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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 6日亞省大選
結果揭曉，聯合保守黨

（UCP）贏得87個選區中
63席位，黨領傑森．康尼
（Jason Kenny）將出任
下一屆亞省省長，並組成

多數黨政府。有評論人士

認為，康尼這次大勝，並

非簡單重複之前亞省保

守黨執政歷史，將引領亞

省回歸正軌，其影響將不

只侷限在經濟領域。

記者林佳綜合報導 UCP 贏得了卡城及郊區在

內的幾乎所有選區。其中有兩位

華裔獲選，即 Foothills 選區欒晉

生和Beddington選區的盤世寶。

4 月 30 日，康尼將正式就職。

瑞 秋． 諾 特 利（Rachel 
Notley）領導的新民主黨（NDP）
共獲得剩下的 24 席，主要集中

在埃德蒙頓市區大多數選區，成

為下一屆亞省官方反對黨。其他

黨派沒有贏得席位。

亞省選舉辦公室（Elections 
Alberta） 稱 有 261 萬 選 民 投

票，投票率達 70%，自 1975 年

來最高。

此保守黨非彼保守黨

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為兩

極，向共產主義（社會主義）

傾斜的的為左翼政黨，向資本主

義靠攏的為右翼政黨，不同的政

黨，左右程度亦不同。

現在的聯合保守黨是 2017
年 7 月由亞省進步保守黨（PC）

和野玫瑰黨合併而成。不少觀察

者認為，UCP 與之前在亞省執

政長達 44 年的亞省進步保守黨

相比，將更為傳統和保守。

原因之一是併入的野玫瑰黨

在傾向上更為保守；原因之二

是，黨領康尼曾任聯邦移民部

長、工業部長、多元文化部長，

是加拿大保守黨的前內閣大臣。

即康尼來自聯邦層面的加拿大保

守黨，與亞省進步保守黨沒有

隸屬關係。康尼性格和立場都

很鮮明，不僅堅守資本主義自

由經濟理念，並且倡導傳統價

值，提倡信仰自由，反對吸毒

等。有些媒體已經稱呼康尼為

「亞省的川普」。

之前亞省進步保守黨，奉

行進步保守主義。該黨在經濟

議題上尚能稱得上略偏右，但

自 1970 年代後在社會議題上已

向左端偏移。因此，有受訪者表

示，康尼領導的 UCP 執政，並

非重複歷史，亞省的經濟、文化

發展將開啟新的一頁。

振興經濟幾大舉措

在獲勝之夜，康尼宣布：

「我們的團隊將為創造工作崗位

而時刻努力。」這裡列舉其中幾

條重大舉措：

其一，認為碳稅是工作殺

手，將取消碳稅定為一號法案。

如果取消了天然氣、汽油和柴油

的碳稅，中小型企業每年將平均

節省 4,500 元。( 下文轉 A2)

康尼大勝 亞省變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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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北 Rosedale
��獨立�層屋 3178 呎 + 土庫�部完成�主層�
�高 10 呎�舖實木�� , 開放式設計 , 客��大
量�户�壁爐 , 廚��石�檯面�不�鋼家� ,2
��土庫�� 9 呎�� ,3+1 �� ,4 浴廁 , �� 3
車� , 可步行至���
�場��車站�

獨立平屋 1672 呎 + 土庫� 部完成 , 可步行至
�塘�����車站�主層��高 10 呎�舖實
木�� , 客��壁爐 , 廚��大理石檯面�不
�鋼家� ,1+2 �� + 主層書� ,2.5 浴廁���
學校��場� #301 �車
站 ( 可直�市中心 )�

市 中 心 柏 文 單 位 691 呎 ,2 � � 1 浴 廁 ,
�河景 , 可步行至���� 埠��車 站�
主層鋪�合�� , 廚��大理石檯面 , 客
��大量�户, 光猛開揚��� C-Train 站�
�場�中���
皇子島���

�層城市屋 1134 呎可步行至學校����

� 場 � � 車 站�客 � � 壁 爐 ,3 � � 1.5

浴 廁�2 個 停 車 位 , � � � 場�YMCA �

C-Train 站�

獨立�層屋 2189 呎 +W/O 土庫�部完成 ,
�����油漆 , 主層��高 9 呎�舖實
木�� , 客��壁爐 , 廚����爐頭 , 大
理石檯面�不�鋼家� ,4+2 �� 4.5 浴廁�
可步行至����場
��車站�

獨立�層屋 2000 呎 +W/O 土庫�部完成�主層�
�高 9 呎 � 鋪實木 �� , 客� � 壁 爐 , 廚�� 大
理石檯面�不� 鋼家���大 bonus room �書
檯 ,3+1 �� 3.5 浴廁 , 土庫� 9 呎���可步行至
����車站 , ��學校�
�場� Stoney Trail�

獨立�層屋 3274 呎 +W/O 土庫�部完成 ,
��高爾夫球場 , ��景 , 主層鋪實木�� ,
客�� 18 呎高�� , 廚��大理石檯面�
不�鋼家� , 家庭��壁爐�4+2 �� 3.5
浴廁 , ��學校
����

獨立�層屋 2911 呎 +Walk-up 土庫�部完
成 , 所��層��高 9 呎 , 主層舖實木�� ,
客��壁爐 , 廚��大理石檯面�不�鋼
家� , �大 Bonus Room,3+2 ��加層書
� 4.5 浴廁���學
校 , �場��車站�

獨立�層屋 2158 呎 + 土庫�部完成���三
車��屋頂 , 向南�院光猛開陽 , 家庭�� 2
層高���壁爐 , 廚��大理石檯 ,3+1 ��加
主層書� ,3.5 浴廁 , 可步行至學校 , ����
車站 , �� YMCA, �
場� Stoney Trail�

� ��層孖屋 ,1600 呎 + 土 庫� 部完 成 ,
面向�� , 每層�� 9 呎��� 8 呎大門 ,
主層鋪實木�� , 廚��不�鋼家��石
� 檯面 , 客� � 壁 爐�3+1 �� 3.5 浴廁 ,
��學校�����
場��車站�

新
上
市

$1,750,000

$609,900

$149,900$289,900

$599,900 $559,900

西北 Hamptons

$1,088,000 $889,900 $658,000 $649,900

西北 Panorama Hills

新
上
市

西北 Hamptons 西北 Highwood

西北 Panorama Hills

新
上
市

西北 Nolan Hill 西北 Panorama Hills
獨 立 � 層 屋 2126 呎 + 土 庫 部 � 完 成�
主 層 � � 高 9 呎 , 客 � � 壁 爐 ,Bonus 
Room � 拱 形 天 � � 大 � 户�3+1 �
� ,3.5 浴廁�可步行至學校 , ����車
站����場
� StoneyTrail� $519,900

西北 Royal Oak

新
上
市

獨立�層屋 1909 呎 , 面向�� ,2013 年
由 Trico Homes 建 � , 主 層� � 高 9 呎
�鋪實木���客��壁爐 , 廚��大理
石 檯 面 �不 � 鋼 家 ��3 � � 2.5 浴 廁 ,
������場�
�車站� $479,900

西北 Sherwood
獨立�層屋 1976 呎 , 可步行至學 校 ��
��� �高 � � � , � � � � � � 油 漆 ,
客 � � 壁 爐 , 廚 � � 大 量 櫥 櫃 � 檯 面 �
間 ,3 � � 2.5 浴 廁 , � � � ��� 場 �
#301 �車站
( 可直�市中心 )� $469,900

西北 Panorama Hills

新
上
市

China Town

新
上
市

星期六 (4 月 20 日 ) 2 - 4:30 pm

星期日 (4 月 21 日 ) 2 - 4:30 pm

63 Arbour Butte Crescent NW

10 Royal Birch Villas NW

76 Panamount Heights NW

53 Hounslow Drive NW

1

4 月 21 日開放3

獨立平� 1423 呎 + 土 庫部�完 成 , 可步
行至學 校�����車 站�� ��合��
�油漆 , � �廚��� �主層浴廁 , 向西
南 客 � , 光 猛 開 揚 ,3 � � 2 浴 廁 , � �
C-Train�大學��場
��車站� $519,900

西北 Brentwood

4 月 20 日開放2

4

2

3

西北 Royal Oak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獨立�層屋 2034 呎 +W/O 土庫�部完成 , 向西南
��光猛開揚 , 由 Shane Homes 建� , 主層��
高 9 呎�鋪實木���廚��大理石檯面�不�
鋼家� ,Bonus Room �拱形天��壁爐 ,3+1 �
� ,3.5 浴廁���學校�
����場��車站� $554,900

西北 Arbour Lake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4 月 20 日開放1

4 月 21 日開放4

（上文接 A1）其二，降低

企業稅，從目前的 12% 降至

8%，計劃創造 55,000 個就業

崗位，帶來 127億的經濟增長。

其三，減少對企業項目的行

政審批環節並加快審批速度。

其四，解決石油管道建設問

題。解決方案中包括：面對卑詩

省政府對跨山輸油管擴建的阻

撓，康尼說將「關閉水龍頭」，

即切斷對卑詩省的石油供應，迫

使其回到談判桌。 2018 年 5 月

亞省通過了第 12 號法案即《保

護加拿大經濟繁榮法》已賦予省

議會權力，可限制輸往卑詩的石

油量。此法案和康尼的當選，或

令卑詩省油價近期內持續上漲。

其五，為發展石油經濟，將

擴大聯盟，迎戰聯邦自由黨政

府、卑詩省、魁北克省及相關環

保組織。將起訴聯邦政府環境立

法，因為此法阻礙亞省石油工業

的發展；康尼在勝選之夜直接點

名某些組織和金融機構，表示將

對這些惡意抹黑和阻撓亞省石油

發展的機構和團體做出合法的反

擊，包括調查境外資金來源等。

其六，將提出一項動議，呼

籲聯邦政府在亞省取消購房抵押

貸款壓力測試，並鼓勵其他省分

加入。

石油天然氣是亞省經濟支

柱，在 2015 年其產出佔全省

GDP 的 26%。一位鐘姓華人

工程師評論說：「中國有句古

話，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亞

省富有石油，發展石油就是常

理。在發展好石油的基礎上，

才談得上經濟多元化，否則連

經濟基礎都沒有，經濟怎麼多

元化？！」名為 mulanl 華人網

友也表示：「作為一個有近 30
年油氣行業的人，我認為（康

尼的政策）是切中要害、一語

中的。至於這麼干的效果會如

何，看看老川（川普）上臺後

的所作所為和美國經濟現狀就

知道了。只要把亞省的支柱產業

油氣行業恢復起來，其它的輔助

行業就會跟著好起來。油氣是個

綱，綱舉目張，這句話在亞省是

再正確不過了！」

文化教育向傳統靠攏

康尼在勝選之夜說：「何種

選擇是最好的？我們相信來自父

母的判斷，而非學校。」此話應

對的是新民主黨於 2016 年推出

大規模課程改革以及 2017 年通

過的 24 號法案。亞省 24 號法

案規定所有學校必須容許學生

設立「同性戀、變性人及異性戀

聯盟」，學童參與這類活動，校

方要完全「保密」，不得通知家

長。而課程改革項目則被反對者

稱為「意識形態」的產物。

康尼表示 UCP 上臺後將擴

大學校的選擇範圍，取消 K-12
課程重新審查。康尼說：「我們

將與家長和專家一起協商，開發

現代課程是專注於基本知識和技

能的，而非追求政治議題和失敗

的時尚教學。」

另外，UCP 認為把四個毒

品注射區中的三個設在愛城唐人

街，將造成諸多問題，將諮詢當

地社區，重審唐人街毒品注射區

設置問題。

NDP為何敗選
新民主黨四年執政，來也洶

洶，去也匆匆，被不少媒體描述

為曇花一現。其敗選原因，多數

媒體認為是其失敗的經濟政策，

以及當選後在短期內急於推廣自

身理念。

回頭看，2015 年諾特利和

NDP 在競選時提出綱領，從未

掩蓋其理念：高稅收、高福利、

高投入、大政府 --- 那時新民主

黨所代表的理念，對亞省選民來

說，有關注弱勢群體之名的掩

護，聽上去善良又美好。或許很

少深思其理念蘊含的危機：私人

財產不再神聖不可侵犯，政府可

以用高稅收的方式集中資源，干

預市場，實施資源和財富的再分

配。在這種機制中，傳統個人慈

善勢微，政府作為中介轉手財富

成主流。被救助者不再思考和感

激財富的源頭，卻極易對不產生

財富的政府產生感恩之情和依賴

心理。

四年之後的 NDP 敗選之

夜，不少網民在主流媒體報導留

言區，明確指出：NDP 代表的

是共產主義雛形 , 是不理智的，

它絞殺了市場經濟動力，混亂了

社會公平機制，從而帶來了經濟

衰退。也就是說，對亞省人來

說，對共產主義的認識不再是霧

裡看花，人們已或多或少體驗到

其滲入自身肌體所帶來的痛感。

一場 NDP 四年的實驗過

後，UCP 佔盡天時、地利、人

和的優勢，強勢回歸。摒棄變異

的理念和體制，回歸常識，回歸

理性。這是亞省人的選擇，似也

呼應了天象。北美自由國度，彷

彿一夜間甦醒。雖耳邊仍有眾聲

喧嘩，然這群領軍者步伐篤定，

相信自己與神同行。正如康尼勝

選之夜演講的結語：願上帝保佑

你，願上帝保佑亞省！

看

【看中國訊】一位知情人士

4 月 16 日向路透社表示，谷

歌已禁止在印度訪問視頻應用

TikTok( 抖音國際版 )，以遵守

印度地方法院禁止下載這一應用

程序的指令。

印度南部泰米爾納德邦一

家法院拒絕了中國網際網路

公 司 位 元 組 跳 動 (Bytedance 
Technology) 暫停 TikTok 應用

程序禁令的請求。這家中國公司

康尼大勝 亞省變藍天

抖音在印度不許「抖」了
在泰米爾納德邦這個關鍵市場之

一的前景受到質疑。

邦法院 4 月 3 日通過一項

指令，要求政府禁止在印度下載

TikTok，稱其不但鼓勵色情，

而且易使兒童用戶受到性侵犯。

這項裁決是在有人提起了一項要

求禁令的公益訴訟之後做出的。

據 IT 部門一位官員稱，印

度政府已致函蘋果和谷歌，要求

它們遵守邦法院的命令。

截至週二傍晚，這款應用程

序仍然可以在蘋果的平台上下

載，但在印度的谷歌 Play 應用

程序商店已經無法下載。

谷歌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它

不對個別應用程序發表評論，但

會遵守當地法律。蘋果方面沒有

回應置評請求。而 TikTok 方面

也沒有立即回應在谷歌商店下架

一事。

TikTok 允許用戶創建和分享

帶有特效的短視頻，在印度非常

受歡迎。但是一些政客卻提出了

批評，他們認為 TikTok 內容不

當。因為在一些短視頻中，一些

年輕人衣著暴露，或是對口型配

音，還有的跟著流行音樂跳舞。

TikTok 母公司位元組跳動

公司上週就此項禁令向印度最高

法院提出上訴，稱這違反了印度

的言論自由。最高法院已將此案

轉回邦法院，而邦法院的一名法

官週二駁回了位元組跳動暫停禁

令的請求。

前總理史蒂芬·哈珀(前排左三)特意趕來助選。（攝影：王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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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大女生公開身分告劉強東

