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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尼披露更多施政綱領A5 Jason Kenney reveals more of 
UCP platform

B3 上帝存在嗎？再簡單不過
Does God exist?
The answer is SIMPLE

C2 《西遊記》的驚奇與玄機
Journey to the West:
its wonder and mystery

當日 BBC 報導，身在美國

的李銳長女李南央表示，將在 4
月公開李銳生前捐獻給美國檔案

館的所有日記、工作筆記等歷史

資料。

李銳告別儀式引爭議

眾多海外媒體報導，李銳告

別儀式 2 月 20 日早上在北京八

寶山公墓東禮堂舉行，門口沒有

橫幅，沒有姓名。與其他人告別

儀式不同，現場不准拍照，也沒

有派發李銳生平。但現場看到，

李銳遺體蓋黨旗，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總理李克強、中央組織

部部長陳希、前總理朱鎔基等人

送了花圈。告別儀式由中央組織

部按照正部級操辦。

此前，身在美國的李銳女兒

李南央發表聲明說，她不去參加

追悼會，不能接受將她父親定位

為一個共產黨的正部級幹部來進

行追悼，她父親生前曾表示死後

「不開追悼會，不進八寶山，不

蓋黨旗」。但其繼母張玉珍否

認李銳有此遺囑。

李南央在 2 月 21 日《美國

之音》節目中表示，李銳的這種

意願並非遺囑。「我認為，我的

繼母就是共產黨用來鉗制我父親

的一隻手，所以父親根本就不可

能在生前把自己的意願作為遺囑

寫出來。」「他是通過逐年逐月

的聊天向我表達的。沒有文字的

遺囑，也沒有錄音的遺囑，就是

一種意願。」此前她提供了李銳

的日記原件照片以證實。李銳在

1996 年 3 月 14 日寫道，「今生

只缺一揮手，告別無須八寶山。

請問骨灰何處撒？樓前樹底作肥

源。」

據報導，很多異議人士事先

將花圈送到李銳家中，也有異議

人士事先遭到警方電話攔截，被

禁參加李銳葬禮。

獨立時評人章立凡在 21 日

《美國之音》節目中表示，李銳

遺體蓋黨旗一事，可能是家屬胳

膊拗不過大腿。李銳的同輩如于

光遠、何方等人，他們去世時，

雖然也被認為是黨內異議者，但

都毫無例外被蓋上黨旗。「黨」

無法佔有逝者的心，但還是要佔

有其遺體。

至截稿時，大陸媒體對李銳

逝世一事幾乎緘口不言，大陸網

站和社交媒體上關於李銳逝世的

消息也遭到刪除。

李銳其人

李銳 1937 年加入中共，曾

當選中央委員。 1949 年後，出

任中共組織部常務副部長、水利

部副部長、毛澤東的兼職秘書，

等等。享年 101 歲的李銳生前

政治生涯起伏，在多次政治運動

中歷經磨難。其主張憲政民主、

黨內民主改革，其著作《廬山會

議實錄》和關於毛澤東的著作都

是不可多得的中共史料。

李銳晚年越發敢言，長期

呼籲民主憲政，得到一批自由

派人士的支持。中共前總書記

趙紫陽的政治秘書鮑彤在其推

特（Twitter）發帖講述，李銳

曾說，當時的「二把手」中共元

老陳雲調李銳到中共中央組織

部，是要他去牽制和監視時任中

共總書記的胡耀邦。李銳強調自

己怎麼能幹這種事。陳雲為何要

派人監視胡耀邦？因為二人對改

革開放態度不同。陳雲反對改革

開放，主張計畫經濟為主，市場

調節為輔。（下文轉 A2）

中共自由派元老、毛

澤東前秘書李銳的告別儀

式2月20日早在北京八寶

山公墓舉行，近千人向覆

蓋中共黨旗的李銳遺體告

別。由於外界傳聞李銳遺

願是「不開追悼會，不進

八寶山，不蓋黨旗」，其葬

禮引起海內外輿論的強烈

關注。

記者董林杉綜合報導

李銳告別儀式引爭議毛澤東
前秘書

八十三年內幕將公開

李銳先生和女兒李南央。（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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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端木珊綜合報導】深

圳一家專注智能視頻分析的公司深網視

界（SenseNets）近日被曝大規模信息

外泄事件。超過 250 萬人的個人信息

記錄，逾 680 萬個個人行蹤地點皆被

曝光。

深網視界的漏洞最先被荷蘭非營利

機構 GDI 基金會網路安全研究員吉佛

斯（Victor Gevers）發現。吉佛斯日

前在其推特發布消息說，深網視界的臉

部識別資料庫沒有密碼保護，可供任何

人閱覽或下載。該公司的資料庫中存放

了多達 256萬用戶的記錄，用戶姓名、

身份證號碼、生日和住址等資料皆處於

未受保護的狀態長達數月之久。

僅 24 小時之內，就有超過 680 萬

個人行蹤地點被記錄下來，記錄的地

點包括警察局、酒店、網吧、旅遊景

點等地。

根據吉佛斯分析，這些記錄疑似絕

大部分都是中國新疆的維吾爾人。美國

國會臺灣觀測站（Taiwan Watch）在

報導相關消息時亦提到，深網視界對逾

200 萬用戶的追蹤地點全在新疆。

吉佛斯從去年 7 月開始就試圖聯

絡深網視界，對信息泄露問題發出警

告，但他們並未回應。直至現在，深網

視界的工作人員仍拒絕回應信息泄露問

題。中國外交部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警

方亦沒有回應置評請求。大陸媒體則對

相關消息進行封鎖，與此事相關的報導

幾乎全被刪除。唯《財新網》引述一名

知情人士稱，該公司目前正在進行內部

調查。

深網視界成立於 2015 年，其官網

上稱其「定位於 AI+ 安防」。

【看中國訊】據中央社報導，美中雙方

計劃本週在華盛頓再度進行協商，但在 4
項主要議題上仍待消弭歧見。

中央社引述法新社報導，美中雙方膠著

重點的協商進度分析如下：

1. 知識產權偷竊和技術轉移

美方指北京鼓勵竊取美國的知識產權，

並強迫美國企業交出商業機密換取市場準入。

2. 產業政策

中國的產業政策引發疑慮，尤其是「中

國製造 2025」。這項計畫透過國家對國

內企業慷慨補助，目標讓北京在人工智慧

（AI）等新興科技產業攀上全球領導地位。

3. 國家補助

近幾年中國國有企業進一步擴大在國內

的優勢地位，這和西方要求的市場改革背道

而馳。華府希望中國未來降低國家在經濟中

扮演的角色，並減少對產業和企業的補助。

4. 貿易赤字

政治上敏感的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問

題，去年達到史上最高記錄 3233 億美元。

北京曾承諾擴大採購美國大豆和其他貨

品，在談判中也提議大量採購美國貨，以促

使白宮同意達成協議。白宮 2 月 15 日也強

調和中國採購行動有關的協商，目的為了減

少「龐大且持續的雙邊貿易赤字」。

目前，美中談判雙方正努力達成合作備

忘錄（MOU），詳列各自承諾，為川普和習

近平可能的會面做準備。

（上文接 A1）
而胡耀邦則主張實行全面的

市場經濟，甚至要進行政治改

革，此舉引發陳雲等保守派人士

不滿。

鮑彤在 17 日的另一則推特

上說，李銳不畏強權，曾為長

江、飢民、學生、憲政等呼號

過，但都沒有成功。

21 日《美國之音》節目中李

南央說，李銳從中組部下來後，

花了十多年時間負責中共組織史

資料撰寫，瞭解到中共在蘇區肅

清 AB 團時殺了十幾萬黨員，有

的縣只剩一兩個人，他感到非常

震驚。

「另外就是六四事件。當時

父親在木樨地，目睹了坦克進城

碾壓市民和學生。他所在的大樓

面對大街。他在樓裡和年輕人一

起站了一個晚上，不停高喊「法

西斯」。他們一喊，子彈就會

掃射上來，他們趴下躲避；再

喊，子彈再掃射上來。第二天一

清早，他前往旁邊的醫院，看到

堆起來的屍體和流淌在地上的血

漿。他對共產黨徹底絕望。所

以，給他蓋的黨旗上更多是沾的

共產黨屠殺人民和自己黨員的血

跡。」李南央說，「他告訴過我

不退黨的原因，留在黨內說話更

有份量，否則就會跟我一樣說話

沒有份量。」

震撼內幕4月公開
BBC 中 文 網 報 導， 李

南央近日向記者表示，她已

經將父親一生的日記全部捐

獻給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

（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and Peace）永

久保存。李銳日記共約一千萬

字，時間從 1935 年至 2018 年

3 月 26 日李銳住院前，共 83
年。除了日記外，這批文獻還

包括李銳的信件，在廬山會議

時期、參加土改時的工作筆記

等等。李銳日記預期將在今年 4
月由胡佛研究所向公眾開放。

李南央說舉例，文獻裡面記

錄了歷史的冤假錯案。「他在工

作筆記裡講，老百姓和貧農不肯

分地主的財產和田地，說這是喪

天良的事。共產黨說農民的覺悟

太低。結果真正去分地主財產的

人都是地痞流氓，是農村最好吃

懶做的人。而且這些人是分財，

不要地。」

李銳所寫的文字在中國大陸

被禁，他在香港出版的著作，進

入中國海關時，有被沒收和撕毀

的記錄。因此從十多年前開始，

李南央便決定每次回國，將父親

的日記一部分一部分的偷偷帶出

國外。李銳的日記經胡佛研究所

專家鑑定，認為與該所保存的

《蔣介石日記》一樣，有極其重

要的價值。李南央把這個消息告

訴了父親：「從那個時候起，爸

爸就特別興奮，他知道他的日記

能留下來了，他覺得是對他的價

值的一種肯定。」

帶出李銳的日記，除了要躲

過海關，還要躲過李南央的繼

母。李銳把李南央的繼母，稱作

是自己的「醫生護士兼政委」。

這位「政委」曾聲色俱厲的說：

「李銳你的日記不是你個人的財

產，是共產黨的財產，你不是一

般的黨員，你是共產黨的高級幹

部，你必須交給組織。」

中國經濟社會學者何清漣撰

文評論說，李老辭世之時，正逢

牆內專制強化，各方利益及理念

嚴重衝突，一場喪儀如何舉辦成

了政治站隊。中國近百年政局棋

枰翻覆，當走過這段歷史後，對

歷史人物的評價，還有一個更永

恆的尺度，那就是良知與人性。

看 李銳告別儀式引爭議 八十三年內幕將公開毛澤東
前秘書

1958年7月，李銳（右二）在廬山會議。(Li Nanyang)

天網惹禍 250萬人信息外泄 華府續談 4 大主要癥結待解美中貿易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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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前 加 拿 大 多 倫

多大學（U n i v e r s i t y 
o f  To r o n t o）士嘉堡
分校（S c a r b o r o u g h 
C a m p u s）舉行了學生
會選舉，最後由加籍藏

族人齊美拉莫（Che m i 
L ha mo）當選為學生會
會長，副會長由臺灣學生

蔡禮陽（Leon Tsai）當
選。當選舉結果揭曉之

後，引發中國留學生群起

動員，在拉莫的臉書上、

Instagram留言對其謾
罵，且發動抵制，並指控

拉莫是一名藏獨分子。齊

美拉莫對自由亞洲電臺表

示，她不會沮喪、放棄，將

堅持自我價值和原則。

記者林佳綜合報導

生至連署網站 change.org 上進

行簽名，以反對讓齊美拉莫成為

多倫多大學分校的學生會會長。

雖然連署人數後來超過了萬

人。但也引發其他學生的不滿，

使得在同一連署網站上，就有人

也發起連署，以支持齊美拉莫

留任。有不少參與連署的網友

說「這裡並不是中國」。他們表

示，拉莫是經過公平選舉所產生

的學生會長。因此，中國留學生

應尊重選舉結果，不然就不配擁

有自由。

總部設在多倫多的國際人權

機構——同一個自由世界（One 
Free World International） 創

會 總 裁 馬 吉 德． 艾 爾 沙 菲

（Majed El Shafie）對此事件評

論說：「一些中國學生將自己的

思想強加在別人身上，企圖控制

多倫多學生會事件
持續發酵 多方熱議

我們的民主。不管你的政治背景

如何，你的宗教信仰、種族膚色

是什麼，都不應該被他人霸凌指

責，這是大學校園和加拿大整個

社會最重要的精神。」

另 外，2 月 11 日， 安

大 略 省 的 麥 克 馬 斯 特 大 學

（McMaster University） 舉 行

了新疆再教育營講座，會場上也

有中國留學生突然針對演講人、

前加拿大維吾爾大會主席托度希

（Rukiye Turdush）大聲咆嘯，

且飆罵髒話。據自由亞洲電臺

（RFA）指出，其實在講座舉辦

之前，就有中國的留學生於微信

群組上討論要如何進行鬧場，並

還向中國領事館報告。

針對這兩個事件，獨立時政

分析人士文昭認為這是加拿大版

《戰狼》：有人說齊美拉莫隱瞞了

自己的政治主張，造成中國學生

誤投給她。其實多大學生會競選

章程裡沒有規定競選人要闡述自

己關於西藏政治地位的立場，如

果有必要說明這一點，那是不是

也要求表明支不支持魁北克獨

立？支不支持加州獨立、德州獨

立？你是在競選學生會主席、還

是在競選外交部發言人？」你在

本校學生群體裡得不到支持，找

批校外不相干、沒有投票權的

人，推翻有合法投票權的學生做

出的決定。你這不耍渾撒潑是什

麼，在這個社會裏就是是霸凌行

為（bully）」。

在選舉結果揭曉之後，從 8
日起，就有一篇以《多倫多大學

中國學生的態度》為標題的文章

在微信廣傳，其內容主要針對學

生會長齊美拉莫，掀起她的身

份，指稱她曾於 Instagram 中，

介紹自己支持「圖博自由」（Free 
Tibet），同時並放了多張她參加

相關活動的照片。文章中宣稱，

在多倫多大學的學費之中，有一

部分是給學生會用的，因此合理

的相信齊美拉莫應該「會利用大

學生的錢，為藏獨事業做出貢

獻」。文章中並號召中國留學

川普逼馬杜羅
退位8要點

加籍藏族人齊美拉莫（Chemi Lhamo）（圖片來源：齊美拉莫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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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瘟持續蔓延 恐攻陷中國肉製品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中國非洲豬瘟疫情繼續蔓

延。中國農業農村部 20 日證

實，山東省濟南市萊蕪區發現非

洲豬瘟疫情。據稱發現疫情的養

殖場，存欄生豬 4504 只，發病

17 只，死亡 3 只。

此次山東省成為中國第 27
個發生非洲豬瘟疫情的省區。 2
月 18 日廣西壯族自治區北海市

銀海區也通報首次發現疫情。截

至目前，中國官方尚未證實出現

非洲豬瘟疫情的省區，僅剩河

北、海南、新疆、西藏 4 處。

此外，與中國相鄰的越南也

證實首次發現豬瘟疫情。越南農

業與農村發展部 2 月 19 日稱，

越南北部興安和太平兩個省發現

非洲豬瘟疫情。

儘管農業部規定為防控疫情

傳播會撲殺每隻豬，而且都會給

予養殖戶 1200 元的補助。但據

悉，或因政府救助不力甚至是縱

容，導致養殖戶為減少損失而銷

售問題豬肉，而各地的防疫部門

也沒有能力檢測和防止問題豬肉

流入肉企。

《新京報》報導，2 月 9 日湖

南省湘西自治州曾在三全「灌湯

水餃」3 份樣品中，檢測出非洲

豬瘟病毒核酸陽性。隨後有網友

爆料，包括三全、鄭榮、科迪、

金鑼等在內的 11 家廠商、43 批

次產品 83 個樣品，都被檢出非

洲豬瘟病毒核酸陽性，採樣地點

分別在甘肅蘭州市、武陵市等

地，甘肅省農業農村廳也證實這

一消息。報導指出，此次涉事企

業規模巨大，包括三全、鄭榮、

科迪、上海國福龍鳳等，其中河

南科迪速凍食品有限公司生產的

水餃、肉丸等產品中，至少有

67 份樣品檢出非洲豬瘟病毒。

而三全食品是中國最大的

冷凍食品生產基地，1 年能賣出

20 億元人民幣餃子。此次其生產

的「三全灌湯水餃」中也含非洲

豬瘟病毒。除三全食品外，1 月

22 日，中國另一家上市食品公

司「安井」也曾公告，旗下子公

司泰州安井食品公司的「撒尿肉

丸」，疑似含有非洲豬瘟病毒。

有知情人士向自由亞洲電臺

透露，事實上，已測出的包括三

全在內的 10 多家廠商、40 批次

產品含有豬瘟病毒，官方並未打

算對外公布，而是內部不慎讓信

息流出，之後有媒體去找企業求

證，消息才曝光。

目前從曝光的部分檢測報告

可見，帶有病毒的豬肉製品，種

類從肉丸到餃子，再到香腸，製

品流通範圍從東部沿海一直到甘

肅偏遠地區。

媒體人士陳先生表示，目前

大陸民眾在不知情的前提下，仍

在食用豬肉，而政府高官食用的

卻是特供豬肉，這對一般老百姓

來說非常不公平。

【看中國記者憶文綜合報導】

美國總統川普 2 月 18 日譴責馬

杜羅及其奉行的社會主義。他警

告委國軍方放棄馬杜羅，效忠瓜

伊多，否則「將失去一切！」當

天稍早，白宮事先發布川普演說

大綱，包括以下 8 個要點：

大力支持臨時總統瓜伊多。

目前委國的民主道路是不可

逆轉的。

委內瑞拉軍人要做出明確選

擇：為他們自己及家人的未來努

力實現民主，否則他們將失去所

擁有的一切。

美國知道委國軍官及其家人

在世界各地隱藏的錢財。

委國軍隊和安全部隊應該聽

取瓜伊多總統的意見，並允許人

道主義援助進入委國。

委內瑞拉不應該是古巴的傀

儡。

委內瑞拉成功地和平過渡到

民主，將有助於促進尼加拉瓜和

古巴的民主。

美國已為人類歷史創建了第

一個完全民主的通路。

2 月 16 日，美國 3 架軍用

飛機滿載為人道救援物品在哥倫

比亞庫庫塔降落。那裡已堆積了

大量食品與醫藥，等候運入委

國。 2013 年起開始擔任總統的

馬杜羅眼裡沒有餓得前胸貼後背

的人民。針對援助物資，他說，

不需要這些非法的救援品，讓這

些物品進入委國是替美國軍事入

侵鋪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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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墨邊境牆有望2020年建好
【看中國記者憶文綜合報導】

