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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富商政客黃向墨入澳籍遭拒
Chinese billionaire and political donor Huang 
Xiangmo denied Australian citizenship

C1 社火: 讓正義必勝的信念世代流傳 (上)

Chinese New Year traditional celebration:
its origin and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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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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燒大蝦

 $999

避風塘茄子

 $999
啫啫薑蔥黃鱔煲 

 $2999
當雄炸子雞

 $999

16 Ave. NE

12 Ave. NE

7 Ave. NE

C
enter St. N

Edm
onton Trail N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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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食街

王子島

Down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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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品補鈣
魚湯米線

$16.99

魚湯米線
純魚骨熬製
原汁鮮味

全全
日日
提提供供
正正宗宗越越南南

餐餐

家鄉黃鱔飯 
 $2999

秘製冬菇支竹鵝乸煲

 $2399

惠食街惠食街
K&B Noodle House

(Chinese & Vietnamese Cuisine)

秘製貴妃雞

$9.99

清蒸老虎斑

$23.99

京都骨

$9.99
特價!

每日午市多款

粥 粉 面 飯
注：所有特價菜，必須同時惠顧一
款正價菜，飯、面除外。       
圖片僅供參考，以店內實物為準。

★

團 團 圓 圓 過 大 年

  歡樂 
四人宴 $88

八珍豆腐煲當雄炸子雞

海皇魚肚羹

清蒸海上鮮

金牌貴妃雞（半隻）

京都骨

蒜蓉白菜苗

白飯

精美甜品

Fish maw seafood soup
Steamed Fish
Royal Chicken (Half)
Peking Style Sweet & Sour Pork Chop

Baby Choy in Garlic Sauce
Steamed Rice
Dessert

Dinner
For 4

避風塘茄子 當雄炸子雞

海皇魚肚羹

翡翠炒海鮮

清蒸海上鮮

京都骨

蒜蓉豆苗

金牌貴妃雞（半隻）

金蒜魚子海皇炒飯

精美甜品

Fish maw seafood soup
Fried Snow Pea Celery and Seafood

Steamed Fish
Peking Style Sweet &  Sour Pork Chop

Snow pea Tips in Garlic Sauce
Royal Chicken (Half)
Seafood with Dry Garlic Fried Rice  
Dessert

Dinner
Fo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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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都骨

清蒸海上鮮

金牌貴妃雞（半隻）

金蒜魚子海皇炒飯

精美甜品

Fish maw  seafood soup
Fried Shrimps with Salted Egg
Diced Beef in Black Pepper Sauce
Fried Chinese broccoli and Seafood
Two kinds of Mushrooms with Baby Choy
Seafood in Casserole

Steamed Fish
Royal Chicken (Half)
Seafood with Dry Garlic Fried Rice
 Dessert

Dinner
For 10

就是這麼實惠！

  歡聚
六人宴 $118  闔家

歡樂宴 $188

Chinese Artichoke mushroom geese Casserole  Eel with House Special Sauce  Casserole  Garlic ,Chili  Black bean Fried Eggplant Deep-Fried Chicken Eight Treasures and Tofu Casserole

Braised Pork Hock Braised Tofu Fried Baby ChoyDry-Braised Shelled ShrimpsCountry Style Eel Fried Rice

金
豬送福 年年有

餘

Open 7 days / week,  11 am ~ 1 am (morning)

原價:$29.99原價:$29.99

原價:$28.99原價:$28.99
Note: All special dishes must be accompanied by 
a regular price dish, except for rice and noodles.
The picture is for reference only, the actual dish 
may differ in the restaurant.

We also have special  dishes, 
please reffer to the menu. in  restaurant.

另有特色小菜，詳見堂食菜單。★

Peking Style Sweet & Sour Pork Chop  

作為美國立法和行政機構保

持合作和溝通的一個機制，總統

定期向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發

表國情咨文，報告美國國情狀況

並且闡述總統未來推動的各項政

策。國情咨文演說最初是在白天

進行的，總統林登．約翰遜打破

了這個傳統，1965 年開始在晚

上發表國情咨文，以吸引更多電

視觀眾，這在之後也變成了新的

傳統。

以下是《美國之音》翻譯的

川普國情咨文演說相關段落和各

界分析。

貿易政策

川普說：「為了在我們難以

置信的經濟成功上繼續發展，一

項當務之急是扭轉幾十年來災難

性的貿易政策。我們現在正在向

中國表明，在多年來把目標對準

我們的產業、竊取我們的知識產

權後，對美國就業和財富的竊取

已經結束了。

因此，我們最近對 2500 億

美元的中國產品徵收了關稅——

現在我們的財政部每月收取數

十億、數十億美元。但我不怪中

國佔了我們的便宜——我怪的是

我們的領導人和代表，是他們讓

這種荒唐事發生。我非常尊敬習

主席，我們現在正致力於與中國

達成一項新的貿易協議。但它必

須包括真正的、結構性的改變，

以結束不公平的貿易做法，減少

我們長期的貿易逆差，並保護美

國的就業。」

眾多媒體分析，川普政府尋

求公平自由貿易的決心很大，將

給北京政府帶來巨大的壓力。

獨立時政評論人文昭認為，

在貿易問題上，川普團隊抓住了

保護就業是美國的根本利益這個

實質。保護就業最關鍵的是兩

項，保護知識產權和中國取消出

口補貼。如果換奧巴馬當總統，

很可能滿足於另外兩樣：中國增

加從美國的採購，以及中國擴大

美國企業的市場准入。這能讓跨

國公司開心，同時不用冒著複雜

的國際政治關係變動的風險。但

就業第一、藏富於民、擴大充實

中產階級乃是一切國家經濟政策

的中心，須得如此這才是個民

有、民治、民享的國家。中國的

未來也應當如此。

希望中國 
加入新中導條約
川普表示：「作為軍隊建設

的一部分，美國正在發展先進的

導彈防禦體系。在我的政府領導

下，我們永遠不會為推進美國利

益感到抱歉。（下文轉 A2）

2月5日晚，中國黃曆
大年初一，美國總統川普

在國會發表90分鐘的國
情咨文演講，其中談了與

中國的貿易談判。他說，

美國正在致力於與中國達

成新的貿易協議，但必須

包括結構性的改變。川普

總統還希望中國也加入未

來的新中導條約。

記者林佳綜合報導

哪些與中國有關？
川普國情咨文

美國總統川普在國會發表國情咨文演講。（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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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川普國情咨文
（上文接 A1）例如，數十

年前美國和俄羅斯簽訂了一項條

約，我們同意限制並減少我們的

導彈能力。雖然我們按照條文遵

守協議，但是俄羅斯屢次違約。

這持續了很多年。這就是我宣布

美國正式退出《中程導彈條約》

(INF) 的原因。

也許，——我們別無選擇，

也許我們可以談判達成一項不同

的協議，把中國和其他國家也加

入進來，也許我們無法達成——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投入和

創新將會遠遠超出所有其它國

家。」

對此，文昭的解讀是：「川

普是說：中國和俄國，要麼和美

國重新談判，我們達成一個多邊

的軍備條約，大家都遵守、都不

研發和生產大規模殺傷武器。要

是達不成這樣的條約，美國就開

發自己的新式武器，大家就軍備

競賽，誰怕誰。」

宣告川金會日期

針對北京政權的聯盟者朝

鮮，川普表現得相當樂觀：「作

為一個大膽的新外交策略的一部

分，我們繼續我們所展開的歷史

性的努力，推動朝鮮半島的和

平。我們的人質已經回家，核測

試已經停止，15 個多月來都沒

有發射過導彈。假如我沒有當選

美國總統，我認為，我們現在可

能已經與朝鮮在打一場重大的戰

爭。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我與

金正恩有著良好的關係。金委員

長和我將於 2 月 27 日和 28 日

在越南再次會面。」

《今日美國》報導，越南與

美國和朝鮮都有外交關係，社會

主義國家越南作為會面地點對於

美朝兩國領導人都有益。對於金

正恩來說是短途旅行，對川普來

說，氛圍良好。 2017 年皮尤研

究中心公布的一項民調顯示，對

川普的國際事務處理能力有信心

的越南人，多達 58%。有評論

人士認為，越南正選擇與美國靠

近。

永不淪為社會主義國家

川普談及了委內瑞拉和共產

主義的失敗，他表示美國與委內

瑞拉民眾站在一起，支持他們爭

取自由的崇高追求。

他還表示美國國內也對社會

主義保持警惕：「在美國這邊，

讓我們感到警惕的是那種要在我

國施行社會主義的呼聲。美國的

建國基礎是自由與獨立，而不是

政府強制、主宰和控制。我們生

而自由，我們將保持自由。今

夜，我們重新堅定我們的決心，

永遠也不會讓美國淪為一個社會

主義國家。」

其他內容

綜合而言，川普在演說中聚

焦五項議題，包括：改善移民制

度、保護美國勞工、再建設美

國、降低醫療照護和處方藥成

本、保護美國國家安全。

川普呼籲兩黨化解分歧，他

表示在過去的兩年，政府已經以

急迫及歷史性的速度前進。現在

美國的經濟是最熱的，失業率達

到 50 年來最低。同時，去年的

稅改大幅降低美國人應繳納的稅

收，企業正在返回美國。

川普在演說中還宣布將給新

生兒父母帶薪休假，這個話題獲

得兩黨起立歡迎共同支持。隨即

川普話鋒一轉，提到了一些州立

法允許晚期墮胎，他呼籲對生命

負責，並表示美國相信一個根本

真理：「所有出生的和未出生的

嬰兒都是上帝創造的。」

另外，川普強調了美國對世

界的作用：「美國的自由是歷史

上推動人類進程的最強大的一股

力量。」

民主黨回應

總統發表完國情咨文後另一

黨派的代表要立刻發表講話回

應。今年民主黨派出的是政壇新

星黑人女性史黛西．阿布拉姆斯

（Stacey Abrams）。對總統國情

咨文的回應，阿布拉姆斯說，雖

然她對總統處理國家所面臨的問

題的方式感到「非常失望」，但

她不希望他失敗。

總統和議員也都會邀請有代

表性的客人出席，展示他們想要

突出的某些議題。比如川普總統

夫婦邀請的客人包括：被非法移

民殺害的一對夫婦的家人、受益

於川普總統推動監獄改革法案的

前服刑人員、受益於新稅法的木

材工廠經理等，還有一個六年級

的小孩，他因為也姓川普而在學

校被欺負。

民主黨議員邀請的客人包括

受政府關門影響的人士，曾以無

證移民身份在高爾夫球俱樂部工

作的移民等。

臺灣人權工作者李明哲

的妻子李淨瑜應眾議員史密

斯（Chris Smith） 的 邀 請 亦

有出席，與第一夫人梅拉尼婭

（Melaniya）坐在同一排。她說

她的受邀代表臺灣人權得到美國

的關切和保護，川普的國情咨文

是「對自由的禮讚」。其夫李明

哲 2017 年 11 月被大陸政府以

「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五年監

禁，目前在大陸監獄服刑。

值得注意的是，出席的兩黨

領導人穿著釋放出化解分歧的信

息。紅色是共和黨的代表色，藍

色則是民主黨的代表色。川普總

統佩戴著紅色領帶，副總統彭斯

戴著藍色的領帶，而民主黨眾議

院議長佩戴的項鏈則以深藍色為

主，點綴著 2 朵紅花。美國兩

黨似乎有意化解分歧，共建美

國。

【記者李文隆綜合報導】據

臺灣東森新聞 2 月 4 日引述風

水命理大師盧恆立的說法稱，己

亥年在五行上也叫「土豬年」，

就像浮在水面上的土，表面和緩

但下面激流洶湧。國際局勢也是

如此，如美中角力、委內瑞拉局

勢，雖然表面尚沒撕破臉，但私

下的鬥爭已趨激烈。

盧恆立是世界著名的風水命

理大師，曾精準預測數百個大事

件，包括 1990 年和 2002 年海

灣戰爭的爆發，與 2004 年的香

港經濟復甦。

他指出，上一個「陰地豬年

（土豬年）」是在 60 年前，當年

爆發了越戰及導致達賴喇嘛流亡

的西藏事件，120 年前的「土豬

年」則發生了義和團之亂。

盧 恆 立 還 表 示，2017 年

「火雞年」運勢帶動全球股市大

漲，2018 年「土狗年」則開始

埋下「火種」，並將會在「土豬

年」爆發，全球的經濟增長將在

2019 年劃下休止符。

香港著名風水師蔣匡文也預

期，今年中國變動大，預計貿易

戰會持續，中國會缺錢，福星遠

離，會有一段苦日子。

身為著名建築師的蔣匡文，

是紫微斗數大師王亭之的嫡傳首

徒。他稱，從風水角度來說，逢

九必變是有理由的。因為中國自

古講三元九運，每一運大約 20
年，當土木二星相會時，地球上

都會發生重大的災害。

蔣匡文稱：「今次土木相會

是 2020 年尾，通常是前三後三

都變動。如中美貿易戰，這其實

就是土木相會前的事情。明年

的卦，古人叫做無妄卦，主有旱

災。簡單地說，中國都水緊了。」

命理學家們認為，生肖屬蛇

的習近平「土豬年」運勢不好，

會面臨種種困境。

哪些與中國有關？

民主黨女議員們鼓掌。

命理大師
預測土豬年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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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年涉及醫藥行

業的醜聞頻傳，去年和今

年接連發生假疫苗、過期

疫苗事件，日前再爆上海

生產的1.2萬支疫苗內，藏
有愛滋病毒。

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

李文足與王全璋（網絡圖片）

白疫苗有別於 b 型肝炎、狂犬

病、破傷風等免疫球疫苗，屬於

重症病患或免疫缺陷患者所使

用，如果患者施打這批問題疫苗

恐存在相當程度的風險。

上海新興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於 2000 年，號稱是一家國

有企業。上海新興隸屬中國醫藥

健康產業股份有限公司，後者由

中國國有企業通用技術集團醫

藥控股有限公司所屬。《華夏

時報》報導稱，2016 年 3 月上

海新興醫藥曾被上海食藥監局警

告，涉及到的違法行為類型為藥

品案件。

據瞭解，在中國大陸，疫苗

主要分為兩類，一類苗和二類

苗：一類苗是由政府免費向公民

提供，包括卡介苗、脊髓灰質炎

疫苗、乙肝疫苗、百白破疫苗、

麻風疫苗等 11 種，均為適齡兒

童必須接種的疫苗；二類苗則分

為 2 種，一種是含有一類疫苗

成分的二類苗，比如進口乙肝疫

苗、乙腦滅活疫苗；另一種是其

他二類疫苗，比如水痘疫苗、流

感疫苗等，二類苗由公民自費、

自願接種。

中國制1.2萬支疫苗
藏愛滋病毒

香港《端傳媒》曾指出，大

陸所有疫苗在上市使用前，要經

過批簽發，具體批簽發工作由中

國食品藥品檢定研究院負責。此

外，在北京、上海、廣州、四

川、湖北、甘肅和吉林，各有一

家經藥監局授權的承擔批簽發的

省級藥品檢驗機構。

一位國內較大的疫苗生產企

業人士透露，疫苗企業和國家相

關機構實行的是抽檢制度，這有

兩層含義：一是從送檢的批次裡

抽檢部分批次；二是抽檢部分檢

項。

中國近年涉及醫藥行業的醜

聞頻傳，去年和今年連續發生假

疫苗、過期疫苗事件，引發民間

憤怒，受害者抗議。經濟學家郎

咸平曾在「疫苗市場時全中國最

腐敗的市場」演講中直言，由於

政府掌控的資源太多，疫苗使用

權掌握在各省的疾控中心中，只

要疾控中心主任決定使用哪家疫

苗，各縣市醫院就給兒童注射哪

家疫苗。這種一人獨大的決定太

容易腐敗。

他還提及，大陸使用的疫苗

是 60 年前的落後技術。

《美 國之音》報導，江西

省疾病控制中心在「上海新興

醫藥有限公司」生產的靜脈注

射人體免疫球蛋白疫苗內，檢

驗出愛滋抗體陽性反應，經證

實，這批問題免疫球蛋白批號

為 20180610Z，共批簽發 1 萬

2226 劑，疫苗效期至 2021 年 6
月 8 日。目前至少 150 劑毒疫

苗已流入河南省鄭州市。

人體免疫球蛋白是一種用於

靜脈注射的血液製品，主要由人

的血漿提取。專家指出，人體免

疫球蛋白具有中和病毒等病原

體，以及調控自身免疫功能的作

用，可用於免疫低下的人群提高

免疫力，也可以用於治療自身免

疫病。

《新浪》則報導，免疫球蛋

起價

$871/月
5年固定利率

3.44%

            卡城上佳地段

Sage Hill Quarter
精品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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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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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商政客黃向墨 入澳籍遭拒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編譯報

