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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化工爆炸 死傷成謎A8 Massive Explosion at Chinese Pesticide 
Plant: Official VS. Real Death Toll 

B3 揭秘中國對氣功和特異功能的研究
A Glimpse Into Chinese Qigong & 
Supernormal Powers

C2 習近平父親文革被批鬥內幕
Inside Stories of President Xi's Father 
During Cultural Revolution

對巴爾公布的「通俄門」定

論，白宮隨後表示這是「對美國

總統全面和完全地脫罪」。

2016 年 12 月，尚未卸任

的美國總統奧巴馬下令情報部

門提供 2016 年選舉中外國干預

的報告。 2017 年 1 月 24 日，

由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開始調

查，同時六個聯邦機關也在調查

俄國政府與川普的競選團隊可能

的聯繫和金融關係，其中包括川

普的女婿庫什納和顧問佩吉等。

此調查被稱為川普政府的「通俄

門」事件。

《今日美國》（USA Today）
2018 年 12 月 17 日 報 導， 歷

時近 2 年的調查費用已經超過

2,520 萬美元。穆勒辦公室聘請

了 19 名律師、40 名聯邦調查局

官員，問詢了約 500 名證人，

向法院申請了 2800 多千張傳

票，執行了近 500 份搜查令，

獲得了 230 多份通訊記錄，向

外國政府索取了 13 份證據。在

福克斯新聞網頁上，關於「通俄

門」定論的消息，大量網民留

言，對自己的繳稅被用作莫須有

的「通俄門」調查很不滿。

民主黨翻盤困難

民主黨陣營方面，民主黨

領袖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國會

需要「完整的報告和深層的文

件，以便委員會能夠繼續他們

的獨立工作。」白宮 3 月 25 日

回應稱，對穆勒報告全部公開

發表，川普總統沒有「任何問

題」。路透社報導，不少法律

界專家認為，民主黨想翻案，

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共和黨反擊

共和黨方面開始了對民主黨

的反擊。美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

席格雷厄姆 25 日在新聞發布會

上表示，他將展開調查，調查奧

巴馬政府相關部分決定的由來、

民主黨陣營及希拉里競選團隊的

行動、聯邦調查局（FBI）部分

官員的行動等。（下文轉 A2）

「通俄門」 川普通關「通俄門」 川普通關  

3月24日美 國司法

部長 比爾．巴爾（B i l l 
Barr）發布「通俄門」調

查報告摘要表明，美國特

別檢察官穆勒沒有發現

任何川普競選團隊成員

與俄羅斯人勾結的證據，

也不存在干預國家司法

的行為。不少時政觀察人

士認為，川普政府的這條

利好消息會在國際範圍

內產生重大影響，美國將

加速調整與中國、俄羅斯

的關係。

記者林佳綜合報導

促美中俄關係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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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文接 A1) 據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

統計數據顯示，其中《紐約時報》發表了

約 1,200 篇與「通俄門」有關的報導和文

章。川普在 3 月 26 日的個人推特發文寫

道：「主流媒體在世界各地遭到抨擊和蔑

視，因為它們的腐敗和造假。這兩年來，

他們一直都很清楚沒有（通俄門）勾結

這回事，卻火力全開報導與俄羅斯勾結的

騙局。他們是真正的人民公敵和真正的反

對黨。」

中美貿易談判美方更有利

多位評論人士認為，通俄門調查的結

果讓總統川普擺脫了陰影，能夠更全力投

入貿易談判，包括對華貿易談判，美墨加

貿易以及和歐盟的自由貿易談判等。

川普連任競選取勝的機會也因此大

增。美國下界政府換人概率小，使得北京

政府在貿易談判中無法採取以拖待變的戰

術。因而川普在對華貿易談判中處於更為

有利的地位。「在中美貿易談判上，讓川

普有更多的耐心著眼於長遠，不急於達成

方案。」時政評論員文昭說。

美改善與俄關係

莫斯科在穆勒報告出臺後也立即回

應，再次否認曾干預美國內政。俄羅

斯資深國會議員柯薩契夫（Konstantin 
Kosachev）說，莫斯科當局很樂意修復

與華府之間的關係，俄羅斯方面已經準備

好了。「川普是否願意冒這個險，仍是個

問題。」他說。

分析人士認為，莫斯科政府與北京政

府本質上有差異。對俄羅斯來說，民主是

多和少的問題，而中國是有沒有的問題。

時政評論員陳破空認為：「俄羅斯已成為

半民主半專制的國家，有一定程度的選舉

自由、新聞自由和網路自由，因此沒有必

要再針對俄羅斯。美國的戰略方向主要針

對北京。」川普上任總統後，明確表態願

意和俄羅斯改善關係，但受制於通俄門，

這種努力不了了之。

2014 年的烏克蘭危機和俄羅斯吞併

克里米亞後，美國，歐盟及其它國家開

始對俄羅斯實施制裁。過去 4 年來，制

裁使俄羅斯經濟損失了 6% 的增長點，

2018 年俄羅斯經濟增長率大約僅能維持

在 1.8% 左右。經濟的持續惡化讓總統普

京的支持度下跌，因此普京也有盡快和美

國修復關係的願望。

通俄門塵埃落定，美俄關係有望迅速

升溫。「以川普那種的性格，不排除有戲

劇性的改變，這對中共來講是個非常糟糕

的消息。」文昭說。

中俄關係微妙

俄羅斯全國各地 3 月 24 日舉行了民

眾示威活動，反對將貝加爾湖的水裝瓶出

口到中國，據報導，更多俄羅斯政治勢力

和知名人士正加入到這場抗議浪潮中。陳

破空認為，俄羅斯對北京早已不滿，「中

俄邊境的俄國人抗議木材資源被北京掠

奪；在戰備方面，俄羅斯抱怨北京竊取其

軍事科技機密，在戰機、軍艦、坦克等方

面進行全面抄襲、模仿和盜版俄國產品；

在武器市場上，中共對俄羅斯構成了直接

威脅和競爭。」

貝加爾湖，中國古稱北海，據稱曾是

西漢時蘇武牧羊之處。正如貝加爾湖的地

域身份敏感，領土問題一直以來是中俄兩

國的爭端。 1999 年 12 月，時任中共總

書記江澤民在北京與來訪的俄羅斯總統葉

【看中國訊】歐盟執委會 3 月 26 日

公布對於 5G 移動網路的安全指引，沒

有直接全面禁止華為設備，轉而要求成

員國分享 5G 網路安全風險資訊並在 6
月底之前評估風險，年底前提出因應措

施。指引沒有點名華為，亦沒有提及個

別企業的名字。

歐盟要求成員國在 7 月 15 日之前

向歐盟報告自行評估的 5G 網路基礎建

設風險，歐盟則在 10 月 1 日完成全歐

盟的 5G 安全評估報告。在 12 月底之

前，歐盟將達成全體都同意的 5G 安全

機制，包括對設備的認證與測試。到明

年 10 月 1 日時，歐盟會再決定是否要

對 5G 採取更多安全措施。

歐盟執委會副主席兼單一數碼市場

事務執安西普 (Andrus Ansip)3 月 26
日表示，歐盟從沒有下過明確的禁令禁

止中國供應商進入這個市場。他還表

示，而當一旦我們掌握證據，發現供應

鏈和技術部件出現安全漏洞時，市場已

經鋪開，到那個時候就太晚了。他最後

表示，歐洲電信市場應該基於風險的評

估而隨時調整其應對措施。

【看中國訊】臺灣高雄市長韓國瑜

近期訪問港澳中聯辦，並與中國國台辦

主任劉結一見面，引發各界爭議。

臺灣陸委會主委陳明通 3 月 27 日

( 週三 ) 在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接受質詢

時表示，北京透過高雄市長韓國瑜布局

一國兩制臺灣方案。陳明通說，中聯辦

是非常敏感的政治單位，並在港府背後

操控一國兩制，就算馬英九擔任臺北市

長訪問香港時也未踏進中聯辦，韓國瑜

這種欠缺政治敏感度的行為，已經引發

臺灣社會很大爭議。

高雄市長韓國瑜週三在廈門表示，

此行推銷高雄農特產品成果豐碩，總共

簽訂的契約及合作備忘錄達到 52 億新

台幣。香港《成報》指出，相關訂單多

看

利欽簽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俄羅

斯聯邦政府關於中俄國界線東西兩段的敘

述議定書》，中國相當於東北三省面積的

總和，100 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劃給俄

羅斯。多維網報導稱，這些土地具體是新

疆與俄羅斯交叉口附近、靠近外蒙古和俄

羅斯的黑龍江最西部、黑龍江和吉林北部

交界處、以及烏蘇里江、圖門江出海口北

部，都劃給了俄羅斯。其中圖們江出海口

劃給俄國後，封死了中國東北通往日本海

的出海口。對於習近平政權來說，前任對

領土問題的所為對內是不可說的秘密，但

其未必想背此鍋。中俄解決領土問題一直

被莫斯科視為最近 20 多年來俄羅斯外交

的重要成就，但未來是否會引發衝突尚不

得知。在北京高層加劇分裂的背景下，誰

為中俄領土問題負責埋下了諸多隱患。而

隨著美國對中俄關係加速調整，中俄關係

或將更為複雜莫測。

歐盟不禁用華為設備「通俄門」 川普通關「通俄門」 川普通關  

韓國瑜訪中聯辦引爭議

來自中國的國營企業或是受中聯辦控制

的香港企業。

曾就讀香港大學經濟系的經濟民主

連合研究員江旻諺說，韓國瑜說要「發

大財」、「拼經濟」，卻跑去進行了政

治採購。

不過，在野黨國民黨立委則批評，

民進黨政府不應該給韓國瑜戴紅帽子。

韓國瑜與中聯辦主任王志民（網絡圖片）

貝加爾湖(pixabay.com)

促美中俄關係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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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西南區通常被視為富人區，百萬

豪宅遍地，好學校林立。如果您嚮往西南

區的生活，可考慮從West District入手。

West District 是 2017 年卡城市議會

通過的一個大型綜合性地產項目，座落

在 West Springs 和 Cougar Ridge 區域，

由 9th Avenue S.W. 現有商業區延伸，

往 北 至 Old Banff Coach Road S.W.，
跨 77th Street SW 至 85th Street SW 之

間，佔地 84 英畝。項目將打造 2,500 套

住宅，包括公寓樓、鎮屋和獨立屋，其

中 98% 是公寓和鎮屋；同時還將建設近

130 萬平尺面積的寫字樓和超過 38 萬平

尺面積的商業零售建築，將設置地下停

車位，預計將納入 3,600 多工作人員。

在社區的中心，將出現壯觀的雨水大湖

（storm water pond）。社區的主街人行

道比同類社區的街道更寬，將寬達 20 英

尺，內設有自行車道；社區裡還將擁有

500 座位的圓形劇場、操場、社區花園、

溜冰公園等。房屋售價僅 29 萬 9 千起。

整體項目由 Truman Homes 公司注

資並建造，第一期公寓樓項目 Gateway
中的兩棟樓已經開建。項目建築有兩個

鮮明的特點：一是多為中高層建築，即 5
到 8 層高的建築；二是多為混凝土大樓，

而非加拿大常見的木質材質住宅。

West District 項目完美地集生活、

學習和工作為一體，具有很好的地產價

值。可從以下方面分析 :

好位置

觀看卡城地圖，West District 可說

是卡城環形路（Stoney Trail）以內的最

後一個超大型地產項目。「在環形路以內

的通常都被視為市區內，超出了環形路，

則帶有了市郊區的意味。」West District
銷售西普拉（Dilesh Sidhpura）說。未

來城市的發展，只會往市郊蔓延，市區內

的土地會越來越寶貴。

他 還 介 紹 說， 環 形 路 西 南 段

（SWRR）預計在 2021 年完工，屆時

將連通南北的 Stoney Trail，從 West 
District 到華人眾多的西北區比如 Royal 
Oak，只需要 3 分鐘的車程。

卡城南北幅員比較廣闊，東西瘦窄。

從 West District 去往市中心只需要 15 分

鐘，去往班芙小鎮只有一個紅綠燈，大約

1 個小時。

West Springs 區域是卡城發展最快

的區域之一，且不說 West District 項目

完工後將帶來更為繁忙的商業氣息，小區

已有的各類基礎設施就非常齊全。住戶步

行就可到各種各樣的雜貨店、餐廳、咖啡

館、健身設施、醫療中心、日托中心和許

多其他服務場所。「我們項目的商業空間

80% 已經租出去了。」西普拉說。

好學區

有華人家長總結說，好社區其實就是

好學區。在百萬豪宅林立的西南區擁有眾

多排名靠前的公立學校和品質卓越的私

校。入住 West District，是注重孩子教

育的華人家長們絕好的選擇。這裡鄰近一

系列華人喜愛的學校包括：West Spring 
School、Calgary French&International 
School， 兩 大 著 名 私 校 Webber 
Academy 和 Rundle College Jr.Sr.High 
School。當然這個區的學生也可申請上

著名的 Western Canada high school。

好品質

Truman Homes 公司在卡城打造了

多處優良品質的混凝土住宅樓，在 West 
District 也順延了這個優勢。混凝土樓比

木質住宅樓更穩固，需要後期修繕的部分

很少，如果不是因為推倒重建，幾乎可以

永久地佇立；樓層之間隔音效果更好。

西普拉介紹說，Truman Homes 的

展示屋是實話實說，完全按照標準化打造

的，不是裝修升級後的模樣，也就是客戶

目光所及就是未來他們標準化房屋的實際

樣子。西普拉舉例說，你看 Gateway 展示

屋，天花板是乳膠漆刷出來的平滑光亮效

果，而不是這裡普遍的矽藻泥爆米花天花

板。這個是 Gateway 的標準設置之一，

成本更高。為什麼要這樣做呢？西普拉說：

「Truman Homes 希望人們買了房子後，

能驕傲地轉告他人，我買的是 Truman 的

房子，而不是某個項目的房子。」

好價格

West District 裡的住宅，價格從 29
萬 9 千開始。西普拉認為，這裡與百萬

豪宅區為鄰，良好的地理位置、高品質房

屋以及繁忙的商業環境，決定了新屋保值

和升值的潛力。

並且這裡的新屋價格一致，因為項目

全部土地都被 Truman Homes 買下。在

有些社區差不多的樓盤，價格卻有差異，

是因為不同地段歸屬不同的建築商或開發

商，他們在不同時期購買土地，所以價格

成本不一致。在 West District 不存在這

個問題，價格差異只會出現在不同階段。

西普拉認為，從卡城的經濟曲線上來

看，現在已經是卡城房地產的低谷，如果

省選等變化因素出現，卡城很可能會步入

經濟曲線上揚階段。現在也就是在項目的

初期入手，應該是最佳時期。

工期有保證

在 West District 第一期公寓項目

Gateway 中的一套大樓幾乎成型了。為

何此項目沒有像很多地產項目那樣，先預

售到一定比例，保證資金回籠後再開始

破土動工呢？西普拉說，先建後售，可

以保證新房準時交付，不會出現推遲工

期，交房遙遙無期的現象。這是 Truman 
Homes 的風格。

Truman Homes 是根植卡城的一家

家族企業，在卡城和周邊區域建造房屋已

超過 35 年歷史。

西南城際綠洲西南城際綠洲

West DistrictWest District

呈現完美呈現完美

卡城最具聲望的地產建築商

從業超過35年

地址

週五：休息

: 週一至週四: 2:00pm     8:00pm至
週六、週日:12:00pm     5:00pm至

大換小無損生活質量— 享受卡城最大單層生活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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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不同以往

