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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習或3月再會A3 Trump,Xi expected to meet 
sometime in March

A5 加拿大餐廳組織批評新民主黨施政失誤
Restaurants Canada launches critical 
campaign of NDP government

B3 中醫解剖學綿延五千年
TCM anatomy originated 
five thousand years ago

它激發榮耀，豐富生活，其價值經得住歲月的考驗。我們創造可流傳於世的社區，

發現 …
社區內所有配套基礎設施 其中包括都已啟用

28家商鋪
在 EVANSTON 社區中心

公交車路線
在本社區暢通

3所學校
2所已開放，1所在建

23處綠地
和兒童樂園

快速交房入住令人驚喜！現在就行動吧！
更多優惠詳情，請諮詢您心儀的建築商，或訪問我們的網站 evanstoncommunity.com/quick-possession

鎮屋
起步價 起步價 起步價 起步價

雙拼屋 獨立屋 車庫前置式獨立屋

今天就來發現
您心儀的家吧

2 月 9 日 晚 間， 土 耳 其

外交部發言人阿克索（Hami 
Aksoy）突然發表了一份強硬

聲明，表示「中國在 21 世紀再

建集中營，以及其在新疆地區

的同化政策違反了維吾爾族和

其他突厥穆斯林的人權。」他

呼籲國際社會和聯合國秘書長

採取行動，制止這場「人類悲

劇」。聲明中提及一位著名

的維吾爾音樂家和詩人黑伊特

(Abdurehim Heyit) 被 判 刑 8
年，在監獄中死亡。

中國駐土耳其使館第二天

回應說，土耳其發表的聲明嚴

重違背事實，中方對此表示堅

決反對。中國大使館的新聞發

言人將這些再教育營稱為「教培

中心」，說這些中心「根本不是

土方所說的『集中營』」, 維族

人在裡面是學國家通用語言文

字、學法律、學職業技能，去

極端化。中國大陸官媒 2 月 10
日在網上播出黑伊特的視頻，

用以證明黑伊特還活著；11 日

中國政府發布旅遊提醒，要求

到土耳其的中國遊客提高警惕。

但土國似乎沒有停止批評

的趨勢。土耳其媒體報導，2
月 12 日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

（Recep Tayyip Erdogan） 在

參加一個巿長選舉造勢活動時

說，土耳其為受壓迫民族挺身

而出，「他們變成我們的敵人，

因為我們在面對暴行時並沒有

保持沉默，而是當面斥責他們

的不公正。」埃爾多安說。

外界詫異

針對中國新疆問題，土耳其

政府的突然發聲令全球感到詫

異。雖然新疆維吾爾人幾乎是全

民信仰伊斯蘭教，全球其它穆斯

林與新疆維吾爾人在種族、文化

及信仰方面有著緊密關聯，但截

至 9 日，在全球 49 個以穆斯林

人口為主的國家當中，沒有一個

國家譴責北京在新疆侵犯人權。

此前，土中關係被視為是歷

史最好時期。土耳其作為聯結歐

亞的樞紐地帶，是中國一帶一

路項目的關鍵節點。 2017 年土

中雙邊貿易達到 260 億美元，

中國赴土耳其遊客從 2008 年的

5 萬人次增加到去年的 25 萬人

次。中國公司承建了土耳其多個

重大項目，中國的中興和華為佔

據了土耳其電信市場的一半以上

份額。 2018 年因為土耳其逮捕

起訴了美國牧師布倫森，引起美

國對土耳其的制裁，一度導致土

耳其里拉暴跌。中國工商銀行給

當時的土耳其貸款 36 億美元。

在 2018 年 11 月聯合國人

權理事會對中國進行普遍定期審

議時，有 13 個國家要求中共關

閉集中營。但土耳其沒有公開指

責，當時僅承認有「監禁人員缺

乏法律依據」的問題存在，也沒

有具體指明說的是中國新疆。

土耳其安卡拉戰略思想研究

所國際關係與外交事務協調員艾

克林（Erkin Ekrem）曾向中央

社記者表示，發展中的穆斯林國

家，他們最需要科技與投資，而

這兩項中國皆能夠提供。另一方

面，例如像沙特這樣有錢有能源

的國家，則想把產品賣往中國巿

場。國家利益高於一切，並非穆

斯林兄弟的利益高於一切。

僅隔三個月，土國態度為何

發生如此大的變化？

或選情所致

《美國之音》報導，北京對

待維吾爾少數民族的做法在國際

上受到越來越多的譴責，這迫使

土國不得不公開表態。政治分析

人士任基茨．阿克塔說：「這個

問題變成全球性的了，世界各地

都有反應，特別是非穆斯林國

家。所以他們完全就是被迫地做

出反應。」     （下文轉 A2）

日前土耳其以「人

道上重大恥辱」的嚴厲

言辭來抨擊中國在新疆

的行徑，引發多方關注。

中國和土耳其的關係急

轉直下。

記者林佳綜合報導

看守所

崗哨

「法制教育轉化學校」

鋼絲網清晰可見 土中關係惡化
土耳其意外為新疆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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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接 A1）
報導提及，選舉政治是其中

一個重要因素。埃爾多安的正義

與發展黨在下個月的關鍵地方選

舉中面臨激烈競爭，支持維吾爾

人能夠得到宗教信仰強烈的保守

派選民的好感。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認為，土

耳其公開批評中共的新疆政策，

反映了該國民意。學者賽爾克堅

說：「土耳其百姓同情在新疆的

哈薩克人、維吾爾人、柯爾克孜

人，因為大家都是突厥民族。」

分析人士預計北京會對土耳

其施加更多的經濟制裁，土耳其

或將付出相當可觀的代價。但另

一方面，土耳其的公開發難是北

京在外交上的一大挫敗。鑒於土

耳其在伊斯蘭世界的影響力，可

能會鼓勵更多的穆斯林國家做出

類似的表態，中共的國際環境將

面臨更大的孤立。

新疆再教育營

儘管中國官方一直否認新

疆「再教育營」的存在，但從太

空中拍攝的衛星圖像展現了證

據，從衛星影像中可分辨出了鐵

絲網、高牆、警戒塔和獄警用的

停車場。印度 The Print 網站也

於 2018 年 8 月曾援引衛星圖片

證實，新疆興建了多座「再教育

營」用以關押維族人。

2018 年包括聯合國在內的

多個國際組織估計，新疆各地的

再教育營中關押了逾 100 萬維吾

爾族人。今年 2 月 4 日，人權觀

察、國際特赦組織、國際人權服

務社和世界維吾爾大會等多個國

際人權組織發表聯合聲明，呼籲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通過決議，成

立國際實際情況調查團，調查新

疆維吾爾人被任意拘押的問題。

BBC 記 者 約 翰． 斯 威 尼

（John Sweeney）2018 年 9月發

表報導，描述「再教育營」受害

者的經歷：要吃飽飯，他們必須

唱紅歌，歌頌中國，歌頌共產黨。

海外獨立時政評人士文昭認

為，維持邊疆異族地區穩定的最

一般經驗是，要維持它原有的社

會結構，特別是不去觸動它的領

導階層，但顯然這不是當前政權

解決問題的方式。新疆的問題突

顯了中共內政和對外戰略巨大的

自相矛盾。「一帶一路」要途經

中亞和西亞，結好穆斯林是客觀

要求；但是對新疆維族和哈薩克

族的強制同化又嚴重激怒穆斯

林，因此兩者相互抵消。

【看中國艾家綜合報導】

加拿大國會司法委員會（the 
Commons justice committee）
2 月 13 日決定，對加拿大總理

特魯多涉 SNC- 蘭萬靈 (SNC-
LAVALIN) 行賄案對前司法

部長施壓一事正式立案進行調

查。此前一天（12 日），捲入

此事的加聯邦退伍軍人事務部

長、前司法部長雷布爾德（Jody 
Wilson-Raybould）辭職，在加

政壇投下一顆炸彈，使特魯多政

府面臨執政以來的最大危機。

《環 球 郵 報》（The Globe 
and Mail）日前獨家調查披露

稱，去年 10 月，加總理辦公室

曾試圖「施壓」，要求時任加司

法部長雷布爾德干預知名工程

公司 SNC- 蘭萬靈集團公司面

臨的腐敗和欺詐刑事指控，使

該公司免於刑事起訴。據稱，

這家公司一旦被起訴，10 年內

將無法承攬加政府工程。而特

魯多政府之所以想放棄指控，

是因為 SNC- 蘭萬靈公司是支

撐魁北克省經濟的主要企業之

一，特魯多領導的自由黨能否

在今年大選中勝出有賴於魁北

克支持者的鼎力相助。

不過，這位女司法部長抗住

了總理的壓力，並沒有去給公訴

人施壓。結果，按照加拿大《環

球郵報》的說法，她便於今年 1
月 14 日遭到了「政治報復」，

被特魯多「降職」後離開司法部

門，去負責「老兵事務」了。

同時，取代她的新任司法

部長拉梅蒂（David Lametti）
則被廣泛視為會改變大企業

「SNC- 蘭萬靈」之前的不利處

境。因為此人不僅來自「SNC-
蘭萬靈」的「老家」魁北克省，

而且當時他還是被特魯多「破

格」從「後排議員」的身份直接

提拔上來的。

SNC- 蘭萬靈是一家與加拿

大經濟利益休戚相關的公司，其

命運與魁北克省的聯繫尤為緊

密。《紐約時報》報導，該公司

總部設在魁北克省的蒙特利爾，

在北美擁有約 11,500 名員工，

在其他地方擁有 23,000 名員

工。如果 SNC- 蘭萬靈受到的腐

敗指控被法庭認定，它將無法在

十年內與加拿大政府簽訂合同，

這可能會使該公司陷入癱瘓。

魁北克省省長勒戈特（Legault）
曾公開擔心該公司的股價下跌。

本週二（12 日），擔任加

拿大政府退伍軍人事務部部長不

足一個月的喬迪．威爾遜－雷布

爾德突然辭職。《環球郵報》報

導稱，威爾遜－雷布爾德並未提

及辭職理由，只表示她是懷著沈

重的心情辭職的。在辭職信中，

她感謝了所有加拿大人，但沒有

感謝提名她擔任加司法部長和退

伍軍人事務部部長的特魯多。在

今年 1 月 14 日加政府改組前，

威爾遜－雷布爾德擔任加司法部

長。作為第一位土著司法部長，

她的任命當年曾讓向原住民示好

的特魯多政府滿懷驕傲。

對於威爾遜－雷布爾德的辭

職，特魯多回應稱，他感到震

驚、失望和困惑，認為這一辭職

決定與此前兩人間的對話內容不

相符。

據瞭解，加總理辦公室試圖

干涉司法的消息傳出後，立即震

動加政壇。加反對黨保守黨和議

會第三大黨新民主黨都要求加國

會司法委員會舉行聽證會，對此

事進行調查。特魯多表示歡迎此

項調查，但自由黨議員利用多數

席位將眾議院對本案的調查範圍

進行限制。

加媒體認為，威爾遜－雷布

爾德的辭職將給今年秋季即將進

行的大選帶來陰影。若特魯多或

其辦公室被證實存在干預司法之

舉，特魯多所率政黨的選情恐怕

會大受影響。

看 土耳其意外為新疆發聲 土中關係惡化
「一帶一路」示意圖

立案！調查加總理干預SNC-Lavalin訴訟案

前司法部長雷布爾德與特魯多

土耳其總統

埃爾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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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本週在北京舉行

第三輪貿易會談，美國總

統川普表示，如果中美能

夠盡快達成協議，他會考

慮推遲對中國商品懲罰性

關稅的期限。美國白宮新

聞秘書桑德斯星期三（2
月13日）對福克斯新聞表
示，最終的協議取決於川

普總統和習近平主席面對

面的會晤。

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

利達成協議，他說，中方非常希

望達成協議。

川習或於3月再會
當被記者問及是否會在 3

月底前會晤中國領導人習近平

時，川普回答說，現在還無法決

定。他說：「在某一點上，我希

望與我很尊重的習主席會面，並

敲定談判團隊無法達成的那部分

協議。」

根據美國媒體「Axios」報

導，有兩位美國官員透露，川普

團隊曾非正式地討論過，在川普

位於美國佛羅里達州的私人莊園

「海湖俱樂部」（Mar-a-Lago）
舉辦「習川會」，這也是首次與

習近平會面的地點，最快安排會

在 3 月中舉行。

不過，桑德斯週三表示，達

成協議，結束美中兩個經濟超級

大國的貿易戰，需要川普和習近

平當面舉行會談，而川普在佛羅

里達州的海湖莊園將是這種會談

的好地點。

中美力求制定協議框架

本週，中美雙方在北京舉行

第三輪貿易會談，11 日中美副

部長級會議率先登場，展開層

級較低的副部長級會談，美方

由副貿易代表格瑞斯（Jeffrey 
Gerrish）領軍，14 至 15 日舉

行部長級高階會談，美國貿易代

表萊特海澤和財政部長梅努欽

（Steven Mnuchin）將參與。

兩國談判代表力求在 3 月 1
日截止日期前達成協議。由於投

資者對談判前景持樂觀態度，週

三，美股和亞洲主要股市上漲。

在本週的會談中，美中談判

代表正在集中精力為雙方元首制

川習或3月再會

定一份貿易協議總體框架，以便

兩國領導人在可能舉行的峰會上

最終敲定協議。

雖然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

春瑩在 11 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表

示，「中方希望中美貿易談判取

得良好結果。」與此同時，中國

媒體也頻頻釋放示好信息。然

而，中方願意作出的讓步與川普

政府能夠接受的提議之間依然存

在較大差距。

《華爾街日報》稱，北京方

面不願在其認為對維持共產黨統

治舉足輕重的問題上讓步，包括

取消政府對國有企業的補貼，以

及改變對國家主導經濟模式提供

支撐的其他政策。華盛頓方面認

為，要想為美國企業在中國這一

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開展業務創造

公平競爭環境，以上這些問題至

關重要。

星期三早些時候，美國財政

部長姆努欽在北京對記者們說，

同中國方面的會談進展很好。不

過他沒有說哪些中方官員參加了

星期三的會談。對北京來說，本

週談判甚為關鍵，若無法與美國

縮小差距，恐將面臨懲罰性關稅

升級的風險。

90天停火期限或可延長
美 國 總 統 川 普（Donald 

Trump）美東時間 2 月 12 日在

白宮舉行內閣會議時告訴媒體記

者，雖然他對是否延長中美貿易

戰「暫時停火 90 天」時限持開

放態度，但「總的來說，我不傾

向於這樣做」，如果中美雙方能

盡快達成協議，他會考慮推遲 3
月 2 日凌晨提高中國商品懲罰

性關稅的期限。

「我希望這是一個真正的交

易，而不是看起來還不錯的交

易。」川普表示，美方有機會與

中方達成真正的交易，「過去，

我們從未有過這樣的談判地位，

一直都是跛腳鴨，今後我們不再

是跛腳鴨了。」

對於中美談判是否最終能順

京東收購國企 
張雱受矚目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近期接連傳出，年僅 30 歲

的張雱超越「奶茶妹」，頻繁接

手京東重要職務，令京東再次成

為熱門話題。

根據天眼查顯示，北京京東

尚科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以 27 億

價格，收購了北京翠宮飯店有限

公司 100% 股權，而京東尚科已

成為北京翠宮飯店的唯一股東。

京東尚科是北京京東世紀貿易有

限公司的全資控股子公司，法定

代表人為劉強東。目前劉強東為

翠宮飯店經理，張雱為其法定代

表人。

AI 財經社稍早報導，劉強

東 1 月 24 日新註冊了「天津京

東達業貿易有限公司」，註冊資

本為 2000 萬人民幣，劉強東擔

任經理，張雱擔任執行董事。

據天眼查顯示，張雱名下共

有企業 429 家。其中在 195 家

公司擔任法定代表人，涉及京東

物流、醫藥、投資等領域，在

198 家企業擔任高管，在 4 家企

業中擔任股東，對 294 家企業擁

有實際控制權。

此外，自 2019 年以來，劉

強東新增的 13 家公司中，張雱

均擔任法定代表人。有傳聞稱，

張雱是京東內部「二號人物」。

至於劉強東去年捲入性侵醜

聞後，曾有媒體質疑，劉強東醜

聞事件中的女助理疑似張雱。

英國路透社去年 11 月引用

涉案受害女大學生的代表律師回

覆，「一位名叫愛麗絲 • 張的女

子，自稱是劉強東的私人助理，

她將受害女大學生送進了劉強東

的車 ......」
路透社記者曾試圖撥打張姓

助理電話求證，但接電話的女性

否認她是張，並在聽到相關事件

後挂斷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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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首  位買家可獲        升級包。
$ 1 0 ,0 0 0  u p g r a d e  p a c k a g e  o f f e r e d  t o 

t h e  f i r s t  5  p u r c h a s e r s  o f  2 0 1 9 . 

