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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一百多年的生物大騙局
The biggest scam in biological history 
that lasted over 100 years

A8 漢武大功是窮兵黷武嗎
Emperor Wu of Han of China
& President Trump

C2 超級間諜金無怠的潛伏生涯和意外下場
Larry Wu-Tai Chin,former CIA analyst who spied 
on the US for China and his story

週三，在街頭抗議的示威者

喊著「馬杜羅下臺」的口號，反

對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的社會

主義政府，表示他們厭倦了委內

瑞拉不斷上升的通貨膨脹、基本

生活用品短缺和家庭逃難。瓜伊

多宣誓就任臨時總統，並向民眾

宣稱，他將接掌國家行政權力，

成立過渡政府，並舉行大選。

分析家普遍認為，現在決定

委內瑞拉命運的關鍵因素，將

是其國軍方的立場與動向。現

任總統馬杜羅因操縱選舉，於 1

週三（1月23日）委

內瑞拉民眾在首都卡拉

卡斯集會，反對總統馬杜

羅政府。在這場大規模抗

議示威活動中，委內瑞拉

反對派領導人、國民議會

主席胡安．瓜伊多(Juan 

Guaido)宣布自己就任臨

時總統。美國總統川普

(Donald Trump)及美洲

國家組織立即宣布承認瓜

伊多。

 記者林佳綜合報導

 委內瑞拉 
 北京再失老朋友？

月 11 日開始第二任總統任期。

為拉攏軍方和換取軍方支持，馬

杜羅給軍方將領授予關鍵的經濟

職位，如現任軍方的一名總司

令被同時任命為國有石油公司

（PDVSA）的負責人。

在此之前，馬杜羅政府與北

京的關係緊密。此番變動，令外

界關注，委內瑞拉新政府是否會

追隨川普政府的方向，與北京的

外交關係是否會生變？

美國支持 多國跟進
美國總統川普週三正式承認

胡安．瓜伊多為委內瑞拉臨時領

導人。白宮官員強調，如果馬杜

羅暴力鎮壓抗議者或是對臨時總

統瓜伊多採取行動，那麼華盛頓

可能會加強對馬杜羅政府成員的

制裁。川普政府也不排除採取海

上封鎖或其它軍事回應。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週三一

份聲明中表示美國將支持瓜伊多

建立過渡政府，為選舉做準備。

聲明說：「美國呼籲馬杜羅下

臺，讓位給反映委內瑞拉民意的

合法領導人。」

美國還希望其它國家承認瓜

伊多。截止發稿時間，加拿大、

阿根廷、巴西、智利、哥倫比

亞、哥斯大黎加、瓜地馬拉、宏

都拉斯、巴拉圭、秘魯與美洲國

家組織（OAS）承認瓜伊多為

臨時總統。墨西哥目前仍承認馬

杜羅政府的合法性。

一天之前，美國副總統彭斯

向委內瑞拉人民發布了一段視

頻，支持那些反對馬杜羅政府的

人。彭斯說：「我們將和你們在

一起，直到恢復民主，直到你們

恢復與生俱來的權利。」

查韋斯和馬杜羅的 
左翼政府

委內瑞拉人口 3111 萬人，

石油已探明儲量多達 3000 億

桶，居世界第一位。天然氣、高

品位鐵礦石、煤、鋁土礦等資

源也儲量驚人。在這樣一個曾

經富得流油的國家，目前有超

過 10%人口因饑荒而紛紛外逃。

其國民甚至一日一餐也是奢望。

有調查顯示，當地 75% 的民眾

在去年體重平均下降了11公斤，

兒童營養不良現象非常嚴重。過

去四年，委內瑞拉的 GDP 大跌

35%。在 2016 年，委內瑞拉消

費物價上漲了 800%，100 元面

值的貨幣在黑市上僅僅價值 2
美分。（下文轉 A2）

瓜伊多就任委內瑞拉臨時總統。(gettyimages)

委內瑞拉 承認瓜伊多的區域 承認馬杜羅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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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大陸

自媒體新聞實驗室 22 日發表名為〈搜索

引擎百度已死〉的文章，瞬間引發廣泛討

論與傳播。

文章指出，最近半年來，在百度首頁

搜尋結果有一半以上會指向百度自家產

品，尤其頻繁出現的「百家號」，而百家

號充斥著大量營銷和質量低劣的內容，導

致百度搜尋結果內容質量大幅下滑。

文章舉例說，如百家號的文章〈美國

中情局向本拉登家族致歉〉，來源是專門

製造假新聞的網路媒體；英國脫歐，除第

一條是百度百科外，第 2、4、5、7 條均

是百家號文章；使用關鍵字搜索美國總統

川普（特朗普），結果超過一半信息來自

百家號。

「百度已經不打算好好做一個搜尋引

擎了，它只想做一個營銷號平臺，把希望

來搜尋內容的人全都變為自家的流量，之

後再變現。」文章強調，「作為搜尋引擎

的百度已死。Baidu.com（百度網址）已

經不是你尋找中文網際網路內容的地方，

而是百度自家的站內搜尋；它將你引向的

不是中文網際網路中的優質精神食糧，而

是囤積在自家的腐臭變質內容。」

文章最後以「悲哀」形容大陸網路，

「偌大的中文網際網路現已墮落到如此境

地，連一個搜擎都沒有了。」

對此，百度 23 日在官方微博發出聲

明稱，目前百度搜尋結果中，百家號內

容佔比小於 10%，並稱自媒體平臺現有

190 萬的創作者。

上述文章作者隨後在微博回道，「全

站比例沒有太多意義（而且百家號佔全

部內容比例居然有近 10% ？），大家搜

索一般只看前兩頁。如果能給出第一頁的

結果佔比會更有說服力。」

其實早於 2016 年，大陸「魏則西事

件」就已讓百度陷入廣告醜聞。

曾有百度離職員工爆料，百度推廣誰

出錢多，誰的網址就排位高，其中「北京

普通一家莆田系醫院，每天的推廣費都達

數萬元」。大陸醫療業，每日都可為百

度提供上千萬元的廣告費。

事實上，百度成立之初，是為了取代

國際知名網路平臺谷歌（Google）。谷歌

早期因不願配合中國大陸的審查制度而選

擇退出中國大陸市場。

至於百度，由李彥宏、徐勇於 2000
年 1 月 1 日在北京中關村創建。據海外

媒體披露，百度早年能在中國大陸立穩腳

跟，與薄熙來和周永康關係密切有關。不

過，自前重慶公安局局長王立軍 2012 年

逃亡美國領館、周永康和薄熙來等人紛紛

落馬後，百度負面消息開始陸續曝光，甚

至傳出百度總裁李彥宏受到人身限制。

看 委內瑞拉巨變 北京再失老朋友？
（上文接 A1）
委內瑞拉經濟的迅速滑落起

始於左翼政治人物查韋斯的執

政。查韋斯在 1998 年 12 月當

選總統後，推行「21 世紀的社

會主義」和國有化進程，同時壓

制反對派、通過修憲公投擴大總

統權力。自此，委內瑞拉國有化

浪潮席捲各個行業，從大米加

工、咖啡、超市、水泥、電信、

電力、鋼鐵到銀行—雖然國民享

受到免費醫療、免費教育，200
萬套免費住房，但共產主義天堂

並未就此實現。相反，腐敗迅速

滋生，消耗國家資源，佔據整個

國家外匯收入 95% 的國營委內

瑞拉石油公司 PDVSA 成了查

韋斯家族提款機。外資大企業也

收歸國有，導致國家信用潰敗，

跨國公司逃逸。

查韋斯 2013 年患癌症死

去，死前欽點的接班人為他的司

機馬杜羅。馬杜羅繼承了查韋斯

的獨裁與腐敗。儘管馬杜羅的反

對率高達 80%，但他在最高法

院安插了自己的親信，否定了反

對派的議會，這樣他可以執政到

2024 年。

北京的老朋友

北京於 1974 年與委內瑞拉

建交，兩國貿易於 1999 年以前

少於 5 億美元，2009 年已達 75
億美元。 2014 更升至 138.9 億

美元。查韋斯當政以來，委內瑞

拉與中國之間，政府與軍方高層

的互訪也大量增多。續任總統馬

杜羅多次前往北京求援。

據報導，馬杜羅政府上臺

後，中共成為委內瑞拉的主要

武器供應者。報導稱，2013 年

以來，委內瑞拉購買武器的最

大合同是和北京簽署的。《金

融時報》披露，2002 至 2016 年

的十五年間，中國累計為委內瑞

拉提供約 1,250 億美元貸款。中

國成為委內瑞拉重要的海外經濟

生命線，不僅提供用石油做擔保

的貸款，並通過其它合同和投資

進行交易。另外，在政府的宣傳

下，大批中資國企以及私企紛紛

投資委內瑞拉。根據中國商務部

的數據，從 2012 年開始，委內

瑞拉成為拉美國家中接收中國

投資最多的國家，達 20.43 億美

元，上一年有 5.01 億美元。

2018 年 9 月有報導稱，委

內瑞拉欠中方貸款為 200 億美

元。加之中國民營企業的損失，

中方在委內瑞拉累計的 1,250 億

美元投資打了水漂。

儘管中方的投資損失慘重，

但似乎無損兩個政權緊密的聯

繫。 2018 年 9 月 14 日，習近

平在與馬杜羅的會晤中稱，「中

方始終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看

待和發展中委關係。當今世界不

穩定、不確定性增多。面對新形

勢新挑戰，中委要協力增進友好

互信，創新推進互利合作」。

後一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刊

文稱，中國要永遠做這些發展中

國家可靠朋友和真誠夥伴。

美國後院接連變天

美國的後院一直不那麼太

平。在拉美和南美，古巴、委內

瑞拉、秘魯等多國左翼勢力至今

仍不可小覷。

但在 2018 年，世界政壇的

不少變化似乎在呼應著美國川普

政府的心願。美國前總統理查

德．尼克松曾說過：「巴西走向

哪裡，拉美就走向哪裡」。去

年 10 月 28 日被稱為「巴西版

川普」的波索納羅勝出、當選新

一任總統。巴西作為拉美最大的

經濟體，其政體向右轉的走向對

區域的影響力不可忽視。

川普曾在去年 9月的聯合國

大會上說：「社會主義對權力的

渴望導致了擴張、入侵和壓迫。

世界上所有國家都應該抵制社

會主義及其給每個人帶來的苦

難。」他當時特別提到了委內瑞

拉的例子，「我們正在目睹委內

瑞拉的人類悲劇。超過 200 萬人

逃離了社會主義馬杜羅政權，以

及支持該政權的古巴贊助者。」

現在委內瑞拉政局的巨大變

動有可能會令北京失去一個老朋

友，或許會給走在十字路口的其

它國家更多的啟示和契機。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委內瑞拉前總統馬杜羅。

網文「百度已死」 熱傳引爆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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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華裔知名物理

學家張首晟去年底「意外

離世」後，獲北京官方高

調紀念。外界一直猜測，

張首晟之死與美國對當局

「千人計劃」這項招募海

外科技人才的質疑和調

查有關。前中共統戰官員

程干遠對美媒解密該「計

劃」內幕，指張首晟陷入

太深。

記者林中宇綜合報導

復旦大學與張守晟 （《看中國》合成，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程干遠說，當時物理二繫在

全國報考的人才中挑選一些家庭

背景沒有問題的尖子，其中不少

是紅二代。江澤民的長子江綿恆

1977 年畢業於復旦大學物理二

系，後赴美留學獲得博士學位，

回國後官至中國科學院副院長。

1978 年，15 歲的初中畢業

生張首晟考入物理二系，並在一

年後被校方選拔赴德國公派留

學。待了一年轉到美國，直接由

楊振寧帶為博士生。

程干遠還說，盜取西方技術

是黨內部多年來一直明確的目

標，只不過現在把「千人計劃」

公開了，也等於是暴露了。

去年底官方內部突然下

令，不得再明確提起這個計

劃。但據英國《金融時報》1 月

16 日報導說，有近期申報該計

劃的人士和公務員表示，該計

劃目前仍在進行。最新一輪申

報是在去年 12 月。

去年，名列「千人計劃」名

單的美國通用電氣公司電力部主

工程師鄭小清，因涉嫌盜竊公司

機密數碼文件，提供給通用電氣

公司的中國競爭對手被聯邦調查

局逮捕。另一個是曾在美商業

部下屬的海洋大氣管理局 / 大西

洋海洋和氣象研究所（NOAA/
AOML）工作的王春在，於邁

阿密一家聯邦法庭被判刑。他被

控在美國商業部下屬的的海洋和

大氣管理局工作期間接受別國的

酬薪。而王春在對此承認有罪。

張首晟
與復旦物理二系的秘密

而同屬「千人計劃」的美國

華裔知名物理學家張首晟去年

12 月 1 日「意外離世」，正好

與華為財務高管孟晚舟在加拿大

被捕發生在同一天。

據悉，張首晟是華為合作研

發晶元的重要人物。網路曝光華

為公主孟晚舟與張首晟有頻頻見

面的記錄。網上消息指，在張首

晟自殺那一天，有美國 FBI 到
其實驗室約談，而這或許是壓倒

其內心的最後一棵稻草。而此前

一天，他曾和孟晚舟一同參加了

一個晚宴。

有評論認為，也可能是當局

害怕張首晟被抓後，參與「千人

計劃」、兩面通知的科技間諜也

就曝光，乾脆把張首晟直接幹掉。

美國之音 1 月 23 日報導，

旅居美國的前中共統戰官員程

干遠說，張首晟在政府的「千

人計劃」中「陷得很深」，早在

1978 年 15 歲的他考取上海復

旦大學物理系的那天起，他就成

為中國獲取西方技術情報戰略的

一部分。

程干遠說，70 年代末 80 年

代初，鄧小平搞改革開放，目的

是為挽救專制政權，讓政權不至

於崩潰。那時候，他們就制定了

一個計劃，派一批精幹的技術人

才到西方留學。

他 說：「現 在 講『千 人 計

劃』，當時沒有一個明確的名

字，就說要培養一批精幹的技術

人才到西方去，盜取技術情報。」

程干遠 50 年代畢業於復旦

大學法律系，他告訴美國之音，

那時復旦大學有個物理二系，對

外以大學的面目的出現，對內稱

作核物理系。他通過學校內部渠

道獲知，這個科系實則由公安部

情報系統主管。

跨國賣淫集團
主謀被捕待引渡

【看中國訊】近日，一名 46
歲的華裔男子陳宗濤（音譯

Zongtao Chen， 英 文 名 Mark 
Chen）被加拿大警方逮捕，正

在等待被引渡到美國接受審訊。

據《BCBAY》援引加拿大多

倫多警方公布的消息：嫌犯為一

個大型跨國性交易團夥的主謀，

在眾多同謀的幫助下，在美國、

加拿大和澳洲等 20 多個城市經

營「妓院」，客戶名冊上有 3 萬

多人。參與這次活動的包含了聯

邦調查局和美國的幾十個警局的

執法部門。

這些城市包括了南加州的安

納罕、洛杉磯、棕櫚戴爾、聖地

亞哥等等。在這些城市中，都會

有一個叫「老闆」（BOSS）的

人管理一些酒店或公寓大樓當做

賣淫窩點。

去年 8 月，美國聯邦調查

局 FBI 聯繫了多倫多人口販賣

執法小組，調查稱有一組織的賣

淫集團主謀陳宗濤居住在多倫多

地區，其被指控從中國招募女性

到北美從事賣淫活動。

1 月 15 日，多倫多警方終

於在連串列動中逮捕了這名跨國

賣淫集團的主謀陳宗濤，並於

1 月 16 日在多倫多高等法院出

庭。美國政府已經申請將其引渡

到俄勒岡州受審。

目前，該案中的 4 人均已

被捕，他們將在波特蘭聯邦法

院、河濱縣的加州中區聯邦法院

出庭，另外 2 人仍然在逃。

警方透露，他從中國招募賣

淫女子，並將她們分送到各地進

行賣淫活動。

報導稱，一些受害者已被送

往當地的相關機構接受幫助。

美國聯邦政府表示將繼續追

逃那些利用弱勢受害人盈利的罪

犯，並解救更多的受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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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雅聯排別墅 978～1920平呎 • 單車庫及雙車庫供選 • 低密度、寬敞光猛及無敵美景

第一期,5 0 %已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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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未能「救火」貿易戰

