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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志平月底宣判 胡慧中救夫嘆涼薄A7 Ex-movie-star Sibelle Hu begging US court for leniency 
for Husband Patrick Ho, former Hong Kong minister

C5 太極祖師張三丰 (下)

Founder of Tai Chi: 
Zhang Sanfeng

D2 從垃圾中來的2020東京奧運獎牌
Tokyo 2020 Medal Project Meets Its Targets 
To Create Medals Out Of Recycled Metal

日前，題為〈他們都

買了奧迪車，他們都得了

白血病〉的網路文章引發

關注，150多萬人跟帖回

應。該文開篇稱「隨著經

濟發展，越來越多的BBA
汽車品牌豪車走入尋常

百姓家。然而，表面的奢

華高貴，難掩毒內飾、配

件帶來的傷害與痛苦。」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導

多位奧迪車主患白血病

該文講述了6 位奧迪車主均

患白血病，其中 4人患急性髓系

白血病，其中兩名車主已因白血

病去世。

主人翁「豆豆在哭」2015
年購買奧迪 A4，兩年後被確診

為急性髓系白血病，目前做完骨

髓移植手術。文中的涉事車型

為奧迪 Q5 及 A4，車輛出廠日

期為 2013 年至 2015 年 3 月，

都在一汽大眾奧迪公告「承認

奧迪車有異味問題」的範圍內

（A4L、Q5 及 A3）。
看到文章後，奧迪車主李先

生表示，他去年被醫院確診為骨

髓性白血病，在他患病後，朋友

為他檢測車內空氣，發現車內空

氣不合格。

「我是 2014 年 4 月份買的

奧迪 Q5，一汽大眾國產化的。

當初買的是 449700 元。」李先

生說，購入新車後，車內異味持

續不散，「2018 年的 7 月份查出

來是急性髓系白血病 M4，得病

期間，朋友在開我的車，他說，

你那車裡面味道大得很。當時我

也沒在意，也不知道啥情況，朋

友家裝修了以後，檢測室內甲

醛，他順便把我那車也檢測了一

下，他說是裡面空氣不合格。」

李先生此前在寧夏經商，擁

有自己的公司、工廠，患病後，

昂貴的治療費用耗光了他的積

蓄，現在已一無所有。

矛盾的說法揭秘與闢謠

早在 2013 年，大陸央視

315 節目《豪車裡的怪味》中揭

開過奧迪車導致人患白血病的緣

由：異味來源之一是一汽大眾使

用了瀝青充當阻尼片。節目稱，

瀝青能釋放苯、苯並吡等有毒氣

體，長期低劑量地吸入有毒氣體

會造成車主不同程度的化學中

毒，包括鼻炎、皮膚病、肺病、

胎兒流產或畸形等，再發展下去

就是白血病等癌症。不過，事件

發酵同時，大陸網路也急出「闢

謠」文章稱，瀝青不會致癌。

阻尼片主要是起減少雜訊、

減震的作用。據汽車行業專家介

紹，在歐美等汽車工業發達的國

家，汽車阻尼片一般都使用高分

子樹脂材料，或者橡膠材料。這

兩種原材料都不會揮發出有毒有

害氣體。（下文轉 A2）

他們都得了白血病他們都得了白血病
瀝青充當阻尼片釋放毒氣  中國豪車致癌

方某 男 40歲 購車一年半後患急性髓系白血病死亡奧迪Q5北京

黃某 男 30歲 購車四年後患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奧迪A4黑龍江

林某 女 30歲 購車兩年後患急性髓系白血病奧迪A4山東

王某 女 48歲 購車三年後患急性髓系白血病死亡奧迪Q5內蒙古 奧迪車示意圖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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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重汽技術中心材料工藝所高級工

程師周光亞說，以普通的三廂轎車為例，

如果是瀝青阻尼片，大約在 50 到 70 元

人民幣左右，用環保材料的話，每輛車的

成本需要增加 150 元到 200 元左右。

十幾年過去了，瀝青充當阻尼片的現

像在大陸仍然存在。大陸一位不願透露名

字的阻尼材料公司銷售人員表示，其所在

公司是國內最大的汽車用阻尼材料生產企

業之一，瀝青阻尼片產能達 20,000 噸。

而本次事件中，有車主砸毀了自己的車，

發現一部車有 20 斤的瀝青。

奧迪車內檢驗出致癌物

2010 年國企一汽大眾推出國產化奧

迪 Q5，擁有不錯的銷量。事實上，從那

時起，就有人投訴因購買奧迪車而患白血

病，但卻未得到廣泛關注。 2017 年，深

圳市消費者委員會發布檢測報告稱，從年

初到 8 月，深圳市消費者委員會收到 116
起關於奧迪 Q5 車內異味濃烈的投訴。

通過對 23 輛奧迪 Q5 檢測證明：即

使在未添加任何內飾，且部分車輛已在官

方更換隔音棉的情況下，全部車輛均檢

出甲醛、TVOC，部分車輛還檢出其餘 5
種污染物（苯、甲苯、二甲苯、苯乙烯、

乙苯），而甲醛、苯被車主認為是致癌主

要因素。這批受檢車輛中，使用時間最長

的已有 41 個月，其車內污染物濃度仍然

很高。

中國醫學科學院血液病醫院、實驗血

液學國家重點實驗室教授肖志堅介紹，正

常人患白血病的機率在 1/25000 左右，

若是特定行業的從業人員，比如從事塗

料、油漆生產的工人，或其長期暴露在甲

醛、苯、二甲苯的環境中，患白血病的機

率要比正常人高。

車內異味致流產、胎兒畸形
〈他們都買了奧迪車，他們都得了白

血病〉一文中還提到有車主購車後，因車

內異味出現胎兒流產以及孩子畸形。

一些車主反映，只要開車時間超過半

小時，就會感覺頭暈、眼睛刺痛，嗓子

疼。一位國產奔馳 C 級車車主表示，妻

子懷孕的第 2 個月時購買新車，妻子一

直乘坐這輛奔馳車上下班，結果孩子出生

後被發現右耳耳廓和耳道存在先天缺陷。

孩子的畸形是否跟妻子懷孕期間一直

乘坐這輛總是有難聞臭味的奔馳車有關？

他苦於無法拿出直接的證據，只能無奈地

接受殘酷的事實。

車主病世 家人起訴經歷
文中還講述了北京奧迪車主方某因白

血病去世後，他妻子向北京法院起訴一汽

大眾的經歷。法院裁定北京的一家司法鑑

定機構對涉案車輛的車內空氣質量進行檢

測，鑑定結果顯示涉案車輛車內空氣質量

合格。不過，方某妻子發現，該司法鑑定

機構根本就沒有檢測車內空氣質量的能

力。方某妻子 6 次上書北京法院，但法

院下發了不許調查取證通知書，駁回原告

的起訴。

該文章附有買車收據、醫院診斷書及

死亡證明，並呼籲有相同經歷的奧迪車

主，與「豆豆在哭」的微信公眾號聯繫。

據悉，短短兩天內，超過 20 位白血病病

友與「豆豆在哭」取得聯繫，指發病前剛

買奧迪新車。但該公眾號立即遭到封鎖。

2000名維權者受打壓
文章發表後，購買國產車導致車主患

染癌症的事件逐漸擴大，有 2000 人加入

維權，其中一名參與維權的女車主披露，

3 月 11 日她的社交媒體突遭封號，有跡

象顯示當局正企圖打壓輿論。

參與維權的林女士向自由亞洲電臺表

示，就在第二篇文章發布後不久，他們的

公眾號遭到查封，他們現在無法正常登陸

公眾號。林女士認為，這是有人怕他們聯

繫上更多的受害者，揭露出更多的事實真

相。「因為，源源不斷的受害者聯繫到我

們，估計按照這個速度，這個數量是非常

龐大的。」

業內人士：不可能召回汽車

業內人士秦先生表示，因為國家對車

內裝飾用材缺乏環保標準，因此，目前如

果一起召回，就意味著許多國產車企根本

沒法生存。在這種壓力下，他認為，無論

是企業還是官方，都不可能因空氣污染的

因素召回這些汽車。

到目前，官方沒有明確的補救措施，

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尚未就此事作出回應，

一汽大眾方面也未作出任何解釋。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近

日，有 4 名參加「中國廈門國際石材展

覽會」的土耳其商人，遭到中國當局以

逃稅為由，清晨闖入其下榻飯店，將他

們抓捕。

據土耳其《自由每日新聞》，遭到

逮捕的 4 名商人分別隸屬 3 家土國公

司，分別在廣州、廣東省雲浮市設有辦

事處，警方 3 月 9 日清晨突襲他們下

榻的酒店，扣查了若干文件和產品。

報導稱，這三家公司被控自 2016
年以來，與一些中國公司勾結，運送便

宜大理石原石到中國。根據當局指控內

容顯示，非法進入中國的大理石有 24
萬噸，價格達 5950 萬美元（約 4 億元

人民幣），造成 450 萬美元（3000 萬

元人民幣）的稅收損失。

一名參加該展覽會的土耳其商人對

此表示，土耳其公民在大陸遭到拘留的

消息，在土耳其人之間引發恐慌，「我

們聽說警方一早就到飯店將他們拘留。

消息公開後，一些石材公司老闆改搭早

一點的航班回國，有些則前往香港。」

根據中央社報導，土耳其是全球最

大大理石出口國，意大利位居第二、希

臘排名第三。土耳其石材出口商協會主

席梅維盧．卡亞稍早介紹，土耳其館集

結了該國的 147 個石材商參展，是此

次展會參展商最多的外國展區。

目前上述 4 名土耳其商人遭到拘

留真實原因暫不明朗，但上月土耳其和

中國針對新疆問題，關係一度發生矛

盾。

2 月 9 日晚間，土耳其外交部發言

人阿克索（Hami Aksoy）突然發表了

一份強硬聲明，表示「中國在 21 世紀

再建集中營，以及其在新疆地區的同

化政策違反了維吾爾族和其他突厥穆

斯林的人權。」他呼籲國際社會和聯合

國秘書長採取行動，制止這場「人類悲

劇」。 2 月 12 日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

（Recep Tayyip Erdogan）在參加一個

巿長選舉造勢活動時說，土耳其為受壓

迫民族挺身而出。

看 他們都得了白血病他們都得了白血病
瀝青充當阻尼片釋放毒氣  中國豪車致癌

廈門警方闖飯店
抓土耳其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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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與中國的貿易

談判已進入最後關鍵階

段，雙方具體磋商有關協

議文本，但在關鍵議題上

仍有重大分歧。美國貿易

代表萊特希澤3月12日在
美國國會參議院作證時

承認，美中談判仍有最後

破局的可能。週三（3月13
日），川普總統在白宮對

記者說，川習會仍有望舉

行，但他不急於和中國簽

署貿易協議，協議不好不

會簽。

記者憶文綜合報導

央視召回員工  
或避美國訴訟貿易談判最後階段 川習峰會未定
【看中國記者鍾靈綜合報導】

《紐約時報》報導，中國大陸央

視（CCTV）旗下的美國分部

（CGTN America）臺長麻靜及

十多名員工被召返中國，據悉

與美國加強執行〈外國代理人註

冊〉法例有關。

CGTN 在美國約有 3000 萬

戶家庭受眾，被認為是北京在美

國範圍內增加影響力的一個主要

部分。

報導指出，這是麻靜 7 年

前在華盛頓設立分部至今首次重

大人事變故。據悉近年美國司法

部多番向 CGTN 查證其與中共

政府的關係，而麻靜曾對外宣稱

該臺「編採自主，不受任何政府

操控，不從事政治活動」。

雖 然 CGTN、 央 視 等 方

面均沒有透露這次召回員工的

原因，但北京外國語大學新聞

學院退休教授展江認為，麻靜

向美國司法部宣稱沒有接受北

京方面的命令，有「編輯獨立

性」，但這偏離了中共體系的要

求，是「政治上的不正確」。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的 法

學教授 Jonathan Turley 則 指
出，CGTN 向司法部提交的文

件令美國官員陷入困境，因為文

件涉及誤導性信息、事實也很難

支持他們並非受北京指使、令美

國當局必須採取行動。

繼 3 月 9 日美國駐華大使

在接受華爾街日報採訪期間表示

川習峰會或推延後，白宮發言人

桑德斯 11 日也表示目前沒有就

川習會做準備。 13 日川普在與

白宮顧問商談後對媒體說，雙方

還是很有可能簽署一個貿易協議

的，因為「中國非常想要達成一

個協議。」川普說，他瞭解習近

平可能擔心與他會面時，會放棄

簽署協議。「我認為習主席看出

我是個協議不好就可以放棄的

人。你要知道，這種事情總是有

機會發生。可能他不想那樣。」

川普還表示峰會可以在協議完成

後舉行，也可以來了再簽，或者

在協議基本完成時，留下幾個問

題在峰會上敲定後簽署。

分析認為，在美國總統川普

與朝鮮領導人越南河內峰會破局

後，美中雙方對貿易協議都更為

謹慎。川普政府有官員認為，華

為最近起訴美國政府看上去是中

方對美國的「報復」措施。

美國之音報導分析，習近平

和川普都面對來自本國內部的壓

力。川普能夠通過達成一個協議

而聲稱在這場貿易爭端中獲勝，

可有助於他競選連任。習近平則

希望在中國經濟增長大幅度放緩

之際消除貿易戰帶來的困擾。但

是面對越來越多國內要求對美國

強硬的呼聲，協議中的妥協將不

利於他在國內樹立權威。川普在

越南峰會上因雙方談不攏轉身離

去，令中方更為擔心習近平如果

在海湖莊園面對類似場景，那將

會是一場災難。

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星期

二在美國國會作證時證實，他

與劉鶴還會在 3 月 13 日再次通

話。他對美中最終達成貿易協議

持謹慎樂觀態度。他說，美中有

望在幾個星期後達成協議。但他

也警告說，美中之間仍有重大議

題有待解決。如果這些議題不能

以對美國有利的方式解決的話，

美國將不會與中國簽署協議。

分析人士認為，目前最大的

障礙是執行機制。美國堅持要求

有一個執行機制，確保協議得到

具體落實。美方的有關提議是，

如果美國認定中國沒有遵守協

議，美國就可以對中國採取單邊

的關稅措施。

中方一直強烈反對強制執行

機制的概念，但最近似乎展示出

一定的靈活性。一直參與美中貿

易談判的中國商務部副部長王受

文上週末在中國全國人大舉行的

記者會上說，中國可以接受這樣

一個機制，但它必須是雙向的。

另據報導，美中上一輪在華

盛頓的談判時，劉鶴與萊特希澤

在一次午餐時都選擇了對方國家

的食物，劉鶴點了牛肉漢堡，萊

特希澤點了茄子雞丁。兩人沒有

喝茶或咖啡，而是白開水，被一

些媒體解讀為目的是找共同點。

劉鶴、萊特希澤與姆努欽(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端木珊綜合報

導】為期兩天的「印太地區保衛

宗教自由公民社會對話」3 月

12 日結束。美國國際宗教自

由無任所大使布朗貝克（Sam 
Brownback），先後於香港、臺

灣發表演講，談及印太區域國家

的宗教自由現況，批評北京「壓

迫宗教自由」違反國際規範。

布朗貝克措辭強烈的批評了

北京發動「信仰戰爭」。他呼籲

北京必須結束在中國進行的宗教

迫害，並要求訪問中國在新疆設

置的大規模集中營。「我只想問

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國政府害怕

聖經？」布朗貝克質問：「我不

禁在想，為什麼中國共產黨不相

信自己的人民，不允許他們用自

己的靈魂選擇自己的道路呢？中

國政府似乎在跟信仰打仗，但這

是一場他們不會贏的戰爭。」

據中央社報導，近年來北京

政府對宗教團體的「管理」愈來

愈嚴厲。在中共當局頒布「宗教

事務管理條例」後，100 多個家

庭教會被迫關閉，成都秋雨聖約

教會牧師王怡，一直被囚禁至

今；去年復活節後，中國當局更

出臺新規，禁止網購平臺出售聖

經。

在批評對岸的同時，布朗貝

克也對臺灣表示高度肯定，認為

臺灣享有高度的宗教自由，為美

臺合作促進中國的宗教自由提供

了很好的範本。

臺灣總統蔡英文、立法院長

蘇嘉全上午出席會議開幕時致

詞。蔡英文引述布朗貝克曾說過

的「自由始於內心」，批評對岸

摧毀神像和宗教象徵物、迫使宗

教領袖流亡，臺灣選擇與遭受迫

害、宗教自由被剝奪的人站在一

起。

在中美貿易戰的背景下，布

朗貝克此番亞洲行，可謂是在經

濟領域外，美方就宗教與文化層

面圍堵中共的新一環戰線。布朗

巴克鎖定新疆、西藏等宗教議題

甚至包括北京政府最敏感的器官

活摘議題，批評共產黨系統性的

迫害宗教自由。「不斷有指控揭

露中國政府繼續強制摘取被關押

信仰人士的器官，對象包括法輪

功學員和維吾爾人。勇敢的調查

員堅持不懈的蒐集數據，這些證

據提出了令人擔憂的疑問，就是

中國的器官移植系統下，自願捐

贈器官的數字遠遠追不上移植需

求的數字。」

據瞭解，在布朗貝克就任美

宗教自由大使前，前任大使已經

指明了數個「否定宗教自由」的

國家，包含緬甸、中國、伊朗、

伊拉克、蘇丹，以及作為非國家

組織的塔利班。而此次會議，將

北京政府宗教話題中最為敏感的

部分公之於眾，被外界解讀為川

普政府的又一新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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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宗教大使港臺演講引關注

美宗教大使布朗貝克3月11日在臺灣召開記者會。（Getty Images）

兩次川金會期間   
朝鮮造核武材料

【看中國訊】《紐約時報》近

日引述美國情報部門高官說，朝

鮮在二次「川金會」的 8 個月期

間已生產了可製造 6 枚核武器

的核物質。

美國白宮國安事務助理博爾

頓和朝鮮問題特使比根著重強

調，川普政府將堅持朝鮮在美國

同意解除國際制裁之前必須完全

消除核武器的承諾。

據美情報機關推測，從第

一次朝美峰會開始到上月舉行的

河內第二次朝美峰會期間，朝鮮

一直在增加核武器和設施，目前

已生產了可製造 6 枚核彈的鈾和

鈽。彭博社 1 月分曾報導說，朝

鮮除了生產 6 枚核彈的裂變材

料，洲際導彈的數量也有所增加。

《紐約時報》稱，美國總統

川普在第二次朝美峰會之前已從

情報機關接到了相關報告，但為

了避免談判破裂，對外保持了柔

和的態度。博爾頓強調將堅持非

階段性無核化。

韓國政府高級官員透露，川

普對朝鮮最近準備發射導彈的報

導「不認為是假新聞」。消息引

發華盛頓朝野的部分專家擔心朝

鮮會推翻暫停核導試驗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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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禁錮帶來的巨大問題