川普 15 日簽署法案宣布美國進

入 「國家緊急狀態」，他說，毒

品、犯罪分子、從墨西哥進入美

國的非法移民對美國國家安全造

成嚴重威脅。「這是入侵！」

他說：「自 1977 年以來，

其他總統們都簽署過，賦予了總

統這項權力，這沒有任何問題。」

他也承認，宣布這項決定可

能很快會遭至法律訴訟，最高法

院也會對此做出裁決。川普表

示，原本他可以等上一段時間，

再為修建邊境牆籌集資金，但

「我不需要這麼做」，「我寧願

做得快一些」！

這樣，川普可獲得約 80 億

美元建境資金，遠遠超過此前民

主黨議員拒絕給他的 57 億，僵

持局面還導致聯邦政府停擺一個

多月。這 80 億資金可能包括：

（1）進入「緊急狀態」後，總統

可繞過國會，動用 36 億軍費轉

移；（2）利用總統預算自由裁

量權，使用國防部緝毒項目中的

25 億；（3）財政部罰沒毒品的

資金 6 億；（4）加上前一天（14
日），參議院通過的聯邦預算案

中的 13.75 億建牆資金。

對此，民主黨強力抨擊，表

示將向聯邦最高法院提出控訴，

並威脅，民主黨籍總統日後也能

在槍枝管制議題上照葫蘆畫瓢；

部分共和黨人也公開表示保留立

場。但川普確信自己會贏，法律

專家普遍也認為川普勝算較高。

白 宮 高 級 顧 問 米 勒

（Stephen Miller）2 月 17 日表

示，若國會反對該命令，川普或

首次動用否決權。米勒說，美墨

邊境牆可能長達數百英里，將在

2020 年 9 月前蓋好，時間就在

下屆總統大選前的 2 個月。米

勒認同川普的論點，強調不安全

的邊界，會讓毒品與罪犯大量湧

進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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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0 日的中共官方消息

稱，中共軍事法院對中央軍委聯

合參謀部原參謀長房峰輝進行了

宣判，認定房峰輝犯受賄罪、行

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數

罪併罰，決定執行無期徒刑，並

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追繳的贓

款贓物上繳國庫。

前中共軍委委員房峰輝和

張陽二人此前被作為江澤民兩

大軍中親信徐才厚和郭伯雄「餘

毒」，在 2017 年中共十九大前

後同期被拿下，其中張陽更在當

年11月以慘烈的方式結束生命。

香港《南華早報》去年 10 月

16 日援引一名中共軍方的消息

人士的話稱，房峰輝案件牽涉到

300 多名軍隊人員，而正在接受

調查的房峰輝貪腐案涉案金額可

能超過 1 億元人民幣。

房峰輝被指是郭伯雄的親

信，在郭大力提拔下，其仕途一

路平坦。他早年曾在新疆軍區任

職，歷任排長、作訓參謀、團

長、師參謀長，後轉任蘭州軍區

第 21 集團軍副軍長、軍長。蘭

州軍區被指是軍中大老虎、前軍

委副主席郭伯雄發跡之地。

房峰輝隨後在 2003 年出任

廣州軍區參謀長，2007 年升任

北京軍區司令，曾擔任 2009 年

大閱兵總指揮，次年晉升上將軍

銜，2012 年出任總參謀長。房

峰輝在廣州軍區任職時曾與原政

治部主任張陽是老搭檔，二人在

同一個班子中任職四年。

房峰輝、張陽在中共十八大

後晉身中共中央軍委委員。在習

近平 2016 年 1 月執行軍改後，

房、張兩人分別擔任中央軍委聯

合參謀部參謀長及政治工作部主

任。但 2017 年 8 月兩人被曝出

先後卸任參謀長及政治工作部主

任，去處卻隻字未提，並雙雙落

選中共十九大軍方代表。之後就

傳出兩人被查。

有海外媒體去年 1 月 16 日

引用熟悉軍隊內情的消息人士

說，房峰輝在 2007 年 6 月至

2009 年 10 月任北京軍區司令

員期間，狂賣軍產地皮，大發

橫財，其中 292 醫院的地皮就

賣出 47 億元人民幣。在房峰輝

主導下，北京軍區大院數十棟樓

被拆掉，並斥資近 10 億元新建

五星級的豪華賓館；他還斥資

6000 萬元興建軍區大院南大門

和院內道路，而新建的門診部大

樓改為京西醫院。

消息人士披露，房峰輝住所

為四合院式豪宅，占地 1000 平

方米以上，並裝有防彈玻璃，地

下設施能夠抗核爆。

外界懷疑，房峰輝表面上的

罪名是貪腐，實際上是與前政治

部主任張陽共同策劃政變，事情

敗露遭逮捕。張陽於去年 11 月

在家中自縊身亡，疑點重重。

香港《前哨》雜誌 2017 年

10 月號文章稱，房峰輝、張陽

二人抵制習近平「肅清郭伯雄、

徐才厚遺毒」，暗中保護親信；

習軍改時強調軍政權和軍令權分

開，房和張對習近平軍改削權心

懷不滿，於是二人策劃在十九大

前發動軍事政變，沒想到機密被

泄露，習近平果斷下手抓捕兩

人，粉碎了這場軍事陰謀。

外交部密集異動

 綜合媒體 2 月 19 日消息，

近日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張漢

暉已升任外交部副部長；劉顯

法任外交部部長助理，李惠來

不再擔任外交部部長助理職務。

此前，今年 1 月，中組部

副部長齊玉，接替張業遂出任

外交部黨委書記、部機關黨校

校長。

公開資料顯示，張漢暉出

生 於 1963 年 10 月， 自 1988
年開始就一直在外交系統工

作。去年 9 月，張漢暉擔任外

交部部長助理。

新任部長助理劉顯法出生

於 1963 年 4 月，山東青島人，

曾長期在能源系統工作。 2011
年，劉顯法首次離開能源系統轉

入外交領域，擔任駐洛杉磯副總

領事。去年 5 月，劉顯法卸任

駐肯尼亞大使，至今次履新。

此次卸任外交部部長助理

的李惠來，曾任外交部辦公廳

主任，2015 年任該職。

去年中國外交部高層也有

調整：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

辦公室副主任、中央外事工作

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樂玉成調

任外交部副部長；外交部部長

助理、禮賓司司長秦剛升任外

交部副部長。

習正寧舊同事受注目

在最近的一波外交部人事

變動中，以齊玉擔任外交部黨

委書記最受人關注。

由於齊玉毫無外交經驗，

這一奇怪的人事安排引人猜測。

港媒《明報》的評論文章

表示，中國外交部黨委書記在

部內是僅次於部長的第二號人

物，屬正部級職位。歷來是由

熟悉外交的專業幹部出任。而

58 歲的齊玉曾在陝西、北京、

青海、吉林等地任職，歷任黨

刊主編、組織部長，黨委書

記、黨建研究所長，不僅毫無

外交經驗，其任職地域也全在

北方，從未跨越黃河。

分析認為，齊玉成為中國

外交部第二號人物，或開了外

交部將設專職黨官「監軍」、外

行領導內行的先例。

齊玉現亦為中國全國人大

常務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監

察和司法委員會委員。

有海外中文媒體披露，齊

玉背景不一般，他來自由習近

平同窗陳希控制的中組部，但

他的陝西背景，與同是陝西人

的現任中紀委書記趙樂際有更

多關聯。而齊玉更曾是習近平

的同父異母兄弟習正寧同事。

據悉，齊玉 1983 年 7 月參

加工作，曾任中國陝西省委組

織部調研員。而 1984 年習近平

的同父異母兄弟習正寧任陝西

省委組織部青年幹部處處長，

主要負責對青年幹部的培養和

考查。

習正寧曾用名習富平，習

仲勛長子，是習近平同父異母

的哥哥。 1986 年任陝西省委組

織部副部長，1987 年，先後擔

任海南省司法廳廳長、海南省

政法委書記等職， 1998 年因心

臟病突然去世。

人事頻變或預示整肅

中國外交系統曾是江澤民

派系親信掌控的地盤，被指腐

敗等問題嚴重。

香港《前哨》2018 年 4 月

號署名蔣力的文章披露，早在

十年前，外交系統中國本部、

駐外使領館官員違反外交紀

律，違反或觸犯駐在國法律事

件就層出不窮，違紀違法事件

逐 年 上 升，2005 年 95 宗、

2006 年 128 宗、2007 年 150
多宗。

2007 年，外交系統在國內

的違紀違法事件約 250 多宗，

其中半數是道德操守及婚外

情，其次是違反外交紀律。

文章指，外事官員近年來更

利用外交郵袋走私，利用外交豁

免特權，挪用或貪汙公款在駐在

國經商，造成極壞影響，或者私

下加入駐在國國籍或取得永久居

留權，道德敗壞、生活腐化墮

落，還有攜帶機密文件外逃，被

收買做間諜等。

另外，外交部內本身就人

事關係複雜，領導人拉幫結

派，搞小圈子，進行山頭活

動。其中，現任外交部長王毅

就是北二外派的幫主。

文章認為，習近平或要對

外交系統進行一次大清洗，全

面外交集權。

中國外交部高層目前只在

2015 年拿下了外交部部長助理

兼禮賓司司長張昆生。張昆生

是前駐美大使李肇星的特別助

理。外界認為，張被查主要牽

扯令計劃案。

2018 年 2 月 7 日，彭博社

披露，當局已下令對外交系統

徹底整改。

近期中共外交系統人

事頻變，最新調整涉及外交

部副部長和部長助理職位。

而1月由毫無外交經驗的原
中組部副部長齊玉擔任外

交部黨委書記，引起不少猜

測。齊玉還背景強大，曾是

習近平的同父異母哥哥習正

寧同事。

記者李文隆綜合報導

外交部高層異動 一人引關注

房峰輝判終身監禁 不止貪腐還涉政變

中共外交系統外交部被指問題嚴重，面臨整肅風暴。圖為習近平和現任外交部長王毅。（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李文隆綜合

報導】前中共軍委委員、

原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

房峰輝傳出消息，房峰輝

被判處無期徒刑。外界報

導指，房峰輝不止涉貪腐，

還涉政變。

房峰輝被判無期徒刑，外界報導指，房峰輝不止涉貪腐，還涉政變。圖

為房峰輝（右）和鄧普西（左）媒體見面會。（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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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省卡車車隊從紅鹿市出

發，週二（2 月 19 日）在渥京

國會山前集會，譴責特魯多政府

的能源政策。

作為此項活動 (United We 
Roll Convoy) 的組織者之一的

Glenn Carritt 說：「簡直無法相

信我們會得到如此多的支持，每

經過一個小鎮，都有數百人支持

我們。」

另一位組織者 King 站在集

會前，他身後的車隊齊鳴喇叭。

King 和 Carritt 表示，他們

旨在呼籲特魯多政府對油管建設

和碳稅問題趕緊採取行動措施，

同時呼籲政府停止施行 C-48 和
C-69 法案。

【看中國訊】總理特魯多首

席秘書傑拉德．巴茨（Gerald 
Butts）18 日宣布辭職，特魯多

接受了巴茨的辭呈。

在辭職聲明中，巴茨否認

自己或總理辦公室的任何人

曾就 SNC- 蘭萬靈公司（SNC-
Lavalin）行賄案向前司法部長威

爾遜 - 雷布爾德 (Jody Wilson-
Raybould) 施壓。巴茨表示目前

的爭議使總理辦公室工作重心偏

離，所以他決定選擇辭去職位。

總理特魯多在推特中表示，

感謝巴茨在這些年做出的貢獻，

並將繼續保持與他的深厚友誼。

除了政治夥伴關係之外，巴茨還

是總理的親密朋友——這種關係

可以追溯到他們作為校園辯論俱

樂部成員的蒙特利爾麥吉爾大

學（McGill University） 學 生

時代。巴茨幫助特魯多在 2015
年大選中成功當選。加拿大媒體

報導說，巴茨是特魯多最信任的

人，特魯多也曾表示「巴茨說話

就像我講話一樣。」

據 CBC 報導，巴茨的辭職

無疑是向加拿大政壇投下重磅炸

彈，是上週報導曝光總理辦公室

干預魁北克工程公司 SNC- 蘭萬

靈公司欺詐和腐敗案後，總理辦

公室經歷的又一波震盪。

【看中國訊】亞省省長諾特

利表示，將花費 37 億加元，通

過鐵路將內陸石油推向市場。

她週二（2月19日）說，「我

們必須今天採取行動，為我們的

能源工作者和依賴本省和國家的

家庭提供更多的救濟。亞省人並

非坐以待斃，我們採取行動。」

她表示，鐵路是一個中期填

補空缺的措施，因為跨山油管擴

建到西海岸等項目仍前途未卜。

亞省政府將與加拿大太平洋

鐵路（CP Rail）和加拿大國家

鐵路（CN Rail）兩家公司簽訂

合約，計劃到 2020 年每天鐵路

運輸 12 萬桶石油。租賃的鐵路

車輛將達到 4 千 4 百節，超過

四分之三是新車，其餘的是改裝

車輛。

估計這個鐵路運輸石油計劃

將導致商業稅收，特別開採權稅

等稅收上漲 59 億加元，扣除 37
億加元的投資，亞省政府淨賺

22 億加元。

預計從 2020 年初至 2021
年末，該計劃將使加拿大西部重

油對美國原油的折扣價每桶收縮

4 美元。

2018 年秋天，這個價格折

扣有時超過 50 美元，促使亞省

強制實施了限產措施。石油經紀

公 司 Net Energy Exchange 指

出目前重油的折扣為14.5美元。

這是一個歷時 3 年的投資

方案，但亞省省選已迫在眉睫。

諾特利說：「我們計劃在下次選

舉後組織政府，但無論如何亞省

人的利益會得到照顧。」

反對黨領袖康尼表示：「這

是現政府的即興決定，我認為這

會讓我們的納稅人面臨嚴重的風

險，因為政府像喝醉酒的水手一

樣花錢，而他們隨時可能走出大

門揚長而去」。

【看中國訊】在週六（2 月

16 日）埃德蒙頓舉行的黨內「選

舉就緒大會」上，亞省聯合保守

黨（UCP）領導人傑森．康尼

承諾將以經濟作為中心問題來關

注，並表示要拿出「亞省歷史上

最詳盡的選舉施政綱領」。

他說：「今晚，在即將到來

的競選活動中，我們將開始為一

個強大和自由的亞省而戰，為了

我們的繁榮和未來而戰。」

康尼在講話中提到要擴大擇

校，重新啟用「考試教學法」，

並終結現任政府改寫學校教程的

做法。

「我 們 將 阻 止 新 民 主 黨

（NDP）改寫學校課程，將意識

形態灌輸給學生。同時將與家長

和專家協商，制定一個專注於基

本知識和技能的現代課程，摒棄

政治理念的灌輸以及失敗的教學

時尚。」康尼說。

他誓言要對教育進行民主改

革，並強調了對體驗式教學、學

徒制、計算機編程和技工行業的

關注，「這樣我們就有了一支為

未來做好準備的勞工隊伍」。

UCP 將在數週內推出詳盡

的施政綱領，除了對項目審批時

間表進行立法以加速項目審批速

度之外，他還承諾終止導致亞省

電費上漲的「風能和太陽能的不

經濟的補貼」，並在鑽井獲得批

准時，保持特權使用費不變。

康尼重申，如果 UCP 組建

政府，該黨的第 1 號法案將廢除

亞省的碳稅。作為替代，UCP
將推出一套「可行的計畫」來控

制溫室氣體排放。該黨的第 2
號法案將是「開放商業法案」，

以砍掉繁文縟節和諸多扼殺就業

的政策。第 3 號法案將是「農場

自由法案」，廢除 NDP 的「農

場安全法案」（6 號法案）。

其他的首要任務還包括「為

創造就業機會者減稅」。他還

要重點通過投資和多元發展來提

振亞省經濟，打擊犯罪並制止阿

片類藥物危機。

他說，這些措施表明保守

派已經吸取了教訓，2015 年他

們因為過於傲慢而被亞省人趕

下臺。「這些對民主改革的承諾

是我們做出的回應」，康尼說，

「我們響亮而清晰地聽到了亞省

民眾的心聲。」

亞省車隊國會山前
譴責能源政策

WWW.MARLBOROUGHMALL.COM

全月慶祝活動

WWW.MARLBOROUGHMALL.COM

音樂和文化

週六 , 2 月 23 日

樓上美食廣場

WWW.MARLBOROUGHMALL.COMWWW.MARLBOROUGHMALL.COM

蕾絲扇

髮簪步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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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紙傘

新店
開張大酬賓

民
族
風
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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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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絲巾新品

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

一個電話，     速到迅 達

顧客好評96%種服務15+年經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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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水爐 靜電除塵器

暖氣爐 水管煤氣管

冷氣機 商業冷庫

加濕器 商業屋頂機加拿大商譽局

A+ 級 認 證

電話：403-921-4186
杜生 （粵、國、英語）

www.pnbfasterheating.com

康尼披露更多施政綱領

鐵路運石油 諾特利斥巨資37億 首要秘書辭職 總理特魯多再歷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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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中 國 記 者 柳 成 蔭 編

譯】去 年 12 月， 可 口 可 樂

公 司 旗 下 的 維 他 命 水 公 司

（Vitaminwater）發起了一個挑

戰活動，就是一年不使用智能

手機，能做到者可獲得 10 萬美

元的獎金。發起者在 10 萬名志

願應徵者中選中了一名 30 歲

的紐約職場女士恩南娜（Elana 
Mugdan）。她能挑戰成功嗎？

據 CNBC 新聞網報導，現

代社會，很多人都離不開智能手

機，去年 12 月，由飲料維他命

水公司發起的這項不用智能手機

的活動，由於獎金高達 10 萬美

元，立即吸引了眾多應徵者。活

動發起者在推特和 Instagram 上

發布了對應徵者的簡單要求後，

收到了近 10 萬人的回應。據該

飲料公司經理（Natalia Suarez）
說，恩南娜的挑戰視頻很有特

點，「她憑借創意脫穎而出，被

選中為最終的挑戰者。」30 歲

的恩南娜是來自紐約的電影製片

人和一名奇幻作家，她對自己能

成為最終的挑戰者倍感意外。

活動的挑戰規矩很簡單，就

是在 2019 年放棄使用智能手機

一整年，只能使用飲料公司提供

的一部翻蓋手機，這部手機只有

簡單的通話和短信功能。另外恩

南娜也不能使用像 (iPad) 以及

類似的小電腦，但能夠使用平板

電腦和一般的桌上電腦，也可以

使用 Google Home 和 Amazon 
Echo 等設備。

恩南娜稱，自己使用智能手

機已經 10 多年了，如今已嚴重

依賴智能手機。除了經常滑手機

查看社交網站外，也經常利用手

機玩遊戲，一下放棄還真有些不

捨。她表示，自己也知道依賴手

機不是好習慣，但她和許多其他

年輕人一樣，就是離不開它，這

個挑戰可以迫使自己改變。

美國總統川普最近發表任內

第二篇國情咨文。其中，他誓言

美國永遠也不會成為社會主義國

家。這篇演說大幅提振了川普的

支持度，其中的亮點是「在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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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也不會讓美國成為一個社會

