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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哨》曝王岐山回歸神秘原因A7 The secret reason for Wang Qishan 
to be appointed as Vice President

C2 拿下諾貝爾獎的43歲日本「 學渣 」
Koichi Tanaka: The Japanese Nobel prize 
winner who used to be a slacker student

D4 生於高癌家庭, 106歲宋美齡的養生之道
Soong Mei-ling's secret for longevity: born in a 
cancer-prone family but living till 106 years old

3月19日上午現任省

長、新民主黨(NDP)黨領

諾特利(Rachel Notley)
在卡爾加里國家音樂中

心宣布將於4月16日舉行

省級選舉。亞省各政黨即

時開啟了各自的競選活

動。其中最具競爭力的新

民主黨(NDP)和亞省聯

合保守黨（UCP）最為外

界關注。兩黨迥異的施

政綱領，造就了選情上激

烈對抗。亞省飽受經濟

衰退之苦，面對政黨的許

諾，民眾亦開始思考天下

有沒有免費的午餐這類

深度政治經濟議題。

記者林佳綜合報導

新民主黨（New Democratic 
Party：簡稱 NDP）黨領在當

日宣布其黨競選活動開始，高

呼：「愛、希望與樂觀」。聯合

保 守 黨（United Conservative 
Party：簡稱 UCP）黨領康尼

（Jason Kenney）在當日演講時

表示其政綱集中在：就業、經濟

和油管議題。兩大黨之外，亞省

自由黨（Alberta Liberal Party）
黨 領 坎 恩（David Khan） 表

示注重醫保等民生問題，並認

為「性傾向矯正療法」歧視同

性戀，要求立即禁止。亞伯塔

黨（Alberta Party）黨領曼德爾

（Stephen Mandel）則表示在省

內石油等重大問題上，他們不同

於 NDP 和 UCP 代表兩個極端

的政黨，他們會走中間路線。

環球新聞（Global News）3
月 19 日的民調顯示，有 53% 的

亞省人準備投票給 UCP，35%
支持 NDP，支持自由黨和亞伯

塔黨總共佔 7%。此調查是基於

900合法選民的在線或電話訪問。

NDP欲再次執政

新民主黨被外界視為加拿大

的一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聯邦

新民主黨和各省的新民主黨互相

隸屬。新民主黨主張保護同性戀

權利、通過政府規章改善環境保

護、增加企業稅、擴大公共醫療

服務、保護工人的權利包括提高

最低工資等。

新民主黨領導人諾特利是

亞省第 17 位省長，自 2015 年

5 月執政以來，積極推行基於環

保理念而實施的碳稅，以及氣候

變化計畫。諾特利反對給亞省企

業減稅，她說，減稅意味著給了

「富有的企業精英一大筆錢」。

諾特利將經濟多元化措施、

勞工法改革、調升最低工資，以

及增加醫療、教育和社會等核心

服務作為自己的政績，呼籲選民

再次支持她，「卡爾加里癌症中

心正在興建，還會有新的學校和

道路。」

但諾特利的施政帶來龐大赤

字。 2 月 27 日亞省財政廳公布

的財報顯示：省 2018-2019 年

年度虧損預計為 $69 億。

( 下文轉 A2)

         天下有沒有免費的午餐聚焦：

44月月1616日省選日省選 兩兩黨針鋒相對黨針鋒相對

左：現任省長、新民主黨（NDP）黨領諾特利;  右：聯合保守黨（UCP）黨領康尼 （《看中國》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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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文接 A1) 加拿大咨議局則預計亞

省2019年GDP將繼續放緩，低至1.3％，

從全國範圍來看，僅高於新不倫瑞克省。

另據加拿大統計局的調查，2 月份失業

率，卡爾加里排名第一達到 7.6%，紐芬

蘭省聖約翰市（St John's）7.4%，排名第

三的是愛德蒙頓，失業率達 7%。

諾特利認為，之前保守黨執政時，沒

有實現經濟多元化是造成今日亞省經濟衰

退的重要原因。從網絡評論來看，諾特利

的支持者相信，亞省經濟的不景氣狀態是

由於全球油價下跌的大環境造成的。

UCP主打經濟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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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1939 年）以來亞省歷任政府

最糟糕的經濟記錄。」UCP 黨領康尼這

樣評價對手 NDP。
在多個場合康尼表示，UCP 的綱領

是恢復亞省的經濟，將撤銷碳稅，降低企

業稅率，增強投資者的信心，使得小生意

更加容易開張，同時增加就業機會。

UCP 計畫在當選後，將把亞省的公

司稅率從現今新民主黨（NDP）執政時

的 12%，逐年調降至 8%。至 2022 年亞

省將是全加拿大企業稅最低的省份。康尼

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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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減稅的經濟刺激，預計到 2023
年政府稅收將會達到 12 億加元。康尼還

打算取消新民主黨的租賃火車運輸石油計

畫，認為節省的這筆錢可用來彌補第一年

減稅的虧損。

2015 年亞省的最低時薪是 $10.20，
去年 10 月諾特利政府將亞省最低時薪提

高到了 $15。近日康尼表示，如果當選，

他們將把 17 歲及以下年齡工人的最低時

薪從目前的 $15 降到 $13。
與此同時，UCP 擬砍掉各種行政禁

錮，在省級層面實現「小政府」理念。比

如盡量減少經濟領域的法規，期望擁有

全北美最快的行政法規審批速度，使政

府公共部門能專注於提供服務上，而不

是在行政監管上；消除跨省自由貿易的

壁壘，以接納希望在亞省投資和經商的

外省加拿大人。

在其它方面，康尼代表 UCP 提出的

政綱幾乎與新民主黨的完全對立。比如停

止諾特利政府啟動的 K-12 課程評審，康

尼說：「新民主黨根據意識形態來改變學

校課程，我們將停止這種做法。」

對於 UCP 計畫凍結或推倒新民主黨

任內的政策，諾特利向民眾呼籲：「它將

使你的醫保私有化、削減你們孩子的教

育、收回你的權利，並向最富有的 1% 人

士減稅。它會傷害你。」

選情激烈

加拿大的省政府由省民直接選舉產生

的，省政府與聯邦政府沒有上下級隸屬關

係。省內每個選區由公民直接選舉省議

員，得票最高的黨派成為本省執政黨，其

黨領即成為省長。

雖 UCP 目前民調領先，但 UCP 也

面臨各路競爭對手強大的輿論攻勢。加

拿大廣播公司（CBC）近日報導，2017
年 UCP 領袖競選期間，康尼被疑串謀其

他候選人卡拉威（Jeff Callaway），共同

詆毀競選中的主要競爭對手吉恩（Brian 
Jean）。加拿大皇家騎警已著手調查這項

指控。不過，康尼和卡拉威都拒絕承認參

與了此項串謀。UCP 內部執行董事哈林

頓（Janice Harrington）宣稱，康尼和卡

拉威在競選期間的溝通是完全正常的，符

合 2017 年 UCP 領袖選舉的規則。事件

當事人吉恩則沒有發出任何官方聲明來解

釋此事。

聚焦點：財富從何而來

在新民主黨執政之前，亞省保守黨曾

連續 44 年執政，被視為傳統的保守黨鐵

桿領地，亞省也曾被視為加拿大最富有的

省份。但 2015 年省選，亞省人也給了新

民主黨執政機會。四年之後，在亞省經濟

嚴重衰退的氛圍內，誰能夠如何振興經濟

成為了絕大部分亞省人的關注點。

新民主黨所代表的社會民主主義，信

奉社會主義理念，倡導種種免費的好處 :
比如免費大學、免費醫療保健、有保障的

養老金和慷慨的福利計畫。他們承認這種

種好處的來源，是向企業和富有人群徵高

稅。也就是通過政府這個中介，實現財富

的再分配，實現將富有人群的收入轉移到

政府倉庫以及部分流向更低收入的人群。

保守派政黨認為，天下沒有免費的午

餐。維持 NDP 這類政黨所許諾的種種好

處，需要實施高稅收，政府更全面地監管

企業和干預市場。這將削弱私營企業發展

的動力，壓制企業的成長，從而抑制經濟

增長及就業機會，最終使得社會的大部分

陷入貧困。

在政府管理方面，保守派認為，如果

政府集中了龐大的財富和權力，從長遠上

看，能真的將財富和權力轉交給「人民」

的可能性不大。一如英國政治家阿克頓勛

爵（Lord Acton）所說「絕對的權力導

致絕對的腐敗。」

今年亞省省選之爭，折射的不僅僅是

個區域問題。CBC 記者在 2 月 11 日撰

文，標題為：加拿大是社會主義的危險堡

壘嗎？文中提到，卡爾加里大學弗拉納根

（Tom Flanagan）教授表示，現在加拿大

人搬出這個「社會主義」這個詞，代表了

一個重大變化，就是希望它變成主流，讓

人們接受國家進一步干預經濟。此前不

久，美國總統特川普在國情咨文中明確提

出，警惕有人倡導社會主義，美國永遠不

走社會主義之路。可見，左傾之風滲入北

美政治肌體已久。對曾經生活在社會主義

國家的移民們來說，對此方面的認知或許

更為清晰，儘管一個呈現形式是粗暴掠

奪，另一個則戴著民主的溫情面紗。

【看中國記者端木珊綜合報導】四

川成都七中實驗學校食堂食品安全問題

尚在發酵之時，江蘇興化市又被發現有

「問題奶」流入校園。雖然官方宣稱終

止相關企業供應學生奶，但仍無法解除

家長的疑慮。

據大陸媒體《中國青年報》報導，

江蘇興化市一名小學生家長日前發現，

兒子學校發的全脂調製乳已過期。兒子

告訴他，「牛奶是當天上課課間發的」。

該學生奶的生產公司為江蘇太子乳

業。值得關注的是，這已經不是太子乳

業第一次出現上述情況。去年 9 月，

太子乳業有 7 萬杯學生奶大腸桿菌超

標，事發後，「問題奶」被銷毀處理。

同月，另一批次的學生奶再次發現

問題，14282 杯調製乳存在大腸桿菌超

標問題，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

興化市教育局相關負責人宣稱，本

學期開學後，經核查，所有出廠的學生

飲用奶的檢驗項目未發現不合格。因此

恢復使用太子乳業的學生牛奶。但距

離開學僅僅過了幾天，太子乳業「匯良

lactel」牌學生牛奶再次被發現過期。

根據公開資料，太子乳業曾先後獲

得興化市放心消費先進單位、江蘇省學

生飲用奶定點生產企業質量評比優秀定

點生產企業等多個榮譽，是興化市唯一

的乳製品加工及銷售、學生飲用奶定點

生產企業。但在中國學生飲用奶計劃官

網上，獲得多項榮譽的太子乳業卻從未

註冊進入「中國學生飲用奶計劃」。

針對太子乳業的過期乳製品問題，

3 月 15 日，興化市教育局相關負責人

表示，終止太子乳業的學生奶供應，

「剩餘奶款由各學校退還給學生，今後

也不可能再供應其他品牌的學生奶」。

《自由亞洲電臺》引述當地家長伍

先生表示，擔心學校會繼續供應不潔或

品質不好的食物給孩子，因此會叫孩子

在接到學校派發的食物

後，不要立

即吃。

看

聚焦：天下有沒有免費的午餐

陸校園現過期奶
4月16日省選4月16日省選 兩兩黨針鋒相對黨針鋒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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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於3月21日啟程前往歐洲
三國訪問。外電報導說，

習近平這次訪問歐洲，主

要目的是試圖消除歐洲在

一帶一路和華為5G建設
方面的憂慮。但同時歐洲

擔心北京會對歐盟採取

分化政策。

記者鄭貝綜合報導

民進黨挺蔡英文
賴清德尋黨外支持習近平訪歐    歐洲憂被分化

【看中國記者鍾靈綜合報導】

臺灣 2020 總統大選即將打響，

民進黨籍賴清德日前宣布挑戰尋

求連任的現任總統蔡英文，黨內

重量級人物紛紛割席。不過臺媒

發現，賴似乎早有部屬，尋求黨

外和獨派的支持。

現任行政院副院長陳其邁、

總統府秘書長陳菊、立法院副院

長蔡其昌以及民進黨立委羅致

政、陳明文等均先後表態支持蔡

英文。《蘋果日報》致電民進黨

內 68 名立委（包括未宣誓就職

2 人），有 36 人表明挺蔡、4 人

不表態、12 人表示尊重黨內機

制、另有 16 人未聯繫上，並沒

有立委明確表明挺賴清德。

臺媒分析指出，賴清德目前

獲得的支持大多來自「獨派」，

包括美式台獨代表、總統府前資

政吳灃培、日式台獨代表和總統

府前資政辜寬敏、臺灣社社長張

葉森、以及前總統陳水扁也曾提

及自己的政治理念與賴相近。

根據 2 月底世新大學進行的

民調顯示，賴清德的民調支持度

略高於蔡英文。民調指出，如果

國民黨派出朱立倫對戰蔡英文，

朱支持度為 50.2%，蔡英文為

33.6%；如果朱對戰賴清德，則

朱支持度為 49.4%%、賴支持

度為 36.9%；如果國民黨派出

韓國瑜對戰蔡英文，則韓支持度

52.5%、蔡支持度為 33.4%；國

民黨派出韓國瑜對戰賴清德，則

韓支持度 49.4%%、賴支持度

為 36.9%；如果國民黨派出王

金平對戰蔡英文，則王支持度

39.6%、蔡支持度為 34.6%；國

民黨派出王金平對戰賴清德，則

王支持度 34.1%%、賴支持度

為 44.5%，是唯一民調勝過國

民黨的組合。

意大利擬加入一帶一路

習近平訪歐的第一站是意大

利。中國外交部以及眾多外媒

公布，習近平將與意大利簽署

一項沒有約束性的「一帶一路協

議」。目前，歐盟國家中，希

臘和一些東歐國家已經和中國簽

署了類似協議，意大利將是第

一個加入一帶一路的 G7 國家。

英國《每日電訊報》評論作者布

皮 瑞 查 德（Ambrose Evans-
Pritchard）說，「七國集團」的

其它國家都對這個被稱為「中國

特色的全球化」項目保持距離，

他們懷疑中國的計畫背後有戰略

和軍事野心。有分析認為，意大

利倒向中共，背離了歐美對北京

採取強硬態度的新立場，對歐盟

法德軸心表達了蔑視。

路透社報導，意大利此舉令

歐盟尤其是美國感到不滿和憤

怒。意大利總理孔特 3 月 19 日

則表示，他與中國簽署的商業和

經濟協議，不會對意大利的地緣

政治立場產生影響，試圖安撫歐

盟和美國。

此前日本經濟新聞網報導中

說，中國公司不斷向歐盟國家的

基礎設施和高科技加大投資，德

國和法國保持謹慎態度；但中

歐、東歐和南歐國家則希望能獲

得中國的資金。

歐盟對華政策轉變

歐洲理事會將在習近平抵達

歐洲的同一天，討論歐盟委員會

在報告中建議的對華強硬政策，

以及相關的 10 項行動計畫。時

間上的巧合，另外界猜測這是歐

盟的一種表態。

3 月 12 日， 歐 盟 行 政 機

構—歐盟委員會提出對華關係的

「十點方案」。將中國定位為戰

略競爭對手，而不是過往的「夥

伴」。「十點方案」特別包括了

涉及政府補貼和強制技術轉讓

等，要求北京政府遵守世界貿易

組織改革規則的規定，也包括公

共項目招標將與勞工及環境標準

掛鉤，以及重申 5G 移動通信網

絡建設的安全重要性。儘管文件

包裹著外交辭令，比如呼籲歐盟

「加深與中國的接觸，以促進全

球水平上的共同利益」，但是外

媒普遍認為，這其中發出的信息

明白無誤。

對於該方案主要涉及的中國

電信大亨華為，歐盟的一主要成

員國丹麥，其電信營運商宣布，

已經確定使用瑞典愛立信的 5G
技術和設備，意味著華為在該國

遭到了失敗。

此前的 3 月 13 日，北約組

織盟軍最高統帥暨美國歐洲司令

部司令斯卡帕羅蒂提出警告稱，

如果德國與華為合作 5G 基礎建

設，北約部隊將停止與所屬德國

部隊通訊。由於歐洲各國的安全

依靠以美國為主的北約組織，因

此無法忽視警告。

歐盟是中國主要的出口市

場之一，2017 年雙方貿易 5670
億美元，但中國的順差達到

1760 億美元。

美國財金網站 CNBC 近日

發表大西洋理事會執行長凱佩

（Frederick Kempe）的專文，

針對歐盟在習近平訪歐前一天

召開的歐洲理事會一事，凱佩

認為由於歐盟過去缺乏協調一

致的對華政策，這使得北京有

機可乘，交易幾乎完全建立在

雙邊基礎上，而不是與歐盟整

體進行交易，因此在交易中獲

得了最大的好處。凱佩認為在

與北京政府打交道的問題上，

歐盟需要將成員國團結起來，

建立協調一致的戰略。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3月21日啟程前往歐洲三國訪問。(Getty Images & Fotolia)

【看中國記者憶文綜合報導】

波音 737 MAX8 在 5 個月內發

生 2 起空難，美國交通部長趙

小 蘭（Elaine Chao）19 日 表

示，已經要求交通部檢察長審核

美國聯邦航空總署（FAA）對

波音 737 MAX 客機的認證。

與此同時，歐盟和加拿大也表示

對該型號飛機進行獨立認證。

《華爾街日報》報導，美國

當局正在調查 FAA 當初發給安

全許可的程序，司法部刑事部門

檢察官已發出傳票，傳喚一名參

與核發安全認證的人員，意在取

得相關文件和信件往來。

《西雅圖時報》報導，FAA
現任和前任工程師表示，波音提

交給 FAA 關於 737 MAX 客機

新安裝的控制系統安全評估存在

疏漏，FAA 的航空認證也未盡

到責任。

FAA 工 程 師 發 現， 波

音提交的操縱特性增加系統 
（Maneuve r ing  Cha rac t e r i s t i c s 
Augmentation System，簡稱MCAS）
安全評估存在以下問題：

（1）未完整呈現 MCAS 的

全部動力。為防止飛機在空中失

速，MCAS 可旋轉飛機的水平

尾翼，讓機頭朝下。報告稱，

飛機水平翼的轉動角度小於 0.6
度。去年獅子航空墜機後，波音

向各航空公司提供的 MCAS 說

明把角度標成 2.5 度，是原始報

告的 4 倍。

（2）未呈現 MCAS 作用次

數。機頭朝下，飛行員調回手動

把機頭拉回後，MCAS 可屢次自

動下修機頭，在報告中被忽略。

（3）報告將MCAS出狀況時

的評估等級定為「有害」，比「災

難性」低一級，MCAS 靠單一

感應器訊號自動壓低機頭，即便

「有害」級別，也不應如此設計。

波音 737 MAX 的競爭對

手是歐洲空客的 A320neo，但

波音研發晚了九個月。工程師們

表 示，FAA 把 MCAS 安 全 評

估任務交給了波音，並要求自身

的工程師們加快檢查進度。

根據維基百科，波音 737 
MAX 於 2016 年 5 月 4 日 取

得 FAA 與 歐 盟 航 空 安 全 局

（EASA）的認證。

FAA 向美國國會的簡報

稱，波音將修改 MCAS 軟件，

使其根據 2 個感應器的數據發

生作用；並將其作用次數從多次

限為一次；波音還將在機組人員

的飛行手冊中加入 MCAS。

 美加調查波音737 MAX認證

波音737 Max 8（Getty Images）

新方法測「豆腐渣」

【看中國訊】香港地鐵 3 月

18 日發生首次列車擦撞意外，

令社會再度聚焦港鐵安全問題。

去年 8 月開始，沙中線被連續

揭露多項工程醜聞，其中以紅磡

站月臺工程問題最為嚴重。其中

原本的承托月臺的連續牆設計被

擅自減少約 2000 個螺絲頭、接

駁鋼筋被剪斷、更有報告圖則不

符等嚴重問題。

去年 12 月，港府在民怨沸

騰下，終於承諾鑿開水泥牆檢

驗，不過檢驗的鋼筋紛紛宣告不

合格。近日當局接納港鐵公司提

交改良的「陣列式超音波檢測方

法」建議，開始重新檢測沙中線

紅磡站月臺工程的鋼筋。 3 月 15
日進行首批重新檢查後，發現 18
枝鋼筋之中，有 8 枝未達到 37
毫米的標準，不合格率達 44%。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據中國宗教自由和人權狀況

