旅遊警告。一些加拿大網民表

示，華人在加購置多套房產推高

房價，減少些中國遊客也是好

事。一位劉姓卡城華人移民說，

他擔心北京高層的作風，或會影

響到海外華人的形象。

大陸媒體對中方的旅遊警告

的報導則低調得多。官方幾家門

戶網站，只有寥寥數語的短新聞

顯示。

加人以走私毒品罪 

被判死刑

中國大連市中級法院 1 月

14 日以走私毒品罪判處加拿大

人謝倫伯格死刑。謝倫伯格被判

10 天內需提出上訴，如果遼寧

省高級法院維持這一判決，則必

須由最高法院審查死刑判決。中

國法律專家表示，這個案件的未

來進展很難預測。

對於中方宣稱不是政治判決

的說法，外界廣泛質疑，主要有

3 大疑點：

1、迅速改判：謝案從 2014
年 12 月被捕到一審判決已拖了

4 年之久，但近期大連檢方在一

個月的時間就蒐集到新線索。法

官採納檢方意見，當庭裁定將案

件發回原審法院重審。大連市中

級法院 14 日經審理，逆轉改判

謝倫伯格死刑。

根據該院判後通報，這件毒

品走私案的主謀是有三人，並未

提到謝倫伯格。謝倫伯格是受到

他人指派到大連與許姓翻譯（本

案證人）會合，擬將毒品藏匿

在輪胎內走私至澳洲。據通報，

謝倫伯格未能把毒品運出大連，

就察覺許姓翻譯已向警方報案，

因此搭機潛逃泰國，但在飛機經

停廣州時被捕。

從通報案情內容可看出，謝

倫伯格是受主謀指使的從犯，毒

品也未能運出大連，應視為犯罪

未遂。但大連中院的審判大逆

轉，認定謝倫伯格「夥同他人」

是犯罪已遂的主犯。

2、上訴被加刑：中國刑事

訴訟法明定有「上訴不加刑」的

原則，謝倫伯格原本基於「上訴

不加刑」才提出上訴，也就是被

告若不服一審判決上訴二審，二

審法院不得加重被告的刑罰；即

便上訴後案件被二審法院發回重

審，一審法院也不得加刑。

謝倫伯格被改判死刑，明顯

違反「上訴不加刑」原則，在中

國法律界引起譁然。

（下文轉 A2）

加拿大去年底逮捕

中國華為財務長孟晚舟

後，中加關係趨向緊張。

中國法院週一（1月14

日）開庭宣布加國公民謝

倫伯格（Robert Lloyd 

Schellenberg）走私毒品

改判為死刑。週一晚間加

拿大修訂對中國的旅遊

警示，警告加拿大人在中

國可能會發生被「任意強

制執法」的風險。中國外

交部官方微信週二（1月

15日）稱，中國公民近期

應謹慎前往加拿大。

在過去一週內，事關

華為的重大新聞頻發，引

發全球關注。本期「華為

特輯」將解析其深藏的內

幕及對未來的影響。

 記者林佳綜合報導

中加關係惡化  互發旅遊警告旅遊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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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接 A1）
3、當庭宣判：北京莫少

平律師接受《美國之音》採訪

時認為，如果要判死刑，通常

是休庭之後或閉庭之後，報審

委會研究討論決定，再擇期宣

判。但加拿大公民謝倫伯格這

個案件，開完庭當庭宣判死

刑，莫少平律師表示：「從來

沒看到過，這是史無前例。」

1 月 14 日加拿大總理特

魯多（Justin Trudeau）召開

記者會，指責中共的死刑判決

「隨意」並且「蠻橫」。這是

他在中方接連拘留加拿大公民

事件爆發以來，最強烈的一次

回應。

加媒體 16 日報導，加外

長方慧蘭指已與中國駐加大使

盧沙野接觸，要求寬大處理，

免去謝倫伯格的死刑。

對於特魯多總理以「隨

意」一詞描述中國審判謝倫伯

格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

瑩回應說：「加方領導人有關

表態才展示了什麼是隨意，缺

乏最起碼的法治精神。」

目前已有澳大利亞、英

國、法國、德國、歐盟、美

國，及荷蘭等發表聲明支持加

國。美國國務院週三（16 日）

表示中國對加拿大公民判處死

刑，任意扣押拘禁加拿大公民

是出於「政治目的」。對此，

華春瑩 16 日回應：「加拿大

的盟友用十個手指頭都可以數

得出來，它們根本代表不了國

際社會。」

上週五（1 月 11 日）華

為加拿大公司負責公共事務的

高級副總裁斯科特．布拉德利

(Scott Bradley) 宣布辭職。

布拉德利沒有說明辭職

的原因，根據加拿大《環球郵

報》報導，布拉德利在週五給

華為加拿大的一份備忘錄中表

示，他的離職不是一個突然的

決定，而是經過一年半的思

考。布拉德利在社交平臺「領

英」上發文說，「在我們步入

2019 年時，是時候要做出改

變了。」

據悉，布拉德利從 2011
年開始擔任華為加拿大公司的

主要公關發言人，其曾被指負

責對加政府展開遊說活動，接

觸國會議員，試圖解除華為可

能威脅加拿大國安的嫌疑。

布拉德利在加拿大電信

界頗有資歷，曾擔任貝爾傳

媒（Bell Media）高管，以及

「5G 加拿大協會」主席，曾在

2011 年大選中以自由黨候選

人身份參加競選。

海外時政評論員文昭認

為，在西方社會開始對華為進

行調查和封堵的大環境中，布

拉德利的辭職，屬於「跳船」

自保的舉動。

華為是加拿大幾大移動電

信營運商的一個主要設備供應

商，也是加拿大 5G 移動通信

網建設的一個主要合作夥伴。

目前加拿大是「五眼聯盟」

（澳洲、加拿大、紐西蘭、英

國和美國情報分享團體）中

唯一還沒有宣布禁止華為產品

的國家。隨著中加關係的惡

化，未來華為能否保住在加拿

大的市場，將是一個問號。

波蘭內部安全局上週五（1 月 11 日）以涉嫌間

諜活動逮捕了華為波蘭分公司高管王偉晶以及該國一

名前高級情報官。

知情人士透露，王偉晶在華為的工作，主要是負

責向波蘭政府部門銷售信息技術和通訊設備。波蘭法

院已決定對被捕的兩人羈押 3 個月。如罪名最終成

立，他們將面臨最高 10 年有期徒刑。

波蘭當局已將此案列為不公開案件，禁止媒體採

訪以及限制官員向新聞界談論此案。

華為官方第二天發表聲明宣布立刻終止與王偉晶

的雇佣關係。華為的書面聲明如下：「華為波蘭代表

處員工王偉晶因個人原因涉嫌違反波蘭法律而被逮捕

調查，該事件對華為的全球聲譽造成了不良影響，依

據公司勞動合同相關管理規定，華為決定立刻終止與

王偉晶的雇佣關係。」

《法廣》評論文章指出，王偉晶與孟晚舟雖然同是

華為人，華為公司在拋棄尚未認罪的王偉晶一事上，

速度之快，態度之決絕，超出正常企業的做法。

此外還有評論員認為，不同於可以完全是個人行

為的賄賂貪污行為，波蘭懷疑王偉晶進行了間諜活

動，應該是危害了波蘭的國家利益。那麼，身為華為

高管的王偉晶是替誰服務進行間諜活動？

王偉晶到華為工作之前在中國駐波蘭領事館任

職，屬於駐外外交人員。中國人大 2009 年通過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外外交人員法》，第一章第八條

第六小條明文規定：駐外外交人員「不得在駐外工作

期間辭職」。

外交工作通常是涉密的。按照中國嚴格的保密

制度，從事過涉密工作的人，離開了原工作之後的去

向，在一定的保密期內，也有嚴格的規定。據此推

斷，年輕的王偉晶在領事館工作還沒幾年，就下海加

入民營公司華為波蘭公司，並非偶然，極可能是「上

面」的安排。對此，華為也不可能不知情。

不少網友驚訝於王偉晶與孟晚舟得到來自大本營

的不同待遇，在《美國之音》網站上有人發出疑問：

「全球第一位個人原因間諜，是自己想創業？」

據外媒報導，波蘭是華為在歐洲的重要基地。

華為自 2004 年進入波蘭市場。 2008 年，華為的中

東歐—北歐地區總部設在波蘭。據波蘭國營廣播公

司 Polskie Radio 消息稱，波蘭逮捕華為高管一事

已經引起歐盟委員會的關注。波蘭政府 12 日呼籲，

歐盟和北約應就是否將華為排除在市場之外達成共

識。

近期，華為產品有安全風險的問題引發全球關

注。美國率先禁止華為涉足政府和軍方機構以及 5G
網路，在澳大利亞、紐西蘭和日本相繼限制華為產品

之後，對華為產品的安全擔憂情緒也蔓延到歐洲。歐

洲需要更多證據證明，華為確實為政府服務，確實會

危害各國網路安全。現在波蘭開了重磅一槍，可預見

此舉對華為的殺傷力。

1 月 15 日華為深圳總部舉行外國記者圓桌會，

華為創始人任正非接受《華爾街日報》及 CNBC 等外

媒採訪。任正非首次就女兒孟晚舟事件公開表態。他

說他非常想念女兒，他在等著看川普總統是否出面干

預孟晚舟的案子。

去年 12 月 1 日，加拿大應美國的要求，逮捕了

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美國調查人員指控她在華為

與伊朗的業務上欺騙金融機構，導致這些機構無意中

違反了美國的制裁。加拿大司法當局尚未決定是否

將孟晚舟引渡到美國。

據香港《南華早報》報導，這是任正非執掌的華

為在過去三十年來第三次舉行國際媒體招待會。幾

乎是退隱姿態的任正非上次對國際媒體發聲，還是在

2015 年。報導認為，如果不是華為深處被攻擊的危

機之中，任正非應該不會打破沉默。

對於中國政府要求華為提供外國客戶或他們網路

設備的機密信息，華為將如何回應的問題，任正非表

示，「對這樣的要求，我們肯定會拒絕。」他隨後補

充，華為從來沒有收到任何政府要華為提供不當信息

的任何要求。「我個人永遠不會損害客戶的利益，我

和我的公司也不會答應這樣的要求，」他說。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訪問學者尤倫曾向

BBC 表示，外界擔憂的根源是中國去年通過的《情

報法》，該法第七條要求中國國內任何組織和公民要

「依法支持、協助和配合國家情報工作」。

另外任正非表示：「我愛我的國家，我支持中國

共產黨」，「我個人的政治理念和華為的商業營運沒

有緊密聯繫。」

任正非還稱川普是「偉大的總統」，「他敢於大

幅削減稅收，這將有利於 ...... 商業」。

但任正非的話語中透露出，在某些情況下，華為

將無法在海外銷售其產品。「你不能和所有人合作，」

任正非說，「我們將轉移重點，更好地服務於那些歡

迎華為的國家。」

《美國之音》對此評論說，任正非此舉是試圖緩

和西方國家的擔憂。

看 中加關係惡化
互發旅遊警告

華為加拿大高級副總裁離職

疑似間諜王偉晶被華為迅速切割

任正非開腔澄清 稱川普是偉大的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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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川普與中

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之間

的互動模式包括電話、通

信等，川普還在推特上直

接表達對北京的主張。之

前，依賴中美聯繫人來維

繫兩國關係的做法已漸漸

弱化。

記者憶文綜合報導

中美貿易。

黑石集團蘇世民敗北

黑石集團（Blackstone）創

始人兼執行長蘇世民（Stephen 
Schwarzman）一度被認為是中

美關係的中間人，但川普對此並

不買帳。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導，

蘇世民在中國有長期的商業利

益，也與川普的私人密切關係。

儘管被批評存在利益衝突，蘇世

民依然奔走於中美之間。熟悉蘇

世民的四名人士說，蘇世民曾數

次試圖撮合他的美國朋友跟他的

中國朋友見面，但沒能實現。

政壇中間人失寵

前美國駐華大使鮑卡斯表

示：「中共曾經感到他們也許可

以利用基辛格、蘇世民、鮑爾森

等人稍稍控制一下川普，但是中

跳過3類中間人
共現在意識到，這些人對川普的

影響力沒有預期的那麼大。」

被歷屆中共領導人稱為「中

國人民的老朋友」的前美國國務

卿基辛格，在去年 11 月 6 日至

7 日新加坡出席「創新經濟論壇」

上演講說：「中國需要超越自己

的舊制度，才能成為引領亞洲

的大國。」這似乎表明美國希望

中國擺脫「舊制度」，並且只在

「亞洲」起到領導作用即可。他

還說，現在美中關係正在從合作

轉為對抗，再也回不到以前了。

華爾街作用不彰

華爾街金融大佬多年來一直

對中美關係有著特殊的影響力，

在中美貿易戰火蔓延之際，中共

邀請高盛、摩根士丹利、黑石等

集團高層到北京，試圖再次透過

華爾街向白宮遊說，但作用不

彰。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Peter 
Navarro）曾警告華爾街不要插

手美中貿易談判，並指責他們是

向川普施壓的「未註冊的外國代

理人」。

川普總統執掌白宮以來，越

來越傾向於和習近平直接溝通，

在近期更加明顯。

2019 年 1 月 1 日，川普與

習近平在中美建交 40 週年的當

天互致賀信。

2018 年 12 月 29 日，川普

致電習近平，並在隨後發推文廣

而告之有關貿易戰的進展順利。

2018 年 12 月 1 日， 川 普

和習近平在阿根廷會晤，達成

90 天貿易戰「停火」協議。

自 2017 年 2 月 9 日以來，

川普與習近平通話至少有十多

次，談話重心多為朝鮮去核化及

川普與北京直接對陣

山 景 勝 地 小 鎮 魅 力
滑雪 ,遠足 ,單車 , 釣魚 ,雪地車 購 物 , 藝 術 和 娛 樂

玩樂至上。Fireside 玩樂機會比比皆是。本社區

崇尚新鮮空氣和活躍生活——全年如此。無論下

雪時節的歡樂還是與大小孩童在操場上嬉戲，

Fireside皆是您盡享遊玩樂趣的完美勝地。

現
已
開
放
！

盡 情 地 享 受

居 之 樂
生 活 在 F I R E S I D E

展示屋開放時間 | 週一至週四 下午 2-8 點 | 週末及節假日 中午到下午 5點

鎮 屋 雙拼屋 獨立屋 莊 園
起價$20萬 起價$30萬 起價$30萬 起價$40萬

被注射過期疫苗 江蘇幼兒面癱失聰
【看中國訊】江蘇省金湖縣

衛生防疫部門給孩子使用過期多

年的疫苗，引起患兒家長示威抗

議。當局出動數百名防暴警察鎮

壓，多人被捕。目前官方公布患

兒達 145 人，但據民間傳言，

實際受害兒童達到二至三萬人。

據自由亞洲電臺，金湖疫苗

患兒家長 11 日到縣政府和縣醫

院抗議，遭到警察驅趕及抓捕。

多位患兒家長稱，上午九時許，

百多名家長到縣政府示威抗議，

其後當局調集數百名全副武裝的

特警驅趕他們，雙方發生推撞。

現場視頻顯示，多人被毆打及推

倒在地，有人頭部流血，有人被

警察帶走，場面激烈。

患兒家長高先生 1 月 14 日

說：「跟警察有衝突的人可能抓

了不少，以及發布一些言論的人

也被抓了。我家小孩是 A 群多

糖流腦疫苗出的事情。現在小孩

出現很嚴重的後遺症。我們在北

京、上海、南京做了四個月的治

療，後來發現沒有甚麼用處，就

放棄治療了。現在神經系統面

癱，一隻耳朵失聰，另外一隻耳

朵萎縮，以及還有一些其他的後

遺症。政府現在沒有說給我們一

些承諾或者補償，只是發出了一

些登記信息。」

河南一患兒的母親何方美

說：「官方公布抓了三個人，但

沒說他們是疫苗受害家長。只說

他們煽動群眾。」 金湖過期疫苗

問題最早可追溯到 2010 年，受

害兒童數量遠不止官方所聲稱的

145 名。據當地媒體報導，隱瞞

疫苗過期於 1 月 7 日被曝光。

當時，有一名家長是醫院的退休

員工，她發現給她孫子口服的疫

苗已過期一個月。

許多家長，在通過社交媒體

得知這個消息後，立刻開始檢查

他們孩子曾經接種疫苗的批號，

發現過期的不僅有小兒麻痺症疫

苗，還有百日咳疫苗、乙肝疫苗

和水痘疫苗。

這一問題已經存在超過 10
年，讓人們懷疑全縣兩萬名 14
歲以下兒童中的大部分可能都接

種了過期疫苗。

在微博上，一些人呼籲金湖

的家長保持冷靜，但更多的人對

他們的憤怒表示同情。一名微博

用戶說：「政府在透支自己的公信

力，民眾在考驗自己的忍耐力。」

限酬令發威  
明星片酬打半價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2018 年范冰冰的「陰陽合

同」偷稅事件後，補稅潮、限酬

令引發娛樂圈大地震。 2019 年

新年伊始，多名業內人士透露，

如今準一線演員，普遍折價一半

以上。

日前大陸「娛樂資本論」發

表署名文章，指在中國官方發布

明星「限酬令」後，明星片酬驟

降。行內一知情人士透露，準一

線青年演員，普遍折價一半以

上，以 2000 萬元到 3000 萬元

成交者居多，有人甚至降了八

成，1000 萬元成交。而大牌明

星普遍低調，以至於少有接戲。

一位製片人也透露，「楊

穎（Angelababy）、唐嫣、趙麗

穎這些大明星，一點動靜都沒

有。」原因就是，「限酬、稅務

標準擺在那，……風險太大。」

業內人士表示，目前市場上

限為 7000 萬元左右，片酬過億

的時代已然終結。

中國廣電總局 2018 年 11
月發出「限酬」通知，規定明星

片酬 40% 和 70% 的比例：在

每部劇集中，演員總片酬不得超

過製作總成本的 40%，其中主

要演員的片酬不得超過總片酬的

70%。隨後，三大影音平臺愛

奇藝、優酷與騰訊聯合正午陽光

等 6 家影視公司公開聲明，演

員總片酬不得超 5000 萬。

身為北京市政協委員的演員

馮遠征也大倒苦水，「有誰關注過

演員十幾個小時連軸轉工作，也

沒有『五險』（醫療保險、養老保

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

保險）『一金』（住房公積金），

這都是《勞動法》不允許的。」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以後去過北京不能算是去

過首都，去通州才是去首都。」

日前官方表示北京市級機關要搬

出北京城，消息瞬間刷屏登上頭

條。但詭異的是，通州方面卻是

一片「靜悄悄」。

1 月 15 日，《中國新聞周

刊》報導，10 日晚間，位於市中

心的北京市委和市政府摘下牌

匾，次日上午，北京市委、市政

府、市人大、市政協將牌匾掛在

位於通州區新址。

報導指出，北京市級領導機

關最新辦公地點，不見鬧市喧

囂，極目遠眺，北京市委、市人

大、市政協辦公區在北、東、西

三面呈品字形排列，北京市政府

辦公區位於市委辦公區北側。

目前，北京市級機關第一批

搬遷已完成 35 個部門、165 家

單位的主體搬遷。這次搬遷將帶

動 40 萬人從城區搬往通州。

市政府搬出北京
40萬人奔通州

過期疫苗受害兒童（網絡圖片）

「大篷車」又來了 
川普籲保護國家

【看中國訊】1 月 15 日，美

國聯邦政府部分停擺進入第 25
天。這一天人們一睜眼看到的消

息就是，一波新的「大篷車」移

民隊伍已經從洪都拉斯出發了，

他們的目的地就是美國。川普總

統緊急呼籲民主黨人們不要再玩

政治遊戲了，保護國家安全為重。

根據福克斯新聞網的消息，

洪都拉斯有一組最少 500 人新

組成的「大篷車」隊從週一（14
日）晚開始了他們的危險行程，

目的地是美國。

這組「大篷車」隊比人們預

期的時間提前離開了洪都拉斯

北部的城市聖佩德羅蘇拉（San 
Pedro Sula）。此前社交媒體上

傳播的消息是說，這一波「大篷

車」隊將於週二（15 日）凌晨 5
點啟程。

福克斯記者看到，當時的情

景和以前的非常相似，人群混

雜，仍然有帶著孩子的母親們。

據美聯社消息，這些「大篷車」

移民們在走路途中，其中一些人

會懇求沿途的店主提供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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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委秘密擴大會議