據中共官方消息，王岐山於

1月 21日至 24 日訪問瑞士，並

出席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 2019
年年會。

香港《南華早報》1月 5日曾

報導，美國總統川普可能在瑞士

達沃斯論壇期間和王岐山會面。

但川普 1月10 日在社交網絡上

發文，宣布取消達沃斯行程。

據福克斯等多家媒體報導，

在達沃斯論壇期間，王岐山的隨

行人員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談到

了中美貿易問題。方星海聲稱，

中國也反對強迫技術轉移和偷竊

知識產權。「我們可以坐下來，

討論這些事情。」

他還說，中國願意和美國討

論所有美國提出的問題。「我們

的整體目標是同美國在經濟以及

其他領域擁有一個合作的關係。」

而王岐山見諸公開報導的言

論暫未見觸及中美貿易戰。

去年以來中美之間的貿易衝

突持續升級，直至習近平和川普

在去年 12月1日達成休兵 90 天

協議，中美雙方確認今年 1月將

舉行貿易會談。

分析人士估計還將有一場持

久戰。 2018 年 12月18日，習近

平也在改革開放 40 年大會上聲

稱要準備應對「驚濤駭浪」。

王岐山一直有「救火隊長」

之稱，被指專門協助處理艱難的

工作。不過，王岐山介入貿易戰

的公開動作並不多。

在美中貿易戰爆發以來，王

岐山多有常規性地履行國家副主

席的工作，會見一些無關緊要的

外賓。

去年上半年以來，王岐山多

次與多位美國商界領袖和前高層

官員會面。但這似乎無阻貿易戰

戰情加劇。

《紐約時報》報導引述中國

人民大學國際關係教授時殷弘

的話說，中國官員在華府熟悉

的都是川普的敵人，川普很討

厭這些人。

《日本經濟新聞》報導表示，

王岐山是想利用自己與美國政界

金融界之間的關係，希望對美國

的政策產生影響，但是效果不夠

明顯。

習「憂心忡忡」

值得注意的是，在王岐山此

番出訪瑞士之際，正當習近平在

中共內部發出警示。

1 月 21日至 24 日，中共內

部召開了一個重磅會議「省部級

主要領導專題研討班」。為了這

次在中央黨校舉行的開班式，有

十多個省需要延後舉行地方人大

會議。

官方報導顯示，此次研討班

的主題是「堅持底線思維著力防

範化解重大風險」，習近平在開

班式上講話主旨圍繞「風險」和

「憂患意識」，其中有 20 多處提

到「風險」。有港媒稱，這意味

著，在習近平眼中，2019 年中國

的日子並不好過。

習近平在講話提到的風險

涵蓋政治、意識形態、經濟、科

技、社會、外部環境、黨的建

設，並罕見地稱「既要高度警惕

『黑天鵝』事件，也要防範『灰犀

牛』事件」。習近平講話透露總

體的基調是「憂心忡忡」。

所謂「黑天鵝」是形容不可

預測的危機，而「灰犀牛」則是

預期將出現但又廣泛被忽略的

困境。

習近平講話中還提到反腐，

一反此前「反腐取得壓倒性勝利」

的基調，習近平稱「反腐敗鬥爭

還沒有取得徹底勝利」，形勢依

然「嚴峻複雜」，反腐力度「絲

毫不能削減」。習近平隨後重

提王岐山「永遠在路上」的口號，

聲稱要打「攻堅戰、持久戰」。

外 界 猜 測， 中 共 官場 在

2019 年還會有「大老虎」落馬。

習近平同時要求各級黨委和

政府要堅決貫徹總體國家安全

觀，確保國家政治安全。並且要

求對國家在海外的利益有更好的

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18 日中共

印發了《中國共產黨政法工作條

例》。《條例》第一條毫不遮掩

地稱：此條例的制定是根據《中

國共產黨章程》、《中華人民共

和國憲法》和有關法律，言外之

意就是「黨高於憲法和法律」。

《條例》第七條同時還公開宣

告：「中共中央對政法工作實施

絕對領導」。

時評人士周曉輝撰文認

為，這不僅表明 2012 年以來中

共最高層反覆提及的「依法治

國」已成昨日黃花，更是在昭告

2019 年在面對臨近的危機時，

中南海選擇的是一條繼續加強

控制，以期保住政權而非改弦

更張的死路。

世界經濟論壇年會

已在達沃斯開幕，中

共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出

席，其隨行官員談到貿

易戰。在王岐山外訪之

際，習近平在省部級高

官參加的內部會議上示

警北京面臨七大風險。

看中國綜合報導

王岐山外訪 習近平內部示警

升職3月即遭撤
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網官方微

博 1月 19 日消息聲稱，2018 年

7月，楊利偉因達到領導幹部任

職最高年限，不再擔任中國載人

航天工程辦公室主任，屬於正常

轉崗，從事載人航天工程相關管

理工作。

消息還批評有人網絡上「惡

意詆毀航天英雄」，對楊進行

「造謠誹謗」，是「嚴重汙蔑和

惡意中傷」，將「嚴肅追究有關

當事人的法律責任」，云云。

楊利偉在 2018 年 4 月 23
日由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副

主任提升為正主任，由副軍升正

軍。但不到 3 個月，7 月 12 日

楊利偉便被撤換。由中國載人

航天工程辦公室原副主任郝淳

接任。

《看中國》特約評論員鄭中

原分析認為，官方為楊利偉「闢

謠」，可能更在於楊是官方樹立

的「航天英雄」這塊招牌不被醜

聞所困。而楊利偉本身職務的

短期離奇變動，並沒有獲得合理

解釋，因為楊利偉升為中國載人

航天工程辦公室主任才短短三

個月，升職時就沒有考慮年齡問

題？這是越描越黑。

傳涉徐才厚、張陽

1月17日，香港《明報》稱，

素有「中國太空第一人」之稱的

楊利偉是因涉及徐才厚、張陽等

人而被去職。但也因為這一頭銜

而自保。

在 2018 年 12 月 12 日的一

場公開活動中，楊利偉仍只佩戴

副軍職資歷章。另外，北京公布

的改革開放 100 人中，由中國

首個太空漫步的景海鵬取代了楊

利偉。

報導據此認為，未滿 54 歲

的楊利偉雖能夠因「中國太空第

一人」頭銜自保全身而退，但仕

途到副軍職也就到頭了。至於楊

利偉與徐才厚、張陽有甚麼關

係，報導沒有給出詳情。

前中共軍委副主席徐才厚

2014 年 6 月被正式宣布落馬，

2015 年 3月被通報因病死亡。

2017 年 11月 28日，中共黨媒報

導，前中共軍委委員張陽因涉嫌

捲入中共前軍委副主席郭伯雄、

徐才厚等案，在被調查期間，於

2017 年 11月 23日自殺身亡。

在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

2012 年倒臺前後，楊利偉曾傳

出涉案。海外中文網當時披露

說，楊利偉被薄熙來專案組「約

談」，瞭解相關情況。不過據說

最終還是過了這一關。

據知情者說，薄楊兩人的關

係從薄任遼寧省長時開始，知情

者說：「薄省長對楊利偉在遼寧

的家人非常關照，而獲得了利益

的楊利偉對薄熙來也非常感激，

很支持薄，也參與了一些薄勢力

的活動。」

另外，楊利偉還與被稱為薄

黨的藝人趙本山是遼寧老鄉，關

係密切。 2003 年 11月薄熙來為

楊利偉舉辦的「回鄉」慶祝活動

上，當時趙本山除了應邀到場表

演外，還與楊利偉同臺合唱。

2011 年 8 月，楊利偉因著

軍服參加趙本山北京劉老根會

館的開幕式而為外界詬病，被

大陸評論人士批評 「庸俗、無

聊和勢利」。

傳「太空第一人」降職因牽涉軍老虎
【看中國記者晏清流綜合

報導】號稱「中國太空第

一人」的楊利偉去年任中

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主

任不足三個月就遭撤，港

媒披露內幕稱，楊利偉是

因涉嫌徐才厚、張陽案而

被降職。中國載人航天工

程辦「闢謠」，但被指「越

描越黑」。

中共最高層對2019年局勢「憂心忡忡」。（Getty Images）

楊利偉是中國第一位進入太空的航天員。他於去年升職後快速被撤，

近日有港媒披露是因涉及徐才厚、張陽等人。（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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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廢物和回收服務部門

向市委會提交了一份報告，建

議不要將卡城路邊垃圾收集承

包給私人。報告稱，雖然市政

府可以節省資金，但風險太

大，包括服務質量和安全問

題。週三（1 月 23 日）市議

會對私有化垃圾收集的優缺點

進行了討論，但最後結論未

定。 2017 年，市議會考慮過

對 C-Train 進行私有化，遇到

工會重大的阻礙。

加國簡訊

週 一（1 月 21 日 ） 下

午，1 輛正在 28 Avenue/14 
Street Southwest 附近執行任

務的警車被盜。

警察使用遠距離監控儀器

跟蹤被盜車，偷車賊開著車滿

城市跑，最後在西北 SAIT 的

停車場歇停，被等候的警察逮

個正著。

這 名 28 歲 的 男 子

Matthew Andrew Macgugan
面臨幾項指控，其中包括冒充

警察，盜竊機動車，肇事逃逸

和危險駕駛等罪名。週三（1
月 23 日）出庭受審。

賊膽包天：偷警車

【看中國訊】加拿大獨立企

業聯合會（CFIB）第 10 屆官

僚作風報告評分結果顯示，亞

省是唯一不及格的省份。

CFIB 的報告卡根據三個

標準對政府進行評級：強有

力的領導，監管負擔的綜合評

定，以及政府是否對規章制度

的制定加以限制。

CFIB 執 行 副 總 裁 瓊 斯

（Laura Jones）說：「十年前，

大多數政府甚至不知道他們對

選民強加了多少規章制度——

考慮到繁文縟節給公民造成了

時間和金錢的沈重負擔，這種

缺乏責任感令人震驚」。

今年，曼尼托巴省、薩斯

喀徹溫省、新斯科舍省、卑詩

省和安大略省都獲得了 A 的

評級，甚至聯邦政府也得到了

B+ 的評級。

亞省和育空地區成績不及

格，亞省是有史以來成績一直

最差的，都是是 D 和 F。負責

卑詩省和亞省的副總裁查斯科

特說：「很不幸，亞省情況比較

特殊。亞省政府一直忽略官僚

主義作風問題，行政領導力仍

然是缺失的關鍵一環。所以亞

省是唯一評分不及格的省分。」

官僚作風報告:亞省政府不及格

報告：垃圾收集私有化有風險

研科 (Telus)、貝爾 (Bell)
和 Shaw 將於未來數個月內

調高特定上網計畫的月費。

研科由下月 25 日起，上網計

畫將每月漲價 2 至 5 元。Bell 
Aliant 自下月 1 日起將調高

大西洋省用戶的上網費每月 5
元，至於安省和魁省，該電

訊商亦會由 3 月 1 日開始，

將不同的上網月費計畫加價 6
元。

大電訊公司上網費再漲

【看中國訊】「偉大的城市

需要偉大的大學！現在我們有了

另一所偉大的大學」卡城市長南

施（Nenshi）說。

阿爾伯塔藝術設計學院

（The Alberta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ACAD） 將 於 2
月 1 日正式更名為阿爾伯塔藝

術大學（the Alberta University 
of the Arts，AUArts），並將成

為加拿大僅有的四所可以頒發學

位的藝術設計學院之一，是亞省

第一所致力於藝術、工藝和設計

的大學。

該校位於卡城，已有 92 年

校史。另外三所分別是溫哥華的

Emily Carr 藝術與設計大學，

多倫多的 OCAD 大學和哈利法

克斯的 NSCAD 大學。

Nenshi 說，希望改名後有

助於保持和吸引更多的藝術家。

AUArts 總裁官丹尼爾 . 多
茲（Daniel Doz）表示，此次更

名意義重大，可讓學院更加穩定

和持續發展，吸引更多的留學生

和省內學生。

阿爾伯塔藝術設計學院升級為大學

【看中國訊】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華春瑩週二（1 月 22 日）

在北京表示，孟萬洲的案件與眾

不同，加拿大與美國的引渡條約

侵犯了「中國公民的安全和合法

權益」。華表示，中國希望美

國撤回對華為財務總監的逮捕

令，並「不向加拿大方面提出正

式的引渡請求」。

40 名國際中國專家，其中

包括五位前加拿大大使，敦促習

近平釋放兩名因孟晚舟案而被拘

留的加拿大人。這封信讚揚了前

外交官邁克爾．科夫裡格和企業

家邁克爾．斯韋弗作為中國與世

界之間的橋樑建設者，並表示對

加拿大人的拘留將使其對前往中

國「更加謹慎」。

中國要求美國撤回引渡孟晚舟的請求《加拿大食品指南》建議少吃紅肉引異議

【看中國訊】總部位於卡

爾加里的公司 Value Creation 
Inc. 計劃投資 20 億加元在埃德

蒙頓以東建造瀝青升質廠。亞

省政府將提供 4.4 億加元的貸款

擔保。

該項目很快就會動工。將

在施工期間創造 2000 多個工作

崗位，並在 2022 年投產後創造

200 個全職崗位。

該公司已經準備好破土

動工。該處理設施每天可將

77,000 多桶稀釋瀝青轉換成中

質合成原油和超低硫柴油。

合成原油可以更容易在管

道中流動，該公司表示，這將

減少對稀釋劑的需求，並對管

道容量的需求減少 30%。

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楊（Columba Yeung） 說，

「憑藉我們的專有技術，我們

能夠首先清理這些非常髒的瀝

青 ...... 我們可以達到更低的投

資、運營成本、能源成本及更

低的溫室氣體排放的目標」。

省長諾特利表示，這筆貸

款擔保是其政府「亞省製造」戰

略的一部分。她說，是該項目

的先進技術使其成為理想的候

選項目。

聯合保守黨能源評論家

Prasad Panda 表示，亞省石油

和天然氣生產商面臨的難題並

未改變。「省長曾告訴亞省民

眾，對他們的日常生活徵收碳

稅將獲得石油管道的所謂的社

會許可證。然而，亞省民眾繳

納碳稅至今，沒有一英寸的管

道建成。」

省長諾特利表示，如果今

春大選別的政黨獲勝，她不確

定該項目會獲得什麼樣的支持。

【看中國訊】加拿大養牛業

發言人帕斯洛（Joyce Parslow）

稱， 最 新 的《加 拿 大 食 品 指

南》，遠離傳統注重的肉類和牛

奶，突出了植物蛋白。

帕斯洛說，雖然該指南要

求少吃紅肉，並沒有要求無肉

食物，也沒說吃植物性蛋白質

可替代紅肉。但她對「牛肉是一

種不太健康的食品選擇」的看法

存在一些擔憂。她說，該指南

必須考慮週全後，才能傳達出

自己的信息。「紅肉類中的牛

肉，是蛋白質，鐵，鋅和 B 族

維生素的冠軍，」帕斯洛說。

「這些食物並非完全可以互換，

例如，你不能從植物性蛋白質

中獲得維生素 B12。」

20億建瀝青升質廠 創造2千餘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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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城上佳地段

精品公寓就在 Sage Hill Quarter
西北區 

‧商舖環繞‧全新COOP超市就在門口‧咖啡館、餐館以及更多店鋪

‧精品公寓起價199,900加元‧11種不同戶型設計可選‧高品質建材

‧完善的安保設置，鎖門放心出遊‧距機場15分鐘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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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僅限 1212 個名額，報名從速 !
2 月 16 日∼ 17 日，下午 1 點至 5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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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克爾 ‧ 斯卡

林是德克薩斯州韋科貝勒大學的

心理學教授。他在教授睡眠科學

時，對學生們講解了缺乏睡眠引

起的各種身體和心理健康問題，

包括：難以集中注意力、難以控

制個人情緒以及增加患病風險。

斯卡林說，學生上了他的課後，

並沒有增加睡眠時間。於是，斯

卡林想出了一個方案，讓他的學

生多睡些覺。他說，如果他們身

體力行增加睡眠，他會給他們的

期末考試、也就是這門課最重要

的考試額外加分。方案的效果超

出斯卡林的預計。在兩個不同的

班，睡眠更多的學生成績更好。

科羅拉多大學安舒茨健康中

心副主任丹尼爾 ‧ 貝塞森研究

睡眠。他說，睡眠有助提高學習

成績，而那些在考試前熬夜突擊

背誦的學生，成績反而更差。

【看中國訊】全球運動品牌

巨頭耐克（Nike）今年又有新

產品問市。最新的 Nike Adapt 
BB 球鞋穿上後能自動調整鬆

緊，也能根據人的活動量進行調

整。這款球鞋於 2 月 17 日在美

國開賣，一雙售價為 350美元，

球鞋能透過下載手機應用程序或

按鈕操控。

美國職籃 NBA 波士頓塞爾

蒂克前鋒塔特姆率先為新鞋代

言。塔特姆表示：「這款應用程

序能按下按鈕穿鞋，換顏色，

查看電池狀態……只能說太酷

了。」Nike 計劃將這款球鞋使

用的系統應用在其他運動鞋款。

社會萬象

考試前不熬夜 成績更好

自動調鬆緊的Nike球鞋

隨著華為間諜門事件

不斷髮酵，華為接受中共

國家巨額資助和以低價傾

銷的方式布局世界5G技
術領域的意圖被越來越多

的西方國家所重視，並相

繼發出禁令。西方國家為

何如此警覺華為？5G為
何如此重要？

看中國訊

5G無遠弗屆 引爆國安戰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5G 是

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臺灣資訊

工業策進會（資策會）的資深產

業分析師鍾曉君說∶「5G 比 4G
快 10 到 20 倍以上，用手機打開

網上的視頻完全不會有停頓感。

在監控方面，5G 是通訊基礎的

基盤，加上影像辨識，將使『科

技執法』更迅捷，監控更有效。

未來 5G 布建之後，還將形成智

慧城市。」

臺灣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科

技國際策略發展所的研究總監楊

瑞臨說∶「5G 的終端產品下半年

會陸續上市，2020 年東京奧運

時將看到更多的 5G 應用。 5G
未來不只在手機上應用，它無遠

弗屆，『低延遲，高可靠度』是一

大特點。這個特性應用到醫院，

醫生可以遠距離通過穩定而沒有

任何延遲的網絡去遙控機器手

臂動手術，解決偏鄉的醫療問

題。另外 5G 可以應用到智慧工

廠。」

5G 還可以實現所謂「萬物

互聯」，可同時聯上千萬個終

端。這個技術用於民生公共物聯

網，可以蒐集民生公共數據，例

如：防災預警、空汙預警、水資

源管理。目前 3G、4G 無法達到

的，5G 都可以做到，因此可以

帶動很多新創事業的發展，讓全

球營運商去思考新的商業模式。

正因為 5G 如此強大，它成為中

美之間競爭的關鍵。 5G 因為網

絡的各種應用更有彈性，也使它

更容易被駭客攻擊。全球目前在

5G 的研發上，中國算是比較超

前。美國去年有一份電信報告指

出，5G「準備度」最好的國家就

是中國，而其領頭羊就是華為。

專精於半導體、IC、通訊領

域的楊瑞臨說∶「他參加過各種

的5G會議，都能遇到華為員工，

華為的布局非常深，而似乎美國

直到近年才警覺。華為是極少數

擁有『端到端』（end to end）完

整解決方案的通訊商，可以提供

運營商一站服務一條龍的解決

方案。」「但這就像吸鴉片一樣，

一旦使用了華為設備，就難以更

換。」他說∶「你不知道華為會不會

在它的網絡某處設置『後門』。

5G 不只是商業競爭也是國安考

量，中美貿易戰是科技戰也是國

安戰。更甚者，未來 5G 一旦結

合 AI  ( 人工智慧 )，在『國家安

全』上是很重要的課題。這是美

國很擔心的。」

儘管華為一再撇清沒有從事

間諜活動，但是華為波蘭分公司

的高管王偉晶因涉嫌間諜活動被

波蘭警方逮捕，引發國際更大的

疑慮。以美國為首的國際情報組

織「五眼聯盟」，已經表態要封

鎖華為，另外德國、日本、意大

利和波蘭等國也表態要禁用華為

產品，或進行審查，臺灣的工研

院和臺灣資訊工業策進會也宣布

禁止使用華為設備連上內網。

曾經在臺灣擔任過國防部長

的楊念祖，目前是高等政策研究

協會秘書長，他認為這一波全球

抵制華為的行動，是美國在影響

和呼籲盟友跟隨它對抗中共。

華為的 5G 技術總體超前，

但晶片的技術仍然差一截。臺灣

政治大學名譽教授丁樹范指出，

中國製造晶片的技術和臺灣相差

了至少一個世代。

最近，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

兩黨的國會議員提出法案，要禁

止把美國晶片或其他零件賣給華

為、中興或者其他違反美國制裁

或出口管制法的中國電信通訊公

司。看來美國圍堵中共的這場高

科技大戰才剛開始。

美國聯邦調查局總部（Aude/WIKI/CC BY-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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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都骨
$$999999