雜誌《寒冬》（Bitter Winter）3
月 18 日報導，長久以來，中共

當局加強打壓宗教，無數寺院、

道觀、教堂等宗教場所遭到摧

毀。位於山西省長治市襄垣縣仙

堂山的世界最大銅坐佛像，已於

去年 3 月被拆毀。

報導指出，這座釋迦牟尼銅

坐像高 59 米，萬佛壁底座高 14
米，內展覽佛像幾千餘尊，連同

基座總高 88 米，相當於 22 層樓

高，由私人投資 3.8 億元人民幣

於 2009 年興建，但在 2018 年

即將完工時，被中共統戰部和國

家宗教事務局以違反宗教條例、

違規建造造像為由下令拆除。

一名佛教徒告訴《寒冬》，

當局大肆拆毀佛像是擔心宗教造

像過多，會強化民眾的宗教意

識，增加信教人數，這是當局無

法容忍的。

世界最大
銅坐佛像被毀

香港地鐵沙中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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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4 月 16 日（星期二），亞

省選民將參加期盼已久的省大選，重新選出

能真正代表亞省民眾利益的政黨來領導亞省

政府。

作為創造就業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亞

省聯合保守黨（UCP）倡導「企業開放法

案」，消除現任新民主黨（NDP）施加於

僱主的巨額成本，恢復職場民主並解決青少

年失業問題。

UCP 領袖康尼上週五（3 月 15 日）在

埃德蒙頓的維也納麵包店宣布了這一消息，

這個家族企業遭受 NDP 新勞動法規重創，

從業人員從 24 人縮減到了 16 人。

「這家麵包店的故事是 NDP 轄下整個

亞省經濟的縮影，」康尼說。「一系列所謂

的新法規導致稅收和勞動力成本激增，給創

造就業的僱主造成了瀋重打擊。結果只能是

企業被迫遣散員工以維持經營。這些政策對

年輕工人的就業影響尤甚，在 NDP 治下青

少年失業率高達 11.7%。」

「NDP 對法定假日工資的新政策，給維

也納麵包店及諸多類似小企業造成損失，其

增加的成本相當於額外支付一個月的工資。

而且從這家企業帳目上看，碳稅成本每月高

達 400 加元。」

康尼說：「新民主黨的政策最終傷害了

他們口口聲聲要幫助的人。」「在過去的九

個月中有七個月失業率在攀升，除了加拿大

大西洋省份以外，我們地區的失業率最高，

家庭平均收入下降了 6% 以上。亞省的年輕

男性失業率從未有過如此之高。」

「不能再這樣繼續下去了。我們需要採

取緊急行動，扭轉局面，創造就業機會。

UCP 政府將傾盡全力創造就業機會。我們

將通過『企業開放法案』，作為下一屆立法

機構的第 2 號法案。」

企業開放法案將保留 15 加元的最低時

薪，並為不足 18 歲的工人引入 13 加元的

「青少年創造就業工資」，鼓勵為經濟尚未

獨立的未就業青少年創造首次就業的機會。

除了一系列扭轉對工資和假期的過度監管政

策外，還將審查所有法規，作為 UCP 減少

行政禁錮計劃的一部分，目標是將政府對企

業監管的負擔減少三分之一。

「企業開放法案」將恢復工作場所的民

主，並使勞動立法恢復平衡，同時保留最近

的變化，這些變化加強了工人的權利，並提

供了更多的同情假。

UCP 還將保留基本服務法規，以及最

近對勞動法的一些合理改變。

康尼總結說：「我們必須保護努力工作

的亞省人的權利和安全，並確保每個想要工

作的人都有工作，我們還必須減少施加給創

造就業者的不必要的成本和行政禁錮。」

「新一屆 UCP 政府將結束 NDP 對企業

（就業創造者）意識形態上的攻擊，並使工

人和僱主之間的關係恢復平衡，」康尼總結

道，「讓亞省人恢復就業，這就是企業開放

法案的根本目的。」

【看中國訊】由於亞省政府的石油限產

計劃和其他挑戰帶來的不確定性，帝國石油

有限公司放慢了 26 億加元油砂項目的建設

速度。

帝國石油週五（3 月 15 日）表示，預

計 2022 年投產的阿斯彭 (Aspen) 項目，現

在可能會延遲至少一年。計劃該項目每天生

產 7.5 萬桶瀝青，使帝國石油的產量達到約

每天 30 萬桶。

該項目是在去年 11 月批准的，當時亞

省政府還未宣布其石油限產計劃。

亞省政府最初下令從今年 1 月 1 日起

將原油和瀝青的生產每天減少 32.5 萬桶，

以應對石油價格的高額折扣，以及管道和鐵

路運力不足的問題。

帝國石油公司董事長兼執行長克魯格在

一份聲明中表示，推遲阿斯彭項目的決定是

一個艱難的選擇，因為在去年 11 月份就啟

動建設了。

「但是，鑑於當前商業環境的不確定

性，我們無法代表股東投資數十億加元，」

他說。「我們今年的工作目標是確保在時機

成熟時我們能有效地恢復原先計劃好的工作

量。」

他補充說，恢復項目原計劃的工作量的

決定將取決於諸多因素，例如「政府後續的

限產行動以及我們對一般市場條件的信心」

等。

帝國石油還表示，「仍然擔心」政府的

計劃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包括對鐵路經

濟的負面影響。

石油限產政策在該省一直存在分歧。

包括加拿大自然資源有限公司和 Cenvous 
Energy 在內的多家生產商支持該政策，而

高度整合的綜合生產商森科能源公司及赫斯

基能源公司則對限產持反對態度。

當亞省的石油價格較低時，帝國石油公

司作為煉油廠賺了更多的錢，但省長諾特利

說，她的政府為工人大眾和擁有資源的亞省

人民做出了最好的決定。

「這不是我們的首選。由於我們無法將

產品運出省，這是一系列不良可選項中最好

的一個，」諾特利說。

卡爾加里警方建議司機，定期

檢查車輛牌照，以確保未被更換或

盜竊。

3 月 1 日，警方在卡城查處了

2 起案件，發現許多被盜車牌。

第一起發生在 Sunalta，警察

發現一輛車的車牌與登記不符，因

此攔截了該車，在裡面發現了 73
克冰毒以及少量的海洛因和可卡

因，2 人被捕。同一天，警察在鮑

內斯（Bowness）的一輛車裡，發

現 28 克芬太尼，少量的冰毒和許

多被盜車牌。

警方表示，「每年卡城大約有

7,000 個車牌被盜」。「被盜車牌

被犯罪份子用於其他犯罪行為，例

如汽車盜竊，搶劫和違規駕駛。盜

賊用被盜車牌偽裝車輛或避免被警

察偵破。」

為防止車牌被盜，警方建議：

用螺絲固定車牌。

不把車停放在僻靜、光線昏暗

的區域。

不要把車頭朝外停放。

泊車後，保持車牌可見。

隨時檢查車牌，確保車牌未被

更換。

一旦發現車牌被盜，盡快致電

403-266-1234 報警。

市政的最新報告報告披露了未來綠

線輕軌建設初步計劃。

該項目的第一階段計劃：從 16 
AVE NW 到 126 AVE S.E.，線 路長

20 公里，建 14 個站點，耗資 46.5 億加

元。計劃 2020 年開工，2026 年竣工。

第二階段計劃實施，將取決於資金

到位情況：

如果籌集資金 2.5-4 億元，那只能

向南延伸 2 個站，也就是從 Shepard 站

延伸至 McKenzie Towne 站。

如果籌集資金在 4-7 億元，就可

以再向北延伸 2 個站，從 16 Ave N 到

40 Ave N。也可用於把南部線路繼續

向南延長 3 站，從 Shepard 至 Auburn 
Bay/Mahogany。

如果籌集資金在 7-10 億加元，有

3 種方案：1，建設 16 AVE N 至 64 
Ave N 段， 共 4 站；2， 從 Shepard
向南延伸 5 站，至 Seton；3，從 16 

AVE N 至 40 AVE N 延伸 2 個站，從

Shepard 至 Auburn Bay/Mahogany 延

伸 3 站，共 5 站。

第二階段工程完工後，綠線輕軌也

只能到達 64 Ave N，這令北部社區的

居民感到失望。

綠色基金會 LRT 主席傑夫賓克斯

稱這些選擇令人失望，「我們認為這對

居住在卡爾加里北部的人來說是一種傷

害，他們為這個項目付出了艱辛的努

力。」

第 3 選區議員 Jyoti Gondek 認為

目前的選擇，「它只注重於成本」、「無

視卡爾加里中、北部一些主要社區的需

求」。她還說「我一直希望它（綠線）

能到達北部終端—160 AVE N」。

帝國石油26億加元項目放緩

UCP倡「企業開放法案」
創造就業

3月15日康尼在維也納麵包店發表演說。（視頻截圖）

阿斯彭(Aspen)項目生產示意圖。

綠線輕軌只延伸至 64 AVE N？

警方籲定期自查

卡城每年數千車牌被盜

3 月 19 日，即將履新的卡城警察

局長紐菲爾德（Mark Neufeld）表示，

提高士氣，改變卡爾加里警察局的文化

氛圍將成為工作重點。

紐菲爾德將在 6 月份之前接替現

任的臨時局長巴洛（Steve Barlow），

走馬上任。

他表示，解決士氣低落，「不會依

賴乒乓球桌和拿鐵咖啡機。這問題可追

溯到價值觀。我們希望建立甚麼樣的組

織，如何向前發展，理解和尊重組織的

多樣性，這些都需要協調達成一致。」

卡城新警察局長：提高士氣需以人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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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最具聲望

的地產建築商

從業超過35年

單  睡  房 二、三  睡  房 尊 貴 套 房

起價小 起價小 起價小萬 萬 萬平呎 平呎 平呎

我們在卡城全市打造混凝土建築，包括最好的裝修和價格！

鋼筋混凝土建築 雪弗龍地板 定制櫥櫃 集成家用電器 優越的西南區地段

早鳥優惠價
限 時 酬 賓 活 動 進 行 中

購房可獲得

以零售價格簽約

折扣

地址 :

電話 :

車位車庫

衛睡房

平呎

套豪華鎮屋
起價

2

2.53

成為
房屋屋主
只需

的全部押金

在超過 30 年的時間裡，Truman，一個基於當地的家族
企業，在卡爾加里和周邊地域打造了眾多優異質量和卓

越工藝的地產建築，其核心理念是讓每個人都可生活得

更好（Live better  ）。我們的願景是使這一理念在現實
中得以實現，為此年復一年，我們努力挑戰自己，通過

革新、講求品質和創造價值來提升行業標準。因此對那

些我們接觸過的家庭，我們有能力豐富他們的生活，因

為我們為你我的家庭而建造。

請與我們聯繫，了解詳盡信息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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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背景：四川省成都

市政府 3 月 17 日召開新聞

發布會，就成都七中食品安

全問題公布調查結果。當局

稱所有送檢樣品只有一項發

霉不合格，其餘均未發現問

題。另外有三名家長遭警方

依尋釁滋事罪逮捕調查。

最新消息稱，官方為給

校方「洗白」，竟找來「10
幾車的假家長」在新聞發布

會上露面。此事在社交媒體

上引發熱議，抗議家長竟成

了「下毒家長」，和不久前

最高法院法官王林清的「監

守自盜」高度雷同。網友質

問，這是否為中國式結局？

對於那些有條件把孩子送出

國受教育但還在猶豫的家長，有

人會說：您還在等甚麼呢？你送

國內的貴族學校與送國外一樣不

少花錢，但也不安全啊！但對於

沒有條件出國的家庭，大家會很

無奈，我們又能做甚麼呢？抱怨

一陣於事何補呢？其實我提的第

一個建議還不是你做甚麼，而是

不做甚麼。就是不做惡。

僅僅不配合做惡一項，就能

讓做惡者的成本大大上升。有消

息說，當局開新聞發布會的時

候，拉去了好幾車假的家長填充

會場，而把真的家長擋在門外。

請問配合演這齣戲的假家長們，

你們都是沒爹沒媽、是從石頭縫

裡蹦出來的呢；還是你們自己是

石頭，不生兒育女的？這種事

你為甚麼要配合呢，這就是在

做惡。

這些假家長可能就是政府機

關的工作人員，上級把這事當成

個任務交待給他們；也許現場也

有一些的這所學校的真家長，覺

得自己家孩子沒有被霉爛食物傷

害，和學校關係也比較好，被勸

說了一下就去填場子了。

請問演這齣戲的假家長，你

能不能不配合呢？和領導說：我

身體不舒服，這個任務請個假不

去了；或者說家裡有急事真的走

不開。找理由推搪的人多了，這

個新聞發布會就開不成，那官

員就要支付更高的成本僱人來

填這個場，造假的成本就大大

上升了。

那些負責刪帖的網管們，能

不能突然鬧個肚子痛跑幾趟廁所

呢，你一天腹瀉去五次廁所，每

次在廁所裡賴 20 分鐘，就能爭

取出大約 2 個小時的時間，真

相在網際網路上多存在兩個小時

就會有多一百萬次的轉發、多

一千萬條的討論，影響擴大一

圈，就讓掌權的造假者去收拾局

面的難度提升了一個等級。也許

你鬧一次腹瀉，爭取來的時間就

讓當局迫於眾怒，多承認一些真

相。你並不需特別做甚麼，你還

是做你現在的事，只是需要找個

理由稍稍懈怠一點。

但是我即使這麼說，還會有

人說難啊難啊，臣妾做不到啊，

上級看得緊啊。

你考慮：你背叛的時候會擔

心別人會配合，這樣你會受到批

評處分，同時也沒法阻止假新

聞的誕生。而你配合，別人背

叛，別人會受到批評處分，因為

你的配合，你的升遷機會將得

到提高。如果你配合別人也配

合，雖然會造成最糟糕的實際

後果，但做惡的責任由所有人

分擔，比起單獨做惡，你的負

罪感能得到緩解，覺得臣妾做

不到，無能為力，胳膊擰不過

大腿。

所以在以個人功利理性出發

考慮問題時，大多數人選擇配

合。於個人的功利來講是理性選

擇，但對群體來講是人人互害、

人人遭殃的最不理性的後果。

我也不能說：你每天早上洗

冷水澡你就會變得勇敢，也沒人

信不是。勇氣從不配合作惡開

始，善良也從不作惡開始。我相

信很多人還是能做得到，話也只

能這麼說。

新品早餐多拿條和中國的油

條在烹飪手法上都一樣，都是把

揉好的條狀麵塊放入熱油鍋中炸

成金黃色後起鍋。

麥當勞的多拿條每根只比手

指長一點，粗細和黃瓜類似，分

為原味和甜味兩種，原味的味道

和口感與中國的油條相似，有華

人說，多拿條就是迷你版的中國

油條。甜味就是原味再包裹一層

肉桂和糖霜。

這款新品「油條」在推出

時，僅在早餐時段限時供應，在

某些銷量很好的地區已經擴大到

全天供應，但目前大部分還是限

時早餐供應。分 6 根裝和 12 根

裝兩種分量選擇，6 根裝的平均

價格為 $1.29 美金，12 根裝為

$2.39 美金。

麥當勞表示，他們的每一根

多拿條（Donut Sticks）都是新

鮮現炸的，以保證香脆的口感！

不少華人在吃過這款早餐後都讚

不絕口。不過在點這個多拿條時

一定要點原味，不要加糖和肉

桂，這樣的口感才會像油條，才

會是華人記憶中的味道！

品嘗了麥當勞的「油條」

後，很多華人認為這是麥當勞為

了迎合華人的口味，才推出的這

款「油條」早餐。其實這只是巧

合。據麥當勞副總裁琳達稱，他

們是在美式甜甜圈的製作基礎上

改良了麵糰的形狀和口味的創

新，沒想到卻給華人朋友們帶來

了驚喜，這可能是麥當勞在推出

多拿條時沒想到的吧！

高三女生田靜（化名）向

《新京報》表示，「聰明藥」售價

約為人民幣 18 元一顆，之前自

己讀書思想難以集中，有人給她

一片指甲大小的白色藥片，說：

「這是聰明藥，有人吃了成績就

變好了，你試試。」她服用 2 個

月後，發現自己上課變得更專

注、更容易學會新知識，考試成

績也擠進班級前十。

不過，在繼續服藥 1 個多月

後，她的身體開始出現異常，出

現掉頭髮、失眠等症狀，母親趕

緊為她停藥，但不料出現頭痛、

噁心，渾身上下說不出的難受。

成績隨即下滑，更出現幻覺、感

覺有人要殺自己。最後田靜到醫

院求醫，才發現原來「聰明藥」

其實是「利他林」（Ritalin），

而且含有安非他命，也就是俗稱

的「冰毒」。

打開內地社交平台，不乏使

用「聰明藥」的經歷和分享。有

高考生記錄自己的「服藥親測報

告」，當中提到，「平常記單詞

每單元十分鐘聽力，需花 20 分

鐘消化，聽兩小時就要休息。

服藥後，連聽 10 個單元近千單

詞，激動得手發抖，不再是思維

跟不上聽力，而是聽力速度跟不

上思維。」

不過該學生稱，服用「聰

明藥」後約半小時，就出現「恐

怖」的感覺，身體十分難受，到

了第二天更感覺自己「虛弱得飄

起來」，吃什麼也沒有胃口。與

服食冰毒後的副作用十分相似。

香港《蘋果日報》引述香港

精神科專科醫生麥永接指出，所

謂的「利他林」（Ritalin）或「專

注達」（Concerta），是一款中

央神經刺激劑，用來治療專注力

不足、過度活躍症（ADHD），

服用後可以改善患者的專注能

力。不過副作用也不少，包括食

慾不振、頭痛、情緒過敏、血壓

上升等，「一定要醫生處方才能

服用。」

廣西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

院腦科主任胡躍強也指出，「利

他林」跟冰毒成分丙胺，有相似

化學結構，效用也差不多，會越

吃越上癮、吃的分量也會越來越

大，警告家長不要隨意給孩子服

用。

事實上，「聰明藥」早已風

靡全中國，不少家長更千方百計

取得藥物。歪風也蔓延至香港，

近年不少家長讓孩子在考試前服

用「利他林」，不少藥房也違規

出售「利他林」。

根據醫療期刊資料，像「利

他林」等類安非他命化學物質，

服食後會刺激中樞神經，產生欣

快感、提振警醒度、專注力和精

神及降低食慾。不過長期服用或

服用高劑量，會令中樞神經失

調、引發精神病，出現被害妄想

症、侵略性行為等，更會導致

橫紋肌溶解症、全身癲癇和顱

內出血。部分人服食後會導致

上癮。

社會萬象

麥當勞新早餐：油條！

霧霾增加糖尿病風險

吃了一顆就變聰明？

中國大陸流傳高考學生服

用「聰明藥」後，成績突飛

猛進、擠進全班前10名，
更引發家長搶購潮。

記者鍾靈綜合報導

學生服「聰明藥」後患無窮

成都七中事件，我們能做甚麼？

【看中國訊】2017 年的一項

研究顯示，中國約有 11% 的人

患糖尿病，面臨全球最嚴重的糖

尿病問題，而一個在中國進行的

新研究發現，長期接觸有害霧霾

增加人們患糖尿病的風險。

根據法新社報導，參與這項

新研究的北京阜外醫院和美國艾

莫瑞大學（Emory University）
人員指出，若長期接觸有污染的

空氣，患糖尿病的風險會升高約

16%。為這項研究，他們搜集

了中國 15 個省 8 萬 8000 多人

的資料，估算出他們對 PM2.5
的暴露的程度。其中的一位研究

人員魯向鋒告訴法新社，「持續

改善空氣品質將幫助中國降低糖

尿病患病率。」

後花園改菜地 
洋女婿傻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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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場上的學生（Getty Images）