知名評論人士林和立 14 日

在《蘋果日報》刊文中爆料稱，

目前大陸軍隊中，中央級別的最

高將領對習近平的支持度仍差強

人意。儘管摧毀了由前軍委副主

席郭伯雄與徐才厚以及前總參謀

長房峰輝與前總政治部主任張陽

領導的反習「團團伙伙」，但這

些盤根錯節的集團不是一、二年

可殲滅的。

文章引述消息稱，為防不

測，習命令負責軍隊高層的保安

人員每三個月左右就要替上將一

級的將領輪換貼身保鏢、私人秘

書與司機。

林和立表示，據靠近軍方的

消息說，目前七個軍委委員中，

習的唯一鐵桿親信只有同為太子

黨的軍委副主席兼政治局委員張

又俠。

68 歲的張又俠曾當過瀋陽

軍區司令與總裝備部部長。但他

所以獲得習信任的關鍵是張的父

親張宗遜上將與習父習仲勛是親

密戰友。據說張又俠獲習授權成

立了幾個秘密智庫，對習的軍事

與外交決策方面的影響力頗大。

林和立文章還表示，由於軍

隊最高層不一定聽習指揮，大陸

軍隊與武警等專政部門也並非是

鐵板一塊。故此習借最近這次軍

委擴大會議增加地方軍隊要員對

他的支持。

此前，河南新聞網近日在報

導河南省軍區黨委擴大會議時，

披露大陸軍方在 1 月 8 日之前

的數日間曾召開了一次中央軍委

擴大會議。

據河南新聞網報導間接披

露，是次軍委擴大會議主題涉及

「備戰打仗」，以及要求軍隊忠

誠，維護軍委主席負責制和聽習

中央指揮。

對於當局提「備戰打仗」，

安徽網絡活躍人士沈良慶認為，

或是習近平威脅黨內對手，以便

進一步集權和防止有人逼宮。

時政觀察人士唐靖遠也分析

說，習近平現在提出軍隊要做好

軍事鬥爭準備，主要的目的很可

能藉此名義進一步鞏固自己手中

的軍權，就像當年鄧小平借發動

越南戰爭抓軍權一樣，其真正目

的可能還是在針對內部。

軍隊高層清洗不斷
而強調軍隊對習忠誠，則是

習近平握軍權後不斷被強調的，

這次會議也被認為應與軍中進一

步人事清洗有關。

英媒《衛報》援引澳洲國立

大學的中國問題專家倪凌超表

示，習近平一直強調軍隊忠誠，

這意味他可能在軍隊中遇到某些

反對，他沒有安全感，因此要保

持特別警覺。

去年「逼宮」傳聞紛紛的北

戴河會議前，八一前夕，習近平

對軍隊進行新一輪人事調整並晉

升一批將官，但出乎意料的是，

該年並沒有軍隊高層獲晉升上將

軍銜。由此曾引起了習對於現有

上層將領還並不信任的猜測。

在北戴河會議之後的 2018
年 8 月 17 日至 19 日，中共中

央軍委「黨的建設會議」在北京

召開。習近平在會上稱，全軍

要「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

中統一領導」，要「對黨絕對忠

誠」，習近平還特別強調從嚴治

理軍隊腐敗問題。

此後，陸續傳出東部戰區

副司令兼參謀長楊暉中將落

馬、西部戰區副司令劉小午被

拘查、南部戰區政委魏亮和原

廣州軍區司令徐粉林亦被降級

退役的消息。

多家海外媒體報稱，去年

11 月 29 日同一天有三名中共上

將被抓，都已退出現役，分別是

前海軍司令吳勝利、前南京軍區

司令蔡英挺、前中央軍委裝備發

展部政委王洪堯。三人中，吳勝

利曾多次傳出被抓，但事後都以

亮相闢謠。

目前這些將領出事的消息均

未有官方證實。

據《看中國》較早的報導盤

點，大陸軍中至少有 12 名上將

早已陷落馬傳聞，但由於種種原

因暫時未獲處理，或已處理而未

公布。其中包括：賈廷安、范長

龍、廖錫龍、李繼耐、杜金才、

張樹田、杜恆岩、許耀元、熊光

楷、朱福熙、蔡英挺、常萬全。

香港《南華早報》援引退役

軍方人士的話說，習近平決心繼

續反腐鬥爭，清除那些不絕對忠

誠的分子。

本月初，中共最高領

導人習近平秘密召開軍委

擴大會議，官方披露的信

息顯示，會議再強調軍隊

要維護軍委主席負責制，

對習近平忠誠和堅決聽從

習指揮。有港媒評論爆料

稱，習近平在軍委層面只

信一人，中共軍中仍然暗

湧不斷，為防不測，習每

三個月就給上將們輪換

貼身保鏢、私人秘書與司

機。

記者李文隆綜合報導

傳習近平中央軍委只信一人

前書記終落馬

1 月 12 日，陝西神木百吉

礦業李家溝煤礦發生事故，造成

21 人死亡。事發礦井在一年之

前也被相關部門查明存在安全隱

患，要求進行安全整改。

就在 1月 9 日，李克強在舉

行的安全生產會議上叮囑「堅決

遏制重特大事故」。話音未落，

陝西就出事。 1月15日，神木警

方逮捕 6 名涉事煤礦人員。

香港《明報》1 月 15 日早

間發表評論文章表示，事後陝西

僅派常務副省長赴出事現場，

「似乎不重視」。從目前的態勢

看陝西官場正在醞釀地震。

《明報》稱，秦嶺違建別墅

案被作為「冷對習核心指示、怠

惰敷衍」的典型登上中國央視。

現任省委書記胡和平、現任西安

市委書記王永康等人都上電視露

面檢討，就連已落馬的西安前書

記魏民洲、已被撤職的西安前市

長上官吉慶都出面認罪認錯，而

在專題片中被多番提起的「時任

省委主要領導」杳無蹤影。

文章說，2014 年 5 月習近

平首次批示時，趙正永正是當時

的陝西省委書記。有消息稱，他

去年 8 月已接受調查。

中紀委國家監委官方網站 1
月 15 日晚 8 時 30 分報導，前

陝西省委書記書記趙正永涉嫌涉

嫌嚴重違法行為，目前正在接受

審查和監察調查。

冷落敷衍習近平批示

1 月 10 日，中共央視在黃

金時段播出的《秦嶺違建別墅整

治始末》紀錄片，該片在披露陝

西官方對近平先後六次批示敷衍

了事的同時，直接點名時任陝西

省委主要領導，使得當時主政的

趙正永陷入輿論漩渦。

報 導 稱，2012 年 8 月 15
日，中共官媒報導了「秦嶺北

麓 41 棟違規『別墅』高調拆除

後竟復建」的新聞，時任陝西省

長趙正永、副省長祝列克做出批

示，要求有關部門核查此事。一

年後，秦嶺北麓西安段違法亂建

別墅情況再次被媒體曝光，引發

社會關注，也驚動了中南海。

2014 年 5 月，習近平批示

要求陝西省關注秦嶺違建別墅，

但陝西省官員接到批示後，沒有

在省委常委會上進行傳達，也沒

有進行專題研究，只是簡單地批

示省委督察室會同西安市委盡快

查清、向中央報送材料。

由此推測，從 2012 年起趙

正永就已經接到習近平對秦嶺違

建別墅的批示，但直到 2014 年

他一直沒當回事。

港媒還指，趙正永不僅在秦

嶺違建別墅案中陽奉陰違，而且

還被指涉及陝西榆林千億礦權

案。該案的千億礦主趙發琦就曾

實名舉報他和袁純清都插手該

案。

現年 67 歲的趙正永是安徽

籍官員，曾任共青團安徽省委

書記。 2001 年調任陝西省委常

委、政法委書記，後擔任陝西副

省長、省委副書記、省長、省委

書記等職。 2016 年 3 月底他卸

任陝西省委書記後，4 月轉任全

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副主任委

員。《明報》稱，趙正永深受中

共前政治局委員兼副總理的回良

玉賞識。

涉陝西大案 前省委書記趙正永落馬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綜合

報導】近期秦嶺違建別墅

案、榆林千億礦權案、陝

西神木礦難致 21人死亡事
故，這三大案牽動陝西官

場。至少涉及其中兩大案

的原陝西省委書記趙正永

於 1月 15日被宣布落馬。

在秦嶺違規別墅案中，被傳屢次抵制習近平批示的前陝西省委書記趙

正永正式落馬，揭開了面紗後的謎底。（圖為示意圖）（維基百科）

中共軍方反習勢力盤根錯節，習軍權保衛戰未有窮期。（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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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聖馬克羅馬天主教堂

（the St.Mark Roman Catholic 
Church） 的 牧 師 Malcolm 
D'Souza，被指控犯性侵罪。

警方稱，2012 年 Malcolm 
D'Souza 被指控在未經許可的

情況下，多次觸摸過一名婦女。

去年對其不端行為提出指

控後，D'Souza 被解除職務，

離開教堂了。這位 62 歲的牧

師將於 2 月 21 日出庭。

警方說任何人都可以提供

有關此案或任何其他案件的信

息。

加國簡訊

週三（1 月 16 日）卡城

市政府發出濃霧天氣警告：預

計或發生濃霧中可見度為零。

亞省南部的部分地區仍有濃

霧，霧中還夾雜著凍結的毛毛

雨。預計週三下午可見度將有

所改善，夜間將再次惡化。

如果旅行，接近零可見度

的區域要做好充分的準備。如

果駕駛，遇到濃霧，請放慢速

度，並注意前方的尾燈，準備

隨時停下。

慾 報 告 惡 劣 天 氣，

請 發 送 電 子 郵 件 至

ABstorm@canada.ca 或使用

#ABStorm 發送推文報告。

濃霧天氣警告

IRCC 代表了 134 個在其土

地上擁有石油和天然氣資源的第

一民族。

加拿大聯邦政府去年以 45
億加元的價格從 Kinder Morgan
公司收購了這個項目，但聯邦政

府不希望長期持有這個項目。

IRCC 表示，其大多數成員

都希望購買這個項目，並 100%
擁有、運營和監管這條管道。

IRCC 的首席執行官布法羅說：

「我們都想要一個安全和宜居的

環境；環境是如此的關鍵，但我

們仍可以進行經濟開發並保持均

衡發展，這就是我們要努力的目

標——找到平衡點。」

沿著管道鋪設路線，一些原

住民簽署了支持該項目的福利協

議，其他人則抵制並通過抗議和

法律行動來阻止項目的進展。

反對項目的第一民族似乎並

不關心誰是管道的業主，因為他

們對管道的顧慮仍在。Squamish
民族的議員和發言人說：「現實

情況是，如果他們想要建造這條

原住民擬購買跨山擴建油管

【看中國訊】卡大公共政策

學院週一公布的調查結果表明，

大多數卡城人對整個市議會都不

滿意。只有 37％的人表示他們

對卡城市議會的整體表現感到滿

意。

該調查是 2018 年 11 月 14
日至 12 月 13 日期間進行的，

調查了 2000 多名卡城人。

但就個人得分而言，滿意度

最高、排名第 1 的議員是彼得

德蒙（Peter Demong）（70%），

市長南施（Naheed Nenshi）滿

意度 56%。

撰寫該報告的卡大政治

科學教授傑克 · 盧卡斯（Jack 
Lucas）表示，「總體滿意度還

算健康，因為目前卡城人對當

地經濟狀況感到非常不滿，」他

說。「但我認為，與過去市議會

討論很多爭議性的話題時，會而

不決有關。」

該報告的這些數字幾乎與卡

城人對省政府的低滿意度相符。

調查：37％的卡城人滿意市議會

天主教堂牧師遭性侵指控

美前總統貝拉克．歐巴

馬（Barack Obama）將於 3
月 5 號來卡城，並會在豐業

銀行馬鞍體育館（Scotiabank 
Saddledome） 發 表 演 講。

週 三 (1 月 16 日 ) 開 始 在

Ticketmaster 網站上發售門

票，預售價格從 $121到 $555
不等。

奧巴馬3月份來卡城演講

管道，他們必須通過我們的土

地。這是我們的領土，他們沒有

權利對在我們領土上發生的事說

三道四，就如同我們對他們領土

上的事也無權過問。」

IRCC 也表示，反對項目的

力量也妨礙了那些指望從管道建

設中獲得經濟收益的第一民族。

他說：「我們現在的工作是讓酋

長們團結一致，尋找擺脫貧困的

方法。」IRCC 表示，卑詩省、

亞省和薩省的第一民族有興趣購

買這個項目。

【看中國訊】卡城市政官員正

在探索在卡城指定野餐區域的公

園內允許逛公園者喝酒的可能性。

在近期修訂城市公園和步行

道法規做些修改的時候，有人提

出在某些公園內滿足公眾慾望取

消禁酒令的試行方案。

根據亞省博彩酒類和大麻管

理委員會的規定，喝酒只可能在

指定的公園位置帶有允許標誌的

地方才行，而且必須有食物下酒。

在聽取公共意見階段，市政

希望卡爾加里的居民們關注這一

法規的修改，提出自己的想法。

這一階段從 1 月 17 日開始，一

直到 1 月底。

去年，市政官員曾提出 4 個

公園指定區域允許大麻吸食。但

這一想法遭到了公眾的反對，最

後只能放棄。

卡城或廢除公園內禁止喝酒令

加拿大印第安資源委

員會（IRCC）上個月與聯
邦政府在卡爾加里舉行了

「高級別」的私下會議，會

後IRCC表示它將能夠在
未來幾個月向渥太華提出

收購管道項目的建議。

看中國訊

【看中國訊】亞省自由保守

黨（FCP）黨領菲爾德布蘭特呼

籲在全省範圍內停止使用非紅綠

燈雷達照相機。

FCP 的一份報告指出亞省

各市府存在對雷達照相機的嚴重

濫用。他猛烈抨擊亞省新民主黨

的這個做法，稱其為「把駕駛員

當作搖錢樹的詭計」。

NDP 政府表示將審查亞省

的雷達照相機，以應對其已經成

為政府搖錢樹的擔憂。

菲爾德布蘭特表示，「假使

雷達照相機沒有花費司法系統數

億加元，並積壓了法院的案件，

那麼 NDP 會告訴我們，一方面

法院對嚴重暴力罪犯無暇理會，

另一方面我們的法院卻在浪費時

間和資源在處理罰單上，僅僅是

為了從駕駛員手裡多收罰款。」

交通部長表示將會在本月晚

些時候發表審查的結果。他在聲

明中說：「自審查開始以來，我

們的目標是確保雷達照相機用於

保障亞省道路的安全，而不是作

為創收的工具。我們的政府將繼

續支持安全的道路，同時確保法

規得到公平的監管。」

自由保守黨呼籲停用雷達照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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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居於中心，擁有一切您的生活所需，且免1年公寓管理費。
 
- 交通流暢，出入方便，有4個進口和出口。

參觀Q公寓展示中心
67 Sage Berry Way NW 
電話: 403.454.4015

起價

$871/月
5年固定利率

3.44%

西北區 

2 天機器人短訓班！
Two-day Intro to Robotics Workshop !

機器人短訓班，傾心為 10-15 歲孩子打造

培訓費僅 $199.99 / 人，僅限 12 個名額，報名從速 !
每位參加者可獲得價值超過 $100 的 K8 機器人一個！

時間：週六、日，2019 年 2 月 16 日∼ 17 日，下午 1 點至 5 點
地點 : Vista Virtual School  (5921 3 St SE, Calgary)

www.liftrobotics.tech       info@liftrobotics.tech

● Register now by going to www.liftrobotics.tech !
● Limited spots available! Only 12 seats!
● All proceeds support our local community robotics teams!
● Learn more at www.liftrobotics.tech!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reach out!

        

月
 Vista Virtual School  (5921 3 St SE, Calgary)

網站報名，請訪問 ：www.liftrobotics.tech

如果有任何問題 , 請致電 : 403-973-4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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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中 國 訊】每 到 新

年，許多日本人都會排隊購

買福袋。福袋就是神秘的禮

品袋，裡面有衣服、用品或

食品等任何東西。對於許多

日本人來說，沒有福袋不算

是新的一年。

福袋一般放有優質物

品，如果單獨購買則會更

貴。其成本從幾美元到幾百

美元不等。對於消費者而

言，福袋相當於商場打折優

惠，且在購買時對於福袋內

商品的期待感也很有吸引

力。由於事先不知道福袋內

裝的是甚麼，所以拿到甚麼

全憑運氣。有的人打開福袋

後非常滿意，但有些人可能

沒那麼幸運，他們就在網上

銷售他們的福袋，或者與朋

友交換。

日本各地的百貨商店，

還有星巴克等全球連鎖店，

甚至餐館和咖啡館都在賣福

袋。為了滿足消費者，有些

商家還會推出透明福袋。近

年，臺灣和香港的百貨公司

（尤其是日資）在黃曆新年

時也推出福袋。

【看中國訊】Android 手機

用戶注意了！有資安團隊追蹤分

析後發現，Google Play Store上
有大約 85 個假冒偽裝成各種不

同類型的應用軟體 APP，內藏惡

意廣告程式，目前估計全球大約

有 9百萬用戶受到影響。

據臺灣自由時報 1月15日報

導，資安業者趨勢科技最新報告

指出，近來偵測發現，有至少 85

個假冒偽裝成遊戲、電視頻道、

遙控器等應用程式的形式，在

Google Play Store 平台上流竄。

通過資安團隊追蹤分析後

發現，這 85 個假冒偽裝成各種

不同類型的應用軟體，都是來自

同一個活躍的惡意廣告程式家

族，本身具有隱藏能力，並會在

後臺持續暗中監控行動裝置的解

鎖功能。該惡意廣告程式家族被

趨勢科技命名為「AndroidOS_
HidenAd」。

用戶一旦在不知情的狀況

下，手機下載了這類暗藏有廣告

監控的間諜軟體，安裝執行完成

之後，即表示該手機裝置已遭受

到惡意廣告程式感染，手機螢幕

自動顯示出一個全螢幕廣告；關

閉之後，還會出現各種下一步動

作按鈕的相關選項，引誘點選，

並持續顯示更多的全螢幕廣告。

這 85 個假冒的應用軟體

App，儘管在 Google Play Store
平台上的資訊頁面所顯示的開發

者，並非都是同一個人，但是，

在經趨勢科技一個一個測試之

後，發現其採取感染行徑皆類

似，且程式碼也相同。

目前這 85 個假冒版的應用

App，已在全球累計下載達 900
萬次。

社會萬象

日本新年福袋 人人期盼在美國國務院發出中

國旅行警告後，加州大學

戴維斯分校近日也提醒學

生赴中國旅遊的注意事

項。其中提到，在中國不

要使用WhatsApp或微
信等即時通訊軟件，或發

表任何批評言論，以免被

北京當局「任意拘捕」。

記者端木珊採訪報導

美大學：中國旅遊七禁忌

據美國之音報導，美國加州

大學戴維斯分校的一位負責人日

前發郵件給部分學生，提醒學生

去中國旅遊時不要使用微信及

WhatsApp。
郵件提到，「雖然在中國用

WhatsApp 或者微信是合法，我

們擔心的是，由於此前俄羅斯

在審訊美國間諜時曾指控他使

用 WhatsApp，中國可能效仿俄

羅斯一樣對西方旅客進行處罰，

或者以此為藉口拒絕西方旅客出

境。我們建議現在不要使用這些

應用程序。」

除此之外，郵件還列出其他

六項去中國旅遊的禁忌。包括不

要在中國簽署任何東西；不要交

出護照；在被抓後立即要求與美

國大使館通話，直到被准予或被

釋放；小心回答問題，避免不經

意間提供任何可被扭曲作為禁止

離境或實施抓捕的信息；不在社

交媒體上做任何「不利」的政治

聲明或公告；在未獲允許的情況

下，不要對任何政府設施照相；

郵件稱，被捕後打電話的權利在

中國是不存在的，因此校方建立

登記程序，通知第三方你抵達和

離開的信息。

根據《南華早報》得到的郵

件截圖，該郵件由該校一名職員

於 1 月 7 日發出，並被轉發給

該校電子與計算機工程系的學

生。該系的兩名研究生證實他們

已經收到相關郵件，但未就旅行

警告進行置評。

在這封郵件被公開後，校方

回應稱，電郵並非校方的正式通

告，只是私下由「校長信箱」直

接發給理工系學生，並強調這些

警告不代表學校立場。在這之

前，美國國務院曾發布針對中國

的二級旅行警告。

《自由時報》引述香港中

文大學法學助理教授穆秋瑞

（Ryan Mitchell）分析，儘管美

國人前往中國旅遊不一定會遇上

實質危險，但無端被當局拘留的

確是個問題。穆秋瑞說，「任意

拘留西方遊客是一個在中國真

實且存在已久的問題」，隨意一

個含糊的國安指控也許就會讓遊

客遭拘捕，並無法輕易與外界聯

繫。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近日提醒學生赴中國旅遊不要使用WhatsApp或微信等即時通訊軟件。（Fotolia）