5 1萬元

知情者透露，下一輪的「習川會」最快或安排在3月中。（NICOLAS ASFOURI/AFP/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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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李文隆綜合報

導】涉陝西官場集體軟對抗習近

平的秦嶺違建別墅案，繼續有

官員被處理消息傳出。 2 月 13
日，西安市政協前常委羅亞民

因「嚴重違紀違法問題」被立案

審查調查。羅亞民上月已被官

方披露涉及秦嶺違建別墅問題

被查處。

據陝西省紀委監委官網 13
日消息稱：西安市政協第十三屆

常務委員會原常務委員羅亞民被

開除中共黨籍及取消其退休待

遇，被移送檢察機關處理。羅亞

民被指收受禮金；在幹部職務調

整過程中為他人謀取利益；違規

放貸並獲取高額利息，違規經商

辦企業，違規購買非上市公司內

部股份；在管理、服務活動中違

規收取費用；違規干預插手工程

項目承發包和司法活動。涉嫌受

賄犯罪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犯

罪。羅亞民原任西安市環保局局

長，此前因秦嶺北麓西安境內違

建別墅問題被查。

《陝西日報》1 月 18 日報

導，涉秦嶺北麓西安境內違建別

墅問題，西安市秦嶺辦首任主

任、規劃局前局長和紅星，市國

土局前局長田黨生，市環保局黨

委書記、局長羅亞民，市政府前

秘書長焦維發，戶縣前縣長張永

潮等被查。 5 人的主要職務集

中於國土規劃、環境、秦嶺保護

等部門，以及違建別墅較集中的

西安市戶縣（現鄠邑區），官媒

稱他們對秦嶺生態遭到嚴重破壞

負有直接責任。被查處的 5 人

中，田黨生、羅亞民和焦維發均

為官方首次披露。

秦嶺被歷代帝王尊為華夏

文明的龍脈。而秦嶺別墅違建案

時間跨度逾 15 年，屢禁不止。

官媒曾報導，習近平六次批示要

查秦嶺別墅違建案，均被當地頂

著不干。直至 2018 年 7 月中紀

委副書記徐令義率領專項整治工

作組進駐西安；中共中央辦公廳

罕見發布通報，狠批中共陝西省

委、西安市委違反政治紀律，將

別墅違建案定性升級為政治問題。

在習近平震怒之下，去年下

半年，陝西與西安官場連續地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綜合報

導】近日央視前主持人崔永元

爆料的矛頭直指上海灘權貴階

層，他舉報大陸公安在香港存錢

5000 萬後，網上不斷有文章揭

露這位公安的深厚背景。有媒體

報導，這次爆料是崔永元對上海

警方「秋後算帳」的大反擊。

針對崔永元這次爆料的動

機，自由亞洲電臺 2 月 11 日引

述知情人方先生透露，崔永元上

次舉報范冰冰從《大轟炸》獲取

巨額報酬，並涉嫌瞞稅和洗錢

後，疑被上海經偵隊調查。崔永

元的舉報直接揭開上海警方多個

高層可能存在的腐敗問題，所以

事件變得非常敏感。「他那個舉

報信除了林（峰）以外，還有

兩個公安的高官呀，把這個上海

公安局前一任的局長白少康也給

捎上了。」

據香港《外參》雜誌曾引述

熟悉上海政界人士說，白少康到

上海後發揮其跑關係的特長，搭

上了江家，實際上他真正後臺是

江澤民家族，具體來說是江的兒

子江綿恆。

崔永元 2 月 8 日爆料大陸

警察「LIN FENG」在海內外

私 藏 5000 萬 巨 款， 因「LIN 
FENG」與捲入貪腐案的上海經

偵隊長林峰同音，引發外界猜

測。香港《蘋果日報》指，此人

就是上海經偵六支隊隊長林峰。

崔永元在去年 10 月發長文

稱，《大轟炸》就是大欺詐，並

點名快鹿總裁施建祥利用《大轟

炸》洗黑錢，並暗示整個過程有

公安參與其中。

接著崔永元又舉報上海警方

收受上海快鹿集團的賄賂。他在

微博上披露，上海快鹿集團的邵

軍方再提備戰打仗

2 月 11 日，中共新華社消

息稱，中共軍隊軍事訓練監察試

行條例（試行）近日正式發布。

條例要求貫徹習近平的強軍思想

及從嚴治軍，聚焦備戰打仗。

今年 1 月 4 日，習近平在

中共中央軍委軍事工作會議上表

示，當前正面臨「各種可以預料

和難以預料的風險挑戰增多」，

全軍「要強化憂患意識、危機意

識、打仗意識，做好軍事鬥爭準

備工作」。

河南地方媒體 1 月初報導，

1 月 8 日至 9 日，中共河南省軍

區黨委第十二屆第十一次全體會

議召開。會議強調要「學習貫徹

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精神」，「聚

焦備戰打仗」。

消息顯示，中共軍方在 1
月 8 日之前的數日間曾召開了

一次中央軍委擴大會議，而且會

議主題可能涉及「備戰打仗」。

美前情報官稱 
習心中無底

近日美國國會下屬的美中經

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舉行了聽證

會，美國之音 2 月 12 日的報導

稱，美國陸軍退役中校、獨立軍

事分析師布拉斯克在聽證會暗

示，習近平對軍隊能否打仗和打

勝仗心中無底。

布拉斯克表示，大量公開來

源的證據表明中共高層領導人意

識到軍隊在作戰與指揮能力方面

存在重大缺陷。在習近平擔任中

央軍委主席後，這些評估的次數

增加了，高層領導人對中共軍隊

打贏現代戰爭的能力存有懷疑。

這位前情報官表示，儘管中

共軍隊不斷獲得新的武器裝備和

技術並進行了自 20 世紀 50 年

代以來最大規模的結構性改革，

但對軍隊進行的評估顯示，中共

領導人對軍隊的作戰能力缺乏信

心，以及軍方的教育與培訓制度

未能使指戰員為戰爭做好準備。

他據此做出判斷說，中共領

導人對軍隊參戰「在近期到中期

內幾乎沒有任何胃口」。

放風被指另有考慮

對於習近平強調要準備打

仗，打勝仗，總部位於北京的媒

體多維曾解讀稱，這是對付貿易

戰的「習式藥方」。

韓聯社早前分析指，在中美

貿易戰爭蔓延到軍事層面的背景

下，習近平強調強軍思想，有向

美國炫耀中共軍事實力的目的。

自由亞洲電臺引述大陸一名

未具名的訪問學者分析認為，北

京是故意放風試探國內外反應，

觀察一下這對臺灣和美國會產生

多大震懾作用，同時想在美中貿

易談判中增加一些籌碼。

安徽網絡活躍人士瀋良慶也

認為，中共放風一是在經濟不景

氣、官民矛盾激化的形勢下，轉

移一下國內民眾視線，二是威脅

黨內對手，以便進一步集權和防

止有人逼宮。

對於高層的舉動，英媒

BBC 在 2 月 1 日刊發評論說，

中共新的一年裡，對重大風險的

警覺性驟然升高。這表明高層直

接感受到了危機或許就在眼前。

日前中共發布軍事訓

練監察新規，強調「聚焦備

戰打仗」。而在美國國會剛

剛結束的一場聽證會上，有

前情報官作證稱，習近平

對軍隊能否打仗和打勝仗

心中沒底。中共近年頻放風

「備戰打仗」，被質疑另有

考量。

記者林中宇綜合報導

何種挑戰使習近平夜不能寐

軟對抗習近平陝西官員續落馬

崔永元爆料 直指上海灘權貴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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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最新被開除黨籍的羅亞民。

要求聚焦備戰打仗是近年中共軍方使用的高頻詞，對此海外各界有不

同解讀。（Getty Images）

永華專門負責和上海警方以及警

局高層維護關係，「送禮的手錶

都是幾十萬、上百萬一塊」。

據知情人透露，邵永華利用

當天財富董事長的名義，騙得快

鹿投資集團近 15.75 億人民幣後

逃之夭夭。

2017 年 4 月，上海經偵六

支隊隊長林峰接手「快鹿金融案

件」的海外追逃工作。但林在接

洽到邵永華等人後，反而被邵

用 2000 萬元收賣。之後掉轉槍

頭，與邵及公安部相熟高層合

作，秘密侵吞快鹿與香港上市公

司的股權、股票和現金，賺取過

億元。

震，官員密集落馬。其中包括陝

西前省委書記趙正永，陝西前副

省長馮新柱，陝西省人大常委會

前副主任魏民洲，陝西省政協前

副主席祝作利，以及陝西省委前

秘書長錢引安、西安市長上官吉

慶、西安市原政協主席程群力等

被調查或被降級。

今年 1 月 22 日，陝西西安

紀檢監察發布的消息顯示，秦嶺

辦副主任王聰林等 31 人被採取

留置措施。

秦嶺別墅當初拆不動，也反

映出陝西官場在集體敷衍習近

平。此事件被認為是中共體制痼

疾「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又一例

證。也有分析認為，秦嶺別墅違

建案黑幕重重，案涉陝西官場與

國家林業局，還牽出林業系統利

益網路的幕後人物、江澤民堂妹

江澤慧。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綜合報

導】前國際刑警組織主席、中國

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去年落馬，

港媒報導，他的妻子高歌（格

蕾絲 · 孟 Grace Meng）因捲入

孟宏偉案，1 月底被撤銷山東省

政協常委、委員。前不久她向法

國政府尋求政治庇護。

據港媒報導，孟宏偉的妻子

曾被網路起底中文名叫做高歌，

在孟宏偉落馬後，高歌在法國頻

頻舉辦記者會為夫鳴冤。

1 月 25 日，山東省政協常

委會召開第 5 次會議，審議通

過關於免去高歌山東省政協常委

職務及撤銷其委員資格的決定。

決定指出，這是「鑒於高歌涉及

有關案件，根據中共中央紀委國

家監委和中共山東省委建議」。

報導引述消息人士指，前述

提及的高歌就是孟宏偉妻子，擁

有香港身份證。她作為「特別邀

請人士」擔任山東省政協委員，

通常這一界別都來自港澳。

有海外中文網曾起底高歌的

背景，高歌被稱「二奶上位，生

活奢靡」，曾在北京、香港企業

挂空職，年入超 500 萬元人民

幣薪金。她曾任新華錦集團有限

公司副董事長，北京銀行獨立董

事；此外，她還曾任中國民主建

國會（民建）青島市委員會副

主委、全國青聯委員、中國青年

企業家協會常務理事等職。

媒體報導她是北京大學經濟

學博士、法律碩士。不過高歌

10 年內取得 3 個不同專業的博

碩士學位，還任職多家中國境內

外大型企業高管，有造假之嫌。

孟宏偉妻子被撤
山東政協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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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來，聯邦政府部門、

機構越來越熱衷於使用數字廣

告，Facebook 和 Twitter 等 社

交媒體，現在聯邦政府是他們的

大客戶。新數據顯示，聯邦政

府去年在廣告上花費了 3920 萬

加元。在線廣告佔這一支出的

2/3，並且有史以來，社交媒體

首次成為使用最多的數字媒體平

臺，佔數字廣告支出的 43%。

加國納稅人也擔憂，他們

的稅款越來越多地流向臉書

（Facebook）和谷歌（Googal）
等外資數字公司。

週三（2 月 6 日）卡城警

察局緝毒部隊，搜查位於 the 
200 bock of Lynnview Road 
S.E. 的一套公寓時，查獲了

多種毒品和武器，逮捕了三名

毒販。

緝獲的物品如下：

3 個保險箱，內含數百張

身份證和信用卡。

各種武器，包括裝有子彈

的短管霰彈槍和 3,200 多發子

彈。

7 克甲基苯丙胺，2 克可

卡因，5 克海洛因，1.5 克氯

胺酮和 7 公斤大麻。

加拿大郵政、加拿大軍隊

和 Telus 的制服。

用於識別屬於 Telus 的車

輛的磁性車輛標誌。

3 塊車牌，其中 1 塊是已

報警的被盜車車牌，還有數十

個車輛鑰匙。

幾臺 POS 機和制卡設備

36 歲 的 Keith Clayton 
Dyke，33 歲 的 Melissa Sue 
Kaplun 和 29 歲 的 Logan 
Cody Auest，2 男 1 女 將 面

臨 20 多項指控，其中包括多

種毒品和與武器有關的指控。

加國簡訊

【看中國訊】亞省參議員布

萊克說，如果參議院目前正在研

究的聯邦自由黨環境評估法案

（C-69 法案）不能得到修正，

它可能會徹底扼殺油砂產業。

「我相信這就是政府中一部

分人樂於見到的結果，」布萊克

說。

聯邦自由黨的 C-69 法案於

2018 年 2 月引入下議院，將改

變自然資源項目的評估方式。

該立法將擺脫國家能源委員

會（NEB），取而代之的是加拿

大能源監管機構，並建立影響評

估機構，以衡量如何最好地減輕

待開發項目對環境的影響。

它還可能導致項目時間表的

混亂和延誤。該立法的反對者認

為，像跨山油管這樣的項目無法

在該法案下獲得批准。

目前 C-69 法案已獲得下議

院通過，現已提交給參議院，如

果政府希望在 6 月會議結束前

獲得王室同意，那麼它將需要通

過參議院的批准，否則該法案將

在聯邦大選時胎死腹中。

布萊克表示，該法案會對在

自然資源行業工作的加拿大人造

成重創。他主張設立旅行預算，

以便參議院的能源、環境和自然

資源委員會會員們能夠接觸到渥

太華以外的加拿大人，如果委員

會只在渥太華逗留，各地人們的

聲音不會被聽到。

「你在渥太華聽不到，你

也看不到，你也感受不到，所

以這才是最重要的。」布萊克

說，「儘管（旅行）會有成本，

但是加拿大的經濟方向如果搞

錯了，代價將是上萬億的加元

（trillions of dollars）。」

批評新民主黨施政失誤

憂：加國納稅人的錢越來
越多地流向外資數字公司

Cenovus去年4季度
虧損13.6億加元

美 國 銀 行 摩 根 士 丹 利

（Morgan Stanley） 已 簽 署 協

議，將以每股 19.15 加元（總

值約 11 億加元）收購總部位於

卡城的 Solium Capital Inc，它

是一家為企業制定職工持股方

案的公司。Solium 的所有董事

（共同擁有公司 19% 的股份）

已同意支持此次收購，但還有待

於三分之二以上的股東批准通

過。一旦監管機構批准，預計該

交易將於2019年第二季度完成。

C-69法案會扼殺油砂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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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您真正想要的那種！
打開屬於您的完美禮物，開始新的一年

購買一套 Trico Home，可獲得以下其中一項禮品

$5000 LOWE'S 禮品卡

$5000 REVOLVE FURNISHINGS 代金券 +
免費設計諮詢（價值 $250）

$5000 的百葉窗補貼

購買一套公寓或鎮屋，可選擇價值 $2500 的
LOWE'S 禮品卡或 REVOLVE FURNISHINGS 代金券 +

* 有適用條件。限時的活動。不與其他特別促銷活動合併執行。E&OE.

前置車庫獨立屋 獨立屋 雙拼屋 鎮屋 獨立產權公寓

現正在 28個社區建設房屋

找到您心儀的家，請訪問 tricohomes.com

實惠大禮

大摩斥巨資收購卡城
Solium Capital

【看中國訊】加拿大餐廳組

織（Restaurants Canada）在亞

省大選前製作了一個視頻宣傳廣

告，通過餐館業主的證詞，批評

現任新民主黨（NDP）給他們

造成的困境。該組織週二（2 月

12 日）在埃德蒙頓的 Matrix 酒

店的一間會議室裡播放了視頻。

在視頻中接受採訪的餐館老

闆談到了經營成本上升、工資上

漲、以及強制性支付法定假日工

資等。

加拿大餐廳組織副總裁

Schellwitz 說：「這些小企業家

將他們的生活積蓄投入到他們的

企業中。他們認為，經濟疲軟和

所有這些政策變化的結合，使他

們根本無法再繼續經營下去。」

在此次宣傳活動中發表的演

講批評現任 NDP 政府造成了失

業、企業倒閉及銷售下降。演講

者將所有這些問題歸因於亞省現

任 NDP 的政策以及 10 月份將

最低工資提高到每小時15加元。

亞省聯合保守 UCP 黨領袖

康尼（Jason Kenney）和亞省

黨（Alberta Party）黨領曼德爾

（Stephen Mandel）在現場向人

群發表了講話。

康尼談到了他施政綱領的 2
號法案，他稱其為「開放商業法

案」。「這將廢除 NDP 對工作

創造者的打擊，諸如對法定假日

不開業的企業強制實施法定假日

工資的荒謬規定；還要恢復向

僱主返還盈餘的 WCB 基金的做

法。」他說。

康尼表示，如果他的政黨贏

得政權，他將認真考慮減少青少

年和酒品服務生的最低工資。他

說這將有助於陷入困境的餐館保

持經營，同時允許他們僱用更多

的人。

他表示，多年來本省許多餐

館的服務生都告訴他，他們寧願

延長工作時間，因為每小時他們

可以獲得 30 加元以上的小費收

入。

對於青少年最低工資，康

尼說：「一個 15 歲的人與 25 歲

的單身母親沒有相同的收入要

求。」「如果有一個政府提出青

少年等級的工資，專注於讓更多

的青少年返回工作崗位會怎樣？

我認為這太有道理了。」

亞省參議員：

卡 城 能 源 公 司 Cenovus 
Energy Inc. 虧損的根本原因是

加西精選油的價格下跌。在政府

強制減產後，油價有所回升。

Cenovus 預計第一季度瀝青和

原油產量不超過 348,000 桶 /
天。油價回升可沖抵減產影響。

加拿大
餐廳組織

加拿大餐廳組織聚會

警方逮捕三毒販
緝獲多種毒品和武器

油砂開採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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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秦臻的媳婦回國看老父

親，返回加拿大時，要經溫哥華

轉機。轉機時間原本只有三個小

時。但航空公司突然把機票時

間改了，要在溫哥華停留十幾

個小時。

十幾個小時太難熬了！媳

婦想改一下航班。一位名叫

Babara 的白人女士接待了她。

Babara 女士找到一個只需等大

概 7 個小時的航班，媳婦喜出

望外。

接著 Babara 又問媳婦是不

是要訂賓館，並幫她查找附近的

賓館，還讓媳婦使用自己工作臺

的電話。不巧的是，這些賓館都

沒有房間了。

這時，Babara 已經到了下

班的時間了，可她依然給媳婦查

另外的賓館。後來一位男工作

人員幫助媳婦找到了一家距離

稍遠的賓館。最後，媳婦打算

在機場等候，Babara 和那位男

士就熱心的告訴媳婦哪有 Tim 
Hortons， 哪 有 Starbucks（咖

啡店），哪有 Subway（三文治

店），哪有休息的地方可以躺

一會，哪有可以逛一逛的小商

店……

兩人還告訴她可以把行李存

上。Babara 讓那位男士帶著媳

婦去存了行李，找到咖啡店、小

飯店、休息的地方，然後從哪個

方向可以去登機口等等，這才下

班回去，那時他們已經晚下班半

個多小時了。回家後，媳婦說，

這位 Babara 女士和那位男士太

善良了。媳婦忽然說，善良就是

自己都沒有意識到在無私的幫助

別人。

秦臻也明白了，其實善良從

來都是無聲的，善良的人根本意

識不到自己在做著無私助人的善

事，因為那就是他的日常行為。

大年初二是「車公誕」，不

少香港市民都會到車公廟上香求

籤轉風車。劉業強亦率領鄉事代

表到沙田車公廟為香港求籤。經

過參拜儀式後，主持師傅宣布劉

為香港求得 86 號「中籤」。

第 86 號籤籤文為：「石田

為業喜非常，畫餅將來未見香；

怎曉田耕耘不得，那知餅食不充

腸。」籤文解釋為：「出入謹慎、

家宅不吉、自身平安、求財不

遂。」面對媒體公眾，大會解籤

余師傅表示，籤文首句「石田為

業喜非常」相當不錯，意思是香

港有先天條件、後天環境，市民

聰明勤勞，但後面三句則未有解

釋。

不過，港媒把 86 號簽交給

場外解籤師陳天恩解讀，解籤師

直言：「這其實是下籤」，籤頭是

「望梅止渴」，寓意非常差，「香

港政府推行大型填海工程、港鐵

不斷曝光工程醜聞、港珠澳大橋

搞得香港滿城風雨、很多無牌旅

遊團出現，高鐵無人搭，種種事

情導致香港市民怨聲載道。政府

『畫餅』給市民充飢，但根本就不

能吃。」

陳天恩形容，籤文預言香港

未來一年形勢非常差，並直言主

持大會解釋籤文時語焉不詳，

「是沒有膽子解下去了，所以寧願

不解」。

香港知名玄學家麥玲玲則形

容，86 號籤籤文第一句為「石田

為業喜非常」，若按籤文解讀，

「石田是無法種出食物，『喜非

常』是反話，指自己騙自己。」；

「這支籤文預示香港很多建設

計畫最後一場空，『畫餅將來未

見香』即畫餅充飢，『怎曉田耕

耘不得』就是你以為自己有很多

資源，很多田地，但其實無法耕

耘，來來去去一場空。」麥玲玲

也直言：「很明顯就是指『明日大

嶼』。」

車公簽一直被認為非常靈

驗。去年劉業強曾代表香港人求

得第 41 號籤，籤文為「攝衣欲

過灘頭淺，轉計回來怕濕身；人

若不信辛苦事，何能取得保安

寧。」當時就被解讀政府漠視民

意，強推政策，並為取得利益而

走上捷徑，但終不保安寧。 2018
年香港政局動盪、高鐵「一地兩

檢」、港珠澳大橋以及港鐵工程

醜聞等都引發社會不滿聲潮。

2015 年車公籤文為「晨妝

露彩髻邊雲，玉珮珠顏錦似銀。

色則是空空是色，觀音曾勸世間

人。」解籤師當時指出，前兩句

看似繁華，但後兩句急轉直下，

寓意香港「金玉其外、敗絮其

中」，警惕港人應該腳踏實地、

積德行善，不可貪心，而中共給

予香港的「承諾」或「願景」，都

如夢似幻，並非真實，港人要明

察秋毫。

香港不少市民循習

俗在黃曆大年初二「車公

誕」求籤，而新界鄉議局

主席劉業強當日也為香港

求得「中籤」，籤文所指香

港今年「田耕耘不得、餅

食不充腸」，而主持師傅

不解釋有關籤文。

記者鍾靈綜合報導

 香港豬年求籤：「畫餅充飢」

原來善良是無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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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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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車公廟車公籤一直被認為非常靈驗。（Wpcpey/WIKI/CC BY-SA）