啫啫薑蔥黃鱔煲 
$$$$$2929292929292929299999

多倫多名廚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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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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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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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芥蘭炒海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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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提供供
正正宗宗越越南南

餐餐餐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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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ve. NE

新年

大吉

全全
日日
提提

秘製貴妃雞

$9.99

乾燒大蝦

$9.99 清蒸老虎斑

$9.99

惠食街惠食街
（403）276-3288 （403）276-3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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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下行壓力不

斷加大，經濟學界普遍認

為，擴大內需激發國民消

費能力成為必然選擇。但

是，2018年樓市銷售額
突破14萬億元，《2018
中國城市家庭財富健康報

告》顯示，近八成資產都

在房地產裡，民眾已無能

力再消費。

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經濟下行 擴大內需能否救場？

近年來，中國官方的會議

反复提及擴大內需刺激消費，

最近的一次是在 1 月 15 日，中

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

座談會，聽取專家學者和企業

界人士對《政府工作報告（徵求

意見稿）》的意見建議。李克強

說：「要積極釋放內需潛力……

鼓勵擴大國內消費，更好發揮

強大國內市場優勢。」

近日廣發銀行聯合西南財

經大學發表了一份長達 76 頁的

《2018 中國城市家庭財富健康

報告》。

數據顯示，中國的城市家

庭早已做到戶均「百萬富翁」，

但實際上，在中國城市家庭的

資產構成中，住房資產占了很

大一部分。

據《報告》中的數據，近年

來隨著中國各地房價的快速升

高，中國城市家庭總資產中住

房資產占比已經高達 77.7%，

遠高於美國的 34.6%。

據《中國基金報》報導，廣

發銀行副行長宗樂新認為，《報

告》詳細列舉了中國城市家庭財

富管理存在五大不合理現象：

一是，家庭住房資產占比

過高，較高的房產比例吸收了

家庭過多的流動性，擠壓了家

庭的金融資產配置。

二是，在投資理財產品

時，過半家庭不接受本金有任

何損失，剛性兌付要求較強。

三是，家庭可接受的銀行

理財產品回報週期普遍較短，

缺少長期理財規劃。

四是，家庭的投資品類缺

乏多樣性。

五是，家庭商業保險參保

率偏低，僅有不到 15% 的家庭

成員擁有商業保險。

另外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

據，從當前房地產市場情況

看，2018 年全國房產銷售額大

概率會突破 14 萬億元，並且

有可能成為峰值數據。 1 月 21
日，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

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部財

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在「國

是論壇」上提出三大討論。

第 一、2019 年 和 2020 年

經濟下行壓力仍然存在，市場

產生的悲觀情緒還沒有完全消

散，應該重視。

第二、2018 年的全年投資

增長幅度偏低，其中民間投資

增幅 8.7% 值得肯定，但政府主

導和國有經濟部門的投資明顯

下滑。賈康表示，從投資數據

來看，擴大內需的空間仍然非

常可觀，中國工業化正從中期

向後期轉化，城鎮化發展還有

20 個點的高速發展空間。

第三、關於房地產。 2018
年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超過

9.5%，其增幅超過其他的資產

結構。商品房銷售面積僅增長

了 1.3%，商品房銷售額增長了

12.2%，尤其是住宅的銷售額

增長了 14.7%。

近日，中國首席經濟學家

論壇副理事長李迅雷撰文，指

中國目前高達逾 10 億民眾沒坐

過飛機，5 億餘人沒用過沖水馬

桶，話題引爆輿論焦點。李迅

雷認為，產業轉型道路漫長，

且中國有 10 億人的消費能力尚

待提升，要先讓這 10 億貧困中

國人具有消費能力，中國經濟

才可直線上升。

【看中國訊】根據加拿大

前情報機構主管 1 月 21 日發

表文章表示，因為安全風險太

大，加拿大應當盡快禁止中國

華為公司向加拿大提供 5G 網

絡設備。

從 2009 至 2013 年擔任

加拿大安全情報局主管的理

查德 · 法登表示，目前，有越

來越多的證據顯示應當阻擋

華為。

根據路透社報導，中國駐

加拿大大使近日威脅稱，如果

渥太華封殺華為，將會有不良

後果。

加拿大政府反駁了這一警

告。在任正非的女兒、華為首

席財務官孟晚舟因美國引渡令

在溫哥華被捕後，加中兩國關

係日漸惡化。

加拿大官員目前在審視華

為 5G 網絡安全影響，但是，

一位瞭解情況的消息來源表

示，他們的報告預計不會近期

提交。

理查德 · 法登敦促說，加

拿大政府應該無視北京的威

脅，禁止華為參與加拿大 5G
網絡，以保護加拿大人的安

全。

加拿大的一些盟友已經

因間諜風險而限制使用華為

的設備。

法登警告說，如果北京訴

諸於將加拿大人處死來保護其

主要的公司，一旦中共政權可

以毫無阻攔地進入加拿大至關

重要的通訊網絡，它還會做甚

麼呢？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1 月 22 日聲稱法登的言論是

「無稽之談」。

（轉載自美國之音）

加國前情報主管    
籲禁華為5G設備

近八成資產都在房地產裡，民眾已無能力再消費。（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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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一匹英俊的小馬

◎  文 :紫鳳

古 今
論 壇

漢武帝畫像（維基百科）

漢武大功是窮兵黷武嗎
說起漢武大功，其實並不止

於武功。但僅就武功而言，有人

提出，漢武帝開疆拓土是不是窮

兵黷武？特別是關於北征匈奴，

西征大宛這兩件事，是不是一部

分人所認為的窮兵黷武，其實

還是要看其原因，為什麼要征

匈奴？為什麼要伐大宛？考慮

到當時的環境、背景，會有助

於做出理性的思考。這一篇僅

就漢武帝為什麼要征匈奴而試

作闡述。至於為何要伐大宛？

放在下一篇來談。

漢武帝征匈奴的 
國防意義

其實，對於這些事情，如果

換一個角度，放到今天，也許會

容易理解一些。比如今天的美

國，如果美墨邊境的大篷車衝入

美國，並且燒殺劫掠，理由是我

家太窮要住你家，川普會怎樣

做？當然會出兵。如果出兵一次

解絕不了，會怎樣？就會繼續出

兵，直到大篷車遠離邊境為止，

相信沒有人會不理解。那麼，漢

武帝征匈奴也是如此。

在漢武征匈奴之前，匈奴一

直為患邊境。戰國時匈奴就在為

患秦趙燕等國，秦始皇一統六

國，對匈奴大加撻伐，邊患得以

解決。但秦祚不長，秦二世時，

天下大亂，楚漢之爭繼起，匈奴

趁亂南侵。到漢初時，河內之地

已為匈奴所佔，樓煩，白羊是

也。之後連年入侵，殺害官吏士

卒，少則幾百多則數千，又劫掠

人口財貨，搶完就走，來如疾

電，去如飄風。匈奴一直令漢朝

很頭痛。

所以，從劉邦開始，漢朝就

試圖解決匈奴之患，遂有平城之

敗，白登之圍。所以然者，一來

是彼時漢匈國力差距不大，二來

是劉邦的對手冒頓單于是匈奴前

古未有之雄主。最後，劉敬獻和

親之策，這場危機以和親方式解

決。想說一點，和親本身並無好

與不好，就如同結盟，結盟是好

的，城下之盟就不一定了。和親

也未必不好，但兵敗和親，效果

通常不佳。所以從漢初直至文景

之世，匈奴不時南侵，漢朝用和

親，用互市，用財帛都不能使匈

奴嚴守和約，不相侵犯。所以，

在這種情況下，漢武帝征匈奴，

是十分必要的。

但在當時，漢武帝面臨的阻

力也很大，幾乎沒有多少人同意

征匈奴。董仲舒、汲黯、主父

偃、公孫弘、司馬遷，今天我們

能叫得上名字，比較熟悉的漢武

一朝的名人中，除了幾個文學之

士與武將之外沒有多少是贊成征

匈奴的。所以，漢武帝雖然從即

位初就想一變和親之策，舉兵抗

匈，但真正付諸行動已是公元前

133 年（元光二年）。雖然漢匈

首次交兵，漢朝衛青就取得龍城

大捷，但漢朝上下在抗匈問題上

達成一致是直到公元前 127 年

（元朔二年）衛青擊走樓煩白

羊，收復河內秦故地。此一戰使

得帝都長安遠離匈奴勢力範圍，

漢朝終於擺脫了動輒烽火傳至甘

泉的危險狀況，之後漢朝罷蒼海

郡，罷西南夷，專建朔方郡。而

朔方郡於國防意義之重大，絕非

當時俗儒所以為的「罷弊中國以

奉無用之地」。

漢武帝征匈奴的 
文化意義

上述是從國防角度上講，從

一國之君至少要保護本國子民土

地的職責角度上去看漢朝征匈奴

的必要性。這個道理就如同川普

要讓美國偉大一樣，無可厚非。

除此之外，超越其上，還要看到

其於文化上的影響

說到這裡，我們首先，並

且至少，要有一個共識，那就

是誰的文明程度更高，所謂文

明程度非僅指技術，而基於敬

天信神而衍生出的道德體系下

所具有的文明表現。那麼誰的

文明程度更高，誰的強大才是

作福而不是為禍。

就如當今，美國強大了，

世界不會感到威脅，北韓強大

了，世界卻會如坐針氈。說到

底，因為美國是個有信仰的國

家，美國人的道德水準相對會

高，所以相對來講，他有了核

武器也不會亂來，而北韓沒有

信仰，那裡所呈現的秩序是一

種高壓下的奴役與服從，並與

道德無關。那麼沒有道德沒有

信仰的北韓有了核武器，就會

對世界構成實質的威脅。

所以，北韓揚言要炸美國，

這就是邪惡挑釁，美國把航母開

到北韓門口，就是維護世界和

平。此間的合理性與正義性說到

底是由文明基礎，亦即道德基

礎決定的，而並非信口開合。

同理，再看漢朝。匈奴來犯只

是為了搶奪人口財貨，這是他

們的謀生方式之一。當時的匈

奴不會真的有一幅鴻圖想到要

如何治理這個地方（一旦有了

這種鴻圖，元朝可能會提前登

場），事實上當時的匈奴在自己

的生息之地上亦無所謂文明教

化方面的治理，所以匈奴只會

貪漢財帛，卻不懂得漢地有財

帛是因為漢地有文明與教化，

才會有相應的文明表現。

再看漢朝一方，漢朝鐵騎長

驅深入匈奴，不是為了殺戮而殺

戮，那是和親、互市、財帛都不

足以解決問題後，所採取的以武

止戈的不得已的辦法。而一旦匈

奴人臣服，願意接受漢地文明教

化，漢武帝對其的態度是則是接

納與優待，如渾邪王來降，漢武

帝封他為萬戶漯陰侯，四萬降眾

被分別安置在隴西、北地、上

郡、朔方、雲中五郡，仍使居匈

奴故地，不改其俗，且保留其國

號，從屬於漢朝，是為大漢屬

國，這在今天看來也是極為仁

道、大度，且予以尊重的。且漢

武帝對匈奴人與漢人是一視同

仁，而不是心懷非我族類其心必

異之類的偏見。如休屠王太子金

日磾，能成為漢武帝的託孤之臣

就是一例。這一點也是當時的政

治精英（漢朝名公巨卿們）所

不及的，比如汲黯就認為這是罷

弊中國以事夷狄之人，甚至認

為，抓到胡人，都應罰去做奴婢

才好。所以，從這裡也可看出，

雖然後來漢朝朝廷在抗匈問題上

終於達成了一致，但在這個問題

的認識高度上是各有不同。漢武

帝要的不是匈奴之地（匈奴之

地仍是分給來降的胡人住，有

時也會遷徙漢朝人去住，那是

因為不得已而如此，因為邊境

空虛匈奴就會乘機來犯），漢武

帝要的也不是匈奴的人，（漢武

沒有讓他們去當奴婢，而是信任

他們出為大將，入為公卿），那

麼漢武帝要的是什麼呢？是以

兵威開道，最終是推行教化。

就如 2017 年美軍轟炸敘利亞，

是以兵威來制止阿薩德暴行，又

如民主與共產陣營的對抗中，西

方民主國家並非要圖謀共產黨國

家的地或人，而是要他們拋棄不

適合正常人類的共產主義思想及

制度，接受當今世界普世的價值

觀，在地球村做個正常人。

漢武帝征匈奴的 
歷史意義

漢武征匈奴，超越最基本的

國防意義，以及更為深遠的文化

意義，還有一層更為宏大的歷史

意義。這一點將在西征大宛這部

分結束後，再總結來談。

還有一點將一併談到的是，

所以要寫漢武大功是不是窮兵黷

武這個話題，是因為一部分人對

於中國歷史上強盛時代的理解常

難理順思路，把其與霸權主義，

大國崛起之類相等同。所以我們

有必要認清歷史，如此才能看懂

現在。

如果，我今天在 Youtube
上多聽了幾首周傑倫，又聽了幾

首李榮浩。那麼好了，系統會心

領神會到我超愛他們倆，在未來

的幾天裡，我要是打開隨機音

樂，周傑倫和李榮浩就會繼續霸

佔我的耳機，再也隨機不到別的

歌手那兒了。

微博也是，現在的演算法

是，你喜歡誰，誰就可以被你看

到，後來又多了一個「經常訪問

的人」功能，提醒著你，每天去

看看他吧！

後來我就發現，我對「經常

訪問列表」裡的人發了什麼內容

瞭如指掌，至於其他關注的人，

感覺已經快要慢慢消失在我的世

界裡了。

淘寶更逗，我要是剛買完一

單小耳環，剛付完錢，它覺得我

對小耳環這種東西情有獨鍾，會

立馬推送給我，「嘿，你看，這

兩家也賣你那個小耳環呢，還更

便宜呢！」

（我真的納悶，早幹嘛去

了？黃花菜都涼了！）

更倒霉的是，有天我點開

了一個賣昆蟲標本的玩意兒，

大概是多停留了那麼幾秒吧，

我的這一好奇就又被捕捉到

了。自此以後，我再也無法打

開淘寶了，每天首頁上都推薦

給我各種驚悚恐怖的昆蟲標

本，嚇得我差點跪下。

如今機器變得越來越「聰

明」，也很愛討好你，它會去主

動猜你喜歡什麼，並且會把它認

為你喜歡的東西推給你。

可是，慢慢地，我們好像

被動地縮進了一個越來越小的

網路舒適圈，並不斷地在裡面

兜兜轉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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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英語

新移民語言培訓

上午 / 下午 / 晚間
課程可選

小班授課
最多15 人

交通便利
靠近輕軌和公交車站

LINC 是免費的語言培訓課程，為符合條件的人士提供服務

18 歲及以上永久居民和公約難民免費參加

歡迎語言等級（CLB）為 1至 4級的人士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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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移民局資助項目

上

我不那麼喜歡現在這個大數據時代
已經熟悉的歌，重複地出

現，讓我去反覆地聽。已經喜歡

的人，不斷在提醒，讓我去反覆

地看。同類的商品，每天都飄在

首頁，我買還是不買？

我們現實的生活圈是有邊界

的。所以，我本是想通過網路去

探索去發現更多我還不知道不瞭

解的世界。

甚至有時候有點懷念以前的

網路時代，一連上網，眼前就是

一整片未知又迷人的大海。

(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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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cedes-Benz
The best or nothing.

