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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 medicine: apple cider vinegar

週三（3月6日），加拿大總理特魯多的前任首席秘

書巴茨（Gerald Butts）在國會司法委員會就SNC-蘭
萬靈公司（SNC-Lavalin）事件作證。自由黨人希望，

作為特魯多長年的朋友，巴茨做出證詞能幫助特魯多

政府免受干預司法的指責。

記者艾家綜合報導

特魯多被指曾對前檢察總長兼

司法部長雷布爾德（Jody Wilson-
Raybould）施壓，要求與涉嫌腐敗

的 SNC- 蘭萬靈公司達成協議，並

在她拒絕服從之後進行報復。

巴茨在週三的聽證會上說，針

對 SNC- 蘭萬靈公司一案，特魯多

政府沒給雷布爾德施加任何壓力。

與前司法部長證詞衝突

雷布爾德上週做證時說，特魯

多和他的團隊花費了多個月的時

間，試圖令她相信，將 SNC- 蘭
萬靈公司告上法庭將會令加拿大

特魯多陷干預司法醜聞

 特魯多前任首席秘書巴茨(Gerald Butts)參加國會聽證會。（Getty Images）

前秘書聽證能否扳回一局？
損失就業，也會令他的政黨損

失選票。她提到，在去年 12 月

5 日與巴茨會面時，對巴茨說：

「我需要所有人停止和我談論

SNC，因為我已經做了決定，

他們這種做法不合適」。但當

時巴茨說，她需要找到一個解決

方案。

在本週三聽證會上，巴茨說

雷布爾德從未以書面形式通知總

理或其他官員她的決定。政府無

意逼雷布爾德改變對 SNC- 蘭
萬靈刑事起訴的決定。對這個案

件進行充分的討論和提供新的信

息，目的是強調 SNC- 蘭萬靈被

起訴的後果和影響，因為它將影

響很多人的就業問題。

特魯多在今年 1 月的一次

內閣調整中，解除了雷布爾德的

檢察總長兼司法部長職務，讓她

改任老兵事務部長。雷布爾德在

作證時稱，她相信這次的調整，

是因為 SNC- 蘭萬靈事件。巴茨

則認為雷布爾德的職位轉換，與

SNC- 蘭萬靈事件無關。

本次聽證會，做出證詞的還

有樞密院主管韋尼克（Michael 
Wernick） 和 副 檢 察 總 長 兼

副司法部長德魯因（Nathalie 
Drouin）。（下文轉 A2）

特魯多

雷布爾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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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接 A1）韋尼克重申了他的說

法，即他從未對雷布爾德施加過不當的壓

力或發出隱蔽的威脅。德魯因則說，檢察

總長從來沒有義務就其所作出的決定提交

書面陳述，或提供理由。

CBC 新聞報導，新民主黨在當天提

出雷布爾德再次陳堂以回應巴茨的動議，

但被自由黨主導的司法委員會否決了。雷

布爾德曾告訴 CBC 新聞，如果被要求，

她願意再次陳堂。

網友在相關新聞後留言，有支持有反

對。名為維瑞特（Maxim Verite）的網

友留言問：「巴茨，如果你們沒有做錯什

麼，為何你辭職？為何兩位內閣成員辭

職？所有的辭職只發生在這三週內？」西

部省份的網友還有一項不滿：特魯多政府

對總部在魁北克省的 SNC- 蘭萬靈如此關

心和扶持，卻對寄託著振興亞省石油經濟

夢想的橫山管道問題不太上心。

司法委員會將在 3 月 19 日重新集

會，辯論是否要召集更多證人。

相關背景

雷布爾德此前是加拿大的總檢察長和

司法部長，也是加拿大歷史上第一個擔任

司法部長的原住民，參與過加拿大多項重

大的立法，包括大麻合法化以及安樂死法

案等。

SNC- 蘭萬靈公司是世界最大的工

程與建築公司之一。該公司正面臨詐騙

和腐敗指控，其中包括被指曾在 2001 至

2011 年間向利比亞官員提供大約 4800
萬加元的賄賂，當時利比亞仍由穆阿邁

爾． 卡 扎 菲（Muammar Gaddafi） 掌

權。公司總部設在魁北克省，該省是一個

搖擺省份，長期被視作自由黨在大選中制

勝的關鍵戰場。在自由黨贏得魁北克省的

時候，就經常能夠在議會中贏得大多數地

位；但在他們輸掉魁北克省時，他們通常

都會大敗。

2 月 18 日巴茨主動從特魯多的辦公

室辭職。週一（3 月 4 日），聯邦國庫局

局長菲爾波特（Jane Philpott）宣布，由

於對自由黨政府對 SNC-Lavalin 事件的

處理不再有信心，她已辭去內閣職務。菲

爾波特是前司法部長雷布爾德的親密盟

友，在政界深受尊重，同時也是特魯多最

出色的部長之一。作為特魯多內閣的核心

成員之一，她的辭職震撼了加拿大政壇，

被認為是對特魯多政府的沈重一擊。

自由黨選情陰影籠罩

根據加拿大選舉法，聯邦大選預計在

2019 年 10 月 21 日舉行。由於 SNC- 蘭

萬靈醜聞，自由黨遭遇了十分嚴峻的考

驗，目前有 11 名議員宣布不再參選。

來自安省惠特比（Whitby）的議員

沙 畹（Celina Caesar-Chavannes）3 月

2 日表示不再參選。雷布爾德事件發生

後，沙畹是率先公開支持她的自由黨議

員之一。

根據 2 月 28 日至 3 月 1 日納諾斯

（Nanos）民調公司對 750 名加拿大人展

開調查的結果顯示，多數加拿大人認為，

SNC- 蘭萬靈公司應該受到刑事審訊；

26% 的加拿大人表示，SNC- 蘭萬靈醜

聞會影響他們在今年 10 月聯邦大選時的

投票決定，而在 2 月 27 日之前的調查

中，這一比例為 17%。

另外一家加拿大民調公司機構研究論

壇（Forum Research）公布的 2 月 27 日

至 3 月 1 日調查數據表明，在隨機抽取

的 1302 個投票人電話採訪中，有 42%
表示在聯邦大選中將投票給保守黨，

33% 表示將支持自由黨，12% 表示願意

投票給新民主黨。

保守黨領袖安德魯．希爾（Andrew 
Scheer）已經要求特魯多辭職，指他不再

具備領導人所需的「道德權威」。

辭職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但眾多政

治評論員認為，到秋天大選的時候，

SNC －蘭萬靈公司事件的沈重陰影將仍

然籠罩在自由黨人的頭頂。

週三（3 月 6 日），特魯多在長時間

的觀看了委員會的聽證後，決定於週四

（3 月 7 日）就 SNC-Lavalin 事件發表公

開講話並回應週三的聽證。

巴茨的證詞，以及之後總理特魯多做

出的種種努力，是否會扭轉自由黨面臨的

選情落後的局面，目前尚看不出清晰的指

向。

【看中國記者宋傑綜合報導】繼美國

之後，俄羅斯日前也宣布正式退出《中導

條約》。德國國防部長稱中國導彈也威脅

俄羅斯，俄議員回應，中方導彈也應同樣

受到約束。

有俄羅斯專家評論稱，美俄相繼退出

條約，深層原因是都不希望在自己被條約

綁住手腳的時候，其他國家卻全力研發和

部署中短程導彈。特別是中國，其 95%
的導彈都在《中導條約》限制範圍內，已

經打破了地區性軍事力量的平衡。

美蘇當年簽署的《中導條約》，旨在

約束雙方開發和部署中程導彈，以保護歐

洲安全。但俄羅斯屢次違約。在《中導條

約》令美國止步，對俄羅斯也有所約束的

情況下，中國趁機大舉研發部署中程導

彈，已成為最大的中程導彈擁有國。

德國國防部長烏爾蘇拉．馮德萊恩近

日對媒體表示，中國的中短程導彈對俄羅

斯也構成了威脅，應該要求北京加入新的

《中導條約》。

外界認為，美國退約的直接原因是俄

羅斯，但真正目標是中國。美國總統川普

也多次表示，應該通過談判簽署新條約，

將中國和其他國家加入其中。俄羅斯方面

也表示有此意願。

俄羅斯《獨立報》2 月 6 日發表評論

文章稱，現在俄美雙方已經有了共識，就

是應該將中國也納入約束範圍，但要中國

加入需要外部壓力，美中貿易戰或是華盛

頓迫使北京加入新條約的有效手段。不

過，俄羅斯雖然表態希望中國加入新條

約，但也會避免因此和北京產生衝突，破

壞中俄關係。

中國方面則強烈反對加入新條約。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曾宣稱，為了「世界

和平」，中方強烈反對美國退出《中導條

約》。但當記者問道中方是否也該加入

條約時，發言人又稱強烈反對將《中導條

約》多邊化。

自由亞洲評論文章稱，在中國大舉部

署中程導彈，而美軍缺乏對應武器的情況

下，美國在印太區的航母和基地幾乎成了

中國的活靶。美國退約後，可在印太地區

重獲戰略優勢，會令中國在進攻臺灣或在

南海等地發動戰爭時有所顧忌，有利於保

護臺灣。

看 前秘書聽證能否扳回一局？特魯多陷干預司法醜聞

保守黨領袖安德魯．希爾（Andrew Scheer）

美俄相繼退出《中導條約》北京反對

川普和普京會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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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加拿大政府

啟動對孟晚舟的引渡程

序。3月6日當地時間上午

10點，孟晚舟在溫哥華法

庭出庭，雙方確定5月8日

開始首次的法庭引渡聆

訊。加拿大日前已表示，

美國提供了足夠的證據來

推進對華為CFO孟晚舟

的引渡聽證會。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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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晚舟引渡程序已啟 各方博弈加劇
政府頻頻要求加拿大當局要讓

「司法獨立」，確保孟晚舟不會

受到政治因素干預而被引渡。

但中國式「司法獨立論」令外界

困惑。

習近平於去年 8 月在「中

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首次

會議上稱，必須堅持「黨領導立

法……，健全黨領導全面依法治

國的制度和工作機制」；「要從

中國國情和實際出發，……決不

能照搬別國模式和做法，決不能

走西方『憲政』、『三權鼎立』、

『司法獨立』的路子。」國際方

面，習近平表示：「在對外鬥爭

中，我們要拿起法律武器，佔領

法治制高點，敢於向破壞者、攪

局者說不。」而際此變革時期，

中國「要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

定，做全球治理變革進程的參與

者、推動者、引領者。」

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訪問學

者滕彪對《美國之音》表示，中

共一方面說中國堅決不搞司法獨

立，但另一方面又表示希望加拿

大尊重司法獨立。這些矛盾的說

法恰恰表明，孟晚舟事件折射出

中國與西方民主國家在意識形態

和基本政治上存在的巨大差異，

中國沒有真正的民主與法治，政

治壓倒一切。

獨立時政評論員文昭認為：

孟晚舟和華為公司一個訴諸於加

拿大《人權憲章》的保護；一個

訴諸於《美國憲法》的加持，不

管官司誰輸誰贏都是憲法精神的

彰顯，都顯示出憲法的原則在政

治立場之上。相比而言，在中國

被抓的兩名加拿大人要是也能起

訴中共中央政法委違反了《中華

人民共和國憲法》，這個案子要

能立案開庭，能保持透明讓中國

公眾知曉，那中國就有希望了。

孟晚舟向加拿大政府索賠

3 月 3 日，孟晚舟的代理

律 師 事 務 所（Gudmundseth 
Mickelson LLP）發表聲明稱，

正在起訴加拿大邊境服務局、

加拿大皇家騎警和聯邦政府的

成員，他們「以例行邊境檢查為

名，非法對（孟）拘留、搜查

和審訊，以便在逮捕她之前蒐

取證據，違反了《憲章》賦予她

的權利」，並要求就「（加拿大）

官員的不當行為和非法監禁」 
索賠。

多倫多刑事律師兼評論員戈

德金德（Ari Goldkind）告訴加

拿大《環球郵報》，孟晚舟對加

拿大政府的訴訟可能是其律師推

遲引渡程序的策略。

華為控告美國政府

華為 3 月 7 日在其官網上

發表的一份新聞稿說，公司已經

在位於美國德克薩斯州的一家聯

邦法院提出了起訴。起訴書說，

美國國會通過的 2019 財年國防

授權法第 889 條對華為作出懲

罰，但從未展示支持這項條款的

證據，稱制定此限制條款違背了

美國憲法，妨礙了華為參與公平

競爭。

此前，美國司法部已經宣

布對華為的起訴，指責該公司

竊取商業機密並違反美國對伊

朗的制裁。

華為出資邀約記者

3 月 6 日，華為邀請一些外

國媒體參訪位於深圳的總部，外

界認為這是華為今年起展開的一

波波公關反擊攻勢的一部分。

此前，至少兩名美國記者公

開披露，華為秘密邀請他們訪

問華為總部，並負責其「全部費

用」。 3 月 1 日，《華盛頓郵報》

專欄作家羅金（Josh Rogin）在

推特上公布了華為公關公司給他

的邀請信。信中邀請他在 3 月

18 日當週前往華為深圳總部訪

問。華為將為他全額支付機票食

宿與其他費用。邀請信最後特別

提醒羅金，華為只邀請了少數媒

體，請他不要向其他同行透露邀

請信內容。

記者將相關消息公布於

眾，並回應，由於這違反了他

們所在媒體的規定，他們沒有

接受邀請。

西方難解其憂

華為曾多次否認幫助政府收

集情報。但中國的國家情報法第

七條規定，任何組織和公民都應

當依法支持、協助和配合國家情

報工作。

自孟晚舟事件爆發後，北京

在保護華為、營救孟晚舟方面做

出種種重大舉動，但雙方卻又對

外宣稱，彼此並無瓜葛，各種似

是而非的言論和布局反而加深了

西方國家的印象：中國政府與華

為關係極深，利害上休戚與共。

美國近期頻繁警告各國，在

建設 5G 網路時，考慮到國安風

險，最好不要使用華為的設備。

有新的國家加入戒備華為的行

列，例如羅馬尼亞。 3 月 6 日

路透社報導，羅馬尼亞的最大在

野黨將對華為展開調查，並計

畫將華為排除在 5G 網路供貨商

的名單外。羅馬尼亞國會網路

委員會的成員波貝斯庫 (Pavel 
Popescu) 告訴路透社 :「我們必

須保障羅馬尼亞的策略利益，而

外界對華為設備的安全性仍存有

許多疑慮。」

不過，在華為展開一連串公

關行動後，也有政府透露了可能

重新考慮使用華為設備的訊息，

例如英國與紐西蘭。

中國式「司法獨立論」

在華為孟晚舟事件上，北京

 孟晚舟（左）3月6日離開溫哥華豪宅，就引渡聽證會前往卑詩省高院。(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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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本週三（3 月 6 日），加拿