【看中國訊】華人博主

「秦臻」在網上發表了一篇

文章，講述自己媳婦在溫哥

華轉機發生的小插曲，他明

白，「其實善良從來都是無

聲的」。

機場（Sunnya343/wiki/cc 
by-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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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官媒《經濟參考報》頭

版發文，發布今年第一季度經濟

增長統計及預測，表示經濟放緩

可能降至 6%。此一數據也將是

中國經濟多年以來最低的經濟增

長率。

這一增速將低於 2018 年第

四季度的 6.4%。 6.4% 為中國

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

最低季度增速，也成為中國自上

世紀 90 年代開始發布季度經濟

數據以來的最低增速。在 1 月

21 日，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了

2018 年經濟數據：全年國內生

產總值（GDP）90 萬億元人民

幣，比上年增長 6.6%。

儘管實現了中國官方在

2018 年 初 設 定 的 GDP 增 長

6.5% 的預期發展目標，但卻是

中國 28 年來的最低經濟增長

率。分季度來看，經濟增長率逐

漸降低。外界長期以來質疑中國

經濟數據的真實性。專家認為，

即使這樣數據依然反應出中國經

濟的放緩跡象，並以此對 2019
年的經濟前景進行預測。凱源

資本董事總經理陸修泉（Brock 
Silvers） 分 析 認 為，2018 年

GDP 數據提醒投資者，中國經

濟放緩的主要原因不是中美貿易

戰，貿易戰最多只是一個附加因

素。

根據英國 BBC 報導稱，

BBC 特約經濟記者達爾希尼．

戴維（Dharshini David）分析

表示，中國通過 40 年的時間確

立了世界工廠的地位，但當其競

爭優勢逐漸輸給勞動力更便宜的

菲律賓和越南時，中國政府決定

將經濟增長的動力從出口轉向國

內消費。然而，這一過程產生了

日漸高漲的債務規模和不良貸

款，中國的債務規模是 GDP 的

三倍之巨。

再加上 2018 年爆發的中美

貿易戰，全球投資者和決策者對

中國的經濟增長越來越敏感。英

國央行行長馬克．卡尼（Mark 
Carney）曾表示，中國是全球

金融體系穩定的最大風險之一。

經濟學界認為，由於 GDP
增長率 = 人均 GDP 增長率 +
人口增長率，通過分別預測人

均 GDP 增長率和人口增長率，

可以大致預測中國經濟增速的長

期中樞水平。預計從 2016 年到

2050 年，中國 GDP 增速（美

元計價）由 7.0% 下滑到 1.5%。

天風證券宏觀研究團隊 2
月 11 日的報告認為，由於存在

外部衝擊、政策變化、產業變遷

等因素，中國經濟增速往往在中

短期圍繞長期增長中樞上下波

動，形成「下臺階式」的動態收

斂路徑。

該報告寫道，從 2016 年 5
月 9 日權威人士在〈開局首季問

大勢〉中提出「中國經濟運行是

L 型的走勢」算起，「L 型」的

提法至今已有近 3 年，但中國

經濟增速似乎既不在L的一豎，

也不在 L 的一橫——從 GDP 增

速上一個高點 2010 年 1 季度的

12.2% 開始計算，中國經濟增

速下臺階已有 9 年，2018 年 4
季度 GDP 增速 6.4% 又是 2009
年 1 季度以來的新低。L 的一豎

要多久，甚麼時間到達下一個中

樞？ L 會橫在哪兒？

截至目前，從各項數據來

看，仍然看不到中國經濟 L 型

走勢的那一「橫」，經濟仍將繼

續探底。

2月1 1日，中國官媒
罕見報導經濟最低季度

GDP增長率數據，稱經濟
將繼續承壓。自從神秘的

「權威人士」在官媒提出

經濟將是「L型的走勢」已
三年，但是經濟的底部似

乎仍未被觸及。

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中國經濟的底在哪裡？

中國新年消費增幅跌至史低

山 景 勝 地 小 鎮 魅 力
滑雪 ,遠足 ,單車 , 釣魚 ,雪地車 購 物 , 藝 術 和 娛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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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新鮮空氣和活躍生活——全年如此。無論下

雪時節的歡樂還是與大小孩童在操場上嬉戲，

Fireside皆是您盡享遊玩樂趣的完美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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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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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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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L型的走勢」已三年，但是經濟的底部似乎仍未被觸及。（Getty Images）

【看中國訊】2 月 12 日，

針對今年的「一帶一路」峰會

將對政策進行重大調整的消

息，中國外交部予以回應。多

種信息顯示，作為北京當局向

外擴張的重要手段之一，「一

帶一路」計畫受到越來越多的

國家的排斥。

在中國外交部 2 月 12 日

的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提

問：根據《印度斯坦時報》報

導，印度外交部一份研究報告

列舉巴基斯坦取消迪亞米爾 -
巴沙大壩項目、尼泊爾取消西

塞提水電項目、中國港灣工程

公司因賄賂官員被孟加拉國列

入黑名單等事例，稱「一帶一

路」倡議對各國施加的不可接

受的條件正招致嚴重反彈。

一名知情高官稱，預計今

年的「一帶一路」峰會將對政

策進行重大調整。中方能否證

實？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對此予以否認，並稱印方報告

中所提到的幾個項目情況都與

事實嚴重不符。

北京去年表示，2019 年

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

高峰論壇將在北京舉辦。當時

有港媒報導，據稱第二屆「一

帶一路」峰會原定於中國古都

西安舉辦，但北京當局後來又

將舉辦地點變更，這一變動引

發猜測。

近年來，中國國內的腐敗

做法輸出海外，「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被指是「重災區」。

多種信息顯示，「一帶一路」

計畫陷入爭議，受到越來越多

的國家排斥。

一帶一路峰會或
有重大政策變更

中國商務部發布新年期間除

夕至正月初六（2 月 4 日至 10
日）的零售、餐飲消費數據，

顯示這二項的銷售額大約為 1
兆 50 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8.5%。

中國商務部的這一統計數據

是 2005 年首次公布新年消費數

據以來增幅最低的。中國新年期

間零售、餐飲的同比增幅首次只

有個位數，表明中國經濟進一步

放緩。在 2018 年，中國新年假

期這二項的同比增幅是10.2%。

數據顯示，在 2 月 4 日到

10 日這 7 天的假日時間裡，消

費保持較快增長的是傳統年貨、

綠色食品、智能家電、新型數碼

產品、地方特色產品等。而集購

物、餐飲、娛樂等功能於一體的

購物中心（Shopping Mall）和

奧特萊斯（Outlets）等新興業

態受到消費者的青睞。

經濟學家李迅雷撰文認為，

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問題

是「有效需求不足」，而不是供

給過剩，故通過壓縮供給並不能

根本解決問題，反而容易引起需

求下降，引發通縮風險。因此，

刺激消費需求（而非投資需求）

才是當務之急。

其文章指出，縱觀全球各

國，消費對 GDP 的貢獻率一般

都在 60 ～ 80%，投資的貢獻率

一般都在 20% 左右，而中國投

資的貢獻率在 40% 左右，消費

在 50% 左右，顯然，消費這駕

馬車還跑得不夠快。但是，廣發

銀行聯合西南財經大學在上個月

發表了一份長達 76 頁的《2018
中國城市家庭財富健康報告》。

數據分析顯示，房地產擠占了百

姓的家庭財富，讓中國人不敢消

費和沒有錢去消費。

財新智庫莫尼塔研究董事

長、首席經濟學家鐘正生 2 月

3 日表示，一月內需放緩明顯拖

累中國經濟，而出口在中美貿易

談判的積極進展之下獲得邊際改

善。中國內需托底政策的效果及

中美貿易戰的後續演繹，仍然是

決定經濟走向的關鍵，考慮到政

策並非強刺激，經濟下行趨勢暫

難扭轉。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

導】《新京報》發布「易會滿主

席，我們對 A 股有話說」系列

評論文章，稱要讓「證監會成為

更純粹的監管機構」。分析指，

坐在「火山口」上的中國證監會

主席易會滿不會容易。

2 月 12 日，《新京報》發文

稱：「監管機構『一把手』的工

作其實和企業高管工作多有不

同。監管工作本質上是一種『法

律』活計，而不是『市場』活

計。A 股市場需要向更成熟的

資本市場發展，證監會也需要成

為更純粹的監管機構，專注於執

行公平、透明、可預期的規則，

讓市場真正在資源配置中起到決

定作用。」

在 1 月 26 日，一天之內，

劉士余和易會滿的職務都完成了

轉變——劉士余離開證監會，前

往供銷總社任職，易會滿則由原

工商銀行董事長，成為新的證監

會主席。

據《看中國》特約評論員唐

新元指出，自 1992 年中國證監

會誕生以後，證監會主席這個職

位一直就是「燙手山芋」。從首

任掌門人劉鴻儒，到現在的易

會滿，中國證監會共有九位主

席——劉鴻儒、周道炯、周正

慶、周小川、尚福林、郭樹清、

肖鋼、劉士余、易會滿。

這也是易會滿不會容易的原

因，因為中國股市裡散戶投資者

占比為絕大多數，而被業內戲

稱為「韭菜」，意指不斷的被收

割。有點風吹草動，散戶們奪路

而逃造成踩踏事件。而在中國經

濟下行壓力不斷加大的情況下，

作為經濟的「晴雨表」，股市也

難以有好的表現。

黨報對A股有話說 
喊話易會滿 敲打證監會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

導】中國商務部發布新年

期間零售、餐飲消費數據

顯示，中國經濟進一步放

緩，創下 2005年首次公
布消費數據以來最低紀

錄。有研究報告顯示，中

國擴大內需刺激消費成為

笑談。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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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今
論 壇 漢武大功是窮兵黷武嗎
上篇談過漢武帝北征匈

奴，這一篇繼續說西征大宛，

戰爭起因與馬有關。在西域大

宛國的貳師城有一種寶馬，名

為「汗血馬」，傳為天馬種，

可日行千里。漢武帝聽說後，

就派使者持千金及金馬，去大

宛國求馬。但大宛王拒絕以寶

馬換千金，又使人半路劫殺漢

使，取其財物。於是，漢武帝

於太初元年（西元前 104 年），

派貳師將軍李廣利遠征大宛。

太初三年，大宛人殺其王以降

漢，獻馬三千餘匹，其中最

上成的汗血馬幾十匹。太初四

年，李廣利大軍回到漢朝，封

海西侯。這就是漢武帝西征大

宛的大致情形。

關於漢武大功是否是窮兵黷

武，西征大宛似乎比北征匈奴引

起更多爭議。其一是因為戰爭耗

時漫長，前後共歷四年。其二是

因戰爭勞師動眾，傷亡甚多。其

三，戰爭因馬而起，甚至得出漢

武帝愛寶馬，求之不得，就發兵

奪馬之類的印象。

正如上一篇談北征匈奴的

思路一樣，我們不能脫離當時的

昭帝、宣帝也都是一以貫之，最

終收效甚偉。限於篇幅原因，這

裡不再贅述。

再從交通西域的角度上看，

西征大宛也是影響甚大。當時漢

朝已與西域互通往來，互派使

臣，但漢使在途中被劫殺的事常

有發生。漢朝出兵西域以征不

服，正是其進一步廓清西域之戰

略需要，最終目的是以武止戈，

這與匈奴為劫掠而南侵是截然不

同的。此外，漢朝破大宛，兵威

西逾蔥嶺，李廣利在回軍途中，

西域諸國紛紛派遣宗室子弟入漢

朝見，並以質子身份居留漢朝。

漢朝也派出眾多使者，遠赴大宛

以西的更遠方諸國，宣告漢德，

以廣聲威。西域人在長安學習漢

朝文化藝術、典章制度，也將西

域的物產、藝術、文化帶到中

國，長安成為一個國際化都市，

並不是從唐代開始，而是自漢武

帝時代就已初具規模。這些對於

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神傳文明

之傳承來講，意義至關重大！

此外，還需說明的一點是，

這個世界是正反同在的，任何事

物都是利弊同存的。我們要做的

並不是偏執於某一面，去否定另

一面，我們要做的是看到事物的

負面，也看到事物的正面，我們

需要就事論事，也需要超越事情

的本身去看其更為深遠的影響。

至於歷史本身，不是用來成一家

之言的，不是用來批判研究的，

不是用來聊助談資的……歷史的

鋪陳，不論有多少的不盡人意，

卻是層層天意的安排，而他所要

烘托的主題，則是最高的天意。

對此，我們只有憑心去領悟，有

所為、有所不為，才不枉在這場

大戲中客串一場。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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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還應把這段戰爭放回到當

時的歷史環境中去看。關於這場

戰爭，的確是曠日持久、勞師動

眾，但關於第三點，也就是戰爭

的起因，還不是幾匹馬這麼簡單。

漢武帝為何愛寶馬

那麼，這裡就牽涉到一個問

題：漢朝馬政。什麼是馬政？用

現在的話講就是養馬政策。唐杜

佑《通典》有載：漢武帝時，官

方大的養馬場有六個，叫六廄，

分別是未央、承華、騊駼、龍

馬、輅軨、大廄。每處都養馬萬

匹。又說，漢武帝承文景蓄積，

海內殷富，廄馬有四十萬匹。可

見當時養馬規模之大。漢朝如此

重視馬政，是因為馬在當時的一

個最為重要的意義是軍用。如

《後漢書》中所說「馬者，甲兵之

本，國之大用」。上篇我們談

到，漢朝自立國之初就為匈奴侵

擾不斷，但卻無力舉兵相向。其

實，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馬匹不

足。而匈奴雖無漢地財帛，卻是

馬匹如雲。所以漢武帝即位後，

為伐匈奴而養馬備戰。不只官方

養馬，還鼓勵百姓養馬，如此才

得以組建大型騎兵團。

漢朝抵禦匈奴最重要戰役

皆由衛青、霍去病在元朔至

元狩年間完成。他們對

匈奴作戰無論是長驅深

入，還是閃電奇襲，

靠的都是騎兵。最後

於元狩四年（公元

前 119 年），終於

將匈奴單于逐出漠

南。此一戰後，漢

朝馬匹在經年戰爭

中傷亡亦甚慘重，

不能再組建大型騎

兵。於是只得休兵，不能乘勝追

擊，未能達到使匈奴臣服，從根

本上改變匈奴與漢朝的對抗關係

的先期目標。

可見馬政對漢朝之重要，直

接與國防，與抗匈有關。漢朝重

馬政，就如同今人重國防。漢代

朝廷要養馬，就如今天國家要生

產武器。

既然養馬是為抗匈奴，那麼

就不只需要數量充足，還需要提

升馬匹的質量，也就是品種。所

以，寶馬對於漢朝而言，不是養

在御花苑的消遣之物，而是提升

軍隊戰鬥力的重要資源。

《史記》、《漢書》中諸多記

載都可看到漢朝人對寶馬的重

視。如：漢朝曾得到渥窪寶馬，

當時剛樂府剛剛設立，於是為

之作歌。歌曰：「太一貢兮天馬

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

跇萬里，今安匹兮龍為友。」之

後，漢朝伐大宛，得到千里馬，

又為之作歌：「天馬來兮從西

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

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此

外，漢朝通使西域時，彼此也常

以馬匹作為禮物互相贈送。這種

互動幾乎可以等同於今日友好國

家間的技術交流或軍事互助，寶

馬品種的引進，就如今日引進先

進武器或技術。而基本的國防得

到保障後，外交的發展，文化的

交流等等意義也就盡在其中了，

漢朝的馬就這麼重要。

西征大宛的得與失

瞭解馬政之重要，會對西征

大宛有更為深刻的理解。更何

況，大宛人劫殺漢使在先，這是

漢朝出兵的直接原因。至於說這

場戰爭值不值，就要看考量的角

度。如果僅就戰爭本身之得失，

考慮到漢軍兵馬的死傷，戰爭時

長，國力消耗，最後得到三千匹

馬，的確有些得不償失。但如果

站在抗匈奴與通西域這兩個更為

宏觀的角度去考量，也許會看到

更多。先從抵禦匈奴的角度上

看，西征大宛有三重意義。

其一，戰事因馬而起，而馬

政於軍事國防之重要，前已述

及，這也是西征大宛對於北抗匈

奴的第一重意義。

其二，彼時匈奴與漢朝戰事

再起，匈奴兵來勢洶洶，就在李

廣利征大宛的同時，匈奴人在太

初三年入定襄、雲中，殺掠漢朝

數千人，破壞漢朝在塞外修築的

用於國防的亭障。又入張掖、酒

泉，殺都尉。而此時漢朝抗匈名

將霍去病、衛青都早已去世，形

勢很是危急。正如漢武帝所判斷

的，如果西征大宛半途而費，不

僅西域諸國失控，匈奴人也會乘

勢而至，漢朝危矣！由此亦可知

西征大宛之勝負已經關係到漢朝

的安危，可謂至關重大。幸而天

祐大漢，太初三年（公元前 102
年），漢軍兵破大宛，加之次年

冬，匈奴呴犁湖單于死，其弟且

鞮侯單于初立，且鞮侯懾於漢朝

兵威，自稱「我兒子，安敢望漢

天子！」並歸還被扣留在匈奴的

漢朝使臣，使得漢朝從一場軍事

危機中轉危為安，漢匈的緊張關

係得以暫緩，此其為第二重意義。

其三，西征大宛，可視為廓

清西域之路的一部分，而漢通西

域，且不說其於後世的文化意

義，僅就當時而言，通西域之第

一要義正是為了抵禦匈奴，所謂

斷匈奴之右臂。所以不惟武帝一

朝在堅持不懈通使西域，後世的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Auto & Travel
車行八方 