文：文昭
【看中國記者蘇菲報導】最

近一名中國丈母娘把種菜技能帶

到了澳州女兒和洋女婿家，把原

本漂亮的花園，變成了滿是香

菜、大蒜、生薑的菜園子。

當地時間 3 月 18 日，澳大

利亞華人楊女士上傳了一則短視

頻，拍攝地點據稱是自家後院。

根據楊女士的自述，她是北京

人，大約 10 年前，她和來自英

國的洋丈夫一起到悉尼定居，約

5 年前買下了這棟房子。

丈夫平時在生活中比較浪

漫，沒事就會種種花草，把花園

打理得井井有條、漂漂亮亮。

不久前楊女士的媽媽來到澳

洲，特別喜歡種菜。今天拔點、

明天拔點；今天挖個坑、明天挖

個坑，將之前她洋女婿辛辛苦苦

種的花花草草樹樹，拔的拔，砍

的砍，換種上扁豆、香菜、大

蔥、大蒜、辣椒……楊女士說，

因為她的洋丈夫工作原因早出晚

歸，平時也沒看得出來。直到

18 日，他突然提出想到花園看

看，這才發現自己的「花園」早

已經不是「花園」了……

洋丈夫看到面目皆非的花

園，一言不發。中國妻子連續問

了兩句：你覺得可以嗎？（「Are 
you ok?」）但丈夫頭也不回，

慢慢走到游泳池旁邊停了下來，

默默的望向遠方……

網民紛紛留言：「下一步，

是把泳池改成魚塘呢，還是在菜

地旁邊搭兩個雞窩呢？」「這女

婿涵養真不錯。但估計馬上要給

逐客令了。」「英國式花園有其

獨特的審美，在園林界獨樹一

幟。毀了英國園林種大蒜，不如

煮鶴焚琴。」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綜合報

導】3 月 16 日是新澤西男子費

瑞 62 歲的生日。 3 月 7 日，他

接到一位名叫 Nick 的陌生人打

來的一個祝福電話，祝他生日

快樂。費瑞先生很奇怪：「你怎

麼知道我快過生日了？」Nick
說：「我在一個廣告牌上看到

的。」隨後，他不斷的接到陌生

電話，無一例外是祝他生日快

樂。

費瑞經過詢問後才知道，

他的兒子們因為無法回到他身

邊給他慶生，於是就想出了這

個主意，想讓更多的人為老爸

送上生日祝福。

他們包下路邊的巨幅廣告

牌，牌子上放上老爸的大頭

照，超級大的字體寫著，「祝我

爸生日快樂」。然後將老爸的

電話號碼附上，還不忘記寫上

「愛你的兒子們」。

兒子們送給老爸的特別生日

祝福引來了媒體的關注，不到一

週，他已經收到來自菲律賓、

肯尼亞、盧森堡、愛爾蘭、危

地馬拉、尼泊爾和

澳大利亞等地超過

15000 個電話和短

信祝福。如兒子們

所願，費瑞成了世

界上收到生日祝福

最多的老爸。

開始的時候，費瑞還認真

的接聽並回覆每通電話和每條

短信，但當他的手機從每分鐘

收 10 到 20 條短信到每分鐘收

600 條短信的時候，費瑞放棄

了逐條回覆的努力，將他的語

音信箱改成：「感謝您打電話

祝我生日快樂，我真的非常感

激……」費瑞在面對媒體時，掩

飾不住內心的幸福，坦言兒子

們讓他過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生

日。

兒子打巨幅廣告為父慶生

一對美國兄弟給父親的生日祝福。（推特截圖） 

油條（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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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回巢」 
黨內初衷

去年 3 月 11 日，人大正式

通過修憲，取消了國家主席和副

主席的任期限制。令十九大剛卸

任不久的王岐山重新戲劇般的，

僅以黨員身份「回巢」，並任職

國家副主席，被外界稱為「第八

常委」。

今年兩會上，王岐山依然穩

坐主席臺、與現任中紀委書記趙

樂際同坐一排，顯示其地位依然

穩固。王岐山慣常中途離開，備

受矚目，外界關注他至今在習近

平主政的政局中扮演甚麼角色。

香港政論雜誌《前哨》劉達

文接受《看中國》採訪時透露，

據他最近得到的消息，得悉王岐

山最終能神秘「回巢」，並非如

外界分析那樣，要在外交及經濟

議題上扮演角色，而是經黨內協

調，令王岐山出山的神秘安排，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中共內部深知

其黨已病入膏肓，要王岐山留下

來的政治任務，就是和習近平一

起「保黨」。黨內的說法是，

「習近平救黨不夠時間，要給時

間救黨，目標就是這個。」中共

內部希望王岐山「回巢」，繼續

和習近平組成「習王」聯盟，共

同進退。

北京進退兩難

習近平和王岐山是否情願，

接受逆民主潮流保一黨專政的獨

裁政權，劉達文說不得而知，但

中共內部想以習近平的力量挽救

共產黨是不行的，最大的問題就

是沒有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習

近平現在堅決不放開，這樣一方

面導致老百姓不滿，官場也不

滿。

而劉達文說：「你說專制怎

麼不好，他（習近平）怎麼不

知道，他一家都是受害者，對不

對？他不可能不知道。問題是他

現在不敢動，怕一動就亂。習近

平也明白這一點。」

劉達文透露，有關王岐山的

詳細內容，將會刊登在本月即將

出版的《前哨》雜誌上，出版文

章名為《七個常委八個心》。他

分析，王岐山的年紀大，如再做

一屆副主席，黨內會有意見。但

現在似乎沒看出習近平有屬意的

接班人，這個才是問題，這也是

修憲，可能要給習多一點時間的

原因。

劉達文說，栗戰書和習近平

的年紀差不多，不可能是接班

人，陳敏爾也看不出有甚麼能

力，很多人說丁薛祥有可能，但

能力怎樣，外界很難觀察，團派

的胡春華也看不到有甚麼能力。

因此，習近平目前接班人是一個

「危機」。

劉達文在總結今年剛閉幕的

「兩會」時稱，今年中共的兩會

普遍反映沉悶，但兩會後有很多

政治暗流，一切的一切，都似乎

在圍繞兩個「維護」。

圍繞這兩股「暗流」，他認

為要維護起來非常困難，原因只

有一個：因為整個共產黨都差不

多「爛透了」，全黨都貪，大家

都陽奉陰違。所以，現在特別強

調要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

規矩」，這也證明全黨大部分黨

員幹部都不守紀律，不守規矩。

所以，中共想糾正這個方向，中

共黨媒 1 月初播的電視片就是

「一抓到底正風紀」。

劉達文表示，從西安發生秦

嶺別墅事件，2014 年習近平都

批示過，這就顯示中共貪官們明

著不干，但暗中還在維護自己的

利益。他說：「為甚麼陽光法案

不能推出來？就是因為全黨整個

利益集團都知道，這個只要一

推，共產黨就垮了。」

在面對國內壓力的同時，習

近平也面臨中美貿易戰的步步緊

逼，劉達文形容中共目前的處境

是「政治體制不改革是等死，改

革是找死。」的階段。所以，如

果雙方不妥協，不達成協議，那

中國的經濟就要崩潰，就沒辦法

【看中國記者李頌恩、

東辰雨採訪報導】外號「反

腐沙皇」的現任中國國家副

主席王岐山，中共十九大卸

任後僅以黨員身份神秘「回

巢」，外界早有不同解讀。

香港政論雜誌《前哨》總編

劉達文爆料稱，其實是黨內

深知本黨處境凶險，望王岐

山和習近平再組「習王」聯

盟「保黨」。

記者李文隆綜合報導

 《前哨》曝王岐山回歸神秘原因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陸媒報導，3 月 19 日山西省晉

中中級法院公開宣判山東省原副

省長季緗綺案，季以受賄罪判

處有期徒刑 12 年；以貪污罪判

處有期徒刑 6 年。決定執行有

期徒刑 14 年，並處罰金人民幣

300 萬元。

報導稱2003年至2017年，

季緗綺利用擔任山東商業集團董

事長、山東世界貿易中心董事

長、山東銀座美術館法定代表

人，及山東副省長等職務上的便

利，為相關單位在商業合作、承

攬工程等事項上謀取利益，非法

收受財物共計約 2,571.5 萬元人

民幣。 2018 年 2 月 13 日，季

緗綺因嚴重違紀被雙開，並移送

司法。

官方資料顯示，現年 59 歲

的季緗綺是山東本土官員。相比

副省長身份，季緗綺更被人熟

知的身份是魯商集團董事長。

2002 年 1 月起，季緗綺擔任山

東商業集團（魯商）總經理、

黨委副書記。 2002 年 10 月，

任董事長、黨委書記，並在該位

置長達 10 年之久。

2013 年 1 月季緗綺由一名

國企老總，火箭般一躍成為山東

副省長。當時陸媒報導認為，這

種情況較罕見。不過，季緗綺分

管的工作不是他熟悉的商業，而

是教育、民政、文化領域，這令

外界頗感意外。有消息說，季緗

綺曾獲江派大員、時任中共山東

省委書記姜異康的提拔。

中國百萬貪官天量贓款 最終去向何方

遭前妻舉報 移民加國政協委員被削職

紀委書記遺書稱常寢食難安

【看中國記者李文隆綜合報

導】北京當局近年來實施「打虎」

行動，從國家級官員「大老虎」

下至村官的「小蒼蠅」多達 140
萬貪官落馬，隨之沒收的天量贓

款贓物卻下落不明。它在何處？

官方數字大縮水

140 萬貪官中不少人均為千

萬或億元巨貪，如按每人平均貪

污百萬，贓款累計已超萬億。

當局公佈「沒收個人全部財

產」的大老虎如周永康、令計

劃、郭伯雄、蘇榮、孫政才，每

個人涉及巨量貪腐金額。而實際

上，官方公佈的貪官貪腐額，往

往會大縮水。

其中周永康的受賄金額達

1.3 億。但路透社早在 2014 年

3 月 30 日就援引消息來源稱，

周永康貪腐窩案中，當局截止當

時已經沒收了價值至少 900 億

元人民幣（145 億美元）的財

產。周永康的官報受賄金額縮水

近 900 倍。

2016 年 7 月前中共軍委副

主席郭伯雄因受賄案判處無期徒

刑。官方透露郭伯雄及其家屬

子女貪腐的數額僅為 8000 萬人

民幣。

香港《南華早報》引述消息

說，大陸軍方檢察官淡化了郭

伯雄的貪污數目，官方公佈數

字只是郭伯雄全部貪款的小部

分。

港媒曾踢爆前中共軍委副

主席郭伯雄單是接受高官的「進

貢」已有數百億元，加上買賣官

位及土地等收入，估算不少於

千億元，有媒體曾比喻，一個郭

伯雄的涉貪金額就可以挽救兩個

希臘。

媒體披露另一個軍中巨貪徐

才厚的財產：「徐宅地下室裡到

處堆放著現金，有美元、歐元、

人民幣，辦案人員一時點不過

來，只好拿秤稱了一下，再貼上

封條。被查抄的現金居然足足有

1 噸多重」。

此外，徐家地下室最少有

200 公斤和田玉，翡翠、上好翡

翠原石、歷代古玩器具和字畫，

最後動用了十幾輛軍用卡車才把

這些東西全部運走。如此巨額的

財富到底花落誰家，沒人知道。

贓款用處成謎

中紀委早前曾就腐敗分子涉

案贓款贓物解釋說，屬於涉嫌犯

罪所得的，相關款物一併移送

司法機關處理；違紀所得的，

由紀檢監察機關依紀收繳，上

繳國庫。

但國庫誰在用？司法機關又

如何處理贓款？當局從來就沒有

公開。

海外評論人士唐破陣認為，

貪官贓款未必是靜悄悄地呆在國

庫，這些被貪官貪去的財富，也

可能會被中共以「合法」官方手

段洗白，變成另一部分利益集團

的囊中物。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此前陷入移民及私生活糜爛醜聞

的陝西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周延

波，近日被責令辭去陝西政協委

員職務。

3 月 19 日陝西省教育廳通

報了有關「西安思源學院董事長

周延波為加拿大居民」的調查處

理情況。經調查周延波於 2011
年 3 月取得加拿大永久居留權，

持有楓葉卡，有效期 5 年。楓

葉卡到期後，沒有申請更換。

2018 年 1 月周延波辦理了加拿

大商務簽證。據周延波本人提供

的加拿大方面相關材料顯示：周

延波於 2015 年 4 月 7 日起，已

非加拿大居民。

2018 年 1 月 4 日，周延波

作為陝西省十二屆政協委員人選

考察時，虛假承諾本人及子女未

取得外國國籍、永久居留權或長

期居留許可，故意隱瞞了其女兒

已移居加拿大的事實，沒有如實

報告本人曾擁有加拿大永久居留

權的情況。

通報顯示，根據《政協章

程》有關規定，已責令周延波辭

去陝西省十二屆政協委員，相關

程序正在辦理中。

另外，周延波被推薦為陝西

省十二屆政協委員人選時，故意

隱瞞個人重大情況，省委教育

工委給予周延波黨內嚴重警告

處分。

資料顯示周延波 2018 年 2
月起，周延波當選陝西省第十二

屆政協委員。今年 1 月 24 日，

自稱是周延波前妻的馮捷東在微

信公眾號上發長文。文章稱，以

政協身份出席陝西兩會的周延

波，擁有楓葉卡的加國永久居民

身份證。她質疑周違反了當局嚴

禁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擁外國永

久居留權的規定。此外，前妻還

在帖子中稱，在雙方婚姻存續期

間，周延波出軌多位女性。

之後周延波代理律師發布聲

明予以否認和反駁，稱周延波為

中國公民，也未移民加拿大。關

於周延波擁有 4 名情人一事，

律師聲明中並沒有提及，而此次

官方通報也沒有提及。

習近平與王岐山在中共兩會上握手。（Getty Images）

山東原副省長
一審被判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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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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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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廷波被前妻舉報生活糜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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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會晤 
巴西「川普」巴西「川普」

【看中國訊】3 月 16 日，法

國黃背心再次發起第 18 輪抗議

活動，使得巴黎香榭麗舍沿街

一百多個商店、餐館受損。總理

菲利普坦誠政府在維護公共治安

上有失職之處。巴黎警署署長戴

爾皮艾希 18 日因此遭解職，這

也是黃背心運動 4 個多月來第

一位高官下臺。

法國總理菲利普 18 日表

示，僅 16 日一天，巴黎市區特

別是香街沿街有 27 家商店被洗

劫、124 個餐館和店舖被砸或被

燒，損失慘重。

根 據 法 國 保 險 聯 合 會

(FFA)3 月 18 日公布的數據，

不算 3 月 16 日第 18 次示威過

程中所造成的嚴重物質損失，前

17 次黃背心示威暴力所造成的

物質損失已經高達 1 億 7000 萬

歐元。

除了暴力破壞的直接損失，

黃背心運動還對法國經濟造成

嚴重的間接損失，經濟部長估

計：相當於法國經濟增長數字的

0.2%，即大約 40 億歐元。

上週二晚間，法國參議院通

過由政府提出的反打砸者法案。

該法案係針對去年 11 月中旬興

起的黃背心抗議運動所出現嚴重

的打砸暴力現象而提出，讓行政

部門有權限制有打砸立案前科者

參加抗議示威。不過該法案引發

人權組織與左翼黨派強烈的撻

伐，認為該法案涉嫌限制民眾結

社示威民主自由權利。

詭異的是，法國總統馬克龍

向法國憲法法院提告，要求仲裁

該法案，理由是總統是民眾自由

權利保護與監護者。有評論認

為，馬克龍一方面在討好黃背心

運動者及其支持群眾。另一方

面，如果法案通過，那無疑是政

府取得了該案無可動搖的憲法授

權，日後再處理類似案件將可有

所憑恃無懼挑戰。

【看中國訊】美國國防部正

在加緊研發極超音速武器，此種

武器被認為可以在大約一小時內

攻擊地球上的任何位置。其背景

為，美國產生了在該領域將會落

後於俄羅斯和中國的危機感。再

加上美俄已經表明退出中導條

約（INF），因此有觀點擔心這

將導致新的軍備競賽。極超音

速（Hypersonic）武器以超過

5 倍音速的速度飛行，可以進行

迂迴等機動動作。不僅高速通過

不給對手攔截的機會，而且不同

於按照拋物線軌跡飛行的彈道導

彈，這種武器無法預測軌道和彈

著點，所以很難攔截。當前的導

彈防禦系統被認為是無法防範此

類武器的。在 2018 年 4 月與 8
月，美國國防部已向洛馬公司下

了合計約 14 億美元、2 種極超

音速武器的研發訂單。國防部計

劃在今後 5 年中分配 19 億美元

預算。

【看中國訊】哈薩克總統納

扎爾巴耶夫 19 日宣布辭職。他

自 1990 年 4 月 24 日該國政府

組成後成為首任總統，連任 4
次，至今已執政 28 年。他的任

期原定於 2020 年屆滿。不過他

在辭職的電視演說上表示，他自

己會繼續擔任該國安全理事會的

主席，以及擔任執政黨「組國之

光黨」（Nur Otan）的黨魁。由

此可見他將繼續掌握該國軍權，

以及在政界擁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力。他的職務會由國會參議院議

長托卡耶夫代行，直至該國選出

總統為止。

【看中國訊】中國投資商在

歐盟國家的投資連續第二年大

幅下滑。 2018 年，中國在 28
個歐盟國家的直接投資減少了

40%，下降到 173 億歐元，為

2015 年以來最低水平。主要原

因是中國持續實施嚴格的資本管

制和收緊流動性，導致企業難以

將資金轉移國外；此外，歐洲國

家對收購的控制日趨嚴格也增加

了中國公司的收購難度，導致中

方推遲投資甚至投資受阻。根據

柏林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和美國

諮詢公司羅迪姆集團公布的分析

報告，2016 年，中方對歐投資

額達到破紀錄的 372 億歐元。

2017 年下滑到 291 億歐元。

2018 年再跌到 173 億歐元。

Main Floor  |  Millennium Tower 
101, 440 - 2nd Ave SW Calgary AB T2P 5E9 
電話: 403-503-8888 | Toll Free: 1-866-699-7826

immigration@higgertylaw.ca  |  www.higgertylaw.ca

高成功率，高效率移民，提供免費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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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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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各界人士來電查詢一切有關法律事宜

鍾守信律師樓

晚上 /週末需預約

國/粵語服務

我們承諾為你提供優質服務與理想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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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道主義與同情

● 逾期逗留

● LMIA申請

● 雇主 LMIA/Owner
● 免費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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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lusively where President's Choice  products are sold