大統計局公布最新數據顯示，加拿大對全球

的商品貿易逆差從 11 月的 20.6 億加元擴

大至 12 月創記錄的 45.9 億加元，12 月份

出口下降了 3.8%，整體經濟有向弱趨勢。

因缺乏經濟基本面支撐，加國央行決定不再

加息。

華為副總裁孟晚舟事件導致加中兩國

關係緊張，角力也從政治領域逐步蔓延到

經濟領域。近來中方抵制加國石油進口，

又於 3 月 1 日取消加國第一大穀物加工商

Richardson International Ltd 向中國出口

油菜籽的註冊資格，給兩國經貿關係蒙上了

陰影。

加經濟放緩 
央行維持利率不變

加拿大經濟在去年第四季度下滑速度超

預期，11 月份，加拿大的 GDP 實際增速

就已經下跌到 1.7%，而 12 月份更是下跌

到 1.1%，這導致 2018 年全年加拿大經濟

實際增速僅僅只有 1.8%，與 2017 年 3%
的實際增速相比下降了 1.2 個百分點。

經濟增速放緩主要受到投資支出、出口

減少及消費下降的影響。其中，非住房住宅

商業投資、機械和裝備製造投資大幅下滑，

同時智慧財產權投資增加。同時，林業產

品、建築和包裝材料、金屬、非金屬礦產和

能源出口均出現回落。

6 日，加拿大央行公布維持 1.75% 的

利率不變。

加拿大央行在議息決定中表達了對全球

經濟和加拿大自身的近期表現的擔憂，因此

還警告稱，未來加息時機的不確定性加大。

加拿大央行在聲明中表示，目前全球經

濟放緩變得「更為明顯」，超出了其 1 月份

預測。貿易的不確定性正在「嚴重影響」全

球經濟的表現，儘管中美貿易談判取得的進

展有助於改善市場情緒。

針對加拿大國內經濟，加拿大央行表

示，加拿大 2018 年第四季度經濟增長放緩

的程度和範圍之廣度都超出了預期，目前看

來，2019 年上半年加拿大經濟將比 1 月預

期更為疲軟。

自 2017 年 7 月以來，加拿大央行已 5
次上調利率，不過自去年 10 月以來，該行

將隔夜利率維持在 1.75% 不變。

加央行週三明確表示，未來的加息仍在

討論之中，但不會很快實施。

央行認為，由於能源價格下跌和產出缺

口擴大等暫時性因素，預計 2019 年多數時

間通脹率將略低於 2% 的目標。

其還表示，近期資料顯示，儘管就業和

勞動收入有所增長，但消費者支出和樓市依

然疲軟，出口和企業投資均低於預期。

經濟學家普遍認為，隨著經濟增長放緩

和通脹壓力保持溫和，加拿大可能今年都將

暫停加息，下一次加息至少持續到 2020 年

上半年。

加中貿易摩擦起

在加中關係因華為事件而引發的政治衝

突加劇的情況下，加中貿易也開始出現問題。

中國在加拿大的貿易夥伴中居第二位。

根據加拿大統計局數據，2017 年，加拿

大對外出口 5467 億元，進口 5611 億元。

美國為其第一大貿易夥伴（出口 4149 億

元，約佔出口總額 76%；從美國進口 2880
億元，約佔總進口 51.3%，順差 1269 億

元）。中國為加國第二大貿易夥伴，加國對

中國出口 236 億元（佔總出口 4.3%），從

中國進口 709 億元（佔總進口 12.6%），

貿易逆差 473 億元。

在近期加國石油輸出中國遇挫之後，中

國政府 3 月 1 日又取消了加拿大農業公司、

加拿大第一大穀物加工商——Richardson 
International Ltd 向中國出口油菜籽的註冊

資格，這意味著該公司被禁止向中國出口油

菜籽。有分析人士認為，這是加中角力從政

治領域向經濟領域的延伸。

加拿大外長對中方的做法表示「非常關

切」。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加拿大經濟，長

期以來對美國依賴性太高，不利於長遠發

展，不能「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儘管

中國當局有時的做法「不理智」，但也不失

為一個有前景的市場。

但也有眾多分析人士認為，從長久來

看，中方的經濟摩擦施壓方式未必能見效。

其一：加中雙邊貿易額佔加國對外貿易總

量的比例小，（2016 年 853.3 億元，佔外貿

總額的 8.13%；2017 年 945 億元，佔加外

貿總額 8.5%），並且是以從中國進口為主；

其二：加中兩國貿易，加方多年保持逆差

（2016 年 434 億元，2017 年 473 億元）。

假設兩個完全斷絕商貿關係，吃虧的一方應

是中國。並且，現在中國處於和美國貿易戰

的談判期，主動放棄能產生貿易順差的金主

夥伴，顯然不是明智之舉。

就目前情況來看，加中商貿不太可能出

現絕交性的結局。

加拿大自然資源部表示，

週一（3 月 4 日）凌晨 5 點 55
分，在紅鹿市 (Red Deer) 和位

於紅鹿西偏北約 20 公里處的

Sylvan Lake 鎮發生了裡氏 4.6
級地震。

亞省能源監管機構已令

Vesta Energy Ltd. 暫停在震區

進行的井下水力壓裂作業。該機

構還責成 Vesta 公司提交去年 4
月以來在該地區實施地震勘探活

動的報告，以及 1 月 29 日至週

一的具體壓裂數據。

監管機構還責成 Vesta 提出

具體措施，以消除或減少未來壓

裂作業導致的地震。

水力壓裂是將化學品和沙子

泵入地下，破碎岩石使得石油和

天然氣可在地層中流動。

Rocky View 縣擬建加拿大

最大的太陽能發電站，本週，該

縣已經通過了土地使用規劃，

允許開發公司 RealPart Canada
繼續推進該項目。電站選址在

Ralph Klein Park 以 東 約 9 公

里處，佔地面積 386 公頃。

項目建成後，將裝配 70 萬

塊太陽能發電面板，發電量可達

150 兆瓦，可供 24,600 戶家庭

用電。項目在施工期間可創造約

200 個全職工作崗位，電網全面

投入運營後，將再創造 20 至 30
個永久性工作崗位。

4日晨 紅鹿市
發生4.6級地震

【看中國訊】澳大利亞的研究人員已經

研發出一種新技術，可將化石燃料產生的二

氧化碳反向轉化為類似於煤炭的東西。

研究員丹尼科（Torben Daeneke）稱

該過程可以被譽為「倒轉排放時鐘」，將溫

室氣體返回到可以永久存儲的形式，且不會

有重新釋放回大氣中的風險。

舊的技術是用高壓將二氧化碳轉換為液

態，泵入地下密封的儲腔中，然而人們擔心

地下二氧化碳會洩漏，返回到大氣中。丹尼

科團隊研發的技術，採用將二氧化碳轉變成

類似木炭的固體，因而消除了這一風險。

丹尼科說：「現在世界各地都看到水力

壓裂造成的地震。當我們用高壓將物質和液

體泵入地下時，各種各樣的事情都會發生，

我們意識到這可能是一個麻煩。」

丹尼科所採用的技術的關鍵是使用一種

鎵合金的電解液，通過電流，將二氧化碳分

子裂解為碳和氧氣。該技術與其他將二氧化

碳轉化為固態的技術相比，更節省能源，且

不需要高溫和大量能源，但仍需電力驅動。

固態的碳可以安全地存放在地下，不會

對環境造成危害，但是這種純度較高的碳也

可能是一種有價值的工業材料，具有許多的

潛在用途。據丹尼科介紹，這種碳可以作為

製造超級電容器的原材料，為電動汽車和電

池所應用。

研究人員下一步計劃是讓這個技術走出

實驗室，投入實際應用。一旦該技術可進行

工業性大規模應用，人們無需擔心碳排放問

題時，煤炭、石油等傳統化石燃料產業將煥

發新的生機，那對亞省和加拿大經濟來說，

都是重大利好。

【看中國訊】亞省聯合保守黨（UCP）
黨領康尼週五（3月1日）在卡爾加里

表示，UCP 的選舉綱領將強調就業機

會和相關激勵措施。

UCP 計劃在當選後，把該省的公

司稅率從現今新民主黨（NDP）執政時

的 12%，逐年調降至 8%。也就是從今

年 7月1日開始，將企業稅率每年多降

低一個百分點，直到 2022 年。屆時，

亞省將是全加拿大企業稅最低的省份，

其稅率也僅高於美國七個州。

康尼表示，減稅將有助於創造

「55,000 個工作崗位，並使亞省的經濟

增長 130 億加元。」儘管降低稅率將導

致第一年（2019 年）政府「收入減少

3.48 億加元」，但是由於第二、三、四

年減稅的經濟刺激，到 2023 年政府稅

收將會達到12億加元，從而得到補償。

UCP 對企業減稅產生的經濟效益

的計算數據來自經濟學家敏茨（Jack 
Mintz）博士和卡爾加里大學經濟學家

達爾比（Bev Dahlby）博士的論文。

達爾比博士在其報告中表示，到

2023 年，稅收減免將使亞省 GDP 增加

127 億加元。如減稅能夠保持 10 年，亞

省「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將增加 6.5%。

康尼強調了在過去四年中 NDP 的

「經濟衰敗」，並引用了一系列全球性公

司為例證，這些公司在新民主黨（NDP）
上任後撤回了資金，並全部離開了亞省。

「NDP上臺後決定增加稅收，導致

了亞省相對於其他省份和南部鄰邦處於

劣勢。」他說，「新民主黨承諾改變，

但他們給我們帶來的是經濟衰退的記

錄——這是自大蕭條（譯者註：發生於

1929-1939 年間）以來亞省歷任政府最

糟糕的經濟記錄。」

康尼引用了就業統計數據、企業空

置率、家庭收入和房價等例子，證明新

民主黨就任以來，亞省經濟每況愈下。

康尼提議的就業和稅收計劃的詳

細信息預計將陸續公布。

新技術可將二氧化碳固化為木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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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經濟放緩

與中國貿易摩擦「雪上加霜」？

溫哥華港口一瞥

康尼擬將企業稅率砍掉三成

Rocky View縣擬建
大型太陽能發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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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全國政協、人大兩會分

別於 3月 3日和 5日召開，官媒

人民網日前進行評選兩會熱點話

題的調查，據說有逾 447 萬人參

與，其中最受關注的話題依次是

所謂「正風反腐」、「依法治國」

和「社會保障」。其中反腐議題

連續 3 年蟬聯榜首，依法治國則

是首次進入前三位。在人民網過

去 17 年的「兩會調查」中，反腐

議題 8 次成為最受網民關注的

熱門話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廉潔研

究與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 3月1
日在接受自由亞洲電臺採訪時

表示，大陸多年來都提倡打擊貪

腐，要求各級官員要廉潔，可惜

政策未能全面落實，受苦的就是

老百姓，民眾長期受到貪腐官員

的欺壓。

對於官媒的調查，《看中

國》特約評論員鄭中原表示，在

中國，官辦的調查本身會設限，

熱門話題本身也要政治審查，比

如，如果設一個「政治改革」的

話題，投票的人可能會很多。所

以官方的調查以及結果會有刻

意的引導作用。他還說，另一方

面，反腐話題持續受關注，說明

越反越腐。上行下效，江澤民這

些最大老虎都不動，下邊基層官

員哪裡願意收斂？老百姓當然看

在眼裡了。據悉，人民網連續 18
年在全國兩會召開前，通過在線

調查請網民投票。資料顯示，往

年熱點以「反腐」和「社會保障」

出現頻率最高，過去 9 年內有 7
次進入前三。「依法治國」去年

排名第八，今年躍居第二位。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說，據美

國非政府組織「世界正義工程」

2 月 28 日發表的 2018 至 2019
年度法治指數，中國在 126 個國

家中排名第 82，較去年下降二

名，報告指出，中國在「政府權

力的制約」方面持續惡化，獨立

司法體系、新聞自由等方面正受

到當局多方面的制約。當局理論

刊物《求是》雜誌最近刊出中共

最高領導人去年 8月在中共中央

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的部分講話。強調「黨的政策是

國家法律的先導和指引」，「堅

持加強黨對依法治國的領導」，

並強調絕不走西方的憲政，三權

分立，和司法獨立的路子。

在中文大學兼教的法廣評論

員林和立指出，早前習近平提倡

依法治國，現時應該清楚，習的

法治與西方奉為圭皋的司法獨立

是背道而馳，習近平的「法」由

中共控制、隨意修改和闡釋，並

以「法」為工具來指揮國家、政

府及社會。習近平是古人韓非

的信徒，可以預見，習會以嚴

刑峻法治國，中國的法治會進

一步倒退。

【看中國訊】家暴在中國通

常被認為是家事，外人不好插

手，警察也懶得理。但如果這種

事情發生在澳洲，結果可嚴重多

了。在 3 月 3 日，澳洲移民部

長科爾曼公開宣布：曾因對女性

及兒童施暴而被定罪的外籍人

士，將被趕出澳洲或不得入境。

澳大利亞移民部長科爾曼

表示：「澳大利亞是一個文明國

家，對於家暴這樣的行為零容

忍。」

3 月 3 日，科爾曼公開宣

布：曾因對女性及兒童施暴而被

定罪的外籍人士，將被趕出澳洲

或不得入境。並且，這會成為澳

大利亞移民法案中的一條，並於

不久前的 2 月 28 日正式生效。

3 月 3 日宣布的這條規定，只不

過是在現行法律基礎上做出了追

加。

現行移民法規定：持旅遊簽

證人如果家暴，將被判入獄服刑

12個月以上，其簽證將被取消。

科爾曼還指出，即使家暴者

在本國未受到刑事起訴也是一

樣。對於向女性和兒童施暴的

人，將不受歡迎。

社會萬象

澳移民新政不歡迎家暴

帶嬰搭機 母親感動乘客

大陸官媒在全國「兩

會」前的調查顯示，反腐

問題連續3年蟬聯民眾關
注話題榜首，其次就是法

治的問題。有學者認為，

當局推出反腐及依法治國

的口號，但沒有在全國切

實執行，引起民眾不滿。

記者林中宇綜合報導

反腐是民眾最關注話題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臺灣智

庫諮詢委員董立文認為，孔子學

院是大陸官方延伸機構，在國外

偽裝成學術機構。歐美國家抵制

孔子學院的主因是，孔子學院進

入國外大學，會干涉該所大學的

學術研究自由。他認為，孔子學

院的經費來自大陸政府，是北京

對外影響力的延伸，即使孔子學

院設在海外，也規定不能批評中

共，不能談論臺灣、新疆、西藏

等問題，管控言論自由不符歐美

的價值觀。

董立文認為，孔子學院不僅

輸出大陸對言論自由管控的作

法，也輸出有別於普世價值的共

產主義意識形態。

新華社在二月底刊登了中

國國務院日前印發的「加快推進

教育現代化的實施方案（2018-
2022 年）」，重點之一提及推進

共建「一帶一路」教育行動，加

強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教育

合作，最佳化孔子學院區域布

局，加強孔子學院能力建設，加

大漢語國際教育工作力度。

董立文說，「一帶一路」沿

線不少國家也是極權國家，北京

藉著「一帶一路」政策，不僅輸

出經貿和基礎建設，也伴隨輸出

極權文化價值觀。

董立文說，有些國家甚至樂

於接受中共的意識形態。他舉

例，委內瑞拉實施用於監控的社

會信用體系，就是跟中共學的。

董立文說，中共輸出意識形態威

脅全球的民主自由。現在孔子學

院受到歐美抵制，北京轉而在

「一帶一路」上加強推行力度。

臺灣的中央研究院研究員，

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董事長蕭新

煌說，孔子學院不只教語言，孔

子學院是中國外交政策的延伸，

不能談論自由民主普世價值和學

術自由，有特定的政治目的，北

京也不否認這是其在海外最重要

的統戰工具。

歐美關閉孔子學院

【看中國訊】新年伊始，韓

國一名新任媽媽帶著剛剛 4 個

月大的寶寶，從韓國首爾飛到美

國舊金山探親。她為機艙內的每

一位乘客都準備了一份小禮物和

致歉紙條。

有位乘客把這個故事發到了

臉書上：「從首爾到舊金山的 10
個小時的飛行航班上，一位帶著

寶寶的年輕媽媽給機上 200 多

名乘客都發了一袋小禮物和致歉

信。然而在飛行中，她的寶寶一

直都很安靜，沒有哭鬧。」

小小的禮品袋裡裝有一副

3M 耳塞、幾顆糖果、一塊餅乾

和表示歉意的小紙條。這封小小

的致歉信寫道：

「Hello，我叫 Junwoo，剛

出生 4 個月。今天我要和媽媽、

姥姥一起去美國看姨姨。這是我

第一次坐飛機，有些緊張，可能

會哭。請各位叔叔阿姨們見諒。

我媽媽給大家準備了一份小禮

物，如果我的哭鬧聲吵到大家，

希望袋子裡的耳塞能派上用場，

另外糖果和餅乾就作為禮物以表

歉意。祝您旅途愉快，謝謝！」

2019年中國「兩會」，保安在會場外巡邏。（Getty Images）

【看中國訊】截至2018
年底，中國已經在全球154
個國家（地區）建立548所
孔子學院和1193個孔子課
堂。然而，近年很多歐美國

家認為孔子學院具有政治目

的，干涉學術自由，因此美

國、加拿大、法國、瑞典、荷

蘭、德國等國的多所大學陸

續關閉了孔子學院。

【看中國訊】20 世紀 50 年

代末至 60 年代初，經過農業集

體化和大躍進的中國爆發了餓殍

遍野的大饑荒，導致上千萬人非

正常死亡。官方對這段歷史持迴

避態度，將這場非戰爭時期罕見

的饑荒稱為「三年自然災害」。

大饑荒爆發六十週年之際，一批

關注中國大饑荒的人士呼籲中國

當局正視這段歷史。

美國之音報導，專家學者經

過研究指出，這場大饑荒並非天

災，而是人禍，在大躍進的背景

下，當局一方面過度徵糧，一方

面封鎖消息禁止逃荒，加劇了這

場饑荒，在河南信陽尤為突出。

由於缺乏食物，一些地方甚至出

現了人吃人的現象。位於甘肅的

夾邊溝農場，當時關押了三千多

名右派，這些右派大部分死於饑

餓和非人折磨，如今少數倖存者

及後代悼念也被當局阻止。

旅美作家王平說，1958 年

中國爆發大饑荒，到 1962 年基

本結束，至少有 3600 萬同胞餓

死。五年大饑荒開啟了中國撒謊

文化，從 1958 年開始流行虛報

產量，當時水稻的產量虛報到畝

產 20萬斤，小麥畝產 12萬斤。

到後來是餓死人不能說餓死，必

須報病死。明明是 5 年大饑荒，

卻說成「三年自然災害」。

中國學者楊繼繩在他的著作

《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

紀實》中，記錄了令人毛骨悚然

的大躍進政策導致大約三千六百

萬中國人死亡的歷史真相。楊繼

繩說，大饑荒嚴格說來是 1958
年冬天就開始了。當時說畝產萬

斤啊！畝產七萬斤啊！開玩笑

的。 59 年春天就大量餓死人。

王平說，河南信陽 1959 年

的黃曆新年前後短短四個月死了

105 萬人，非常非常驚人的數

字，很多村莊全部死光了，絕戶

屯就不用說了，成百上千家，絕

戶的村莊，一個村莊全死完就不

是小數。信陽餓死人並不是沒有

糧食，所有的倉庫都裝的滿滿的

糧食。老百姓都餓死在倉庫的門

口。楊顯惠老先生寫了一本書叫

《夾邊溝紀實》。當時三千右派

被關在夾邊溝的一個勞改場，大

饑荒之後，好像是餓死了 2500
人，全都是高級知識分子，最後

在裡面慘不忍睹，人吃人。很多

人吃了人肉活了下來。特別特

別慘。大饑荒導致 3600 萬人死

亡。 3600 萬人太多了，手拉手

可以圍著地球赤道轉一圈。

六十年代飢荒 學者：完全是人禍

（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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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疑壓力大 
不斷冒汗