導】澳大利亞政府官員宣布，拒

絕批准有關親中共的富商、政治

捐款人兼說客黃向墨的入籍申

請，他的永久居留身分也被取

消，將導致他被迫滯留海外。

《悉尼先驅晨報》（Sydney 
Morning Herald）報導，澳大

利亞政府拒絕了黃向墨的入籍

申請。這是自從 2018 年澳大

利亞自由黨 - 國家黨聯盟（The 
Liberal-National Coalition）發

起反對中共影響力滲透運動之

後，堪培拉當局首次針對涉嫌的

共產黨代理人採取執法行動。

澳大利亞政府高級官員證

實，澳大利亞內政部以一系列理

由拒絕了黃向墨的入籍申請，包

括性格等原因。根據澳大利亞安

全情報組織（ASIO）提供的信

息，內政部質疑黃向墨在面試所

提供信息的真實性。

在兩年多時間裡，澳大利亞

安全情報組織和移民官員調查分

析了黃向墨的商人背景、與中共

關係，以及與安全官員所進行的

面試等，最終做出了拒絕黃向墨

入籍申請的決定。

通過眾多的政治籌款活動和

關係網，包括前外交部長鮑勃．

卡爾（Bob Carr）的悉尼智庫、

澳中關係研究所等，以及在澳大

利亞最具有影響力的親中共團體

會長身分，讓黃向墨嶄露頭角。

拒絕黃向墨加入澳大利亞國

籍之後可能會引發一個問題，就

是工黨、自由黨 - 國家黨聯盟是

否應該退還黃向墨 5 年來支付的

約 270 萬澳元政治捐款。之前已

有退還黃向墨政治捐款的先例，

自由黨議員、澳大利亞國會情報

安全聯合委員會主席安德魯．哈

斯蒂（Andrew Hastie）就退還

了 1 萬澳元，這是前總理托尼．

阿博特（Tony Abbott）所安排

的黃向墨政治捐款。

新南威爾士州工黨領袖邁克

爾．戴利（Michael Daley）說，

他將檢查一筆 2015 年募集的 10
萬澳元競選資金來源，因為可能

是與黃向墨籌款活動有關。

黃向墨之前敢於要求澳大利

亞主要政黨退還他的政治捐款，

這些捐款是他擔任澳大利亞中國

和平統一促進委員會會長時捐獻

的，並使他能夠接觸到澳大利亞

政界高層人士。

2015~2016 年，澳大利亞

安全情報組織曾私下警告工黨和

自由黨 - 國家黨聯盟說，黃向墨

的捐款可能與中共的關係密切。

當前貿易部長安德魯．羅伯

（Andrew Robb）正在與北京進

行中澳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時，

黃向墨向羅伯的競選基金捐獻

了 10 萬澳元，並多次會面。後

來，黃向墨告訴同事說，他已經

向羅伯提供了有關中澳自由貿易

協定的非正式建議。

此外，黃向墨關係最密切

的政治盟友還包括前外交部長

卡爾等。當工黨議員斯蒂文．

康洛伊（Stephen Conroy）批

評北京的政策之後，黃向墨取消

了曾承諾的 40 萬澳元捐款。

據悉，黃向墨對澳大利亞

政府拒絕他入籍申請的決定感

到震驚。而近年來他一直都在

敦促數名澳大利亞政界人士支持

他成為澳大利亞公民。

根據官方消息，在海外旅行

的黃向墨正努力返回澳大利亞，

但可能永遠無法回到悉尼摩士

曼（Mosman）價值 1300 萬澳

元的山頂豪宅。澳大利亞官員證

實，如果黃向墨返回澳大利亞的

話，那麼將會面臨驅逐出境。

【看中國訊】中國男演員吳秀

波出軌一事因涉事女主遭到警方

逮捕，而在民間引起不小轟動。

正逢中國傳統新年，他原本主持

的北京電視臺新年節目，也因醜

聞而遭到重新調整，導致整場晚

會成為首個沒有主持人的晚會。

大年初一，北京電視臺直

接無縫連接，把吳秀波的鏡頭全

部刪除，整場晚會沒有主持人報

幕，節目一個接一個的播，不少

網友調侃，「沒有主持人的新年

晚會，更好看。」

新浪網早前報導，吳秀波是

2019 年北京衛視「春晚」主持

人，而節目也早已錄製完成。由

於他近期出軌醜聞持續發酵，北

京電視臺內部一度鬧得「天翻地

覆」，並緊急商討應對方案。

此外，浙江電視臺節目《王

牌對王牌》，前三期皆有吳秀波

參與，但到第四季，節目組緊急

延後播出時間，並取消新聞發布

會。之後，吳秀波在《王牌對王

牌》也「被消失」。

有內部人爆料，工作人員花

了 3 天 3 夜的時間，將吳秀波

畫面全部刪除。

吳秀波鏡頭全刪
北京春晚無主持

李文足在看守所外 
陪王全璋過年

【看 中 國 訊】2015 年 709
大抓捕期間被帶走的中國維權

律師王全璋，1 月被當局判監 4
年半、剝奪政治權利 5 年。王

全璋妻子李文足 2 月 4 日大年

三十前往天津第一看守所，「守

望她高牆內冤屈丈夫王全璋律師

過年」。李文足前往看守所的

過程全程遭跟蹤。

與李文足同行的還有李和平

妻王峭嶺、謝燕益妻原珊珊、翟

巖民妻劉二敏，以及王全璋姐姐

王全秀。

據王峭嶺表示，本來派出所

的人對他們很慇勤，但她發現

「一個穿警察制服的剛想說話，

另一個人把食指按在『噓』了一

聲。看守所外，來了藍色的商務

車，跟北京國保陸凱車一模一

樣，但是車上的人沒下來。我們

本以為北京國保春節要休息，把

包袱丟給天津國保了。現在看

來，還是全國一盤棋啊！」

後來派出所拒絕安排李文足

探視，但允許家屬們將錢及衣物

存到派出所，由派出所轉交王全

璋，至於餃子則不被轉交。

見不到王全璋，李文足紅

著眼睛，守候在看守所門外高

呼，「全璋，我們陪你過年！」

「全璋你要好好的，我們等你回

家！」她希望丈夫能聽到。

王全璋在被捕前代理過許多

敏感人權案件，包括法輪功、

土地維權等案。自 2015「709
大抓捕」事件後，王全璋「被消

失」，直到 2018 年 7 月 13 日，

才傳出有關王全璋的確實消息。

當時，李文足發布消息稱，律師

劉衛國成功與王全璋見面，但王

全璋見到劉衛國時，呈現出「非

常害怕」的樣子，很多話只敢用

口型表達，她懷疑王全璋遭到酷

刑折磨。而後，王全璋和家人聘

請的律師也都遭到當局打壓。

王全璋被判刑前後，李文足

曾與英、美、德、歐盟、瑞士及

荷蘭等國的使館人權官員會面，

促請各國政府要求中共政府無罪

釋放王全璋。

國際人權組織和許多國家

的政府對王全璋案強烈關注及批

評，曾多次呼籲北京當局無條件

釋放他。

另悉，2 月 4 日，中國著名

人權律師江天勇的妻子金變玲，

在洛杉磯通過推特給朋友們拜

年。她在推特寫道：「江天勇的

刑期是到 2 月 28 日，雖然只剩

下 20 多天了，但是我的心還是

揪著，我怕江天勇『意外』隨時

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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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擺設

2 月 4 日，北京《新京報》

旗下微信公號「政事兒」發表的

一篇題為〈趙正永「當省長時很

多事不向書記匯報，當書記時經

常干預政府的事」〉的文章引發

媒體的關注。但隨後發布該文章

的「政事兒」、「上觀新聞」、

「新浪網」等媒體均已將文章刪

除。

該文以趙正永、虞海燕、賴

小民三人為例，稱在中共所謂

黨內政治生活中，「有的領導幹

部獨斷專行，搞家長制、『一言

堂』……領導幹部特別是一把

手的權力受不到有效制約，造成

極大危害。」

文章指出，不久前被審查的

趙正永，「當省長時很多事情自

己定，不向省委書記匯報，當省

委書記時，卻經常干預政府的

事」，「帶頭違反民主集中制原

則」，被認為是陝西官場亂象的

根源。

這篇文章現在被刪去，疑

因觸碰到整個中共的獨裁專制

制度。中共歷來搞所謂的「民主

集中制」，罕見帶有「民主」二

字，但這對於民主社會的人士看

來只是笑話而已。

按中共體制，中共一黨獨

大，在從上至下的官僚層級中，

黨的書記是一把手，主管意識

形態，管人，多是「外行管內

行」。行政首長只是做事，主

管業務。對於熟知中共官場的人

士而言大抵能清楚是甚麼回事。

與此同時，這些各層級的一

把手因為有自己說了算的特權，

也在所在地方和部門形成山頭，

最終卻反而容易讓北京的中央失

去控制。

任職陝西省委近15年

趙正永有共青團背景，曾任

共青團安徽第一書記。 2001 年

6 月開始，趙正永開始在陝西官

場任職，先後擔任陝西省委常

委、省政法委書記、任陝西副省

長、黨組副書記、出任陝西省委

副書記、陝西代省長、任省長。

2012 年 12 月 18 日，趙正永擔

任陝西省委書記。

直至 2016 年 4 月 1 日辭去

陝西省十二屆人大常委會主任職

務，趙正永在陝西省委任職將

近 15 年。而且在趙正永落馬之

前，其多名下屬和同僚已在近兩

年內先後被查。

有著「中國龍脈」之稱的秦

嶺，近幾年出現眾多違建別墅。

據官方報導，此事驚動習近平，

其 6 次批示未果，皆因當地高

官集體對習近平陽奉陰違，最終

引發陝西官場拉開整肅大幕。

由中共中紀委主管的《中國

紀檢監察》雜誌 2019 年第 2 期

刊發文章提到，趙正永確實跟秦

嶺別墅違建問題有關。

另外，因崔永元爆料而攪動

輿論的「陝北千億礦權案」，有

關訴訟持續超過 10 年，該案在

指向最高法之外，還牽涉陝西官

場官商勾結黑幕，並同時牽出了

趙正永。

網上流傳的榆林市凱奇萊能

源投資公司法定代表人趙發琦署

名的實名舉報信說，該案逾十年

久審不決，根源在於前陝西省省

長、書記袁純清、趙正永等人，

假手原最高法院副院長奚曉明操

縱司法。

其中，中共原最高法院副

院長奚曉明已於 2015 年 7 月落

馬，並於 2017 年 2 月因受賄

1.1 億元被判無期。趙正永在退

任人大閒職後，最終也於 1 月

落馬。

【看中國訊】中共前政法委

書記周永康長子周濱的妻子黃婉

1 月 31 日至 2 月 2 日，在推特

上連發三則推文發聲維權。

首條推文中，她說她的丈夫

是周永康的兒子周濱，她已經兩

個月沒有見到她的丈夫了。

第二條推文中，她說周永康

掌政法委期間，很多人走上異常

艱難的維權之路，她向這些遭

受不公平待遇的公民「道歉」，

「我也踏上了這條路」。

2 月 2 日的推文中，她說她

是黃婉，美國公民，周濱的妻

子，周永康的長兒媳。「我目前

人在北京，接受社區矯正，滯留

在中國已經五年。我的處境並不

安全」等。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指，記者

聯絡了黃婉為周濱聘請的律師陳

以軒，他證實相關消息確是周濱

之妻黃婉所發，但他本人不方便

接受訪問。

周永康落馬後，其多名親屬

被抓。其中，周濱於 2016 年 6
月以受賄罪等被判有期徒刑 18
年，目前在湖北宜昌監獄服刑。

有關黃婉的推特截圖在幾個

小時之後被迅速轉發，在微信朋

友圈形成刷屏之勢。很多律師、

媒體人士和網友留言，不少網民

指這是「報應」。

過「緊日子」

綜合陸媒消息，連綿的美中

貿易戰發展至今確實對北京而

言不容樂觀，現在連官媒也承

認「經濟問題嚴重」：地方債務

高企、P2P 爆雷頻發、房市走入

寒冬，股市、匯市下挫，「國進

民退」爭議爆起，民營經濟陷入

前所未有的困境，失業人數激

增……。

1月 9 日，國務院總理李克

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時

指出，當前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

大，政府收入吃緊，要把一般支

出壓下來，要樹立過「緊日子」的

思想。

這已經不是北京當局第一次

公開表示時局艱難。在此之前，

中國財政部部長劉昆在 2018 年

底的全國財政工作會議上，已經

提出政府要樹立「過緊日子的思

想」，壓縮一般性支出，嚴控三

公經費。

外界認為，北京高層接連不

斷地放風要「過緊日子」，顯示

中國經濟寒冬已到。

黨務開支巨大

政府一方面「哭窮」，但有

學者觀察到，政府某些方面卻在

耗損巨大社會財富。

因網上言論被開除的貴州

大學楊紹政教授，其直接觸動當

局的是因他公開批北京「公款養

黨」。據自由亞洲電臺 2018 年

8月17日報導，楊紹政在海外發

表一篇批評中國大陸全民公款養

黨的文章，直接惹怒了當局。

楊紹政在文章中批評，中共

佔用稅款和國資收益，每年供養

所有政黨專職黨務人員和一些非

政黨社團工作人員總數約 2000
萬，給社會帶來的耗損估值約

20 萬億元人民幣。如果情況不

改變，社會終究會崩潰。

他說：「全體國民的稅款和

國資收益每年供養所有政黨專

職黨務人員和一些非政黨社團工

作人員，分布在政府、軍隊、社

團、公有企業、事業單位、專職

黨務機關的每一個細胞，總數約

2000 萬，給社會帶來的耗損估

值約 20 萬億元人民幣。」並質

問：「這麼龐大的資源，真的可

以忽略不計？」

「中國大陸全民公款養黨和

社團一年給全社會造成的財富耗

損為 20 萬億人民幣，人均負擔

1.5 萬元，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

家幾乎不養這群人，人均負擔為

零。」

大陸陸獨立經濟學者鞏勝

利在接受自由亞洲電臺採訪時表

示，像中國這樣黨政靠國家財政

來養的國家，全世界大概只有 3
個半，就是中國，朝鮮，古巴，

加上半個越南。那你這個國家運

營的費用就非常高。中國的黨耗

費的經費從來沒有見過陽光。

高層退休待遇驚人

另外有媒體觀察到，在中國

長期有一個規模龐大的特權階

層，他們的退休待遇遠遠拋離大

眾的標準。據解密資料顯示，中

國的高官們退休待遇驚人，全球

罕見。

據《軍情觀察》早前解密中共

高官的退休待遇，極其驚人。文

章驚呼：地球上還有哪一個國家

的官員們退休後有如此高級待遇

和享受呢？

其中，中央級離退休幹部待

遇：1、購房補貼按建築面積標

準 220 平米。 2、配專職司機兼

警衛，配醫護。 3、一年 4 次國

內休養，每次 3 週，家屬不限。

4、飛機頭等倉或商務艙 2 至 4
個座位，火車軟臥，配 3 輛轎車

或兩輛旅遊車，機場一般需配合

起飛時間。 5、酒店高級套房，

餐飲實報實銷。 6、醫療特供全

免費。

另據港媒《動向》雜誌 2014
年 1月號披露，2012 年全年，中

共退休黨政軍高官 61 萬，其薪

酬、福利、待遇總開支 7250 餘

億元（人民幣，下同），相當於

同年 GDP 的 1.3%，佔同年財政

收入 6.2%。這些有關資料是在

2013 年 12月的一次國務院常務

會議提交的。

據陸媒報導，2016 年 11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

議通過了規範所謂「黨和國家領

導人」的有關待遇等文件。文件

提出：中央高層領導人退休後，

要及時騰退辦公用房；不能超標

準配備車輛、超規格乘坐交通工

具；按規定配備工作人員等。

不過，這一文件規定並未降

低退休高官的相關標準，只是規

定不能「超標準」、「超規格」而

已。原本驚人的高標準、高規格

安排並無改變。

貿易戰不但令美中關

係發生巨變，中國經濟衰

退也令人關注。北京高層

不斷放風要過「緊日子」。

不過有批評者認為，政府

用於支付黨務人員和退休

高幹開支異常驚人。

記者李文隆綜合報導

大陸黨務及退休人員開支居高不下

（Getty Images）

官媒批趙正永 
疑用力過猛 文章遭速刪

（維基百科）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

綜合報導】前中共陝西省委

書記趙正永落馬後，官媒頻

頻發文猛批。不過一些文章

疑用力過猛，牽涉到中共的

黨專制，文章被很快刪除。

周永康兒媳 
過年見不到丈夫

推特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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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二（2 月 5 日）亞省房