主義國家。」

關於這一點，本人認為有必

要進行一番延伸思考。

川普所反對的社會主義，應

該分成兩點來說明。第一種就是

他舉例的「委內瑞拉」。所謂項

莊舞劍，意在沛公，川普借之說

事，所反對的社會主義，首先就

是由「政府強制、主宰和控制」

的社會主義，就這層意義來說，

就是極權政府加上社會主義制

度的國家。這些國家普遍人民貧

困，可是國家統治者卻一意孤行。

川普隱約指出的第二種社會

主義，代表著民主與社會主義混

合的體制，包括歐洲許多國家，

都實行這種用重稅收來實現社會

分配的思維。其實台灣目前也是

這種左派當家，所謂「分配正義」

凌駕一切，譬如環保議題、健保

與社會福利、或是年金改革等

等，台灣社會向左轉，政府施政

帶有濃厚的社會主義色彩。德法

等歐洲國家與亞洲的日韓又何其

不是如此？

我的論述是這樣，人類社會

是一個整體，正常社會是一個整

體，分工不同，由上至下是有序

的排列，窮人與富人間是和諧

的，窮人可以翻身，富人可能會

變窮，社會流動是社會本身健全

機制的一部分，是有一隻「看不

見的手」在均衡著，包括社會財

富的分配等等，健全社會有其解

決矛盾的方式。人為的重新分

配社會財富，不管是和平的，

或是暴力革命，那可不一定符

合天理。

社會主義國家大多都是「劫

富濟貧」，用高稅收的方式向高

收入者或公司財團劫富。可是，

這是一種「以惡行善」的思維，

藉分配正義之名強徵高的賦稅，

對於努力工作的高所得者是不公

平的。本來社會就應該是多勞多

得，付出多的就該獲得多，人生

下來就不平等。其實，經濟與分

配問題在人心的自私，並不是私

產制有何不對，不是資產家剝奪

了你，而是人類根深蒂固的自私

心理作祟，這才是關鍵。社會只

要健全發展，人心歸正了，經濟

問題自然好解決。教民化民使之

「富而有德」，而不是任憑富者

「為富不仁」，持續聚斂與兼併。

社會主義的危害，是歷經事

實證明的，川普總統的演說，昭

示了社會主義的窮途末路，希望

以此為起點，人們從社會主義的

旁門左道回歸，走回傳統的大道

上來。·

【看中國訊】美國國家航空

暨太空總署（NASA）正在加速

一項由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背書的讓太空人重返月

球計畫，並表示這次將在月球待

下來，有別以往。

目前，NASA 正在廣邀私

人企業投標。

根 據 中 央 社 報 導 稱，

NASA 的署長布萊登斯坦（Jim 
Bridenstine）在 NASA 華盛頓

總部的一場會議提及，「我們

能否盡快回到月球這件事很重

要」，並說他希望能在 2028 年

前讓太空人回到月球。

他說：「這一次，我們登陸

月球後要留下來，而不是插個旗

或留下腳印後，再等另一個 50
年才回來。」

人類重新踏上月球表面之

前，NASA 計畫先於 2024 年前

派遣無人飛行器至此，且已邀請

新興民營單位投標，打造這項計

畫。NASA 欲在 2026 年之前，

於月球軌道打造稱作是「匝道」

（Gateway）的小型太空站，將

作為往返月球的中繼站。

社會萬象

美力推太空人常駐月球

北極戰略跑道中方被拒

「永不施行社會主義」的思考

美國總統川普發表第二篇國情咨文。（Getty Images）

文： 東洲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中國互聯網產業似乎進入寒

冬，不少企業開始裁員，且以基

層員工為主。不過，現在連高階

主管也岌岌可危，有消息稱，京

東宣布今年將末位淘汰 10% 的

副總裁級別以上高管，人數可能

幾十人甚至超過百人。

據《鳳 凰 科 技》報 導，16
日，在京東集團舉行的開年大會

上，京東宣布 2019 年將末位淘

汰 10% 的高級管理者。「末位

淘汰」是大多企業常採用的一種

管理制度，是按照價值觀、績

效、行為規範等，設定的一套考

核指標體系，同時根據考核結果

對得分靠後的員工進行淘汰。

但京東在 2018 年遭遇巨創，一

方面因京東 CEO 劉強東醜聞不

斷，一方面是京東自身增長乏

力。

此 前，2018 年 11 月， 就

有網友爆料京東將於新年進行

「裁員計畫」。隨後，有京東

員工附和說，「我們部門三分之

一到四分之一」，對象率先是

「未婚、未育女生」；也有評論

貼出具體比例：金融 15% 淘汰

率、商城 10% 起步。更有傳言

稱，此次京東的整體裁員比例在

35%。

外界留意到，就在京東宣布

裁員的前一天，2 月 18 日，外

界傳來「人人車破產」的消息。

不過對此，人人車當天立即

向外界回應：「不實消息，人人

車目前一切業務運轉正常。」人

人車公關負責人還表示：「每次

我們有新消息之前，都會有一撥

造謠。」而所謂「新消息」，是

指人人車 CEO 李健宣布人人車

2019 年的戰略升級。

同樣，千億估值的「滴滴」

也剛宣布裁員 2000 人的計畫。

2 月 15 日，滴滴月度全員會

上，滴滴 CEO 程維宣布公司將

裁員 15%，涉及 2000 人左右。

2 月 2 日，自稱網易員工的

人爆料，網易自營的電商品牌網

易嚴選，計畫在除夕通知裁員，

並且年後還會裁員 30%，預計

會從 1400 人裁員至 900 人。不

過，網易嚴選否認這一消息。

除這些近期被輿論點名的企

業外，此前，網絡已廣傳一張

2019 年初各大互聯網公司裁員

的圖片，涉及阿里巴巴、百度、

愛奇藝、嗶哩嗶哩、人人車、鬥

魚等 30 家公司。包括：知乎裁

員 20%、錘子裁員 60%，華為

暫停中低端社招，阿里全面縮減

招聘、滴滴高管年薪取消員工

年終獎金腰折、美團點評裁員

30% 等等。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根據國

際南極旅遊組織協會的統計，

2007 年去南極旅遊的中國人大

約是 100 人，但到 2018 年增長

到 5000人，十年間翻了 50倍，

同年中國也成為南極第二大遊客

來源國，僅次於美國。據旅遊網

站攜程網估計，在今年的旅遊季

節，到南極的中國遊客人數可能

超過 1 萬人，每五名前往南極

的遊客中，就有一名是中國人。

「南極遊」在中國普及的同

時，中國遊客在南極追逐企鵝、

在南極拍攝婚紗照等等亂象時有

發生，令外界憂慮會破壞南極本

來已經非常脆弱的生態。除了民

間人士到南極旅遊，中國官方亦

不斷推進對南極的開拓。中國目

前在南極共有五個考察站，而

極地考察船「雪龍號」正執行第

35 次南極考察任務，中國更計

畫在南極興建永久機場。南極成

為兵家必爭之地，是因為蘊含豐

富石油資源，而北極在冰山融化

下或將騰出的航道，亦令各國躍

躍欲試。

來自香港的首位華裔南、北

極極地專家張偉賢，一年有四個

月在南極工作，他指南極半島只

有幾十個登陸點，但近年遊船愈

來愈多，已經出現遊船要如公共

汽車一樣「等靠岸」的情況。他

建議遊客去南極旅遊之前，要考

慮清楚旅行的目的，並做好資料

彙集。

張偉賢說，要挑選一些比較

好的探險公司還有旅遊顧問，這

樣對當地的破壞以及對環境的影

響會比較低一點。

記住到南極旅遊是一個探險

的概念，所有的行程和登陸都要

根據當地的法律、當地的天氣，

所以跟一般的國外旅行團是不一

樣。

2019互聯網產業陷裁員潮中國遊客愛去南極
【看中國訊】近年中國

大陸流行「旅行過年」。內

地旅遊平臺「飛豬」數據顯

示，今年黃曆新年外遊人

次比去年增長19%，「南極
遊」愈來愈受歡迎。

中國遊客在南極拍攝婚紗照。

（自由亞洲電臺）

【看中國記者蘇菲綜合報導】

美國女子捷米（Jamie）擁有世

界最長的名字，要花 50 秒才能

念完名字。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有

一個特別的名字。然而，取個獨

特的名字，是要付出點代價的。

1997 年，當時年僅 12 歲

的女童捷米（Jamie），名字全

長達 1000 個英文字母，獲邀上

電視節目，她用了最快的語速，

但也要花 50 秒，才能念完自己

的名字，讓觀眾相當驚。綜合外

媒報導，捷米因擁有世界最長姓

名，與母親一同受邀，上美國

知名脫口秀節目「歐普拉 ‧ 溫

芙蕾秀」（The Oprah Winfrey 

Show）錄製節目。當主持人問

「你叫甚麼名字？」時，女孩以

最快的語速，在 50 秒將名字念

完，讓主持人歐普拉（Oprah）
以及現場觀眾大為震驚。

報導表示，捷米母親在節目

被問及，為何替女兒取這麼長的

名字時，她說道：「我想確保她

的名字是獨一無二的，而且想挑

戰一下吉尼斯世界紀錄，這花了

我 6 年的時間構思。」捷米的名

字由 1000 個字母組成，其中含

有不少汽車名字、電影名稱、國

家名稱等，所有單字組合排列後

更可達 2 英尺，該名字也寫下

新的吉尼斯世界紀錄。

一年不用智能手機 
她能行嗎？

美國女子 
有世界最長名字

（公有領域）

1971年7月30日，阿波羅15在月

球著陸。（Getty Images）

【看中國訊】位處北極的格

陵蘭島，與加拿大隔海相望，屬

軍事戰略要地，被稱為「北美門

戶」，美軍在此設有導彈跟蹤空

軍基地。北京瞄上這塊戰略要

地，欲在此投資助建 3 座機場，

建立海上與冰上「絲綢之路」，

將格陵蘭作為進發北極的首個通

道。但該計畫遭到了華府的成功

攔截。

格陵蘭是丹麥王國的自治

區，但丹麥政府拒絕為修建商用

機場投資。北京高調進軍北極，

投資助建格陵蘭島 3 座機場的

計畫，引起華盛頓對北京意圖控

制北極軍事戰略要地的警惕。鑒

於對北京全球軍事擴張的擔心，

丹麥政府最終同意出資建造格陵

蘭商用機場，並與美國聯手說服

格陵蘭自治區政府放棄中方的投

資。

在美國和丹麥官員的連續訪

問後，格陵蘭宣布，新的首都機

場和另外一個沿海 400 英里遠

的北部機場，將用丹麥政府支持

的貸款來建設。第三個機場將由

格陵蘭政府自投資金，預計中國

將被徹底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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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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樂至上。Fireside 玩樂機會比比皆是。本社區

崇尚新鮮空氣和活躍生活——全年如此。無論下

雪時節的歡樂還是與大小孩童在操場上嬉戲，

Fireside皆是您盡享遊玩樂趣的完美勝地。

現
已
開
放
！

盡 情 地 享 受

居 之 樂
生 活 在 F I R E S I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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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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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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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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喀什米爾公路在

2月14日發生自殺炸彈攻擊
事件，造成印度44民武裝警
察罹難。總理莫迪17日下令
印度軍隊「採取一切必要手

段」，以軍事行動殲滅犯案

組織並「懲罰」包庇恐怖分

子的巴基斯坦政府。一夕之

間，印巴之間戰雲密布，也激

起了境內「反穆斯林」的種族

仇恨。

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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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cedes-Benz
The best or nothing.

不僅僅是一個標誌。
訪問全加拿大最大的奔馳車行。體驗豪華的顧客
服務和便利設施。

• 快速維修服務

• 31 個維修塢

• 60 多個車位的展廳

• 室內二手車展廳

• 豪華顧客休息廳

• 內設美食館

• Country Hills 兒童俱樂部

• 顧客勤務員和接待員

• 免費顧客代步車

• 免費機場班車�

喀什米爾爆炸案後   印巴緊張

犯案組織為巴國包庇

這起事件發生當時，78 輛

載有 2547 名「印度中央後備警

察部隊」（CRPF）的武裝運兵

車隊正經由高速公路通過這個素

有南亞火藥庫之稱的克什米爾地

區，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遭到

喀什米爾武裝分離組織「穆罕默

德軍」一輛裝有 350 公斤炸藥的

汽車炸彈襲擊，並正中其中一輛

軍車，造成該車 44 名印度武警

全數罹難。這也是近 10 年來，

印度軍警死傷最重的攻擊事件。

在爆炸之後，藏匿於巴基斯

坦邊境的「穆罕默德軍」立即透

過網絡影片坦承犯行，並公布了

發起自殺攻擊者的姓名，一名 20
歲的喀什米爾青年阿迪爾．阿赫

麥德．達爾，並應稱其為烈士。

印度總理：                           
授權軍方自由行動

印度政府在第一時間除了譴

責鄰國巴基斯坦政府及軍方支援

與包庇「穆罕默德軍」的恐怖攻

擊事件外，並嚴正警告巴基斯坦

應即刻清理門戶，逮捕並交出窩

藏於巴國境內的穆罕默德軍，否

則一切後果，將由巴基斯坦政府

自行負責。在經貿上，印度也立

馬凍結了賦予巴基斯坦的「貿易

最惠國待遇」，並於當天起向巴

國進口商品加徵 200% 的懲罰

性關稅。

印度總理莫迪 17 日也宣

稱，已向軍方下令允許軍方專家

全權決定於何時、何地、採取何

種手段進行反擊，務必盡一切手

段「殲滅犯案的恐怖分子」。

美支持印跨境報復

而對巴基斯坦軍方窩藏如蓋

達等恐怖組織的曖昧糾纏向來不

滿的美方，也於 16 日立即由國

家安全顧問波頓公開表示，美方

相當同情並支持印度的立場，

「印度軍隊有權為了自衛，發起

跨國境的武裝行動」。媒體咸

信，波頓這席話等同於支持印度

對巴基斯坦開戰。

印度目前雖已著手透過外

交途徑訴諸聯合國，不過回顧

2016 年印度所發起「外科手術

攻擊行動」，一場軍事武裝衝

突恐在所難免。在 2016 年 9 月

18 日，由巴基斯坦包庇的恐怖

組織「虔誠軍」越界攻擊印度基

地，造成 19 名士兵死亡。 10
天後，印度軍方向巴國境內恐怖

組織基地進行了一場外科手術攻

擊行動，擊斃 70 名恐怖分子與

巴國士兵。

南亞火藥庫                 
族群衝突嚴重

這起事件讓印度社會立即全

面地瀰漫一股極度悲憤的狀態，

也激發了多起反穆斯林種族仇恨

行為，社會動亂近乎一觸即發。

再加上印度 5 月大選，向來主

張印度教民族主義的莫迪，此時

自然更是沒有太多得以調節此一

氛圍的轉圜空間。

喀什米爾之所以成為南亞火

藥庫，是拜英國殖民統治結果所

賜。這個通往南亞隘口的地區，

在英國無力統治印度大陸後，本

想與印巴同樣地取得獨立地位，

但境內穆斯林夥同同信仰的巴基

斯坦發動叛亂，印度教信徒只能

心不甘情不願地向印度求援，最

終造成南北分裂，北方遭巴基斯

坦所控，南方則為印度所兼併。

再由於印度對該占領區的高壓統

治，激起當地穆斯林的極度不

滿，為了防範巴基斯坦藉宗教興

亂，印度當局更是調集 70 萬大

軍鎮守邊關，以防不測。

眼看一場腥風血雨即將爆

發，聯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

（Antonio Guterres）19 日敦促

印度和巴基斯坦盡力克制並立即

採取行動以緩和情勢，並提議，

若印巴雙方同意，他可居中斡旋

找出解決方案。

印度喀什米爾2月14日發生自殺炸彈攻擊事件，造成印度44民武裝警察罹難。(Getty Images)

寰宇新聞

◆英國脫歐草案在議事程

序上的連續受挫，讓國際對英國

的投資行動為之卻步，戴森、日

產、本田等等知名的電器與汽車

業大廠近期紛紛打了退堂鼓。

英 國「國 家 級 品 牌」

「Dyson」，在今年的 1 月 23 日

脫歐關鍵時刻宣布將把全球企業

總部，從英國遷往新加坡。緊接

著，日產汽車於 2 月 3 日宣布取

消於英國生產新款 X-Trail SUV
汽車的計畫，改為只在日本生

產。另外 , 本田、Panasonic、索

尼（Sony）、日立製作所（Hita-
chi）等日本企業也都趕在英國脫

歐前相繼退出或緊縮在英國的各

項投資與業務。

◆俄羅斯媒體盛傳克林

姆林宮正尋求機會，與白羅斯

（Belar-us）建立統一的國家，

而俄國總統普京將是這個「超級

大國」的新領袖。白羅斯總統盧

卡申科 15 日強調，白羅斯是主

權獨立國家，而這有如聖像一般

不可侵犯。普京則在 13 日與盧

卡申科會晤時指出，完全獨立的

國家並不存在，所有國家都相互

依存。 16 日，該國使館發表聲

明，表示該國漢語名稱正式由

「白俄羅斯」更改為「白羅斯」。

◆歐洲議會為因應北京大

幅增加對歐洲投資一事，14 日

以 500 票同意、49 票反對、56
票棄權的懸殊比率，史無前例通

過第一個「中資條款」，將對外

國投資關鍵產業進行調查，且針

對該投資是否損害歐洲利益提出

意見。此法案並非要禁止外國投

資，主要是關注於一些奇怪的及

經濟上不合理的政治性投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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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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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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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出 4
年後，奔馳公布了小改款的