的是，從 3 月 25 日起地方債即可通過銀行

櫃臺向個人銷售。而地方政府債務被公認的

風險極高，甚至有高級財經官員披露，沒有

一個地方政府想還債。

綜合中國內地媒體 3 月 24 日報導，寧

波市財政局、浙江省財政廳先後通過中國財

政部政府債券發行系統面向商業銀行櫃臺市

場發行地方政府債券，這標誌著地方債首次

將投資群體擴容至個人和中小機構。

首批 6 個參與地方債櫃臺發售的試點

省市分別為寧波市、浙江省、四川省、陝西

省、山東省和北京市。從 2019 年 3 月 25
日起，這些地區的地方債即可陸續通過銀行

櫃臺銷售。目前參與地方債首批櫃臺發行承

辦銀行共有 8 家，包括工商銀行、農業銀

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交通銀行、興業

銀行、浦發銀行和寧波銀行。

隨著地方債在銀行櫃臺發售正式啟動，

意味著地方政府債券的一二級市場完全面向

個人及中小投資者開放。地方政府債券成為

記帳式國債、政策性銀行債券和國家開發銀

行債券後又一類可開展銀行間債券市場櫃臺

業務的品種。

3 月 22 日，寧波市土地儲備專項債券

完成招標，該期債券期限 3 年，發行利率

3.04%，投標倍數 37.46 倍，面向全國銀行

間債券市場（不含商業銀行櫃臺市場）及

證券交易所債券市場發行 5.4 億元，面向商

業銀行櫃臺市場發行 3 億元。

但是針對 3.04% 的發行利率，有中國

民眾評論認為：「估計是賣不出去」；也有

的人說，「3 年 3.04 ？？？留給你自己（註：

指政府）用吧。 3 年定存都 4.1 左右。」

中國的內地媒體也坦承：「需要注意的

是，雖然地方債風險較低，但是未來出現違

約的可能性依舊存在。」

地方債務風險其實已經集聚，只不過地

方政府大量的、不斷的「借新還舊」，讓問

題看起來表面很平靜。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

任委員賀鏗去年 5 月 19 日在北京參加某論

壇時透露，地方政府就沒有一個想還債的，

甚至許多地方連利息都還不起。

中國地方債被指風險極高

【看中國記者端木珊綜合報導】一直以

來，華為都對員工使用美國蘋果公司的產品

十分敏感，甚至一度處罰使用蘋果手機在推

特上發送新年問候的員工。但近日美國媒體

爆出，去年末在加拿大被捕的華為首席財務

官孟晚舟竟然也是果粉，令華為處境尷尬，

輿論也再次對華為產品的安全性提出質疑。

據彭博社近日報導表示，華為首席財務

官孟晚舟對蘋果產品情有獨鍾。孟晚舟在

加拿大被逮捕時，隨身攜帶的華為產品只

有一部 Mate 20 RS 手機，其餘電子設備皆

是蘋果產品，包括一部蘋果 7 加手機、一

臺 MacBook Air 筆記本電腦、和一部 iPad 
Pro 平板電腦。

一份法庭文件顯示，孟晚舟的律師向法

院提交申請，要求獲取上述電子設備上儲存

的數據副本，然後將這些電子設備封存。加

拿大司法部說，檢察官同意了這個要求。

《蘋果日報》對此發表評論說，所有人

都想知道，孟晚舟為何使用蘋果產品，而非

華為的產品。「自家的產品連自己高層都不

用，看來華為說自家產品沒有資訊外洩的疑

慮，恐怕難以說服人。」不少網友也直言吐

槽華為，「原來孟晚舟也擔心自己的機密被

洩露，孟晚舟連自己都不敢用華為，竟然叫

大家用華為，對嗎？」

眾所周知，華為一直對員工使用美國

蘋果公司的產品十分敏感。 2019 年新年期

間，華為官方以全體員工的名義，用英文

在 Twitter 發布了一條新年祝福，但推文

下方卻留下了「iPhone 客戶端發出」（Via 
Twitter for iPhone）的標記。消息發出不

久，華為就秒刪了這條推文，重新發了一條

新年祝福。不過這條推文已被截圖並在網絡

廣傳，引發輿譁嘩然。

之後，華為發布處罰名單，上述推文的

責任人不僅被通報批評，職務還被降低一

級，月薪降低 5000 元人民幣。華為的文件

宣稱，海外社交媒體營運團隊在操作過程

中，因為 VPN 網絡問題，無法用電腦發文，

為趕跨年時間，而使用 iPhone 手機登錄。

如今，孟晚舟是果粉的消息被爆出，令

華為的處境極其尷尬。截至目前，華為尚未

對該消息做出回應，可能對孟晚舟網開一面。

孟晚舟去年在加拿大被捕後，美國司法

部指控其欺騙國際銀行機構，和伊朗從事非

法交易。 3 月初，加拿大司法部已正式啟

動引渡孟晚舟的程序。

孟晚舟是蘋果粉絲 華為將如何處置  

中國對加拿大油菜籽的打壓進

一步擴大 , 近日撤銷了第二家加拿

大公司 Viterra Inc 向中國出口油

菜籽的許可證，中方聲稱加拿大油

菜中含有害生物。這導致加中貿易

和外交緊張局勢升級。

本月早些時候，加拿大理查森

國際公司遭遇類似的禁令，中國海

關總署以檢測出蟲害為由，開始禁

止從加拿大進口油菜籽。

加國總理特魯多週二 (3 月 26
日 ) 在溫尼伯對記者說，聯邦政府

「非常認真地對待這種情況」，「我

們加拿大生產的油菜籽質量一流，

我們所做的監督，檢查和科學是一

流的，世界一流的。」

去年加拿大產的油菜籽大約

40%出口到中國，價值約27億元。

有人認為此次兩國貿易摩擦或

與孟晚舟事件有關。

被禁向中國出口油菜籽

又一加拿大公司

【看中國訊】近日加拿大約克論壇會員

「OPS123456」發貼表示，第一次帶貴重的

東西回加拿大，因為沒有申報，結果被海關

罰了 2 萬加幣，還不知道是否會被起訴。

加拿大中文媒體報導，發貼文的是一名

加拿大華人，結婚買了鑽戒後戴在手上，沒

想到過海關時被海關攔下了；海關人員還在

她的行李中搜出一隻名貴手錶，兩件物品共

價值 7 萬多加幣。因為她們沒有申報，被

當場罰款 2 萬元。

除了罰款，海關人員還告訴事主，他們

會提交報告給調查員，由調查員決定是否起

訴她走私罪。華人事主非常擔心如果被起

訴，會不會影響自己的移民申請和工簽。

除此之外，華人事主還被告知，未來

7 年每次回國必被 CBSA( 加拿大邊境服務

局 ) 約見，而且，她還會被列入黑名單。未

來 7 年，如果樓主以後入境都是誠實回答

和申報，就會被提前移除黑名單。

其實，加拿大海關規定，超過 1 萬元

必須申報，並不是要為難旅客，而是為了打

擊國際金融犯罪及恐怖份子，防止不法份子

通過此種方式洗黑錢。

結婚鑽戒戴手上
機場過海關被罰2萬

日前，加拿大前司法部長王洲

迪（Jody Wilson-Raybould） 已

向下議院司法委員會 (Commons 
justice committee) 提交了與蘭萬

靈公司 (SNC-Lavalin) 事項有關

的書面聲明、電子郵件和簡訊等資

料，預計這些資料將在週五晚些時

候公布。因為在公布文檔之前，必

須刪除有關的個人信息，例如電子

郵件地址和電話號碼等。

2 月 27 日，王洲迪在司法委

員會作證將近四個小時，據稱她指

控政府高級官員不恰當地向她施加

壓力，要求她干預蘭萬靈公司賄賂

案。上週，在委員會中佔多數的自

由黨議員投票決定停止調查。但保

守黨議員則堅持調查此事件，因為

它關係到「加拿大司法是否獨立」

的重大問題。

王洲迪向司法委員會
提交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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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加里市提出了一項為期

9 年的計劃，每年在 50 條人行

橫道兩側增加閃爍信號燈。

這些信號燈被稱為「矩形快

速閃光信標」（簡稱 RRFB），

設置在街道兩側，而不是頭頂

上。目前卡爾加里有 134 個人

行橫道設置了這種燈。

市府希望，將目前的RRFB
數量增加 4 倍以上。議員德蒙

（Peter Demong）是該項目的推

手。他認為這項技術挽救了很多

生命，且比傳統的信號燈便宜。

自 2012 年試點以來，發

現這些設備能夠有效地讓司機

禮讓人行橫道上的行人。安裝

RRFB 後，駕駛員禮讓行人比

率從 70% ～ 90%，提高至超過

95%。

編者按：蒙特．索伯格是 1993 年至

2008 年麥迪森哈特的國會議員，是前公民

和移民部長，和前人力資源及社會發展部

長，目前是新西部公共事務負責人。CBC 3

月 26 日刊登了他的觀點。篇幅所限，原文

有刪節，標題為編者所加。

首先，讓我先攤牌。我在 UCP 競選活

動中不扮演任何角色，可是我從不掩蓋我的

保守黨派傾向，這點我先說清楚。

我認識傑森．康尼已有 25 年了。他曾

是我所知最有能力的議員和內閣部長，他現

已成為一位傑出的領導者。

他的工作人員已習慣於他每週七天，於

凌晨 2 點、3 點亦或 4 點，像雪片一樣發送

電子郵件。他和他的道奇卡車無數次地遍歷

了本省的每一個角落。他每年參加數百次的

各種活動，埋頭於解決各種問題。他經常提

出諾特利想不到的解決方案，而新民主黨

(NDP) 的應對往往是先無緣由嘲笑，然後

採用它們。

新民主黨使用三個不同的網站來展開攻

擊，他們希望公眾會被社交媒體帖子中，幾

位 UCP 候選人的不謹慎言論，或者 25 歲

時康尼的模糊視頻所迷惑。然而，聲勢大眾

才是最終的仲裁者，他們決定什麼重要、什

麼不重要。

儘管試圖暗示 UCP 是種族主義者、同

性戀恐懼症患者、變性人恐懼症患者、白人

民族主義者、伊斯蘭恐懼症患者、或者老掉

牙的名詞——納粹，然而公眾卻對此置之不

理，為什麼？因為他們知道，聯合保守黨和

這些東西風馬牛不相及。但常識告訴我們，

我們的成就和奉獻才是評判我們的標準。

新民主黨強加給我們四年的惡劣政策、

惡劣決定和艱難時局。我們被高稅收打擊，

我們被巨大的赤字所淹沒，投資迅速枯竭。

人們詫異地看到，其他各地區的石油天然氣

行業卻在蓬勃發展。

亞省曾是加拿大的就業龍頭，目前處於

失業狀態。卡爾加里和埃德蒙頓是全國主要

城市失業率的第一和第三位。我們的 AAA
信用評級已經一去不返了。破產在飆升，我

們（省）的債務水平讓銀行家高興的尖叫。

越來越清楚，新民主黨花了許多年的時

間和基石管道、能源東輸以及北方門戶項目

作對。而提倡管道並不是他們情願的。既然

不情願，那他們就不可能把推動管道做好。

傑森．康尼對管道沒有這種矛盾心理，

他不信任賈斯汀．特魯多，但是康尼可以和

其他省長合作，諾特利做不到，她甚至從未

嘗試過。康尼的流利法語甚至可以幫助新上

任的魁北克省長認識到，加拿大西部的管道

輸油比沿著聖勞倫斯河從國外運油更好。

該結束這個為期四年的社會經濟實驗

了，我們是經歷活體解剖存活下來的實驗室

老鼠。

亞省人民將會認識到，康尼做事雷厲風

行，他會讓亞省變得更強大、更自由。

卡城市政宣布將於 4 月第一周開始恢

復每週一次的綠色垃圾收集。居民可以訪問

calgary.ca/collection 以查找自己地址的收集

時間表。

藍色和黑色垃圾收集計劃無變化。

根據市府公布的數據，全城食品和庭院垃

圾量 10 月份為 1.2 萬噸，而 12 月為 5 仟噸。

去年冬天，為降低成本，市政試行每隔一

週收集一次綠色垃圾。在冬季減少綠色垃圾的

收集頻率，每年可節省超過 200 萬元。

【看中國訊】亞省自由黨表示，如

果在 4 月 16 日成功當選，它將尋求簡

化新移民的就業可及性計劃。黨魁大

衛．汗（David Khan）表示，亞省自

由黨倡導的「新加拿大人平臺」，將改

善新移民的外國資歷認證和升級。

「這將有助於新移民在他們的專業

領域找到工作，並打破他們成功路上的

障礙。它還將解決亞省熟練技術勞動

力短缺問題，」汗在一份聲明中說。此

外，自由黨還承諾將增加幫助新移民定

居的資金，投資於成人教育和英語作為

第二語言的培訓，以「幫助新加拿大人

更容易地融入加拿大社會」。

汗在本週早些時候公布了自由黨對

教育改革的承諾之後於週日宣布了這一

消息，自由黨承諾限制每個教室的學生

人數，廢除原有的課堂規模指導方針。

「亞省自由黨致力於為新移民謀福

祉，為他們提供機會，讓他們在亞省的

生活更美好。」

根據 CBC 選情分析網站

Poll Tracker 發 布 的 22 日 數

據，目前亞省 UCP 的平均支持

率已經升到 51.5%，NDP 的平

均支持率下降到 34.8%。如果

即日進行公開投票，預計 UCP
會獲得 87 個總席位中的 69 個

席位，NDP 會獲得 17 個席位。

UDP 獲得多數黨政府的概率高

於 99%，NDP 獲得多數黨政府

的概率小於 1%。

該網站的文字解說：傑森．

康尼的 UCP 已經大幅超越了諾

特利領導的新民主黨，並已經穩

步地向鎖定多數黨政府邁進。

【看中國訊】根據 AltaCorp 
Capital 的一項研究顯示，加拿

大大型油田服務公司在美國開展

業務的收入比在加拿大多。

該調查針對擁有美國業務

的大型卡爾加里鑽井公司，如

Precision Drilling Corp. 和

Ensign Energy Services Ltd.，
以 及 Calfrac Well Services 
Ltd.等完井公司。

報告發現，12 家最大的加

拿大能源服務公司 2018 年收

入的 54% 來自美國市場，高於

2017 年的 46%。這是自 2013
年 (41%) 以來，達到的最高百

分比。

分析師 Monachello 表示，

由於加拿大石油和天然氣業持續

疲軟，而美國油氣行業相對穩

定，因此這種趨勢將持續下去。

他預計今年加拿大鑽井活動將下

降 16%，平均約 160 臺施工鑽

機，而美國平均施工鑽機數量將

略高於 1,000，與 2018 年基本

持平。

根據加拿大鑽井承包商協會

（CAODC） 的 數 據，2018 年

有 16 臺加拿大鑽機移往美國市

場，而 2017 年為 6 臺，今年至

少已有 4 臺鑽機前往美國。

加拿大的油田活動通常在

冬季達到頂峰，因為凍土可以

進入偏遠地區的鑽井現場，但

CAODC 的首席執行官 Scholz
（Mark Scholz）認為，今年情

況並非如此。

亞省政府減產，管道出口能

力而導致的油價差距，投資資金

減少，使該行業生產商減少鑽井

支出。

另外，4 月 16 日的省級選

舉也可能是一個重要影響因素。

生產商正在等待聯合保守黨是否

當選，以推翻包括碳稅在內的政

策。

他 說，2018 年 1 月 大 約

60% 的加拿大鑽機在運轉，但

今年同月的僅有 34% 在施工。

2 月份，運營率為 35%，低於

去年同期的 58%。

Precision Drilling Corp. 鑽
井公司上個月的運營報告稱，

2018 年最後 3 個月該公司在美

國的鑽機工作量比 2017 年同期

增長了 36%，但在加拿大則下

降了 9%。

鑽井作業。(Fotolia)

最新民調數據
選情速遞

卡城將設450個
人行道快閃信號燈

市政恢復
每週回收綠色垃圾

加鑽井公司多赴美施工

◎ 文：索伯格

我看UCP和NDP之爭觀點觀點

亞省自由黨承諾
改善新移民外國資歷認證

David Khan與支持者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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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近日，美國聯

邦通信委員會 FCC 投票，一致

決定開放面向未來 6G 網路服務

的太赫茲頻譜，用於開展 6G 技

術試驗。太赫茲波，是電磁波裡

最神秘的存在，介於毫米波和紅

外光學之間區域，被認為未來將

顛覆安檢、通信、生物醫學等多

個領域，受到政府、科研和產業

界的多方關注。

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的這一

新決定，正值全球電信運營商相

繼推出 5G 網路服務之際。紐約

大學泰德 ‧ 拉帕波特評論說，

現在 FCC 開啟了關於 6G 的賽

跑，有助於確保美國在未來幾代

無線通信領域發揮主導地位。

此前中國工信部也明確表明

中國已經開始 6G 網路的研究。

據瞭解，6G 基站將可同時接入

數百個甚至數千個無線連接，容

量可達 5G 基站的一千倍。

【看中國訊】3 月 21 日是世

界睡眠日。中國睡眠研究會日

前發布的《2019 中國青少年兒

童睡眠指數白皮書》顯示，高達

81.2% 的 13 至 17 歲中國青少

年睡眠不足 8 小時。

白皮書指出，繁重的課業壓

力是青少年睡眠不足的主要因

素，週一到週四晚上 11 點，仍

有將近 9% 的學生在做作業；其

次，電視、手機、電腦等 3C 藍

光產品也嚴重影響中國青少年的

睡眠。

臺灣陸委會副主委邱垂正

日前在臺北接受《明報》專訪，

提出對港府修例的質疑。他表

示，如果港府希望引渡命案逃

犯陳同佳到臺灣受審，可以國

際慣例逐步跟進，不需要如此

大篇幅修例，將逃犯可以移送

的地方加上「中國大陸」。

香港保安局長李家超 13 日

承認，港府修例「不是要處理單

一問題（臺北命案），而是想令

中國大陸包括在內，沒有跟香

港簽訂長期引渡疑犯協議的司

法管轄區未來也能引渡罪犯」。

資深時事評論員劉銳紹表

示，修改《逃犯條例》後，只要

內地「有法可依」，就能輕而易

舉地安插罪名、向港府要人。

香港社會反彈也相當巨

大。香港商界及政界均憂慮，

北京當局會將政治案件包裝成

刑事案件，以此引渡「逃犯」。

事實證明，北京政府已經不只

一次這麼做。例如 2017 年臺灣

人權工作者李明哲，就被以「顛

覆國家」入罪、目前被關押在湖

南赤山監獄。

雖然香港總商會表態支持

修例，但美國商會及香港大律

師公會等專業團體，早前就此

事向港府表達憂慮。美國商會

直言，修例「或會對香港作為

『亞洲國際都會』和『核心地區

商務樞紐』構成重大影響」；香

港大律師公會早前亦指出，不

論香港巿民及在港外國商界組

織，均對內地法律和司法制度

深感憂慮。美國駐港總領事唐

偉康也直指此舉「或影響美國與

香港的雙邊協議」。

《蘋果日報》報導，正在訪

美的泛民主派代表與前政務司

司長陳方安生 26 日與美國眾議

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
見面。陳太會後受訪指出，佩

洛西主動提及港府修例一事，

並形容其「直接衝擊美國人在香

港的利益和人身安全」。她也

表示，對香港的人權、自由、

一國兩制高度關注，認為北京

越來越干預香港內部管治。

社會萬象

美批准6G網絡試驗 

青少年學業繁重缺睡眠

香港政府決定修訂

《逃犯條例》，容許將逃

犯移交「香港以外的中國

地區」，並宣布下週提交

立法會首讀。雖然民間各

界有強烈反對聲音，但特

首林鄭月娥仍強勢推行。

此舉引起國際重大憂慮。

臺灣方面，陸委會考慮修

例或損臺灣國民安全，擬

向香港發出旅遊警示。

記者鍾靈綜合報導

《逃犯條例》修訂引關注 
臺擬對港發旅遊警示

博學流浪漢成網紅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近日，上海一名流浪漢瀋

巍，因愛看《尚書》、《論語》等

經典書籍，經常和路人分享讀

書見解而意外成為網紅。但他

平靜的生活也因此被打亂。

據陸媒報導，瀋巍雖是四

川成都人，但生活在上海。他

自小喜歡歷史和繪畫，但父親

希望他學審計學，迫於壓力，

瀋巍選擇了攻讀審計學專業，

並最終以此謀生。

《澎湃新聞》報導，瀋巍

1986 年曾進入上海市徐匯區審

計局工作，1993 年因病休假。

瀋巍不接受救助，稱自己仍有

親人健在，之所以流浪在外撿

垃圾，是因對於垃圾分類理念

的認同，但家人無法理解，所

以他不願意回家。

1995 年，瀋巍從家中搬

出，在外租屋居住，但因他有

撿垃圾的習慣，遭到鄰居投

訴，最終他流落街頭。他經常

出現在地鐵站、各家店舖門

口、馬路邊，與路人探討西漢

名將周亞夫、明代思想家王守

仁等，引來外界關注。

最近有些網民突發奇想，

專門以他為賣點，開設短視頻

帳號，吸引粉絲觀看，不可思

議的是，關於他的視頻迅速在

網路傳播，他的粉絲成百上千

的上漲。

《新聞晨報》報導，這幾

天，許多從安徽、山東、北京

等地來的網民找到瀋巍，拿著

自拍架橫著手機在草地上做起

直播。

瀋巍不堪其擾，躲進了正

在裝修的店舖裡。「幾天前還有

些真心過來跟我探討的人，他

們也送我些書，我覺得蠻好，

這兩天人一下子增多，他們帶

著各種目的來拍我，不純粹。」

瀋巍抱怨平靜的生活被打亂，

「早上剛醒來就發現幾十號人在

等著我，他們拿著手機對著我

拍，我很不喜歡。」

有網民表示，「選擇當流浪

漢也是一種生活方式，無可厚

非，……瀋先生讀書的態度和

對知識的渴求的確讓人佩服，

快節奏的社會，我們浮躁的已

經很久沒有拿起書本來靜心閱

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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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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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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引起國際重大憂慮。（公有領域）

（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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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