地產協會（Real Estate Council 
of Alberta）在新聞發布會上表

示，一位叫 Samantha Myles 的
人，使用其前房地產經紀行的

名字（沒有持有許可證和註冊）

進行廣告宣傳，誤導消費者認為

她是一名獲得許可的持牌房產經

紀人。協會已於去年 12 月，對

Myles 處以 $25,000 的罰款。

該協會提醒人們警防偽冒地

產經紀人，以免上當受騙。

辨別真偽地產經紀人，可登

錄協該會的網站，利用其搜索

工具「查找專業管理人 (find a 
professional)」查看。

加國簡訊

【看中國訊】卡城第五選

區 市 議 員 查 哈 爾（George 
Chahal）將向市長呼籲，要求

聯邦政府修改抵押貸款壓力測試

的本地規則。

一年前生效的聯邦抵押貸款

壓力測試規則，要求加拿大人在

購房申請抵押貸款時，證明他們

能夠承受比當前利率高兩個百分

點的利率。

批評人士說：這些規則不公

平地阻礙了購房並壓抑了市場。

查哈爾表示這些規則是為多

倫多和溫哥華等炙手可熱的住房

市場設計的，市場冷淡的城市卻

受這個規定的不利影響。卡城地

產局（CREB）預測 2019 年全

市房價平均將下跌 2.34%。

查哈爾將在週一的市政會議

上提出動議，要求市長寫信給省

長和省財政部長，審查該政策對

本地住房市場的影響。該動議

將要求市長南施（Nenshi）向

聯邦要求取消或修改「本地區政

策」，以反映當地的經濟現實。

查哈爾表示，由於壓力測

試，卡城市民購買的房屋數量減

少，導致本市建築行業在過去一

年中裁員，他預測這種狀況還會

繼續下去。

亞省反對黨 UCP 領袖康

尼上週三（1 月 30 日）在卡城

地產局發言中表示，亞省現任

NDP 諾特利政府未能反擊渥太

華嚴厲的抵押貸款規則。康尼誓

言將推動改革，以便使人們更易

買到住房。

「如果你選出一個聯合保守

黨（UCP）省政府，我們將為遭

受偏見性的、不公平的壓力測

試而被迫無法購房的人進行戰

鬥」，康尼說：「目前新民主黨

（NDP）對此一直保持沉默，但

我們不會。」

加拿大聯邦政府宣布了幾

項擬議措施，以保護兒童、青

少年和非吸菸者免受電子煙廣

告誘惑。

措施包括：禁止在兒童電

視節目前後播放電子煙廣告；

禁止在購物中心、公園和公共

汽車等公共場所，張貼電子煙

標誌或廣告牌；禁止以在兒童

和青少年出版物中的插入電子

煙廣告等。

衛生部表示公眾將有 45
天時間就措施反饋意見。 3
月份將再次向公眾諮詢意見。

衛生部長 Taylor 說：「數

據表明，吸電子煙的青少年人

數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增加。」

康尼籲召開省選 責公帑黨派宣傳

警防偽冒地產經紀人

卡城舉辦
亞省特奧冬季運動會

週 一（2 月 4 日）， 加 拿

大太平洋鐵路公司（Canadian 
Pacific Railway,CP）一列車，

在卑詩省菲爾德 (Field) 鎮脫軌

墜河，三名機組人員在事故中喪

生。這一致命事故對該鎮居民情

緒影響很大。

運輸安全委員會仍在調查導

致這起事故的原因。

卡城警方宣布，亞省火炬傳

遞（Alberta Law Enforcement 
Torch Run）團隊將為週五舉行

的 2019 年特奧冬季奧運會開幕

式傳遞希望之火。卡城警察將接

力火炬傳遞的最後一站。

來自亞省、薩省和西北地

區的 900 多名運動員、教練員

和工作人員，將於 2 月 8 日至

10 日在卡爾加里參加比賽。

卡城議員希望修改聯邦抵押貸款壓力測試

前置車庫
獨立屋

雙單元
連體屋

週六，2 月 9 日   下午 12 點～ 5 點

小吃點心 + 週末大特惠 ！

加入我們！

含房子 , 土地及稅

含房子 , 土地及稅

含房子 ,
土地及稅

CP火車脫軌致三人亡

【看中國訊】2 月1日，在亞

省可以合法召集選舉的第一天，

聯合保守黨（UCP）領袖康尼在

卡城集會，敦促新民主黨（NDP）
召開省府選舉，並要求 NDP「停

止使用公帑做黨派宣傳」。

康尼說：「自上臺以來，新

民主黨已經在推廣新民主黨的廣

告宣傳上浪費了數千萬加元的稅

款，而不是向公眾宣傳關鍵的政

府服務。」

「例如，他們花了超過 900
萬加元用於告訴亞省人為何應該

支持 NDP 的碳稅，而這就是他

們在上次選舉時曾對亞省人極力

隱瞞的同一個碳稅。你猜結果怎

樣？它沒有用。三分之二的亞省

人仍然反對扼殺就業的 NDP 碳

稅。」

「現在，他們在所謂『亞省

製造』的廣告上又投入數百萬加

元，這是徹頭徹尾的 NDP 選舉

宣傳活動，對納稅人來說毫無價

值。」

幾個月前，在跨山油管項目

被聯邦法院封殺後，諾特利的資

訊總監 Cheryl Oates 曾透露，

NDP 每星期花費公帑 45 萬加

元，包括在全國媒體刊登頭版廣

告和在線新聞。儘管廣告宣傳耗

費了 2 千 3 百萬加元巨資，似

乎也沒有取得任何成效。

康尼說，如果他帶領的聯合

保守黨 UCP 贏得選舉，他們將

修改法律，允許審計長禁止任何

政府進行黨派宣傳的廣告。

立法規定第三方廣告商在選

舉相關廣告的花費上限是 15 萬

加元。康尼說，NDP 在 2015
年就宣稱不在政治中花費大筆資

金，但是他們沒有履行承諾。

「相反，他們的競選活動是用最

大的錢——屬於納稅人而非新民

主黨的——政府資金。」

康尼還宣稱，如果當選，

UCP 將審查「NDP 政府從 2 月

1 日到選舉日之間簽署的所有合

同」。

康尼說，「自從他們（NDP）
上任以來，將近 18 萬名亞省人

失去了工作，淨丟失 5 萬 8 千

個私營部門的就業崗位，本省每

月國民收入下降數十億加元，數

百億加元的投資逃離了亞省。」

諾特利在 1 月接受採訪時

聲稱如果再次當選，會將碳稅繼

續推行下去。她表示碳稅和大型

基礎設施項目緊密相關，「卡城

綠線輕軌會被取消，埃德蒙頓的

新輕軌線將被取消。」

UCP 發 言 人 米 亞 特

（Christine Myatt）回絕了諾特

利的這一斷言，她說：「我要提

醒您，聯邦綠線投資項目是由傑

森．康尼在聯邦內閣時提出的。」

UCP 的成員聲稱 NDP 的

這種說法是荒唐的。UCP 黨

鞭 Ric McIver 說：「他們 NDP
已經絕望了，知道即將敗選，

所以明知是謊話也要胡說。」

McIver 表示新的政府當然會有

其他的資金來源。

康尼發表演說。（康尼Twitter）

衛生部擬議措施
限青少年吸電子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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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美國司法部門

首次對生育旅遊經營者提起刑

事訴訟，目前已有 20 人遭到起

訴。這些人幫助中國婦女到美國

旅遊生子。

美國之音報導，20 人中有

3 人在南加州被捕，罪名包括簽

證詐欺和洗錢等。美國檢察官辦

公室稱另有十幾人因三家所謂的

生育旅遊公司而被起訴。這些所

謂的生育旅遊公司據信大多數都

在中國。

《紐約時報》報導，生育旅

遊這一行業在飛速增長，特別是

在那些對本國長期經濟前景感到

不確定的中國公民中間。

孕期赴美旅遊原本是合法

的，但是檢方表示，這些生育旅

遊經營者大肆宣揚擁有美國公民

身分的嬰兒的好處，讓女性在申

請旅行簽證時隱瞞懷孕情況、謊

報旅行計畫，並向她們收費數萬

美元讓她們奔赴美國生下美國公

民寶寶。

美國當局表示，這些生育旅

遊公司及從業者不僅從事詐欺活

動，而且造成了國家安全風險。

他們的顧客中有些是為北京政府

工作的人，他們已經為孩子們取

得了美國公民身分，這些孩子以

後可以搬回美國，到 21 歲後，

就可以為他們的父母申請綠卡。

這個現象早已司空見慣。這些從

事生育旅遊業務的企業長期以來

一直在加州和其他各州運營，面

向來自中國、俄羅斯、尼日利亞

和其他國家的夫婦。

聯邦特工曾在 2015 年突擊

搜查了洛杉磯、橘郡和聖貝納迪

諾等大約 30 個與生育旅遊有關

的地點。 20 多人被指定為這些

案件的重要證人，但其中一些人

後來潛逃回中國，一名幫助他們

離開美國的移民律師被判以妨礙

司法罪。

一個聯邦大陪審團日前還起

訴了四人，他們被控在 2015 年

的突擊搜查之前經營著三家生育

旅遊公司。其中一家公司的歷史

至少可以追溯到 2010 年。這家

公司鼓吹自己成立於 1999 年，

已將 8000 名婦女帶來美國，其

中一半來自中國。

1 月 30 日，美國駐華大使

布蘭斯塔德夫婦和使館一些豬

年出生的同事包起餃子，大使

還用毛筆寫中文「福」字。他在

使館官方微博帳號上的一段視

頻中表示，祝中國民眾在新的

一年大吉大利，同時還談及中

美關係友好，「我們今年在紀念

美中雙邊關係 40 週年，如川普

總統向習近平主席的週年賀詞

中提到的，我們的關係實現了

在 1979 年時難以想像的發展；

美國希望在接下來的 40 年，也

能與中國有建設性的關係。」

英國駐華使館也應「豬年」

推出「小豬佩奇一家逛中國」的

拜年視頻，由廣州、重慶、武

漢、上海的總領事和北京駐華大

使根據地方特色，用當地方言向

大家送祝福。其中還有廣州的

「飲茶」、重慶的「酸辣粉」、

北京「糖葫蘆」、「剪紙」等。

俄羅斯駐華大使也秀出毛筆字，

寫出「豬大家新春快樂」的春

聯，同時用中文向民眾拜年。

印度駐華大使唐勇勝則在拜

年影片中表示，「2018 是印中友

好關係中重要的一年，4 月舉辦

的武漢會晤，為兩國關係的積極

發展確定了基調。」他祝願中國

人民新春快樂。丹麥使館也發出

一隻「豬豬」的圖畫慶賀新年。

在上述「拜年」行動中，最

引人的是美國駐華大使，因為

美國駐華使館及其微博官網是

大陸網民難得表露真情和申訴

的「空間」。這次也不例外，

相關貼文後有上千名網民留

言，內容五花八門。有網民表

示，「太厲害了，（餃子）比我

包的都好！」「謝謝大使先生及

大使館所有的工作人員的新年

問候！也向你們致以最美好的

祝願！」「滿滿的中國味」「謝

謝大使！」

由於大陸政府之前抵制西

方聖誕節，因此也有不少人有

感而發，「中國人還鬧禁止過聖

誕節呢！看看人家外國心就是

寬，甚麼國家的節都過。」「為

何美國不抵制中國的節日？人

家這才叫自信。」

還有網民指出，中美兩國

雖然文化不同，但也有著心心

相通之處，「回顧歷史，可以看

到，中國人和美國人各自有著

東西方最優秀的文化、信仰、

智慧和才能，剛柔相濟，陰陽

平衡，實乃上天在人間的巧妙

造化，中美人民之間從來並沒

有矛盾，反而始終相處非常融

洽。」

還有網友表示，過年能夠

喚起人們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記

憶。現在媒體上不時看到大陸

華人在海外不妥舉止的報導，

其實是因為中華傳統文明的流

失，中華文化被黨文化所取代

而致。而黨文化跟中美兩國的

傳統文化和價值觀都沒有共同

之處。

2月5日是中國黃曆新
年，今年是豬年。多國駐

華使館日前紛紛向中國民

眾送上美好祝福。

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

駐華使館拜年 中國味濃

美國起訴月子中心

（Fotolia）

美國加州洛杉磯郡的一個月子中

心外觀（美國之音）

祝您
新年快樂！闔家幸福！

Darshan S. Kang
MP 國會議員

Member of Parliament for Calgary Skyview
Unit 140, 2635 37 Avenue NE, Calgary, Alberta
Tel. | Tél.: (403) 291-0018
Fax | Téléc: (403) 291-9516
E-mail | Courriel :darshan.kang@parl.g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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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

導】中國股市在經歷上市公司業

績大變臉之後，又有更驚人的

消息。曾經財務造假轟動全國

遭退市的藍田股份，借殼還魂

A 股，這意味著中國股市的賭

場屬性有增無減。

根據中國官方的規定，如

果上市公司業績出現重大變

化，要在 1 月 31 日之前發布業

績預告。於是近期，逾三百家

上市公司業績大變臉，出現了

業績「爆雷」潮。尤其天神娛樂

以預虧 73 ～ 78 億人民幣，高

居榜首，但天神娛樂目前的總

市值只有 44 億人民幣。股評人

士表示，真是不敢想像，這家

公司淨資產是多麼的不紮實。

不僅如此，讓人驚訝的事

情又出現了。

2 月 1 日，上市公司東方

金鈺公告稱，趙寧、王瑛琰擬

將其合計持有的公司控股股東

興龍實業 100% 的股份轉讓

給中國藍田。轉讓完成後，中

國藍田將間接持有東方金鈺

31.42% 的股權，公司實際控制

人將由趙寧變更為中國藍田總

公司。

這一消息卻猶如給資本市

場投下了一顆巨大的「炸彈」。

因為中國藍田現在法定代表人

瞿兆玉，正是此前轟動中國的

著名上市公司財務造假案——

藍田股份的原法定代表人、董

事長兼總經理。當時的藍田股

份還被看做「農業股份榜樣」，

曾耗費巨資在央視黃金時段投

放廣告，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

相關利益集團採取上市後

圈錢，然後退市賣殼，逃之夭

夭，造假公司往往通過財務虛

構的手法，使業績保持著高利

潤率，藍田股份就是臭名昭著

的一個。

中國各省的 GDP、財政收

入及 2019 年預算目標等經濟數

據相繼發布。據官媒中國經濟網

2 月 4 日報導，數據顯示，在中

國 GDP 增速 6.6% 背景下，各

省經濟有喜、有憂。廣東、江蘇

2018 年 GDP 總量邁入「九萬億」

俱樂部，但十餘個省分未能實現

2018 年初確定的預期增長目標。

2019年地方財政承壓顯現，

多個省分下調 2019 年財政收入

目標。廣東省在 2018 年以 9.73
萬億元（人民幣，下同）的經濟

總量排名全國第一，且廣東省已

多年位居 GDP 總量榜首；第二

名是同樣邁入「九萬億」俱樂部

的江蘇省；山東省、浙江省、河

南省 GDP 總量緊隨其後。

但是，地區經濟明顯分化，

2018 年 GDP 增速超過 7% 的省

分多集中在南方，而北方省分增

速普遍較低，其中天津、遼寧、

黑龍江增速在 6% 以下，並且無

論內需消費，還是製造業投資，

都呈現南高北低的走勢。從已經

公開數據省分的選擇來看，都已

經下調了 2019 年目標，例如：北

京 2018 年財政收入增長 6.5%，

2019 年目標增長 4%左右；2019
年GDP增長目標為6%～6.5%。

中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是

地方政府下調預期目標的主要

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天津市前 11
個月完成財政收入1996.3億元，

完成預算的 89.1%，比去年同期

下降了 14.6%。截至目前，天津

市 2018 年財政收入仍未公布，

2019 年天津市〈政府工作報告〉

中，僅有「在持續大幅清費減負

的同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降幅

繼續收窄」的表述。北京大學國

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蘇劍表示，

經濟是財政的基礎，經濟基礎決

定財政收入，經濟下行時，必然

會下調財政收入增長目標。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

王澤彩則對媒體表示，在內外壓

力下，中國在 2019 年經濟增速

可能趨緩。為了對沖內外壓力，

中國在 2019 年將繼續推進減稅

降費，財政收入增速趨緩。

分析人士表示，減稅不會有

擴張性政策帶來的財政赤字、通

貨膨脹、擠占貨幣資源等問題，

而是一個副作用很小、健康且乾

淨的政策。但財政是政府的錢袋

子，與民爭利？還是讓利於民？

這就要看北京當局的態度。

自去年年底，中國財政部部

長劉昆公開提出，「政府要樹立

過緊日子的思想，壓縮一般性支

出」後，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於今年 1月初，再次公開表示：

「政府收入吃緊，要把一般支出

壓下來，樹立過緊日子的思想。」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

院副院長董希淼認為，只有企業

和實體經濟發展好，稅基才會隨

之擴大。稅率雖然降低一點，但

是稅收還是會增加，只有讓更多

企業發展好，財政收入才會真正

增加。

德國智庫「墨卡托中國研究

中心」（MERICS）最新的分析

認為，2019 年對於中國的經濟

來說，會是「無比困難」的一年，

目前的狀況對於北京當局來講，

十分嚴峻。

中國官媒報導稱，十

餘個省分未能實現2018
年初確定的GDP增長目
標，而財政收入方面也出

現分化，天津甚至沒有公

布具體數據。進入2019
年，北京當局不斷發聲，

表示要樹立「過緊日子的

思想」。

記者李正鑫綜合報導

中國各地財政數據出爐

股市：財務造假的公司借殼還魂

Memorial Drive & 36th St NE ~ 403.272.9233

加入我們

手工活動

2 月16 日下午1 點
在 Family Park

免費全家歡

進入 2019年，北京當局不斷發聲，表示要樹立「過緊日子的思想」。（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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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華盛頓表示，在《中導條約》問題上，美國對俄羅斯已失去了耐心。（Getty Images）

俄專家稱讚川普的決定

白宮上週五（2 月 1 日）宣

布自 2 月 2 日起，暫停履行在

《中導條約》中的義務，並根據

該條約第 15 條正式啟動退出程

序，該程序將於 6 個月後完成，

「除非俄羅斯重新遵守條約，銷

毀所有違反條約規定的導彈、發

射架及相關裝備」。

俄國國家杜馬防務委員會主

席弗拉基米爾．沙馬諾夫上校 2
日公開說，若要簽訂新的《中導

條約》，就必須將朝鮮、伊朗、

巴基斯坦、印度及中國等已擁有

相關導彈技術國家，都要一起簽

署，使新條約成為一個多邊文件。

俄國軍事專家表示，北京在

中短程導彈方面，相對於其他國

家，其發展是最快的，武器庫中

的 90-95% 導彈，皆應受到《中

導條約》約束的射程範圍內，只

有對美俄進行約束，而任由中國

發展，這是不公平的。

俄羅斯國際問題專家弗拉基

米爾．馬澤果夫也表示，川普的

這項決定，並不是僅針對俄羅

斯，其實他具有高超的戰略眼

光。「我認為川普是一名美國最

成功的總統，他並不是像一些人

描述的那樣，他很有頭腦、負責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

導】在川普於 2 月 3 日表達不排

除軍事干預委內瑞拉亂局後，聯

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Antonio 
Guterres）隨即在 5 日接受美媒