App藏惡意廣告 迅速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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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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官媒1月13日報
導，中國人力資源社會保

障部負責人接受採訪時表

示，去年年末全國城鎮登

記失業率3.8%。中國真實
的失業率成為學界研究的

禁區，分析指應該重視的

是調查失業率而不是登記

失業率。

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中國失業率的文字遊戲

據官媒採訪中國人力資源

社會保障部（以下簡稱人社部）

負責人報導，中國新增就業情

況較好，2018 年城鎮新增就業

達到 1361 萬人，同比增加 10
萬人，已連續六年超過 1300 萬

人。失業率保持在低位，年末城

鎮登記失業率為 3.8%，降至近

年來的低位。

據該負責人還表示，2019
年就業總量壓力不減，需要在城

鎮就業的新增長勞動力仍然保持

在 1500 萬人以上，特別是高校

畢業生數量達 834 萬人，再創

新高。同時，結構性就業矛盾更

加突出。

但是，在中國經濟下行壓力

加大之際，諸多中國國內企業，

尤其是與中美貿易戰相關的外

貿企業，更是率先感受到了「寒

冷」。企業裁員消息時不時傳

出，也加劇了人們的擔憂。

據招聘機構「前程無憂」的

平臺顯示，2018 年，在 6 個月

的時間裡，202 萬條招聘廣告

消失了，招聘廣告從 285 萬條

驟減至 83 萬條。另外，中國農

業農村部官員 2018 年 11 月 8

日聲稱，有 740 萬人「返鄉創

業」。但外界認為，這些其實

都是失業的農民工，被迫返鄉。

追溯官方的歷史數據就可以

發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例如

在 2012 ～ 2016 年，中國的經

濟不斷下滑：GDP 增速分別為

7.9%、7.8%、7.3%、6.9%、

6.7%。然而，中國城鎮新增就

業連續 4 年保持在 1300 萬人以

上，城鎮登記失業率則一直穩定

在 4% 以內。

中國真實的失業率，在中國

經濟學界近乎一個研究禁區。官

方數據長年穩定在 4% 左右，

完全無視經濟波動。公開數據

顯示，無論官方發布的 GDP 增

速，是此前的 20% ？還是目前

的 7% 以內？但是失業率就是不

會變，總是保持著 4% 左右。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

曾公開演講稱，中國宏觀經濟數

據不可信，中國國家統計局有很

大責任，並怒批中國統計數據的

重重弊端。張軍認為，數據失真

也是導致宏觀經濟政策猶豫不

決、遲疑的關鍵原因。

張軍稱，登記失業率過去十

幾年都沒有變化，是一條水平

線，「所以我們不知道經濟下行

對就業狀況到底帶來了甚麼樣的

影響？」張軍認為，失業率的調

查應該作為常規性指標加以公

布，「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統計

問題，就是年輕人的就業意願到

底發生了甚麼變化，這一點我們

不知道。」

中國經濟不斷下滑，宏觀經

濟政策也搖擺不定。中國長期以

來正式發布的是城鎮登記失業率

數據，在過去中國的計畫經濟體

制下，城鎮失業者需要到勞動部

門去登記。但隨著經濟體制慢慢

發生變化，很多失業人員未再去

進行登記，大量在城市工作的農

民工也沒有納入登記範圍，所以

城鎮登記失業率不能準確反映就

業與失業現狀。

調查失業率是目前國際上

通行的一種失業統計監測方

法，登記失業率與調查失業率

的最大不同在於調查失業率更

靈敏快捷，而且更能準確反映

中國的失業真相。

【看中國訊】全球發展中心的

研究人員發現，中國在 2016 年

超過世行設定的「畢業」收入閾

值後，世界銀行所屬的國際重建

和發展銀行為其提供了超過 78
億美元的貸款。根據世行的指導

規則，目前的閾值為人均國民總

收入 6,895 美元。該研究檢視並

分析了中國在超過該收入閾值後

的所有世行項目。

世行向超過收入閾值的國家

放貸在美國和一些歐洲國家受到

批評。它們敦促世行採取更嚴格

的「畢業」標準，令那些比較富

裕的借貸國家沒有資格借款。

全球發展中心高級研究員斯

考特．莫里斯是該研究報告的主

要作者。他曾在歐巴馬政府的財

政部負責世界銀行的相關事務。

談到該研究何以針對中國，他

說，中國是世界銀行最大的借貸

國之一，同時在『一帶一路』計

畫中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數以十億

計的貸款，這樣的事實對世行來

說已經是個棘手的政治問題，而

且美國等捐助國也對此不悅。

該研究發現，中國從世行借

貸的 30 億美元，即總貸款額中

約 38%，用於對抗氣候變化、控

制空氣污染，以及其他惠及範圍

超出中國的項目。

莫里斯說：「雖然這些貸款

是中國借的，但它能有助於解決

全球範圍的氣候變化問題。對於

美國和其他股東來說，這是他們

所支持的努力。」

除了用於氣變相關項目，中

國還將 49 億美元的世行貸款用

於國內的發展項目，例如交通運

輸基礎設施和教育等。這些項目

中約三分之一投入到中國較富裕

的省份，但卻沒有給出明確理由。

世行每年仍向中國
放貸數十億美元

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
學英語

新移民語言培訓

上午 / 下午 / 晚間
課程可選

小班授課
最多15 人

交通便利
靠近輕軌和公交車站

LINC 是免費的語言培訓課程，為符合條件的人士提供服務

18 歲及以上永久居民和公約難民免費參加

歡迎語言等級（CLB）為 1至 4級的人士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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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移民局資助項目

分析指應該重視的是調查失業率而不是登記失業率。（Getty Images）

綜合中國內地媒體報導，在

萬達集團 2018 年年會上，王健

林表示，2019 年，萬達體育和

傳奇影業都要開展資本運作，今

年要出成績。按照投資協議，萬

達商業今年內要剝離所有房地產

業務，一平方米房地產開發也不

能有，成為徹底的商業管理運營

企業。另外，要把萬達廣場資產

證券化做起來。

王健林認為，房地產行業有

二個比較大的缺陷：一是房地產

是週期性特徵明顯的行業，好幾

年差幾年，在週期變化中很多企

業死掉。大型企業通過開發比較

多的項目，似乎可以一定程度熨

平週期，但是不可能完全擺脫週

期；二是房地產現金流不長遠。

房子不是快銷品，即使比起汽車

這樣的耐用消費品，更新速度也

慢得多。「一個國家城市化率達

到 70% 左右，房地產市場就會

萎縮。一些企業在房地產行業活

上幾十年、上百年是可能的，但

是市場銷量萎縮後，行業裡的企

業數就會大幅減少。基於這二點

原因，萬達要堅決轉型。」

從 2017 年起，僅僅一年多

時間，自稱「民營企業」的海航

集團和萬達集團從風頭正勁的海

外投資併購大鱷，迅速變成債務

纏身等負面消息滿天飛的問題企

業。中國金融監管部門點名海

航、萬達等 4 家企業，涉嫌以

內保外貸轉移資金到海外，並要

求各大銀行排查其海外併購風

險。此後，關於萬達和王健林的

各種傳聞流傳開來，並且一則國

有大行拋售萬達債券的消息，讓

所有人緊張起來，萬達集團也在

官網以「嚴正聲明」緊急闢謠。

但負面消息並未停止，萬達也成

為眾矢之的。

王健林宣布：「2018 年將採

用一切資本手段繼續降低企業負

債，包括出售非核心資產等。同

時計畫用二到三年時間，將企業

負債降到絕對安全的水平。」

從那一刻起，萬達開始大手

筆的拋售資產，海外項目與非核

心業務一個個成為「棄子」。

【看中國訊】據美國政治新

聞網報導，歐盟向希臘開出超過

2 億歐元的罰單，因為後者未能

阻止中國犯罪團伙在希臘最大港

口比雷埃夫斯（Piraeus）的大

規模稅務欺詐行為。

報導稱，中國犯罪團伙通

過偽造聲明，蓄意低報鞋類和

服裝的價值，以支付遠低於要

求的稅值。希臘比雷埃夫斯港

是中國「一帶一路」基礎設施項

目的一部分，由中國遠洋海運

集團管理。

當被問及調查的情況時，

歐盟反欺詐辦公室（OLAF）在

一份聲明中表示說：「OLAF 可

以確認，他們已經結束了一項

針對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期間，向希臘欺詐

性進口低估值的紡織品和鞋類

的調查。」

聲明稱，根據調查結果，

OLAF 已向希臘海關發出財務

建議，要求追回與虛報此類商品

價值相關的 2.023 億歐元的關稅

損失。

希臘官員尚未對 OLAF 的

聲明做出評論。

2017 年，OLAF 同樣得出

調查結果稱，中國犯罪團伙在英

國的港口實施了欺詐行為。調

查導致歐盟對英國罰款 27 億歐

元。英國已提出上訴。

據 OLAF 內部數據顯示，

自 2018 年英國海關升級檢查以

來，流經英國海港的這些非法貿

易商品幾乎絕跡。目前，欺詐者

已經將目標轉移到其他入境點，

例如：希臘、匈牙利和斯洛伐

克，並對準了提供電子商務服務

的門戶網站。

（轉載自美國之音）

王健林：萬達清盤房地產業務 未阻止中國商品逃稅？
希臘疑遭歐盟罰款超2億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

報導】日前，王健林在萬

達集團 2018年年會上做
了萬字工作報告，表示今

年要剝離所有房地產業

務，並直言房地產行業存

在二大缺陷。這似乎與他

此前所說達到「絕對安

全」的目標更進了一步。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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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宇新聞

Country Hills Mercedes-Benz 招聘品牌專家

您對汽車行業有熱情嗎？您是否依靠客戶體驗茁壯成長？
——請立即加入我們的梅賽德斯奔馳 Country Hills 團隊！無需相關經驗！
我們正在尋找積極、自信、專業的人，他們渴望成功並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快
來加入梅賽德斯奔馳 Country Hills 品牌專家團隊——卡城最新的奔馳經銷商！

積極的態度
優秀的書面和口頭溝通技巧
具備出色的多任務組織能力
能夠在快節奏的環境中獨立工作，確保

    工作質量和數量符合預期
能夠與現有客戶和新客戶建立並保持良

    好的職業關係
有效的亞省5級駕駛執照（AMVIC註冊）

如果您希望為一家重視誠信、擁有良好職業道德
和強烈團隊合作精神的公司工作，請立即申請！

作為梅賽德斯奔馳鄉
村 山（MBCH） 的 品 牌 專
家，您將與銷售經理攜手
合作，協助客戶找到中意
的車輛並協商令人滿意的
財務條款。您將負責幫助
MBCH實現月度銷售目標。

經過驗證的專注於員工的經理團隊
優厚的薪酬和福利計劃
員工認證計劃和活動
全新的擁有先進設施 9 萬 5 千平方英尺銷售大廳
店內配置餐吧
位置優越
職業發展的機會
綜合培訓計劃

為什麼為我們工作？ 崗位職責

工作要求：

如果您希望為一家重視誠信、擁有良好職業道德

careers@mbcountryhills.com

聯繫我們
(587)806-3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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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lusively where President's Choice  products are sold

MOBILE   T
H

E SHOPTM

R

Coventry Hills Superstore 手機店歡迎您的光臨！

看中國
報紙發行點

電話：403.516.3901

梅伊遭遇國會史上最大挫敗
歐議會主席圖斯克：國會否決脫歐協議後   英國留歐盟是唯一套路

在歐盟的袖手旁觀與

保守黨的眾叛親離下，英

國首相梅伊所提出的脫歐

協議表決案，以230票出
人意表的懸殊差距遭到了

國會壓倒性的否決，並超

越1924年工黨麥克唐納
政府166票的紀錄，成為
英國國會史上反對票超越

同意票最多的一次表決。

脫歐協議被否決

在 15 日的表決前，梅伊曾

最後一次試圖力挽狂瀾。她在國

會一片噓聲中對議員們表示，這

份協議能讓英國奪回對法律、

邊境的控制權，也能保障工作

機會。「今天的決定事關下一代

的未來，也在於完成民主的決

定」。她神色凝重地表示：「當

前的脫歐草案，固然沒能面面

俱到……但當歷史成了史冊之

後……明日的人民，也將一一檢

視國會今天的決定，並質問諸

君：『這個國家透過公投決定離

開歐盟，但我們實現人民的決定

了嗎？我們是否守護了英國的經

濟、安全與國家團結？抑或我們

將讓英國的人民大失所望？』」

梅伊並強調，舉行第二次脫

歐公投是在「推卸責任」，且製

造分歧。她呼籲議員們做出對這

個國家而言最好的決定，避免無

協議脫歐。

然而，即便是自家議員也不

願接受她最後這場苦口婆心的告

白，在歷經 11 個月的努力後，

高達 118 位保守黨議員最終選

擇了背叛，這也是自 2003 年表

決是否出兵伊拉克以來，保守黨

議員最大的一次叛變。

全案最後以 432 否決票比

202 同意票，壓倒性地否決梅伊

提出的脫歐協議。雖說結果在意

料之內，但 230 票的懸殊差距

卻讓眾人跌破眼鏡，也創下英國

國會歷年之最。

關鍵：北愛軟邊界           
未獲法律承諾

在表決前數日，梅伊仍寄望

歐盟大佬能灑下一場及時雨，以

正式的協議內容對雙方糾結的北

愛軟邊界問題釋出善意，以解脫

歐派對「國中之國」的最大疑慮。

在梅伊的協議案中，為了

避免英國脫歐以後，歐盟成員

愛爾蘭與英屬北愛爾蘭之間重

新建設邊境檢查（硬邊界），英

歐雙方都同意要有「補底方案」

（backstop plan）。方案提出在

未能解決邊境問題之前，會暫時

將北愛爾蘭留在歐盟單一市場以

及關稅同盟中，但這變相造成英

國「國家分裂」。該方案內容及

未定的執行期限，是讓協議獲得

英國議員同意的最大障礙。

表決前夕，梅伊出示了一份

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與歐洲理事

會主席圖斯克於 14 日發出的一

封聯署信件，信中承諾，歐盟在

2020 年底前與英國達成脫歐後

的貿易協議過程，避免採用「補

底方案」。

兩位主席強調，即使英歐

未能趕在目標日期前達成貿易協

議，英國可選擇延長過渡期，

以避免「補底方案」實行，這意

味可避免北愛爾蘭出現「硬邊

界」。而就算「補底方案」真的

實行，都只會是暫時性質，直至

隨後有一個能取代它的協議出現

為止。意即，允諾「補底方案」是

有期限的。

然而宦海沉浮，這畢竟只是

一封個人名義的聯署信件，北愛

爾蘭民主統一黨（DUP）副黨

魁杜立志接受 BBC 訪問時就對

此表示：「這封信沒有法律約束

力。」並強調，梅伊在去年 12
月延遲表決案時就曾提及，將會

就「補底方案」獲得具法律約束

力的保證，但很顯然這封信並不

具備。

歐盟隔岸觀火

分析指出，歐盟之所以不

願給予法律上的承諾，可能是

布魯塞爾高層並不認為這是出

手相助的好時機，隔岸觀火先

摸清楚英國國會輿情與梅伊的

能耐再圖謀最大利益的策略，方

才上策。尤其是面對梅伊相位涔

涔不保的當下。

如表決一旦失敗，無論梅伊

是否保住職位，再任者勢將銜命

赴歐再度展開協商，在英國政局

明朗局勢下再將承諾納入協議

內容或是展延 329 脫歐啟動大

限都還不遲，也好讓英國菁英有

更為收斂的想法，同時也讓壓力

成為歐盟留有勸說愛爾蘭同意對

「補底方案」設定截止日期的空

間。依照愛爾蘭的想法，再沒有

達成脫歐後貿易協議之前，「補

底方案」的實施是無限期的，而

這也貝爾法斯特協議中保有各方

開放邊界的原則，更是導致英國

議員最大反彈的緣由。對於此

點，德國總理默克爾已在 14 日

對梅伊做出上述的保證，將在關

鍵時刻助梅伊一臂之力。

此外，一旦協議表決失敗，

第一個浮上檯面的可能方案就屬

脫歐二次公投，這對歐盟而言，

自然是樂觀其成。歐盟議會主席

圖斯克於表決後就公開表示，在

英國國會否決脫歐協議之後，唯

一解套的作法就是讓英國留在歐

盟。他推特說：「如果脫歐協議

沒有重生可能，而且沒有人想要

無協議脫歐，那誰還有勇氣，把

唯一正面的解法說出口？」對歐

盟而言，坐收漁翁豈不快意！

叛逆還是助力

至於如何看待這 118 位「叛

逆」者的立場，有分析認為，當

首相無法頂住外在的壓力時，有

時內部的反對聲浪反而成為卸除

壓力的一股助力，並取得最大的

利益。梅伊歷經 11 個月艱辛歷

程所達成的英歐協議草案，也見

證了這個說法。

或貽害高教數十年

無協議脫歐對英國貿易造成

的影響已無庸贅述，但對英國高

等教育的影響恐知者甚少。

英國一個代表 150 餘所高

教機構的團體月初提出警告，在

無正式協議下脫離歐盟，將會是

英國高教「所面臨過的最大威脅

之一」，將導致「學術、文化、

科學的大倒退」，貽害將耗費數

十年才能恢復。

目前歐盟有 1 萬 5000 名英

國留學生；英國各大學也已從歐

盟自 2014 年啟動的「展望 2020」
（Horizon 2020）研究計畫中獲

得 114 億歐元的補助。該團體警

告，「從新的癌症療法到打擊氣

候變遷的技術，所有至關重大的

研究鏈路都將受到破壞」。而 3
月脫歐也將讓「展望 2020」補助

從此斷炊。

梅伊在國會提脫歐協議表決案遭受重創。人群聚集在位於倫敦的Westminster Arms酒館，聆聽梅伊受挫

後的演說。(Getty Images)

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伊朗近期曾在國營電視

臺播放一段動畫短片，其內容顯

示該國新開發的導彈能夠攻擊中

國、印度及俄羅斯等國家，可說

挑釁和警告意味相當濃厚。伊朗

電視臺第一頻道播映的這段動畫

短片，呈現了伊朗所研發的伊馬

德（Emad）長程導彈繞著地球

飛行，其中包括：飛越了印度泰

姬瑪哈陵、埃及金字塔及俄國克

里姆林宮等地標，試圖讓人覺得

在展示該國的導彈有能力攻擊

這些國家。在該片的旁白述稱：

2015 年，伊朗第一次測試射程

達 2500 公里的長程導彈伊馬

德，它可以被控制及導引去攻擊

設定的目標，能夠輕易地擊中俄

國、東歐、中國西部、非洲東北

部及印度大部分地區等目標。去

年 9 月，美國大使館所在的巴

格達外交使館區遭與伊朗關係密

切的武裝分子以迫擊砲攻擊後，

國防部即在美國國家安全會議要

求下提出攻擊伊朗的計畫。

◆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

辦公室、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

（USTR）以及美國商務部共同

起草制定了一項被稱為「美國互

惠貿易法」的新法案，旨在擴大

美國總統提高關稅的行政權力，

以有效打破其他國家的政府利用

非關稅壁壘來阻礙美國出口，成

為川普政府進一步為美企打開海

外市場的策略的一部分。

預計川普總統將在 1 月發

表國情咨文演說時，督促美國國

會通過這項新法案。根據新法

案，當川普總統考量到其他國家

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措施過於嚴

格、限制性太高時，有權提高美

國的關稅，且無須國會的批准。

報導分析，解決非關稅壁壘早已

是川普總統貿易政策的一個優先

選項，這項新法案又是由對中貿

易採取強硬立場的白宮鷹派幕僚

主導制定的，此時又正值美中貿

易談判之際，因此該法案明顯是

劍指北京當局。目前尚不清楚這

項新法案能否在民主黨占多數的

國會成功通過。

◆意大利左翼恐怖組織「共

產主義無產階級武裝」（APC）

的 成 員 巴 蒂 斯 蒂（Cesare 
Battisti），在外逃亡 38 年後，2
月 14 日於玻利維亞被捕，象徵

著歐洲在 70 ～ 80 年代猖獗的

極左翼武裝組織年代的終結。

身為意大利 APC 成員的巴

蒂斯蒂，在他的手上至少沾染著

4 條人命的鮮血。這次巴蒂斯蒂

之所以能夠被捕，是國際刑警組

織以手機定位的方式找到藏身於

玻利維亞聖克魯斯市的他。如今

已經 64 歲的他，下半生可能將

在牢獄中度過。意大利總理孔特

在臉書上說：「我們等待多年的

這一天，終於來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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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招關鍵時刻可保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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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cedes-Benz
The best or nothing.