導】原中國公安部副部長兼國際

刑警原主席孟宏偉，3 月 27 日

被當局宣布「雙開」（開除黨籍

和公職），移送司法。官方通報

正式透露其涉多樁問題。孟宏偉

案被外界分析家認為捲入中南海

權鬥，不過官方通報強調其家風

敗壞。

3月 27 日，中共中央紀委

國家監委網站發布了孟宏偉被雙

開的消息。通報提到，孟宏偉不

按規定報告個人有關事項，對抗

組織；特權思想極其嚴重，公權

私用，濫權妄為，肆意揮霍國家

資財滿足家庭奢靡生活；家風

敗壞，利用職務影響為其妻謀取

職務，縱容其妻利用其職權搞特

殊、謀私利；權力觀扭曲，利用職

務上的便利或職權、地位形成的

便利條件，為他人在職務晉升、

崗位調整、企業經營等方面謀取

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額財物。

通報又指孟宏偉違反「習八

條」，構成職務違法並涉嫌受賄

犯罪。當局決定對孟宏偉做出

「雙開」，並移送檢方起訴。

孟宏偉今年 66 歲，是黑龍

江哈爾濱人。其先後歷任公安部

部長助理、交通管理局局長，

公安部副部長、黨委委員，國

際刑警組織中國國家中心局局

長（兼），中國國家海洋局副局

長、黨組副書記兼中國海警局局

長等職。他在 2016 年 11 月代

表中國當選國際刑警組織主席。

孟宏偉去年 9 月底返回中

國就失聯，其妻 Grace Meng
（後被曝光中文名高歌）當時先

在法國報案，中國官方時隔多日

才於 2018 年 10 月 7 日證實孟

宏偉因涉貪正接受調查。

之後，中共政法委、公安部

在相關孟宏偉受查內部會議中提

到「肅清周永康流毒」。香港

《蘋果日報》分析說，在遭到美

國為首的世界性政治、經濟、軍

事圍剿之下，北京仍不顧一切進

行黨內大清洗，表明中南海高層

當前的矛盾激化已到了不可想像

的程度。

時評人士練乙錚文章分析

說，北京對孟宏偉進行了受賄指

控。他有罪的更多證據是他與名

譽掃地的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有

牽連，而周永康是江澤民的門

生，江澤民則被認為是習近平的

勁敵。

孟宏偉被抓後不久，習近平

在福州任市委書記時的一名前下

屬已經接替了他的職務。據此，

文章認為，這件事可以被簡單地

看作中國共產黨最高層正在進行

的、習近平與江澤民之間權力鬥

爭的又一個回合。

汪洋挺習

2018 年 7 月初，中美貿易

大戰開打，網絡傳出「一號休

息，大海領軍」的政治傳言。

「一號」被指是中共總書記習近

平，領軍的「大海」，據稱就是

政治局常委之一的汪洋。離奇的

是，中共官媒《人民日報》2018
年 7 月 16 日在要聞版刊登一篇

題目為〈做一股「清流」〉的文

章，毫不客氣的痛斥黨內一些人

習慣於搞假大空走浮誇路，因此

號召向中共已故兩名軍方將領彭

德懷、張愛萍學習。由於張愛萍

與現任中共常委、政協主席汪洋

是親家，張愛萍的孫子張辛亮是

汪洋的女婿。文章的矛頭被指是

針對國家主席習近平，於是，「大

海（汪洋）領軍」，將逼宮「一

號（習近平）休息」的「逼宮大

戲」似乎並非是空穴來風了。

事件的發展最後當然是不了

了之了。香港政論雜誌《前哨》

總編劉達文表示，習近平逃過一

劫，傳聞是「汪洋堅決不與倒習

勢力同流合污。」

劉達文表示，汪洋的伯樂

實際上是鄧小平，當初江澤民

和曾慶紅也曾提拔他。《前哨》

之前的報導中也提過一些「兩面

人」，其中就包括：汪洋、李源

潮、孫政才、劉延東、俞正聲、

周強、陸昊及沈躍躍等。現在李

源潮、孫政才已被整肅，劉延

東、俞正聲已退休，周強、陸昊

鬱鬱不得志，只有沈躍躍今年兩

會還能穩坐主席臺。

劉達文說，在習近平打虎時

期，汪洋曾揭發曾慶紅兩度打電

話為其內侄女——時任廣州市紀

委書記王曉玲陞官，想讓她成為

副部級官員才退休。汪洋這樣一

做，變相與上海幫（江派）的

關係切割。習近平一直對汪洋有

好感，剛上臺南巡廣東時，刻

意留汪洋陪同，然後再將調汪

洋入京，派胡春華赴粵頂替汪

洋的位置。

「哥們」常委？

劉達文稱，今年兩會，明顯

看出習近平和汪洋有很好的互

動。 3 月 13 日政協會議閉幕，

汪洋在介紹應邀出席人員時，也

僅提了習近平的名字。在閉幕式

講話時，汪洋提到「學習」20
多次，習近平當時還報以熱烈的

掌聲給汪洋，並於會議結束汪洋

轉身時，面帶微笑與其握手。

其實今年的「兩會」會議

上，坐在主席臺的習近平被指明

顯對李克強的報告似乎不怎麼感

興趣，不但沒怎麼鼓掌，還在前

40 分鐘內，完全沒有翻閱李克

強的報告。

不過，習近平對栗戰書、汪

洋的態度還真有些不同。習近平

多次側身與坐在身邊的汪洋交談

最少 3 分鐘，直到服務員斟水

才停下。

劉達文爆料的消息無論是真

還是假，從表面上來看，現年

63 歲的汪洋還算得上是習近平

的「哥們」常委。

胡錦濤時期，汪洋也得到他

信任，中共十七大後，胡錦濤調

派時任重慶市委書記的汪洋接任

廣東省委書記。

汪洋在廣東圍剿被視為江派

前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李長

春的舊部，並把肅貪之火燒向

江澤民情婦黃麗滿，汪洋還被

指以「廣東模式」向接替他的時

任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唱紅打

黑」、「重慶模式」隔空叫板。

中共十八大後，汪洋獲習

重用，兼任多個要職。 2016 年

G20 杭州峰會期間，汪洋除了

在開幕式上坐在習近平的身後

外，還陪同習分別會見時任美

國總統奧巴馬及俄羅斯總統普

京。

2017 年 4 月，習近平與美

國總統特朗普會晤，汪洋也有隨

行。十九大汪洋入常，排名第

四，兼任政協主席。

去年 7月中共內部傳
出「倒習力量」的「逼宮大

戲」，黨媒刊登離奇文章，

明顯炮轟「一號」習近平而

挺「大海」汪洋上位，事件

最後不了了之。《前哨》爆料

稱，原因是「大海」的汪洋

堅決不與「倒習勢力同流合

污」，習才避過一劫。也難

怪在這次兩會上，可以看出

習近平和「哥們」一般的常

委「汪洋」有很好的互動。

李頌恩、東辰雨採訪報導

習逃過逼宮 傳靠一常委搭救

官方正式披露孟宏偉所涉問題

前網路沙皇魯煒判14年 蔣彥永兩會期間 
上書習近平 籲「六四」正名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導】3 月

26 日，浙江省寧波市中級法院公開宣判

中宣部原副部長魯煒受賄一案。魯煒被

以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並處罰

金人民幣三百萬元。魯煒主管網路事務

時被稱為「網路沙皇」，其最大醜聞是曾

到私人會所享人奶宴，而前常委劉雲山

也疑捲入。

據中共官媒 3 月 26 日報導，法院

稱，2002 年至 2017 年，魯煒利用擔任

新華社副社長，北京市副市長及中央宣

傳部副部長等職務上的便利，直接或者

通過他人非法收受財物，共計折合人民

幣 3200 萬餘元。

魯煒任內曾被視為大陸「網際網路

大總管」、「網路沙皇」。其主管網信辦

期間，中共政府加強了對網際網路的封

鎖和控制，頒布了一系列監管法規，備

受詬病。

2017 年 11 月 21 日深夜，中紀委網

站宣布魯煒接受審查。

2018 年 2 月 13 日，中紀委官網通

報魯煒被「雙開」，批其「陽奉陰違、欺

騙中央、目無規矩、肆意妄為，妄議中

央、干擾中央巡視、野心膨脹、不擇手

段為個人造勢，拉幫結派、搞小圈子、

大搞特權，作風粗暴、專橫跋扈、以權

謀私，收錢斂財、對中央關於網信工作

的部署搞選擇性執行」。

魯煒還被指頻繁出入私人會所，以

權謀色、毫無廉恥。

中紀委極為嚴厲的措辭連當年在重

慶「另立山頭」的薄熙來，以及被冠以

「陰謀家」的周永康等都望塵莫及。官媒

《人民日報》以「最狠」形容這份措辭嚴

厲的通報。

【看中國訊】今年是「六四」事件 30
週年。 3 月 25 日，海外社交媒體臉書

粉絲頁有線中國組晚間發布訪問蔣彥永

的影片，並指蔣彥永在兩會期間去信習

近平以及全國人大，希望他們主動解決

「六四」問題，正確評定「六四」事件。

蔣彥永表示，「六四」的問題最大的

誤區，就是不把人的生命看成是問題。

這個問題應該是每個公民、幹部、領導

心中都清清楚楚的，因為最高領導至今

沒有明確表態，所以絕大部分兩會領

導，至今仍然對此閉口不言。

蔣彥永在信中指出，體制內一直

都有聲音，明確要求中央主動糾正對

「六四」事件的做法。在 2008 年兩會期

間，有 3 位民主黨派的領導人，聯名提

出要糾正「六四」錯誤。而到 2016 年

全國政協會議，全國政協副主席韓啟德

等 3 位領導，也都明確要求盡快糾正

「六四」錯誤。

他認為「六四」事件，由最初定性

為「反革命暴亂」改為「政治風波」，就

說明當初鎮壓是錯誤，重新評定「六四」

是人心所向，也可以減少對社會帶來的

不安。

這並非他首次對「六四」議題發言，

2004 年，即「六四」事件 15 週年時，

他就曾於當年中共兩會期間上書中共中

央政治局，呼籲將「六四」正名為「愛

國運動」。

蔣彥永今年 87 歲高齡，是中共 301
總醫院退休軍醫，擁有少將軍銜，曾在

「六四」搶救死傷者。血的事實使蔣彥永

的良心受到震撼，從那以後，不論在甚

麼場合，蔣彥永從來都是明確地表明，

「六四」鎮壓是絕對錯的。

汪洋被視為中共高層開明派。（Getty Images）

            卡城上佳地段

精品公寓就在 Sage Hill Quarter
- 戶型包括1~3個臥室，564至1,391平方英尺

- 超高價值，公寓起價僅$199,900

- 另加特別優惠，免1年公寓管理費

- 
 
- 全部使用高品質建材

- 卓越的客戶服務

參觀Q公寓展示中心
67 Sage Berry Way NW 

電話: 403.454.4015

起價

$871/月
5年固定利率

3.44%

西北區 

11種不同戶型設計可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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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上吃飯的時候我剛看完這條新

聞，接下來就看了袁騰飛今天剛發表的視

頻。談基督城的槍擊事件。袁老師得出的

結論是任何宗教信仰發展到狂熱都是高度

有害的，所以中國人對錢的信仰恐怕還是

一種相當好的信仰。因為信仰錢就要和氣

生財，就不會做出恐怖主義的極端舉動出

來。而今天說的話題其實也和錢的信仰有

關，因為腐敗的問題也就是有錢的問題

嘛。

所謂信仰，是指價值觀上的一種優先

次序。被奉為信仰的事物是在你價值觀體

系的頂端，它指導你生活的其他方面、以

至於為了它你可犧牲你生活中的其他方

面，這種東西才能稱之為信仰。

我不知道袁老師在說對錢的信仰是個

好東西的時候，是否理解了什麼叫信仰。

也就是說：錢是你生活中最重要的東西，

以錢為目的指導你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

於為了錢可以在其他許多事上做出犧牲，

這叫對錢的信仰。那麼這種信仰即使不是

世界上最壞的信仰，也是第二壞的，第一

壞的是共產主義信仰。如果把人類思想的

光譜分成左右兩段，社會主義是左派裡的

極端思潮，但社會主義還有民主社會主

義、宗教社會主義（雨果就是）。共產主

義又把社會主義思想和無神論、和暴力革

命相結合，所以它又是社會主義裡最極端

的一端，是極端之極端。

它又和以錢為信仰的拜金主義有直接

關係，人不信神之後，現世享樂成了最大

目標，要享樂就要有錢，於是錢成了支配

人生的最高目標。比起宗教極端主義，信

仰錢就更好一些嗎、帶來的傷痛就更小一

些嗎？

2008 年的三聚氰安奶粉事件，確診

為三聚氰胺受害的兒童有 30 萬，波及的

兒童最多達 3000 萬。受到無可挽回健康

損害的有多少人永遠無法知道，這得是多

少個基督城慘案的傷害總和呢？中國屢

見不鮮的煤礦礦難，最近的一次是今年 1
月，死亡 21 人，歷年累計加起來又是多

少個基督城慘案受害者的總和呢？這些災

難的起因無一不是當事人把錢作為支配人

生的最高目標，高於責任、喪失了對他人

的起碼同情。這樣的災難不勝枚舉。把對

錢的慾望發展成一種信仰絕不是什麼好東

西。

所以我今天是有點感慨：知識份子，

得有知有識，知是訊息、識是指判斷。我

們說一個人有水平有見地叫做有識之士，

不是有知之士。說博覽經史，得出一個判

斷是：對錢的信仰是件好事，幹嘛還讀那

麼多書呢？說這個事可能袁老師的粉絲會

不高興，雖然是吐了點小槽，但也就僅限

於這件事上，袁老師講故事還是很精彩

的，有些觀點也相當不錯。

（節選自「文昭談古論今」YouTube
評論節目。題目為編者所加。）

爆炸當量刷新記錄

爆炸發生後，大陸地震臺發布了「地

震」消息，稱在該地測得 3.0 級地震，震

源深度 0 公里，疑為爆炸所致。官方確

認是重大爆炸事故後，震級為 2.2 級。

3.0 級地震，相當於 30 噸的 TNT
爆炸當量；2.2 級的地震，與 2 噸多的

TNT 爆炸威力相當。雖然震級僅差了

0.8，但兩者的威力相差了 15 倍。

2015 年天津港「8.12」爆炸事故中，

最大一次衝擊波相當於 2.9 級地震，相當

於 21 噸 TNT 爆炸當量，接近於 46 枚戰

斧式導彈爆炸，已經達到一枚微型戰術核

武器的爆炸當量，而這次江蘇爆炸刷新了

此前記錄。

江蘇省消防救援總隊參謀長透露，

「不排除有遇難者在爆炸中汽化的可能。」

這意味著一些失蹤者可能已屍骨無存。

由於官方的嚴密控制，本次事故的死

傷者數量成謎。對比 2015 年「8.12」天

津爆炸，當時官方通報稱事故共造成 165
人遇難、8 人失蹤，798 人受傷。但事發

後令人震驚的是，有海外媒體從接近北京

高層的可靠人士處獲悉，當局內部有一個

數字，至少 600 多人消失得無蹤影，懷

疑是在瞬間爆炸的超高溫及化學作用下被

「蒸汽化」，即人間蒸發。有關此消息，

目前無法核實。

「響水經驗」再出場

據航拍圖看，此次江蘇爆炸造成至少

摧毀 23 座廠房。之後，當局嚴控輿論，

在事故現場佈置了反無人機干擾器，專門

用來對付記者的航拍。所有媒體都接到中

宣部指令，要求立即撤回現場記者，所有

的報導只能用官方的通稿。

事故發生後，當地立即啟動了一套禁

止記者採訪的「應急預案」，包括武力威

脅、軟禁記者、重金收買、色相利誘等方

式。該「應急預案」被稱為「響水經驗」。

響水經驗指的是 2007 年當地發生爆炸

後，當局採取的一系列類似處理手段。

當年採訪事故現場的「中國青年報」

記者李潤文表示，在採訪結束後回到賓

館準備休息時，當地宣傳部副部長姜友

新帶著幾名「濃妝艷抹」的女子進了他的

房間。姜友新直言不諱，讓李潤文選一

個，到其它房間去「按摩」，李潤文拒絕

了。那次事故中，坊間傳聞死亡人數超過

100，廠裡曾偷偷用卡車拉運屍體。

環保志願者被警方帶走

事故發生後，江蘇省生態環境廳 3
月 22 日發布消息稱，附近有三條河的閘

內檢測出三氯甲烷、二氯甲烷、二氯乙烷

和甲苯的揮發性有機物成分。香港生態學

家何建宗表示，空氣中超標毒素會對人體

產生極大的危害。一旦飲用受污染的水，

將傷及脾臟和神經系統。

大爆炸後，諳熟化工廠所在工業園區

的張文斌和另一名環保志願者當天下午便

第一時間抵達現場，觀察環境污染狀況，

並為災民提供污染防治建議。

25 日，張文斌失聯。響水縣城東派

出所證實，因「尋釁滋事」傳喚張文斌，

警察主要詢問張文斌在網路發布關於響水

爆炸核心現場的內容。

民間譴責

《美國之音》時事大家談節目中，前

安徽省檢察官瀋良慶表示，在權力不受監

督和制約的情況下，政府和企業都難免會

腐敗，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這樣它就

缺乏提高安全生產成本、降低利潤率和經

濟增長率以及減少財稅收入的意識。安全

生產缺少監督是政府、企業和輿論這三個

層面上的問題造成的。

旅美時政評論人橫河說，他們（官

員）為甚麼對預防不感興趣？因為預防

是花錢卻討不到好處的事。花了錢，影響

了 GDP，但預防的效果看不見——不出

事故看不見，出了事故才能看見。所以按

照制度的設計，這些官員們的做法是，一

旦出了事故就封鎖消息，以及把壞事轉化

為好事，比如展現怎麼救災，怎麼把黨的

關懷送給民眾。這種方式成本低，但是效

果往往更好。若處理得好，還有升遷的可

能性。他們瞞報死亡人數並不冒風險，因

為上面其實也希望你報個低一點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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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蘇化工爆炸搜救結束
爆炸強度破記錄 死傷成謎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導

3月21日下午2點左右，江蘇鹽
城響水縣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發
生大爆炸。官方通報，78人死亡，
死傷共計700餘人。27日，當地政
府宣布爆炸事故現場的搜救工作
已於25日凌晨零時正式結束。

爆炸現場鳥瞰。

對錢的信仰是好事嗎？
◎文：文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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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行八方 

卡爾加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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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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X-30 採用全新 Skyactiv-
Vehicle Architecture 車 體 架

構打造。外觀上採用與大改款 
Mazda3 相同的新一代魂動 2.0 
設計理念 (Kodo Design 2.0)，
車頭處的 7 角形水箱護罩與鍍鉻

魂動之翼，下方仍舊嵌有 LED 
前霧燈。

車尾造型犀利，修長的尾燈

與車標相呼應，下方大面積的黑

色包圍能讓整車的視覺效果更佳

緊湊，實體雙邊雙出的排氣體現

了運動感。尾燈點亮後的效果同

樣漂亮，讓整車看起來頗有一種

高級跨界 SUV 的感覺。

內裝方面， CX-30 與馬自達

3 設計感相似，車內導入全新的

HMI 人機操作介面，儀表板兩

側結合空調出風口，形成以 3 角
形結構環繞駕駛者的佈局。該車

擁有全新式樣的三輻式方向盤，

中央 8.8 吋的懸浮式螢幕雖未支

援觸控，但可透過中央鞍座處全

新的環型 MZD 旋鈕，輕鬆進行

各項操作。

動力部分，目前 CX-30 一

共 準 備 了 2.0 升 Skyactiv-G、

2.0 升 Skyactiv-X 及 1.8 升

Skyactiv-D 三種引擎。其中前兩

款引擎將配置由電動馬達與 24V
鋰電池組成的 M Hybrid 微型油

電系統，變速箱則有 6 速手排及

6 速手自排兩種規格可選。

同時新車部分車型還將提供 i-Activ AWD
四驅系統，提高通過性及操控能力。並且新車

還配備 i-Activsense 主動安全套件，包含全速

域的 MRCC 主動車距控制巡航、SBS 智慧型

煞車輔助、BSM 盲點偵測、LDWS 車道偏移

警示、SCBS 煞車輔助系統等皆一應俱全。

【看中國 訊】

在日內瓦車展上，

馬自達公司公布了

今年繼馬自達3 之

後品牌第2 款屬全

新世代的Mazda 車

型——跨界休旅車

CX-30。該車的定

位界於CX-3與CX-5 

之間，並會在2019 

年陸續於北美各地

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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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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適當的汽油標號