專訪時表示，外國軍隊干預拉美

國家的日子早已過去，希望外國

軍隊不會出兵介入。稍早傳出已

有數百名俄羅斯傭兵前往委國，

白宮憂心該國將成為南美洲的另

一個敘利亞。

目前支持瓜伊多的歐美 20
餘國聯盟中的法國已於 4 日上

午承認瓜伊多是委內瑞拉協調組

織總統自由選舉合法的過渡總

統。西班牙政府也接續承認瓜伊

多的合法地位。至於不為歐美所

接受的馬杜羅，目前除了尋求俄

羅斯與軍方的協助外，也於日前

致函教宗尋求「在和解進程和加

強對話方面的幫助」。

馬杜洛政府約有三分之一的

官員都出身軍旅。媒體分析指

出，在這場危機中，委內瑞拉的

軍隊將決定未來由誰來領導這個

國家。到目前為止，委內瑞拉武

裝部隊還站在馬杜洛這一邊，但

軍隊內部的不確定性越來越大。

在過去幾個月裡，已有 100
多名武裝部隊成員因支持瓜伊多

被捕。為了獲得軍方的支持，瓜

伊多在接受美國之音記者採訪時

表示，他已向高級軍官提供特赦

和保證。瓜伊多同時還拒絕了墨

西哥和烏拉圭總統提出的與馬杜

羅談判的建議。瓜伊多在一封信

中告訴他們：「保持中立，就是

站在那個造成數十萬人悲慘、飢

餓、逃亡，包括死亡的政權那一

邊。」美國副總統彭斯也對流亡

美國的委內瑞拉人士保證：「現

在不是對話的時候。現在是結束

馬杜羅政權的時候」。

任和會談判。美方退出《中導條

約》的決定，可說同時達到了多

個目的，此舉最主要目的，迫使

俄方也就中導問題向中國進行施

壓，他所要解決的不只是表面的

問題，其實是有地緣戰略目的。

俄國專家評論稱，美國這次

退出《中導條約》，其實改變了

在中國南海及東北亞面對持有大

量中短程導彈的北京時，那種被

綁手綁腳的劣勢。

中方反對

中國對於美俄兩國退出《中

導條約》一事，表現出強烈反對

態度。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 2
日表示，中方反對美退約行為。

因為這是一項作為軍控與裁軍

領域的「重要」雙邊條約，對於

「增進國際與地區和平、維護全

球戰略平衡與穩定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義」。但當記者問到北京

是否同意談判一項新的多邊軍控

條約，以取代《中導條約》時，

耿爽斷然表示，「中方反對條約

多邊化」。

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

（USCC）分析認為，北京的此

種立場暗示著，中國承認這個條

約對於美、俄兩國有限制，但卻

不會限制中方推動的北京利益。

USCC 於調查報告中稱，

中國把導彈看成是本國軍事戰略

的支柱。

北約支持

北約盟國隨後發表聲明對

美國的舉動表達支持。聲明說：

「（北約）盟友國家完全支持這

一行動。」北約盟國的聲明表

示，俄羅斯嚴重違反《中導條

約》，美國的決定是為了應對俄

羅斯給歐洲大西洋地區的安全所

帶來的嚴重威脅。聲明還呼籲，

俄羅斯必須利用接下來的 6 個

月時間回覆到「徹底的」、「可

驗證的」遵守條約狀態，保持

《中導條約》不至滅亡，否則應

該對此承擔全部責任。

《中導條約》是 1987 年美國

前總統里根和前蘇聯領導人戈爾

巴喬夫簽署的，目的是緩解冷戰

時期的緊張氣氛。該條約禁止生

產或測試所有射程為500至5,500
公里的陸基巡航或彈道導彈。

北約秘書長延斯．斯托爾滕

貝格（Jens Stoltenberg）此前

也曾表示，北京當局現在所研

發的一半導彈都違反了《中導條

約》。基於局勢的發展，川普及

其幕僚因此做出退約主張，認為

退出該條約能夠使川普政府不受

限制地應對中國政府無約束開發

導彈的行為。

去年 10 月，美國總統川

普便首次提出要退出《中導條

約》。川普說：「如果俄羅斯正

在做這件事（尋求核武器），中

國正在做這件事，而我們還在堅

持（遵守）這一協議，這是不

可接受的。」川普表示，「如果

他們變得明智起來，其它國家

變得明智起來，他們會說，『讓

我們不要發展這些恐怖的核武

器』，那我將會非常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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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best or nothing.

Andy Lai
品牌專家 
粵語 /
國語

Pheobe Ku 
品牌專家
粵語 /
國語

Mercedes-Benz

恭祝華人新年  豬年大吉

Mercedes-Benz Country Hills
省錢，難以抗拒。
購買 2018 C300 庫存車款，省錢超過 $10,000
購買 2018 GLE 庫存車款，省錢超過 $13,500。

美國退出中導 弦外有音 委內瑞拉危機 
軍隊將決定誰領導國家

美國指俄羅斯違反雙

方的《中導條約》，拒絕銷

毀違規導彈，宣布自2月2日
起暫停承擔該條約義務並啟

動退約程序，川普總統並表

示，想要討論一個新條約。

當天俄國總統普京回應稱，

該國也將採取對等措施，也

就是暫停履行《中導條約》

義務。

記者丁曉雨綜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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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聘華語銷售 !

有行業銷售經驗者優先提供培訓

請聯繫：

要求 1. 英語流利，會講國語和粵語 ;

2. 可駕駛手動擋車輛；

3. 持有效駕照。 聘

Derek Beaulieu
derek.beaulieu@heritagehonda.ca

403.724.0475

Airdrie Honda
卡城北部最快到達的Honda車行

 誠聘汽車銷售
主動進取，無需銷售經驗，有

完善培訓計劃，待遇優厚。懂

英語，國語或粵語。

聘RECRUITMENT

地址：2971 Main St. SW Airdire

電話：403.945.4820
電郵簡歷至Jason Hansen 
jason@airdriehond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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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在近日位於美國底特律

舉辦的 2019 北美車展上，年度最佳車款

（Car of the Year）、年度休旅車（Utility 

Vehicle of the Year）與年度貨車（Truck 

of the Year）三項大獎得主揭曉，分別

為現代 Genesis G70、現代 Kona 與 Ram 

1500，現代成為最大贏家。

這項大獎是由來自美國和加拿大媒體

54 位評委，根據各車款的影響力、創新

度、設計、安全、操控、駕駛滿意度和車

輛售價等等方面進行票選。

年度休旅車同樣由

現代品牌拿下，擊敗了

高 端 捷 豹 I-Pace 電 動

車 和 Acura RDX。 評 委

最終選擇 Kona 的一大

原因在於其也提供有電

動 EV 車型，並且價格

優惠。Kona 緊湊型 SUV

起價為兩萬美元，車內

配有標準汽車安全系統

功能，具有強大的操控

性。 其 電 動 車 型 Kona 

EV 續 航 裡 程 可 超 400

公里。此外，車艙設計

與駕駛動態表現令評審

團印象深刻，因此得到

不少人的支持。

年 度 貨 卡

車的獎項，則是 Ram 

1500 力 克 Chevy Silverado

和 GMC Sierra 獲獎。根據官方

表示，Ram 1500 在美國是一款

引領貨卡車級距的車款，既能滿

足家庭需求，同時車室內的設

計便利性、乘坐舒適性，以

及載貨表現等等，因

此奪魁。

現代成最大贏家
年度最佳車

款方面， Genesis G70 擊

敗本田 Insight 與 Volvo S60/

V60。評委們表示，Genesis G70

可以與寶馬 3 系、奧迪 A4、奔馳

C 級等競爭對手並駕齊驅，而使

其脫穎而出的關鍵在於車輛帶

給駕駛的感受，以及車輛的

售價，整體擁有相當

高的性價比。

年
度
風
雲
車

年
度
休
旅
車

年
度
貨
卡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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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8日週五 上午9點-下午6點    2月9日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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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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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婚生子是大部分人都會走的人生過

程，遺憾的是世間上往往很多事情都

有例外。如果身體狀況能夠透過中西

醫的治療改善當然最好，真的沒有辦法就只有坦

然面對這樣的事實，而且認識到這並不是你們的

罪過或者是不光彩的事，這只是一種現象，大可

放下負擔，接著才能好好過你的日子。

一般人的眼裡孩子是家庭結構中重要的成

員，但同時我們也看見時代改變了，現代家庭不

生孩子的也很多，一樣可過得很快樂。至於養老

送終，有保險、有社會福利，完全不必過慮。不

妨試著瞭解一些不同年齡層夫妻對無子婚姻的看

法，從別人的經驗整理一套適合自己並且可以接

受的理念，或許你會考慮領養一個孩子，或許你

會發現沒有孩子反而可以擁有更多夫妻生活的樂

趣，更能實現你的人生目標，那麼此後就不要在

這個話題上打轉或困擾自己，你將樂在無子婚姻

生活中。

現在最大的問題不在於無子的婚姻生活好不

好，而是如何面對來自親朋好友、特別是公婆的

壓力。既然遇到困境就要調整心態，唯有心態健

康才能以平常心樂觀對待身邊親友的善意關切，

明白這些詢問與關心都是來自親友的好意，那麼

就不致讓這些好意造成你的壓力。

公婆方面我會建議你和先生先取得共識，由

他去做溝通的角色，看是要直接坦承需做試管嬰

兒的醫療與經濟拮据的考量，還是要隱瞞此部分

由先生表達只想順其自然、將子嗣交由上天的意

願，並希望公婆不要給予壓力，只要跟公婆做好

充分溝通並取得諒解，其他親友自然會對這個話

題慢慢沉默下來。

記住，不要將別人的閒言閒語壓在心頭，我

們不需要痛苦的活在別人的眼光裡，任何外人都

無法幫你過日子，只有你勇敢面對才是唯一方

法，別太在意別人的說法，才能擁有快樂的生

活。當你把心放開懷的時候，孩子說不定會在最

恰當的時機到來也不一定，畢竟有好多案例是明

明無法懷孕卻又自然懷上的案例。

生活的步伐從來沒有停過，在每一天裡，你

可以用更多時間照顧好自己，多花心思經營婚

姻，利用時間充實生活內涵，提早做好未來規

劃，這又何嘗不是幸福人生的模式？曼麗祝福你

幸福快樂！

我
和先生結婚四年，已經

三十三歲，身邊的人幾

乎都有第二胎，我和先

生卻沒有消息。我公婆一直關切，

一直問我們是不是有在避孕。還有

好多親戚都在關注。前陣子因為不

孕的問題去照了輸卵管攝影，結果

醫生說我兩邊都不通，當然不會懷

孕，說依照我這樣的情況，最好直

接做試管比較好。我和先生有信

仰，覺得應該自然生產比較好，先

生也不忍心我挨針受苦。

先生說沒有小孩兩個人也很快

樂，沒有孩子有沒有孩子的生活。

可是其實我知道先生是很喜歡小孩

的，而且他是獨子，公婆都很在

意。我知道我們經濟不寬裕，做試

管養孩子可能都會讓我們生活拮

据，所以先生覺得維持現況也不

錯，上天想給我們孩子，也許之後

自然會有。但眼看過年將至，回去

又要面對一堆親朋好友的關切，我

真的壓力很大，想問問看無子的婚

姻生活真的好嗎？

讀者來信

曼麗回信

自古以來，有情天地中的男男女女，在面對愛情的到來，婚姻的締結，與婚後的柴米油鹽時，總有說不完的僑段。如何在其中

愛得自在與無傷，愛得充實與圓滿，讓曼麗夫人陪您一同探討現代男女情感世界中的難題，讓愛的世界增添更多美麗的傳奇！

◎ 文：曼麗夫人 圖：Fotolia

《婚戀專題》系列轉載文章，文章內容經作者及相關媒體授權。歡迎讀者來信交流，來信可以不需附上真實姓名與聯繫信

息，我們發表文章時也會將真實姓名替換，以維護個人隱私。來信內容版權將屬媒體所有，編輯部保留來信刪改及是否刊

出的權利。郵箱：fh.sally.223@gmail.com。歡迎來信！

Patrick Li
(403) 258-4275

patrickl@silverhillacura.com

Andy Wong
(403) 776-1435

andyw@silverhillacura.com

403.253.6060
5278 MACLEOD TRAIL S.

5278 MACLEOD TRAIL S.

一路馳騁 非凡性能

4,0000.9 $% ‡

或者獲得現金回饋高達租賃起始利率

36個月
限於購買任何
其它 ACURA 車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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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麗小語：不要將別人的
閒言閒語壓在心頭，我
們不需要痛苦的活在別人
的眼光裡，任何外人都無
法幫你過日子，只有你勇
敢面對才是唯一方法，
別太在意別人的說法，
才能擁有快樂的生活。

無子生活真的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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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山名稱的由來

聞名世界的富士山被日本

人視為聖山，在古代被稱為不

二、或是富慈，也經常被稱作

芙蓉峰或富峰。關於富士山的

名稱由來有很多版本，不過，

據說正式寫出「富士」二字的

記載，是在平安時期（8 世紀

末）有位詩人寫出「富士山記」

而被固定下來。

從古代到現代的畫作裡，

我們看到的富士山都是藍色

的，日本人也總是說「青色富

士山」，這是為什麼呢？其

實，我們都是從遠方看富士

山，由於富士山和我們之間有

一大段距離，除了藍色之外，

其他顏色的可見光被吸收，在

空氣裡面而變得不可見了。就

像我們從古到今看到的天空總

是藍色的道理是一樣的。

富士山其實是私有財產

實際上，從富士山上方

3360 米起，是富士山神社淺

間神社的私有財產。原本的擁

有者是開創了江戶幕府 (1603
年 ~1867 年之間的政權 ) 的德

川家康。據記載，1779 年家

康將八合目以上奉獻給了富士

山本宮淺間大社。明治維新的

時候，富士山曾被國有化過。

但最後，法院裁決富士山山頂

重新歸還給了淺間神社，成為

富士山本宮淺間大社的私有財

產。本宮位於富士山南麓，而

別宮位於富士山頂。

日本政府為能夠讓富士山

成為合法的旅遊景點，每年

都會向淺間神社簽訂「租賃契

約」，並支付天價租金，如此

一來觀光客就能自由地攀登並

能和富士山合影留念。這個事

實真的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自

由國度的人對神的敬仰，真的

讓人驚歎。

其實是由四座山組成的

以活火山聞名的富士山，

由「先小御岳」、「小御岳」、

「古富士」及「新富士」這 4 座

山所組成。富士山是典型的成

層火山，從形狀上來說，屬於

標準的錐狀火山，具有獨特的

美。其形成過程大致是數十萬

年前就有「先小御岳」這座火

山，而後火山持續噴發形成了

「小御岳」。

古富士山是從 8 萬年前左

右開始直至 15000 年前左右持

續噴發的火山灰等物質沉積後

形成的，高度接近 3000 米。

距今大約 11000 年前，古富

士的山頂開始噴發，形成了現

在的富士山主體的新富士。此

後，古富士與新富士的山頂東

西並列。大約 2500 到 2800
年前，古富士山山頂部分由於

風化作用，引起山崩，最後，

只剩下新富士的山頂了。

富士山頂共有9座山峰

從遠處望去，富士山的山

頂非常完美，其標準的錐形，

讓人驚歎。走到山頂才會發現

那裡是不平的，而且非常險

峻。富士山頂其實是被 9 座

火山口團團圍住的，即久須志

岳、成就岳、伊豆岳、朝日

岳、淺見岳、駒岳、三島岳、

劍鋒、白山岳這 9 座山峰。其

中劍鋒海拔最高。

傳說的富士六湖是真的

人們常說富士五湖，是山

中湖、河口湖、西湖、本棲

湖、精進湖。據說這些湖泊是

因為火山噴發的熔岩將河流或

湖水分隔後而形成的。富士山

地區一直流傳著夢幻之湖—--
赤湖的傳說，那麼，這個神秘

的湖泊到底存不存在呢？答案

是肯定的。因為這個赤湖它就

在精進湖的東南方，只是它不

輕易被人看見，只有在下大雨

的時候，在特殊的背景下才會

看見。據說有人數年內僅僅看

到過一次，因此它也就更加撲

朔迷離、鮮為人知了。

【看中國訊】
富士山是日本第

一高峰，也是日

本的象徵。富士

山位於山梨縣

東南部與靜岡縣

交界處，呈圓錐

形的山姿十分優

美，常常被用來

作為繪畫和文學

的創作題材，作

為日本的象徵名

揚全世界。你知

道富士山的這些

秘密嗎？
上

富士山的登山客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B4 看賀詞 Greet ing 第 40期     2019年 2月7日—2月13日

Advert is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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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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火來源於

歷史上的正

邪大戰，並

預示著光明

的力量仍會

戰勝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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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火讓正義必勝的信念

世代流傳 上

◎  文：李青城

（Country Hills Superstore 商業中心 / 原凱皇宮飯店）

環境優雅     正宗鮮美     菜品多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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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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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品質食材，嚐過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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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年初一過大年，大年初五迎財