卓 而 不 群 ……
煥然一新的 2019 A-CLASS
由 裡 到 外 的 搶 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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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你有一

天在高速公路上開車。當你即

將到達高速出口的時候，你用

腳點了一下剎車，但發現剎車

沒有反應，速度沒有慢下來。

然後，你用力踩剎車，但是無

論你怎麼努力，汽車都沒有反

應。這個時候，你開始冒出冷

汗了！沒有剎車了！那該怎麼

辦？

發現剎車失靈了，一定要

冷靜。下面就介紹剎車失靈時

的應對方法。

檢查剎車踏板

很顯然，你不應該踩油

門，對不對？如果你的剎車踏

板踩不下去，檢查一下，看是

不是有甚麼東西在下面擋住剎

車踏板了，比如有一個瓶子滾

到了下面。如果是這樣，只要

簡單的將其移去即可解決問 
題。

點踩剎車踏板

如果你發現自己處於「沒有

剎車」的狀態，首先要做的事情

事情是快速點踩剎車踏板。如

果你的剎車管線有洩漏（而不

是完全斷開）剎車系統中可能

還會有足夠的剎車液，使得剎

車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

這種情況下。你有可能會將汽

車減速，甚至完全停下來。

手動剎車

如果上面的不起作用，你

就要試一試緊急剎車（也叫手

動剎車，泊車剎車），因為這

絕對是緊急情況！但是，不幸

的是，如果有人存心想害你，

有意切斷你的剎車管線，那他

或她也很有可能切斷了緊急剎

車的纜線。因此，這時你發現

緊急剎車也不管用了！這才是

真正要命的問題！

 換低檔
接下來你能夠做的就是要

嘗試使用變速箱制動。你可以

將檔位逐級降到使用發動機制

動的檔位。開手動換擋汽車的

司機，對使用變換檔位制動已

經成為一種習慣了，他們可以

很容易地使用這種方式將汽車

停下來。對於自動擋的汽車，

你應該發現有一個「B」檔位。

這個檔位就是發動機制動檔

位。降低發動機的轉速，就可

以將汽車的速度減下來。

把汽車開到草地

如果路邊有草地，你可以

將車開到草地上，來幫助你將

車減速。草地和不平坦的地面

可以提供大一點阻力，可以幫

助減慢汽車速度。

放棄汽車 保人身安全
如果你已經做了這一切，

但是你發現在汽車完全停下來

之前，你可能會撞到什麼東

西。那就要從戰略上思考這個

問題：撞什麼東西？怎麼撞？

什麼角度撞？盡量避免撞堅固

的東西——比如橋樑的混凝

土柱，而選擇撞有彈性的東

西——比如鏈條圍欄。如果你

可以通過將汽車的側面貼在牆

壁或護欄上來降低速度，那是

一個最好的辦法。或者，如果

你可以將汽車開到路邊的高起

來的坡上，這也非常有幫助。

換句話說，如果你有時間

通過使用非破壞性的辦法來將

汽車停下來，比如使用變速

箱、發動機制動或路邊的高

坡，請首先使用這些方式。這

些方式不僅可以保護你的汽

車，而且也會減少傷亡。但

是，如果上述方法都不湊效，

或者沒有條件，或者時間來不

及，你就要選擇放棄汽車，保

存你的人身安全。盡你所能，

通過碰撞「柔軟」的東西，或

者用車身擦碰其他東西來盡量

避免和減輕對自己的傷害。

如果全都失敗了，但願你

的安全氣囊保持良好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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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麗小語：如果你只顧心裡的苦痛將自己陷於困境，無力自拔或絕望放棄，那麼這和極端自私的她又有什麼區別呢？

朋友你好：「自私」

是人的天性，每個人的程度輕重

不同罷了；「比較」卻也是一味毒

藥，讓你升起更多的不平和委屈。

每個人都有優缺點，不妨學習把別

人的優點放大、缺點淡化，你的日

子將會比較好過些。

所謂「山不轉路轉」，不要忘

記你是這個家的主角，千萬記住，

這個家你具有主導地位！妻子對家

庭付出短缺的部分，你可以主動彌

補。雖然孩子的母親不能善盡她的

責任，至少他們還有一位關心呵護

他們的父親；雖然你沒有一位可以

溝通交流與分享生活樂趣的好老

婆，至少你還有三個可愛的寶貝，

不是嗎？

讓我們學習在困境中看見光明

的一面。孩子雖然有時候吃不飽，

但是至少有飯吃，退一步想，有了

基本的溫飽，更圓滿的要求則是可

以靠我們積極爭取與提供的。例如

可以適時的補充一些水果點心，這

樣你跟孩子都可以吃得很營養很健

康；或者利用假日跟孩子一起下廚

房、偶爾上館子，這也是你跟孩子

可以擁有的幸福時光。

雖然你所面對的是一件很無奈

的事，就跟大部分的父母一樣，為

了孩子隱忍婚姻的不愉快。既然有

了孩子，就當努力扮演好父親的角

色，孩子們已經沒有一個盡責的母

親，更不要讓孩子失去一個可以依

靠的父親。為了不要讓這個家有缺

口，為了給孩子一個完整的家，一

個正常人格發展的空間，許多事得

繼續忍受與包容，但是方法可以改

善，心情可以調整。

未來的日子中，你自己要堅強

一些，除了工作以外，多陪伴孩子

們，享受在各方面一起成長的樂

趣。也可以從小教育引導孩子力所

能及地幫助做些家務事，一方面減

輕你的負擔，同時也培養孩子動手

做事的自覺性和能力。

面對無辜的孩子，你肩負的責

任更為重大，相信這也是為甚麼你

肯在這樣不如意的婚姻中走了十年

還不放棄的理由。你的為難可以理

解，你的忍受力和對孩子的責任心

令人敬佩。為今之計是找出一股力

量繼續支撐你走下去，不要放棄可

以諮詢和求助的社會單位，或是請

求得到家中長輩的幫助更好；這些

事情透過交流與尋求協助會得到很

大的改善，走出封閉的心，你將迎

來燦爛的陽光。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做一個

對社會有用的人，首先是要對家

庭、對下一代負起責任。如果你只

顧心裡的苦痛將自己陷於困境，無

力自拔或絕望放棄，那麼這和極端

自私的她又有什麼區別呢？只要心

態改變了，一切都會慢慢改善，只

要努力一切都會漸入佳境，曼麗祝

福你幸福快樂！

曼麗夫人：
第一次提筆寫信給不認

識的人，實在是我需要

找到出口。十年，從當

初的先有後婚到現在 3
個孩子，我和太太已經

走了十年。可是這十年

來，我們過著毫無交集

的生活，沒有共同興趣

和目標，有的只是看清

她真的是一個很自私的

太太和母親。她對自己

百般寵愛，保養化妝衣

服，永遠都只添購自己

的，只在乎眼前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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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食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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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珍豆腐煲

 $999
清炒白菜苗

 $999
南乳/紅燒豬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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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276-3288   

就是這麼實惠！

極品補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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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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馴鹿漢堡 極圈必吃美味
　　安頓好行李後，當然要來滿足

一下早已坐立難安的五臟廟。民宿

老闆推薦我們一定要光顧看小鎮中

央唯一的一家超市旁的漢堡餐車，

這裡販售阿比斯庫小鎮最知名的特

色美食——馴鹿（reindeer）和駝鹿

（moose）漢堡。

　　經過挑戰與嘗試，我比較喜

歡馴鹿肉軟嫩多汁的口感，先生

則喜歡肉味較重的駝鹿肉。無論

喜歡哪種口味，來到此地千萬不

要錯過。

極光那不似人間的
畫面，讓人總覺得很神
奇。近幾年，自助旅遊
圈忽然吹起一股「極光
熱」，從一開始最大力
推動極光旅遊的冰島，
一路燒到芬蘭、挪威、瑞
典、加拿大，看極光竟然
變成好像到山上賞花那
般容易達成。
別人大費周章不

遠千里，就為了傳說
中的極光女神歐若拉
（Au ro ra），我就住在
瑞典有地利之便。趁著
年底有空趕緊安排假
期，選定瑞典追極光
最有名的小鎮阿比斯庫
（Abisko），來趟五天四
夜的追極光之旅。

從首都斯德哥爾摩要抵達阿比斯庫

有三種交通方式——飛機、長途火車、

自駕。為了體驗看看何謂臥鋪火車，即

使只有兩人，還是牙一咬下訂了三人臥

鋪房型，兼顧舒適隱私，畢竟這趟夜車

可要花上超過 17 小時啊！

就在出發的那天早晨，斯德哥爾摩

降下冬雪，宣告冬季正式來臨，讓我

們更加興奮，究竟此時的北極圈是何面

貌？晚上 5 點半，懷著緊張的心情終於

踏上這班期待已久的極光列車。三人房

的內部空間比我們想像還大，還有簡單

的洗手台可使用，廁所、盥洗室在同間

車廂有兩組，用餐區就在隔壁車廂，基

本需求皆足，待上一晚不是太大問題。

 臥鋪火車初體驗

由於太陽露臉時間短，10 點探出頭來，

1 點便開始西沉，白天的戶外活動時間相當

有限，除了報名當地活動，其他時間我們幾

乎都待在民宿內閱讀、打牌，或是補眠休

息。從台灣搬到瑞典住過一段時間，我自認

早已學會何謂「北歐式慢活哲學」，沒想到

來到北極圈，更是將慢活功力逼到極致。如

果不學著放慢步調，可能會難以適應這裡跟

著大自然作息、緩慢沉靜的步調。

北歐式慢活哲學

極光現象通常在晚上 8 點

過後才開始活躍，在這之前，

遊客都會安排其他行程。在這

裡的 6 天，我們陸續體驗了

狗拉雪橇、冰攀、雪地健行，

玩得不亦樂乎。在朋友的推薦

下，我們衝動地挑戰「冰壁攀

岩」（Ice climbing）。這項活動

即使是在北極圈，也是嚴冬限

定，因為要氣溫夠低才會讓水

流在岩壁上形成厚實的冰壁，

攀爬時才不會危險。

教練先為我們解說裝備，親

自示範攀爬技巧。站在底下望著

高高的冰瀑，我不禁懷疑自己是

否太過天真。日常缺乏運動訓練

的我，真有辦法攀爬上頂端嗎？

終於，輪到我上場。我緊緊抓著

手上的冰斧，一步步踏上冰瀑，

好幾次沒有踩穩，幾乎只用雙臂

的力量撐住全身，懸盪在冰瀑

上，相當刺激，完全不敢往下看。

終於，在失敗過幾次後，

我逐漸抓到訣竅，腳步也越來越

快，眼看頂端就在眼前，可惜此

時力氣用盡，即使內心再怎麼想

繼續攀爬，癱軟的雙手卻舉不起

冰壁攀岩 挑戰體力極限

最容易看到極光的小鎮
阿比斯庫之所以榮登瑞典最有名的極

光小鎮，是因為這個小村莊空氣品質佳、

光害低，被稱作是看到極光機會最多的地

方。

當列車緩緩停靠在阿比斯庫車站月

台，已是接近中午。天空仍一片灰茫茫，

四周白雪皚皚，除了黑、灰、白，再無其

他色彩，刺骨的寒風鑽進外套裡，凍得我

美味

佳餚

▲在斯德哥爾摩車站搭

乘瑞典國鐵前往阿比斯

庫。臥鋪火車三人房

型，如果真的塞進三個

人實在太擠了。

▲在火車上迎接北極圈的曙光。

拜見歐若拉女神拜見歐若拉女神

▲阿比斯庫的一般民宅。

▲小鎮唯一的一家超市，我們每天都來

這裡報到採購食材。

上

▲冰攀是項挑戰體力、耐力與意志力的戶外極限運
動。我們準備要攀登的冰瀑，大約有三層樓高。在
下面的人看得輕鬆，上面的人邊爬邊發抖。

們直打冷顫。無論是視覺、觸覺，周遭的一

切都提醒著我們，這裡就是北極圈。

來。教練一邊放我下地，一邊安慰我以初學者來

說，已經爬得很好了。看著無緣的冰瀑頂，雖然

覺得惋惜，但也為未來的再挑戰埋下一個期待。

（待續）（轉自《看雜誌》）

瑞典極光小鎮瑞典極光小鎮
◎文、攝影：賴宛琳

▲馴鹿漢堡

▲

駝鹿漢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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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之用，於個人而言，可為修身立命之

道；於國家而言，可為治國理政之法。所

以一朝之學術直接關涉一朝之氣象。

◎  文：宋紫鳳

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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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先生有意請電：

403-975-1688 約見

惠食街

炒鍋、執碼、油爐
企檯（服務員）
幫廚洗碗

誠聘：

2018 SIENNA SE 2018 CAMRY XLE 2018 AVALON LTD 

#P802228 #P801158 - #P80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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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RAV4AWD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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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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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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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僅早9點-晚6點！！

  星期五  1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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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初，國基初定，久經離

亂，朝廷推崇「黃老之術」與

「刑名之學」。「黃老之術」，

道家者流，崇尚清簡無為；「刑

名之學」，法家者流，注重切實

可行。同時，地方上，魯地儒學

根基深厚，亦有一些封國崇尚文

學辭賦之士。各種學術流派隨漢

朝國力之復甦，也日漸復甦。

西元前 140 年，漢武帝登

基，開創大漢鼎盛之世，而這一

時期，漢朝之學術亦肇端前所未

有之新局，即漢武帝兼採諸家所

長，並用各類人才。而在教育方

面，則設立五經博士，於是儒學

從百家之中脫穎而出，成為官

學。漢武帝以後，儒學逐漸顯冠

百家，成為支配社會之主流思

想。此外，漢代儒學又有其時代

之特點，調和了先秦儒家、陰陽

家與道家之學，將儒學中的精

華 ——「天人相應」之內涵強

調出來。所以兩漢學者普遍有一

種學究天人之際的通達與博大之

氣魄。

以上即為兩漢學術風尚之大

概。而第一位系統總結闡述以

「天人相應」為特點的儒學思想

家是董仲舒。

董仲舒生平

董仲舒，是漢景帝朝的博

士，講授《春秋公羊傳》。在漢

武帝朝，曾二次擔任封國的丞

相。他不僅是一位大儒，也兼

治陰陽之學，善言災異。他治

學的特點正是在繼承傳統儒學

的基礎上，結合陰陽家思想，

將儒學中的精華部分 ——「天

人相應」的理念強調出來。主張

從天人相應的天命觀出發，去

修身與治國。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

西元前 141 年 10 月，漢武

帝詔舉賢良對策。漢時，發生重

大事件，或有新皇登基，皇帝往

往會下詔書，讓各地舉薦人才入

朝，針對一些具體的問題發表意

見，這些人才被稱為「賢良」。

需要討論的問題寫在竹簡上，叫

做「策問」，賢良需按策問逐條

回答，叫作「對策」。朝廷以此

方法徵求意見，亦用此方法甄選

人才。

漢武帝連發三策，所策問非

是具體政務，而是以天人相應的

思想為基點，策問古今治世之

道。董仲舒在這三次對策中脫穎

而出，闡述了諸多重要的思想，

最主要的有三個方面：其一是王

者受命於天，而災異之變往往是

上天對敗政的警示；其二是春秋

大一統思想；其三是廣施教化，

培養人才。

這些思想總結起來，看似簡

單，其實都有其深刻的內涵。還

有很多精彩觀點，因篇幅原因，

不能一一列舉，以後如有時間，

或可專篇別述。董仲舒這三次對

策被後世稱為「天人三策」。

董仲舒二度為相

在漢武帝削藩以前，封國勢

力過大，一直是國家之大患。封

國與中央朝廷分庭抗禮，甚至引

兵向闕皆有發生。董仲舒對策

後，被先後二次派到江都與膠西

為相。

史載，江都易王劉非修治宮

館，結交豪傑，生活驕奢，一度

曾有謀反之意。董仲舒在江都為

相時，用道理勸諫劉非，最終使

他放棄了叛亂的念頭，終其一

生，忠於王廷。而膠西王劉端則

比江都易王遠為暴戾殘虐、狡詐

強辯。凡是朝廷派去的二千石官

員，若以漢朝法令來治理邦國，

劉端就千方百計尋找他的過錯，

反過來用漢朝法律來懲罰官員；

如果實在找不到罪錯的，甚至下

毒害命。但是對於董仲舒，即便

是劉端這樣的人，也因敬他是一

位大儒，而對他予以善待。

（下文轉 C2)

西風

漢闕董仲舒究天人之際 開漢儒新風

花園背景：FOTOLIA；插圖：WINNIE WANG



（上文接 C1)