MOBILE   T
H

E SHOPTM

R

Coventry Hills Superstore 手機店歡迎您的光臨！

看中國
報紙發行點

電話：403.516.3901

有「巴西川普」之

稱的巴西總統博索納羅

（Jair Bolsonaro）本週
開啟了訪美行程，隨行人

員包括外交部長、經濟部

長和司法部長等，旨在促

進美洲兩大國之間的政

治、經濟和軍事合作及發

展。議題涉及國防、貿易、

5G、軍事和共同對抗社
會主義等議題。

博索納羅於 17 日晚間同

他的部長們和美國右翼智囊在

一起共進晚餐，智囊們包括白

宮首席策略師兼總統顧問的班

農（Steve Bannon）、 美 國 保

守黨聯盟主席施拉普（Matt 
Schlapp）、《華爾街日報》專

欄 作 家 米 德（Walter Russell 
Mead）等人。

19 日，川普與博索納羅舉

行聯合新聞發布會，博索納羅

說，「我們確實有很多共同的價

值觀。」「保護尊重傳統家庭的

自由，敬畏上帝，我們的創世

主，反對性別意識形態，政治正

確性和假新聞」。

行程特別參觀CIA
博索納羅 18 日訪問了美國

中央情報局（CIA），他尋求川

普政府對他的安全議程給予支

持。總統之子、巴西國會議員

愛德華多．博索納羅（Eduardo 
Bolsonaro）當天在推特上說：

「我現在要和總統、部長們一起

去 CIA，世界上最受尊敬的情

報機構之一，這將是個與頂級專

家和技術人員討論區域問題的絕

佳機會。」

因外國領導人訪問美國大型

情報機構實屬罕見，CIA 對此

「不予置評」。巴西總統辦公室

表示，對 CIA 的訪問表明瞭博

索納羅對「打擊有組織犯罪和毒

品走私，以及加強情報必要性」

的重視。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導

支持巴西加入OECD
19 日川普在白宮對博索納

羅的到訪表示熱烈歡迎，「我們

與巴西結成了很好的聯盟，比以

往任何時候都更好。」

川普表示支持巴西加入經濟

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作

為全球第 8 大經濟體，巴西在

2017 年申請加入 OECD，該組

織有 30 幾個成員國，拉美國家

包括墨西哥、智利和哥倫比亞。

博索納羅經濟團隊的一名高級成

員上週表示，巴西尚未期望美國

政府將會在博索納羅首次訪問期

間宣布支持巴西加入 OECD。

指定巴西為 
主要非北約盟友

川普還宣布打算指定巴西為

「主要非北約盟友」（MNNA），

甚至成為北約（NATO）成員

國。《華爾街日報》稱，此舉將

會加深美國與巴西的軍事關係。

同時，這一指定將使得巴西享有

一定的優惠待遇，類似於北約盟

友享有的待遇。

16 日博索納羅出訪前宣

布，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簽署一項

協議，讓美國得以進入巴西在赤

道附近的衛星發射基地。巴西希

望獲得這筆每年 3000 億美元的

太空發射業務，通過以較低成本

從大西洋沿岸的巴西空軍基地

Alcantara 基地發送小型衛星來

吸引美國公司。

美巴貿易可能大幅增加

作為南美洲第一大國，巴西

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很大。

川普說，美國和巴西關係的

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貿易。博索納

羅表示，預計美國與巴西的貿易

將會「雙方向大幅度上升」。為

了促進巴西旅遊業，博索納羅早

在 18 日下午發布的一項法令中

豁免對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

和日本遊客的簽證要求。

在全球的鈮礦供應當中，

巴西佔據了 85％的市場份額。

2016 年來自中國的洛陽欒川

鉬 業 公 司（CMOC） 在 巴 西

購買了總值 17 億美元的鈮礦

（niobium）。博索納羅在去年選

戰期間誓言將阻止北京大規模收

購巴西的能源資產和基礎設施。

美巴商討防禦華為

一位美國高級官員 18 日表

示，兩國同僚在華盛頓會談期

間，表明瞭他們對中國電信設備

製造商華為的安全擔憂。巴西官

員在華盛頓參加了一系列不同的

會議，他們從美方的安全和情報

事務專家那裡聽取了意見，以便

瞭解這些（華為）網路的後果

以及它們如何能夠破壞他們的國

內安全。

安穩美國後院

巴西有強大的國力、文化、

經濟和軍事實力，美國前總統尼

克松曾說過「巴西走向哪裡，拉

美就走向哪裡」。川普與博索

納羅在新聞發布會上談到了委內

瑞拉問題，川普表示目前還沒有

拿出最嚴厲的制裁，他敦促委國

非法總統馬杜羅下臺。

在全球 50 多個承認委內瑞

拉反對派領袖瓜伊多的國家中，

美國率先承認瓜伊多為該國臨時

總統，巴西則緊隨其後。博索納

羅在推特上表示，巴西將與美國

合力對抗落後與暴政的支持者。

美國總統川普與巴西總統博索納羅。（Getty Images）

全面合作

黃背心再現  法香街幾淪廢墟

美加緊研發
極超音速武器

圖為X-51A Waverider無人極超
音速試驗機。(圖片來源 :US Ai r 
Force/Wikimedia/公有領域CC0)

哈薩克總統辭職

中國在歐盟投資
大幅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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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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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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or Trend》年度

最佳車型評選，GENESIS G70 打敗

其他 19 個強勁競品車，摘得 2019 年

度最佳車型的稱號。

據現代汽車稱，《Motor Trend》
主頁刊登了一則名為「一顆新星的誕

生 (A Star is born)」的新聞。在談

及 G70 的獲選理由時評價道「韓國新

生代的奢侈品牌躋身至舞臺的聚光燈

下」。

報導稱「30 年前羅納德．里根總

統任職時期，現代汽車在美國市場推

出了標價 4,995 美元的出自喬蓋托．

喬治亞羅（Giorgetto Giugiaro，設

計現代汽車 PONY 的義大利傳奇設

計師）之手的 EXCEL。那時的美國

人都不知道『Hyundai』該如何發音，

30 年後的今天，GENESIS 竟已成功

研發出能夠對抗 BMW 3 系車型的強

勁對手 G70。」

成立僅三年的新生品牌投身於激

烈競爭的 D 級豪華車市場之中是勇

氣可嘉還是盲目自信？在這一領域

內，絕對強者 BMW 3 系車型有著

壓倒性的影響力，甚至讓奧迪、捷

豹、凱迪拉克和阿爾法羅密歐等強勁

對手都甘拜下風。令人意想不到的，

GENESIS G70 通過層層測試，被

評價為具有超越 BMW3 系的強大實

力，最終榮獲年度最佳車型。

《Motor Trend》國際版主編安格

斯．麥肯齊 (Angus MacKenzie) 表
示「豐田、尼桑、本田和 GM 都曾

向 BMW3 系車發起過挑戰，均以失

敗告終。GENESIS 能夠打敗 BMW3
系，令人刮目相看。」嘉賓克里斯．

西奧多（Chris Theodore）表示「G70
柔和安靜，快速敏捷，外形出色，極

具價值，幾乎無可挑剔。」

評審團表示「G70 的 2.0 升渦輪

車型出於較大的齒輪比，較 BMW 
330i 或奔馳 C300 而言，速度略慢，

動力略顯不足。然而，3.3 升渦輪車

型如同野獸一般，力量巨大，虎虎生

風」，行駛性能評測員克里斯．沃爾

頓稱「G70 如同一頭易馴服的野獸，

比英菲尼迪 G35 更奢華，比奔馳 C
級更犀利，比奧迪 A4 更敏銳」。

《Motor Trend》主編愛德華．羅

(Edward Low) 在談及 G70 的優異性

能時，稱「3.3 升渦輪發動機獨具魅

力，G70 惹人喜愛。BMW、奧迪、

雷克薩斯、謳歌及英菲尼迪在這方面

都有缺陷」。

很多評價指出，G70 的內飾絲毫

不輸歐洲豪車品牌。對此，克里斯．

西奧多評價稱是如同梅賽德斯．奔馳

一般精緻的內飾，前克萊斯勒設計總

監湯姆．蓋爾 (Tom Gale) 稱其內飾

配套和各設計要素的結合帶來極高的

可信度，邁克．坎圖稱 G70 擁有其

他品牌夢寐以求的設計風格和工藝實

力。

一顆新星的誕生
▲

汽車訊息
自動投射到
特別設計的
擋 風 玻 璃
上。

現代GENESIS G70現代GENESIS G70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B2 看車訊 Auto 第 46期 2019年 3月 21日—3月 27日

Patrick Li
(403) 258-4275

patrickl@silverhillacura.com

Andy Wong
(403) 776-1435

andyw@silverhillacura.com

403.253.6060
5278 MACLEOD TRAIL S.

5278 MACLEOD TRAIL S. Calgary

258 6,5001.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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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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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 effective APR) lease rate for 36 months (78 payments). Bi-weekly payment is $258 // $308 with $5,700 // $5,600 down payment. 16,000 km allowance/year; charge of $0.15/km for excess kilometres. Total lease obligation 
is $25,824 // $29,624. ‡$6,500 cash rebate available only on the cash purchase of new and previously unregistered 2019 Acura MDX A-SPEC (YD4H0KK), MDX Elite (YD4H8KKN), MDX Elite 6P (YD4H0KKN) models from an authorized Acura dealer when registered 
and delivered before April 1, 2019. Total incentives consist of: (i)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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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 Acura, a division of Honda Canada Inc. 

【看中國訊】汽車數據和研究網

站 iSeeCars.com 的調查發現，車主

最可能保持 15 年的車款中，豐田汽

車佔大多數，即豐田汽車的車主最

可能將車子保留 15 年。本田汽車有

三款車型上榜，斯巴魯和謳歌（本

田的豪華車型）各有一款車上榜。

以下是車主最可能保留 15 年的

車款名單，以及車主保持 15 年或以

上車輛數量的占比。

豐 田 漢 蘭 達（Highlander）
SUV：18.5%

豐田普銳斯混合動力車（Prius 
Hybrid）：16.2%

【看中國訊】你可能認為你

家廚房流理台裡的洗碗海綿是你

屋裡最髒的東西。但是，根據

WebMD 網站 2017 年的統計，

在你每天都會接觸到的所有含有

細菌的東西中，廚房裡的海綿並

不是最髒的。和海綿一樣髒的東

西還有一大串，包括智能手機、

電腦鍵盤、狗玩具、購物車，甚

至辦公室的咖啡機；順便說一

下，那個廚房海綿排在最髒的第

4 位。但是，這一串清單中缺少

了一個重要的東西，而且大多數

人都離不開它，就是汽車的方向

盤。

美國人平均每年有約三百個

小時的時間待在汽車裡，但卻

沒有花足夠的時間清潔汽車。當

然，你會看到一場暴雨過後，很

多汽車在洗車行排隊洗車； 或
者在春天花粉季節結束，或在冬

天冰雪天氣過後，你會把車開到

洗車行洗一下。當然，這對保持

汽車的良好狀況非常有益，但對

坐在車裡司機的健康狀況並沒有

直接的好處。

CarRentals.com 的一項調

查發現，32％的車主每年只清

洗一次車內，而 12％的車主從

未清潔車內。坦率地說，這非常

不好，特別是考慮到許多司機

（約 20％）在長途駕駛中會吃東

西。

那麼，你的車內有甚麼不

好的東西嗎？當然，有大約 700
種不同的細菌在車內滋生繁殖。

在車內吃東西的習慣會使情況變

得更糟，因為難免會有食物碎渣

掉在車裡，或者有飲料灑出來。

另外再加上車內潮濕、溫暖的

環境，特別適宜於細菌生長繁 
殖。

根據調查，細菌最多的地

方實際上是你的汽車方向盤。

這比你的智能手機屏幕（在

WebMD 最髒列表中排名第一）

髒六倍，比公共廁所的坐墊髒四

倍，比電梯按鈕髒兩倍！

此 外，CarRentals 研 究 指

出，當你在加油站加油時，你手

裡拿的加油槍把手可能比公共馬

桶座墊髒 11,835 倍！即使是愛

清潔的車主，那些經常清潔車內

的人，也許都不會每次加油後把

手消毒。這些加油槍上的細菌立

即就從你的手轉移到車門把手，

換檔桿和方向盤上。

因此，要保持汽車清潔無

菌，最重要的是在加油後清潔你

的手。之後，記著把方向盤、換

檔桿、門把手和音響控制——並

且不要忘記你的車鑰匙用消毒劑

擦拭。你還可以將消毒劑噴入空

氣過濾器的通風口，以防止每次

打開熱氣或空調時細菌從裡面吹

到車內。定期清潔地毯和座椅，

每年徹底清潔車內一次，經常清

潔地板墊。

至於這樣做的價值，這並不

是什麼新聞。我們經常接觸的最

髒東西列表中，汽車方向盤和汽

車內部總是被忽略。「消費者報

告」在 2011 年，基於倫敦瑪麗

女王大學的微生物學家的研究針

對該主題發表了一篇總結文章，

文章認為普通方向盤上的大多數

細菌並不是特別有害，但是在方

向盤上確實也有發現可能導致食

物中毒，以及其他疾病危險的細

菌種類。

豐田佔多數

方向盤比公廁坐墊髒四倍

很多人會忽略清潔汽車方向盤。（Shutterstock）

可開15年的車 豐田 Sienna 麵包車（廂型車）： 
16.1%

本田 Pilot Crossover：15.3%
豐田 Tundra 全尺寸皮卡：14.1%
豐 田 紅 杉（Sequoia）SUV：

13.5%
豐田塔科馬（Tacoma）中型皮

卡：13.4%
本田奧德賽（Odyssey）麵包車：

12.6%
本田 CR-V Crossover：12.4%
斯巴魯森林人（Forester）SUV：

12.1%
豐田 RAV4 Crossover：12.1%
豐 田 凱 佳 美（Camry） 轎 車：

11.5%
謳 歌（Acura）MDX 豪 華

SUV：11.4%
豐田 4Runner SUV：11.2%

豐田 Avalon 轎車：10.8%
除了排名前 15 位的八款車是

SUV 和跨界車（Crossover）之外，

還有其它四款此類車型，車主保持時

間比平均水平 12 年更長。這四款車

分別是：現代聖達菲（Santa Fe）、起

亞索倫托（Sorento）、通用（GMC）

Yukon XL 和雪佛蘭 Suburban。
在皮卡車中，車輛保持年數至少

15 年的車主平均百分比為 7.7%。

只有 5.2% 的豪華車車主持有車

輛至少 15 年。

跑車車主保持車輛 15 年或以上

的百分比是 3.6%。

在品牌基礎上，車主保持 15 年

或以上的平均百分比是 7.5%，豐田汽

車排名第一，達 12.3%。本田，斯巴

魯，現代和日產排名前五。通用和雪

佛蘭進入前 10 名。

豐田漢蘭達（Highlander）SUV位於車主最可能

保留15年的車款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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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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不斷有研究者從人體

生命科學的角度，對人體穴位展

開進一步探索。研究者發現，穴

位在特異功能中潛力巨大，而且

人的素質不同，穴位點的功能量

級也不同。

研究者發現，在開發人體特

異功能之「天眼通」時，其天目

穴和玉枕穴必須同時打開，啟動

視網膜線與腦部中的松果體，使

之組成「三點一平面」，達到顯

像的功能。所以，有的人在頭部

突遇外傷後出現「天眼通」的功

能，就是意外地打開了封閉著的

穴位。

「天耳通」功能，需要將腎

愈、玉枕、大椎、聽會等穴同時

打開，以上穴位具有遠處聲波及

微聲波的傳遞、輸送功能。它們

同時開通後，可加強聲波耳膜的

振盪，從而放大宇宙的聲波資

訊，感知到遠處的聲音。

「預測」功能，是預知功能

點對超前資訊可提前和超時空捕

捉宇宙資訊。其人的神藏穴、神

延穴、承光穴及中庭穴均是開啟

的，同時靈臺穴和神行穴也相應

的處於半開或全開之態。

「他心通」功能，需將神堂

穴、神道穴、魂門穴、陽剛穴、

玉堂穴同時打開。這些穴位會增

強人對外界資訊的吸取和感知

力，起到支配思維神經和感知神

經的作用，從而獲得能預知，感

知，測知他人心裡活動的功能。

「神足通」，當人開啟上呈、

百會、靈臺、神道、紫宮、天突、

中極、靈道、湧泉等穴位後，周

身神經會將外在能量進行凝聚、

吸收、消化，使人身輕氣爽，神

足氣足，達到神通的地步。

人的命運是註定的，但生命

科學研究者發現，人的命運雖有

其特殊運動軌跡，但有時也會受

人體自身生理現象的影響，因為

有些穴道影響人的情緒和思維。

真誠、老實是促進健康的

重要關鍵，科學實驗提供了佐

證。

美國聖母大學心理學教授阿

尼達 · 凱利主持了這項名為「誠

實科學」的研究。說起來這項研

究非常容易和簡單。

首先，找來 72 個成年人，

研究人員隨機把他們分為兩組：

誠實組與對照組。並且記錄下來

目前他們身體所有的病癥和不舒

服感覺。

對照組的 36 人，研究人員

不給任何指令，只告訴他們接下

去的五個星期裏他們正參與一項

不知名的研究。

而對誠實組，研究人員給

予特別的規定：「往後五個星期

裏，每天都必須老實、真實、真

誠的說話──不僅大事如此，連

為何遲到這種小事也不例外。除

了開玩笑或者有意誇張之外，

凡是在認真的場合中都必須說

實話。雖然你也可以選擇不回

答，但只要話一出口，就得是真

話。」

在這期間，兩組都要定期回

到實驗室來做測謊以及身體檢

驗，研究人員詳細記錄下他們身

體出現的病狀。

到了最後一星期，凱利教授

表示實驗結果真令人難以相信：

誠實組的 36 人，沒試驗前和試

驗後的健康情況差別很大，很多

初期檢測出的病癥，狀況均減

少。而對照組的身體狀況沒有改

變，有的人的症狀還增加了。

五週後誠實組比對照組的改

有科學研究表明，自

然光是維持人體健康不可

或缺的因素。人在缺乏自

然光的環境下待久了，就

會感到疲倦或沮喪，甚至

喪失記憶。

美國國家可再生能源

實驗室研究發現，暴露在

自然光下的人，不太容易

受到壓力和午後疲倦影

響，並且能夠保持情緒的

穩定，感受幸福的指數更

高。

自然光會激發荷爾蒙

和神經遞質釋放，使人們

感到警覺和充滿活力。人

體 包 括 皮 膚、 眼 睛、 頭

髮、頭腦都需要自然光，

自然光可以殺死籠罩在黑

暗、潮濕空間裡的細菌，

維持人體健康。

2018 年，美國康乃爾

大學的一項研究顯示，美

國近一半的員工表示，工

作場所缺乏自然採光，使

他們感到疲倦或沮喪。不

僅如此，自然光與人的記

憶力關係密切。美國密西

根州立大學在 2018 年的一

項研究中發現，缺乏自然

光對記憶力也有非常大的

影響。

研究人員用尼羅河草

鼠進行實驗，他們發現，

將老鼠放在光線昏暗的空

間連續 4 週後，老鼠失去

30% 的海馬體。海馬體又

名海馬迴、海馬區、大腦

海馬，海馬體主要負責學

習和記憶，日常生活中的

短期記憶都儲存在海馬體

中。

如果一個記憶片段，

比如一個電話號碼或者一

個人在短時間內被重複提

及的話，海馬體就會將其

轉存入大腦皮層，成為永

久記憶。

雖然這項研究是針對

老鼠，但是也顯示出人類

居住的空間設計會對人體

健康產生直接影響。人類

的祖先在室外生活的時間

較多，所接受的是全光譜

自然光照射，光對人們來

說，和食物、空氣、水一

樣不可缺少，人體也逐漸

在這樣的環境中形成了許

多生理功能。

隨著社會的發展，人

們的活動範圍已經轉為以

室內為主，而室內通常是

使用螢光燈或其他電燈照

明，這些燈缺少自然光中

的某些輻射線。有專家認

為，人們受到非自然光的

照射，也許正是導致某些

疾病的原因之一。

◎ 文：青蓮 圖：Fotolia

與天體對應的人體穴位  

自然光不足
或致記憶力喪失

◎ 文：藍月

說實話會使人健康
◎ 文：紫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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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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研究中發現，人體每一個穴道，