據美國之音報導，去年 8
月指控劉強東強姦的明尼蘇達大

學女學生劉靜瑤，於美國當地時

間 4 月 16 日向明尼阿波利斯一

家法院提起民事訴訟。 4 個月

前，明尼蘇達州檢察官曾做出不

起訴的決定。

劉靜瑤指控稱，劉強東在和

她與其他人共進晚餐後，在汽車

內試圖對她進行性侵，並於之後

在她的公寓內將她強姦。

法庭文件顯示，劉靜瑤是中

國公民，持學生簽證在明尼蘇達

大學就讀。劉靜瑤的律師稱，是

在受害人同意下公開其身分，同

時將京東集團列為被告。

代表劉靜瑤的律師事務所之

一，賓夕法尼亞州的弗羅林 ‧

羅比（Florin Roebig）16 日發

表聲明表示：「我們為我們的客

戶為伸張正義而對全世界公布她

的名字所展現的令人難以置信的

勇氣而驕傲。」

針對受害人提出起訴索賠 5
萬美元，京東方面律師回應，訴

訟過程中不便發表評論，但堅決

對不實指控進行辯護。

45 歲的劉強東於 2018 年

8 月在明尼蘇達的大學參加一個

工商管理博士班項目期間被劉

靜瑤指控強姦，於 8 月 31 日被

明尼蘇達警方逮捕，後來獲釋

返回中國。去年年底，在經過

數個月的調查後，美國檢方對劉

強東做出了不起訴的決定，意味

不會向其追究刑事責任。

檢方決定不起訴之後，劉強

東在微博上寫道：「這個結果證

明了自始至終我都沒有觸犯任何

法律。」但是他說，他的行為給

他的家庭、特別是他的妻子「造

成了巨大傷害」。他希望妻子

京東集團創始人兼CEO劉強東（ERIC PIERMONT / AFP / Getty Images）

「可以接受其最誠懇的道歉」。

隨著劉強東性醜聞被曝光，

他與妻子「奶茶妹妹」章澤天的

離婚消息頻傳。有消息稱，如果

與劉強東離婚，章澤天只能分得

5 元人民幣。

劉強東是中共的「紅頂商

人」，有中共全國政協委員身

分，同時兼任中國民間商會副會

長。劉強東被曝光性侵之後，就

很少出席重大活動。

指控公之於眾以來，京東

的股票一直籠罩於陰影之中。

另據彭博社 2019 年 4 月初的

報導稱，有知情人士透露，京

東正準備要大幅裁員，部分團

隊可能減員多達一半，並且收

回部分工作邀請。

據港媒此前報導，劉強東性

侵被捕之初，中國外交部曾罕見

第一時間介入，而劉強東在被指

控涉嫌強暴的一級重罪後，仍能

迅速獲保釋且返回中國，與中國

外交部的介入不無關聯。當時就

有美媒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因中

國官方的介入，劉強東性侵案情

或變得複雜。當時有傳聞稱，受

害女生正接受當局談話，並逼迫

女生回國，女生家人也遭施壓。

阿桑奇被捕 曾曝中南海猛料  
【看中國訊】維基解密網站

的共同創始人阿桑奇（Julian 
Assange）日前在倫敦被捕。維

基解密曾曝光中南海不少醜聞，

但是中國國民卻看不到。

在 2010 年 12 月阿桑奇被

國際刑警組織通緝後，有自稱深

知維基解密網站內情的法國網站

「owni.fr」透露，維基解密獲得

一批有關中南海的文件，因為擔

心被中共當局封殺，所以先期通

過在英國的傳媒同業獲得了相關

摘要，重要內容如下：

1、中共高官在瑞士銀行大

約有 5000 個帳戶，2/3 是中央

級官員。部級以上和中央委員，

幾乎人人有份。這份名單來自法

國——瑞士銀行一名法國僱員私

自帶走了客戶信息，遭瑞士當局

通緝，動機據稱是出於良知，希

望向法國稅務單位檢舉偷稅大

戶，但這個說法令人懷疑，因為

中國人的姓名拼音並不難識別。

2、2002 年之後在香港工作

過的中共中聯辦、港澳辦、國臺

辦、統戰部局級官員，甚至副局

級官員，大多有瑞士銀行帳戶。

他們的收入與權力有關，金錢可

能來自海外利益關係的賄款。

3、周永康在加拿大有兩千

萬美元的關係帳戶，部分資金用

來支持 2008 奧運前的反政府示

威（時任總理哈珀表態不出席

京奧）。「中國巴菲特」唐煒臻

可能是具體執行人。加拿大校園

有中共黨、團組織。

4、香港是中共高官國際洗錢

的主要途徑。北京充分利用香港

自由港的法律特權，各派系都有

自己的銀行和代理。江澤民與唐

英年友好，曾慶紅與曾蔭權友好。

5、中共在海外大舉投資的

目的之一，是高層為獲取回扣：

1998 年之後，中共利用與加拿

大自由黨的友好關係，在英屬哥

倫比亞省大舉投資，並收取回

扣。保守黨執政之後開始清理。

6、2006 年之後，中國資金

由加拿大轉向澳大利亞，主要的

礦砂訂單都有北京要人從中獲取

回扣。

7、一位線人稱，朝鮮根本

就沒有核武器，都是北京秘密部

署的，目的是平衡美國在臺灣的

影響力。中朝兩國唱雙簧，借

由永遠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

「六方會談」爭取美國最終放棄

臺灣，否則即將面對朝鮮「核代

理」所發動的戰爭。中共可以置

身事外，坐收戰爭成果。

這些黑幕被曝光後，維基解

密在中國被封殺。一般中國民眾

難以獲知上述信息。

媽祖託夢
郭台銘參加競選

【看中國記者鍾靈綜合報導】

鴻海集團總裁郭台銘表態將考

慮參加臺灣 2020 年選舉，並稱

是受到媽祖託夢。國民黨主席

吳敦義向郭頒發「國民黨員榮譽

狀」，支持意味濃厚。

據中央社報導，4 月 17 日，

郭台銘獲得國民黨主席吳敦義頒

發的國民黨榮譽狀。郭台銘呼籲

國民黨建立公正、透明、接地氣

的初選制度，才是建立信用的第

一步。並且表達了自己願意參加

黨內總統初選，但絕不接受國民

黨的徵召。

據《蘋果日報》報導，此前

郭台銘在慈惠宮參拜後受訪表

示，他將考慮代表國民黨參加臺

灣 2020 年選舉。他聲稱他的參

選決定是因得到媽祖託夢。「媽

祖無時無日都在保庇我，臺灣

2020 年的選舉很重要，我到底

有需要出來嗎？其實媽祖幾天前

就已經跟我託夢，媽祖今天心有

靈犀說：『你應該（感）受到媽

祖的精神，對我們受苦受難的老

百姓要做好事，對所有年輕人要

有希望，對兩岸和平要維持、支

持、對臺灣社會認真聽媽祖的期

待，媽祖說和平、繁榮之後，經

濟自然會好。』」

他又說：「媽祖叫我一定要

出來，出來做一些事情，為人

民。」並表示：「我們是臺灣人，

要幫臺灣人做更多事情，我一定

會遵守媽祖的指示。」

奔馳車主維權 爆車市潛規則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近日，一位奔馳女車主哭訴

維權的視頻在網上熱傳。奔馳中

國的質量問題，以及4S店和「奔

馳金融服務費」成為當前最大熱

點，大陸汽車市場的潛規則也隨

之曝光。

網傳視頻顯示，一名女子坐

在西安利之星 4S 店內的一輛車

上說：「花 60 多萬買了一輛奔

馳，車還沒開出 4S 店，發動機

就漏油。」「經過 15 天的反覆

交涉，西安利之星奔馳 4S 店的

解決方式從退款、換車、補償，

最後只承認『根據國家的三包規

定』只能換發動機的最終方案。」

該女還說，她原本有能力全

款買車，但奔馳 4S 店銷售人員

勸說她使用「奔馳金融業務」進

行貸款買車，在這一過程中，她

對於「金融服務費」一事完全不

知情。而在交完首付後，才知道

需要繳付又 1.52 萬元的的「金融

服務費」，且「不可刷卡」。

她指控店方在「一不提前告

知，二不提供服務的情況下」對

她涉嫌欺詐。該女還表示，她知

道坐在引擎蓋上非常丟人，甚至

有些不堪，但她來的時候，就已

經做好不要臉的準備。她希望能

給她一個曝光的機會。

針對女車主被迫交納 1.5 萬

元金融服務費一事，奔馳公司

14 日發表聲明稱：「一向尊重並

依照相關法律法規開展業務運

營，不向經銷商及客戶收取任何

阿桑奇（維基百科）

金融服務手續費。」4 月 15 日，

銀保監會的消息稱，目前已要求

北京銀保監局展開調查。

在經過一週發酵後，此事最

終落下帷幕，女車主與西安利之

星 4S 店達成和解協議，但 4S
店新車展廳隨後被一夜清空。

17 日網上又爆出蘭州之星

奔馳也攤上事了，同樣是女研究

生，同樣坐在奔馳車引擎蓋上維

權。據悉，這位女車主花了 115
萬元買的一輛奔馳車存在安全氣

囊故障，車主對於店方處理方案

不滿。

就讀於明尼蘇達大

學的女學生劉靜瑤（L i u 
Jingyao，音譯），4月16日
對京東集團創始人兼CEO
劉強東和京東公司提起民

事訴訟，狀告劉強東去年8
月強姦，並要求賠償超過5
萬美元。這是受害人首次向

外界公開身分。

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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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從週一（4 月