告老歸家 修學著書
後來董仲舒因病求去，回

到家鄉。晚年的董仲舒專心在

家修學著書，不治產業。他

最主要的一部著述是儒學著

作 ——《春秋繁露》，此外，

還有一部法律著作。史載，董

仲舒雖然告老歸家，但朝廷

每有難以決斷之事，常派人

來向他徵求意見。董仲舒依

照《春秋公羊傳》之義，引經

斷獄，這成為當時通行的斷獄

之法。董仲舒將相關的案例整

理下來，成為《公羊董仲舒治

獄》，也就是後來的《春秋決

事比》。

下帷講誦 三年不窺園
這樣的一位鴻儒，他在平

時會是甚麼樣子呢？史載，董

仲舒「進退容止，非禮不行，

學士皆師尊之」。

此外，還有一段「三年

不窺園」的佳話，說董仲舒

擔任博士時，教授《春秋公羊

傳》，平日「下帷講誦」，即

上課的時候，會在窗前垂下一

幅帷幕。三年過去了，還有人

沒見過他，原因是他因為專心

治學，講誦三年都不曾向簾外

看一眼，以致於外面的人很少

看到他。這個故事還有一個版

本是說，董仲舒講學三年，都

不曾去園中走一走，以至很

多人沒見過他。而「下帷」一

詞，也因董仲舒的故事成為講

學或苦讀的代名詞。

他說：「近來有一種流行語，名

為現實主義……此種人是無思想

的，其唯一心理就是崇拜勢力。

勢力高於一切，遂使正義公理無

復存在，於是言正義公理者便成

為理想主義。若人類良知未泯，

正義公理終不可亡。」

烏雲蔽日 謳滅歸海
當文革狂風颳起，中華大地

烏雲蔽日，那是馬先生一生中最

後、最淒苦的日子。

紅衛兵闖入蔣莊，將馬先

生畢生的藏書、字畫焚燒一

空。「留下一方硯臺給我寫寫

字，好不好？」一記悶重的耳光

打掉了一代大儒的尊嚴，他被

趕出家門，又聞摯交弘一法師

的學生潘天壽遭到殘酷對待，

精神遭受重創。

馬先生青年喪偶，沒有子

嗣，大姐的孫子丁慰長從小聰

敏好學，馬先生很是喜愛。最

淒苦的日子裡，多次喚其名字

「慰長——」，沒有親人、沒有

回應，慰長夫婦早因「右派」罪

名不堪淩辱，懷抱嬰兒，投湖

自盡了。

「乘化吾安適？虛空任由

之。形神隨聚散，視聽總希夷。

謳滅全歸海，花開正滿枝。臨崖

揮手罷，落日下崦滋。」1967
年 6 月 2 日，馬一浮先生在黑

暗的長夜中逝去，一代儒宗就此

雲霞暝滅。

結緣李叔同 豐子愷
馬先生有世交，如 : 謝無

量、蔡元培；有道友，如 : 定慧

寺、靈隱寺的高僧；亦有摯交，

與弘一、豐子愷這對師徒皆結

善緣。

弘一法師的出家，馬先生

功不可沒。弘一弟子吳夢非說：

「弘一法師初來杭州時，西裝革

履，服飾華麗；一年後，便易布

袍布鞋，好和西冷印社社長葉舟

及馬一浮等相往還。」

在《緣緣堂隨筆》中，豐子

愷回憶：「那時我只十七、八

歲，正在杭州師範學校讀書。

我的藝術科教師 L 先生（李叔

同），似乎嫌藝術的力道薄弱，

過不了他的精神生活的癮……

帶了我到這陋巷去訪問 M 先生

（馬一浮）……我其實全然聽不

懂他們的話，只是斷片地聽到甚

麼『楞嚴』、『圓覺』等名詞。」

這次長談後的幾天，弘一法師正

式剃度出家。

對馬先生的才學，弘一嘗

云：「假定有一個人，生出來

就讀書，而且每天讀兩本，而

且讀了就會背誦，讀到馬先生

的年紀，所讀的還不及馬先生

多。」待及弘一法師圓寂，馬先

生挽詩曰：「苦行頭陀重，遺風

藝苑思。自知心是佛，常以戒為

師。」

雖為豐子愷老師的朋友，

馬先生卻也很尊重豐子愷的人

品、藝品，曾為豐子愷的《護生

畫集》作序，還曾題詩〈贈豐子

愷〉：「昔有顧愷之，人稱三絕

才畫癡；今有豐子愷，漫畫高文

驚四海。……」

豐子愷稱馬先生為「今世

的顏子」，他說：「無論甚麼問

題，關於世間或出世間的，馬先

生都有最高遠、最源本的見解。

他引證古人的書，無論甚麼書，

都背誦出原文來……先生所能背

的書，有的我連書名都沒聽說

過。」

期間有一趣談。馬先生信中

稱豐子愷為「子愷仁兄」或「子

愷尊兄」，豐子愷回信表示，

實不敢當「兄」，請勿以「兄」

相稱。馬先生回信改稱「子愷

吾友」，並注明「遵來諭不稱

兄」。但後來的書信交往中，

馬先生對豐子愷依舊稱「兄」。

窮居陋巷 心繫民國
潛心學術的馬先生，畢生大

部分時間窮居陋巷，埋首典籍，

自得其樂，然而馬先生卻也心繫

民族、憂患國家。 1911 年，馬

先生曾從海外歸國支持孫中山先

生領導的辛亥革命，1946 年秋

題詩：「菰菜蒪羹鄉味薄，青天

白日戰雲愁。」

二戰期間，他出山講學，想

喚醒中國精神和民族氣節。「豎

起脊梁，猛著精采，依此立志，

方能堂堂的做一個人」。

「中國今方遭夷狄侵陵，舉

國之人動心忍性，乃是多難興邦

之會。若曰圖存之道，期跂及於

現代國家而止，則亦是自己菲

薄。今舉橫渠此言，欲為青年更

進一解，養成剛大之資，乃可以

濟蹇難。須信實有是理，非是姑

為鼓舞之言也。」

對於現實主義和正義公理，

長夜淒風雲霞瞑滅馬一浮 千年國粹一代儒宗
下

書法大師馬一浮（公有領域）

「大寒」是二十四節氣中

的最後一個節氣，每年在陽曆

1 月 21 日前後，太陽到達黃經

300 度時開始。進入了大寒，表

示一年將盡、寒冬準備收藏。

大寒物候

大寒時節天氣最為酷寒，大

地呈現一片冰天雪地、天寒地凍

的嚴寒景象，在歷代典籍或文人

的筆下，皆有吟詠。

《逸周書 ‧ 時訓》記載大寒

三物候，曰：「大寒之日，雞始

乳。又五日，鷙鳥厲疾。又五

日，澤腹堅。」意思是說，到了

大寒節氣，歇冬的母雞就開始產

蛋，可以孵小雞了；再過 5 天，

鷹隼凌空盤旋捕食更猛烈；又過

5 天，連河塘中央都會結起堅硬

的冰層。

唐代詩人元稹的〈詠廿四氣

詩大寒十二月中〉詩裡，則如是

描寫了大寒的景致：「臘酒自盈

罇，金爐獸炭溫。大寒宜近火，

無事莫開門。冬與春交替，星周

月詎存？明朝換新律，梅柳待

陽春。」表示「大寒」時節冷颼

颼，寒氣盡往門縫中鑽。然而，

此時已是冬與春交替之際，觀察

天空中星宿，視運動中的年週期

將盡，梅花、柳樹已經等待著陽

春的來臨。

臘月祀神告歲成

大寒是舉行一年中最重要的

「歲終大祭」的月分。

中國古代，在一年將終的冬

藏季節，天子會準備豐盛精緻的

祭品，肅穆誠敬以享天地各方的

神靈，感謝天神和各方神靈的賜

福，農事順利收成。

大寒所在的黃曆十二月被稱

為「臘月」，便是源自於它是個

祭祀的月分。所以，祭祀是大寒

節氣後古人最重要的一件事。

大寒習俗

食臘八粥：大寒節氣雖然還 

十分寒冷，但畢竟春天的腳步

越來越近，中國人最重要的節

日——過年就要到了，人們都開

始忙碌起來。所以，大寒節氣雖

名為大寒，但其實這段時光是洋

溢著喜悅與歡樂氣氛的，其間還

有一個對於北方人非常重要的日

子——臘八，即黃曆十二月初八。

在這一天，人們用五穀雜糧

加上花生、栗子、紅棗、蓮子等

熬成一鍋香甜美味的臘八粥，從

喝臘八粥開始，接著辦年貨、掃

房、祭灶、貼春聯、擺供桌、放

鞭炮、守歲、吃餃子，然後是迎

歲——迎來又一個新的春天！

大寒迎年：早期，每逢大寒

時節，街上還常有人們爭相購買

芝麻秸的影子。因為「芝麻開花

節節高」，除夕夜，人們會將芝

麻秸灑在行走之外的路上，供孩

童踩碎，「碎」、「歲」諧音寓

意「歲歲平安」，討得新年好彩

頭，這也使得大寒驅凶迎祥的節

日意味更加濃厚。

董仲舒究天人之際 
開漢儒新風

大寒迎年：準備送走年終最後的嚴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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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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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字牧之，京兆萬年

﹙今陜西省西安市﹚人，生於

唐德宗貞元十九年﹙公元 803
年﹚，卒於宣宗大中六年﹙公元

852 年﹚享年五十。 祖居長安

杜樊鄉，因稱杜樊川。

杜牧才華橫溢，文章寫得很

好，是大和二年的進士，官至中

書舍人。剛直有奇節，敢論列大

事，指陳利病尤切，他作的詩情

感豪邁，語率驚人，曾寫過不少

膾炙人口的佳作，所以有人把他

比做杜甫，並以「小杜」稱之來

作區別。 

﹙ 1 ﹚ 清 明： 中 國 黃 曆

二十四節氣之一。在冬至﹙節氣

名﹚後一百零六天，換算成西

曆，約在每年四月四或五、六

日。唐代時，當日便有踏青、打

鞦韆、親友相聚等活動。宋代起

則加入掃墓的民俗活動，於是清

明兼具節氣與節日的意義，一直

延續到現代。

﹙ 2 ﹚紛紛：雜亂細密。

﹙ 3 ﹚慾斷魂：形容傷感

極深，好像靈魂要與身體分開一

樣。斷魂：神情悽迷，煩悶不

樂。這兩句是說，清明時候，陰

雨連綿，飄飄灑灑下個不停；如

此天氣，如此節日，路上行人情

緒低落，神魂散亂。 

清明的時候下起雨，總是綿

綿不絕。路上的行人衣服滲濕，

哀傷的心神好像要斷魂似的。向

路旁看牛孩童詢問 : 那裡有賣酒

的人家呀？「就是那兒！」牧童

指了指遠處開滿杏花的村子。

此清明乃逢雨而作。清明時

節本該與親友結伴踏青、祭祖掃

墓，作者卻獨自行走於路中，又

遇春雨綿綿不絕，巾履俱濕，神

倦身疲更添惆悵，想借酒家避雨

暫歇，故有見牧童問酒家，牧童

遙指杏花深處回應之。。前兩句

令人愁腸寸斷心神惻然，後兩句

則開拓出廣闊的想像空間。全詩

意境悠遠、清新明快，留韻邈

然、耐人尋味。

這是一首傳誦千百年而吟誦

不輟的名詩，之所以會受到古今

不同世代的人如此喜愛，除了用

字淺白通俗，活潑生動外，筆法

自然，無營造之痕。首句述情景

環境，是為「起」；二句為「承」

點出人物。三句在「轉」提出

改變心境之法，而連接末句之

「合」。

作者 註釋

語譯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故事

的主人翁是我兒時的夥伴，他的

父母脾氣暴躁，對孩子非打即

罵。一個在暴力環境中長大的孩

子，最終演繹了一場令人嘆息的

人生悲劇。

小時候，我家住在一個大雜

院裡，有好幾十戶人家，許多孩

子。初夏，門前的桑樹開始結

果，孩子們每天都仰著腦袋，看

有沒有紅了的桑椹。

等翠綠的桑葉間點綴著點點

紫色的時候，住在我家對門的小

強，就爬上樹採熟透的桑椹，我

抱著一個小竹籃在下面接著，沖

洗一下就一起分享。

小強和我同齡，每天一起上

學，一起放學，在學校是同桌。

小強淘氣、頑皮、打架、罵人、

學習不好，是老師眼裡的差生，

大人眼裡的壞孩子。

小強的父母感情不好，又都

脾氣火爆，吵架是他們家最正常

的節奏。小時候聽到最多的就是

從對門傳出的吵罵聲，然後就是

摔東西的聲音，再來就是打孩子

的聲音，以及孩子的哭嚎聲。

記得那時候的雜技演出很

多，小強最喜歡「空中飛人」這

個節目，院裡桑樹和另一棵樹之

間有一根鐵絲，是大人們晾晒用

的，他常常吊鐵絲玩，對我說以

後要做「空中飛人」，飛得遠遠

的，不再回這個家。

那年夏天，摘了桑椹，我拿

回屋裡去洗，就聽見外面「砰」

的一聲響，丟下小籃跑出來，只

見鐵絲下小強仰面躺在地上。我

慌忙將他拉起來：「你又練空中

飛人啊？摔壞了吧！」他拍拍自

己的腦袋：「沒事，沒事。」活

動幾下，好像並無大礙。

然而，就在那天夜裡，小強

被送進了醫院。他瘋了，不認識

所有人，還直嚷著要飛走。聽大

人們說，他得了急性腦膜炎。

但我一直認為，他是學「空

中飛人」掉下來，把腦子摔壞

了。然後，就一直住在醫院裡，

直到半年後，我們家從大雜院搬

走，我再沒見過他。

十幾年後，有一次在街上偶

然碰見了他的母親，問起他，

他母親嘆口氣說：「他後來康復

了，學也不上了，就在外面混，

打架、鬥毆、做小流氓。 17 歲

就跟著別人跑出去了，現在在哪

裡？家裡人都不知道。」

再次聽到小強的消息是今年

春節的時候，母親告訴我，遇到

小強的父母了，說小強死了，深

圳警方找到他的家人，去處理後

事。母親說，小強的父母不肯說

出他是怎麼死的，只是搖頭嘆

道：「沒臉說。」

現在，看到有家長打罵孩

子，總讓我想起當年小強看到父

親舉起棍棒時驚恐的眼神，面對

母親辱罵時冷漠的表情，想起那

個童年夥伴悲涼的人生。

童年，應該是人一生中最美

好的時光，但在家暴陰影下長大

的孩子，他們的記憶中沒有父母

的慈愛，沒有家庭的快樂，只有

棍棒下的眼淚與傷口的疼痛。從

中國大陸青少年犯罪的案例看，

大部分孩子的童年都伴隨著家庭

暴力。

當父母將暴力頻繁施加於孩

子身上的時候，也許，就已經注

定了孩子一生的悲劇。所以，

越來越多的人呼籲為人父母者：

「為了孩子，請放下你的拳頭。」

◎文：心慧

詩中有畫

解釋
資：奉養、供給。

父：父親，這裡泛指雙親。

事：事奉。

君：國君。

曰：用於句首或句中，無

義。

嚴：態度嚴謹。

與：而且。

敬：恭敬。

孝：盡孝。

當：應該。

竭：盡、窮盡。

力：能力。

忠：盡忠。

則：便、就。

盡：全部用出。

命：性命。

譯文參考
奉養父親，侍奉國君，要嚴

謹且恭敬。對於父母，我們應該

竭盡心力來奉養、孝順；對於國

君，我們則必須奉獻自己全部的

心力，即使犧牲性命也在所不

惜。

岳飛的故事
岳飛是北宋末、南宋初名

將。他小時候家裡非常窮，岳飛

的母親用樹枝在沙上寫字教導

他，還鼓勵他好好鍛練身體，將

來才能為國家盡力。當時，在北

方的金兵，常常攻打中原。岳母

就鼓勵他要報效國家，當時岳飛

猶豫母親無人照料，但岳母對他

說：「自古忠孝難兩全」，勸岳

飛要以國家為重，不要掛念家

人。

在岳飛要去從軍之前，他的

母親在他背上刺了「精忠報國」

四個大字。孝順的岳飛不敢忘記

母親的教訓，而那四個字也成為

岳飛終生遵奉的信條。

資 父 事 君

曰 嚴 與 敬
yuē yán yǔ jìng

zī fù shì jūn

孝 當 竭 力

忠 則 盡 命
zhōng zé jìn mìng

xiào dāng jié lì

千字文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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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英雄岳飛畫像

清明 
作者：杜 牧 dù mù   

qīng míng shí jié yǔ fēn fēn

j i è  wèn  j iǔ  j i ā  hé  chù  yǒu

lù shàng xíng rén yù duàn hún

mù tóng yáo zhǐ xìng huā cūn

清明時節雨紛紛，

借問酒家何處有？

路上行人慾斷魂。

牧童遙指杏花村。

qīng  míng古詩賞析

家暴帶給孩子的傷害家暴帶給孩子的傷害
  家暴，是家庭教育中一個
沉重話題。生活的壓力，
常常使很多家長會將自己
的情緒發洩在孩子身上，
或 奉 行 「 棍 棒 底 下 出 人
才」的教育理念，對孩子
施行虎狼式教育。據媒體
報導，孩子經常挨打或挨
罵，會產生怨恨、逆反、
畏 懼 、 自 卑 、 無 助 、 暴
躁、孤獨、撒謊、固執等
心理，大多有暴力傾向的
孩子都是在家暴中成長起
來的。家暴，會影響孩子
的整個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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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生肖流年運勢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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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紫薇老師

紫薇老師信箱：gogo2531@yahoo.com.tw

簸箕問卜

五代時期，江左有個餘干

人（隸屬今江西上饒）叫支戩，

世代都是當小官的，傳到他這

一輩，他卻喜歡做文章，並自

稱為秀才。每當正月十五，當

地的風俗是取一支簸箕，蓋上

一件衣服，鋪上麵粉，上面插

一根筷子作嘴，使筷子在簸箕

裡的麵粉上寫字來預測吉凶。

支戩家裡人都在忙著預測

自己的吉凶，他也走過去開玩

笑地說：「請預測支秀才將來能

當甚麼官？」就見筷子在麵粉上

寫了兩個字，好像是「司空」。

記起前夢

支戩以前曾經做夢到陰曹

地府，翻閱了地府的名冊。看

到自己那一頁上寫著：「官到

司空，年壽五十多。」還有別

人的名冊，內容他都記不清

了，只記得朋友鄧元樞的，記

錄寫著「貧賤不能當官，壽命

四十八」。

鄧元樞後來搬遷到浙西，

廉使徐知諫以上賓之禮相待，

推薦他給執政。當請示的公文

發出後，鄧元樞卻突然得病死

了，死時正好是四十八歲。

支戩後來當了金陵觀察判

官，接著果然當了檢校司空。

當年開玩笑似的民俗求卜簸

箕，竟然成真。他經常把這些

事說給親戚朋友聽。當他死在

貧富官位早有安排命運天定

生肖屬兔坐丁卯宮

卯宮空宮，對宮 ( 未宮 ) 太
陽、天梁照入為用，兩星都是善

星，聰明才智高，光明磊落，好

面子，喜出風頭，為人正直剛

強，與人互動強，不喜受人支

配，度量大喜歡幫助別人，容易

打腫臉充胖子難為自己。

在事業上：是大家的好幫

手，人緣很好，要有自信心並推

廣自己，但不要背後說人是非，

2019 年可能有晉升的機會，要

充實自己把握機會。

在利益上：比較不注重錢

財，對金錢較沒有規劃，基本上

存不到甚麼錢，所以要學習理

財，財才會跟著你。

在健康上：視力方面要注

意不要花太多的時間上看 3C 產

品，有可能引起視力問題，胃發

炎脹氣消化不良。要注意一下！

生肖屬龍坐戊辰宮

坐天府、廉貞二星，都是官

祿主，對事業非常有抱負，年輕

時可能為專業人員，中年後有機

會成為管理階層或是經營者。

在事業上：自己有才華肯努

力受到貴人的賞識而增貴，做事

穩，頭腦清楚，事業逐步擴充，

豬年的工作機會變多，收入也會

增加，事業運算不錯。

在錢財上：靠勞其心力是由

職業工作自己賺來的，天府的財

偏向於善用資金，發揮應用錢來

生財，賺經營事業的財富。豬年

想購買不動產，若有，買也是需

要靠自己努力買來的。

在健康上：性格不好比較強

悍，容易心浮氣躁、意氣用事，

因此也不容易長壽。為錢和事業

辛苦，工作壓力也會加大，身體

需要保養。高血壓、心血管問

題、消化系統方面要注意。

生肖屬蛇坐己巳：沖太歲

坐太陰，也為財星，主一生

之快樂享受，在四馬之地會忌

煞，心定不下來到處漂泊不定就

沒有歸屬感，也就不快樂，享受

不起來。

在事業上：諸事變化較大難

以掌控，做事不要有頭無尾，要

有充分準備，有機會來時就可以

接受挑戰往高處爬。適合變動性

的工作或活動，留居本地易和他

人產生糾紛是非不斷，宜往遠

處、海外發展。

在錢財上：無法投資致富，

不要妄想賺投機錢，會一去不

回。花錢要節制勿奢侈浪費，豬

年財運不佳，容易因投資理念與

人不同造成意見不合。

在健康上：可能有尿道發

炎、糖尿病、腎臟結石的可能。

生骨骼疏鬆、骨刺、脊椎盤突

出，影響視功能障礙的問題，在

年紀大時要防青光眼、白內障。 
要多注意！

生肖屬馬坐庚午宮

坐貪狼，有自信表現自己的

優點，應變能力好危機處理強，

把危機變成轉機而且能受他人所

倚重。足智多謀、長袖善舞，人

際關係經營得很好。

在事業上：很有衝勁，因為

有競爭的心，非贏不可的心態，

事業上就越挫越勇，經營的不

錯，有時競爭過頭，導致道德薄

弱，只要有機會他就會巧取豪

奪，沒有廉恥之心，可能會因小

失大得不償失。欲望強就有比較

之心，會見不得人家比自己好，

忌妒心油然而生比較會吃醋。

在錢財上：其實職財的收入

是豐厚的，但是貪狼會忌煞時會

不切實際，空想多，容易有不良

嗜好，導致錢財不易守住，要潔

身自愛，財運才不會敗光。

在健康上：在消化系統上要

注意，可能有輕微消化不良，嚴

重者可能會胃脹氣、胃潰瘍。腿

部膝蓋可能有關節炎的問題。

生肖屬羊坐辛未宮

坐巨門、天同二星，皆為落

陷，但是比坐丑宮好一點，開口

進財，開口順遂，即使話多也很

有效用，利用口才賺錢，或是遭

人誤解時替自己辯解無礙，這是

巨門化祿最大的特點。

在事業上：基本上適應工作

環境的能力很強，一生事業變動

大，調動多或有兼職。現有工作

若有不如意暫且再堅持，不要急

著換工作，換了工作未必會比現

在好。說話比較直接易傷人，或

容易惹口舌是非，對親情、感

情、人際、工作都不好。

在錢財上：其實工作選擇性

滿多的，不要好高騖遠，要有耐

心堅持做一件事到完成的原則，

不輕易換工作，話少些多做一

點，培養人際關係，職財自然就

穩定增長。

在健康上：不要太辛勞或熬

夜工作，肝功能就會出問題，請

注意腎臟、泌尿系統問題，不要

憋尿。

生肖屬猴坐壬申：亥太歲

坐武曲、天相，主事業的

星曜，不斷的開發不斷的努

力，對象不限，如果無可開發

時也會設法找出可開發的事

物，文武全才，更是個美食主

義者。

在事業上：在工作上很少

見遊蕩成性，不務正業，不立

志向者，所以具備有成功的條

件，是勞碌命的代名詞，豬年

有貴人相助業績擴展不少，但

是要注意有些案子是問題很多

的，要評估清楚再進行，不然

會徒勞無功的。

在錢財上：是個出名的錢

鼠，善於理財多為商界人士，

若沒錢賺的事？免談！利字當

頭一馬當先向錢看，「眼一睜開

到熄燈」典型的拜金主義者而

且永不滿足，一生勞碌都是為

錢精打細算，豬年發揮你的長

處，才多賺一點，盡量不要和

人有借貸關係，以免討不回來。

在健康上：消化系統不好

又沒有足夠的修養，舊疾復發

可能性高，小病會變成大病，

要按時做健康檢查，以免錯過

最好的治療時機。

圖片來源：紫薇提供 《看中國》製圖 

◎  文︱泰源

司空任上的時候正是五十一

歲，和當年預測的一樣。

資料來源：《稽神錄》

圖片來源：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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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獲取的報告