中央社報導說，「風險」二

字，多次出現在這本報告裡。比

如報告裡坦承，中國目前「不穩

定、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加，外部

輸入性風險上升，國內經濟下行

壓力加大」，「實體經濟困難較

多，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難、融

資貴問題尚未有效緩解」，「金

融等領域風險隱患依然不少」。

除風險外，這份報告更迂

迴地提到了「危機」二字。內容

是，國際形勢複雜多變，要保持

戰略定力，「敢於應對挑戰，善

於『化危為機』」。

中央社稱，李克強在台上

念這份報告時，滿頭大汗，還

流進了眼鏡裡，不時拿出毛巾

擦汗。從央視直播畫面可以看

到，代表拿到的文本，有的句

子被塗掉。

港媒評論人呂月文章表示，

李克強確實壓力大，他的報告一

方面必須聚焦經濟和社會發展的

重大問題，另一方面必須關注涉

及民眾切身利益的重點問題。作

為總理，這些都是壓在他身上的

擔子，迴避不掉。

政治與經濟學者程曉農 3
月 1 日曾對美國之音表示，北

京當前面臨的真正風險是經濟風

險，關於其他風險的猜想都建基

於經濟下行帶來的連鎖反應這個

假設之上。

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還

稱，經濟出現新的下行壓力，要

求各級政府「要過緊日子」。

報告細節受質疑

李克強的報告提到調降經濟

目標和減稅：2019 年，製造業

等行業稅率由 16% 降到 13%，

交通運輸業、建築業等行業稅率

由 10％降至 9%。

但中國金融學者賀江兵對臺

媒分析認為，按李克強的權力，

最多只能減少政府行政成本，管

不到中國黨政軍和事業單位開支

過大或人事問題，這是改革的最

大阻力。

另外，李克強的政府工作報

告未提及「中國製造 2025」。

而在 2018 年的報告中，他曾多

次提到此計畫。

美國政府曾直言，「中國製

造 2025」是中共盜竊美國知識

產權的「盜竊指南」。臺灣的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學者曾志

超認為，這是北京對華盛頓的

緩兵之計。

人大主席團名單的重大變

化，尤其李克強的名字不在主

席團內，各界政論人士存在不

同看法，有的認為人大屬於「立

法機構」，與行政、司法機構的

人員不應重疊。因為去年是換

屆之年，今年的國務院官員當

時尚未當選行政官員，因此去

年可以在主席團名單內，而今

年不可以；有的則認為這是國

務院系統受排擠所致。聯繫到

李克強在做 2019 年政府工作報

告時滿頭大汗的場景，難免引

發外界無限遐想。

中國第十三屆人大二

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開

幕，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

強做政府工作報告。報告

公布2019年經濟增長目標
為6%-6.5%，相比上一年的
「6.5%左右」進一步降低。
另外，外界注意到，3月4日
出臺的大會主席團名單與去

年相比，出現重大變化。

記者李文隆綜合報導

兩會李克強念稿不斷冒汗
人大主席團名單現重大變化

【看中國訊】中共政法委機

關報法制日報 5 日發文稱，中

共十九大後 63 名官員涉性亂，

其中華融資產原董事長賴小民重

婚罪細節獲官方披露。華融是過

去北京政府為剝離銀行不良資產

而成立的四家管理公司之一。賴

小民曾說過，該公司快速發展，

是由於抓了黨的建設工作。

官方通報稱，賴小民在與妻

子婚姻存續期間，與她人長期以

夫妻名義共同居住生活等，涉嫌

重婚罪。

今年 57 歲的賴小民是江西

瑞金人，於去年 4 月被查，10
月被雙開。中國財新網曾報導，

去年 8 月華融集團高層會議通

報賴小民部分案情透露。

辦案人員在賴小民的幾處房

產裡，搜出人民幣和外幣共計

2.7 億元，重量是三噸，而這還

不是賴小民腐敗全部金額。

媒體財新網此前披露，賴小

民擁有「100 多套房、100 多個

關係人、100 多位情人，其中幾

十位來自華融內部，此外甚至也

不乏家喻戶曉的女明星。」

知情人士透露，華融有很多

去美國、歐洲、港、澳、臺等境

外的培訓班，實則是安排「賴小

民的情婦們和關係戶們用來度

假、旅遊」的手段。

經濟觀察報則指，與賴小

民進行「權色交易」的女性，既

包括欲求職於華融公司的普通

女性，亦包括「大牌女明星」，

「有女性求職者，會將自己大尺

度的寫真照附在簡歷中，遞交給

賴小民，彼此心照不宣」。

家藏三噸鈔票
另有婚外「妻子」

李克強在兩會的人大會議做報告時不斷擦汗。（Getty Images）

傳孟宏偉最器重
親信已被雙規
【看中國訊】港媒《明報》3

月 3 日報導，京城消息指，去

年落馬的國際刑警組織前主席、

公安部原副部長孟宏偉最器重的

手下鄭百崗，已因涉孟案被「雙

規」。當局至今未宣布消息。

據公開資料，鄭百崗為一級

警監，1989 年由中共軍隊轉業

到公安部工作，歷任公安部紀

委、監察局政治協理員和案件檢

查室處長、主任，後來升任公安

部紀委委員、副督察長。 2010
年 12 月從警務督察局局長任上

調到入境管理局（現已改制為

移民局）擔任局長、黨委書記。

2016 年 4 月底，鄭百崗卸任六

局局長，但並無公布其新職務。

孟宏偉去年 9 月底自法國

返回大陸後失蹤。 10 月 7 日，

中共當局宣布孟宏偉因「涉嫌違

法」正在接受調查。

隨後有港媒披露，孟宏偉是

「裸官」，妻子名叫高歌，比孟

宏偉小 19 歲，高歌與孩子過去

長時間在境外生活。

外界相信孟宏偉是涉周永康

案而落馬。媒體亦指，孟宏偉是

周永康的老下屬。

胡海峰現身兩會 拒絕回應陞官傳聞

胡海峰或跨省補位

據香港媒體 3月 4 日消息，

胡海峰回應在麗水的工作心得時

表示：「特別充實！綠水青山，感

覺是完全不一樣！」至於他父親

健康狀況，他表示「挺好的」，

退休生活如何安排，他表示「以

休息為主」。

中共兩會前夕，各級人事變

動頻繁。據媒體報導，2 月 26
日，廈門市召開的全市領導幹部

大會上，宣布福建組織部部長胡

昌升出任廈門市委書記，因此福

建組織部部長位置出現空缺，此

前有傳胡錦濤之子胡海峰調任福

建擔任組織部長。

港媒 2 月 24 日報導引述知

情人消息說，中共浙江省麗水

市委書記胡海峰（正廳級），擬

任福建省委常委、組織部長（副

省部級）；原福建省委常委、組

織部長胡昌升將調任廈門市委

書記。

如今胡昌升調走得到官方的

證實，這一位置出現空缺，胡海

峰跨省補位的傳聞可信度大增。

擔任廳官已超8年
胡海峰是中共前國家主席胡

錦濤之子，其仕途一直都受到外

界關注。近兩年多次傳出胡海峰

要陞官的小道消息，可是都沒有

兌現。 2018 年 1月 30 日，胡海

峰名字出現在該省新出爐的 94

名全國人大代表名單中，這是胡

海峰自 2013 年任職浙江後，首

度出任全國人大代表。由次引發

外界猜測其仕途將上升。

現年 46 歲的胡海峰 2008
年 1月任清華控股有限公司黨委

書記。 2009 年 10月，任清華大

學副秘書長。 2010 年 4 月，任

浙江清華長三角研究院黨委書

記。 2013 年 5月，任中共浙江嘉

興市委副書記。 2014 年 3月，兼

任中共嘉興市委政法委書記和嘉

興市委黨校校長。 2016 年 1月，

任嘉興市副市長、3月任代理市

長。 2017 年 4月 25日，連任嘉

興市市長。 2018 年 7月 2日，任

麗水市委書記。

胡海峰擔任廳官已超過 8
年，早在 2010 年 4 月，時年不

滿 38 歲的他就擔任了正廳級的

清華長三角研究院黨委書記，而

現在他擔任的麗水市委書記仍屬

正廳級。

而如果胡海峰此番調任福

建省委常委、組織部長，將成為

中共地方省委常委中為數不多的

「70 後」副省級官員。

時政評論員李林一表示，中

共在 3月召開全國人大、政協會

議，但現在中共內部四分五裂，

習近平面臨多重阻力；如果胡海

峰升任的消息屬實，說明習可能

想繼續聯合胡錦濤一方的影響

力，對抗反對勢力。

胡錦濤和習近平被認為是政

治盟友，在中共十八大上及第二

年的中共兩會上，胡錦濤不惜「裸

退」，把全部權力移交給習近

平，以阻止江澤民繼續干政。習

近平曾因此多次公開稱讚胡。受

這些因素影響，胡海峰一直被外

界認為仕途向好。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

合報導】3月4日，中共前領
導人胡錦濤之子、人大代表

兼浙江麗水市委書記胡海

峰出席人大會議預備會議，

他在回應記者提問關於他

將陞官傳聞時表示，與兩會

無關的問題「恕不作答」。

胡錦濤當年在18大上裸退，將權力移交給習近平。因此習胡二人關係

良好，胡錦濤之子胡海峰被傳將於近期晉升。（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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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意恩仇的老川為何獨對小金柔情萬種？

◎  文: 唐新元

     圖:Getty Images

◎  文: 紅拂

這輪中國股市大漲的原因？

在我看來有四個原因：一個是當

局有意而為，例如：從中國證監

會到上交所加班加點弄科創板的

細則，證監會官網 3 月 2 日凌

晨公布設立科創板並試點註冊制

主要制度規則，就可以看出來之

所以這麼急，一定是受到了高層

的授意，強推、急推科創板的意

圖十分明顯；第二個是雙寬週期

的影響，這個指的是寬貨幣和寬

信用，寬鬆貨幣還不夠，央行還

得催著商業銀行加緊放貸；相比

前面二個原因，接下來就不太正

常；第三個是外資從香港通過股

市互聯互通計畫北上的資金激

增，今年前二個月的資金量是同

期的三倍多；第四個就是場外配

資的捲土重來，現在可以加十倍

的槓桿。

這輪中國股市是真的「牛

市」？還是瘋牛？

中國的不正常牛市第一波一

「老川的握手大法，曾經讓

安倍臉紅，讓特魯多加意提防，

讓馬克龍運起了內功，可謂是江

湖一大奇功。但甫見唇槍舌戰，

不嗆不相識的小金，老川的握手

卻展現出別樣的溫柔。兩隻右手

深情相握之際，平素大大咧咧的

老川，居然細心地注意到了小金

竭力掩藏的緊張不安，伸出左

手，異常溫存地輕拍對方厚實的

肩。小金在老川的撫慰下不由嫣

然。好一個浪漫滿屋的開端。」

這是去年我的川金首會評論

文《喧囂的川金峰會，空洞的聯

合聲明》中的一段。倏然間，地

球繞太陽又公轉了四分之三圈，

戲臺由獅城搬到了越南，但老川

的溫柔依舊不變。

「越南的蓬勃發展世上少

有。如果北韓棄核，很快就會像

越南一樣。擺在我的好友小金面

前的，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無

限可能、偉大機遇。一切很快就

為我們揭曉 - 太有意思了。」在

河內的第一個清晨，老川睜開眼

第一條推就獻給了小金。推文既

有老川一貫的躊躇滿志，更有老

川罕見的循循善誘與溫情鼓舞。

唉，向來快意恩仇、睥睨群

雄的老川，敢情全部的溫柔都留

給了小金。唉，就像一位痴情的

男子，選擇了世上最合適的地

點、最溫柔的求婚方式，只為了

讓她說 yes。老川把所有的柔情

都選在河內釋放，也只為了讓小

金說 yes。
他要讓小金親眼看看今天的

越南，他要讓小金明白越南的今

天就是北韓的明天，他要把可能

和機遇呈現在小金面前，讓他選

擇浪子回頭金不換，從此棄核求

定是快速拉升，比如：2012 年

底到 2013 年 4 月的創業板，或

者是 2014 年 11 月到 2015 年 1
月的整個市場，基本漲幅都超過

20%。從年初至今，中國股市

三大股指漲幅都超過 20%。

股市是一個國家經濟的晴雨

表，和宏觀經濟的變化高度正相

關，從某種程度上說，甚至是一

個國家前景的先行指標。但是，

中國股市經過 20 年的發展，卻

被冠以「政策市」、「圈錢市」

的名頭，突顯中國經濟的晴雨表

已失靈。現在中國經濟基本面不

足以支撐股市的上漲，例如：製

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連續 3 個

月在榮枯線以下，反映經濟總體

收縮。

那麼再說一說進入股市的外

資到底是真？還是假？中國的外

匯儲備在 2014 年 6 月達到最高

點的近 4 萬億美元，之後便一

路向下，一年多的時間消失了萬

億美元。並且，從那時起大量資

金從中國逃離。這個過程中，權

貴們利用各種方式閃轉騰挪把資

金轉移到海外，通過離岸公司轉

了幾次手洗白。然後，搖身一變

成為外資，大搖大擺再次進入中

國攪動經濟獲利。那麼這些外

資很可能就有權貴們的資金在 
裡面。

有輿論稱這是「牛市的起

點」，讓不少人想起 2015 年股

災之前的輿論造勢。

看到一篇海外媒體的報導，

說中國股市不會再現 2015 年的

暴漲暴跌。理由是雖然中國當前

經濟增速要低於 4 年前，不過

當時經濟無序放緩和資本外逃的

擔憂，加劇了股市的暴跌行情。

這提到了兩點：一個是經濟

無序放緩，那麼有意思的地方就

是現在的中國的經濟正在有序放

緩？自從 2016 年所謂的權威人

士在《人民日報》談中國經濟是

L 型走勢以來，那一橫到底在哪

裡？也就是說現在還沒到底部，

好像深不見底的感覺；另一個不

會暴漲暴跌的理由是資本外逃似

乎不如前幾年凶猛，其實資本外

逃始終存在，那些權貴資金轉移

到海外之後，也幫助國內其他資

金出逃，通過服務貿易等各種方

式將資金轉移到海外。

另外，場外配資已經捲土重

來。 2 月 25 日，官媒《證券日

報》刊文說到，隨著 A 股行情的

回暖，股票配資捲土重來，火熱

程度好像乾柴遇烈火。有配資公

司稱，可以按照 1 倍到 10 倍槓

桿、指定帳戶操作和指定券商通

道，以及年化 12% 至 24% 的

利息等條件，向各種有配資需求

的投資者提供不同類別的配資

資金。 5000 萬元以內的配資資

金，10 分鐘就能到帳。

中國證監會官網就在當天的

晚上發布消息稱，密切關注場外

又到了春暖花開的

季節，也到了人大代表和

政協委員到北京一年一度

聚餐的時候。果不其然，

按照慣例中國股市又迎

來了「兩會」行情。3月
5日，滬、深二市低開高
走，創業板大漲 3.5%，
再創年內新高。截至收

盤：滬指數漲 0.88%，
報 3054.25 點； 深 指 數
漲 2.25%， 報 9595.74；
創業板指數漲 3.51%，報
1676.57點。收集了輿論
熱議的幾個問題，下面分

析一下。

配資，認真做好技術系統安全防

護。同時，也希望廣大投資者理

性投資，防範投資風險。

但是能不能防護得住，要看

那些已經進入中國的「外資」布

局到甚麼程度了。

牛市轉熊市的一個跡象，就

是由於投資者退場，而散戶的買

盤也在變少，所以市場在槓桿的

作用下，會突然發生流動性枯

竭，買盤不足以覆蓋賣盤，一旦

過了臨界點，市場便會傾瀉而

下，之前的持倉看多的散戶，甚

至機構會突然轉手做空。在某一

時點集中發力，結束暴漲，很可

能轉眼就是連續的暴跌。

大量股民衝進股市，但不少

大股東卻清倉減持套現說明了 
甚麼？

官方數據顯示，一月底到

二月底的一個月時間有 70 多萬

新開帳戶，A 股雖然股指揚眉

吐氣，但也抵不過 A 股凶猛的

減持潮，一些大股東正在減持套

現、跑步離場。數據統計 2019
年以來 31 個交易日中，A 股上

市公司披露的減持相關公告已

多達 970 份，涉及 637 家上市 
公司。

例如：中旗股份發布公告

稱，其股東九鼎投資方合計持

股公司 7.9% 股份，準備減持

不超 579 萬股，占公司總股本

7.9%。這意味著，此次減持計

畫完成，九鼎投資方將不再持有

中旗股份，屬於是清倉式減持。

這說明大股東不看好未來的

經濟和股市，如果看好的話就會

增持股份。另外也說明中國股市

不是一個正常的資本市場，就好

像賭場一樣，進入中國股市是賭

博的心態，而不是真正的投資。

股市有風險，投資需謹慎！

文∣唐新元 
圖 |Getty Images

財 經
論 壇中國股市憑甚麼「牛」？

發展，讓朝民吃上期盼已久的肉

湯加米飯，讓東亞人不再在核威

脅下惴惴不安。這是一位 74 歲

的老人對世界的承諾、對和平的

期待、對人道的守望，為了這一

切，他不惜千山萬水、一會再

會，為了這一切，他不惜低下從

不肯低的頭、拿出少有的溫柔。

「人類千萬年的歷史，最為

珍貴的不是炫目的科技，不是浩

瀚的大師經典，也不是政客們天

花亂墜的演講，而是實現了對統

治者的馴服，實現了把他們關進

籠子裡的夢想。因為只有馴服了

他們，把他們關起來，才不會害

人。我現在就是站在籠子裡向你

們講話。」小布希就職演說中的

這段話將美國總統的籠中謙卑展

現得淋漓盡致。

就在老川為世界和平奮戰越

南之際，他的大後方正在四處起

火。國會眾院通過動議宣布廢

除老川的國家緊急狀態令，而

他的前私人律師科恩反戈一擊

在國會作證，指控他的「違法」

情事。這一切都是老川身為籠

中人的無奈。

老川為什麼要跨越千山萬水

向小金展現柔情萬種？無非是身

為籠中人的責任在身。為了不辜

負身後的民眾，為了不辜負美利

堅的光榮，他的身段還可以放得

更低。

然而，笑起來依舊靦腆得像

大男孩的「最牛」（最肥）八零

後，真的能弄懂老川和他身後的

文明世界對自己的一腔柔情、萬

種期盼嗎？

還記得去年的初夏，一場喧

囂的川金會盡染獅城的繁華。但

繁華喧囂過後，世界得到的是一

紙空洞的聯合聲明。聲明過後，

小金雖然低調了許多，但坊間關

於其繼續核試的傳聞一直不斷，

且有根有據。

而當獅城的初夏換成了河內

的初春，小金的派頭卻比從前更

大。逶迤萬里的綠皮車、一溜小

跑的大內侍衛，小金的派頭叫地

球第一大國的總統「慚愧」。

在小金十足的派頭背後，是

另一場向朝民襲來的糧食危機。

北韓官方向聯合國遞交的一份備

忘錄中說，他們今年的糧食缺口

達到了 140 萬噸，因此已經被

迫將國民糧食配給量減少了一

半。上一次，他們鬧糧荒，是

1994 年至 98 年間。那四年裡，

一共餓死了兩百多萬人。活下來

的人，除了少數出身好的幸運

兒，多數是靠吃草根、樹葉、玉

米秸稈等等充飢撐下來的。

世界上最好吃的

三個月前我弟弟說

世界上最好吃的

是熱乎乎的玉米

兩個月前我弟弟說

世界上最好吃的

是用火烤熟的蝗蟲

一個月前我弟弟說

世界上最好吃的

是昨天夜裡吃的夢

如果弟弟活到現在

活到這個月，他會說

世界上最好吃的是什麼

這是脫北詩人張進成的泣血

詩作之一，這是一首世上最悲哀

的詩，但卻毫不誇張地反映了那

四年大飢荒的現實。

因此，這次的糧荒備忘錄，

讓我看得心驚膽戰，那些讀過

的、聽過的有關大飢荒的悲慘故

事一一浮現，而我惟願那一切不

會重現，但我又知道如果河內會

談結不出老川殷切盼望的果實，

這一切又都會成為現實。

朝民的命運和東亞的和平，

都在此一會，可我對這幕大戲的

前景卻並不樂觀。（編者註：因

為金正恩要求美國先全部解除制

裁，川普 ( 特朗普 ) 總統無法接

受，中途結束河內會議，無果而

終）正如我從前所說，為什麼

好人要歷經九九八十一難才能取

到真經，而敗類只要放下屠刀，

就能立地成佛？因為讓敗類放下

屠刀，遠比好人穿越八十一難 
要難。

橫行的綠皮車和恭順的大

內侍衛，都是最響亮的權力宣

言，都傳達著對權力的深刻眷

戀。這個最牛八零後想要世界

成為他的舞臺，想要金家千秋

萬代，對糧荒的可怕、朝民的

命運，他並不比他爹生前更在

意，在他看來，一切不過是一

場生意、一場權力的遊戲。而

核威懾就是他在這場權力遊戲

中唯一的籌碼，所以他又哪裡

會真捨得丟棄這唯一的籌碼？

最牛的八零後是一人在籠

外、萬眾在籠中，而最拼的四零

後是一人在籠中、萬眾在籠外。

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莫過於

此。夏蟲不可語冰，對牛不可彈

琴，老川的柔情萬種，小金恐怕

永遠不懂，因為他聽得懂的語言

只有一種……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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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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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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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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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在今年 3 月 7 日的

日內瓦國際車展上，大眾汽車將攜其

首款純電動 Buggy 全地形概念車亮

相。這款基於 MEB 平臺打造的概念

車借鑒了美國流行的沙灘車設計，體

現了 MEB 平臺的多面化特徵。

據瞭解 BUGGY 的設計是從大

眾經典的甲殼蟲車型受到的啟發，

同時清晰的設計語言又表達了駕駛

越野車時的獨特體驗，因此我們可

以視其為一個「越野版」的甲殼蟲。

據大眾汽車稱，大眾汽車品牌

首席設計師 Klaus Bischoff 表示：

「這臺 Buggy 全地形概念車不只

是一臺簡單的汽車，更代表著駕駛

的活力和動力。這款車所體現的特

點，象徵了經典車型現代、非復古

的外觀，以及電動出行所創造出的

情感紐帶。」

為了讓駕駛者能夠感受到風的

存在，設計者故意不使用固定的屋

頂和門，因此車輛內部使用的都是

防水材料。車輛內飾設計以簡約為

主，概念車是純粹的 2 座車，未來

也可能換成 2+2 座位。

在動力方面大眾表示 BUGGY
配備了「鋰離子充電電池」，後橋

電機的最大功率為 150kW。大眾汽

車公司建議它也可以「在前橋上增

加一台電動機」，以成為真正的全

輪驅動車。

純電動 Buggy 全地形概念車

遵循了誕生於加利福尼亞的早期歷

史車型的設計理念。當時，沙灘車

的底盤來自大眾汽車經典的甲殼蟲

車型；現在，純電動 Buggy 全地形

概念車也證明了 MEB 平臺的靈活

性。為了與最初的風格一致，這款

經過重新設計的 Buggy 全地形概念

車沒有固定的頂篷或傳統的車門，

車側以開放的形式呈現，外露的車

輪配以越野輪胎。

「電動沙灘甲殼蟲」
大眾純電動Buggy全地形概念車亮相日內瓦車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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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中 國 訊】3 月 1 日，

特斯拉終於推出了承諾已久的

Model 3，基礎版起價 3.5 萬美

元，實現了馬斯克 2006 年發布

的「秘密總體計畫」。

該公司表示，Model 3 的基

本型號將具有 220 英里（約合

354 公里）的續航里程，最高時

速為 130 英里 / 小時，並在 5.6

秒內從 0 加速至 60 英里 / 小時。

特斯拉將關閉大量實體店，

並將所有銷售轉移到網上，全面

在線購車。「你現在可以在大約

1 分鐘內通過手機在北美購買特

斯拉，這項功能很快將在全球推

廣。」該公司表示。

特斯拉公司目前推出試車

營銷，它還允許客戶在購買前

試用這款車。如果車主在七天

或 1,000 英里內反悔，將提供全

額退款。特斯拉官網稱：「毫不

誇張地說，消費者可以購買特斯

拉與朋友們一起週末自駕游，駕

駛數百英里後免費退回。我們相

信，每一臺路上行駛的特斯拉都

會讓消費者非常滿意，消費者將

會選擇繼續保留自己的特斯拉。」

據特斯拉稱，儘管這款車的

價格更低，但它仍然可以達到與

長續航版優異程度相同的五星級

安全評級，後者是目前美國政府

測試過的所有汽車中低受傷概率

的車型之一。

此 外， 特 斯 拉 還 推 出 了

Model 3 標準增強版，這款車型

續 航 里 程 為 240 英 里（約 385

公里），最高時速可達到 140 英

里 / 小時（約 225 公里 / 小時），

0-60 英里加速僅需 5.3 秒，並且

配置有尊享升級套件。

美國知名評測機構消費者

報 告（Consumer Reports） 稱，

特斯拉 Model 3 是市場上「最令

人滿意」的車。「92％的特斯拉

Model 3 車主表示，如果重新買

車，他們依然會選擇 Model 3。」

斯拉官網稱：

「毫不誇張地

說，消費者可

以購買特斯拉

與朋友們一起

週末自駕游，

駕駛數百英里

後免費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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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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外星人存在與否的問