大部分汽車被設計為使用

普通汽油，只有不到 10% 的汽

車， 如 BMWs、Mercedes 等

豪華車需要使用辛烷值高的汽

油。而高標號的汽油不會提高

效率或動力，所以檢查您的汽

車手冊，如果您的汽車只需要

87 號的普通汽油，就沒必要給

它加 94 號的汽油。如果您的車

「上歲數」了，可以加中標號的

汽油。

選適當的加油站和品牌

選擇適當的加油站也會為

您節省開支。有時候兩個街區

以外的加油站就可便宜 2-3 分錢

每升。離高速公路近的加油站

因交通便利、地稅高，油價往

往會高些。小城市的油價因運

輸成本高和競爭沒那麼激烈，

通常比大城市的高。週末的油

價比平時要高些，而星期一晚

間或星期二中午的油價往往是

一個星期中最低的。

如何得知短期內油價升降

的趨勢呢？有的電台每天播報

世界油價，而反應到加拿大往

往會延遲一到兩天，這樣您就

可以大概掌握一兩天後加拿大

的油價會升還是會降；有些加

油站對市場反應快，有些就要

【看中國訊】在油

價飆升的時候，您知道

如何購買汽油最經濟

嗎？這裡，我們為您準

備了一些購買汽油省錢

的技巧。

慢些，通過觀察，您也會發現

短期內油價升降的趨勢。

汽油不只是有等級的區別，

還有不同的品牌。仔細比較，就

會找出您的車子更適合哪種品牌

的汽油。

在一天中溫度最低 
的時候加油

清晨或夜晚是一天中溫度

最低的時候，也是汽油的密度

最大的時候。油泵計量的是體

積而不是密度，所以在溫度低

的時候加油，花同樣的錢可買

到更多的油。當然一天中往往

早晨的油價最高，到中午時分

開始回落，夜晚最低，等到一

天快結束時，又開始回升。所

以在夜晚加油最經濟。

加油的最佳量

使油箱保持 1/4 到 3/4 的

油量為最佳。在一個星期內油

價的波動可達 15%。在油箱剩

餘 1/4 時，您就可以計畫、選

擇合適的油站、油價。如果等

油箱快空了再加油，有時候就

必須在高價位加油了；很多汽

車油箱容積可達 40 升，如果加

到 3/4, 既可以免去頻繁加油的

麻煩，又可為在更低價位時「補

倉」留有餘地；此外加到 3/4,
汽車的負重相對加滿要少些，

本身也可節省汽油；這種一舉

三得的事，何樂而不為呢？

加油不要過滿

加油過滿會導致油在駕駛

過程中因搖晃而溢出，既浪費

又污染環境。加油時，油槍第

一次自動斷開就不要再加了（此

時油箱還有少量空間）。有的人

喜歡加到一定的錢數，就通過

多捏幾次手柄來調解，而實際

上加油站的油泵還未來得及迅

速反應，因此您就會有所損失。

長途旅行 
選擇省油的車

如果您要長途旅行，選擇

一輛省油的車會節省很多。如果

不當心租了一輛「油老虎」，即

使租車費用低，它隆隆的噪音、

蹩腳的靠背、汽油的消耗也會給

您的旅途平添不快。所以在租車

時，除了詢問租車費用，可別

忘記詢問汽車的品牌和新舊程

度，以便在租車費用、耗油費用

和安 全性能之間找到一個平衡 
點。

優惠券和信用卡折扣

許多加油站有優惠券，

有的在購物收據的背面，有

的被投遞到您的信箱中，有

的可從網上下載，您可以把它

們放在錢包裡，說不定什麼時

候就用上了。有些加油站有積

點卡，如果您積累到一定的點

數可獲得免費物品，例如一扎

礦泉水、幾袋巧克力、一桶車

窗清洗液、免費洗車服務等 
等。

申請積點卡並不麻煩，只

要填一張簡單的表格，通常當

場就可獲得積點卡。您可以申

請不同的卡，就不必非得去某

一品牌的加油站，既有自由又

實惠。有些信用卡公司還可提

供您在汽油消費上 1% 到 10%
的折扣，如果您在付款時使用

這些信用卡便可獲得該折扣。

天熱汽油滿箱易爆炸？
【看中國訊】汽油的揮發性

強，易燃燒。夏天的時候，有

些司機或許會擔憂，加滿了汽

油的油箱是否會因為天太熱爆

炸。事實上這種擔憂完全沒有

必要。

據《郝芬頓郵報》報導，事

實核查網站 Snopes 稱，加滿汽

油的油箱在大熱天可能會爆炸

的傳言，至少可以追溯到 2011
年。車主通常會收到「警告」：

在炎熱的天氣裡，油箱中的

燃料會因熱度太高而自燃。但

事實是，熱度達到 246° C 至

280° C 時，汽油才會自燃。但

即使在最炎熱的夏天，油箱中的

汽油也達不到這一溫度。

美國汽車協會的運營經理

羅芙特斯（Kyle Loftus）曾解

釋，在沒有火花的情況下汽油

自燃，溫度要達到 500 多華氏

度（260° C）以上。還有網上

傳言稱，在大熱天，加滿汽油

的油箱可能因壓力增高，而使

油箱內的溫度急升，最終導致

爆炸。

這一假說同樣站不住腳。

因為對 1971 年以後製造的車輛

的油箱，美國環境保護局已強

制要求具有釋放壓力的功能，

所以不存在壓力積存的問題。

Snopes 證實，在 1971 之前製

造的車輛的油箱也具有緩慢釋

放壓力的機制，因此在夏天也

沒有危險。

早些時候，巴基斯坦國家

石油公司被迫通過臉書帖文，公

開闢謠。帖文稱：給油箱加滿

油，不會對車輛和乘客造成任

何威脅，並且非常安全，對車

子的運行也有好處。反而故意

不加滿箱可能會帶來隱患。據

AutoGuide.com網站的說法，車

輛的燃油泵依靠汽油來保持冷卻

和潤滑，如果沒有燃料，會出現

過熱甚至過早失效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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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家長久以來一直在研究宇宙的本質。宇

宙之外是否還有東西？他們的答案是有的。這裡

是五種理論描述宇宙之外可能有的東西。

「宇宙的外面」這問題很棘手，因為你需要

先定義宇宙，一個最普遍的答案是「可觀測宇

宙」(observable universe)，它是由光速來定

義。我們只能看到光到達我們的地方，所以我們

無法看見比光更遠的宇宙。這表示可觀測宇宙

一直在變大，但它是有限的，也稱作為「哈伯體

積」(Hubble Volume)，這名字由哈伯太空望遠

鏡而來。我們無法看超越這界限，所以這是我們

唯一能看見的宇宙。

宇宙無限大

我們幾乎可以確定那界限外有更多的宇宙。

科學家認為太空是無限大，有能量、星系、等

等，跟在可觀測宇宙裡的一樣。假如是的話那外

面的東西會更奇怪。哈伯體積之外你不會只發現

更多的星球，你會發現所有有可能存在的東西。

假如你到夠遠的地方，你會發現另一個一模一樣

的太陽系有一模一樣的地球，那個地球也有一個

你，只不過你在做不同的事，然後更多一樣的情

形會存在。假如你再到更遠你會發現另一個哈伯

體積跟我們的一模一樣。外面有許多的你在模仿

你的每一個動作，這聽起來也許不可能，但無限

的意思不就是如此。

黑暗流

天文學家發現了很奇怪的現象，星系星群都

以驚人的速度往同一方向流動 ( 每小時 200 萬

英里 )。 2010 年的觀察確認了這現象，稱之為

黑暗流。這些移動違反了所有在大爆炸後宇宙中

質量如何分配的預估。其中一個可能性是哈伯體

積外的巨大結構在發揮引力影響。這會表示我們

宇宙之外無限宇宙的結構不一致。這結構有可能

是任何的東西，超越我們知識的質量與能量的聚

合，到其他宇宙的奇怪引力彎曲流動力量。

無限泡沫

哈伯體積以外其實還是一樣的宇宙，只是我

們看不到它，它會有一樣的定律和常數。這理論

的另一個版本說大爆炸之後宇宙的擴張造成許多

「泡沫」。每個泡沫都與太空一起停止擴張，然

後形成了自己的宇宙，與自己的定律。這情況下

太空是無限，而每個泡沫也是無限 ( 因為你可以

在單一無限裡的無限儲存無限的數量 )。就算你

可以超越我們泡沫的界限，泡沫中間的太空還在

擴張，所以你無法看到別的泡沫，不管你移動的

速度有多快。

黑洞產卵

這理論是由物理學家 Lee Smolin 提出，也

叫做多產宇宙論 (fecund universes theory)，他

推論每個宇宙裡的黑洞都會製造新的宇宙。每個

宇宙的物理定律都會與前一個有點不一樣。因為

這樣 Smolin 提議宇宙有一種自然淘汰的定律，

製造黑洞的定律也會製造新的宇宙，而不是由黑

洞產生的宇宙會死亡。這理論後來被許多科學家

( 包括 Smolin 自己 ) 給反駁了。

弦理論的平行宇宙

對於平行宇宙有許多的理論，但最被接受的

是弦理論，大致上它講到這些 11 度空間裡的波

動薄膜狀物體是完全不同的宇宙，當波紋相撞時

會製造出新的宇宙。這些波紋的動態可以解釋我

們宇宙裡物質的分配。這理論其中最怪的一點說

我們宇宙裡全部可以感受到的引力其實是由其他

空間的宇宙而流進來 ( 這可以解釋為什麼這裡的

引力跟其他基本力比起來很薄弱 )。 

◎ 文：秀秀

「宇宙的外面」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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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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中國大陸的高能物理研究

所，以及一些高等學府，都有研究這

些現象的教授、學生，還有特異功能

研究小組。經過比較系統的研究，運

用了非常嚴格的科研手段，包括雙

盲、封粒、對照，證實確實有這些現

象。

古今中外都有 
特異功能現象

第一方面的研究，就是總結各方

面的規律的時候，我們發現這些現象

在中國歷史上就有記載。在別的國

家，就像蘇聯科學院、蘇聯軍隊系統

也都有這些方面的研究，一般都還比

較機密，這些特異功能人士都被國家

當作寶貝，像國寶一樣都召集起來，

保護起來，美國也有這方面的研究。

當時中國一個叫做「國防科工

委」的單位，它曾經網羅了很大的一

批這樣的特異功能人士，其中有功能

很強，各方面功能都很強的人。

誘導特異功能實驗

我們自己做的一些研究，像我們

小組的，我們小組就有人曾經去學校

裡教誘導特異功能。怎麼誘導，因為

這個特異功能現象，在中國傳統的這

個修煉裡面，就像道家啊，佛家啊，

還有民間氣功裡都有，認為就是人先

天的一種潛在功能，只是說大部分人

沒有表現出來這些功能。所以在小孩

比較天真的時候，這些本能的東西還

或多或少留在許多小孩身上。

舉一個誘導功能的實例，比如去

小學做一個實驗，在一個班裡面就跟

小學生講：這個小朋友能耳朵識字，

結果讓其他小朋友們也試著去聽，那

你耐心的誘導，就發現慢慢有那麼一

些小孩他就能夠有一定的識別力。就

是說他的功力不一定那麼強，一開始

時還不太穩定，但慢慢的他有了這些

能力。那麼有一些小孩就能夠清楚起

來，這實際上本身就證實小孩有這些

本能，他還有些殘留的本能。就是

說，符合了傳統修煉界所講的，特異

功能實際是人的本能。

科學精密觀察下的 
特異功能實驗

另外，比如中國大陸國防科工委

做的一個實驗，在一個封死的玻璃瓶

裡放一個針，針上穿一根很長的線，

讓具特異功能的人去把它取出來。因

為這個玻璃管是封死的，他們在這個

過程中就一直用高速攝影機去拍攝，

可以發現，他用特異功能真的就把針

拿出來了，而且整個過程都能拍下

來。這就是一個證據很確鑿的實驗！

另外就是在 86 ～ 87 年，當時

第三屆全國氣功或特異功能會議，在

我們學校召開，這個期間作了大量的

試驗。當時各省科學院都派了人，有

的派的是院長，有的是派高級科研人

員參加這個會議。當時現場做過不少

實驗，我們學校的校醫做了一個實

驗，他從藥房裡取了一個藥瓶。大家

知道那個藥瓶是蠟封後，又用膠封，

封了好幾層，那裡面的藥片是滿的。

當時藥瓶四周都圍好了，把這個藥瓶

拿給有特異功能的人士。他就手裡拿

著藥瓶，他很認真的集中注意了一下

這個藥瓶，然後使勁這麼一抖一抖

的，當時這個校醫就把手伸到瓶子底

下，那麼他就使勁一抖，藥片有一半

就從密封的瓶子裡出來了，到了醫生

手裡面，那藥片還是燙的。這蠟封完

好的藥瓶一點都沒有損壞，裡面的藥

片少了一半。這都是在很多科學家的

眾目睽睽之下做的，而且實驗的材料

等都事先沒跟特異功能人士講。

還有一個實驗，一個科學家在來

大會之前已經封好一個東西。大家知

道這個紙幣一般都是有編號的，他這

個編號是唯一的。也就是這個紙幣我

取一張，也就是只有那麼一張印的是

這個號。這個科學家來之前把一個紙

幣封在一個信封裡面，封好了的，到

時候拿出來給這個特異功能人士。當

時他說我用筆在你這個紙幣上給你簽

好名，簽上我的名字。當時這個信封

交給了他，他就把自己的名字簽上

去，他手裡拿了一會兒這個信封，拿

了一會兒以後，然後反過身說我簽好

了。當場開封，大家一看，就是那一

張紙幣上簽了他的名字。類似的這些

特異功能現象還很多，做了很多這樣

的實驗，其中有一些實驗是非常確鑿

的。

還有水，當有功能的氣功師對水

發功以後，這水的一些測量參數就改

變了，和正常的水不一樣了。還有通

過各方面的試驗確實證實了這些現象

是存在的，可是現代物理學、自然科

學對這些現象還沒有很好的解釋。這

些現象實際在修煉界、在道家、佛

家，早就有比較系統的解釋。

80年代初，在報紙上曾經
報導：四川有一個叫唐雨的小
孩，他被發現可用耳朵識字。
就是把一個字寫在紙上，遮
住，放在他耳朵上，他能聽出
來。當時報導以後，引起很大
的爭議，也引起了很多人的興
趣，很多科學家和感興趣的人
士就進行了調查，發現這現象
確實是真的，由此引發了對特
異功能的研究。

揭秘中國對氣功和
特異功能的研究

◎ 文：者行孫 

圖：Think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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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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櫻花節

全攻略 全攻略 (下)(下)

大阪城公園 天守大阪城公園 天守

大阪城公園
櫻花品種：染井吉野

櫻、關山櫻等

最佳觀賞地點：

大阪城公園天守閣

約430 0棵櫻樹圍繞

著大阪城一齊開放，最佳

賞櫻位置是天守閣的八層

瞭望台，既可遠眺大阪市

容，更可將大阪城的絢爛

櫻花盡收眼底。天守閣

西邊的丸庭園栽種著600

多棵以染井吉野為主的櫻

花，每年4月上旬會舉辦

「觀櫻之夜」。

【花期】3月下旬—4

月上旬

【地址】大阪市中央

區大阪城1番1號

奈良縣吉野山
日本最具代表性的賞

櫻勝地。因據說城山櫻是

神靈寄居的樹，因此數量

逐漸豐富起來。以城山櫻

為主，約3萬株櫻花樹開

滿漫山遍野，從山麓到山

頂櫻花漸次開放，「一目

千株」。山裡還有可以泡

溫泉的日式旅館。

【花期】4月上旬—

中旬(可夜觀)

【地址】奈良縣吉野

郡吉野町

北海道札幌松前公園
　　最佳觀賞時間：4月末—5月下旬

　　櫻花品種：千島櫻、血脈櫻等

北海道札幌的松前公園是日本最有名

的賞櫻地之一，這裡有250種櫻花、超過

1萬株以上的櫻花幾乎在同一時間盛開，

相當壯觀。位於靜內町的二十間道路寬

12米、長7公裡的櫻花大道曾入選北海道

遺產。

京都清水寺
最佳觀賞時間：

3月下旬-4月中下旬

櫻花品種：

垂枝櫻、城山櫻、御室櫻

等

一到春天，宏偉的清水寺

被1000多棵盛放的櫻花樹包

圍，彷彿陷入粉色的雲海之

中，到了夜晚，全部燈火亮

起，將夜色中的清水寺點綴地

如夢似幻。

【花期】3月下旬至4月上

旬(可夜觀)

【地址】京都府京都市東

山區清水

2019日本櫻花2019日本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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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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IN TH
WHEE

11500-35St. SESOUTHPOINTETOYOTA.COM 403.567.8888

*all prices include all taxes and fees and are plus gst only. All offers have conditions and only one offer per customer. 0% offer varies by model and term and may have down payment requirements. All leases are 60 month lease terms, 20,000km per year allowance and taxes and options extra oac. 
The $0 down and no payment until September offer is a payment deferral bank finance contract, interest accrues from day one. The spin the wheel offer is only when a vehicle is purchased, one spin and awards are at the discretion of South Pointe Toyota. Please see dealer  for complete details.

20
19

20
19CoROLLA Ce SIENNA LE

LOADED, AUTO LOADED, 8 PASSENGER

 0.99%  |  Stock: P90062 5.59%  |  Stock: P900258

$232/BW*

$1,888 $3,888 

20
19

20
19RAV4 le AWD TUNDRA CREW MAX

ALL NEW STYLE 4WD, LOADED

 5.99%  |  Stock: P900944  3.99%  |  Stock: P900299

$169/BW*

$2,888 $5,888 

$95/BW*

20
19 TACOMA 4WD, V6 

DOUBLE CAB, LOADED

 5.59%  |  Stock: P900640

$195/BW*

$5,888 DOWN

$234/BW*

20
19 CAMRY SE

UPGRADE PACKAGE

4.99%  |  Stock: P900272

$175/BW*

$3,888 

$10,000

$2,000*3ON EVERY

LEASE FOR ONLY

$2,500
 

HOWARD LUM
銷售經理（粵/英）
Tel：403-365-4532
Cell：403-969-9238
hlum@southpointetoyota.com

高達

每輛庫存
豐田車

首付
僅限租賃

瘋狂大賣

三月週末

0%
首付
無需付款
直至2019年

9月*OAC

再加回扣高達

現金
返贈

免費保
修* 免費

加油
年
每筆購車!