全新 2019 A-Class。
快來Mercedes-Benz Country Hills 看看活力四射和動感十足的 A-Class。

全新的 A-Class Hatch 徹底重新定義並革新了緊湊車型的現代豪華和

內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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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現代汽車

公司近年來除了積極宣傳他們

在 FCEV 氫燃料電池車領域

的成果之外，也開始展示自動

駕駛的科技與願景。

近日，現代在官方網站上

發布了一段影片。在僅 1分鐘的

影片中，擁有強大互聯與自動駕

駛能力的展示車，可接受駕駛者

透過智能手機發號施令，自動前

往充電站充電，並在完成充電後

自行找尋車位停車。

在現代的願景中，未來駕

駛者透過智能手機，便可指揮

車輛「自行」在停車場中找尋

空的無線充電位，在完成充

電後除了會發送訊息告知駕駛

者之外，也會藉由一套現代稱

為 AVPS (Automated Valet 
Parking System) 的自動代泊

車系統搜尋停車空位，並透過

自動駕駛技術將車停妥。

駕駛者需要用車時，只需

要用智能手機控制，車輛便會

自動行駛至駕駛者所在地。

現代表示 , 這套系統是以

未來電動車普及後的生活為出

發點進行設計的。在現代的預

想中，電動車普及後停車場裡

的充電格可能會有排隊、擁擠

的現象發生，而透過 AVPS 系
統，能自動且有效的疏導車

流，讓完成充電的車輛自動移

至停車格，騰出空位讓待充電

車輛進行充電，形成井然有序

的循環，更有效地應用停車

場、充電設施等，帶來更方便

的未來生活。

當然，為了能夠成功實現

自動泊車，汽車需搭載 Level 
4 以上的自動駕駛系統。同

時，停車管理系統（管制基礎

設施）、精密地圖、汽車信息

服務、高精度室內定位等技術

融合也需要進一步完善。

現代汽車提出在 2020 年

起將在全球市場量產 Level 3
級別的自動駕駛汽車、2025 年

前量產 Level 4 級別自動駕駛

汽車的計畫。從具體的措施來

看，現代汽車目標是截至 2022
年量產 1000 萬輛網聯汽車。

在現代汽車戰略規劃的

末尾，現代汽車宣布，未來

的現代汽車，將從一家「組

裝」汽車的製造企業，正式

向提供未來出行服務方案的

供應商進行轉變。

一位現代汽車高管在

接受記者採訪時也表示，

從 2018 年年底以來，現代

汽車集團在新能源、網聯化

等多個層面多重出擊，正是

新任首席副會長鄭義宣的設

想。「依賴於傳統汽車行業

已經無法取得顯著的成長，

而現階段的現代汽車很明顯

並不處於全球行業的領先地

位，那麼如何能夠讓現代汽

車能夠走過現有的一些挑

戰，並且帶領現代再上一層

樓，只有通過新產業，完成

彎道超車才可以實現。」該

高管如是說。

而另一位現代汽車戰略

部門的工作人員也表示，相

較於多賣幾輛內燃機汽車，

培育一個能夠帶領現代汽車

未來發展的產業是更重要的

事情。

的

戰 略 轉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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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從外型來看，Gladiator 就
像 是 多 了 貨 斗 的 Wrangler 車
型，經典的方正造型得到了延
續。Gladiator 擁有開放式的帆
布車頂、可拆卸車門、可折疊
的擋風玻璃，更能讓駕駛以及
乘客輕易接觸大自然。車身後
方為一個可延展的載貨平台，
車內也有設計巧妙方便的置物
空間，輕鬆就能載運大量物
品。

為了優化座艙舒適性與行
車安全，Gladiator 在車內配備
了支持連接蘋果 CarPlay 與安
卓 Auto 多媒體娛樂系統，車
主也可選擇搭配 7 吋或者 8.4

吋觸控屏幕。高配的 Rubicon
車型更搭載了 LED 頭燈與霧燈
來增加照明視野。

動 力 方 面，Gladiator 提
供 3.6 升 V6 汽油引擎和 3.0 升
V6 柴油引擎，汽油動力標配 6
速手排變速箱，但是能夠選配
8 速自排變速箱，柴油動力則
標配 8 速自排以提供較大的扭
力輸出。

吉 普 公 司 稱 Gladiator 為
同級最強悍的中型貨卡其來有
自，標準車型配置了性能優異
的 Command-Trac 4x4 四 輪 傳
動系統，並且附有齒比 2.72:1
的 2 速加力箱及 3.73 終傳齒
比。頂級的 Rubicon 車型則升
級為 Rock-Trac 4x4 四傳系統，
附加的 4LO 模式擁有 4:1 的低
速齒比。Rubicon 車型甚至配
備了同級唯一的電子式防傾桿
分離裝置，能夠在必要的情況
下斷開防傾桿連結，讓左右輪
達成更大的行程落差來翻越惡
劣地形。

預 計 全 新 Jeep Gladiator
將在上半年開始在美國俄亥俄
州的 Toledo 組裝廠生產，第二
季就會上市。

【看中國訊】多數人認為高級

汽油有更高的辛烷值，因此美國

有逾千萬「善待」寶貝愛車的司

機，選擇使用「高級汽油」。然

而根據 AAA 的研究，這樣的習

慣不僅對愛車毫無益處，還會讓

荷包失血。 
CBS 新 聞 報 導， 自 1950

年代開始，人們認為高級汽油

（premium gas）含有四乙基鉛，

提高汽油的「抗震爆」程度，可

以減少對引擎的破壞，並保持引

擎運轉時的清潔。然而，現在的

汽油，除了有毒的鉛化合物，不

分等級都要求使用讓引擎保持清

潔的添加劑。

經過實驗室測試，AAA 的

研究發現：

1. 在只要求普通汽油的車子

使用高級汽油，不會提高馬力、

降低油耗，也不會減少污染排放。

2. 美國人的汽車，70% 僅

須使用普通汽油，16% 要求使用

高級汽油，另外的 14% 要求中

等級別的汽油或其它動力如電動

車。

3. 當代的引擎控制系統可以

依汽油等級自動調整，這是數十

年前沒有的技術。

4. 進行定期維護更有助於降

低油耗，並幫助引擎的運轉。

AAA 主 管 尼 爾 森（John 

Nielsen）說：「駕駛者在加油站

看到『高級』二字，會以為這個

等級的汽油比普通汽油好，但高

級汽油只是辛烷值較高，品質並

沒有相較更高。」

如果製造商「建議」或「要

求」使用高級汽油，但是添加

普通汽油，會否對車子造成損

害？

著名的汽車網站 Edmunds.
com 曾做過研究，結論是：如果

製造商「建議」使用高級汽油，

添加普通汽油是可以接受的：但

如果是「要求」使用高級汽油，

最好依指示辦理，否則會傷害車

子。

要求使用高級汽油的製造商

大多數是德國高檔品牌，如奧

迪、奔馳、寶馬和保時捷。

根據美國汽車協會（AAA）

的研究 估 計，2016 年 美 國 有

1,650 萬司機，加油時選擇高級

汽油的次數約 2.7 億次，加油費

多花了 21 億美元。另 AAA 的

數據顯示，目前全美高級汽油和

普通汽油的價差平均約每加侖

0.5 美元。

【看中國訊】在許多人心中，「吉普」一詞已經與

越野車或SUV聯繫在一起。其實吉普早在1947年就推

出了皮卡車型，但在1992年Comanche停產之後，就

再也沒有推出皮卡車型。直到26年過後的現在，吉普

推出Gladiator（角斗士）再度回到皮卡市場，並宣稱

該車在同級中型貨卡中最為強悍。而Gladiator的重

出江湖，將再度加入北美市場久違的貨卡戰場。

Gladiator 的 進 入 角
43.6 度、 跨 越 角 20.3 度
以及離去角 26 度，離地
間隙達 282mm、涉水深度
可達 762mm，越野本質相
當 優 異， 搭 配 Command-
Trac 4x4 四驅系統賦予其
極佳的越野能力，而在選
配 Max Towing Package
之 下， 讓 Gladiator 擁
有 1600 磅的載重力以及
7650 磅的拖曳能力，面
對一般工作也絕對都能勝
任。

吉普
全新
皮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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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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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B3看旅遊Travel2019年 1月 24日—1月 30日     第 38 期    

敖魯古雅鄂溫克民俗風情園位於

根河市西郊，南臨 S301 國道，交通十

分便利。民俗風情園總建築面積 58，

700 平方米，是集大中型會議、休閒度

假、民俗展示、娛樂為一體的綜合性

旅遊度假村，是一處自然—人文旅遊

景觀。

敖魯古雅鄂溫克族是中國最後一

個狩獵部落，是中國唯一飼養馴鹿的

少數民族。五十年代以前，鄂溫克族

獵民仍然保持著原始社會末期的生

產、 生 活 方 式， 吃 獸 肉、 穿 獸 皮，

住的是冬不防寒、夏不避雨的「撮羅

子」，以馴養馴鹿為生。如今，鄂溫克

獵民的生活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但

卻始終保留著淳樸的民俗民風。

民俗風情園依托森林、河流，鄂

溫克獵民的民俗民風，推出一系列具

有地方特色的旅遊活動項目：主要有森

林觀光、探險、模擬狩獵；觀民族宗

教、歌舞、民俗表演；品嚐民族風味

餐、參觀敖鄉新居、訪獵民等活動，

可對敖魯古雅鄂溫克獵民的歷史、文

化、宗教、習俗進行充分的展示。

龍巖山位於莫爾道嘎鎮中東側，海拔

1000 米，東西長 70 餘里，西坡橫臥一條長

200 餘米的龍形巨岩，龍頭高聳，威武崢嶸；

龍身蒼勁，鐵骨銅甲；龍尾挺峭，深藏山中，

龍巖山因此而得名。龍巖山上天然林生長茂

密，樟松、落葉松、白樺和山楊等興安主要樹

種應有盡有，杜鵑、刺莓、百合，柳蘭等各類

花卉比比皆是。山前建有遊人登山甬道，山後

建有車輛盤山公路。遊人登臨，不論是步行還

是坐車，穿行於綠色廊道之中，均會惑悟到大

興安嶺的幽野新奇。

龍巖山風光旖旎。春天，寒雪初融，達子

香頂雪開放，如胭似霞，紅遍山谷，秋天，霜

染葉紅，林海風捲浪湧，雲清氣爽，滿山斑

斕：冬天，大雪紛飛，山林裹紗鋪絮，霧淞滿

枝，晶瑩剔透。勝景之最當數夏季，屆時花木

繁茂，鳥語花香，特別是雨過初睛，清晨登上

山頂，山下，秀美的林城炊煙裊裊，寧靜安

逸；山上，幼林明亮母林幽。待到朝霞乍露，

淡粉色的雲霞在森林間升騰，如果幸運則可見

東方天際霞光四射，顯現出佛光閃爍，好一派

吉祥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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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3   莫爾道嘎—根河—黑山頭

敖魯古雅鄂溫克民族風情園

龍巖山

呼倫貝爾 Day3美
的絢 畫卷

卓資山熏雞

　　卓資山熏雞是內蒙古烏蘭察布市

卓資縣的傳統名食，製作加工有近百

年的歷史，是全國三大名雞之一。以

個大體肥、色澤紅潤、味道鮮美、肉

質細嫩而聞名於世。用當地飼

養 的 草 雞 加 多 種 調 味 料 ， 經

煮、煙熏而成。成菜色澤橘

紅，肉質鮮嫩，風味獨特。

雞的肉質軟爛肥嫩，味道鮮美

濃香，自食饋贈，均為佳品。

（途經景點：龍巖山、大型儲木場、大興安嶺
原始森林、神鹿園、敖魯古雅鄂溫克民族風情園）

奶豆腐

　　奶豆腐，蒙古語稱“胡乳達”，是蒙古族牧民家中常見的奶食品。用牛奶、羊奶、馬

奶等經凝固、發酵而成的食物。形狀類似豆腐，因像豆腐而得名。味道有的微酸，有的微

甜，乳香濃郁，牧民很愛吃，常泡在奶茶中食用，或出遠門當乾糧，既解渴又充飢。

美食推薦一
美食推薦二

大興安嶺在蒙古高原與松

遼平原之間，自東北向西南，

逶迤縱貫千餘里，構成了呼倫

貝爾森林的主體。這些美麗的

原始森林，如同天然的造氧工

廠，讓呼倫貝爾的天空更加純

淨。莫爾道嘎國家森林公園以

寒 溫 帶 明 亮 針 葉 原 始 林 為 特

色，登高遠望，大興安嶺的深

邃與遼闊盡收眼底；伊克薩瑪

國家森林公園擁有罕見的西伯

利亞紅松林，還能看到許多在

北極才能見到的植被；紅花爾

基樟子鬆國家森林公園以四季

常青的沙地樟子鬆系統和廣闊

無垠的草原濕地景觀為特色；

海拉爾國家森林公園則是我國

唯一擁有樟子松林天然景觀的

森林公園。浩瀚的原始森林，

是呼倫貝爾一抹最明亮的色彩。

大興安嶺原始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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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伯塔省 - 聯合保守黨
恭祝各位 新年快樂 ,
萬事如意 ,身體健康 !

Jason Kenney, 杰森康尼

亚省联合保守党领导人

Leader of the United Conservative Party Caucus

MLA, Calgary-Lougheed  区省议员

U C P C A U C U S . C A

United Conservative Party Caucus
Edmonton Federal Building
5th Floor, 9820 107 Street
Edmonton, AB  T5K 1E7

780.644.2297
ucpcaucus@assembly.ab.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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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語中的「紙上談

兵」比喻空談理論，

不能解決實際問題，

有時也用來比喻空談

不能成為現實。

◎  文：雲中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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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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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款

每輛

折扣

+現金返贈

高達
$10,000

免費冬季

雪胎+免費儲存

每筆交易*

免費55''
4K TV或

免費IPAD*

返現

高達$10,000+最低
$1,000 每筆交易*

3年免費保養*

車 款

  超級特賣！

或 或 或

或或或

還有!

不要錯過這次大促銷     週五 上午9點-下午6點    週六上午9點-下午6點

首付 月付  直到21019年 7月* 利率 適用每輛2019車款*還有!

LE-8座

"全新款式" 雙廂 - LOADED

LOADED

LOADED

  僅            首付

每雙週*

 僅               首付

每雙週*

 僅               首付

每雙週*

 僅               首付

每雙週*

 僅               首付

每雙週*

 僅               首付

每雙週*

 租賃

 這是2019年第一次促銷活動!!   SOUTH POINTE TOYOTA 庫存2019年車款必須清倉!!    何必等待 - 今天就出手!!

 租賃

 租賃

 租賃

 租賃

 租賃

這個典故出自於《史記 ‧ 廉頗藺相

如列傳》，其中說到戰國時代的趙國名將

趙奢之子 —— 趙括，年輕時學習兵法，

談起兵事來頭頭是道，其父也難不倒他。

後來他接替廉頗為將，在長平之戰中，只

知道根據兵書處事，卻不知道變通，結果

被秦軍打得一敗塗地，四十五萬趙軍全軍

覆沒。

三國時代的蜀將馬謖，同樣自幼熟讀

兵書，也深通謀略。但是他卻在奉命守街

亭之時輕敵大意，拒諫不納，最終造成街

亭失守，蜀軍大敗。對於街亭之敗，許多

歷史學家歸罪於馬謖的輕敵大意，也有人

認為起因於諸葛亮的識人不明，沒有嚴格

遵守劉備的臨終遺言。但是縱觀前因後

果，在臨戰的關鍵時刻，馬謖剛愎自用，

自以為是，拒絕了副將王平的正確建議，

才是導致街亭失守的主要原因。

諸葛伐魏興大兵  
馬謖請纓守街亭

公元 227 年 3 月，蜀國丞相諸葛亮

上〈出師表〉於後主劉禪，勸後主不要滿

足現狀，妄自菲薄；要親近賢臣，疏遠小

人；並且表示他決心擔負起興復漢朝的責

任。同年冬天，他率軍駐守漢中，準備北

伐，他先在漢中練兵大約一年，然後北攻

魏國。

因為魏國毫無防備，蜀軍突然襲擊，

所以守在祁山的魏軍紛紛敗退。蜀軍乘勝

進軍，祁山北面的天水、南安、安定三個

郡的守將都派人向諸葛亮投降。那時魏文

帝曹丕已經病死，魏國朝廷文武官員聽到

蜀漢大舉進攻，都驚慌失措。剛剛即位的

魏明帝曹叡親自到長安去督戰，並立刻派

大將張郃帶領五萬人馬趕到祁山去對抗。

諸葛亮所率的大軍到了祁山，決定派

出一支精壯的兵馬去占領街亭作為據點，

但是身邊卻找不到合適的將領。於是他問

諸將：「誰敢引兵去守街亭？」這時參軍

馬謖站出來主動請纓：「我願意去。」

馬謖平時很喜歡談論軍事，諸葛亮找

他商量起打仗的事來，他總是談個沒完，

也出過一些好主意，因此諸葛亮很信任

他，但是此時卻不放心，因為劉備在世的

時候，曾經看出馬謖做事不大踏實，他在

生前特地叮囑諸葛亮說：「馬謖這個人言

過其實，不能派他幹大事，還得好好考察

一下。」

諸葛亮說：「街亭雖小，卻十分重

要。如果街亭失守，我大軍將無退路。

你雖然深通謀略，但是那裡沒有城郭，

也無險阻，很難防守。」「我自幼熟讀兵

書，頗知兵法，怎麼會連一個街亭都守不

住？」馬謖回答說。「司馬懿不是等閒之

輩，先鋒張郃也是魏國名將，恐怕你不是

他們的對手。」諸葛亮提醒他。「別說司

馬懿、張郃，就是魏國皇帝曹叡親自前

來，我也不怕！如果有差失，我以全家性

命擔保。」「軍中無戲言。」諸葛亮仍然

不放心，但是馬謖說：「願立軍令狀。」

諸葛亮最後同意馬謖為將，帶領二萬五千

精兵，並任命上將王平為副將，前去據守

街亭。（下文轉 C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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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間諜金無怠的
潛伏生涯和意外下場

（上文接 C1)