神，正月十五鬧花燈，二月二龍抬

頭……人們會舉行一系列紅紅火火、

熱熱鬧鬧、吉祥喜慶的年節慶祝活

動。其中，有一類獨具特色的傳統廣

場表演藝術 —— 舞獅子、耍龍燈、

打腰鼓、扭秧歌、踩高蹺、划旱船、

大頭娃娃、高台芯子等等，這些全都

來自漢民族文化中雅俗共賞的寶貴

遺產 —— 社火，一種中華傳統文化

中，大眾喜聞樂見的文藝形式。

甚麼是社火

如果您沒有聽說過「社火」這個詞，

那您可聽過中國大陸和台灣的民族管弦

樂隊都經常演奏的一首曲目 —— 〈長安社

火〉？樂曲以高亢激昂的秦腔，描繪的正

是中國北方鄉村傳統新年期間，人們鑼鼓

喧天、載歌載舞「鬧社火」、慶新年這一

民俗活動。樂曲的名字正是社火這項民間

娛樂活動在歷史上的興盛地 —— 秦漢時

期的都城。

論年代，社火起源於中國上古的祭祀

活動；到了商周時期，宮廷裡有逐鬼的

祭祀儀式，周朝稱之為「大儺」；到中華

最早的帝國 —— 秦漢時期，這種演藝形

式在社會上形成規模，稱為「百戲」，又

盛行於唐、宋。宋朝詩人陸游在〈遊山西

村〉中寫道：「蕭鼓追隨春社近，衣冠簡

樸古風存。」社火對於宋朝人都是一種十

分古老的歡慶形式，可見其延綿之久。北

宋後，朝代更迭，社火隨著漢民族的遷

徙，被傳播到了中國的南方、東南亞，以

至世界許多地方。

「社火」的起源和含義

「社火」亦稱「射虎」，雖然只是民

間的文藝形式，卻是祭祀或節日裡迎神賽

會的主要內容。究其起源，與中華民族的

先祖，甚至宇宙之源有關。最早的社火所

紀念的是對中華民族，乃至人類興衰起到

重大作用的幾次正邪大戰的決定性勝利。

從它的兩個名字來講，社火起源於遠古時

代兩次非常重要的祭祀活動。

社、火二字，「社」是土地神，「火」

是火神。《禮記 ‧ 祭法》中記載：「共工

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

故祀以為社。」相傳水神共工長得人臉蛇

身，滿頭紅髮，性格暴烈、好戰。一次他

和火神祝融作戰，一怒之下頭觸不周山，

竟把撐天的柱子碰斷，頓時天崩地裂，洪

水氾濫，多虧女媧娘娘煉了五彩石，及時

把天補好。共工的兒子勾龍見父親闖下塌

天大禍，心裡非常難過，於是把九州大地

上的大裂縫逐一填平。華夏始祖黃帝見

狀，便封勾龍為「后土」，相當於現在的

國土資源部部長，讓他負責丈量並掌管土

地，從此，勾龍便成為人們祭祀的社神。

共工還有個兒子死後變成了瘟疫鬼，到處

傳播瘟疫。（下文轉 C2）

新年到，華人們舞獅子、耍龍燈、打腰鼓、扭秧歌、

踩高蹺、划旱船、表演大頭娃娃、高台芯子等等，您

可知道，這些全都來自漢民族文化中雅俗共賞的寶貴

遺產—— 社火。



（上文接 C1) 這個瘟疫

鬼怕響器、煙火，於是人們

每遇災害、瘟疫，就「施煙

火及作金鋼力士以逐疫」。

因為火神祝融幫助女媧

娘娘煉五彩石有功，祛除瘟

疫鬼又要仰仗火的力量，人

們也崇拜火神祝融，節日燃

放煙火以消災祈福變成了習

俗。洪水過後，人們的生活

日漸安定，社會生產也由漁

獵轉入農耕，對社神的崇拜

就更加重要。社火也就成為

人們渴望豐收和逐疫的祈禳

性祭祀活動。

「射虎」叫法的起源

「射虎」這個叫法，更多反

映的是社火起源於一種驅除魔獸

的祭祀。傳說遠古時有一隻怪獸

叫「年」，牠總跑到人居住的地

方為非作歹。人們逐漸發現年獸

的弱點：怕響聲、怕紅色、怕燈

火、不喜歡整潔的環境。每當年

獸要來時，人們就在家門口大掃

除、貼紅聯，在院子裡燒柴禾、

攏旺火、擊打響器，把年獸嚇

跑。但是年獸並非從此消失，直

到有一位乞討的老人收服了年

獸，把牠收為其坐騎，才澈底解

決了這個問題，人們才發現老人

原來是鴻元老祖。鴻元老祖是

道家眾仙之祖，「鴻元」即「混

元」，指天地未開、虛空未分之

際的宇宙本始狀態。

神農架林區發現的漢族歌謠

唱本《黑暗傳》便提及了鴻元老

祖。道教著作中，講到鴻元老祖

是「生於無形之先，起乎太初之

前，長乎太始之端，行乎太素之

元。卓然獨立，大而無配。視之

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所

謂混元，由茲而始矣」、「若言

有，不見其形；若言無，萬物從

茲而生。八表窮窿，漸漸始分。

下成微妙，以為世界，而有鴻

元，挺於空洞，浮游幽虛」。

可見，在道家宇宙觀中，鴻

元老祖是宇宙存在的根本，及宇

宙最偉大的神明。這位宇宙中最

偉大的神明，或稱宇宙本

源，卻關照著地球上渺小的

人類，來幫助人們收服怪

獸，解除危難，真是洪恩

浩蕩。人們為了慶祝「年」

被打敗，每年此時，敲鑼

打鼓、放鞭炮，互道「恭

喜」，便是「過年」的由

來，也是社火這種年節慶祝

的前身。

總之，社火來源於歷史

上的正邪大戰中，正神與好

人們一次次戰勝惡魔的禍

害，並預示著在未來的正邪

較量中，光明的力量仍然會

戰勝邪惡。

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

樓。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

盡長江滾滾流。

年少萬兜鍪，坐斷東南戰未

休。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生

子當如孫仲謀。

此篇約作於宋寧宗嘉泰四

年（公元 1204 年）或開禧元年

（公元 1205 年），辛棄疾新任

鎮江知府。當時南宋與金以淮河

為界，詞人站在北固樓上，遙望

江北金兵所占領土，連發三問，

慨嘆千古興亡事。巧妙的自問自

答，以激昂文辭烘托滿懷愛國

情，歷來為後人激賞。

第一問：「何處望神州？」 
——「滿眼風光北固樓。」

從哪裡可以看到中原故土

呢？眼前，北固樓上風光雖好，

但是，失地尚未收復，山河殘

缺，令人抱憾。

第二問：「千古興亡多少

事？」——「悠悠。不盡長江

挑燈看劍，沙場點兵的驍

勇；遙望長安，壯志難酬的悲

憤；華髮蒼顏，登樓懷古的蒼

涼。

還有那燈火闌珊處的冷峻高

潔、淒風冷雨時的沉吟夢回等

等。甚至在飛花的春日，或是在

星耀的秋夜之間，仍也散布著詞

人的點點憂愁。

將軍詞人「橫絕六合，掃空

萬古」，揮灑激越雄渾、宛轉浪

漫，留下一聲聲曠古叩問——問

月、問己、問青山。

送月「天問」

夜深月落。詞人浮想聯翩，

模仿屈原的〈天問〉，連續發

問，創作出「詠月」極品——

〈木蘭花慢〉。

       木蘭花慢

（木蘭花慢 ‧ 中秋飲酒將

旦，客謂前人詩詞有賦待月無送

月者，因用〈天問〉體賦。）

可憐今夕月，向何處，去悠

悠？是別有人間，那邊才見，光

影東頭？是天外。空汗漫，但長

風浩浩送中秋？飛鏡無根誰系？

姮娥不嫁誰留？

謂經海底問無由，恍惚使人

愁。怕萬里長鯨，縱橫觸破，玉

殿瓊樓。蝦蟆故堪浴水，問云何

玉兔解沉浮？若道都齊無恙，云

何漸漸如鉤？

詞人寫道：可愛的月亮，今

夜悠悠蕩蕩地，要向哪裡去？是

不是還有一個人間，此時，月亮

的光影剛剛在那裡的東方浮現？

廣闊的宇宙浩渺無邊，難道是浩

蕩的長風吹走了中秋明月？月如

明鏡，是誰用無形的繩索把它繫

在天上？嫦娥未嫁，又是誰將她

留下？

聽說月亮運行的時候要穿過

海底，無處查考這種說法的根

由，令人憂愁。海裡的長鯨橫衝

直撞的，怕是會撞破月宮吧。蝦

蟆本來就能游泳，可是玉兔怎麼

也懂水性？如果一切都安然無

恙，為何圓月會漸漸殘缺，變成

彎鉤？

此篇集合了嫦娥、玉兔、蟾

蜍、廣寒宮等關於月亮的神話傳

說，再加上連環提問，盡展玄妙

幽深。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

點評說：「詞人想像，直悟月輪

繞地之理，與科學家密合，可謂 
神悟！」

古人講究「天人合一」，以

敬畏之心欣賞自然、探索自然。

辛幼安膽魄、才學皆過人，蒙上

天賜其超越的思緒，因而才有了

「神性」的靈動。

北固亭三問

〈南鄉子‧登京口 

北固亭有懷〉

辛棄疾的長短句，翻

捲百般情懷：

滾滾流。」

撫今追昔，世間風雲變幻，

如滔滔江水般長流不絕。「悠

悠」二字，以虛見實，傳神地表

現了歲月滄桑，平添悲切。

第三問：「天下英雄誰敵

手？」——「曹劉。生子當如

孫仲謀。」

此處寫史寫實，通過讚賞年

少英勇的孫權以及曹操、劉備兩

位英傑，反襯苟安的當朝文武官

員。詞人點評古今，層層推進，

收放自如。

「誰共我，醉明月」

〈賀新郎‧別茂嘉十二弟〉

綠樹聽鵜鴂。更那堪，鷓鴣

聲住，杜鵑聲切。啼到春歸無尋

處，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

間離別。馬上琵琶關塞黑，更長

門翠輦辭金闕。看燕燕，送歸

妾。

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

回頭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

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

士，悲歌未徹。啼鳥還知如許

恨，料不啼清淚長啼血。誰共

我，醉明月？

〈賀新郎〉乃詞人為送別堂

弟而作。甫一開篇，鵜鴂、鷓

鴣、杜鵑，三種鳥鳴皆出悲音，

渲染淒切的基調。繼而，詞人不

表當下的離別，列舉了昭君出

塞、李陵送別蘇武歸漢、荊軻與

燕太子丹易水話別等典故，加深

幽恨傷感。最後一句落回現實：

「誰共我，醉明月」——今後，

誰還能與我同醉，共賞明月呢？

深深的孤寂設問，道出了英雄壯

志不得酬的憤懣。

對於此詞，陳廷焯在《白雨

齋詞話》中評曰：「沉鬱蒼涼，

跳躍動盪，古今無此筆力。」

「問何物，能令公喜」

〈賀新郎‧甚矣吾衰矣〉

甚矣吾衰矣。悵平生，交遊

零落，只今餘幾！白髮空垂三千

丈，一笑人間萬事。問何物，能

令公喜？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

山見我應如是。情與貌，略相

似。

一尊搔首東窗裡。想淵明

〈停雲〉詩就，此時風味。江左

沉酣求名者，豈識濁醪妙理。回

首叫，雲飛風起。不恨古人吾不

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知我

者，二三子。

此詞是辛棄疾在信州鉛山

（今屬江西）新居的「停雲堂」

所寫，約作於宋寧宗慶元四年

（公元 1198 年）。當時詞人年

近六十，隱居數年，仍然心繫國

事，義憤難平。

開篇起句引孔子之言表衰老

意，再寫曾一同出遊的朋友零落

四方，心中惆悵。之後，「白髮

三千丈」出典於李白詩，作者以

淡然一笑應對紛繁萬事，誇張筆

法盡顯豪氣。

命運多舛，詞人自問：「問

何物，能令公喜？」——甚麼事

才能讓你歡喜呢？答案朦朧而飄

逸：「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

見我應如是。」山水總關情。青

山秀色令我動容，想必，青山對

我也有同感。於此，年華老去、

知音難尋的哀感忽然消散。作者

寄情於自然，以山水之秀麗自

喻，不禁生出一番爽意灑脫。

結語

辛 棄 疾（1140 年 ～ 1207
年），字幼安，號稼軒居士，是

中國南宋豪放派詞人，人稱詞中

之龍，與蘇軾合稱「蘇辛」。

辛棄疾留下六百多首詞作，

成就斐然。他引經據典，信手拈

來，善於虛實結合、今古對應，

或直抒胸臆，或委婉寄寓。

詞人對生命的省思、對大自

然的傾情以及對宇宙奧祕的探

求，均展示出寬廣、深遠、不同

凡響的境界，「詞中之龍」乃實

至名歸。

將軍詞人辛棄疾的豪情嘆問
◎  文 :高天韻

辛棄疾 （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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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
篤初：腳踏實地的開始。

篤，忠厚。初，開始。

誠：確實。

美：好。

慎終：謹慎的把事情做完。

慎，小心。終，結束。

宜：應該。

令：美好。

榮業：偉大的事業。榮，茂

盛。業，事業。

所：助詞。

基：根本。指前面所說的

忠、孝、仁、義、禮、智、信等

德行。

籍甚：名聲遠播。籍，名

聲。甚，很。

無竟：沒有止境。無，沒

有。竟，通「境」。邊界。

譯文參考
無論是求學、立業、敦品、

修德，剛開始的時候，我們都會

抱著一顆誠惶誠恐的心，全力以

赴。這樣一個好的開始固然很

好，但是能夠勵行不懈，堅持到

底，獲得一個圓滿的結果，那就

更好了。

忠、孝、仁、義、禮、智、

信等美好的德行，就是我們建功

立業的基礎，有了這些基礎，並

且能夠貫徹始終，就能讓你名揚

四海，流芳百世。

文字的故事
「篤」從馬竹聲。是一個兼

具會意與形聲的字。最早出現

在小篆，寫作「篤」。它的本

義是「馬行頓遲」，以頭觸地叫

頓，行進緩慢叫遲。但當馬走的

緩慢的時候，它的腳著地就很穩

而且踏實，它的頭就不斷的揚頓

起來，它的四蹄不斷落地，發出

有規律的竹竹之聲，所以篤從竹

聲。「馬行頓遲」，讓人有一種

從容不迫、一往無前的氣概，因

此古人常用「篤行」、「篤信」、

「篤實」、「篤學」等詞來形容腳

踏實地、實事求是的人或事。

「篤」又引申為「精專」的意思，

古人說：「盡力莫如敦篤」就是

說作事盡心盡力雖然重要，但是

專精更加重要。因此，我們在求

學受教育的時候，一定要學得一

技之長，然後「篤行」之，終身

不懈，時間一久，你就會比別人

懂得多，做的好，成為這一行的

專家，在社會上自然而然就出人

頭地，為更多的人服務，得到好

的名聲。

篤 初 誠 美

榮 業 所 基

慎 終 宜 令

籍 甚 無 竟

shèn

jí

zhōng

shèn

yí

wú

lìng

jìng

dǔ

róng

chū

yè

chéng

suǒ

měi

j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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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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 軾（公 元 1037-1101）
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博學多

才，詩詞文章書法繪畫，無一

不精。文章屬「唐宋八大家」之

一。以詩為詞，開創了豪放清曠

的詞風，對後世的文學有巨大影

響。（陳師道《後山詩話》） 與南

宋辛棄疾並稱「蘇辛」。胡寅

《酒邊詞序》稱其「一洗綺羅香澤

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

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

豪氣，超然塵垢之外，於是《花

間》為皁隸而柳氏為輿台矣。」

然蘇詞風格多樣，也有不少清麗

婉約之作。有《蘇東坡全集》、

《東坡詞》等。今人龍榆生有《東

坡樂府箋》，石聲淮、唐玲玲有

《東坡樂府編年箋注》。

彈指：佛家語，喻時間短

暫。 老仙翁：指歐陽修。 龍蛇

飛動：這裡指歐陽修寫在牆壁上

的筆跡，就像蛇行龍飛一樣。

我第三次經過平山堂， 前半

生歲月在彈指聲中過去了。 整
十年沒見老仙翁了， 只有牆上他

的墨跡，仍是那樣氣勢雄渾，猶

如龍飛蛇舞。 在平山堂前悼念

文壇英傑的揚州太守。 別說人

死後萬事皆空， 即使活在世上，

也不過是一場大夢呀 !