亞省商會：「政府法規和政策帶來像山

一樣的成本壓在企業頭上，這是對企業競爭

力和共同繁榮最大的挑戰。」

加拿大餐館組織：「很不幸，一系列新

的立法和法規的改變極大地增加了在亞省經

營生意的成本，許多亞省餐館掙扎求生。」

ATB 財經研究機構：「企業稅的上漲

再加上碳稅和更昂貴的環境政策導致了疲軟

的就業，失業和太平洋省份外最高的失業

率。」

卡爾加里商會：「低效率的法規衝擊了

亞省企業做實事和創造就業的能力。」

埃德蒙頓商會：「本省亟需應對各級政

府壓在企業頭上的持續不斷的稅收上漲、法

規和收費。」

亞省聯合保守黨 (UCP) 黨領康尼曾在 3
月 4日發言中說：「自從新民主黨（NDP）就

任以來，17 萬亞省民眾失去了工作，上萬的

人已經放棄了找工作的努力，每個家庭平均

收入下降了 $6,400，失業率在過去 8 個月中

有6 個月在上升，我們無法再這樣走下去了，

我們需要真正的變革讓亞省恢復就業。」

加拿大統計局報告，今年 2月私營部門

損失了 7000 個工作崗位。ATB 財務報告指

出：「不僅許多亞省求職者人難以找到工作，

而且許多亞省工作一族也對工資收入停滯不

前表示不滿……工作市場掙扎無助，2019 年

可能又是工資無法上漲的一年。」

UCP 擬如何砍掉行政禁錮
削減行政禁錮法案——效仿其他省分度

量、報告和減少法規負擔，減少法規制定需

要的時間，目標是全北美最快的審批速度。

任命削減行政禁錮專員——省長在背後

坐鎮，可挑戰所有的省、部級官員和機構，

達到減少 1/3 行政禁錮的目標，並加速法規

的審批。

行業領導小組——由每個主要的經濟領

域向削減行政禁錮專員提供信息，其他各省

級官員負責找到可以砍掉的法規。

一進一出規則——要求各機構和官員每

提出一項新法規的同時找到至少一條法規進

行消除。

挑戰行政禁錮網站——效仿英國挑戰行

政禁錮的成功做法，從企業、組織和公眾徵

集改善、保留和廢除法規的各種建議。

基於成果的法規——要求所有省部門和

機構效仿其他行政轄區最好的法規，採用根

據實效制定法規的方式。

公共部門消減行政禁錮——削減政府內

部規章制度，包括和各個市政府、學校、大

學、醫院和其他公共組織合作，找出和合理

化亞省政府施加的行政令，使公共部門能專

注於提供服務上，而不是在行政監管上。

掃除跨省自由貿易的壁壘——包括重新

審理加拿大自由貿易協定（CFTA），現代

化新西部合作夥伴（NWP）協議以完全削

除貿易壁壘，加入和安省政府及薩省政府之

間的諒解備忘錄以減少跨省貿易壁壘，以及

在削除貿易壁壘進展緩慢的情況下，UCP
會單方面削除貿易壁壘，以接納希望在亞省

投資和經商的外省加拿大人。

康尼還宣布，為可能的下屆政府做準

備，UCP 設立了網站 stopredtape.ca，鼓勵

亞省民眾舉例說明政府的愚蠢規定。「如果

收到亞省民眾的要求，我們會在新政府就任

的第一天起，努力砍掉行政桎梏並創造就

業。該網站是我們聽取民眾意見的機會，我

們已經準備好了砍掉阻礙經濟的無用法規。」

週 日（3 月 10 日） 凌 晨

4 點，亞省又發生了4.3 級地

震，震中在落基山莊 (Rocky 
Mountain House) 西北大約 30
公里處，地震深約 10 公里。這

是短短一週內，該地區發生的第

二次 4 級以上地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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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 日晚 8 點 39 分， 卑

詩省的 Salmon Arm 鎮附近發

生 2.2 級地震，震中深度約 1公

里。Salmon Arm 鎮位於落基山

區，距亞省路易斯湖約200公里。

難道落基山區進入了地震頻

發期？

卡爾加里大學地球科學系

教授大衛伊頓（David Eaton）
說，這是落基山區最容易發生地

震的地區，地震活躍，歷史悠

久，在沒有水力壓裂作業之前就

常發生地震了，而且過去五到十

年中地震活動正在增加。該地區

有幾個地震活動帶，其中一個在

20 世紀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

活躍。

亞省能源監管機構發言人卡

拉托賓（Cara Tobin）稱，無法

確認週日地震是否與工業活動有

關，但不太可能有關係，因為目

前該地區沒有鑽探或完井活動。

事實上，這個區域自1984 年

以來，35 年內記錄在案的大型地

震總共有 11次。而之前的 30 年

（1984-2014）中，只有 5 次地震，

剩下的 6 次就集中在 2015 年以

後了。

【看中國訊】創新、科學和經濟發展

部長 Navdeep Bains 週一（3月11日）

在漢密爾頓的 Nova Steel 公司宣布聯

邦政府為鋼鋁業中小製造商補貼1億元。

Bains 說：「我們為全國中小鋼鋁

生產商和用戶提供的資金將幫助企業創

新，以提高生產力，擴大規模以及開發

新市場，同時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加拿大政府認為，「商品價格不斷

上漲」和「增加的金融和競爭壓力」對

加拿大鋼鋁產業鏈中的中小型生產商

產生了重大影響。尤其是在 2018 年中

美國對鋼鐵徵收 25% 關稅、對鋁製品

徵收 10% 關稅之後。

加政府表示，為鋼鋁中小企業提

供資助，有助於具有「高增長潛力」的

企業進行擴張，以及鼓勵「儘早採用或

調整先進技術和流程以提高生產力」。

對每個企業的資助額將在 15—100 萬

元，最多可支持項目成本的 45%。

加財政部表示，在截至去年底的

六個月內，加拿大共對進口美國鋼

鐵、鋁和其他產品徵收了 8.39 億元的

報復性關稅。

【看中國訊】加拿大統計局對 33 個

大都市區進行調查，亞省的卡爾加里

2 月分失業率達到 7.6%，比上個月上

升 0.3%，超過了紐芬蘭省聖約翰市（St 
John's）的 7.4%，再度成為全加拿大失

業率最高的地區。失業率排名僅次於聖

約翰的是亞省的埃德蒙頓，達到 7%。

加拿大統計局警告不要從一個月的

就業數據中得出結論，長期趨勢往往更

有意義。該機構表示，在 2 月分亞省

新增就業 3,800 個，但是找工作的人數

增加了，導致了失業率的上升。總體上

講亞省的就業「與上個月基本持平，與

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根 據 Manpower Group 對 1900
多個加拿大僱主的調查，84% 卡城僱

主打算將僱用人數保持在目前水平，

4% 的僱主計劃削減僱員，另外 10%
的僱主計劃在下一季度招聘，只有 2%
的僱主對招聘計劃表示不確定。

Manpower 集團的亞省地區執行

長 Randy Upright 表示，並非今年第

二季度所有就業都是長期的，這意味著

卡城整體就業展望會低於 10%。

在全省範圍內，亞省下個季度招聘

人數可望比去年同期增加 9%。

該報告還研究了哪些行業有望促進

創造就業機會。在全國範圍內，運輸和

公用事業，製造業和房地產行業預計將

招聘最多。預計公共服務管理，金融和

保險市場也將實現就業增長。

【看中國訊】加拿大廣播公司（CBC）維

護的選舉民調網站 Poll Tracker 最新數據

顯示，加拿大聯邦各政黨支持率中，保守黨

的支持率已經上升到第一，平均支持率達

到了 35.3%，其次是自由黨，平局支持率為

32.9%，NDP 的平均支持率為 15.9%。

平均支持率是參考了所有公開的民調數

據，然後對各個數據進行加權平均得到的結

果。加權因素有三項：民調投票日期區間、

民調樣本人口數及民調機構的跟蹤記錄。

該網站預測了各個政黨可能贏得的席

位。如果當下舉行大選，保守黨有 23% 的

概率會贏得多數黨政府，而贏得少數黨政府

的概率是 31%；自由黨有 21% 的可能性贏

得多數黨政府，贏得少數黨政府的概率是

24%。

這是聯邦保守黨首次民調超過了自由

黨。該網站解釋，最近的自由黨行政干預司

法—SNC-Lavalin 醜聞事件是造成民調下

滑的主要原因。

該網站數據還顯示出，在亞省聯合保

守當的支持率遙遙領先，為 62.9%，自由

黨的支持率為 17.4%，新民主黨的支持率為

11.2%。

該網站的數據仍在不斷更新中。

3 月 6 日，加拿大聯邦發布最新報告

提出，加拿大應該逐步推行全民藥物福

利（pharmacare），即處方藥由國家負擔。

去年 6 月，加拿大政府就成立了由 7人組

成的顧問委員會（advisory council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pharmacare），
由安省前衛生部長霍 斯金斯（Dr. Eric 
Hoskins）負責，並在全國展開諮詢調查。

據調查，加拿大年人均藥品開支全世界

最高，支付的藥品價格全世界最貴，仍有

20% 的加拿大人沒有保險。 2018 年，全國

在藥品上花費了 340 億加元，且成本持續

增長。

現行體制中有各種不同的公立和私立藥

物福利 , 而全民藥物福利試圖讓所有加拿大

居民不受財力影響，獲得所需的處方藥。目

前這份報告只是中期計劃，沒有詳細的所需

資金、預算支持，也沒有操作指導。「全民

藥保」的最終報告將於今年 6 月公布。

有人認為，這是特魯多政府試圖挽回選

票之舉。自從身陷蘭萬靈（SNC-Lavalin）
事件後，特魯多的自由黨支持率直線下降，

選擇在這個時候公布「全民藥保」，疑是在

為今年 10 月聯邦大選畫「餅」。

【看中國訊】加拿大交通部週三（3 月

13 日）宣布暫停 737 Max 8 和 Max9 機型

運營，並禁止任何國內外航空公司的這種機

型的航班從加國機場起飛、抵達，同時禁止

其飛越領空。

同日，美國總統川普也宣布停飛該型號

飛機。

這一決定，主要是因為波音 737 Max8
機型 5 個月內發生了兩次墜機事故。

加拿大三家航空公司目前共擁有 737 
Max8 飛機 41 架，其中加航（Air Canada）
24 架、西捷（WestJet）13 架、陽翼航空

（Sunwing）4 架。

3 月 10 日，埃航一架 737 MAX 8 客

機起飛 6 分鐘後就墜毀，機上 157 人全部

遇難，包括 18 名加拿大人。

近日，多國接連宣布暫停 737 MAX 8
客機營運，並禁止該機型在境內起降，有：

加拿大、中國、美國、埃塞俄比亞、英國等

12 個國家。歐盟航空安全管理機構也已宣

布暫停 737 Max 8 和 Max 9 型號的所有航

班營運。

亞省聯合保守黨 (UCP) 必定順

選區 (Calgary-Beddington)提名人，

盤世寶 (Josephine Pon) 將代表 UCP
在省選中角逐，競選該區省議員。

盤世寶是 Taste of Asia Group 
Inc. 集團副主席，公眾服務經驗豐

富。她曾任卡城移民服務中心理事局

主席。她還是聯合保守黨和保守黨領

袖康尼（Jason Kenney）的堅定支

持者。康尼多次鼓勵她積極參政，為

華裔參政做出表率。

卡城失業率再度領先全國

砍掉行政禁錮
的政策勢在必行

保守黨全國領先最新民調數據

盤世寶將代表聯合保守黨
參加必定順區省選角逐

瑟瑟發抖  一週連震2次
亞省進入地震頻發期？

3月10日亞省又地震

加國推醫改
處方藥免費

加國政府為鋼鋁工業補貼一億元

波音737 Max 8
客機遭多國停運

波音737 Max 8

聯合
保守黨

聯合保守黨領袖康尼（Jason Ken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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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憶文綜合報

導】美國康乃狄克州一名身患絕

症的男子傑伊 ‧ 巴雷特（Jay 
Barrett），想在離開人世前與美

國總統川普見個面或說說話。最

近川普真的打電話給傑伊，還說

他看起來好帥，滿足了傑伊的最

後心願。

據 BBC 報導，今年 44 歲

的傑伊身患一種遺傳疾病，已到

晚期。傑伊近來不再住院，而是

住到他的姐姐霍斯基的家中，接

受臨終關懷。

霍斯基擔任康州西黑文市

（West Haven）民主黨籍市議

員。弟弟對她說，假如能去華府

拜訪就好了，也許還能看到總

統。為滿足弟弟的夢想，姐姐開

始了秘密籌劃，她在博客上呼籲

民眾發電郵給白宮。於是，數百

人出手幫忙。傑伊真的接到了川

普親自打來的電話，格外驚喜。

川普透露自己雖然只看過他的照

片，「不過你看起來好帥。」川

普詢問傑伊「你正在對抗它（指

病魔）嗎？你是勝者，你正在

擊退它，對吧？」

「是啊，愛爾蘭人就是這麼

做的，對吧？」傑伊回應說。總

統補充說，他希望傑伊能夠參加

一個集會，並稱讚他的姐姐很

棒。傑伊還說：「我支持你。」

「我們都愛你，傑伊。」川普說。

「我不會忘記你說的。好的事情

正在發生，你要挺住。你會吃驚

的，我希望我們能夠再說上 10
年。」

傑伊哽咽道：「我打算在

2020 年為你投一票。」川普說：

「好啊！如果你不這樣，我會生

氣的。」傑伊回答：「我保證給

你投票，如果上帝允許的話。」

「你和我是一類人，傑伊。」川

普在電話中說。「繼續跟病魔抗

爭，我們都在抗爭。」

據《紐海文紀事報》（New 
Haven Register）報導，傑伊是

一名獨立選民，傑伊表示，第一

眼他就喜歡上了川普的競選活

動。

據美國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

WCPO 電視台報導，2017 年 5
月 25日，這位 41 歲的工程師在

他的個人筆記本電腦的硬盤上裝

載了五個 GE 航空公司的文件，

然後從辛辛那提開車到底特律，

在那裡他登上了飛往中國的航

班。

他的決定最終使其失去了待

遇優厚的工作，誘惑他的中國間

諜徐燕軍也被 FBI 逮捕、引渡。

WCPO 電視台沒有指名那個工

程師，因他未被控罪。

陷阱是如何鋪設的？ 2017
年初，一名自稱是南京航空航

天大學國際合作與交流辦公

室（NUAA）副主任的中國男

子（CF），給 GE 航空工程師的

（LinkedIn）郵箱發來了信息。

他們開始電郵往來。中國男子

CF 邀請工程師來南京演講，並

強調分享「航空發動機複合材料

應用最新發展」的信息。

工程師同意這個演講話題。

5月 25日上午，他飛往中國。但

工程師沒有告訴美國 GE 航空他

要做此演講，也沒說計劃將公司

的機密文件帶往中國。同事們以

為他去那裡參加一個婚禮。

2017 年 6月 2 日，工程師、

中國男子 CF 和屈輝（Qu Hui）
共進午餐，屈輝自稱是科學技術

協會的代表。根據俄亥俄州南區

地區法院去年 4 月 4 日的起訴

書，屈輝原名徐燕軍，是國家安

全部（MSS）江蘇省國安廳第

六局副處長，又名張輝（Zhang 
Hui）。

工程師前往中國的旅行引起

了辛辛那提 FBI 特工的注意。

2017 年 11 月 1 日， 工 程 師 向

FBI 交代了他與 CF 和屈輝的交

往。FBI 特工在 2018 年 2 月 16
日公布的文件中說，該工程師仍

在接受關於「未經授權從 GE 航

空公司獲取技術信息」的聯邦調

查。FBI 的調查得出的結論是，

工程師「可能通過 NUAA 向中

國政府或其代理人提供了這些技

術信息。」此外，該工程師「也

因違反美國出口管製法而受到調

查。」

該案件為在美國土地上捕

獲和起訴北京間諜提供了前所

未有的機會。FBI 獲得了徐燕軍

iCloud 帳戶的搜查令。帳戶中記

錄了徐的秘密行動和他想要收集

的技術。

2018 年 1月初，徐燕軍敦促

工程師再次到中國旅行，徐說他

們可在徐到歐洲出差時面議。根

據起訴書，2018 年 1月 23 日和

2 月 3日，徐在電郵中讓工程師

收集 GE 航空公司的文件，重點

關注系統規格和發動機生產設計

以及風扇葉片包裝的分析。

2018 年 4 月 1 日， 徐燕 軍

抵達比利時布魯塞爾，等待他的

不是工程師，而是手銬。他被控

間諜罪，並被拘禁在比利時六個

月。 2018 年 10 月 10 日， 徐 燕

軍被引渡到美國。其保釋要求被

拒，目前他仍被關押在位於密歇

根州米蘭市（Milan）的聯邦監

獄。美國司法部指控他涉嫌竊取

美國公司商業機密。

【看中國訊】近日，北極的

「最後」一波寒流，導致加拿大

哈利法克斯機場緊急關閉。從多

倫多飛往哈利法克斯的加拿大

航空 608 航班，只能停在另一座

城市——費雷德里克頓的機場。

608 航班在機場等了幾個小時，

飛機上 150 名乘客被困在機上

動彈不得。

晚飯的時間到了，飛機上卻

沒有備用的晚餐，天黑了，誰也

不知道啥時候能起飛。乘客們的

心情越來越焦躁。突然，空姐打

開了艙門，有人進來了，拿來 23
個超大尺寸的披薩。接到披薩的

那一刻，大家心裡都湧起一股暖

流。

原來機長悄悄打電話給奧

羅莫克托 (Oromocto) 的一間

餐館，點了 23 個超大披薩。一

開始那間餐館的員工還以為是個

「開玩笑」的電話，23 個披薩，

飛機？飛行員？天氣這麼差，可

別搗亂。

機長跟老闆溝通後，餐館動

員所有員工趕做披薩，很快就將

披薩送到機場。貼心的機長，熱

心的餐廳，讓人感到加拿大人慣

有的溫暖。

社會萬象

加航機長為乘客送披薩

SpaceX太空艙成功返航

他出生在中國，作為

美國GE航空工程師，他
參與了新型商用噴氣式

飛機發動機的設計和分

析。他得到一個很有誘惑

力的邀請：他只需在中國

做一小時演講，即可獲得

3,500美元，而且去中國
旅行，食宿費用全包。但

這是一個陷阱。

記者憶文編譯

國安間諜的陷阱與被捕

川普與病危者通話：你好帥

【看中國訊】據中央社報

導，美國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的飛龍號（Dragon）
太空艙，2 日自佛羅里達州甘迺

迪太空中心發射升空，翌日與

國際太空站接合，在太空待了 6
天後，於 3 月 9 日清早脫離國

際太空站成功飛返地球，降落在

大西洋上。NASA 實況轉播畫

面顯示，飛龍號的主降落傘順利

張開，於美東時間 3 月 9 日上

午 8 時 45 分降落在大西洋上，

完成首次示範性任務，證明它能

安全可靠搭戴太空人飛往國際太

空站（ISS）。
這次試飛，飛龍號僅搭載測

試假人，但飛龍號預定 7 月搭

載 2 名太空人展開首次載人飛

行，此計畫有可能延後至今年更

晚日期。

【看中國訊】阿里巴巴旗下跨

境電商零售平台速賣通，3月12
日發佈數據顯示，每 2 秒鐘就有

人在速賣通上購買一頂髮發。假

髮類產品在該平台年銷售額高達

數十億元人民幣。

中新社報導，速賣通目前是

中國大陸最大的跨境 b2c（面向

消費者銷售產品和服務商業零售

模式）電商平台，已經開通 18
個語種站點，覆蓋全球 220 多個

國家和地區。

由於脫髮成為普通百姓生活

中一大難解問題，因此許多民眾

紛紛購買假髮打扮自己。

速賣通平台數據顯示，2018
年，速賣通平台假髮產品銷售額

增長飛快，相較 2017 年，該平

台假髮品類對歐洲國家銷售金額

增幅超過 50%，南非、尼日、肯

亞、尚比亞、坦尚尼亞等 10 個國

家購買金額，甚至增幅在 100%
至 300%之間。

在速賣通購買假髮最多的國

家分別是美國、英國、法國、南

非、荷蘭和義大利。

報導指出，2018 年，速賣通

上的防脫髮產品銷售額同比增長

150%，生髮精油、防脫洗髮水、

雷射生髮梳、雷射生髮髮際線遮

瑕粉等防脫髮產品也熱銷海外。

在中國知名假髮產業帶河南

省許昌市，當地生產的假髮製品

在速賣通平台上，平均每天在全

球銷量達 4 萬個，年成交額高達

15 億元人民幣。 

「禿」成世界難題 中國假髮熱銷全球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特工（Getty Images）

（twitter.com/spacex）

【看中國訊】臺灣在 2011 年

開放大陸學生在臺修讀學位。每

年在臺大陸學生約有三到四萬。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來自湖

北的汪家欣是臺灣世新大學公共

關係廣告學系的在讀本科生。她

視臺灣為第二故鄉。在大學的最

後半年，她舉辦了一個演唱會和

攝影展。對於在臺灣的四年生

活，汪佳欣流露出不捨。

來自江蘇的鄭興在臺灣國立

政治大學完成碩士學位。在臺灣

讀書期間，鄭興創作了一張音樂

專輯並成功入圍臺灣金曲獎新人

獎。他用在火車上開音樂會的方

式結束在臺灣的生活。鄭興在依

依不捨中告別臺灣。他已經把臺

灣當成故鄉。

另一位大陸學生王意瑤勇敢

追夢，嫁給出租車司機呂宗佑，

成為臺灣媳婦。談及在臺生活

時，王意瑤表示，臺灣這邊比較

有人情味，比較民主。丈夫呂宗

佑表示，他和王意瑤在戀愛期

間，經常開出租車去約會。王意

瑤的父母來臺灣探望女兒期間，

包下了呂宗佑的出租車。一家人

遊覽臺灣名勝，其樂融融。

大陸學生：
臺灣是我的故鄉

臺灣一景（自由亞洲電臺）

（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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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陝西官場持續震