蜀軍山頂紮大營  
馬謖拒諫失街亭

馬謖和王平率領蜀軍到了街

亭，張郃的魏軍也正從東面衝

來。馬謖查看了地形之後，對王

平說：「這一帶地形險要，街亭

旁邊有座山，正好在山上紮營，

布置埋伏。」王平不以為然：

「諸葛丞相臨走的時候囑咐過，

要堅守城鎮，穩紮營壘。在山上

紮營太冒險。」王平認為，一旦

魏軍在山下切斷了取水之路，蜀

軍將不戰自亂。

然而 , 馬謖缺少實戰的經

驗，自以為熟讀兵書，根本不聽

王平的勸告，堅持要在山上紮

營。王平一再勸說馬謖無效，只

好央求馬謖撥給他五千人馬，讓

他在山下臨近的地方駐紮。

張郃率領魏軍趕到街亭，看

到馬謖放棄現成的城鎮不守，卻

把人馬駐紮在山上，暗暗高興，

馬上吩咐手下將士，在山下築好

營壘，把馬謖紮營的那座山圍困

得密不透風。馬謖幾次命令兵士

衝下山去，但是由於張郃堅守住

營壘，蜀軍無法攻破，反而被魏

軍亂箭射死了許多兵馬。

魏軍隨後切斷了山上的水

源，蜀軍在山上斷了水，連飯都

做不成，時間一長，自己先亂了

起來。張郃看準時機，發起總

攻，蜀軍兵士紛紛逃散，馬謖無

法禁止，最後只好自己殺出重

圍，往西逃跑。王平所帶領的

五千人馬，穩守營盤，他得知馬

謖兵敗，就叫兵士拚命擊鼓，虛

張聲勢，張郃懷疑蜀軍有埋伏，

不敢逼近他們。王平整理好隊

定，他呼籲北京當局能與美國政

府談判，像美國與蘇俄以前曾經

做過的那樣交換間諜，讓自己回

到中國。金無怠大概想他這麼高

級別、給政府提供過這麼多絕密

資料的間諜，高層肯定會出手營

救。在等待判決期間，金無怠在

接受中文報紙採訪時，呼籲中共

以釋放民運人士魏京生作籌碼交

換他出獄。

但是，中共始終不承認金無

怠是他們的特工，並否認和金無

怠有任何關係。當時的外交部發

言人李肇星在北京新聞發布會上

說，「金無怠事件是美國反華勢

力編造的，中國政府愛好和平，

從來沒有向美國派遣過任何間

諜」，「我們同那個人沒有關係，

美國方面的指控毫無根據。」

金無怠仍幻想出現轉機，他

在獄中讓妻子周謹予設法到北京

一趟，爭取面見鄧小平，希望請

鄧小平出面同美國溝通。周謹予

徵求一位朋友的意見，這位朋友

說中共根本不承認金無怠為中共

工作，鄧小平又如何出面援救？

至此金無怠對中共完全絕

望，在宣判日期之前的 2 月 21
日，也就是被捕後 3 個月，金無

怠在美國佛吉尼亞監獄，用一個

塑料袋套頭，一根鞋帶扎脖子，

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時年63歲。

中國最著名的間諜金無怠

（Larry WuTai Chin）潛伏在美

國情報機構 37 年之久一直沒有

被發現，直到 1985 年金無怠退

休後 4 年，由於中國安全部北

美情報司司長俞強生向美國投

誠，才把金無怠供出來，成為轟

動新聞。

金無怠是前國務院總理周恩

來招收的特工。從 1944 年成為

間諜開始，金無怠就給周恩來發

來各種情報。後來，金無怠成為

美國中情局的中國通，時任美國

東亞政策研究室主任，為美國政

府制定對華決策提供研究報告，

同時，金無怠將美國政府對中國

的政策、底線等絕密情報不斷交

給中共。

間諜身份被曝光

1985 年的一天，美國中央

情報局忽然接到了一個來自美國

國內電話，自稱是俞強生，要向

美國政府投誠。美國中央情報局

的人一聽這人叫俞強生，又驚又

喜。俞強生是中國安全部門負責

美國情報工作的總負責人，北美

情報司司長。

美國中央情報局很快安排與

之見面，經過反覆監別，美國中

央情報局確認這位就是貨真價實

的俞強生。美國中央情報局馬上

成立了特別部門，重點保護好這

位負責美國情報的重要人物，美

國政府國會馬上通過了特別法

案，讓俞強生的安全得到保護，

身分得以解決。

俞強生前中國政協主席俞正

聲的哥哥，他們的父親是中共元

老、中共建政第一任天津市長黃

敬。黃敬本名俞啟威，年輕時曾

與江青同居，和江青分手後，同

範瑾結婚，生下俞家兄弟。範瑾

本人也是中共老幹部，文革前曾

擔任北京副市長兼《北京日報》

社長。黃敬在文革中被折騰死

了，範瑾也挨鬥，差點丟了命。

俞強生攜帶金無怠的檔案到

美國投誠，使美國聯邦調查局得

到金無怠在國家安全局的代號和

通信證據。不久，美國政府公布

逮捕了剛剛退休的前美國中央情

報局亞洲部總負責人美籍華人金

無怠，並指控他是中共間諜，是

中共某情報部門少將副局長。

金無怠被捕，在美國引起的

轟動比俞強生的投誠更大。在臺

灣和日本等也是轟動一時，大家

想像不到監管美國亞洲情報工作

的負責人竟然會是中共間諜。

中情局裡諜影迷重

金無怠 1922 年出生於北

京，燕京大學新聞系畢業。

1938 年開始在美國駐上海領事

館擔任譯員，1944 年被周恩來

收為間諜。 1949 年到美國駐香

港總領館工作，1952 年加入美

國中央情報局，在沖繩島為美國

中情局外國廣播情報服務局工

作，在那裡娶了當時臺灣最有人

氣的女主播周謹予做妻子。

金無怠直接參與韓戰中的情

報工作，後來還成為美軍與臺灣

情報網的聯繫負責人。在那時，

金無怠就經常將美軍和臺灣的情

報轉交給中共情報部門。

韓戰期間，金把大量美軍情

報轉送到中共高層手中，其中包

括志願軍戰俘「反共」名單，這

使當時正與美方談判的中方代表

強烈要求遣返全部戰俘，這些人

回到中國，其結局不言而喻。

1970 年 10 月金無怠向中共傳

送了尼克松總統希望和中國建交

的機密文件，讓中共及時調整政

策以得到最大政治利益。尼克松

政府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對中方作

出了一系列讓步。金無怠的活動

還使美國在越戰中失去了許多戰

略上的優勢。

金無怠是美國中央情報局裡

少有通曉漢語的人，他逐漸成

為中情局的中國通，職位也逐步

提升，最後升為美國中央情報局

的亞洲部負責人，負責美國中央

情報局對所有亞洲國家的情報監

督和交換，包括臺灣和日本及韓

國等。金無怠於 1961 年調至加

州，後又調至佛州中情局總部，

1965 年加入美國國籍，還差點兒

升為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副局長。

1981 年金無怠退休，退休之

後，仍在中情局擔任顧問工作。

據說金無怠是天生的間諜材

料，極為小心和專業，在幾十年

的間諜生涯中竟然沒有一次失

手，甚至直到他被捕之後，他的

妻子都不知道同床共枕了幾十年

的丈夫竟然是中共的高級間諜。

在中國能看到金無怠轉交的

情報的人只有幾十個人，知道他

真正身分的人更少，一直到俞強

生這樣的中共高級情報主管官員

投誠美國，才揭發出美國情報史

上隱藏最深的中共間諜。

金無怠獄中自盡

1985 年 11 月 22 日，臥底

30 多年的金無怠被美國聯邦調

查局逮捕。 1986 年 2 月，陪審

團裁定金無怠的所有 17 項罪名

成立，包括 6 項間諜罪和 11 項

欺詐和逃稅罪，並定於 3 月 4
日判刑。在證據面前，金無怠知

道再遮掩無濟於事，於是就公開

了自己的身分，向美國中央情報

局官員承認他就是代號 XX 的

中共間諜。

剛開始金無怠相當沉著鎮

中共超級間諜金無怠 ◎  文：蕭良      圖：網絡圖片

馬謖拒諫失街亭
伍，不慌不忙地向後撤退，不但

五千人馬沒有損失，還收容了不

少馬謖手下的散兵。街亭失守，

損兵折將，這場敗仗使蜀軍失去

了重要的據點，也使前軍的退路

被魏軍切斷。諸葛亮為了避免遭

受更大損失，只好決定把全軍人

馬撤回漢中。

損兵折將罪難恕  
孔明揮淚斬馬謖

諸葛亮回到漢中之後，經

過詳細查問，明白了街亭失守

完全是因為馬謖拒諫所致，馬

謖也承認了他的過錯。諸葛亮

只得按照軍法，把馬謖關進監

獄，定了死罪。

馬謖知道自己難免一死，就

在監獄裡給諸葛亮寫了一封信：

「丞相平日待我像對待自己的兒

子一樣，我也把丞相當作自己的

製圖：WINNIE WANG

街亭失守之後，蜀

軍損兵折將，諸葛

亮為避免損失，只

好撤回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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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這次我犯了死罪，希望我

死以後，丞相能夠像舜殺了鯀，

還用禹一樣，對待我的兒子，我

死了也無牽掛了。」

諸葛亮殺了馬謖，想起他和

馬謖平時的情誼，心中十分難

過，流下了痛心的眼淚。此後，

他像對待自己的家人一樣，把馬

謖的兒子照顧得很好。

諸葛亮認為，王平在街亭曾

經勸阻過馬謖，在退兵的時候，

又用計保全了兵馬，有功當賞，

於是就把王平提拔為參軍，讓他

統率五部兵馬。

諸葛亮對將士們說：「這次

出兵失敗，固然是因為馬謖違

反軍令，可是我用人不當，也

應該負責。」他就上了一份奏

章給蜀國皇帝劉禪，請求把他

的官職降低三級。劉禪接到奏

章，不知應該如何處理，有個

大臣說：「既然丞相有這個意

見，就依著他吧！」劉禪就下

詔，把諸葛亮降級為右將軍，

仍舊代理丞相的職務。

金無怠與妻子周謹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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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1130 ～ 1200） 字元

晦，號晦庵，南宋江南東路徽州

府婺源縣（今江西省婺源）人。

19 歲進士及第，曾任荊湖南路

安撫使，仕至寶文閣待製。

為政期間，申敕令，懲奸

吏，治績顯赫。

朱熹是南宋著名的理學家、

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詩

人、閩學派的代表人物，世稱朱

子，是孔子、孟子以來最傑出的

弘揚儒學的大師。

他的思想，以「天理」為哲

學的最高範疇，倡導「去人慾，

存天理」。基於這一道德哲學，

他對古代文化典籍重新作了系統

的整理和解釋，他所編撰的《四

書章句集注》、《詩集傳》等，是

自宋代開始中國讀書人應考必讀

之書，影響中國文化教育七百餘

年。他的思想對日本、朝鮮等國

亦有深遠影響。

朱熹的文學修養造詣頗高，

詩和散文都有相當高的成就。

昨夜江岸春水高漲，巨大船

艦輕浮江上有如一毛。本來推動

它總是白費力氣，今日順流其中

而自由行駛。

全詩從字面上理解，是一首

景致清新的寫景詩，但從題目上

看，作者借自然之景，說明讀書

的樂趣及窮理的重要。全詩清新

活潑，富有理趣，為宋代哲理詩

的佳作。朱熹寫了兩首〈觀書有

感〉，此為第二首，《千家詩》題

作〈泛舟〉。朱熹身為理學家，

詩意也富含哲理。他認為讀書可

以給人啟示，提高人生境界，如

江上大船行駛春水中而輕鬆自在

不費力。不明道理時有如舟大水

淺，硬要推它也是白費力氣，當

春水上漲就如讀書有得，隨春水

自在流轉，毫不費力。藉助生動

的形象揭示深刻的哲理。讀書悟

道之樂。

另一首為 : 「半畝方塘一鑑

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

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作

者以此點出讀書窮理之樂。 「問

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

來。」更為千古名句。

作者

語譯

那是一個春天，陽光很好，

校園裡桃李芬芳，落英繽紛。因

為不用急著趕回去做飯，所以下

班的路上，一改往日的匆忙，閒

庭信步般走在香風微醺的落花叢

中，享受這難得的輕鬆。

遠遠地看見那個背著書包的

小男孩，站在路口。這個孩子每

天中午放了學，就站在路口，伸

著脖子，對著所有路過的人喊：

「叔叔好！阿姨好！」

同事曾經告訴過我，這個孩

子是個傻子，不用搭理他，所以

從來沒有認真打量過他。那天因

為心情好，在他對著我喊「阿姨

好」的時候，我點頭微笑、走過

路口。

沒走兩步，身後傳來男孩

的聲音：「阿姨，你笑起來真好

看。從來沒有人對我笑過。」我

回過頭，男孩跟在我的身後，一

臉興奮的光潤。我看著眼前這張

臉，皮膚黝黑，一對分得很開的

小眼睛，厚厚的嘴唇，一看就是

那種典型的智障孩子特有的長

相。

我問他：「你上幾年級啦？」

他告訴我：「我上初中了。」我

慢慢走著，他緊跟著我，絮絮叨

叨地說著他在學校的事。男孩講

話口齒模糊，有些話我聽不清

楚，有些聽得明白。

他說學校的功課太難了，他

都不會，他對我說：「阿姨，化

學課要做實驗，實驗是甚麼我不

知道啊，老師也不告訴我。」但

他說有一樣他很棒。我問：「是

哪樣？」他說：「勞動課。」

我看到他說到這裡的時候，

小眼睛裡閃爍著自豪的光芒：

「勞動課是我最喜歡的，因為同

學都讓我幫忙，我能做好多好多

的事呢。」我心中似有甚麼刺了

一下，仍微笑點頭：「哦，那你

真的很棒哦！」

男孩的自信一閃而過，隨

之是一臉落寞：「可是，同學都

不和我玩，也不和我說話。」我

問：「為甚麼呀？」他低下頭：

「他們都喊我傻子。我們家的狗

狗都不和我說話，狗狗只會吃火

腿腸，從來不肯和我說話。」

看著這個背著沉重的書包，

說話含糊不清的孩子，我一時竟

不知道該說甚麼。走過下一個路

口，我對他說：「我要到家了，

你家在哪裡？快回家吃飯吧，爸

爸媽媽要著急了。」他指指回頭

的方向：「我家在那邊。沒有爸

爸媽媽在，只有奶奶。」

又是一個沒有父母陪伴的

可憐孩子，我說：「阿姨要回家

了，再見。」小男孩依依不捨：

「阿姨，明天你還會和我說話

嗎？」我遲疑了一下，看到他眼

裡急切的渴望，還是點了點頭。

小男孩對我彎下腰：「謝謝阿

姨！阿姨再見！」轉過身飛奔而

去。

我長舒一口氣，抬起頭看看

天，天很遠、很藍。明天，我不

知道能否還有如此的閒情去聽一

個智障孩子的「傻話」。

此後的日子，小男孩依舊每

天站在路口，伸著脖子喊：「叔

叔好，阿姨好！」路上車輛穿

梭，行人匆匆，沒有人答應他，

也包括我。

生活的壓力，讓塵世中的每

個人都像陀螺一樣旋轉，我們無

法停下來，看一看雲舞的痕跡，

聽一聽花開的聲音。每天行色匆

匆，甚至連一個笑容都不會施捨

給一個路邊的傻孩子，還有誰，

能夠在熙熙攘攘的世界裡，去傾

聽一個另類孤獨者的心聲？

◎文：心慧

詩中有話

解釋
臨深：如臨深淵。

履薄：如履薄冰，意思是

「好像踩踏在薄冰上」。履，

踏，踩。薄，不厚的；在此意指

「薄冰」。

夙興：原為「夙興夜寐」，

早起晚睡。夙，早晨，天未亮之

時。興，起來。《詩經．大雅．

抑》：「夙興夜寐，灑掃庭內，

維民之章。」

溫凊：原為「冬溫夏凊」，

冬暖夏涼。溫，稍微加熱使暖

和。凊，使之變涼。

似：好像。

蘭：香草；如蘭花、蘭草。

斯：猶「之」，通「的」。

馨：芳香。

如：似，像。

松：一種常綠的喬木，葉作

針狀，歲寒不凋。

之：的。

盛：繁茂。

譯文參考
侍候父母要「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那樣小心謹慎。要早起

晚睡，讓父母感到冬暖夏涼。能

這樣去做的人，德行就好像蘭花

一樣馨香，如同青松一樣茂盛。

【二十四孝故事】之

哭竹生筍
三國時代，有一孝子，姓孟

名宗，字恭武，幼年喪父，母親

年紀老邁，患疾瀋重，時逢冬

月，風雪交加，未有竹筍，但母

親思食筍煮羹，宗無計可得，乃

往竹林中，抱竹而泣，因其孝感

動天地，須臾地裂，出筍數莖，

持歸作羹供奉母親，食畢疾病竟

得痊癒。

有詩頌曰：　

淚滴朔風寒
蕭蕭竹數竿
須臾冬筍出
天意報平安

臨 深 履 薄

夙 興 溫 凊
sù xīng wēn qīng

lǐn shēn lǚ báo

似 蘭 斯 馨

如 松 之 盛
rú sōng zhī shèng

sì lán sī xīn

千字文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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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詩賞析

傾聽另類孤獨者的心聲
 有人說，孤獨是人類情
感中境界最高的一種。
也有人說，孤獨是人類
最悲哀的一種情緒。

zuó yè jiāng biān chūn shuǐ shēng méng tóng jù jiàn yì máo qīng

昨夜江邊春水生，艨艟巨艦一毛輕？
xiàng lái wǎng fèi tuī yí lì  cǐ  rì zhōng liú   zì  zài xíng
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fàn  zhōu

泛舟
zhū xī作者：朱熹  

哭竹生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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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生肖流年運勢解密
FOTOLIA

下

◎  文：紫薇老師

《看中國》連續刊登了三期

2019 紫微流年運勢，期待大家

嶄新的一年都能一帆風順，好運

旺旺來。

生肖屬雞坐癸酉宮

坐太陽、天梁，兩星都是善

星，聰明才智高，人緣佳，能秉

持理性及客觀的角度去評估事

情，也懂得和氣生財之道，憑著

毅力能在中年後獲得成功。

在事業上：豬年工作還算是

順利，只是比較辛勞一點，少了

衝勁，變得比較優柔寡斷，晚霞

雖美，但已近黃昏，有懷才不

遇、力不從心的意味。

在錢財上：不會汲汲求利或

是投機取巧，會有愛惜金錢的特

性及積蓄財富的本領，比較容易

滿足，也比較缺乏偏財運，不要

亂投資或創業。

在健康上：注意心血管、血

壓、頭部、眼睛、消化系統的問

題，問題不一樣，在豬年有些問

題會先出現病灶。

生肖屬狗坐甲戌宮

坐七殺，日月反背，個性比

較內聚剛強。七殺就像是一支箭

易放難收，還好豬年有會到吉

星，思考欠周到、做事情太衝動

的問題，就會緩和一點。若理想

是可達到的目標，他會赴湯蹈

火、在所不辭。

在事業上：很有衝勁，衝鋒

陷陣，成敗非常明顯，事業不是

成功就是失敗，跟穩定中持續發

展不一樣，做得好事業很快就上

來，做不好事業很快就敗下去。

如果能夠腳踏實地，理想和

現實結合，豬年是有不錯發揮的

空間。

在錢財上：事業有成，財源

就會源源不絕，賺的多花的也

多，不要經常交際應酬，傷身又

傷本，短線投資不建議，錢投資

在本業上才會回收。

在健康上：出門在外要小

心，注意意外事故等問題，脾氣

會變得比較暴戾，皮膚可能會粗

糙、呼吸系統過敏，腸胃也會消

化不良。

生肖屬豬坐乙亥宮：犯

太歲、刑太歲
坐天機，主動，思想的移

動，又在四馬之地動得更厲害，

對環境的變遷很敏感，豬年思想

變遲鈍，只要有風吹草動就變得

不知所措。

在事業上：豬年特別想要變

動，心靜不下來，例如工作上的

人事變動，自身工作變動，個人

發展之變動，所以換工作要三思

而後行，不要急著跳槽，下一個

工作也未必很好 ( 待在原位等待

機會 )，先自我充實之後再作決

定也不遲。

在錢財上：豬年財運平平，

沒有特別旺財運，所以投資要謹

慎保守，切忌不要短線投資，

例如：股票或基金或是一些

借貸行為，會賠了夫人又折兵。

正常穩定的收入，有錢做長

期投資，不要想有偏財運賺大

錢，才是豬年理財因應之道 。
在健康上：原本是心平氣

和，生氣起來容易消氣，但是豬

年容易心浮氣躁，易發怒、暴

躁。身體抵抗力也會變比較弱，

要生活規律，不要常熬夜。

出門在外要小心意外傷害，

人多吵雜的地方不要去，免得運

氣不好掃到颱風尾。

若有宗教信仰者，豬年可以

去大廟安太歲，祈求新的一年事

事平安、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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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薇老師以2019年太歲乙干天機化祿在亥宮來起卦(如圖)，推論各生