15 日）開始，班芙國家公園的

一部分區域將關閉至 11 月中

旬，以保護該地區的野生動物。

關閉區包括：噴霧河谷

（The Spray River Valley） 從

峽谷大壩（Canyon Dam）起直

至山羊溪（Goat Creek）和噴

霧河（the Spray River）交匯處

都將被關閉，該區域還包括從聖

丹斯山（Sundance Pass）向南

流入噴霧河（the Spray River）
的支流小溪等。

在關閉期間闖入者，根據

「加拿大國家公園法」，將被罰

款 25,000 加元。

11 月 15 日封閉區將開放。

【看中國訊】4 月 13 日和

14 日，超強記憶訓練專家戴維

思，在卡城中華文化中心舉辦了

免費試聽班，許多家長帶孩子參

加。聽課後，他們都對戴維思老

師教授的記憶方法產生了濃厚的

興趣。聽眾表示受益匪淺。

戴維思先生先後在美國、臺

灣、澳大利亞等

地，先後多次成

功舉辦記憶訓練

班，均獲得好評

如潮。

正 式 開 課

前，還有最後三

次免費試聽機會：

4 月 1 8 日

（週四）晚 6:00 ～

8:00（卡城華人社區服務中心

1406 Centre St NE）
4 月 19 日（週 五 ） 晚

6:00 ～ 8:00（聯 達 商 場 二 樓

Unit 15,1423 Centre St NW）

4 月 20 日（週 六 ） 早

10:00 ～ 12:00（卡城中華文化

中心 197 1st Street SW）

【看中國訊】上週四（4 月

11 日），溫哥華的 1 位中國

富二代陳鼎，在 Instagram 上

貼 出 了 一 輛 布 加 迪（Bugatti 
Chiron）超跑的發票，他表示：

自己光是車稅，就交了 90 萬加

幣！並注了 6 個字：「這個稅…

心好累」。

據報導，陳鼎買的這輛價值

510 萬加幣的法國超跑品牌——

布加迪（Bugatti Chiron），是

限量生產版，計劃總產量 500
輛，且年產僅 50—65 輛，現在

全世界還只有 100 多輛！

陳鼎買車的發票顯示：聯邦

稅 GST 是 $210,404.25 元，省

稅 PST 則 高 達 $697,939 元，

加起來超過 $90 萬！是因為在

2018 年 2 月，BC 省政府出臺

了一項豪車稅：車價在$125,000
至 $149,999 的豪車，稅率是

15%，車價超過 $15 萬的豪車

稅率是 20% ！而且車款是由他

的父親陳脈林支付的。他父親陳

脈林曾在南京養鴨起家，後靠地

產發跡。 2015 年因為以 5,180

萬加元買下了加拿大歷史上最貴

豪宅而登上頭條。

據報導陳鼎經常在網上炫耀

自己的奢華生活，貼出自己的豪

車、高檔衣服和手錶，甚至還有

一架印有他名字的飛機。不過 4
月12日，他的INS已經下線了。

【看中國訊】週一（4 月 15
日），聯邦政府宣布，5 月底將

全面進行戰鬥機招標，以取代老

化的戰鬥機群。

目前有 4 家公司正準備競

標：瑞典薩博公司、空中巴士國

防與太空部、以及美國的波音公

司和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投標製

造商將在年底之前提交標書。

取代服役 30 年的 CF-18 戰

鬥機計劃，由前保守黨政府在

2010 年開始推動，但引發了爭

議。自由黨在 2015 年競選期間

承諾不購買隱形噴氣機，使該計

劃擱置。當局最終決定等到今年

秋天的選舉之後，再做決定。

此次競標，由西方與俄羅斯

和中國之間再次地緣政治關係緊

張引發。

預計戰鬥機製造商之間的競

爭將非常激烈。

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將再次推

出其 F-35 隱形戰鬥機。波音公

司提供超級大黃蜂，一個更大、

更先進的 F-18 版本。空中巴士

公司計劃提供歐洲颱風戰鬥機。

總部位於斯德哥爾摩的薩博

公司擬提供最新版 E 型戰機，

與其他供應商角逐。

【看中國訊】為解決綠地雜

草問題，今年夏天卡城市政擬引

入約 1000 只山羊來幫忙。山羊

們將在市內六處綠地以自然方

式除去侵入性的雜草。這是自

2016 年 在 Confluence Park 試

點取得成功後，繼續推廣計畫的

一部分。

城市保護部門負責人曼德

森（Chris Manderson）表示，

這項計畫經常讓公園遊客感到高

興，另外，有蹄類動物在保持綠

色空間的健康方面非常有效。

去年夏天，來自賓夕法尼

亞州威克利夫牧場的 130 只山

羊，花了 17 天時間在 McHugh 
Bluff 公園消滅了雜草。

【看中國訊】加拿大統計

局表示，由於新鮮蔬菜、抵押

貸款利息成本和汽車保險費用

上漲，3 月份的年度通貨膨脹

率上升，消費者物價指數增長

1.9%，高於 2 月份的 1.5% 和

1 月份的 1.4%，與經濟學家的

預期相符。與去年同期相比，

消費者 3 月份新鮮蔬菜支出增

加 15.7%，抵押借貸費用增加

8.1%，汽車保險增加 5.6%。

同時 3 月份天然氣價格同比下

降 4.4%，網際網路成本下降

9.2%，旅行團下降 6.4%。

【看中國訊】卡城 27 歲的普

蘭多（Stephan Prando），下個

月決定駕車返回家鄉——巴西南

部巴拉那州（Parana）首府庫裡

提巴（Curitiba），進行一次跨

越 15 個國家，歷時 33 天，超

過 15,000 公里的冒險之旅。其

中大約有 215 個小時的車程，

要面對一系列氣候變化，極具挑

戰性。

【看中國訊】本週一（4 月

15 日）安大略省最高法院開

庭，就安大略省政府起訴聯邦自

由黨政府徵收碳稅違背憲法一

案，進行為期四天的聽證。

安大略省政府的律師亨特在

上訴法院聽證會上陳述，渥太華

擬定的氣候變化法律非常寬泛，

該法律以遏制全球變暖為名，賦

予聯邦政府極大的權力，為加拿

大帶來不穩定因素。

如果聯邦遏制溫室氣體排放

的法律通過的話，聯邦政府最終

將擁有監管民生幾乎每個方面的

權力——例如規定你何時才可以

開車，或者居住在何處。

聯邦自由黨政府堅稱，其法

律是對全國氣候變化問題的適當

回應。政府表示其目標是說服人

們改變他們的行為。

安省政府律師亨特同意加拿

大需要一個跨省的解決方案，但

不同意渥太華實施的解決方案。

安省進步保守黨省長福特表示，

安省已經採取了包括關閉燃煤發

電廠等措施，來自行控制溫室氣

體排放，但是這些都沒有被聯邦

自由黨政府考慮在內。

福特認為，該法律對每天開

車上下班以及住房取暖的普通人

徵稅，但是卻把碳稅退還給所有

的人，不論他們是否開車。

亨特律師的聯合顧問萊恩表

示，即使法官認定該法律符合憲

法，對碳進行徵稅也是非法的，

對所有人徵稅無助於減少溫室氣

體。「我們認為這是未經授權的

稅收，根據該法案徵收的稅金是

不合憲法的，」萊恩說。

新不倫瑞克省的律師古爾

德，與安大略省一道，在涉及

聯邦當局時警告「權力的逐步擴

張」。古爾德認為該聯邦法律

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他告誡法

庭不要擴大渥太華的權力。

4 月 1 日開始執行的聯邦法

律規定對汽油和其他化石燃料以

及工業污染者收取費用。該法律

僅適用於沒有符合國家標準的碳

定價方案的省分，包括安省、曼

省、薩省和新不倫瑞克省。

安省起訴聯邦碳稅違憲案開庭 三月份消費者
價格指數上漲1.9%

班芙部分區域關閉
11月再開放

安大略省長福特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

華人富二代買超跑 吐槽交稅90萬

加國將招標採購戰機

冒險之旅：

卡城男擬開車去巴西

市政今年
再啟用山羊園丁

Bugatti Chiron

F-35隱形戰機

著名記憶訓練專家—戴維思
卡城訓練班即將正式開班

庫裡提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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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財經網站 CNBC
報導，川普總統說：「5G 的競

爭正在進行，美國必須贏得勝

利。」他指出，到今年年底將

有 92 個 5G 準備就緒，超過韓

國，屆時韓國將有 48 個上市。

川普總統說：「這是我們的公司

正在參與的競賽。」「根據一些

估計，無線行業計畫在 5G 網絡

上投資 2750 億美元，迅速創造

300 萬美國就業崗位，並為我們

的經濟增加 5000 億美元。」

5G 是下一代無線網絡，可

實現更快的數據傳輸。與主要

針對手機、平板電腦和計算機

的 4G 不同，5G 還有望在需要

持續數據連接的自動駕駛車輛

上實現更可靠的連接，以及在

使用「物聯網」設備的智能城市

連接路燈、交通信號燈等。AT
＆ T 和 Verizon 已經在美國推

出了 5G 網絡，而 T-Mobile 和

Sprint 計畫在 2019 年晚些時候

激活他們的 5G 網絡。目前，

在美國只有摩托羅拉手機支持

5G。

「為了加速和激勵這些投

資，我的政府正在盡可能多開放

無線頻譜。」川普總統說。「（我

們）正在消除網絡擴建的法規

障礙。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採取

了大膽的行動，比以往任何時

候都更加大膽，以提供無線頻

譜。」

4 月 12 日， 川 普 總 統 的

講話與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

（FCC）發布的公告同時頒布。

FCC 表 示， 從 12 月 10 日 開

始，它將提供「我國歷史上最大

的頻譜拍賣」，允許運營商競標

37GHz、39GHz 和 47GHz 頻

段的新頻譜。新頻譜將「促進

5G、物聯網和其他基於頻譜服

務的發展」。

有評論指出，法律不允許任

何人未經法律審判肆意剝奪他人

生命；也有評論認為，法庭對張

扣扣死刑判決不夠慎重，有打壓

民間反抗的政治考量。

張扣扣「為母報仇」 
否認報復社會

4 月 11 日，陝西省漢中市

法院對張扣扣案進行二審開庭，

法庭上 36 歲的張扣扣表示，他

是為母報仇，沒有報復社會。但

法院以其心懷怨恨，工作、生活

長期不如意等理由，宣判張扣扣

死刑。

庭審結束後，張扣扣的辯護

律師鄧學平在微博上表示，張扣

扣聽到裁定後，沒有表現出任何

恐懼和焦慮；律師會見過程中，

他也表示不後悔，但談及 20 多

年前母親被人打死一事，多次

流淚。

《美國之音》報導，張扣扣

關押在看守所期間，仍然堅持鍛

煉身體，並在法庭上表示「我是

有血性的男人」。

死刑判決引發爭議

《新浪》署名青鋒的評論

稱，法院的宣判表明，法律不鼓

勵「血親復仇」，更不允許任何

人未經法律審判，肆意剝奪他人

生命。

但張扣扣辯護人之一殷清利

律師認為，對一名涉嫌故意殺人

的被告人，判決其死刑固然容

易，但要讓他本人真心服判、讓

關切的民眾認同裁判結果，卻是

一件不易之事。

律師鄧學平則提出質疑，張

扣扣也許很快就將遠行，但沒有

張扣扣的社會，是否就一定會更

加安全？這場悲劇的唯一啟示

是，我們的社會必須要進一步加

強法治建設，讓司法變得可觸

及、可信賴、可依靠。

前檢察官：司法機關 
缺乏公信力

對於張扣扣「為母復仇」殺

人案，安徽省前檢察官沈良慶也

進行了分析。

他認為，在當今中國大陸存

在著司法不公的問題，「（如果）

司法機關缺乏公信力，無論前

面的案件處理是否公正，都可

能引起非議，在這種情況下，

它會造成張扣扣用自力救濟的

方式強行正義。」沈良慶表示，

「中國現行司法體制造成了這種

問題，我想這才是更麻煩的問

題。」

目前，張扣扣被判死刑的消

息傳出後，引發大批網友同情。

許多網友對張扣扣表示支

持，反對法院判處張扣扣死刑。

不過，《央視新聞》關於張扣扣

案二審宣判的微博下方，僅有少

量評論顯示。

為「低端人口」發聲的北京

藝術家華湧，將張扣扣案與原中

共高官薄熙來妻子谷開來謀害

英國公民命案的死緩判決作了

對比。

他質疑說，「薄谷開來殺人

沒有投案自首情節可以活，為什

麼有投案自首情節的張扣扣不可

以？」

沈良慶也指出，這顯示法庭

對張扣扣死刑判決不夠慎重，同

時也是對民間反抗的一種打壓。

殺人案內情撲朔迷離

大陸媒體《法律與生活》旗

下微信公眾號「大白新聞」曾引

述張扣扣姐姐的話說，1996 年

8 月，張扣扣母親和王家父子發

生衝突。混亂中，王家父親王

自新，高喊打死汪秀萍，「打死

她，我給她抵命」，隨後王家二

兒子王富軍用棍棒重擊汪秀萍，

致其昏迷死亡。

而村民指出，兩家當年因宅

基地（即農村集體財產）引發

糾紛，王家稱張家越過了土地邊

界，但張家否認。當地村民透

露，王家是村中有勢力的人物，

父子 4 人都有毆打汪秀萍，場

面血腥。

另有村民指，案發後只起訴

未成年的王正軍，是因王家到

公檢法部門走關係，獲得有利

的判決。

此後，目擊母親死亡及其屍

體被露天解剖過程的張扣扣，發

誓要為母報仇，2001 年，張扣

扣應徵入伍，在新疆服役兩年，

2003 年退伍返家，之後在外地

打工，2017 年 12 月回到家鄉。

案發前，張扣扣將其銀行存

款全部取出留給父親。 2018 年

大年三十，張扣扣祭祖後，持刀

殺害了王家三人，並縱火焚燒王

家一輛汽車，兩天后投案自首。 

震驚中國社會的張扣

扣「為母復仇」殺人案，近

日在陝西省漢中市法院進

行二審，法院當庭做出宣

判，駁回上訴、維持死刑

判決。這一判決再次引爆

輿論。

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

張扣扣「為母報仇」二審維持死刑

川普推5G 誓言必贏 太空住一年 回來後會怎樣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綜合

報導】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

（NASA）進行「雙胞胎研究」，

讓雙胞胎兄弟分別待在太空及地

球大約一年的時間，並觀察兩人

的生理變化。這一研究結果給

人類前往太空生活的設想帶來

了希望。

該據法新社報導稱，《科

學》（Science）期刊最近刊登了

NASA「雙胞胎研究」（NASA 
Twins Study）的研究報告，以

前美國太空人馬克‧凱利（Mark 
Kelly）為基準，觀察他的雙胞

胎兄弟、同為資深宇航員的斯科

特‧凱 利（Scott Kelly） 在 國

際空間站（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ISS）待了 340 天後，

身體發生的種種變化。

總共有 84 位科學家參與了

NASA 的這項實驗，他們分別來

自美國 8 個州、12 所大學。這些

科學家們組成了 10 個小組，從

各個方面研究人體在太空中的表

現。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醫學院首

席研究員兼醫學教授安迪‧費

恩柏格博士（Andy Feinberg）
說：「因為他們是雙胞胎，遺傳

密碼基本上一樣。」

中央社報導說，50 歲的斯

科特‧凱利的旅程前後都經過

NASA 監測，並透過補給太空

船，將自己在國際空間站的血

液、血漿、尿液和糞便等樣本送

回地球。斯坦福大學的邁克爾‧

斯奈德博士（Michael Snyder）
表示：「人一旦待在太空，就會造

成數千個基因及分子改變。」

研究報告顯示，當斯科特

回到地球之後，幾乎所有的數

據都在 6 個月的時間內恢復到

正常、穩定或基準水平。研究人

員表示，這表明人類可以在太空

中「輕鬆待上一年」。這項研究

也能夠協助研究人員瞭解，耗時

2 ～ 3 年的火星之旅等星際任務

所要面臨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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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扣扣13歲目睹母親被殺，22年後除夕殺3父子報仇。

川普總統（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憶文編譯】美國

總統川普和美國聯邦通信委員

會（FCC）日前宣布了幾項促

進美國 5G 網絡增長的舉措。

雙胞胎兄弟馬克‧凱利（左）和

斯科特‧凱利（右）

（Getty Images）

（Jun/WIKI/CC BY-SA）

【看中國訊】謝苓珠

是臺灣臺東市中華路一家

沒店名的小麵店的老闆。

3 年前，她開始提供愛心

待用餐，她的善念感動

許多人，大家捐出的愛

心餐，她也都一一記錄

下來。

中央社報導，謝苓珠

的小麵店沒有招牌，裡面

卻裝了滿滿的愛心。家庭

困苦或突然失業，短時

間三餐不濟的民眾，可

以進入店內，點一碗「待

用餐」暫時充飢。謝苓珠

說，3 年前在國小同窗林

育璃的邀請下，加入提供

「愛心待用餐」的行列，

善心人士可以捐 1 碗麵

寄放在店內，提供給需要

的弱勢者。至今謝苓珠

已募得 7041 碗麵，捐出

4897 碗。 還 有 2144 碗

可以提供。

她說，自己也是苦過

來的，瞭解這種需求。

20 多年前謝苓珠的丈夫

中風，長期臥病，當時她

一個人要扛起照顧丈夫和

扶養 3 名年幼兒女的責

任，還要償還負債。謝苓

珠說，臺灣人真的很有愛

心、社會很溫暖，很多人

在她背後默默的行善、支

持著她繼續走下去，只要

她還能煮麵，愛心待用餐

就會一直供應下去。

臺東無名麵店 
盛裝滿滿愛心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

導】有中共「三代國師」之稱的

中南海首席智囊王滬寧，到底是

誰的人？一直眾說紛紜。

王滬寧在 2017 年 10 月 25
日結束的中共十九屆一中全會

上，以在新一屆七常委中排名第

五出場。王隨後接替劉雲山，掌

管中共意識形態、宣傳等。

王滬寧究竟是誰的人？曾有

分析說他是胡錦濤留給習近平的

人馬，但香港《前哨》總編劉達

文日前對《看中國》表示，這種

講法說不過去。他說，王滬寧是

當年由江澤民和曾慶紅從上海提

拔上北京的。

王滬寧發跡於上海，最初在

復旦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後留校任

教。 1995 年王滬寧被時任中共

總書記江澤民收編，步入政壇。

王被調到北京的第一個職位是中

共黨內智庫機構中央政策研究室

政治組組長，後來一直是中央政

策研究室主任。

王滬寧後被提拔進入黨內掌

握重權的中央書記處，為胡錦濤

服務十年，中共十八大後，王滬

寧轉而效忠於習近平。

王滬寧本身是炮製中共理論

的「高手」，先是為江包裝推出

所謂的「三個代表」，後來是胡

「科學發展觀」的重要推手。而

習近平的「中國夢」、以及「習

近平思想」，也是出自王滬寧。

時評家橫河表示，王滬寧的

政治影響力，是前幾任常委都不

如的。他的價值在於習近平的

理論需要。因中共作為「政教合

一」的政權，需要指導思想。現

在的共產黨儘管並不想糾纏理

論，但是由於政治與經濟的矛盾

已經存在而且無法突破，所以需

要一名巧婦來為無米之炊，需要

王滬寧來包裝和忽悠，來把矛盾

理論裝扮到自圓其說。

路透社當時有報導引述知情

者稱，中美貿易戰導致中共內部

出現分裂，王滬寧陷入麻煩。王

滬寧被黨內批評因採用的「過度

民族主義」誤導習近平，從而激

怒美國，讓美國的立場變得更加

強硬。

去年 8 月下旬，習近平首

次發聲定調稱宣傳思想工作的

決策部署是「完全正確的」，從

事宣傳的官員是「完全值得信

任」。這被認為呼應了有關傳

言，但也表明王滬寧沒有倒臺的

危險。

內幕：王滬寧到底是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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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據媒體 4 月 13
日報導，中國福利彩票發行管理