平山堂：揚州名勝，在城西

北五裡的大明寺側，是北宋大文

學家歐陽修在揚州作官時所建。

作為平時講學、宴游之所，曾於

堂上宴會群賢。 
堂上有楹聯甚多，但以清代

揚州知府伊秉綬所撰：「隔江諸

山，到此堂下；太守之宴，與眾

賓歡」最為經典。其餘諸聯也頗

新奇：「銜遠山，吞長江，其西

南諸峰，林壑尤美；送夕陽，

迎素月，當春夏之交，草木際

天」；「曉起憑欄，六代青山都

到眼；晚來對酒，二分明月正當

頭」；而大堂側室懸掛的「風流

宛在」、「坐花載月」橫匾則是

追憶文章太守歐陽修在平山堂上

的軼事了。 
歐陽修去世後，該處牆壁上

還刻著他的手書筆跡，其中《朝

中措》一詞中即有「手種堂前垂

柳，別來幾度春風」和「文章太

守，揮毫萬字，一飲千鍾」等句

子。蘇軾此詞就是圍繞著牆上這

首詞的筆跡和歌女們唱誦這首詞

的事實來寫的。

註釋

語譯

賞析

古詩賞析

三過平山堂下，半生彈指聲中。

慾弔文章太守，仍歌楊柳春風。

十年不見老仙翁，壁上龍蛇飛動。

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皆夢。

西江月‧平山堂
作者：蘇軾

作者

如果事與願違，請相信這一

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生活總會給你答案，但不會

馬上把一切都告訴你。

一個旅行者，在一條大河旁

看到了一個婆婆，正在為渡水而

發愁。已經精疲力竭的他，用盡

渾身的氣力，幫婆婆度過了河。

結果，過河之後，婆婆甚麼也沒

說，就匆匆走了。

旅行者很懊悔，他覺得，似

乎很不值得耗盡氣力去幫助婆

婆，因為他連「謝謝」兩個字都

沒有得到。

哪知道，幾小時後，就在他

累得寸步難行的時候，一個年輕

人追上了他。年輕人說，謝謝你

幫了我的祖母，祖母囑咐我帶些

東西來，說你用得著。說完，年

輕人拿出了乾糧，並把胯下的馬

也送給了他。

所有的故事總會有一個答

案，重要的是，在最終答案到來

之前，你是否耐得住性子，守得

穩初心。

不必急著要生活給予你所有

的答案，有時候，你要拿出耐心

等等。即便你向空谷喊話，也要

等一會兒，才會聽見那綿長的回

音。

回報不一定在付出後立即出

現，只要你肯等一等，生活的美

好，總在你不經意的時候，盛裝

蒞臨。

在人的一生中所遭遇的困境

和不解，在當下或許是難以接受

的。但在過後某一時刻會突然覺

得，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所有的丟失，都是為了珍愛

之物的來臨騰位置；

所有的匍匐，都是高高躍起

前的熱身；

所有的支離破碎，都是為了

來之不易的圓滿。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我們今生所有遇到的人和

事，前世已注定；我們來世所有

遇到的人和事，今生已注定。

生命中的一切，我們都無需

拒絕，笑著面對，不去埋怨。

遇到的人，善待；經歷的

事，盡心，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上天不會無緣無故做出莫名

其妙的決定，它讓你放棄和等

待，是為了給你最好的。

走到生命的哪一個階段，都

該喜歡那一段時光，完成那一階

段該完成的職責，順生而行，不

沉迷過去，不狂熱地期待著未

來，生命這樣就好。

不管正經歷著怎樣的掙扎與

挑戰，或許我們都只有一個選

擇：

雖然痛苦，卻依然要快樂，

並相信未來。

山有峰頂，海有彼岸。

漫漫長途，終有回轉。

餘味苦澀，終有回甘。

來源：雪花新聞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印度有四句極具靈性的話：

無論你遇見誰，

他都是對的人；

無 論 發 生 甚 麼

事，那都是唯一會發

生的事；

不管事情開始於

哪個時刻，都是對的

時刻；

已經結束的，就

已經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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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牙

口腔手術

牙病治療
各種

去智齒

牙周病

牙齒矯正

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
供供供全全全面面面牙牙牙科科科服服服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免費

諮詢

免費
諮詢

2008 年畢業於
UBC

粵、英語

陳守誠 醫生
DMD

2001 年畢業於
亞省大學

英語

Richard Krim 醫生

DDS
醫生

2000 年畢業於
達爾豪斯大學

1983 年開始
從事牙醫工作

國、英語

董維佳 醫生
DDS

2012 年畢業於
UBC

1992 年畢業於
華西醫科大學

國、英語

劉青青 醫生
DMD

務務務

考慮矯牙或植牙？歡迎來免費諮詢

專業嚴謹·嶄新設備·舒適環境·地點方便

HorizonDental
優惠券

無保險
10%
OFF

診所地址：206 5403 Crowchild Trail NW
診所時間：週二至週六上午 9:00 ～下午 6:00 電話：403-202-9295

www.horizondentalgroup.ca

注：如無保險，基本

服務九折優惠（洗牙、

檢查牙齒、緊急檢查）

矯正牙齒可分期付款矯正牙齒可分期付款矯正牙齒可分期付款
接受多種保險接受多種保險接受多種保險接受多種保險接受多種保險接受多種保險

中國人為了討個吉利，一向

喜愛在大門內設置一道玄關，並

擺設各種招財納吉的物品，所謂

「開門見喜」就是這個道理，畢

竟玄關是每日出入必經之處，也

是一天禍福的關鍵。因此，如何

讓玄關在送往迎來的過程中得到

福分，確實是環境中一處重要的

竅門與關鍵所在之地。

如何找出吉祥方位

現代的房屋多半都會在玄關

之處做各種美化和設計，無論如

何的變化和區隔，仍舊以順暢、

和諧為基礎，只要不影響動線及

視覺，就可以算是好的玄關。不

過，有的風水說法認為玄關必須

配合方位另做設置，這點毋庸置

疑是自相矛盾的，畢竟房子的格

局家家戶戶均不同，沒有一定的

準則和規矩，又當如何配置？事

實上，玄關是為了因應環境而設

置，並不是為了招財納吉而刻意

設置，最重要仍以格局上的協

調、順暢為第一優先考量。

如何趨吉避煞

玄關設置有兩大主要功能：

一、趨吉 
大門是一間房子的主要納氣

口，關係到整間屋子的運程好

壞，若能善用玄關，則必能導引

氣流至旺方。所謂旺方其實是指

空間中氣場和光線最開闊和通暢

的區域，但絕非直接貫穿至屋

外，亦或是在循環不佳的空間環

境，否則無法達到和諧、順暢的

效果，也就沒有所謂趨吉避凶的

功效，更遑論招財、納吉了。

 二、避煞 
煞的形成有多種因素，大部

分都是指屋外的地理形勢和環境

的影響，至於屋內則僅須注意對

沖的現象。有的房子大門一進來

直接就面對窗或陽臺的門窗，氣

流彼此之間就會產生所謂對沖的

現象，不能讓大門納進來的氣流

順利在屋內循環，這才是真正的

對沖煞氣，此刻設置玄關就有其

必要性，除了阻隔對沖，還可導

引氣流至旺方。

如何強化招財納吉

玄關是居於一間房子的動態

區，主要是用來導引大門納進來

的氣流，並非聚氣的環境，而是

屬於活氣與生氣的來源。

自當在此安置能夠用來加強

能量的物品，以便達到招財納吉

的功效。

有的風水說法是建議在玄關

設置一個聚寶盆，這點其實並不

合宜！

既然是聚寶、聚財，當然

是安置在藏風聚氣的地方，而

非玄關這個屬於導引氣流的關

鍵區域。因此，聚寶盆應當安

置在人氣最旺的客廳內，畢竟

人氣就是財氣，再選擇一處較

能聚氣且不被氣流沖散的地方

安置。

當然，也有一種說法認為聚

寶盆應當擺設在客廳入門的斜對

角的地方，這點在邏輯上是合理

的，但不盡然每一間房子的規劃

均相同，也不一定斜對角的位置

才是理想的聚財之處！

為了讓玄關更能夠招財、納

吉，可以考量以下幾種方法運

作，相信對於環境磁場會有些許

◎ 文：葉實益

玄關一詞，道教的玄

門與竅門，佛教的空門與禪

門，陽宅風水則是指房子大

門入口內特別設置一處折衝

的小區域。當然，一間房子

是否一定要設置玄關，這還

得視空間配置是否得宜，方

能突顯玄關的必要性，否則

因多占一小部分而讓整體的

空間顯得有些擁擠。

招財納吉的玄關風水
整版圖片：FOTOLIA

圖片或佛像安置，可提升精神方

面的層次，當然，前提仍須是屋

主喜愛的，若是一點感覺也沒

有，只是為了改善而改善的話，

恐怕一點風水效應也達不到。

藝術品 
藝術品與圖像的功能其實是

一致的，唯一不同的是藝術品所

呈現出來的是立體與抽象的感官

實境，若是佛像藝品也是可以達

到納吉、納福的意境。至於所謂

經過開光的佛像就不建議安置，

尤其更不能放置在玄關之處。

朱雀 
朱雀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是主

掌南方的神獸，是地位與希望的

象徵。一般都會在玄關牆面掛上

相關的圖案或浮雕，除了確保一

家人的平安之外，也象徵著屋主

地位的穩固與提升。

流水器 
流水器除了可以造景之外，

還可以活化玄關的磁場，更何況

水又主財，但缺點就是必須時常

加水。

水一旦不足就會影響電力系

統及馬達的壽命；另一個缺點就

是馬達的噪音，還可能干擾流水

的自然音頻，對於磁場的效應多

少可能會造成些許的影響。

貔貅、石獅 
貔貅是中國古代神話傳說中

的一種神獸，專門吸取妖魔鬼怪

的氣血，並轉化為財寶，在風水

上是有用來確保居家的平安與扭

轉財富的功能，一般都會置放在

玄關的出入口位置上，且面向門

外。獅子是百獸之王，眾妖魔野

獸都必須聽其號令，古代的官家

或富豪都會在宅第門前安置兩隻

石獅，與貔貅一樣都具有招財進

寶的功能。

鏡子 
一般玄關大部分都會擺設

一面鏡子，功能是用來整肅儀

容，並無聚氣納吉的功能。鏡

子有固定式與非固定式兩種，

擺放的時候應避免鏡面向著門

外，畢竟鏡子的反射會造成空

間磁場的錯覺。

礦石

礦石的種類相當繁多，無論

那一類的礦石都適宜，最重要的

是應避免過於沉重，畢竟礦石是

大地的產物，放射出來的能量絕

對具有分量，這還得視屋主的個

人感受，尤其開心、喜悅最為重

要，若是無福消受的話，恐怕會

造成反效果。

財神爺 
財神爺一般分為文財神與武

財神，文財神是財神星君及福祿

壽三星，擺放時若是向著門外則

表示向外布施，反而徒增屋主的

困擾，應當將財神的面朝內，才

有迎接主客的氣象；武財神是關

公，有帶刀與閱讀春秋兩種，但

並不適宜在家中擺放，既然是武

職，自當安置在公司或商業場所

較為適切，尤其面向必須朝外方

較為合宜。

的助益。

植物 
花草樹木除了能夠綠化環

境，還可以強化空氣的質量，最

適宜的地方應該是陽臺或是可見

到陽光的區域，若是安置在玄關

則必須考慮光線及通風，若是有

其必要性，可以考慮每週輪替的

方式，也就是與其他植物交互更

替擺放，這樣植物較有時間行光

合作用。

魚缸 
魚缸也是一種活化玄關機能

的好方法，除了可以美化環境，

還可以增添生活的樂趣。但仍有

其缺點，畢竟魚兒需要專業的呵

護，若是處理不當，恐怕不時會

有生病、死亡的現象發生，對於

人的心情多少會有影響。

精油 
精油是植物經由萃取、提煉

所取得的精華，和真的植物相比

一點也不遜色，可以營造出環境

的芬芳，人在出入時若是嗅到，

還可提振精神，對於居家環境，

除了可以消除晦氣，還可改善居

家生活的質量，不失為一種招財

納吉好方法。

圖像 
選擇適合居家環境的圖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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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歐洲的一個古老國家，

羅馬尼亞有著豐富的名勝古跡。

除了風光綺麗的多瑙河三角洲、

著名的古建築「黑教堂」之外，

最有名的現代人文景觀就是薩利

納．圖爾達鹽礦博物館（Salina 
Turda Salt Mines Museum）。

這是一個建立在地下 37 層樓深

的鹽礦坑裡的城市，每年吸引了

無數人來到這裡，體驗在地下王

國裡生活的感覺。

薩利納．圖爾達鹽礦博物館

位於羅馬尼亞克魯日縣第二大城

市圖爾達，這裡原來是一座擁

有上千年歷史的鹽礦坑，開採

於 11 世紀， 20 世紀早期才被廢

棄。當地政府在礦坑的基礎上進

行數次改建後建成一座「鹽礦博

物館」，2010 年對外開放。

整座鹽礦博物館深入地底

112 公尺，相當於 37 層樓的高

度，由三座礦井組成，非常寬廣

宏大。設計師利用木材和金屬

打造出濃厚的外域氛

圍，讓人彷彿置身外

太空。來到鹽礦博物

館，遊客不但可以回

顧鹽礦的歷史，周圍

還有地下湖泊和一座

鹽島可以滿足遊客的探險心理。

另外，這裡與地面上的小鎮完全

沒有區別，各種生活設施一應俱

全，籃球場、迷你高爾夫球場、

足球場和保齡球區等運動場所樣

樣不缺，甚至還有一座摩天輪。

遊客也不用擔心與外界失

去聯繫，因為 WiFi 遍布整個礦

坑，只要不停電，一切都與地面

世界毫無二致。目前已有超過

3000 名居民遷居到這裡長住。

當然，地底下可沒有太陽，

在這裡生活要面對冷濕的環境，

好處就是不容易感染到細菌。因

為這裡的鹽礦純度達到 80%，

地底濕度保持在 80%，氣溫維

持在 10 ～ 12 度的恒溫，過敏

原細菌比外界少。所以這裡設有

水療中心、畫廊，已經成為現代

人療癒身心的能量場。

卍，是出現於上古的一個符

號，在古代印度、波斯、希臘、

埃及、特洛伊等國的歷史上均有

出現，是世界各地近乎所有宗教

的標誌，也被後世的人們賦予代

表吉祥的寓意。

中國人自唐武則天起，稱之

為「萬」字符。卍在梵語中讀為

「SVASTIKA」，在梵文中的意

思是「吉祥海雲相」，也就是呈

現在大海雲天之間的吉祥象徵。

卍符號最早被發現是在出土的

西元前 4000 ～ 10000 年的文物

上，那些人類早期使用的陶器、

玉器等物體上就有這樣的字飾。

在本次人類文明中，印度河

流域文明的印度教、佛教和耆那

教等宗教，也都使用這一符號。

事實上，卍符號廣泛存在於古代

東西方文明中。不但在古印度的

宗教中存在，古羅馬祭壇等建築

物上也有此標記。法國羅浮宮所

藏的六千年前的美索布達米亞陶

碗上就繪有卍圖案。甚至在非

洲、南美的文化中，也出現卍圖

案。不但如此，卍符號也出現在

早期基督教中。在西方那些古老

的修道院裡，過道、石井，修道

士的座位以及院長外套的袖子上

都飾有「卍」字標誌。

對中國人和東南亞人來說，

這個符號是佛家的重要標誌，通

常和佛相關，許多古佛雕塑或畫

像中，佛的胸前都有卍標記。而

在佛家修煉文化中，卍代表佛的

層次。

現代人熟知這個符號，很多

是從二戰時期納粹的標誌上認識

的。一個宗教普遍使用的，與神

佛相連，象徵吉祥、美好的符

號，怎麼會變成暴力、血腥的納

粹標誌，讓人們視之色變的？

有研究表明，卍符號大約在

西元前 1000 年，經由印度、波

斯、小亞細亞 ( 亞洲西部 ) 到希

臘，然後進入意大利到德國，成

為一個宗教符號。在德國的那些

修道院裡，卍符號隨處可見。

據說希特勒小的時候，就是

一個野心勃勃的人，對權力十分

迷戀。他們家附近有一座修道

院，他非常崇拜院長的權勢，

把「卍」視為院長權威的象徵，

夢想著自己有朝一日能像院長那

樣，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因

此，在成立納粹黨的時候，他就

盜用了「卍」這個符號作為納粹

的標誌。

同時，因為「卍」符在民間

被視作吉祥、美好的象徵非常受

歡迎，希特勒也希望藉助它來為

納粹黨積聚人氣。

在希特勒的納粹黨採用這個

符號之前，一直到 20 世紀初，

「卍」符號在全世界都非常受歡

迎，很多人或團體對這個符號情

有獨鍾。比如 1922 年英國的一

支女子曲棍球隊隊徽就是「卍」

字標誌。英國的一支男子曲棍球

隊也用的是「卍」字標誌作為隊

徽。在美國，擁有一件「卍」字

圖案的衣服，是女演員的時尚。

可以說，這個符號與納粹一點關

係也沒有。

現代人認為卍就是一個符

號，能夠從古代流傳至今，不過

是因為寓意了美好。但科學的發

展，打破了這種觀念。原來，卍

並不是人為想像出來的一個圖

案，而是蘊藏著宇宙的秘密。

科學家們發現，銀河系是個

漩渦星系，從裡向外伸出了四條

旋轉的「手臂」：人馬臂、獵戶

臂、英仙臂、三千秒差距臂，每

條「手臂」都由難以計數的恆星

和星雲組成。這四條美麗的旋臂

順時針旋轉而形成銀河系，其中

我們生活的太陽系在獵戶臂內，

位於人馬臂和英仙臂之間，更靠

近英仙臂。借助高科技儀器可以

觀察到，從正面看，銀河系的四

旋臂結構與標誌佛的「卍」非常

相似。

既然卍並不是古人隨便畫出

的圖案，那麼遠古時期的人類，

又是如何知道宇宙秘密的呢？難

道真的像傳說中的那樣，這是神

留給人的標識。神即將歸來，還

是早就已經回來了，只是人並不

相信？

◎ 文：青蓮 圖：Fotolia

◎ 文：蘭心 圖：Fotolia

神留給人的標識

贏錢失德
丟狀元

《夷堅支丁志》裡說，宋

朝宰相丁謂的子孫中，有一個

叫丁湜的，不僅俊逸豪爽，且

與丁謂一樣很有才氣。

丁湜有個不良嗜好，就是

特別愛賭，贏錢之後就到處亂

花錢。他的父親幾番訓斥，他

依然故我。有一次，他父親見

他不思悔改，就把他綁起來，

關在一間空屋裏，不准吃飯。

在家人的幫助下，丁湜逃離家

庭前往京城落腳。很有才華的

他很快補考太學，列入貢士名

冊。

北宋神宗熙寧九年（西

元 1076 年），丁湜來到相國

寺找一位相士看相。據說這位

相國寺的相士看相算卦十分靈

驗，不少學子慕名前詢問前

程。相士對丁湜說：「看您的

氣色極佳。我為很多人看相，

還沒有人像您一樣，這次您一

定會大魁天下。」遂即在一張

紙上寫下幾個大字：「今年狀

元是丁湜。」丁湜聞之甚是得

意。

誰知大考在即，這丁湜依

舊改不了好賭的習性。這一

天，他又與四川來的兩個有錢

的士子在酒樓小閣裡聚賭。一

天下來，丁湜嬴了他們六百萬

錢。

過了兩天，他經過相士的

卦攤，相士看見他大吃一驚：

「今天您的精神氣色，大不如

從前。怎麼還敢奢望大魁天下

呢？唉，真是耽誤了我的相

術。」丁湜不信，為甚麼僅僅

兩天時間，一切就全變了呢？

相士說：「相人觀相，都

是先觀天庭，如果氣色黃明潤

澤，就會大吉。而如今，您的

天庭氣色枯燥沉暗，是不是您

心地不善，為了謀取暴利，

做了不義的事，辜負了神明

呢！」丁湜暗自心驚，就將賭

博的事如實告知相士，並問：

「如果我現在將所得的錢，全

部返還給他們，是否還有挽回

的餘地？」相士說：「既然您

已萌生善心，冥冥之中神明自

然看到。如果您果真誠心悔

過，還可以得到甲科，只可位

居五人之下。」

丁湜隨後將錢財如數還給

那兩名士子，並發誓從此以後

絕不再貪不義之財。考試放榜

之後，果然如相士所說，丁湜

位居第六。

卍，一個流傳了幾千

年的符號，世界各民族幾

乎都有他的身影，與宇

宙、太陽、生命的秘密有

關。傳說這是神留給人的

標識，當人類真正認識他

的時候，就是神回歸救贖

人類的時候。

▲銀河系的四旋臂結構與

標誌佛的「卍」非常相似。

▲早期建築出現卍符號

羅馬尼亞位於東南

歐巴爾幹半島東北部，歷

史悠久，祖先為達契亞人

與羅馬人，在拉丁語裡，

羅馬尼亞是「羅馬人的國

家」。

羅馬尼亞地下王國
◎ 文：藍月

▲ Salina Turda的地下湖和 UFO形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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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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診治
來自     年的積累
中醫‧中藥‧針灸‧按摩‧拔罐和耳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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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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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治