盪，近日傳出陝西省咸陽市紀檢

委書記、市監察委主任權王軍公

開絕筆信自殺，信中披露官場令

其身心痛苦不堪。

3月10 日，這位自稱咸陽紀

委書記的權王軍在其朋友圈發出

一封絕筆信，絕筆信中寫道：「我

自 15 年入職咸陽以來……工作壓

力也越來越大，加之崗位特殊，

每每遭到打擊對象的誣告誹謗和

造謠網上攻擊。在辦案過程中，

受到上上下下的干擾，在此情況

下，思想感到壓力極大，常常寢

食難安，久而久之積勞成疾，每

至晚上則夜不能寐，失眠時間長

達一年半之久，長此以往，造成

了精神上的憂鬱和煩躁，身體上

全身關節痛苦難當，頭部脹痛難

忍，耳鳴不己，多次產生幻聽幻

覺，苦不堪言。」

他最後提到：「一年多了，我

沒有睡過一天好覺，今天，我下

定決心，我累了，我要好好的睡

下去，好好的休息一下！我決定

以自刎方式結束生命。永別了，

我的親人們，希望活著的人，珍

何志平被裁定的七項控罪，

最高可判監 65 年。何志平的律

師呈上的陳情書，形容何志平

是「出色」的人，一生都為他人

「建立橋樑」，建議法官應以何

的「已服刑期」為判監年期，即

在宣判刑期時釋放何志平。

辯方並呈上 149 份來自家

人和社會各界的求情信。包括何

妻胡慧中手寫的 5 頁中文求情

信。胡慧中稱失去何這經濟支柱

後，她亦要「尋找工作機會，來

維持生計」。胡又透露，她請

求何的朋友為他寫支持信時，有

人「不回答我，也就是拒絕幫何

志平」，或因何已落難，認為他

「沒有前途、再沒有可以利用的

價值了」。

求情信有來自政界的，但何

前香港民政事務局局

長何志平在美國被關押16
個月後將於3月25日宣判。
其被控罪名是協助中國大

陸企業行賄非洲政要。何志

平的律師請求法官以何志平

的「已服刑期」作為量刑，

即在宣判刑期時釋放何志

平。但有熟悉美國法律的學

者指出，該案牽涉到聯合國

及其他國家，案情嚴重，相

信法官不會從輕發落。

記者李文隆綜合報導

何志平月底宣判 胡慧中救夫嘆涼薄

【看中國訊】香港南華早報 3
月 11 日援引 3 名沒有透露姓名

的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報導說，

中國前國家主席胡錦濤的兒子胡

海峰將升任中共西安市委書記、

陝西省委常委。由於胡海峰的特

殊家庭背景，他的動向一向備受

關注。 46 歲的胡海峰目前任浙

江麗水市委書記，此次升遷將使

胡海峰成為副部級的中共領導。

政治觀察人士章立凡對南華

早報說，胡海峰調任西安工作，

可以被解讀為習近平在面對國內

外挑戰的局面下，安撫胡錦濤支

持者。西安是中國西北的重要經

濟中心，最近一場涉及違反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指示的貪腐醜聞

令一批官員相繼下馬。中國官方

媒體報導說，雖然中央曾三令五

申，但秦嶺北麓地區不斷出現違

規建設的別墅。

陝西省省長劉國中上星期在

中國的人大上說，目前已全面徹

底整治了秦嶺北麓、西安境內違

建別墅問題，拆除了 1100 多棟

別墅。

南華早報的報導說，調升胡

海峰到西安是希望他穩定局面，

這是他政治生涯的首次重要測

試，如順利通過，其仕途前景將

更加看好。

周強崔永元同時現身 誰在保誰

紀委書記遺書稱常寢食難安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兩會期間，捲入最高法丟卷案的

最高法院院長周強和前央視主持

人崔永元，因被猜測牽扯高層博

弈，兩者的動態受到廣泛關注。

3 月 12 日的人大會議上，

最高法院院長周強和最高檢察院

檢察長張軍均宣讀了工作報告。

港媒留意一眾官員表現詭異，似

乎印證周強處境。香港《明報》

13 日報導說，當天周強的報

告，隻字未提內鬼竊卷宗案，依

舊以其過往風格，用大量的政治

文宣充斥當中。其報告較之於最

高檢察長張軍，所獲掌聲不多。

在大會上，習近平和栗戰書

有兩次交流，王岐山則中途離

場，而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

任楊潔篪也罕見離場幾分鐘。副

總理劉鶴沒有出現在會場。

報導指出，周強做完報告後

向主席臺鞠躬，似乎有意朝向習

近平，高層官員都在注視著周

強，只有習近平一人低頭隨著其

他人一起鼓掌，不但沒有正眼看

周強，臉上笑容似乎也很尷尬。

之後，周強與張軍並未如

外界預期地在「部長通道」接受

提問，而都由副手代替。依「兩

會」先前慣例，在「部長通道」

上亮相受訪者，都是各單位的正

首長。當現身的並非周強及張軍

時，引來不少記者長吁短嘆。

2 月 22 日，大陸官方通報

最高法院案卷丟失的「調查結

果」稱，這起被傳疑有官員腐敗

的案件是最高法相關辦案人員王

林清「監守自盜」，而之前王的

自保視頻則是由崔永元協助拍攝

和剪輯的。

原軍事學院出版社長辛子陵

說，王林清央視認罪是被逼迫的，

中共四大司法機關枉顧事實和一系

列的人證物證，將信譽壓上，一定

要保住周強，因為周強後面站著江

澤民，而江派一旦奪權成功，王岐

山就要上電視臺認罪。

在崔永元方面，3 月 9 日晚

上，多個網友爆料說當日下午有

人在北京的琉璃廠古玩市場撞見

了崔永元，還說小崔當時心情不

錯，爆料者發布了現場照片，也

粉碎了之前所謂的自殺傳聞。

崔永元 3 月 8 日在海外社交

平臺推特發聲說，估計再過一段

時間就會被封號了。之前 3 月 1
日，消失一週的崔永元在微博發

聲稱，還要籌建一個學院。但該

微博被迅速刪除，同時，中國傳

媒大學介紹崔 2 月 28 日出席校

方活動的消息也遭刪除。

獨立時評人文昭認為：在中

央政法委和中紀委組成的聯合調

查組給案件定調的情況下，崔永

元能安然無事，還能微博發聲、

肉身亮相，說明崔永元的後臺最

起碼不低於中央政法委和中紀委

的級別。

山 景 勝 地 小 鎮 魅 力
滑雪 , 遠足 , 單車 , 釣魚 , 雪地車 購 物 , 藝 術 及 休 閒 娛 樂

享有時光。生活在 Fireside 給予您豐富的時間。那些給予自

己，給予家庭的時光，還有那些可去做你所熱愛之事的時光。

在當地河裡釣到晚餐的美味，在周邊營地安睡在星空之下。在

Cochrane，愛上生活中每片刻的時光。

正
在
熱
賣

全
新
豪
宅

快樂地生活在

您之所愛
生 活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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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  房
起價$20萬 起價$30萬 起價$30萬 起價$40萬

豪宅  起價 $50萬
距全新的 Fireside School (K-8) 僅幾步之遙

何志平（左）和妻子胡慧中（右）。（合成圖）

胡海峰將升任 
西安市委書記

的前上司董建華及現香港特首梁

振英 2 人均未有撰寫，香港各

大建制黨派的領導層同樣缺席。

何志平其人

68 歲的何志平被視為眼科

權威專家，第二任太太是知名

臺灣影星胡慧中。外界盛傳，

1989 年港澳辦前主任姬鵬飛入

住香港醫院，由何志平操刀治療

白內障，此後他與北京的關係日

漸密切。 2001 年特首董建華競

選連任時，何志平為董助選。

2002 年 至 2007 年， 何

出任民政事務局局長。在任期

間，他在香港積極推動「國民教

育」，包括要求香港各大中文電

視臺在固定時段播放一部紅色教

育短片。 2007 年何轉任由中國

華信能源設立的「香港中華能源

基金會」秘書長，基金會主席是

華信能源董事長葉簡明。 2006
年葉簡明收購了一項被政府沒收

的資產，將其更名為中國華信。

大陸官媒報導，中國華信 2017
年以 1081 億元估值在全國石

油業務中排行第 4，同比增加

93.6%，首次超越中海油。

2017 年 11 月 16 日，何志

平因涉嫌違反美國「反海外腐敗

法」及洗黑錢罪名被控告，在紐

約肯尼迪（JFK）機場時被捕。

因為何志平的被捕，華信能源

的崛起之路戛然而止。不久，

葉簡明也以賄賂之名遭到中國

當局羈押。

事件回放

根 據 美 國《海 外 反 腐 敗

法》，任何外國人或外國公司的

僱員，如果使用隸屬於美國的國

際商業工具進行腐敗支付，即不

論是電話、郵件還是銀行轉賬，

美國都具有管轄權。

美司法部的起訴書指，68
歲的何志平和 61 歲的塞內加爾

前外長加迪奧兩人涉嫌企圖向乍

得總統提供 200 萬美元，獲得

乍得國內昂貴的獨家石油權。加

迪奧疑為中間人角色，何志平涉

嫌透過電匯給加迪奧 40 萬美元

報酬。

中國華信能源早年在乍得擁

有石油項目，但 2014 年因為違

反環境條規，被乍得政府開出天

價罰單，項目就此擱淺。當時乍

得當地的石油開採權已全部交給

臺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簡稱

臺灣中油）。臺灣中油擁有乍得

三個油氣區塊，預計 2025 年可

以達到生產 100 萬噸以上。但

次年（2015 年），令外界驚訝

的是，華信通過併購方式獲得臺

灣中油在乍得的一半股權及銷售

權益。

起訴書還指，2015 年 3 月

在烏干達外長庫泰薩擔任聯合國

大會主席期間，何志平與其在紐

約聯合國總部會面；5 個月後，

中國華信能源公司主席葉簡明就

被獲委任為聯大主席特別榮譽顧

問。後來何志平涉嫌準備把 50
萬美元電匯給庫泰薩，以協助中

資能源公司獲取商業利益，包括

對烏干達銀行的潛在收購計畫。

起訴書指控何志平和庫泰薩

兩人以「慈善捐款」形式行賄，

並透過紐約的銀行系統轉賬賄

款，「損害美國經濟及削弱自由

市場信心」。

何似成棄子

本身是律師的美國政治風險

管理顧問方恩格向自由亞洲電臺

表示，求情信有助減輕刑期，但

因案件牽連甚廣，預計法官不會

判得太輕，更不可能當庭釋放何

志平。

何志平為北京政府擔當「一

帶一路」說客後被捕，被一些香

港媒體形容是「為國捐軀」。但

香港政商界未有高調表態；中國

外交部在何志平被捕初期時，亦

回應稱「中國一向要求中國企業

在國外合法經營，遵守當地法律

法規」。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

高級講師呂秉權指，何志平的待

遇，和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不

可同日而語。呂秉權說：「孟晚

舟就是整個國家機器去保她，何

志平就是劃清界線——顯示政府

的功利和用完即棄的涼薄。」

惜自己，愛護自己！我祝福你們。

此時，走了一位紀委書記，親者

痛，仇者快！權王軍絕筆！」

經過查證，確有一篇標題為

〈陝西省咸陽市紀委書記權王軍

充當老賴保護傘干涉司法案件的

舉報信〉從去年 11月開始在網上

流傳。

資料顯示，權王軍生於 1961
年 ， 最近一次公開露面是 2月 22 
日，當時他出席了咸陽市第八屆 
人代會第四次會議並發言。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A8 看論壇 Forum 第 41期     2019年 2月14日—2月 20日    

◎  文 :紫鳳

古 今
論 壇 漢武大功是窮兵黷武嗎

關於漢武大功是否是窮兵黷

武，在上篇，我們談到了北征匈

奴，在中篇我們談過了西征大

宛，這一篇會談到漢武帝晚年的

戰爭失利，以及那分著名的輪臺

罪己詔。

武帝前期舉兵抗匈收效甚

偉，漢匈之間終於有了數年的平

靜。但武帝晚期的對匈戰事，則

屢屢不利。

漢武帝晚期的對匈作戰

其初，元鼎五年（公元前

112 年），絕跡七年的匈奴鐵騎

再次南下，入五原，殺太守。漢

朝於次年分武威、酒泉之地，

而增設張掖，敦煌，是為河西

四郡，元封三年（公元前 108
年 )，又在酒泉至玉門列亭設

障，諸項舉措皆在防備匈奴。而

漢匈之間兵矢相交則有四次。

第一次是在太初二年（公元

前 103 年）。起因是匈奴左大都

尉欲降漢，漢武帝命築受降城，

為保護降眾安全，又命浞野侯趙

破奴出朔方二千餘里迎降。但被

匈奴單于發覺，於是匈奴誅殺左

大都尉，並截擊漢軍，攻受降

城。此一戰，趙破奴兵敗被俘。

第二次是在天漢二年（公

元前 99 年）。起因是蘇武出使

匈奴，正趕上匈奴內部發生謀

反，加之有降匈奴的漢朝人欲劫

單于母歸漢，其中一個叫張勝的

副使也被捲入其中，於是漢匈再

次成為敵對狀態，蘇武被扣留。

漢朝於次年發兵與匈奴右賢王再

戰於天山，此一戰，漢軍失利，

李陵降匈奴。

最後兩次分別是在天漢四

雖然制度與秦漢不同，但天下共

主就已被賦予一種教化天下的天

職責任。如大禹治水劃九州定五

服，使五服之外皆與聞天子聲

教，這才算大功告成。漢朝時，

雖然制度有變，形式有變，但對

於天子之職的理解，內涵無差

異。在以後的歷代也是如此。也

許那個天子不夠聖明，也許那個

朝代不夠強大，但教化天下，的

確始終是作為一個天子應有的理

想，一個中土上邦應有的責任感

而存在的。這種現象的形成，不

是臆想出來的。它能夠傳承下

來，不至在中途就被泯滅掉，是

必然有其歷史的安排在背後的。

既然是歷史的安排，就必然涉及

於現在。既然涉及於現在，就必

然是超越了一時之制度，更非一

世之武功所能涵蓋，它必然是高

尚的、偉大的、超越的，終將以

文明為歸旨的。

所以，從此角度我們再回看

歷史，應該悟到那些歷史的安排

不管當時的時代意義如何，而在

更久遠的時空中看，皆是為了文

化的鋪墊，從此角度去看歷史，

你將悟到天意的所在！

下

年（公元前 97 年）與征和三年

（公元前 90 年），起因都是匈奴

兵南下來犯，殺掠漢朝吏民。李

廣利兩次出師皆不利，最後一次

敗降匈奴。但匈奴損傷也很重

大，以至不能再南下一步，只得

退回塞外。

以上是漢武帝晚期對匈作戰

之大概。這一階段漢軍失利原因

主要有三：其一，漢朝馬匹數量

已大減，不能再組建強大騎兵。

其二，漢朝為孤立匈奴與西域聯

絡，所以戰線向西延伸比之前更

為漫長，以至兵力分散。其三，

此時抗匈名將衛青、霍去病都已

去世多年。其餘諸將李廣利、趙

破奴、公孫賀、李陵等都不及

衛、霍。

所以列出這些原因，固然是

想說明戰事不利有其客觀原因，

不能一味因漢軍失利而橫加指

責，亦不能因漢軍失利而得出這

場戰爭是窮兵黷武的結論，更何

況，每次戰事再起，都與匈奴來

犯有關，所以戰爭首先的意義是

保家衛國，而實在與窮兵黷武扯

不上關係。

但，更需要說明的是，戰事

是否失利，並不是重點，因為勝

負本身並不能單一作為一場戰爭

應打與不應打的評判標準。

再者，我們說這一階段漢軍

「失利」只是相較武帝前期對匈

作戰的「勝利」而言，事實上，

漢軍雖然失利，卻也盡了全力，

抵擋住了匈奴人的進犯，沒有這

些努力，就不可能有漢宣帝時，

匈奴人的徹底臣服。此外，說到

這裡，還是要再強調一下，這

個「臣服」並無凌霸的含義在其

中，這一點已在〈漢武大功是窮

兵黷武嗎〉（上篇）談到。事實

上，接受文明教化，這不只會使

漢朝邊患得到解決，對匈奴人亦

是有益無害，正所謂授人以魚不

如授人以漁，文明的教化是遠比

漢地贈帛財貨要珍貴得多。

如何看待輪臺罪己詔

征和三年，李廣利兵敗，征

和四年，漢武帝下了一道詔書，

對於李廣利征匈奴等事，頗有悔

意，史稱輪臺罪己詔。因此，這

也成為所謂漢武帝窮兵黷武的另

一佐證。事實上，這道詔書，並

非漢武帝後悔征匈奴，而是後悔

用李廣利征匈奴。或者後悔在那

個時候征匈奴。此間區別是戰爭

與戰術的區別。

舉個例子，就好像抗日戰爭

中，國軍會有指揮不利之處，會

有用人不當之處，會有審時度勢

不當之處，這些都是當悔之處，

但這並不代表抗戰本身是錯的。

這一點一定要分清。同理，漢武

帝之悔，是一種戰術之悔，非是

抗匈有悔。

亦有人說漢武帝的詔書中將

國策重點轉為富民。的確如此，

但我們如果把這個國策轉變視為

對之前的抗匈政策的否定，則未

免過於草率。事實上，此國策重

心之轉變正是為日後繼續抗匈而

蓄積力量，為將來徹底解決匈奴

做準備。此外，這道詔書中還需

注意的是，漢武帝雖將國策重心

轉向與民休息，但，「馬」卻還

是要養的，馬政意味著甚麼，就

是國防，可以說，在抗匈問題

上，包括聯絡西域，斷匈奴右臂

之政策，後世的昭帝，宣帝之世

都以之為國之大策，從而不遺餘

力執行之，直至匈奴最終歸降，

並無改弦更張之跡。北征匈奴，

西通西域，如此大策，唯一以貫

之，又何悔之有。

此外，還需說明的是，人無

完人，帝王亦不例外，那麼帝王

有了錯誤，於是下詔罪己，這是

一種氣度。歷史上第一道罪己詔

正始於漢武帝，從此垂範後世。

對於歷史上的帝王罪己，你固然

可以今天下滑後的道德標準去做

惡意之揣測，但此種揣測，也正

墮中共之計。

後世的誤讀

以上，則是借北征匈奴，西

征大宛兩件事，淺述漢武大功之

意義深遠，絕不能草率劃為窮兵

黷武之類。此外，如上篇所提到

的，寫此文的原因之一是後世乃

至一些極權政府搬來歷史上的強

盛時代為其霸權亂政作註腳，也

真的使一些人，站在被宣傳洗腦

的話語系統裡去認識歷史。中

國歷史上的開疆拓土，遠播教

化，不論其當時的直接原因是什

麼，站在更遠的歷史中會看到其

所展現出的最終意義是確立並

遠播敬天禮神，尊道重德的文

明教化。這和後來一些殘暴政

權教天下人反道德，反人性，

反天反地反神明，是有根本區

別的。這類變異的文化行之天

下，其惡果無需站在更遠的歷

史中去檢驗，或許僅僅百年

間，就可以看到它如何裹脅著

全社會以狂奔的速度直線墮落。

大功非武義 文明照千秋
漢武帝一生開疆拓土，但漢

武大功，並不止於武。文明才是

漢武大功最終歸旨。

其實，何止於此。縱觀五千

年，早在上古，從五帝至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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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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rdrie Honda
卡城北部最快到達的Honda車行

 誠聘汽車銷售
主動進取，無需銷售經驗，有

完善培訓計劃，待遇優厚。懂

英語，國語或粵語。

聘RECRUITMENT

地址：2971 Main St. SW Airdire

電話：403.945.4820
電郵簡歷至Jason Hansen 
jason@airdriehond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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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純電動Buggy全地形概念車亮相日內瓦車展大眾純電動Buggy全地形概念車亮相日內瓦車展