中心（福彩中心）原副主任馮

立志涉受賄共計 585 萬元（人

民幣，下同），濫用職權導致應

上繳財政的 1.6 億餘元彩票業務

費流失而獲刑 17 年，因其處於

右肺腺癌症晚期，於 3 月 27 日

起被予以監外執行。

2016 年起，民政部福彩弊

案先後掀下了原民政部長李立

國、副部長竇玉沛、紀檢組長曲

淑輝、福彩中心原主任鮑學全、

原副主任、北京「中彩在線」前

董事長王雲戈、原福彩中心主

任、中國老齡協會原會長陳傳書

等人。

另據中共駐民政部紀檢監察

組去年公布，福彩中心共有 14
名責任人違反管理條例，造成國

有資產巨額損失， 12 人被立案

審查。

2018 年 11 月，曾有網上

消息稱，14 名官員一共貪汙了

1360 億元，平均每名官員貪腐

97 億。

2018 年 11 月 13 日，駐民

政部紀檢組緊急「闢謠」，稱

14 名官員貪汙 1360 億的消息

不實，只稱「具體數據尚不便公

開」，引發社會關注和憤怒。

「接班」仕途同受挫

現年 56 歲的胡春華是湖北

五峰人，34 歲便升任副部級的

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兼全國

青聯副主席，期間兩次入藏，

2006 年 12 月任團中央書記。

之後仕途歷經河北和內蒙古，

2012 年中共十八大進入政治

局。隨後胡春華接替汪洋出任中

共廣東省委書記，成為最年輕的

中共省級行政區領導人和政治局

委員。

胡春華歷來被認為是胡錦濤

當年有意培養的隔代接班人。

特別是在 2012 年中共十八大過

後，胡春華一度被傳為中共第 6
代領導人接班人選，且排名接班

梯隊之首，也就是習近平交棒的

對象。

不過結果是胡春華在中共

十九大上未出任政治局常委。胡

春華未入常，被認為受原中共重

慶市委書記孫政才在十九大前突

然落馬影響，孫也一度被外界視

為中共未來接班人選，被揭是由

江派培植的代表。

2018 年兩會，胡春華就

任中共國務院副總理，分管商

貿、「三農」、扶貧等事務，並

掛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組

長」。胡春華的晉升路徑似乎

和現任常委汪洋相似，不過，他

的權力與汪洋相比已大幅縮水。

汪洋任副總理時，除擔任防汛抗

旱總指揮外，還擔任中美全面

經濟對話的中方牽頭人；今年 3
月，胡春華擔任僅 9 個月的兼

職——防汛抗旱總指揮被國務委

員王勇取代。中美經濟對話的中

方牽頭人則從中共十九大後一直

由另一副總理劉鶴擔任。

這次是主管扶貧工作的胡

春華 2018 年 3 月就任副總理以

來，首度公開陪同習近平赴外地

調研。而據中共新華社報導，習

近平在重慶視察的第一站，就是

被列為貧困縣的石柱土家族自治

縣。

習近平訪重慶，另一個備受

關注的人物是重慶市委書記陳敏

爾。在中共十九大前夕，陳敏爾

後期曾是盛傳是將取代胡春華的

接班「黑馬」。

今年將滿 59 歲的陳敏爾是

習近平的浙江舊部，在習主政浙

江時，陳敏爾是浙江省省委常委

及宣傳部部長。

2017 年 7 月，原重慶市委

書記孫政才落馬後，由陳敏爾接

任重慶書記，他因而一度被認

為是「入常」的熱門人選，並被

看作是習近平的接班人。但在

十九大閉幕時，陳敏爾僅進入

由 25 個委員組成的政治局，卻

沒能破例直接進入政治局常委

會。

重慶曾經經歷薄熙來和孫政

才主政，作為習家軍代表人物

的中共重慶市委書記陳敏爾，

2017 年 7 月主政重慶後，開會

言必說要清薄、王、孫遺毒。

不過，陳敏爾主政以來的重

慶經濟大降速。官方公開數據顯

示，重慶 2018 年全市地區生產

總值 20363.19 億元，同比增長

6.0%，低於 8.5% 的預期，也

是近年來首次低於全國增速。

對此，媒體 3 月曾大幅報

導陳敏爾的講話，並將重慶的降

速歸因於薄熙來時期藉打黑打擊

民營經濟，以及孫政才「懶政怠

政」的歷史等因素。

仍為「接班」角力？

美媒引述分析說，習近平此

次前往重慶視察，意外讓胡、陳

兩人一同在北京以外的非會議場

合現身，形成「前後任傳言接班

人同臺」的畫面。

有觀察人士發現，一張

2018 年 3 月中共兩會上的胡春

華與陳敏爾合照顯示，兩人神情

狀態似乎仍有暗中角力的意味。

實際上，胡春華、陳敏爾兩

人在中共十九大過後，分別就任

副總理及重慶市委書記新職至

今，相關的新聞報導始終有限，

且正面力挺兩人的並不多。

另據香港《東方日報》2017
年 10 月 30 日刊發的文章稱，

以習近平的政治布局來看，其

政治接班人最好是「65 後」甚至

「70 後」的年輕官員，有明顯的

代際差。目前符合此條件同時明

顯屬於習家軍陣營的官員，似乎

還未出現。

紅二代羅宇認為習近平尋求

無限期延長國家主席任期，正是

因為「在專制的體制下，他找不

到接班人，所有的人都是雙面

人」。

香港《明報》2017 年 11 月

16 日有評論文章指，對中共所

有接班猜想都是建立在沒有任何

意外發生、按部就班的情況，但

「政治的事，一天都嫌長」。

外界評論普遍認為，中共專

制政權本身危機四伏，現行體制

能否走過十年、五年，還是個未

知數。

國家主席習近平15日

前往重慶視察，根據官媒

畫面，國務院副總理胡春

華、劉鶴及中共重慶市委

書記陳敏爾都有陪同。其

中，同臺的胡、陳二人，

都曾被外界視為習近平的

所謂「接班人」。

記者林中宇綜合報導

習視察重慶 兩接班人同亮相

胡海峰舊部多事 
嘉興副市長「受傷」辭職

涉數十億腐敗案 
福彩高官判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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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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3月中共兩會上的胡春華與陳敏爾，從照片上觀察，似乎有暗中

角力之意。（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

導】日前，浙江嘉興常務副市長

樓建明辭職。陸媒稱樓建明是在

受傷半年多後提出的辭職，但官

方及媒體均未提及其受傷的具體

信息，引發猜測。嘉興曾是胡錦

濤之子胡海峰工作舊地，近段時

間有多人落馬。不過胡海峰調任

麗水書記後，仕途行情大熱。

據大陸官媒《嘉興日報》消

息，4 月 12 日，嘉興市人大常

委會決定任命徐淼為嘉興市政府

副市長；接受樓建明辭去嘉興市

副市長職務的請求。

樓建明此前任嘉興市委常

委、常務副市長，分工職責為

「協助市長處理市政府常務工

作」。

《新京報》以「受傷半年多後

嘉興常務副市長辭職」為題做了

報導，並稱 4 月 16 日，嘉興市

委工作人員表示：此前樓建明受

傷，「他受傷的情況不能回到當

前的崗位了」。

但報導未透露樓建明受了什

麼傷以及是如何受傷的等具體細

節。由此引起網民質疑和猜測。

嘉興市委市政府網站顯

示，樓建明最後一次公開露面為

2018年7月5日，迄今已9個月。

公開資料顯示，樓建明為浙

江諸暨人，生於 1971 年 3 月，

早年在其家鄉任職。 2015 年

10 月，其調任嘉興市委常委、

常務副市長，直至日前卸任。

值得注意的是，嘉興市是

前中共領導人胡錦濤之子胡海

峰工作舊地。胡海峰 2013 年 5
月任浙江嘉興市市委副書記。

2014 年 3 月，兼任嘉興市委

政法委書記和嘉興市委黨校校

長。 2016 年 1 月任嘉興市副市

長、3 月任代理市長。 2017 年

4 月 25 日，連任嘉興市市長。

2018 年 7 月 2 日，任麗水市市

委書記。

由履歷可見，樓建明正是胡

海峰之前的直接下屬。

胡海峰因為其父是胡錦濤

這一背景，向來仕途備受關

注。近期他一改過往低調，頻

頻發聲向習近平表忠，並且陞

官傳聞不斷。

今年「兩會」之前，先是有

傳言說胡海峰將跨省調升福建省

常委、組織部長。其後，外界還

有傳言說他將掌陝西西安，升任

陝西省委常委。此次升遷將使胡

海峰成為為數不多的 70 後副部

級官員。據稱習近平調升胡海

峰到西安是希望他穩定局面，

這是他政治生涯的首次重要測

試，如順利通過，其仕途前景

將更加看好。

但有關胡海峰陞官的消息仍

屬傳聞。而與此同時，胡海峰此

前任職的嘉興舊部官員卻密集落

馬，就比較奇怪。

除了這次嘉興市委常委、

常務副市長樓建明離奇「受傷」

後辭職，此前據陸媒公號「觀海

解局」報導稱，嘉興經濟技術開

發區 3 個月內 3 位官員相繼被

查。包括 2018 年 11 月 29 日，

嘉興市委原常委、經濟技術開

發區黨工委書記何炳榮被查。

同年 12 月 11 日，嘉興經濟技

術開發區、嘉興國際商務區管

委會原副主任、黨工委委員聞

建梁被查。今年 2 月 15 日，

中共浙江省紀委監委發布消息

稱，嘉興經濟技術開發區、嘉

興國際商務區黨工委副書記周

志祥被調查。

曾有評論認為，中共高官容

易受到原任職地反腐牽連，但由

於與胡海峰同期任職的嘉興市委

前書記魯俊也已被調離，這些官

員出事不一定牽扯到身為胡錦濤

之子的胡海峰。

法廣援引報導稱，在中共

太子黨沒落之際，胡海峰被指

是中共國家領導人家族中，相

對較具潛力的代表，並稱胡是

中共太子黨進入中南海的「最後

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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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 15 日， 巴 黎

的地標性建築之一、世界文化遺

產、曠世傑作的巴黎聖母院發生

火災，大火燃燒了 5 個小時。

目前已知的損毀狀況是教堂的塔

樓在大火中倒塌，屋頂有 2/3 損

壞。所幸的是教堂的主體結構得

以倖免，包括兩座鐘樓，教堂

的外牆也倖免於難。目前已知

30% 的文物安好無恙，教堂內

部的祭壇和十字架看起來也還安

好。至於火災的起因目前也沒有

定論，還在調查中。法國總統馬

克龍隨後宣布，將啟動法國上下

以及內外的力量，重建這座在法

國歷史中有重要意義的大教堂。

在全世界都在為這場悲劇哀

婉痛惜的時候，中國的網際網路

上竟然傳出一股喜悅的聲音，

《中國數字時代》的截圖顯示，

北美留學生日報的一篇關於火災

的文章之下，點讚最多的前幾條

評論，都有幸災樂禍的言論，一

個點讚數接近六萬的留言，開頭

說就「這煙霧繚繞的古蹟是不是

像極了百年前的圓明園？」還有

一條點讚達到 4.6 萬的評論裡說

「我看到許多古董被毀確實覺得

惋惜，但內心深心確實有種天道

好輪迴，平衡了的快意。」

老實說我在看到戰狼粉紅們

的叫好之前，我壓根就沒想到火

燒圓明園這事，我雖然算很能開

腦洞，很能聯想的，但在這方面

小粉紅的聯想能力比我發達得

多，立馬就能想到百年國恥，也

可見這個仇恨在他們心中印象之

深刻。

所謂火燒圓明園的完整因果

鏈條是什麼呢？其實英國和法國

在這件事的角色和責任不一樣，

它的直接起因是 1860 年 9 月份

的「巴夏禮事件」，英法聯軍派

出外交官巴夏禮去和清廷談停戰

條件。聯軍提出的條件是英法特

使必須面見中國皇帝，呈上本國

政府的國書。因為之前一直是清

政府地方總督級官員和英法週

旋、一再為履約和續約的事設置

阻撓。所以這次英法一定要面見

皇帝本人。但清政府又因為英法

使節不行跪拜禮的事而耿耿於

懷，可是英法此時軍威正盛，不

再妥協，談判就破裂，巴夏禮一

行人拂袖而去。

因為一直是巴夏禮出面代表

英國政府與清廷交涉，清廷認為

他是挑事的主謀，以為拿掉他有

利於平息事端，就把英法 39 人

代表團給扣押了。不僅扣押外交

人員，還對他們嚴刑拷問。 10
月初聯軍在北京城外再次擊敗清

軍，清政府不得已釋放人質。

被扣押的英國 26 人裡被折磨至

死 13 人；法國的 13 人裡死亡 7
人。英軍統帥格蘭特提議，必須

要採取懲罰性舉措、留下報復性

的印記，所以建議把壯麗的皇家

園林圓明園燒燬。但是法軍統帥

蒙托邦將軍反對，拒絕採取聯合

行動。

法軍拒絕，這是英國特使額

爾金勛爵日記中寫的。首先一個

人在日記裡說謊的概率比較小，

其實在日記裡還要幫同行的法國

人開脫責任的可能性就更小。這

和法軍司令蒙托邦將軍的回憶錄

的記載相一致。美國記者對此的

記載是法軍小規模的破壞咸豐皇

帝在圓明園的寢宮後就撤出來

了。搜取園內的珍寶作為戰利

品，英法軍隊都有做，但全園放

◆芬蘭大選投票結果 15
日揭曉，左翼「社會民主黨」與

反移民的右翼「真芬蘭人黨」成

為芬蘭下屆國會的兩個頭牌大

黨。芬蘭本次選舉面臨的主要社

會問題包括財政緊縮、人口老

化、社會福利受威脅、反移民勢

力高漲。於是出現了打福利牌的

社民黨和反移民的真芬蘭人黨位

居一二的局面。

◆烏克蘭總統大選第二輪

投票將在 4 月 21 日舉行。令人

拍案稱奇的初選結果，讓此前從

未有過從政經驗的喜劇影視演員

澤連斯基，與現任總統攜手進入

第二輪大選。澤連斯基一直不願

顯身於傳統的競選集會或電視辯

論，反而是通過社交媒體等視頻

直播的方式與選民進行溝通。從

大選第一輪的結果來看，顯然在

對傳統政治格局充滿失望的烏克

蘭民眾當中，這一方式和澤連斯

基所代表的新鮮血液得到了眾人

的認同。

◆印度有史以來最大規模

的選舉於上週四在印度展開。

此次印度立法大選因為有接近 9
億選民，而成為世界上至今最大

的選舉。投票結果將在 5 月 19
日全部結束後，5 月 23 日開票

後公布。 9 億選民將投票選出

第 17 屆國會議員，同時也選出

1 位總理。

◆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

爾 15 日表示將重啟鐵路建設項

目，他解釋這是政府在龐大解約

罰金下所被迫作出的選擇。如果

不重啟中國支持的東海岸鐵路建

設計劃，馬國勢必得支付 53 億

美元解約罰金。而根據雙方簽訂

的新協議，中方已同意將鐵路

造價下調 30%，減為 110 億美

元。紐時分析認為，中國同意降

價，實際上就是默認了原來的計

劃在經濟上行不通。

寰宇新聞

巴黎聖母院火災 恨錯了人

民眾守候在教堂周圍跪地祈禱。 耶穌受難荊棘冠被成功救回。

▲大火燃燒 14小時後被撲滅，幸運的是聖母院主體結構倖免於難。

◎文：文昭

◆非洲國家蘇丹近日爆

發數月來最大規模反政府示

威，4 月 11 日該國國防部長奧

夫證實，軍方已經推翻了掌權

30 年的總統巴希爾（Omar al-
Bashir），並將其以涉及種族屠殺

等戰爭罪行拘捕。

巴希爾在 1989 年蘇丹軍事

政變後上臺，2003 年起被曝光

在該國達爾富爾區進行種族屠

殺，犯下多項戰爭罪行及反人類

罪行，正被國際刑事法庭通緝。

火這事還真不是法國人幹的，至

少英法雙方的具體責任不一樣。

同時之前清政府扣押外交代表

團，還把成員酷刑致死，做出這

種極其下作野蠻、作死的事。特

別得提到，被關押的外交人員一

部分關在北京的刑部大牢、另一

部分就被關押在圓明園。燒掉圓

明園作為報復的動機也起於此。

同時抵制普世的價值，也是

在滋長狹隘的民族主義，對人類

文化遺產的珍愛不區分民族，這

是當今的一個普世觀念。但這個

觀念不是你說有就有的，它要真

正內化成你的情感則還得有別的

基礎，就是有普遍的同情心、理

解力。

建立起普世觀念這事任重道

遠，但瞭解真相卻可以從當下做

起。仇恨和謊言總是孿生兄弟，

化解仇恨的第一步是鑒別事實，

剔除謊言。瞭解地主致富的真實

過程，所謂剝削論的謊言成分被

切除，你對黃世仁的仇恨自然就

降低。瞭解火燒圓明園的因果鏈

條全貌，把教科書裡被忽略的歷

史片段填上，你的復仇之心自然

也會起變化。

節選自：【文昭談古論今】

YouTube 評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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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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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近日，豐田