首付
僅限租賃

首付

僅限租賃

首付

僅限租賃

首付

僅限租賃

首付

僅限租賃

週五 三月29日 9點早- 8點晚    週六 三月30日 9點早- 6點晚 千 萬 不 要 錯 過 ! 
     絕對瘋狂!!

故國

神遊 十方開天陣   四面楚歌聲

此時，諸侯聯軍雖然三倍於

楚軍，但，對於曾經以少兵弱卒

摧毀秦軍主力，且善於作破釜沉

舟之決戰的楚軍而言，未必沒有

勝算。對於這一點，聯軍統帥韓

信了然於心。所以，此刻，齊王

韓信雖然統帥諸軍，卻並未因絕

對優勢之兵力而掉以輕心。韓信

用兵，多多益善，他指揮諸軍，

從容布陣，自己首當其鋒，以孔

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後方為

漢王劉邦，又以周勃、柴將軍為

後衛。

與韓信對陣，於項羽而言，

可謂平生第一次棋逢對手。項羽

自起兵以來，未嘗敗北；韓信自

拜將以來，百戰百勝。項羽曾破

釜沉舟，以少勝多；韓信曾背水

陳兵，以一當百。項羽擅於千里

奔襲，逞勇快戰；韓信亦曾破魏

下趙，一氣呵成。

與項羽對陣，於齊王韓信而

言，卻早於三年前在漢中拜將

時，就已成竹在胸。此後在北方

戰線經營數年，先後平定魏、

代、趙、燕、齊，完成對楚軍北

翼之包抄。此刻揮軍南下伐楚，

決戰在即，韓信心中更是遊刃有

餘，因為，項羽眼中是陣前之

敵，韓信心中是全盤楚漢。 
此前，韓信打敗西楚第一驍

將龍且，令項羽為之震恐；今

次，項羽親自與韓信對陣，才一

交兵，便被三面夾擊，大敗而

還，於是楚軍堅壁自守，諸侯軍

圍之數重。

十二月的垓下，最後決戰的

到來還需要一點時間。

冬深苦寒，月冷風淒，枕戈

被甲的楚軍們忽聞楚聲幽怨，自四

面八方而來，如羈

人之夜哭，如孤

鴻之寒唳，彼伏此起，不禁歸思

搖盪，潸然淚下。項羽亦恍惑大

驚，以為楚地盡為漢軍所得，遂

與虞姬夜飲帳中。英雄末路，慷

慨悲歌：「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

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歌之數闋，

虞姬亦作歌以訣別。項羽淚下，

左右皆泣，莫敢仰視……

楚人的歌聲，多麼悽愴，然

而，那並不是楚人在唱，而是韓

信命漢軍唱楚歌，以動搖楚人軍

心。項羽心猶不甘，要拚死潰圍。

黎明前的夜，最是窅黑莫

辨，項羽跨上烏騅馬，率麾下

精壯騎兵八百餘人，趁夜突圍南

走，其後則是漢騎將灌嬰的五千

追兵。項羽渡淮水，至陰陵，陷

大澤，逃東城，終於為漢軍追

至，此時項羽之眾，僅有二十八

騎，面對數千追兵，項羽知道自

己氣數已盡。

英雄蓋世，畢竟窮途，項羽

之桀傲，不知畏敵、不知畏死，

惟知順命應天。縱使天

不成其功，他還是要昭

告天下：籍之死也，非死於戰，乃

死於天耳！項羽對隨其死戰的將

士說：「吾起兵至今八年矣，身經

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

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今日之

勢，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

願為諸君快戰，必三勝之，

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

君知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

說罷，大呼馳下，衝入漢軍之

中，三勝之，殺兩將，漢軍披

靡。( 下文轉 C2)

西元前203年，十二月，夜，垓下。從劉邦襲彭城算起，
楚漢戰爭已歷二年八個月。是夜，楚軍的大帳中，燈火通

明。帳前，九萬楚軍枕戈待命，隨時準備與外面的三十萬

諸侯聯軍決一死戰。

◎  文：宋紫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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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 :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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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本是十分戀舊憶往的民

族，特別對父仇家恨很難忘卻。故有「殺

父之仇不可戴天」、「奪妻之恨不可共

日」。而今患健忘病的不只是國家，還

有那些慘遭不幸的家庭親屬與子女，到

底是大腦儲存的記憶丟失了，還是出於

某種政治考量？

習仲勛險些被折磨至死

習仲勛曾主政西北，為中共立下了功

勛，因與高崗、劉志丹等人的工作關係，

被毛澤東誣為「叛徒」、「反黨分子」、

「蘇聯特務」，又批又鬥，最後還關在秦

城監獄十餘年，累及妻兒，險些被折磨至

死。毛死鄧出，獲得「解放」，風燭殘年

的他，為中共的改革開放做了很多事。新

年前，我去看望 88 歲的難友鍾沛璋，他

對我說，習近平在杭州當市委書記時，我

每年去杭州休養，他都要來看望我。

他的父親習仲勛，我近距離接觸過。

大概是 1990 年 8 月 25 日，由我們單位

「中國市場信息編輯部」主辦的「光華之

夜」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拉開帷幕，那晚來

了不少中共中央老幹部。我是會議的主持

者，一直陪著習仲勛。在交談中，當他得

知我的「右派」身分後，毫不介意地爽朗

一笑說：「好，我們走得更近了，你是右

派，我是老右傾，彼此彼此。唉！甚麼右

哦！左哦！都是『階級鬥爭』鬧出來了。」

當夜，我 7 歲女兒曉蘅也在現場，他

十分憐愛她，長久地摟抱著，一邊向我說：

她們這一代，一定比我們生活得幸福。

今天收到一位網友給我發來的

一份歷史材料「紅衛兵審問習仲勛——

1967年紅衛兵審問習仲勛的經過」。我
細細讀了一遍，不由得心裡陣陣酸痛。

痛歷史、痛現實，更痛我們這個國家可

怕的健忘症。

往事
微痕習近平父親文革被批鬥內幕

( 上文接 C1) 英雄雖然窮途，其氣

猶可蓋世，項羽問諸將士：「何如？」

眾人齊呼：「如大王所言。」此間酣暢，

一如每次大戰之後得勝歸來，所不同

的，這是最後一次。

項羽率眾且戰且走，欲渡烏江。江

水茫茫，天色蒼蒼，只有一條小船浮在

江面，是烏江亭長撐船以待項羽。亭長

催促道：「江東雖小，地方千里，有眾

數十萬，據江東之地足以成就一番王

業，願大王快些渡江。」

但，項羽卻立馬不前。

項羽不是劉邦，追兵在後，劉邦將

兒女推下車去，自顧逃命。項羽卻不能

拋下隨其死戰到最後一刻的將士，一人

獨活，更何況，這一路上，項羽從夜半

跑到天明，心中也越發的明白：那個喑

惡叱吒，千人皆廢的項羽是他；這個落

荒而逃，一敗塗地的項羽也是他。項羽

還是項羽，所不同的是，滅秦有命，霸

業非時。如今，使命已告完成，留給他

的時間不多了。

項羽釋懷而笑，對亭長說：「天要

亡我，渡江何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

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

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

籍獨不愧於心乎？」

項羽又牽過烏騅馬說：「我騎此

馬五歲，所向無敵，曾一日而行千

里，不忍殺之。」遂將烏騅馬賜給烏江 
亭長。

其餘將士也都下馬，二十六人手持

短兵，背水而陳，與數千漢軍接戰。項

羽擊殺數百人，身被十餘創，最後一

劍，留給自己。 
項羽終於倒下，他身後的霸業也轟

然坍塌。人生如棋，世事如局，在楚河

漢界的對弈中，項羽能夠棋逢對手，能

夠因時而進、因命而退，雖死足矣！他

的對面，齊王韓信登山為壁，拏雲為

幡，結束了兵連禍結之亂世，將四分五

裂的中原納於大漢一統的版圖。

十方開天陣   四面楚歌聲

為了證明中國有過的苦難歷史，我把

朋友寄來的那篇文章錄於〈一九六七年九

月十六日同三反分子習仲勛拚刺刀大會紀

要〉，是以 1968 年 3 月「陝西師範大學

『八一』戰鬥隊編」《同三反分子習仲勛

拚刺刀紀要及習賊的交代材料》同名內容

全文為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原文簡、

正體字並用。登錄如下：

（編按：以下內容是作者提供的習仲

勛在文革中被批鬥的記錄，因限於篇幅，

有所節略）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同三反分子

習仲勛拚刺刀大會紀要〉

地址：西安醫學院

到會的對質人有安志文（大叛徒安

子文之弟、國務院副秘書長）和陳煦（習

賊秘書）。大會在「打倒反黨分子習仲

勛！」的憤怒口號聲中開始。

革命群眾質問（以下簡稱眾）：高崗

問題揭發後，你為甚麼撕掉李立群（高

崗的老婆）揭發高崗的材料？

習：因為我看材料中牽扯的人太多，

有彭德懷、賀龍……我對她說，我們自己

揭發自己的問題。

眾：你是否替高崗給毛主席寫過信？

習：寫過，是我的主意？

眾：你的甚麼主意？你為高崗打聽過

甚麼消息？

習：毛主席在杭州向蘇聯大使尤金

說，我們黨內出了問題，有大陰謀家。高

崗叫我打聽這個大陰謀家指的是誰？我沒

有打聽過。……

眾：高崗死了，看他們對西北人民咋

交代？這話你說過沒有？……說這話目的

何在？

習：目的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

席。

眾呼口號：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

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

……

眾：你學《毛選》不？你為甚麼不給

下級傳達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習：也學，不經常。毛主席指示每次

都傳達了。

陳煦：習從來不讀書、不學習、不看

書。並說：只要有實際經驗，處理問題自

然合乎馬列主義，宣傳實用主義觀點。習

很少傳達主席指示，他反對毛澤東思想是

一貫的。

習：過去在工作中實際是這樣的。在

工作中很少看主席的著作。五四年以前，

政治局決議，毛主席指示都傳達了。在

五四年我主持文委工作時，有一次傳達毛

主席在政治局講話後，鄧小平責備我說：

「仲勛，你給幹部傳達些甚麼？這樣好不

好呀？考慮了沒有？」從此以後我就不再

向下傳達主席指示了。

眾：你為甚麼只聽鄧小平的話？不聽

毛主席的話？

習：我當時認為鄧小平的話可能是對

的，同時他是黨中央的秘書長，相當以後

的總書記，是我的直接上級。

……

眾：這是篡改歷史，攻擊我們偉大領

袖毛主席。

眾：你的反黨野心表現在甚麼地方？

習：三七年吹捧高崗為了向上爬，抬

高自己在黨內的地位，高崗走後，自認為

是西北的領袖、西北的山主。五二年到中

央就和高饒反黨集團混在一起。五五年在

中央會議上做了檢查，二次都未過關，第

三次矇混過關，當時把關的是鄧小平。

五九年上海會議叫我當副總理，反黨野

心又抬頭了。支持李建彤寫反黨小說《劉

志丹》，為此開過一次座談會，我系統講

過一次話，講把劉志丹寫成成熟的革命領

袖，寫成正確路線的代表，雖然沒有講寫

高崗，實際上高崗是用了化名，寫了高崗

的事實我是同意的，這就是為高崗翻案，

用死人宣揚活人、宣揚自己。五八年到西

北來，林彪批准的，到河南、陝西、甘

肅、寧夏、內蒙，再回到北京。一方面瞭

解大躍進情況，同時宣揚自己，擴大影響。

眾：你在攻擊三面紅旗方面都搞了些

甚麼？在銅川都講了些甚麼？

習：在銅川一個農村大隊說：「社會

主義中國的農民比外國的工人都好，要是

在外國早就造了反了。」（「外國」是指東

歐的社會主義國家。）

眾：這是在作反革命輿論，煽動群眾

鬧事，搞匈牙利事件。

……

眾：在長葛講了些甚麼黑話？

習：說過大煉鋼浪費，攤子鋪的太

開，不愛護群眾積極性，對人民生命不愛

惜。說過我看到一家秤上沒有秤錘和秤

鉤，都拿去煉鋼了，把耕犁也煉了銅……

眾：你給鄧小平的報告中寫道：農民

夜裡在自留地裡幹活，真是披星星、戴月

亮。過去夜裡幹是我們命令的，現在完全

是自願。二個夜戰不同，是一個很大的變

化，是一種新氣象。寫過沒有？

習：寫過。

眾：你這是假借群眾、幹部之口，攻

擊黨中央，攻擊黨的方針政策。

眾：把三反分子習仲勛帶下去！

口號：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打

倒陶鑄！打倒習仲勛！

（陝西師大八一戰鬥隊批習組整理）

習仲勛和習近平（網絡圖片）

習仲勛文革時曾被定為反黨分子。（網絡圖片）

楚疆漢界何雄哉，十面埋伏天陣開。
鐵馬踏破冰河碎，三千風雨入夢來。
空圖霸業時不與，不過烏江天也哀。

能得韓信劍下死，英雄足以慰壯懷。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C2 看古今 History 第 47期     2019年 3月 28日—4月 3日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C3看教育Education2019 年 3 月 28 日—4 月 3 日      第 47 期

解釋
交友：結交朋友。交，結

交。友，志趣相同，情誼相通的

人都可互稱為「友」。

投分：情誼相投。投，合得

來。分，情誼。

切磨：本指加工玉石等器

物，引申為彼此在學問上的探討

研究。切，用器具割斷。磨，用

磨料磨物體使光滑、鋒利或達到

其它目的。

箴規：規諫勸誡。箴，規

誡。規，勸告改正。

譯文參考
交在情誼上合得來的朋友，

彼此就可以在學習上切磋琢磨

（探討研究），在品行上互相規

諫勸誡（用忠正良善的言語勸

說告誡）。

相關經典
至聖先師孔子告訴他的學

生：「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

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

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出自《論語‧季氏篇》，語譯如

下：「有益的朋友三種，有害的

朋友三種。與正直、誠信、見識

廣博的人做朋友，便有益了。與

諂媚奉承、柔媚善誘、花言巧

語而善辯的人做朋友，便有害

了。」因此在結交朋友時更要謹

慎，彼此才能在各方面有所增

益。

管寧割席的故事

管寧是三國時期魏國人，自

幼好學，飽讀經書，一生不慕名

利，曾與華歆為友。管寧和華歆

在菜園裡鋤地種菜，兩人都看到

地上有金子。管寧揮動鋤頭，對

待金子和瓦石沒什麼區別。華歆

卻拿起金子往遠處扔掉。

還有一次，管寧和華歆坐在

同一張席子上讀書，有坐著軒車

（古代大夫以上所乘有帷幕的馬

車）、穿著冕服（古代大夫以上

所穿的禮服）的人經過，管寧

依舊讀著書，而華歆則將書放下

跑出去觀看。於是，管寧就將

席子割開和華歆分開坐，並說：

「你不是我的朋友啊！」

交 友 投 分
jiāo yǒu tóu fēn

切 磨 箴 規
qiē mó zhēn guī

千字文 41

李煜，五代十國時南唐國

君，961 年 -975 年在位，字重

光，初名從嘉，號鍾隱、蓮峰居

士。漢族，彭城（今江蘇徐州）

人。南唐元宗李璟第六子，於宋

建隆二年 (961 年 ) 繼位，史稱

李後主。開寶八年，宋軍破南唐

都城，李煜降宋，被俘至汴京，

封為右千牛衛上將軍、違命侯。

後因作感懷故國的名詞《虞美

人》而被宋太宗毒死。李煜雖不

通政治，但其藝術才華卻非凡。

精書法，善繪畫，通音律，詩和

文均有一定造詣，尤以詞的成就

最高。千古傑作《虞美人》、《浪

淘沙》、《烏夜啼》等詞。在政治

上失敗的李煜，卻在詞壇上留下

了不朽的篇章，被稱為「千古詞

帝」。

了：完結，結束。 
往事：指自己作南唐國王時

的事情。 
故國：過去自己的國家。 
不堪：受不了，不能。 
雕欄：彫花的欄杆。 
砌：台階。 
朱顏：紅潤的臉色。

幾多：多少。

　

春天的花兒、秋天的月亮，

何時才是盡頭？ 
不知道多少往事啊，被它們

勾上心頭！ 
昨天夜裡，東風又一次吹上

我居住的小樓。 
明朗的月色中想起故國，心

中的痛苦難以忍受。 

彫花的欄杆、漢白玉台階，

想來應該保留。 
當時那裏的人兒啊，美好容

顏難依舊。 
如果有人問起我，你心中到

底有多少哀愁？ 
那就和春天的江水一樣，一

刻不停地滾滾東流！

虞美人，詞牌名亦為變體詩。 
此詞與《浪淘沙．簾外雨潺

潺》均作於李煜被毒死之前，為

北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978
年），是時李煜歸宋已近三年。

宋太祖開寶八年（975 年），宋

軍攻破南唐都城金陵，李煜奉表

投降，南唐滅亡。三年後，即太

平興國三年，徐鉉奉宋太宗之

命探視李煜，李煜對徐鉉嘆曰：

「當初我錯殺潘佑、李平，悔之

不已！」大概是在這種心境下，

李煜寫下了這首《虞美人》詞。

詞中流露了不加掩飾的故國之

思，據說是促使宋太宗下令毒死

李煜的原因之一。那麼，它等於

是李煜的絕命詞了。 
但這首膾炙人口的名作，

在藝術上確有獨到之處：「春花

秋月」人多以美好，作者卻殷切

企盼它早日「了」卻；小樓「東

風」帶來春天的信息，卻反而引

起作者「不堪回首」的嗟嘆，因

為它們都勾發了作者物是人非的

惆悵，襯出他的囚居異邦之愁，

用以描寫由珠圍翠繞，烹金饌玉

的江南國主一變而為長歌當哭的

階下囚的作者的心境，是真切而

又深刻的。

語譯

賞析

作者 註釋

古詞賞析古詞賞析

家長教育孩子其實也是一個

自我完善的過程。十個教育高

招，能讓孩子離成功更近。也是

這十個高招，能讓父母成為優秀

的父母。教育孩子是家長心中一

塊永遠的「痛」，下面就給你幾

句育兒的建議。 

建議一： 
幽默是有效的家教手段

「缺乏幽默是悲哀的」，家

庭教育也同樣如此。幽默感在父

母的語言修養中地位特殊。

幽默是一種行之有效的、不

可忽視的家教手段。幽默感可以

感染孩子。在一個充滿幽默歡笑

的家庭裡，孩子就會變得活潑、

熱情、開朗。目前，一些西方國

家的教育機構相當重視對孩子幽

默感的培養。作為啟蒙教育的父

母，與子女開些善意的玩笑，鼓

勵孩子說些健康的俏皮話，用幽

默的方法教育孩子，是十分有益

的。兒童心理學家認為，這絕非

逗樂，而是在培養孩子健康歡樂

的個性。父母多一份幽默，子女

就更多一份笑聲，多一分歡樂，

多一分力量，幽默不僅能消除父

母與子女之間人為的緊張情緒，

而且可讓子女在笑聲中健康身

心，達到寓教於樂的目的。

建議二 
輕鬆教養，動口不動手

如果說，現在要你用幾句話

來描述你的孩子，你想到的是甚

麼？是孩子的貼心、可愛，還是

頑皮、不聽話？相信每位家長對

於孩子的成長，必然都有一番甘

苦參半的深刻體會。

現代父母在教養方式上，已

漸從權威式命令，轉而注意到溝

通的重要。然而，許多家長仍不

擅於常常讚美孩子，或許是很少

注意到孩子的小優點，也可能是

知道卻覺得沒必要說出來。但是

另一方面，卻又愛之深責之切，

常用責罵的方式來讓孩子聽話。

其實，無論是讚美還是責備，都

會有其效果，只是怎麼用、何時

用最恰當的問題，而這個分寸如

何拿捏，對家長的確是個很大的

考驗。

建議三： 
你也可以是讚美高手

東方父母大多比較含蓄，即

使孩子有好的表現，也只是輕描

談寫帶過，頂多說句「好乖」而

已。孩子年紀小，對許多行為的

好壞、可行不可行還無法自行判

斷，必須靠外在力量來作為衡量

標準，家長的反應就是他們最主

要的依據。

孩子十分在意自己在爸媽心

目中的地位，如果爸媽能夠常常

給孩子一些讚美，不但能夠提升

孩子的自信心，同時也會讓孩子

樂意保持那樣的行為。只要爸媽

時時提醒自己多看孩子的優點，

相信一定會覺得孩子愈看愈可

愛。而在看到優點時，別吝於表

達出來，大優點大稱讚，小優點

小稱讚，試幾次以後，就會愈說

愈自然了。常常讚美孩子，真的

不是那麼困難的。

提醒爸媽．讚美時別只是說

「好棒」、「好乖」，要加上具體

事例，才能讓孩子感覺到你的真

心 , 而不是隨便說說而已！

來源：新浪教育

十個培養孩子的建議（一）

(Fotolia)