題，大家都特別的關注。加拿

大一架望遠鏡在兩個月內，捕

捉到 13 個快速射電暴（Fast 
Radio Burst，FSB）， 其 中 有

一個來自 15 億光年外的很不同

尋常的重複電波引起科學界的

注意，但其性質和起源尚不清

楚。科學界認為，不排除這一

電波是來自外星宇宙飛船的可

能性。

據英國廣播公司 (BBC) 的
報導，近日出版的《自然》雜誌

上發表了上述研究成果。

什麼是快速射電暴呢？它

呈現瞬態電波脈衝，僅維持數

毫秒的爆發。並且快速射電暴

的色散顯示其源頭非常巨大。

快速射電暴的起源尚不清楚，

據推測是觀察到的銀河系外異

常高能量的脈衝色散。有些人

猜測這些信號可能是外星智慧

的跡象。

加拿大麥基爾大學的滕杜

卡爾向 BBC 表示：「我們發現

了重複的電波，它的屬性與上

一次發現的電波非常相似。這

使我們獲得了更多關於這些電

波整體特性的信息。」

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天

體物理學家斯泰爾斯 (Ingrid 
Stairs) 則進一步指出，「有了更

多重複電波和更多可供研究的

資源，我們也許能夠解開這些

宇宙的謎題：這些電波是從何

而來，又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目前存在多種理論解釋這

些宇宙電波的來源，其中有科

學家認為，這些電波可能來自

一顆具有強磁場的中子星，可

能是兩顆中子星合并在了一起；

但也有一些觀察者認為，這些

電波很可能來自某種外星的宇

宙飛船。 

人體疾病自癒功能已經普

遍被認識，新研究發現，人體

內部還有一個「磅秤」，可感知

自身的脂肪量，自動調節人體

重量。

研究者們給老鼠們增加了

一些額外負重進行實驗。結果

發現，老鼠自然減掉了幾乎和

額外負重相當的體重，也就是

說這些額外的負重讓老鼠自動

減脂，並改善了血糖水準。

23 年前，美國科學家發現

荷爾蒙、瘦素可以調節體重，

但從目前臨床效果來看，僅靠

瘦素控制體重效果並不理想。

研究者們說，這個人體「自有

磅秤」如同一個脂肪調控系統，

也許與瘦素結合，激發機體內

部磅秤的方式，將是治療肥胖

的一個全新有效的途徑。人體

「磅秤」位於下肢，當感覺太胖

時，會自行向大腦發送「少吃

點」的信號，以調節體重。多

份研究顯示，久坐的人容易變

胖。研究者們猜想，原因可能

就是因為久坐會使這個磅秤麻

痹失效。研究者 Claes Ohlsson
說：「我們認為當人們坐下來的

時候，身體內部磅秤得到的體

脂結果偏低，這就會導致人們

吃更多而增重。」

人的思想意識是怎麼回

事？雖然思想是人類的基本活

動，但對於思想是什麼構成，

以及思想的產生方式，尚沒有

一致的看法。它與我們的身體

又到底是什麼關係？這是我們

感到好奇和疑惑的問題，也是

科學家們所要解決的難題。

早在 2002 年 3 月份出版的

《心靈心理學雜誌》報導了這一

領域的進展，人的意念能使探

測電子儀器的輸出信號發生顯

著改變。該項成果是由美國普

林斯頓大學的羅伯特 - 雅恩教授

帶頭，和德國兩個研究小組共

同完成的。他們從 1996 年起就

開始研究用機器測定人的意念。

即在人與探測儀器沒有任

何接觸的情況下，測定人的意

念能否使電子儀器的輸出信號

發生改變。普林斯頓大學先前

有一個很成功的例子，在其他

條件相同的前提下，意念的存

在與否曾引起了數據相當顯著

的改變。

這次課題目標其中一項就

是重複上次的實驗，並觀察結

果變化。研究中測試了 227 位

參與者的意念，然後對測量的

數據進行了分析。

得到的數據給科學家們帶

來了疑惑，因為實驗結果與預

期大有不同。在上次的結果

中，意念的存在使得測量數據

從整體上發生了規律性的變

化。而在這次的結果中，意念

帶來的數據變化則是分散的、

局部的。

但是，這些變化與意念之

間存在著聯繫是毫無疑問的。

因為這種相關性很明顯，已經

大大超過了隨機分布的可能

性，而且表現在很多不同部分

的數據中。從總體說來，與在

沒有意念時得到的背景信號相

比，意念引起的變化在整體上

十分顯著。

科學家們解釋說，和上次

實驗相比，儘管表面上看實驗

條件幾乎完全一樣，但還是有

細微的差別。比如，被測對像

以及意念施與者應在兩次保持

一致。另外，他們的狀態也很

重要。

歷來就存在著對物質和意

識關係的爭論，哲學家們經常

把二者割裂對立起來或只強調

其一。通過近年來的探索，尤

其是量子力學和多維時空理論

的發展，以及多方實驗驗證，

科學家們越來越意識到二者的

統一性。 

「第六感」，是「超感官知

覺」( 英文簡稱 ESP) 的俗稱，

又稱「心覺」，是一種能透過正

常感官之外的管道接收信息的能

力，能預知將要發生的事情，而

非當事人之前的經驗累積所得的

推斷。

馬航MH17空難

2014 年 7 月 17 日， 從

阿姆斯特丹飛往印尼的馬航

（MH17）班機，升空飛行 2 小

時後，在東烏克蘭上空遭烏克蘭

叛軍發射的俄制山毛櫸飛彈襲擊

墜毀，機上 298 名乘客和機組

人員無一生還。

在遇難乘客中，有一對來

自荷蘭的小兄弟，11 歲的男孩

米蓋爾（Miguel Panduwinata）
和他 19 歲的哥哥，他們乘坐該

航班欲往巴里島的祖母家度假。

飛機失事後，兩個男孩的母

親薩米拉（Samira）回憶起小

兒子米蓋爾在登上死亡班機前的

種種異常行為，終於明白，原來

小米蓋爾早就預知了自己的死

亡。

當米蓋爾走向登機口的一�

那，忽然奔回媽媽身邊，緊抱著

她說：「媽媽，我會想你的，如

果飛機墜毀，我死了怎麼辦？我

怕坐飛機。」

薩米拉哪裡知道，這一別就

是天人永隔，她以為小兒子只

是害怕，她安慰說：「不要這麼

說，不會有事的。」兄弟倆離去

時，小兒子一直回頭看她，眼中

充滿哀傷。

薩米拉回憶說，其實在啟程

前數日，小米蓋爾就顯得很奇

怪，總是詢問她關於死亡、靈魂

和上帝的問題。

出發的前一天，白天踢足球

時，他突然大聲問：「你會選擇

怎樣死？如果我被埋葬，身體會

怎樣？是否靈魂歸於上帝而毫

無感覺？」晚上，他對媽媽說：

「我可以抱抱妳麼？」隨後抱著

媽媽久久都不願鬆開。

英國艾伯凡礦難

半個世紀前，1966 年的 10
月 21 日上午，英國威爾士的小

村莊艾伯凡（Aberfan）默瑟山

的煤礦，因為連續的大雨引發尾

礦坍塌，雨水夾雜煤泥和石塊傾

瀉而下，瞬間掩埋了山下的小學

校和 20 棟民宅。造成 144 人遇

難，其中有 116 人是 8 至 10 歲

的小學生。而在這起礦難發生

前，有多名小學生預見到了死亡

的威脅。

災難發生前一天，10 歲小

姑娘埃麗（Eryl Mai Jones）對

母親說：「媽媽，我夢見我去上

學，學校卻不見了，整個被烏黑

的東西蓋住了！」

在災難發生半個月前，埃

麗忽然對母親說：「媽媽，我

不怕死。」正收拾房間的媽媽

答：「你為甚麼會談論死呢？

你還那麼小。你要吃顆棒棒糖

嗎？」「不吃。不過，我會跟彼

得（Peter）和朱恩（June）在

一起的。」女孩答。

礦難發生後，埃麗和彼得與

朱恩一起，被安葬在公墓，他們

一個在她左邊，一個在她右邊。

英國心理學家巴克（J.C. 
Barker）在這起礦難的遇難者親

屬中，共搜得 76 份真實的夢境

描述，其中 24 份由遇難者向親

友講述，得到親友的證實。

當代心理學研究發現，「第

六感」不僅常發生於自己即將面

臨死亡或災難之前，在至親有災

禍或即將發生危險時也會出現。

美國作家馬克．吐溫曾清晰的夢

見了弟弟亨利的葬禮。

馬克．吐溫的夢

1858 年， 23 歲的山姆．克

萊門斯（馬克．吐溫本名）和

弟弟亨利去賓夕法尼亞號河船上

工作。出航前一晚，山姆夢見亨

利躺在金屬製棺材中，穿著別人

的西裝，胸前有一大束白玫瑰，

中插一朵紅玫瑰。山姆驚醒後，

清晰的夢境令他十分悲傷，但大

家都說那只是一個夢罷了。

兄弟倆登船後，山姆因和領

航員發生衝突而去了另一艘船，

亨利留在原來的船上。幾天後在

孟菲斯，賓夕法尼亞州號河船上

的鍋爐爆炸，亨利死於非命。

1858 年 6 月 21日，死去的

弟弟身穿借來的西裝，躺在一副

金屬制棺材中。哀悼的人中，有

一位女士將一束白玫瑰放在亨利

的胸前，花束中插著一朵紅玫

瑰。山姆的夢境成為真實。這次

經歷深深影響了他以後的思維

和寫作。 1882 年倫敦成立心靈

研究學會，馬克．吐溫是最早

加入的成員之一，他將身臨其

境的這種預感叫做「精神電訊」

（mental telegraphy）。他一直

很自責，如果早知夢境是真，弟

弟或許可以逃過一劫。

拉里．多西（Larry Dossey 
）是美國達拉斯市立醫院總

主治醫師，他的暢銷著作《當

預 感 來 敲 門》（The Power of 
Premonitions）收錄了很多預感

實例，其中就有夢見危險後及時

採取措施的例子。

在 911 事件中，一位母親

夢見飛機撞毀大樓的情景，取消

了全家 9 月 11 日飛往迪士尼的

航班。科學至今仍無法探知感官

之外接受信息的能力來自哪裡，

但研究者已察知，第六感經常與

生命安危有關聯。拉里．多西

認為，這些直覺的出現「主要是

救人一命。」「如果你知道生命

正面臨威脅，你就有機會避開

它。」

◎ 文：青蓮 圖：Fotolia

正視你的第六感

◎ 文：蘭心

◎ 文：天羽

人體可自動調節體重

機器可測出人的思想意念太空傳來詭異信號 
神秘快速射電暴

◎ 文：藍月 圖：WIKIPIDEIA

人們常常會有一種連
自己也弄不明白的感覺，
就是能夠通過直覺或者夢
境，預知一些即將發生的
事，而這些事大多與自己
或親人的安危有關。通常，
人們將這種感覺稱為「第
六感」。

加拿大射電望遠鏡CHIME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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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頭上的毛巾具有重要意義！而且

也不是隨便一條毛巾拿來就可以往頭上放

的。這條放在頭上的毛巾，必須是濕的！

甚至可以說乾的毛巾就算放在頭上也沒有

任何意義。

因為這放在頭上的毛巾，其實是為了

防止你因為泡溫泉而腦充血。當我們泡在

溫泉裡時，受到高溫和水壓，容易讓血液

往頭部集中而導致腦部充血，所以把泡過

冷水的濕毛巾放在頭上降溫，才是這毛巾

的真正用意。

不過依照泡溫泉的狀態不同，這毛巾

的溫度也有不同之分。

例如冬天泡露天溫泉，必須使用熱毛

巾，如果是冬天的露天溫泉，室外的冷空

氣跟熱水間的溫差，更容易讓身體血壓急

速上升，這時就必須用熱毛巾放在頭上，

使頭部溫度不會因低溫而令血壓加速上

升。

至於夏天泡露天溫泉或是一般室內泡

湯的話，最好使用冷毛巾，放在頭上幫助

腦部降溫。在離開溫泉時也可以頭放冷毛

巾，然後慢慢站起來，防止突然頭暈眼冒

金星的狀況。

沒想到那小小一條毛巾，竟然蘊藏著

這麼重要的作用，在冬天這種適合泡溫泉

的季節中，大家也別忘了準備條小毛巾。

【看中國訊】

經常看動漫或

日劇的人，一

定會注意到日

本人泡溫泉時

頭上都會放毛

巾，但大家有

想過泡溫泉就

泡溫泉，為甚

麼頭上要放上

一條毛巾？

季中無論春、夏、秋、冬，

京都的山與水、京都的傳統建築

與慶典人文都散發著一種獨特

的、非其莫屬的古韻味兒。追根

溯源，你可知這些吸引世人的

「京都風致」揉入了多少華夏神

州唐風的丰韻？

時代過客摩肩接踵，大唐京

都長安風華土下埋！在神州大陸

上曾經綻放過輝煌異彩的大唐神

韻何處尋？在日本京都文化中，

依稀還可以尋到那麼一點高格調

的風致，讓人想起盛唐文化在域

外綻放過的丰采與風韻。

日本京都代表著日本古代平

安時代的京韻風華，上溯大和奈

良時代、飛鳥時代，展現的是仰

慕、模仿、複製盛唐中土文化

的風致與成就，在日本稱為「唐

風」、「唐樣」。踏訪京都的山

與水，回憶歷史的光與影，從大

和京都風物的歷史中，揭開唐風

古卷的一角，娓娓道遺華……

今天你到京都旅遊，走出車

站或是下了大巴、小汽車，放眼

看京都幾乎都是現代建築風格

了，讓人艷羨的京都古傳統遺華

幾乎都要往寺廟裡尋。京都的寺

廟建築代表著平安時代鼎盛的精

神信仰文化。換句話說，如果失

去了傳統的神傳文化的信仰，那

麼，京都也不存在了！

京都留下的寺廟非常多，這

些富有古風和歷史的建築物，典

藏在京都市中心區域、也點綴在

郊野間，或是散落在山林中。而

且不管是市中心或是郊野山林，

京都的古寺廟建築成串聚集在一

起並不少見。

鑑真東渡的故事在日本也幾

乎人人耳熟能詳。他六次前往東

瀛，辛勤不懈地傳播唐朝多方面

的文化成就，並帶去了大量書籍

文物。所以，今天當我們漫步在

京都或奈良的時候，一些神社寺

院建築看起來都是唐朝建築設計

結構，並且中日之間的文化也頗

有相似。鑑真和尚除了講授佛學

理論，傳播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

之外，他本身對醫學，繪畫，雕

塑，尤其是他在建築方面的造

詣，也大大提高了當時日本的設

計水平。

京都北郊

外 的 大 原 山

區，有著名的

「三千院」等

等寺院；平安時代的攬勝風致區

嵐山、山城高雄一帶的名寺呈現

帶狀分布；離京都車站很近的東

福寺一帶，更是大小寺院緊密地

結集。這些古名寺的建築與信仰

文物就是今天在京都散發優雅的

文化古味的主要源泉。

散步在京都寺院間，誰能無

感於京都的信仰氛圍？接觸了京

都文化的內涵，京都風華來自於

敬天信神的中華古文化，也就赫

然明現了。古城京都，處處散發

著大唐特有的文化氣息。今天看

京都遙想盛唐時的精神信仰，想

必更是馨香瓣瓣處處綻吧！

　　說起日本文化的風

采，焦點非京都莫屬了。

京都是日本平安時代（公

元794年～1192年）的古

都，也是一個觀光之都。

每年超過二千萬來自世界

各地的遊客來到這裡，他

們大多是仰慕京都的風

致，為了一睹這千年古都

的文化味兒。

文 / 任采真

捐贈一套正式的禮服，用以幫助一個學生在畢

業典禮上大放異彩。每捐贈一套禮服

都會收到一張抽獎卡，有機會贏得

$150 Marlborough Mall禮品卡。

2 月 4 日至 4 月 5 日期間，您可以

將禮服交付給客戶服務中心。

所有捐贈的禮服都將在

4 月 6 日至 7 日 Gowntown 

義賣活動中出售給畢業生。

更多活動詳情，請訪問 marlboroughmall.com

所有禮服應不超過五年，且成色良好。

禮服收集活動

泡溫泉時  
毛巾放頭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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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食街

炒鍋、執碼、油爐
企檯（服務員）
幫廚洗碗

誠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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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00 - 35 STREET S.E.
BARLOW TR. & DEERFOOT TR. S.E.

403.567.8888
www.southpointetoyota.com

2018 CAMRY HYBRID
NEW - LE HYBRID

            ................$33,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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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80143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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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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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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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802363 0%*

2018 AVALON LTD
NEW – LTD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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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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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800013 0%*

2018TUNDRA LONG BOX
LOADED – NEW - SR5+

            ................$44,74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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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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五3月8日 本週六3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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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週五3 月8日  週 六 3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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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貫明

他雖然名為第二代皇帝，作為功績顯

赫的天策上將，他實為唐朝的締造者、開

國之君。他也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軍事

家、書法家和詩人。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

（西元 627 年～ 649 年），這期間國泰民

安，社會安定，經濟發展繁榮，軍事力量

強大，史書上有「貞觀之治」之譽。

李世民生於亂世而心懷大志，他見隋

煬帝昏庸無道、民心渙散，遂勸父起兵。

爾後四、五年間，南征北戰，東殺西討，

先後消滅了薛仁杲、劉武周、竇建德、王

世充、劉黑闥，為其父李淵即位稱帝、統

一中國，立下了汗馬功勞。唐太宗文武全

才，智慧超群，在文治武功上卓有建樹，

在詩歌創作上也頗有成就。作為皇帝，他

禮賢下士，善聽勸諫，任人唯賢，治國之

道備受後世推崇；作為將軍，他率軍所向

披靡，戰功顯赫，威名遠播；作為詩人，

他勤於創作，首創吟源，在唐詩的發展上

有開創新局之功，開創了唐朝三百年的風

雅之盛。

濟世安民 — 世民名字的由來
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唐太宗，名世

民，他是唐高祖李淵的第二個兒子，母名

太穆順聖皇后竇氏。隋朝開皇十七年十二

月二十二日，出生在武功（地名，今陝

西省武功縣）正宮以外的宮室，當時有

二條龍在館門之外嬉戲，三天以後飛去。

李淵駐節岐州，李世民當時只有四

歲。有個書生自稱善於看相，見到李淵時

說：「您是貴人，而且有貴子。」見到李

世民時說：「龍鳳的姿容，天日的相貌，

李世民（西元598年∼649年），
史稱唐太宗，是中國五千年歷史

上首屈一指的明君，被譽為「千

古一帝」。

天策上將

李世民上

生卒：西元598年∼649年  
出生：今陝西省武功縣

率二千騎兵奮力攻擊，大勝

隋將宋老生於山西霍邑。

在折土庶城智取薛仁杲，俘

獲精銳騎兵一萬餘人。

西元617年

西元 618年

李世民

到二十歲，必定能濟世安民。」李淵害怕

書生的言語洩露，派人追殺，卻忽然不知

去向。李淵疑為天神，因此採納「濟世安

民」之意來作為唐太宗的名字。

設置疑兵嚇退突厥軍 
智勇雙全救主於重圍

少年時代的李世民，聰明機智，高瞻

遠矚，臨危不亂，剛毅果斷，不拘小節，

當時的人都沒有他那樣高超的智慧。

隋朝大業年間，隋煬帝被突厥軍包圍

在雁門，隋煬帝詔令招兵奔赴救援。李世

民當時年僅十六歲，隸屬於將軍雲定興，

他對雲定興說：「一定要攜帶旗鼓來設置

疑兵。讓軍旗連綿數十里，夜晚就讓鉦和

鼓聲互相呼應，胡虜必定認為救兵已大軍

雲集，就會望風而逃。」雲定興採納了李

世民的建議，突厥軍果真撤圍，遁逃而去。

李世民十八歲時，李淵因留守太原而

陷於賊酋魏刀兒的重圍，李世民用精銳騎

兵突圍而進，弓箭所射，敵軍潰散，在萬

眾敵營之中救出唐高祖。步軍援兵適時趕

到，李淵與李世民又合力攻擊，大破敵軍。

臨危不懼知難而進 
恩威並施敵酋請降

隋大業十三年（西元 617 年）七月，

李世民隨李淵出征，與隋將宋老生的二萬

精兵相持於山西霍邑。恰值久雨糧盡，李

淵與裴寂議論，暫且回太原，以後再圖謀

舉事。李世民懇求李淵不要退卻，但是李

淵不採納，催促命令引軍出發。李世民大

哭，說：「現在軍隊憑藉仁義起事，進戰

則必勝，退還則軍隊必潰散。眾軍在前面

潰散，敵軍在後面乘虛進攻，死亡馬上就

在面前。」李淵這才醒悟而停回軍。

八月一日，兩軍開戰。宋老生指揮軍

隊猛衝，首先直逼李淵，李建成墜落馬

下，宋老生乘勢攻擊，李淵與李建成都退

軍。( 下文轉 C2)