公司發布了改款型豐田 Prius 

2019， 已 經 開 售， 起 售 價

27,990 加幣。

Prius 車 系 採 用 的 全 新

GA-C 小型車專用模組化底

盤，外觀上 Prius 車系換裝了

翻新設計的前後保桿，更柔和

具流線動感，而全新薄型化設

計的 Bi-Beam LED 頭燈組、與

重新塑型的前氣壩設計，使得

視覺感更銳利。車尾，全新的

整合式 LED 尾燈組則呼應頭

燈組的設計造型。

豐田在提供標準版 Prius

及高配的 Prius i-Tech 車型，

均配置全新設計的 15 吋 /17

吋鋁圈組。Prius 標準車型標

配十輻 15 吋的全新鋁圈組，

並附有經空力設計的銀色烤漆

輪圈蓋，Prius i-Tech 車型則配

置五輻 17 吋鋁圈，並采全新

類鈦金屬灰色、與黑色烤漆的

雙色調。

除外觀設計，Prius 車繫

在內裝升級的部分包括有全新

黑色織布座椅，而 Prius i-Tech

車型則維持高級化取向的皮質

座椅。該車繫在內裝則搭載最

新世代的 Toyota 多媒體系統，

並整合附有十具揚聲器的 JBL

音響、與一具 7 吋觸控螢幕。

安全方面，該車將搭載

Toyota Safety Sense 主動安全系

統，標配整合包括 ACC 主動

測距巡航控制、PCS 預警防

撞、LDA 車道偏移警示附轉向

輔助、及 AHB 自動遠光燈調

整等主動安全科技，另外包括

倒車攝影、及全車七具 SRS 輔

助氣囊等。

新款 Prius 搭載 1.8 升阿

金森循環（Atkinson-cycle）汽

油引擎，搭配兩個電動馬達，

綜合功率 90kW。

2019

riusP riusP
高級電子全輪驅動AW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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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盤上的觸摸按鈕或者扶手箱前部的觸摸板

進行控制。

動力方面，GLC Coupe 換裝全新的

M264 系列四缸汽油引擎，並將提供搭載

48V 微混系統的車型，其中 GLC Coupe 
300 換裝最大功率為 190kW 的 M264 系列

2.0T 引擎。GLC Coupe 的首波動力配置共

計有 GLC 200、GLC 300、GLC 200 d、
GLC 220 d、GLC 300 d 等選擇，全數皆

采四輪驅動的 4Matic 和和九速自動變速

箱。另外，在歐洲市場所提供的所有柴油車

型都已達到歐洲 6d 標準。

根據奔馳官方的數據，新車的 0-60 英

裡 / 小時（96 公裡 / 小時）加速時間將小

於 6 秒。

新車還增加自適應調節懸架，並可以根

據行駛、道路、速度狀況，與發動機、變速

器、轉向機構相互作用。另外，買家還可選

裝 AIR BODY CONTROL 空氣懸架。

第 50期 2019年 4月18日—4月 24日

【看中國訊】近日，梅賽德

斯 - 奔馳公布中期改款的 GLC 
Coupe 車型，官方稱這輛車「秉

承個人主義精神，包含用戶們更

注重的非凡外觀和強大的創新科

技。」該車預計於今年第四季度

登陸市場。

外觀上這款 GLC Coupe 維

持既有輪廓線條，水箱護罩面積

變得更大，格柵中央設置了一條

醒目的橫置飾條，搭配奔馳招牌

的「滿天星」式中網，增添了新

車的精緻感。頭燈樣式等細部進

行修改，晝行燈條改為類似「C」

字形配置。車尾部分，新車採用

了新造型的 LED 光源尾燈，雙

回字型在夜間點亮後辨識度極

高，同時有了雙邊共兩出的鍍鉻

排氣裝飾，運動效果更為明顯。

另外，新車還提供多項選裝

包，包含：ENERGIZING 舒適

包（集成氛圍燈、氣候、音量、

座椅加熱 /通風 /按摩等功能）、

駕駛輔助系統（主動距離輔助

DISTRONIC、主動轉向輔助系

統）、拖車輔助系統、Hallmark
越野功能包等。

車內，內飾部分，新車配備

了兩塊液晶顯示儀表，入門級車

型中控配有 7.0 英吋觸屏，高配

車型配有 10.25 英吋觸屏。澳洲

市場預計標配 10.25 英吋觸屏版

本。中控屏的線條起到視覺拉伸

效果。

車載系統則是奔馳全新的

MBUX 系統，該系統支持「Hey 
Mercedes」語音功能，省卻了中

央扶手的旋鈕設計，可以通過方

頭燈樣式等細部
豎行燈條改為
類似C字形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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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cedes-Benz
The best or nothing.

Andy Lai 
Kent Chow 

Pheobe Ku Venus Chan 

全新 2019款 A級。
體驗年輕動感的 A級座駕，就來 Country Hills奔馳店吧。

全新的奔馳 A級掀背車，完全重新定義，徹底變革了緊湊型車款的現代奢華和內部設計。

品牌專家
粵語 粵語 粵語

粵語國語 國語 國語

品牌專家 品牌專家
品牌專家

4 月 25 日 晚 6 點 至 9 點，Country 
Hills 奔馳車行將舉辦新車發布會！屆時全

新 A 級將閃亮登場！年輕動感的新一代 A
級，將對現代奢華和內部設計給出新的詮

釋。另外，新一代 GLE、G 級也將令人大

飽眼福。活動豐富多彩，包括免費美食和魔

術表演等。

參加活動，需提前註冊，截至日 4
月 22 日。 註 冊 網 址：mbchevents.com/
autoshow。詳情請電：Andy Lai:403-889-
9654（粵 / 英 語 ）、Phoebe Ku:403-399-
2239（粵 / 英語）。請不要猶豫，我們會說

您的語言！

奔馳全新A級 
隆重發布活動

4月25日晚 
等你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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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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古籍記載「飛人」

據《拾遺記》載：4000 年前

堯帝時代，一巨大的船形飛行

物飄浮在西海上空。船體亮光

閃爍，緩緩飄移。船上的人戴

冠，全身長滿白色的羽毛，無

翅而能在高空翱翔。

《宋史 ‧ 五行志》記載，

宋幹道六年，西安官塘出現

了一個雞首人身的怪物，高約

丈餘，大白天從高空中降落下

來，在田野上行走，還試圖與

人交談。有關專家認為，這可

能是個戴著雞形頭盔的外星人。

美國空軍 
檔案中的「飛人」

近代第一個對「飛人」進

行研究的國家是美國。美國空

軍的檔案裡有一份關於不明飛

行物的報告，作者是內布拉斯

加州的威廉 ‧ 拉姆。 1922 年

2 月 22 日下午 5 點，拉姆先生

正在郝貝爾附近打獵。他聽到

空中傳來一聲尖銳的怪聲，拉

姆抬頭看見又大又黑的東西在

天空飛翔，似乎是人的模樣。

然後，這個奇怪的東西像飛機

一樣降落，估計有八英呎高，

開始在厚厚的雪地裡走路。拉

姆先生原想跟著他，但在積雪

裡，想快些走並不容易，最後

筋疲力盡沒有追上他。

神秘的巨大飛人

美國空軍的檔案中，波因

特普萊森特小鎮也是充滿神秘

色彩的地方。小鎮附近，發生

過幾次類似的事件。 1966 年

11 月 15 日，住在波因特普萊

森特小鎮的兩對小夫妻，去鄉

村看朋友時迷了路。他們開車

經過一座古老的磨坊時，天空

飄散下來許多灰塵。一位女士

仰起頭，目瞪口呆地看到有兩

個紅色的圓盤狀的東西，在黑

暗的夜空中閃閃發光。這兩個

圓形物體直徑大概是 2 英吋，

就像是掛在天空中似的。

接著，它們開始向他們的

汽車移動，車上的人終於看

清，原來這是巨人的雙眼。這

個巨人看起來像是人的體形，

但是有 6.5 到 7 英呎那麼高，

而且背後居然還長著一雙翅

膀！這雙紅眼似乎能對路人施

催眠術，足足有一分鐘，每個

人都呆坐在那裡，沒有辦法看

別的地方。直到有人喊：「我

們快離開這兒！」車子終於啟

動離開。但是，當他們開車以

一百英里的時速飛馳狂奔時，

車上的人又看到了一個長翅膀

的人，展開雙翼，輕鬆地超過

他們，飛過樹林。

1966 年 11 月 25 日清晨，

波因特普萊森特小鎮上的一個

年輕的推銷員托馬斯 ‧ 由裡

開著車出門了。他看到有一個

體型異常高大的人，站在田野

旁。可是突然，他張開翅膀，

垂直地飛上天空，就像是一架

直升飛機一樣。車子時速是 75
英里，但他的飛行速度可一點

不比車子慢。波因特普萊森特

小鎮的居民看到飛行怪物後，

整個鎮子都瀰漫著一種難以言

狀的恐懼。

幾乎在同一時間，有人在

西弗吉尼亞州的紐黑文鎮附

近，也看到了會飛的「人」。

紐黑文鎮居民，18 歲的康妮在

星期天做禮拜後，開車從教堂

回家。當她經過一個廢棄的高

爾夫球場時，一個灰色的人影

出現在路旁，大約 7 英呎高。

一雙發光的紅色眼睛，像是在

女孩身上施了什麼法術，使她

看不清近處時的確切身高。突

然，這個「人」伸展開翅膀，慢

慢地飛向天空。而且，這一切

都沒有發出任何聲音，在它飛

行的過程中，甚至沒有拍打翅

膀。

各地的「飛人」傳聞

1963 年 11 月 16 日，英國

肯特郡斯坦丁公園附近，四個

小夥子正參加完舞會，一起走

路回家。他們突然聽到樹枝斷

裂的聲音，接著一個長著一雙

翅膀的黑色龐然大物出現。

1979 年 9 月，俄羅斯中部

的小鎮那高葉也有人看見過類

似的生物。黃昏時分，一個名

叫伊戈爾 ‧ 庫利紹夫的學生和

一個女孩走在田間，太陽漸漸

西沉。他看到在地面上方 30 米

的天空，有一個黑色的物體在

飛。當這個物體漸漸靠近時，

伊戈爾看清了是一個人形的生

物，身上穿的像是中世紀的銀

色鎧甲，閃閃發光。飛過他們

的上方，消失在樹叢的方向。

他們只聽到風吹樹葉的聲音。

有翅膀的「人」可能真的存

在，他們或來自黑暗、神秘的

世界，也許是神秘人種，也許

是外星來客。 

會飛的人類 是外星來客？
◎ 文：藍月

幾乎每個國家的神

話、傳說裡都有會飛的人

類。根據美國秘密檔案記

錄，世界上有一些人的確

曾經見過「長翅膀的人」

或「飛人」。 

（Pixabay）

夢幻七彩「日柱」 

加拿大有一種極 為罕

見 的 景 觀「日 柱」(Light 
Pillars)，五彩斑斕，絢爛綺

麗，偶爾出現，會讓人感覺置

身在夢幻般的童話世界裡。

加拿大攝影師 Timothy 
Joseph Elzinga 曾在午夜極其

幸運的拍攝到了「日柱」，一

束束七彩之光從地面直入天

空，人間瞬即變成了天堂的模

樣。圖片上傳至網絡後，引起

轟動。 「日柱」奇觀，也會在

北歐的芬蘭、挪威、冰島、瑞

典，以及俄羅斯等國家高緯度

地區的冬天出現。

科學家解釋，日柱 (Light 
Pillars) 奇觀是地球大氣層中

的冰晶反射陽光或月光所形成

的一種光學現象。每一束光看

起來像一個薄柱，垂直延伸上

面和下面的光源。當太陽低於

或位於地平線以下時，光柱明

顯可見。

加拿大攝影師 T i m o t h y 

Joseph Elzinga半夜裡看到

的日柱奇觀，有可能是地球大

氣層中的冰晶反射月光所形成

的一種光學現象。

◎ 文：紫雲

人類雖然發明了腎移植

手術，以挽救晚期腎病病

人。但艱難的供體源、昂貴

的手術費，手術後的排異、

終身服藥都是難以解決的問

題。

維克森林再生醫學研究

所（WFIRM）科學家們，

利用治療性細胞修復腎臟的

方式，目前在臨床前實驗中

獲得初步成效，有望在將來

代替腎臟移植術。研究者

在實驗室環境下，向疾病

腎臟注入了人體羊水幹細

胞。 10 週後通過測量廢物

水準，發現腎臟功能有所改

善。該研究組是世界首個從

羊水中分離幹細胞的研究

組。羊水幹細胞不僅可生成

各種細胞類型，還有抗炎症

的能力，可作為器官和組織

再生的潛在細胞源。

腎臟疾病是世界範圍

內棘手的疾病之一。美國

國家腎臟基金會（National 
Kidney Foundation）的數

據顯示，超過 3000 萬美國

成年人患有腎病，還有數百

萬人有患腎病的風險。而腎

移植是目前唯一能夠恢復腎

功能的辦法。

幹細胞治療或
可替代腎移植

◎ 文：幽夏

布袋和尚「忍」字度人   
《宋高僧傳》記載，五代後

梁時，僧人契此常常用杖負布袋

進入街市，人稱布袋和尚。後梁

明州評事蔣宗霸拜之為師，見其

背上有四目。曾見其於雪中臥而

身上無雪，眾人皆奇。

後梁貞明三年（917 年）三

月，契此圓寂前留一偈語：「彌

勒真彌勒，化身千百億，時時示

時人，時人自不識。」人方知契

此乃彌勒菩薩化身。他圓寂後不

久，有人在別州看見他仍背著布

袋到處走。

元朝鄭廷玉的《布袋和尚忍

字記》，講述了一則布袋和尚點

化富豪的故事。

在汴梁城有一個名叫劉圭字

均佐的人，白手起家成為汴梁首

富，儘管家財萬貫，但依然非常

吝嗇。有一年冬天下大雪，一個

從洛陽遊學到汴梁的書生，因饑

寒交迫昏倒在劉家大門前。

這劉員外雖吝嗇，卻還有善

心。他救下了昏倒的書生。一問

姓名劉員外樂了，原來書生也姓

劉，且名為均佑。劉員外高興得

當場認書生做義弟，留他在府上

打點放債等雜事。

半年過去了。這一日，布袋

和尚來了汴梁城，沿街唱偈：「行

也布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

到大自在。」

來到劉家門口，劉家人紛紛

取笑布袋和尚的大肚子。和尚笑

呵呵地說：「你笑我無，我笑你

有，無常到來，大家空手。」

見了劉員外，布袋和尚讓他

伸出手來，在他的手上寫了一個

「忍」字，叮囑他：「忍字是你隨

身之寶。」布袋和尚走後，劉員

外無論怎麼洗，都洗不掉手中的

忍字。

因劉員外早年欠人一筆錢，

一日，債主上門想索回，劉員外

不認，債主便百般叫罵。劉員外

氣極竟失手將債主打死。

出了人命，劉員外只好外出

逃命。正巧被布袋和尚撞見了。

於是求和尚救他，並答應從此甘

願出家，一心禮佛。

布袋和尚嘆道：「我教你忍

著，你還是沒忍住。」布袋和尚

救活了債主，令劉員外如數償還

債務。了結雙方恩怨後，劉員外

守著家業田產、嬌妻幼子，又反

悔不想出家了。布袋和尚就讓他

在後園結一個草庵，叮囑他好好

修行，「凡事要忍」。

劉員外在草廬中常常看著手

上的這個忍字，回顧自己一生，

都在錢上糾纏，為錢強索強賣，

甚至為錢殺人。原來貪財之人的

心上有把殺人的刀啊！

一年過去了，劉員外日日反

省自己，心中也清淨許多。

這一天，他兒子忽然急急來

告，說叔叔和母親每天都在飲酒

做伴。劉員外大怒：當初救下書

生還認作義弟，把家業都託付他

看管，沒曾想乘自己修行竟然幹

出這等勾當。

劉員外當下直奔廚房拿了

一把刀，要殺了奸人。猛然看見

手上的忍字，想起布袋和尚的偈

語：「休戀足色金和銀，休想夫

妻百夜恩。假若金銀堆北斗，無

常到來與別人。」

至此，劉員外徹底醒悟，從

此捨棄紅塵，出家做了一名真正

的修行者。

◎ 文：秀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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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人」住大屋  
「富人」住高樓