V 級商務車，在外觀與內

裝上進行了細部修整，並升

級了動力系統。

外觀的改變主要集中於

車頭，水箱護罩基本款同樣

維持雙橫柵設計，但後方的

格柵卻改為菱形網格狀設

計，取代原先的方正格柵樣

式。全新設計的保桿則讓下

緣有著大氣壩配置，原廠亦

提供了 AMG Line 套件選

擇，讓 V 級的車頭造型在

銀色點狀修飾下，擁有更趨

動感且年輕的風格。此外，

奔馳還為小改款 V 級增添

新車色、以及新式樣的輪圈

配置。

內飾方面，新款 V 級

僅對空調出風口的造型設計

進行升級，以契合奔馳最新

的家族式設計元素。在內飾

件選裝方面，新款奔馳 V
級 提 供 Nappa 和 Lugano
皮革、黑檀木、鋼琴烤漆、

碳纖維、拉絲鋁面板等材

質，突顯更多豪華感。與 S
級相同，V 級也擁有電動

斜躺、背部按摩及溫控調節

的豪華型座椅。而座椅背部

按摩、及溫度調整，均提供

有三階段的調控機制。

除了外觀與內裝，小

改款 V 級最大改變就在於

動力配置，原廠為小改款

V 級推出了 300d 的車型選

擇，其搭載了代號 OM654
的 2.0 升直列 4 缸柴油引

擎。V300d 可 在 7.9 秒 內

完成靜止到時速 100 公里

的加速，極速每小時 221
公里。V300d 以及 V250d
都將搭載 9 速手自排變速

系統，取代原先 7 速變速

箱。

在各方面的安全及駕

駛輔助系統方面，小改款

V 級的配置也更為全面，

首度搭載的 Active Brake 
Assist 主動煞車輔助系統可

依據當下行車狀態，減少在

意外撞擊後所受影響的嚴重

性，系統還能偵測前方固定

不動的障礙物，或是在都會

行車狀態下，偵測到欲通過

車輛行駛路線的行人或車

輛，並且能避免意外碰撞的

發生。

該 車 系 還 配 置 全 新

Highbeam Assist Plus 遠

光燈輔助，讓頭燈組的主燈

恆時維持在主動伺服狀態，

僅會在特定狀態下，才會將

頭燈照明切換為近光燈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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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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 LE HYB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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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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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PRIUS C
NEW –LOADED – HYBRID

            ................$24,204*

        .................... *

#P860445 0%*

2018 RAV4 LE AWD
NEW – LOADED – AWD

            ................$32,454*

        ................... *

#P802627 0%*

2018TACOMA D-CAB 4WD
V6 – NEW –LOA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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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80236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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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800013 0%*

2018TUNDRA LONG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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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802193 0%*          $5,857

          $5,616

V6 – NEWV6 – NEW –LOA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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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860445 0%*

2018 RAV4 LE AWD
NEW – LOADED – AWD

            ................$32,454*

        ................... *

#P802627 0%*

2018TACOMA D-CAB 4WD
V6 – NEW –LOADED

            ................$42,249*

        .................... *

#P802363 0%*

2018 AVALON LTD
NEW – LTD EDITION

            ................$47,50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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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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日大促銷
本週五2月22日 本週六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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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末 ---- 週五2 月22日  週 六 23 日    早 9 點 - 晚 6 點
千 萬 不 要 錯 過 這 次 兩 日 大 促 銷！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節省

節省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B2 看車訊 Auto 第 42期 2019年 2月 21日—2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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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國訊】通用汽車日前

宣布將其全新電動自行車品牌命

名為 ARĪV。ARĪV 將提供兩款

具備創新、集成和互聯特質的產

品：緊湊型電動自行車 Meld 和

折疊式電動自行車 Merge。
ARĪV 電 動 自 行 車 將 率

先登陸德國、比利時和荷蘭等

鋰電池電動自行車的熱門市

場，並計劃於今年第二季度開

始交付。消費者即日起可通過 
www.BikeExchange.com 預 定

產品。

通用汽車為 ARĪV 從零開始

打造了專屬的電機。它擁有同尺

寸領先的功率和扭矩，可實現四

級踏板助力，自行車的最高速度

達到 25 公里每小時。一次充滿

電大約需要 3.5 小時，可支持電

動騎行 64 公里。

時尚現代的設計

ARĪV 的設計團隊整合了汽

車和自行車領域的專長，針對城

市通勤者的獨特需求提出了創新

的設計方案。例如，將線束走線

融入車身內部以保持外觀造型的

現代感和流暢度。

緊湊的車身設計使 ARĪV 的

產品便於搬運和存儲。騎行者可

輕鬆將 ARĪV Merge 折疊並同

時用兩個車輪推行。在推行模式

下，ARĪV Merge 和 Meld 的電

機可在陡坡上行時介入工作，提

供助力。

互聯智能的騎行體驗

ARĪV 電動自行車可通過藍

牙連接專用的配套應用程序，提

供騎行數據，包括速度、目的地

距離、剩餘電量、助力等級、累

計騎行里程等。未來將開發更

多應用程序功能，包括採用特定

的算法幫助騎行者輕鬆抵達目的

地。

ARĪV

通用新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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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亞馬遜龐大的倉庫網絡

中，使用機器人來移動庫存早

已經實現。多年來，亞馬遜也

一直致力於自主無人機的快遞

投送。

在倉庫、醫院和酒店等，

由於周圍光線充足，樓層平

整，機器人在移動物品時不會

有太大障礙。

而在外面，機器人會遇到

極端天氣條件，陡峭的斜坡、

路緣石和其他問題，這些都是

重大的工程挑戰。

機器人技術副總裁丹．卡

拉說，使用機器人在城市街道

外進行快遞投送將會比目前大

多數常見的機器人用途更具挑

戰性。

這些機器人可能會在一個

光線充足，並且有新人行道的

全新社區中發揮作用，但世界

上大部分地區，包括美國都不

是這樣。

不過他表示，機器人投遞

很快就會進入全面實施的階

段。目前，機器人已經可以發

現並且躲避障礙物，比如人和

寵物。

這個技術將應用於人工密

集型的工作，可在包裹服務公

司和郵政公司大展身手。

約翰·洛克： 
上帝存在是用理性思維 

可簡單得到的結論

我們中國大陸出來的大多

數人都是無神論者，「上帝存在

嗎？我怎麼看不見。」上帝或者

神是否存在，對我們來說，常常

是個太複雜、太玄的問題。

但是對約翰 · 洛克來說，這

件事情再簡單不過，上帝當然存

在了。為什麼呢？

我們人人都知道自己存在，

這個不需要證明，好比笛卡爾說

過：「我思故我在」，人感受自

己就足以知道自己存在。

所以約翰 · 洛克說，上帝存

在是同樣的道理，是用理性思維

想一下就能夠得出的簡單結論。

他說，世界上的萬物，星球

的運轉，萬物的生長，人的眼

睛、耳朵、器官的神奇等等這一

切東西，能是用自然力隨機碰撞

出來的嗎？即使我們手裡的一支

鉛筆，我們都知道不是隨機碰撞

出來的，而是人造的。

這個宇宙充滿了讓人驚異的

萬物和萬物背後的各種機制，整

個宇宙天體的存在和有序運轉，

它能是隨機碰出來的嗎？你用理

性去思考，有可能嗎？九大行星

遵循著同樣的物理規律 , 有序地

圍繞太陽運轉，這有多少可能是

碰撞形成的？有多少隨機的因

素，可能碰撞出一個人體，甚至

是一朵花、一片葉？ 

無神論是沒有理性思考

「神是否存在」的問題

約翰 · 洛克認為，這和自然

法則是一樣的，用你簡單的理性

思維，就足以知道那些精密的、

美麗的、不可思議的世界上的萬

物，當然是比這個世界更高、更

智慧的生命創造出來的。

無神論是不願意思考神的問

題的人敢於盲目下的結論。無神

論常說有神論者是不理性的，其

實，無神論者才是不理性的，才

是真正的迷信，因為他「堅定不

移」地相信所有這一切神奇的世

界一定是沒有緣由而「自然」出

現的，儘管他所有的人生經歷

和理性思維都告訴他，這個宇

宙，再隨機都碰撞不出一支簡

單的鉛筆。

上帝是高於人的生命 
是偉大的藝術家

洛克接著往下推理說，我們

知道人是理性的，有思考和推理

的能力，而創造人的那個生命比

人高，所以他當然也具備思維和

推理的能力，只不過更強。那

麼，我們人很自然有對與錯的標

準，有著正義、不正義的標準，

那麼造人的那個神更高，這些

標準他也一定有，只是更高、

更準確。

當人聽到別人對錯誤的懺

悔，會寬恕他，而造我們生命的

那個生命一定有同樣的特質，否

則他不會把我們造成這個樣子，

他肯定有這個東西，只不過更偉

大。洛克甚至認為，上帝一定很

幽默，因為人有幽默的特質。上

帝也一定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

因為從他造的世界的美好中，你

可以看出來他的藝術。

所以上帝的存在，其實放眼

世界你就會知道，就如同你知道

自己存在一樣，這叫不證自明。

布萊克斯頓： 
上帝創世也給了世界 

應該遵循的規則
另外一位英國法學家，叫威

廉 · 布萊克斯頓，他創建了牛津

大學的第一個法學院的課程，他

所在時期早過美國憲法幾十年。

布萊克斯頓對當時美國的建國先

父們也頗具影響。

布萊克斯頓說，上帝造了世

界，當然也給了世界它應該遵循

的規則。他還說，上帝並不是

冷漠和超然的，上帝其實會回

應禱告。

所以那個時候在美國，很多

的人經常會禱告，甚至經常不吃

飯，沐浴然後節食。因為他有事

情要對上帝講，他就要純淨自

己的身體和自己的心靈去向上

帝禱告。

喬治 · 華盛頓在他的第一次

就職演說中，就說過這樣的話，

他說：「沒有一個國家比美國人

更能夠認可和崇拜上帝的那隻無

形之手。」在整個美國獨立戰爭

中，如果沒有上帝那隻手來干預

的話，他有 67 次危難都不能過

去。華盛頓說，他經歷 67 次的

神蹟，因為他禱告。

其他的建國先父們也記錄了

很多文字，在整個確立憲法的過

程中，很多難關也都是在神的指

點和庇佑之下才走過來的。

所以布萊克斯頓說上帝其實

是回應禱告的，上帝是在我們身

邊的，他並不是超然的、冷漠

的，他造了世界之後不是高高

在上不理我們了，他就在我們

身邊。

華盛頓和其他美國建國

先父們都相信上帝的神力。

「我們相信上帝（In God We 
Trust）」，這是美國這個國家

法定的座右銘，這句話按美國

法律必須出現在美國所有的貨

幣上。美國人在法院出庭的時

候、在國會聽證前、在總統就

職的時候，都要向上帝宣誓，

講實話或忠於職守，斯考森先

生說，這不是走一個形式，而

是這個國家所篤信的，是美國

的立國原則之一。 

烏鴉是公認較聰明的鳥類之

一，甚至有研究稱烏鴉是具備第

一流智商的動物，其擁有使用甚

至「製造」工具的能力。有研究

表明，它們對會得罪過它們的人

印象深刻。

據海外媒體報導，一項研究

顯示，烏鴉對人臉擁有著極好的

記憶力。此外它們還能夠分辨出

友好或是危險的面孔，並通知同

伴留意。研究人員稱烏鴉對那些

冒犯過它們人的面孔，記憶能夠

長達 5 年之久。

美國華盛頓大學的約翰

(John Marzluff) 博士表示，研

究小組發現頭腦大、群居並且壽

命較長的鳥類具有相當的認知能

力，而烏鴉顯然是其中的佼佼

者。 5 年前科學家們曾戴上一

些「凶惡面容」的面罩在西雅圖

誘捕過烏鴉，結果在 5 年之後，

他們發現該地區的烏鴉仍然對待

這些「壞人面具」的人充滿敵意。

約翰博士表示，由於人類的

一些活動經常威脅到動物，所以

它們學會識別一些人類的動作習

慣對其生存是有利的。正如所預

料的那樣，歷時 5 年之後該地

區仍然有相當數量的烏鴉警惕著

曾對他們構成威脅的人，其中包

括曾被研究人員俘獲過的烏鴉，

其它一些則可能是被「受害」同

伴告知情況的。

雖然烏鴉在我國現代的形象

多為負面，但卻被英國王室視為

寶貝。這是因為英國有一種傳

說 : 如果倫敦塔裡所有的烏鴉離

開的話，不列顛王國和倫敦塔將

會崩潰。為了尊重古老的傳說，

英國政府負擔開支在塔內飼養烏

鴉，相傳只要塔內還有烏鴉，英

格蘭就不會受到侵略，反之國家

將會遭受厄運。 

◎ 文：青蓮 圖：Fotolia

上帝存在嗎？再簡單不過 烏鴉「記仇」 
長達五年之久

17世紀，英國有一位
名叫約翰 ·洛克的醫生兼
哲學家，他是文藝復興時

代的一位重要的啟蒙思想

家，他的思想後來影響到

許多人，包括法國的盧梭、

伏爾泰，以及美國的建國

先父喬治·華盛頓等。

◎ 文：天羽

◎ 文：藍月 圖：Fotolia

1月23日，亞馬遜公司
宣布，將會使用機器人在

西雅圖以北的郊區投送快

遞。這是他們實現快遞投

送最後一英里自動化的最

新實驗。

據 科 學 雜 誌《自 然》

（Nature）報導，由於地核內的

液態鐵晃動，地球的地磁北極

正在快速從加拿大滑向西伯利

亞。

因為磁場移動得太快，科

學家不得已將原計畫定於 2020
年才更新的世界磁場模型，提

前到 2019 年 1 月 15 日更新。

因為該模型描述的地球磁場，

是所有海上航行系統、手機地

圖等現代導航系統的基礎。

地磁北極一直都在移動，

每年移動大約 15 公里。從上世

紀 90 年代中期，移動速度加

快，現在每年移動約 55 公里。

2001 年時它在加拿大北部埃爾

斯米爾島附近，到 2005 年又在

加拿大北部的北冰洋上，2016
年時持續往俄羅斯移動。

科學家推測，這次地磁北

極移動可能是因為 2016 年南美

地下發生了嚴重的地磁脈衝，

也可能與加拿大地下的高速鐵

液噴射有關。

英國利茲大學的地磁學家

菲爾．里弗莫爾稱，地磁北極

的位置似乎受到兩塊大規模磁

場的控制，一塊在加拿大地

下，一塊在西伯利亞地下，目

前西伯利亞正贏得上風。

地球磁場加速移動亞馬遜機器人送快遞
◎ 文：紫雲 圖：Fotolia

亞馬遜推出送貨機械人 Sc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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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會大廈圓頂（demerzel21/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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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圈下的冰島是許多人心目中的旅行聖

地，這裡有極致的自然風光、數不勝數

的戶外探險特色。村上春樹的小說《世

界盡頭與冷酷仙境》與冰島全無關係，卻精準

地概括了人們對冰島的印象。也許你已經看過

無數冰川、火山、北極光的精彩圖片，聽過無

數冰島音樂人的領先世界五十年的音樂作品，

但冰島的神秘與美麗總要由你自己揭開。

制定行程之前，你一定很好奇，十一、二月的冰島好看

嗎？十一、二月是不是來冰島旅遊的好季節？會不會日照很

短？在攻略開始前，先看看這時的冰島景色，是不是你想要

的模樣。冰島冬季不是想像中那般寒冷，雖然位於北極圈的

邊緣，然而在受到墨西哥暖流的影響下，十一、二月的冰島

並非極寒，絕大部分時間，最低溫度不會低於零下五度，極

其偶爾才會出現零下十度天氣。在風不大的日子裡，在白雪

覆蓋的世界散步，令人心曠神怡。十一、二月來冰島的最大

特色莫過於極光和藍冰洞，和永遠變化著的自然風光。特別

要提醒大家的是，冬季的冰島道路濕滑，自駕旅行有一定的

潛在危險，適合自駕經驗豐富的人。

鑽石冰沙灘

DIAMOND BEACH

冰島的鑽石沙灘位於冰河湖對面，又名鑽石「黑沙

灘」、鑽石「冰沙灘」。因擱淺在黑沙上的大小冰塊，遠看

就像是數以萬計的閃耀鑽石而得名。名氣上雖遠低於冰河

湖，但驚艷程度我認為不相上下呢，兩者都夢幻到一個不可

思議的程度啊，每日這裡都會不斷上演斜躺、騎乘、求婚等

各式各樣的冰塊戲碼，難得來冰島的你們也不要錯過囉。

冰川國家公園

VATNA NATIONAL PARK ICELAND

《權力的遊戲》中，絕境長城及長城以北的大部

分場景都是在瓦特納冰川國家公園拍攝的。

成立於2008年的瓦特納冰川國家公園由四

部分組成，分別是Skaftafell、Höfn、Ásbyrgi和

Snaefellsstofa，面積佔據了整個國家11%的面積，是

歐洲最大的國家公園。這四部分獨立運營，且分別設

置有遊客中心。

歐白芷、海灣豆等植物密布，北極狐在這裡漫

步，冰舌、峽灣等地貌交錯縱橫，遠古火山活動遺留

下的痕跡隨處可見。最令人矚目的景色便是世界上極

地以外最大的冰蓋——瓦特納冰原(Vatnajökull)。它

是冰島最大的冰川，覆蓋了冰島約8%的面積，是歐洲

體積最大與面積第二大的冰川。其冰層平均厚度為

400米，最厚處達千米。冰島最高的山峰，高達2110

米的華納達爾斯赫努克火山(Hvannadalshnúkur)，

位於瓦特納冰原的南方。瓦特納冰原近年開始融

化，這可能與氣候變更和火山活動有關。

擁有電影場景般藍色星球奇景的傑古沙龍冰

湖(Jokulsarlon)，以及轟響而陰鬱的黑色玄武岩瀑

布——斯瓦蒂瀑布(Svartifoss)都是值得一看的景點。

向著念想出發 

 藍冰洞
位於瓦特納冰川邊緣

鑽石冰沙灘

冰島馬 
最浪漫的馬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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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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火讓正義必勝的信念

世代流傳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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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朝歷代中，社火都是人們生活