肖命宮主星流年運勢。（圖片來源：紫薇提供 《看中國》製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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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水師難違天意

有一位風水名師，為

人看墳斷宅非常準確，經

過調理宅墓的許多人家都

成了富貴人家。

但他自己的兒孫們卻都不富

裕，也沒出一個當官的。有一

天，他的兒子說：「爹，你是一

個風水名師，為甚麼咱們家沒有

出一個當官的？你就不能調理

一下，讓咱家也富裕，也出官

員？」風水師說：「可以，但必

須按我說的去辦，明天午時是一

個吉時良辰，你們哥倆到你爺爺

的墳上拜祭一下，然後將我包好

的鎮物埋在東南西北方向上，不

出數年可以出官。但埋下後，

不可以說一句喪氣話，直走回

家。」

次日午時，哥倆按照老爹的

吩咐，到爺爺的墓地去按法調理

後，回家的路上，突然走來一個

乞丐，想討點吃的，或給點小

錢，被老大一腳踢開，並說道：

「真倒霉，遇到一個要飯的」。

回到家裡，」老爹問：「一

路上，遇到甚麼人了？你們一定

說了倒霉話吧？」哥倆只好承認

事實。

老爹接著說：「你們沒有當

官的命啊！我雖然精通術數風

水，但也違背不了天意，剛才你

們遇到那個討飯的，就是你們的

爺爺的靈魂啊！你們這樣對待祖

上，哪會有當官的福分呢！」

◎  文：陸文
◎  文：陸文

御守是日本的平安符

(或護身符)，經過神職人員
的祈禱、加持後，具有神明靈

威，帶有求好運及保平安的

象徵意義。

每年歲末到新年這段期

間，許多人會去歸還舊的御守

及購買新的，讓新的御守伴隨

自己新的一年。而送回神社、

寺院的御守會統一火化。

御守的種類各式各樣，造

型更是五花八門，令人喜愛，

又可作為吊飾，是許多觀光客

到日本旅遊時會購買的紀念品。

這裡歸納幾種常見的御守。

感情守 
幸福御守：祈求幸運、開運

愛情御守：祈求良緣、愛

情順利、沒有情敵！ 
緣結御守：情侶、夫妻緣定

一生的護身符！ 
安產御守：祈求孕婦懷胎順

利，孩子平安出生！

子供 ( 子女 ) 御守：有分男

孩、女孩的造型，祈求小孩平安

長大！

學業考試守 
學業成就御守：保佑學業有

成就！ 
考試御守：不論大小考試，

無往不利、金榜題名！ 
勝守 ：祈求事業成功、比

賽勝利！

正財、偏財守 
金守：常繡有「金」字或有銅

錢符號，求財運，讓它只進不出！

黃金運向上御守：讓你股

票、年終、獎金滿滿滿！ 
彩券御守：保佑可以中獎！

個人守 
健康御守：守護你的身體健

康，保佑你不生病！ 
開運御守：時時開運、事事

好運！

厄除御守：幫助你把霉運、

厄運都去除！ 
平安御守：保佑出入平安，

化險為夷！

交通安全御守：祈求交通安

全保平安！

福守御守：保佑你福氣常存，

讓你福星高照！ 
長壽御守：年長者生日時購

買，祈求長壽！

御守開運小物

在富士山上神社所賣的御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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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每一個人的胚胎在發

育過程中都有一個魚的時期，

外形跟魚的胚胎相似到離奇的

程度呢？

生物學在自然科學中，是最

複雜又是最年輕的一門學科。百

多年來不斷地成長，到如今可以

說達到突飛猛進的地步。每天在

新聞報導中都可以聽到有新的生

物學發現。不少人都認為廿一世

紀肯定是生物學的世紀。在這成

長的過程中，隨著觀察和實驗

的增加，當然會修正過去的一

些錯誤。

但是在 1997 年，生物學上

有一個重大的發現，這個發現不

是「修正」過往的錯誤，而是揭

開了生物學歷史上最大的醜聞，

也可以說是最大的騙局－－科學

家兼名教授海克爾偽造圖片、蓄

意欺騙。

但是據我所知，在美國除了

兩家科普性的雜誌對此做了簡單

報導之外，各大城市的報章雜誌

都絲毫沒有反應。偌大的事，就

這樣石沉大海嗎？在 1999 年，

才出現較詳細和公允的報導。

舊金山紀事報的錯誤

打開《舊金山紀事報》，

San Francisco Chronicles，
1999 年 2 月 7 日版，其第 6 頁

幾乎用全版，報導加州大學使

用斑馬魚（Zebrafish,也常作玩

賞用）及其透明的卵和胚胎作

實驗的優點。

他用進化論來解釋：斑馬魚

在分類學上屬於脊椎動物，在

4.2 億年前從與人類的「共同祖

先」進化而來（筆者註：這是假

設，不是已證的事實），所以魚

類與人非常相似。尤其是在胚胎

時期，因為人類進化必經過魚類

的階段，所以每一個人的胚胎在

發育過程中都有一個魚的時期，

外形跟魚的胚胎相似到離奇的程

度（uncanny resemblance）。

因此，研究魚的胚胎可以幫助瞭

解人的胚胎及其發展過程（注

一）。

提起人類胚胎與魚的比較，

多數讀者或多或少尚能記憶：過

去念生物學時，好像讀過德國生

物學家海克爾（Ernst Haeckel）
在百多年前為了支持達爾文進化

論而提出的胚胎重演律。該重演

律說：人的個體在胚胎髮育過程

中重複種系進化的過程。因為人

類最初從魚類進化而來，所以人

的胚胎有一時期極像魚。

我不知道你是否相信這種說

法，但如果你打開兒女如今的中

學或大學生物學課本，無論是中

文或英文的，無論是國內或海外

出版的，你幾乎都可以找到海克

爾的圖片。該日的《舊金山紀事

報》即在報紙的中心地位，以大

版面刊登了彩色的海克爾胚胎

比較圖，「證明」人類、兔子、

雞、烏龜都是從魚進化而來。

很多不知內情的讀者，連科

學工作者，甚至生物學家，也可

能認為，這篇報導不但言之有

理，尚有圖片「為證」，所以深

信不疑。從那圖畫看來，人的胚

胎在第一期「魚」的階段真好像

有鰓，並且還有長長的尾巴呢！

（注二）

但當我看了這篇文章，馬上

想寫一封讀者來信給該報編輯，

揭露這生物史上最大的騙局。

手頭報紙還沒有放下，心中

卻另生一個意念：我為什麼不用

我的時間精力，給中文讀者寫篇

報導，以免我們同胞受騙或犯同

樣的錯呢？

揭露真相的人

英國倫敦有一位醫生李察遜

（Richardson），他也是胚胎學

家，花了一生的時間研究人的胚

胎，但他從來沒有見過人胚胎有

「魚」的階段！所以他立意要更

正百多年來的錯誤。但是他很聰

明，知道從海克爾傳下來的這種

「偽科學」，不是他一個人的力

量可以推翻的。

所以，他組織了十七個單位

的科學家，研究了 50 種不同脊

椎動物的胚胎及其生長過程，並

且仔細觀察、記錄。除了海克爾

用的魚、蠑螈、龜、雞、人、及

三種哺乳動物，共四個綱的動物

之外，他們還研究了圓口綱的七

鰓鰻、軟骨魚中的電鰩、兩棲綱

的樹蛙、爬行綱的鱉，哺乳動物

中又加了澳大利亞的有袋類和胎

盤類貓科的代表等等。

李察遜等人終於聯名在

1997 年 8 月 的 Anatomy & 
Embryology 學報上發表了他們

驚人的結果。以下做簡單的綜

述：

一、海克爾聲稱的「第一

期」胚胎，其實並非真正的最早

期胚胎。因為各綱動物從受精卵

開始分裂的過程和原腸胚的形成

完全不同，原腸胚以後外形上才

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到後期又大

不相同。所以，他說動物發育

越是早期越相似，乃不盡不實

之言。

二、各類動物在海克爾的

第一期、也就是所謂「魚」的時

期，還是各不相同。李察遜等重

新繪製了八類代表的胚胎，最新

的資料顯示出，這些動物的胚胎

有相當的差異。為什麼海克爾所

繪製的八類胚胎卻如此相似呢？

當然是動了手腳。

三、海克爾有意選擇了較相

近的胚胎。他選水生的蠑螈而不

用青蛙代表兩棲綱，是因為蠑螈

本身就更像魚。相比之下，青蛙

不甚像魚，軟骨魚的代表與海

克爾的期望相差更遠。所以不

選用。

四、那麼，海克爾到底動了

什麼樣的手腳，以便將人的胚胎

畫得像魚一樣呢？原來他將人胚

胎的鼻子、心臟、肝臟等大部分

的內臟，及手、腳的胚芽都挖

掉，再加長脊椎成尾巴！經過

如此刪改，想要它像什麼都可

以了。

五、根據李察遜等研究的結

果，海克爾刪改的不只這些，他

還隨意加添。例如雞的胚胎，在

這時期的眼與其他動物不同。它

是沒有色素的，而海克爾則將它

塗黑，使它與其他動物看齊。還

有，海克爾在大小比例上也隨意

更改，他的伸縮性可達十倍，以

增加不同胚胎的相似性。

六、李察遜等人的文章還指

出，海克爾刻意選用不同動物作

為代表，卻隱瞞這些代表的種

名，使人以為同綱的動物一定都

是一樣的。其實不然，即使是很

接近的種，它的胚胎也很可能有

很大的差異。例如，不同種的

魚，它們胚胎的形態和發育的途

徑都可以各異。李察遜就此得出

驚人結論，即「海克爾的胚胎」

是生物學上最「著名」的騙局。

再度發現的騙局

《科學》週刊的標題更指

出，這個大騙局並不是首次

被發現，而是被「再度發現」

（rediscovered）。原來當年海

克爾還在德國 Jena 大學任教期

間，他偽造的這些假圖就已經被

人揭發。

李察遜為了證實這是遮掩了

一百多年的騙局，親自到 Jena
大學去查史料。不出所料，海克

爾當年被同事指控，他不但承認

偽造，並且被判有罪。所以，至

今在德國的課本中找不到海克爾

的圖畫。

但是為什麼在英文和中文

的課本中，這些偽作流傳了 126
年，甚至直至今天呢？李察遜

說：「這才是最大的謎。」

附註：

注一：用動物模式做實驗是

進入臨床試驗前必須的步驟。各

類動物之間有一定的異同，用比

較方法研究更能深入瞭解生物之

理，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識，

並不需要推到 4.2 億年前的假想

祖先。

注二：所有脊椎動物的胚

胎不是都有鰓，而是都有咽囊

（phyraygeal pouches）。魚類的

咽囊發育為鰓，但在其他動物中

咽囊發育成與鰓無關的結構，如

內耳，和副甲狀腺等。人類有尾

的傳說，有一部分由海克爾偽造

的圖而來。海克爾將腳的胚芽畫

成尾芽，不少人就為自己想像出

尾巴來。 

成功診治
來自三十年的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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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週七天：上午11點∼下午6點（接受針灸按摩公司保險、WCB ）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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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錕

◎文：友然

一百多年的生物大騙局 天文學家發現 

整個宇宙是旋轉的

天 文 學 家 在 研 究 超 過

15,000個星系後發現，宇宙中

的螺旋星系旋轉方向並不是隨機

的，而是取決於他們處於南半天

球或北半天球。

美國密歇根大學天文學家邁

克爾 . 龍果（Machael Longo）
和他的合作者從數據庫抽樣調查

了超過 15,000個星系，這些星

系與地球的距離超過 6 億光年。

他們發現，從銀河系平面朝

北看，超過一半的星系的螺旋是

逆時針方向。雖然超過的幅度只

占星系總數的 7%，但研究人員

認為這純粹出於偶然的幾率是百

萬分之一。

如果整個宇宙是旋轉的，那

麼朝銀河系平面下方的天空看

去，應該有超過一半的星系是順

時針方向旋轉。 1991 年，針對

8287 個南半天球螺旋星系的一

個獨立調查發現事實正是如此。

現在天文學家知道，行星在

旋轉，恆星在旋轉，星系在旋

轉，整個宇宙也都是旋轉的。一

個旋轉的宇宙影響將是深遠的，

因為現代宇宙學認為，宇宙是均

勻和各向同性的，它沒有優先取

向，並在所有方向都一樣。一

個旋轉的宇宙說明宇宙中有一

個軸心，這意味有一個特殊的

空間方向。

根據物理學中的角動量守恆

原理，這將意味著宇宙從一開始

就旋轉著，直到現在仍保留了這

種強烈的旋轉。這樣的旋轉宇宙

目前沒有任何理論可以解釋，這

或許暗示我們現在能觀察到的宇

宙只是更大宇宙的一小小部分。

這不是天文學家首次表示觀

察到旋轉宇宙的證據，曾有天

文學家懷疑大爆炸的宇宙微波

背景輻射的圖譜是宇宙旋轉所

致，但後來因為沒有確切證明

而被否定。

奇怪的是，銀河系自身的旋

轉軸大致和這個研究發現的宇

宙的旋轉軸同向，兩者僅僅相

差幾度。

《聖經》中有地球是宇宙「中

心」的論斷。從這一研究結果

看，這或是站在更大範圍和更深

層次的宇宙得出的結論吧。如果

只站太陽系或銀河系這樣一個有

限的宇宙局部，當然就看不到宇

宙的真正面貌。 

本文作者為著名美

籍華裔生物學教授，曾任

舊金山大學生物系主任多

年。

生物史上最大騙局， 被遮掩了一百多年。（Pixabay）

行星在旋轉，恆星在旋轉，星系

在旋轉，整個宇宙也都是旋轉

的。（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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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忽然院內傳來一陣腳步聲。

寶玉連忙走到門口，只見三個男人向這

裡走來，細瞧，原來是李貴、興兒、茗

煙。三人進了房子就給四人磕頭。眾人

連忙扶起，寶玉問：「今兒你們三人怎麼

都一齊來了？」三人說：「不是寶二爺把

我們贖出來的嗎？」寶玉一臉迷惑，立即

回頭望黛玉。黛玉笑著點頭。賈政問：

「你們三人一向可好？」三人說：「新主子

待我們還算好，可是我們每日都在想念

舊主人，今兒總算回到了家。」說著都流

下淚來。這時，忽聽到院內有女人的說

話聲。一抬頭，只見柳嫂帶著兩個女孩

進了屋。柳嫂說：「這是林家的管家送來

的兩個丫頭，說是姑奶奶吩咐的。」「誰

是姑奶奶？」茗煙問。「你糊塗了，咱們

的這位二奶奶不是林家的嗎？她當然是

林家的姑奶奶了。咱們的寶二爺自然是

他們的姑爺了。」大家都笑了。兩個丫

頭連忙給賈政夫婦叩頭，說：「姑奶奶讓

我們來伺候老爺、太太。我們倆笨手笨

腳，服伺不周，望諒解。」王夫人滿臉笑

容說：「什麼服伺？能陪陪我們老倆口說

說話就好得很。」寶玉喜得直拍手：「真

好！這一天咱家就添了五口人，我來數

數。」說著數了一圈，「咱們家人都在這

裡了，共十口人了，咱賈府也有些活氣

了。」黛玉說：「現在賈家勢敗家窮，你

們並不嫌棄，還來投奔，尤其柳嫂，在

賈家最危難時不離不棄，在父母二人奄

奄一息時，能悉心照料。患難見真情，

我們真的十分感動。所以以後我們的日

子再苦，也不能苦了你們幾個。從今天

開始，你們四個還按著賈府原來老例，

每月發例錢，雲兒、小雨兒還按林府的

舊例發月錢。」眾人連忙說：「使不得，

使不得。」李貴說：「人生在世還要講個

『義』字，以往主人待我們親切寬厚，我

們應同主人一起同甘苦共患難，如今能

到主人身邊，即使同主人一起討飯，我

們也心甘情願，還要什麼錢？」黛玉笑

著說：「我這第一次當家立規矩，你們就

駁回，總得給我點面子吧。」眾人還要

說話，黛玉不由分說，接著說：「就這樣

定下來了，大家的心，我豈能不知。這

顆心最珍貴，是用多少錢都買不來的，

那點月錢算什麼？咱們就說正事吧。李

貴，你就看大門，大門旁有幾間房子，

你打掃一下，住在裡頭。若有人來，你

報個信；若有歹人來，你對付一下。茗

煙，你還是照顧寶二爺；興兒，你就當

咱家的採辦。以往都是懷玉大哥不時往

這送吃的，如今咱們回來了，怎能再麻

煩旁人。你與柳嫂兩人算一下，看看咱

們十口之家每日的柴米油鹽醬醋茶，到

底要用多少錢。然後開個單子給我看。

我暫時給太太二千兩銀子，你們按時到

太太處去支錢。」王夫人說：「我如今

Many people are familiar with the 
fascinating stories of the Monkey King. 
However, Xuan Zang (602 – 664 AD), 
whose story became the prototype for the 
novel Journey to the West, actually traveled 
alone to India seeking the Buddha's 
teachings. He experienced tremendous 
hardship on a trip that took him 16 years 
across tens of thousands of miles. He was 
welcomed with great fanfare by everyone 
when he returned.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Both monks and ordinary people rushed 
to welcome him. Even the marketplaces 
closed to celebrate this event.” Xuan Zang 
spent another 19 years translating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into Chinese so the 
public could read them. The Giant Wild 
Goose Pagoda in Xi’an was built according 
to Xuan Zang’s knowledge of ancient 
Buddhist pagodas in India. 

Two of his disciples recounted Xuan 
Zang’s personal experiences in a biography. 
It is a precious piece of historical text. 
What follows is one of his adventures on 
his way to India recorded in the book.

When Xuan Zang arrived in central 
India, he traveled with a group of over 
80 locals on a boat across the Ganges 

River to the country of Ayamukha. In the 
middle of the trip, dozens of ships with 
robbers appeared from the trees lining 
the riverbank. Chaos broke out among 
the passengers on the boat and some even 
jumped into the river to escape.

Xuan Zang encountered many robbers 
on the trip and he successfully persuaded 
most of them to not commit crimes. But 
this gang of bandits was especially ruthless. 
Not only did they want the wealth, they 
also wanted a handsome man to sacrifice to 
their goddess.