　　在中國，一般有錢人更喜歡住在郊區的別墅，因為那裡

更安靜，而且私人空間較大，別墅面積大，可以居住的人口

也更多，更符合中國人喜歡幾代同堂的傳統文化，不過別墅

造價比較高，所以一般人家都是買公寓居住。不過，日本則

剛剛相反，窮人住在獨棟屋，有錢人住高級公寓。

在日本動漫和影視劇中，我們常

能看到日本許多街道上都是獨棟小別

墅，只有在人多的鬧市裡會有人住公

寓，一名日漫迷網民最近提出一個問

題：「日本地少人多，為甚麼窮人都

能住獨棟呢？另外像動漫裡的蠟筆小

新，還有多啦 A 夢裡的大雄，也都

是一般的工薪家庭，也都是住在獨棟

裡？而像小夫這樣的有錢人卻住在公

寓呢？」

和中國土地國有制不同，日本的

土地是私有的，所以買下一個別墅，

那麼這片土地也是屬於房屋持有者

的，日本的獨棟大屋很多都是從前老

人居住後留給下一代的，就這樣一代

代傳下去，所以一些年輕人選擇住這

些房子不是購買新的房子，而且在這

裡，他們不需要交物業費等多餘費

用，會節省下一筆開支，往往家族幾

代都會一起住。

因此在日本作為富人，比如明星

或者企業家等，更喜歡住在處於都市

中的高級公寓裡，因為公寓無論是安

保還是物業都比較完善，需要他們動

手打理的地方很少，而且日本公寓樓

一般都是在城市中最繁華的地方，周

圍交通發達，設施齊全，是享受生活

的好地方。

Mt Tomah Botanic Garden 
藍山植物園 

Botanic Garden 是澳洲海拔最高的植物園，佔地 252
公頃植被豐富，有悉尼人後花園之美譽。每到秋季，植物

園也是熱門的賞秋盛地。這裡的楓樹大，楓樹多，佈局

廣，色彩美。滿樹的紅葉璀璨奪目，如火如荼，成為了植

物園裡最撩人的秋色。重點是這裡還是免費的！ 
地址：Bells Line of Rd, Mount Tomah NSW 2758

美得犯規

◎文：銘特

千萬別在四月來澳大利亞，因為，你很

可能對她一見鍾情，就此愛上她，再也不想

離開了！ 高曠遼遠的碧空、斑斕如畫的叢

林，一切都那麼渾然天成又恰到好處。 

澳洲的秋天，像一杯酒。入口很烈，過

喉很涼。初嘗一口，甚覺驚豔 ~ 這酒裡，藏

著層林漸染的暖黃和金桂飄香的明朗。 

甚麼時候是澳洲的秋天？ 

當春意悄然光顧北半球時，這時候的澳

大利亞秋意漸濃 , 當 4 月的夏令時結束時，

澳大利亞真正意義上的秋天便如期而至。綻

放的是一份被時光醞釀下的紅酒的醉，一陣

風一吹就翻黃翻紅了的風情天地。 

澳大利亞植被覆蓋率極高，植物品種繁

多，多種落葉植物在秋天裡換上淺綠、淺

黃、金黃、橘黃、桃紅、深紅甚至紫色的秋

裝。這樣的秋色雋永，悠悠，自帶貴氣登

場。

Mount Wilson  
威爾遜山 

MT Wilson 的楓葉，是新洲最負

勝名的「網紅」秋色無邊，紅葉燦爛，

每年來到這裡賞楓的遊人絡繹不絕。

那裏雖小，卻是一個風景如畫的英國

傳統風格小鎮，有很多私家花園，每

一個花園都各有特色，大多數都有

幾分日式園林的精緻，就像走進了童

話裡的森林一樣。進入花園需要買門

票，通常都是 7、8 塊的樣子，山長水

遠地來到這裡，進去拍個照逛一逛還

是很值得的。 
觀賞地點位於藍山國家公園以

北 的 Mt Wilson（威 爾 遜 山）， 離

悉尼市中心 2 小時車程。悉尼周邊

還 有 Mt Tomah Botanic Garden，
Blackheath，Leura，Wentworth Falls
等也是欣賞紅葉的好去處。 

地址：因為 Mt.Wilson 太小了，

所以很難說清到底在哪裏。反正只要

沿著公路朝山裡開，看到歐式風格的

道路就表示到了。

新州

四月，澳洲又要得罪全世界！ 

農場小動物
樂 園

復活節兔子
拍照活動

週六，4 月 20 日
早 10 點 -晚 6 點

在 Family Park 旁邊

週六，4 月 20 日
下午 12 點 - 6 點
請到客服中心了解更多細節

可獲得一張免費 4×6 英寸

與復活節兔子合影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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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貫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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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佗，字元化，又名旉，他出生於東