俄軍中校科爾欣在《特異

報》上所撰「俄羅斯軍方正在研

究 UFO」一文中說道：「美國飛

碟專家格萊什和坎帕於 1994 年

夏在美國舉行的國際 UFO 與特

異現象學術研討會上的報告透

露，他們從俄羅斯成功地獲取了

一份代號為『線索 -3』的秘密科

研報告。」

在俄軍 73790 部隊，展開

了對 UFO 的大規模科學研究。

截止 1991 年，這裡的研究報告

已達幾十頁。那個專門從事飛碟

研究的軍事科研所是由一個軍銜

不小的中將來領導的。

在美國發表的研討會資料

中，只是大概闡述了這項研究報

告的主要內容並引用了幾張照片

複製件，扉頁上有主要負責人的

簽名。

研究報告指出，俄羅斯軍事

科研所「線索 -3」其中包括過去

的「線索 -2」。研究計畫的主

要任務是：對 UFO 進行廣泛研

究，旨在發現和搞清非傳統發動

機及其形成的各種場的最新原理

以及這種新技術是怎樣研製出來

的，以便儘可能地從這些研究結

果中汲取地外文明的最新科技優

勢，並將其儘早用於完善軍事技

術。

報告中還指出，在對 UFO
的觀測中很可能出現許多無法解

釋的現象，因為我們很可能同來

自外星或「平行世界」的訪客進

行直接接觸。

自新聞界報導了關於美國政

府手中掌握著墜毀的 UFO 資料

的消息後，又傳來消息：俄聯邦

國防部和俄羅斯科學家似乎也掌

握著完整的 UFO，它們都完好

地保存在一些秘密的飛機庫中以

供科學家秘密研究。

負責國家安全與防務的發言

人卡金科在回答上述傳聞是否真

實的問題時聲稱：「我從未聽說

過在什麼地方保存和研究某種不

明飛行物。」

俄國防部 UFO 問題主導專

家索科洛夫也宣佈：「我也從未

獲悉關於存在 UFO 的某些物

證。」

然而，這些聲明並不那麼可

信。據說，飛碟在俄羅斯空難事

件的許多目擊者、運送外星人屍

體和飛碟殘骸的參加者都立下不

洩露此項幾密的誓言。

絕密實驗室
俄羅斯軍事專家普薩羅姆希

科夫當時在雜誌上撰文，披露了

俄羅斯建有某種超級絕密實驗

室，對 UFO 進行專門研究的事

實，他曾兩次談及前蘇聯存在專

門研究 UFO 的秘密實驗室。

科爾欣中校在其所著《俄羅

斯人眼中的 UFO 現象》一書中

說道：「1990 年三四月間，傳來

關於 UFO 蒞臨莫斯科北部的許

多報導，從而引起扎戈爾斯克飛

碟研究小組的關注和極大興趣。

於是，他們通過觀測和研究確

認，這些 UFO 出現在克拉斯諾

阿爾梅斯克南部的森林上空。最

初，它們是沿一條範圍 10 公里

×20 公里的橢圓軌道飛行；後

來，它們又『兵分三路』，朝北

部方向沿著一個花瓣形軌道飛

去。與此同時，它們都是沿順時

針方向旋轉的。它們沿各自軌道

飛行時又返回原來的橢圓軌道，

不久便消失在克拉斯諾阿爾梅斯

克南部地區。」

俄羅斯空防部隊司令馬里采

夫空軍上將在《工人論壇報》的

採訪談話中公開承認，UFO 曾

不止一次地蒞臨莫斯科北部，這

已成事實，而且它們的飛行路線

都是有規律的。

有消息說，在莫斯科郊區曾

一度有來自地外文明「促湟爾」

行星的飛行器進行試飛，而且是

由俄羅斯實驗飛行員駕駛著。軍

方專門從阿赫杜賓斯克的前蘇聯

空軍國家科研所選派一個特別專

家組參與此項試飛。

俄羅斯UFO墜毀事件

1963 年，在前蘇聞的哈薩

克斯坦加盟共和國至少發生一起

UFO 空難事件。

1963 年 6 月未，在奧姆斯

克州北部，一架直徑 10 米的雙

面圓突形飛碟墜毀，它噴射著紅

黃白三色火焰，艙門敞開著，濃

煙從艙室裡滾滾冒出。飛碟墜毀

後，裡面發現幾個類人生物，它

們長有四肢，而且指 ( 趾 ) 間有

蹼。

20 世紀 70 年代，一艘外星

飛船在雅庫特地區日甘斯克附近

的林格墜毀，其殘骸被運往莫斯

科郊區，外星飛船上的外星人屍

體被軍用飛機運走。

1974 年，一架飛碟在羅斯

托夫州的頓湟茨克市附近爆炸，

在科米地區發現飛碟殘骸處，經

化驗分析和確認，該飛碟殘片是

由鈰、鑭及其他尚不確知的化學

元素組成的合金製造的。

1987 年 8 月末至 9 月初，

軍方在維伯爾格附近獲取一架導

彈形老式飛行器，並被運往曼徹

戈斯克。

1987 年 9 月 16 日， 在 彼

爾姆州首府彼爾姆上空發現 6
架飛碟跟蹤並試圖擊毀另外一

架飛碟，可那架被追擊的「不幸

者」來了個不可思議的急轉彎，

就在這時，彼爾姆整個河港區突

然大停電。那 6 架飛碟終於擊

毀了那第 7 架飛碟，它最終墜

毀在原始森林裡。軍方人員回收

了那架墜毀飛碟的殘骸，並用船

隻將其運往日特庫爾。 
1987 年 10 月 15 日，在穆

爾曼斯克州科拉半島裡查的西南

部地區，擊落一架 UFO，其直

徑為 5 米，但裡面沒發現任何

生物。後來，飛碟被運往日特庫

爾的 73790 部隊。

3個地方有UFO基地

傳聞說，在俄羅斯至少有

3 個地方隱藏著 UFO 基地。而

且，這 3 處隱藏 UFO 的絕密機

構都與「促湟爾」外星人有關。

這 3 處飛碟基地的具體位置是：

1. 俄軍 73790 部隊，駐紮

在日特庫爾。

2. 位於克拉斯諾阿爾梅斯

克的科羅廖夫「能源」科學生產

聯合體。

3. 位於奧姆期克東郊的「飛

行」科學生產聯合體。

◎ 文：藍月 圖：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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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蘇聯隱瞞地外文明的事實
俄羅斯飛碟專家卡諾

瓦洛夫披露了一項驚人的

消息：外星人在俄羅斯境

內至少建立了3處UFO基
地。據稱，前蘇聯的軍方、

科學院和特工機關，將天

狼星系中「促湟爾」行星

上存在地外文明的客觀事

實隱瞞了長達55年之久。 

外星人在俄羅斯境內至少建立了3處UFO基地（Adobe Stock）

美國能源部 SLAC 國家加

速器實驗室的科學家們，正在開

發一種新技術，將加速器技術融

入到癌症放射治療設備中，使得

放療的持續時間從幾分鐘縮短到

不足 1 秒，從而減小放射療法

帶給患者的副作用。

同時，放療設備的體積也將

縮小，使其更容易在世界範圍內

普及。

據 SLAC 介紹，該團隊已

從美國能源部獲得了 170 萬美

元的資金，以供在未來三年內展

開對兩項腫瘤治療方法的研究：

X 射線治療和質子治療。他們

的目標預想是：用極快的速度摧

毀癌細胞，以至於在放療的一剎

那，附近的器官和其他組織根本

沒有時間移動，從而減少輻射對

腫瘤周圍的健康組織的破壞，使

放療更加精確。

人體的器官和組織不是靜止

的，而是在不斷運動的。在進行

放射療法期間，如果健康的細胞

移動到射線裡，就會受到波及。

這也是放療帶給患者的副作用之

一。

在當今的醫療設備中，電子

穿越加速器，獲得能量，變為

X 射線，殺死癌細胞。而新的

研究項目（Phaser）將對加速器

進行改進，使它的尺寸變小，卻

能提供強數百倍的能量。

雖然近年來出現的質子放射

治療，將殺傷腫瘤的能量集中在

更小的範圍內，對健康組織的危

害小於 X 射線，但需要大型設

備來加速質子並調節能量，還要

使用重達數百噸的磁鐵在患者身

體周圍緩慢移動，以引導粒子束

進入目標。

SLAC 的科學家表示，他

們依照 Phaser 項目的設備設

計，採用新方法操控質子束，讓

日後的設備更輕便，並順時提供

高輻射劑量，更迅速地殺死癌細

胞。

新技術可1秒完成癌症放療  宇宙中也有「噴泉」
科學家們發現，在太空

中有一種氣體狀的噴泉，藉

由超級黑洞提供的動力，將

大量氣體噴出並吸回，如此

循環往復不已。

借助美國國家航空航

天局（NASA）的錢德拉

X 射 線 天 文 臺（Chandra 
X-ray Observatory） 的 望

遠鏡，科學家們發現，在距

離地球 11 億光年的星系團

Abell 2597，擁有一個氣體

噴泉。

大量氣體被吸入其中央

的一個超級黑洞中，而在重

力和電磁力的結合作用之

下，大多數氣體又會從黑洞

中噴出，如此形成一個已經

持續了幾千萬年的循環。

星系團 Abell 2597 是

個典型的龐大星系團，具有

數以千計的星系。

這是科學家首次發現該

黑洞驅使氣體同時進出的明

確證據。

當冷的氣體進入該黑洞

中時，就像水進入噴泉的水

泵一樣，受黑洞的重力影響

以越來越快的速度旋轉，然

後被加熱至數百萬度。

同時，氣體在旋轉的過

程中會產生強大的電磁力，

進而以高速將粒子束噴到星

系外。

氣體被噴出後，形成一

個細絲般的星雲，看上去就

像宇宙中的「水花」，其橫

跨的距離達 10 萬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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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府歇了一宿，第二日早飯後，

寶黛二人約著紫娟，三人從正門進了

賈府。見了賈政夫婦，三人一齊跪下

叩頭，老兩口喜得合不攏嘴。忙扶起

他們。見到黛玉和紫娟，老倆口面有愧

色。賈政嘆著氣說：「當年我急著到江

西任糧道使，寶玉病得迷迷糊糊，老太

太硬是要趕在我走前把喜事辦了，說是

衝喜，說興許能把寶玉救了，沒想到卻

害了你們……」王夫人更是羞愧難當，

說：「當初只知道你們兩人從小在老太太

跟前一起吃、住。原本比其他姐妹親厚

些，並不知道你們心裡的意思。當時急

著救寶玉，林妹妹又是病怏怏，三天兩

頭吐血，想到寶姑娘畢竟健旺些，就草

草地成了親，沒想到害苦了你……」王夫

人已泣不成聲，過了一會又說：「現在細

想起來，那金釧、晴雯兩個孩子，也是

因為我一時急躁，要了她們的小命，我

罪孽深重，上天在懲罰我，懲罰賈府！」

說畢，放聲大哭。黛玉紫娟忙著向前解

勸，漸漸止住了哭。

黛玉說：「以往的事就讓它過去吧，

況且那樣做也有你們的道理，我早已經

想通了。眼下咱們還有更緊要的事，咱

們必須擰成一股繩，同心去做，哪有心

思計較以往的事。」賈政問：「什麼事？」

寶玉說：「還有親人在獄裡受煎熬，每想

到此，真是寢食難安，咱們不救誰去救

他們。」賈政說：「賈府兩次被抄，均是

皇上親下御旨，鬧得全國上下皆知，如

今想翻這個案，我看比撼山還難。」寶玉

說：「難也得做。」「還有一事相求，我

哥眼看試期已到，正在關門讀書，太太

又遠在蘇州，這林府上上下下剛入住新

家，諸事均要人料理，我想暫住林家。

我哥考試一畢，我立即抽身回來，望二

老恩准。」賈政說：「應該的，你就安

心住在林府。何況這兩府的院子都是通

的，方便得很。」黛玉說：「晨昏定省的

事，我們不會忘的，早晚都能見面。寶

玉如果沒事，也能來陪你們。咱們這邊

的事一刻也不能耽擱。我和寶玉要好好

商量，認真謀劃。」王夫人拉著黛玉的手

說：「我的兒！這兩家的重擔都讓你一人

扛著，怎受得了，你千萬不要累著了，

別著急，緩緩地做。」寶玉說：「你們放

寬心，把身體養得健健旺旺的，也能幫

我們一把。你二老若有個七災八難的，

豈不分了我們的心！」王夫人又拉著紫

娟的手，上下打量：「那一年你哥把你贖

走，原以為你在鄉下受苦了，沒想到這

幾年不見，竟出挑得更水靈更俊俏了。

這相貌這氣韻儼然大家閨秀了。」紫娟

說：「太太休打趣奴才。」「還說什麼奴

才？你如今就是咱家的救命恩人了。」

三人出了賈府，已是傍晚。他們直

奔良玉的玫瑰園。黛玉進房後，把紫娟

Yan Ying (578 – 500 BC) was an official 
of the Qi State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722 – 481 BC). In year three of King 
Zhuang's reign (550 BC),  Luan Ying,  a 
high-ranking scholar from the Jin State, 
escaped to Qi. King Zhuang hosted a feast 
for Luan Ying and told his officials, "Luan 
Ying is very talented. I'm treating him well 
so that he will want to help me reach my 
ambitions."

 Yan Ying had already met Luan Ying by 
then. He told King Zhuang, "Luan Ying is 
cunning and dishonesty. I noticed it when he 
first talked with me. Just now, I saw that he 
was full of flattery to you and had no words 
of sincerity. He is acting this way because 
he has ulterior motives. As King, you should 
be on your guard."

 The King did not listen and trusted Luan 
Ying just as before. At the same time, Luan 
Ying also paid bribes to many officials to 
win their trust. Many were swayed by Luan 
Ying and spoke good things about him. Yan 
Ying repeatedly admonished the King to 
watch out for Luan Ying. Eventually, the 
King became very impatient and blurted out, 
"You don't know what's good and what's 
bad! Has Luan Ying offended you in the 
past? You tell me everyday how terrible 
he is. I think you fall into the category of 
treacherous people!"

 Yan Ying was not shaken. He said, "My 
King likes to hear sweet words, so Luan 

Ying caters to your desire. If you call such 
a person loyal, who wouldn't be able to be 
loyal, then? I have nothing to hide in my 
heart, but I cannot stand sycophancy. Only 
wicked people care so little about their 
honor."

 Three years later,  King Zhuang was 
killed by Cui Zhu, who was a high-ranking 
official in the king's court. No one else 
dared to mourn King Zhuang's death, yet 
Yan Ying leaned onto the king's body and 
cried passionately, with no concern for his 
personal safety. Cui Zhu said, "The king 
did not take you seriously. Why are you 
mourning his death?"

 Yan Ying said solemnly, "A loyal official 
does not flatter; a wicked official does not 
speak the truth. Having served under him, I 
should of course be loyal. How could I only 
point out his mistakes yet forget the greater 
loyalty?"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his power, Cui 
Zhu confined all the court’s officials to 
Taigong Temple and surrounded the temple 
with over 1,000 troops.  Every official 
was required to swear their  loyal ty to 
him. Anyone who did not would be killed 
immediately. Cui had already killed seven 
people, and the situation was extremely 
tense.

 It was Yan Ying's turn. Everyone held 
their breath to watch what he would do. 
Yan Ying raised his wine glass with poise, 

and sighed to the sky with both anger and 
sorrow, "How despicable! Cui Zhu killed the 
king without reason. All those who assist 
the bad in doing evil will not end well." He 
then drank the whole glass. Cui Zhu was 
both ashamed and angry. He pushed his 
sword against Yan Ying's chest and asked 
him to swear his allegiance. Yan Ying was 
not afraid at all and said solemnly, "I will 
never bow to you!" As Cui Zhu was about 
to kill Yan Ying, an assistant of Cui's said, 
"You must not kill him! You killed the king 
because he was not ruling the country well. 
That's why the people of the country did not 
revolt against you. If you killed Yan Ying, 
there will be a lot of trouble." Cui Zhu could 
do nothing but let Yan Ying leave.

 After King Jing became the ruler of Qi 
in 547 BC, Yan Ying became concerned that 
the king blindly trusted Liang Qiuju, who 
was a sycophant. Once, Liang was again 
singing unfounded praises for the king. The 
king was so pleased by the flattery that he 
said that Liang was the most in sync with 
him. Yan Ying came up to the king and 
said, "I see it differently. Liang was only 
flattering you. These are purely words of 
sycophancy. He may agree with you on 
some things, but he is not really in sync with 
you." The king was embarrassed, and said, 
"What's the difference anyway?"

 Yan Ying said plainly, "Of course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ing in sync is like cooking a 

broth. You need water, fire, vinegar, sauce, 
salt, plum, and other condiments. You have 
to mix them well, then boil them. If it's too 
bland, you add some condiments. If it's too 
strong, you add more water. This is how 
you make a good broth. The same is true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king and 
the officials. When the king is right, the 
officials should protect him. When the king 
is wrong, the officials should point it out in 
order to correct the mistake. Only then can a 
country be stable and its political affairs be 
handled properly."

 The king fell silent. Yan Ying then said, 
"Liang Qiuju only wants to please the king. 
Regardless of the matter, he only follows 
what the king says. This is 'agreement,' but 
not in sync. How can this benefit the king or 
the nation? Unfounded flattery only fosters 
self-importance for the king. Listening to 
his words are like adding water to water: 
there is no taste. If a musical instrument has 
only one pitch, nobody would want to listen 
to it."