都有它特有的密碼，每個密碼又

對應著宇宙中的一個體系。

變大很多很多，誠實組檢測出的病

癥比對照組的少很多，尤其是喉

痛、頭痛和噁心等症狀差別更大；

還有，像抱怨、緊張等心理狀態也

相對減少。

阿尼達 - 凱利教授在她的博

客裏公開了對自己實驗後的結果：

「從今年秋天，我一直遵循著說實

話的原則。以往，我通常每天要睡

8 小時，一個冬天下來會感冒 5 至

7 次；而現在只要睡 3 小時，並且

沒生過病。」

「說實話」成了靈丹妙藥，太

令人不可思議了。其實也沒有什麼

不可思議的，以測謊儀為例就可以

說明為何「說實話」會使人健康。

維基百科對測謊儀的詮釋：測

謊機藉著量度和記錄血壓、脈搏、

呼吸和皮膚導電反應（Galvanic 
skin response）等由交感神經引起

的生理反應，來判斷正在回答問題

的受測者是否說謊。由於此類生理

反應是不由自主而產生的，說謊而

引起此類生理反應的變化被認為能

透露出受測者是否說謊。

也就是說，說謊會發生生理變

化，高血壓病人謊說大了，被發現

時血壓可能會驟升，當場昏厥或死

亡。所以，要保持一個健康的身體

就必須始終保持一個良好的心態，

而這種心態的基礎就是做一個誠實

的人。

誠實是人類的正常生存狀態，

但是當社會越來越墮落時，人就

會認為說實話的人是傻子。根據

測謊專家羅伯特 - 斐德曼（Robert 
Feldman）的研究顯示：現代人類

在十分鐘的交談中很難不撒兩次以

上謊。凱利教授估計一般人每天撒

謊 11 次。科學研究認為，正是這

個因素使得人們在身心不斷承受壓

力、免疫系統失調之下，影響了身

體的健康。

所以，做一個好人、做一個誠

實的人，不但對整個社會有好處，

而且自己首先是最大的受益者。 

如華蓋穴開啟，會讓人出現醫學上

所謂憂鬱症的表象，從而改變其人

的命運。

也有些人因某些穴位封閉過

死，不能及時接收外界的資訊和新

思維，比如靈道、百會、湧泉等

穴，則容易自以為是，鑽牛角尖，

導致運程不佳。

也有的人自動開啟了一些不應

開啟的穴位，像青靈穴、腦戶穴

等。因為這些穴位打開後，引起人

腦神經不受主神經的控制，容易生

口舌之非，造成氣場混亂，帶來自

身命運的改變。

還有些穴位像急脈、期門等，

開啟後，接受外界的病氣和雜氣比

較多，自身的場能減弱，不能自動

排斥不良資訊的傳導，導致命運不

順不佳。

反之，有的穴位如湧泉、百

會、勞宮等穴開啟後，人體就自動

形成循環體。身體健康後，自身生

物場加強，使人的命運向好的方面

改變。

因此，對影響到命運的穴位，

學會自動調諧，該開之時即開，該

合之時即閉，隨機應變，即可校正

命運運行軌跡。

如今各領域學科知識日新月

異，更新換代期縮短，計算機功不

可沒。人類發明了電腦，將各種命

令、軟件植入電腦，就可以得到想

要的結果。而人本身的系統就像計

算機系統，以甚麼形式，甚麼命令

來開啟人體，就如同執行軟件功能

一樣。

人體實際上就是一個智慧的系

統，也是一個命令操作盤。在研究

人體穴道時，擴展啟動人體穴道特

殊功能的過程，就是輸入命令碼，

利用命令碼，讓資訊源源不斷的輸

送給大腦這個總執行臺。通過大腦

細胞的交替轉化，人就有了複製文

化，更新和重新組合文化的功能。

研究中發現，人體每一個穴

道，都有它特有的密碼，每個密碼

又對應著宇宙中的一個體系，比如

物理學研究人員頭維穴位都是開

啟，頭維穴與承光穴配合開啟，就

能對衛星及宇宙飛船，航太等部

門的物理領域有獨到的見解。因

此，研究人體的穴道，或許會成

為研究高科技破譯高科技的一把

金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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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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的早春三四月，就又

到了一年一度的日本傳統賞櫻

季。到時候日本除了滿目的粉

白櫻花，就是樹下熙熙攘攘的

遊客們了。如果不提前一個多

月預訂酒店和行程，別說是住

宿問題，可能一張飛往日本的

機票都難求！那麼日本的櫻花

甚麼時候開呢？日本各大櫻花

預測機構已經給出了2019年日

本櫻花放開時間的大概預測。

日本的地形呈狹長形狀，櫻花由溫暖的南

端向北依次開放。一般來說，日本櫻花季時間

大約從三月開始到五月。南部地區的九州一帶 3

月中就開始了，北部的北海道大概 5月左右。

不過最近幾年的地球氣候變化挺大，花期

幾乎都受到了不小的影響，所以日本櫻花的開

放時間還要視每年的溫度情況而定。

每年的3月中旬到4月中旬為日本櫻花節，

也稱作櫻花祭。每年的這個時候就是櫻花最美

的時候，已有一千餘年曆史。這段時間是日本

自南至北櫻花開放的季節，櫻花自開花至花殘

只有七天，也有稱作「櫻花七日」的說法。

青年男女們在櫻花叢中追逐嬉戲，談情說

愛。櫻花祭時日本個別地區也舉辦廟會，各種

活動。

櫻花祭中燈籠是必須的，會標注獻祭者的

名號。東京市內的「上野公園」便是最著名的賞

櫻、舉辦櫻花祭的地點之一。

日本櫻花節

日本櫻花何時開放

日本最佳賞櫻勝地介紹

1、沖繩、靜岡

最佳觀賞時間：1月下旬 -2月下旬

櫻花品種：寒緋櫻

最佳賞櫻地點：

1）沖繩名護城遺址

名護城遺址大致位於沖繩本島的正

中央、名護市的丘陵上。為日本櫻花數

量最多的地方，目前已經種植了約 2萬

株緋寒櫻。 1月下旬，緋寒櫻盛開，開

出濃豔的粉紅色花朵。從視野開闊的展

望台極目遠眺，除了櫻花盛開的美麗風

光之外，名護市街區以及名護灣等，山

原一帶的壯麗景致也能盡收眼底。

【花期】1月下旬—2月中旬

【地址】沖繩縣名護市名護

2）靜岡伊豆半島

日本最早的櫻花盛放於伊豆半島，

而最集中出現的地方就在河津火車站周

邊地區。每年 2月左右，河津的櫻花會

陸續綻放，花朵大顏色深，非常豔麗。

晚上則會舉行夜間賞櫻活動。

【花期】2月上旬 - 下旬 ( 可夜觀 )

【地址】靜岡縣伊豆河津町

2、東京

最佳觀賞時間：3月下旬 -4月中下

旬

櫻花品種：染井吉野櫻、山櫻、裡

櫻等

最佳觀賞地點：

1）新宿御苑

新宿御苑是東京最大的日式庭園和

法式庭園相結合的公園，位於市中心，

面積約 58 公頃。裡面有 75 個品種、

1500 棵櫻花，不同品種的櫻花像接力

賽一樣接棒開放，令這裡的花期也相對

能長達 1個月。

【花期】2月中旬 -4 月上旬

【地址】東京都新宿區內籐町

2）上野公園

上野公園是東京最著名的賞櫻勝

地，日本最大的公園。園內櫻花數目多

達1200棵。每年這時候都會舉辦「櫻花

祭」，其間從黃昏到 20:00 園內點亮夜

燈，映照著櫻花，別有一番動人滋味。

【花期】3月下旬 -4 月中下旬

【地址】東京都台東區上野公園

3）千鳥淵

僅次於上野公園的東京賞櫻勝地，

櫻花季節時，800 株染井吉野櫻和山櫻

夾道而開，其夜櫻盛宴也十分繁華美麗。

【花期】3月下旬 -4 月上旬

【地址】東京都千代田區北之丸公園

2019日本櫻花2019日本櫻花
全攻略 全攻略 (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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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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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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駝鈴》的作曲者譚健常

先生當年遠赴台灣遊學，不想一

夕生變，未能重返故居，於是如

鯁在喉的鄉愁自此卻成為他的曲

風。因為有這樣的心路歷程，所

以他演唱的〈夢駝鈴〉卻遠比流

行於市的費玉清版更有著一種既

無修飾，亦無掩飾的感人至深。

對於流行歌曲一向 OUT 的

我，在這首歌大紅大紫時，我卻

沒有聽過；十多年後，當它成為

老歌時，我第一次聽到，不過仍

是年少不解其中味；又二十多

年，於我而言，如同滄海桑田的

二十多年後，再次聽到這首老

人生是一場魯濱遜式的漂流，不知道甚麼時候一個浪打過來，再一睜

眼，便已換了一幅天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你別無選擇在此

棲息。無的放矢的鄉愁瀰漫在空氣中，每每來襲，令你茫然四顧，煢

煢孑立。

◎  文：軼飛

華 人 文 苑

夢駝鈴夢駝鈴

黃沙吹老了歲月，吹

不老我的思念，曾

經多少個今夜，夢回

秦關⋯⋯歌聲在甚麼

時候結束，我全然不

覺，耳畔卻一直迴

響著忽遠忽近的駝鈴

聲，在古老的光陰中

清澈流淌。

歌，不禁黯然。

比日讀《建炎以來繫年要

錄》，常常感慨當日之南宋與台

灣何其相似。宋世偏安江左，遺

民故老多懷恢復之志，而朝廷竟

處之晏然；而台灣侷促一島，其

更遠於南宋之江左，且退守一隅

數十年以至於今，不必說復國之

志未知幾人猶記，恐怕連故國之

思也日將淡漠。而〈夢駝鈴〉正

是一首抒寫故國之思的台灣歌

曲，一來，自然與我讀南宋故事

時的心境頗相契合；二來，更感

慨於這世間的任何一種造化，哪

怕微不足道如一首歌中的鄉愁，

冥冥中竟不知需要多少宿世的苦

痛、磨礪、積累、沉澱，方得萃

取出來。

此外，所以尤其神傷於這首

歌中的鄉愁，還因為〈夢駝鈴〉

唱的那個地方 —— 古爾班通古

特 —— 曾經是我的故鄉。

那是個春有百花、冬有雪的

地方。秋日裡，蕭然的胡揚依然

頑強的挺立在風沙中，生機勃

勃。大戈壁的西風殘陽最是壯

闊，夜幕將臨，月出天山，冷光

遍照，烽火台的殘跡在月下，靜

謐而滄桑，與夜風互訴著不可說

的秘密，而叮叮噹噹的駝鈴聲，

就自那秦關漢月下一路傳來，悠

遠清揚……

不過，這些並非我故地重遊

時的所見，那一場充斥商業味的

旅行未能帶我尋見對故鄉的印

象。因為故鄉於我而言，不只是

空間的距離，更有著不可踰越時

間的阻隔。

在我結束一天的工作後，想

在離開電腦前休息一下，結果誤

打誤撞的點開了這首譚版的〈夢

駝鈴〉，傳出來的是一個沒有經

過任何修飾的聲音：黃沙吹老了

歲月，吹不老我的思念，曾經多

少個今夜，夢迴秦關……

歌聲在甚麼時候結束，我全

然不覺，耳畔卻一直迴響著忽遠

忽近的駝鈴聲，在古老的光陰中

清澈流淌。這一晚，在似睡非睡

的夢境中，戍樓孤高，月色微

茫，一個抱關老卒在月下荒腔

走板的高歌，雙目泫然，我清

楚記得那歌聲有如戈壁的風一

樣 —— 粗厲又蒼涼，而那淚，

卻如心一樣的滾燙。



這是一個「平凡」的逆

襲故事。在日本京都，有一

位傳奇大叔田中耕一，2002
年竟然獲得諾貝爾化學獎。

田中耕一大學時就是個挂科

留級的「學渣」，年過四十，

依舊是個最普通不過的基層

職員。拿著寒酸的薪水，過

著平凡的日子。這樣一位呆

板的上班族，卻是日本人愛

戴的「國民偶像」。沒有顏

值，沒有特長，他憑什麼？平

凡到43歲的田中，像你我一
樣默默無聞。

命運饋贈的禮物

2002 年的一通電話，卻像

平地驚雷攪亂了他的生活。

電 話 裡 的 人 說 的 是 英

文，田中只聽懂了兩個詞：

Congratulations（ 祝 賀 ）、

Nobel（諾貝爾）。

「諾貝爾關我什麼事？」田

中莫名其妙地挂了電話，辦公室

裡卻喧嘩起來，新聞開始此起彼

伏地播報著：2002 年諾貝爾化

學獎獲得者：田中耕一（日本）。

這一刻，全日本都炸鍋了！

媒體們焦急地劃去了預設名

單，專家們面面相覷，不知所

措。

不是業界知名的專家、不是

致力科研的學者，全國人民發出

了同一個緊急提問：田中耕一是

誰？

更離譜的是，田中的妻子坐

在出租車上聽到廣播，還以為自

己聽錯了。田中的媽媽正巧在看

新聞，波瀾不驚地說了句：這人

的名字怎麼跟我兒子一樣？

沒有一個熟人相信，田中會

和世界級的獎項有什麼瓜葛。在

世人眼中，他只是一個普普通通

的失敗者，習慣了沉默與平凡。

最後，媒體在網上搜到了田

中的公司：名不見經傳的「島津

製作所」。

大批想搶佔先機的記者，一

下就把製作所圍得水泄不通。臨

時被抓住採訪的田中，還穿著做

實驗用的藍色工裝。

他跼促地走上了發布會的演

講臺後，憋紅了臉才說出一句：

要是能提早準備，我一定穿正

裝。

憨態可掬的畫面隨著直播傳

遍全國，觀眾們都被田中逗樂

了。這哪是高高在上的諾獎科學

家，分明是親切的鄰家大叔。人

們早已習慣了虛偽與體面，這一

刻才發現真實是多麼可貴。

田中就這樣火了。

搶佔了各大頭條不說，電視

節目都找上門來。社交網站更是

熱烈討論著這位「平民科學家」。

他成了勵志典範，當代錦鯉，激

勵著經濟低迷時期的日本！

田中走過的地方，夾道歡迎

的粉絲們甩動氣球彩帶，就像頂

級流量明星一樣。

但是田中自己，卻陷入了深

深的愁苦：得諾獎就是個天大的

意外！我根本不配得這個獎。

田中的得獎理由是發明

了「對生物大分子的質譜分析

法」。簡單地說，從前分析大

分子，必須用激光照射，但是一

照它就碎。田中加入了甘油及超

細金屬作為緩衝劑，可以將分析

物電離、又不失去結構，解決了

這個問題。

面對記者們的提問，他慚愧

地說，其實自己是因為專業理論

知識不足，不知道一直以來大分

子都不會用這樣的方法分析；其

次他只是失手，嘗試把用剩的甘

油倒了進去，又因為節儉慣了捨

不得扔，陰差陽錯做出了一個專

利。

內心煎熬了一陣後，他公開

說：自己只是僥倖，希望諾貝爾

能夠撤銷授獎。不過諾貝爾卻給

出了溫暖的回應：諾獎是用來獎

勵那些，率先提出改變人類思維

方式的原創性成果，你的得獎是

慎重、公平公正的決定。

失意的人，請不要輕易地

否定自己。明明全世界都在讚

美你，不必害羞地躲開自己的

光環。

說田中「節儉慣了」可不是

虛的。

1959 年出生於富山縣，田

中從小就過著清貧的生活。

哪怕只是想扔一張廢紙，奶

奶都會教導他說，耕一啊，你這

樣太浪費了，還可以留著擦鼻涕

呢。

奶奶不知道，她當初一句無

心的關照，竟為孫子埋下逆襲的

種子。

工匠父親話也不多，卻讓小

田中學會了沉下心來做事。田中

完美繼承了堅毅的品質，世界再

浮躁，他只想著把手頭的事情踏

踏實實做好。就算二十年、三十

年，甚至一生掙不到名利，也無

愧於心。

田中獲獎後第一個打電話感

謝的，卻是他的小學老師澤柿教

誠。是他鼓勵著田中和同學們不

要循規蹈矩，盡情去嘗試、實

驗，獨立思考，不必按課本上的

標準答案來答題。

沒甚麼天賦的田中，最後只

考上東北大學的電氣工程專業。

偶然得知自己竟是父母的養子，

生母在他剛出生時便因病過世。

大二時因為討厭德語掛科留級，

妥妥地淪為「學渣」。

畢 業 時 一 腔 熱 情 地 去

SONY 公司面試，但第一輪就

被淘汰。在導師的幫助下勉強進

了島津製作所，卻被派去毫不相

關的化學科。

其貌不揚、沉默內斂，讓他

的職場生涯充滿坎坷。工作快

二十年了，還是個小小的底層員

工。

從天而降的諾貝爾獎，把甘

於平庸的他「砸」得暈頭轉向。

當收到諾貝爾打來的電話，他還

以為自己是被整人節目找上了。

聽到田中得獎的消息，島津

製作所的所長立刻乘飛機趕回

國，把一千萬日元的獎勵雙手奉

上給田中。而且，因為田中獲

獎，島津製作所的股票當時就上

漲了 35%，之後幾年更是飆升

了 150%。而 1985 年田中發明

這個專利時，公司在 1 個億的

盈利裡，拿了 1 萬日元獎勵他。

而憨厚的田中，更拒絕了所長大

幅升職的待遇。

母校東北大學更是趕快把田

中的名字寫進校章。還破例授予

了榮譽博士學位，熱情地邀約這

個「學渣」回校演講。在台上，

他自言自語道：「我有博士學位

了，以後坐飛機可以免費換商務

艙了！」聽得全場領導老師都愣

了，一陣爆笑。

政府更是一連追加了好幾個

榮譽市民獎，還頒發了最高榮

譽——日本文化勛章。

所有人都以為，名利雙收的

田中耕一，將到處演講、收穫掌

聲來度過餘生。

可是他卻不屑浪潮一般的掌

聲和鮮花，在一場發布會後，一

頭紮回研究所，潛心研究，從公

眾的目光中消失了。

輝煌時不被迷惑

田中回歸了平凡無奇的生

活。上班、下班，依然穿著他的

工作服，依然拒絕升遷。

一切都像沒有獲得諾貝爾獎

一樣，只有一點變了：他決心做

出真正值得獲獎的研究。

只是這一沉寂，就沉了 16
年。

粉絲們心涼了，吹捧逐漸變

成質疑：也許他真的只是運氣

好？

官商們退散了，拿了經費就

走，真是個不通人情的怪人。

田中感受到了外界的壓力，

只是他早已習慣，堅定不移地做

著研究，一年、兩年、十年、

十五年……

當人們再次見到田中耕一的

名字，已經是 2018 年的 2 月。

他的最新研究成功在權威期刊

《自然》上發表：只需幾滴血，

就能提前 30 年預測阿茲海默

症。這項專利得到了世界權威的

認可，為人類帶來福音。

其實，早在四十年前田中生

母病逝時，他便下定決心投身醫

療研究，儘管一開始自己能力經

費各方面都不足，他仍然兢兢業

業地工作，踏實前進等待機會。

那個幸運的諾貝爾獎，給了這堅

定的人一個提醒：勿忘初心。

能在輝煌時不被迷惑的人，

將擁有更華麗的人生。命運饋贈

的禮物，確實標好了籌碼，有些

人，早已用「堅持」來支付。

2019 年 2 月，NHK 邀 請

田中參與記錄片的攝製，作為平

成 30 年科學成就回顧的一環。

此時的田中，眼中早已有了沉穩

和自信，和 16 年前面對鏡頭手

足無措的他，判若兩人。

意外能讓你幸運一時，堅

持與堅定卻能讓你「幸運」一

世。願你面對困境時，不要放

棄「堅持」。

上天會眷顧努力的人。

拿下諾貝爾獎的拿下諾貝爾獎的
43歲日本「 學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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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藥房坐堂，如果一、
兩次不見效的話，病人就會跑
了。對症下藥，中醫的見效也

是很快的。」—楊醫師

理法方藥結合
純正傳統中醫
• 18年中醫師經驗

  前任香港中和大藥行 主任醫師

香港註冊中醫師

澳洲註冊中醫師

• 香港大學中醫全科學士

• 廣州中醫藥大學博士研究生
所長推薦： 
楊醫師在香港具有多年臨床經
驗，履行純中醫獨到傳統，是很可
貴的。中醫有幾千年承傳，從疾病本
質來探討疾病，非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其深度療效非混雜的治療方法所能企及。

楊繼文 (Fr愀渀cis Y攀u渀g) 中醫師 
  粵/國語 

楊繼文楊繼文

「在香港藥房坐堂，如果一、
兩次不見效的話，病人就會跑
了。對症下藥，中醫的見效也

是很快的。」—楊醫師

理法方藥結合
純正傳統中醫
• 18年中醫師經驗

  前任香港中和大藥行 主任醫師

香港註冊中醫師

澳洲註冊中醫師

• 香港大學中醫全科學士

• 廣州中醫藥大學博士研究生

貴的。中醫有幾千年承傳，從疾病本
質來探討疾病，非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其深度療效非混雜的治療方法所能企及。

弓河康復中心 Bow River Wellness Centre   
地址: 卡城市中心  #116, 738 - 3 Av攀 匀W       掃描加楊醫師微信

電話: 403-255-5288 / 587-577-5501（找楊醫師）| f礀攀u渀g001@礀愀h漀漀.c漀m.hk
預約時間：週一、三、四 、五、日  早11點－晚7點 （週二週六休息）

主治：婦科病 · 脾胃病 · 
皮膚疾患 · 呼吸道
及老年性疾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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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
孔懷：非常懷念，用以指

兄弟之情。出自《詩 • 小雅 • 常
棣》：「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後來多用「孔懷」來代指「兄