漢末年，是三國時代的名醫。少年時代，

他曾在外遊學，鑽研醫術而不求仕途。他

醫術全面，精於手術，被後人稱為「外科

聖手」、「外科鼻祖」。他精通內、婦、

兒、針灸各科，外科尤為擅長，行醫足跡

遍及安徽、山東、河南、江蘇等地。他

曾用「麻沸散」使病人麻醉後施行剖腹手

術，是世界醫學史上應用全身麻醉進行手

術治療的最早記載。又仿虎、鹿、熊、

猿、鳥等禽獸的動態，創作名為「五禽之

戲」的體操，教導世人強身健體。後因不

服曹操徵召被殺，所著醫書《青囊經》已

失傳。

幼年喪父 人生坎坷天資聰慧 
史傳，華佗自幼做事機敏，聰慧過

人。他在 7 歲時，父親去世，家中十分貧

困，母親無奈，只得讓他去央求父親生前

的好友 —— 蔡醫生學醫。華佗遵母命到城

裡見了蔡醫生，說明了來意，蔡醫生心裡

暗想：華佗的父親是我的好朋友，如果我

不答應，鄉鄰肯定會罵我：「人死絕交，

對友不義。」如果我答應他，還不知他是

否是一塊學醫的材料，最好設法考考他。

蔡醫生此時看到他的幾個徒弟正在

古時候，沒有CT、B超，不可能拍X光照片，也沒有核磁共
振，然而中國古代的醫生卻擁有另外一套完全不同於當今實

證科學的醫學體系——中醫。在中國古代的名醫之中，華佗

是首屈一指的「千古神醫」。

院子裡採桑葉，但是最高的枝條搆不

著，也爬不上去，就對華佗說：「你能設

法把這最高枝條上的桑葉採下來嗎？」華

佗說：「這很容易啊！」於是，他叫人取

了一根繩子，拴塊小石頭，只一拋，繩

子拋過枝條，樹枝被壓下來，就把桑葉

採到手裡了。

蔡醫生又看到二隻羊正在鬥架，眼

都鬥紅了，誰也拉不開，就說：「華佗，

你能把這二隻羊拉開嗎？」華佗回答說：

「這好辦。」只見他馬上抓來二把鮮草，

放在羊的兩側，鬥架的羊早已餓了，看見

身邊的鮮草，就過來搶著吃，自然散開、

不鬥了。蔡醫生見華佗如此聰明機敏，當

場就決定收他為徒。

察言觀色 即可治療頑疾
華佗有一次看見一個面色焦黃、呼吸

緊促、病勢很重的推車人，經過詢問，知

道他腹內絞痛，華佗馬上斷定這人是身患

腸癰（即闌尾炎）。（下文轉 C2）

千古神醫－華佗

華佗
字：元化

生：東漢末年 卒：西元

208年

稱為：外科鼻祖

成就：麻沸散 五禽戲

作品：《青囊經》（已佚）

五禽戲：WELLCOME COLLECTION GALLERY/WIKI/CC BY 4.0；背景：FOTOLIA；插畫：WINNIE WANG



廣濟門城樓

◎  文：美慧

( 上文接 C1) 於是華佗讓病人喝了麻

沸散，很快就麻醉過去了；他用刀子切開

患者的腹部，割去腸子的潰爛部分，洗滌

內部，然後縫合起來，又塗上消炎生肌的

藥膏。過了幾天，傷口很快癒合，病人也

恢復正常了。

《後漢書》中記載，李將軍的妻子有

病，請華佗前去診治。華佗經過診脈後

說，是由於懷孕期間身體受傷而胎兒未掉

所造成的病。李將軍卻說，孕期確實受過

傷，但是胎兒已經墜落，華佗堅持說，依

脈相看，胎兒並沒有墜落，李將軍不以為

然。過了一百天後，李妻病勢轉重，再次

請華佗看病，經過診脈之後，華佗說，脈

相如前，原是雙胎，先流產的胎兒使母體

流血過多，後一個不能產出，現在這胎兒

已死，縮附在其母脊背上。於是華佗先給

李妻扎針，然後進湯藥。片刻之後，婦人

覺得要產，但又產不下，華佗說，這是死

胎枯萎，不能自生，必須由人探取。他告

訴一婦人探取之法，果然取出死胎。

相同病狀 不同療法
府中官吏倪尋、李延同時來找華佗就

診，兩人都是頭痛、發燒，病痛的症狀完

全相同。華佗卻說：「倪尋應該把病邪瀉

下來，李延應當發汗驅病。」有人對這二

種不同療法提出疑問。華佗回答說：「倪

尋是外實症，李延是內實症，所以治療他

們，也應當用不同的方法。」馬上分別給

兩人服藥，第二天一大早，兩人一同病

好，起床了。

華佗有一天走在路上，看見有一個人

咽喉堵塞，想吃東西卻不能下嚥，家裡人

用車載著他來求醫。華佗聽到病人的呻

吟聲，就停車去診視，然後告訴他們說：

「剛才我來的路邊有家賣餅的，店裡有蒜

齏大酢（蒜泥和老醋），你們向店主買三

升來吃下，病痛自然會好。」他們馬上照

華佗的話去做，病人吃下後，立即吐出數

條像蛇一樣的蟲子，病狀馬上消失了。病

人高興地把惡蟲懸掛在車邊，到華佗家去

拜謝救治之恩。

創編五禽戲

華佗精通養生之術，「時人以為年且

百歲而貌有壯容」，但仍有壯容。他模仿

虎、鹿、熊、猿、鳥的動作，創造了五禽

戲。他認為「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

爾。動搖則谷氣得消，血脈流通，病不得

生。譬如戶樞，終不朽也。」華佗的徒弟

吳普一直學習，年至九十多歲，耳目仍然

聰敏，牙齒完整。

神醫辭世 妙法失傳 
華佗由於行醫得法，醫術高明，聲名

遠播。時魏王曹操，常患頭風病，請了很

津。橫臥在滾滾韓江之上的廣濟橋以集梁

橋、浮橋、拱橋於一體的獨特風格，與趙

州橋、洛陽橋、盧溝橋並稱「中國四大古

橋」，它是中國第一座，也是世界第一座

啟閉式橋樑。

廣濟橋建於宋代，至今已有 800 多

年的歷史。清末時期的廣濟橋是潮州城居

民主要的交通要道，當時的廣濟橋除了是

交通往來之地，還是商貿的集散地，兩岸

居民在廣濟橋上買賣日常用品、農貿商

品，每天從清晨開始，一直到太陽下山，

廣濟橋上始終是人來人往的，非常熱鬧。

直到現在，潮州一帶還流傳著這樣一

首民謠：「到廣不到潮，枉向廣東走一遭；

到潮不到橋，枉向潮州走一遭。」民謠裡

所說的「橋」，指的正是「廣濟橋」。

古樸清幽韓文公祠

如果要選出一位在歷史上對於當今

潮汕地區影響最大的人物，「唐宋八大家

潮州是一座文化底蘊豐厚的古城市，

聳立著牌坊的潮州古城裡人流穿行不息，

古色古香的民居中，居民悠然自得的生活

著。徜徉在古城大街小巷中，一座座堅如

磐石的古城牆，一處處歷史悠久的古建

築，讓人彷彿走進歷史的時空，穿越回那

古早的歲月……

秀美壯麗古城牆

潮州古城牆是潮州古城最醒目的標

誌，始建於明洪武三年（1370 年），斑駁

的古城牆背負著歷史的印記，是一本記載

潮州古城文化歷史的大書。潮州古城共有

7 座城門，現存的有上水門、竹木門、廣

濟門、下水門 4 座，並建有城樓，以座落

於廣濟橋西端的廣濟門城樓最為壯麗。

廣濟門城樓是一座宮殿式的三層閣

樓，屋頂鋪設雙層大青瓦，雕欄畫棟，四

面環窗，飛閣流丹，深具古代建築特色。

登上廣濟門城樓遠望，韓水、韓山、金

山、湘子橋等景色盡入眼簾，遠處韓江江

面開闊遼遠，行船如梭，美景如夢似畫，

每年吸引許多遊客到此造訪。

嘉德懿行牌坊街

牌坊是潮州古城的獨特標誌。牌坊的

用途廣泛，原本只是在坊門上書寫街、巷

的坊名，後來把城鄉間於節義、功德、科

第上有突出表現者，將其嘉德懿行書貼於

坊上表揚，並流傳至今。

潮州古牌坊最集中的路段位於太平路

與東門街一帶，而在眾多的牌坊中，又以

座落於大街鋪巷口的「狀元坊」最為有名。

「狀元坊」是為明嘉靖壬辰狀元林大

欽所建。林大欽是潮州唯一的狀元，在潮

州可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他於明嘉靖十一

年（西元 1532 年）時狀元及第，負責起

草制誥、修史、著作圖書等，尤以修史為

重，所以林大欽也被稱為東莆太史。

林大欽曾提出洋洋灑灑 4500 餘言的

〈廷試策〉尖銳地指出當時的政治弊端，

並直言敬告皇帝要「誠坦懇至」、「清虛

寡欲」以「富民生足衣食」，切中時弊的

論述不僅打動了嘉靖皇帝之心，也贏得了

百姓的敬重，也因此，當時的世人為其建

牌坊，以表彰他的功績。

商貿要道廣濟橋

廣濟橋，俗稱湘子橋，位於潮州市

東門外，為古代廣東通向閩浙的交通要

潮州，位於韓江中下游，

是廣東省東部沿海的港口

城市，曾是海外貿易的始發

地，也是粵東的政治、經

濟、文化中心，素有「嶺南

名郡」之稱。

之首」韓愈應該是深孚眾望。現在的潮

州市，有韓江、韓山、韓堤、韓文公祠

等名，凡冠「韓」字，皆是為紀念韓愈在

潮——也正因為此，有「不虛南謫八千

里，贏得江山都姓韓」的讚譽。

唐元和 14 年（819 年）韓愈因提出

停止迎接法門寺佛骨到長安供奉的建議，

觸怒了皇帝，幸得宰相裴度等求情，被貶

為潮州刺史。韓愈被貶至潮州這個窮鄉僻

壤之地卻未喪志。他興修水利，又大辦

教育，並苦民之所苦，想方設法解決百

姓的問題。其中〈祭鱷魚文〉即成千古傳

頌。當時潮洲沿海一帶常有鱷魚出沒，威

脅人畜的生命，韓愈還寫了一篇〈祭鱷魚

文〉，虔誠祭之，並令鱷魚限日遷徙，結

果，奇蹟出現，潮州從此不再有鱷魚出

現。

百姓們認為，韓文公心存忠義，令當

地人民安居樂業，誠心禱告之後，連惡毒

的鱷魚也平息了，因此被潮州人奉為神，

潮州人為了紀念他，還將筆架山改為韓

山，筆架山下的鱷溪改稱韓江，並建立韓

文公祠，以表達對韓愈的敬重。

陶瓷藝術享譽國際

素有「中國瓷都」之稱的潮州，與德

化、景德鎮、唐山並稱為中國「四大瓷

都」。潮州瓷器質地細膩、純淨，釉色

豐富，有白、青、影青、黃、醬色等，再

加上潮州瓷器瓷塑人物、動物、盆景構思

巧妙，立意新穎，工藝精細，造型大方，

線條優美，在中國陶瓷藝術中獨樹一幟。

自唐宋以來，潮州就是南北貿易的交

通要道，隨著海上的貿易發展，潮州瓷器

也跟著外銷到世界各國，從此打開了潮州

瓷器在國際上的知名度，也奠定了它在中

國陶瓷歷史上不朽的地位。

不僅是陶瓷，潮州自古以來形成的重

商文化，也使其商貿發達，許多人遠赴重

洋經商、定居。目前旅居世界各地的潮州

人總數已超過潮州本地。潮州人給外界的

印象，一般認為他們敢於拚搏，勇為天下

先，其經商稟賦更為外人所稱道，自古以

來便以潮商一詞為人所知。在中國商幫之

中，潮商有「東方猶太人」的稱號，享譽

天下，以華人首富李嘉誠為其代表。世界

各地潮州會館、商會也多不勝數。潮州也

人才輩出，以國學大師饒宗頤為代表。

神 州 大 地
系 列 嶺南名郡  潮州

千古神醫－華佗
多醫生治療，都不見效。聽說華佗醫術高

明，就請他醫治，華佗只給他扎了一針，

頭痛立止。

一次華佗為曹操診病後說：「丞相

的病已經很嚴重，不是針灸可以奏效的

了。我想還是給你服麻沸散，然後剖開頭

顱，施行手術，摘除腫瘤，這才能祛除病

根。」曹操一聽，以為華佗要害他，就把

華佗關進監獄。後來華佗死在監獄裡。

華佗臨死之前，把他在獄中整理好的醫

著 ——《青囊經》交給牢頭，說：「此書

傳世，可救天下蒼生。」但是牢頭非常害

怕，不敢接受，華佗只好忍痛，把這部醫

學寶典用火燒掉了。

歷史上的神醫，華佗之外，還有如扁

鵲、孫思邈、李時珍。他們的事蹟被史書

所記載，其醫德醫術，也令後輩仰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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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ncis Y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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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e SW      
電話: 403-255-6009 （中）/ 587-577-5501（歡迎 Walk-in 或 預約）  kaimanfyeung@gmail.com
預約時間：週一、三、四 、五、日  早11點－晚7點 （週二週六休息）

中藥處方
主治：婦科病 · 脾胃病 · 
皮膚疾患 · 呼吸道
及老年性疾病等

經筋棒
主治：腰、腿
背痛

掃描加
楊醫師微信

中醫健康講座（免費）    
時間 :   2019年4月21日(星期日) 下午2時正 
地點: 卡城市中心 #116, 738 - 3 Ave SW (Bow River Wellness Centre)
歡迎查詢   電話: 587-577-5501    

講題: 疼痛       講者: 楊繼文中醫師 (粵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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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我國歷史上輝煌燦爛的時代，

是世界上聞名的天朝大國。盛唐時期指的

是貞觀之治到開元盛世這段時間，這個時

期政治清明、經濟繁榮、文化開明，在社

會生活、文學藝術等各個方面所呈現出來

的繁盛景象，被後世稱為「盛唐氣象」。

這種局面的開創，是始於唐太宗及其後的

君王關愛百姓、選賢任能、善於納諫的結

果。唐太宗身居高位而謙恭待人、大度容

人，敢用反對過自己的人，勵精圖治，不

僅是唐代盛世偉業的開創者，更為後世樹

立了治世的典範。

唐文化的特有氣質，正是這種「兼收

並蓄」、「有容乃大」的精神。這種精神

造就了唐代「充實而又光輝」的文化繁榮

時代，使我國傳統文化進入了一個異彩紛

呈、奇峰迭起的時期。

文學藝術

從清康熙年間編纂的《全唐詩》來

看，作家二千二百多人，作品四萬八千

多首，詩人之眾，詩作之繁，實為中國

詩史之奇觀。唐詩不僅數量眾多，而且

藝術精湛、水平極高，《全唐詩》開篇就

是唐太宗的〈帝京篇十首〉，詩作氣勢宏

大，使人感到他「心隨朗日高，志與秋霜

潔」（〈經破薛舉戰地〉）的高尚節操和遠

大抱負。隨後群臣的詩作也展現出闊大的

氣勢和胸襟，如：大臣楊師道的「爽氣長

空淨，高吟覺思寬」（〈初秋夜坐應詔〉）

等，剛健質樸的貞觀詩風影響著後世。

盛唐時期名家輩出，宛如星漢：「詩

仙」李白；「詩聖」杜甫；以寫自然風景

著稱的孟浩然、王維；邊塞詩人高適、

岑參；「詩家夫子」王昌齡；經歷了盛唐

的成熟，中晚唐時期眾多的詩人代表者

白居易等。其詩作博大、雄渾、深遠、

超逸，無不體現著時代的風格和精神。

如：李白的「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

攬明月」、杜甫的「煌煌太宗業，樹立甚

宏達」、王維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

中」……

除詩歌外，唐代散文、小說、傳奇等

方面也達到了相當高的成就。體現了一代

文人：「濟蒼生」、「安社稷」的理想抱

負，反映民生和揭露社會時弊的敏銳洞察

力和勇氣，對國家的責任感，高瞻遠矚的

大眼光、大格局。

（待續）

The Tang Dynasty (618 – 907 AD) 
is considered a glorious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a time when China was the largest 
and strongest nation in the world. The apex 
of the Tang Dynasty refers to the time 
between the "Reign of Zhenguan" (i.e., the 
reign of Emperor Taizong of Tang) and the 
"Era of Kaiyuan" (i.e. the reign of Emperor 
Xuanzong of Tang.) During this period, 
China enjoyed a moral political system 
and flourished in all aspects including the 
economy, society, as well as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Why was this so? It was because 
Emperor Taizong and his successors had 
caring and benevolent hearts for the people. 

They appointed virtuous and capable people 
to important positions, and were able to 
accept suggestions and even criticism from 
their appointees. Although supreme as an 
emperor, Taizong was humble, respectful, 
and tolerant. He even appointed those who 
had opposed him in the past to important 
positions. Emperor Taizong had always 
been diligent and had lofty goals. Thus, he 
was not only the pioneer of the golden age 
of the Tang Dynasty, but also a role model 
for future emperors.

 The unique character of Tang culture 
can be summarized as "having an open and 
broad mind, combining the very best of 
all." It is precisely this spirit that forged this 
culturally diverse and splendid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The Complete Tang Poems," compiled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Kangxi 
(1654 – 1722 AD) of the Qing Dynasty, 
is a collection of more than 48,000 poems 
written by over 2,200 poets. The number of 
accomplished poets and the diversity of their 
poetry was a shining star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 poems written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were not only great in 
number, but were also high in artistic value.

The opening piece of "The Complete 
Tang Poems" was Emperor Taizong's ten 
poems of "The Imperial Capital." "My heart 
rose with the sun in clear sky; my aspiration 
as pure as the autumn chrysanthemum." 
(From "Re-visiting the Battlefield where I 
Defeated Xue Ju") Xue Ju was a warlord 
at the end of the Sui Dynasty. These pieces 
had an imposing spirit, which allowed the 
readers to experience the author's lofty realm 
and high ambitions.

The ensuing poems by the officials 
in Emperor Taizong's royal court also 
manifested open and broad vision. For 
example, high-ranking official Yang Shidao 
wrote in his poem "Waiting to See His 
Majesty in Early Autumn:" "In the clean air 
and clear sky, I felt my mind was broadened 
while reciting a poem." The upright, pure, 
and simple character of poems during the 
Reign of Zhenguan had quite an impact on 
future generations.

The golden time of the Tang Dynasty 
produced countless renowned poets: "God 

of Poetry" Li Bai, "Saint of Poetry" Du Fu, 
Meng Haoran and Wang Wei who were 
both famous for poems describing natural 
scenery, Gao Shi and Cen Shen whose 
poems were mostly about life in border 
areas, "the Poetry of Confucius" Wang 
Changling, and so on. In the later years, 
Bai Juyi was typical of many poets in the 
mid-to-late Tang Dynasty. Their poems 
are profound, imposing, and far-reaching; 
they transcend the mundane and embody 
the spirit of the Tang Dynasty. "(My heart 
is so) inspired by lofty aspirations, as if we 
were about to fly to the blue sky to pluck the 
moon." This poem, written by Li Bai, is just 
one example of their skill with words.

In addition to poetry, Tang style 
essays, novels, and tales of marvels also 
reached a very high artistic level. Scholars 
of the Tang Dynasty wrote about people's 
lives and exposed the dark side of society, 
demonstrated acute insight, courag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great foresight, and broad 
vision. Between the lines, we are able to see 
their high ambition of "saving the multitudes 
of people, and maintaining the peace and 
prosperity of society."

(上 )

盛唐文化與盛唐精神 文學藝術之

Culture and Spirit during the Apex of the Tang Dynasty (Part 1)
李白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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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比干是漢武帝時的一位直