卡爾加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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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直 以

來，福特大型休閒旅行車

Explorer 有著相當固定的北

美粉絲群，自推出以來已經走

過了五代。自 2016 年起便陸

陸續續被海外狗仔隊捕捉到偽

裝車的測試畫面後，福特近日

正式推出第七代 Explorer。
外 觀 部 分，Explorer 延

續前身的方正輪廓，並且換上

重新設計的六角狀水箱護罩，

突出的頭尾燈組造型，以及

更為典雅的折線設

計，令該款粗獷的美式產品

散發出年輕的氣息、精緻的

視覺感受。

相較於外觀，車室空間

的改變幅度非常大，一改繁

瑣的舊款內裝，改以旋鈕式

排檔桿，全新三幅式方向

盤，以及木紋與鋁質飾板，

在務實的基調中帶來簡潔且

富有優雅風範的氛圍。至於

中控螢幕則換上 10.1 吋的直

立式 SYNC 3 系統，支持連

接蘋果 Carplay 安卓 Auto，
另可選裝最大達 12.3 吋的全

數位儀表板，科技進步氛圍十

分濃厚。

Explorer 提供三排座椅

設計，高階車型還具備第三

排座椅電動收折，第二排加

熱等豪華功能，並提供四組

USB，三組 12V，一組家用

110V 以及一組無線充電等多

組的供電設備，另外還有最

多可供 10 組裝置連結的 Ford 
Pass Connect 熱點系統。

動力方面，該車首批推出

兩種動力規格，分別為 2.3L
直 列 四 缸 EcoBoost 渦 輪 引

擎，最大輸出功率 223kW，

峰值扭矩 420Nm；以及 3.0L 
V6 EcoBoost 雙渦輪引擎，最

大輸出功率 272kW，峰值扭

矩 515Nm。兩者皆配 10 速手

自排變速箱，還配有多達七種

模式的地形管理系統智能四驅

系統，進一步強化越野性。

Explorer 在安全配置方

面提供包含主動跟車，自動

煞停輔助，盲點偵測警示，

車道維持輔助，主動式遠近

光切換等功能在內的 Co-Pilot 
360 主動安全系統，並升級了

Active Park Assist 2.0 自 動

停車輔助系統。

年輕
精緻福特新世代Explorer

*ALL PRICES INCLUDE ALL TAXES AND FEES AND ARE PLUS GST ONLY. ONLY ONE OFFER PER CUSTOMER AND ALL OFFERS HAVE CONDITIONS / TERMS. THE NO PAYMENT UNTIL AUGUST 2019 OFFER IS A PAYMENT DEFERRAL OFFER AND
INTEREST ACCRUES FROM DAY ONE AND IS OAC. ALL ADVERTISED PRICES HAVE ALL FACTORY REBATES AND DISCOUNTS APPLIED AND CANNOT BE COMBINED WITH SOME OF THE TFS LOW RATES. FREE MAINTENANCE AND LIFETIME OIL AND
FILTER OFFER HAVE MAINTENANCE STIPULATIONS / CONDITIONS. SEE DEALER FOR COMPLET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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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LOW TR. & DEERFOOT TR. S.E.

403.567.8888
www.southpointe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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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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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LOADED – HYB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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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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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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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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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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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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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6 – NEWV6 – NEW –LOA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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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ARD LUM
銷售經理（粵/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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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一日大促銷
本週六  2月16日  早9點-晚6點

免費冬季包* $1,000 

免費加油* 

0首付 & 
免於付款 
直到2019年8月*
             OAC 

3年免費保修*

終身免費 
換機油和濾網*

還有!!!            -電子點火+ 
-冬季雪胎

-冬季輪轂&更多 

原價

現價

原價

現價
原價

現價
原價

現價

原價

現價
原價

現價

僅 此 一 日 ----  週 六  2 月16 日    早 9 點 - 晚 6 點
千 萬 不 要 錯 過 這 次 一 日 大 促 銷！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節省

節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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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近日，歐洲新

車碰撞測試（Euro NCAP）發布

最新安全評級報告。此次共有奧

迪Q3、寶馬X5、現代Santa Fe、

捷豹I-Pace、標誌508、沃爾沃

S60/V60、吉普Wrangler與菲亞

特Pan d a參加測試，最終吉普

Wrangler與菲亞特Panda分別只得1

星與0星的低分，其餘車款都獲得

5星滿分。

此次測試的是寶馬新一代X5

車系中的xDrive30d車型，配備包

含6氣囊、安全帶提醒、副駕駛座

氣囊關閉、安全帶預縮系統、車

道偏離警示系統等。同時將自動

緊急煞車系統（AEB）列為標配。

測試結果中在成人防護方面

獲得89%的評分，兒童防護獲得

86%的評分，在全新的弱勢道路

使用者保護（VRU）測試方面獲得

75%的分數，安全輔助則有75%。

此次測試的第2代奧迪Q3在成人防護方面獲得95%的高分

評價，兒童防護也有86%的高水準表現，安全輔助系統則獲得

76%的成績。並在弱勢道路使用者保護評分中獲得85%。較先

前同樣接受2018年版測試的第8代奧迪A6更為優秀。

Euro NCAP給了Q3極高的評價，稱其能很好保護膝

蓋與大腿，無論身材尺碼大小，

或坐在車內任何位置，都能

提供相近的保護。在側柱

撞擊、全寬前撞擊、後沖

鞭甩測試中，Q3皆繳出

了良好（Good）或充足

（Adequate）的成績。

現代Santa Fe在成人防護方面獲得94%，兒童防護獲

88%的高水準表現，弱勢道路使用者保護有著67%的分

數。而安全輔助系統則獲得76%的成績，順利獲得5星評

價。

純電動休旅捷豹I-Pace在

成人防護方面獲得91%的高分

評價，兒童防護和安全輔助

系統也有81%的高水準表現，

而弱勢道路使用者防護獲得

73%。

由於電動車輛需要裝置更

多的電子設備，例如電池模組

等，這也都讓整輛車需要更完

善的防護措施，避免在遭受撞

擊時發生電池走火、甚至爆炸

等危險。

由於V60與S60基本

架構幾乎相同，因此此次

測試的是V60，S60可則

共用V60的報告。在成人

撞擊保護部分，S60/V60

拿下接近滿分的96%成

績，這得益於AEB City系

統的出色表現。其他測

試中，兒童保護項目獲得

84%。弱勢道路使用者保

護項目拿到74%、安全輔

助項目獲得76%。

看 似 強 悍 堅 固 的

Wrangler，其安全配備包含前座

雙氣囊、側氣囊、氣簾(未延伸

至後座)、安全帶提醒裝置。

經過測試之後，成人保護

和兒童保護各獲得50%和69%

的評分。弱勢道路使用者保護

在方正的車頭設計下，對行人

傷害較多評分49%、最後也因

為沒有AEB的配備，安全輔助

項目獲得32%，綜合只獲得1顆

星。

Panda雖然小巧可愛，測試

車型的安全配備也有雙氣囊、

側氣簾，但整個車身結構的不

足，每一個成人撞擊測試成績

都不理想，僅有45%，兒童保

護更因為會對兒童假人頭部造

成很大的傷害，僅有16%。弱

勢道路使用者為47%，安全輔

助項目也因為沒有AEB等配備僅

有7%，最後得到0星評價。

EuroNCAP

沃爾沃V60/S60—5星捷豹I-Pace—5星寶馬X5—5星

菲亞特Panda—0星

大改款標誌508在本次

測試中拿下了完全不輸V60

的優異成績。成人保護項

目拿下與沃爾沃V60相同的

96%的成績。兒童保護項目

拿到86%。

弱勢道路使用者項目，

508在前擋風玻璃部位對假人

造成的傷害較大，不過前保

險桿的保護表現相當不錯，

最後獲得71%。而安全輔助

科技方面拿到79%的成績。

標誌508—5星 吉普Wrangler—1星

奧迪Q3—5星 現代Santa Fe—5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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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gary

†Limited time lease offer based on a new and previously unregistered 2019 Acura MDX Base (YD4H2KJNX) // model shown, a 2019 MDX A-SPEC (YD4H0KK) with optional colour upgrade available through Acura Financial Services on approved credit. Representative lease example: 1.9% // 1.9% 
(3.28% effective APR) lease rate for 36 months (78 payments). Bi-weekly payment is $258 // $298 with $5,700 // $6,350 down payment. 16,000 km allowance/year; charge of $0.15/km for excess kilometres. Total lease obligation is $25,824 // $29,594. Offer includes $2,075 freight 
and PDI, air conditioning fee ($100), Tire Duty ($20), AMVIC fee ($6.25) and applicable fees/levies/duties.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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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authorized Acura dealer when registered and delivered before February 28, 2019. Total incentives consist of: (i) $2,000 that cannot be combined with lease/finance offers; and (ii)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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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bruary 28, 2019 but are subject to change, extension or cancellation without notice and are only valid for Alberta residents at Alberta Acura retailers. Retailer 
may sell/lease for less. Retailer order/trade may be necessary. While quantities last. See your Alberta Acura retailer for full details. © 2019 Acura, a division of Honda Canada Inc. 

258 5,0001.9$ $%† ‡

租賃 2019 MDX 僅付 或現金回饋高達

雙週
$5,700 首付
車型代碼: YD4H2KJNX 36 個月

限購買其他特定
2019 MDX 車款

卓越性能 現在開駛

2019 MDX A-SPEC 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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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

史》一書中說：「中國古代的解

剖學出現較早，從扁鵲就開始

了，到王莽時代廣泛採用，並持

續到稍晚的三國時期。從此以

後，也像歐洲一樣，解剖學便絕

跡了，直到中世紀晚期才再度出

現。」

扁鵲是戰國時期的醫學

家，約生於周威烈王十九年，

即西元前 407 年。扁鵲精通脈

理、針灸、外科手術等多種治

療手段，相傳他曾經對齊恒公

的腸胃、太倉的頭痛症施以外

科手術治療。

其實中醫對「解剖」的認識

還要更早許多。有文獻記載的

「解剖」一詞，在中國最早的醫

學典籍《靈樞經》（即《黃帝內

經 · 靈樞》）就已經出現：「八尺

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

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視之。」

據司馬遷在《扁鵲倉公列

傳》中記載，上古有一位名醫叫

俞附，從不以湯藥、針灸等方法

治病，而是有一套聽起來不可思

議的解剖法。如果病人病在五

臟，他治病的方法就是先割開皮

肉，疏通經絡，按摩神經，接著

拉開胸腹膜，抓起大網膜，將內

臟清洗乾淨。 
不但是典籍中有記述，從考

古實例中也發現，我國施行外

科手術的歷史可以上推到 5000
年前。 2001 年，在山東廣饒傅

家村大汶口文化遺址 392 號墓

中發現的一個顱骨，右側頂骨

有 31×25mm 橢圓形缺損，鑒

定報告中說：「根據體質人類學

和醫學 X 光片、CT 檢查結果，

392 號墓墓主顱骨的近圓形缺損

係開顱手術所致。此缺損邊緣的

斷面呈光滑均勻的圓弧狀，應是

手術後墓主長期存活，骨組織修

復的結果。這是中國目前所見最

早的開顱手術成功的實例。」

1991 年考古工作者在新

疆鄯善縣蘇貝希村發掘距今約

2500 年的古代墓葬時發現一具

男性乾屍，腹部有明顯的進行過

腹腔手術的痕跡。在馬王堆出土

的西漢《五十二病方》中，有疝

修補手術和痔瘡切除術的記載。

《後漢書 • 華佗傳》中，也

描寫華佗以麻醉手術的方法治

療腫瘤：「若疾發結於內，針藥

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

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

背，抽割積聚（腫塊）。」麻沸

散今已失傳。

到了唐代，人們對人體結構

已經有了比較完備的認識，「明

堂圖」 譜就完整的繪製出了人體

器官的位置。唐太宗也因此圖瞭

解到人的重要器官都集中在背

部，遂下令鞭笞刑法只能擊打受

刑者的臀部，不能打擊背部。

人體解剖學在北宋時期得到

了空前發展，出現了兩部對後世

影響頗大的人體解剖學圖譜，即

《歐希範五臟圖》和《存真圖》。

其中《存真圖》更為精妙，不僅

有人體胸腹內臟的正面、背面

和左右側面全圖，而且還有分

系統、分部位的分圖。如《肺側

圖》為胸部內臟的右側圖形；《心

氣圖》為右側胸腔內的主要血管

關係圖；《氣海橫膜圖》為橫膈

膜及在其上穿過的血管、食管等

形態圖；《脾胃包系圖》為消化

系統之圖；《分水闌門圖》為泌

尿系統之圖；《命門、大小腸膀

胱之圖》為泌尿生殖系統之圖。

到了清代，著名醫學家王清

任致力於人體臟腑研究達四十餘

年，不斷糾正前人的錯誤，編寫

出繪有臟腑圖譜的《醫林改錯》

一書。書中共有二十五幅圖譜，

含有許多過去醫書上從來沒有提

到過的重要器官，如腹主動脈

(古代中醫稱為衛總管或氣管 )、
上腔靜脈 ( 榮管即血管 )、頸總

動脈 ( 左右氣管 )、腎動脈、腸

動脈、幽門括約肌 ( 遮食 )、總

膽管 ( 津管 )；胰臟、十二指腸

的入口 ( 津門 ) 等。王清任還發

現了視神經，並指出視神經與

腦的關係，對腦功能提出了新

的看法。

天文學家最新觀測到一個距

地球 2 億光年的宇宙空間中的

爆炸，並預測這個爆炸可能會形

成一個黑洞或中子星。如果預測

結果正確，這將是人類首次觀察

到黑洞或者中子星的形成過程。

今年 1 月 10 日，在第 233
屆美國天文學會論壇上，天文學

家表示，宇宙空間中一個距離地

球 2 億光年的星系發生大爆炸，

很可能使人類能夠首次觀測到黑

洞或者中子星的形成。 2018 年

6 月中旬，這個星系發生超新星

爆炸，天文學家們捕捉到了爆炸

後的強光。據觀測，這個強光在

兩天內就達到最高強度，亮度

是普通恒星爆炸亮度的 10 倍到

100 倍。這片產生爆炸的區域被

稱為「 The Cow」。

天文學家說，與以往星體爆

炸不同，這次觀察到的爆炸，可

以很容易的觀測到爆炸內部的情

況。而一般情況下，一個星體爆

炸後所產生的巨大物質層，使得

我們很難觀察到內部的變化，而

這次爆炸的星體沒有拋出過多的

物質。因為沒有物質層遮擋，爆

炸的強光在兩天內就達到了頂

峰，而以往觀測到的爆炸，通常

要幾週後亮度才會達到峰值。

超新星爆炸，是大恆星死亡

的過程，結果就是核心形成密度

巨大的中子星或者黑洞，外殼被

吹散到太空中形成雲層。雖然天

文學家們還無法確定這次的爆炸

形成的會是中子星還是黑洞，但

大量的被稱為 Hard X 的射線已

經被測到，這種射線是普通 X
射線強度的 10 倍，通常和黑洞

有關，所以天文學家預測，這個

爆炸最終可能會形成黑洞。

◎ 文：青蓮 圖：Fotolia

中醫解剖學 綿延五千年 人類將首見黑洞
或中子星形成

現在很多人推崇西

醫、貶低中醫，認為西醫

比中醫高明，尤其在解剖

學和外科手術方面。事實

上，解剖學並非是西醫的

專利，在上古時期有醫學

史的記載開始，就一直是

中醫的一個部分。

《後漢書•華佗傳》中，描寫了

華佗以麻醉手術的方法治療腫

瘤。(公有領域）

◎ 文：天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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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山頂的斗笠雲 

可以預測天氣

覆蓋在富士山上的眾多雲朵

中，帽子雲和卷雲最為出名，二

者都是莢狀雲的一種。有山的地

方都會常見，只是富士山的莢狀

雲格外美麗且千變萬化，按形狀

可以分為 20 種帽子雲和 12 種卷

雲。

在富士山的山麓地區有許多

關於富士山上雲朵的諺語。比

如，「富士山戴上斗笠時，短時

間內會下雨」或「一頂斗笠的話

是下雨，兩重斗笠的話則是颳風

下雨」等等。自古以來富士山地

區的人就是通過觀察富士山頂的

雲朵形狀來預測天氣，這對農耕

和生活很有幫助。實際上，經過

近代長時間的觀察和分析，斗笠

雲出現 24 小時後，下雨的準確

率在春秋冬季約為 70%，夏季約

75%；更神奇的是，斗笠雲和吊

雲同時出現的時候，下雨的準確

率高達 80 � 85%。可見預報準

確率是很高的。

絕景「雙鑽富士山」

富士山的魅力還在於它一年

四季千變萬化的風貌。日本人甚

至還選出了「富士山百景」，而

其中的「鑽石富士」是最難欣賞

到的奇景，每年只有兩次機會。

所謂「鑽石富士山」，是旭日

東升與夕陽西下時的太陽，從遠處

看剛好處於富士山的山頂部位，宛

如一顆璀璨的鑽石鑲嵌在富士山之

巔，因此壯麗場景而得名。

鑽石富士，不是什麼地方都

可以看到的。茨城縣、千葉縣、

崎玉縣、東京都、神奈川縣，山

梨縣、靜岡縣的一些地方可以看

見。大概每年的 4 月 20 日、8
月 20 日前後一週左右能看到這

一絕景，一年只有兩次機會。拍

攝鑽石富士最佳地則是靜岡的田

貫湖。觀賞富士山夕陽西下的最

佳地點為山中湖村。天氣晴朗的

話，還可以看到湖中的鑽石逆富

士倒影，這就是傳說中的「雙鑽

富士」。

富士山一年 

有多少天被雪覆蓋

很多人都認為富士山是終年

被雪覆蓋著的。其實富士山也有

脫下白色披風的時候。一般在夏

季，白雪就會消融，可以看到黑

幽幽的土地，此時的富士山就是

另一種風貌了，夏季也是登富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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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日本國家象徵的富士山，以其

壯美與神秘而著稱於世。其實關於耳熟能詳的富士山，有

許多連日本人也不太知道趣聞軼事。你知道富士山的這些

秘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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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的好季節。大約 9 月末開始