弟」。孔，甚；非常。懷，念

思；常常想念的意思。

兄：男子先出生者為兄。

弟：男子後出生者為弟。

同氣：同受父母血氣。同，

一樣的。氣，人體血脈、百骸、

九竅所充滿的物體。

連枝：樹枝相連。連，接續

在一起的。枝，從樹幹分生出來

的支條。

譯文參考
兄弟相處應該友愛寬容，因

為同受父母血氣（同是父母所

生），猶如樹枝同根相連。

相關經典
「五倫」是古代聖賢教導人

在「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

友」之間應如何相處的道理，也

就是孟子所說的「父子有親，君

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父子之間要有慈孝親情，君

臣之間要有合宜禮節，夫婦之間

要有內外區別，長幼之間要有先

後次序，朋友之間要有誠信。

「長幼有序」就是兄弟姐妹

間的相處能依從年齡大小，恪守

本分，彼此尊敬禮讓。如同《三

字經》裡「融四歲，能讓梨」的

故事，年僅四歲的孔融就懂得禮

讓兄長的道理。

孔融，字文舉，東漢末魯國

人，孔子的二十世孫，文學家。

根據《孔融家傳》，孔融共

有兄弟七人，他排行第六。他四

歲大時，每當兄弟們一起吃梨，

哥哥們都拿大的，他卻總是揀小

的。家中大人問他原因，他回答

說：「我年紀小，所以拿小梨。」

孔 懷 兄 弟
kǒng huái xiōng dì

同 氣 連 枝
tóng qì lián zhī

千字文 40

辛 棄 疾（1140 年 － 1207
年），字幼安，號稼軒居士，山

東歷城縣人。一生力主抗金。曾

上《美芹十論》與《九議》，條陳

戰守之策。最終也未能得到南宋

朝廷的重用以及實現他北伐的夙

願。追贈少師，諡忠敏。 
辛棄疾是南宋豪放派愛國

詞人，詞風「激昂豪邁，風流豪

放」，和詩人陸游雙峰並峙。

人稱詞中之龍，與蘇軾合稱「蘇

辛」，與李易安並稱「濟南二

安」，是南宋豪放詞的最高成

就。

青玉案：詞牌名。 

元夕：詞題；「元夕」，即

元宵，在黃曆正月十五日。 
玉壺：指月亮。 
魚龍舞：指舞魚燈、龍燈之

類。 
蛾兒：婦女戴在頭上的裝飾

品。 
雪柳黃金縷：金線撚絲做成

裝飾品。 
驀然：忽然。 
闌珊：微弱、稀疏。

　

入夜一城花燈好像是春風吹

開花兒掛滿千枝萬樹，煙火像是

被吹落的萬點流星。驅趕寶馬拉

著華麗車子香風飄滿一路。鳳簫

吹奏的樂曲飄揚，燈月交輝，整

個晚上此起彼落的魚龍花燈在空

中飛舞著。 
觀賞花燈的女子們，頭上戴

滿了元宵特有的鬧蛾兒、雪柳、

黃金縷等裝飾品，她們面帶微

笑，帶著淡淡的香氣從人面前經

過。在眾芳裡我千百次尋找她，

可都沒找著；突然一回首，那個

人卻孤零零地站在燈火稀稀落落

之處。

這是一首別有寄託的詞作。

元宵節 ( 上元節 ) 這天，大家閨

秀都能堂而皇之的上街賞花燈。

詞人假借對一位不喜熱鬧、甘於

寂寞的女子的尋求，含蓄地表達

了自己的高潔志向和情懷。 

詞的上片，極寫元夕燈火輝

煌、歌舞繁盛的熱鬧景象。描寫

出民間百姓的載歌載舞、魚龍曼

衍的社火百戲，繁華熱鬧，令人

目不暇接。到處都是笙蕭齊鳴，

彩燈飛舞，人們沉浸在歡樂的氣

氛中。 
下片寫作者經過反覆的尋

覓，終於在燈火稀落的地方找到

了那個不慕繁華，自甘寂寞的意

中人 ( 那人 )。詞中的「那人」，

大概就是作者自我形象投射的人

物，藉以暗示他不隨波逐流，自

甘寂寞的孤高性格。 
梁啟超認為辛棄疾正是「自

憐幽獨，傷心人別有懷抱」，此

詞的寄意大概就是作者想要表達

的心聲。

語譯
賞析

作者

註釋

宋詞賞析宋詞賞析

孔融讓梨

作者：辛棄疾

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

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

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

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青玉案．元夕

爸媽們，你有這樣經歷嗎？

回家督促孩子寫功課，孩子

卻不停說著「等一下！」；

連洗澡、吃飯、幫忙收衣

服，也拖拖拉拉。打也不是？罵

也不是？別傷腦筋了，試試以下

幾種方法： 

打開聯絡簿、做計劃表 
回到家，請孩子先打開聯絡

簿，了解功課有哪些。 
然後做計劃表。譬如，下午

四點到五點鐘，看卡通放鬆一

下，五點到六點鐘，寫作業 ??
像這樣依照時間，把該做的事，

逐項寫進計劃表。 
每完成一項記得給孩子小獎

勵，例如到客廳或陽臺走走、吃

水果或點心、陪小狗玩一會兒。 
還有，計劃表得留下「空白」

時間，用空白時間完成來不及做

好的事。此外，計劃表也不要排

得太滿，因為萬一孩子做不到，

會增加他們的挫折感，可能會讓

孩子愈來愈不想照著計劃表做。

不想做的事？寫下來！

有些事對孩子來說很困難、

不好玩，又非做不可，怎麼辦？

與其逃避，不如幫助孩子正面出

擊！請孩子拿出一張紙，寫下他

認為這件事很煩、很困難的地

方，然後，與孩子一起想辦法解

決問題。

分辨輕重緩急 
把事情做好分類

無論做甚麼事，都要分清楚

先後順序──甚麼事可以等、甚

麼事必須趕快做？如果孩子經常

感到困擾或焦慮，先陪他一起，

將事情分類好： 
請孩子列出放學後「重要且

急迫」、「重要但不急迫」、「不

重要但急迫」、「不重要也不急

迫」這四大類事情各有哪些。只

要孩子心裏有數，就不慌張了。

孩子的「拖延」戰術
父母如何拆招

來源：未來Family

我家唸高二的三女兒，雖然

資質中平，但是卻非常用功，而

且學習成就遠超過當年學生時代

的我。她在上學年度的成績全班

排第七名，列同類組的二十三

名。如此「優秀」的表現，確實

讓學習成績從沒上過檯面的父

親，驚歎不已。

足足有二個星期的時間，我

逢人便吹噓三女兒的傑出成就，

於是孩子也被我灌了滿滿二大桶

的迷湯，心花怒放，極為陶醉。

上星期六， 一如往昔，我開

車到虎尾接回我家的才女，甫上

車，孩子一臉懊喪的叮嚀我，不

要拆學校寄回家的成績單。「怎

麼樣，沒有考好嗎？」我故作輕

鬆的問。孩子沒有答腔，只是搖

下車窗，緊盯著窗外發呆。

我要孩子告訴我考得最好的

一科的分數，並保證不拆她的信

後，她才幽幽的告訴我：「這次

段考考得其差無比。」我還來不

及反應，孩子又揣測的說：「可

能是全班最後一名。」

我謹守承諾，真的沒有拆她

的信。週三晚上，孩子來電告知

她真的敬陪末座，但是電話的這

一頭，我不改慈父本色，除了愉

悅的道賀她的努力外，也不忘調

侃孩子：「既然為追兵，就不要

讓跑在前面的四十一位同班同學

感受到太大的壓力。」

這週六，孩子一上車，便迫

不及待的告訴我：「老師和同學

們都非常關心的安慰我不要難

過，情誼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加

親近。」談這些體驗的時候，孩

子的聲音亢奮、眼神晶亮，我瞭

解到，她早已一掃前時的陰霾了。

看來，最後一名也有它特殊

的意義呢！

◎文： 吳雁門

最後一名的
我家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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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彬這天遇見高士陳摶先

生，陳摶很有學問，善於相術，

看了曹彬的相，對他說：「你的

邊城骨隆起，印堂寬闊，目長光

顯，必主早年富貴。所忌的是頤

削口垂，沒有晚福，凡出兵作

戰，宜開一面之網，或可培植

一些晚福！」曹彬聽了，頗以為

然。

起初曹彬帶兵攻蜀，占領遂

寧，他部下的將士都主張要屠

城，曹彬嚴令禁止屠殺。士兵們

擄獲了敵人的婦女，他亦下令闢

室妥慎保護，絕不許有姦淫非禮

的行為。

戰事停止後，對於有家可歸

的婦女，給資遣回；無家可歸

的，也都替她們備禮擇配嫁人。

因此民眾們都很感謝曹公的德

政。

後來曹彬奉命征伐江南，因

不忍生靈塗炭，假病不肯就職。

同僚的武將們紛紛去問候，曹

彬對問疾的將士們說：「我的疾

病，絕不是吃藥能夠治癒，只要

你們各人誠心誠意的發誓，攻克

江南之日，絕不妄殺一人，那麼

我的疾病就可痊癒了。」

許多將士們聽了曹彬的話，

對天焚香為誓，攻克江南之日，

相戒不許妄殺一人。哪知這竟爭

取了江南的人心，民眾們都簞食

壺槳以迎王師，無須以武力克復

江南，保全了千千萬萬的人命。

勝利凱旋，曹彬又與陳摶相

遇，陳摶對他說：「數年前我看

你的相，頤削口垂，那時我認定

你沒有晚福；可是現在你的相已

改變，口角頤豐，金光聚耀於面

目鬚眉，必能增祿延壽，後福無

量。」

曹彬問：「怎樣叫做金光

呢？」陳摶答：「金光就是德光，

其色如紫光晃亮，人若陰德有

感，面現金光，眉現彩光，目現

神光，發現毫光，色現祥光，其

氣外明而內徹，不獨增壽，當蔭

子孫遠福。」

曹彬果然應了陳摶的預言，

晚景甚佳，享六十九歲的高壽而

卒，追封濟陽郡王。兒子共有九

人，長兒瑋、次兒琮、三兒璨，

都是一代名將，也追封王爵，子

子孫孫昌盛無比。

歷史感應統紀讚歎曹彬有

云：「其示病也，正如《維摩詰

所說經》所謂，因眾生病，是故

我病，一切眾生疾療，我疾乃

療，存心仁厚如此。

古稱三世為將，道家所忌，

若彬之為將，正可廣作功德，何

忌焉！」

算命相面之道，預卜人的命

運，流傳甚久甚廣。

依佛法的角度，雖有「定

業」之說，但同時主張「心能轉

業」，就是說，過去的業力，可

由心的善惡而轉變。本文的曹

彬，起初陳摶認為他有「頤削口

垂」之相，應該沒有晚福，那是

曹彬原來定業，可是後來曹彬大

發慈悲心，戒殺救人，以致轉變

為「口角頤豐」「面現金光」的

吉相，晚福極佳，這就是「心能

轉業」的最有力證明。

( 文章來源：因果報應錄 )

有位老婆婆曾和我抱怨，老

天和神明真存在嗎？如果真的存

在，她丈夫怎會被朋友騙錢，而

且還是在神壇前？聽到此話，當

時的我苦笑不語。

的確，生活周遭中的大小

事，有時好似能夠感覺到善惡有

報的存在，有時又疑惑上天安排

的用意究竟為何？

我想起了一位暱稱為孟吉

旺姆的網友，他在博客分享的男

子因為善念救蛇，反遭蛇咬的故

事，男子遭人譏笑好心沒好報，

可冥冥之中的安排，卻讓他躲過

一次劫難。

下面摘錄網友分享的故事：

晚上和老媽閒聊。她問我：

「你還記得小阿公嗎？」小阿公

是爺爺的堂弟，很早就去世了，

但是我朦朦朧朧還有印象。

小阿公是做素麵的老師傅。

素麵是溫州特產，每逢婚喪嫁

娶、蓋房上梁等大事喜事家家戶

戶都得備的。

素麵絲絲滑滑，細細軟軟，

可甜可鹹，可葷可素，做法很

多，尤其適合小孩老人。

溫州地區的女人坐月子也是

一定要吃素麵的，不僅產婦吃，

訪客也是一定要吃的，所以，添

丁人家一月吃掉上百斤素麵是正

常的。到生孩子的親友家道喜，

溫州俚語就叫「去吃素麵湯」。

有人用「細如銀絲，潔白柔

韌」來形容素麵，好看、好吃不

易斷。老家有很多知名的、做素

麵的老師傅，小阿公就是這樣的

老師傅。

那年，小阿公在樂清的素麵

鋪裡當學徒，這個素麵鋪很大，

樓下是作坊，樓上當倉庫存放麵

粉、素麵。

一個夏天的傍晚，店裡出現

了一條蛇，夥計們慌慌張張地拿

來鉗子、石頭準備砸死牠。

這時，一個好心的小夥計

阻攔大家，建議抓住蛇把它放生

了。樂清是水鄉，河道眾多，夏

天一到，男子都是在河裡洗澡

的。這個好心的小夥計去洗澡時

順便把這條蛇放入河裡，蛇便一

溜煙游走了。

等他洗完澡準備上岸之際，

蛇居然又向他游來，正覺得詫

異，這蛇到底要幹甚麼？

沒想到，蛇游到他身邊，咬

了他一口。做好事沒好報，大家

都奚落這小夥計，他十分傷心，

只能請假在家養傷。沒想到，就

在次日，素麵鋪樓上木板因陳舊

斷裂，房子倒塌，死傷了幾個夥

計。小夥計沒去做工，因禍得

福，躲過一劫。

小阿公親眼目睹此事，震

撼很大。因此，他在世的時候常

說，做善事做好事一定是有好

報的。雖然有時我們看不出這

是「好報」，有時沒那麼快得到

「好報」，但只要你誠心去做，

一定功不唐捐。誠如這個故事所

示，善報不一定很快就能看得

見，古語云：「為善者天報之以

福，為惡者天報之以禍。」人生

很長，有些事情總得放長遠去看

待，有時上天甚至在讓人遭受苦

難的過程中，免去其他劫難，只

是當下體察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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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凡四訓》主角袁了

凡擺脫宿命的奮鬥歷程，啟

發了無數人，流傳至今⋯⋯

幫助宋太祖平定天下的大將

曹彬亦是如此。

本版幾週前的一篇文章曾提到，一個人有偏財運。未必代表

整個命運是好的，但想必大多數人還是滿心期待的，所以今天就

來說說容易得偏財的面相特徵，趕緊對照一下，你中獎了嗎？

曹彬戒殺改面相

好心沒好報？
放生蛇反遭蛇咬
◎ 文：米雅 圖：

◎文：唐湘清 圖：Fotolia

面、額

臉面呈現黃、明亮、紅潤之

人，一般來說會多橫財。

額闊顴高的人正代表有天財

（指：意外之財，意思是上天送

來的財富）與繼承運，例如中

了六合彩或是繼承祖輩留給你的

龐大遺產。額頭亮的人也時常會

獲得意外之財，機率甚高。

此外，象徵驛馬的額角（代

表橫財）若是夠寬廣、氣色又

紅潤，或是有出現善痣，代表這

個人一生中會多次獲得橫財。

耳朵

耳朵比眉毛還高的人會有橫

財運。這種人的耳珠朝海口，也

就是耳珠會微微的拱起並朝向

嘴巴。

這類人約莫會在 40 歲之後

獲得一筆不小的橫財。

此外，兩隻耳朵的內部呈現

白亮或是白中透紅的人，容易獲

得意外之財；再來是耳朵的外

形，耳朵的形狀若是像蒲扇（葵

扇），則代表容易招來財氣；耳

垂大且紅潤之人，則容易獲得

外財。

眼睛

眼睛乃靈魂之窗，眼睛有

神、銳利如鷹、眼眸黑白分明的

人，財神會多眷顧他。

眉毛

眉毛滑順沒有逆長、甚長、

眉毛長得秀氣，眉中有痣，雙

眉顯得霸氣十足，以及雖為濃

眉卻根根見底的面相，都具橫

財運。

其中，眉中有痣的這顆痣，

被稱為「意外財」或「草裡藏

珠」，這類人特別容易獲得意外

之財。

鼻子

五官中，正是以鼻為財。不

過，鼻長、直鼻、翼圓大之人的

財運雖好，卻未必是橫財，所以

別搞混。

真要說橫財鼻的特徵，那還

是非「鼻孔大」莫屬。這類人是

吸財快，不過卻也花得快，是花

錢如流水。

上鼻準頭與鼻孔的氣色呈現

黃明色的人，則容易得到外財；

兩邊鼻翼張開且鼻準有肉的人，

常能透過理財經商而賺大錢；鼻

孔微露，有一大一小的削尖鼻翼

的人，很適合做投機的生意，他

的錢財招來得快；鼻梁與山根

形成一直角的人，不但很懂得

理財與投資，還常因此而獲得

意外之財。

下巴代表著不動產。下巴有

長善痣且飽滿有力的人，很容易

突如其來就獲得遺產或捐贈之類

的不動產。

地庫

臉頰和嘴巴的交接處為地

庫。地庫這區域若是呈現黃明的

潤色，或是有長黑痣（黑痣是

男左女右），則主橫財多。

我有偏財運嗎看面相

◎文：乙欣 圖：Fotolia

眼睛有神、眼眸黑白分明的人，

財神會多眷顧他。

將士們聽了曹彬的話，攻克江南

之日，相戒不許妄殺一人。

溫州地區的女人坐月子是一定要

吃素麵的，不僅產婦吃，訪客也

要吃，到生孩子的親友家道喜，

溫州俚語就叫「去吃素麵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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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子是春秋時代，齊國的

高官。他以智諫國君齊景公而

聞名。

齊國宮殿旁邊，有一株槐

樹，齊景公十分喜歡它，命令

官吏嚴加看護，並在槐樹旁，

懸掛禁令說：「碰觸槐樹者判

刑，傷害槐樹者斬首。」 老百

姓怕觸犯禁令，都遠遠地繞開

槐樹行走。

有一個人喝醉酒後，觸摸

了槐樹，被看守槐樹的小吏抓

了起來。景公聽說後，大怒，

他說：「這個人是第一個敢觸犯

我的禁令的人，一定要加重處

罰他。」

醉漢的女兒聽說父親被抓

後，決心救出父親。於是她跑

到晏子家，藉口對晏子說：「我

是城郊的一個卑賤民女，想當

您的小妾。」

晏子（公元前 578 年—前

500 年）聽了，笑著說：「我得

仔細內省，想想：難道我是個

貪戀女色的人嗎？為甚麼頭髮

都白了，還會有美貌的女子來

投奔？我看你一定是有甚麼為

難的事要我辦？你不要擔心，

有甚麼事就說吧！」

那女子就把國君在槐樹邊

懸掛禁令，及父親喝醉酒撞到

了樹，犯了禁令要被懲罰的事

說了一遍。晏子聽了，答應一

定幫女子，把女子的話告訴國

君。於是派人把女子送回了家。

第二天早朝，晏子對景公

說：「我聽說，搜盡百姓財力來

供自己奢侈的人，叫暴虐；喜

歡某種東西而使它的威嚴近乎

國君，是為反常；刑殺無罪的

人，叫殘暴。這三樣，都是國

家的大禍患。現在您搜盡百姓

財物，來滿足自己的私慾，這

是暴虐；您喜歡槐樹，懸掛禁

令，使人們都不敢靠近它，槐

樹的威德就像個國君，這不是

很反常嗎？摸摸槐樹的人，要

判刑。這與國法不相稱，這不

是殘害百姓嗎？您有這三種禍

害，恐怕您很難再執掌齊國的

大權了。」

晏子連珠炮似地抨擊景公，

毫不留情。景公被說得啞口無

言，好半天才說：「您說得對，

若不是您教誨我，我幾乎犯了大

錯，我聽從您的教導。」於是景

公下令：撤去守護槐樹的官吏，

拔去懸掛的禁令木牌，廢除禁

令，並釋放了觸摸槐樹的那個

人。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常

被現代人用作勸導惡人停止作惡

的警句，也有佛教中人說是要放

下人的惡言、惡行、妄念等諸多

煩惱。有案可稽，這句話指的不

是一般殺人越貨的強盜，而是那

些殺人無數，卻不是出自本心，

最後能成就正果的人。

西藏的密勒日巴，從小熱情

爽朗，心地寬厚。父親去世後，

伯父、姑母霸占了他家的財產和

房屋。在母親以死相挾的逼迫

下，密勒日巴學會咒術，咒殺了

伯父家許多人，密勒日巴內心很

痛苦。他到俄巴喇嘛處求正法，

俄巴讓先他去多雅波降冰雹，懲

罰那裡的壞人。密勒日巴施法

後，撿到很多鳥獸的屍體帶回

去，痛哭流涕，俄巴說：「你降

冰雹打死的一切生靈，都會成為

你未來佛國淨土的眾生。」俄巴

冥想片刻，這些鳥獸瞬間甦醒復

生了。

密勒日巴最後找到馬爾巴上

師。一開始，師父並不教他東

西，只是一味地役使他，動輒對

他非打即罵。一再言而無信地讓

他把巨石運到山頂、建造石頭房

屋，三番五次建了又拆、拆了又

建。他的背部因長年負重，割得

到處是傷口。密勒日巴始終對師

父非常恭敬、虔誠。在師父的安

排下，他以前殺生造下的巨大業

力，通過無比艱辛的修煉，最後

轉化成巨大的成就，密勒日巴成

為西藏極受尊崇的偉大覺者。

晏子的智慧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Yan 
Zi was a high official in the Qi State. Yan Zi 
was well known for his intelligent approach in 
persuading Emperor Qi Jing Gong. 