虞美人 作者：李煜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

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

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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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曌，并州文水人（今山西

文水縣人），出生於商人世家，

後來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

帝，史稱武則天。她在襁褓時，

著名相士袁天綱來至武府，對她

的母親說：「唯夫人骨法，必生

貴子。」於是招來孩兒們令袁天

綱看相；見武元慶、武元爽說：

「此二子皆保家之主，官可至三

品。」見韓國夫人 ( 武則天的姐

姐 ) 說：「此女亦大貴，然不利

其夫。」 乳母抱著武曌，卻是衣

著男童的衣服，袁天綱說：「此

郎君子神色爽徹，不可易知，

試令行看。」於是武曌在床前漫

步，袁天綱令他抬起頭來，看後

大驚說：「此郎君子龍睛鳳頸，

貴人之極也。」再詳看一番，

又驚說：「必若是女，實不可窺

測，後當為天下之主矣！」

   武曌十四歲時入宮，成為唐

太宗的才人，在太宗死後，依照

慣例離開宮廷，後來進入感業寺

為尼。唐高宗即位，在永徽五年

( 公元 654 年 ) 招武曌回宮，立

為昭儀，次年又冊封為皇后。幾

年後高宗患上風疾之症，武后便

開始參與朝政，晉封為天后，與

高宗合稱「二聖」。

高宗死後，唐中宗即位，武

后廢中宗，一手掌控朝政大權，

後又廢睿宗，自立為「聖神皇

帝」，更改國號為「周」。

    龍睛又稱龍瞳，其「目若

懸珠，光芒不動如寒潭秋水，

若神若聖，富貴名譽天下。」鳳

頸，指纖細秀長的脖子，亦是貴

相。

( 參閱《舊唐書》)

嵇叔子為妻推命

◎ 編輯整理：黃娟 圖：Fotolia ◎ 編輯整理：史為成

◎ 編輯整理：黃娟

 為義挺身 保人貞節

    話說城中一富戶，家道殷

實，但三代都是女人守寡，事發

當時也是妯娌三人相依為命，未

有男丁；所幸最小的三媳婦懷有

遺腹子，繼承家業有望。

    正值清明掃墓之際，獨留

身懷六甲的三媳婦留守在家，並

交代一名老婦人照顧。甲得知消

息，預謀行竊，天色昏暗之際翻

牆而入，正值三媳婦與老婦人持

燈掩門閉戶，某甲遂趁隙潛入房

內隱蔽處。

    不料，老婦離開後不久，

一少年破門而入，某甲心想此人

應是同「盜」之人，但又見其衣

冠楚楚，怎不待三媳婦入睡後行

竊……心裡很是納悶。

    三媳婦見少年闖入，驚嚇

地從椅子上跳了起來，正準備張

口呼喊老婦時，少年隨即抱住拚

命想逃脫的三媳婦，並從襪中拿

出預藏的利刃，頂住三媳婦頸

部；威嚇倘若求歡不成將以死相

逼；此時，某甲也早已按耐不住

義憤的情緒，完全忘了自己是要

來行竊的盜賊，驟然而出並奪走

少年手中的利刃，反刺其前額。

少年倒地不起，某甲不作二想隨

即開門大呼：「抓賊 !」 次日一

早，某甲將少年移送官府審理。

其後，少年得到嚴懲，三媳婦的

貞節眾人皆知，某甲也因義勇之

舉而無罪釋放。

磊落言行 鬼神皆知

    事發後，某甲行竊如故；

不料形跡敗露，眾人追打，情急

之下，躲入一間破廟的神桌下，

還弄倒了地上的泥塑神像。昏蒙

間，跌落地上的神像一躍而起，

一青面紅髮之人持刀怒言 :「誰

膽敢撞倒我 ?」說著說著，大刀

也正砍向某甲，某甲急欲掙脫之

際，大殿乎有斥喝傳來 :「此人

義勇保全民婦貞節，全人宗嗣，

陰德浩大，上帝已賜厚福，你這

鬼卒之輩豈敢殺害 ?」隨即鬼卒

被拖出，杖打數百；此聲並告訴

某甲：「石階上有巨金是要給你

的。」甲欣喜叩謝後，果然看到

石階下堆有金山，正準備走下臺

階，卻失足而驚醒，才恍然發現

自己只是做了一場夢。

夢醒時，星月稀疏，天色未

亮，他趕忙走向石階，卻只發現

一枚康熙大錢。

    不宜久留的某甲，拾起錢

幣後隨即趕往下一個村落，並用

這一枚錢，買來山芋果腹；吃

著、吃著，一名老翁也前來買

芋，並坐在某甲身旁，只不過此

老翁吃完後匆匆就走，卻留有一

囊袋忘了拿。

某甲正準備離開之際，發現

老翁遺留的囊袋，打開一看，袋

內不僅有黃金兩大錠、銀錠數百

有餘、制錢數百文，還有帳本四

冊，帳目明載還有未收的好幾萬

貨款；某甲著急的把囊袋藏了

起來，深怕被其他人發現，心

想 :「這該不會這就是上天要賜

給我的巨金吧 ? 轉念又想，老翁

遺失帳本又該如何收帳 ? 即便是

神賜予的，也不能收呀 !」就這

樣某甲久坐不起，盤算著要等老

翁回來拿；賣芋店家不解甲為何

吃完了還不離開，怒言催促某

甲 :「你只出了一文錢，卻久坐

不起，該不會是要住宿吧 ?」某

甲趕緊回應 :「我還想再買芋來

吃呢 !」隨即從袋內取出一文錢

買芋；一邊吃、一邊等著老翁。

    終於等到汗流如雨、倉皇

而至的老翁，翁急忙問甲 :「是

否看見我遺留的一囊袋 ?」
甲笑答 :「要不是因為你的

囊袋，我早就離開了。」說著也

就順手把袋子還給了老翁，並解

釋他自行拿一文錢買芋外，袋內

原封不動。雖也奇怪，老翁既不

答謝，也不開囊清點，只說道 :
「我家就在前邊不遠處，要不您

到我那來坐坐 ?」

    某甲隨老翁而行數里，來

到一間大宅院，門前堆滿了木

材，翁引甲入宅第中堂，自行入

內理了理衣冠後，復出中堂恭敬

的作揖答謝某甲，並說道：「我

是湖南人，在此地經營木材生意

已有數年，各縣市的木材都是由

此地批發出去的；資本數十萬，

但多半是還未收到的賒帳款，就

記在囊袋的帳冊，要不是您歸還

於我，我可真就完了。因此，這

一千金是我的答謝禮，您務必

收下。」語畢雙手奉上一千金給

甲，但甲堅決不收，翁見甲意甚

堅定，也不多言，隨即問其出身

和家世背景；甲不諱言自己乃孤

家寡人一個，並以偷盜維生。

老翁恍然大悟，原來眼前這

位就是他聽聞以久，義勇保婦貞

節的俠盜某甲。

老翁遂問 :「我家業百萬，

卻找不到能夠囑託之人，您若不

嫌棄，何不跟隨我 ?
財物衣食，隨君所用，再怎

麼也比你做盜賊要好吧 ?」甲欣

喜允諾。

    甲略識字，就幫著老翁收

款記帳，做事勤快縝密，兩年後

無子嗣的老翁以甲為子，視如己

出。數年來總是在外經商的老

翁，以甲為子歸鄉，鄉人也不覺

有異；翁死後，某甲繼承家業，

家族興盛、枝繁葉茂。

  某甲孑然一身，以偷
盜維生，爾後成鉅富，子孫

綿延；科榜及第者眾，有鄉

試舉人，也有任地方官職道

臺者，至今仍是湖南地區的

大戶人家。盜賊出身何以有

如此境遇?且看俠盜甲曲折
傳奇的經歷。

天賜厚福 俠盜成富豪
◎文：黃宇勤 圖：Fotolia

甲本想預謀行竊，但見少年威嚇

人婦求歡不成將以死相逼，甲義

勇保護人婦貞節。

李恆生性急躁，家境貧寒，

只關心在仕宦之路上能爬多高，

對修佛學道之事是毫無興趣。

    沙門贈予他一卷佛經，李

恆卻不肯取，極力詢問自己往後

的榮途貴賤，沙門說：「當能高

官顯爵，最高可到三郡之守。如

果當了一郡之守就停止，還是可

以好好的學佛修道。」

李恆說：「只要有了富貴，

何必顧慮之後禍患。」

    沙門留宿一晚，李恆夜裡

起來，看見沙門身子躺滿了一整

個床，即招呼家人來偷看，就見

沙門變成一隻大鳥佇立在屋梁

上，待天亮，又恢復了原來的模

樣。李恆送他出門，忽然一下又

變不見了，才知道是位神人。

    此後李恆開始事佛，但不

能專心致志，後來他成為西陽、

江夏及盧江的太守，又加封為龍

驤將軍。在東晉太興年間，因參

與錢鳳之亂而被殺死了。

( 參閱《太平廣記》)

嵇叔子精於八字推算，說自

己可以官到四品，而夫人的祿位

卻與他不相稱，所以當他被地方

官員推薦出來做官時，妻子就

去世了。後來有不少人向他說

親，經他推算女方八字後，皆

說不適當。

    有一富翁想將女兒嫁給嵇叔

子，便先將女兒的八字給其他的

算命師推算，術士說：「這是十惡

大敗之命！」富翁告訴術士實情，

術士說：「試著修改八字如何？」

於是將女兒的生日往前移了幾

天，連時辰也改了，整個命盤都

不一樣了。 富翁就請媒人向嵇叔

子說親，嵇叔子推算後說：「這是

四品夫人的命。」兩人便成婚了。

嵇叔子擔任杭州太守時，妻

子也受封四品夫人，在他死後十

多年，孩子們要為母親辦七十大

壽，母親卻笑說：「其實那天並不

是我的生辰。」這才將實情全盤

托出，家人無不驚訝！

(參閱《清稗類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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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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恆夜裡看見沙門變成一隻大

鳥。

  東晉李恆，字元文，譙國人(安徽毫州)。年輕時有一個
沙門（出家僧人）跟李恆說：「你的福德與報應是一起來的，

如果你能安貧修道，不走仕宦之路，則福德會增加，報應會

減少，你可勉力為之。」

《麻衣相法》曰： 
眼如日月要分明， 
鳳目龍睛切要清。 
最怕黃睛兼赤脈， 
一生凶害活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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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中的經典名句，可以說字字

珠璣，這些精煉而生動的語句當中，蘊含

著深奧的天機、平實的智慧。

每讀一句，就有一句的收穫。而這收

穫，不止於一時一地，將有益於我們整個

人生。下面這8句話，相信大家耳熟能詳。

【1】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出自《周易》乾卦文言。宇宙不停運

轉，人也應效法天地，永遠不斷地前進。

古今中外，但凡優秀的人，無一不是

自強不息，勤奮努力之人。自強的人，在

人生路上，孜孜以求，不怨天、不尤人。

即便處境再糟糕，付出持之以恆的努

力，就一定會遇見更好的自己。

【2】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出自《周易》坤卦文言。大地寬厚和

順，人也應擁有博大的胸襟和寬厚之德，

容載萬物。

只有寬厚、仁慈之心，寬以待人，才

能讓人心悅誠服。只有海納百川的胸襟，

才能包容一切。

這些，都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斷的

歷練和培養。

【3】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出自《易傳 ·文言傳 · 坤文言》。積累

善行、善德的家族，其後代的福報會源源

不斷。

縱觀古今中外，凡是根深葉茂、英才

輩出的大家族，無不有著良好的家風家

教。一個人從小受到良好家風的薰陶，生

活處世才有「法」可依。堅守內心，不被

外物影響，走好人生之路，家族也會越來

越興旺。

【4】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出自《周易 · 繫辭下》。事物到了極

點，就要變化，變了才能豁然開通，開通

才能長久。正所謂物極必反，盛極必衰。

 天地間沒有一成不變的事情，遇事不

必死鑽牛角，要懂得通融、屈伸。

【5】潛龍勿用
潛龍勿用，作為一個成語，出自《易

經》第一卦乾卦的象辭。

做甚麼事情，都要積蓄力量，韜光養

晦，不可莽撞、輕舉妄動。凡是有大作為

的人，都有做「潛龍」的歷史，像越王勾

踐、漢高祖劉邦、明太祖朱元璋。

在力量還不足以成大事之前，他們堅

定信念，隱忍待機。勿用不等於不用，而

是要用的恰到好處，把握時機，一飛沖天。

【6】亢龍有悔
出自《周易》乾卦。龍為君位，亢是

至高，言處於極尊之位，應當以亢滿為

戒，否則會有敗亡之禍。居高位的人，應

懂得進退，否則不免招禍。秦國商鞅，楚

國吳起，以及歷史上很多功臣不得善終，

皆因不懂得急流勇退。

凡事，不可過於強求，適可而止。任

何事，都不要做絕。

【7】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語出《易 · 大有》。誰的一生，都希

望大吉大利，如有神助。

但上天的眷顧，只去祈求是求不來

的，而需通過內在不斷的修身、修行。做

好自己，才能得到上天的眷顧。正所謂，

你是吉人，自有天相。

【8】日新之謂盛德
出自《周易 · 繫辭上》。萬事萬物時

時變化，下一刻都是新的；人也應不斷提

升自己。

《大學》云：苟日新，又日新，日日

新。每一天，都是全新的開始，保持昂揚

上進的姿態，擁抱全新的自己，這才是上

天給你的最好禮物。

《周易》八大天機  人生八種智慧

Zhouyi, which is believed to be the 
oldest text and named after the Zhou 
Dynasty was among the famous ancient 
classics of China.  

Every single word in Zhouyi is very 
profound and vivid, containing heavenly 
secrets and wisdom that can benefit mankind 
for the whole life time. 

Here are the following eight verses with 
commentaries familiar to many people: 

 (1) Heaven, in its motion, releases 
strength;  man improves himself 
continuously.

The universe keeps moving.  Man 
should follow the example of heaven and 
earth and work diligently.  Self-improving 
people are eager to seek out answers, they 
do not blame heaven nor disturb others. 
Hence, one will find a better own self.  

(2) Earth is receptive, resting in 
firmness; man with great virtue carries 
energy.

The earth is generous and smooth.  
Man must also be generous and kind with a 
benevolent heart to contain everything like 
the vast sea.  In daily life, there should be 
continuous experience and cultivation.

(3) The family that accumulates 
good deeds will receive joy; the family 
that does not accumulate good deeds 
will invite disaster.

Accumulating good deeds will have 
steady flow of merits and talents.  One 
who is firm will not be affected by outside 
influence and by walking a path of good life, 
the family will reap good fortune.

(4) The poor will change, change 
will flow and flow will last.

When things reach the extreme, there 
will be change; if change can consolidate 
then it can last for a long time.  As the saying 
goes, when things reach the peak, they will 
reverse; when they reach the strongest point, 
there will be decline.

(5) Dragon lies hidden; it is not 
the time for active doing.

When doing things, man must preserve 
strength and not be rash.  One must be firm 
and wait for the right opportunity.  ‘Do not 
use’ does not mean ‘not to use’ but to use at 
the right time and the right opportunity will 
fly into the sky.

(6) Dragon exceeds the proper 
l imit;  there wil l  be occasion for 
repentance.

Dragons that fly too high will feel 
regret, those who are in high position should 

know how to advance and retreat at the right 
time.  In history, there were many officials 
who did good deeds but did not have good 
endings.  This is because they did not know 
how to retreat at the right time.

 (7) Heaven protects man, naturally 
there will be blessings.

Man cannot pursue blessings from 
Heaven.  Self-cultivation, spiritual practice 
and self-improvement is the only way to 
reap blessing from Heaven.

(8) The new day is prosperous 
with virtue.

Everything changes from time to 
time, the next moment is new; man should 
constantly improve himself.

Each and every day is a new beginning.  
Be high-spirited and embrace the new self, 
this is the best gift from Heaven.