中的重要部分。隨著社火文化的發

展，祭祀內容越來越豐富，包括：敬

天敬地、敬神佛、敬歷代明君賢臣

等，社火成為了歷史上積累的各種祭

祀形式的總結。上至君王，下至百

姓，都可以在年節時欣賞社火。尤其

是對受教育不多的下層百姓，這種不

收費的廣場表演，成為了百姓們學習

歷史和接受傳統文化熏陶的主要社會

教育途徑。

社火在歷史傳承中的 
社會作用

最古老的扮獸戲和「村儺」，教

育後代要樹立智、勇、謀各方面能

力。後來各種興趣的愛好者們組織

起來，設會頭、訂會章、收會（社）

員，建立了各種會社，起上「孝義

社」之類的名字，定時訓練提高水

平。每逢迎神報賽、慶賀集會，各會

社就舉行遊藝活動，表演更加專業。

高台芯子是紮製各種高高的舞台布

景，再把身著戲裝的小孩綁在幾丈高

的高桿的鐵芯子上，表現各個歷史神

話劇的場景，反映忠義節烈等高尚價

值觀。還有鑼鼓火把助威，獅子龍

燈遊行，人群相隨，「人勢」助長了

「神威」，形成了「社火」風俗，它

往往與民間的香火還願風俗 ——「趕

廟會」相伴，正像民俗所述：「社火

娛神，香火娛人。」人神同樂，意味

深長。

社火的淪落

傳承了幾千年的社火，到了現代

社會，卻在中華大地銷聲匿跡了幾十

年。由於「破除迷信」、「破四舊」

等運動，社火曾經被全面禁止許多

年，中國大陸民間的各個社火團體被

迫解散，各社團承傳的獨特臉譜、道

具等幾乎悉數被毀，能保存至今的都

成了有收藏價值的文物。

中國大陸經濟改革後，社火在一

定範圍之內被恢復，但只作為創造經

濟效益的旅遊項目，恢復的僅限於演

藝形式，供人消遣逗樂罷了！社火原本所

承擔的社會教育作用和所承載的深刻的精

神內涵依舊沒有恢復。就連演藝形式，都

還不能被很多中國大陸文藝界的人所尊

重。

2016 年 1 月，北京衛視的演藝評比

節目《傳承者》中，有 50 個十幾歲的農村

少男、少女表演「山西稷山高台花鼓」。

他們都是小縣城、小鄉村的貧困孩子，不

要說上學，生活都有困難，學習社火表演

是他們謀生的辦法。靠著多年的團結努

力，一步步走上北京的舞台，實屬不易。

他們的表演場面壯觀，然而現場評委中，

幾個年輕評委卻惡評不斷，這些習慣了表

現自我的「明星」們挑剔表演中沒有領舞

等自我表現的內容，孩子們幾乎要哭了。

年長的評委不得不加以制止，其中著

名影星陳道明一改平日的沉靜儒雅，憤然

指責這些年輕評委：「群體性節目需要整

齊劃一，難點也在整齊劃一上！這麼多

人，讓他們做出一個制式的動作是很難

的！我以前看過另一個鼓的表演，用軟繩

打鼓，非常好看，難度極高！你們可能有

很高的知識，但是對於有些文化、我們傳

承的文化，你們連常識都沒有！因為你們

沒看過，你們就否定了它們的存在！我反

對你們這樣做！」

另一位年長評委 —— 中國傳媒大學

副院長王紀言馬上呼應：「你們有幾個人

去看過中國的社火？你到過哪看過，你告

訴我？你甚麼時候去的？都去哪幾個地

方？」陳道明繼續補充道：「你們看過多

少鼓？你們做過功課嗎？你們就根據這一

個鼓的節目就否定了中國鼓文化？你們好

大的膽子！」（下文轉 C2）

在西方國家，無論是華人新年，還是夏日街頭的各種

社區節日活動，都能看到中華傳統的舞獅、腰鼓等

表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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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道明告

誡那些年輕的評委們 :「我

們不能就事論事，要就傳

承來論傳承！文化需要接

力。」他指出表演社火的

人 ——「一輩子可能要甘

於寂寞，或甘於平庸，但是

不要打擊他們的努力！他們

不是群眾演員，他們是我們

的文化的一個基本基礎！」

台灣評委女藝人侯佩岑

則對這些打鼓的孩子和他們

的老師表達了敬意和鼓勵：

「我沒有太多的機會看見鼓

文化，但是我今天重新的學

習。未來還有更長的路，我

期待你們有更多的發展。加

油！不哭，繼續面對微笑，迎向

更好的未來。」

社火的復興

社火在中國受冷落時，海外

卻有一些愛好者自發組建了各個

團體，就好像當年中華大地上的

各個民間社團一樣，承傳著社火

傳統，在國際舞台上逐漸恢復傳

統的社火形式與內涵。

要是在夏日的多倫多街頭，

您看到節日活動中有一支腰鼓隊

的表演，一招一式遵循的是傳統

腰鼓的範兒，講究的是精、氣、

神，您會不會覺得回到了古中原

呢？這支腰鼓隊是來自多倫多一

家由海外華人和西人共同組成的

蓮花藝術團。在這座聯合國認

定的全世界文化最多元的城市

裡，各個族裔們都驚歎：「鼓，

原來還可以這樣邊舞邊打！」就

連最喜愛打鼓的非洲裔也看得目

瞪口呆、歡呼不斷。小朋友們的

情緒更是被剛勁歡快的鼓舞所感

召，索性衝進表演隊伍裡一起

跳。聽了西人主持的介紹，大家

才知道，鼓在中國已經有五千年

的歷史了。「鼓舞」本是一種打

鼓的舞蹈，在中文裡竟然演變成

encourage ——振奮人心的意思

了！

新年期間，各個社團更忙

了，在社火活動的最主要時間

段，華人超市和商業廣場經常會

有社火表演助興。蓮花藝術團還

會應邀去多家老人院等進行中華

文化的表演，傳播「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的中華價值觀。憨狀可

掬的獅子給老人們帶來歡笑，醒

獅的勇猛又讓老人們精神倍增，

腰鼓的表演 ——《萬象更新》帶

給老人們新生的希望。表演結束

後，各個族裔的老人們紛紛

說：「真高興你們能來。希

望明年還能看到你們！」充

滿正能量的社火表演所傳遞

的精神內涵，讓這些插著管

子、躺在輪椅上的老人們，

心中升起了活下去的信心和

希望。

隨著社火在世界的傳播

和興盛，相信在不遠的將

來，社火的精神內涵會從海

外回到它的發祥地。這種古

老的民間文藝形式，會讓中

華大地上的人們，乃至全世

界的人們，心中激發出光

明、喜悅的情懷，讓正義必

勝的信念永駐心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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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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開水陸大會，請有道高僧，講

經說法，那高僧正是眾望所歸的

玄奘和尚。觀音菩薩化身成一個

癩頭和尚，點化了玄奘，要他去

西天天竺國大雷音寺我佛如來

處，求取大乘佛法。於是太宗與

玄奘結為兄弟，派遣玄奘去西天

取經。

玄奘沿途收孫悟空、豬八

戒、沙和尚為徒，西海龍王敖閏

之子小白龍也化作一匹白馬，充

作唐僧的腳力。師徒五人，同

心戮力，征服重重艱險，經過

九九八十一難，終於功德圓滿。

《西遊記》境界之奇

《西遊記》之奇，奇在境界。

《西遊記》的故事跨越四大

那麼《西遊記》究竟是一部

怎樣的書？這部書在燦若星漢的

傳統文化寶庫中，為何能占據如

此重要的位置呢？讓我們一探究

竟吧。

唐玄奘的真實事蹟

唐僧取經，在歷史上實有其

事。唐僧，號玄奘，俗姓陳，

名禕。洛州緱氏（今河南偃師）

人，出生於隋文帝仁壽二年

（602 年），十一歲出家，年輕

時就以其神悟，成為名滿京城、

蜀中的名僧。

玄奘有感於當時中土的佛

法紛亂難明，於唐貞觀三年

（629 年），從長安出發，前往

印度取經。途徑今天的新疆、

中亞地區，歷時十七年，跋涉

五萬餘里，於貞觀十九年（645
年）回到長安，取回梵文佛經

六百五十七部。

其後玄奘組織譯 經，共

譯 出 經、 論 七 十 五 部， 凡

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玄奘促使了

佛法在東土的流傳，其成就與貢

獻是劃時代的。

唐代以後，玄奘西行故事廣

泛流傳於民間，逐漸變得亦真亦

幻、豐富離奇。明代中期成書的

《西遊記》以玄奘求法故事為基

礎，增加了大量的人物和奇幻多

姿、趣味橫生的情節。

《西遊記》一出，唐僧、孫

悟空、豬八戒、沙僧成為家喻戶

曉的人物，「大鬧天宮」、「三

打白骨精」、「三借芭蕉扇」等

故事也因膾炙人口，引人入勝而

流傳甚廣。

取經緣起

《西遊記》的取經故事，緣

起於如來佛的一念。如來看四大

部洲，只有南贍部洲，「貪淫樂

禍，多殺多爭，正所謂口舌凶

場，是非惡海」，於是動念要尋

找一個大根器之人，讓他經歷千

辛萬苦，到西天「求取真經，永

傳東土，勸化眾生」。

觀音菩薩於是領命東來，正

是唐貞觀十三年。唐太宗李世民

《西遊記》是家喻戶曉

的古典小說，自問世以來，

在中國及世界各地廣為流

傳，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在

中國，乃至亞洲部分地區西

遊記家喻戶曉。幾百年來，

西遊記被改編成各種地方

戲曲、電影、電視劇、動畫

片、漫畫等，版本繁多。《西

遊記》不僅熱鬧有趣，其中

寓教於樂的故事更是發人

深省，啟迪人心。

部洲、十方世界，不管是玉皇大

帝的凌霄寶殿、還是我佛如來的

雷音寶剎；不管是四海龍宮，還

是幽冥地府；不管是波濤滾滾的

通天河，還是烈焰騰騰的火焰

山；不管是女兒國，還是朱紫

國，都成為取經者表演的舞台。

其它雄奇、婉約、幽僻、險怪，

種種境界，固無論矣。

《西遊記》情節之奇

《西遊記》之奇，奇在情

節。石猴本是吸收了天真地秀、

日精月華的一塊山石，說起出

身，已然奇了。

更奇的是，這石猴不滿足於

在花果山稱王的榮華、水簾洞的

無拘無束，竟然發心修道。等他

學會七十二般變化，一個跟頭十

萬八千里的筋斗雲，又在東海龍

王的龍宮裡取得可以如意變化的

定海神珍鐵，在太上老君的煉丹

爐裡面煉出火眼金睛，可以鑽天

入地、呼風喚雨，已然奇了。

更奇的是，縱然這猴頭神通

廣大，仍然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

心。美猴王有真假、唐僧有真

假、雷音寺有真假，已然奇了。

更奇的是，連在西天極樂世

界求取的佛經也有真有假。其它

車遲國鬥法、五莊觀竊參、子母

河懷胎、木仙庵談詩，種種奇情

壯采、妙想天外，固無論矣。

《西遊記》之玄機妙理

俗話說：「外行看熱鬧，內

行看門道。」一般讀者欣賞的是

《西遊記》情節的熱鬧離奇，人

物、語言的詼諧風趣，但瞭解中

國修煉文化的讀者就不難發現，

作為一部以修煉為主題的小說，

《西遊記》處處充滿玄機妙理。

唐僧收悟空為徒之後，遇到

的第一難就是遇到六個強盜，

「一個喚作眼看喜，一個喚做耳

聽怒，一個喚做鼻嗅愛，一個喚

作舌嘗思，一個喚作意見欲，一

個喚作身本憂」。這六個強盜，

隱喻佛家所說的眼、耳、鼻、

舌、身、意「六根」，悟空打死

六個強盜，意味著排除肉體感官

給修煉人帶來的干擾與煩惱。

西行路上遇到的九九八十一

難，每一難都對應著修煉人的執

著心。破除這些關和難，不只是

消滅有形的妖魔鬼怪，更是消除

修煉人內心的魔障。

總而言之，《西遊記》乃植

根於中國傳統的修煉文化，書中

的情節、人物、對話、詩詞，都

大有深意。讀者若有機會去觀賞

「神韻藝術團」的表演時，也可

以重新體會一下，《西遊記》這

部中國古典小說中的瑰寶，所蘊

藏的深深意涵！

◎  文 :清風

《西遊記》的驚奇與玄機

《西遊記連環畫》趙宏本、錢笑呆繪。   《三打白骨精》趙宏本，錢笑呆繪。  
《大鬧天宮》劉繼卣繪。( 網絡圖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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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
存：保存、留下。

以：用。

甘棠：樹名，又名杜梨、棠

梨。甘，美好的味道。棠，棠

梨的別名。周召公 ( 召伯 ) 在位

時，經常在甘棠樹下處理政事。

他去世後，百姓懷念他的德政，

保留甘棠樹不敢砍伐，並作詩歌

《詩經 • 甘棠》讚美他。

去：離開；去世。

而：卻、但是。

益：更加。

詠：歌詠讚頌。

譯文參考
擔任官職若有德政，就像

《詩經》上所記載周朝大臣召伯

的故事一樣。因為召伯在位時非

常愛護百姓，所以召伯雖然去世

了，民眾為了感念他的恩德，不

但不忍心砍掉召伯曾在樹下休

息、處理政事的甘棠樹，還作了

詩歌來讚頌他的德政。

甘棠的故事
在本文中提到的「甘棠」是

來自於《詩經》中的一個典故，

內容是描述人民對賢德官吏的懷

念與愛戴。

召伯，姓姬，名奭，是周朝

的一位大臣，因世代封地於召，

所以人們稱他為召伯。他在視察

各地政務時，不要老百姓為他蓋

房子，而是在路邊的甘棠樹（一

種高大的落葉喬木）下搭個草

棚休息和審理人們的訴訟案件，

為人們評斷是非對錯。因為召伯

能以德來教化民眾，所以當他死

後，老百姓都很懷念他，就連當

初召伯休息所在的甘棠樹，人們

都是非常愛惜而不忍心去修剪它

的枝葉。

存 以 甘 棠 去 而 益 詠
qù ér yì yǒngcún yǐ gān táng

千字文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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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鼎，字元鎮，號得全居

士，解州聞喜（今山西）人。

生於北宋神宗元豐八年。四歲喪

父，由母親樊氏教導，精通經史

百家。忠義凜然，為南宋的中興

賢相。宋高宗時任宰相，曾推薦

重用抗金將領岳飛，力主抗金，

而被秦檜陷害，貶至泉州、潮

州、吉陽軍，絕食而死。孝宗

時，追諡「忠簡」，封豐國公。

(1) 寒食：寒食節，於清明

節前一、二日，有禁火習俗，冷

食三日，因與清明節日期相近，

逐漸合而為一。

(2) 塚：墳墓。

(3) 漢寢：漢朝帝王的墳

墓。寢，陵寢，古代帝王之墓。

(4) 麥飯：用磨碎的麥屑煮

成的粗飯，此指祭祀的飯食。

(5) 厙：同「溪」，山裡的

小河流。

(6) 笳：胡笳。胡人吹奏的

樂器，與笛相似。

寂靜冷清的村落裡，家家戶

戶簡陋的木門上也插上了柳條，

做為寒食節的標記。寒食禁煙的

習俗沒有流傳到越族之地，但也

和龐德公一樣，攜家帶眷的上墳

祭祖。漢唐的皇帝陵墓無人以麥

飯祭拜，山谷溪澗的村野小路有

梨花開放。不如一杯酒喝完就倒

臥青苔上，不去管黃昏時城頭吹

奏的胡笳聲。

學識淵博的趙鼎，品德高

超，才智過人，在南宋高宗時

曾兩度為相，他禮賢下士，苦

心經營，故有「南宋賢相，首

稱趙鼎」之譽。紹興三年 (1133
年 )，力薦抗金名將岳飛出戰，

收復了戰略重鎮襄陽。紹興六

年，因與右相張浚不合，左相趙

鼎為顧全大局，提出「浚當留，

臣當去。」辭去了宰相之位。紹

興七年，張浚因故被罷免，趙鼎

又被任用為相。紹興八年，秦檜

任相後，屢次誣陷力主抗金的趙

鼎，趙鼎被一貶再貶。

趙鼎被貶越地，依然致力

於約束官吏、體恤人民，常說：

「不束吏，雖善政不能行，蓋除

害然後可以興利。」逢全家祭祖

的寒食節日，曾兩度為相的他，

仍不免感慨富貴如雲，人生無

常，不如放下所有人事的紛爭，

睡臥青苔上，放空自己的心，甚

麼都別想了吧！

語譯

賞析

作者

 深山裡，田間溪邊住著一位

老人。老人在小溪旁架起了水

車，替鄉人擣米拿點小報酬維持

生活。日昇日落，日復一日，老

人的生活十分平安寧靜，他覺得

心滿意足。

有一天，他多賺了幾塊錢，

欣喜之餘，對著擣米用的杵、

臼，生出了感激之情，他對著擣

米的杵喃喃地訴說自己的感謝。

夜裡，他躺在草棚裡，愈想

愈覺得要是沒有杵，自己根本不

可能有這麼好的生活，所以第二

天一清早就買了紙錢，虔誠地在

杵前燒香跪拜感恩，心中才覺得

舒坦。

這樣一連拜了好幾個月。有

一天，他突然發現杵的工作是由

水車轉動所致，要是沒有水車，

杵一點作用也沒有，於是他又匆

匆預備了菜餚燒酒，對水車深深

致敬。

水車怎麼會動呢？聽見水

聲，看到流水淙淙。老人又想

了，想了再想，豁然開朗，要是

沒有水而只有水車，跟只有米沒

有火煮一樣沒有用，所以要拜就

拜水啊！要是上頭沒有水不斷地

來，下頭的水又有甚麼用呢？躺

在稻草搭的床上，老人輾轉難

眠，最後他決定背著幾件衣裳，

帶著乾糧，去找水源地。

到水源地方去的路程，出乎

意外的遙遠，因為大河源於小

溪，小溪來自高山，但老人一點

也不怕苦，他懷著極為感恩的

心，千裡跋涉去拜謝水賜給他的

恩典。

皇天不負苦心人，老人果然

找到了水源。叩拜致謝以後，沾

沾自喜地回家。雖然腳底磨起了

大水泡，他也酣然入夢。

又該到水源地去行禮了，可

是一連多天的雨，使老人遲遲不

能啟程，他有點悶悶不樂，甚麼

都可以馬虎，就是謝恩這件大事

絕不可疏忽。他走出草棚，仰天

祈求，祈求雨早點停，不要耽誤

了大事。然而就在這一剎那間，

他突然領悟了，甘霖乃是自天而

降，一切都是天賜神恩。他的心

底響起了歡呼。

我們做人，也正如同這位感

恩的老人，生活的圈子裡，有父

母、兄弟、朋友，還有許多陌生

人。若要生命像豐收的地，就該

一層層地找出那最重要的關鍵。

尋找的過程，乍看是一種愚昧的

浪費，其實卻是寶貴的經驗。只

要每一步都走很穩妥，必定可以

步向成功的坦途。

人的一生，就是上天與社會

的賜予，所以一個人，做人做事

該當飲水思源，滿懷感激。不但

要感謝，更要發揚光大，否則就

白費了一生。

註釋

虞朝皇帝舜，是瞽瞍之

子，天性至為孝順。父親是一

位全然不懂禮儀的人，母親常

出惡言，其弟名像，傲慢不

悛，惟姚舜並不怨恨，仍能孝

敬父母，友愛兄弟，姚舜常在

歷山下耕田，因孝感動天，有

大象協助耕田，亦有鳥幫助其

鋤草。當時的皇帝唐堯聞悉姚

舜大孝，特派九位男子服侍，

並將其女兒娥皇及女英嫁與舜

為妻，後來並將天下讓與舜，

舜以一平民，居然躍而為虞朝

之皇帝，純因孝心所致。

shàng zhǒng yì xié pǎng laǒ jiā

shān shè yě  jìng yǒu lí   huā

mò guǎn chéng tóu zòu mù jiā

   jì    jì chaí měn cūn luò  lǐ

 jìn  yān bū  daò yuè rén  guǒ

hàn qǐn táng líng wú maì fàn

  yī  zūn jìng jiè qīng taí  wò

 yě  jiaò chā  lǐu  jì   niǎn huá

寂寂柴門村落裡，

禁煙不到粵人國，

漢寢唐陵無麥飯，

一樽竟藉青苔臥，

也教插柳紀年華。

上塚亦攜龐老家。 

山厙野徑有梨花。

莫管城頭奏暮笳。 

寒食
作者：趙鼎 Zhaò Díng

古詩賞析

飲水思源
◎文：藍蔭鼎

知足者，大富也，實
富也。不知足者，大貧
也，實貧也。大凡人之
貧，非因乏財，乃因貪
財。假令爾有衣足禦寒，
有食足飽腹，有室安居，
足蔽風雨，是亦不易得
也。人多望之，幸得之，
必以為大福矣。爾得之而
自視甚貧，憂愁無已，抑
何不自足也。故曰: 貪吝
之情，使人於富中貧乏。