Jing Gong was very fond of a eucalyptus 
tree right outside of the palace and he ordered 
the officials to take care of the tree. A sign by 
the tree said: "Whoever touches the tree will be 
sentenced and whoever hurts the tree will be 
killed." The people in the city were so afraid of 
the tree that they stayed far away from it.

One day after getting drunk, a man 
touched the eucalyptus tree and got caught. 
After Jing Gong heard about it, he was furious. 
He said: "This man is the first person who dares 
to violate my rule and he should be punished 
severely."

The drunkard’s daughter heard that her 
father was arrested and determined to rescue 
her father. So, she went to see Yan Zi and said 

to him: "I am a poor woman from the suburbs 
and want to be your concubine."

Yan Zi (578 BC - the first 500 years) 
listened and said with a smile: "I have to 
introspect carefully, think about it: Am I a man 
who is greedy for women? I am already an old 
man with grey hair and yet, there is a beautiful 
woman coming to see me. I think you must 
have something difficult and want help from 
me? Don’t worry, just tell me!

The woman told about how her father 
got drunk and mistakenly slammed into the 
eucalyptus tree. Yan Zi listened and promised to 
help the woman.

The next morning, Yan Zi said to Jing 
Gong: "I have heard that people who scrape 
other’s wealth for their extravagance are called 
tyrants. People like something so much that they 
grant it a majestic power equal to that of the 
monarch, which is abnormal; killing innocent 

people is called brutality. These three are the 
great disasters of the kingdom. Now you search 
for the people’s wealth to satisfy your own lusts. 
This is tyrannical; you like the eucalyptus and 
hang a sign to scare people away. The virtue of 
the tree is like a monarch. Isn't this unusual? 
The person who touches the eucalyptus tree has 
to be sentenced. This does not go well with the 
national law. Isn't this harmful to the people? 
You have these three scourges, I am afraid that 
it is hard for you to rule the state again."

Yan Zi slammed Jing Gong repeatedly; he 
did not show any mercy. Jing Gong was almost 
speechless, then said: "You are right. If you 
didn't teach me a lesson, I almost made a big 
mistake. I’ll follow your teachings." So, Jing 
Gong ordered the tree guarding official and the 
sign by the tree removed, abolished the ban, and 
released the man who had touched the tree.

Yan Zi’s Wis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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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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者來信

曼麗回信

自古以來，有情天地中的男男女女，在面對愛情的到來，婚姻的

締結，與婚後的柴米油鹽時，總有說不完的僑段。如何在其中愛得自

在與無傷，愛得充實與圓滿，讓曼麗夫人陪您一同探討現代男女情感

世界中的難題，讓愛的世界增添更多美麗的傳奇！

我和先生結婚一年，結婚後我們在外

租房子，目前還沒有小孩，可是我已經無

法忍受先生。他很喜歡回嘴也很不負責

任，只要我們一吵架，他隔天就是跑回他

家躲起來避不見面。不回電話也不回訊

息，他可以整整一個月都不跟我聯絡丟下

我一個人。每次都考驗我的耐力要我打電

話找他，我真的是很心寒也忍無可忍，這

是男人該有的態度嗎？不是都已經成家

了，為什麼每次吵架就跑回去。我們曾在

和好後溝通過，但沒有效果。等到下一次

一樣故我，我真的受不了他每次都搞失蹤

這件事，我已經考慮要簽字離婚了，我真

的很受不了他！！

不經過仔細的觀察思考就貿然結婚這

是第一次錯誤，沒給機會不經過努力就離

婚，這樣的錯誤將比第一次更嚴重，所以

讓我們重新客觀而冷靜的面對這個令人棘

手的問題吧！

雖然每個男人內心裡都住有一個幼稚

的小男孩，也住有一個成熟的大男人，他

會在不同情境下不自覺輪流扮演這兩個角

色。一位已婚的男人在吵架後躲回家裡，

則十足是一個不恰當的小男孩的表現。可

能他的童年是被父母過度呵護，以致失去

成長的空間，造成今天忍受挫折能力的不

足，人際關係的極度薄弱。面對這樣的事

實，不妨嘗試新的溝通管道，或許會比較

順暢。所以，除了做問題具體的分析，別

做無原則地讓步與責任承擔。

一個沒有擔當和責任的男人不是一個

真正的好男人。好男人是可以給父母，妻

子，孩子一個幸福溫暖的家。讓我們試著

改變能改變的，否則就要接受不能改變的

現實。首先你可以向他明白表示：下次再

搞失蹤的話，你不會再主動打電話給他，

因為你將準備接受一個男人的蛻變，或是

結束一個永無止境的噩夢。這樣的最後通

牒是讓他知道自己行為的後果。他的行為

模式惟有在深度刺激覺醒後才能改變。而

一個拒絕成長的男人並不值得你繼續忍

耐，否則日後會有更多的悔恨。

另外，曼麗建議你，不妨整體的觀察

他在公司與同事相處或跟朋友在一起時也

是這樣逃避問題嗎？假如不是的話，有時

候也要反思自己的態度是否過於主觀、獨

裁到令人無法忍受。夫妻間任何分歧的看

法，雙方都有各自認為合理的主張，透過

善意的理解和溝通才能取得共識。單一的

要求別人只聽從你的意見，毫無反駁空間

的話，長期下來任何人都很難接受。

婚姻是需要兩個人不停的互相學習與

適應，任何一方的逃避和堅持都是婚姻的

警訊。如果你珍惜這段感情，那麼試試有

耐心的陪著他、等他成長。總之，除了自

我調整外，別再迎合、不再縱容。一方面

做好分手的準備，而這種準備不是放棄，

而是不輕易妥協的心理基礎，想清楚你不

可能成為他的第二個母親。而且他這種消

極態度也會影響下一代。給出一個時間，

如果一直無法改變的話，就認真考慮早點

結束這段婚姻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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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間任何分歧的看

法，雙方都有各自認為合理的主

張，透過善意的理解和溝通才

能取得共識。

這一日是月初，賈府的人第一次發月

例銀。黛玉正幫平兒抄寫花名單，忽聽街

上鞭炮震天響，兩人不由一愣。這時只

見林府的兩個丫頭喜氣洋洋地跑來，說：

「姑奶奶，咱們家二少爺中狀元了！李爺

爺請您快到林府去。」黛玉立即乘上輕便

小車，到了西廳門口停下。剛下來，小

妹碧玉就拉著黛玉的手，喜得直跳，說：

「姐，咱哥中狀元了！」黛玉微微一笑，

姐妹倆手拉手進了廳。只見廳裡坐滿了

人：姑奶奶、大伯、大伯母、二伯母、小

弟璞玉、懷玉夫妻二人二個孩子全在，個

個滿面春風。黛玉忙給眾人行了禮，對懷

玉夫妻說：「哥嫂也來了。」大嫂笑著說：

「一聽良玉中了狀元，懷玉立即關了店

門，一家子就急匆匆地趕來了。」懷玉望

望眾人，說：「我看個個喜出望外，唯有

爹和黛玉顯得淡定。」大伯笑著說：「我

早在半年前就知道他會中狀元。」小弟璞

玉說：「難道大伯能掐會算。」大伯說：

「在山裡時，一天早晨，山裡的族長見了

我，說：『前天晚上做了個奇怪的夢，夢

見天上的文曲星到了咱們山裡。』第二

天良玉就進山了。」眾人都興趣盎然地聽

著。璞玉又說：「難道姐姐也知道文曲星

下凡？」黛玉笑著說：「我不知道。不過，

我一看咱哥的文章，心裡就有譜了。再加

上良玉儀表堂堂，風度翩翩，氣質非凡，

皇上肯定一眼看中，綜合考量，我想狀元

肯定非良玉莫屬！」眾人都笑了。

這時只見李伯笑哈哈地走來，說：

「報喜隊伍回去了，每人都發了賞銀。剛

才冬兒又飛馬來報，說是狀元他們已經走

出了皇宮午門，接著就披紅簪花開始遊行

了。估計遊到咱們這裡也要一會。二太太

和姑奶奶想想咱們還有哪些事要做？」二

太太說：「我從蘇州才到這裡幾天，情況

不熟，身上還乏著呢。這幾日的事就由黛

玉幫著您老人家做吧。」黛玉說：「我哪

裡經過這樣的大事？我只當李伯的下手

吧。不過我覺得也沒什麼好忙的，只不過

接待一下來賀喜的人而已。咱們家剛搬來

不久，親朋好友並不多。」正說著，只見

冬兒興奮地滿臉通紅跑進廳裡，說：「大

喜！大喜！皇上親下口諭賜婚，把大元帥

的千金賜給咱家少爺了！」上上下下，一

片歡呼聲。只有黛玉和二太太不由一驚，

兩人對望了一眼。黛玉忙問冬兒：「還有

沒有其他的話？」冬兒一愣，摸摸後腦

勺，說：「有！有！當時史官就選好了日

子，說是十天以後是黃道吉日，兩人就可

以成親。」二太太向紫娟望去，只見紫娟

面色蒼白，正要去勸慰幾句，忽聽院內

一片喊聲：「快！快來看，狀元遊街的隊

伍快到家門口了。」已聽到街上鞭炮聲，

鑼鼓聲，歡呼聲搖天撼地，人們蜂擁著衝

到大門口。一陣忙亂，再找紫娟已不見人

影。

紫娟趁人們忙亂，悄悄抽身回到玫瑰

園。坐在床沿，淚珠一串串掉下來。賜婚

的消息，如同一桶冰水，當頭澆來，她感

到渾身從裡到外冰冷，她抱著膝蓋，全身

發抖。「人心為何變得如此快！我為什麼

要被他的花言巧語迷惑？我這輩子再也

不願見他。」想到這裡，擦乾眼淚，包了

幾件衣服，匆匆出了門，剛走到院門，

迎頭碰見一個丫頭。「紫娟姐姐，你到哪

裡去？」紫娟說：「這裡的事情已完，我

該回去了。」丫頭說：「等少爺回來再走

吧。」紫娟說：「不必了！」說著頭也不

回地走了。

遊行的隊伍已經過去，良玉還要參加

一個酒宴，暫不能回府。林府的人都高高

興興地回到廳內。李伯正忙著給每個人發

紅包，又張羅晚上的家宴。二太太走到黛

玉身邊問：「見到紫娟沒有？」黛玉也一

驚：「真的！好半天沒看到她了。我去找

找。」說著，拉著寶玉就往芙蓉院走來。

不見蹤影。兩人又連忙到賈府。

不一會，賈府看遊行的人回來了，人

們仍興奮不已。環兒跑到平兒跟前，說：

「姐姐，你沒去看，太遺憾了！真神氣，

前邊鳴鑼開道，鼓樂齊鳴，後面彩旗簇

擁，狀元郎頭簪金花，身披彩紅，坐在高

頭大馬上。良玉大哥，今日神采飛揚，英

俊無比，神人一般……」正說到這裡，只

見寶玉、黛玉慌慌張張走來了。寶玉問：

「見到紫娟沒有？」平兒說：「剛才來了，

她說要睡兩天，不許人打擾。」「睡在哪

裡？」「周姨娘屋裡。」黛玉聽說，向眾

人笑笑說：「你們忙。」同寶玉匆匆走了。

寶黛二人到了周姨娘的臥房，輕輕推

門，門從裡邊插上了。寶玉用手指戳破窗

紙，往裡一看，只見紫娟面朝裡，蓋著被

子躺著。黛玉說：「我還是不放心。皇上

賜婚，良玉為何不說自己已經有婚約？為

何欣然接受？置紫娟於何地？從聽到賜

婚的事，我心裡一直憋屈得很，何況紫

娟？」寶玉說：「那咱們輕輕敲門試試。」

黛玉又連忙說：「不要！這半年來她確實

每日殫心竭慮，無微不致地服伺良玉。想

當年十幾個丫頭伺候你，襲人還辛苦得不

行。她就一個人照顧一個趕考的人，你

想有多麼辛苦！我不忍心把她喊醒。」寶

玉說：「那咱們就坐在這裡說說話，等她

醒來。」黛玉說：「林府那邊還有一大堆

事，二伯母昨日讓我幫著料理，我怎好推

辭？想來平兒也許已經忙完了，咱們找她

去。」二人出了院門，正好碰見平兒。黛

玉說：「紫娟有些不對勁，你勤來看看。」

平兒點頭答應。平兒說：「月錢發完了，

只剩你們兩人的了。」說著遞過來一個沈

甸甸的布袋。寶玉說：「我們兩個的就免

了吧。」平兒說：「賈府上上下下都有，

你們未必不是賈府的人？要特殊？」寶玉

只好收下。黛玉說：「嫂子，這陣子林府

的事太多，這邊的事，就勞煩你了！」平

兒說：「我知道，只是注意保養身子，別

太勞累了。」

（待續）

聲明：此文與《紅樓夢》沒有關

係，只是借用其中幾個人物及個別情

節而已。

第三十一回 上

◎ 文：黃靚  畫：清・孫溫

黛玉後傳

一鳴驚人奪魁首 二嬌歸良成大禮 （一）

先生一吵架 先生一吵架 
就躲起來就躲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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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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聯邦政府公布預

算，在 2019 聯邦政府預算中列出了購房

資助專用款項。首次購房者可申請聯邦住

房機構墊付房價 10% 的款項，以降低貸

款額度，進而減少償貸負擔。

聯邦政府稱之為「共享股權抵押貸

款」，實為首次購房激勵計畫，聯邦將在

三年內撥出 12.5 億元專用款項，為首次

購房者墊付部分房款。

申請條件為：申請人每年的家庭收入

低於 12 萬元，並且能夠支付 5% 的首付 -
這是加拿大抵押和住房公司（CMHC）

的批准貸款的最低要求。除了上述規定

外，CMHC 墊付房款還有一個條件，就

是申請人所購房屋總價不得超過其家庭年

收入的四倍，即抵押貸款額加上 CMHC
借款不超過 48 萬元。

如果潛在買家符合所有上述條件，那

麼根據該計畫，CMHC 將為購買新建房

屋者墊付高達 10% 的房款，或者轉售價

值的 5%。

CMHC 墊付的房款，將被視為房屋

股權。這樣可以降低購房者貸款總額 –
將部分還款推延到以後。

該計畫將如何運作的詳細細節，最

早將會在秋季晚些時候公布，

但近日政府為如何運作進

行了大致說明。例

如，首次購房

者如想要

購買

價值 40 萬元的房屋，他們必須（在新規

則和舊規則下）支付 2 萬元的首付款。

如果按舊規則，購房者須貸款 38 萬元，

但按照新規則，購房者只需貸款 34 萬

元，CMHC 可以墊付 4 萬元，並持有房

屋 10% 的股份。買家的抵押貸款額從 38
萬元降為 34萬元，假設貸款利率 3.5%，

貸款期限 25 年內每月可以少償還貸款約

200 元，每年可少還款 2,700 元。

房主最終還是得回購 CMHC 在房產

中的股份，但他們不必在房屋轉售之前完

成回購。以此來看，CMHC 提供的更像

是無息借款。

買家償還 CMHC 墊付資金時，是償

還 CMHC 提供的金額相同的金額，還是

根據房屋價值升值幅度而上漲？政府官

員表示，該計畫的細節將在未來幾個月

內完成。會計諮詢公司德勤（Deloitte）
首席經濟學家克雷格亞歷山大（Craig 
Alexander）稱該計畫是一個「聰明的主

意」。

政府估計該計畫可在未來三年內幫助

10 萬首次購房者實現心願。

政府這項計畫成效如何，目前仍眾說

紛紜。答案恐怕只有在實施細節公布後才

可知曉。

【看中國訊】商業房地產服務公司

Altus Group 的 新 數 據 顯 示，2018 全

年卡城商業地產總交易額 37 億元，比

2017 年增長 16%，是連續第三個增長

年。數據顯示僅 2018 年四季度，卡城商

業地產交易額就達 12 億元。

Altus 公司數據經理 Ben Tatterton
表示，商業地產交易活躍，一定程度上得

益於電子商務帶動。「這行業的發展推動

對物流配送中心和倉庫的需求，」他說。

去年第四季度，卡城倉儲物流物業的

大手筆交易有三項：

1. 位於 5500 72nd Ave.S.E. 商業地

產，由Skyline REIT以 3760萬元收購。

2.6980 108th Ave.S.E 的 物 流

中 心 及 附 近 待 開 發 用 地，Enright 和
Crestpoint 公司出價 3670 萬元購得。

3.1802-1810 Cenre Ave.N.E.， 由

Manulife 公司以 3630 萬元買入。

卡城辦公樓，去年共達成 43 筆交易，

價值 9.6 億元，比 2017 年增長了 21%。去

年四季度最大筆交易為 Aspen Properties
以 2.25 億元收購 Sun Life Plaza。

2018 年公寓交易活動比 2017 年增長

了 8%，其中 68% 的交易發生在四季度。

「市場還是在恢復通道上，看來今年

還會延續去年的趨勢，」Tatterton 說，

「儘管卡城商業地產投資逐步增長，但交

易額度並未達到卡城經濟衰退前的規模。」

商業地產交易

連年增長

將助首次購房者實現心願
加聯邦政府 卡城

卡
城
市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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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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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風情
◎ 文：米娜　圖：Fotolia

日本|早餐定食

喜歡看日劇的人，應該很熟悉日劇的

早餐場景：一天的開始，伴隨著烤魚香、

打蛋聲、湯面微滾的味增湯 ……令人不

禁垂涎日本早餐的美味。日劇呈現的是自

家做的傳統日本早餐，清晨現做，清淡營

養。日本的市面上也有供應此類日式早餐

定食的連鎖店。

因應飲食習慣，日本家庭常見瓦斯爐

下方附設烤魚專用小烤箱，搭配排煙口設

計，魚腥味道並不會滯留在烤箱內，使烤

魚成為輕鬆的事。日本媽媽大都擅長煎美

味蛋捲，或許也該部分歸功於方型的玉子

燒鍋。從以上來看，想要在早晨享用豐富

早餐，似乎要先有方便的工具。

早餐是一天的開始，

不同的飲食文化有各自的早餐風貌。







希臘|酥皮起司派

傳統的希臘早餐很簡單，就是各種

口味的起司派（tiropita）加上一杯咖

啡。希臘種植小麥的歷史相當悠久，因此

發展出各式各樣的麵包，像是使用菲洛

（phyllo）麵皮製作的酥皮起司派，以及

各種口味的派餅，是每個希臘媽媽的家常

菜，簡單卻很美味。

菲洛麵皮以麵粉、橄欖油、鹽為原

料，其名字在希臘語中原指「葉子」，意

指其麵皮像葉子一般細薄。在希臘仍有一

些糕餅老師傅，仍堅持手工方式製作麵

皮，只見像做比薩皮一樣，菲洛麵糰也是

被一面在空中轉，一面被快速地拉扯，愈

轉愈大、愈薄，直到做成超薄麵皮。

馬來西亞|肉骨茶

肉骨茶起源於馬來西亞華人移民，盛

行於新馬地區，二地都有早餐吃肉骨茶的

傳統。肉骨茶的發源地在巴生地區，當地

肉骨茶專賣店眾多，有 24 小時營業的肉

骨茶店，也有很多天亮就開店，不到中午

就賣光收攤的人氣店家，令人還不得不趁

早去吃，以免向隅。

傳統肉骨茶早餐，就是一碗藥膳肉骨

配飯，肉骨就是排骨。經過流傳與演變，

星馬地區各地人們喜歡的肉骨茶的口味、

用料有所不同，有些湯濃味重，有些標榜

清爽的藥膳湯。至於，油脂較高的肉骨

茶，當地人也不怕，喝茶解膩就是解決方

案。

德國|小麵包

德國人是世界上吃麵包最多的民族之

一，主要是在早餐食用，此為德國的文化

特色。

德國麵包絕大部分都保持原味，富含

纖維質，且有大麵包、小麵包之分。大麵

包可重達 1 公斤，以全麥為基底，添加

黑麥、蕎麥、芝麻、罌粟籽、香草等。大

麵包都會切片夾東西吃。

小麵包的原料較大麵包細緻，口感較

為柔軟，大小一手可以掌握。德國人吃麵

包如同中國人吃飯一樣，是需要配東西

的，抹上甜或鹹的抹醬或夾起士、火腿、 
香腸等，小麵包尤其方便夾料、手拿食

用，是德國人日常早餐首選。



有效期：2019年 3月 18日～ 3月 31日

清真

清真新鮮羊腿
清真新鮮牛眼肉扒

七天營業

早9：00～晚 9：00

清真新鮮
雞胸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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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絞肉

免費註冊會員 , 享受更多優惠 !