 The king thought about Yan Ying's words 
for a while and recognized that Yan Ying 
was right. He told other officials, "I have 
long heard that Yan Ying was extremely 
courageous and loyal. Today I finally had 
the chance to see it myself. He was not 
afraid to anger me and dared to say what 
other people didn't dare say. He is one with 
true loy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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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九回（一上）

黛玉後傳
文/黃靚

送到良玉身邊，說：「把紫娟還給你，完

璧歸趙。」丫鬟琴兒忙進屋給五個人遞上

香茶。黛玉問：「這兩天覺得怎麼樣？」

良玉說：「好些了。剛到這裡，就像從清

新的樹林邊忽然到了一間充滿油煙的廚

房，喘不過氣來。你們覺得怎麼樣？」寶

玉說：「我們也覺得不如在山裡舒暢，

可沒有你感覺敏銳，這兩天也慢慢適應

了。」黛玉說：「李伯帶我前後看了一遍

這個房子，很好。共五進院子，前兩進

院子，高大軒昂，很有氣勢，後三進院

子，則精巧別緻，大多是獨立小院，很

適合家居。前面的主人王尚書大概很喜

歡花草，每個院子都專種一種花。你這

院子全是玫瑰，我那裡都是芙蓉，大伯

的院子是牡丹……院子中間的大亭台更

是錦上添花。我很喜歡那高台。等你考

試完畢，咱們到那台上賞月作詩，彈琴

吹笛。」

黛玉又說：「哥，這二十幾天你只管

閉門讀書，外面的事一概不要管。不過

你的文章已經寫得很好，在山裡你們倆

丟失的那一天，我們到你的房間，看了

你寫的文章，篇篇精彩絕倫，奪個前三

甲沒問題，你也不要太辛苦了，確保身

體健康最要緊。」良玉說：「我哪裡會太

辛苦？別人終生追求的就是一舉成名。

什麼書中自有黃金屋，什麼書中自有顏

如玉，什麼鯉魚跳龍門。我根本不是為

這而來的。我只是感到冥冥之中，祖宗

給了我這一差使，我盡力完成就完事

了，並沒想太多。」黛玉說：「你這種心

態最好，記住：無求而自得。」

寶黛回到自己的院子，夕陽把院子

照得紅彤彤，一枝俏麗的芙蓉斜映在窗

子上。寶黛二人坐定，黛玉沉思良久，

說：「咱們把大觀園賣了吧？要救人就要

上下打點，也不知到底要用多少銀子。

我心裡也沒有底。你捨不捨得？」「為了

救人把我賣了都行，只是沒人買我。」黛

玉說：「說的什麼話？什麼把你賣了，把

你賣了，不也是把我也賣了，咱們夫妻

一體。」寶玉連忙道歉，把黛玉抱在懷中

「我剛才把話說急了，怎能把你賣了？賣

了你不就是賣我的命，你就是我的命，

我的……」黛玉說：「你總是纏纏綿綿

的！現在舅父、舅母已是風燭殘年，賈

家的重擔就只有咱們倆個扛了。你可要

做個有擔當的真正男子漢。這事咱們再

商量。」

第二日早晨，去見賈政夫婦，路

上，黛玉說：「咱們還是別賣了。子孫

後代如果知道大觀園是在咱倆手上賣掉

的，我們豈不成了賈府的千古罪人了？」

寶玉想了想，說：「也是！」二人見了父

母，問候畢。黛玉說：「眼下救人的事十

萬火急，幸好，我還有些銀兩，我哥也

說，需要錢用，只管到林府……」話沒說

完，賈政連說：「使不得！絕不能用林家

的銀子！」寶玉說：「救人要緊，哪還顧

得了面子！救出人來再說。」賈政嘆了口

氣，說：「兩次抄家，洗劫一空，家徒四

壁。田產、十成也賣了六、七成，只剩

下祖墳周圍幾百畝了。這房子，是當年

官家蓋的。不能變賣，真的沒法子了。」

寶玉說：「車到山前必有路，爹媽放寬

心！我倆再想辦法。」（待續）

黛玉傾力救親人  良玉實意援賈府

春秋時期，晏嬰在齊國為官。齊莊公

三年，晉國大夫欒盈逃到齊國，莊公盛情

款待他，他對群臣說：「欒盈很有才，我

善待他，想讓他助我成就霸業。」

 晏嬰和欒盈先已經見面交談，他此時

便對莊公說：「欒盈此人工於諂媚，他和

臣交談的時候，臣已感受到這一點了。我

見他對主公極言奉承，無一句真心話。他

如此行事，乃用心不軌，其意非善，主公

還應有所戒備啊。」

 莊公不聽，對欒盈寵信不減。欒盈在齊

交結大夫，遍送賄賂，極力巴結，以至許

多人都被其拉攏，力言其好。晏嬰反覆上

諫莊公，請他提防欒盈，最後莊公煩不勝

煩，竟出語大罵說：「你不知好歹，難道欒

盈和你有仇，你天天跟我說他壞話，我看

所謂的奸人就是你這樣的人了！」

 晏嬰毫不畏懼，他說：「主公喜愛甜言

蜜語，欒盈便投其所好。如果說這樣的人

為忠，那麼這樣的話誰不會說呢？我問心

無愧，卻以之為恥，只有奸惡之人才這樣

不以為然。」

 齊莊公六年，莊公被權臣崔杼殺死，

無人敢去吊唁。晏嬰不顧個人安危，趴在

莊公屍體上大哭。崔杼對晏嬰說：「主公

對你並不重用，你為何哭他？」

 晏嬰正色說道：「忠不諂媚，奸不言

真，我身為人臣，自當盡忠，又豈能只指

責其錯失，而沒有大義呢？」

 崔杼為了鞏固權勢，樹立威信，把滿

朝文武大臣都驅趕到太公廟上，派上千名

兵馬內外把守，逼迫大家宣誓效忠並服從

於他。稍有違迕，即被處死。已經殺了七

個人，氣氛十分恐怖。

 輪到晏嬰了。大家屏住呼吸，只見晏

嬰從容的端起酒杯，義憤填膺的對天悲嘆

道：「可恨！崔杼無道弒君王。凡為虎作

倀、助紂為虐者均不得好死！」說罷，便

一飲而盡。崔杼惱羞成怒，惡狠狠的用劍

頂著晏嬰的胸膛，要他從新發誓。晏嬰毫

不畏懼，厲聲回答：「我晏嬰決不屈服於

你！」崔杼就要下手。這時，身邊的一個

心腹悄悄的對他說：「千萬使不得！您殺

莊公，是因為他無道，國人反應不大，您

如果殺了晏嬰，那可就麻煩事了。」崔杼

無可奈何，怒視著晏嬰離去。

 齊景公繼位後，晏嬰見他寵信梁丘據，

對梁丘據的諂媚之言全然接受，不覺心

憂。一次，梁丘據又胡言奉承景公，景公

對眾臣說梁丘據和他最為和諧，晏嬰就此

上前道：「臣不是這樣看的。梁丘據分明

是無端誇獎主公，全無根據和由頭，這只

是諂媚之言罷了。你們之間只是「同」，而

不是「和」，這豈是和的真意呢？」 景公臉

上無光，只道：「這有甚麼分別嗎？」

 晏嬰直言道：「當然不同了！和諧就像

做羹湯一般，用水、火、醋、肉醬、鹽、

梅等各種調料，經攪拌糅合使味道適中，

先用火燒煮，淡則加料，濃則加水，如此

方能食之味佳。君臣之道也該如此，君主

正確的，臣子應極力維護。君主不對的地

方，臣子也應指出來，以正過失。這樣，

國家才能安定，政事才沒有失誤。」

 景公聽之茫然，晏嬰隨即又說道：「梁

丘據之人，為取主公歡心，不問好壞，

順從主公行事出言，始終和主公保持一

致，這是「相同」怎麼是「和諧」呢？這

樣對主公對國家有甚麼益處呢？無端吹捧

卻會助長主公驕傲之心。聽他之言，如同

在水裡加水，談不上甚麼味道。又好比琴

瑟，只彈一個聲音，沒有人會去聽它啊 !」
 景公聽罷方悟，久思過後，不禁稱

好。他對眾臣說：「早聞晏嬰勇氣過人，

忠義可嘉，今日我終於親眼見到了。他不

怕惹我生怒，敢言人之不敢言，這才是真

正的忠臣啊！」

◎文：李正陽

直言上諫 坦蕩無私

Honest Words for the King

晏
嬰
畫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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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2008 年的全球

金融危機，美國房地產市場遭受

了直接打擊。加拿大和美國的住

房受危機影響有多大 ? 對普通加

拿大人有何影響？

總 部 位 於 薩 斯 卡 通 的

Point2 Homes 公司調查了過去

10 年美加房地產市場的住房統

計數據，分析比較以確定哪個國

家的住房狀況更糟。考慮的主要

指標是平均房價、租金、住房擁

有率和中等收入，以及負擔能力

方面等的變化。

加比美房價上升快2倍

在加拿大和美國，收入的增

長永遠趕不上房地產價格的上

漲。此外，加拿大房價上漲的速

度是美國房價上漲速度的兩倍。

過去 10 年，加拿大的淨收

益僅增長 15%，從 61,072 加元

增至 70,336 加元，而同期平均

房價飆升 56%( 從 304,663 加元

至 475,591 加元 )。

負擔能力和住房擁有率下降

兩國的住房負擔能力都在惡

化，與美國相比，加拿大明顯處

於劣勢。即便如此，加拿大北部

的整體房屋擁有率仍然較高。加

拿大的住房擁有率在經歷了多年

的持續增長並在 2011 年達到歷

史新高 (69%) 後，在 2018 年降

至 67.8%。

負擔能力也在下降，是自

1990 年以來最糟糕的。 2008
年，加拿大的負擔能力比率 ( 即
房屋銷售價格中值除以家庭年收

入中值 )為 4.9，將該國歸入「嚴

重負擔不起」的類別，而十年後

這個比率達到了 6.7，將加拿大

推入了「嚴重負擔不起」的聯盟。

詳見以下 Point2 Homes 的
圖表，更好地說明 10 年間加拿

大和美國房地產市場的變化。

【看中國訊】據 Barclay 地產公司

的報告，2018 年一季度零售商舖空置

率曾達到 5.1% 的高點，之後全年穩定

在 4% 左右的中等水平。

該公司 2018 年度零售物業市場分

析表明，卡爾加里零售物業空置率居高

不下的原因，在於 Sears 加拿大公司倒

閉以及隨後許多零售商舖進入市場。

「到 18 年 三 季 度， 位 於

Southcentre 購物中心的前 Sears 公司

的 一 樓 被 Show Home Furniture 接

手，RioCan 公司將 Sears Home 位於

Brentwood Village 的空間改建成了

住宅樓。到年底，Sears 公司在 North 
Hill Centre 和 Glendeer Circle 的零售

商舖仍空閒。」

該報告稱，Sears 加拿大公司關閉

後，臨街店面空置率與大型購物中心的

空置率增長迅速。

Barclay 公司表示，2018 年新建

零售建築的整體步伐也放緩了，預計幾

個項目的完工交付期將推遲到 2019 年

和 2020 年。

「2019 年和 2020 年，預計將有約

220 萬平方英尺的新商業零售商舖進入

市場。

位於卡爾加里大學區的重大項目 -
由西部大學發展信託基金開發的「大

學區」（University District），一期工

程已經吸引了許多公司簽訂租約，如：

Save-On-Foods、Alt Hotel、Analog 
Coffee，J.Webb Market Wines 和

Cineplex VIP Cinemas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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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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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 
爆發10年後 加拿大vs美國房市

卡城零售商舖空置率居高不下

【看中國訊】上月加拿大

房屋售價平均為 47.2 萬元，

在去年一年中，房價下跌了近

5％。

加拿大房地產協會也於近

日表示，房屋銷售數量也降至

2012 年以來的最低水平。與

前年同期相比，去年 12 月份

的房屋銷售量下降了 19%。

C R E A 總 裁 B a r b 
Sukkau 表 示，「2017 年 12
月許多購房者急於買房，在貸

款壓力測試生效前推高了行

情，從那以後壓力測試對全國

房市的銷售產生了不同程度的

影響，預計今年將繼續對房市

產生影響。」

多倫多道明銀行經濟學家

Rishi Sondhi 表示，數據顯

示房地產市場在去年下半年明

顯「失去了一些動力」。「這

種下降的廣泛性表明，利率上

升和貸款收緊正在影響全國

各地的市場，」他說。他預計

2019 年「與近幾年相比，銷

售量將保持相對較低水平。」

多倫多和溫哥華的房價一

直高於加拿大其他任何地方，

因此這兩個城市推高了全國的

平均房價。如果不算這兩個城

市，上個月加拿大全國平均房

價為 37.5 萬元。

去年加拿大房價
平均下跌4.9%

報告

普通加拿大人，
住在普通加拿大
城市。

普通美國人，住
在 普 通 美 國 城
市。

與2008年比，他
買房要多付56%
，租房多付25%

他的收入
僅增加了
15%

2 0 0 8年他所在
城市住房負擔不
起，現在是「嚴
重負擔不起」

他所在城市住房
還是負擔不起，

他的收入
僅增加了
18%

與2008年比，他
買房要多付24%
，租房多付27%

過去10年加拿大人家庭收入增加
了15%，而美國人稍多(18%）。

家庭收入

負擔比指房價與家庭年收入比例，
數字越大房價負擔不起。

平均租金

加拿大、美國租金上漲接近

加拿大平均房價上漲了56%
，而美國10年來漲幅24%。 加拿大人買一套房比

2008年多花17萬，而美
國人僅多花5萬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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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elle   Cross Stitch 
28 盎司針紋圓碗

Corelle 11 盎司
純白圓碗

德國製造

雙立人牌
7” Rocking Santoku

多功能主廚刀

$69.00
原價：$2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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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加拿大製造

OFF

名牌餐具，實用特惠  , 總有一款適合您的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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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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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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廚房裝修的   廚房裝修的   條小貼士條小貼士
廚房是家居的重地，一個好

的廚房，不僅能給人提供創造美

食的場地，享受烹飪洗滌的便

利，還能給人帶來愉悅的心情。

本文蒐集了 20 條廚房裝修經

驗，希望大家在裝修之前能做好

準備，一起來看看吧。

廚房越小越要有足夠的台面

操作空間

廚房操作台面不宜太小，尤

其對於空間較小的廚房，台面的

操作空間一定要充足。如果空

間有限，可以採用 U 型櫥櫃設

計，最大限度地增加台面面積。

操作台面易髒，盡量使用好

的材質

廚房操作台面容易弄髒，如

果使用人造石的台面，容易浸污

漬，而且很容易磨損。所以不要

為了節省一點小錢，使用人造

石，不妨用石英石！

照明問題要考慮好，備餐區

和烹飪區要分別。

烹飪區要矮點

這樣炒菜不用架著胳膊，舒

服。櫥櫃弄高了，直接導致胳膊

端鍋使不上勁！

備餐區要略高些

這樣洗東西、切菜不用彎

腰，省勁；備餐區略抬高一些，

使用起來也會更舒服一些。

一定要安裝台下盆

水池要選擇台下盆，清潔台

面衛生方便，水一抹就行了。

增加儲物空間

為了增加儲物空間，要有個

大高櫃，把烤箱嵌在中間。這樣

既實用又美觀，用起來還不用彎

腰，省勁。

前後擋水條都要有

最好選擇擋水條和台面是一

次成型的，既美觀又實用。

瀝水架不能少

瀝水架最好不佔用台面；要

可以移動的最好，有水的時候

放在洗菜盆上面，沒水了就移

到其他位置去。

一定要大單盆

大盆洗鍋比較方便，雙盆

的裝修，一般另外一個盆幾乎

沒用過，長期用來濾水了，還

不好搞衛生！

開放式拉籃

把櫥櫃空開一段裝上一個

開放式的拉藍放蔬菜水果，下

面放垃圾桶兼放摸布，實用又

好看。

這樣既增加了台面的空

間，又省了一組地櫃的錢。使

這些不能放冰箱又不適合放在

櫃子裡密存的蔬菜水果就有容

身之處了。

安裝鍋蓋架

使用鍋子的時候，鍋蓋的放

置總是不太方便的，安裝一個鍋

蓋架，好拿好放還省空間。

插頭要多留，多用帶開關的

廚房裡準備幾個插頭非常實

用，使用帶開關的插頭，對電器

盒插座也是一種保護！

一定要有一組抽屜

廚房裡一定要有抽屜，可以

放些零碎的東西，方便使用。

一定要有開放的架子

不是所有的東西（如蜂蜜、

茶葉等）都是放在櫃子裡才方

便；現在宜家那些瓶瓶罐罐買回

家擺在外面，看起來漂亮又使用

方便！

一定要有個放蔥姜蒜的地方

蔥姜蒜放在台面上不好搞衛

生，還是有個專門放的地方好！

適當裝飾

廚房不一定都是鍋碗瓢盆，

也可以適當裝飾，這樣比較有做

飯的慾望。

牆面利用

牆面一定要利用好，能大大

提高儲物量。廚房一般都大不到

哪兒去，加上東西多、雜，很不

好收納。所以一定要利用牆面來

進行收納。

調味品的放置

調味品不要放在櫃子裡，要

放在離灶台近且開放的地方。

調味品放在離灶台近的地

方，拿取都會方便許多，特別

是在煮菜烹飪的時候能節省很

多時間。

垃圾桶最好藏起來

把垃圾桶藏起來就不會影響

整個家的格調了。

來源：網易家居

2020
1 5

6

7

8

9

10

12

18

19

20

13

14

15

16

17

11

2

3

4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Food D3看佳餚2019年 1月17日—1月 23日    第 37期

文：米娜 圖：Fotolia
中國新年將到，媽媽們也開始準備年菜，溫馨熱鬧的火鍋絕對是圍爐年菜首選。

火
鍋

團圓
年菜

火鍋簡單而豐盛
年節吃火鍋，簡單方便，豐

儉由人。可以主題性的準備火鍋

料，如：海鮮火鍋；也可隨興來

個什錦火鍋，愛吃甚麼放甚麼。

鍋底風味選擇多
選擇喜歡的湯頭，作為火鍋

的整體風味，可以喝到好湯，也

令餐桌飄散獨特的食材香氣，例

如：咖哩火鍋、泡菜火鍋等。

醬料畫龍點睛
美味醬料可為火鍋食材添風

味。醬料的選擇，可斟酌鍋底是

否對味，或準備大部分湯頭都可

以搭配的蔥、薑、蒜基礎醬料。

火鍋料理美味秘訣
火鍋湯水不要一次加滿，適

當的水量可縮短烹調時間，享用

火鍋的節奏也會更順暢。

火鍋外圍沸騰度較弱，適合

下肉片。用小火燉煮肉片，更入

味，肉片也較柔軟。

食材下鍋順序：較硬的食材，

提前燉軟。綠色蔬菜則現吃現

涮，保持口感。

傳統沙茶火鍋，使用清澈高湯，

加上炸過的扁魚熬煮成湯底。

同時，沾醬是香醇的沙茶醬加上

蔥、薑、蒜等辛香料。

沙茶火鍋

火鍋湯底：雞架 600g、扁魚 40g、

老薑 50g、水 8L。

火鍋料：海鮮、肉、蔬菜等。

醬料：沙茶醬、醬油、醋、蔥末、蒜

末、辣椒末適量。

食材

火鍋湯底：烘烤扁魚，250攝氏度

烤至金黃。雞架子放入滾水，汆燙約

3分鐘，撈起用清水洗淨瀝乾。所有

高湯食材放入深鍋煮開，去浮沫，微

火續煮 2小時後，過濾湯汁備用。

湯底裝入火鍋，煮滾，依序下火鍋

料，煮熟沾醬即可。

作法

特別風味的火鍋湯底，可在食材

入味方面多講究。例如：泡菜火

鍋可多下豆腐類火鍋料；或沙茶

火鍋可多下魚鮮類。

泡菜火鍋

火鍋湯底：新鮮五花肉 500g、泡菜

500g、蒜泥 1大匙、水 4L、芝麻油

1大匙、青蔥段 2大匙。

火鍋料：海鮮、肉、豆腐、鮮菇、蔬

菜等。

食材

火鍋湯底：五花肉切片。泡菜切

碎。以芝麻油煸香蒜泥、青蔥段，加

肉片，炒至肉變色，取出備用。加泡

菜炒出香氣。所有湯底材料放入深鍋

煮開，去浮沫，續煮20分鐘後備用。

湯底裝入火鍋，煮滾，依序下火鍋

料，煮熟即可食用。

作法

先熬些大骨湯備著，過年期間隨

時取用做成火鍋湯底，方便又美

味。大骨湯火鍋，油脂豐富，用

來煮蔬菜特別油潤鮮美。

大骨湯火鍋

火鍋湯底：豬骨 1,200g、水 8L。

醬料：醬油膏 2小匙、檸檬汁 10cc、

蒜 2小匙、黑芝麻油 1小匙。

火鍋料：海鮮、肉、豆腐、蔬菜等。

食材

火鍋湯底：豬骨用清水沖洗，放冷

水煮，一沸騰即取出，用清水沖洗血

沫。備一鍋冷水，豬骨下鍋，小火慢

燉。一邊撈除表面浮沫，當鍋面不再

有浮沫，可加入其他蔬果食材熬煮成

高湯。

湯底裝入火鍋，煮滾，依序下火鍋

料，煮熟沾醬即可食用。

作法

有效期：2019年1月18日∼1月24日

越南椰青迷你西瓜大甜橙蓮藕

新鮮芥蘭

永達農場走地雞

一級芸豆

妮娜牌去頭白蝦 21/25

藍莓 / 黑莓

海燕牌龍脷魚柳

新鮮涼瓜

小背脊牛排（原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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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女牌泰國香米海燕牌新年糖果 海燕牌米粉

原箱
$3.69/lb

八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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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體質擬定進補計畫