2019 GLC 300 4MATIC MSRP: $47,300*

租賃利率 租賃月供款 包含 再加上

3.9%** $498** $2,000† 3 個月††

45 個月 $4,780 首付 現金優惠 供款由我們支付

2019 GLE 400 4MATIC MSRP: $67,100*

租賃利率 租賃月供款 包含

2.9%** $718** $1,500†

45 個月 $7,250 首付 現金優惠

超棒的優惠應季而至。 
春季銷售活動已經來到。選擇 2019 精選車型並享受我們支付的 3 個月供款。

© 2019 Mercedes-Benz Canada Inc. Lease and finance offers based on the 2019 GLC 300 4MATIC/2019 GLE 400 4MATIC are available only through Mercedes-Benz Financial Services on approved credit for a limited time. **Lease example based on $498/$718 per month for 45/45 months. 
Down payment or equivalent trade of $4,780/$7,250 plus security deposit of $500/$750 and applicable taxes due at lease inception. *MSRP starting at $47,300/$67,100. Lease APR of 3.9%/2.9% applies. Total obligation is $27,707/$40,317. 18,000 km/year allowance ($0.20/km/$0.30/km 
for excess kilometres applies). †Cash credit of $2,000/$1,500 only applicable on the 2019 GLC/2019 GLE (excluding AMG). ††First, second and third month payment waivers are capped for 2019 GLC models (excluding AMG) up to a total of $550 (including taxes) for lease programs and up to a 
total of $750 (including taxes) for finance programs. Vehicle license, insurance, registration, and taxes are extra. Dealer may lease or finance for less. Offers may change without notice and cannot be combined with any other offers. See your authorized Mercedes-Benz dealer for details or call the 
Mercedes-Benz Customer Relations Centre at 1-800-387-0100. Offers end April 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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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y Lai 
品牌專家 
粵語/ 
國語

Pheobe Ku 
品牌專家 
粵語/ 
國語

【看中國訊】近日，日本汽車

品牌三菱公布小改款 SUV 車型

ASX 的官方圖片。該車將於今年

的日內瓦車展上正式發布。

此次是 ASX 自 2010 年發布

以來的第四次改款。比起前代，

此次在外觀上加入了三菱全新的

Dynamic Shield 設計元素，使得

ASX 在車頭造型從頭燈組、水

箱護罩、保險桿左右兩側燈組、

金屬下護板等方面等與品牌大型

SUV 車款 Eclipse Cross 有幾份

相似。

車頭霧燈組與轉向燈採用了

四顆獨立光源設計，呈現出分體

式大燈造型，讓它看起來個性十

足。

車尾的設計則明顯比現款造

型更加複雜，例如更加複雜的尾

燈結構，而下方造型較誇張的下

包圍，加入了金屬護板，以及

後擋風玻璃右下角的「4WD」標

識，暗示了新車將提供四驅車

型，也顯示該車優秀的越野性能。

車內，原廠表示主要在於

導 入 與 Eclipse Cross 相 同 的 
Smartphone-link Display Audio 
(SDA) 車載娛樂系統，螢幕尺寸

從 7 吋升級至 8 吋。歐洲頂規車

型配備 TomTom 導航系統，提

供即時景點提醒等等。另外車載

系統還可以連接智慧型手機的網

路，取得即時路況，同時預計還

會推出 App，即可閱讀車輛的時

速表，裡程表，警示燈和其他車

輛信息。

動力方面，目前只了解到新

車將在歐洲市場車型上搭載 2.0L
自然吸氣引擎，匹配 5 擋手動或

CVT 變速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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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2013 年，洛杉

磯完成了一項為期 30 年，價值

4 億美元的項目。該項目在全市

469 平方英里（1,215 平方公里）

內同步 4,500 個交通信號燈。通

過部署安裝在道路下的大量磁傳

感器網絡以及數百台攝像機，該

市現在可以使用集中式計算機系

統捕獲實時交通數據，同步控制

交通信號燈，以減少洛杉磯臭名

昭著的擁堵。

該系統建成後不久，城市工

程師高興地報告說，平均交通速

度提高了 16％，在洛杉磯城市

街道上行駛 5 英里（8 公里）的

時間從 20 分鐘降至 17.2 分鐘。

然而，在 2018 年，洛杉磯仍然

是美國大都會交通擁堵城市的第

一名。

Tim Lomax 是 德 克 薩 斯

A ＆ M 運輸研究所的研究員，

擁有 35 年的交通分析經驗。

Lomax 說，當一個方向有明確

且可預測的交通流量時，同步的

交通信號效果最好。想想傳統的

通勤場景，早上交通主要從郊區

流入市中心，而在晚上則流向相

反。

「如果你告訴我這是交通

流量的模式，我可以設計一個

運行良好的交通信號系統，」

Lomax 說，因為很清楚道路的

哪一側應該有更長的綠燈，以保

持車流順暢。

同步交通燈的工作原理 
加利福尼亞州的 Irvine 市

解釋了同步信號燈的工作過程：

城市的交通控制中心計算每個

交叉路口的一組汽車的到達時

間，假設汽車以一定的速度行

駛，在這組汽車到達交叉路口

之前交通信號變為綠色。與流

量較小的小街相比，交通量更

大的主要街道的「綠燈時間」更

長。

同步交通信號燈並不意味著

司機沿著主要道路行駛時會一路

綠燈。理想情況下，當下一組汽

車到達時，信號將再次變為綠

色。通過使用攝像頭和傳感器測

量交通流量併進行實時調整以保

持交通流量，洛杉磯的交通系統

比其他大多數城市都要大。

Lomax 表示，時間不合理

的交通信號可能導致嚴重的延

誤。「如果你在一個把人口正在

增長的區域中的定時交通信號升

級到一個運行良好的同步信號控

制系統，你有可能減少一半的時

間延遲，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更

多，」Lomax 說。

【看中國訊】2018 年 9 月，

米其林 VISION 概念輪胎在新

加坡榮獲紅點最佳設計獎，這是

概念設計領域的最高榮譽。這款

有機的概念輪胎集四大創新於一

身，免充氣、可互聯、可充電、

可定制，展現了米其林集團對於

未來可持續交通運輸的構想。

據米其林網站稱，在 2017
「米其林開拓前行」峰會上，米

其林首次展示了 VISION 創新

概念輪胎。這款輪胎使用先進材

料和 3D 列印技術，可根據行駛

狀態改變胎面，並且百分百可再

生。

VISION 的輪胎特性滿足了

可持續發展原則：使用生物材料

和回收材料製成免充氣輪胎；輪

胎內置感測器，給駕駛員提供服

務和建議；胎面由生物可降解材

料製成，可用 3D 印表機重新列

印；可減少車輛出行碳足跡。

VISION 既是輪轂又是輪胎，是

把輪胎、服務和材料集於一體的

交通解決方案。這一創新成果的

靈感源於自然。與此同時，它完

全融入了循環經濟框架中。

自 1950 年以來，紅點設計

獎一直是全球公認的創新設計先

驅，每年收到逾 1.8 萬份申請。

紅點設計獎致力於發現並表彰

新設計概念和創新成果，讓人

們感受未來設計與傑出產品。

VISION 概念輪胎的獲獎表明米

其林集團的創新獲得高度認可。

負責設計 VISION 的米其林團

隊分布在北美、日本和歐洲的

研發中心，團隊負責人 Hélène 
Carentz 表示：「能夠榮獲紅點

最佳設計獎是米其林集體智慧的

勝利，VISION 融合了各方技術

優勢，很多人為此不懈努力。對

於米其林員工而言，這個獎項是

對他們工作的褒獎。」 同步交通燈怎樣改善交通？

米其林3D打印輪胎
免充氣、可互聯、
可充電、可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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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有經緯，人體有經絡。

一年有 365天，人體有 365穴。

宇宙中的天體並不是一成不變

的，星體的變化會給整個宇宙帶

來氣候、環境等多方面的影響。

同樣，人體穴位的變化，對人的

智慧、思維及體能也產生直接的

影響，繼而引發人的命運及周身

環境的變化。

說到穴位，喜愛看武俠小說

的人應該並不陌生。那些小說裡

描寫的武功高手，無不是點穴神

人。甚麼笑穴、癢穴、定身穴，

只用手在不同的地方輕輕一點，

立竿見影。穴位，真的有這麼神

奇嗎？

穴位，學名腧穴，指人體經

絡線上特殊的點區部位，位於人

體經絡的交功敏感點上，多為神

經末梢和血管較多的地方，是中

國文化和中醫學特有的名詞，也

叫穴、穴道。一般認為是在修煉

中國道家功夫，以及中醫通過針

灸或者推拿、點按、艾炙刺激相

應的經絡點治療疾病時接觸的特

定詞語。

穴位，它在人體內分布均

勻，且大小不一。一般最小直徑

在 3 毫米，最大不過 6 毫米。

它由一種含膠量較高的物質組

成，亮而白，且比正常區域要

高，並富有彈性。

我們知道，人的穴位比較敏

感，是表皮對外界反應最強烈的

點，因此，中醫常常採用點穴、

推拿，按摩的形式與手法，來刺

激主導穴位的伸張，達到疏通經

絡，使氣血交流順暢，以達到治

病的目的。實際上，就是利用穴

點對宇宙場能中特殊物質的吸收

能力，致使人的免疫機能增強。

穴點的暢通，使氣流增強，加大

了經絡氣血量與衝擊力度，促使

經絡通暢。

由於各穴位的生理機能作用

不同，對人體產生的影響也不

同。一些長期處於封閉狀態的穴

位一旦開啟，很容易引起人的心

理壓抑和憂鬱。因為這些穴位會

產生一種色素及引起心理變化的

物質，這種物質會使人的思維神

經處於緩慢狀態，從而讓人產生

心理壓抑感。這種心理因素又直

接給人生理上帶來變化進而影響

人體健康。

這些常封閉的穴位有：神

封、承漿、期門、命門、啞門、

承起、強間、紫宮。而心臟病、

腦血栓、精神分裂症等多與此種

穴位有關。這些穴位通常狀態下

不便打開。但也因人而異，若處

於打開狀態，亦可針對其引起的

疾病進行穴位治療，使病情得以

緩解。

而有的穴位開啟後，則能產

生一種會衝擊腦神經組織激素，

使人產生興奮狀態，形成性格

上的改變。如「神台」穴開啟的

人，則極樂意接受新思維，願意

從事一些涉及交誼的活動，接人

待物比較隨和，虔誠，易於使人

接近。這也就是有時觸及某穴

位，使人有極強的情感的原因。

而武術裡所謂的定身術，就是因

為點了某些特殊的穴位，有些神

經接受了穴點的誘導，處於僵直

狀態。

由此可見，穴位處何狀態與

其功能發揮的程度對人的健康、

情緒都有著特殊微妙的影響，甚

至產生人們所說的特異功能的奇

妙現象。

一般人對特異功能都有一種

神秘感，其實這也與穴位的開啟

有著特殊的關聯。

某些人的特異功能，就是通

過特殊的訓練或經歷，而改變了

他身體的穴位結構和開合，而出

現了透視、遙視、預測、診病等

特異功能。

由於經絡、穴位非人眼所能

見，而現代科學唯物至上，對一

切看不到、摸不著的東西全盤否

認。而在探索人體生命科學的奧

秘中就會發現，偶然的機遇，突

然的動作，無意的撞擊，都有可

能將身體的特殊穴位於瞬間被神

奇的打開，人體通過穴位與同宇

宙信息連接，迅速的捕捉到宇宙

中漂泊動盪的各種信息團，這

種信息團被人接受後，可開發

出人的潛意識，從而使人出現

特異功能。

中國古人對宇宙與人體穴位

對應關係已經有了深刻的認識，

許多穴位都是以天體的名字來命

名的。而在現代，也有許多中國

古老文化的傳承者，在研究穴位

點的基礎上，發現了更多神奇的

奧秘。

元和初年，齊君房來到錢

塘。時值災荒年，無依無靠的他

只好每天到天竺寺去討飯吃。有

一天，他面對江水不禁悲從中

來。此時，一位西方僧人走來，

對著他笑道：「法師，嘗到秀才

在外旅遊的滋味了吧？」齊君房

回答說：「旅遊的滋味已經嘗夠

了，『法師』這個稱呼可太荒誕

了。」僧人說：「你不記得在洛

中同德寺講《法華經》的事情了

嗎？」

齊君房說：「我活了四十五

歲，只往返於吳楚之間，從來

沒有渡過長江，因何有洛中一

說？」僧人伸手從口袋中摸出一

枚拳頭大小的紅棗，遞給齊君

房：「這是我國出產的，吃下去

可以知道過去和未來的事情，

豈止生前的事呢！」齊君房餓極

了，想也不想就從僧人手中把棗

拿過來吃了下去。

吃完後覺得睏倦，就枕著石

頭睡著了。一會兒他醒了，前

生之事歷歷在目。同德寺講《法

華經》一事，更如同發生在昨天

一樣。齊君房流淚向僧人施禮

問道：「震和尚如今在哪裡？」

僧人答：「鑽研佛經沒有達到頂

峰，再度到蜀地做和尚。現在已

經斷了塵緣了。」齊君房再問：

「神上人現在何處？」僧人回答

說：「以前的心願未能了結，聽

說又做法師了。」齊君房又問：

「悟法師在哪裡？」

僧人回答：「您難道不記得

他在香山寺石像前玩笑間許下的

志願嗎？假若不能達到了悟無上

菩提的境界，就要成為有權勢的

將相，前不久聽說他已經做了大

將軍了。當時我們五個雲遊僧

人，唯獨我得以解脫，也只有你

還是個受凍挨餓的人哪！」

齊君房問道：「我四十多年

來，每天只吃一餐飯，只有一件

粗布衣服。人世間之俗事，早就

想同它斷絕牽涉。為甚麼總是

不能功德圓滿反而受難到現在

呢」？

僧人回答說：「你曾在佛堂

之上大講異端邪說，使弟子們產

生疑惑，歪曲佛經真義，使禪味

沾染了膻味。雖然你講經聲音渾

厚響亮，但始終不能修成正果。

正因為你身斜影歪，所以得到了

如今的報應。」

齊君房恍然大悟：「如今

我應該怎麼辦呢？」僧人答道：

「事到如今，我也沒有甚麼辦

法。前世之事，希望能夠對你

有所警戒。」說著伸手到口袋中

拿出一面鏡子，鏡子的背和正

面都晶瑩剔透。僧人對齊君房

說：「要知道貧賤的差別，苦樂

的短長，佛法的興衰交替，我們

教門的前途，可以看一看這面鏡

子。」

齊君房拿過鏡子仔細觀看。

過了很久向僧人道謝說：「報應

的因果，榮枯的道理。我都知道

了。」僧人將鏡子收入口袋裡走

了。剛走出十多步遠，便蹤跡皆

無。當天晚上，齊君房便到靈隱

寺，剪掉頭髮受了戒，取法號為

「鏡空」。

天文學家們對星際天體奧

陌陌有了新的認識，曾經被認

為是太陽系內的一顆彗星或一

顆小行星的奧陌陌，也有可能

是來自外星球的一枚探測器。

奧陌陌來自於太陽系外，

全長 400 米，形狀像一根細長

的捲菸，飛行速度遠超彗星，

達到了每秒 35 公里。當時天文

學家們認為它是太陽系內的一

顆彗星或一顆小行星，是因為

人類用最先進的觀測器，也很

難發現遙遠距離之外如此小的

奧陌陌。等到發現時，它已經

進入了太陽系。

在我們的銀河系中，像太

陽那樣的恆星多達 1 千億到 2
千億個，而每個恆星之間相距

遙遠。從太陽到最近的恆星之

間的距離為 4.2 光年，用目前

人類製造的最高速的行星探測

器，每秒 17 公里的旅行者 1 號

去飛行，這段距離要花上 7 到 8
萬年。

美國哈佛大學天體物理學

中心的天文學家亞伯拉罕．勒

布教授在 2018 年 10 月表示，

奧陌陌的加速很不自然，無法

用太陽的引力作用以及氣體的

噴射力來解釋，他認為奧陌陌

應該是外星人製造的探測器，

利用人工裝置接受太陽能來推

進飛行速度。

2010 年日本發射的空間

探測器 IKAROS，就是在宇宙

空間中通過張開的太陽帆來接

受太陽能從而成功地推進了飛

行，勒布教授說，奧陌陌應該

也安裝有類似的裝置。

日本天文學家佐籐幹哉認

為最有可能的是，這樣的天體

以一種人們所不知道的動力飛

到了太陽系內。但由於目前所

能掌握的數據太少，佐籐幹哉

說也不能完全否定奧陌陌是外

星人探測器的這種說法。

天文學家們寄希望能夠再

次發現同樣天體，進行仔細觀

測後得出正確的結論。

◎ 文：青蓮 圖：Fotolia

與天體對應的人體穴位  

天外來客或是
外星探測器？

◎ 文：天羽

曲解佛法的報應
◎ 文：紫雲

中國的道家講究天
人合一，認為人與宇宙是
一個有機的整體。而人體
本身就是一個小宇宙，遍
布在人體中的穴位，就像
宇宙中有序排列的星體一
樣，是宇宙形體對應人體
的縮影。

上

古人對宇宙與人體穴位對應關係

有了深刻的認識，許多穴位都是

以天體的名字來命名的。

唐朝年間，有個叫齊

君房的人，自幼家貧，雖

刻苦攻讀卻無成就。流

落於吳楚一帶，經常挨餓

受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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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道臺（Preikestolen）

極光那不似人間的
畫面，讓人總覺得很神
奇。近幾年，自助旅遊
圈忽然吹起一股「極光
熱」，從一開始最大力
推動極光旅遊的冰島，
一路燒到芬蘭、挪威、瑞
典、加拿大，看極光竟然
變成好像到山上賞花那
般容易達成。

別 人 大 費 周 章 不
遠 千 里，就 為了傳 說
中的極 光 女 神歐 若 拉
（Au ro ra），我就住在
瑞典有地利之便。趁著
年底 有空 趕 緊 安 排假
期，選 定 瑞 典 追 極 光
最有名的小鎮阿比斯庫
（Abisko），來趟五天四
夜的追極光之旅。

這天我們運氣很好，天氣晴朗，

厚厚的白雪躺起來非常舒服，跟狗狗

玩耍後捨不得進帳篷，又在外頭拍了

一堆雪天使照片。原本只是為追求新

鮮與刺激感而報名的活動，最後竟然

獲得滿滿的療癒感，如果有機會來到

極圈地區，絕對不要錯過這個體驗。

白天的活動只能算小插曲，每天

晚 上 的 追 極 光（Aurora Hunting） 才

是阿比斯庫小鎮的重頭戲。一般來說

追極光有幾個原則：一、晚上八點到

十二點是極光出現的時段；二、觀賞

地點光害越少越好；三、白天如果下

過雪，晚上雲層散去便容易看到極

光。但即使掌握這些原則，在追了四

天極光後，我的心得是：「追極光全

憑運氣。」

在民宿遇到好幾位旅人，好不容

易安排了假期來到這極北之北，卻

因為氣候不佳或是運氣不好，在這

極光命中率超高的小鎮仍然無緣看到

極光，失望而去。這聽得我們七上

八下，每天祈禱極光女神願意大發慈

追極光  

考驗耐力、毅力和運氣

▲滿天的輝光，綠、白、黃、紅輪番變色，好像彩帶一樣在天空飛舞旋轉。

拜見歐若拉女神拜見歐若拉女神 下

瑞典極光小鎮瑞典極光小鎮

◎文、攝影：賴宛琳

▲看極光的回憶足夠跟旁人講一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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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願意讓我們一窺她的美麗身影。

第一晚雲層太厚，看不到任何

極光。第二晚大風雪，無法出門。

第三晚決定換個地點，徒步 40 分鐘

到荒郊野外（遠離所有光害），在空

地上發抖兩小時，只看到淡淡的綠

光，這天非常失望，覺得此行要跟

極光擦身而過了。

第四晚又換個地點，爬上小鎮

旁的小山丘，在空地繼續發抖。佇

立寒風中相當考驗意志力，但想看

見極光沒有秘訣，唯獨需要耐心等

待。一邊猶豫要不要下山回民宿收

行李，一邊又不甘心不知按了多少

次快門。忽然！一道綠色光暈在天

際閃現，歐若拉女神就這樣無預警

地現身 ! 然後越來越亮，越來越大，

過沒幾分鐘已布滿整片天空。滿天

的輝光，綠、白、黃輪番變色，好

像彩帶一樣在天空飛舞旋轉。有時

候我甚至好像看到有亮晶晶的小人

在極光帶上跳動，一閃一閃的。

極光每天晚上發生機率不同，

無法精準預測出現時間。伴隨著我

們的追極光的耐力、毅力和運氣，

幸福總是來得很突然——看到極光

讓我們感動不已！當下我們又叫又

跳又笑無比興奮，原來夢想成真欣

喜若狂會是這般感受，深刻感動與

激情很難用言語描述，當下內心的

澎湃只有自己明白，絕對絕對是畢

生難忘 !