MAP

購物有

花費滿 $250

2L 橄欖油

FREE
Olive oil

免費獲得

禮

bashafoods.ca
Prices in effect  Mar 18-31,2019

雞肉沙威瑪

清真新鮮牛腱 清真新鮮羊排

清真

雞腿肉

 
去骨，去皮

連骨

限時優惠

橄欖油

FREEFREE
Olive oil
限時優惠

特瘦

Freestone Produce Inc.

暢石蔬果店
每日重磅商品發布在臉書頁面，即時更新，敬請查詢

Spanish Mandarin

Organic Mushroom Mini CucumbersRed Delicious Apple

Fresh Dandelion西班牙橘子

有機蘑菇 迷你小黃瓜 青提子

Papaya 青木瓜

Freestone Produce Inc.頁面，即時更新，敬請查詢

重磅     折扣，每   更新

地址：2828 32 Ave NE, Calgary
電話：(403) 248-4466

週一至週五：早 9:30- 晚 7:00    週六：早 10:00- 晚 6:00   週日：早 10:00- 晚 5:00  本週營業時間：

Golden Kiwi 金黃獼猴桃

蛇果

新鮮蒲公英

$         .00 / 箱15

每

Daikon Green Grapes新鮮白蘿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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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9 / 磅

$     .99 / 把1

1 $     .49 / 磅1

蛇果Red Delicious Apple

$     .49 / 磅0 $     .49 / 磅1

$     .99 / 磅0

$     .99 / 磅0

3月 19∼ 21日特價商品

32 Ave. NE

27 S
T N

E

29 S
T N

E

B
arlow

 Trail N
E

36 S
T N

E

N

$         .00 / 箱15 （40 磅）

$     .00 / 箱5 （5 磅）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D4 看養生 Health 第 46 期  2019年 3月 21日—3月 27日    

❶

整版圖片來源=Thinkstock

     生於高癌家庭 
106 歲宋美齡的養生之道

宋美齡的母親 62 歲時罹癌

去世；大姐宋藹齡享年 84 歲，

因癌症離世；二姐宋慶齡也因白

血病逝世；一位弟弟宋子良也得

癌症；宋美齡本人也因罹患乳腺

癌，曾二次動手術，而乳腺癌手

術後能活到如此高壽者甚少。

宋美齡非常注重養生，到

60 多歲，體重始終保持 50 公斤

左右，沒有一般中年人發福的跡

象。她精神奕奕，肌膚依然白淨

潤澤，即使超過百歲，牙齒一直

很健康，頭髮也沒有全白，她是

怎麼做到的呢？

宋美齡養生6大秘訣
少食多餐

宋美齡每天進食 5 次餐，

每餐二葷、二素，每一餐只吃 5
分飽，即使再喜歡吃的食物，也

絕不多吃。她經常稱體重，只要

發現體重稍微重了一些，就立刻

改吃青菜、沙拉，不吃葷食。

飲食均衡，葷素結合，粗細

中華民國蔣中正總統夫

人——宋美齡女士，是中國

近代史上的一名奇女子，

享年 106歲，橫跨三個世
紀，生命力十分旺盛。其

實，她生於高癌家庭，家

族有多人罹癌，但她為何

能如此高壽呢？以下來探

討她的養生之道。

護士輪流為她進行全身的按

摩，有助於促進血液循環。

傳統中醫講究穴位按摩，研

究證明，按摩穴位能促進血

液循環，活躍新陳代謝，提

高人體免疫力；通過按摩各

反射區的穴位，還能調節人

體機能，減輕或使不適症狀

消失，恢復血液的正常循環。

每天灌腸排毒

宋美齡雖然沒有便秘的毛

病，但她有一個堅持幾十年的習

慣，就是每天臨睡之前都要灌

腸，以便將體內的毒素排出來。

雖然這個習慣沒有科學證據表明

和長壽相關，但她仍以愉快的心

情，每天堅持灌腸排毒。

人體的排毒方法，推薦用運

動排毒，能夠加速新陳代謝，有

助於皮膚和肺臟的排毒，通過運

動出汗等方式能排出其他器官無

法解決的毒素。腳是我們體內毒

素的最大沉積處，堅持足浴或利

用蒸氣浴，讓人體面積最大的皮

膚發汗排毒都很好，而洗腸排毒

是一種應急方法，不宜時常為之。

信仰虔誠

宋美齡是虔誠的基督徒，

一生依靠堅定的信仰指引方

向，堅定步伐，也獲得非常大

的精神力量。每當有熟人來看

望她，並誇獎她如何能幹時，

她便淡然一笑，平靜的引述

《聖經》上的話回答：「我要打

的仗已經打過，要走的路已經

走過，權、名、利已成硝煙散

去，忘記這一切吧！」

生理、心理的健康互相關

連，不良情緒對身體的健康影

響很大，而信仰所帶給人的平

安、喜樂、愛心、盼望等等，

會影響內分泌系統、身體的抗

病能力和恢復速度。

找人閒聊傾訴

互搭，多吃蔬果，並且按時進

餐，不暴飲暴食，不過飽、過

飢，皆能幫助我們延緩衰老。

堅持按摩

宋美齡的肌膚始終保持光

滑柔嫩，和她堅持天天按摩

有很大的關係。每天午睡之

前或晚上臨睡前，都有 2 名

宋美齡的身世、學識、文化

背景塑造出她擁有很高的自控能

力，每當她遇到難題，心情煩悶

的時候，有一個好習慣，就是找

熟人聊天，一掃胸中塊壘，把心

中的話傾訴出來，而不會悶著。

「放下」是一門功課，人的

情緒太過激動、悲傷或快樂、高

昂等都不利健康。如果精神狀態

不好，中樞神經傳導可能受阻，

體內各器官系統就會失調，加速

衰老。看淡得失，保持開朗的心

情，有助於延年益壽。

   作息規律 睡眠充足
宋美齡的作息很規律，長年

保持閱讀書刊、報紙的習慣，空

閒時寫書法、畫國畫，涵養藝術

情操，每天讀書、作畫的時間通

常不超過 2 小時。她習慣晚睡

晚起，晚上彈半小時鋼琴或看一

會兒電視，約 11 點左右上床睡

覺，隔天早上 9 點以後起床。

養成規律的生活作息能穩定

身體健康，睡眠時間也要依個人

狀況保持平衡，睡太少會造成精

神耗竭，睡眠時間太長則會使機

體功能呆滯，久之可致病。有

研究指出：每天睡眠時間少於 4
小時，或超過 8 小時的人，死

亡率較高，因此，每晚睡 7 ～ 8
小時的人最長壽。每天最晚不要

超過 11 點睡覺，更不要熬夜。

此外，培養良好的個人興趣非常

重要，例如：琴棋書畫、賞鳥、

養魚、攝影等，不但能怡情養

性，也有助於結交朋友，擴大生

活圈。

 1942年，44歲的宋美齡攝於美國紐約市。

◎  文：李來桓

養生

之道

❷

❶

❸

❹

❺

❻

怎樣選擇高品質橄欖油
◎  編譯：阿嗚

橄欖油來自橄欖樹

果，最初生長於地中海

盆地，是地中海人民

五千年來飲食的重要組

成部分。古希臘人將其

稱為「液體黃金」，隨

便砍橄欖樹的人會被判

死刑的。

（virgin）：最低等級不適合人類

食用，只能用於其他用途，如：

製作肥皂等；最高級的是特級

初榨橄欖油（extra virgin olive 
oil，EVOO），這意味著橄欖是

被冷壓，因此加工過程中的溫度

不應該超過華氏 86 度，而且也

必須符合低酸度和極好味道的高

標準，所以，這種橄欖油的營養

價值是最高的。

怎樣區別真假橄欖油

調查記者湯姆 · 米勒（Tom 
Mueller）先生在他的著作《Extra 
Virginity：The Sublime and 
Scandalous World of Olive 
Oil》一書中，揭開了假冒橄欖

油的蓋子。

2009 年，加利福尼亞大學

大衛斯橄欖中心所進行的獨立測

Berio、Pompeian。 注 意，

California Olive Ranch從 2009年

的符合標準降到了 2011年的不符

合標準。

不合格橄欖油都存在以下一

個或多個原因：暴露於高溫、光

和（或）老化而氧化、摻雜較

廉價的高溫精化橄欖油、由損壞

和過熟的橄欖製成的劣質油、加

工缺陷和（或）不正確的儲存

過程。

新鮮和特級初榨

一定要購買最新鮮的特級初

榨橄欖油；光線可以引起油氧

化，所以要買黑色玻璃瓶裝的橄

欖油；不要被標籤上的任何修飾

語所迷惑，如：輕（light）、超

輕（extra light）或純（pure），
在這種情況下，「輕」只是意味

試發現，加利福尼亞州所有商店

出售的油中，有 69% 的特級初

榨橄欖油未能達到標準。

根據 2009 年的報告，下面

這些品牌符合了真正的特級初

榨橄欖油標準：Corto Olive、
California Olive Ranch、
Kirkland Organic、Lucero
（Ascolano）和 McEvoy Ranch 
Organic。

2011 年，加州大學大衛斯

分校橄欖中心發布了關於橄欖油

狀況的最新報告，這次報告顯

示，在加利福尼亞各個商店出售

的 EVOO 中，有 73% 沒有達

到特級初榨橄欖油標準。

它 們 是：California Olive 
Ranch、Cobram Estate、Lucini、
Colavita、Star、Bertolli、Filippo 

著味道輕，而不是卡路里少。

橄欖油存放的時間越長，裡

面的多酚類含量就越少，所以一

定要看保質期。一些橄欖品種比

另一些橄欖品種含有的多酚量

較 高，Coratina、Conicabra、
Koroneiki、Moraiolo 和 Picual
橄欖品種含有最多的多酚。 

在 http://www.truthinoliveoil.
com/great-oil 網站上可以找到您

需要的橄欖油信息。雖然不能說

是絕對的，但這個網站確實提供

了一個根據消費者評價所列出的

不斷更新的頂級生產商、高品質

橄欖油品牌和優秀橄欖油商店的

名單。它分為北美、意大利、希

臘、西班牙、葡萄牙、德國、法

國、澳洲、新西蘭和英國。

現今，在澳大利亞、南美洲

和美國的部分地區，都種植了橄

欖樹，而且已經發展到了上千

種，但 98% 的橄欖樹仍然生長

在地中海地區。

橄欖油的提取工藝

傳統上，首先將橄欖連核粉

碎，製成糊狀物，然後按壓以提

取油，這種方法已經延續幾千

年，從未有過大的變化，只是現

在用的是離心機，粉碎過程用的

是不銹鋼，而不是石頭。

橄 欖 油 有 四 級 初 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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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菠蘿的

菠蘿富含的營養非常豐

富，它含有大量的葡萄糖、

果糖、檸檬酸和蛋白質、有

機酸類、尼克酸等營養物

質，同時，菠蘿中幾乎包含

了所有人體所需的維生素，

以及 16 種天然礦物質，特別

是維生素 C 的含量非常高。

菠蘿的功效

1、菠蘿中含有大量的

植物纖維，可以促進腸道蠕

動，幫助消化，而且可以

減少身體對脂肪的吸收。菠

蘿汁可以酸解脂肪；菠蘿中

含有的蛋白酶可以分解蛋白

質，也有促進消化的作用。

2、食用菠蘿可以幫助降

低血壓、稀釋血脂、防止血

栓的形成，可以幫助血液循

環，對於一些心血管疾病有

一定的幫助。

3、菠蘿中含有大量的維

生素，其中維生素 C 的含量

非常高，100 克菠蘿中就含有

30 豪克維生素 C。維生素 C
可以抑制黑色素生成，幫助

美白皮膚、淡化色斑，具有

美容養顏的效果，而菠蘿所

富含的維生素 B 可以滋養皮

膚，防止皮膚乾燥。

4、菠蘿所含的水分比較

多，且有大量的鉀、鈣，以

及糖分，可以起到利尿消腫

的作用。

5、消除水腫。溶解阻塞

於組織中的纖維蛋白和血凝

塊，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環，

消除炎症和水腫。

6、減肥。菠蘿減肥的

秘密在於它豐富的果汁，能

有效地酸解脂肪，可以每天

有效地在食物中搭配食用菠

蘿或飲用菠蘿汁，但是切忌

過量或食用未經處理的生菠

蘿。過量或食用未經處理的

生菠蘿容易導致味覺減退，

刺激口腔黏膜；也容易導致

生成菠蘿蛋白酶，對這種蛋

白酶過敏的人，會出現皮膚

發癢等症狀。

7、助消化，促進食慾。

具有健胃消食、補脾止瀉、

清胃解渴的功效。菠蘿的誘

人香味則是來自其成分中的

酸丁酯，具有刺激唾液分泌

及促進食慾的功效。

8、去油膩，清理腸胃。

菠蘿中所含的蛋白質分解酵

素可以分解蛋白質及助消

化，對於長期食用過多肉類

及油膩食物的現代人來說，

是一種很合適的水果。

9、美容。防止皮膚乾

裂，滋潤頭髮的光亮，同時

也可以消除身體的緊張感和

增強身體的免疫力。

10、消除感冒。發燒、

咳嗽、嗓子疼都是感冒最明

顯的症狀，除了躺在床上安

靜地休息，不妨飲用一杯新

鮮的菠蘿汁，它有降溫的作

用，保護支氣管。

菠蘿的食用 
注意事項

菠蘿雖好吃，但是要注

意，因為菠蘿是酸性水果，

不宜食用過量，也不要空腹

的時候吃，容易造成胃部不

適。同時口腔潰瘍、牙周

炎、胃潰瘍等患者最好不要

食用，易過敏的人群不要食

用菠蘿，過敏體質的人容易

對菠蘿中的蛋白酶敏感，導

致過敏，可能出現面色潮

紅、腹痛、噁心、嘔吐、搔

癢等症狀。引起「菠蘿病」的

致敏物質主要的是「菠蘿朊

酶」。

人們發現，鹽水能夠破

壞「菠蘿朊酶」的致敏結構，

使其喪失對於個別體質人的

毒性。因此，吃菠蘿時，可

先把果皮削去，除盡果皮，

然後切開放在鹽水中浸泡 10
分鐘，破壞菠蘿蛋白酶的致

敏結構，這樣就可以減少菠

蘿朊酶過敏的事故發生，同

時，使一部分有機酸分解在

鹽水裡，菠蘿的味道顯得更

甜。

另外，最好在飯後食用

菠蘿，避免菠蘿中蛋白酶對

腸胃的刺激。當然，對於吃

菠蘿會發生過敏的人群來

說，最好的防過敏方法是忌

食菠蘿。

(FOTOLIA)

【看中國訊】菠蘿，又名「鳳梨」，多產於熱

帶，是比較常見的熱帶水果，它的水分含量較高，

味道酸酸甜甜，受到很多人的喜愛。菠蘿不僅作為

水果食用，很多烹飪的菜餚也多借助它，例如：菠

蘿咕嚕肉、菠蘿牛肉等都是華人餐桌上熟知的美味。

本文幫助您瞭解更多食用菠蘿的好處和禁忌。

好處和禁忌

有效期 : 2019 年 3 月 22 日∼ 28 日

意大利產
黃金奇異果

墨西哥產
新鮮涼瓜

仙女牌
泰國香米

新鮮特級
小雞腿

美國產
大臍橙

墨西哥產
精選上海白菜

海燕牌
特幼米粉

五花腩
連骨

智利產
特級藍莓

墨西哥產
白菜仔

金山牌
鮮醬油精

牛坑腩
（原袋）

美國產特級
富士蘋果

美國產
新鮮草莓

美國產
香茅

壽星公
煉奶

嫩炒牛肉

BC 產
迷你黃瓜

雞牌
鵪鶉蛋

珍珠腱

美國產
特級檸檬

金針菇

生猛
生蠔

精選
火雞胗

原箱
$1.19/lb

每週七天營業   早 9:00~ 晚 9:00

震撼價

震撼價震撼價 震撼價震撼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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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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 週
好 去 處好 去 處

Community CalendarCommunity Calendar

Mastermind Toys春假
週一，3 月 25 日—4M 冰箱磁貼

週二，3 月 26 日—Klutz-tastic
週三，3 月 27 日—Alex DIY Do 

Dats
週四，3 月 28 日—Crayolo Scribble 

Scrubbies
週五，3 月 29 日—Nickelodeon 

Slime Time 
免費參加！空間有限，必須在店裡註

冊登記，所有兒童必須有成人陪同。

時間：3 月 25 ～ 3 月 29 日上午 11
點、1 點和 3 點

地點：Mastermind Toys
地址：1) 450 Country Hills 

Boulevard NE;  2) 4307 130 Ave SE;  
3) 16061 MacLeod Trail SE

書店春假活動

Chapters/Indigo 書店兒童免費活動

週一，3 月 25 日 11 點—Klutz 玩具

手工（適合 4 歲以上兒童 )
週二，3 月 26 日 11 點—收藏家俱樂

部 ( 適合 6 歲以上兒童）

週三，3 月 27 日 11 點—樂高積木搭

建（適合 5 歲以上兒童）

週四，3 月 28 日 11 點—藝術品和手

工（適合 5 歲以上兒童）

週五，3 月 29 日 11 點—學前班小朋

友（適合 3 歲以上兒童）

地點：各 Indigo 及 Chapters 書店

卡城招聘會

和招聘人員、HR 經理以及卡城和亞

省的招聘公司直接會面。在線註冊並提交

簡歷，雇主可能在招聘會之前跟你聯繫。

免費參加，參加招聘會者必須在線註

冊登記。

時間：週四，3 月 28 日，下午 1 點～

4 點

地點：Radisson Hotel & 
Conference Centre Calgary Airport

地址：6620 36 Street NE

地球環保「卡城不插電」

時間：週六，3 月 30 日晚 7 點～晚

9 點半

地點：St. Patrick's Island Park
地址：1300 Zoo Road 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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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3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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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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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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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LB

was原價$2.99/LB
Now 特價 $1.89 /LB

was 原價$4.99 / LB

雞脾肉
Deboned 

Chicken Thigh

（原華興肉食舊址）

新鮮牛尾
OX Tail

was 原價$7.99/LB
Now 特價 $5.99/LB

超級簡單又好吃的可樂雞翅，
是孩子們的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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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中翼雞中翼
Chicken Wingettes
Chicken Wingettes

waswas 原價 原價 原價 原價$4.99 / LB$4.99 / LB$4.99 / LB$4.99 / 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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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