#109, 2308 Center Street NE

6 年卡城中醫師

8年北京中醫藥大學醫療系
學士碩士

23 年北京大學第一醫院

冼慧
女中醫師
註冊針灸師
註冊按摩師一週七天：上午11點∼下午6點

587.352.3152（英、國） 
403.614.1825（國）

info@kt-lucky.com

（接受針灸按摩公司保險、W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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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ancient times, people emphasized practice 
when learning and promoted tireless effort, with 
a stress on being diligent and consistent. They 
did not encourage studying hard for one day and 
slacking off for the next ten days. In other words, 
they believed that one needs to be strict with 
oneself and not slack off. When one puts in his 
best effort, he will achieve the goal. It is just like 
the old saying "read the book one hundred times, 
and you will naturally understand its meaning." 
The following are two stories about ancient 
people's approach to studying.

 During the Jin Dynasty (265 – 420 AD), the 
famous poet Tao Yuanming (365 – 427 AD) was 
a noble and knowledgeable scholar. A young man 
asked him, "I admire you because you are so 
knowledgeable. Would you tell me the best way 
to learn?" Tao Yuanming said, "There is no best 
way. If you work hard, you will make progress. 
And if you slack off, you will lag behind." He 
took the young man to a field. He pointed at a 
small sprout and said, "Look carefully, can you 
see that it is growing?" The young man stared 
at it for a long time and said, "I did not see it 
grow." Tao Yuanming asked, "Really? Then how 
could a little sprout become so tall later on?" He 
continued, "In fact, it is growing every moment. 
However, we cannot see it with our eyes. It is 
the same principle for learning. Our knowledge 
accumulates little by little. Sometimes we don't 
even know it. But if you consistently do it, you 
will make great progress."

 Tao  Yuanming then  poin ted  to  a  kni fe-
sharpening stone next to the stream and asked the 
young man, "Why does the stone have a concave 
side like a saddle?" The young man answered, 
"It is because people use it to sharpen knifes 
day after day." He then asked, "Then on exactly 
which day did it take this shape?" The young man 
shook his head. Tao Yuanming said, "It is because 
farmers have used it day after day. Learning is 
the same. If you don't do it consistently, your 
knowledge level will degrade each day." The 
young man finally understood him. He thanked 
Tao Yuanming. Tao wrote the following for him, 
"Learning diligently is like a sprout in spring 
time. We do not see it grow yet it grows daily. 
Slacking off is like a knife-sharpening stone. We 
do not see it being damaged yet it deteriorates."

 Gu Yewang (519 – 581 AD) was a famous 
historian during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period 
(420 – 589 AD). His knowledge spanned many 

fields. Many people came to him to ask questions. 
One time, a son of his friend named Hou Xuan 
asked him, "You have read many scriptures. I wish 
to ask you whether there is a shortcut to studying." 
After thinking for a moment, Gu Yewang pointed 
to a nearby leafy Gingko tree and said,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shortcut, you first need to look 
at this tree." Hou Xuan examined the tree from top 
to bottom three times but could not find anything 
unusual. He then asked, "I am too naive to see 
anything. Please guide me." Gu Yewang said, 
"With its mature root system, the tree can grow 
tall and strong. With its thick and strong trunk, 
the tree can grow thick leaves. Only with a noble 
goal and firm belief can one have a bright future. 
Take the tree as an example, the tree progressively 
grows one ring every year. One needs to be 
diligent. Take one step forward at a time. This is 
the key." Hou Xuan thought about those words 
carefully and enlightened to its meaning.

 Since then, Hou Xuan calmed down to study. 
He improved rapidly. His friends asked him, 
"You are so familiar with those books that you 
can recite them from back to front. Why are 
you still reading them?" Hou Xuan said, "There 
is no shortcut in studying. One has to take one 
step at a time. I still have not enlightened to 
many principles and deep meanings in those 
books. Therefore I need to review them to learn 
something new each time." Gu Yewang taught 
the children, "A small tree likes sun because it 
wants to grow into a big and strong tree. For a 
person, his goal of life is to become a good person 
who will benefit his people and his country. It 
is important to have goals. When it comes to 
learning, it is important to persevere and never 
give up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Ancient people believed that learning was 
also a process of improving their morality. The 
key to learning lies in the will to work hard and 
perseverance. Studying consistently is the best 
way to learn.

學貴有恆 Learning Requires Consistency and Perseverance

古人學習始終以致用為

綱，重在實踐，講求無倦與精

進，學貴有恆，最忌一曝十

寒。也就是對自己要勤勉，不能

懈怠，功到自然成，所謂「書讀

百遍，其義自見」。以下為古

人勸學的兩個故事：

 東晉大詩人陶淵明節操高

尚，學識淵博，有個少年向其

求教說：「我非常敬佩先生的學

識，想向您請教讀書的妙法。」

陶淵明說：「學習哪有妙法？勤

學則進，輟學則退呀！」他拉著

少年的手來到稻田旁，指著一根

苗說：「你仔細看看它是否在長

高？」少年注視了很久說：「沒

見長啊！」陶淵明反問道：「真

的沒見長嗎？那麼，矮小的禾

苗是怎樣變得這麼高的呢？」他

見少年低頭不語，便進一步引

導說：「其實，它是每時每刻都

在長啊！只是我們肉眼察覺不

到。讀書學習也是同理，學識是

一點一滴積累的，有時連自己

也不易覺察到，但只要勤學不

輟，就會日有所長。」

 接著陶淵明又指著溪邊的一

塊磨刀石問少年：「那塊磨刀

石為何像馬鞍一樣的凹面呢？」

「那是磨損成這樣的。」少年答

道。「那它究竟是哪一天磨損成

這樣的呢？」少年搖搖頭。陶淵

明說：「這是農夫們天天在上面

磨刀、磨鋤，日積月累，才成為

這樣的。學習也是如此，如果不

堅持讀書，每天都會有所虧損

啊！」少年恍然大悟，拜謝了陶

淵明。陶淵明為其寫道：「勤學

如春起之苗，不見其增，日有所

長；輟學如磨刀之石，不見其

損，日有所虧。」

 南朝的顧野王是著名的史學

家，博學宏才，慕名向他求知

的人很多。一次，他朋友的兒

子侯懸向他請教說：「您遍觀經

史，我想問您在學習上有沒有

訣竅。」顧野王沉吟片刻，指著

旁邊一棵枝葉茂盛的銀杏樹說：

「你既然要學竅門，先看看這棵

樹。」侯懸把這棵樹從下向上，

又從上向下，一連看了三遍，沒

看出甚麼奧秘，於是說：「學生

愚昧，還請先生指點。」顧野王

道：「根系發達，才能樹冠雄偉；

莖幹粗壯，才能枝葉繁茂。同

理，學習紮實，才能穩步提高；

志向崇高，信念堅定，才能前程

遠大。以樹為例，樹要成長，

一歲一圈年輪，歲歲增大。人

要精進，一步一個腳印，步步

向前。要說有訣竅，這就是訣

竅。」侯懸細細的品味著顧野王

的話，領悟了其中的意思。

 侯懸從此靜心學習，成績與

日俱增。同伴們問他：「這些書

本你已經倒背如流了，怎麼還反

复看啊？」侯懸說：「學習無捷

徑可走，必須一步一個腳印。我

對書中的道理有許多還沒有悟到

或做到，當然要溫故而知新。」

顧野王給孩子們講道：「小樹追

求陽光，是為了成為棟梁，人生

追求理想，是為了成為於國於

民有利之人。人貴有志，學貴有

恆，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棄。」

 古人認為讀書求知的過程也

是不斷完善自己品德修養的過

程。學習成敗的關鍵在於是否具

有勤奮的態度，堅韌的毅力。惟

有持之以恆，才是學習、讀書最

好的方法。

◎文：李正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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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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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淵明畫像

Tao Yuan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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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華人熟悉的社區之

一西北 Sherwood社區，隨
著年頭的增長，這個曾經的

西北新社區也完成了各個階

段的建設，成為了一個比較

成熟的社區。Sherwood社
區裡，以獨立屋為主，多

戶住宅並不多。Landmark 
Homes打造的 Diseño項目
是為數不多的鎮屋加公寓樓

項目，因其優越的地理位置

所在，受到買家的青睞。

地址: #104, 218 Sherwood 
Square NW
電話: 403-235-3857
網站: liveatDiseno.ca

Diseño 的 區 域 銷 售 代 表

Andreas Angellakis 性格開朗，

態度隨和輕鬆。他有很多華人客

戶，雖然說英文，但他不覺得和

Diseño 是西班牙語，意思

是「出於設計」。步入 Diseño
公寓項目的展示屋，會有進入市

中心的現代公寓的感覺：U 型

的廚房配吧臺，開放的空間，淺

色地板配淺色櫥櫃…Diseño 的

標準配置包括石英檯面、不銹鋼

Whirlpool 電器、全瓷磚後防濺

板、柔緩關門和帶抽屜的櫥櫃，

還有節能環保的 Energy Star 雙
窗玻璃等。

項目提供 5 種戶型設計，

有一臥室一衛生間的戶型，也有

兩居室兩衛生間加一單間（den）
的戶型。無論是起居室還是臥

室，房間都方方正正。

所有的公寓都配有地下停車

位或地面停車位。

Angellakis 介紹說，現在

還有 24 套公寓剩下。這些公寓

的內牆尚未塗泥灰。如果人們在

這個時候購買，可以按照自己的

心願和喜好來設置牆面顏色，選

擇裝修材料。還可以免費獲得價

值 7500 的裝修升級包，6 週內

就可以交房。

Diseño 公寓項目只一棟建

築，提供 64 套公寓，面積從

703 平尺到 1186 平尺，可謂適

合各類人群。

「我們的價格在這個區域

裡，是很有競爭力的。像最小

的公寓是 19 萬 9 千加稅，最大

的公寓 29 萬 9 千，中間多數

公寓在 20 萬到 25 萬左右。」

Angellakis 說。

Diseño 項 目 不 僅 包 括 公

寓，還包括多棟聯排別墅。這裡

的景觀設計含有池塘、綠地、

樹木和灌木叢。Angellakis 說：

「公寓樓裡，住在外側的住戶可

以看到平川和遠處的山谷；住在

內側的人們則可看到池塘和綠

樹。都擁有景色可看。」

Diseño 中聯排別墅絕大部

如 果 你 沿 著 Shaganappi 
Trail NW 一直往北行使，在

到 達 Symons Valley Parkway
的夾角處，可以很容易注意到

Diseño。它的馬路斜角對面是

City Market 超市和銀行等。當

然如果想去更大型的商店、服務

和用餐集中地，Beacon Heights
購物中心、Nolan Hill 的社區商

業中心，也是很便捷的選項。

「地理位置是我們項目最

大的優勢，你看，對面就是

商 貿 中 心。Landmark Homes
有 幸 得 到 了 Sherwood 社 區

僅剩的地皮，打造了多戶住

宅。」Diseño 的區域銷售代表

Andreas Angellakis 說。

另外，去年 9 月一所 K-9
的天主教教會學校已經開放，

從 Diseño 到學校僅 5 分鐘步行

路程。

◎ 文：林娜

西北區的都市公寓

地理位置好

面積選項多

現代化設計

良好服務

小
貼
士

分都已經售出，也有不少買家已

經入住。所以，這裡已經有了相

對較旺的人氣。Angellakis 介

紹說，有很多買家是華人。他還

介紹說，Sherwood 社區裡年輕

人相對較多。目前購買 Diseño
公寓的是兩類人，第一次購房

者，年齡在 25 歲到 30 歲之間；

另外就是縮小住房的人群，年齡

在 45 歲以上。「因為面積的彈

性很大，從 700 平尺到 1200 平

尺，各種各樣的人，需要的各種

各樣的生活方式，我們都可以滿

足。」Angellakis 說。

華人客戶打交道有什麼困難。」

我會很用心地照顧我的客戶，無

論是售前還是售後，我都會照

顧。因為你對別人怎麼樣，別人

就會怎樣回報你。」他說。

另 外，Angellakis 還 介 紹

說，Landmark Homes 是 一

個家族企業，專注於高效、綠

色節能和提供優質服務。公司

長期以來以打造豪華獨立屋為

主，近四五年來，轉戰到多戶

住宅領域。「公司是 1977 年

建立的，這麼多年了，我們懂

得如何為客戶提供好的服務。」

Angellakis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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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市：Mon～Sun  11am~2pm 
晚市：Mon～Sun  4pm~10pm

Crowchild Square (#1B) 5403 Crowchild Trail NW

SNOW PALACE
RESTAURANT

訂座電話  (403)208-3533

賀 年 經 典

$3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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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房是制做美食的地方，吃得好，一

天的心情都是美美的。而一個好的廚房設

計對於製作美好的食物就顯得特別重要

了，那怎樣的廚房設計才是比較好的呢？

其中一個方面就是廚房台面做高低

台。甚麼叫做高低台？顧名思義就是一個

台面高，一個台面低，因為通常洗菜洗碗

時我們人的重心高度會比較高，所以洗菜

盆要高，而炒菜做飯時人的重心高度會

矮，所以灶台高度要比較矮，只有這樣才

不會出現彎著腰洗菜，架著脖子炒菜，然

後做起美食來才比較輕鬆。櫥櫃的高度是

要根據使用者的身高來定才合理，高 10
公分或者低 10 公分，往往就決定了廚房

好不好用。一個好用的廚房，都有哪些設

計呢？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甚麼是高低台

一般來說，灶台要低，大概在 70-80
公分，水槽台面要高，在 80-90 公分，

也就是說兩者高度差在 10 公分就可以

了。還有的高低台設計會有三個高度設

計，水槽高，操作台中，灶台低，當然高

度的設計還要參考使用者的身高。

高低台的設計要點

水槽區高於灶台

如果家裏廚房的結構是水槽與灶台分

別在兩面牆上，那剛好可以台面做成兩個

高度，「L」型拐角的地方做區分。如果是

一字型廚房，那就需要中間做落差了。

三個高度

最主要要區分的是水槽區和烹飪區的

高度，但加上切菜的操作台，我們需要的

其實是三個高度。所以有些家庭乾脆把台

面做成了三個高度，或者另外找地方當切

菜區。

高區的台面可以收納稍大型電器

高區的台面可不是傻大個，它可以順

勢把洗碗機收在這裡，如果買嵌入式洗碗

機的話，高度也比較合適。

高區和低區的高度差

廚房台面的具體高度要根據做飯人的

身高來定，但是高低台的高度差一般要在

10 公分左右比較合適。

廚房台面風水

在廚房設計中，水盆台面高，灶台台

面低。不僅符合使用者的操作習慣，符合

人體工程學。更符合周易第 63 卦：「水

火即濟」卦，坎上離下，互卦。坎為水，

離為火，水火相交，水在火上，大功告

成。即，已經；濟，成也。

注意事項

如果廚房面積太小，台面會因錯層更

分碎，影響備菜切菜和小電器擺放面積。

衛生打理起來會略費勁。

台面高度差容易引起開裂漏水問題，

因此要慎選櫥櫃公司。定制櫥櫃時要演練

一下高度，櫥櫃設計師的建議也很重要。

廚房台面做高低台
原來這麼好用◎  文：鵝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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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米娜　圖：Fotolia