（上文接 C1) 李世民從南面

率二千騎兵衝下高坡，衝斷了宋

老生的軍隊，率領軍隊奮力攻

擊，宋老生大敗，賊兵全軍拋棄

武器而逃。

唐武德元年（西元 618 年）

九月，李世民被任命為元帥，攻

擊薛仁杲，兩軍在折土庶城相持

不下，雙方深溝高壘相持六十多

天。薛軍十多萬人，軍勢強盛，

多次前來挑戰。李世民按兵不

動，以挫敗他的銳勢，最後薛軍

糧食吃盡，派賊將牟君才、梁胡

郎前來投降。李世民對諸將軍

說：「敵軍銳氣頓失，我軍應當

攻擊。」遂派將軍龐玉先在淺水

原南紮陣以引誘賊人，賊將宗羅

日侯集中軍隊前來抗擊，龐玉軍

幾乎失敗。但是李世民親統大軍

出其不意，攻取了淺水原北。宗

羅日侯遠遠望見，再次回軍抗

拒，李世民率領精銳騎兵數十人

攻入賊陣，與龐玉軍裡外配合，

一齊奮力攻擊，宗羅日侯全軍潰

敗，李世民斬賊首級數千個，掉

入山澗、山谷而死者不可勝數。

李世民親率隨從二十多個騎兵追

趕逃跑敵軍，筆直奔赴折土庶而

追逐敵軍，薛仁杲十分恐懼，環

城守衛。時至晚上，李世民大軍

陸續到來，四面合圍，薛仁杲請

降，李世民俘獲他的精兵一萬餘

人，男、女五萬口。

這一仗，李世民俘獲的

精銳騎兵很多，仍令薛仁杲

兄弟及賊帥宗羅日侯、翟長

孫等率領。李世民與他們遊

樂騎射，沒有甚麼距離、隔

閡。投降的賊徒感恩並懾

於李世民的威勢，都願意

以死報效。李世民凱旋歸

來，在太廟獻捷，唐高祖

任命李世民為太尉、陝東

道行臺尚書令，鎮守長春

宮，關東兵馬全部受他節

制調度。不久又加授左武

侯大將軍、涼州總管。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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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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豬龍玉料採自紅山文化所

在的遼寧岫岩軟玉。岫玉帶著清

亮溫潤的黃綠油脂光澤，溫厚璞

雅，流露古樸虔敬的氣息。玉豬

龍紋飾相對簡樸，一般常見的

是瓦溝紋（在玉面磨成凹弧形

紋），或是真陽紋，多用減地陽

起③的淺浮雕方式表達。太璞之

雕看來至簡至易的樣子，內藏超

俗高古之美和運用鉈具④削切、

琢碾的成熟技法。

玉豬龍的頸背部有一光滑環

孔，可以穿繩懸佩。從孔洞邊壁

上可以發現螺旋打磨的痕跡，透

露古樸自然的韻味和經年累月打

磨的力道。從古文物中往往可以

發現，古人可能用一年甚至更長

的時間來切磋一件玉器，在玉雕

上的一絲一痕都載著虔敬與專注

距今五千年前的紅山文化①

考古遺跡中有豬首龍體型的玉

雕，被稱為「玉豬龍」，顯示豬

的尊貴，和今人對豬的看法相去

懸殊。

紅山文化是距今約 5000 至

8000 年前的新石器時期文化，

最早被發現於內蒙古赤峰的紅山

因而得名。

半豬半龍玉豬龍

玉豬龍又名玉獸玦，豬首的

形象顯目，雕琢精細，造型古樸

渾厚，是至今為止考古發現的最

早的豬形的玉器雕刻，也有「華

夏第一玉龍」的美稱。玉豬龍外

型好像豬與龍雛型的合體，又是

豬又是龍，表現豬在古人文化中

的尊貴地位。

可見，古人看豬像是雲中

尊，今人看豬卻是泥中賤畜，真

有雲泥之別呀！不過說實在的，

現代人的生活中，大部分人不也

離不開豬嗎？

史前貴豬文化

紅山文化的先民們不但有深

葬的習俗，也另外有火葬和天葬

的習慣。

從考古挖掘發現，玉豬龍都

是墓葬品，掛在墓主人的胸前，

而且小墓出小件，大墓出大件，

所以玉豬龍象徵主人的地位與 
權力，在當時豬代表的力量與 
重要性不言而喻。很可能這些配

戴玉豬龍的墓主就是部落首領或

是巫祝，而玉豬龍就是他們執行

職務——溝通天人的重要禮器與

法器。②

勇猛的玉豬龍玉雕

玉豬龍雕刻顯現豬的果敢、

勇猛的精神。目前考古發現的玉

豬龍玉雕的形制都很類似，通體

捲曲成優雅的弧形，首尾相連或

接近相連。豬首形象刻劃逼真，

精神奕奕，吻部前伸上噘、圓鼻

孔、立耳、圓目，眼圈、皺紋栩

栩如生；豬身則是光滑簡潔，樸

素無紋飾。玉豬龍玉雕的身首呈

現截然的對比，強烈突顯了主題

重點。

玉豬龍精湛的雕工技藝以及

審美觀，展現了五千年前古人的

美學觀和創作功夫早已經遙遙領

先今天的人。

太璞之雕高古之美

的毅力。這古樸的虔誠專注正是

現代電動工具快鑽下所喪失的高

古玉器之美。

亥年說豬小語

在豬年到來時，品玩一下玉

豬龍這件史前古物，欣賞古人的

太璞高古的玉雕之美，諦聽它再

次娓娓道來，豬曾經承載而往往

被人遺忘的文化。古人的精神境

界掌握了技藝的水準，一顆虔誠

的心、專注的奉獻則昇華了創作

的境界。是否，聽到祂的聲音：

有甚麼能夠比與神的溝通、對神

的敬仰更殊勝呢？

唐代韓愈（公元 768 年～

824 年）曾作勸學詩勉勵兒子，

用了「一龍一豬」作比方，曉喻

人生學習的重要。他以兩個同儕

孩童作譬喻，從小時候起一個精

於學、一個沒有把學習放在心

上，三十歲後一賢、一不材，有

如龍與豬相去懸殊：「三十骨骼

成，乃一龍一豬。」（《符讀書城

南》；符是韓愈的兒子）由此看

來，在一千多年韓愈的那時代，

人們已經普遍把豬當作懶惰不成

材的象徵。有趣的是，再往前回

溯，史前的「玉豬龍」玉雕有著

豬龍一體的形象，展現了完全不

同的觀念。

豬曾經在史前人類生活中具

有尊貴的地位，後來卻被貶為不

成材了。幾千年間人類觀念在演

變著，前後對照可說相差遠矣，

這不也是在不知不覺間形成的？

中華文化的傳統非常重視正本、

慎始，以免偏離正統、正道而誤

入歧途。在這一元復始的新年之

際，看玉豬龍玉雕，還原文化的

本色，其實是別具意義的。

看了「玉豬龍」，是否也破

解了你對豬以偏概全的觀念呢？

◎  文 :飛鴻拓雪

戌年過了亥年來，豬年

詠豬，感謝豬讓人享用美

味、攝取生命的營養。現在

的人看豬總是說牠不好的

多，甚麼好吃、懶做啦都賴

到豬頭上，或許這是人類將

豬當作家畜圈養的結果。

古代有隻受人尊敬玉豬龍

①紅山文化是距今約 5000 
至 8000 年前的新器時期文化。

在 20 世紀初，最早被發現於內

蒙古赤峰的紅山因而得名，它是

一個以農業為主伴隨畜牧型態的

新石器時代文化。紅山文化分布

的地域，是在燕山以北的大凌河

與老哈河上游。那裡宜農宜牧，

農耕文明的發展伴隨著牧業的

延續，獵豬和畜養豬已經成型。

②在紅山文化的興隆溝遺址

發現了用整頭豬陪葬以及大量的

豬骨，顯示豬在當時人生活中的

重要性和密切的關係，豬自然也

成了文化中的重要象徵。興隆溝

遺址地處大凌河支流上游左岸，

位於內蒙古赤峰市敖漢旗寶國吐

鄉興隆溝村。

③ 「減地陽起」雕法是指磨

削四周地面，使陽紋微微凸起於

地子（平面）之上的技法，也

叫減地隱起，或淺浮雕。

④ 「鉈具」是雕刻玉材時用

來削切、琢碾、雕刻線條的工具。

註 釋

天策上將李世民 上

WIKI/GFDL

紅山文化中的乃「玉龍」。 紅山文化之圓柱陶器 紅山文化之獸形玉石

公有領域
公有領域

紅山文化晚期

的玉豬龍。玉

豬龍的外型好

像豬與龍雛型

的合體。

(臺北國立故
宮博物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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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
上和下睦：上下之間和睦相

處。上，尊長或在上位的人。

和，敦睦、調諧。下，小輩或地

位較低的人。睦，和順、親近。

夫唱婦隨：夫妻一唱一隨，

和諧一致。夫，丈夫。唱，這裡

同「倡」，領導、發起。婦，妻

子。隨，跟從、順從。

譯文參考
地位較高的長輩和地位較低

的小輩互相敦睦和順；丈夫倡

導，妻子跟從，夫妻和睦。

舉案齊眉的故事
東漢文學家梁鴻雖然家貧但

很有操守，上門說媒提親的人很

多，但都被他委婉拒絕了。同縣

一個叫孟光的女子年紀已經三十

了，仍然不肯出嫁，父母問她原

因，她說：「要嫁就嫁梁鴻那樣

賢達的人。」梁鴻聽到以後就迎

娶了她。

孟光過門以後，將家裡打理

得煥然一新。而梁鴻卻接連七天

都不搭理她。她於是跪下問梁鴻

說：「不知我做錯了什麼事，使

您從不正眼看我？」

梁鴻說：「我的妻子，是能

夠穿粗布衣服，和我一起隱居山

中的人。如今你衣服華麗、塗脂

抹粉，這不是我樂見的，所以才

會冷落了你。」

孟光恍然大悟，於是換上布

衣荊釵來見梁鴻。梁鴻見了高興

地說：「這才是我的妻子。」不

久，兩人遷入霸陵山中，以耕

織為業，每天頌讀《詩經》、《尚

書》，彈琴自娛，過得很快樂。

後來夫妻二人又遷到吳地。

每次梁鴻從外面回家，孟光端給

他飯吃，都將盛飯的托盤舉到和

她眼眉一樣高的地方。人們稱讚

他們夫妻二人說：「這對夫婦真

是舉案齊眉，相敬如賓啊！」

夫 唱 婦 隨
fū chàng fù suí

上 和 下 睦
shàng hé xià mù

千字文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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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閬，字逍遙，宋朝大名

（今屬河北邯鄲）人，一說廣陵

（江蘇揚州）人。為人「狂逸不

羈」，常倒騎著驢子閒逛，其詞

中「往往有出塵之語」。所作

《酒泉子》十首，專詠錢塘自然

景物，頗有特色。

西湖：即今杭州西湖。 
盡日：整天。 
憑闌：靠著欄杆。 
依約：隱隱約約、聽不分

明。 
白鳥：即白鷺，白色的鷺

鷥，腿很長，能涉水捕食魚蝦

等。 
綸竿：釣魚竿。 

水雲：即遠方江面與天際，

看起來水面和雲朵似乎交匯在一

起的地方。

　

我經常想起遊玩西湖，終日

站在臨湖樓臺上，扶欄遠眺湖光

山色：水面上三三兩兩的釣魚小

船， 湖中小島秋日天清氣爽。悠

揚的笛聲隱隱約約地從蘆花中飄

蕩， 驚動了棲息在那裡的白鷺， 
它們倏地成群飛起，排列成行。

自別西湖後，閒暇時，就想整理

自己的魚竿，思念中彷彿又置身

於山水雲間的西湖秋色之中了。

此詞在當時非常有名：蘇

東坡曾把它抄寫在自己「玉堂屏

風」上。 
詞上片寫到秋高氣爽的時

節，憑欄遠眺，西湖水如明鏡，

孤山景色清爽，幾隻漁船悠然自

得，寥寥幾筆，勾勒了一幅遠近

相宜、意趣恬淡的優美畫面，寫

景靜中有動，以動襯靜。「三三

兩兩釣魚舟，島嶼正清秋。」前

句寫風物，後句寫背景，相映

生輝。「三三兩兩」句點漁舟位

置，有悠然自得、不擾不喧的意

思。以「三三兩兩釣魚舟」映襯

湖水的寬闊，以笛聲依約、白鳥

成行烘托景致的幽雅。將依依相

思之情融入筆端，描寫極富詩情

畫意，經「憶」字提示，下文便

從現實中脫開，轉入回憶。接下

來由眼前的不懈思念，引出當年

在西湖的棲遲，用感情帶動寫

景。「憑闌樓上」用到這裡，表

明作者終日留戀的同時，還使以

下諸景因之入目無遺。 
詞下片蘆花叢中傳來依約的

笛聲，驚動了白鳥從水裡飛起，

用「忽驚起」描寫白鳥（即白

鷺）翩然而逝、倏然而驚的形

態，色彩明快，頗具情味，樸實

的白描中透出空靈。「別來」二

字將思路從回憶拉到現實。「閒

想整綸竿」不僅應上片之「釣魚

舟」，而且以收拾魚竿、急欲赴

西湖垂釣的神情，襯托憶西湖憶

得不能忍耐、亟想歸隱湖上的念

頭。詞之下片，營造出釣翁漁隱

出沒的寥闊蒼茫的背景，以景寓

情，寄託了詞人的「出塵」思想。

語譯

賞析

作者

註釋

宋詞賞析 酒泉子．長憶西湖

長憶西湖湖水上，盡日憑闌樓上望：

笛聲依約蘆花裡，白鳥成行忽驚起。
三三兩兩釣魚舟，島嶼正清秋。

別來閒想整綸竿，思入水雲寒。

作者：潘閬

二年前的某日，一位畢業

已久的學生突然來看我。成功

開設了個人工作室的哲龍，

竟然拄著拐杖，艱辛的下車。 
他自述因一場車禍毀掉了這幾年

辛苦創立的事業，而撞到他的大

貨車司機，卻因經濟環境不好，

無法給他合理的補償。

在聽完了他的境遇之後，

我 問 他 說：「經 濟上 是 否 有

甚 麼 困 難 ? 可 需 要 幫 忙﹖」 
他說：「我有積蓄，國家也有健

保，只是不知未來該如何 ?」他

絮絮叨叨的，抱怨著這個世界不

公平，這樣一直連著將近二個月

的訴苦。

但是某天，他突然問我：

「老師，為何長時間聽我埋怨並

沒有避開我呢？我的家人和同學

都藉口說忙，避開了我。」我笑

說﹕「因為知道你現在需要有

人傾聽。只是人在這世上不會一

《後漢書》卷 83 第 2768 頁

《逸民．梁鴻傳》：「遂至吳，依

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為人賃

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

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

異之，曰：『彼佣能使其妻敬之

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於

家。」

心量大才有福

出典

直順心遂意，且遭遇不幸的人，

這世界應該還有很多吧 ? 一直抱

怨的你，這幾個月來，心情可因

此而轉晴了嗎 ? 怨天尤人時，你

看誰都不順眼，大家也怕你，只

好先避開了吧？另外撞到你的大

貨車司機，他是故意的嗎 ? 他很

後悔道歉的心意，你聽到了嗎？

其實沒人希望發生車禍啊﹗你記

得高中時，咱們班上因玩耍而讓

啟嘉受傷開刀，當時他的父母堅

持要告你們，你記得當初啟嘉說

甚麼嗎 ?」
哲龍說：「啟嘉說同學們不

是故意的，而且同學們的經濟

大都不好，要他的父母原諒我

們。」我說：「是啊﹗還記得那

時你的心情嗎 ? 犯錯的人，都很

希望得到別人的原諒。那你可願

意加大心量，給大貨車司機先

生一個機會嗎﹖」「那我的工作

怎麼辦﹖辛苦建立的模式都毀

了﹗」我安慰他說：「老師知道

你大學畢業後，一直很認真辛苦

的工作，才有了這些成就。但你

是電器修理業界的達人，技術在

身不會失業的，怕的是只記得誰

誰對不起我，我又如何的倒楣等

等這些負面的信息。何不趁這段

復健的時間，再去進修學習相關

知識或沉澱想想往後該如何做

呢？樂觀正面的看事情，而且心

量大才有福啊﹗」

今年的除夕夜，接到了哲龍

的拜年電話，他開心的說：「我

身體大都恢復了，個人工作室除

了恢復往年的績效，且又多成立

了二手收購電器的倉庫。新年

後，打算再涉入教育補習業，因

為生病的時間，發現很多年輕人

想學習實務的技術。現在放下計

較、怨恨，加大容量後才看到了

這世界的美好善意。而撞到我的

大貨車司機竟主動願意幫我載二

手的電器，我也意外的認識了另

一業界的朋友。老師，心量大真

會有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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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是構成天、地、人的都