——出自《勸戒全書》

蔽芾甘棠，

勿翦勿伐，

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

勿翦勿敗，

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

勿翦勿拜，

召伯所說。

《詩經．甘棠》賞析

（原文） （今文）

梨棠枝繁葉又茂，

不要修剪莫砍伐，

召伯曾經住樹下。

梨棠枝繁葉又茂，

不要修剪莫損毀，

召伯曾經歇樹下。

梨棠枝繁葉又茂，

不要修剪莫拔掉，

召伯曾經停樹下。

召
伯
畫
像

《二十四孝》故事

孝 感 動 天
之

隊隊耕春像，

嗣堯登帝位。

紛紛耘草禽，

孝感動天心。

有詩頌曰：　

虞舜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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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預言體系中，邵雍的

預言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相傳

邵雍作《梅花詩》，準確預言了

他身後近千年的中國歷史重大

事件。

富弼，北宋賢相。他退休

後，效仿大唐白居易、如滿和

尚組織的「香山九老會」，與韓

琦、司馬光、文彥博等十三人組

成「耆英會」，經常於洛陽名園

古剎或林泉勝地聚會。這十三位

老臣都是為社稷、為萬民立下卓

越功勳的股肱大臣。富弼除了和

這些年高德劭的老臣有所交往之

外，還和一位高人保持著聯繫，

此人就是邵雍。

據《清尊錄》所述，富弼退

休後居住在洛陽，因和邵雍私

交甚好，曾經叮囑門人：「如果

邵先生來，不管早晚，都要稟

報。」

一天，富弼因患腳病，躺在

一間小臥室裡休息。門人來報邵

雍先生到，富弼命人將邵先生請

到臥室。邵雍笑著說：「其他的

客人也能到這兒吧？」

富弼也笑著，指著邵雍所坐

的胡床說：「自從得病以來，心

裡老是緊張，不得安寧，即便

兒子來了，我也得趕緊趕他出

去。這張胡床是為了招待您，特

意安置的。」

邵雍環顧左右，忽然說道：

「還要再取一張胡床來。」富弼

不明其意。

邵雍說：「今天正午，會有

一名穿著綠色衣服的少年，騎著

白馬來拜見您。您現在雖然生

病，但還是要見一見他。因為您

逝世後，此人將會擔任修史官，

記載您的生平事跡。」

富弼向來敬重邵雍，知道他

的預測能力很神奇，於是對門人

說：「今天如果有客人到，不分

貴賤，立刻通報。」

到了中午，果然來了一位名

為范祖禹的客人，正如邵雍所

說－－騎白馬、穿綠衣。范祖

禹，字夢得，他是後來協助司馬

光編撰《資治通鑑》的史官之一。

據《宋史》記載，范祖禹前

世是漢朝大將軍鄧禹，所以由此

命名。門人帶著范祖禹走進內

室。富弼和他暢談一番，席間說

到：「凡人都是老病即死。想到

自己一生碌碌無為，實在不足為

道，可是我大致上還算是質樸忠

厚。待到他日您秉筆修史時，還

有勞您稍微留意我的事蹟。」

當時的范祖禹只是一介才

俊，尚未掌管當朝修史大任，聽

到老賢相的一番話不免惶恐，連

忙起身稱謝。十多年以後，朝廷

纂修《裕陵實錄》，范祖禹果真

擔任執筆，撰修《韓公傳》（富

弼曾被封為「韓國公」，時人稱

他為富韓公）。

（參考文獻：《清尊錄》、

《宋史》）

因為卷子密封了考生的姓

名，所以考生與考官事先會約

好「關節」，即在試卷某處用

一些文字，如：虛詞「夫」、

「也」、「矣」等作為暗號，批

卷時，這種有「關節」的卷子就

會得到關照。 道光丁酉年（西

元 1837 年）中舉的歐陽兆熊，

曾在日記中寫下這樣一段故事： 
歐陽兆熊，湖南省湘潭

人。道光庚子年（西元 1840
年）間，他和同鄉李君進京趕

考，一同去拜訪了一位侍御（官

名，御史的一種）。此侍御曾是

李君的老師，和歐陽兆熊交情

也很好。侍御以診病為藉口，

招呼歐陽兆熊到室內一談。 
診完之後，侍御在硯臺上

為歐陽兆熊寫了「也歟聖懷」四

個字，叮囑他，考試時可以將

這四個字嵌在三篇命題文章的

末尾，以及詩的抬頭上。歐陽

兆熊心中不以為然，就婉言謝

絕了，他謝絕得很得體：「鄙人

文筆荒疏很久了，怎敢獻醜寫

這四個字。」 
回去後，李君就問歐陽兆

熊，侍御有甚麼指教嗎？歐陽

兆熊據實據告，並且說：「我已

經謝絕了。」 
不久，考試發榜，歐陽兆

熊和李君都榜上無名。他們再

次趕赴侍御處，侍御向李君感

慨說，考卷開始很幸運，落到

一位名叫謝方齋的考官手裡，

一下就被找到了，應試詩文也

不錯，只是裡面有二字被另一

位考官潘相挑出了毛病，於是

侍御馬上囑咐謝考官，再次把

考卷推薦給主考官，但最後還

是因為被挑出毛病的那二個

字，考卷沒有通過。 
侍御對兩人連聲說：「可

惜！可惜！」 
李君聽罷，表情茫然；歐

陽兆熊則心想，我也沒寫那個

「關節」做記號，怎麼回事啊？ 
後來兩人到了禮部，查閱

落榜考生試卷。李君一看試卷

就哭了，嗚咽道：「唉！我自作

自受，這是天意啊！」接著他道

出隱情：「咱們第一次去侍御家

之後，我偷偷又去了一次。那

時侍御因監考不在家。我就跟

師母說，我已經把暗號由『也

歟聖懷』四字，改作三個『蓋』

字了，寫在了文章開頭三段之

首。請她把這個『關節』寫在紙

條上。後來師母拆開侍御的衣

帽，藏了這個條子，想辦法轉

送到侍御手裡。師母還說，一

定叮囑侍御，專找這張卷子，

勿顧他人。」

「這事人不知，鬼不覺，

你當然不可能知道。但誰能想

到，你寫文章，無意中竟以三

個『蓋』開頭！偏巧你的卷子順

序在我的前面，被人當我的卷

子給關照了！結果我的卷子永

沉海底，而你的卷子，雖然二

次被特意推薦，還是不中，命

啊！」 
歐陽兆熊很平靜，他對李

君說：「若命裡該中，何必『關

節』？我不走關係，不是不把

考取功名當回事，只不過我看

明白了，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正所謂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也！」 李君被造化愚弄這一番

後，也幡然醒悟了。孔子說要

達到「三知」，即知命、知禮、

知言，才是君子的境界，而「知

命」排在第一位，不知命無以為

君子也！ 

（參考文獻：清 歐陽兆熊、

金安清《水窗春囈》）

清朝中後期，科舉考場

上的徇私舞弊比較嚴重。有

一種考生與考官、判卷官串

通作弊的方法叫「關節」，

俗稱「條子」。

人有千算 天只有一算
◎  文：宗家秀 圖 :Fotolia

李業參加進士的選拔考試，

沒中。往回走的時候，路過陝虢

一帶的山路，遇上暴風雨，便到

附近的一間村舍去躲雨。這家只

有一個小孩在家看門，李業把驢

拴在了房簷下。碰巧，左軍李生

與行官楊鎮也為避雨而來到這一

家。三人一塊兒進屋休息，等到

天稍微轉晴時，天色已經黑了。

小孩說：「我爺爺馬上就要回家

了，他不喜歡外人，你們還是走

吧！」李業對他說：「天色已晚，

不能往前走了。」

一會兒，孩子的爺爺回來

了，見到客人很高興，除了以特

殊的禮節接待他們外，還留他

們在家住宿。第二天早上，又

誠懇的挽留他們，還準備了飯

菜。李業再三表示歉意和感謝，

說：「你孫子說爺爺不喜歡客

人，我又擔心夜晚不能再趕路，

留下後，很怕您怪罪，不料您竟

以這麼重的禮節招待，怎麼擔

得起？」孩子的爺爺說：「我家

窮，不好意思接納客人，並非不

喜歡客人。但是你們三位都是節

度使，我哪敢不恭恭敬敬地侍奉

呢？」李業說：「我們三人之中，

只有一個是行官，您說錯了！」

孩子的爺爺說：「行官管領

節鎮在兵馬使之職以前，秀才你

當節度使管領節鎮則在兵馬使之

職以後，但你能統轄五個節鎮，

你要自勉、自愛呀！」

後來 , 李業因為多年應舉未

中，便從戎作了幕僚。轉年，楊

鎮被仇士良開府提拔使用，逐級

提拔，直到軍使，授為涇州節度

使；李生與楊鎮同時為軍使，管

領邠州的節度。李業後來因党頊

之功被任命為邠涇振武節度使，

管轄五個重鎮的軍務。這些都跟

當年那位老爺爺所說的一樣。

（文出《錄異記》）

高手在民間
◎  文：文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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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洪熙 圖：Fotolia 邵雍未卜先知
邵 雍（1011—1077），

北宋哲學家、易學家，有內

聖外王之譽。字堯夫，諡號

康節，自號安樂先生、伊川

翁，後人稱百源先生。少年

有志，聰慧過人，隱居並讀

書於蘇門山百源之上。

邵雍與程顥、程頤、周敦頤、張

載，合稱為「北宋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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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英雄不怕出身低」，北宋名將

狄青，從一個曾經在軍隊裡開小差當「逃

兵」，不幸被抓回來以後還被處罰於臉上

刺青的人，憑藉自己的努力，當上保家衛

國，戰功彪炳的大將軍，實屬不易。而胸

襟開闊，用人唯才的北宋皇帝宋仁宗和鼓

勵他上進的良相范仲淹，更是成就其英名

的幕後推手。一代名將狄青「千里馬」遇

「伯樂」，留與後世千古傳頌。

北宋年間，韓琦、范仲淹剛到陝西的

時候，有人向他們推薦，當地軍官中有個

狄青，英勇善戰，有大將的才幹。范仲淹

正需要將才，聽了這話，很感興趣，要部

下把狄青的事蹟詳細說一下。

原來，狄青本是京城禁軍裡的一個普

通兵士。他從小練得一身武藝，騎馬、射

箭，樣樣精通，加上膽壯力大，後來被選

拔做了小軍官。

西夏的元昊稱帝以後，宋仁宗派禁軍

到邊境去防守，狄青被派到陝西保安（今

陝西志丹）。不久，西夏兵進攻保安。保

安的宋軍多次被西夏兵打敗，兵士們一聽

說打仗都有點害怕。守將盧守勤為了這件

事正在發愁。狄青主動要求讓他擔任先

鋒，抗擊西夏軍。

盧守勤見狄青願意當先鋒，自然高

興，就撥給他一支人馬，跟前來進犯的西

夏軍交戰。

狄青每逢上陣，先換了一身打扮。他

把髮髻打散，披頭散發，頭上戴著一個銅

面具，只露出兩隻炯炯的眼睛。他手拿一

支長槍，帶頭衝進敵陣，東挑西殺。西夏

兵士自從進犯宋境以來，沒有碰到過這樣

厲害的對手。他們看到狄青這副打扮，已

經膽寒了。經狄青和宋軍猛衝了一陣，西

夏軍的陣腳大亂，紛紛敗退。狄青帶領宋

軍衝殺過去，打了一個大勝仗。

捷報傳到朝廷，宋仁宗十分高興，給

盧守勤提升了官職，狄青提升四級。宋仁

宗還想把狄青召回京城親自接見。後來因

西夏兵又進犯渭州，調狄青去抵抗，不得

不取消了召見的打算，叫人給狄青畫了肖

像，送到朝廷去。

以後幾年裡，西夏兵不斷在邊境各地

進犯，弄得地方不得安寧。狄青前後參加

了二十五次大小戰鬥，受了八次箭傷，從

沒有打過一次敗仗。西夏兵士一聽到狄青

的名字，就嚇得不敢跟他交鋒。范仲淹聽

了部下的推薦，立刻召見狄青，問他：讀

過甚麼書？狄青出身兵士，識字不多，要

他說讀過什麼書，他答不上來。

范仲淹勸他說：「你現在是個將官

了，做將官的如果不能博古通今，只靠個

人的勇敢是不夠的。」接著，他還介紹狄

青讀一些書。

狄青見范仲淹這樣用心鼓勵他，十分

感激。以後，他利用打仗的空隙時間刻苦

讀書。過了幾年，他把秦漢以來名將的兵

法都讀得很熟，又因為立了戰功，不斷得

到提升，名聲更大。後來，宋仁宗把他調

回京城，擔任馬軍副都指揮。

宋朝有個制度。為了防止兵士開小

差，在兵士的臉上刺上字。狄青當小兵的

時候也被刺過字。過了十多年，狄青當了

大將，但是臉上還留著黑色的字跡。

有一次，宋仁宗召見他以後，認為當

大將臉上留著黑字，很不體面，就叫狄青

回家以後，敷上藥，把黑字除掉。

狄青說：「陛下不嫌我出身低微，按

照戰功把我提到這個地位，我很感激，至

於這些黑字，我寧願留著，讓兵士們見

了，可以砥礪他們怎樣上進。」

宋仁宗聽了，很讚賞狄青的見識，更

加器重他。後來，因為狄青多次立功，被

提拔為掌管全國軍事的樞密使。一個小兵

出身的人當上樞密使，這是宋朝歷史上從

來沒有過的事。有些大臣嫌狄青出身低，

勸仁宗不該把狄青提到這麼高的職位，但

是宋仁宗這時候正在重用將才，沒有聽這

些意見。

狄青當了樞密使，有人總覺得他的出

身和地位太不相稱。有一個自稱是唐朝名

相狄仁傑後代的人，拿了狄仁傑的畫像，

送給狄青說：「您不如認狄公做祖宗吧！」

狄青謙虛地笑了笑說：「我本來是個出身

低微的人，偶然碰到機會得到高位，怎麼

能跟狄公高攀呢？」那人聽了無話可說，

只好訕訕的離去。一代名將的氣度果然不

同凡響。

狄青從逃兵到名將

As the saying goes: “A hero is not 
afraid of low status”.  Di Qing was once 
a military deserter and was caught and 
punished with characters tattooed on his 
fa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ystem during 
the Song era.  Through his own effort and 
given the chance to defend his State, he won 
a lot of battles and became a great general; 
it was not easy.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when 
ministers Han Qi and Fan Zhongyan 
first  arrived in Shanxi to search for 
military talents, their subordinates highly 
recommended Di Qing who was said to be 
a local military officer; heroic, courageous, 
good at war and has the abili ty of a 
general.  Fan Zhongyan wanted the detailed 

account of Di Qing’s military achievements.
Di Qing’s background was an ordinary 

soldier.  He learned martial arts since young 
age and excelled in mounted archery.  He 
was courageous and strong.

After Li Yuanhao assumed the title of 
emperor as Zhao Yuanhao, he named his 
new dynasty as the state of Xi (Western) Xia 
and embarked on a campaign to conquer 
all of China.  Emperor Renzong of  Song 
sent his army to the border to defend the 
State.  Soon the Xia army attacked Bao’an 
in Shanxi (now known as Zhidan County, 
Shanxi).  The Song army in Bao’an was 
defeated several times and they feared the 
Xia army.  The Song general, Lu Shouqin 
was worried.  When Di Qing took the 
initiative and volunteered to be the vanguard 
to fight the Xia army in Bao’an, Lu Shouqin 
was naturally happy.  

Each time when Di Qing went to war, 
he donned a bronze mask only revealing his 
two eyes and armed with a long spear.  He 
let his hair run wild and disheveled.  

The Xia army had never encountered a 
powerful opponent like Di Qing ever since 
they invaded the Song.  When they saw Di 
Qing’s appearance, they became scared.  
Di Qing led the army charging into the 

battlefield and won a big victory.  The Xia 
army retreated and was in chaos.

News of Di Qing’s victory reached 
the palace.  Emperor Renzong of Song 
upgraded Lu Shouqin’s official position and 
promoted Di Qing by a jump of four grades.