The Eight Divinations and Eight Wisdoms of Life in Zhou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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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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老婆戀愛認識一起 7 年，然後

走入婚姻 6 年，加起來 13 年 了。目前還

沒有小孩。相處過程有嘻嘻哈哈、吵吵鬧

鬧，中間難免有爭執。結婚後，由於工作

後來階段不穩定，公司倒閉，又換了一家

公司。有這些經驗後，我心生創業的念

頭，希望可以開一個店來養家糊口。由於

這樣，我不時把壓力、苦水往老婆那邊

吐，沒有重視她的感情、感覺，忽略她，

我想這事情我過失很嚴重。

現在老婆不理我了，想要分開，甚至

要離婚，說不要浪費時間了。我嘗試溝

通，而且我原本愛面子的，後來我也發現

面子不重要，低頭認錯。我知道在過去沒

有給她好的生活、但是她默默的支持，我

沒有當一回事，沒有關心到。她下班回家

沒有關心到她，沒有慰問，我現在知錯

了，讓她受委屈了。她是一個很好的女

生，好老婆。我想要她回來，我要好好照

顧她。但是，老婆說不用了，要好聚好

散，要找更好的的男人。我心很亂，不知

道怎麼辦，我懺悔我的過失，我希望她給

我機會彌補，我很傷心、難過，不知道怎

麼辦，曼麗夫人，請指引我！

人往往在面臨「失去」的當下，才意

識到「擁有」的可貴。然而，千金難買早

知道，試想 13 年的情感，到最後會決意

分手，如果不是絕望，怎會有這份勇氣

呢？因此，你或許可以想到妻子承受了多

少煎熬、甚至不問回報的付出？卻換得你

一時的冷漠與忽略。

走到這般地步，要如何挽回？以下的

建議也僅供參考。首先，你必須確定，這

妻子就是要你上刀山下油鍋，你也要挽回

她。有了這份決心，自然有長期抗戰的能

量，長期抗戰體現在如：堅持不簽離婚協

議書、每天一封簡訊、甚至親筆信，用兩

人美麗的回憶融化妻子的決心，包括雙方

戀愛期間的物件、喜歡去的地方、吃的餐

廳或妻子喜歡的東西，如音樂會、收集明

信片、以及心中的小願望等等，這可以勉

強證明你心中並沒有因為結婚、工作而把

愛妻忘記，只是暫時放在一邊。

再者，所謂「親友團力量大」，你可

以求助雙方家屬，或者妻子較親近的友

人。當然，你得真誠的讓他們知道挺你 
不是幫倒忙，向他們說說的你的歉意、無

助等心情，以及接下來要如何穩定自己的

工作、兼顧兩人的情感，甚至孕育愛的結

晶等計劃。一般而言， 旁人多是勸和不勸

離，除非你吃喝嫖賭樣樣沾，不然，應該

也樂見你們夫妻團圓。

最後，請問問你自己，你願意花多少

時間彌補、等愛妻的回心轉意？七十天？ 
七個月？或是七年？還是，在自己也盡一

切努力後，學習放下、隨緣？曼麗無法在

這裡幫你選擇，不論是佳偶或是怨偶，自

古以來就沒有公式可以化解，緣分深淺都

不盡相同。在不要輕易放棄、也不強人所

難之間，需要智慧來平衡。但是，眼前，

你必須先努力嘗試，才不會有過多的後

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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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要輕易放棄、也

不強人所難之間，需要智慧來

平衡。但是，眼前，你必須先努

力嘗試，才不會有過多的後悔。

林家的主人全坐在廳內，喝茶，說

笑，只等良玉回府。傍黑時分，良玉回來

了。滿身酒氣，滿臉緋紅，連忙扶他在軟

椅上坐了。良玉洗了臉又喝了醒酒湯，神

志清醒多了。這時全家走入祠堂，焚香

叩頭。然後進入餐廳，開始用餐。闔家十

幾口圍住一個大大的八仙桌，個個笑容滿

面。良玉往四周瞧了瞧，對坐在旁邊的黛

玉說：「這半天，怎麼沒見到紫鵑？」黛

玉說：「她說太累了，睡覺去了。」良玉

愣了一下說：「是的，她是太辛苦了，應

該好好睡睡。」

今晚整個林府燭光輝煌，笑語喧

喧，喜氣盈盈。眾人吃吃喝喝，觥籌交

錯，直鬧到三更天方散。良玉到了臥室倒

頭便睡。第二日醒來，已是陽光滿屋。

丫鬟們見他醒來，連忙進來服伺，洗漱完

畢，傳來早飯。良玉拿起筷子，忽然想到

紫鵑，心想：「昨晚家宴，獨缺她一人，

難道今早還不吃飯？我去喊她。」走到紫

鵑的臥房，推門一看，只見床上凌亂，

哪有人影？大丫鬟連忙過來說：「紫鵑姐

姐昨兒上午就走了。」良玉問：「走了？

到哪去了？」丫鬟說：「她說她的差使完

了，她該回去了。」良玉慌了，到了芙蓉

院，走進黛玉的臥室，劈頭就問：「妹妹

昨日說紫鵑累了，在睡覺，可臥室並沒有

人，到底是怎麼回事？」黛玉說：「我哪

裡知道是怎麼回事？我倒要問你是怎麼回

事？」良玉說：「你今天說話怎麼這麼奇

怪？」黛玉說：「我奇怪？是啊？從昨天

到今兒我一直在奇怪，可此時此刻我一點

也不奇怪了。是啊，攀龍附鳳，追求榮華

富貴，本是人之常情，有了金枝玉葉，

那低賤的草芥原該拋棄的。你還管她幹

什麼？」良玉說：「你在說誰啊？」黛玉

說：「我說誰？誰心裡明白。」寶玉連忙

勸解：「黛玉，你別總是夾槍帶棒，含沙

射影的，乾脆有話明說。」又對良玉說：

「她是為紫鵑鳴不平。」良玉說：「這話從

何說起？我何曾把紫鵑看作草芥？我何

曾要拋棄她？我何曾攀龍附鳳？我是愛慕

榮華富貴的人嗎？」寶玉說：「昨兒風傳

你十日後就要娶大元帥的千金了。」「是

有這回事，可也不妨礙我娶紫鵑啊，十日

後，兩個一起娶！」

全屋子的人都愣住了。黛玉問：「這

又是怎麼回事？」良玉正要回答，忽然

說：「這樣看來，紫鵑也只聽了一半的

話，只知我娶元帥的女兒？」「是啊！是

冬兒哥飛馬來報的消息。」小翠說。良玉

急得一跺腳，說：「糟了！快點找紫鵑。」

寶黛二人也急了。黛玉說：「我和寶玉去

就行了，你們只坐在這裡聽信兒吧。」寶

黛二人直奔周姨娘的小院，屋內早已沒

人。二人找遍了賈府所有的院落，問遍了

賈府所有的人，皆沒見到紫鵑。寶玉問：

「該不會離家出走了？」黛玉說：「大哥全

家都在這裡，外面再也沒任何親人，她投

奔誰去？」又派人問看門的李貴，也說：

「沒見紫鵑姑娘出門。」黛玉說：「可能到

園子裡去了。」到了園內先爬上山坡，又

到了高橋，四處眺望，不見人影，又到

瀟湘館和附近幾個院子看了一遍，均不見

人。黛玉說：「園子這麼大，找一個躲著

的人無異如大海撈針。咱們回去找良玉

幫忙。」二人回來後，見良玉和柳家的人

都焦急等待。聽說沒找到，柳家幾個兄弟

就吆喝著要出門去找。黛玉把人喊了回

來，說：「我不想驚動太多人，只咱們十

幾個就行。我和寶玉對各院館熟悉，我倆

到這些地方找。秉仁你們弟兄四人到樹

林裡，山洞裡找。大嫂、小翠、杏花，你

們到各個花園中看花陰下有沒有人。良玉

就到河邊、湖邊看看。不要喊她，聽到喊

聲，她越發藏得緊。」「小姑不會尋短見

吧。」秉智說。黛玉說：「你小姑是經過

磨難的，她不會的，別亂說。」於是大家

分頭去找。

良玉跑了半日，又急又累，滿身是

汗，剛站在河邊擦了擦汗，忽然一陣風

吹來，飄來一股幽幽的梅香。良玉一喜：

「這是她的味道，她就在這附近。」他細

細地往四周望去，只見河對面一棵茂盛

的大柳樹，枝條垂地，柳葉叢中透著點

粉紅，良玉蹲下身去細看，地面上露出一

雙紅緞鞋。「是她！是她！」良玉恨不得

一步跨過河去。又不知怎樣才能過去，

看看柳樹背後是一座別緻玲瓏的小巧庭

院，庭院建在水上。曲曲折折的遊廊伸向

水中，直達庭院。良玉好不容易繞到對

岸，找到大門，進到庭院，只見紫鵑坐

在河邊的一個石凳上，良玉撲上前去，從

後面抱住了紫鵑。紫鵑嚇一跳，發現是良

玉，使勁往外掙，良玉緊緊抱住不放。紫

鵑說：「你馬上就要娶元帥的千金了，你

還這樣，這算什麼？」良玉說：「我只知

道十天以後，我娶你。」紫鵑一驚：「你

敢違抗皇上的命令？」良玉說：「我不要

命了？我沒那麼傻，實在沒有辦法，只好

把她也娶了。我真恨不得一腳踹死這個

冬兒，他帶信只帶一半，害苦了你，只

兩天，你就瘦成這樣！我心疼死了。」說

著把紫鵑抱得更緊。這時忽聽身後有聲

音，兩人一回頭，只見一個丫頭遠遠地站

著，說：「紫鵑姑娘，讓我們好找！太太

叫你快回去。元帥府請姐姐，車兒已在府

中等候多時了。」良玉沒好氣地說：「讓

他們等著吧！對了，你若看到姑奶奶和

小翠他們，就說我倆在一起。」丫頭答應

「是」轉身回去了。紫鵑說：「咱們還是

快些回去吧，太太等急了。」良玉說：「不

管！我只想和你多呆一會。」這時只聽河對

岸，一片喧鬧聲，紫鵑輕輕地撥開樹葉往

外看，與此同時，河對岸的一群人也發現

了他們，只聽小翠大喊：「小姑、姑父，你

們只顧自己說悄悄話，也不告訴我們，害

得我們白辛苦找了老半天。」不一會小翠

和幾個哥哥也走來了，一群人嘻嘻鬧鬧地

回了林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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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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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挽回 如何挽回 
離去的妻子離去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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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暖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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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及維修

冷暖空調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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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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國訊】近幾週來，加拿大固定

期貸款利率持續走低。 3 月 25 日，加拿

大 5 年期國債收益率為 1.45%，這是自

2017 年夏季以來，首次低於 1.5%。業

內人士預計，央行今年加息的可能性小，

抵押貸款浮動利率可能會下降。

利率比較網站 Ratesupermarket.ca
副總裁 Janine White 認為，債券收益率

下降，對經濟來說不是好跡象，但對借貸

方來說是好事。原因在於：債券市場不景

氣，銀行融資成本就會下降，銀行就有空

間降低貸款利率。

加 拿 大 皇 家 銀 行 (Royal Bank of 
Canada) 目前 5 年期固定貸款利率為

3.49%。今年 1 月，該行下調其 5 年期固

定貸款利率至 3.74%，此後，3 月 1 日將

貸款利率下調 10 個基點，3 月 13 日又將

利率下調 15 個基點。其它銀行也紛紛效

仿。

目前道明銀行的 5 年期固定貸款利

率同樣為 3.49%，匯豐銀行（加拿大）

目前為 3.24%。規模較小的銀行貸款利

率更低。

業內人士預計浮動貸款利率將下降。

往往固定貸款利率隨債券市場變化，浮動

貸款利率往往與央行緊密相關。加拿大央

行目前維持利率不變，但業內人士預計將

降息，到 7 月份降息的概率約為 20%，

但到 9 月份，降息的概率會高達 44%。

White 認為，加拿大經濟在去年年底

已開始收縮，目前通貨膨脹率較低，國內

生產總值（GDP）也疲軟。因此推測「央

行降息的可能性增大，以刺激經濟」。

通常春季是購房交易活躍期，也是抵押貸

款市場的黃金期，放貸機構為了爭取客

戶，多會降低利率。

【看中國訊】最近加拿大抵押貸款和

住房公司（CMHC）發布報告顯示，溫

哥華住房有 11.2% 為加拿大境外人士所

擁有，而在大多倫多地區，這一比例為

7.6%。而 2015 年，溫哥華為 3.5%，同

期大多倫多地區則為 3.3%。

對於其統計數據收集，CMHC 將“非

居民”定義為主要居住在加拿大境外的

人。非居民所有權描述了一種情況，即財

產所有權上的至少一個所有者是非居民，

這意味著他們在加拿大以外的地方工作和

納稅。如果一個房產完全由非居民擁有或

者由非居民擁有多數股權，則該房產具有

非居民所有權。

CMHC 報告顯示，對於 2016 年和

2017 年在溫哥華建造的新公寓，19.2% 的

房屋產權證上有至少一名非居民。在多倫

多，非居民所有權佔新公寓購買量的 9%。

非居民房主通常都擁有更昂貴的房

產。在溫哥華，非居民擁有的獨立屋平均

估價比居民擁有的獨立屋高出 110萬元。

而在大多倫多地區，非居民擁有獨立屋平

均估價比居民擁有的獨立屋平均股價高出

89 萬元。

【看中國訊】國際房地產門戶網站居

外網（Juwai.com）數據顯示，中國買家

仍偏愛加拿大房產。 2018 年，中國買家

對蒙特利爾房產搜索量上升了 35.7%，

卡爾加里上升 234.4%，而哈利法克斯

(Halifax) 則上升了 394%。

由於溫哥華和多倫多相繼出臺了政策

限制外國買家買房，中國買家對蒙特利

爾、卡爾加里和哈利法克斯房產的關注度

大幅上升。

居外網首席執行官 Carrie Law 表

示，「溫哥華、多倫多房價近年漲幅過

大，加之對外國買家徵收額外的稅款，導

致越來越多的中國買家轉向加拿大其他城

市。」「2018 年，中國買家對溫哥華房產

的需求量下降了 2.8%，對多倫多房產的

需求量下降 10.3%」

2017 年之前，只有很少的中國大陸

買家知道卡爾加里和哈利法克斯，在這兩

個城市買房的人就更少。

居外網估測，中國買家對加拿大房屋

的購買意向在 2019 年將增長約 10%，

遠遠低於對外國購房者額外徵稅之前的時

代。 2015 年增長率為 76.1%，2016 年

為 43.4%。

居外網認稱，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

事件造成加中關係緊張，中國買家對加拿

大房產的興趣並未因此受到影響。

中國買家仍偏愛

加拿大房產固定期按揭利率下跌

Halifax市容鳥瞰

大溫和大多 境外人士擁有房產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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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家中使用實木家具，

日常的清潔與保養非常重要，根

據四季的氣候變化用不同的保養

方法能使實木家具歷久彌新。木

質家具遵循木頭「濕漲干縮」的

自然屬性，會因含水率的變化而

產生變形、收縮和開裂。因此，

家具的保養就是要解決材質自身

含水率的根本問題。一年四季，

「春滋夏消秋補冬藏」是人的保

養，家具的保養也是如此。

一、春季保養

春天空氣中飄浮著各種花粉

顆粒、楊柳絮、塵埃、塵蟎、真

菌等，這些髒東西會吸附在家具

的每個角落，在清潔時切忌用濕

布或乾燥的抹布擦拭，否則會對

家具表面造成磨花現象，也不要

用有機溶劑清潔，宜用毛撣子撣

去灰塵或者陰乾的棉麻料抹布來

擦，對於家具表面特別髒的污

垢，可用輕度的肥皂水洗淨，乾

燥後再上蠟一次即可。

如果春夏雨季天氣潮濕，可

在有陽光的中午開窗保持空氣流

通；或在室內放置吸濕盒和除濕

包，也可用空調除濕，防止家具

受潮變形。

二、夏季保養

夏天要注意經常開窗通風，

對家具的擺放位置應適當進行調

整，避開陽光直射，必要時用窗

簾遮擋。

由於夏天氣候很熱，人們使

用空調的頻率也很高，要巧妙合

理利用空調保護家具。經常開空

調可以排濕、減少木材吸濕膨

脹，避免榫結構部位濕漲變形而

開縫，但是，在開空調時溫度一

定要保持在 15 ～ 25℃，並且將

家具遠離空調風口，以避免巨大

的溫差使家具損壞或過早老化。

經常檢查有無蟲蛀現象，及

時處理。去蟲蛀法有以下兩種：

1.用針頭往蟲眼注射藥物。

2. 用鋸末糊在蟲眼處，堵

上蟲眼。再用塑料薄膜封閉至少

三天。

三、秋季保養

秋天的陽光雖然沒有夏季那

麼猛烈，但是木質過於乾燥，還

是要避免陽光直射，防止出現裂

縫和局部褪色。平時檢查家具的

榫卯連接處有無不嚴緊、開裂現

象，要及時修復。

氣候乾燥時，要給實木家具

保持滋潤。應該選用容易被木質

纖維吸收的專業的家具護理精

油，例如香橙油不僅可以鎖住木

質中的水分防止木質乾裂變形，

同時滋養木質，由裏到外令木質

家具重放光彩。

經常給家具除塵。除塵步驟

可採用以下兩步：

1. 先用毛撣子撣去灰塵 ;
2. 再用純棉布擦拭。一定

要用純棉布哦，其他過硬的布有

可能劃傷家具。

秋天保養要勤快，常用棉布

擦拭，而且擦拭的速度一定要

快，讓家具產生熱量。

四、冬季保養

1. 入冬前要檢查銅飾有無

鬆動等情況，有的話加以修復。

2.冬季室內溫度不宜過高，

以 18 度為宜，否則家具容易收

縮開裂走形。

3. 冬天氣候乾燥，盡量縮

短開窗時間，宜用加濕器調節室

內的空氣濕度。

4. 避免空調直吹。

5. 冬天乾燥，粉塵很多，

一定要注意及時除塵，因為灰塵

會吸去家具的水份。保養方法與

春季一樣，可用毛撣子輕輕撣去

或者用陰乾的棉麻料抹布來擦，

尤其是靠牆一側。

木質家具的木質家具的四季保四季保養養法法

◎  文：曉陽 ◎  文：曉陽 

衣帽架雖然是一種可有可無

的收納設計，但是對於懂得居家

氣質的人來說，這可是必不可少

的一件家具。衣帽架不僅能避免

小件衣服亂堆放，同時掛起來的

衣物也不會有折痕，看起來整潔

大方，可以從細節方面感受到主

人的優雅氣質。

玄關衣帽架

玄關是回家後進入的第一個

空間，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

帽子、圍巾、小包包、外套等脫

下來。在玄關設置衣帽架，可以

讓主人方便快速地把衣服整理

好，避免家裏其他空間如床舖或

沙發被堆砌得雜亂礙眼。

臥室衣帽架

臥室裏的衣帽間，有著與玄

關衣帽架類似的功能。不過這裏

的衣帽架可以容納更多的衣物，

如果冬天有好幾件外套需要經常

更換的，可以很方便地掛在上

面，不需每次都到衣櫃裏去翻找。

其他衣帽架

除了玄關與臥室，衣帽間、

客廳、走廊等空間，如果空間合

適的話，也可以根據現場情況去

擺設衣帽架。

那麼我們在選購衣帽架的時

候，要注意甚麼呢？

一、實用性原則

在現實生活中，木質衣帽架

比金屬材質的相對而言會更實用

一些，因為木質的衣帽架會比金

屬材質的衣帽架略微重一些，這

樣就能起到一個平衡支撐的作

用。

二、美觀性原則

通常而言，金屬材質的衣帽

架現代感要強一些，而木質的衣

帽架通常給人一種古樸典雅的感

覺。

三、經濟性原則

金屬材質或是木質的衣帽架

會稍微貴一些，而塑料的和籐製

的相對而言則會經濟實

惠一點。

在家中安置衣帽

架，同樣也需要與家裝

風格相搭配，

四、風格一致性

衣帽架通常擺放在

玄關或臥室中，選購衣

帽架時，要注意風格與

家裝風格一致，不要太

過突兀。

五、顏色協調性

衣帽架的顏色要和家裝顏

色相襯，達到整體的和諧統一。

六、尺寸相配性

衣帽架的尺寸大小要與你

衣服的長短、掛衣服的數量相

匹配。如果有很多長大衣，就

要選購稍微高一些的衣帽架，

如果只是用來掛上衣，衣帽架

的高度可以稍微低一些。

 為您搭建幸福舒適
簡簡單單衣帽架

小生活

1

2

3

◎  文：小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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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米娜　圖：Fotolia