是兩種相互對立的因素，而卦，

是《周易》中象徵自然現象和人

事變化的一系列符號，以陽爻、

陰爻相配合而成，三個爻組成一

個卦，故云『兼三才而兩之』成

卦，是陰陽、剛柔、仁義諸對矛

盾相互作用之道。講天時、地

利、人和，三才合一；能合一，

就必須有對應，能夠一一對應，

才能相合為一；也就是說，天地

人必須是相互一一對應的。

有些人認為這是封建思想，

不科學。這種以唯物主義思想

來衡量，被稱作是「迷信」的現

象，卻被現代最高端的「量子粒

學」所認識和承認，並成為一個

重要的物理現象和定律。

現代物理量子粒學中，有一

種非常奇異的現象叫量子糾纏：

同一來源的兩個粒子，不管將它

們分開多遠，即使一個在太陽系

內，一個拿到太陽系外，只要對

其中一個粒子進行干擾，那麼另

一個粒子就會馬上產生一種相應

的反應；也就是說，這兩個粒子

間存在著一種看不見的對應關

係，不管分隔多遠，只要其中一

個粒子產生了變化，那麼另一個

馬上就會產生相應的變化；也就

是說，人體與自然和宇宙之間，

也存在著一種看不見的對應關

係，其中一者產生了變化，會牽

連影響到其他二者，使它們也產

生一種相應的運動和變化。這就

是「天人合一」。

「天象」，即天垂之象，主

要指天上各星宿、星系的運行變

化和某些特異的氣象等。而與天

對應的，地上的變化，即自然風

水的變化等，就稱為「地象」。

這就是古人所說的風水。同時，

與二者所對應的人間的變化，即

人類社會的發展變化等，就稱為

「人象」。

所謂象，就是整體的形像，

而非個別和局部，是一種大勢的

變化。不能造成大勢的，個體變

化，和個別現象，都不能稱為

象。風水學中，講究龍脈，龍脈

是人眼看不見的，但客觀上存在

的，一般從山川的起伏走向和勢

態的變化，可以看出地上龍脈的

變化。龍脈就是地象的脈絡，決

定著地象的變化。

龍脈在我們人類這個小宇宙

範圍內，又對應著天上的星宿星

系，再往更高處，又對應著更高

的境界和更宏大的宇宙範圍，這

些更高的對應，遠遠超出了我們

現在人類的認識，所以本文不做

討論。

所以在地為龍脈，對應著天

上，也是有看不見的脈絡的。而

這天上的脈絡，就是「天意」，

目前還沒有準確的名詞來稱呼

它，就暫且叫它天脈吧！不同的

時候，天脈會產生不同的變化，

代表不同的天意。這天脈就是天

象的脈絡，決定著天象的變化。

六十四卦，第一乾卦中，變

爻為九五爻的爻辭曰：飛龍在

天。真能得此九五之尊，則可當

皇帝。這個卦中的飛龍，就是指

天上的這個脈絡，也就是天意

吧！因此，如果一個人能當皇

帝，其祖上必得龍脈上的真龍穴

而葬之，然後這個人，才能通過

人脈與地脈的對應關係，從而對

應真龍穴，代表這根龍脈，統領

神州大地，同時與天脈相對應，

順應並代表了當時的天意，從而

成就「飛龍在天」之象，成為真

龍天子。這裡說的是從下到上的

對應，而事實上應該是從上往下

的，天象決定地象，地象決定人

象。從下往上說，是為了便於理

解。天地人，三才對應合一，在

天有天脈，在地有龍脈，那麼

在人，則必有人脈，否則無法對

應。所以從人脈的變化，也可以

觀測到自然龍脈的變化，同時也

能推測到宇宙天象的變化。

而與我們人類社會關係最

大，影響最直接，也最容易理解

接受的，就是人脈。

◎ 文：鍾華人 圖：Fotolia

打小人
◎  文：常道

天、地、人稱為三才。

《易經．繫辭下》云：「有天

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兼三才而兩之。」《易經．說

卦》:「是以立天之道，曰陰
曰陽；立地之道，曰柔曰剛；

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兼三

才而兩之，故《易》六通而成

卦。」

觀天象 看風水 接人脈

情節一

王充《論衡》記載：孔子門

人子貢作為使者各地遊說，到了

歸期仍然不見回來。於是孔子占

了一卦，得到鼎卦，以變爻九四

占斷，其爻辭為「鼎折足」。

孔子的門人們依據這個爻辭都

說：「卦中說沒有足，看來，子

貢暫時回不來了。」惟獨顏回笑

而不語。孔子問其故，顏回答

道：「子貢一定會回來，即使沒

有足，也會乘船回來。」顏回之

所以說「乘船」，是因為鼎卦的

下卦是巽，巽為木。

《梅花易數》記載：一個寒

冬夜裡酉時，邵雍剛剛擁爐取

暖，就有人來扣門，說要借東

西。邵雍起了一卦，上乾下巽，

為金木之物也。邵雍的兒子推斷

是鋤頭。邵雍說，以卦象推之，

斧頭和鋤頭都可以；但以道理來

說，晚上怎會用鋤？所以必然借

斧，劈柴取暖之用也。

用卦象的理來推論事物的

變化因人而異，《梅花易數》又

自稱為「心易」，此為原因之一

也。「心易」意思就是要靠精

神、心靈來參透、推斷易數。所

謂高人多半也是修煉人，根基

好，自然心領神會。

情節二

《搜神記》記載：張華為豫

章太守，善易卦，也明於政刑的

處理。他所轄地區的犯罪分子很

害怕，不敢違反法令。法令中規

定：死刑犯可請假回家辭別父

母。有一人因盜竊而判處死刑，

不久就處死，於是放歸回家辭別

家人，限期一滿回來受刑。此人

在路上悲傷哭號，經過趙朔家

門。趙朔因問其是何緣故，犯人

如實告訴了趙朔。

趙朔說：「那你為何不逃

跑？」此人說：「張華太守善易

卦，算得很準，以前有逃跑的犯

人都被他算出來了，所以我不

敢。」趙朔說：「你不用哭，我

來救你。你用我的計策，就可避

免這場災禍：在你回家的路上渡

過黃河時，就用竹筒盛水，高三

尺，放在腹部上，照此模樣躺在

黃沙中，過了三天就可以還家

了，張太守就抓你不得了。」此

犯人依照趙朔的話去做了。

期限假滿，犯人未歸。張華

起卦一算，判斷道：「為甚麼腹

上有三尺深的水，背臥在黃沙

中？此人必投水而死，不用再

找他了。」果真，此犯人經過一

年，更名改姓，住在鄉里，逃脫

了死刑的處罰。由此可知算卦即

使很準確，若棋逢對手，也可能

被製造假象而蒙蔽。

結論

算卦作為一種技巧、技術，

是奠定在《易》學基礎上發展起

來的，源自於深厚的文化基礎。

算卦依據的是卦象、卦理，也就

是說，算卦算得準的事實是不可

迴避的。只是卦象、卦理對於萬

事萬物的看法有其侷限性，算卦

就會失準。雖然有時算得很準，

但不足以說明萬事萬物的本質。

比如醫院，它能治病，這是不可

否認的，但卻不是所有的病都治

得了。因此算卦當然不能稱之為

迷信！中國古代的許多大德之

士，老子、孔子等等，雖然他們

懂易學，深通易理卻不為此技

術，是因為他們明白還有更高更

接近生命本質的文化內涵，才是

真正指導人生的未來的路。

所以，老子講「道」，孔子

講「仁」，佛陀講「法」，耶穌

講「博愛」。

◎  文：梅花一點 算卦為何難以神準

驚蟄象徵農曆二月分的開

始，平地一聲雷，喚醒冬眠中的

蛇蟲鼠蟻，家中的爬蟲走蟻又會

應聲而起，四處覓食。

所以古時驚蟄當日，人們會

手持清香、艾草，薰家中四角，

以驅趕蛇、蟲、蚊、鼠和黴味，

久而久之，漸漸演變成不順心者

拍打對頭人和驅趕黴運的習慣，

亦即「打小人」的前身。

打小人是一種流行於港澳、

廣東珠三角民間的祀儀。每年驚

蟄來臨，人們就會來到路邊，點

著香燭，然後取出準備好的男女

小人衣紙，這些小人衣紙剪成自

認為的小人的形狀，並寫上小人

的姓名、生辰和八字，再將紙老

虎摺成立體狀，以祭品拜祭；跟

著就脫下鞋子，用鞋底拍打小

人。

拍打一頓後，在小人的口舌

上放上紙剪刀，意思是將小人舌

頭剪傷，以令他不再搬弄是非；

接著在小人肚子上放一把紙刀，

意思是將小人的腹部剖開，挖出

其黑心；之後在小人腳上用紙鎖

鏈鎖上，意思是不准小人四圍亂

走。其後再用鞋子將其毒打，口

中再念著一些化解小人的話語，

如「打你個小人頭，等你有氣無

得抖；打你只小人手，等你有手

無得有；打你只小人腳，等你有

腳無得走」等等。

最後，就用紙老虎壓著紙小

人，連同小人衣紙用火點燃，並

將五色豆擲向焚燒中的衣紙，整

個儀式便完成了。打小人儀式一

般在三叉路口、橋底、路旁及山

邊等地方進行，因為些等地方較

易招惹鬼神。

銅鑼灣的鵝頸橋底，面對三

岔路口，是最佳的「三煞位」，

也是最理想的打小人地點，便成

了打小人的熱門聖地，也是港劇

裡經常出現的場景。此外，各大

廟宇也提供「打小人」這項服務。

開運小撇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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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its formation in the 12th century, 
Tai Chi has become an increasingly popular 
practice for mind and body worldwide. 
Though many people know of the practice, 
few know the story of its founder, Zhang 
Sanfeng.

Zhang was a legendary Taoist priest 
whose life spanned the Song,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According to the History 
of Ming Dynasty: Biography of Zhang 
Sanfeng,  he was from Yizhou City, 
Liaodong, or today's Dongbei Province 
in Northern China. His given name was 
Quanyi; Sanfeng was a nickname that he 
was known by.

Zhang was a towering figure of seven 
feet tall, with posture as rigid as a crane's 
and whiskers as hard as spearheads. He was 
known for being slovenly and wore a Taoist 
robe year-round regardless of the weather.

He was said to have been a wanderer, 
traveling to the ends of China. Legend has 
it that he could travel about three hundred 
fifty miles in a day.

Besides being the founder of the 
popular Tai Chi practice, Zhang also 
founded the Wudang Sect of the Tao 
school. As a priest that had obtained 
the Tao, he was greatly sought after by 
the emperors of the Ming Dynasty for 
his wisdom, and played a key role in 
popularizing Taoism through poetry.

Originally, Tai Chi was intended by 
Zhang to be a practice for both the spirit 
and body. But as time went on, people 
began to adopt Tai Chi for its physical 
benefits and Tai Chi began to become more 
and more of a physical exercise.

Wudang Mountain

As a highly accomplished Tao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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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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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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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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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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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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under of Tai Chi: Zhang Sanfeng

歷史上能夠被幾代皇帝尋訪、封號的

人，恐怕只有張三丰一人。明朝二百多年

間，幾乎各代皇帝都尋訪過他。明英宗

賜其號為「通微顯化真人」；明憲宗封其

號為「韜光尚志真仙」；明世宗贈封他為

「清虛元妙真君」。（道家是修真的，所

以這些封號都有一個「真」字。）整個明

代，從帝王到百姓，普遍崇道，這與張三

丰的巨大影響是分不開的。

張三丰是跨越宋、元、明三朝之道

士，為武當派開山祖師。

《明史 · 張三丰傳》記載：「張三丰，

遼東懿州人，名全一，三丰其號也。」因

為他不修邊幅，又號張邋遢。他身材

高大，「龜形鶴背，大耳圓目，鬚髯如

戟」。寒暑只穿一件道袍，一件蓑衣……

有過目不忘之才，浪跡天涯，有人說他能

一日千里。他曾遊武當山各處奇岩深谷，

對人說： 「此山異日必大興。」

由於張三丰神名噪起，朱元璋曾幾次

訪尋，均未果。他兒子朱棣也早聞張三丰

之大名，只是無緣得見；登基後多次派人

尋訪也沒有找到。後來他下命令，派侍讀

學士胡廣去找，並帶去一封言辭懇切的信。

張三丰收到永樂帝朱棣的書信後，答

詩一首託弟子孫碧雲轉交朱棣，如下：

天地交泰化成功，朝野咸安治道亨。

皇極殿中龍虎靜，武當雲外鐘鼓清。

臣居草莽原無用，帝問芻蕘苦有情。

敢把微言勞聖聽，澄心寡欲是長生。

皇帝乃九五之尊，擁有海內，他最大

的願望是甚麼？長生。張三豐在此信中給

永樂皇帝開了一個長生的妙方：「澄心寡

欲」（心要乾淨，欲望要少）。永樂帝得

到神人的指點，十分滿意。

永樂十年，朱棣調集軍民工匠三十餘

萬眾，經十多年，在武當山建成八宮、二

觀、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岩廟等龐大工程

建築，花費以百萬計。建成後，賜名「太

和太岳山」，設官鑄印看守。這正合張三

丰昔日之預言。

張三丰著述甚豐，諸如：《大道論》、

《玄機直講》、《玄要篇》等等，皆被後代

修道者所推崇。不過，他最傑出作品當稱

《無根樹》丹詞。（待續）

太極祖師張三丰
◎ 文：Gu Yunlong

monk, Zhang became very famous by the 
time of the Ming Dynasty. During the two-
century-long dynasty, almost every emperor 
sent emissaries to search for him in order 
to seek his advice on governance. Three 
emperors proclaimed him a “true person,” 
an enlightened person of the Tao school.

However, Zhang traveled from place 
to place and was hard to find until he 
finally settled down in Wudang Mountain.

After having visited all the peaks and 
canyons of Wudang Mountain, he declared, 
“This mountain will become very famous 
in the future.”

When Emperor Yongle, the son of 
Ming Dynasty's first emperor, ascended 
to the throne, he was determined to find 
Zhang. After a few fruitless attempts, the 
emperor sent Bachelor Hu Guang to look 
for Zhang with a very sincere note that he 
wrote himself.

After receiving this letter, Zhang 
responded with a poem. Zhang knew 
exactly why the emperor looked for him—
as the ruler of China, the emperor had 
everything he wanted. So what could he 
possibly want Zhang for? The answer must 
be longevity.

In his poem, Zhang revealed to Emperor 
Yongle the secret to longevity: the emperor 
needed to calm his mind and relinquish his 
worldly desires. Emperor Yongle was more 
than happy to follow this advice.

In return, the emperor ordered the 
construction of eight palaces, two Taoist 
temples, thirty-six nunneries, and seventy-
two rock temples on Wudang Mountain. He 
also made it a royal mountain and sealed it 
with a royal stamp.

Just as Zhang had predicted, Wudang 
Mountain became very popular and Taoism 
flourished in China. (To Be Continued)

太極祖師張三丰自畫像

武當風光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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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人見良玉性格豪爽，待人熱情誠