下雪，3 月到 5 月左右富士山

完全被雪覆蓋成為畫面中的白

雪皚皚的樣子。沒有被雪覆蓋

的天數，平均為一年 90 天左

右。

自動販賣機的商品價格

隨著山的高度而變貴

日本到處可見自動販賣

機，富士山也不例外，通常自動

販賣機的價格不會變動，但是富

士山的自動販賣機卻與眾不同。

越是靠近山頂，價格越高，在平

時普通地方的自動販賣機的價格

為100日元～160日元的飲料，

到了富士山五合目的時候變成了

200日元；在六合目則變為 400
日元；而在山頂附近價格最終成

了 500日元。

富士山頂的斗笠雲 絢麗多彩的富士山

絕景「雙鑽富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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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達冷暖工程

時間靈活，薪優糧准。
有培訓。配車。

招聘技術員

有意者請至電：

要求：有責任心，能吃苦耐勞。

403-921-4186
杜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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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趙長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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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夕夜憶長安

 千門開鎖萬燈明，

正月中旬動帝京。

三百內人連袖舞，

一時天上著詞聲。

張祜的這首〈正月十五夜燈〉，描繪

的是帝京長安正月十五夜晚萬燈齊明，皇

帝與民同樂的盛況。開元年間，每到正月

十五，唐玄宗都會攜皇族和朝臣到看樓

上賞燈。夜色將盡時，宮女們會舞

動長袖，隨著琵琶、笙、笛、箜

篌等組成的樂團，翩翩起舞，歌

舞、樂聲之美妙盛大，直傳天上。

元
夕
夜

元宵節也稱正月十五、上元、

元夕。唐、宋時期的元夕夜，

「燈」「火」輝煌，遠非今日能

及，從唐詩、宋詞中便可一睹

唐、宋元夕夜的繁華。

繁
華

還有描寫長安城元夕夜街景的詩：

 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

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

遊伎皆穠李，行歌徑落梅。

金吾夜不禁，玉漏莫相催。

蘇味道的〈正月十五夜〉，描繪了一

幅奇麗的夜景。除了「火樹銀花」，還有

點上了無數明燈，燦爛有如天上的「星

橋」。月圓之夜，明月追逐著繁鬧的人

群，燈影月光下，歌妓們華服濃妝，一

面走一面唱。長安城的元夕美景，令人

觀賞不盡，無限留戀。

有以尋常百姓家為視角的詩：

 玉漏銅壺且莫催，

鐵關金鎖徹明開。

誰家見月能閒坐，

何處聞燈不看來。

崔液的〈上元夜〉，以全民參與的筆

調，記述了元夕夜的長安城夜不戒嚴、

燈火通明、人山人海的熱鬧氛圍。

而晚唐詩人李商隱的〈正月十五聞

京有燈恨不得觀〉也頗為有趣，從「恨

不得觀」，反襯未能觀賞到元夕夜燈景

的遺憾：

 月色燈山滿帝都，

香車寶輦隘通衢。

身閑不睹中興盛，

羞逐鄉人賽紫姑。

帝王之都長安城，滿是月色燈山，

前來觀燈的馬車華麗、香豔，多得都堵

塞了寬敞大道。雖然身處閒暇，卻無緣

目睹中興盛世的元夕夜景，真是羞慚遺

憾啊！

兩宋元夕繁盛

到了兩宋時期，元夕夜有多繁盛

呢？從準備時間上，就知道宋人對元夕

夜有多重視。北宋時，從前一年的冬至

節過後，就開始著手準備元宵節。

在元宵節當天和前後各一天，地方官

府可以懸起千盞燈籠。在都城，皇帝會先

到道觀上香，然後上燈樓觀燈，並宴飲群

臣，宮廷樂隊則會演出各種劇目。周邊的

國家使臣也會率本國的歌舞樂隊，在燈樓

下列開慶賀助興。彼時，奏樂張燈，城門

打開一直到天亮，讓百姓盡情賞遊。

由於元夕夜太繁盛，後來又增加了正

月十七和十八兩天，即觀燈五日。正月

十八晚上收燈，當最後一曲歌畢，便是

「樓臺冷落收燈夜」，晏殊的〈正月十八

夜〉正是敘寫收燈：

 槿戶茅齋雅自便，京華風味入新年。

樓臺冷落收燈夜，門巷蕭條掃雪天。

疾酒不聞花外漏，放朝仍得日高眠。

何妨靜習間中趣，欲問林僧結淨緣。

宋室南渡之後，對元宵節的重視並

未淡弱，準備時間比北宋更久，從前一

年的重陽節之後，就開始準備來年元宵

節的燈籠了。記載南宋生活的《武林舊

事》，還專門以「燈品」記載了上等新奇

燈籠的種類。

辛棄疾的〈青玉案 ‧ 元夕〉廣為流

傳，這首詞便是描寫南宋元夕夜的繁華盛

景。元夕夜的東風拂過，花燈紛繁，焰火

宛若陣陣星雨被吹落。華麗的雕車寶馬來

來往往，街上滿是香車留下的氣息。鳳蕭

聲悅耳靈動，計時的玉壺，在月光下轉

動，魚形、龍形彩燈整夜的翻騰、舞動。

而最讓後人動情的是 —— 這繁華元夕夜

裡，笑語盈盈的麗人：

  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

寶馬雕車香滿路。

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

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

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

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插圖：WINNIE WANG；背景：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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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語言培訓

上午 / 下午 / 晚間
課程可選

小班授課
最多15 人

交通便利
靠近輕軌和公交車站

LINC 是免費的語言培訓課程，為符合條件的人士提供服務

18 歲及以上永久居民和公約難民免費參加

歡迎語言等級（CLB）為 1至 4級的人士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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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移民局資助項目

銳，那麼，豬到底多強的嗅覺能

力呢？這一點由牠們所擅長的一

項工作便可見一斑。黑松露是一

種很名貴的食用菌，深受西方人

喜愛，但它們生長於地下，地面

上通常看不出任何的痕跡。長久

以來，人們一直把豬當作收穫

黑松露的得力助手，因為豬在 6
米遠的地方就能嗅到生長於地下

25 至 30 釐米深的黑松露。

類似這樣的事情，當然也可

以讓狗來幫忙，但是狗在每次搜

索之前，即使是曾經找過的東

西，也必須重新再聞一次，而豬

有很強的學習和記憶能力，可以

做到「過鼻不忘」，不但如此，

經過訓練，豬也能用鼻子嗅出埋

在土裡的地雷，還可作為海關偵

緝動物，幫助人們檢查毒品、尋

找物證破案。

「豬」字的演變和由來

豬這個字最早寫成「豕」。

甲骨文所寫的豬字都有一個

肥碩的肚子，尾巴下垂，有的背

部還有像刺一樣的鬃毛，造型完

整而又傳神，為了書寫方便，豬

頭都朝上，腳有向左的，也有向

右的。長長的嘴強而有力，是豬

的秘密武器，當肚子餓時，可以

在古代，豬在人們心目中的

地位可是很高的，牠除了具有聰

明、勇敢的特質，還是吉祥和

美滿的象徵，所以祝福各位讀

者豬年「豬」事如意、「豬」事 
吉祥！

吉祥美滿的象徵

在古代，豬是一般平民的主

要家畜，與百姓的日常生活關係

非常密切，同時，在民間習俗及

精神文化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首先，由於豬是重要的經濟

來源，因此，很自然的被視為

是財富、福氣的象徵，俗語說：

「豬入門，百福臻。」豬儼然就

是一個帶來福氣的使者，象徵著

豐收與喜慶。

此外，中國古代常把耳朵大

作為吉人天相的重要標誌，認為

耳朵闊大的人有福氣，而豬與生

俱來的肥頭大耳也因此被人們視

為是吉祥、美滿的象徵。

勇敢的「豪」就是豬

在上古時代，豬的文化意義

並不含有貶義，相反地，還是衡

量勇敢的尺碼。

家豬看起來溫順柔和，那是 
因為牠長期被人類馴養，與大自 
然隔離而喪失了其本性的緣故； 
野豬性情兇猛，善於搏擊，牠 
的毛刺刺硬硬的，還有兩顆獠

牙，牠的皮很堅韌，不容易刺

穿，牠的特性是即使被刺傷了也

不會逃命，反而會加速的向獵人

衝過去，獵人或獵狗如果措手不

及，往往就會被牠的硬嘴頂得肚

破腸流。

正是基於這一特點，豬還含

有「勇往直前」的意思，像英雄

豪傑中的豪字指的就是一種非常

勇猛的箭豬。

古代的豬，在人們心中的地

位很高，譬如孔子的學生中，以

子路最為勇猛，他能空手打虎，

而他所配帶的寶劍上，就刻著野

豬的標記。

敏銳的嗅覺 比狗聰明
豬是很聰明的動物，牠能繞

過重重的捕獸夾，吃掉農人種在

地裡的農作物，當農夫去查看的

時候，地上的莖葉完好無缺，但

是埋在土裡的作物卻被吃得精

光，只留下一些沒有成熟的，等

下回再來吃。

另外，豬的鼻子也非常敏

2019年為黃曆己亥
年，生肖為豬，因

此，「豬」成為了大

家關注的熱門話題。

豬，在現代人心目

中，是一種髒兮兮、

慢吞吞、笨頭笨腦的

代名詞。但是您知道

嗎？豬在古代的身分

和現在相比可是大不

相同呢！ 用它來挖東西吃，還可以用它來

衝撞敵人，所以從甲骨文到小

篆，前面長長的嘴都完整的保留

了下來。

到了小篆時就省略了肚子，

直接用三條線來代表豬腳，最後

才演變成我們今天的「豕」這個

字的楷書，「豕」這個字，再加

上一個聲音的符號「者」，就是

我們今天所寫的這個「豬」了。

與「豕」有關的字頗多，如

「豚」是小豬，「豨」也是小豬；

「家」字上面的「宀」象房屋之

形，下面是一頭豬（豕），本為

豬圈，引伸為人的居所；「豪」

字本義為身帶棘毛的豪豬，豬毛

剛硬，豬性剛強，引伸為豪強、

豪傑之意；至於「圂」、「豢」

等字，皆與養豬有關；「逐」、

「彘」等字，則與獵豬有關。

文人筆下的豬

翻開歷史典籍，不難發現歷

代文人對豬也有諸多的描述。

唐杜甫曾作詩曰：「家家養

烏金，頓頓食黃魚。」其中的烏

金指的就是豬，比喻養豬生財 
之意。

元代劉因也曾寫過一首十二

生肖詩：「柴門狗吠報鄰翁，約

豬年話豬 豬事吉祥
◎  文 :梅媛

買神豬謝春雨。」豬在當時是用

來祭祀的供品之一。

中國古典文學中也有不少豬

的形象，大家印象最深刻的非

《西遊記》裡的豬八戒莫屬了，

這個形象，正是古代文學家對豬

這動物虛構和創造的極至，賦予

了其獨特的美學意義，是人性、

神性、豬性的完美結合。

莊子則是一位非常喜歡用豬

來講道理的哲學家，他用豬來做

比喻的例子不勝枚舉。

有一次，東郭子向莊子請教 
「道」存在的地方，莊子回答道：

「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也，每

下愈況。」正獲、監市皆是官

名，履狶是用腳踩豬去試肥瘦的

意思。

古人買豬時，通常會摸牠的

腿股之間的肉，因為這部分的肉

最難肥，從股往下摸到腿，肉愈

多，則愈能顯出豬肉的肥大，因

此每下愈明，愈清楚。所以「每

下愈況」是說，越是卑微、低下

的事物，越能映照出「道」的真

實存在情況。至於後世用「每下

愈況」來形容情勢越來越壞，並

非原來成語的本意。

與「豬」有關的諺語

除了詩詞典籍之外，和豬

有關的諺語也不少，看一看由

「豬」領銜演出的諺語，一起來

體會華夏民族的生活智慧與人生

哲學吧！

人怕出名豬怕肥：人出了名，

往往招來各種麻煩，就像豬長肥

了，將很快被屠宰。此語勸人低

調行事，不要無端招惹是非。

沒吃過豬肉，也見過豬跑：

比喻見識再少也懂得一些。不

過由於現今生活經驗改變了，

對現在的人來說應該是「沒見過

豬跑，也吃過豬肉」要更契合一

些了！

豬八戒照鏡子，裡外不是

人：豬八戒生就一副豬相，照起

鏡子，鏡裡鏡外都不是人的模

樣，比喻人做事時兩面都不討好。

扮豬吃老虎：在敵人面前，

故意裝成弱者，讓敵人失去警

戒，再伺機偷襲，可以得到奇襲

的效果。

Fotolia

過年了，新年到！市井庶民

們放鞭炮迎新年，文人們畫畫迎

新年，過個富貴風雅年！在中

國古代繪畫中，文人畫家的「歲

朝圖」就是專為慶賀新年而作的

畫；在現代，又成了探索古代年

俗的文獻庫。

從宋代開始，歷朝歷代留下

許多精品《歲朝圖》——「民俗

歲朝圖」、「歲朝清供圖」。本

文將作個導覽，帶給讀者喜氣，

讓各位也過個富貴風雅年！

乾隆帝歲朝賞雪行樂

皇帝怎樣過新年？皇宮中的

年俗和民間一樣嗎？從這幅乾隆

皇帝歲朝行樂圖——〈弘曆雪景

行樂圖〉中，來看看乾隆皇帝和

皇家子弟們怎樣過新年。

在大過年的第一天，清俊的

乾隆皇帝走出宮殿，和家人、皇

子、皇族小輩們一起慶新春。

清朝宮中對歲時年俗很講

究，在這幅畫中皇子們有手執芝

麻秸邊走邊撒的，這年俗叫「踩

歲（穗）」，寓意「歲歲平安」；

有點燃爆竹的，意為驅邪迎新；

門廊邊有手中持戟的，表示護衛

吉祥的意思；有三個皇子在雪地

堆出雪獅子，象徵平安吉祥。火

學皇帝人人都可過個風雅年
盆內燃著的松枝、廊簷下喜慶的

宮燈、門楣上紅色的春聯等等，

都是喜慶迎新年的吉祥物。

看看宮苑中覆蓋著皚皚白雪

的松、竹、梅歲寒三友，發散中

國傳統文化的清雅之意，更是展

現清室一貫的尚雅趣味。臘雪把

園景打造成一片亮晶晶的輝耀世

界。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居家生

活中皇帝的天倫之樂，以及皇宮

的崇尚風雅等氣象。

從這幅〈弘曆雪景行樂圖〉

中，看到皇室小輩們在新年第一

天嬉耍的景象，其中皇室珍重的

年俗不也和百姓一樣嗎？ 郎世寧〈弘曆雪景行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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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
學優：求學讀書有了優良

的表現。《論語》：「學而優則

仕」。學，研習、學習。優，

好的、上等的。

登仕：登，科舉考試合格被

錄取。仕，做官、任職。

攝職：任職官位。攝，擔

任。職，工作事務，此指官職。

從政：參與治理政事。從，

參與。政，治理。

譯文參考
古時候如果一個人求學讀書

到了相當的程度，便可以去參加

考試，考取之後，就能謀個一官

半職。而等到擔任官職後，就必

須要努力的為國家處理政事。

古代如何取仕
「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

仕。」出自於《論語．子張》：子

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

仕。意思是工作之後還有餘力的

就應該去學習、進修，不斷提高

自己；學習、研究之餘要多參與

具體的工作與實踐。

中國上古時期，選拔人才的

方法是取士，在十個青年中選一

個優秀的出來，就叫做「士」。

士字不是上十下一嗎？被挑選出

來的士，由國家出錢進行再培

訓，學禮法、學政策、學法規等

政事。培訓完成以後，再挑選優

秀的士子出來為人群服務。這

時的士加個「亻」旁，叫做「出

仕」，也就是放出去做管理工

作。哪裡是學習成績優秀就可以

做官如此簡單呢？做官政績好的

人，又被選拔出來再培訓、再提

升，就是「仕而優則學」。

史書記載，在科舉制度盛行

的封建社會，即使是狀元、榜眼

也不過是進翰林院任職而已，至

於做官行政，則要先從最基層的

知縣開始做起，一點點積累經

驗。就是這七品芝麻官也要經過

候選、後補多道手續才能撈著，

終身不得官做的人多得很。

「攝職」是先給一個代理官

職，攝是輔助、佐助的意思。從

政是參與政事的討論與處理。這

裡的意思很明確，即使是學優登

仕的優秀人才，也還是要從見

習、代理等職位開始做起。怎能

把地方治理大權交給一個沒有經

驗的毛頭小子呢？

學 優 登 仕

攝 職 從 政
shè zhí cóng zhèng

xué yōu dēng shì

千字文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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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淇，字菉猗，取自《詩