▲定制自己的紀念品極光

明信片、杯子。

▲坐狗拉雪橇是一定要體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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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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PRICES INCLUDE ALL TAXES AND FEES AND ARE PLUS GST ONLY. THE 0% OFFER VARIES BY MODEL AND HAS TERM AND DOWN PAYMENT RESTRICTIONS AND IS OAC. ALL REBATES HAVE BEEN 
APPLIED TO THE ADVERTISED VEHICLES ALREADY. ONLY ONE OFFER PER CUSTOMER AND THEY CANNOT BE COMBINED AND HAVE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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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567.8888
www.southpointetoyota.com

2018 CAMRY HYBRID STK#P80146

$29,888*
OR 0%

Loaded, New

$33,335*

2018 RAV4 XLE AWD “HYBRID” STK#P802531

$34,988*
OR 0%$38,905*

2018 PRIUS C STK#P860445

$19,988*

Loaded, 
Hybrid

$24,204*

2018 TACOMA STK#P802363

$38,800*
OR 0%

Double Cab,
V6, 4WD
Loaded

$42,249*

2018 AVALON LTD STK#P800013

$38,800*

New, Blowout

$47,504*

2018 HIGHLANDER STK#P80146

$32,888*

Blowout

$38,814*

$2,000 20%

$ 10,000 

LAST
ONE!

LAST
ONE!

ONE DAY SALE! F R I DAY
M A R C H  1 5 T H 

9 A M -7 P M
PUBLIC 
NOTICE

**ALL PRICES INCLUDE ALL TAXES AND FEES AND ARE PLUS GST ONLY. THE 0% OFFER VARIES BY MODEL AND HAS TERM AND DOWN PAYMENT RESTRICTIONS AND IS OAC. ALL REBATES HAVE BEEN 
APPLIED TO THE ADVERTISED VEHICLES ALREADY. ONLY ONE OFFER PER CUSTOMER AND THEY CANNOT BE COMBINED AND HAVE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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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567.8888
www.southpointetoyota.com

DON’T MISS THIS MASSIVE ONE DAY SALE!
F R I DAY,  M A R C H  1 5 T H   •  9 A M -7 P M

2018 CAMRY HYBRID STK#P80146

$29,888*
OR 0%

Loaded, New

WAS 
$33,335*

NOW

2018 RAV4 XLE AWD “HYBRID” STK#P802531

$34,988*
OR 0%

WAS 
$38,905*

NOW

2018 PRIUS C STK#P860445

$19,988*

Loaded, 
Hybrid

WAS 
$24,204*

NOW

2018 TACOMA STK#P802363

$38,800*
OR 0%

Double Cab,
V6, 4WD
Loaded

WAS 
$42,249*

NOW

2018 AVALON LTD STK#P800013

$38,800*

New, Blowout

WAS 
$47,504*

NOW

2018 HIGHLANDER STK#P80146

$32,888*

Blowout

WAS 
$38,814*

NOW

$2,000 FREE TIRES
PLUS

3 YEARS FREE STORAGE*

FREE MAINTENANCE
FOR 3 YEARS

PREPAID ON EVERY SALE!
FREE FUEL 
ON SELECT VEHICLES*

20% DISCOUNT
UP
TO

$10,000 CASH BACK*
UP
TO

PLUS

LAST
ONE!

LAST
ONE!

PLUS!
FOR ONE DAY 

ONLY...

ONE DAY SALE! F R I DAY
M A R C H  1 5 T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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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ED TO THE ADVERTISED VEHICLES ALREADY. ONLY ONE OFFER PER CUSTOMER AND THEY CANNOT BE COMBINED AND HAVE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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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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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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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AVALON LTD STK#P800013

$38,800*

New, Blow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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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04*

NOW

2018 HIGHLANDER STK#P80146

$32,888*

Blowout

WAS 
$38,814*

NOW

$2,000 FREE TI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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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YEARS FREE STORAGE*

FREE 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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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 FUEL 
ON SELECT VEH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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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CASH BACK*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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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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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ONE!

PLUS!
FOR ONE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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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ARD LUM
銷售經理（粵/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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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達

高達

原價 現價 原價 現價 原價 現價

原價 現價 原價 現價 原價 現價

最後一輛

最後一輛

折扣
再加

現金返贈

不 要 錯 過 這 次 超 大 型一 日 促 銷!
週五 3月15日  早9點 - 晚7點

節省

公告 一日大促銷!
週五3月15日 早9點-晚7點

免費加油 
限指定車款* 

免費輪胎

再加 
3年免費存車* 

免費保修

長達3年 
每筆購車提前付清! 

再加!

僅此一日...

◎  文：貫明

（接上期）

精兵善射巧取宋金剛 
單騎神勇大敗王世充

唐武德二年十月，劉武周派大將宋金

剛帶著他的精銳主力二、三萬人南下，圍

困晉州。呂崇茂在夏縣反叛，晉、澮二州

接連陷落，關中震驚。

高祖見勢準備放棄河東之地，退守

河西，李世民上表說：「太原是王業的基

礎，國家的根本，河東富裕是京城的憑

藉。希望藉助臣精兵三萬，必定能消滅、

平定劉武周，克復汾、晉。」高祖於是將

全部關中兵支派給李世民調遣。同年十一

月，李世民率軍隊奔赴龍門關，踏冰渡過

黃河，進駐柏壁，與賊將宋金剛對峙。武

德三年（西元 620 年）二月，宋金剛終

於因為軍眾飢餓而逃遁，李世民率軍直追

到介州，宋金剛排列軍陣，南北七里長，

以抗拒官軍。李世民率精銳騎兵攻擊，賊

眾大敗，追打數十里，尉遲敬德等人，率

領殘部八千人歸降。

武德三年七月，唐軍在李世民的率領

下，出關進攻王世充。王世充率精兵三萬

在慈澗紮陣，李世民用輕騎兵引逗他。當

時眾寡不敵，李世民陷入重圍，左右的人

都非常恐懼，李世民命令左右的人先行歸

營，獨自一人率軍在最後。王世充的勇將

單雄信率數百騎兵夾道進逼，爭先進攻，

李世民幾乎被他打敗。李世民張弓搭箭，

左右射敵，賊眾一個個應弦而倒，李世民

俘虜了王世充的大將燕頎。

李世民率軍進駐青城宮。營壘尚未建

立，王世充的軍隊二萬餘人從方諸門面臨

谷水紮陣。李世民以精銳騎兵在北邙山紮

陣，令屈突通率五千步兵渡水攻擊王世

天策上將

李世民下

充，並趁機告誡他說：「等到雙方交戰時

就放煙，我當率騎兵南下。」雙方軍隊剛

接戰，李世民用騎兵衝鋒，自己挺身衝鋒

在前，與屈突通裡外呼應。賊眾拚死作

戰，多次打散，又多次聚合，從早晨七

點，一直戰到下午一點，賊眾才開始退

卻。李世民指揮兵士追擊，一舉俘獲、斬

首敵軍共八千人。

出其不意生俘竇建德 
攻其不備大破劉黑闥

此後竇建德率兵十餘萬前來援救王

世充，到達酸棗。李世民部將蕭瑀（音

禹）、屈突通、封德彞都感到腹背受敵，

請求李世民退師到谷州來觀看形勢。李

世民說：「王世充糧食已盡，內外離心，

我軍不需攻擊，可以坐收敵軍破敗之功。

竇建德新近攻破孟海公，將官驕傲，士兵

怠惰，我軍當進攻占據武關，扼守山川要

衝。賊如果與我軍爭勝負，我必大破賊

軍。如果賊軍不戰，十日之間，王世充當

會自我崩潰。」

竇建德排出陣勢，從上午七點，直到

下午一點，兵士又餓又累，都坐在陣列

中，又爭著飲水，頃刻間又收斂退卻。李

世民說：「可以攻擊了！」親自率領輕裝

的騎兵追擊引誘敵軍，大軍陸續趕到。竇

建德回軍紮陣，還來不及整頓陣列，李世

民先行攻擊，攻擊所向，敵軍紛紛潰散。

不久眾軍會合作戰，塵土飛揚，呼聲四

起。李世民率史大奈、程咬金、秦叔寶、

宇文歆等，揮動大旗衝入，直接突入到陣

後，張掛唐軍旗幟，敵軍回頭看見唐軍旗

幟，全軍崩潰。唐軍生俘竇建德、迫降王

世充，唐朝統一大業由此奠定。

武德四年六月，李世民凱旋歸朝，在

太廟貢獻俘虜的二偽主竇建德、王世充，

以及隋朝器物、車乘。同年十月，高祖加

封李世民 ——「天策上將」封號。

（下文轉 C2）

率精銳騎兵大敗宋金剛，尉

遲敬德率殘部八千人歸降。

率騎兵打敗竇建德，迫降王

世充，奠定唐朝基業。後凱

旋歸朝，加封為「天策上將」。

率精銳騎兵打敗竇建德舊將

劉黑闥，劉黑闥逃往突厥。

西元621年

西元620年

西元622年

李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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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文接 C1) 同年十二月，

竇建德舊將劉黑闥舉兵造反，李

世民總統全軍向東去討伐他。武

德五年（西元 622 年）正月進

軍肥鄉，分兵斷絕他運糧的通

道，雙方對峙二個月。劉黑闥被

迫急於求戰，率領步兵、騎兵二

萬人迫近唐軍。李世民親自率領

精銳騎兵，首先攻破了他的騎

兵，然後乘勝衝擊、踐踏他的

步兵，賊兵崩潰，斬首一萬餘

人。先前李世民派人築壩堵塞上

流河水，使水流變淺，讓劉黑闥

得以渡水。等到作戰之時，才命

令挖開攔河壩，大水衝到積水一

丈多深，賊兵已經戰敗，逃到水

中都淹死了，只剩下劉黑闥與

二百多名騎兵逃到突厥。

德才兼備 千古一帝
在中國五千年歷史上，唐朝

是中華國力鼎盛的時期，科學、

技術、文化、教育等，在世界上

獨領風騷。當時歐洲、中東、日

本等地，都派人去長安學習，周

邊國家則以中國為宗主國，萬國

來朝，重譯款塞。唐朝的強盛與

其文化的復興、建構關係密切，

這一切也得益於唐朝的一代明

君 ——唐太宗。從禮賢下士、

起兵反隋，到即位後的濟世安

民、勵精圖治，唐太宗具有王者

的博大胸懷與超越常人的膽識。

唐太宗不僅在文治武功上卓

有建樹，在詩歌創作上也頗有成

就。他所寫的五言短排〈還陝述

懷〉，構思精縝，音韻鏗鏘，充

滿了浩然正氣：

慨然撫長劍，濟世豈邀名。

星旌紛電舉，日羽肅天行。

遍野屯萬騎，臨原駐五營。

登山麾武節，背水縱神兵。

在昔戎戈動，今來宇宙平。

這首五言短排是李世民率師

平定關東割據勢力，回師關

中時創作的。首聯的「慨然

撫長劍，濟世豈邀名」抒發

了作者的宏偉志向：經歷了

南征北戰，結束了群雄割

據、國家四分五裂的局面，

如今凱旋班師，不禁手撫腰

間的長劍，慨然長嘆。由於

前線將士的英勇作戰，使人

民過上了安定的生活！這一

切都是為了「濟世安民」，

而不是為了爭名奪利。（全

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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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英語

新移民語言培訓

上午 / 下午 / 晚間
課程可選

小班授課
最多15 人

交通便利
靠近輕軌和公交車站

LINC 是免費的語言培訓課程，為符合條件的人士提供服務

18 歲及以上永久居民和公約難民免費參加

歡迎語言等級（CLB）為 1至 4級的人士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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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移民局資助項目

小提琴協奏曲「梁祝」的影

響力不容置疑，被譽為中國民族

交響樂之魂。「梁祝」於 1959
年首演，陳鋼是曲作者之一，而

他的父親陳歌辛當時正被勞改，

陳鋼是家中的長子，承受著極大

的痛苦。

1957年，陳歌辛被打成右
派，發配到安徽山溝裡的白茅嶺

勞改農場，沒甚麼東西吃，瘦得

皮包骨頭，從肉體到精神飽受折

磨，而他的家人也未能倖免。

大兒子陳鋼被冠以「右派孝子賢

孫」的罵名，二兒子陳鏗是數學

奇才，原來在復旦大學，竟被送

到江西去餵豬。幼子陳東年齡尚

小，卻沒有一個完整的家庭，女

兒陳小麗則終日一語不發，夫人

金嬌麗扛起了全部的生活重擔，

過著艱辛的、暗無天日的生活。

就是在這種極度艱難的情況

下，當時在上海音樂學院的陳鋼

卻被學院黨委安排為「新中國」

成立十周年獻禮，創作音樂作

品。難以想像他當時是以怎樣的

心情寫下了這不朽的名篇——小

提琴協奏曲「梁祝」，或許正因

為遭受了如此的徹骨之痛才得以

創作出震撼心靈的聲音，如泣如

訴的旋律裡，揉進了陳鋼多少難

言的心聲與抗爭。

遠在安徽農場的陳歌辛從

廣播裡聽到了「梁祝」，激動

萬分，他讓陳鋼儘快將譜子寄

給他，陳鋼多麼想將作品送到

自己的啟蒙老師——父親的手

裡，可是，在那個年代是不能

實現的。不僅如此，陳鋼的愛

情也在風雨中飄搖，陳鋼與心

上人純真的愛情無法衝破世俗

的屏障，姑娘的家人一致反對

和一個右派的兒子交往，儘管

姑娘情深似水，她的家人卻始

終不同意。陳鋼忘不了那個漆

黑的夜晚，北海公園裡一片寂

靜，心碎的陳鋼不得不與他心

愛的姑娘訣別。就在這時，公

園的廣播喇叭裡竟然飄出了「梁

祝」的旋律，此情此景，竟如

同梁山伯與祝英台的訣別，「梁

祝」竟成了他初戀的絕響。

◎  文 :宮羽扇

天策上將李世民 下

「梁祝」竟然是這樣寫成的

陳鋼的舉世才華與他的父

親陳歌辛密不可分。陳歌辛在

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人人皆知，

是著名的音樂人，「夜上海」、

「玫瑰玫瑰我愛你」、「薔薇處

處開」、「鳳凰于飛」、「永遠的

微笑」、「恭喜恭喜」、「夢中

人」等等優美的歌曲，都出自於

陳歌辛之手，被譽為「歌仙」。

陳歌辛 1914 年 9 月 19 日

出生於南匯縣（今屬上海市浦

東新區），是著名流行音樂人。

陳歌辛畢業於格致中學，曾

短暫跟隨猶太音樂家弗蘭克爾學

習音樂理論及作曲、指揮等。其

後在上海一些中學教授音樂，並

創作歌曲。 1935 年，在上海樂

劇訓練所兼任教職時，創作了中

國第一部音樂劇《西施》。

在老上海時期，陳歌辛聲名

顯赫，當紅歌星周璇所演唱的電

影插曲，至少有三分之一由陳歌

辛譜曲，姚莉、龔秋霞、李麗

華、李香蘭、陳娟娟、白光等著

名影視歌星，也都演唱過陳歌辛

的許多作品。而且他作品的影響

力一直延續至今，鄧麗君、蔡

琴、梅豔芳、張惠妹、羅大佑等

人，也都在演唱會上唱過陳歌

辛的作品，每每唱起都深情款

款。陳歌辛一生共寫了二百多首

歌曲，其中「玫瑰玫瑰我愛你」

還被翻唱成英文歌曲「Rose，

老上海的歌仙—陳歌辛

陳歌辛和夫人金嬌麗（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Rose，I love you」，流行於世

界各地。

年輕的陳歌辛溫文爾雅，英

俊瀟灑，儘管生活非常節儉，沒

有光鮮亮麗的衣著，但渾身仍然

散發著書卷氣質和非凡的才華。

1938 年，陳歌辛任中法戲

劇專科學校音樂教員。在上海任

教期間，贏得了一位女學生的愛

慕，她叫金嬌麗，是個富家千

金，又是學校的校花，然而才子

佳人的相互愛慕卻遭來了金嬌麗

家人的反對，但金嬌麗不顧父母

的阻攔，勇敢的衝破重重障礙，

終於與才子老師喜結良緣，開始

了共同相伴的音樂人生。

之後，陳歌辛與中共地下

黨員楊帆合作，為「新華影業公

司」的電影《兒女英雄傳》中，

譯配了蘇聯歌曲《伏爾加船夫

曲》，還和張昊、鐵錚、鄭守燕

組辦了 200 人參加的大型「歌

詠指揮訓練班」，曾創作抗戰 
歌曲。

此時的陳歌辛不僅對音樂熱

衷，而且也是個熱血青年，心系

祖國安危。

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

日軍占領上海租界。 12 月 16
日陳歌辛被日本占領當局逮捕，

被關進極司非爾路 76 號酷刑折

磨三個月後放出。

這段特殊的經歷卻並未使

他消沉，而是更豐富了他的內

心，激發出更多的靈感用以創

作。1942年的「薔薇處處開」，

1943年的「玫瑰玫瑰我愛你」，

1944 年的「鳳凰于飛」和「不

變的心」，1945 的「夜上海」

都堪稱經典之作。這些看似風花

雪月的背後卻暗含隱喻，表達了

陳歌辛希望抗日勝利，以及對自

由美好生活的嚮往。

1945 年 8 月， 日 本 戰 敗

投降，陳歌辛聽到日本投降消

息之後當晚就寫了《迎戰士》一

曲。 1946 年陳歌辛為慶祝抗戰

勝利後第一個中國新年，以「慶

餘」為筆名創作賀年歌《恭喜恭

喜》，該曲日後成為華人世界最

重要的賀年歌曲。

由於陳歌辛曾進入汪偽政府

直屬的「中華電影聯合股份有限

公司」音樂部工作，也為日軍神

風突擊隊軍歌譜過曲。

1946 年 6 月陳歌辛因「漢

奸嫌疑」被民國政府拘押七天後

被無罪釋放。

抗日戰爭勝利後的 1946 年

底，陳歌辛赴香港投奔夏衍，繼

續著他的創作，這段時間他們一

家人生活非常安逸，其樂融融。

可是，之後的一個決定徹底改變

了他們的命運。

1950 年 4 月，陳歌辛應夏

衍之邀，放棄了香港較優越的生

活，滿懷憧憬和希望重回已是

「新中國」的上海，為崑崙電影

製片廠作曲，那時的他做夢也沒

有想到這一決定注定了他日後悲

慘的命運。

1956 年受楊帆案件牽連，

被上海電影製片廠立案審查，一

度停止工作，後被宣布無歷史問

題，恢復工作。

1957 年在反右運動前並未

發言（一說是《梅花開咯》的歌

名、歌詞犯忌），但也被打成右

派， 發配到安徽山溝裡的白茅嶺

勞改農場，1961 年，陳歌辛連

餓帶病死在了勞改農場。可憐的

他，僅僅回國十餘年的時間，一

位老上海的「歌仙」就這樣悲慘

的長逝於他曾嚮往的「新中國」

的土地上。

1962 年，金嬌麗來到白茅

嶺，她帶去了一隻小小的木箱，

撿回了陳歌辛 206 根遺骨。之

後，在漫長的歲月裡，伴隨她的

只有丈夫留給她的那些歌曲以及

兒子陳鋼的「梁祝」，凝聚著陳

氏父子對自由美好生活的追尋，

終化為美麗的蝴蝶翩翩飛去……

1979年，陳歌辛獲得平反。梁祝化蝶塑像（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陳鋼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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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
外：異鄉。