懇，彼此親熱起來。賈璉說：「蓬壁生輝

這個詞，我今天算是懂得了。剛才林少

爺一進門，眾人的眼睛立即亮了起來，

滿屋子都生輝，端的一表人才，連我這

如寶似玉的寶兄弟都給比下去了。」良

玉說：「以後就喊我良玉吧，璉二哥真

是謬讚了，我生得粗鄙，怎能同寶玉相

比。」這裡幾個年輕人說得投機，那邊王

夫人、尤氏、蓉兒媳婦同小翠也正說得熱

鬧。王夫人拉著小翠的手說：「叫什麼名

字？」銀鈴般的聲音：「柳翠！」蓉兒媳

婦說：「好鮮亮的名字，人也長得鮮亮。」

又問：「幾歲了？」「十二歲了！」「認識

字嗎？」「大姑在山裡每晚教我們認字，

我會背三字經、千字文了。」說到這裡，

聽那邊良玉正在說自己比不上寶玉。尤

氏問小翠：「你看他們兩個，哪個長得更

好些？」小翠問：「你是問我玉叔和良叔

嗎？」尤氏說：「是啊！」小翠立即雙手

豎起大拇指，說：「我良叔和玉叔都是第

一！我良叔又英俊又？……」想了半天，

終於想出「瀟灑」兩個字，「還什麼爽？」

「豪爽吧？」蓉兒媳婦說。小翠直點頭，

說：「我良叔又英俊又瀟灑又豪爽，是天

下第一美男子！我玉叔長得太俊了，比我

們女孩還俊呢！那天我見到他，就告訴大

姑、小姑說，咱們山裡來了個俊俏的小尼

姑！」「小尼姑？」眾人不解。小翠說：

「你們不知道嗎？我玉叔當過和尚的。那

時他是個光頭，因長得太俊，我把他當成

小尼姑了。」「噢！」眾人都笑了。

「其實，他們幾個」小翠指了指賈

璉、賈蓉、賈環等人說：「長得也好，

也算美男子！反正我看這屋裡全是美

女，美男子！」尤氏故意問：「還有美女

啊？」小翠認真地說：「是啊！我大姑、

小姑在柳溪鎮時，我們莊戶人家都說她們

是仙女下凡。有一天我帶她倆外出，我們

莊戶人家都看傻了！」黛玉說：「小翠！

你瞎編什麼？」小翠說：「是真的，我一

點也沒編！」尤氏說：「我相信小翠說的

是真話，你只管說。」小翠又指指平兒和

蓉兒媳婦說：「這兩個姑姑也俊得很！」

小翠又盯著尤氏看，說：「你年紀大

了——」紫鵑連忙說：「小翠！不准評論

長輩！」尤氏說：「不過玩玩而已！你接

著說。」小翠說：「你年紀大了，可是還

是很好看。」又看看周姨娘和王夫人說：

「這兩位奶奶年輕時也是大美人！」王夫

人笑著說：「這丫頭真是個小精怪，把全

屋子的人都誇了一遍。」小翠瞪大了黑溜

溜的眼睛說：「我說的全是真話！」王夫

人說：「聽小翠說話真有趣，你以後常到

奶奶這裡來，陪奶奶說話好不好？」小翠

說：「奶奶不嫌煩，我就天天來。」「小

翠是人見人愛的小姑娘，誰煩你？」尤氏

說。小翠說：「我娘就說我是個小喜鵲，

整日圍著她嘰嘰喳喳，吵得她頭暈，她煩

我。」　

王夫人說：「小喜鵲！這個名字好！

以後我們就叫你小喜鵲。在你良叔家住

的慣嗎？」小翠說：「我良叔家裡很好

看，好多小院子，院子裡滿是花，中間

有個大台子，好高啊！爬上去，往四周

看好敞亮！不過這些還是沒我們山裡好

看。我們山裡像仙境，不是人建的，是

神造的。那裡的人才叫俊哪！我的玉蓮

姐是我們女兒國的女王，俊的像仙女，

那裡的男女老少都整日笑眯眯的，我玉

叔和大姑成親的那天，全村人都來了，

好熱鬧。我神仙爺爺還和我們小孩子一

起跳舞呢！」賈璉笑嘻嘻地問：「你剛才

不是說，你玉叔是個光頭小和尚嗎？怎

麼又和你大姑成親了呢？」小翠一聽傻眼

了，兩只黑亮的大眼睛轉了兩圈，認真

地想了又想，說：「我也不知道，反正玉

叔從見了我大姑，就不願當和尚了。」眾

人聽後，譁然大笑起來。

過了一會，賈環問：「昨兒林姐姐說

山裡好，今兒這個小喜鵲也說山裡好，

當真像仙境嗎？」小翠說：「真的，你不

信，問良叔和玉叔，要不是陪著良叔出來

考狀元，我們都不願出山！」「那能帶我

們去看看嗎？」小翠說：「到山裡去沒有

路，要穿過一個好大好深的大野樹林，樹

林黑黢黢的，有好多小鬼，還有好大的八

卦陣，好多人進到樹林就被鬼吃了，有的

撞到八卦陣裡就迷路了，好多人餓死渴死

在裡頭。」賈環說：「別嚇唬我，那你們

怎麼進去的？」小翠說：「神仙爺爺說，

有緣人才能進去。不過，你別難過，我明

天寫封信讓那鴿子帶給神仙爺爺，問神仙

爺爺你能不能去。」紫鵑瞪了小翠一眼，

小聲訓斥：「你就吹吧，我告訴你爹去，

這半天就聽你一個人嘰嘰喳喳地說。」小

翠嚇得直搖紫鵑的手說：「小姑！求你別

告訴我爹，我沒吹牛，說的都是真的。」

又求良玉：「良叔，小姑最聽你的話，

你叫她別告訴我爹。」眾人聽了小翠的

話，好像發現了新情況，都好奇地看看紫

鵑，又瞅瞅良玉，良玉只是笑。賈璉問小

翠：「你剛才說你小姑最聽良叔的話，是

嗎？」「是啊，他倆——」剛說到這，紫

鵑狠狠地瞪了小翠一眼，小翠再也不敢作

聲了。

正說得熱鬧，李貴跑了進來說：「門

口停了兩輛車，一車子綢緞，一車子糧

食，說是送給賈府的，讓他們進來嗎？」

眾人愕然。良玉說：「讓他們進來吧，是

我讓他們從店裡送來的。」寶玉說：「店

裡送來的，咱們得付錢。」良玉說：「是

咱自家的店，要什麼錢！就算我送的見

面禮，行不行？」黛玉連忙說：「好！

好！真是雪中送炭！我代表賈家謝謝林家

了。」良玉望著黛玉，直笑，說：「你到

底是誰家的？」眾人笑了。

（待續）

這天吃晚飯時， 黛玉說：「我說一件

事，就是從後日起，要徹底清理咱們的大

觀園！」茗煙說：「是應該清理了，街巷

裡傳說的可邪乎了，說賈家的大觀園如今

狐狸成精，成了狐狸窩了。有人說親眼

見到一個白狐狸變成一個絕色女子，此

女子常在大觀園裡遊逛。還說有個大膽

的人晚上從牆上往裡看，見一群男女說

說笑笑，狐狸在那裡過上日子了。」興兒

說：「聽人說，晚上常有女人哭，還有人

半夜三更大笑，可瘮人了，別說晚上，就

是大白天，我們都不敢靠近那鬼園子。」

賈蓉說：「要想清理出來，沒有三、四百

人，不花三五千兩銀子是拿不下來的。

咱們到哪裡找幾百號人？」黛玉等眾人說

完，然後說：「城南三十里有個柳溪鎮，

紫鵑的堂兄住在那裡，我和紫鵑在那裡生

活了二年，和鄉親們相處融洽，前幾天我

派人到柳溪鎮說出我們的難處，他們立即

要來幫忙。現在正是春播剛結束，夏收還

未到，正好有一段農閒。我說要六十歲

以下，十八歲以上的人，男女均可。他們

說可來五百餘人。其中還有八家獵戶，十

餘家木匠。今天他們在家準備，明晚可到

達，後天早上就可以開始了。」環兒說：

「叫那幾個獵人手下留情，把那個絕色女

子留下。」眾人哄然大笑。茗煙說：「賈

三爺想娶個狐妻啊！」眾人又笑起來。

過了一會，黛玉說：「咱們管吃管

住，我已經叫林府的柳嫂同咱們的柳嫂

見面了，二人主廚，但還要幫手，誰願

意去幫廚。」在場的所有女子都要去。黛

玉說：「大嫂在家照看大哥吧，父親母親

身邊要留一個丫頭，我房裡有幾個丫頭

可以，十幾個人夠了。那邊由一位里長領

隊，咱們這邊由璉二哥牽頭，環兒、蓉

兒幫忙。咱們今天要立即把住處打掃乾

淨，我想梨香院有二、三十間房子，他

們自帶被褥睡通鋪，再把咱家前院的房間

打掃乾淨。這兩處也就夠了，男女各分

一處。我講完了。」眾人聽後立即行動起

來，平兒帶眾女子，直奔廚房，賈璉帶眾

人扛著掃把，拎著水桶去打掃房間。屋內

只有賈政夫婦和尤氏。賈政說：「咱們賈

家又紅火起來了。」尤氏說：「沒想到以

往嬌嬌弱弱的小妹子，如今倒成了咱家的

頂梁柱。」

這天，眾人正在吃早飯，忽聽大觀園

裡鑼鼓喧天，鞭炮齊鳴，人聲鼎沸。「那

邊已經開始動手了。」寶玉問：「怎麼還

敲鑼打鼓放鞭炮？」賈政說：「那裡邪氣

太重，一是為了鎮邪，二是驚動鳥獸，

它們從窩裡出來，才能射殺它們。」「原

來如此！」賈璉三口兩口吃完了飯，招呼

賈環、賈蓉出了門，興兒和茗煙也跟了

去。這時李貴也急匆匆地趕來，忙喊：

「等等我！」對賈政說：「我把大門關了，

這幾天拒不接客。」六人直奔大觀園。人

們已經開始幹起來了。只見山坡上草叢

裡，一百多人排成一行，一齊揮舞鐮刀 ; 
各條幹道上，上百人舞動掃把。鐮刀揮舞

處，野草披靡；掃把滾動處，枯葉讓路。

前邊的野草倒下，後面立即有人捆成草

捆，搬運到一處；枯葉掃到路邊，立即有

人裝入麻袋，集中到一起；到處是掉下

來的樹枝，幾十個人把樹枝拉到一棵大

樹下，六個木匠早都拿著雪亮的鋸子等在

樹下，「唰！唰！」兩下，張牙舞爪的一

大堆枯樹枝就乖乖地變成一段段樹條，再

整整齊齊地捆扎一起，碼在一旁。人們

手中幹著活，嘴可沒閒著，互相打趣戲

謔，歡聲笑語不斷，運草運柴的人還唱著

歌。近處館中，院內不時傳來女人清脆的

笑聲。賈璉他們何曾看過這種場面，站在

沁芳橋頭呆呆地看了一會。興兒、茗煙

早已把一個桌子和幾個凳子搬來，放在

橋上，並在地上插了一把遮陽傘。這裡地

勢高，視野開闊。李貴早已按捺不住，

一揮手，興兒、茗煙、環兒、蓉兒都下了

橋，立即融入人海之中。只留賈璉一人留

守。半日沒事做，賈璉也呆不住了，忽見

一個小廝，拎著一隻小木箱走來，對賈璉

說：「這裡有五百兩碎銀，寶二奶奶讓我

送給璉二爺的。」賈璉收了箱子，只好坐

下，心想：「給我送銀子幹什麼？」

不覺日升中天，只見那邊送飯的隊伍

浩浩蕩蕩地過來了。一、二十人推著五輛

輕便的小車走來，停在山坡對面的柳樹

下。人們立即放下工具，圍了上來，每人

抓了幾個大包子，端著一碗湯。賈環他們

也跟著大家，拿起兩個包子，端著一碗菠

菜雞蛋湯坐在路邊的石凳上吃起來。賈環

咬了一口包子，說：「這鮮肉大包真香！」

嘴上油光光的，又喝了一口湯，「這湯翠

翠黃黃的，又好看，又鮮美。」李貴也說

從來沒吃過這麼香的包子，一口氣吃了三

個大包子。興兒早端了一碗湯，拿著兩個

包子送給賈璉。下午他們繼續同眾人一起

掃地。賈璉也開始忙起來，一人來說繩子

不夠，又來人說麻袋短缺，又來一位大

嫂說要多買一些老鼠夾子……一天過去

了，放眼一望，園子的一角已打掃得乾乾

淨淨，清清爽爽。第二天，賈璉他們剛

走上橋頭，人群中早有十幾個年輕人向他

們招手，原來是他們昨天剛結識的新朋

友，幾個人連忙奔了過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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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黛玉後傳
◎文：黃靚

黛玉傾力救親人  良玉實意援賈府

下

中醫‧中藥‧針灸‧按摩‧拔罐和耳針

7年卡城中醫師

8年北京中醫藥大學
醫療系學士碩士

23年北京大學第一醫院

冼慧
女中醫師
註冊針灸師
註冊按摩師

#109, 2308 Center Street NE 一週七天：
上午11點∼下午6點

587.352.3152（英、國）
403.614.1825（國）info@kt-lucky.com

成功診治 源自30年的積累

一週七天： 587.352.3152（英、國）

主
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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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回 上

黛玉傾力救親人  良玉實意援賈府

◎ 文：黃靚  畫：清・孫溫

黛玉後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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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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國訊】據卡城房產委員會

(CREB) 消息，2 月份全市房屋銷售 976
套，庫存量仍然高達 5,885 套，新上市房

屋數量 2,211 套，較去年同期降 8%。 2
月份，全市房屋基準價格為 414,400 元，

較去年 1 月跌近 5%。

CREB 首 席 經 濟 學 家 Ann-Marie 
Lurie 表示，2 月份房地產市場情況並不

令人感到意外。「經濟環境沒有實質性變

化，對能源行業潛在裁員的擔憂正在打壓

購房者的信心。」，她說。

2月份房市概覽
獨立屋

今年前兩個月，銷售量為 1,079 套。

比去年同期低 13%，比長期平均水平低

近 30%。除西北區外，其他區的情況都

有回暖跡象。

近年來新上市房屋 2,544 套，比去年

同期降 2%。迄今，獨立屋總庫存量較去

年增長了共 25%，東北區和東區庫存量

與去年相比有所下降。

由於市場上供大於求的狀況，價格

繼續呈下降趨勢。 2 月份，全市獨立屋

基準價格為 475,600 元，比上個月低

0.2%，比去年同期低 5%。

公寓

公寓銷售活動仍然緩慢，上月銷售量

149 套。

2 月份，庫存總量為 1,301 套，比

去年同期降低 9%。當前公寓基準價為

252,300 元，比去年同期降了 1.7%，比

之前的月度高點下降了 16%。

鎮屋

鎮屋行情較穩定，價格與上月持平，

比去年同期低 4%。

【看中國訊】市議會正在研究提高住

宅地稅來減輕企業稅負的問題。

市長 Naheed Nenshi 說：「我們過去

幾年採用的徵稅方案並沒有達到應有的效

果。目前的方案對一些企業構成潛在的傷

害，這是不對的，也是不公平的。」

近年來，市中心辦公樓空置率上升，

導致稅收急劇下降，使得市財政收入吃

緊。Telus Sky 大 樓 建 成 後，2019 年

市中心寫字樓面積將達到約 4,500 萬平

呎，而估算的需求量只有約 3,300 萬平

呎。數據顯示，自 2015 年以來，市中心

近 14,000 處房產價值已縮水了約 140 億

元，每年稅收減少約 2.58 億元。

為彌補稅收不足的差額，市議會在研

究提高住宅房產稅在整個稅收體系中的比

重。 2020 年，2021 年和 2022 年，價值

475,000 元的房產稅會增加 65 元。市議

會也研究節省開支的措施和針對小企業的

稅收方案。

【看中國訊】去年全國房市總體不容

樂觀，房屋交易量、價齊跌。去年全年交

易量較 2017 年下降 19%，平均房價跌

4.9%。

業內人士普遍認為，兩大因素導致房

市低靡：去年開始實行的貸款壓力測試和

基準利率持續上升。加拿大房地產協會

（CREA）首席經濟師克倫普（Gregory 
Klump）表示，房市的不景氣有可能拖

累整體經濟。他預計今年房屋銷量或可下

滑 0.5%。

皇 家 銀 行 經 濟 師 赫 格（Robert 
Hogue）認為，19 年房市大面積急速下

滑概率低，但在貸款壓力測試和利率持續

上漲雙重壓力下，有些買家不堪重負，導

致風險有所加劇。

道 明 銀 行 經 濟 師 桑 德 希（Rishi 
Sondhi）表示，上半年全國房市可能會

相對冷清，但推測下半年央行加息可能性

小，房市可能會有所反彈。他認為，移民

配額從去年 31 萬增至今年 33.1 萬，再

加上越來越多的千禧代開始成家立業，都

會一定程度上增加房屋需求。

RE/MAX 2019 年房市前景綜合調

查顯示，36% 的人考慮未來 5 年內買房，

比去年 48% 的比例大幅下降。調查認

為，貸款壓力測試和貸款利率上升，加之

就業形勢嚴峻，都打擊人們的買房信心。

加拿大房貸及住房公司（CMHC）

數據顯示，去年按揭貸款申請量減少

11.9%。

仍寒意不減
卡城住房市場

2019全國房市前景不明

市議會研究減輕企業稅負提高住宅地稅

惠食街
806 Centre St. NE, Calgary  

紅燒牛腳

 $999

東坡肉

牛尾煲

 $1699
南乳/紅燒豬手

 $999
乾燒大蝦

 $999

薑蔥霸王雞

 $999
啫啫薑蔥黃鱔煲 

 $2999
口水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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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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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99999

極品補鈣極品補鈣
魚湯米線魚湯米線魚湯米線

$$99

極品補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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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歡樂 
四人宴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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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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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cupied King chicken Steamed chicken with chili sauce Dongpo pork

Braised Pork Hock Braised beef feet Oxtail CasseroleD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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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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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一到春招秋招，選擇回

國求職的留學黨們，突然從上

課、寫論文、旅行、追尋人生的

模式，沒有絲毫的準備，就一頭

扎進了最殘酷的搶奪生源的「大

戰」。有的小夥伴說後悔回國

了，這是為何呢？ 

真正壓垮我的最後一根稻

草，是回國後的落差感 
根據《2018 年中國海歸就

業創業調查報告》，約 58% 的

海歸平均薪資在 8k 以下，55%
的海歸覺得回國找工作有落差

感，達不到心理預期。出國花了

幾十萬、幾百萬的學費，回國卻

只能拿到幾千塊的月薪，還要時

不時的受到來自國內面試官的冷

嘲熱諷。所以不少留學黨很失

望，後悔回國了！下面參加秋招

的留學生的故事，有沒有你的焦

慮和迷茫？ 

想找個三觀契合的公

司，太難了（澳洲設計

畢業某小姐姐） 
對於學設計回來的的海歸藝

術家們來說：「要找到一個價值

觀契合的公司，真是太難了。」 
「每個公司對於設計理念都

一樣，感覺自己學的跟國內有點

接不上。和國企設計院都雞同

鴨講的，面試的時候聊得挺痛

苦。」小姐姐吐槽道。 
她之前想著國外回來的應該

條件優越，所以不想靠父母，自

己來試試深淺。沒有甚麼面試套

路，想到啥就跟面試官聊啥，結

果發現國內的面試官好像對她不

太友好。 
「我都想去知乎發表一篇長

篇感言了，國外留學回來找工作

後悔死！」小姐姐說，「出國花

了好多錢學設計，結果回來的薪

資還沒有人家國內高，一個月只

有稅前 6-7k。在北上廣深生活

根本不夠，又不想沖父母伸手，

感覺快活不了了。」 

回了國知道，海歸根本

沒有光環（加拿大本科

小哥哥） 
「本在 8 月份已經找好了

Toronto 某銀行準備入職了，但

父母希望我回來，我就回來了。

說實話，我已經有三年沒回過家

了。」 
為了多豐富經歷，Leo 的每

一個假期都在實習中度過，甚至

大三、大四翹課跑去實習。參加

過志願者、校外活動，在中行、

證券都有實習過。 
但回國參加秋招，還是在面

試某五大行時被卡了。而理由竟

然是：成都沒有崗位空缺了，而

Fintech 崗只在成都招。 
其 實 他 也 收 到 過 不 少

Offer，但總覺得高不成低不

就，想去大企業工作。朋友說他

對崗位要求太高了，現在的研究

生都在做銀行櫃員呢！ 
而且，令他沒有想到的是：

名企在應聘時要看家庭背景、父

母工作、是不是本地人。先加入

金融 / 諮詢 / 券商等行業就要有

過硬的人脈，而留學生回國找工

作最大的問題就是缺乏人脈！ 
也就是說我的學校比你好、

學歷比你高，但因為沒有關係，

只要是在國內，還沒開始，就已

經輸了…… 

回國求職涼涼（日本碩

士小哥哥） 
小哥哥之前把日本一家企業

的 Offer拒絕了，一心想回國為

祖國出力。結果回國求職就一個

感覺：格格不入，學不能致用，

一首「涼涼」送給自己。 
他的本意是去求職國內教育

行業，但日本的教育理念和國內

差異甚遠。而且國內教育行業更

喜歡招英語流利的歐美學生，也

看重他們的家庭背景，所以亞洲

留學生的處境有些尷尬。話說像

日本這樣的發達國家，還看不

上，這些都是啥私企？ 

國內認可歐美學歷，可

是英國碩士小姐姐冷遭

閉門羹⋯⋯ 
「我想繼續在英國讀書，然

後留下來工作，但是不想再花爸

媽的錢了。」 
於是她在畢業前夕投遞了

超過 100 家英國公司，一天跑

3 家面試，最後還是失敗了。貌

似英國真的是不太友好！於是，

她選擇了回國參加秋招，在各大

銀行的面試中奔波，熬夜準備面

試、把面經背的滾瓜爛熟。結果

面試官態度卻是： 
「你是英國一年碩？我覺得

你的留學經歷太短了，專業水

平不夠。」隨後，初面就被砍

掉了。 
這種情況不是第一次，在國

外拚命學習 3 年壓縮成 1 年的

課程，拚死拚活總算畢業了。卻

在回國後被無數次質疑學歷。其

實學歷一點也不水，然而因為國

內的 HR 的一句話，小姐姐輸

了。你們這些 HR 也太挑了，

一個私企而已，要求那麼高？ 
看完這些故事，你的心裏

是甚麼感受？除了涼涼還是涼

涼……

 來源：威久留學

加拿大，一直都是很多人的

移民目標。為甚麼這麼多人想要

移民加拿大呢，肯定是有理由

的，六大加拿大移民優勢告訴

你，加拿大到底哪裏好 ?

1、自然環境優
作為世界上最適宜居住的國

度之一，加拿大自然環境優異，

諸多氣候適宜的城市極其適合生

活。加拿大夏天非常涼爽，宜人

的天氣可持續四個月之久，如果

您飽嘗了炎熱的夏季，那可以到

加拿大來享受下這裡涼爽宜人的

夏季氣候。無論您是生活、娛樂

還是旅遊觀光，都會感覺到非常

的悠閒愜意。

2、教育優勢大
加拿大教育投資大，體系科

學先進，讓學生在輕鬆愉悅的環

境中，感受知識的魅力。而且留

學費用低，如若你的小孩想去加

拿大留學，每年大約要付出各種

費用 250,000 元人民幣，而美

國、英國則需要 450,000 元。

3、福利制度全
加拿大福利體系完善，給每

一位公民和居民提供從「搖籃到

墳墓」的全面周到保障。加拿大

公民可以全球一百多個國家通

行，如果您是移民加拿大並入

籍，那麼就可以通行世界上的

一百多個國家，不需要簽證。

4、生活便利多
作為一個本著人文關懷至上

的國家，加拿大在社會生活的方

方面面都為生活在這裡的人提供

盡可能的便利設施。加拿大移民

的社會福利優異，是小孩老人的

天堂。小孩從幼兒園到高中上學

期間，整個花費全免，每日都由

學校汽車免費來回接送。

5、移民方式多
作為傳統移民國家中僅存的

碩果，加拿大依舊為不同申請者

提供多種移民方式。加拿大移民

實行的是一人移民即可全家移民

的政策。因此，選擇加拿大移民

就相當於給了家人一種嶄新且高

質量的生活方式。也許您有錢可

以給家人創造更多的財富，但一

種高質量的生活方式卻可以讓子

孫萬代享用。

6、移民配額足
實施「百萬移民計劃」，在

未來三年將分別發放 31 萬、33
萬、34 萬配額，是目前配額最

充足、門檻最低的移民大國。

來源：天涯社區

留學生回國
就業優勢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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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莓奶油蛋糕
（Strawberry Cream C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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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一直都是

很多人的移民目標調 查

【看中國訊】我們都知道在

廚房裡，最重要的要數冰箱了。

它容納了各式各樣的美食，是一

個奮戰在前線的保鮮衛士。但冰

箱最容易藏污垢的地方，就是密

封膠條。

論其功能方面，膠條對於

冰箱來說可有著至關重要的影

響。但是用久了膠條會發黑、

發霉、還藏污垢，如果污漬太

多還會滋生細菌，影響到冰箱

中的食物。看著這樣的冰箱怎

麼辦呢？

膠條軟綿綿的上面的污漬很

難擦下來，現在就教大家一個方

法，不需水就能輕鬆把裡面的污

垢擦乾淨，一起來看一下吧！

食鹽

我們先準備一個容器，先在

裡面倒入一些食鹽，食鹽可以起

到殺菌的作用，接著再倒上小蘇

打，小蘇打可清潔污垢，然後再

倒入一些白酒，白酒既可以去味

還能夠消毒，做好之後我們將溶

液攪拌均勻。

最後，用溶液將抹布浸濕。

因為膠條的縫隙比較狹小，若單

純用抹布擦拭很難觸及一些小角

落，我們拿一根筷子將它包到抹

布內，這樣就可以深入縫隙了。

我們來回換位置擦拭膠條，

一會上面的污垢就干乾淨淨了，

以後清潔可以採用這種方法，便

捷又簡單，只需幾分鐘就能讓其

煥然一新。

酒精

材料：酒精、紗布、卡片

第一步：碗裡倒入酒精。

第二步：放入一塊紗布浸

濕，擰乾。

第三步：卡片包在紗布裡

面（冰箱膠條有很多縫隙，

用抹布難以清潔，需要藉助卡

片）。來回擦拭，髒東西全都粘

在紗布上了。

瞧！擦拭過後，冰箱膠條清

理得相當乾淨。

酒精可以清潔膠條是因為酒

精去污的效果也很強，它還能快

速的揮發，而且還有抑制和殺菌

的作用。

可樂+白酒
第一步：碗裡倒入可樂和酒

精。

第二步：紗布浸濕，捏干。

第三步：卡片包在紗布裡

面，即可擦洗冰箱。

生活
妙博士 冰箱膠條清理小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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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俗稱粟米。中醫認為小米能健脾養胃，

是養生保健佳品。

小
米
料
理

                                                                                                                                                                              零售、批發無任歡迎
提供批發送貨服務

                                                                                       Unit 441-3508 32 Ave NE Calgary  (403)291-3232
週一至週五：9am-8pm     週六：9am-7pm     週日：10am-6pm

本週特價
3月7日∼3月13日

Salish Apples Salish 蘋果Large Fuji Apples Clementine Mandarins

Red Seedless Grapes 無籽紅提

Celery Bunches 芹菜

Bartlett Pears 巴氏梨  Long English Cucumbers 長英黃瓜

H&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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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磅胡蘿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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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lb Carrot

蜜橘大富士蘋果

188
ea

$

Red sweet mangoes 超甜紅芒果

$198
lb 048$

lb $698
cs

$388
ea

068
lb

$

5 磅裝

凡購物滿       即可免費獲得 5 磅胡蘿蔔

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6 個 / 箱

$068
lb

$048
lb

清真雞全翼 清真牛肚 

有效期：2019年 3月 4日～3月 17日

清真

清真新鮮雞肉串
清真新鮮上西冷烤肉

七天營業

早9：00～晚 9：00

清真
雞大腿
連骨

Follow us on FACEBOOK!
Be the fi rst to know about our deals of the week. fFollow us on FACEBOOK!Follow us on FACEBOOK! ff每日推出特價商品，請查詢我們的臉書頁面

芭莎國際食品超市

清真新鮮
牛後腿
烤肉

免費註冊會員 , 享受更多優惠 !