During the subsequent years, the Xia 
army continued to attack the border making 
the place unsafe.  Di Qing participated in 
a total of twenty-five battles, was injured 
eight times and never lost a single battle.   
The moment the Xia army heard of Di 
Qing’s name, they were scared to fight with 
him.

Fan Zhongyan, after hearing the 
recommendation by his subordinates, 
immediately summoned Di Qing.  He 
asked Di Qing about books.  Di Qing being 
born into a poor family and joined as an 
ordinary soldier in the army was not literate, 
therefore, he was not able to answer Fan 
Zhongyan’s question.

Fan Zhongyan then advised Di Qing: 
“You are a general and not well-versed in 
ancient history and current State affairs; 
relying on personal courage is not enough”.  
He then presented Di Qing with a copy of 
the Zuo Zhuang (a book that focused on 
political, diplomatic and military affairs 

covering the era from 722 to 468 BC).
D i  Q i n g  w a s  i n s p i r e d  b y  F a n 

Zhongyan’s encouragement.  He then took 
up scholarly pursuits and became well 
versed in military strategies of the Qin and 
Han generals.  Di Qing was well-recognized 
for his military achievements and was 
transferred to the Capital.

Di Qing was once summoned to the 
palace by Emperor Renzong.  He saw the 
tattoos on Di Qing’s face and found that it 
is disrespectful for Di Qing being a general.  
He told Di Qing to apply medicine to 
remove the tattoos.  

However, Di Qing said: "Your Majesty 
does not look down at me.  I am very 
grateful to be elevated to the present status 
based on my military achievements.  On 
the tattoos, I would rather keep it for my 
soldiers to see and as an encouragement for 
them to advance forward!”.  When Renzong 
heard these words, he respected Di Qing 
even more.

Di Qing was promoted to be Assistant 
Commissioner of the Bureau of Military 
Affairs after achieving more meritorious 
success.  A person from a soldier to become 
the Assistant Commissioner had never 
happened in the Song history.

吃完飯，王夫人說：「璉兒，你也累

了，回房歇息吧。」賈璉走進了以往的小

巧四合院，走進上房臥室，一切佈局如

同往日。賈璉坐在床沿，想起以往這裡

終日人來人往，熱鬧非常。可如今樓空

人亡，只剩自己孑然一身，不免又流下

淚來，興兒在旁相勸。這時只聽院內環

佩叮噹，笑語清脆。一抬頭，早見一群

丫頭擁著兩位麗人站在面前。那位笑盈

盈的是林妹妹，這位羞答答的是——「平

兒！」賈璉霍地站了起來，搶前幾步。

只見四目相望，淚水漣漣，卻一句話也

說不出來。黛玉輕輕地說：「寶貝交給你

了，我走了。」說著向眾人示意，眾人知

趣地離開。

原來在二十天前，黛玉就把平兒贖

了出來。當時平兒在一個尚書家當粗使

丫頭，每日在外洗衣服。臉兒曬黑了，

手上一個個血口子，面無表情，眼神呆

滯。黛玉見了，無比心疼，就把平兒放

在林府養了起來。每日好飯好湯的將

養。二十多天後，竟恢復了先前的清

麗、美貌，又給她做了幾套新衣，買了

些金銀首飾。今日打扮得齊齊整整，送

到了賈璉跟前。從此在平兒的精心照料

下，賈璉也很快地恢復了元氣，往日那

俊俏風流的年輕公子仿佛又回來了。

這日，剛吃過晚飯，李貴急匆匆地

進來說：「有個年輕人，要見寶二爺。」

賈政說：「請他進來說話。」李貴說：「那

人說不願打擾全家，只要見寶二爺說兩

句話，現坐在門房等著呢。」寶玉跟著李

貴出去了。不一會，寶玉回來了，只見

寶玉滿臉喜色，告訴眾人：「是北靜王派

來的人。說是前幾日北方戰事告捷，南

方的海疆土匪被剿滅，兩個喜報一齊送

來，龍顏大悅。這時張尚書乘機把璉二

爺的事報了上去。皇上看了上訴書和證

詞，當場說放人。昨日晚上，皇上的寵

妃又生了個皇子，更是喜上加喜，皇上

這幾日開心無比，這是個好機會，讓我

們快些把該做的事都做了。」

眾人聽後歡欣鼓舞，寶玉說：「現

在不做，更待何時，機不可失，時不再

來，快些行動。林妹妹，你快些起草上

訴書，我和興兒——」話沒說完，賈璉搶

著說：「為了救我，寶兄弟和林妹妹辛苦

了，這次讓我來，你們只起草上訴書，

其他跑腿的事由我和興兒做。」王夫人

說：「你的身體還虛著呢，你行嗎？」賈

璉說：「不能老是吃了睡，睡了吃，走動

走動好，我在獄裡，什麼苦沒吃過。跑

跑腿，不算什麼，放心吧。」賈璉帶興兒

每日奔忙，忙了近半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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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日中午，丫鬟雲兒提著飯盒到大

門口給李貴送飯。剛走到二門，忽然神

色慌張地跑回來，說：「不好了，一群叫

花子直向咱家衝來，這回怕都進了二門

了。」眾人十分驚詫，寶玉說：「窮人結

伙吃大戶，也不該到咱家來，還以為是

以前的賈府吧。」興兒、茗煙早已到院中

找了根棍子拿在手中，衝了出去。只見

烏壓壓一群叫花子直衝二門而來，忙輪

起了棍子，再仔細一瞧，棍子在半空中

停下了，立即扔了棍子，跪在地上。這

時，賈政、王夫人等也出現在二門口。

眾「叫花子」連忙下跪，嚎啕大哭，哭聲

震天。雲兒丫頭楞楞地站在那裡，茗煙

連忙拉住她的衣角，小聲說：「快下跪，

這是咱們的舊主人，從獄中出來了，哪

有叫花子？！」賈政連忙讓眾人快起來，

寶玉也上前勸說：「今日全家團聚，大喜

的日子，別哭了。這大的動靜，鄰居還

以為咱賈家又出大事了。」眾人才紛紛站

起來，進了內院。

黛玉忙命人告訴柳嫂殺雞宰鵝，又

命丫頭到林府把芙蓉院的六個丫頭和

玫瑰園的六個丫頭也叫來，幫助收拾房

間，並派人告訴紫鵑把良玉的家常衣服

拿些來，又命興兒到街上買些熟食。正

忙得不亦樂乎，只見紫鵑帶了兩個丫頭

兩個小廝進來了。一個丫頭手裡提了兩

個食盒，一個丫頭拎了一大包衣服，二

個小廝抬了一大摞被褥。紫鵑和大家

一一見了，不免流淚。紫鵑說：「我先報

喜，林少爺考中了進士，今早剛送來喜

報。只等一個月後皇上親自殿試。今日

參加酒宴去了，明天上午來拜望大家。

這是三千兩銀子，說是見面禮。」從一個

丫頭手裡接過一個大包袱，「這是林少爺

的十幾套衣服，從來沒穿過；這是一大摞

被褥，從林府的庫內找出的，這裡也許

能用得著。我大嫂怕這裡的柳嫂忙不過

來，讓我帶來十幾樣菜。」賈政夫婦、賈

璉夫婦忙致謝。說：「真不知如何感謝！

東西收下了，這銀子就……」黛玉說：

「收下吧。不必客氣。」笑著接下了。不

一會大家洗完澡，換上了乾淨的衣服進

來了。這時飯菜也陸續上了桌，加上紫

鵑帶來的菜，豐豐盛盛地擺了幾大桌。

大家入座，幾個八仙桌坐得滿滿騰騰，

地上還站了些人，整個大廳人聲鼎沸，

熱鬧非常。

（待續）

黛玉傾力救親人  良玉實意援賈府

下

狄青大破混天陣
Di Qing in a battle scene

范仲淹畫像 Fan Zhongyan

Di Qing was elevated from a military deserter to a great general

宋仁宗畫像 Emperor Renz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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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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男孫的壓力

我
已經有一個兩歲的女

孩，去年年底二寶在快

要臨盆時卻沒心跳，兩

胎都是剖腹產。失去二寶我很心

痛，想趕快再懷孕，把她生回來。

不過公婆很傳統對神明很迷信，在

我做完月子他就帶我去給神明看，

神明還說是我體質的問題。

婆婆一直拜託神明要讓我生男

的，神明說要我在今年年底前懷孕

才會生男的，我婆婆也告訴我跟老

公說要我們要聽神明的話才會生男

的，但是我怕我身體還沒恢復好，

太快懷孕會跟第二胎一樣有危險。

可是又很擔心這一胎如果是女的，

婆婆又會要我生。我不知道是否要

聽婆婆的話趕快懷孕，還是先把身

體養好……

從
來信中你對婆婆建議的

為難，可以看出你是一

位善良溫柔的好媳婦，

如今除了感謝婆婆的關心和好意，

首先要爭取先生的認同與支持，共

同面對問題，才不會被婆婆誤會是

你單方面的不配合。

健康是女人最大的本錢，特別

是在你剛生產之後，更需要一段時

間好好調整心情、保養身體！只有

身心健康的母親，才有可能孕育出

健康的寶寶。而且，兩個孩子相差

三至五歲也比較好帶些，生育問題

是需要謹慎規劃。

只是在交談溝通的態度上要盡

量委婉平和，才不致傷了彼此的和

氣。另外，觀念比較傳統的婆婆難

免比較在意所謂的「傳宗接代，養

兒防老」，如果條件允許的話，我

們做晚輩的當然可以盡量配合，可

是今天你的情況特殊，自然要另當

別論。

由於剖腹產的風險相對自然產

來得高，並不適合密集生育。確實

有孕婦因為兩胎間隔過短，加上身

體調養不當，導致早產、胎兒體

弱、體重偏輕的機率增加；甚至對

產婦的健康也有長遠負面的影響。

這方面的醫學常識婆婆可能比較欠

缺，你可以請老公或家族中觀念比

較好的長輩與婆婆交流，這樣可避

免發生直接的衝突與不悅。

我們不適合直接否定老人家的

信仰，重要的前提是要先考慮你自

身的健康問題，誠如你所說的，兩

次剖腹產後的你當前最重要的功課

是先把身體養好，這點可以跟你的

婦產科醫師討論，得出最佳的因應

方案，至於其他問題就不用太放在

心上，以免給自己造成無形的壓

力，反而不利健康；況且距離今年

年底前懷孕還有一段充裕的時間，

只要放鬆心情，同時樂觀積極的面

對，許多問題都可迎刃而解，相信

你可以做個健康、快樂的母親。曼

麗祝福你平安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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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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麗小語：健康是女人最大的本錢，特別

是在你剛生產之後，更需要一段時間好

好調整心情、保養身體！只有身心健康

的母親，才有可能孕育出健康的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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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otoks 擬建設小戶型生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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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加拿大房地產

協會（CREA）表示，上月全國

共售出房屋 23,968 套，較去年

同期的 24,977 套低 4%，今年

一月是 2015 年以來住宅銷售最

差的一月份。

CREA 表示，1 月份全國

所有類型住宅平均售價格為

455,000 元，比 2018 年同期下

降 5.5%。

MLS 總體房價指數同比上

漲 0.8%，為 2018 年 6 月以來

的單月最小漲幅。

在大溫哥華地區，價格指數

同比下降約 4.5%，但維多利亞

市上漲 4.2%，比一年前溫哥華

島其他地區上漲了 9.3%。

大多倫多地區的指數上漲

2.7%，大蒙特利爾地區上漲

6.3%，但裡賈納、薩斯卡通、

卡爾加里和埃德蒙頓房價指數均

有不同程度下跌，跌幅分別為：

3.8%、2.0%、3.9% 和 2.9%。

【看中國訊】近期，Okotoks
鎮議會批准了一項「生態村」

（由小戶型房屋組成）概念設計。

該項目由 Okotoks 市、卡

城 Vagabond Tiny Homes 公

司、加拿大抵押貸款及住房公司

的經濟租賃創新基金合作，旨在

建設一個由 42 套小戶型出租房

構成的綜合社區，其中包括：廉

租房、市價出租屋、短租度假屋

和供出售的房屋。

這些小戶型房屋將配備集中

服務設施，包括公用廚房、餐

廳、儲藏室和會議室。

該項目以「Homestead」命

名，將建在 Okotoks 市西緣的

一片四公頃的土地上。根據設計

方案，建設生態村約佔地 1.1 公

頃，其餘 2.9 公頃將用以建設各

種社區基礎設施，如遊樂場、室

外圓形劇場以及綠地等。

Okotoks 市 議 員 Florence 
Christophers 說這個概念是針對

那些對「集體生活方式」感興趣

的人，他們想要在更小的空間裡

更簡單地生活。

Homestead 項目的總投資

接近 1800 萬元。

根據設計方案，每套住宅的

面積約為 32 至 51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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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地產公司

Cushman ＆ Wakefield 報 告

稱，雖然不斷有新的工業地產項

目投入市場，但總體空置率仍有

所下降。

Cushman ＆ Wakefield 發

布的一份報告稱，儘管能源市

場、利率走勢和政治環境均存在

不確定性，卡爾加里工業房地產

市場依然活躍。

報 告 稱，2018 年 四 季 度

卡城整體工業地產空置率為

7.5%，比 2017 年的 7.9% 有所

下降。同時，平均租金從 2017
年的 9元每平方英尺增長到 9.07
元每平方英尺。

報 告 顯 示，2018 年 底 有

350 萬平方英尺的工業地產在

建設中，大大高於 2017 年底的

130 萬平方英尺。

「管道糾紛將繼續阻礙能源

業的投資，但運輸和倉儲行業

預計將在短期內有快速發展。

預計 2019 年將加息兩次，並且

預計在利率公布之前市場投資

會活躍。 2019 年的兩次大選

（聯邦和省大選）將最終影響經

濟，預計全年經濟保持緩慢復

甦。」Cushman ＆ Wakefield
表示。

報告預計 2019 年期間將有

150 萬平方英尺的工業物業面積

增加到市場。

「儘管市場上有新增供應

量，但由於租賃活動強勁，

預計總空置率將繼續下降。

Cushman ＆ Wakefield 預 測，

在未來 12 個月內，租價將從

2016 年的低點繼續緩慢回升，」

該商業房地產公司表示。

「2018 年第四季度租賃依

然強勁，達到 200 萬平方英尺，

2017 年同期為 180 萬平方英尺。

大部分租賃活動位於東南區，為

100 萬平方英尺 ; 東北區為 70

萬平方英尺，其餘位於中部。

未來可用率（包括六個月

內推出的產品）從 10.1% 降

至 9.3%，顯示 2019 年開始租

賃增加。 2018 年第一季度租賃

量為 230 萬平方英尺，目前看

起來 2019 年將以類似的規模開

始，」報告稱。

「2018 年租賃費率保持穩

定，隨著空置率下降，出租方的

優惠措施也在減少。平均租金已

經觸底反彈。同時，由於郊區土

地的稅收增加，經營成本也有所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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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份房地產數據出爐全國

卡爾加里工業地產行情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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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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作者 :黃詩錚                        

每年的時尚都有不同主題。在風格與美學角度下觀看時尚流行，就可發現今年時尚流行有回歸的

現象，似乎讓人重溫曾經的經典。那麼今年春夏的流行趨勢到底是如何呢?以各大時裝週的風格

穿搭為範本，在2018年深受歡迎的元素也依然出現在今年。這個春夏該如何打扮?這回小編將

為大家找出2019春夏時尚趨勢。

2019春夏時尚趨勢

印花

延續 2018 年的流行趨勢，印花到今年仍深

受時尚界的喜愛。採單一重點－印花並搭配上素

色褲子，在鮮明度與色彩都能奪人注目。設計師

也熱愛將印花元素沿用到秋季，若想在街頭得到

讚賞，別忘了在衣櫃裡增添一些有印花的服飾。

格紋

不曾退燒的格紋元素，在

今年是以格紋外套登場，以

OVERSIZE 為主流，更強調出

女性英挺姿態。格紋是對於男女

都適用的經典復古流行元素。在

各大秀場中，格紋搭配格紋也是

重點之一，不妨參考此特點來搭

配，將能打造出有個人特色風格

的打扮。

亮色系

粉紅色、亮橘色、螢光黃等在近幾年已成

為潮流代表，又加上明星藝人的偏愛，熱門的

亮色系至今仍可持續到今年年尾了。看看知名

的運動潮流品牌，不斷運用亮色系的魅力，將

服飾色彩閃耀到春夏。

舒適

材質與面料的進化，與肌膚更為貼

合。典雅與科技感等不同類型之服飾卻都

追求這一特點，同時須達到穿著感受與體

驗的高需求。以舒適為主，創造更多不同

穿著打扮的可能。

撞色

撞色色彩的亮度與鮮明度都成為服飾

搭配主要定義並同時具有科技風。撞色元

素不斷出現在各大品牌中，在 2018 年所

延續的特點在今年仍是一大話題。撞色色

系搭配更顯出穿搭者的個人風格。

流蘇

具有浪漫風格的元素，在今

年各大秀場上都可見到流蘇。高

級訂製服融入流蘇元素，在擺動

與走動間展現迷人魅力，是非常

具有立體感的春夏元素。

運動

運動風格不再是特定活動才能穿搭的

流行元素。春夏就該是自由不羈，最佳代

言就是運動風格。時尚回歸運動風格的趨

勢，在今年更為明顯。時尚依然不離運動

風格，也可謂是輕時尚。

熱門的亮色

系讓色彩閃

耀到春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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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期間如享用了不少豐盛年菜，不妨以清爽開胃的蔬

食滋味平衡一下。

美味蔬食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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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炒是最能體現蔬菜原汁原味的煮法，