受：接受；遵從

傅訓：尊長對幼輩的教誨。

傅，傳授知識、技藝等，或是輔

導人歸正向善的人。訓，教誨；

尊長對幼輩的教導。

入：在家中。

奉：謹守。

母儀：母親表現在日常生

活、待人接物等方面的儀態風

範。母，母親；一般稱作媽媽。

儀，與人互動、處理事物時的準

則、態度。

諸姑伯叔：指父親的兄弟姐

妹等長輩。諸，眾多。姑，父之

姊妹。伯，父之兄。叔，父之

弟。

猶子比兒：如同自己的子女

一般去對待。猶、比，好像、好

比。子、兒，子女的通稱。

譯文參考
在外面要遵從老師和長輩的

訓誨，在家裡要謹守母親的儀範

榜樣。對於姑姑、伯伯、叔叔等

長輩，同樣要尊敬；長輩對自己

兄弟姊妹的子女也要如同自己親

生的一樣去對待。

相關經典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出自《孟子．

梁惠王上》，指的是在贍養孝敬

自己的長輩時不應忘記其他與自

己沒有親緣關係的老人。在撫養

教育自己的小孩時不應忘記其他

與自己沒有血緣關係的小孩。孟

子在描述他所理想的社會時說出

這句話，與孔子對大同之世的理

解：「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

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

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

所養。」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

外 受 傅 訓
wài shòu fù xùn

諸 姑 伯 叔
zhū gū bó shū

入 奉 母 儀
rù fèng mǔ yí

猶 子 比 兒
yóu zǐ bǐ ér

千字文 39

蘇 軾（公 元 1037-1101）
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博學多

才，詩詞文章書法繪畫，無一

不精。文章屬「唐宋八大家」之

一。他以詩為詞，開創了豪放清

曠的詞派，對後世的文學有巨大

影響。

西江月：原為唐教坊曲，後

用作詞調。《樂章集》《張子野

詞》併入「中呂宮」。五十字，

上下片各兩平韻，結句各協一仄

韻。 
世事一場大夢：《莊子．齊

物論》：「且有大覺，而後知其

大夢也。」 
幾度：幾次。 
新涼：這裡指清新涼爽的中

秋氣候。 
廊：屋簷下的過道，或者獨

立的有頂的過道。 
妨：妨礙。 
孤光：遠照之月光。《文

選》沈約《詠源中雁》詩：「單汎

逐孤光。」註：「銑曰：孤猶遠

也。」 
盞：小杯子，這裡指酒杯。 
北望：宋楊湜《古今詞話》

謂其末句「北望」為表現作者

「懷君之心」。宋胡仔《苕溪漁

隱叢話》則謂詞末兩句為抒發

「兄弟之情」，「疑是在錢塘 （杭

州）作」。

世間萬事總好像一場大夢一

樣，人生有多少佳節如此清新涼

爽？ 

到了晚上，風聲和葉聲颯颯

滿房廊，看看眉頭和兩鬢斑白如

秋霜。 
酒非好酒，但愁客人因此稀

少，月兒明亮，總有浮雲來遮

擋。 
在這中秋之夜，誰能夠與我

共賞中秋月光？ 我只能拿起酒

杯，悽然望著北方。

西江月是一個詞牌名。亦稱

《步虛詞》、《白蘋香》、《江月

令》、《西江月慢》。取自李白的

詩句《蘇台覽古》「只今惟有西

江月，曾照吳王宮裡人」。西

江是長江的別稱。唐教坊曲，用

作詞調。 
以詞為書信，是宋詞傳播的

一種形式。此詞即是蘇軾與其弟

蘇轍的唱和之作，中秋的這首

《西江月》，情緒卻顯得非常落

寞，應該是寫於因「烏臺詩案」

被貶黃州之時。在這首詞中，蘇

軾以「中秋」這一深具情感意義

的節日為背景，抒寫了遠貶黃州

的孤獨悲苦的心情，同時又在感

嘆時間的流逝中，表達出對人生

歷史的深沉思考，以及對人世真

情的深深眷戀。在清寒孤寂的意

境氛圍的營造中，讀者可以見到

豪放詞人蘇東坡在曠達超然背後

悲情婉約的一面。具體寫作年

代，大概是元豐三年（1080）。 
詞的上片寫感傷，寓情於

景，詠人生之短促，嘆壯志之難

酬。下片寫悲憤，借景抒情，感

世道之險惡，悲人生之寥落。蘇

軾的幾首中秋詞中，本篇自有其

特色。 

語譯

賞析

作者

註釋

宋詞賞析宋詞賞析

我喜歡在課堂上說人生大道

理，講了幾次之後，部分學生們

還滿喜歡聽，總吵著讓我說大道

理。

我看著這些八年級的學生，

心裡投射一點悲，因為他們在浪 
費生命。他們浪擲青春在教科 
書上，其實他們大多數人對於 
書本是毫無興趣的。他們生活

在南臺灣的小地方，環境侷限

了他們的視野。看著他們調皮 
的吵鬧，雖粗魯無文，仍有青澀

的本心，我常常會課外天馬行空

起來。

我說：「同學們，你們知道

決定你們一生成敗、幸福的是

甚麼嗎？」他們說：「努力讀書

以後找好工作。」我笑而不答。

我說：「如果幸福可以靠努力得

來，那就好了。老師覺得，那是

很多大人教你們的，未必是真

的，事實上他們也不清楚答案是

甚麼。不過我告訴你們，答案可

能是兩個字：命運。」

我在黑板上寫下「命運」二

字。「命運可以說是人生的劇

本，當然人人都想寫或想修改這

劇本。人人都想自己的生命是個

喜劇，自己演大富大貴的主角，

非常幸福，問題是很難，因為劇

本不是人寫的。對於人人都想爭

演男女主角的情況，編劇無法讓

人人都如意，勢必得有人起有人

跌。不過這都不打緊，這僅僅是

戲，重點在於你能不能深刻覺察

自己身在戲中。

既然人生如劇本，那便有看

戲的，看戲的覺得千篇一律的劇

本太乏味，所以命運的劇作家總

愛創作一些波瀾、起伏、漩渦、

跌宕、失敗、歡聚……這樣生命

才覺得活得有意思，才能在戲中

覺悟自己、認識自己、認識真

理、認識神，認識超出自己生命

的侷限。這些人會重新定義自

己，解除自己腦中被外加知識的

強制安裝程序，那個安裝程序就

是主宰你命運的，你要反過來主

宰自己，那並不容易。」

八年級生心地非常淳樸，他

們中有很多人眼睛閃爍著光芒，

看著我。我說：「不過人生還是

得順著命運的安排去更新命運，

讓命運之神喜歡你，你得先喜歡

神，認識神，找到自己。老師年

紀大了些，年過 40 歲我才知道

人生靠的是神的眷顧，不是靠自

己，神就是我的命。你們年紀還

小，不要趴在桌上睡著聽課，要

坐起來聽。你現在趴著，以後可

能就都趴著，年紀小要振奮精

神。告訴你們三件事：專注、自

律、有恆。

這是我自己年輕時的缺失，

我喜歡這個、那個也喜歡，天上 
星星多得不知該摘哪一顆好。現 
在我勸你們人生選定就離手，

不要三心二意。專注讓你的精

神聚焦，如同用放大鏡聚焦於 
一點，方才可以把這木頭桌子都 
燒掉。

第二自律就是自己管理自

己。自律比努力更高，努力是勞

身外求，自律是修心內省。能自

律就包含了奮鬥勞作的要素，

還多加了心的鍛鍊，他讓你寵 
辱不驚，不為外邊的事物所迷

惑。我們講古代歷史，你看唐

玄宗、乾隆皇帝，剛開始都是

非常自律，所以國勢達巔峰。 
後來自律性差了，寵愛妃子或

是寵愛佞臣，國勢就由盛轉 
衰。人能自律就會被神所眷顧，

神不喜歡你老是懺悔，悔過後又

犯一樣的錯。神喜歡你自律不斷

修正自我，達到聖的境界，神喜

歡的是想回升的人，不是嘴上賴

著神而僵固不化的人。你求神拜

佛都沒用，只有自律，按照高 

標準去修練自己的心，才能轉變

命運。

第三有恆，就是持續不斷。

如同太陽不會休假一天不放光

明，如同月球不會月休一天不

轉，持續不斷的專注，持續不斷

的自律，把自己改正成一個具備

高精神素質的人，你的生命劇本

自然會改變。因為不會讓英雄人

物去演小兵，也不會讓大智者扮

演頑愚，不會讓大聖演小丑。精

神提升後你的物質環境也會提

升，心轉境轉，當你本質顯現汙

濁便洗去，遮不住你的真性，因

為本質決定了一切。下課！」

課堂上講「命運」
◎ 文：東洲

西江月
作者：蘇軾

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新涼。

酒賤常愁客少，月明多被雲妨。

夜來風葉已鳴廊，看取眉頭鬢上。

中秋誰與共孤光，把盞悽然北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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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定順牙醫診所 全科
牙醫

113-8120 Beddington Blvd NW Calgary （由華埠乘坐 3、300、301 號巴士可直達）

電話：403-275-4000
網址：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電郵：admin@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植牙和拔除智慧齒比你想像便宜
過程比你想像輕鬆

本診所自 2016 年擴充至 6,000 餘呎，擁有最新設備及儀器。備國、粵、英語醫生團隊

誠懇為你提供一條龍服務。從普通家庭保健到複雜的明星牙美容、根管治療、隱形正牙、

牙橋、牙周病及兒童牙痛治療等都能精心護理。種植牙患者更可享受免費 3D CT 掃描

檢查。本診所服務接受所有保險。

為方便 Airdrie 客戶，歡迎預約黎柱峰
醫 生 在 Sonata Dental (Home Depot 對
面 ) 應診

Dr. Lai     黎柱峰醫生 ( 英、粵、國語 )

Dr. Wong 黃順欣醫生 ( 英、粵語 )

Dr. William Tunison
Dr. Patti Bueckert
Dr. Rok Jeong

專業醫生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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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 3D掃描
3D印模

精準立體定位
對症施治

歷史上有很多以少勝多的戰

役，其中最令人無法理解的就是

淝水之戰。話說公元 311 年，

西晉爆發永嘉之亂，五胡 ( 匈
奴、羯、鮮卑、氐、羌 ) 入主中

原，在黃河流域陸續建立了十六

個國家。這些國家都是短命的王

朝，他們各自征戰，烽火遍地，

民不聊生，最後由氐族前秦政權

統一了中國北方。

永嘉之亂後，西晉殘餘勢力

避難至南方的長江流域，在東南

一隅建立東晉。前秦君王符堅企

圖消滅東晉，統一中國，於是公

元 383 年壓境南攻，史稱「淝

水之戰」。

前秦諸多重臣

反對征伐東晉
公元 382 年，自符堅繼承

大業已近三十年，北方大致統

一，但江淮以南仍由東晉控制，

於是符堅提議要親征東晉。

朝中多數大臣進諫：「不

可。」其中太子左衛率 ( 掌太

子護衛的官名 ) 石越說：「今木

星與土星位居斗宿，福德在吳

地 ( 東晉所在處 )，如果討伐他

們，必有天災，且他們憑仗長江

之險，百姓也服從他們，恐怕是

不能爭征的。」符堅的弟弟符融

也說：「今日伐晉有三個難處：

一是天道不順，二是晉國無罪，

三是我軍征戰頻繁，已見疲態，

百姓也產生了畏敵之心。但是我

所憂慮的還不只是這些，陛下寵

信鮮卑、羌、羯，使他們遍布京

城之地，這些人對我們有深仇大

恨，倘若陛下親征，獨留太子駐

守京師，恐怕會有無法預料的事

情發生，屆時後悔莫及。」

又陽平公融諫說：「『知足

不辱，知止不殆。』自古恣意發

動戰爭的人都會滅亡，況且我國

本屬戎狄外族，而東晉雖然苟延

殘息，卻是中華正統，天意必定

保存他們。」

符堅素來寵愛的張夫人亦

說：「『天聰明自我民聰明』。

上天經由百姓的眼睛和耳朵來鑒

察國君的統治，上天尚且要順應

民意，何況人呢！

如今朝野上下都說晉國不可

伐，陛下若要一意孤行，請問陛

下順應的又是甚麼？自秋、冬以

來，眾雞夜鳴，群犬哭嗥，馬匹

多驚，武庫內的兵器自己會響

動，根據俗諺的說法，這些都是

出師不利的預兆啊！」

不順天道民心

而兵敗於淝水
君王符堅沒有聽從眾人的諫

阻，認為自己雖然不是賢君，卻

也不是昏庸之輩，以強盛的武備

及後援，去攻打一個垂死的國

家，猶如疾風掃落葉，有何攻不

下的？於是公元 383 年，符堅

獨排眾議，發兵長安，親率步兵

六十萬、騎兵二十七萬，以弟符

融為先鋒，大舉南侵；而東晉的

兵力僅有八萬。結果：前秦戰敗

於淝水。( 參閱《資治通鑑》)
「若 欲 敗 時， 當 在 江 湖

邊」，為何童謠能預知天命？據

《晉書 ‧ 天文志》云：「凡五星

盈縮失位，其精降於地為人。歲

星降為貴臣；熒惑降為童兒，歌

謠嬉戲；填星降為老人婦女……

吉凶之應，隨其象告。」說明熒

惑星降臨人間化為孩童，在唱歌

玩耍間，以歌謠預告了天意。

符堅初年，國中有童謠

云：「阿堅連牽三十年，後

若欲敗時，當在江湖邊。」

它預言符堅在位凡三十年，

戰敗於淝水。(《晉書‧志第
十八》)

古童謠的預言 淝水之戰

東門淝水古戰場

淝水古戰場：luchangjiang/wiki/cc by-sa; 其他圖片：fotolia

夢見床下白雞出走

李道人預知未來事

牙牌數的占卜

青浦人鄒簡廷精通蓍龜占

卜。一日，金聖瑞夢見床下有白

雞出走，就請鄒簡廷占卜吉凶。

占卜的結果是：「地中有白

銀，爻象主今夜發動。但此物非

君所有，且尚有大不利。」

金聖瑞心想白銀在床下，不

擔憂被人奪取，於是前往友人家

中借銀兩買香燭雜物，將於祭祀

神靈後發之。此時六月中旬是官

吏的休假日，大雨急驟，因而留

宿在友人家中。

隔日早晨返家，才知西邊的

鄰居夜裡失火，自己的家也被燒

毀了。 

乾隆甲午年，李道人自山東

入京，少宰朱鼎延向他詢問兒子

科考情況？

李道人說：「有田皆種玉，

無馬不成龍。」朱鼎延以為是好

兆頭。發榜時，鄉試第一名是田

種玉，最後一名是馬成龍。

尚書梁清標邀李道人同飲，

同會的有六、七人，請道人預告

今晚的事。李道人即寫了紙片，

放在燭架下。

不久，大夥閒聊關羽的出

處。然後來了封給梁大人的書

柬，打開看無一字，翻閱過來，

字在書柬背面。

李道人便取出紙片說：「客

人皆談論關公。有人送書柬來，

前後顛倒，大可笑也。」眾人皆

拍手。

( 參閱《清稗類鈔》)

人生功名一事，沒有一定的

標準，自古道「文齊福不齊」，

隨你胸中錦繡，筆下龍蛇，如

果命運不對，可能乳臭小兒、

賣菜傭早中進士、舉人了，你卻

還未上榜。就如唐朝時「以詩取

士」，那李、杜、王、孟不都是

萬世推尊的詩祖，可是李白、杜

甫皆不得成進士，孟浩然連官都

沒有，只有王維一人成為進士，

不過那也是因為有岐王李范的幫

襯，才奪得解頭 ( 鄉試第一名 )。
照這樣說起來，人不用勤學

讀書，只靠著命中福分罷了？話

不是這樣說的，又道是：「盡其

在我，聽其在天。」只是這些福

詩云： 人生凡事有前期，尤是功名難強為。

信與不信 命從此分

       多少英雄埋沒殺，只因莫與指途迷。
分襯搭著你的努力，終究容易得

到，這也是常理。

所以有此一說：「皇天不負苦

心人。」畢竟是水到渠成，應得

的多。

與你講個科場中的事例。

湖廣有個舉人姓何，在京師中會

試，偶然進入酒坊，看見一夥青

衣大帽的人在飲酒，說話半文

半俗，氣質假斯文帶些光棍腔。

何舉人另在一座，自斟自酌，這

些人見他獨自一人，便來邀他同

坐，何舉人沒有拒絕，跟著他們

一起歡暢快活，吃完後就散去。

隔了幾日，何舉人在長安街

經過，見一人醉臥路旁，衣帽多

被塵土染汙。仔細一看，認得是

前日酒坊中喝酒的其中一人，也

是何舉人忠厚，見他醉後狼藉不

像樣，走近身扶他起來。

那人有些醒了，睜眼一看，

見扶他之人，便哈哈笑說：「相

公造化到了。」

於是從袖中解出一條汗巾，

汗巾裡結裹著一個兩指大的小

封兒，對何舉人說：「可回住所

自看。」何舉人回到寄宿處後，

心想也不是甚麼機密勾當，竟在

眾人面前拆開來看，是六個《四

書》題目，八個經題目，共十四道

題。同寓人見了問道：「題目哪

裡來的？」何舉人便將事由說了一

遍，又說：「我也不知他哪裡來

的？」同寓人說：「這是光棍們作

假哄人的，不要信他。」

獨有一個姓安的心裡道：

「便是假的又何妨？當作練習也

是好的。」就與何舉人每題各做

一篇。

後來進入試場，六個題目都

在這裡面，都是預先練習過的，

於是兩人皆科舉考試及格。

原來這個醉臥的人是大主考

的書辦，在他書房中抄寫了這張

題目，醉眼朦朧中見何舉人攙扶

自己，心中喜歡，便給了他。也

是何舉人機緣輻輳，又攜帶了一

個姓安的；其他同寓不信的人，

可不是命裡不該有，而當面錯過

了！有道是：「醉臥者人，吐露者

神。信與不信，命從此分。」

( 參閱《初刻拍案驚奇‧卷

四十》)

牙牌，是一種用象牙或骨、

角等製成的玩具，相傳起於宋宣

和時期，其來久矣。

近代有《牙牌數》一書，借

用牙牌來占卜，就像是古代的棋

卜、摴蒱卜之類的。

光緒己卯 (1879 年 ) 江南鄉

試，江蘇無錫多位讀書人於榜前

占卜牙牌數，得辭云：「大開圍

場，射鹿得獐。顧盼自喜，中必

疊雙。」當時無錫縣考中的有兩

人，一個姓顧、一個姓章。顧字

明顯見於數中，而「射鹿得獐」

則暗喻章字，真是巧合。

( 參閱《清稗類鈔》)

◎ 編輯整理：夏泠

◎ 編輯整理：蕭湛

◎ 編輯整理：夏泠

◎ 編輯整理：夏泠

◎ 編輯整理：宋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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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rized Taoism

Zhang's many writings, including Da 
Dao Lun, Xuan Ji Zhi Jiang, and Xuan 
Yao Pian, were all very popular with 
Taoists later on.

His most significant work, however, 
was Wu Gen Shu, a collection of twenty-
four poems aimed to inspire people to 
start cultivation. In these poems, Zhang 
compared happiness in the secular world 
to a rootless tree that couldn't sustain 
itself for long. In order to escape this 
predicament, said Zhang, people must 
cultivate themselves.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of Taoism 
had been very mysterious and obscure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wording, and 
was therefore not widely read. Through 
the catchy rhythm and simple format of 
his poems, Zhang made Taoism more 
accessible to the common people.

His writing turned Taoism from an 
inaccessible belief to a ubiquitous practice 
that  was followed by emperors and 
commoners alike.

Tai Chi–A Lost Cultivation Way 
of Mind and Body

Beside having calm and relaxed 
movements and finding a balance between 
strength and flexibility, Zhang's Tai Chi 
also emphasizes internal cultivation. It 
is practiced for self-defense and also to 
achieve an extended lifetime.

In recent decades, Tai Chi has attracted 

Founder of Tai Chi: Zhang Sanfeng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ere 
are many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tournaments, and large-scale performances 
dedicated to Tai Chi each year. It's also 
been depicted in many movies and TV 
programs.

But the practice has strayed far 
from Zhang's original teachings – it has 
become a physical exercise that is not 
very effective for either self-defense or 
longevity.

As a genuine cultivation practice, 
Tai Chi is not just about the movements; 
the improvement of one's mind and moral 
character is far more important. Taoism 
believes in having a pure mind with no 
intentions. Without cultivating the mind, 
the Tai Chi exercises alone are not enough 
to better the body.

Some well-known Tai Chi masters 
don't even try to meet this basic requirement 
of cultivation, and their minds are clouded 
by worldly desires. For this reason, no 
matter how diligent their exercising, they 
will not find Tai Chi very effective.

Over the years, some people have 
come up with different styles of Tai Chi 
and tried to become popular by changing 
the movements. But Tai Chi itself is very 
intricate, and cannot be easily changed. 
These Tai Chi spinoffs have also caused 
the general efficacy to erode.

The genuine Tai Chi that Zhang taught 
has long been lost. It is a shame and a 
disappointment to those who truly want to 
cultivate.