MAP

Be the fi rst to know about our deals of the week.Be the fi rst to know about our deals of the week.

購物有

滿 $250

2L
橄欖油

5L
橄欖油

FREE

Olive oil Olive oil

滿 $500

免費獲得

禮

bashafoods.ca
Prices in effect  Mar 4-17,2019

紐約客牛排
清真羊肉粒 清真雞肝

清真 Basha
香腸

 
冷 凍

連骨

限時優惠







用小米煮粥是最補益的吃法，小米粥

因此有「代參湯」的美名；搭配不同食

物煮粥，發揮更多營養功效，美味又

健康。

小米雞蛋粥

小米 1杯、紅蘿蔔 100g、雞蛋 2個、水 7
杯。

食材

紅蘿蔔切薄片蒸熟。雞蛋煮熟。小米用

清水淘洗 1遍，加2杯水，浸泡 1小時備用。

浸泡過的小米連水一同放入砂鍋中，再

加 5杯水，燒開。

大火燒開，撈除浮沫後轉小火續煮 1小
時。

雞蛋去殼，取出蛋黃放碗中。紅蘿蔔片

也放入碗中。用湯匙碾碎蛋黃與紅蘿蔔，

再舀入小米粥，攪拌融合所有食材。

作法

小米做的無油蛋糕，低卡健康，爽口美

味，適合麩質過敏者食用。

小米蛋糕

蛋黃糊：蛋黃糊材料混合均勻，拌勻備

用。

蛋白霜：蛋白以自動攪拌器打出泡沫，

加檸檬汁和砂糖，高速打發蛋白，至攪拌

器拉起蛋白泡呈彎曲狀。

烤箱預熱 170攝氏度。蛋白霜與蛋黃糊

拌合均勻，填入烤模後入烤箱。

蛋糕烘烤 35分鐘出爐，倒扣放涼即可。

作法

蛋黃糊材料：小米粉 80g、全蛋 1個、蛋

黃 3個、牛奶 20g、蜂蜜 2大匙。

蛋白霜材料：蛋白 3個、砂糖 50g、檸檬

汁 1小匙。

食材 （8吋蛋糕模）

為家人準備營養早餐，不妨嘗試一下

把小米煮成麥片粥的口感，可以添加

水果、堅果做成甜粥，或是加蔬菜做

鹹粥。

莓果小米粥

小米 1杯、砂糖適量、葡萄乾半杯、蔓越

莓半杯、水 6杯。

食材

小米用清水淘洗 1遍，加 2杯水，浸泡 1
小時備用。

浸泡過的小米連水一同放入電鍋內鍋

中，再加 4杯水。外鍋放二杯水。按下開

關。電鍋跳起後，先不掀開鍋蓋，靜燜 30
分鐘。

加糖，攪拌均勻。食用前撒上蔓越莓及

葡萄乾。

作法

小米的口感綿滑，適合用來做燉飯。同

時，和糙米相比，小米也較易消化和

吸收。其纖維和蛋白質亦較白米高。

燉小米飯

小米 1杯、蝦仁 300g、蒜頭 3瓣、洋蔥末

100g、雞高湯適量、新鮮巴西里葉適量。

食材

小米用清水淘洗 1遍，瀝乾備用。

乾鍋放橄欖油，開中小火，放入蝦仁，

煎至蝦身呈 U字形即取出備用。放入洋

蔥，翻炒至洋蔥呈透明狀。再放入小米，

翻炒至小米表面的顏色稍微變白。

加高湯淹過小米，煮滾轉小火，燜煮約

10分鐘。燉煮過程一邊攪拌，避免燒焦。

放回蝦仁，加白酒、鹽調味，水分收乾

後盛盤，加些新鮮巴西里葉末及現刨起司

絲風味更佳。

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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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靈丹：有機生蘋果醋

人類使用蘋果醋（Apple 
Cider Vinegar，ACV）治療疾

病已有數千年歷史，可追溯到古

埃及、羅馬和希臘。羅馬軍隊曾

經是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和最

強大的征服者，他們就是使用

ACV 作為補品，來保持強壯和

健康的。

西方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

（Hippocrates）在西元前 400 年

就開始使用 ACV 作為天然抗生

素和防腐劑來治癒病人，總體來

說，它就是具有濃縮的營養素。

如果說民間使用數千年還不足以

證明 ACV 有用，那麼現在的科

學研究也證實，ACV 不但有用，

還有效。請看一下科學證據：

減肥：在一項日本的研究

中，參與者在 12 週的時間內，

比同齡人喝了更多的 ACV，其

BMI、腰圍和內臟脂肪比沒有

喝 ACV 的對照組低！

抗癌：根據一項研究，消

耗 ACV 降低了食道癌的風險；

在一項臨床試驗中，ACV 被證

明可以減緩前列腺癌細胞的生

長；癌症研究和治療領域的領導

者 Gerson 研究所發現，鹼化身

體能夠抑制癌細胞生長，因為癌

症無法在鹼性環境中存活，而

ACV 的作用恰恰是自然地鹼化

食療

養生

如果您想從超市貨架獲得

一件萬能的生命靈丹，那就是

有機生蘋果醋，它可替代幾乎

所有的非處方藥（可能還包括

一些醫生的處方藥）。本文將

介紹被譽為「神奇的長生不老

藥」的民間自然治療劑的有機

生蘋果醋。

身體！

生的有機蘋果醋（ACV）

真的是大自然賜給人類最完美的

食物，記住，不是普通的透明的

蘋果醋，因為後者沒有任何健康

益處，實際上還可能是有害的。

ACV 的傳統用途幾乎是無

限的，僅舉幾例，ACV 已被用

於緩解消化、幫助預防流感、減

少炎症、調節酸鹼度平衡、緩解

噁心和胃灼熱，除此之外，它還

是排毒方案和治療一些皮膚病

（包括：減少痤瘡和撫平皺紋）

的主要成分。

那麼為甚麼 ACV 具有如此

多的治療特性呢？其秘密之一可

能在於它的鹼化身體的效果。儘

管 ACV 是酸性的（如：檸檬或

酸橙），但它會使您的身體形成

一個完美的鹼性環境，這與大多

數疾病茁壯成長所需的酸性環境

完全相反；另一個機理可能是其

天然存在的極高濃度的重要營養

素。有機ACV由有機蘋果製成，

經過雙重發酵過程，產生了各種

酶並保留了其促進健康的特性。

有機 ACV 中一些最有益的

營養素，包括：鉀，對正常心

臟、腎臟和其他器官和細胞的功

能至關重要；鐵，對血液健康很

重要；鎂，對心臟健康至關重

要；酶類，促進體內的化學反

應；乙酸，減緩澱粉的消化並抑

制細菌生長；鈣，強健骨骼和牙

齒；果膠，有助於調節血壓和膽

固醇；鹼性代謝產物，在體內

保持健康的鹼性狀態。此外，

ACV 還提供各種維生素和強大

的抗氧化劑，包括：維生素 A、

B6、C、E、硫胺素、核黃素、

煙酸、泛酸、β- 胡蘿蔔素和番

茄紅素。

還有一種特殊的成分，可

以讓 ACV 在健康促進潛力方面

處於獨一無二的地位，那就是

「醋酸菌母（Mother）」，也稱 喝蘋果醋有減肥功效。

◎  編譯：高新宇

為 Mycoderma aceti，是醋酸菌

和一種纖維素在發酵過程中形成

的。醋酸菌母擁有非凡的健康促

進作用，能夠促進生命營養素和

友好細菌，對「平衡」健康是非

常重要的。

身體酸鹼度不合適就會對疾

病敞開大門，因為：酸性體的

人，其礦物質會從骨骼、細胞、

器官和組織中析出到血液中，最

後流失；沒有礦物質，維生素就

不能被身體吸收；毒素和病原體

很容易累積，免疫系統受到抑

制。這就是為甚麼希波克拉底將

ACV 用於治療感染，以及為甚

麼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酸鹼平衡

對身體的重要性。

自然食物永遠是最好的

上帝從一開始就為我們創造

了一切必須的東西，可是人類卻

沒有管理好上帝賜予的資源。為

了製造更多的食物，有些事情已

經出現問題，我們吃的食物經過

加工或轉基因，或充滿抗生素和

殺蟲劑，不得不懷疑人類是否在

試圖毒害自己。

有些人不能理解為甚麼純

粹和自然的東西能夠成為「開箱

即用」的補品，實際上像蘋果醋

（ACV）這樣的食物，只是一種

促進整體健康和福祉的古老而簡

單天然方式。那些不相信的人是

不相信自然療法會有任何效果，

他們習慣於相信藥店裡那些危險

的藥物。但是，你如果認識到

「醫學的實質」，就很容易理解

醫學就是治療你的症狀，而不是

預防你的疾病，而大自然母親卻

是要把你所需要的東西交給你，

要你預防你的疾病！

蘋果醋的保健作用

ACV 進入您的健康，停止

脫髮、治療膀胱感染、減輕過

敏、減少靜脈曲張、降低血壓或

舒緩喉嚨痛，而其唯一的食用原

則確實非常非常簡單——稀釋。

ACV 酸度很高，所以最好

要將它與水混合。如果一種特殊

治療要求攝取 2 茶匙的 ACV，

那麼就將其稀釋到一杯水內，因

為直接飲用 ACV 會損壞牙釉質

或燒壞消化道黏膜。

飲用稀釋的 ACV，味道有

點酸，但喝這點酸味的水就能使

您保持健康或治病，總比那一長

串的具有不知名的副作用的藥物

名單要好上一百倍！而且那些

藥，您還不知道是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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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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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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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者來信

我
已婚，育有一兒一女。我

和先生都有工作，由於我

在事務所工作，有時忙到

晚上十點下班算早，十二點算正常，

偶爾還會做到兩三點甚至到天亮。因

為這是我的工作，可以從中獲得成就

感，且薪水也不低，我忙起來甘之如

飴。但最近讓我覺得很累的竟是自己

的老公。我老公也是主管，但在我忙

起來的時候比我早下班，一直打電話

給我要我趕快下班，說小孩子肚子餓

要我趕快回家煮飯。我說要他去買便 
當，他老大不願意，說外食不衛生他

不放心。

好說歹說今天妥協了，隔天繼續

一直打，像催命符一樣。偏偏他也是

知道我就是這麼忙，還不能體諒。有

時鬧到要我在工作和家庭中二選一。

還一直指責我不是好媽媽！如果可以

早點回家我當然願意，但我不也是為

了賺錢為了這個家嗎？為什麼他就不

能體諒呢？況且我平常都伺候他們伺

候得好好的，現在一要他幫忙帶孩子

他就不能適應？這幾天我心情複雜，

為了先生的不能體諒，在公司哭過好

幾回，試問是否有解決的辦法呢？

曼麗回信

感
謝來信！職業婦女面對家

庭和工作的天秤，往往很

難取得平衡。有時蠟燭兩

頭燒，讓犀利人妻身心俱疲，如何在

公司表現獲得成就感之餘，在家庭上

也能兼顧，相信是每位職場婦女想要

達到的理想。

然而，在「魚與熊掌，不能兼

得」的情況下，還是得靈活調整生活

節奏，才不會錯過人生最美麗的風

景。個人認為，老公的擔憂也沒有

錯，除了食安問題之外，孩子成長期

間，在學校一整天，下課後如果可以

和父母共進晚餐，享受短暫的親子

時光，不但有助溫馨家庭生活的營

造；孩子在學習或其他生活上遇到的

困擾，也能及時獲得父母的協助、開

導。如果因為賺足了銀子、卻失去了

孩子，一切打拚就失去了意義，這是

多麼得不償失。

再說，錢永遠也賺不完，但是親

情是無價的，既然教養包含生育、養

育、教育，那把責任完全推託於「工

作是為了家庭」的藉口上，那也是怠

忽身為人母的天職，而且鮮少有父親

能完全取代母親的身分，父兼母職，

照理好一切。因此，我認為，在工作

表現俐落的你，只要花一些巧思與調

整，一定可以把工作、家庭「不能兼

得」的失衡情況調整好。

況且，現行《勞基法》在工時方

面也有相關法規，所以，工作做不完

是事實，但是工作不能超時也是不可

忽略的權利。因此，你要試著放下成

就感與薪資的光環，理性面對和老公

在家庭教養孩子上的分工。譬如：一

週加班不超過２天。回家做晚餐兩

天，外帶一天，請老公協助另外２

天。如果有來自上司的壓力，其實，

你可以試著把家庭狀況告知，我相信

以你的工作能力和努力，上司絕對不

會輕易把你辭了。

當然，家務分工的細節部分，都

可以在充分溝通後改變。總之，當你

不想因為賺錢打拚，錯過與孩子成長

期間，親子相處最美也最短暫的時

光，相信你會義無反顧、不覺委屈地

做出必要的調整。祝福你！

有效期 : 2019 年 3 月 8 日∼ 14 日

美國大臍橙

加拿大辣椒葉

Sparks 農場細雞蛋

叉燒肉

台灣大番石榴

特級美國紅柚

媽媽牌即食麵

新鮮牛蹄

墨西哥特大番茄

精選小白菜

匯豐牌蒜蓉辣椒醬

新鮮牛肉眼扒 ( 原袋 )

墨西哥紅木瓜 美國小蜜橘

有機智利藍莓

東阜橋牌黃冰糖

煙熏小背脊豬排

越南產紅 / 青泰國朝天椒

亞來地牌椰奶

新鮮牛腩

墨西哥產日本南瓜

韓國捲心菜

冰鮮小鯊魚

豬絞肉

雞 味

東阜橋牌黃冰糖

原 袋

耆英日
所有商品九折

週三 3 月 13 日

每週七天營業   早 9:00~ 晚 9:00

120 克袋裝

Sparks Farm Eggs Pee Wee 
Size Overwrap 30pcs

◎ 文：曼麗夫人 圖：Fotolia

忙到不顧家 
老公不滿

曼麗小語： 如果因為賺足了銀

子、卻失去了孩子，一切打拚就失

去了意義，這是多麼得不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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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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婦女節

Westbrook Mall 慶祝國際婦女節，

並支持女性企業家。現場有手背圖繪藝

術、心靈讀物、贈品等，本活動對全家人

都很有趣。

時間：週五，3 月 8 日，下午 3 點～

晚 8 點

地點：Westbrook Mall 中央大廳

地址：1200 37 Avenue SW

卡城嬰兒及兒童用品展

此乃針對目標人群的商貿展，從未出

生嬰兒到學步幼童再到學齡兒童，本展出

提供一切所需。現場會有本地和國內的商

家展示最新的產品和服務以幫助父母和照

護人員。今春，本展出會有令人激動萬分

的 Paw Patrol 之 Chase 於各位見面，還

有許多神奇的互動表演，以及教育課程、

藝術品和手工、塗臉、兒童娛樂區等等。

訪問網站以了解詳情，12 歲以下孩

童免費入場。

時間：週六，3 月 9 日上午 9:30 ～

下午 5:30；週日，3 月 10 日上午

11:00 ～下午 5:00

門票：$12 加元

地點：BMO Centre
網站：calgarybabyshow.com

舞蹈慶典

和我們一起加入大規模的舞蹈慶典！

Wildflower藝術中心的專業舞蹈演員現

場教各位學習“2019 大家來跳舞”的經典

舞步。加拿大國家芭蕾學校和國內各藝術

家聯手與加拿大人一道共享這歡樂。

時間：週六，3 月 9 日下午 3:30 ～

4:30（活動免費）

地址：363 Spruce Drive SW

瘋狂科學之聚合物工作室

由卡爾加里公共圖書館主辦。來了解

人類已知的最有趣和最有益的分子：聚合

物！了解聚合物如何結合在一起，如何破

壞它們的黏合。適合 6-12 歲兒童。空間

有限，請訪問公共圖書館網站進行註冊。

時間：週日，3 月10 日下午 2 點～

3 點

地點：Bowness 圖書館

地址：6532 Bowness  Road NW
網址：calgarylibra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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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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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期：2019年3月7日～3月13日

was 原價 2.99/LB
Now 特價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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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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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骨
Pork Ribs

雞全翼
Chicken Wingettes

Now 特價 $1.29 /LB
was 原價$2.99/LB
Now 特價 $2.09 /LB

梅頭肉
Pork Shou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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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LB

was 原價$4.99/LB
Now 特價 $3.39 /LB

was原價$2.99/LB
Now 特價 $1.89 /LB

was 原價$2.99 / LB

雞脾肉
Deboned 

Chicken Thigh

（原華興肉食舊址）

新鮮豬蹄

Pork Feet

 原價 原價$2.99 / LB$2.99 / LB$2.99 / LB$2.99 / LB

Pork Feet

 $1.29 /LB
$2.99 / LB$2.99 / LB

Pork Feet

$2.99 / LB$2.99 / LB$2.99 / LB$2.99 / LB

Pork Feet

新鮮牛尾
OX Tail

was 原價$7.99/LB
Now 特價 $5.59/LB

滿滿的膠原蛋白，
肥而不膩的鹵豬蹄,
美容護膚之佳品。

108-3AVE SE CALGARY 

五花腩
Pork Belly

櫃檯收銀員，
懂少許英語，
薪優糧準。

請致電 Alex：
403-923-1433（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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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星術服務中心
提供諮詢：

孩子問題 仇人問題

家庭問題 工作問題

夫妻關係 彩票號碼

妒嫉 流產

情緒低落 健康問題

邪視 教育

巫術 婚戀問題

生意問題 資產問題

歡迎所有
宗教信仰者

歡迎光顧
無需預約找回親人的專家

403-975-9807 RUNDLESON RD, NE, CALGARY

著名占星家 , 心靈解讀 , 看手相
第 18 代傳人

( 英、印地語）

看手相·看面相·占星術
解決您所有困惑！確保滿意

PREM SAI法師

專業法師為您服務！預知過去、現
在、未來。

為您解決工作、戀愛
、生
意、
疾
病、
教育
、

婚姻、求職、訴訟、
仇人、

巫術
、私
密
等問

題

100% 消除巫術 享受終生保護

7 天營業，早 1 0 點到晚 8 點

403-975-9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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