一次炒大分量的什錦蔬菜，可同時吃到

多種蔬菜，還可分裝保存，隨時取用。

清炒什錦蔬菜

碗豆 200g、蘑菇 200g、紅蘿蔔 100g、

彩椒 100g、青花菜 100g、薑或蒜適量。

調料：鹽、香油適量。

食材

碗豆去除粗纖維，蘑菇剖半，彩椒切小

塊，紅蘿蔔去皮切菱形片，青花菜分切小

朵，去除粗纖維，薑切薄片備用。

熱油鍋，下薑片煸炒出香氣，下紅蘿蔔

翻炒均勻。

加水或高湯 2大匙，煮滾，下青花菜、

豌豆，燜 3分鐘。

續加入蘑菇、彩椒，燜 3分鐘。

最後加入調料，翻炒均勻，即可裝盤。

作法

香腸炒蔬菜可增加菜餚的香氣，成品上

桌，往往令人胃口大開。適合搭配香腸

的蔬菜很多，例如：高麗菜或彩椒。

香腸蔬菜

香腸 400g、碗豆 200g、紅蘿蔔 100g、

彩椒 100g、青花菜 100g、蒜適量。

調料：鹽、黑胡椒適量。

食材

香腸蒸熟切片，碗豆去除粗纖維，彩椒

切片，紅蘿蔔去皮切圓片，青花菜分切小

朵，去除粗纖維，蒜切薄片備用。

汆燙碗豆、彩椒 100g、紅蘿蔔、青花

菜。

熱油鍋，下蒜片煸炒出香氣，下香腸

片，煎出香氣。

加所有汆燙過的食材，翻炒均勻。

最後加入調料，翻炒均勻，即可裝盤。

作法

烘烤過的菇類香氣，搭配巴薩米克醋的

果香酸甜滋味，相得益彰。除此以外，

菇類以中式黑醋調味，提味效果亦佳。

醋香蘑菇

蘑菇 300g、紅蘿蔔 50g、蒜 5瓣、彩椒

50g、新鮮羅勒葉 1大把。

調料：鹽、巴薩米克醋適量。

食材

磨菇剖半、紅蘿蔔去皮切絲、彩椒切

絲、蒜頭切末、新鮮羅勒葉切碎後備用。

磨菇入乾鍋煸出香氣即取出（只要 30秒

就好，避免菇類出水）。

乾鍋加橄欖油，小火煸香蒜末。加入紅

蘿蔔及彩椒絲，加入 1大匙白酒，燜 2分

鐘。加入蘑菇，翻炒均勻，燜 1分鐘。

最後加入調料，翻炒均勻。起鍋前加入

羅勒葉末，風味更佳。

作法

傳統西西里燉菜是開胃菜，當涼菜吃，

成品特色為酸甜滋味，其中酸味主要來

源是酸豆及酒醋，甜味來自於糖及洋

蔥。

西西里燉菜

圓茄 200g、西芹 100g、蒜頭 3瓣、洋蔥

100g、西紅柿糊 1杯、新鮮蘿勒葉適量。

調料：鹽、黑胡椒適量、白葡萄酒醋 1大

匙、糖 1大匙、酸豆 1大匙。

食材

西芹去除粗纖維。所有食材切大丁，蒜

頭切片備用。

乾鍋加橄欖油，小火煸香蒜片及洋蔥，

加入所有其他蔬菜丁，轉中大火，翻炒均

勻。

加入西紅柿糊、調料，翻炒均勻，煮

滾，轉小火燉至蔬菜熟軟。

新鮮蘿勒葉撕碎，起鍋時再加入，風味

更佳。

作法

傳統西西里

燉菜是酸甜

的開胃菜。

菇類以醋提

味，鮮香中

增添酸甜。

清炒蔬菜最

能體現原汁

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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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 2月27日

Long English Cucumbers長英黃瓜Clementine Mandarins Zucchini Squash

Gala or Salish Apples  蘋果

Head Lettuce 西生菜

Anjou Pears 安茹梨 Russet Potatoes 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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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個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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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grapefruits free

意大利瓜小橘子

$058
lb

098
2

$

Kabocha Squash 日本南瓜

免費停車位

Happy Chinese New Year!!

大量大量

088
lb

$ $058
lb $098

ea

088$
lb$088

lb

2Olb $498
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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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白亦文

檸檬的果實為黃綠色

橢圓形，主要做為榨汁、

烘焙或烹飪調味料，雖貌

不起眼，養生功效卻很強

大，常喝檸檬汁更有許多

好處！

檸檬營養價值高

檸檬營養豐富，藥用價值很

高。具高度鹼性，味道極酸，被

譽為「檸檬酸倉庫」，含有鈣、

磷、鐵、鉀、糖類、核黃素、

膳食纖維和維生素 C、E、B1、
B2 等營養素，還含有豐富的黃

酮類、揮發油、橙皮甙等營養物

質。

檸檬果實中含有 5% ～ 6%
的檸檬酸，肝虛孕婦喜食之，故

稱「益母果」或「益母子」；它

能提高人體對鈣的吸收率，預防

骨質疏鬆；將檸檬切片或榨汁

喝，有美白潤膚的效果。

中醫指出，檸檬能「生津止

渴、和胃降逆、化痰止咳」。

檸檬還能預防癌症、降低膽固

醇、解食物中毒、消除疲勞、增

加免疫力、延緩老化等。

檸檬汁養生功效佳

以新鮮檸檬榨汁，再加水稀

釋，一顆檸檬加 1000 ～ 2000c.
c. 的水，不加糖最好，盡快喝

完，營養素的流失較少，可以每

天飲用。

早晨起床喝一杯熱檸檬水，

有明目、潔膚美容、清除體內垃

圾和調節血壓、抗抑鬱、抗神經

1. 緩解感冒：平時多喝檸

檬汁可提高免疫力，感冒初期，

一天喝 500 ～ 1000c.c. 的檸檬

汁，能緩解流鼻涕等感冒症狀，

甚至不藥而癒。

2. 緩解咽喉痛：剛感冒的

時候，以檸檬加蜂蜜水服用，能

緩解喉嚨乾、咽喉痛等不適。

3. 幫助減重：常喝檸檬汁

能增加新陳代謝的速率，降低血

液和肝臟中膽固醇含量，減少脂

肪合成，有助於減重。

4. 去斑美容：檸檬汁能去

斑美顏、防止色素沉著，內服、

外塗均有效果。每晚睡前堅持用

檸檬片擦臉，能改善、消除臉部

皺紋、油脂和汙垢。

5. 降低血壓：檸檬富含鉀，

有助於大腦運作，並幫助保持血

壓的平穩。

6. 強化記憶力：1 天 1 杯檸

飲食

健康神奇檸檬汁養生功效太棒了
整版圖片：FOTOLIA

新鮮檸檬汁
營養豐富，
每天飲用好
處多多！

功能障礙的效果。熱檸檬汁能

釋放一種苦澀抗癌物質，對囊

腫及腫瘤產生影響，因而能減

慢癌細胞的生長，而且它只會

破壞惡性腫瘤細胞，不影響健

康的細胞。

還有一個簡單的製作方法：

先去除檸檬籽或選用無籽檸

檬，可以降低苦味，將檸檬洗

淨以後擦乾，放入塑膠袋冷凍 2
小時，取出後切薄片，就可以

直接用不超過 40℃的溫開水沖

泡，以免破壞維生素 C。

也可以做成蜂蜜漬檸檬，

將檸檬片鋪在乾淨的玻璃容器

內（熱水燙過再晾乾更好），倒

入適量蜂蜜，淹過檸檬即可，

冷藏醃漬 1 天以上，取出用溫

開水沖泡。

常喝檸檬汁好處多

檬汁有助於保持記憶力，提高

思考反應靈活度。

7. 清潔消化道：檸檬汁有

清潔腸道、消化道，幫助沖刷

附著在消化道和腸壁毒素的功

效。

8. 補 充 維 生 素 C： 檸 檬

汁能去除腥味，增加食物的風

味。經常外食的人群較缺乏蔬

果、維生素 C 的攝取量，可多

喝檸檬汁來補充。

9. 改善骨質疏鬆：經常喝

檸檬汁能大大提高人體對鈣的

吸收率，增加骨密度，以及預

防骨質疏鬆症。

10. 減少乳酸產生：檸檬汁

中的檸檬酸有抗腸炎菌、沙門

氏菌、腸道出血性大腸菌 O157
等食物中的毒菌效果，能減少

人體內疲勞物質乳酸產生。

慎飲檸檬汁的人群

檸檬汁雖好，但因味道極

酸，不適合胃酸過多、十二指

腸潰瘍的患者飲用，一般人空

腹喝或者喝太多，也可能造成

胃黏膜受損，所以每天不要喝

超過 1000c.c.。
檸檬汁酸，易傷筋損齒，

牙痛者勿喝；檸檬汁性涼，女

性經期中不宜飲用，畏寒的人

少喝為妙；檸檬含大量糖分，

糖尿病患不能多喝；檸檬還含

有豐富的鉀，能利尿消腫，腎

病和洗腎者不能補充太多鉀，

以免加重腎臟負擔。

此外，喝檸檬汁一定要加

開水稀釋，並使用吸管，喝完

後先漱口，30 分鐘以後再刷

牙，避免其酸性侵蝕牙齒，溶

解琺瑯質，使得牙齒變黃、變

薄、變小。

在檸檬汁中加點蜂蜜，營養又好喝。

檸檬汁能去除腥味，增加食物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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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rean Mandarins

Avocado Habanero PepperRound Tomatoes

Lemons韓國橘子

牛油果 哈瓦那辣椒

Round Tomatoes 蕃茄

青椒

Limes 青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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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hroom 白蘑菇

蕃茄

檸檬

$     .99 / 磅0

更

2月 19日特價商品

Banana Green Peppers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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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個

$     .00 / 4 個

$    .00 / 10 個

$     .49 / 磅$     .69 / 磅 $     .99 / 磅

10 1

1

1

00 3
（25 磅 )

2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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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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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日至 2 月 28 日
平民菜店 超市規模意想不到的低價

Frozen Chicken Legs

Astro 4×100g or Beatrice 
500g Yogourt

Red Mangoes

Real Canadian Natural Spring Water
Kraft BBQ Sauce 455mL or Salad 
Dressing 250mL

Renuzit Gel 198g or Glade Air 
Fresherner 227g

Weston Bagels or Deli World Light 
Rye Bread (500g)

雞腿

酸奶

燒烤醬 (455mL) 或

沙拉醬 (250mL)

空氣清新劑

麵包 或 麵包圈 (500g)

Kevin and Amanda's

保鮮膜 (30m) 或 

錫箔紙 (25')

Canary or Santa Claus Melon

Oasis Juice or Juice Blends or Del 
Monte Nectar or Arizona Iced Tea 960mL 
or Fruit Drink or Tetley Iced Tea 2L

甜瓜 

果汁或冰茶

100
LB

100
 100

EA

芒果 

礦泉水 (12×500mL) 

100
EA

100
Mustard 400mL or 
White Vinegar 1L

芥末醬
(400mL) 或 
白醋 (1L)

或 100
 

100
EA)

Iceberg Lettuce Roma Tomatoes

Coca-Cola or Canada Dry Soft Drinks 2L

西紅柿 ($1/ 磅 ) 生菜 ($1/ 個 )

可口可樂 或 薑汁汽水 (2L)Schneiders Lunchmate Grab'n 
Snack Kits 50/68 g

學生午餐 (50/68g)

100

新年
快樂

Radishes

Gatorade Sport Drinks (950mL) or 
Sparkling Ice Flavoured Water (503mL)

紅蘿蔔 ( 扎 )

運動飲料 (950mL)
或蘇打水 (503mL)

100
BUNDLE

100

Frozen Lean Ground Chicken or Turkey (454g)

Beatrice or Dairyland Chocolate 
Milk 946mL/1L

雞肉碎 (454g)

巧克力牛奶 (946mL/1L)

001 EA

001  

100
LB

100
EA)

100
LB)
EA

100
)

酸奶

Glad Plastic Cling Wrap (30m) or 
Alcan Foil (25')

100
EA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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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王璐採訪報導】作為一

名家庭主婦，既要讓一家人吃好，還得

節約開支，每週的例行購物都是一件讓

人頭疼的事。如今，卡城大大小小的各

種超市也不少，如何選出物美價廉的食

品，那可真是一個費時費力的技術活。

小編採訪了熟人圈中特別會過日

子的主婦們，綜合她們的經驗，向您

推薦一家集東南亞與中式食品於一體

的大型超市——Lucky（好運）超

市。您不妨一探，看是不是有您喜歡

又物美價廉的食材，或許能有意想不

到的驚喜。

超低價的各種肉類

Lucky超市每週會推出各種新

鮮肉類的優惠活動，價格實惠，品種

繁多，包括雞肉、牛肉、豬肉、新

西蘭羊肉等；另外還有各種清真肉類

（Halal Meat）專櫃，滿足了不同族裔

的需求。其中僅雞肉就有很多品種可

選，不但有普通雞肉，還有華人比較

喜歡的農場走地雞、烏雞等，相信一

定能找到您喜歡的品種。

告訴你一個秘密喲，如果購買原

箱的肉品，簡直是超低價，例如上週

原箱的小雞腿價格就低達 $0.99/磅。

種類繁多的海鮮

作為一家大型的綜合超市，

Lucky超市最打動人的是超多品種

的海鮮，玲瑯滿目的魚類、蝦類讓愛

好海鮮的顧客分外驚喜。不但有活的

螃蟹、貝類、龍蝦可供選擇，還有味

道鮮美的冰鮮小鯊魚、鱈魚及龍躉魚

等品種供應。至於冷凍的海鮮，更是

數不勝數了，有華人比較喜歡的金鯧

魚、秋刀魚、大眼魚、鯪魚等，而且

每週都會有促銷活動喲！

新鮮蔬果

Lucky超市各類新鮮蔬菜應有盡

有，如小油菜、芥蘭、白菜苗等。水

果種類豐富、品種齊全。除了一些常

見的蘋果、梨、香蕉等，還有一些熱

帶水果，如榴蓮、椰青、番石榴、呂

宋芒果等。

購物休閒兩不誤

在 Sunridge 分店還設有美食廣

場，提供各類美食，包括正宗越南

粉、越南 SUB、BBQ食品及特色小

吃，不但美味正宗，價格也是相當實

惠。一家人買完東西順便吃個午餐，

也不失為一種享受。

如果您做飯很講究，那對調料的

要求可能會很苛刻，不過沒關係，

Lucky超市各類調料品種齊全，中

餐、越南餐、日韓餐，東南亞餐等調

料一應俱全。

另外還有各種新鮮烘培食品，小

編最喜歡的是 Lucky特有的一種 12

個一袋的小麵包，超級實惠，配上越

南香腸和黃瓜、生菜，解決了令人頭

疼的孩子午餐難題。

寬敞的購物環境

Lucky店面寬敞潔淨，環境優

雅。去年開業的 Sunridge分店店面積

達 6萬平方英尺，多達 13個收款台，

結賬便利，無需等待多時。位於東南

區的 Forest Lawn店也在今年重新裝

修，店面煥然一新，給人良好的購物

享受。另外大量停車位讓您停車無憂。

還沒有去過好運超市的各位主

婦們，不妨前去一探究竟吧 ! Lucky

超市對客戶有著滿滿的誠意，願

意傾聽來自各方客戶的意見。如果

您有什麼好的建議或商品需求，

也歡迎與小編聯繫。郵件可發至： 

editor.calgary@visiontimes.com  ,

我們會將您的意見及時轉交給 Lucky

超市 ,您也可以直接發給 Lucky超市：

cs@luckysupermarket.ca。

Lucky 超市地址

Sunridge 分店：

3333 Sunridge Way N.E

Forest Lawn 分店 : 

#237, 4527-8th  Ave S.E

營業時間：

早 9：00∼晚 9：00，每週七天

最近

經常聽身邊的

朋友抱怨:「物價又漲了,

一把小蔥要一塊多了！」 

「丈夫失業，現在工作不好找

啦！」「生意難做，沒有顧客上門

啊！」……由於亞省經濟持續疲

軟，人們收入減少，而持續上漲

的物價無疑是雪上加霜，「生

計艱難」似乎成了人們

普遍的感受。

家庭主婦們的好去處

有效期 :2019年 2月22日∼28日

泰國椰青

仙女牌
泰國香米

海洋媽媽牌
急凍金鯧魚

新鮮
童子雞

大呂宋芒果

媽媽牌
即食麵

急凍
去腸肚鰂魚

新鮮特級
連背雞腿

長英青瓜

金燕牌
東莞米粉

妮娜牌
去頭白蝦

五花腩
連骨

一級上海白菜 美國紫薯

李錦記
純正芝麻油

新東食品
新鮮潮州粿條

特級牛尾

李錦記
舊莊牌蠔油

三魚牌
魷魚筒

美味精選
牛頸骨

青木瓜

東阜橋
冰片糖

幸福牌
鹽煮花生

冰鮮原條
大眼魚

原箱
$1.99/lb

原箱
$1.19/lb

凡惠顧本超市顧客皆有機會贏取下列獎品

每個商店每天 1名獲獎者

購物滿 $100 可獲得
$20 的折扣卡
( 送完即止 )

Enter for a chance to win prizes with every purchase.

有效期 :2019年 2月22日∼28日

特超 級
2019年 2月22日∼28日

賣
回饋顧客的厚愛

超級大獎
瘋狂購物

豬 / 雞 / 蝦味

Fresh Big Eye Fish

February 22-28,2019

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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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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城葡萄酒節

卡城葡萄酒節 Winefest 邀請您品嚐

上百種各種風格和口味的葡萄酒。一張門

票囊括全部葡萄酒樣酒、開胃小菜和一個

可帶回家的葡萄酒杯。

今年 Winefest 將 Rioja 作為特別葡

萄酒產區！這個西班牙高級葡萄酒產區，

以 Tempranillo 聞名於世，當地有 6 萬 4
千英畝的葡萄園，出產葡萄酒愛好者都喜

愛的葡萄酒。

時間：2 月 22 ～ 23 日，晚 7 點～

10 點

地點：Stampede BMO Centre

男生私立學校開放日

North Point 男生學校是亞省唯一的

男生私立學校。

該校是每個男孩都感覺適合的地方，

為好奇、好學、精力充沛的預備年級到 9
年級男生提供一個挑戰性的環境和體驗。

在開放日您會看到學校如何讓男孩子在學

習、室外教育、藝術和體育中充分發展自

己。

一個簡短的演講之後，家長們可以觀

光學校，接觸校方員工和學生，並提出您

的具體問題。請在網站註冊（網站在下

面）。

時間：週三，2 月 27 日晚 7 點～ 8
點半

地點：North Point School for Boys
地址：2445, 23 Avenue SW 
網站：northpoint.school/admissions

Riverview 
二月藝術品展賣

特別展示和銷售 12 名本地藝術家原

創藝術作品。 具各種風格和手法的畫作，

反映出每位藝術家獨特的創造力和靈感。

時間：2 月 25 ～ 28 日，上午 9 點～

下午 4 點

地址：450 1st Street SW / Plus 15

卡城家居及庭院展

時間：2 月 28 日～ 3 月 3 日，上午

10 點 ~ 晚 9 點

地點：BMO Centre
地址：1410 Olympic Way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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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