武當山太和宮金殿

太
極
拳
習
練
者
眾
多

「凡樹有根，方能生發，樹若無根，

必不長久。人生在世，生老病死，百慮憂

心，百年歲月，轉瞬即逝，如樹之無根

也。」張三丰作此丹詞二十四首，以「無

根樹」為名，叫醒世人，使其看破浮生夢

幻，早修性命耳。

下面是《無根樹》的第一首：

無根樹，花正幽，貪戀榮華誰肯休？

浮生事，苦海舟，盪來飄去不自由。

無邊無岸難泊繫，常在魚龍險處遊。

肯回首，是岸頭，莫待風波壞了舟。

丹詞開宗指出人生貪戀榮華富貴，猶

如在苦海裡漂泊的小船，時常處在危險之

中，規勸世人要超脫名利，及時修煉，

「莫待風波壞了舟」。

千百年來道家理論玄奧，文字晦澀，

不能為社會所廣泛接受。張三丰採用歌詞

的體裁、通俗的文字，把玄奧的修真理論

化為膾炙人口的曲詞《無根樹》，對後世

修道者影響很大。

張三丰所創的太極拳是一種性命雙修

的功法，注重內修，動作沉穩，神意悠

然，剛柔相濟，以靜制動，既可搏擊，又

可長生。現在世界上研習太極的人非常

多。大家在國際上經常看到太極比賽、大

型太極團體操表演，表現太極的影視劇也

很多。太極越來越盛行，但離當年張三豐

的真傳卻越來越遠，已變成了太極操，既

難實戰，也難長生。人們發現：近代太極

「名家」平均壽命只有 70 歲左右，這離

「觀耄耋能御眾之形」相差太遠，這是甚

麼原因呢？

提起修煉，現代人多數以為就是練

功（做動作），這是非常片面的認識。從

歷代著述來看，練動作是次要的，修心才

是主要的。道家經常講「清淨無為」，佛

家講「清心寡欲」，都是把修心放在第一

位。可見，只有戒掉在人中的各種慾念，

如名利、爭鬥、妒嫉等，才能真正達到心

裡清淨，然後才能入定，再由定生慧，才

能修成正果。

現代還有人在名利心的作用下，或迎

合時尚，或標新立異，隨意篡改太極拳動

作，胡亂編一些東西騙人。真傳拳法招式

裡面都有玄機，是不能隨意改動的。現代

又有幾人能知呢？（全文完）

太極祖師張三丰
◎ 文：Gu Yunlong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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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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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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目前 25 歲，前兩年跟我前男友分

手，因為爸爸媽媽介紹一個對象給我， 我
毅然決然的就跟在一起六年的男朋友分手

了。在這之後，現任男友對我很好、很呵

護，他的雙親也很喜歡我，但我還是會想

前任男友，在父母的期待下，我有可能會

在明年底跟他結婚，但是現在我偶爾看他

不順眼，跟他很容易吵架，例如說一件事

情講了一次兩次他沒聽進去，我就會越講

越大聲，之後他也大聲。跟他在一起後，

發現他有性功能的障礙，須要靠吃藥才能

有改善，可能是因為他很怕我，所以導致

他心裡有一些創傷。我也很明白的跟他

說，我還愛前任男友，不會那麼快忘記。

難道結婚都不會跟最愛的人結婚嗎？

我很愛前男友，但是我不知為啥就是沒勇

氣跟他結婚？所以我才會逃。 雖然不敢

跟他結婚，還是很愛他，因為他的家人，

他爸爸是保全，媽媽是工廠作業員，怕嫁

進去會吃苦，是不是我想太多？也許前任

男友現在也已經有女朋友了……

雖然在你的信裡沒提到「現任男友」

有什麼優點讓你毅然決然和前男友分手。

但是，在你和交往六年的前男友分手時，

相信你已經思考很久。當你做下這決定

時，同時決定三個人的未來，雖然，你們

都尚未正式婚嫁，但是，交往與分手也不

能如同兒戲一般等閒視之。

如果，你已經和現任男友論及婚嫁，

請你不要讓兩個男人同時為你受傷。你應

該多花一些時間發現現任男友的好，和他

建立溝通默契，不要讓他「怕你」，並且

再次確認非他莫嫁，與此同時，你將漸漸

無暇想念起前男友。此外，請不要有意無

意在現任男友前頻繁的說「最愛是他」，

對方雖一時接受，但難保成為以後衝突

的導火線。因為情場上，沒有人想以 「備

胎」自居，換個立場設想，你願意嗎？這

樣說很傷人，因為對方並沒有強逼你和他

在一起不是嗎？多看對方優點，是感情長

長久的祕訣。

如果，你仍然在心意上舉棋不定，不

如讓自己冷靜一下，想想自己選擇伴侶的

原則是什麼？有時候，愛情與麵包難以兼

顧，當魚與熊掌不能兼得時，你若三心二

意，將給彼此帶來很大的困擾與傷害，相

信這道理你明白。

「難道結婚都不會跟最愛的人結婚

嗎？」我認為如果對方已經是你的「最愛」

時，你會不計較他的出身、成就，也不怕

貧賤夫妻之苦，所以，當你站在自己的角

度決定六年的感情是否告終時，你的最愛

是「自己」。

沒錯，現實與理想沒能同步時，父母

為你介紹條件較好的對象，你也覺得可

以接受，這是人之常情，無可厚非。人

生就是一連串的選擇，但是請記得「愛你

所擇」，不然，人生將總是充滿遺憾。所

以，不要再想念前男友，默默祝福是目前

最好的方式。祝福你！

◎ 文：曼麗夫人 圖：Fotolia

《婚戀專題》系列轉載文

章，文章內容經作者及相關

媒體授權。歡迎讀者來信交

流，來信可以不需附上真實

姓名與聯繫信息，我們發表

文章時也會將真實姓名替

換，以維護個人隱私。來信

內容版權將屬媒體所有，

編輯部保留來信刪改及是

否刊出的權利。郵箱：fh .

sally.223@gmail.com。歡迎

來信！

曼麗小語：人生就是一連串的選

擇，但是請記得「愛你所擇」，

不然，人生將總是充滿遺憾。

第五日下午，賈政也坐不住了，對王

夫人和周姨娘說：「咱們到園裡看看吧，

說是快整理完了。」丫頭雲兒攙著王夫

人，三人進了園子。放眼一望，不由一

愣，賈政說：「只這幾天功夫，大觀園就

煥然一新！」只見滿園乾乾淨淨，清清爽

爽。草捆和麻袋堆成二座山。男人們坐在

山坡上說說笑笑，女人在柳樹下嘻嘻哈

哈，嘰嘰喳喳。環兒和蓉兒正在人群中發

著紅包。二個長者正在橋上和璉兒說話。

賈政走到他們身邊，璉兒連忙介紹，雙方

互相致禮。賈政說：「感謝鄉親們不辭勞

苦來幫忙，這幾天也沒吃好，睡好，照

顧不周，望諒解。」里長說：「哪裡？哪

裡？我們鄉下人常年吃窩窩頭，青菜，只

有過年過節才能吃白麵饅頭、大米，這五

天來每日吃白米白麵、肉、蛋，天天像過

年，大伙都說這幾天都長胖了。」大家都

笑了。賈政問：「您看，這園子以後如何

管理？」里長往周圍望了望，說：「這裡

景色真好，不僅是個大花園，也是個聚寶

盆。」

這時，賈環，賈蓉等人也走過來了，

聽他們說話。賈政說：「這園子竟能生出

寶來？」里長說：「那邊的什麼村？」眾

人說：「稻香村！」里長說：「那裡的十幾

畝田，土很肥，又靠水，若種出稻子來，

一年的口糧也差不多了；那裡一畝多菜

園，好好打理的話，一年的青菜果蔬就不

要買了，自己種的菜新鮮香甜。那一片河

灘，前幾天我們一看，野鴨、野鵝也有上

千隻，滿草棵裡都是白花花的蛋。如果你

們在那裡餵些雞、鴨、鵝，肉有了，生

的蛋也足夠你們吃了。」賈政興趣盎然，

說：「照柳大哥這麼一說，僅稻香村就能

養活一家子了。」里長說：「還有這一大

片湖水，若種上蓮藕，夏天能看荷葉，荷

花，秋天挖出的藕，吃不完，拿出賣，咱

這京城裡，藕可是稀罕物，能賣個好價

錢。至少也能賣幾百兩銀子。那桃林旁

邊，還有一片空地，若種上梨樹、杏樹，

到了春天，梨花雪白，杏花桃花紅艷艷，

配上那翠柳，真是好看！結的梨、杏、桃

也吃不完。那圍牆邊也可種些棗樹，曬成

紅棗，也很養人；還有那個院子裡，滿是

翠竹，春天也能收些筍子。」眾人聽得入

了迷，賈璉說：「看來這園子真是個聚寶

盆！柳大伯，希望您農閒時多來幾次，

教教我們。」里長笑著說：「只要你們不

煩，我就常來，總之一句話，只要勤快肯

幹，就能生寶 ; 若懶散享清福，還會變成

廢園，鬼園！」

這時忽聽一陣喧嘩聲，眾人望去，只

見園門開啟處，兩位美人和一個年輕公

子走進來。女人們嘴裡呼叫著「青兒！丹

兒！」歡叫著向三人擁去。大姑娘小媳婦

圍住了他們：「喲，這位俊俏風流的公子

是誰啊？」黛玉羞的臉紅。紫鵑說：「是

我姐夫。」「喲，真是一對仙人！」「真

是天設地造的一對」人們紛紛讚歎。鬧

了一會，一位大嫂邊遞過來一個籃子，

邊說：「我們知道你倆喜歡這些，就每人

做了一件，送給你們。略表姐妹們的心

意。」三人一看，滿籃五光十色，有繡花

肚兜、繡花手帕、繡荷包、剪紙 ...... 三
人一件件地欣賞，愛不釋手。「太美了！」

「你們的手真巧！」「太可愛了！」黛玉

說：「謝謝眾姐妹了，慚愧，我們也沒東

西相送，只邀請你們元宵節到大觀園來遊

玩、觀燈！」「好啊！」眾姐妹齊呼。雙

方依依告別。

這裡賈政他們往遠處一望，就這說話

的功夫，山坡上早已空無一人，兩座大

山也不見了。里長說：「他們把東西都裝

上車了。」蓉兒說：「那裡還有東西沒帶

走。」里長說：「那幾筐蛋和幾十隻野兔、

野鴨、野鵝是留給你們當野味吃的。」賈

政說：「你們帶回去吃吧。」里長說：「我

們都帶了。這一點是留給你們的。難怪下

人傳這裡狐狸成了精。我們這次打了三十

幾隻狐狸，一百多隻黃鼠狼，野兔、野

雞、野鴨，共裝了二十幾個麻袋。還有蛇

和老鼠也有幾麻袋。怕你們不會褪皮，我

們都帶走了。我們把幾個假山裡外又搜了

幾遍，野獸連窩端了，你們放心吧！」這

時幾個年輕人向這邊招手告別。那是環兒

他們交的幾個朋友。他們又高喊：「柳大

伯，天晚了，快走吧。」眾人們一齊下了

橋，送他們出去，邊走邊說：「過年時，

帶全村人到這園子來玩。您老秋收後，一

定要來，我們全家等著。」里長說：「我

們柳溪村都是些野景，也不錯。有山，有

水，樹木多，清明節時，城裡的公子、小

姐都來踏青。明年清明節希望你們賈家都

來，我們備好甜酒等著。」又說：「以後

賈府有什麼事，打聲招呼，我們會立即趕

到。」

說著已到園門口。往街上一望，啊！

只見各式各樣的車輛延綿好幾里，車上都

裝的像小山似的。街道兩邊站滿了看熱鬧

的人。只聽一位小伙子大喊一聲：「啟程

了！」脆鞭齊響，車輪啟動，人們都跳上

了車，不斷向賈政他們揮手。直到車隊走

遠，他們才回到園中來，把角門關上。眾

人又順路到近處的怡紅院看了看。只見院

子乾淨整潔，連幾十個廢舊的花盆都擺得

齊齊整整。進到屋內，只見窗明几亮，一

塵不染。那一個個花格子擦得明晃晃的，

桌子上還放著一瓶野花。賈政感嘆說：

「這些人確是淳樸，厚道，幹起活來一絲

不苟。」天漸漸黑下來，眾人才從園中出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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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回 下

大觀園重現風采  賈家人自立更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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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HC，加拿大放貸

款和安居公司（Canada Mortgage and 
Housing Corporation） 上 週 五（3 月 8
日）表示，抵押貸款利率居高不下和經

濟不景氣使得住房市場需求疲軟，2 月份

新屋開工速度放緩。

CMHC 表示，2 月份（季節性調整

後）新屋開工率下降至 173,153 套 / 年，

而一月份為 206,809 套 / 年。業內人士此

前預計的開工率為 205,000 套 / 年。

「作為經濟活動的指示性指標，2 月

份的房屋開工率急劇下降可能會引起渥太

華的一些關注，」道明銀行高級經濟學家

Fotios Raptis 在一份報告中寫道，「儘管

表面看起來 2018 年 1 月起施行的 B-20
（抵押承銷）法規對房屋開工率似乎沒有

影響，但更高的借貸成本和更嚴格的抵押

資格條件可能最終會對新住宅建築開工率

造成影響。」

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CIBC）經濟

學家羅伊斯．門德斯（Royce Mendes）
表示，2019 年新屋建設行情不好，他寫

道：「第四季度住宅投資數據非常難看，

最新的房屋開工數據也不理想。」

「在此前，（新屋建設）有些復興跡

象，連續四個月開工率回升至 20 萬套 /
年以上。但貸款利率居高和更苛刻的貸款

資格審查對市場產生了不利影響，看起

來，全年平均 20 萬套 / 年的開工率不太

可能實現。」

住房開工率整體下降的原因主要是：

2 月份城市住房開工率下降 18%，至

155,663 套 / 年。

高檔公寓、公寓和聯排別墅等城市多

戶型項目開工率下降 20.2%, 至 116,284
套 / 年，而獨立屋開工率則下降 10.6%，

至 39,379 套 / 年。

綜合 2 月份數據，經季節性調整的 6
月期動態年化新屋開工率為 203,554 套 /
年，低於 1 月份的 207,742 套 / 年。

【看中國訊】約兩年前，市議會批准

將高地公園（Highland Park）高爾夫球

場改建為住宅區，擬建 2,000 套住宅。但

該項目受到周邊社區民眾的一致強烈反

對。民眾認為，如果將該高爾夫球場改建

成住宅區，將增加 Confederation 山谷區

的洪水隱患。

為此，特委託獨立第三方進行調查研

究。週五（3 月 8 日）下午，人們期待已

久的聯邦溪 (Confederation Creek) 排水

研究報告發布，報告認為：如果將高爾

夫球場改建為住宅區，將增加中央街街

（Centre Street N.）洪水風險，甚至威脅

未來的綠線輕軌。證實了民眾的擔心並非

空穴來風。

「（研究報告）證實了幾年前我們的

觀點是正確的，」高地公園社區的 Elise 
Bieche 說道。「我們曾向市政闡述過這

些擔憂，但很大程度上遭忽視。我很高興

看到今天這份報告。我感到鬆了一口氣。」

報告中寫道：「Confederation Valley
的地表徑流會導致公眾安全風險」。「如

果允許在山谷內進行房地產開發，這個風

險會變得更加嚴重，更多人會受到山谷中

疾馳而下的水流的威脅。」

該報告還發現，除非高地公園內的上

游排水條件得到改善，否則洪水風險將超

過市級和省級安全標準。

該報告建議市政投資 1.3 億元在 14th 
Street NW、10th Street NW 和 30th 
Ave NW 上 游， 以 及 高 地（Highland 
Park）高爾夫球場建設儲水設施。還建議

投資 1000 萬元加固 14th Street 的路肩，

並監測其他穿過 Confederation Valley
的公路穩定性。其估算的金額，不包含市

政府從開發商手中回購土地的花費。

【看中國訊】據卡城房地產委員會（CREB）數據，目前卡城

獨立屋售價中位數為 456,375 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3.6 萬元，跌

幅達 7.3%。

其他類型住房價格，年初至今也有所下降，鎮屋價格下降了

新屋開工速度放緩
房地產開發被叫停二月份全國CMHC報告
高地公園

卡城獨立屋價格持續下跌
2.4%。高檔公寓（Condos）價格比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6.1%。

房市銷售也一直低迷，到目前為止，今年僅有 2,252 套

房屋轉手。與卡城長期平均值相比，這一數字比 2018 年同期

下降了10.9%。

CREB 首席經濟學家 Ann-Marie Lurie 表示，「銷售活

動仍疲軟 ...... 市場供過於求的局面持續，價格繼續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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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奧運會