經》:「瞻彼淇奧，菉竹猗猗。」

南宋人，和宋末愛國詩人謝枋得

有交誼。王淇的詩流傳於世的，

僅《千家詩》中收錄的兩首。

另一首為〈春暮遊小園〉: 
「從梅粉褪殘粧，塗抹新紅上海

棠。開到荼蘼花事了，絲絲天棘

出莓牆。」描述著梅花落後春至

夏初的參差的花開花落，熱鬧景

觀。與《梅》意境大異其趣，但

均為佳作。

（1）侵：侵襲；冒犯。

（2）竹籬茅舍：用竹子圍

成的籬笆，以茅草蓋成的屋舍。

比喻鄉下簡樸的居住環境。

（3）林和靖：林逋，北宋詩

人，字君復，錢塘（浙江杭州）

人，卒謚和靖先生。隱居杭州西

湖的孤山將近二十年，終身不做

官，不娶妻，種梅養鶴為伴，所

以被人稱為「梅妻鶴子」。詩風

淡遠靈奇，多為隱居生活的寫

照，其詠梅詩尤其入神。

梅花秉性高潔，不曾受到世

俗塵埃一星半點的污染，即使身

處於竹籬茅舍這樣簡樸的環境，

還是甘心愉悅地綻放著。只因當

初不小心認識了林和靖，被他用

生花妙筆形容過後，梅花變成了

歷代詩人喜愛的題材，不斷地被

傳誦吟詠，直到今時今日。

北宋詩人林和靖隱居在西湖

的孤山，不願做官也不娶妻，

長年和仙鶴、梅花相伴，所以

有「梅妻鶴子」（以梅為妻、以

鶴為子）的稱號。所謂人各有

志，這位清高的隱士不求名利，

自認為志不在家室，也不想要功

名富貴，只覺得青山綠水才適合

他的性情。（注）他尤其喜愛梅

花，其詠梅名句：「疏影橫斜水

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山

園小梅〉）被歐陽修推崇為最傑

出的詠梅詩。

註：「人生貴適志耳，志之

所適，方為吾貴。然吾志之所

適，非室家也，非功名富貴也，

只覺青山綠水，與我情相宜。」

語譯

賞析

古詩賞析

作者

孩子，我希望你自始至終都是一個理想

主義者。你可以是農民，可以是工程師，可

以是演員，可以是流浪漢，但你必須是個理

想主義者。

童年，我們講英雄故事給你聽，並不是

一定要你成為英雄，而是希望你具有純正的

品格。

少年，我們讓你接觸詩歌、繪畫、音

樂，是為了讓你的心靈填滿高尚的情趣。這

些高尚的情趣會支撐你的一生，使你在最嚴

酷的冬天也不會忘記玫瑰的芳香。理想會使

人出眾。

孩子，不要為自己的外形擔憂。理想純

潔你的氣質，而最美貌的女人也會因為庸俗

而令人生厭。通向理想的途徑往往不盡如人

意，而你亦會為此受盡磨難。

但是，孩子，你儘管去爭取，理想主義

者的結局悲壯而絕不可憐。在貌似坎坷的人

生裡，你會結識許多智者和君子，你會見到

許多旁人無法遇到的風景和奇蹟。選擇平庸

雖然穩妥，但絕無色彩。

不要為蠅頭小利放棄自己的理想，不要

為某種潮流而改換自己的信念。物質世界的

外表太過複雜，你要懂得如何去拒絕虛榮的

誘惑。

理想不是實惠的東西，它往往不能帶給

你塵世的享受。因此你必須習慣無人欣賞，

學會精神享受，學會與他人不同。

其次，孩子，我希望你是個踏實的人。

人生太過短促，而虛的東西又太多，你很容

易眼花繚亂，最終一事無成。

如果你是個美貌的女孩，年輕的時候會

有許多男性寵你，你得到東西太過容易，會

使你流於淺薄和虛浮；如果你是個聰明的男

孩，又會以為自己能夠成就許多大事而流於

輕佻。記住，每個人的能力有限，我們能做

好一件事足矣。

寫好一本書，做好一個主婦。不要輕視

平凡的人，不要投機取巧，不要攻擊自己做

不到的事。你長大後會知道，做好一件事太

難，但絕不要放棄。

你要懂得和珍惜感情。不管男人女人，

不管牆內牆外，相交一場實在不易。交友的

過程會有誤會和摩擦，但想一想，諾大世

界，有緣結伴而行的能有幾人？

你要明白朋友終會離去，生活中能有人

伴在身邊，聽你傾談，傾談給你聽，就應該

感激。要愛自己和愛他人，要懂自己和懂他

人。

你的心要如溪水般柔軟，你的眼波要像

春天般明媚。你要會流淚，會孤身一人坐在

黑暗中聽傷感的音樂。你要懂得欣賞悲劇，

悲劇能豐富你的心靈。希望你不要媚俗。你

是個獨立的人，無人能抹殺你的獨立性，除

非你向世俗妥協。

要學會欣賞真，要在重重面具下看到

真。世上圓滑標準的人很多，但出類拔萃的

人極少。

而往往出類拔萃又隱藏在卑瑣狂蕩之

下。在形式上我們無法與既定的世俗爭鬥，

而在內心我們都是自己的國王。

如果你的臉上出現諂媚的笑容，我將會

羞愧地掩面而去。世俗的許多東西雖耀眼卻

無價值，不要把自己置於大眾的天平上，不

然你會因此無所適從，人云亦云。

在具體的做人上，我希望你不要打斷別

人的談話，不要驕氣十足。你每天至少要拿

出兩小時來讀書，要回信寫信給你的朋友。

不要老是想著別人應該為你做些甚麼，

而要想著怎麼去幫助他人。借他人的東西要

還，不要隨便接受別人的恩惠。

要記住，別人的東西，再好也是別人

的；自己的東西，再差也是自己的。孩子，

還有一件事，雖然做起來很難，但相當重

要，這就是要有勇氣正視自己的缺點。

你會一年年地長大，會漸漸遇到比你優

秀的人，會發現自己身上有許多你所厭惡的

缺點。這會使你沮喪和自卑。但你一定要正

視它，不要躲避，要一點點地加以改正。

戰勝自己比征服他人還要艱鉅和有意

義。不管世界潮流如何變化，但人的優秀品

質卻是永恆的：正直、勇敢、獨立。我希望

你是一個優秀的人。

寫給未來的你
◎文：余光中

rě  dé shī   rén shuō dào jīn

bú shòu chén āi bàn diǎn qīn

zhǐ yīn wù shì  l ín hé j ìng

zhú lí máo shè  zì gān xīn

不受塵埃半點侵，

只因誤識林和靖，

竹籬茅舍自甘心。

惹得詩人說到今。 

梅
    meí

作者：王淇 wang qi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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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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上感應篇例證語譯》有

一則故事，講述了服從命令作惡

的也會有報應。

宋代元符年間，袁州司理向

子長，有一次去南安府辦事後與

新昌縣令黃某、別州判官鄭某一

同返回。鄭某因有事要去袁州，

於是邀請黃某同去，黃某不肯，

他與向子長竭力相請後黃某才同

意，然而黃某心中很不情願。

到了袁州，黃某又想在城外

住，向子長將他拉入官署，黃某

忽然腹痛難忍，不住的呻吟，通

宵不停，向子長與鄭某對他說：

「你根本不打算來，只因為我二

人的緣故才來，你有甚麼話就告

訴我們吧！」

暗查冤獄 爭取再審
黃某說想見母親和妻子，向

子長立即修書派人送往其家。黃

某才忍著痛苦訴說道：我曾在這

裡當過司理。那時宜春縣都尉派

遣三位弓箭手去村莊買豬和雞，

四十天過後沒回來，三人的妻子

狀告郡守。郡守與都尉有舊交，

欺騙他說：「因地方上有一伙盜

賊，所以派三人去偵察，現可能

已死在盜賊手中。希望能抓捕這

伙盜賊。」都尉於是率兵前往搜

捕，留守山上兩個月，卻沒有可

以交差的。

這天有四個村民在野外耕

地，樣子很憨厚，都尉叫下屬拿

兩萬錢誘騙他們說：「有三個弓

箭手死於盜賊之手，都尉來追

捕，但長時未抓著犯人。你們四

人就假裝盜賊去應付差事，他日

結案後，名為處斬，實際上打不

過十板就釋放了，你們如此貧

窮，今各得五千錢去養活家小，

豈不甚好？到了有關部門，若問

你們是否殺人，就回答殺了。吃

飽了坐牢，預計過不多久就放你

們回家了。」四人同意了，於是

捆來縣衙，四人服罪，就送府查

辦，當時正好我主管工作，根據

案情報告，得出判決斬首。

我觀察這四人，不像兇惡的

樣子，便支開獄中的公差，詢問

他們實情，都說不冤枉，我又對

他們說：「你們如果真犯了這種

罪，明天可就要處斬了啊！」他

們這才嚇得相對哭泣說，原以為

可以生還，所以拿了錢，不知道

真的是要死啊！於是全部說出真

實原委。

我大吃一驚，全都解開他們

的捆綁。都尉察覺了，騙郡守

說，獄官接受囚犯的賄賂，導致

翻供。

第二天，我到府中匯報，

郡守怒責我：「你自己定案已

結，怎麼又因受賄賂而妄加改變

呢？」我說：「既然知道他們冤

屈，哪敢不為他們辯白？哪有賄

賂的事？」

郡守不得已，只好將案子移

到記錄部門，又轉到縣上再審，

按法律應當再向司法部門申訴。

被迫作惡 仍遭果報
郡守說：「如果這樣，那麼

這地區的錯案就相當多了。」便

逼迫著要維持原判。我根據道義

力爭，經過十多天仍不得昭雪。

臨到行刑前，郡守逼迫說，若不

簽名認可，必將我告到朝廷。並

派遣同僚對我說：「囚犯必定要

死，你固執毫無用處，今天就在

案卷後邊勉強簽個名算了，個個

都知道這事是郡守決定的，你

有甚麼罪過呢？」我自覺力量單

執行公務時有很多人

會說：「我是按領導的指示

做的，有責任也是領導的責

任。」「我是靠這份工資養家

餬口的，這是我的工作。」面

對善與惡的選擇，好像除了

「服從命令」，再也沒有其他

的辦法。

服從命令作惡也有報應
薄，寡不敵眾，勉強畫了押，四

個人無辜死去。不料兩天後，兩

個縣吏和院中兩個官員卻突然死

亡，又過了幾天，代理縣令也死

了，都尉已經調任他職，被雷擊

死，而郡守則中風不起，前後相

距才一個多月。

一天夜裡，我恍惚中看見那

冤死的四人來拜我，說：「我們

冤枉受死，向上帝申訴，已告

准了，上天要逮捕你，我們懇

求說：『這個冤情之所以被提出

來，是黃司理力爭的，現在七個

人都死了，足以抵償我們的命

了。請不要再追到底。』

上帝說：『假使他不畫押，

你們四個人就可以不死，原來

上報定罪的案卷，就是以他為

首！』我們哭拜於天庭四十九

天，上帝才答應你緩死三年，當

大限滿時，我們就要到這裡找

你。」剛才一進門，他們四個已

經先在這裡了。我之所以不想

來，就是這個原因。

向子長與鄭某於是禮拜祈

禱：「黃君將死去，情勢是不能

解脫了，但希望他能減輕病痛，

與母親妻子訣別。」黃某果然感

覺病痛減輕了，幾天後他母親來

了，他掀開母親的轎簾一拜，然

後死去。

法律上有主犯、從犯之說，

服從命令作惡的也是犯罪行為，

屬於法律上的從犯。

當公、檢、法、司部門在上

級的指令下，抓捕、起訴、枉判

時可能會辯解：「我們也不想這

樣做啊？是被逼的。」就像黃某

不簽字，判決就不能生效。不管

黃某最後出於甚麼原因簽了字，

判決生效，那麼黃某就是幫凶、

從犯。

逮捕證、起訴書、判決書上

的簽名是公、檢、法具體人員的

名字，你不簽字，就不能生效；

你簽了字，導致被綁架、冤判，

甚至被致死，被牟取暴利，這份

罪惡中就有你一份，因為導致罪

惡發生，真正的簽字人是你。

一厘米主權

1992 年 2 月，柏林圍牆倒

塌兩年後，守牆衛兵因格．亨里

奇受到審判。在柏林圍牆倒塌

前，他射殺了企圖翻牆而過的青

年克里斯．格夫洛伊。在法庭

上，亨里奇的律師辯稱他僅為執

行命令，別無選擇，罪不在他。

然而法官並不這麼認為，審

判時嚴正指出：「作為警察，不

執行上級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

準是無罪的。

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此

時此刻，你有把槍口抬高一厘米

的權力，這是你應主動承擔的良

心義務。

這個世界，在法律之外還有

『良知』。當法律和良知衝突之

時，良知是最高的行為準則。尊

重生命，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

的原則！」最終，衛兵亨里奇因

蓄意射殺無辜平民被判刑，且不

予假釋。

此後，「亨里奇案」作為

「最高良知準則」的案例廣為傳

揚。「槍口抬高一厘米」是人類

面對惡政時的抵抗與自救，是

「人類良知出現的一剎那」。

人間有法律的約束，更有天

理的制約。國家高層把法律當作

迫害民眾的工具時，你可以選擇

「槍口抬高一厘米」。這「一厘

米」就是善與惡的選擇，關係到

你生命的未來。

◎  文：銘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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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時期，梁國有一位叫宋

就的大夫，曾經做過一個邊境縣

的縣令。這個縣和楚國相鄰界，

梁、楚二國都設有邊亭，二國邊

亭的人員各自種了一塊瓜田。梁

人十分勤勞，多次給瓜田澆水灌

溉，他們種的瓜長勢很好；而楚

人懶惰，給瓜田澆水灌溉的次數

少，他們種的瓜長勢不好。

楚人出於妒嫉，在深夜去踐

踏和扯斷梁人的瓜藤。梁人發現

後，去請示縣令宋就，認為要報

復，準備去踐踏楚人瓜藤，宋就

聽後搖搖頭說：「怎麼可以這樣

做呢？與人結怨，是招禍的門

徑。人家對我們不好，我們也對

人家不好，這多麼狹隘呢！我告

訴你們一個辦法，每晚派人暗中

為楚人澆灌他們的瓜田，不要讓

他們知道。」

楚人早晨到瓜田一看，發現

已經澆灌過了。就這樣，在梁人

的幫助下，楚亭的瓜田長勢一天

比一天好起來。楚人感到奇怪，

便暗中察訪，知道原來是梁人做

的，於是大受震撼，便把這件事

報告給楚國朝廷。楚王知道這件

事後，感到很慚愧，便派人帶著

豐厚的禮品向梁國邊亭人員表示

歉意，並請求與梁王結交。楚王

後來多次稱讚梁王講信義。所以

說，梁、楚二國的友好關係，是

從宋就妥善處理邊亭瓜田事件開

始的。古語說的「轉敗而為功，

因禍而為福」，以及老子說的

「報怨以德」，就是說的這類事

情呀！

（文自《新序》）。

宋就以德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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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髮簪步搖

各種風格·隨心所搭·批零兼營·歡迎光臨

油紙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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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張大酬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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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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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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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ng Jiu Repays Evil with Good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722 – 481 BC), 
Song Jiu was a county governor in the State of 
Liang. His county was adjacent to the State of 
Chu. A post was set up on either side of the border. 
Those who worked at the posts on either side 
farmed melons. The Liang people were industrious, 
and they frequently irrigated their land, so their 
melons grew very well. The Chu people were 
lazy. They hardly ever watered the land, and their 
melons of course did not grow well.

Out of jealousy, the Chu people stomped on 
and broke the vines on the Liang side late one 

night. The Liang people reported the damage to 
Governor Song and sought revenge. Song Jiu 
shook his head and said, “We should not do that. 
Making an enemy is a path to calamity. It would be 
too narrow-minded if we played tit for tat. I will 
give you a solution. We will send our people to the 
other side to secretly water their land every night, 
but we will not tell them.”

In the morning, the Chu people saw that 
their crop had already been irrigated. With help 
from the Liang people, the melon vines within 
the Chu border grew better day by day. The Chu 
people thought it strange at first. They secretly 
investigated and found out the reason. They 
were very moved and reported it to their central 
government. The King of Chu felt ashamed and 
subsequently apologized to the Liang people 
with generous gifts and asked them to pass along 
a message of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states. 
Afterwards, the King of Chu praised the King 
of Liang as someone trustworthy and righteous. 
Over time, the two states developed a long-lasting 
friendship, which started from the melon vine 
incident and how Song Jiu repaid an act of doing 
harm with an act of kindness.

據《大業拾遺記》記載，隋煬

帝特別命令學士杜寶編纂、撰寫

《水飾圖經》，共 15 卷。還命令

根據《水飾圖經》上面的記載，製

作各種水上機械玩具，製作玩具

的任務就交給了著名巧匠黃衰。

用水力操縱的機械玩具，

共有 72 種，都是用木材雕刻成

的。玩具中的人物，有的乘船、

有的在山上、有的在島上、有的

在磐石上、有的在宮殿中。木人

高有 2 尺左右，穿著綺羅做的

衣服，戴著金釵、翡翠等飾物。

同時上面置放各種鳥、獸、蟲、

魚，這些動物都能活動，像真的

一樣，隨著水的流動而運行。

其間，還置有小船載著歌

女，與這些水力機械玩具穿插

開，一共有 12 隻。每隻船長 1
丈，寬 6 尺，上面有木人演奏樂

曲。有的木人擊磬、有的撣鐘、

有的彈箏、有的鼓瑟，都符合樂

律。還有的木人表演各種雜技，

有跳劍舞輪的、有爬竿擲繩的，

都像真人表演的一樣。這 12 隻

載有歌女的小船，也雕刻裝飾得

奇妙異常，圍著曲池運行，也是

用水力機械使它們自動行駛的。

還有 7 隻小遊艇，上面置放

高 2 尺左右的木人為人斟酒。每

隻小遊艇上面，一個木人手拿酒

杯站在船頭；一個木人手捧酒缽

站在它後面；一個木人在船後面

撐篙；二個木人在船中間划槳。

斟酒船每到有賓客的岸邊，都自

動停下來，手拿酒杯的木人，在

船頭伸手將斟滿的酒杯遞給賓

客。客人飲乾這杯酒後，將空杯

還給木人。木人接過空杯後，轉

身從捧著酒缽的木人那兒拿過來

木杓，再將空杯斟滿酒。斟酒船

就這樣按順序自行、自停。

According to "The Journal of the Neglected in 
the Daye Era", Emperor Yang of the Sui dynasty 
(569-618) ordered the Imperial Secretary Du 
Bao to write and edit "Shui Shi Tu Jing", a fully 
illustrated book on water toys, which was a total 
of 15 scrolls when finished.  The emperor also 
ordered the production of all the toys listed and 
Huang Shuai was the commissioned craftsman for 
the project.

There are 72 types of hy-draulic manipulated 
mechani-cal toys recorded in the book all made out 
of wood.  Those with wooden figures are featured 
riding on a boat, some on the mountain, some on 
an island, some on a rock and some in a palace.  
They are about 2 feet in height, dressed in silk 
attire and wearing accessories made from gold or 
with jade.  All kinds of movable creatures such as 
birds, animals, insects, fishes are placed alongside 
as well.  They move like realistically when water 
flows in the pool.

There are also 12 wooden boats with singing 
girls, which crisscross between the mechanical 
toys in the pool.  The boat is just over ten feet 
in length and 6 feet wide.  A wooden band is on 
board - some hit the chimes, some brushe the bells, 
some play the zheng, some pluck the zither and all 
are in harmony together. There are also wooden 

figures doing different tasks - some use the sword, 
some do pole-climbing and some throw rope, 
all performing like real acrobats.  The 12 boats 
are intriguingly carved and decorated.  They are 
hydraulically engineered to circle around the pool.

There are another seven small yachts on which 
wooden figures of about two feet tall stand and 
serve wine.  Every yacht has a team of five wooden 
figures: one in front holding a wine glass, one 
behind it holding a wine holder, one at the back to 
balance the pole and two in the middle to use the 
oars.

The wine-serving yacht will automatically 
stop when it comes to the side with guests.  The 
wooden figure at the front will pass up the full 
glass to the guest.  When the guest passes back the 
emptied glass, the figure will turn around to get 
a wooden ladle from the one behind to fill up the 
glass.  This is how the clever wine-serving yacht 
cruises around the pool to serve guests all by itself.