They immediately took a liking 
to Xuan Zang. The bandits shouted, “It 
must be great luck that we have such a 
handsome monk as sacrifice!” Both Xuan 
Zang and the local residents who traveled 

with him tried to stop the robbers, but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were all taken away.

The bandits repaired the altar. Two 
men forced Xuan Zang on to the altar. 
Since the situation seemed hopeless, Xuan 
Zang asked the robbers to give him some 
time to reach nirvana himself.

Moved by Xuan Zang’s calmness and 
dignity, the robbers backed off. Xuan Zang 
sincerely recited Buddha scripture, wishing 
to cultivate again after reincarnation, as 
well as to b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save 
these robbers who killed him. 

Perhaps the compassion of Xuan Zang 
moved the heavenly beings. The weather 
suddenly changed. The sky darkened, a 
strong wind blew up, and the robbers' boat 
was nearly overturned.

Shocked by the change, the robbers 
knelt down and asked local residents 
who Xuan Zang was. After learning that 
he had traveled a long distance from the 
Han region to India for the Buddha's 
teachings, the robbers kowtowed to him 
and apologized. At this time, while sitting 
in meditation, Xuan Zang let go of life 
and death, and reached a higher plane in 
cultivation. 

The wind and waves  gradual ly 

subsided. The bandits touched Xuan Zang 
and he came out of meditation. “Is it time?” 
He asked thinking that it was time for the 
sacrifice.

The robbers were thrilled that Xuan 
Zang was still alive. They immediately 
confessed and repented in front of him. 
Xuan Zang explained the principles of the 
Buddha School and asked them to trade 
short-term gain for endless evil retribution. 
The robbers not only agreed and abandoned 
the evil sect they followed, but also began 
to follow the Buddha School principles and 
became good people. Whenever they met 
people, they praised Xuan Zang’s dignity 
and their own happiness for obtaining 
salvation. 

Was the sudden change in weather a 
coincidence? It is too much to be called a 
coincidence. The fury from the heavens 
was a warning to the evil bandits. They 
robbed and killed people. They have 
already committed deep sins. Killing a 
cultivator is the worst kind of sin that 
would accumulate vast amounts of karma. 
It is good that they were only temporarily 
misguided. Their original characteristics 
are still good, and they were able to reverse 
course from the teachings of Budd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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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黛玉後傳
◎文：黃靚

兩眼昏花，從中風以後腦子總是暈暈乎

乎，哪能管錢？」黛玉想了想，說：「那

只好暫時由我管了。對了，以後咱們十

口人的飯菜都是一樣的，不要分什麼等

級，不然柳嫂也忙不過來。還有，不能

每日只吃青菜、豆腐，每頓飯必須有肉

有蛋。平日就每頓一葷一素，一豆腐、

一湯。過年過節來客人可以豐盛些。這

樣，柳嫂你們就好算了吧。還有，柳嫂

你每天早晨弄三杯奶酪來，老爺、太

太、寶玉每人一份。」

「還有一件事同大家商量。」「什麼

事？」眾人問。黛玉說：「咱們以後弄個

大桌子，十人圍在一個桌子上，一齊吃

飯，可好？」眾人都不說話了。寶玉說：

「我給大家講講山裡的事，別以為深山野

林裡的人都苦不堪言，我們去的那個山

裡環境如仙境，人如神。雖然都是種田

人，但那舉止談吐，真比山外的讀書人

還高雅。每日從田裡回來，村裡人都到

村頭休息。那裡種滿鮮花，還有一池蓮

荷。高大的井台旁，一棵大槐樹，樹下

有石桌、石凳、木椅……男人們在一起

談天說地，女人們邊做針線活邊嘻嘻笑

笑，孩子們嘻笑追打，都把自己家的時

新水果拿來，放在井水裡泡著，然後提

上來，大伙一起吃。那個祥和溫馨，真

是羨煞人也。他們從來不講什麼男女不

同席，男女要迴避。他們的首領是一位

老者，生得鶴髮童顏，紅光滿面，白鬚

飄飄，滿面笑容，真乃神人也。人都稱

他神仙爺爺，但是沒一點架子，全村人

都願親近他。我們倆人辦婚事時，他還

和全村人一起跳舞呢。」眾人聽完後，

都嚮往極了。寶玉說：「人家全村人常在

一起，咱們十個人在一起吃飯你們都怕

了？」興兒說：「這，這主人和僕人一桌

吃飯，太不成體統了。」茗煙臉兒紅紅，

膽膽突突地說：「我若和老爺一桌吃飯，

連菜也不敢拈了。」賈政笑著說：「我有

那麼厲害嗎？」李貴說：「以往連寶二爺

見到老爺都嚇得膽戰心驚，何況我們下

人？」賈政說：「以後不會了，連人家神

仙爺爺都沒架子，我還端什麼臭架子？

以後就做個嘻嘻哈哈的老頭。」眾人都笑

了。王夫人說：「這幾年只有我和老爺倆

人，孤孤單單。今天一家在一起熱熱鬧

鬧，我太高興了。」眾人說說笑笑，誰都

不想離開。寶玉說：「來日方長，以後聚

會的日子多的是，各人忙各人的事吧。」

這時眾人方散了。（待續）

黛玉傾力救親人  良玉實意援賈府

玄奘生死劫中顯慈悲 劫匪受教皈正道

Xuan Zang’s Compassion Overcame Ruthless Bandits

《西遊記》中，唐僧師徒取經的故

事膾炙人口，但歷史上，玄奘是隻身一

人去古印度求法取經的。他於貞觀三

年（629 年）從長安出發，歷盡艱辛，遠

足數萬里取得真經，於貞觀十九年（645
年）載譽歸來，前後歷時 16 年。史書記

述當時民眾自發迎接玄奘空前盛大的場

面，「道俗奔迎，傾都罷市」。而後他

譯經 19 年功成圓滿。現在西安的大雁

塔，就是當年玄奘按照古印度佛塔的造

型修建的。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是他的二

個弟子按照玄奘的親身經歷寫成，是很

珍貴的史料。其中有一段最為險惡的生

死劫。那是玄奘走到中印度地區後，一

天他和當地八十多人結伴，坐船順恆河

去阿耶穆佉國。途中從兩岸樹林遮蔽處

衝出來十幾條強盜船。玄奘所坐的船上

頓時大亂，有人嚇得跳河逃生。

玄奘多次遇到過劫匪，那些亡命徒

基本都被玄奘教化了，而這次強盜絕

非尋常，不但劫財，還要劫一個美男

子，祭祀他們信奉的女神。

祭祀的季節快過去了，正在為祭祀

發愁的凶徒們一下就看上了玄奘，大

叫：「用這麼偉岸美貌的和尚獻祭，真

是大吉大利！」玄奘勸善不成，同伴們

苦求也沒用，被統統押走。

匪徒們修好了祭壇，二人持刀把玄

奘押上了祭臺。玄奘自知無望，便請賊

人給他一點時間，讓他自行坐化圓寂。

劫匪們早被玄奘的氣度和淡定震懾了，

自行退去。壇下同伴們哭成一片，而玄

奘誠心誦佛，發願往生，願聽彌勒真

經，而後下世救度這些殺他的匪徒。

也許是在生死劫中證悟了佛門覺者

的大慈悲境界，感動了天地，天地對匪

徒們變了臉。剎那間，黑風四起，飛沙

走石，河浪滔天，船幾乎被掀翻。強

盜們嚇得跪倒拜天，問眾人：「這和尚

是誰啊？甚麼來頭？」有人告訴強盜：

「這就是東土大唐取經來的玄奘法師。

天神怒了，還不懺悔！」強盜們連忙給

玄奘磕頭，而此時的玄奘端坐入定，看

到自己飛過了須彌山的三層天，展望著

佛界的莊嚴……

風浪漸去，賊人上前以手觸碰玄

奘，玄奘出了定，問道：「時候到了？」

以為要動刀了呢。

強盜們馬上歡呼雀躍，法師還沒坐

化呀！馬上過來拜服懺悔。玄奘給他

們開示佛法，告訴他們不要圖一時之

利，種下無窮惡果。結果匪徒們全都摒

棄了那個殺人嗜血的邪教，扔凶器，受

五戒，皈依正道。此後他們逢人便稱頌

玄奘的威德，訴說自己得度的喜悅。時

人無不讚歎。

那時的風雲突變，是巧合麼？哪

有那麼巧的事情呢？那時天地震怒、

狂風巨浪的天譴，正是對邪教匪徒的

警告。那些匪徒搶財殺人，已造下深重

的罪業，而殺害修煉的人，更是罪業

滔天。好在他們是一時迷失，本性未

泯，終在佛法教化下迷途知返。

◎文：李正陽

西安大慈恩寺玄奘法師塑像

Xuan Zang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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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近日，住在

卡城西南 Millarville 的一位

女士找到了一條好的途徑處理

自己價值 170 萬元的房產。

2 0 1 1 年 起， A l l a 
Wagner 女 士 就 住 在

Millarville。去年早些時候，

她因健康問題，打算出售她的

5000 平方英尺的房產。她先

以市場價推向市場，但隨著時

間的推移，她不得不一次又一

次地降低價格。經過大約五個

月，Wagner 還沒有收到合理

的報價，她提出了一個想法—

將她的房產作為寫作比賽的獎

品。

僅需付2 5元的
入場費，68,000名
參賽者可以寫一篇

關於為甚麼他們將

會成為該房產的最

佳新主人的短文。

這個想法，來自於幾年前

她女兒跟她講的一個小故事。

「在 2015 年，我的女兒

給我講述了發生在美國的一個

類似的故事，那個案例是出售

一個歷史悠久的旅館。我對那

個案例做了一些研究，它非常

成功。」

Wagner 希望通過社交媒

體，她的房產會獲得所需者的

關注，並能找到合適的主人。

「只有某個家庭住進這所

房子裡，讓它成為自己的家，

幸福地在這裡生活，像我一樣

快樂，那最終就是一個美麗的

故事。」

她承認閱讀超過 60,000
份的作文將很困難，但她說她

「沒有甚麼可失去的」。

「對於沒有放棄希望的人

來說，這將是一種美好的方

式。我不會放棄希望。我相

信，如果這場寫作比賽有效，

這都將是值得的。」

Wagner 表示，如果在一

月底之前，有買家給出了合理

的報價，那寫作比賽就取消，

並且收的報名費就全都退還。

如果寫作比賽繼續進行，

Wagner 計畫將比賽活動淨利

潤的 5% 捐給卡爾加里婦女庇

護所。

RAY'S
4
LE$$

取暖爐

Raymond

安裝及維修

冷暖空調服務

省錢 省錢 省錢

熱情服務 值得信賴

空調系統
熱水器
加濕器

含
保
險

服務卡城

十年！

周生(粵 / 英語 )

587-888-1528
恒昌冷恒昌冷恒昌冷暖氣暖氣暖氣工程工程工程

專業維修、安裝、保養
政府專業持牌技師

工商業、住宅之冷暖氣
安裝維修保養工程

凍房 冷庫冰櫃 空調
暖氣爐 加濕器 製冰機
餐館鮮風、抽氣系統

24 小時服務  價錢合理

請致電 403-988-9121 恆記

Life Guide
生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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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Domain 網站

報導，買房時，盡可能獲得更多

的信息是非常有必要的。在整個

買房過程中，中介是買家的主要

聯繫人，他們可能擁有許多關於

該房產的信息，以下是多個地

產專家建議買家應該問中介的 5
個問題。

1.誰擁有該房產以及背
後的故事

地產公司 Ray White 首席

執行官 Brian White 第一次買房

時，他說從未想過要了解以前房

主曾在那裡發生過的故事，「買

房後，我遇到了，有時以前的主

人甚至會來到看看，回憶當時的

時光。聽到過去曾在那裡發生過

的故事，以及他們對房產的感受

讓自己更了解了所買的房子。」

2.對這個區、這條街和

所處位置的看法
Raine ＆ Horne Petersham

房 地 產 公 司 總 監 Frederico 
Fraga-Matos 認為，當地的地產

中介是非常有用的知識庫，「中

介十分了解當地的情況，以及與

鄰區的比較。所處街道與其他街

道的區別，以及它是否處於所要

價格區間的最佳位置上。」

3.鄰居是甚麼樣的？
地產公司 Phillips Pantzer 

Donnelley 總 裁 May Anne 
Cronin 剛剛賣掉了一處房屋，

整條街的鄰居都出來聚會告別。

她表示，「看到這樣的關係真是

太好了，這讓人意識到，好鄰居

對你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你需

要了解生活在一起的鄰居是甚麼

樣的，他們是否適合於你。比

如，如果你是個『潮人』，那你

不想和許多父母生活在一起。如

果你擁有一個大家庭，你也不想

許多單身文藝青年在周圍。」

4.業主最近是否裝修了
房屋？

Finderskeepers 公司地產顧

問 Lisa Bradley 建議了解房屋

最近一次裝修是甚麼時候會大大

有助了解其真實價值。買家還需

要確保，如果進行裝修的工程，

是否能獲得了市政府的批准，相

關文件是否仍有效。此外，買家

還需要向代理了解是否該地區有

任何可能影響該房產的開發項

目，是否會影響到該房產的光線

或景觀等，並且獨自到當地政府

核實。

5.賣家真正的 
賣價是多少？

EPS Property Search 公司主

管 Patrick Bright 說，儘管代理可

能不會回答這樣的問題，但買家

值得去問。「如果你不知道它是

否在你的預算範圍內，你怎麼知

道是否值得在拍賣中投標呢？」

Bright 還說，了解賣家售

房動機也很必要。如果他們已買

了另一套房子，並且希望儘快搬

家，需要用賣房的錢來支付買房

的費用，那麼你就知道自己有更

多的談判籌碼。

買房時需要 

問中介的5個問題

寫作比賽可贏豪宅

巧克力慕斯蓁子蛋糕
（The Royal Cake）

抹茶紅豆奶油蛋糕
（Green Tea Red Bean Cake）

芒果奶油蛋糕
（Mango Cream Cake）

芒果慕斯蛋糕
（Mango Mousse Cake）

桑梅白巧克力慕斯蛋糕
（Raspberry White Chocolate Mousse Cake）

草莓奶油蛋糕
（Strawberry Cream Cake）

百香果椰味慕斯蛋糕
（Passionfruit Coconut Mousse Cake）

（Mango Cream Cake）

L'apres Midi 法式蛋糕房

@lapresmidi008/

403-455-3328

4034371787

週一：休息
週二∼週四：上午9:00∼下午6:00
週五、週六：上午9:00∼下午7:00  
週日：上午9:00∼下午4:00 

920 Northmount Drive NW

上品食材 精心製作
因而美味

新年快樂
Happy Chinese New Year!

（Raspberry White Chocolate Mousse Cake）

芒果慕斯蛋糕
（Mango Mousse Cake）

百香果椰味慕斯蛋糕 二月二日，週六

與我們一起共慶中國新年

橋治會（Kugekai）舞獅團

| 卡城華人社區服務中心

| 兒童手工藝（Kids Crafts）

下午 2 - 4點，在 Family Park

地產趣聞

Millarville及其位於卡城西南的豪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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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Floor  |  Millennium Tower 
101, 440 - 2nd Ave SW Calgary AB T2P 5E9 
電話: 403-503-8888 | Toll Free: 1-866-699-7826

immigration@higgertylaw.ca  |  www.higgertylaw.ca

高成功率，高效率移民，提供免費諮詢服務

● 各類移民 ● 各種簽證 ● 商業投資移民
● 配偶擔保 ● 工作簽證 ● 逾期逗留
● 省提名 ● 企業自顧工作簽證 ● LIMA申請
● 遣返令、人道主義與同情，房地產，家庭法

移民專家
Mary Ann Go
ICCRC #R508947
註冊會員，8年經驗

歡迎各界人士來電查詢一切有關法律事宜

鍾守信律師樓

晚上 /週末需預約

國/粵語服務

我們承諾為你提供優質服務與理想的結果

● 商業投資移民
● 各類移民
● 配偶擔保
● 省提名
● 各種簽證（工作、學習、訪問）

● 人道主義與同情

● 逾期逗留

● LMIA申請

● 雇主 LMIA/Owner
● 免費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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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電話，     速到迅 達

顧客好評96%種服務15+年經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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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水爐 靜電除塵器

暖氣爐 水管煤氣管

冷氣機 商業冷庫

加濕器 商業屋頂機加拿大商譽局

A+ 級 認 證

電話：403-921-4186
杜生 （粵、國、英語）

www.pnbfasterheating.com

絲巾新品

蕾絲扇髮簪步搖

各種風格·隨心所搭·批零兼營·歡迎光臨

油紙傘

各種風格·隨心所搭·批零兼營·歡迎光臨各種風格·隨心所搭·批零兼營·歡迎光臨

    
       新店開張 大酬賓

民
族
風
連
衣
裙

Zen & Accessories 

Downtown店地址：
202, 200 Barclay Parade SW, Calgary

電話：(403) 252-2586  (587) 719-9788

新店地址：Unit J2, 260300 Writing Creek 
Crescent, Balzac ( New Horizon Mall 內 )

客廳的桌椅如何布置

說到客廳佈局，很多人的第一反應就是組合沙發+茶几，好像這樣的組合已經成為了客廳的「標
配」。其實，隨著人們生活的不斷變遷，這種模式早就發生了變化。如今的客廳，待客的功能越來越弱