還沒開幕，

日本已經率

先拿下一枚

金牌：「奧

運 環 保 冠

軍」！

從垃圾中來的
2020東京奧運獎牌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如果把

扔掉的舊手機舊電腦，堆成一座

小山，這座山裡貴金屬的含量，

可能比全世界產量最高的礦山還

高！具體而言，平均每部智能

手機，含有 0.05g 金，0.26g 銀

和 12.6g 銅；而一部筆記型電腦

的含金量，更是手機的 10 倍之

多！

Tokyo 2020 
Medal Project

歷屆奧運會舉辦國，都需要

動用大量的金屬礦。如 2004 年

雅典奧運會，一共用了 13kg 純

金、1 噸白銀、1 噸黃銅。而到

了 2008 年北京奧運會，更採用

「金鑲玉」設計，額外添加貴重

的和田玉，以體現中國文化風

情。

舉辦奧運從來都不是簡單便

宜的事情，僅獎牌就需要如此龐

大的貴金屬用量，通常得向礦產

公司採購，或靠著「腰纏萬貫」

的珠寶商們捐贈贊助。但是日本

卻不是這麼做的。

日本天然資源缺乏，幾乎無

法避免海外採購這個選項，但從

2016 年開始，東京奧組委就不

斷開會討論，最終想出這個電子

垃圾「掘金方案」，向日本 1.2
億國民發起號召：「舊手機舊電

腦不要扔，捐贈支持奧運、支援

國家！」

這 就 是 2017 年 4 月 啟

動 的「Tokyo 2020 Medal 
Project」。這次東京奧組委的

回收目標為：30.3kg 黃金、4.1
噸白銀、2.7 噸銅。

事實上，當日本政府剛啟動

這一計畫時，還有不少國際社

會質疑的聲音：「簡直是天方夜

譚，根本不可能實現好吧！」、

「打著環保的名義省錢，這屆奧

運會怕是窮瘋了吧！」

但 如

今計劃推行

快 2 年，在日

本國民眾志成城

下，已捐獻出 500
多萬部舊手機，與

4.8 噸其它廢舊電子設

備。所以東京奧組委宣

佈：

金 牌 目 標 已 完 成 了

93.7%，

銀 牌 目 標 已 完 成 了

85.4%，

銅 牌 目 標 已 完 成 了

100% ！

當局預估，最遲今年 3
月底將全部達成所有目標，

令國際社會又驚又喜，

這個環保又省錢的回

收計畫，本身就值得

頒發金牌！

能順利集齊奧

運所需的金銀銅，

這與日本的垃圾分

類回收制度密不可

分。日本的垃圾分

類制度非常嚴苛，特

別是冰箱、電視等電

子垃圾，扔掉前還得提

前登記。如果未經登記就

擅自扔掉，被發現後不僅會

被罰款，嚴重的還有可能被

判刑。

 全世界的難題
 電子垃圾圍城

更「打敗」

了美國，奪

得「電子垃圾

第一大國」。

根據環保組

織的統計顯示：中

國人現在每年平均淘

汰 1 億台的電腦、4000
萬台的電視、2000 萬台

的空調、1000 萬台的冰箱。

這些電子垃圾，一方面

是金屬礦，一方面是環境殺

手。因為電子垃圾中含有鉛、

汞、六價鉻、多澳聯苯和多嗅

聯苯醚等等致癌、致畸、致突

變的有害元素，會對空氣、土

壤、水源造成永久傷害。即

使是一枚鈕扣電池處理不

當，也會導致 1m³ 土
壤的永久破壞。

同 時， 由 於 電

子垃圾中富含貴金

屬，導致了一條地

下產業鏈的形成。

這些業者通過粗暴

拆解和焚燒提煉貴

金屬，一邊牟取暴

利，一邊對環境造成

巨大污染，消耗著自己

的健康。

曾有機構調查發現：中國

著名的「電子垃圾傾倒城」貴嶼

鎮，其附近居住的 1-6 歲兒童均

有血鉛超標中毒的症狀；而在

河北一個電子垃圾集散村，淺

層地表水都無法飲用，全村人

的喝水問題，只能來自於三口

深達 3000 米

的鑿井。和地

大物博的中國對

比，日本算是資源

匱乏。但是在垃圾

的治理問題上，日本

卻足以讓中國仰視。

這背後，有制度的規

定，更有全民環保意識的普

及。如果曾逛過風靡日本的二

手商店，就不難發現：「愛物惜

物」的理念，就像基因一樣深深

烙在日本人思想中。

珍惜舊物 循環再生

日本人對待曾經陪伴過自

己的物品，不是隨手丟棄，而

喜歡送去舊物商店，替它們找

到新的主人。日本很多舊物商

店，不僅沒有二手店的寒磣，

反倒裝修得非常有格調，跟獨

立設計師店鋪別無二致。

舊物店通常也會與洗衣店

建立合作，對舊物品認真清洗

消毒，讓顧客完全不用擔心衛

生狀況。店鋪的工作人員，還

有的是舊物改造達人，將舊衣

物、器具等加以修補、改造，

並賦予他們新的生命。

有的舊物店的經營模式非常

人性化，而且出售的每件物品可

能都有故事。例如東京一家舊物

店就曾有一件裙子，上面有原主

人留下的卡片：「蜜月旅行時購

於意大利，可惜我現在不像當時

那麼苗條了。如果有人代替我穿

上它，我會很開心。」

「這些合金機器人是我童年

的玩伴，跟我一起到過很多地

方冒險，與其讓他們塵封在箱

底，希望他們能繼續陪下一個

小英雄去冒險！」

此外，不少舊物的保存狀

況十分完美，其中不乏 70、80
年代的古董精品。有購買舊物

的買家就表示：「看到它的前主

人保存得這麼好，讓人有種不

要辜負先烈重望的感覺，要一

直好好地對待它。」

如此一來，逛二手店就變

成像逛博物館一樣的有趣，這

些故事也賦予了物品生命，使

它們從垃圾變成有溫度的商

品，也多了一份傳承的價值。

金 牌 目 標 已 完 成 了

銀 牌 目 標 已 完 成 了

銅 牌 目 標 已 完 成 了銅 牌 目 標 已 完 成 了

當局預估，最遲今年 3
月底將全部達成所有目標，

令國際社會又驚又喜，

別是冰箱、電視等電

子垃圾，扔掉前還得提

前登記。如果未經登記就

擅自扔掉，被發現後不僅會

萬台的電視、2000 萬台

的空調、1000 萬台的冰箱。

這些電子垃圾，一方面

是金屬礦，一方面是環境殺

手。因為電子垃圾中含有鉛、手。因為電子垃圾中含有鉛、

汞、六價鉻、多澳聯苯和多嗅汞、六價鉻、多澳聯苯和多嗅

聯苯醚等等致癌、致畸、致突

變的有害元素，會對空氣、土

壤、水源造成永久傷害。即

使是一枚鈕扣電池處理不

當，也會導致 1m³ 土

的健康。

曾有機構調查發現：中國

所以在日本，電子垃圾就和

其他垃圾一樣，能夠得到有效的

回收再利用。然而在中國，就沒

有那麼樂觀了。 2017 年，中國

▲圖為網民構想的東京奧運獎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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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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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邊吉　圖：Fotolia

到韓國的遊人難忘其美食，

傳統韓式湯品更令人回味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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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式湯品

在韓國，這道湯的口味可清湯也

可辣湯，配上一碗飯，就是一頓

溫暖爽口的早餐，也是一般人用

來解酒的傳統湯品。

黃豆芽湯

黃豆芽 1大把、豆腐 1大塊、小魚昆

布高湯 0.8L。

調料：韓式辣椒粉適量、蒜泥 1小

匙、魚露 1小匙、優質芝麻香油 1小

匙、鹽適量。

食材

黃豆芽洗淨瀝乾。豆腐切塊。

高湯煮滾，放入黃豆芽、豆腐、調

料，煮滾，取出 2/3的黃豆芽，轉小

火燜煮 10分鐘。

以鹽調味，放 2/3黃豆芽即可上

菜。

製作高湯：挑除小魚乾的頭部和內

臟。昆布和小魚乾放冷水中，開火煮

10分鐘。昆布先取出。再滾一下，撈

出小魚即可。

作法

這是一道平凡但卻令人驚艷的湯

品。熬煮出味的海帶湯，用料看

似簡單，只要用心熬煮，就能料

理出順口細緻的風味。

海帶牛肉湯

牛肉片 200g、乾海帶適量（約是 1/2
牛肉體積）、新鮮蒜頭 3瓣、優質芝

麻香油 2大匙。

調料：魚露 1大匙、鹽微量。

食材

乾海帶用水浸泡軟化，沖洗瀝乾，

切適口大小。蒜頭切末備用。

使用煎煮兩用湯鍋。乾鍋放芝麻香

油，以中大火炒牛肉片，至七分熟，

加海帶、蒜泥，拌炒均勻。

加 0.8L的熱開水，煮滾，撈除浮

沫，轉小火，煮出湯頭鮮甜味。

再加入魚露，嘗嘗味道，酌量加鹽

調味。

作法

經典國民美食大醬湯，不管是韓

國家庭餐桌上或餐廳，都很常見

到這道料理。湯頭鹹香濃醇，是

下飯的開胃湯品。

蔬菜大醬湯

土豆、洋蔥、香菇、櫛瓜適量、蒜頭

3瓣。調料：韓式大醬 2大匙、韓式

辣醬 0.5大匙。

食材

土豆切厚片，洋蔥、香菇、櫛瓜切

塊，蒜頭切末，青紅辣椒斜切片。

使用煎煮兩用湯鍋，乾鍋放油、蒜

末、洋蔥、香菇，炒出香氣，加入土

豆拌炒均勻，取出備用。

原鍋放大醬，以中小火炒香，加

辣椒醬，攪拌均勻。加熱開水 1L煮

滾，作法的食材放回湯鍋。

湯滾，加櫛瓜煮 3分鐘。起鍋前加

辣椒片、蔥花。

作法

明太魚，鱈魚的一種。明太魚乾

屬高蛋白低脂肪食材，煮湯清爽

鮮香，是韓國人酒後解宿醉、溫

熱暖胃的傳統湯品。

明太魚乾湯

明太魚乾 100g（可在韓國超市選購

已去刺、切絲或切片的魚乾）、白蘿

蔔片、豆腐、豆芽菜、蔥適量、小魚

昆布高湯 1L。

醃料：魚露 1大匙、蒜泥 1小匙、芝麻

香油 0.5大匙。

食材

明太魚乾撕成條狀，放水裡浸濕，

約 10分鐘後把水倒掉。魚乾拌入醃

料，抓均勻靜置入味。

使用煎煮兩用湯鍋。乾鍋放少許

油，以中小火煸香明太魚乾。

放高湯，煮滾。放白蘿蔔、豆腐，

煮透軟。

放豆芽菜煮軟，以鹽調味，加蔥即

可起鍋。

作法

廚
房
小
幫
手

豆腐 
豆腐在韓食中十分普遍，不僅

是各種湯品的萬用配料，也是

韓食五行五色料理中的白色代

表。特別的是，泡菜湯、大醬

湯等味道濃郁的湯品，更是豆

腐的好應用。

魚乾  
韓式料理非常珍視小魚乾所保

存的豐富滋味，擅長以小魚

乾創造菜餚的鮮味。講究的廚

師，為了避免小魚乾的內臟釋

出苦味，會在烹調前仔細將內

臟 一一 剔除。

黃豆芽 
黃豆芽味道清淡，卻能為湯頭

帶來甘甜，是韓國湯品的萬用

蔬菜。相傳韓國古代全州地區

的人曾以黃豆芽治癒了流行性

疾病，從此全州人的餐桌少不

了黃豆芽。

海帶 
海帶含有豐富的鈣和碘，也是

排除體內毒素的好食物，韓

國人用它來為產婦做月子。韓

國料理中，以海帶為主料的湯

品，其鮮甜滋味並不亞於大骨

所熬煮的骨湯。

Tip1

Tip4

Tip3

 Tip2

韓式湯品必備食材 ◎ 文：美里　圖：Fotolia

只要掌握幾種基本食材，

在家也做出美味的韓式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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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

養生 春季養生做得好 
一年保健沒煩惱

春季養生要點

起居調養起居調養

《黃帝內經》提到，春天要

「夜臥早起，廣步於庭，被髮緩

行，以使志生……此春氣之應，

養生之道也」，順應春天白晝逐

漸增長的特點，養生方面應該晚

睡早起，不宜賴床，起床後盡量

多做一些簡單輕鬆的室外活動，

吸取大自然的活力。

運動養生運動養生

春天早晨陽氣初升，應多去

室外活動，堅持運動鍛鍊能舒筋

活骨，通暢經絡氣血，例如：練

氣功、打太極拳、散步、快走

等，有益肝臟健康，保健體內陽

氣。

此外，「肝開竅於目」，我

們的視力依賴肝血的滋養，所以

戶外活動時記得多看綠色遠景，

對肝臟的養護有很大的好處。

穿著方面穿著方面

春天的氣候變化較大，容易

感冒，民間歷來有「春捂秋凍」

之說，因此，不宜過早脫去棉

衣，尤其是小孩、老年人、體弱

者、慢性病患者要謹慎，不可驟

依照中醫「天人合一」

的養生理論，「春夏養陽，

秋冬養陰」，春天自然界

欣欣向榮，應掌握春令之

氣升發的特點，順時養生，

保養體內的陽氣。

心情舒暢，保持平和、樂觀、開

朗的情緒，以使肝氣順達，切勿

暴怒、抑鬱，否則肝氣鬱結，容

易導致神經內分泌系統功能紊

亂，免疫功能下降，而引發肝

病、精神病、心腦血管病、感染

性疾病等。

飲食原則飲食原則

春天飲食宜清淡，少食油

膩、生冷等食物。唐代醫家孫思

邈說：「春日宜省酸，增甘，以

養脾氣。」此因酸能入肝，但酸

性食物有收斂作用，吃太多易使

肝火旺盛，損傷人體正氣和脾

胃，春天應少吃酸性食物，多吃

入脾的甜味食品，有助於養肝、

護陽氣、顧脾胃。

此外，薑、蔥、蒜等辛味食

物，有助體內陽氣升發，以及幫

助散發體內的風寒邪氣，可適當

攝取。但冬瓜、冰冷飲品等寒性

食物則應盡量避免食用，以免阻

礙體內陽氣的生成。

中醫所說的「五色養生」理

論中，青色入肝，春天多吃一些

綠色蔬果，例如：芹菜、菠菜、

花椰菜、綠蘋果等，可以養肝；

多吃當季的青蔥、青蒜、韭菜、

洋蔥等食材，亦能養肝血，滋補

陽氣。

春季護肝食療

養肝茶養肝茶

減。《千金要方》中主張春天衣

著宜「下厚上薄」，既能養陽，

又可收陰。建議採取「洋蔥式」

穿法，注意保暖。

情志調養情志調養

中醫五行學說中，肝屬木，

和春相應，主升發，體內肝、膽

經脈的經氣最旺盛，故春天養生

以養肝、護肝為重點。

養肝首重情志調理，應做到

材料材料：桑葉 1 錢、決明子 1
錢、菊花 2 錢、枸杞 2 錢。

作法作法：所有材料放入杯中，

以 600c.c. 熱水沖泡，再悶 10
分鐘，即可飲用。

功效功效：清肝明目、滋養肝

腎。

當歸枸杞豬肝湯當歸枸杞豬肝湯

材料材料（2 人份）：胡椒、紅

花、肉桂各 1 克，當歸、枸杞

各 10 克，豬肝 150 克、生薑 2
片。

作法作法：材料洗淨，藥材稍

加浸泡。豬肝切片，以清水浸

泡 30 分鐘。先將藥材放入瓦煲

內，加清水 1500c.c.，大火煮

滾，改小火煲約 1 小時，取出

藥渣，放入豬肝於藥液中，煮滾

至剛熟，下鹽、油即可。

功效：功效：當歸能活血、養血、

和血；枸杞養肝明目、補腎益

精。

養肝青蔬瘦肉粥養肝青蔬瘦肉粥

材料材料：制首烏 30 克、芹菜

30 克、菠菜 50 克、豬瘦肉末

50 克、白米 100 克、鹽以及調

味料適量。

作法作法：芹菜、菠菜洗淨、切

好，制首烏洗淨後以淨水熬煮，

取出藥渣備用；白米洗淨入砂

鍋，加適量首烏湯，大火煮沸，

加瘦肉末後改用小火煮 50 ～ 60
分鐘，加芹菜、菠菜，繼續以小

火煮 2 分鐘，加適量鹽和調味

料，拌勻。

功效功效：滋養肝腎、平肝降

脂。

 青色入肝，春天多吃綠色蔬菜。

春季可喝
養肝茶滋
肝養腎。

◎  文：李來桓  圖片：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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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不要任意安

裝明鏡，以免破壞室

內磁場。有時室內為

展現延伸效果，喜歡用明鏡作為

裝飾，但是臥房最好不要裝大面

的鏡子。

長沙發與床不可

放在橫梁的下方，若

是長沙發擺放在橫樑

下，可以用天花板的裝飾阻斷其

沖煞的力量。久而久之，長時間

使用長沙發和床的人，身體易多

病痛。

客廳的動線最宜

開 闊， 視 野 一 眼 望

穿。入門處不宜看到

房間門和後門，否則便有「前面

進、後門出，無法聚財」之患；

走道也應避免直向或橫向的貫通

全室。

除了建築內部，

建築外觀的修飾也是

重要的。有人在屋表

一講到衣櫃歸納，幾乎沒有

人是不頭痛的。買冬裝，冬裝厚

重，收納難。一換季，各種翻箱

倒櫃，想要讓衣櫃保持整潔，更

是難上加難。不要難過，今天家

居君就給大家分享一些高能的收

納方法，讓你輕鬆 hold 住衣櫃

收納這道坎兒。

01、衣櫃分區
第一步，我們先了解衣櫃

是怎麼分區的。衣櫃分區是為

了更好地利用衣櫃的每個空

間，合理的分區有利於我們收

納。如果衣櫃只有好看的外

表，沒有內在合理的分區，那

它就是沒有靈魂的，想要保持

整潔絕對是不可能的。因此，

先做好衣櫃分區，再進行下一

步分區收納是非常重要的。

由下圖可以分析得出我們設

計衣櫃時必須考慮的三點：第一

點是衣物的使用頻率；第二點是

收納物品的重量；第三點是人體

工程學。結合這三點，我們將衣

櫃分為三個不同的區域。

上層區：因為其高度不方便

拿取，使用率低，可以將被子、

過季衣物儲物盒 ( 儲物袋 ) 疊放

或者並列放在上面。

中層區：中層區是存取物品

最為方便的位置，這一層可放置

掛衣桿，根據衣服的長度再進行

長短分區。

下層區：下層區域存取物品

時需要我們蹲下或者彎腰操作，

所以一般都是儲放不常用的物

品。

衣櫃分區後，如何更好地利

用好中層區和下層區的空間呢？

接下來，家居君就跟大家講解衣

櫃收納的實用技巧，教大家巧用

衣櫃收納配件，讓衣櫃收納力一

秒升級。

02、衣櫃收納實用技巧
為了實現衣櫃內部分區的有

效利用，可以選用合適不同種類

衣物的收納配件，如褲架、格子

抽、儲物籃、儲物盒等。使用它

們來分割中層空間和下層空間，

一方面可以讓衣櫃變得更加整齊

有序，另一方面有些配件不是固

定的，在今後換衣櫃的時候，還

可以繼續使用，既環保又省錢。

衣櫃的頂層和底層，一般

比較適合收納換季衣物和床品。 
因為衣櫃每天打開的次數比較

多，其實也有很多灰塵出入，所

以換季衣物和床品，最好用塑料

收納箱或者帶拉鏈、蓋子的布箱

來收納。

不過話說回來，最重要的事

情還是養成好的收納習慣，從哪

裏拿出來的衣物，最後就要放回

去哪裏，平時做到這一點，在換

季整理衣櫃時能省不少力，也不

會覺得衣櫃收納十分麻煩了。

來源：中華衣櫃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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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條家居風水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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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一些突出物如動物頭等大型物

件，從外表看來好像房屋長瘤。

這種意象不好的外裝，也是在居

家風水中應極力避免的。

客廳位置是家人

共用的場所，宜設在

房屋中央的位置；若

因客廳寬敞而隔一部分做臥房則

會影響客廳的風水。

客廳沙發套數不

可 重 複， 最 忌 一 套

半，或是一方一圓兩

組沙發的並用。客廳中的魚缸、

盆景有「接氣」的功用，使室內

更富生機，而魚種則以色彩繽紛

的單數為好。

命中忌水者，家

中不可放魚缸，並非

如外界所認知，只要

放魚缸即可聚財。居住者五行喜

忌須清楚，有特別忌諱者，家中

都應避免。

若是陽台正對大

門或廚房，可將窗簾

長時間拉上以作為阻

絕。出入大門的位置不要正對陽

台，這形成了所謂的「穿心」，

家中會不易聚財，易有破財事。

若是將房屋的平

面 九 等 分， 位 於 正

中那一塊為家中「中

宮」，居家廁所的位置不能在

「中宮」上，將會使家中的財運

與家人身體都不好。

爐灶的擺放位署

不可以對著後陽台的

門或廚房門，這對常

在家中用餐者的健康有損。破解

這個問題，可以在門上裝布簾，

作為阻隔。

遮雨棚的垂簷要

做 成 弧 形、 避 免 箭

形。陽台遮雨棚的垂

簷，不可呈箭形，對常進出陽台

者身體不利。

掌握這兩點收納技巧 
讓你的衣櫃瞬間變大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D6 看資訊 Information 第 45期     2019年 3月14日—3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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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 週
好 去 處好 去 處

Community CalendarCommunity Calendar

2019社會地球科學
這是一個有趣且具教育性的活動，是

提供給學生、家人和年輕族群探索地球科

學的公開機會。免費參加！

時間：3 月 17 日上午 11:30 ～下午

5 點；3 月 18 日上午 8:45 ～下午 2:30
及晚 6 點～ 9 點；3 月 19 日上午 8:45 ～

下午 2:30
地點：Big Four Building, Stampede 

Park
地址：1801 Big Four Trail SE
網址：esfscanada.com

農貿市場St.Partick節
一路敲擊鞋跟來到農貿市場，用踢踏

舞歡慶 St. Patrick 節。 
現場表演時間為：上午 10 點 - Ian 

Gott 愛爾蘭舞蹈學院；上午 11 點 - 幸運

的愛爾蘭競技和氣球；下午 1 點 - Bow 
Valley Fiddlers。所有娛樂和活動都在

Market Food Hall 的主舞台。

時間：週日，3 月 17 日上午 10 點～

下午 2 點

地點：農貿市場，510-77 Ave SE

Southland休閒中心 
體操和攀爬課程

本課程無需預約登記，可自由參加。

體操課適合所有年齡段，有持牌教練

輔導。 7 歲以下兒童需有成人陪同，所

有參加者都必須簽署免責合同。

攀爬課要求 4 歲以上，4-12 歲兒童

必須有成人陪同。攀爬課程之前必須完成

簡介課程。提供訓練器械，所有參加者必

須簽署免責合同。

時間：每週二，晚 7:30 ～ 9 點；每

週日下午 3 ～ 5 點

地點：Southland Leisure Centre
地址：2000 Southland Drive SW

第21屆青少年招聘會
由卡城青少年就業中心（YEC）主

辦，會有 80 多個各行各業的雇主參加。

招聘對象：16-24 歲的青少年。

時間：週三，3 月 20 日下午 1:30 ～

下午 6 點

地點：Big Four Build, Stampede 
Park

地址：1801 Big Four Tr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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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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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3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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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鮮鳳爪
Chicken F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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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9 /LB
was 原價$2.99/LB
Now 特價 $2.09 /LB

梅頭肉
Pork Shoulder

was 原價$3.19/LB
Now 特價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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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9 / LB

雞脾肉
Deboned 

Chicken Thigh

（原華興肉食舊址）

牛仔骨
   Beef Short Ribs

新鮮牛尾
OX Tail

was 原價$7.99/LB
Now 特價 $5.59/LB

難以抗拒的誘惑,
韓式燒烤牛仔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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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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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ef Short Ri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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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