水上機械玩具 Mechanical Water To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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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成功率，高效率移民，提供免費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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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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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各界人士來電查詢一切有關法律事宜

鍾守信律師樓

晚上 /週末需預約

國/粵語服務

我們承諾為你提供優質服務與理想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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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道主義與同情

● 逾期逗留

● LMIA申請

● 雇主 LMIA/Owner
● 免費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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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lusively where President's Choice  products are s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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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ntry Hills Superstore 手機店歡迎您的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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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403.516.3901

眾人走後，賈政對王夫人說：

「看來黛玉把興兒贖出來，是早有謀

算的了，咱們這個媳婦真了不得。」

王夫人說：「咱們的媳婦是不錯，可

咱們的兒子也不差啊！如今真長大

了，既能謀事又有擔當。」賈政也感

嘆：「以前一團孩子氣，飽食終日，

無所用心，只知同女孩兒混。想不到

如今的賈府，只有他倆能拯救！」 
這日吃過晚飯，眾人散去，屋裡

只有賈政夫婦和寶黛二人。寶玉對賈

政說：「我們準備起草上訴書，您看

官員中，哪個能幫我們遞給皇上。」

賈政想了想，取出一張紙，提筆寫了

幾個人名，又放下筆，不住搖頭嘆

氣，說：「平日與咱們關係好的不敢

遞；與咱家關係差的，又不願遞；只

有找那些與咱們關係尚可的。」黛玉

說：「關係一般的，只怕也是少一事

比多一事好，這畢竟有幾分冒險，這

是摸老虎的鬍鬚啊！」賈政說：「所

以只有用重金了。說到此，我倒要問

問，咱們這筆錢如何籌劃啊，這可不

是小數字啊。」黛玉說：「舅舅！我

已經說了幾次了，我這裡有銀兩，

夠用的。」王夫人問：「兒啊！你哪

裡有錢啊？」黛玉說：「那年我父親

去世以前，已經不能說話了，頭腦卻

是清醒的。他讓人把家裡的一幅畫取

下放到一個大木箱子里，我瞥了一

眼，看裡邊都是我用過的舊書。他一

再示意，讓我把這箱子運回。到了這

裡後，那箱子放在我房裡，始終沒

打開過。那年我起死回生後，身無

分文，走投無路，我和紫娟差點流

落街頭，忽然想起那幅名畫也許能

賣些錢。去找名畫，一翻，兩層舊

書下，竟然是一錠錠銀子。賈政聽

了，說：「原來如此！可是這一家子

老是用你的銀子，總覺得……」黛玉

說：「我如今是不是賈家人？」「還

用問嗎？當然是。」黛玉說：「賈家

人的錢，賈家人用，這不是天經地義

的嗎？有何不妥？」寶玉說：「錢本

來就是要用的，如今不正好用在了刀

刃上了嗎？您老以後就不要為此憂心

了。你和母親只管放寬心養身體，如

今我們的長輩只有您二位了，你們就

是我們的主心骨，是我們的依靠，可

要長壽百歲！」一席暖心話，說得王

夫人直抹眼淚。賈政想了一會，擬出

了十個人的名字，交給了寶玉。臨行

時說：「你們忙，以後早晚定省的事

就可以免了，閒時就來看看。」

寶黛回到林府的芙蓉院，早有丫

頭點上了蠟燭，泡上了香茶。丫頭

離房後，黛玉說：「動手吧！」寶玉

說：「這上訴書，我可從來沒寫過，

你寫吧。」黛玉爽快地答應了，說：

「我起草，你來抄寫十遍，你的字寫

得好。」說著寶玉研墨，黛玉略一思

索，然後提起筆來，一揮而就，遞給

寶玉：「有不妥之處請修改！」寶玉

讀了一遍，喜出望外，「真好！言簡

意賅，情文並茂，字字貼切，一字千

金。沒想到上訴書也能如此感人，

也能寫成好文章。」寶玉走到黛玉身

後，俯身吻了黛玉一下，說：「我的

愛妻真有才！你要是個男兒，這回

的狀元准是你。」黛玉說：「那良玉

呢？」寶玉想了一下說：「那就雌雄

兩個並列狀元！」黛玉說：「別鬧了，

快抄吧，要寫十遍呢！」

連日來，寶玉帶著興兒，攜著巨

款，到十家遊走，百般遊說，萬般求

情。寶玉何曾這樣求過人？幾次想打

退堂鼓，黛玉總是軟語相勸，熱情鼓

勵。到了第八日，終於走完最後一

家。全家只盼佳音到來！可是一直

等到二十多天，竟然音訊全無。這

日，興兒說：「我到北靜王府打聽一

下吧，在他府上當差二年多，也結交

了幾個朋友。」賈政說：「不行！這

幾年王爺因同咱家親厚，受了不少委

屈，他的政敵抓住這條小辮子，不時

整他，咱千萬不能再給他找麻煩。」

興兒說：「若總是沒有消息，咱們不

是白忙乎了。那幾萬兩銀子不是打水

漂了嗎？」賈政嘆了口氣，說：「只

能聽天由命了。」眾人正在著急，忽

見李貴拿著一封信走進來，寶玉連忙

接了，遞給賈政。賈政讀畢，哈哈大

笑：「好極了，璉兒已無罪釋放，讓

我們明天到獄中領人。」

第二日一大早，寶玉就從林府

借了一輛小巧的帶篷馬車，帶著興

兒，茗煙一起去接賈璉。午錯時

分，賈璉到了家，王夫人一看，只

見他衣衫襤褸，骨瘦如柴，彎腰駝

背，鬍子邋遢，不由心中大痛，竟

嚎啕大哭起來。賈璉也跪在地上，

哭得抬不起頭來，旁邊的人也都不

斷抹淚。黛玉擦乾了眼淚，上前勸

解：「今日二哥回家是大喜事，老是

哭，二哥身子又虛，怕哭出病來。」

寶玉也連忙向前，攙起了賈璉。好一

會，大家才都收了淚。寶玉扶賈璉在

軟椅上坐了，丫鬟遞來一杯熱茶。喝

了幾口茶，黛玉說：「我知道二哥有

千言萬語要說，可是你還是先洗了

澡，吃了飯，有了力氣再說吧。」說

著就問：「洗澡水備好沒有？」一個

丫鬟連忙說：「好了。」興兒攙著賈

璉去洗澡。洗完澡，剃了鬍鬚，換上

乾淨衣服，顯得精神多了。眾人一齊

用飯。柳嫂特意做了賈璉以前最愛吃

的紅香米飯，又煮了一大碗釅釅的雞

湯。賈璉端起飯碗，眼淚又流了出

來。寶玉說：「二哥，你要開開心心

多吃些飯，快些把身子養好，好去

救其他人。」賈璉聽了，連忙抹去眼

淚，點點頭，大口地吃起飯來。黛

玉說：「二哥，您還住在以前的房子

裡，過一會，我還有件寶貝要送給

你。」王夫人說：「什麼寶貝，說出

來大家樂樂。」黛玉笑笑，說：「不

能說，暫時保密。」王夫人說：「林

丫頭也學會調皮了。」眾人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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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黛玉後傳
◎文：黃靚

黛玉傾力救親人  良玉實意援賈府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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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2019 年卡城二

手房市場開局不利，一月份銷售

量比去年同期低 16%，預計持

續走低。

卡 城 房 地 產 委 員 會

（CREB）首席經濟學家 Ann-
Marie Lurie 表 示：「我 們 預

計今年一季度房產市場仍會低

迷」。

以下是 CREB 2019 年 1 月

報告中對不同房屋類型市場的分

析。

獨立屋

• 與去年同期相比，銷售量

下滑了 17％。除了西北和東北

區的銷售情況較好外，其他所有

區域的銷售都有所下降。銷售下

降明顯的是位於城北部和西部的

社區。

• 除東北、北部和東南部的

社區外，其他所有區的新房源均

上漲。

• 基準價格為 476,500 元，

比去年 12 月份下降 1％，比去

年 1 月份下降了 4% 以上。

• 所有區的房價都有所下

降。其中南部、西北部和市中心

區的房價同比下降幅度最大。

公寓

• 1 月份公寓銷售量達 126
個單位，比去年同期下降 13 個

百分點，比一月的長期平均值低

20% 以上。

• 儘管銷售放緩，但新上市

的數量減少導致市場上庫存水平

有所下降。截至 1 月底，市場

庫存有 1,173 個單位，比 2018
年 1 月的水平低 9%。

• 儘管庫存下降，平均售出

的天數也有所增長，這一定程度

上影響了房價。雖然平均價格與

去年 12 月相比保持平穩，但與

去年 1 月相比下降了 2%。

• 東北和東南區的房價開始

呈現回升跡象。

多戶型住宅

• 鎮屋和半獨立屋售價都有

所下降。新上市房屋數量上漲，

兩種類型房屋的庫存都增長。

• 鎮屋市場為買方市場，1
月基準價為 313,700 元，下跌

超過 4%。

• 與 2018 年 1 月相比，半

獨立屋基準價下降了近 5%，至

393,100 元。市中心和南部地區

房價降幅最大，超過 6%。

• 所有區房價均下跌，但

跌幅最大的是市中心，跌幅近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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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orial Dr. 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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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國訊】根據金融產品

比較網站 LowestRates.ca 的最

新調查結果，去年加拿大各大銀

行的抵押貸款利率一直比小型銀

行高。

該網站稱，「六大銀行」

（加拿大皇家銀行、道明銀行、

蒙特利爾銀行、加拿大豐業銀

行、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和加拿

大國家銀行）提供的最低利率

總是比較小的貸方的最低利率

高。

LowestRates.ca 的首席執

行官 Justin Thouin 表示，大銀

行從未提供市場上最優惠的利

率，通常加拿大人在簽署抵押貸

款之前沒有花足夠的時間研究費

率，這可能導致每年多花費數千

元。

「通常做花費較少的事情

前，我們會對比價格，例如去旅

行或購買電視機，但我們一般不

會為購房貸款進行比價——這可

是我們所做的最昂貴的採購之

一——儘管事實上與購房貸款的

利息相比，旅行能節省的費用不

值一提」Thouin 在一份聲明中

說。

RBC 上個月將其五年固定

抵押貸款利率調低至 3.74%。

以此為例，如果客戶從 RBC
貸款 50 萬元，則每月需還本

付息 2,560 元（假設首付比例

20%，以避免 CMHC 保險；貸

款期限為 25 年）。但是，根據

LowestRates.ca 的數據，如果

同一情形下客戶從較小的貸款人

那裡得到最好的 5 年期固定抵

押貸款，利率為 3.23%，則每

月付款將為 2,426 元。每月差額

多達 134 元，在 25 年貸款期間

可以節省 40,200 元。

「經紀人和小型銀行通常首

先降低利率以提高競爭力，銀行

實施變革的速度較慢，因為他們

知道自己擁有市場，」Thouin
說。「只有在加拿大人意識到他

們被多收利息時，這種情況才會

發生變化，他們才會開始尋求銀

行的替代者。並且，那得在我們

對借貸市場更瞭解之後才會發

生。」

根據加拿大抵押貸款專業人

士上個月發布的一份報告，銀行

佔有目前所有住房抵押貸款的近

60％。抵押貸款經紀人佔據了

近 30％的市場份額，信用合作

社和其他機構佔了其餘份額。

CBC 新聞聯繫了所有六大

銀行，請他們對 LowestRates.
ca 的調查結果發表評論。

國家銀行的發言人表示，在

確定利率和發放貸款之前，會考

慮並評估許多因素 - 包括每個客

戶的個人情況。

TD 表示，他們提供「有競

爭力的利率」和靈活的抵押貸款

服務，以滿足客戶的需求。

其餘銀行拒絕發表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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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一季度房市仍
卡城房地產委員會

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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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一日前預定

鴻
運
雙
喜
翅

︵
雞
絲
燴
生
翅
︶

海
皇
迎
玉
帶

︵
琥
珀
蝦
球
帶
子
︶

將
軍
運
當
紅

︵
上
湯
龍
蝦
煎
面
底
︶

家
家
屋
肥
潤

︵
紅
燒
元
蹄
︶

元
寶
堆
滿
屋

︵
鮑
魚
扒
菜
膽
︶

絲
苗
白
飯

精
美
糖
水

{ 新春六和菜   $238 { 新春四和菜   $158

鴻
運
雙
喜
翅

︵
雞
絲
燴
生
翅
︶

發
財
大
好
市

︵
髮
菜
蠔
豉
瑤
柱
甫
︶

海
皇
迎
玉
帶

︵
琥
珀
蝦
球
帶
子
︶

春
禧
鴻
運
至

︵
上
湯
龍
蝦
煎
面
底
︶

金
鳳
喜
迎
春

︵
貴
妃
雞
半
只
︶

元
寶
堆
滿
屋

︵
鮑
魚
扒
菜
膽
︶

絲
苗
白
飯

精
美
糖
水

{ 豐澤迎新歲   $398

一
品
大
拼
盤

雞
絲
大
生
翅

發
財
蠔
豉
瑤
柱
甫

琥
珀
蝦
球
帶
子

上
湯
雙
龍
蝦

貴
妃
龍
崗
雞

紅
燒
大
元
蹄

清
蒸
海
上
鮮

瑤
柱
蛋
白
炒
飯

鮑
汁
乾
燒
伊
面

精
美
糖
水

{ 至尊鮑魚盆菜宴   $498

至
尊
鮑
魚
盆
菜

金
瓜
海
皇
羹

上
湯
雙
龍
蝦

當
紅
炸
子
雞

紅
燒
大
元
蹄

鮮
竹
浸
豆
苗

清
蒸
海
上
鮮

瑤
柱
蛋
白
炒
飯

精
美
糖
水

 

$19.95

金
雞
報
喜

︵
當
紅
炸
子
雞
一
只
︶

家
肥
屋
潤

︵
紅
燒
元
蹄
︶

掌
上
明
珠

︵
鮑
魚
扣
鵝
掌
︶

$228

包
羅
萬
有

︵
明
爐
古
法
佛
跳
牆
︶

$28.95

$288
至
尊
鮑
魚
盆
菜

$2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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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
財
好
市

︵
髮
菜
火
腩
蠔
豉
︶

金豬年室內開運植物介紹

金豬年已經到來，有哪些植物適

合點綴新年室內空間？過年也同時是

春季的開始，象徵百花綻放，這次小

編將介紹幾種花卉植物，讓大家在過

年時擁有喜氣洋洋的熱鬧氣氛，也為

新的一年帶來好風水。

金桔

桔的音通吉，擁有吉祥如意的意思。在

果實色彩上有著祥瑞的金黃色，與綠油油的

葉子呼應下，更顯喜氣，外觀有著財源滾滾

的味道，擺在客廳裡繽紛金黃色象徵福氣滿

滿之意。

仙客來

仙客來這個名字給人以吉瑞與祥和之

感，是過年時最受歡迎的花卉。小巧玲瓏、

可愛，顏色有玫紅、白、粉紅等。也是常出

現於水墨國畫作品，適合於過年居家擺設或

送禮的最佳選擇。

開運竹

開運竹又稱萬年竹，是非常好照顧的花

卉植物。由於本身生長形狀有著節節高升的

象徵，也有富貴吉祥的含意，在黃曆新年中

擺放在客廳茶几桌上帶有濃厚中國年味。

金錢樹

因為葉片外觀形狀看起來與錢幣ㄧ樣，

金錢樹具有平安富貴的意思，經商的家庭更

適合擺放此植栽，對居家環境與風水都有幫

助。

蘭花

蘭花是高雅氣質、脫俗姿態的代表，只

要擺放一盆蘭花於客廳即可點亮客廳溫馨過

年氣氛。植栽的美觀與綠化功能將為新的一

年帶來好彩頭，小編推薦黃色蝴蝶蘭，因為

色彩金黃帶有招財納福含意。

百合

百合象徵百年好合，典雅高貴的氣質並

有濃郁香氣的花卉，可以選購適合過年的粉

色百合，只要擺放在客廳，滿室清香讓新的

一年都充滿活力。

山茶花

春節剛好是山茶花的花季，它具有繽紛

多彩的花色。山茶花的高雅氣質深受古代文

人雅士讚賞，色彩豐富帶來喜氣象徵，過年

的熱鬧就用春季代表的山茶花來展開。

劍蘭

劍蘭具有喜氣的鮮豔色彩花卉，在花市

裡是長輩喜愛選購的品種之一，別稱為福

蘭，可為新年帶來福氣滿滿的祝福。

火鶴花

火鶴花又稱為花燭，喜氣的紅色搭配黃

色花蕊具有異國風味。是南洋島嶼常用在喜

宴場合的花卉。葉綠油亮讓火鶴花的大紅更

顯喜氣氛圍，在過年時，不妨考慮放盆火鶴

花，大方又吉利。

一品紅

從聖誕節就一直是主角的一品紅，可一

直紅到黃曆新年。這種非常喜氣的紅色，不

是來自於花，而是來自葉片。鮮豔紅色像是

在寒冷冬季的溫暖火把，視覺傳遞出溫馨氣

氛，非常適合過節的植栽。

桃花

桃花有如意吉祥之意，在過年期間讓春

色滿園。春季剛好也是桃花花期，花色之美

讓客廳過年氣氛濃厚，也難怪文人雅士常讚

歎它的美。

百合

劍蘭

火鶴花

桃花

一品紅

金桔

仙客來

開運竹

金錢樹

蘭花

◎  文：黃詩錚

山茶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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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米娜　圖：Fotolia

元宵和湯圓，是歷史悠久的元宵節食

品，也是中國米食料理的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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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 2月20日

Broccoli Crowns 無莖西蘭花Head Lettuce 

Celery 西芹

JUMBO Avocadoes 大牛油果

Organic Blueberries 有機藍莓 Orange Peppers 橙菜椒

Ambrosia Ap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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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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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芳蘋果西生菜

$098
3

098
ea

$

Large Lemons 大檸檬

$098
lb

免費停車位

Happy Chinese New Year!!