醃肉 ── 最有年味的中式美
食，早年用於保存豬肉，也

是敬神祭祖的傳統美食。

中式醃肉料理作法多元

遵循古法的醃肉製作講究時節合

宜，溫度、濕度、風向條件到位，及

製作時間足夠，才能製作出不易腐

壞、風味醇厚的醃肉。中式醃肉的風

味及料理方式，隨地區而不同，趁著

年節，不妨動手做做看各種醃肉料

理。

臘肉和腐竹都是經過脫水濃縮後的食
物，具備食物本身的美味精華。兩者結合
臘肉的香氣會融入到腐竹中，相得益彰。

臘肉蒸腐竹

湖南臘肉 150g、腐竹 70g。

調料：大蒜 3瓣、剁椒 1/2大匙、豆豉 1小

匙。

食材

處理腐竹：腐竹清洗過後，浸泡水中至

腐竹軟化切段備用。

臘肉切片；大蒜切末；豆豉拍碎後備用。

準備蒸盤，先舖上腐竹，再鋪上臘肉片

備用。

熱油鍋，煸炒剁椒和豆豉蒜末。炒出香

氣後，加 1小匙醬油炒均勻成為蒸醬。

將蒸醬均勻鋪在臘肉上面。送進煮滾水

的蒸鍋蒸 30分鐘即可起鍋。

上菜前撒些蔥末，風味更佳。

作法

年節
美食

從菜名就可以看出菜餚的特色，「醃」
是鹹豬肉，「鮮」是鮮豬肉，關鍵是在
「篤」，上海「用小火煲很久」的意思。

醃篤鮮

豬五花塊 300g、江浙鹹肉 200g、筍

300g、百頁結 100g、青江菜適量、薑 2
片、料酒 1大匙。

食材

江浙鹹肉烹調前須先泡水、汆燙，調

整好鹹度再入菜（時間依據販售店家的說

明）。

筍去殼切滾刀塊。連同豬五花肉、百頁

結、青菜，分別汆燙備用。

湯鍋放豬五花肉、鹹肉、薑片，加水

淹過食材 2倍高度。開大火煮滾，撈除浮

沫，加酒。

加竹筍煮滾，轉中火燉 1小時。加百頁結

續煮 30分鐘，加入青菜即可。

作法

煙燻臘肉是湘菜、川菜的特色食物。其
製法是利用燃燒燻料所產生的燻煙，附
在臘肉上，增加臘肉的色澤及香氣。

臘肉炒豌豆

醃燻臘肉 200g、豌豆 200g、蒜頭 3瓣、

鮮辣椒 1根。

食材

臘肉先蒸過：將煙燻豬肉放入電鍋，以

外鍋 1杯水蒸熟。

備料：豌豆撕去兩側的筋，以清水沖洗

乾淨，瀝乾備用。臘肉切片，蒜頭、辣椒

改刀切碎粒備用。

熱油鍋，下一半的蒜頭，煸出香氣。然

後加入豌豆，翻炒均勻，再加一點兒開

水，將豌豆煮至斷生，取出後備用。

放煙燻臘肉小煎一下，出油，再把剩下

的蒜片放入，爆香一下。然後將豌豆、辣

椒回鍋翻炒均勻，即可盛盤上菜。

作法

為了保存食材，客家人很善於醃漬，客
家鹹豬肉體現了客家人的用鹽功夫。
豬肉是否有風乾，鹹豬肉烹調也有所不
同。

香煎鹹豬肉

非風乾的客家鹹豬肉一條。

食材

冷藏鹹豬肉事先從冰箱取出回溫。用水

清洗鹹豬肉表面，豬肉用紙巾拭乾備用。

熱鍋，抹一點點油潤鍋，放鹹豬肉，以

小火慢慢煎，持續翻面，直到二面煎成金

黃色。

鹹豬肉煎好切成薄片，佐白醋蒜泥食

用，風味更佳；或是搭配青蒜也很提味。

鹹豬肉搭配其他食材烹調：煎好的鹹豬

肉先取出切片，利用鍋裡的油爆香，放入

易熟的蔬菜，如：彩椒等。蔬菜炒熟軟放

鹹豬肉片，翻炒均勻即可上菜。

作法

醃篤鮮是

鹹肉燉鮮

肉的鹹香

好菜。

醃
豬
肉
料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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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7日∼ 2月13日

Broccoli Crowns 無莖西蘭花Field Tomatoes 

Grape Tomatoes 小西紅柿

Zucchini Squash 意大利瓜

Navel Oranges  臍橙 Green Peppers 青椒

Apples All varie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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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大量
免費停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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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6
lb

Spend $25 and get a free 3 pack of romaine hearts

各類蘋果西紅柿

$096
2

056
lb

$

$096
ea

Cilantro 香菜

$096
lb

免費停車位

Happy Chinese New Year!!

大量大量

086$
lb

$096
lb096

lb
$

L'apres Midi 法式蛋糕房

@lapresmidi008/

403-455-3328

4034371787

920 Northmount Drive 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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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芒果奶油蛋糕
（Mango Cream Cake）

草莓奶油蛋糕
（Strawberry Cream C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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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香果椰味慕
斯蛋糕

（Passionfruit 
Coconut

 Mousse Cake）

芒果慕斯蛋糕
百香果椰味慕

 Mousse Cake）

新年快樂
Happy Chinese New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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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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妙方

生活養生
小妙招
◎  文：小萍

新年養生聰明吃 
5種食物益壽延年

飲食攸關健康，如果在過年

餐桌上吃喝過度、暴飲暴食，不

但身上會堆滿脂肪，還可能傷了

腸胃，甚至吃壞肚子而掛急診，

划不來！

新年新氣象，健康的身體是

本錢，新年養生聰明吃，5 種食

物助您益壽延年。

主食要「三化」

美食專家王秀玲提出：注意

主食的攝入要做到「三化」，即

簡單化、雜糧化、定量化。

  簡單化：年節時，我們往往

將餐桌上的燒賣、春捲、奶黃

包、蛋糕等當成主食，殊不知這

類食物多為高熱量、高脂肪食

品，多吃無益，又會發胖，建議

仍以米、麵、薯類、豆類、雜糧

等為主食。

  雜糧化：白米、白麵的精緻

加工會損失營養素，我們需要通

過大麥、蕎麥、燕麥、粟米、玉

米、高粱米等雜糧，來補充缺乏

的營養素，且雜糧含有較多的膳

食纖維，有益健康。

  定量化：健康的成人每天至

少要吃 300 克以上的主食，若

主食攝取量不足，副食尤其是葷

保健

常識

◎  文：方明   圖：FOTOLIA

新年假期是許多外地

人回家團圓、難得相聚的

日子，因此少不得各種豐

盛的筵席，面對美食的誘

惑，真是令人難以抵擋。

菜吃太多，吃進太多脂肪和膽固

醇，身材很快就變圓了。而吃蔬

菜或水果代替主食也不行，因為

蔬果的糖類含量不高，主要是提

供維生素、礦物質、膳食纖維

等。

新年飲食推薦5種食物
山藥：營養價值很高，能抗

氧化、健脾益胃、益肺止咳、滋

腎益精，幫助降血壓、降血糖、

改善血脂、調節女性賀爾蒙等，

對於預防心血管疾病也很有效

果。若搭配枸杞來熬粥，滋補效

果更佳。

花生：營養豐富，味甘，性

平，入脾、肺經，具有潤肺化

痰、醒脾和胃、清咽止咳、滋養

調氣的功效，對咯血、營養不

良、燥咳少痰、皮膚紫斑、食少

體弱、產婦乳少、大便燥結等患

者有療效。新鮮花生連殼煮著吃

最好，搭配紅棗食用，更能止

血、補脾益血，對女性尤有益

處。

鱸魚：味甘、性平，入肝、

腎、脾三經，能補氣、補肝腎、

健脾胃、安胎、止咳化痰等。適

合一般人食用，尤其適宜頭暈、

益胃蜂蜜療法

100c.c.蜂蜜隔水蒸

熟，1日分 3次於飯前空

腹服用﹔牛奶 250c.c.煮

開，調入蜂蜜 50克、白

芨 6克，調勻飲用。

以上 2種蜂蜜療法有

很好的養陰益胃功效，不

妨試試，有緩解作用。

日 常 生 活 中，

常常會遇到一些小問

題、小狀況，如果知

道如何處理，您就會

覺得得心應手，輕鬆

許多。以下介紹一些

生活養生小妙招，提

供您參考。

貧血、婦女妊娠水腫，胎動不安

者食用，但皮膚病、瘡腫患者忌

食，且忌和牛羊油、乳酪，以及

中藥荊芥同食。

 蓮藕：性溫，能收縮血管、

補肺養血。冬吃蓮藕，具有清心

安神、養陰清熱、潤燥止渴作

用，經常食用可治療便秘，促使

有害物質排出。蓮藕搭配銀耳共

煮，能滋補肺陰，與黑木耳互搭

可滋補腎陰。

百合：味甘微苦，性平，能

潤肺止咳、清心安神，所含一些

特殊的有效成分，有助於抑制癌

細胞增生。百合、蓮子、紅棗共

煮成羹，有補益安神功效；百合

搭配有清心安神、潤肺止咳功效

的杏仁熬粥，能滋補病後虛弱、

乾咳患者；百合和糯米共煮成

百合粥，加一點冰糖，有安神

功效。

蜂蜜

蓮藕

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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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玉聽後說：「好極了，就在開

封府設個點，找兩個識字的人在那坐

鎮。南方和北方跑信息的人每日到開封

匯集，這兩個坐鎮的人快速將收集的信

息整理出來，再由跑信息的人分發到每

個商店，這樣最遲每兩天就能看到全

部消息。這些傳信的人不僅要收集本

家的情況，也可收集一些市場上新的

信息，以供咱們參考。」寶玉首先拍手

讚歎：「太好了。這樣原來的死水就變

成了流動的河水了。消息就川流不息

地流動著了。」大嫂說：「你這個小腦

袋瓜是怎麼想出來的？」李伯更是樂不

可支，「真乃神人也，我們林家有指望

了。我還有第三個事。」大嫂說：「還

有啊？你要把我這妹妹累死啊。」

李伯說：「這第三件事不需費心

思。就是現在生意越做越大，會打算

盤的管帳先生奇缺。尤其缺少總管全

局的算賬先生。」寶玉說：「大哥聽到

沒有？你這幾天閒得快生病了，這下

你可有事幹了。」接著對李伯說：「我

這位大哥可是他們當地有名的算盤狀

元。算盤比賽年年拿第一。」李伯喜出

望外：「啊！這眼前就有位高人，我可

是有眼無珠啊！你明兒就到咱綢布莊上

任。」黛玉說：「先別叫他去上任，最

好讓他先帶幾個徒弟，如果一年半載以

內能教出七、八個徒弟，豈不更好。」

李伯十分贊同：「到底是姑奶奶，能高

瞻遠矚。」大嫂說：「他算什麼高人？

咱這裡有個人，那才是神算高手。」李

伯說：「還有比這算盤狀元更強的？」

黛玉說：「是啊，她連算盤也不要，只

用心算，當然她的算盤也打得熟練。

她對數字就能一目十行，過目不忘。」

李伯說：「這位神仙在哪裡？我可要重

金請她。」黛玉說：「暫時還不能驚動

她，她現在有要務在身。」「他到底是

誰？告訴我，我也好做個準備。」眾人

都笑而不答，小翠看李爺爺著急，忍

不住，就說：「她現在正伺候良叔。」

李伯十分驚訝，「你們說的就是那個年

紀輕輕，俊俊俏俏的紫娟姑娘？」「對

啊！就是她！」「啊呀！真看不出來，

難怪前幾天喜鵲總在我屋檐上叫啊！

原來上天派了幾位高人到我們林府來

了。」大嫂說：「像我紫娟妹妹這樣的

人才，天底下再也找不出第二個。您可

要想辦法把她留下。」這時，有人來找

李伯。李伯臨走還在說：「對！對！一

定要想辦法把她留下，一定要留下。」

走到院門口，又回來說：「明兒我派人

送來十個新算盤來，柳大哥，快找徒弟

吧。」大家又說了一會話，方散。

當日晚上，黛玉問寶玉：「該抓

緊時間救賈家的人了，你看該從何做

起？」其實黛玉早有謀劃，為了讓寶玉

早日獨立支撐這個家，所以事事總是先

徵求寶玉的意見。寶玉想了想說：「誠

如父親所言，想翻此案比撼山還難。咱

們只能化整為零，先一個一個地救，

你看如何。」黛玉聽了，心中甚喜，真

是不謀而合！接著問：「那第一個先救

誰呢？」寶玉說：「你認為先救誰？」

黛玉笑笑說：「咱們寫下來，看是否相

同？」寶玉一拍手，「好！」連忙走到

書桌旁，裁了兩塊紙，自己先寫了，

黛玉也寫了，然後一齊亮出來，竟然

都是「璉二哥」。寶玉拉著黛玉的手

說：「真是心有靈犀！」黛玉說：「你大

概連救璉二哥的方法也想好了吧。」寶

玉說：「還沒想周全。」黛玉說：「那救

人的事，就全指望你了。不過，我會幫

襯你的。」寶玉說：「只要有你在我旁

邊，我就膽壯，如果沒有你，我孤身一

人，真難想像！」黛玉說：「想當初，

我可是個真正的弱女子，每天病病怏

怏，只會寫寫詩，撫撫琴罷了。誰也

沒想到還能幹如此大事，還是那句話：

逼出來的。『時事造英雄』這句話，我

今日算是體會到了。」說著，拍拍寶玉

的肩頭，笑著說：「我們的大英雄！你

可有用武之地了。」寶玉說：「還沒上

戰場呢，哪裡就成了英雄！你這一誇

獎，我倒怯陣了。」

第二天晨省時，寶玉把自己的打

算告訴了爹娘。賈政問：「為什麼先

救你璉二哥？」寶玉說：「二哥原先在

咱家是專門跑外務的，他知道官場的

現狀，認識的人多，也擅長與人打交

道。他若先出來，就可以接著救其他的

人，這是其一；其二，細究起來，二哥

確實沒有什麼罪。雖說從他屋裡搬出兩

箱子當票，可那都是鳳姐姐背著他幹

的，他並不知情。」賈政問：「誰能證

明與他無關。」「平兒可以證明。」賈

政說：「平兒如今是他的妻子，她的證

明可信嗎？」寶玉說：「經手人可證明。

找幾個經手人寫個證詞。」賈政說：

「這還差不多。」寶玉接著說：「說他強

娶民女，並害死民女。據我所知，是尤

二姐同意嫁給他的，沒有強娶之說。」

賈政說：「既沒搶親，人家原先訂了婚

約的男人還告狀，弄得沸沸揚揚。」這

時，興兒正送茶葉來，聽到這話，說：

「老爺，你們是在說尤二姐的事嗎？這

事我最清楚，能聽我說兩句嗎？」賈政

說：「你說。」興兒說：「那尤二奶奶確

實和一個叫張華的訂過親，可那張家後

來敗落了。張華那小子也不爭氣。尤家

給他一筆錢，張家同意退婚。後來璉二

爺瞞著璉二奶奶和尤二姐成了親。璉二

奶奶氣不過，就叫我找張華，慫恿張華

去告狀。張華聽說告的是咱賈家，不敢

告。璉二奶奶說，給他一筆錢，叫他只

管告，出了事由她應承，而且叫張華盡

量虛張聲勢，主要是嚇唬璉二爺。這件

事是我親手經辦的，如果為了洗清璉二

爺的罪名，我願意去找張華，讓張華

寫個口供，而且聽說尤老娘還在，我

也可以去找她老人家，證明咱家並沒

強娶。」眾人聽了都很高興。寶玉說：

「太好了！你即刻去辦，放債的事由我

找證人，這兩件事說清楚了，璉二哥就

有救了。」（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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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黛玉後傳
◎文：黃靚

黛玉傾力救親人  良玉實意援賈府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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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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人街冰雕藝術展

為慶祝華人新年，卡城華人商埠促進

區特別主辦冰雕展示。在 James Short 公
園有多達 10 幢冰雕以及一個大型冰塑像

會開放展示。

兩位來自中國哈爾濱的冰雕藝術家及

本地冰雕藝術家會蒞臨現場。

時間：2 月 6 日～ 2 月 19 日

地點：James Short Park
地址：115 4 Avenue SW

情人節之卡城夜市

情人節是冬季最重要的節日之一。卡

城本地 40 多位商戶展示手工打造的獨特

商品。

出來和朋友一起逛夜市，並為您生命

中特別的人購買禮物。免費參加。

時間：週五，2 月 8 日晚 5 ～ 11 點

地點：Eau Claire Market, 200 
Barclay Parade SW

免費週六嘉年華

和我們一同參加免費且充滿樂趣的

家庭嘉年華。 1 月 26 日～ 2 月 23 日之

間的每週六， 一道慶祝在 Seton 開業的

Brookfield Residential YMCA。

慶祝活動包括嘉年華遊戲，氣球藝

術，免費小吃等。

從 2 月 1 日起，免費停車 2.5 小時，

2.5 小時後收費 $10 元。

時間：各週六，1 月 26 日～ 2 月 23
日之間，上午 10 點～下午 1 點。

地點：Brookfield Residential 
YMCA at Seton

地址：4995 Market Street SE

舞蹈慶典 大家跳
和我們一起加入大規模的舞蹈慶典！

Wildflower 藝術中心的專業舞蹈演員現

場教各位學習“2019 大家跳”的經典舞

步。

加拿大國家芭蕾學校和國內各藝術家

聯手與加拿大人一道共享這表達歡樂的形

式。

時間：週六，2 月 9 日下午 3:30~4:40
地點： Wildflower Arts Centre, 

3363 Spruce Drive SW

有病痛？ 找卡城老中醫！

人治療後
好評。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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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923-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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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LB

was 原價$2.99/LB
Now 特價 $1.99 /LB

was 原價 $2.99/LB
Now 特價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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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YPI 
ME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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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年
大
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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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