化了。確切的說，它更多的應該是作為家裏最大的公共活動區域，是家人聯繫情感的重要場所。所以，

客廳不一定非得是客廳。客廳根據家人需要，完全可以是開放書房、是辦公空間、是餐廳的延伸、是對

著窗外風景的大方桌操作台、是孩子們的娛樂空間。

好的客廳佈局，一定是從家庭本身的狀態出發。在有限的空間和條件下，充分考慮自己和家人的需

求、習慣、愛好、作息等，然後進行個性化布置。我們整理了一些實用的例子，一起來看看吧！

1、「一字型」或「L型」沙發
傳統組合沙發 + 茶几的形式，讓

客廳顯得非常擁擠。曾經有人做過實

驗，發現三人沙發實際上很少坐三個

人，反倒是二人沙發和小體量的座椅更

受歡迎。因為小三人沙發的寬度在 2.1
米左右，三個人坐在一起只能端著，胳

膊都伸展不開，十分不舒適。

當然，家具的選擇是受空間的大小

限制的，需要根據客廳大小來選擇合適

的沙發。所以如果空間不大，建議使

用「一字型」 或「L 型」沙發 + 座椅的

形式，使空間看起來通透、寬敞。如果

選擇「一字型」 或「L 型」沙發，並不

建議再搭配單人沙發，因為其實這樣的

沙發足夠滿足家人或待客的日常需要。

如果家裏常住人口較少，但偶爾有很多

朋友到家裏做客，為避免客人沒座的尷

尬，可以選擇一些靈活的座位。比如，

腳凳、坐墩兒、蒲團、可折疊坐具等。

相比單人沙發而言，這類散座能夠隨時

搬動和靈活使用，可近可遠，甚至收納

到一邊。因此，選擇一字型沙發 + 座

椅的形式，會讓人感覺更舒適、更方便。

2、造型簡潔的沙發更受歡迎
隨著簡約風格越來越被大眾口味所

接受，輕盈、簡潔這些特性就成為了客

廳的主要流行風格。可以看到許多的沙

發主體都盡量簡化，令空間呈現出輕盈

簡約的視感感受。

3、大茶几被取代
傳統客廳的標配就是沙發前配一張

茶几，但是茶几體積大，礙事不說，還

不能與沙發距離太近，這就造成了拿東

西的不便。其實可以利用邊幾或小圓桌

代替，造型小巧可以隨時搬移，不容易

留下衛生死角，還可以令客廳更顯寬

敞。搭配小茶几或邊幾可以讓空間感更

加平衡。

4、書櫃和書架牆
除了沙發、桌椅，客廳中還有很多

的物件需要安置，很多人會在客廳中設

置書架或書架牆。書櫃或書架牆可以取

代電視牆，也可以做成和電視一體的電

視櫃，充分利用客廳空間。

5、其他配置
為了在客廳活動方便，還可以放置其他的

配置，比如一條舒適的扶手椅，或者一盞落地

燈，在閒暇時刻靜靜地享受自己的時光。根據

家人不同的需求和愛好，還可以放上抱枕、地

毯、綠植、裝飾畫等配置，這讓客廳看起來更

溫馨、更舒適。

◎ 文：曉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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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米娜　圖：Fotolia
年年有魚，年年有餘，祈願來年一帆風順，闔家平安。

年菜必須準備一整條魚，先炸金黃焦

香，後續還可以延伸料理成其他風味，

一舉多得；例如：豆腐燒魚及糖醋魚等。

酥炸魚

適合清蒸的新鮮魚一尾（約 500g）。

粉漿：低筋麵粉 60g、地瓜粉 20g、1顆蛋

黃、胡椒鹽適量。

食材

混合粉漿材料，攪拌均勻。

魚洗淨瀝乾，以鹽、酒抓醃去腥，靜置

5分鐘。

準備油鍋：油量至少要能淹過食材，以

中火加熱至約 150攝氏度（筷子插入油裡

面，微微冒泡）。

魚身兩面沾麵粉，再沾粉漿，入熱油

鍋，以中小火炸至定型，才能翻動，炸至

金黃取出，瀝乾備用。

作法

整條魚的料理寓意圓滿
過年講求好兆頭，年菜必須

是全魚；年夜飯不能把魚吃完，

必須「有餘」；捕魚的人家，吃

魚不能翻面，以求出海平安。

擺盤喜氣大方慶有餘
為了方便擺盤，年菜魚料理

以一斤大小的魚為佳。這樣的體

積，搭配蔬果食材，擺盤較美

觀；大小適中，火候也較易掌控。

百變魚料理各有特色
中國菜中魚料理變化多，煎

煮蒸炸各有特色。一般家庭能夠

烹調的全魚料理也不少，例如：

豆瓣魚、紅燒魚等。

年年有魚吉祥
年菜

魚料理美味秘訣
魚料理美味第一秘訣就是新

鮮度，尤其清蒸方式，魚要足夠

新鮮，成品才能令賓客驚艷。

除夕前應完成魚解凍；需要

二次加工的魚料理，可提前先進

行第一次烹調。

魚料理搭配蔬菜及豆腐，不

僅成品更加美味豐盛，也兼顧了

年節飲食健康。

土石。梅乾菜泡水 30分鐘，擠乾水分備

用。

梅菜、薑切末，拌入醬料，抓勻，鋪

在魚身上。

蒸鍋水開，送魚入鍋，蒸約 15分鐘即

可。

上桌前灑上切碎的香菜，灑一些香

油，風味更佳。

年菜出一道蒸魚，搭配喜歡的醬汁，

美味又討喜。唯須掌握蒸魚時間，開

飯前起鍋上桌，才能享受蒸魚的鮮嫩

口感。

清蒸鮮魚

適合清蒸的新鮮魚一尾（約 500g）、梅

菜乾 1球、薑 1小塊。

醬料：糖 1大匙、老抽 1/2匙、麻油、胡

椒粉適量。

食材

梅乾菜用水泡開，每片葉子搓洗乾

淨，換水多次，直到洗除菜葉附著的

作法

外觀紅潤喜氣的魚料理有不少，剁椒

魚頭、糖醋魚、麻辣魚均屬之。可視

年菜菜單其餘料理，考慮口味濃淡是

否平衡。

麻辣魚

新鮮魚 1尾（每尾約 400g）。

醬料：豆瓣醬 3大匙、薑末 1大匙、蒜末

1大匙、花椒粒 1/2大匙、辣椒段。

食材

魚充分褪冰。魚洗淨擦乾，下鍋前抹

上薄鹽備用。

鍋內放少許油，開火熱鍋。油冒小泡

時下魚，開大火，不翻動，待一面煎到

金黃再翻面。另一面也煎金黃，起鍋備

用。

熱油鍋，下豆瓣醬，煸炒出香氣，下

其他醬料，煮 10分鐘融合醬料。

魚上桌前淋上醬料。

作法

有效期：2019 年1月 25 日∼1月 31日

大 / 小芋頭好運大蜜柚美國茼蒿中國茄子

一級油菜心

新鮮特級牛腱

正宗台灣高麗菜

越金牌有頭白蝦 20/30

越南火龍果

原條大眼魚

美國大臍橙

連皮五花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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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女牌泰國糯米海燕牌新年糖果 媽媽牌即食麵

六折優惠 肉碎
雞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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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個減少家庭
化學品汙染的技巧

以下介紹一些措施，避免最

嚴重的干擾內分泌的罪魁禍首，

以及各種來源的其他化學品。總

之，要盡量在家中放置整個的食

物和天然產品。

產品中含有的成分越少越

好，並且盡量確保您穿戴在身上

或身體上的任何物品沒有人工化

學添加物，或僅使用只包含您熟

悉物質的物品。如果您叫不出來

某種東西的名字，就不要讓家人

靠近它。

1. 要盡可能地購買和食用

有機農產品和自由放養的有機肉

類，以減少您接觸荷爾蒙、殺

蟲劑和化肥的風險。同時避免

含有基因工程重組牛生長激素

（rBGH 或 rBST）的牛奶和其

他乳製品。

2. 不要吃常規或農場飼養

的魚，因為這些魚常受到多氯聯

苯和汞的嚴重汙染，可以補充高

品質的 ω-3 脂肪酸，或者吃野

保健

常識

孔子講的「仁愛」，除了親

人、愛人之外，還包括：孝悌、

寬、信、敏、惠、簡、恭、謙、

溫、剛、毅、勇等道德行為規

範，追求至善、至美的道德修

養，有了這完美的目標，人的壞

習慣就會減少很多；忠恕之道，

寬以待人，賜人以惠，這樣就免

除了怨恨與憤怒，減少了諸多情

緒的疾病。

孔子對顏回的「一簞食，一

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

也不改其樂」大加讚賞，自己也

是「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

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

於我如浮雲」。

人能這樣學習孔子的思想，

生活平實純樸，也可減少很多高

血壓、高血脂等代謝疾病，從

現代的觀點來看，也實屬長壽 
之道。

「仁者不憂」、「君子坦蕩

蕩」，以至「仁者壽」，說明了

修身與長壽之間的關係，因此董

仲舒曾說：「故仁人之所以多壽

者，外無貪而內清淨，心平和而

11. 在購買家具、床墊或地

毯等新產品時，詢問它包含哪種

類型的阻燃劑。注意或避免含

有多溴聯苯醚（PBDEs）、甲醛

（formaldehyde）、硼酸（boric 
acid）、銻（antimony）和其他

含溴（brominated）化學品的

物品，要選擇那些含有天然不易

燃材料的物品，如：皮革、羊毛

和棉花。

12. 避免使用染色和防水的

衣服、家具和地毯，以避免全氟

化學品（PFC）。

13. 盡量減少使用塑膠製的

嬰兒和兒童玩具，選擇天然木材

或織物製成的玩具。

14. 只使用天然清潔產品或

自己製作。避免含有 2- 丁氧基

在美國，化學品

在沒有被證明有害之

前都被認為是安全的，

所以我們不要冒著自

己的生命危險暴露於

任何毒素，尤其是食

物、個人護理品和家

庭環境中的各種毒素，

更要盡力減少。

儒家的養生長壽內涵

生捕獲的魚，並且要通過實驗室

純度測試。野生阿拉斯加三文魚

是不錯的選擇。

3. 購買玻璃瓶而不是塑膠

或罐頭的產品，因為化學品可能

會從塑膠中滲出並進入內容物。

4. 將您的食物和飲料存放

在玻璃杯中，而不是塑膠杯中，

並避免使用塑膠包裝。

5. 使用玻璃奶瓶，並避免

你的小孩使用塑膠吸管杯。

6. 多吃生食（蔬果類）和

新鮮食物。各種加工的預先包裝

好的食品是 BPA 和鄰苯二甲酸

酯等化學品的常見來源。

7. 用陶瓷或玻璃炊具替換

不沾鍋。

8. 過濾自來水（飲用和沐

浴水）。過濾沐浴水可能更重

要，因為要避免你的皮膚吸收汙

染物。要確保篩檢程式通過認證

具有去除干擾內分泌的除草劑阿

特拉津（Atrazine）的能力，環

境工作組（EWG）建議，可以

使用反滲透篩檢程式過濾高氯 
酸鹽。

9. 尋找由地球友好、動物

友好、綠色、無毒、100% 有機

物質的公司生產的產品。這適用

於從食品、個人護理產品到建築

材料、地毯、油漆、嬰兒用品、

室內裝飾品等所有的物品。

10. 使用帶 HEPA 篩檢程式

的真空吸塵器去除室內灰塵，

這些灰塵往往受到化學物質的 
汙染。

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養其

身，是其且多且治。」

在飲食衛生方面，《論語 ·
鄉黨》中提到：「食不厭精，膾

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而肉

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

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

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

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

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

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

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

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

寢不言。」

精細的東西比較好消化，

變質、變色、變味的東西不

使用有機
品牌的洗
護用品。

乙醇（EGBE）和甲氧基二甘醇

（DEGME）的產品，這二種有

毒的乙二醇醚可能會損害生育能

力，並導致胎兒危害。

15. 切換到有機品牌的洗護

用品，如：洗髮水、牙膏、止汗

藥和化妝品。例如：您可以用椰

子油和小蘇打代替許多不同的

產品，EWG 有一個很好的資料

庫，可幫助您找到不含鄰苯二甲

酸鹽和其他潛在危險化學品的個

人護理產品。我還提供最高品質

的有機護膚產品——洗髮水和護

髮素及完全天然、安全的身體護

膚油。

16. 用更安全的替代品取代

衛生棉條和衛生護墊等女性衛生

用品。

17. 避免使用人造空氣清新

劑、烘乾片、織物柔軟劑或其他

合成香料。

18. 尋找無香味的產品。一

種人造香料可能含有數百種，甚

至數千種潛在的有毒化學物質。

19.用布料替換乙烯基浴簾。

資料來源：

這篇文章是由《紐約時報》暢

銷書作家 Mercola博士帶
給您的，如需更多有用的文

章，請立即訪問 Mercola.
com，並獲得免費的掌握您
健康的電子書！

整版圖片：FOTOLIA

中醫的養生之道，除與醫學發展有關，還與宗教、哲

學、倫理道德、民風習尚等有關係。儒家思想千百年來就是

中國的正統思想，儒學也在影響著中醫養生學的發展。

 ◎  文： 鄧正梁       （正梁中醫診所院長）

醫 師 講 堂
吃……集市上買來的酒肉不吃；

每餐必有薑，但不多吃……此

中除了注意禮節，也提到很多

飲食衛生上要注意的事項。

「食不語、寢不言」也是良

好的生活習慣。

儒家所強調的中庸，意即

不偏不倚，無太過與不及，「以

禮節之」，這與《黃帝內經》中

所提到的養生觀念：「法於陰

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起

居有常，不妄作勞。」有類似

的想法。

儒家思想本不以養生長壽

為專務，但道德行為規範卻可

讓人無形中有健康的行為準

則。宋代後，儒教還滲入了

釋、道的思想，「不為良相，則

為良醫」、「保身長全」也成了

士大夫們的基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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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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1月30日

Broccoli Crowns 百加利Colored Peppers 紅 / 黃 / 橙辣椒

Kinno Mandarins 蜜橘

Apples All Varieties 各種蘋果

5 pack Avocadoes 牛油果 Bok Choy 上海白菜

Suey Choy 

$1 98
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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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8
lb

Spend $20 and get a free pineapple

短紹菜

$1 98
ea

1 68
lb

$ 098
lb

$

$1 28
lb 288$

ea

5 個裝

Apples All Varieties

3 顆裝

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凡購物滿       即可免費獲得一個菠蘿

3 pack Romaine hearts 羅馬生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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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banero Pepper

Blueberries Kivi

哈瓦那辣椒

藍莓 Cara Cara Oranges

Head LettuceLemon

紅肉臍橙

西生菜

蕃茄

Salsa Tomatoes 莎莎蕃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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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nish Clementine西班牙蜜橘

獼猴桃

$    .99/ 磅1
1月 23日特價商品

Blackberries Tomatoes黑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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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9/ 盒1 $         .95/ 箱24

$         .00/ 箱 $         .00/ 箱 $         .95/ 箱$         .95/ 箱35 35 24（8 磅 ) （200 個 )

(25 磅 )

$         .00/ 箱

$     .49/ 磅 $     .49/ 盒$     .99/ 磅

10

1 10

每日重磅商品發布在

本週末
三天特價

(25 磅 )

1月 24日特價商品

◎  文 :郭惠潔                        

2019新年伊始，心儀時尚的女性們，是不是早就按耐不住想知道新的一
年裡流行甚麼呢？《看中國》小編為您整理了幾項預計2019年流行的時
尚元素，以供借鑒，希望在新的一年裡，您更加風采多姿。

2019時尚元素搶先看

流行色

權威色彩機構 Pantone 宣

布，2019 流 行 色 就 是 Living 

Coral珊瑚橙。蜜桃色與橙色混

合的顏色，官方解釋，這樣的色

彩蘊藏金色基調，是富有生命活

力卻不失柔和的色彩。

1

可愛圖騰風

像往常一樣，設計師們喜歡

將可愛的動物形像放在衣服中

央。或者大量運用藝術而活潑的

幾何圖案。而制作方法上，印

花，刺繡，釘珠裝飾也很常見，

頗受市場歡迎。

2

大品牌合作

大品牌之間越發熱衷于聯名

合作，跨界合作，推出限量版時

尚服裝。

3

唇膏色

將誇張的艷紅色和裸色調唇膏暫且

收起來吧 !中間色是 2019最流行的唇

膏色彩，無論是玫瑰豆沙色或是肉桂粉

色，都是低調溫柔的優雅色澤。

  同時擁有霧面與緞面妝感的唇妝，可

將乾冷天氣衍生的唇紋淡化，看起來更

滋潤亮麗。

5

印花夾克配上

藏藍色的燈籠

褲，讓您看上

去與眾不同。

玫瑰豆沙色和肉

桂色唇膏為您添

幾分優雅。

時裝款式及其面料

2019年時裝的趨勢，除

了寬鬆但不減精神的剪裁以

外，粉紅色也是特色之一。

The Row的禮服設計選用了

較為寬鬆的設計，而 Gabriela 

Hearst的粉紅色西裝包含了束

帶造型。

流行面料方面，針織依舊

大行其道。另外，皮革、人工

皮草與斜紋呢料也將走向時尚

高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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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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週
好 去 處

Community Calendar

Silver Springs 
第13屆樂高（Lego) 

積木大賽
來觀看入門賽，快速積木搭建競技，

免費進入。如果您有興趣參與，請致電

403-288-2616。
時間：週六，1 月 26 日中午 12 點～

下午 2 點

地 址：Silver Springs 社 區 中 心，

5720 Silver Ridge Drive NW
網址：silverspringscommunity.ca

Edgemont社區 
戶外滑冰派對

在 Edgemont 社區溜冰場舉行免費

的戶外滑冰派對。

提供免費熱巧克力和咖啡及小吃。請

穿適合天氣的衣服，換鞋空間有限，為避

免等候，請自帶椅子。

孩子們必須有大人監護。

時間：週六，1 月 26 日上午 11 點～

下午 2 點

地點：33 Edgevalley Drive NW

免費家庭冰雪狂歡

與家人一起在戶外歡度時光，雪地作

畫，打雪仗，土豆口袋套在腿上賽跑和尋

找寶物等等遊戲。

時間：週六，1 月 26 日上午 10 點～

中午 12 點

地點：New Brighton Athletic Park, 
5801 130 Avenue, SE

太古廣場 大統華T&T 
2019豬年新春嘉年華
嘉年華精彩紛呈：卡城最具規模之年

貨大街，卡城最具規模之燈謎燈展，武術

世界冠軍表演，卡城最高水準之文藝匯

演，中華美食。每天現場送大統華禮品卡

10 張，現場春聯免費送，小朋友現場臉

譜彩繪。

活動期間顧客在大統華買滿 38 元即

可獲大統華送出禮品一份。多買多送，送

完即止。

時間：週六、週日，1 月 26 日～ 27 
日（2 天），中午 12 點～下午 4 點半

地點： 太古廣場 , 999-36 Street 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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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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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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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到卡爾加里

廣州倉庫免費代收、打包

www.jdlshipping.com
info@jdlshipping.com

海運拼箱 空運 雙清關代進口整箱

587-999-1988

Mercedes-Benz 
Country Hills

品牌專家

聘

積極的態度

書面和口頭溝通技巧

出色的多任務組織能力

在快節奏中獨立工作

與客戶建立並保持良好的關係

亞省 5級駕駛執照（AMVIC 註冊）

工
作
要
求

聯繫我們 careers@mbcountryhills.com
(587)806-3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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