清明食俗豐富多樣，包涵了掃墓祭祖、

清明節氣及寒食節的精神與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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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食俗
春天時令炒田螺

依循傳統，清明祭祖掃墓是

每年的年度大事，一般是全族出

動，男女老幼皆到。家人團聚，

共享家宴，餐桌上少不了應景的

傳統菜。

俗話說得好「清明螺，賽過

鵝」，清明前後，隨著氣溫升

高，正是吃螺螄的最佳時節。每

年的這個時候，休眠的螺螄紛紛

爬出泥土，此時的螺螄肉質最為

肥美，用來炒或煮湯都很美味。

此外，春天吃田螺也與傳統

農業生產有關，農家有清明吃螺

螄的習慣，這天用針挑出螺螄肉

烹食，叫「挑青」。吃後將螺螄

殼扔到房頂上，據說屋瓦上發出

的滾動聲能嚇跑老鼠，有利於清

明後的養蠶。

北京寒食十三絕

每年清明節的前一、二天就

是寒食節。雖然，寒食節禁火的

習俗已經式微了，但是，寒食節

的精神仍然保留在了清明節的食

俗之中。

古人把寒食節吃的冷食稱

為「寒具」，泛指加工煮熟後以

冷食為主的乾糧。其中極具代表

性的北方「寒食十三絕」，相傳

是清朝親王府的清明祭品，後

來演變為十三種涼食小吃組成的

「十三絕」。

寒食十三絕，都是比較容易

攜帶、保存的老北京小吃，一般

包括：馬蹄燒餅、螺絲轉、饊子

麻花、硬面餑餑、薑汁排叉、糖

卷餜、豌豆黃、焦圈、芝麻醬燒

餅、糖耳朵等。

江南青糰子

南方有清明節做青糰子的習

俗，青糰子外觀碧綠，內餡有甜

蜜豆沙或鹹香蛋黃，是許多人懷

念的家鄉味。青糰子的綠色可以

取自艾草或鼠麴草；春季的艾草

葉較鮮嫩，鼠麴草在清明節前後

開花，所以又叫清明草。早年，

清明前家家戶戶忙著磨糯米粉、

採艾草或鼠麴草做青糰子。

青糰的作法並不難，新鮮的

艾草或鼠麴草放在水裡煮熟軟，

再用攪拌機打成綠泥和麵。如果

不習慣野生草汁的味道，可在餡

料裡多下些工夫；春天應景的韭

菜辛香可口，搭配豆乾丁，炒成

香噴噴的餡料，正適合去艾草的

生草味。

閩南潤餅捲

中國古代就有開春吃「五辛

盤」、立春吃「春盤」的春天養

生傳統，文獻記載：「立春日，

食蘆（音蘿）菔、春餅、生菜，

號春盤。」今日臺閩一帶居民吃

潤餅捲還保有古代春捲、春盤的

風俗，以薄餅皮包春蔬，例如：

豆芽菜、紅蘿蔔絲、筍絲、豆干

絲等餡料，灑上花生粉和香菜提

味，最後捲成圓筒狀食用。

至於捲餅形式的由來，傳說

是清朝太平天國戰亂時，閩南地

區漳、泉一帶。由於兵荒馬亂、

流離失所，沒有時間準備祭品，

便有人想出點子：把所有的食物

切絲捲進薄麵皮裡，做成捲品祭

拜祖先。

 清明前後，氣溫升高，休眠的田螺紛紛爬出泥土，此時的田螺肉質最為肥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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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癌症
  從改變生活習慣開始

我相信絕大多數癌症都可以通

過嚴格執行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策略

來預防的，其中包括：

吃真正的食物，避免加工食

品和糖類（特別是加工過的果

糖）：所有形式的糖都會對健康

產生不利影響並促進癌症，然

而，果糖顯然是最有害的食物之

一，應盡可能避免。減少非纖維

碳水化合物，而應該吃大量的新

鮮有機蔬菜和優質來源的脂肪，

如：鱷梨、生黃油、種子、堅果

和生可可豆。

睡前至少 3 小時要停止進

食：證據表明，在細胞中的線粒

體不需要食物時進食，線粒體就

會洩漏大量的電子，這些電子會

釋放反自由基，這些自由基又會

反過來破壞線粒體及核 DNA。

還有證據表明，癌細胞都含有受

損傷的線粒體，所以你最好不要

在睡覺前吃東西。

優化維生素 D：維生素 D 幾

乎影響身體的每一個細胞，是自

然界最有效的癌症戰士之一。維

生素 D 實際上能夠進入癌細胞並

引發細胞凋亡（細胞死亡）。如

果患有癌症，維生素 D 水準應保

持在 70 至 100ng/ml 之間。

限制你的蛋白質攝入量：較

新的研究強調了 mTOR 途徑的

重要性，當這些途徑活躍時，癌

症生長加速。為了降低 mTOR
途徑的活躍性，我相信將蛋白

質限制在每千克瘦體重（lean 
body mass）1 克蛋白質，或者

癌症篩查被認為是抵抗各種形式癌症的最佳「預防」形式。但早期診斷與預防是不同的，而且癌症篩查是弊

大於利的，不能把希望寄託於這項檢查。

◎  編譯：高新宇

每磅瘦體重大約不到半克蛋白

質，對一般人來說，這個數字應

該在每天約 40 至 70 克蛋白質，

大多數人每天需要的蛋白質不會

超過這個數值。

避免未發酵的大豆產品：未

發酵的大豆富含植物雌激素，也

稱為異黃酮。在一些研究中，大

豆似乎與人體雌激素有協同作

用，從而增加乳腺細胞增殖，導

致基因突變的機會增加。

提高胰島素和瘦素受體的敏

感性：最好的方法是避免糖和穀

物，並將非纖維碳水化合物限制

在每天 100 克以下。同時確保鍛

鍊身體，尤其是高強度間歇訓練。

定期鍛鍊：鍛鍊減少癌症風

險主要原因之一是它會降低胰島素

水準，是降低癌症風險的最有效方

法之一；還有人提出，運動可以引

發細胞凋亡（程序性細胞死亡），

導致癌細胞死亡。因為運動有助於

降低雌激素水準，這也解釋了為甚

麼運動似乎對乳腺癌特別有效。運

動還可以增加線粒體的生物效能，

對抗癌必不可少。

保持健康的體重：當開始適

合您的營養類型和鍛鍊時，體重

自然會得到控制。減少多餘的體

脂是很重要的，因為脂肪會產生

雌激素。

每天喝一夸脫的有機綠色蔬

菜汁：可查閱瀏覽 https://articles.
mercola.com/sites/articles/
archive/2011/11/13/benefits-of-
juicing.aspx。請看榨汁說明，以

獲取更多詳細信息。

獲 取 大 量 高 品 質 的 動 物

性 omega-3 脂肪，如磷蝦油：

Omega-3 缺乏症是癌症的常見

潛在因素。

使用薑黃素：這是薑黃中的

活性成分，在高濃度下可以非

常有效的輔助治療癌症，現已

證明，它在預防乳腺癌轉移方面

具有重要的治療潛力。重要的

是要知道薑黃素通常不能很好

的吸收，所以在這裡，https://
articles.mercola.com/sites/
articles/archive/2014/03/02/
curcumin-benefits.aspx。 提 供

了薑黃素的抗癌機理和幾個提高

薑黃素吸收率的技巧。

避免飲酒或至少每天限制酒

精飲料；避免電磁場，即使是電

熱毯也會增加患癌症的風險。

避免合成激素替代療法，特

別是當你有乳腺癌的危險因素

時。乳腺癌是一種與雌激素相關

的癌症，根據發表在國家癌症研

究所雜誌上的一項研究，女性的

乳腺癌發病率隨著雌激素替代療

法的減少而下降。使用口服避孕

藥的年輕女性也存在類似的風

險。避孕藥也是由合成激素組成

的，與宮頸癌和乳腺癌有關。如

果您正在經歷過度的更年期症

狀，請考慮使用生物來源相同的

激素替代療法，這種激素與人類

產生的激素分子相同，所以不會

對您的身體造成嚴重的破壞，是

一個更安全的選擇。

避免使用酚甲烷（BPA）、

鄰苯二甲酸鹽和其他異雌激素，

這些類似雌激素的化合物與乳腺

癌風險增加有關。

確保你沒有碘缺乏，有證

據證明，碘缺乏與某些形式

的癌症有關。《碘：為甚麼你

需要它，為甚麼你不能沒有

它（Iodine: Why You Need it, 
Why You Can’t Live Without 
it）》一書的作者布朗斯坦（David 
Brownstein）博士，就是「缺碘

導致乳腺癌」理論的支持者。碘

具有強大的抗癌特性，並已被證

明會導致乳腺癌細胞和甲狀腺癌

細胞死亡。自從我採訪布朗斯坦

博士以來，我一直在研究碘，因

為我相信他所說的大部分內容，

但我不認同他建議的攝碘量，我

認為他建議的攝碘量較最佳量高

出 5 到 6 倍。

避免炭化肉類，因炭或火

焰烤肉與乳腺癌風險增加有

關。已經發現，澱粉類食品在

烘烤、燒烤或油炸時會產生致

癌 物 質 —— 丙 烯 醯 胺， 從 而

增加癌症風險。（資料來源：

wisemindhealthybod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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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

常識

有效期 : 2019 年 3 月 29 日∼ 4 月 4 日

墨西哥產
精選白菜仔

墨西哥產
特大呂宋芒果

媽媽牌
即食杯麵

新鮮
大老雞

中國產
台灣高麗菜

墨西哥產
木瓜

海燕牌
沙河粉

五花腩
連骨

墨西哥產
中國紫茄

墨西哥產
迷你西瓜

巴西產
釋迦果

廟牌
越南米紙

牛肚 /
牛百葉

秘魯產特大
青 / 紅提子

美國產
地瓜

美國產
百合

美佳牌
茄汁沙甸魚

精選牛眼肉扒
( 原袋 )

中國產
大胡蘿蔔

李錦記
錦珍鮮味蠔油

豬腿肉連皮 /
豬絞肉

秘魯產
大石榴

冰鮮
龍躉魚

日昇農場
炸雞塊

原箱
$5.99/ 隻

家庭日
所有商品九折
週二 4 月 2 日

每週七天營業   早 9:00~ 晚 9:00

震撼價

震撼價震撼價 震撼價 震撼價震撼價

原味
豬 / 雞

/ 海鮮味

辣味

Fresh Ling Cod
Whole 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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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 v i n  & 

Amanda's No Frills

大大招牌上有一排

小 字 寫 著：lower 

food prices ( 更低的

食品價格 )。於大招

牌平齊的小招牌上

是 口 號：「Won't be 

Beat」（ 不 會 被 擊

敗）。這樣的口號意

味著：同樣的商品，

這裡更便宜。

店 主 Kevin Williams 從

事超市經營超過 27 年，他

曾經在多倫多工作，來到卡

城接手 No Frills 後，短短時

間，即迅速改善經營狀況。

Kevin 向小編介紹，Kevin & 
Amanda's No Frills 是自己和

夫人名字的組合。

為何 No Frills 能做到更

低廉的價格呢？它的成功之

道是什麼呢？

售價低 性價比高

據 Kevin 介 紹，No 
Frills 所有商品的進貨渠道和

Superstore 完全一樣，但價

格更優惠。

小編花了幾個週末的時

間來考察，每次都有驚喜收

穫。有的商品價格能低到難

以置信的程度：連背雞腿 1
元每磅、豬肩肉 1 元每磅、

整隻的鴨子 1 元每磅、12 瓶

500mL 的礦泉水僅賣 1 元…

小編還遇到不少華人客戶，

從城市的不同區域來到這裡

購物，因為這裡的價格真的

足夠低。

店 主 Kevin 介 紹 說，

No Frills 的 意 思 就 是「沒

有多餘的（成本）」。相對

Superstore 來 說，No Frills
店的裝修比較簡單，商品集

中在食品和日常家用品，不

提供熟食、服裝等服務，籍

此降低運營成本，因而能做

到：同品質的商品，更低的

價格。「我們店的總體思路就

是薄利多銷」。

在 No Frills 購物，同樣

可以使用和 Superstore 的 PC 
(President's Choice) 卡， 即

可累積會員卡點數，1 萬點價

值 10 元，在能使用 PC 會員

卡的商店購物時，可選擇將

點數折算為貨款。

最 後， 關 於 價 格，No 
Frills 承諾與同一地區的同類

菜店的同規格商品進行價格

匹配（price match），也就是

說，如果同一區域的同類菜

店以更低的價格出售同規格

商品，可以在 No Frills 結帳

時，出示那家商店自印的有

效期內的廣告，就可以獲得

同樣的低價。

品質不打折

雖然 No Frills 的食品品

牌、等級和 Superstore 都是

一樣的，但 Nofrills 以店主

加盟方式運營，每位店主可

以根據自己顧客情況更有針

對性及更加靈活的進貨，從

而加快商品週轉並減少浪費。

儘管 No Frills 店內的裝

飾不多，但樸實的作風同樣

提供了良好的購物環境。店

面寬敞，貨架整齊，通道潔

淨，各類物品的指示明確。

在蔬果方面，Kevin & 
Amanda's No Frills 陳 列 的

蔬果種類齊全，適合各族裔

顧客選購。除了華人熟知的

大白菜、西蘭花、菜花、菠

菜、香蔥、蘿蔔、芹菜等一

應俱全外，還有不少其它族

裔喜愛的果蔬菜品。水果也

同樣，比如有蘋果、梨子、

香蕉、橙子、榴槤等等，也

有一些小編不認識的品種。

另外，該店亦出售的一定數

量的有機食品。

Kevin 介紹說，自從接

手這家店面後，就在不斷的

和社區互動，在供貨方面積

極調整，引進眾多的不同族

裔商品，以滿足各族裔客戶

的消費口味和需求。

清潔衛生 服務熱情

Kevin & Amanda's No 
Frills 裝修以明黃為主色，加

之貨架整齊，地板鋥亮，令

人感覺透亮。店主 Kevin 注

重和顧客溝通，相信只有瞭

解客戶需求並站在他們的角

度考慮問題才能更好的服務

顧客。此外，店裡的員工服

務熱情、禮貌，有與多族裔

打交道的經驗，能很好地領

悟顧客的需求。

Kevin & Amanda's No 
Frills 每週都做特價優惠活

動，其中總會有幾款商品的

價格低到令人驚嘆。店面的

地址是：5401 Temple Drive 
NE (52 Street NE 和 32 Ave 
NE 交口附近 )，交通便利。

門前停車位充裕。一週七天

營業，上午 9 點至晚 10 點。

您 知 道 嗎？ 除 了

Superstore，No Frills 也是

加拿大超市巨頭 Loblaw

旗 下 的 連 鎖 超 市， 位 於

卡 城 東 北 區 的 Kevin & 

Amanda's No Frills 則是這

一品牌中的佼佼者。 

無法拒絕的無法拒絕的低價低價
Kevin & Amanda's Nofrills 超市◎文：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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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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4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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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骨
Pork Ribs

雞全翼
Chicken Winget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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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LB

was原價 $2.19/LB
Now 特價 $1.19 /LB

was 原價 $2.99/LB
Now 特價 $1.99 /LB

雞翼槌
Chicken Drumettes

was 原價$4.99/LB
Now 特價 $3.39 /LB

was原價$2.99/LB
Now 特價 $1.89 /LB

雞脾肉
Deboned 

Chicken Thigh

（原華興肉食舊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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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s原價 $2.19/LBwas原價 $2.19/LBwas原價 $2.19/LBwas原價 $2.19/LB
Now 特價 $1.59 /LB Now 特價 

was 原價$4.99/LBwas 原價$4.99/LBwas 原價$4.99/LBwas 原價$4.99/LB
$3.39 /LB

was 原價 $2.99/LBwas 原價 $2.99/LBwas 原價 $2.99/LBwas 原價 $2.99/LBwas 原價 $2.99/LB
 $1.99 /LB

was 原價$7.99 / LB
Now 特價 $5.99 /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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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鮮牛尾
OX Tail

膠質多多 ,
養 顏 滋 補
的牛尾湯 ,
奉 獻 給 家
人……

雞中翼
Chicken Wingettes

was 原價$4.99/LB
Now 特價 $3.29 /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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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ruce Meadows珠寶展
展示各種寶石、礦物化石、首飾、珠

串等等。適合所有年齡和家庭，展示世界

各地各種神奇的礦石。免費參加。

該活動由 Silver Cove 主辦，該公司

不僅與全世界的採礦合作，也自行挖掘礦

物，並將其處理為成品寶石。

本珠寶展展示各種寶石、家居裝飾、

寶石首飾、礦物標本、化石、水晶、珠

子、凸圓形寶石、以及其他寶石和礦物相

關作品。

時間：3 月 28 ～ 3 月 31 日，週四、

五、六上午 10 點～晚 8 點；週日上午 10
點～下午 5 點

地點：Gallery on the Green 
Congress Hall, Spruce Meadows

地址：18011 Spruce Meadows 
Way SW

Glenbow博物館 
免費週四之夜

每月的第一個週四晚 5 點～ 9 點免

費進入。

時間：週四，4 月 4 日晚 5 點～ 9 點

地點：Glenbow Museum（博物館）

地址：130-9 Ave SE

Riverview 
春季藝術品展賣

現場展賣 12 名本地藝術家原創藝術

品。畫作具各種風格和技巧，反映每位藝

術家獨特的創造力和靈感。您會有機會贏

得一幅在 Shared Vision 活動中創作的原

創作品。

時間：週一至週五，4 月 1 日～ 5
日，上午 9 點～下午 4 點

地點：Watermark Tower
地址：530 8th Avenue SW

水上樂園特別活動

體驗一下我們這裡的水上巨大浮動障

礙，或者在我們的透明塑料球裡進行水上

漫步。

7 歲以上的兒童可以參加。需要購買

入場門票。

時間：週四，4 月 4 日晚 7 點～晚 9
點

地點：Southland Leisure Centre
地址：2000 Southland Dr 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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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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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中心唐餐館出租
位於城鎮中心3,884平方呎唐餐館出
租。現經營中餐，但可為合適租戶進
行修改。
◆有酒牌  ◆坐落於Beaumont靚區
◆交通便利，車流量高
◆租約好，租金平
◆停車位充足 ◆可容納75座位

請以英語於10am - 5 pm 致電或文字
到780-909-8116查詢租約、租金及參

觀事宜。 非誠勿擾。

3,884 sq ft Chinese Restaurant FOR LEASE in the heart of 
town. Presently a Chinese restaurant but can be modified 
to accommondate the right tenant.
◆Licensed
◆Great location in the Town of Beaumont
◆Located in high traffic area
◆Great Lease with low rates
◆Ample parking available in central open location
◆Capacity for over 75 people
For lease term,rental $& viewing, call or text between 
10am-5pm@780-909-8116    Serious Inquiries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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