中 醫 認 為「藥 補 不 如 食

補」，頭好壯壯、身強體健、作

息正常的人不須要特別進補，但

是工作繁重、課業壓力大、經常

熬夜加班、容易疲倦、中氣不

足、四肢無力、易感冒過敏、四

肢冰冷循環不佳等虛性體質（血

虛、氣虛、陽虛、陰虛），建議

都可以諮詢合格中醫師，依照體

質擬定進補計畫。

進補是有方法的，不能亂補

一通。多吃一些煲湯、燉肉、火

鍋、海鮮等有助於禦寒，也可以

加些辛辣調味品，如：辣椒、

蔥、蒜等；老年人、體質虛弱

者，不妨選擇瘦肉、蹄筋、烏骨

雞，喝黑豆漿等增強體質；藥膳

湯底可加些蔬菜、菇類等食材取

代肉類，避免攝入太多油脂、膽

固醇；天天大魚大肉並不可取，

容易造成腸胃負擔過重。

以羊肉爐、薑母鴨、藥燉排

骨等藥膳進補，小心勿補過頭或

補錯，否則就會出現流鼻血、頭

痛等上火反應，尤其慢性病、心

《黃帝內經》長壽養生觀

首先，四季變化規律要順

從。《四氣調神大論》中提到：

「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

生死之本也，逆之則災害生，從

之則苛疾不起，是謂得道。」要

長壽，首先就要順應四時的變

化，違反這個規則就災病叢生，

順著這個定律就不會生病。

知道這個原則後，還要按四

季的養生方法：春天萬物生長，

要夜臥早起，多散步，暢生機，

抒情志，恬愉和平，不扼殺生

長壽健康是每一個人

的願望，那麼《黃帝內

經》中有甚麼長壽健康的

指導呢？

冬季

養生

時序入冬，中國人講

究食補，麻油雞、燒酒雞、

薑母鴨、羊肉爐……色香

味俱全，更有養生功效。

俗諺云：「冬令進補，開

春打虎。」趁冬天好好進

補一下，祛寒強身，來年

擁有健康的體魄，為新的

一年好好奮鬥！

冬令進補 開春打虎

機，順應之春陽上升，逆之傷

肝；夏天萬物生長，應夜臥早

起，勿矛盾煩悶，心情愉悅，不

隨意發怒，逆之傷心；秋天萬物

成熟，應早睡早起，神氣收斂，

不與肅殺秋氣相違，反之傷肺；

冬日天寒地凍，陰盛於外，陽伏

於內，應早臥晚起，避寒保暖，

逆之傷腎。《黃帝內經》針對春

生、夏長、秋收、冬藏特點，提

出了以上四時變化規律，使人與

自然合一。

恬淡虛無也是養生的一個重

要原則，「嗜欲不能勞其目，淫

邪不能惑其心」，情志安寧，思

鹹這五味對五臟運轉有直接關

係，飲食不均衡會增加臟腑的

負擔。不偏食，調和得度，五

臟各得其所，才是長壽之道。

在情志上要「精神內守」，

守盈知足而止，神不妄動；情

緒失衡，對身體有傷害，「怒

傷肝、喜傷心、思傷脾、憂傷

肺、恐傷腎」。《黃帝內經》還

有九氣之說：「百病生於氣也，

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

消，恐則氣下，寒則氣收，炅

則氣泄，驚則氣亂，勞則氣

耗，思則氣結，九氣不同，何

病之生？」這九氣之中與情緒

有關的就有怒、喜、悲、恐、

驚、思等，因此，保持情緒穩

定，心緒澄澈清明，對身體最

為好。  

想純淨，精神飽滿，真氣內收，

如此便可以增強免疫力，從而預

防疾病的發生。

「飲食有節」更是盡享天年

的一個重要條件，因為《黃帝內

經》中提到：「飲食自倍，腸胃

乃傷。」飲食過量，消化不良，

筋脈瘀滯，氣血流化失常，身體

容易衰敗。現在的人毛病多，與

生活習慣不良有關，「今時之人

不然也，以酒為漿，以妄為常，

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

其真，不知持滿，不時禦神，務

快其心，逆於生樂，起居無節，

故半百而衰也。」確實以酒為

漿，欲竭其精，起居無節，半百

而衰。

飲食除了要有規律，不暴飲

暴食，不偏食以外，還要符合五

味平衡的原則，「酸先走肝，苦

先走心，甘先走脾，辛先走肺，

鹹先走骨。」酸、苦、甘、辛、

◎  文：鄧正梁 （正梁中醫診所院長）

◎  文：趙明鳳

血管疾病患者更要注意，最好先

諮詢中醫師為宜。

進補前先養脾胃

現代人多外食，應酬、聚餐

亦多，飲食習慣不良，例如：飲

食過度、三餐不定時、經常冷熱

夾雜，加上工作壓力大、精神緊

張等，往往造成脾胃受損，腸胃

運化能力失靈，身體不能真正吸

收營養。

進補前須先養脾胃，否則不

僅無效，反而增加脾胃負擔。如

有腹脹、疲倦、泛酸、噯氣、口

淡、不思飲食、易拉肚子等脾胃

虛寒的表現，更要注意調理，情

況嚴重者可找醫生對症治療。

中藥四神湯方有調理脾胃的

功效，脾胃健康了，進補的效果

才能事半功倍。取茯苓、芡實、

蓮子、山藥等比例，可加入薏

仁。先將藥材浸泡 1 小時，將

排骨或瘦肉、豬肚同四神湯藥材

一起放入鍋內，加水以大火煮沸

後，再用小火續煮至燉熟。

手腳冰冷者適合茶飲

冬季容易手腳冰冷也可以透

過進補來改善，飲用「枸杞桂圓

紅棗茶」有不錯的效果。枸杞能

預防動脈硬化，桂圓補心脾、益

氣血，紅棗補中益氣、養血生

津。將枸杞 1 錢、桂圓 1.5 錢、

紅棗 1 錢，加入 400c.c. 熱水沖

泡，可重複沖泡飲用。要注意的

是：有感冒症狀、喉嚨發炎、口

乾舌燥、火氣大者不宜飲用。

此外，按摩肚臍下方約 2
個指頭距離的「氣海穴」、肚臍

下方約 4 個手頭距離的「關元

穴」，和腳底上的「湧泉穴」有

助於促進血液循環，溫暖身體。

多吃溫補腎陽的食物

冬季冷，多吃溫性、熱性，

尤其是溫補腎陽的食物，可以提

高人體的耐寒能力。

適宜選擇容易消化，富含

蛋白質、維生素的食物，例如：

牛、羊、雞肉和豬腰，還有蛤、

鯉魚等肉類；韭菜、大蒜、蘿

蔔、生薑等蔬菜；玉米、小麥、

糙米、黑豆等豆類；栗子、核

桃、桂圓、芝麻等果品。

進補食材適宜選擇脂肪比較

少的肉類，例如：魚肉或者去皮

的肉類。肉類先燙過，清除浮油

再加入其它材料去煮；雞湯類可

以先冰一晚，去除上層凝結的油

脂再喝；麻油和酒的熱量均比較

高，適當添加即可。

還有，忽冷忽熱的天氣不宜

進補，反而會上火，造成脾、胃

負擔，出現便秘等症狀，待持續

低溫時再吃薑母鴨、十全大補湯

等較佳。

慢性病患進補要項

慢性病患進補也要注意，高

血壓、腎臟病患者不要吃太鹹，

以開水稀釋後再喝湯，或者煮其

它的食材，可以減少鹽分的過度

攝取；還有沾醬、調味料也要節

制，例如：吃羊肉爐時以蔥、

薑、蒜、辣椒取代鹽分較高的豆

腐乳醬；薑母鴨、羊肉爐等可以

當作正餐，但肉類吃 3、4 塊即

可，多搭配蔬菜、五穀類等增加

膳食纖維的攝取，且多吃水果。

腎臟病患要限制鈉、鉀離子

的攝入，最好不要吃進補鍋類，

即使是養生的蔬菜湯，蔬菜也會

溶出鉀離子在湯內，最好只吃料

不喝湯。痛風患者也不要喝補

湯，因為大部分肉類燉煮的湯，

普林含量較高，有些湯又有加米

酒，會抑制尿酸的排出。

糖尿病患者要注意主食分

量，吃進補鍋類時，要限制五穀

根莖類的總攝取量，以免血糖飆

升。消化道潰瘍、慢性胰臟炎、

酒精性肝炎患者，不能吃高油脂

或加酒的進補鍋類，否則湯喝多

了，容易惡化、發炎。

補過頭有害健康

藥膳分為溫補、平補、清

補，體質偏燥熱者過度溫補會上

火。身體狀況不佳時，如：感冒、

發燒、喉嚨發炎、身上起疹子時都

不適宜吃補。

紅斑性狼瘡、僵直性脊椎

炎、類風溼性關節炎等自體性免疫

疾病患者，過度吃補會增強不正常

細胞活性，吃多反而傷身，千萬不

要天天進補，一般民眾 1週也不要

超過 3次。

最適合全家人食用的補品是

四神湯，性味平和，可以開胃補

脾，促進營養吸收。經常熬夜、嘴

破、便秘、長青春痘的人，要少吃

薑母鴨、羊肉爐等較容易上火的補

品，還是適合以四神湯進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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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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 1月 23 日

$

10 lb red potatoes 紅土豆 25 lb onions 洋蔥Celery 芹菜

Roma tomatoes 羅馬蕃茄

Rutabagas 蕪菁甘藍

Ambrosia apples 聖芳蘋果 Navel oranges 臍橙 Grapefruit

$498
ea

$078
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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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8
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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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lb 25lb

$098
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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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柚子

$298
ea098

ea
$ 068

lb
$

088$
lb

$

10 磅裝 25 磅裝

【看中國訊】新的一年到

來，加拿大最新與納稅者有

關的稅收法規也發生了不少

的變化，對華人的荷包影響

不少，所以真得好好去研究

看看。海外中文媒體引述加

拿大《CBC》消息，變化主要

有以下這些。

免稅額增加

1. 每位加拿大納稅者的

個人所得稅免稅額被提高至

12,069 加元。

2. 每位加拿大人能存放

到自己免稅存款帳戶的一年

供款額度，從 5,500 加元提

高至 6,000 加元。

提高退休金供款

1.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

開始，加拿大打工者所要繳

納的退休金供款從 4.95% 提

高到 5.1%，且在今後 5 年每

年逐漸上調，到 2023 年則是

5.95%；要繳納退休金供款的

年收入範圍為 3,500 加元到

5.74 萬加元。

2. 失業保險金的供款將

減少。從 2019 年 1 月開始，

每 100 加元的收入繳納從

1.66 加元減至 1.62 加元。

3. 增加低收入打工者的

稅收優惠：把單身低收入打

工者稅收優惠額度增加 300

元、提高到 1,355 加元；把

低收入單身家長或者夫妻家

庭的打工者稅收優惠額度增

加 400 元、提高到 2,335 加

元。不過，低收入打工者要

等到填報 2019 年稅表時才能

拿到優惠。

徵收碳排放稅

聯邦政府在全國範圍內實

施碳排放稅，此決定將導致汽

油零售價和天然氣價格全面上

調。預計在實施的省內，每公

升汽油將上漲 4.42 分，每立

方米天然氣將上漲 3.91 分，

而液化天然氣價格每立升將上

漲3.1分。

對那些沒有實行碳排放

稅的省區，聯邦政府表示將

會強制徵收碳排放稅。從 1

月起對消耗大量化石燃料之

公司企業徵收每噸溫室氣體

20 加元，且會在今後幾年中

每年增加 10加元，直到 2022

年達到每噸溫室氣體徵收 50

加元的水準；至於對消費者

徵收的化石燃料碳排放稅則

將從 2019 年 4 月份開始。

同時聯邦政府也承諾為

受影響的省份提供家庭補

助，具體補助額度取決於所

在的省份跟家庭成員的多

少。以家庭人口平均是 2.6

人計算，安大略省的家庭可

得到一年 300 加元的補助、

新布倫瑞克省的家庭是 248

加元、曼尼托巴省的家庭是

336 加元，而薩斯喀徹溫省

的家庭是 598 加元。

減輕小企業稅

此外，加拿大的小企

業、小公司經營者會看見

稅收負擔被減輕。 50 萬加

元以下年收入的聯邦稅率

從 10% 被 下 調 到 9%， 但 如

果他們不把自己的「被動收

入（Passive income）」用做

生意投資或支付經商成本，

且其被動收入超過 5 萬加

元，則會失去這項低稅率的 

機會。

自由黨聯邦政府這一規

定的目的是敦促小企業將被

動收入也用來投資擴大自己

的生意或者增僱員工。依加

拿大財政部的估算顯示，小

企業的平均年收入是 10.7

萬加元，這等收入規模的小

企業在 2019 年可獲得減稅

1,600 加元的好處。

【看中國訊】洗錢是銀行大

忌，為了防範客人洗錢等不法

行為，在國稅局（IRS）跟執法

機構找上門之前，一些大銀行

都有專門的審計部門，甚至各

分行都有專人緊盯每天的流水

帳目。不過各家銀行衡量的標

準不盡相同。

金額不是被關注的主因

據海外中文媒體報導，一

名學校研究員帶著 1 萬 5000 元

的現金去銀行櫃檯存款，櫃員

詢問來源，該研究員以「薪水」

應答，雖然當時櫃員並未過多

詢問，但是當天匯總的時候遭

到銀行上層主管「關注」，並

提出質疑，為何學校發的薪水

是現金？看似一個小動作，引

發的結果就是，高層考慮是否

要查他的帳戶。

同樣是存現金，為什麼有

的客人帶了 5 萬元去存，卻可

以安然無事？在美國加州聖蓋

博谷某主流銀行工作的陳先生

解答，他常常接待新移民或來

美生子的孕婦，他們從海外抵

美，攜帶大筆現金很正常。如

果在入境美國時按照規定於海

關處有申報，那就更加合理。

陳先生建議說，如果要存

錢最好去銀行櫃檯，工作人員

會按照規定詢問資金來源，如

實回答即可，切勿刻意隱瞞。

但如果是當地的居民，不時得

到一大筆現金，又到銀行存

款，就有洗錢嫌疑，銀行會質

疑為何頻繁出現這麼多的現金。

「螞蟻搬家」像極了洗錢

陳先生還指出，即使有一

大筆現金，一次存入好過於分

幾次慢慢「搬磚」。因為中國

有外匯管制，許多想在海外置

產的個體戶無法一次性匯出大

筆資金，只能像螞蟻搬家似找

人頭，每個人打 5 萬元，多則

分成好幾十人。銀行業的審計

部門只會覺得幾十個不同戶頭

的錢全部都存入同一帳戶中，

「像極了洗錢」。

不恰當存款惹麻煩

有些銀行非常敏感，不恰

當的行為就很容易引起銀行關

閉這位客人的所有帳戶，並永

久謝絕其業務。不恰當行為包

含經常存入大筆現金，存入大

筆現金之後馬上匯入另一帳

戶，又或是為了避免存入逾 1

萬元要向銀行報備，而分好幾

次存入不超過 1萬元的現金。

例如，謝同學的生活費和

學費都來自中國的父母，每次

有假期就回國，出入境頻繁，

因此她都直接人肉學費和生活

費，不需要通過銀行匯款。加

上她每次為了省事，均在自動

提款機上存錢，終於有一天她

收到銀行的來信，信中讓她在

規定日期內，必須將帳戶裡的

錢全部取出。因為銀行決定要

關閉她所有儲蓄帳戶和信用卡

帳戶，就是銀行不再受理她的

任何業務。她前往銀行詢問，

工作人員也無能為力，並表示

她只能去別家銀行開戶。

陳先生指出，其實銀行也

非常害怕客人這些行為會為自

己帶來麻煩而惹出醜聞，因此

寧願錯殺一百也不放走一個。

這些客戶如果在某一銀行被關

帳戶，可以去其它家銀行開

戶，畢竟每家銀行的審核標準

不同。但如果客戶是涉嫌詐騙

而被列入黑名單，所有銀行均

不會再受理，因為都有一份共

享的「黑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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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rge Sweet Mandarin

Romaine Lettuce Spaghetti Squash

大甜橘

羅馬生菜 Limes

Head LettuceLemon

青檸檬

西生菜

大菠蘿

Butternut Squash 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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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llow Onions 黃洋蔥

意大利面瓜

$   .00/ 5 個

$   .00/ 10 個

$   .00/ 2 個$    .99/ 袋 1

1 

13

1月 16日特價商品

1月 14日特價商品

Eggplant Jumbo Pineapple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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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9/ 個3

$      .00/ 箱5 (18 磅 )(25 磅 )
$     .49/ 磅

$     .49/ 磅 $     .99/ 磅

0

0 0

本週特價

華人存錢被關帳戶？
如何避免被銀行「關注」加拿大2019

最新稅務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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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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 週
好 去 處好 去 處

Community Calendar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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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加拿大冬運會火炬接力
MNP 加拿大運動會火炬接力是加

拿大運動會的重要一項，在過去 51 年中

聯合了全國多個社區。該活動從加拿大

渥太華國會山莊 Centennial Flame 正式

開始，途經加拿大 40 個社區，然後抵達

Red Deer 舉行開幕式。火炬接力一共經

過 48 個社區，26 個火炬接力站以及 22
個慶祝地點。

時 間： 週 五，1 月 18 日 上 午

11:30 ～下午 3:30
地址：8 Avenue 在 1 Street SE 和 3 

Street SE 之間

地點：Stephen Avenue 步行街

網址：www.canadagames.ca

卡城Seton公共圖書館 
開館儀式

位於 Brookfield Residential YMCA
的 Seton 圖書館，卡城公共圖書館希望您

和家人加入本週末的 Hopewell 早教學習

中心的正式開館儀式。這個學習中心是給

孩子們提供的場地，包括一架由 Hangar
飛行博物館提供的真正的直升飛機。慶祝

活動包括為家人特別準備的講故事活動，

以及免費的手工活動等，小吃、遊戲、抽

獎等等！

時間：週六，1 月 19 日上午 10 點～

下午 1 點

地點：Seton 圖書館，4995 Market 
Street SE

網址：calgarylibrary.ca/news/seton-
library-opening-soon/

卡城農貿市場 
Frosty生日聚會

一起和雪人 Frosty 嬉戲玩耍吧！上

午 10 點：一位冰雕藝術家用巨大冰塊雕

鑿出一件獨特作品；下午 1:30-2:00，卡

城最受歡迎的魔術師 Chirstopher Cool
會來到現場為孩子們表演。Frosty 會在

市場巡迴走動，你有機會祝他生日快樂，

並和他拍照留念。

時間：週六，1 月 19 日上午 10 點～

下午 2 點

地 點：Calgary Farmers’ Market: 
510, 77 Ave SE

網 址：calgaryfarmersmarket.ca/
events/details/frostys-birth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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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檯收銀員，
懂少許英語，
薪優糧準。

請致電 Alex：
403-923-1433（英語）

NOYPI  MEATS

唐人街肉店
108 3 Ave. SE. Calgary

403-923-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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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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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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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403-277-3328
地址：Bay4, 2111 Centre Street NW

楊氏中醫推拿保健中心

頸、肩、胸、腰疼痛？肌體麻木？

歡迎到本中心諮詢體驗。

本中心誠聘有 2200 小時資格、英語流利、
技術嫻熟的按摩師，待遇優厚

見效快
接受公司

保險
中醫傳統獨特拉筋推拿

經絡踩推

深層肌肉推油按摩

足底按摩

結合楊氏祖傳方藥薰蒸、外敷。

NOYPI 
MEATS

唐人街
肉食公司

唐人街肉店
Nopyi Meats

龍城 
Dragon City

3 AVE SE

4 AVE SE

C
EN

TER
 ST

403-923-1433NOYPI 
 GRAND OPENING

新店開業

大酬賓！

4 AVE SE
 七天營業 OPEN SEVEN DAYS  早 8AM-晚7PM 108-3AVE SE CALGARY 

was 原價$2.99/LB
Now 特價 $2.29 /LB

was 原價 2.99/LB
Now 特價 $1.89 /LB

was 原價$4.99/LB
Now 特價 $3.39/LB

was原價 $3.99/LB
Now 特價 $2.49 /LB

was原價$2.99/LB
Now 特價 $1.89 /LB

was 原價$7.99/LB
Now 特價 $5.59 /LB

was原價$3.19/LB
Now 特價 $2.69 /LB

was 原價$4.99/LB
Now 特價 $3.19 /LB

was 原價$2.99/LB
Now 特價 $1.99 /LB

was 原價 $2.99/LB
Now 特價 $2.29 /LB

was原價 $2.19/LB
Now 特價 $1.39 /LB

梅頭肉
Pork Shoulder

牛仔骨
Beef Short Ribs

小雞腿
Chicken Drumsticks

連背雞腿
Chicken Legs

w/Back

豬脾瘦肉

Pork Leg

Now 特價 $5.59 /LB

豬扒
Pork Chops

雞中翼
Chicken Wingettes 雞翼槌

Chicken Drumettes

五花腩
Pork Belly

排骨
Pork Ribs

雞全翼
Chicken Wingettes

小雞腿
Chicken Drumsticks

was 原價$2.19 / LB
Now 特價 $1.19 /LB

雞脾肉
Deboned 

Chicken Thigh

（原華興肉食舊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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