大量大量

068
ea

$

$088
lb$1 88

ea

$068
lb

6OZ 098$
ea

元宵和湯圓 
一種食物兩個名字？

元宵節吃元宵的傳統，相傳

與漢朝傳奇人物東方朔有關。話

說東方朔曾為官輔佐漢武帝，為

人足智多謀，風趣幽默。一年冬

天，御花園的梅花盛開，東方朔

正要為武帝折梅時，看到有個宮

女正要投井，慌忙將其攔住。

宮女名叫元宵，因思念家人

傷心的想要一死了之。東方朔很

同情她，答應幫她了願。東方朔

在長安街上幫人卜卦。結果，每

個人所占的籤語都是「正月十六

火焚身」。東方朔解籤：「正月

十三日傍晚，火神君會派一位赤

衣神女下凡查訪，她就是奉旨燒

長安的使者，我把抄錄的偈語

給你們，可讓當今聖上想想辦

法。」

武帝得知警示偈語，問東方

朔如何解。東方朔獻計：「火神

君愛吃湯圓，可讓宮女元宵做好

湯圓，正月十五晚上皇上焚香上

供。全城家家戶戶也都做湯圓，

一齊敬奉火神君。」

「為了瞞過火神君，十五晚

上滿城點鞭炮、放煙火、掛燈

籠，好像滿城大火。城外的百姓

也要進城賞燈、觀煙火，一同消

災解難。」武帝聽後放下心，就

傳旨照東方朔的辦法去做。

到了正月十五，長安城裡張

燈結綵，遊人熙來攘往，熱鬧非

常。宮女元宵的父母也進城觀

燈。當他們看到寫有「元宵」字

樣的大宮燈時，驚喜高喊：「元

宵！」元宵聽到喊聲，終於和家

人團聚了。

如此熱鬧了一夜，長安城果

然平安無事。漢武帝大喜，便下

令以後每到正月十五都做湯圓供

火神君，全城掛燈放煙火。因為

元宵做的湯圓最好，人們就把湯

圓叫元宵。

元宵和湯圓用圓糯做 
長糯煮熟後較為硬挺，黏度較圓糯

米低，多用來製作鹹米食，例如：米

糕、珍珠丸。反之，圓糯米熟透後黏

性高，常用於甜點：鹼粽、麻糬、湯

圓、元宵等。

糯米又分長糯和圓糯  
不同於梗米、秈米的半透明，糯米

是白色、不透明的顆粒。同時，依

照外型又分為長米（長糯）、短米（圓

糯）。因特性不同，長糯與圓糯的用

途略有差異。

把糯米磨製成糯米粉 
米磨成粉有 3種方法：水磨、乾磨、

溼磨。湯圓元宵所使用的是水磨糯米

粉，即糯米加水磨漿，米漿脫乾水分

成乾粉糰。乾粉糰過篩成粉末，再乾

燥保存。

糯米是黏性高的米 
從米質的特性來分，我們食用的米大

致可分為以下 3 種：梗米、秈米、糯

米。因為糯米的黏性高，一般人不會

把糯米當主食吃，而是用它製作許多

的米食製品。

值此佳節，不妨全家一起動手做

做看，體驗親手做湯圓和元宵的

樂趣。

自己做芝麻湯圓

餡料：黑芝麻粉 160g、糖粉 80g、

無鹽奶油 90g。

外皮材料：水磨糯米粉 200g、水約

150cc。

食材

奶油放軟，餡料混合，捏成糰狀。

分割滾成 10小圓球，冷凍凝固備用。

糯米粉慢慢加水，拌合均勻，揉成

乾粉糰。

取 1/20粉糰，滾水煮成黏性糕體。

將糕體與粉糰揉合在一起，用力揉

均勻成表面光滑、微黏的粉糰。

將粉糰搓成長條，分割小糰。小糰

捏成薄片，放一個餡料球，包起來收

口，輕搓成光滑圓球狀，不露餡、不

碎裂即可。

作法

美食配方

想自己包湯圓滾元宵，第一步就

是到超市買水磨糯米粉，不妨認

識一下它。

糯米和糯米粉

美食原料

 

東
方
朔

美食傳說

芝麻
餡料

糯米
和粉

用餡料沾裹糯米粉製成，

表面有絨頭。

用糯米粉和水成皮後，

包裹湯圓餡，表面更光滑。

煮湯圓的湯水清澈 元宵湯則顯得濁稠

元宵與湯圓，乍看外觀相同，其實是兩種作法不同的食物。

湯圓和元宵最常見的吃法都是

水煮，水煮能充分將湯圓與元

宵的香濃甜糯表現出來。湯圓

下到滾水中，輕輕攪動避免黏

鍋。火轉小為中火，湯圓浮出

水面即可食用。

元宵外乾內濕，不易變形，也

適合炸或拔絲。熱油鍋，下元

宵，轉小火，炸至金黃可撈出

瀝油。另起一鍋炒糖漿，放入

元宵翻炒均勻後盛盤，待糖溫

度冷卻即可食用。

湯圓起鍋後，沾裹花生粉。 元宵裹糖漿，沾裹杏仁碎片。

美食比對

湯圓 元宵表面

湯水

作法

元宵節食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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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妙方

生活養生

小妙招
◎  文：小萍

2

8

新年團圓人也變圓
8個減肥小竅門

以小目標當起點

「我要減肥」！太過籠統

了，建議你設定大約 1 ～ 3 個

小目標當作起點，一點一滴的執

行，比較容易達成目標，例如：

每天都要吃早餐、不喝含糖飲

料、一星期運動 3 次等。

找朋友督促自己減肥

找一位好朋友或營養師等當

你的監督者，讓他們知道你的決

心和計畫，並且能督促你按表執

行。甚至可以找人陪你一起身體

力行，有同伴一起參與減肥計

畫，成功的機會就更大了。

多喝水

想吃東西的時候，去喝一

杯水吧！其實，有時你的飢餓

感是因為口渴所導致。同時，

喝水可以讓你產生飽足感，稀

釋想吃東西的慾望，所以建議

適當多喝水。然而，多喝水並

非多喝含糖飲料，如果想讓開

水可口一些，不妨添加一片新

鮮水果或薄荷葉。

保健

常識

◎  文：簡東成

新春年假是一個長肉

的時節，吃喝玩樂過後，

猛然一驚，體重計上的數

字怎麼跳了一大截？以下 8
個小竅門幫助你執行減肥

計畫。

飲食要規律

有些人為了減肥，飲食不規

律，例如：早上起床後，還不餓

就不吃早餐，中午也盡量少吃，

到晚上受不了，反而吃得比平時

更多，這樣不但不會瘦，反而傷

身。減肥的時候，一天三餐的飲

食規律要保持，尤其早餐一定要

吃，午餐吃七分飽即可，晚餐則

可以再減量，吃到三、四分飽。

「少吃」換成「多吃」

「少吃」、「減量」、「別

吃」！想減肥處處受限制，減

肥計畫對你來說，是不是愈來愈

難堅持下去？

其實，換個說法，減肥會變

得容易許多——多喝無糖茶水、

多吃青菜、蔬果等，進食有飽足

感的低熱量食物，才不會因為太

餓而多吃了。

不吃零食

許多人為了減肥刻意少吃，

覺得吃太多飯會導致肥胖，但是

吃的食物太少，很容易飢餓，忍

不住吃起零食來，但是一般零食

的熱量都很高，往往含有大量脂

肪和添加劑，攝入的熱量超標，

吃多了零食反而會更容易胖，起

到反效果。

如果真想解餓，要注意選擇

低熱量且富有營養的零食。

控制食量並增加活動量

「少吃多動」是減肥的基本

原則，除了控制食量，例如：吃

主食加毛豆有助減肥

毛豆富含蛋白質、蛋氨

酸、維生素 C，能夠幫助燃

脂，亦有美肌的效果。

200 克的毛豆約含有 12
克蛋白質，約占女性一天所需

的 2 成。

食用毛豆可以提供飽足

感，毛豆中又富含促進脂肪和

糖分代謝所必要的維生素、輔

酶，故具備減肥的功效，建議

在主食中加入毛豆食用。

到「不餓」就離開餐桌，外出用

餐時將一半飯量留到下一餐等。

此外，一定要增加活動量，多

消耗熱量才行，一次 10 分鐘左

右，一天 3 次的小活動即可提

升基礎代謝量，再搭配適量的運

動，減肥就更容易成功了。

多吃黏稠和發酵食物

如果能提升小腸的吸收能力

就可以幫助減重，而黏稠食物中

含許多作為乳酸菌誘餌的二醣

體，發酵食物中含量豐富的乳酸

菌，能夠提高小腸吸收能力。這

二種食物還含有大量礦物質、維

他命、膳食纖維，可將二醣類這

類乳酸菌誘餌送到腸道外，增生

腸道內的乳酸菌，抑制腸內害菌

生成，達到改善腸道，提高其吸

收營養的能力。

熱湯瘦身晚餐

「熱湯減肥法」在日本非常

流行，方法很簡單，只要餐前喝

1 ～ 2 碗熱湯，增加飽足感，即

可達到瘦身的目的。如果是吃湯

麵、冬粉湯、米粉湯等，或是一

般的配菜和飯也行，只要按照順

序，從喝湯開始，再吃蔬菜、吃

主食（麵或飯），最後再吃肉類

就能輕鬆減肥，而且沒有出現抑

制食慾後的暴食或復胖的現象。

可以用排骨高湯或雞湯搭配

高纖食材，例如：各式蔬菜、菇

類、木耳、海帶……再打個蛋，

就是美味高湯了。不過千萬不能

勾芡增加熱量，湯上面有浮油，

也要撈起來。

毛豆

3

1

5

4

7

6

32 Ave NE

52
 St

. N
E

Temple Dr. NE

Kevin and
Amanda's Nofrills

N    5401 Temple Drive NE, Calgary
（東北區 32 大道與 52 街交叉口東北 Mall 內）
   營業時間：每天早 v9 點至晚 10 點

Kevin and Amanda's 更多熱賣

nofrills.ca * 廣告如有錯漏，以店內標價為準 Refer to price tags in the store, in case of discrepancy of printing errors in this Ad

有效期： 2019 年 2 月 15 日至 2 月 21 日
平民菜店 超市規模意想不到的低價

Whole White Mushrooms 200g or 
Small Potatoes (5LB BAG)

Ground Chicken or Turkey 454g

Field Cucumbers Deli World Light Rye Bread 500g

Coca-Cola or Canada Dry Soft Drinks 2L

Kraft BBQ Sauce 455mL or 
Salad Dressing 250mL

Renuzit Gel 198g or Glade 227g 
Air Freshener

白蘑菇 (200g) 或

小土豆 (5LB BAG)

雞肉碎 (454g)

可口可樂 或 薑汁汽水 (2L)
燒烤醬 (455mL) 或

沙拉醬 (250mL)空氣清新劑

Kevin and Amanda's

Kettle Potato Chips 
160g or Crisps 98/103g

薯片

100
EA

Dole Salad Mix (227-397g)

Astro 4×100g or Beatrice 500g 
Yogourt

沙拉組合 (227-397g) 

酸奶

100

100
EA

黃瓜 麵包 (500g) 

Glad Plastic Cling Wrap 30m or 
Alcan Foil 25’

保鮮膜 (30m) 或 錫箔紙

100
EA) 100

EA)

Ambrosia Apples or Royal Gala Apples

Butcher’s Best Fully Cooked Sausage 175g

蘋果

香腸 (175g)

French’s Mustard 225mL or Heinz 
Ketchup 375mL

芥末醬 (225mL) 或

番茄醬 (375mL)

100
EA

 新年快樂

Schneider’s Lunchmate Grab’N 
Snack Kits 50/68g

Del Monte, Oasis or 
Arizona 960mL, or Tetley 
Iced Tea Lemon 2L

學生午餐 (50/68g)

果汁

100
EA

100
EA

Pork Picnic Shoulder Roast Marcangelo Pork Soulvki 120 g, 2pk
豬肩肉 豬肉串 (120g, 2pk)

001 LB) 100
EA)

100
LB)

5LB BAG

豬肩肉

100
EA 100

EA
酸奶

100
 )

100
 

100
EA

001 EA) 100
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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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ganic Blueberries

Red Pepper Habanero PepperKorean Mandarins

Romaine Hearts有機藍莓

紅燈籠椒 哈瓦那辣椒

Round Tomatoes 蕃茄

蛇果

Eggplant 茄子

Freestone Produce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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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taloupe 網瓜

韓國橘子

羅馬生菜

$     .00/ 個1

更

2月 12日特價商品

Mini Cucumber Red Delicious Apples迷你小黃瓜

下列價格為過往記錄，僅供參考。當日價格請查詢我們的臉書頁面（ Facebook）。
The following prices were historical records and are for reference only. Please check our Facebook for sales items of the day.

$         .00/ 箱

$         .00/ 箱

15

15$     .00/ 箱 $     .00 / 2 個

$     .00 / 2 盒$         .95/ 箱 $         .00/ 箱

5 1

124 25 （40 磅 )（8 磅 )

$         .00/ 磅15

(25 磅 )

(25 磅 )

2月 13日特價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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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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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ve. NE

27 ST N
E

29 ST N
E

Barlow
 Trail N

E

36 ST N
E

N

$         .00/ 箱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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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來信

曼麗回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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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期：2019 年 2 月15 日∼ 2 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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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大甜橙

蘆筍

北王牌
帝皇魚扒

清真牛舌

美國菠菜

小芋頭

虱目魚

新鮮
特級牛腱

意大利瓜

台灣產
一級番石榴

海燕牌
鯰魚扒

新鮮豬扒

雪裡紅

波羅蜜

幸福比內牌
吞拿魚

澳洲
草羊粒
連骨

加拿大甜菜

美國產
一級土豆

海燕牌
金線紅杉魚

美味精選
牛頸骨

芥蘭

韭菜

妮娜牌
去頭白蝦

如蘭牌
系列肉製品

15 磅裝

Sunridge Store only

清真
1KG 袋裝清真原袋

大
量
停
車
位

曼麗小語：結婚生子是傳承、是使命，就

像父母當年辛苦拉拔我們長大一樣。當子

孫環繞，才覺得苦盡甘來。凡事要多往好

處想，才是最好的胎教，寶寶才會是在被

期待的幸福氣氛中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地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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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薪家庭 
懷孕好辛苦

我
目前懷孕六個月了，最

近先生換了一份工作，

沒想到需要常常加班，

有時還要一整夜都在上班，每天有

做不完的工作，回到家一通電話就

還要連線工作，我可以瞭解他上班

很辛苦，可是我現在孕期需要的關

心照顧，他也都沒辦法，回到家就

累得癱在床上。我很擔心孩子出生

後該怎麼辦？是否就我一個人忙

呢？我自己也有工作，但我是準時

下班的人，等於下班後我還得忙孩

子，沒有人能幫忙，我們父母都不

行。有時候會覺得結婚一點好處都

沒有，懷孕累生孩子累，照顧孩子

也累……我要怎麼適應這種情況？

職
業婦女很辛苦，要照料

家庭，也要分擔家計。

但是什麼都可以分工，

唯獨懷胎十月的重任就是落在女性

身上，男人無法取而代之。其實，

結婚生子是傳承、是使命，就像父

母當年辛苦拉拔我們長大一樣。當

子孫環繞，才覺得苦盡甘來。到時

再回頭看這一路的辛苦，似乎也就

微不足道了。

所以，結婚不會一點好處都沒

有。但是好處多還是少，就看當事

人如何經營婚姻，如何珍惜這份姻

緣，並且願意同甘共苦。先生近期

換新的工作，加班超時工作也很辛

苦，無非希望能在大環境不景氣的

情況下穩定收入，好迎接小寶寶的

降臨。他如果加班下班後還有餘力

照顧你，那肯定是鐵人等級了。如

果他能準時下班，陪伴妻子、照顧

妻子，工作又無遭裁員之虞，你說

誰不會想擁有這簡單的幸福？

當然，不是說你就要一概承受

孕期的辛苦，如果你身體不適，體

力無法負荷準時下班後的家務，可

以在這期間，請娘家的母親前來短

期同住，如果無法促成，你們雙方

的父母又不住在附近，看起來要自

立自強的成分較大。不然，就是經

濟情況許可的情況下，你留職停薪

暫時不要上班。

如果是雙薪才能負荷房貸、家

計等，等到孩子誕生，或許可以考

慮托嬰中心，畢竟，媽媽沒有足夠

的體力，是無法確保育兒的品質

的。現在，你已經懷孕六個月，凡

事要多往好處想，才是最好的胎

教，寶寶才會是在被期待的幸福氣

氛中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地誕生。

請提醒自己：先生的工作情況

不會永遠如此忙碌，而且往好處

想，現在有得忙會比無薪假的勞工

朋友來得幸福；你要做個快樂的準

媽媽，隨著孩子誕生，這個家將

更完整，你的生命也將因為被賦

予「母親」這神聖的稱號而更有意

義。而且和先生被外派的太太們比

起來，你還可以天天見到先生的

面，臨盆時，先生還會陪伴在側，

是不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呢？建議你和先生多談談，想想兩

人走向紅毯的初衷，很多的怨懟會

煙消雲散喔！祝福你當個快樂的準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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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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中心冬季燈光藝術節

家庭日（Family Day）長周末期間，

市中心將舉辦第二屆 GLOW 冬季燈光藝

術節。市中心每個公共空間都會被獨一無

二的燈光藝術裝扮起來，包括投射燈光以

及藝術家們授權的交互式燈光藝術。

部分場地與 Plus15、酒店和停車場

等相連，便於人們來觀光。情人節當日，

在 Olympic Plaza 除了燈光藝術外，還

有令人驚艷的“情人節愛情燈光”以及

BaseBus 舞蹈派對，現場音樂之夜等 ! 訪
問網站下載市中心地圖。

時間：2 月 14 ～ 18 日，下午 5 點～

晚間 11 點

地點：卡城市中心

網址：experienceglow.com

Marlborough Mall 
慶祝家庭日

時間：週六，2 月 16 下午 1 點

地點：Marlborough Mall Family 
Park （兒童娛樂區）

地址：Memorial Drive & 36th 

Street NE

WowFest魔術藝術節
WowFest 是週末神奇的魔術表演，

全加拿大最著名的魔術師現場演出。本次

為第七屆。關於購票和更多信息，請訪問

網站。

時間：2 月 16 日～ 18 日

地點：BMO 劇院，Shane Home 
YMCA at Rocky Ridge

地址：11300 Rocky Ridge Road, 
NW

網站：www.wowfestmagic.com

FISHtival!
亞省家庭釣魚週末，免費的室外家庭

娛樂活動以及 Discovery Centre 減價門

票。訪問這裡的 Investigation Station，
了解亞省的魚和野生動物。

門票：$5.00
時間：週六，2 月16 日10am ~ 4pm
地點：Bow Habitat Station
地址：1440 17A Street SE
網站：bowhabitat_albert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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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LB
Now 特價 $2.69 /LB

was 原價$2.99/LB
Now 特價 $1.99 /LB

梅頭肉
Pork Shoulder

牛仔骨
Beef Short Ribs

連背雞腿
Chicken Legs

w/Back

小雞腿
Chicken 

Drumsticks

豬脾瘦肉

Pork Leg
豬扒

Pork Chops
雞中翼

Chicken Wingettes

五花腩
Pork Belly

排骨
Pork Ribs

雞全翼
Chicken Wingettes

was 原價$7.99 / LB
Now 特價 $5.59 /LB

was 原價$7.99/LB
Now 特價 $5.59 /LB

was原價 $2.19/LB
Now 特價 $1.39 /LB

was原價 $2.19/LB
Now 特價 $1.19 /LB

was 原價 $2.99/LB
Now 特價 $1.99 /LB

雞翼槌
Chicken Drumettes

was 原價$4.99/LB
Now 特價 $3.39 /LB

was原價$2.99/LB
Now 特價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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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價 原價$7.99 / LB$7.99 / LB$7.99 / LB$7.99 / LB

新鮮牛尾
OX Tail

膠質多多 ,
養 顏 滋 補
的牛尾湯 ,
奉 獻 給 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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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