臣，字少卿，曾隨當時著名的政

治兼法學家晁錯學習《尚書》，

任廷尉正（負責執法量刑的官

員）。

他為人寬厚仁慈，經明行

修，兼通法律，相信「公門之中

好修行」，總設法解脫他人罪

過，所以他主張法治，當時他的

上司是歷史上有名的酷吏廷尉張

湯，經常刻意嚴刑酷法，何比干

雖身為部屬，常多次為這事與張

湯發生爭執，加上後來又得罪了

當朝的竇氏一族，就被外放到丹

陽（今河南省汝陰縣）去當個

都尉（司法長官）。

何比干到任後，審判案犯

時，著重證據和調查研究，經他

審判的案件，沒有被冤枉的囚

犯，史稱「獄無冤囚」。

由於他執法公正，得到人民

的愛戴，淮汝的老百姓都尊稱他

為「何公」。

漢武帝征和（又稱延和）

三年三月的某一天，外面正下著

大雨。到了中午的時候，何比干

在家裡作了個白日夢，夢見家門

外來了許多高貴的賓客、車馬擠

滿了家門。

何比干醒來後把這夢告訴了

妻子，話還沒有說完，看見門口

站著一位老婆婆，年約八十多

歲，滿頭白髮，向何比干請求進

屋躲雨。

說也奇怪，外頭雨下得很

大，但老婆婆的衣服卻一點也沒

淋濕。雨停了以後，何比干送老

婆婆到門口，老婆婆對何比干

說：「您常做善事，積了許多陰

德（指的就是「獄無冤囚」），

所以我今天送您一些符策，它們

可保佑您子孫繁盛。」說完，就

從懷中拿出一些符策，這符策

形狀像竹簡，長九寸，一共有

九百九十根，她把這些符策給了

何比干，並對他說：「您的子孫

有當官配印的，人數就像這些符

策的數目一般，而且他們的官祿

便像這符策上所寫的那樣。」

何比干五十八歲時病逝。

何比干生有六子三女，雖然子

孫不像那老婆婆所說的那樣有

那麼多人都做了大官，但也都

開枝散葉，綿延不斷。據《東觀

漢記》卷十六傳十一記載：「比

干生壽，蜀郡太守；壽生顯，京

輔都尉；顯生鄢，光祿大夫；鄢

生寵，濟南都尉；寵生敞；八

世也。」何敞後被外放任汝南太

守，治理地方以寬和為政，積極

組織生產，修渠築堤，墾田三萬

頃，深受百姓擁戴。

（出〈搜神記卷九何比干〉）

總而言之，做生意就是講究

鴻運當頭，講究順遂無礙。只

是，當你有了做生意的打算，即

使你有足夠的能力與財力，或豐

碩的過往經驗，都還是不夠的。

因為，做生意最重要的是你要懂

得聚集人氣，還要有做生意的好

運氣，還得能獲得財神爺的看護

庇佑。所以，做生意之人如何獲

得充足的運氣真的是一件很重要

的事情，這亦是做生意之人切莫

缺少的要素之一。

那麼，我們該怎麼聚集財運

或是把好運通通給留在自己這裡

呢？或是說，我們該怎麼樣才能

夠趨吉避凶，把邪祟、晦氣與所

有不好的因素通通驅逐，才能夠

不讓不好的東西影響到自己做生

意呢？

小編在這裡為各位整理了幾

招妙方，希望能對大家的生意起

到良好的功效。

一、開業當日禁殺生

倘若你的店鋪是第一天開

業，記得，切勿殺生。倘若是飯

店的生意，則又另當別論。

為甚麼不能殺生呢？這是因

為開業當天忌見紅，見紅不是好

彩頭，有可能會使財運遠離。有

的生意人不相信，開業當天見

紅，結果後來的生意每下愈況，

最後連老闆的熱情也降溫了。當

老闆賺沒多少錢，可是當初的開

店熱情卻被消磨的越來越稀薄

之後，就有可能會陷入兩難局

面－－關不了店，卻又得為不溫

不火的生意窘況而賠錢。

二、擺飾的須知

招財貓要擺對位置。倘若你

喜愛逛街買東西或是到過很多餐

廳，應當會發現，很多商家都會

擺設招財貓。

看到招財貓的擺飾，讓人立

即想到它是來源於日本，只是近

年來開始廣傳到了海外。雖然是

日本的物件，但是我們擺放招財

貓也有其要注意的事項。

首先，招財貓得要朝向大門

口，這樣才能夠為店裡招攬到客

人。其次，我們最好是選擇左手

擺動的招財貓，而非右手擺動的

擺飾，因為招財貓若是左手在擺

動，代表牠是雄性，雄性的招財

貓比雌性的招財貓可是更能為自

己的店裡招攬到好運氣呵！

勿擺放饕餮 : 提到饕餮，很

多人都知道牠是形容很貪吃、愛

吃東西的人。有不少商店會擺放

饕餮，店主應該是想藉著傳說中

貪吃的饕餮，來寓意自己的生意

會越做越大、越做越富。

可是，事實並不是這樣的，

因為貪吃是後人引申出來之意。

其實，饕餮可是凶物，牠與「混

沌」、「窮奇」、「檮杌」合稱為

上古四凶，而且，在傳說中，特

別貪吃的饕餮可是貪吃到連自個

兒的身子都給吃掉了，最後饕餮

只剩下了一個腦袋呢！

做生意得講究細水長流，怎

可學饕餮的貪食、貪婪心呢？若

是學饕餮這樣，只怕最後會因為

自己的貪心而將自己的生意毀於

一旦，而無法達到最初開店時的

構想，讓業務蒸蒸日上、鴻圖大

展了。

唐德宗貞元年間，有個孟員

外，年輕時考進士，多次未中。

想要不考了，又無處可歸，於是

寄居在一個姓殷的親戚家裡，時

間長了，姓殷的親戚就開始厭煩

起來。不巧這時孟又得了惡性瘧

疾，還一天比一天嚴重。於是孟

員外對姓殷的長輩說：「我命薄，

病得這麼嚴重，恐怕弄髒您老人

家的豪華住宅，我願意聽從命運

的安排，離開你們家，死到其他

的地方。」姓殷的聽了也不說挽

留的話，只給了他三百文錢，孟

員外離開之後不知道該去哪裡。

街西有一個算命的，每天清

早給人算卦，算完後就放下簾子

關門。孟員外便去拜會他，將自

己的坎坷經歷和就要病死的困境

詳細的敘述一遍，並將身上僅有

的三百文錢作為算卦的錢。算命

人留他住下，並立即為他算了一

卦，算完後驚訝地說：「再過十

天，您在此地就會得到重要的職

位，每月俸祿就有七千錢，為甚

麼還說自己貧窮下賤呢！」算命人

留他居住，並熱情款待他。可是

到了第九天，仍沒有任何消息。

於是孟員外又回到姓殷的家

裡，姓殷的更加瞧不起他，也不

好好接待他，晚上就讓他睡在馬

廄裡。等到天明，有皇帝任命的

一名禁軍將領到邊境當觀察使。

這個人和姓殷的是朋友，親自

來敲殷家的大門，對姓殷的說：

「我的文筆不行，想給皇帝寫一

個表示感謝的書信，再寫一封安

撫邊境敵寇的信函，另外還需

要處理的事情很多，想找一個熟

悉文書的人，你能幫我推薦一個

嗎？」姓殷的想了一會兒，沒有想

到可以推薦的人。不一會兒，忽

然想起孟君曾多次應試，應可以

擔當這個差事，就給他們引見，

將領見了就讓孟員外先寫一篇向

皇帝報送的「表」。寫完後，看

到孟員外的文筆整齊流暢，於是

聘請孟君到軍中任職，並上奏給

皇帝。幾天後，孟君就被授予官

職，每月的俸祿正好七千文錢。

孟員外命運的轉機正是算卦後第

十天開始的。（出《逸史》）

命運的轉機

不易識別的富貴

◎ 文：靈力 圖：Fotolia

◎ 文：如一整理

◎ 文：石芳

◎ 文：東方

做生意的人重視合作

的夥伴是不是對盤或夠不夠

精明、生意能不能賺錢、資

金是否充足⋯⋯

生意人必看的風水禁忌
◎文：乙欣 圖：Fotolia

一日之德 增壽一紀

嚴明公正 子孫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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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立體定位
對症施治

「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為，

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

雖未為，而凶神已隨之。」這句

話的意思是說念頭一起，是善或

惡，吉凶便已決定。

心中有了善念，善事還沒有

做，吉神已經跟隨他。心中起了

惡念，惡事還沒做，凶神已經跟

隨他了。

清代《北東園筆錄續編》，

即《勸戒續錄》記載了一個「一

日之德，增壽一紀」的故事。人

活一百天叫一算，十二年叫一

紀。

紹興有個人，因為部吏的官

期已滿，被提升為京城尉。一個

夏天，因為有事出城，在路旁樹

下休息，看見一個人騎著馬自西

邊來，也停在這樹下休息。紹興

問他從哪來，那個人說：「我是

奉上天之命，來抓人的。」

於是出示了拘票給他看，京

城尉看到自己的名字也在裡面，

吃驚地說：「你是來抓我的嗎？」

那個人說：「還沒輪到你呢，先

是城東老人，第二個是山東人，

第三個是女子，你是第四個。」

說完就不見了。

京城尉嚇得歪斜不穩的跑回

家，告訴了家人。

第二天早晨，到城東，果然

看見一位老人，才開門，就摔在

地上不動了，於是相信昨天在樹

下聽到的話是真的。急忙回家，

告訴家人買喪具（棺材等）。

第二天，京城尉又到了郊

外，聽見哭聲非常悲哀，順著聲

音一找，發現一個少婦人趴在屍

體上痛哭。

上前一問，少婦說：「我的

丈夫住在（山東）濟南，家中

貧困，這次到京城找老朋友，沒

找到，回來的時候，暴死了，因

為沒錢埋葬，所以哀傷。」京城

尉憐憫地說：「我為你辦理下殯

的事情。」

於是將給自己準備的喪具給

她，並贈給了婦人三十金，讓她

扶靈柩回家。婦人哭著感謝而

去。京城尉回到家，又買了喪

具，沐浴更衣，端坐等死，入定

後，忽然聽到很急的敲門聲，打

開門後，進來了一個人，和他說

了很長一會兒，再拜而去。京城

尉對家人說：「我死不了了，上

天因為我今天行了陰德，增壽一

紀（12 年），這個人是來告訴

我的。」後來果然沒事了。

（出《勸戒續錄》）

唐朝政治家魏元忠本名真宰

是河南商丘縣南人，年輕的時候

曾拜見相士張炯藏。張待他特別

冷淡，魏元忠問自己的命運如

何，張不回答。魏元忠大怒，

說：「我不遠千里帶禮物來拜訪

你，希望你能夠給我一些指示，

但你卻閉口不語，看不出你的誠

意！況且人的困厄顯達，富貴貧

賤皆是上天的旨意，你又能預測

甚麼呢？」於是拂衣而去。

這時張炯藏才慌忙起身，

說：「你的相祿，正在發怒的時

候才能看得出來，你以後一定會

位極人臣，官至當朝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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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析

宋詞賞析

孩子在成長過程中，總少不

了犯錯的時候。這時父母若能從

旁適當教育，讓孩子認識到自己

的錯誤，將會有很大的幫助。

只是教育孩子雖然是父母的

權利義務，但不代表可以隨時批

評，以下 4 個時間點，千萬要

避免批評孩子。

教育孩子 

要避開4個時間
1、早上出門時

「一日之計在於晨」讓孩子

以愉快的心情迎接一天的到來，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父母應該溫

馨的與孩子道別，而不是讓孩子

從早上就開始受氣。

2、一起吃飯時

現在雙薪家庭很多，不少父

母平時沒時間陪孩子，因此一抓

到機會都想好好教育一番，即使

是吃飯時間也不例外。

若父母這樣做，會影響孩子

的食慾，也破壞本來溫馨的相處

時光，讓孩子覺得和父母吃飯是

一件不快樂的事情，影響孩子的

身心健康。

3、父母脾氣變壞時

每個人心情不好時都會想要

發泄，父母也不例外，容易一張

嘴就罵人，到頭來傷了孩子，也

損害父母的形象。此時，一定要

忍住，等心平氣和後再開口。

4、發生直接衝突時

例如孩子說好晚上 8 點回

來，結果 10 點才到家。相信大

多數的父母在等待的過程中，早

已火冒三丈。這時如果開口，很

容易發生衝突。倒不如先讓孩子

去睡，隔天再聽孩子解釋。

這樣做還有個好處，因為父

母在過程中表現了寬容與大度，

會讓孩子意識到自己的不守信，

下次改進。

古人批評教育孩子 

也講時機
不只現代，即使是古人，對

批評教育孩子的時機也很講究。

因為他們認為，年幼和地位卑微

的人有過錯的時候，不應該責

備。

清人陳繼儒就認為「卑幼有

過，慎其所以責讓之者」。並

提出以下 7 種情形不宜批評孩

子：

1、對眾不責：即不要在眾

人面前責備孩子。

2、愧悔不責：孩子已經在

慚愧後悔了，就不要再責備了。

3、暮夜不責：夜晚不責備

孩子，以免孩子心情不好睡不

著。

4、正飲食不責：吃飯時，

不責備孩子。

5、正歡慶不責：大家正開

心的時候，不要責備孩子。

6、正悲憂不責：感到在憂

傷時，不責備孩子。

7、疾病不責：生病的時

候，也切記不要責備孩子。

正確批評孩子的方法

如果必須要批評教育孩子的

時候，也記得要把握 5 個原則，

會得到更好的效果。

1、低聲

要以低於平常說話的聲音批

評孩子，這種「低而有力」的聲

音，容易引起孩子的注意，也會

更讓孩子注意傾聽你說的話，這

種低聲的「冷處理」，效果通常

比大聲訓斥好。

2、沉默

孩子做錯事時，都會害怕被

父母責備。如果正如他所想的，

被父母責備的話，孩子反而會有

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對自

己犯的錯就不會那麼在意；相反

的，若父母保持沉默，孩子的心

理反而會感到緊張「不自在」，

進而反省自己的錯誤。

3、暗示

孩子犯錯時，如果父母能心

平氣和地引導孩子，不直接批評

過錯，孩子會很快明白父母的用

意，接受度也會大為提高，同時

這種做法也保護了孩子的自尊

心。

4、換個立場

把責任推到他人身上，以逃

避父母的責罵，是許多孩子慣用

的手法。

此時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當

孩子強辯錯在他人，跟自己無關

時，父母可反問一句，「如果你

是那個人，你會怎麼解釋？」

這樣會使孩子思考：若自己

是別人，將可能說什麼。這樣會

使大部分孩子發現自己也有過

錯，並促使孩子反省自己，不把

所有責任推給別人。

5、適時適度

孩子的時間觀念比較差，昨

天發生的事，對他們而言，彷彿

已經過了好多天了；也因為孩子

天性好玩，剛犯的錯誤，可能一

轉眼就忘了。

這種時候，若家長發現孩子

犯錯，就要趕快教育小孩，不能

拖拉，否則就起不到應有的教育

作用。

每個人都有犯錯的時候，孩

子更是如此。若父母能在合適的

時間、地點，採用合適的方法教

育孩子，這樣孩子接受度高，效

果自然也就更好了。

秦觀 ( 公元 1049 -1100)，
北宋詞人。字少游，一字太虛，

號淮海居士。其詞清麗和婉，深

有情致，多寫男女之情，亦有感

傷身世之作。有《淮海集》、《淮

海居士長短句》。

好事近：詞牌名，又名釣魚

笛、倚鞦韆。 
龍蛇：似龍若蛇，形容快速

移行的雲彩。 
夭矯：屈伸自如的樣子。 
空碧：即碧空，因押韻而用

倒裝句法。 
籐：有纏繞莖或攀緣莖的植

物。 

了不知南北：即完全不知道

自己在何處，近似忘我的感覺。

此詞作於詞人貶監處州酒稅

時。是作者描寫自己夢遊經歷的

一首小詞，是宋詞中最奇特的千

古名詞之一。 
上片，寫春路、春雨、春

花、春山、春色，環環相扣，宛

轉相生。春路上下了一場春雨，

給人以浥盡輕塵的快感；春雨過

後，春花盛開，給人以無比絢爛

的印象；而春花一動，整個山間

又出現一片明媚的春光。傍臨小

溪，曲逕通幽，越走越深，境界

越是奇麗。靜謐的所在，岑寂打

破，黃鸝喧騰。上有黃鸝飛鳴，

下有溪水潺湲，再加上滿山鮮花

烘托，境界何其優美。 
下片，天空中只見飛雲變幻

著各種形態，竟像龍蛇一樣，碧

空中飛舞。古籐濃陰的覆蓋下，

詞人酣然入睡，這是一種醉倒春

光、身與物化的人生境界：不圖

名利，恬淡自適，神遊萬物之

表，與天地山水共存。 
全詞題為「夢中作」，係寫

夢境，先寫出中漫遊，再寫飛雲

空中變幻和醉臥出籐陰下。整首

詞出語奇警，意境幽絕。

解釋
節：品行操守。

義：合乎道德規範的舉止。

廉：廉潔不貪。

退：謙讓。

顛沛：流離失所（四處奔

波）、生活困頓。顛，搖動震

盪。沛，流；水波流動狀。

譯文參考
氣節、正義、清廉、謙退的

品德，在流離失所、生活困頓之

時也不能不堅持。

《五柳先生傳》賞析
作者：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

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

號焉。

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

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

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

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

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

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

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

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

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

自終。

讚曰：黔婁之妻有言：「不

慼慼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

極其言，茲若人儔乎？酣觴賦

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

葛天氏之民歟！

節 義 廉 退
jié yì lián tuì

顛 沛 匪 虧
diān pèi fěi kuī

千字文 43想批評教育孩子

請避開4個時間

好事近．夢中作
作者：秦觀

春路雨添花，
花動一山春色。
行到小溪深處，
有黃鸝千百。
飛雲當面化舞龍蛇，
夭矯轉空碧。
醉臥古籐蔭下，
了不知南北。

作者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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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婚的日子終於到來。天未亮，元帥

府上下幾百人就忙碌起來。紫鵑，碧華早

上喝了一杯奶酪，吃了幾口點心，就開始

梳妝穿戴。剛打扮完畢，就聽到大門口一

陣鞭炮響。這時一個丫頭跑來，說：「迎

親隊伍快到大門口了！」連忙給二人蓋上蓋

頭。丫鬟攙扶著，出了房門，上了花轎。

元帥府五百多人組成的儀仗隊，早已

列隊等候在大門口。前邊迎親隊伍一片花

團錦簇，向這邊壓地而來。紫鵑輕輕掀開

蓋頭，往這邊一看，只見良玉穿著鮮紅繡

花錦緞婚袍，胸前一朵大紅花，端坐在一

匹雪白的駿馬上。此時，良玉也感覺紫鵑

在看他，眼光也向這邊射來。兩邊的隊伍

匯成一體，他們將要穿過京城一條最繁

華的大道。前面是二百多人的樂隊，鳴鑼

奏樂開道，後面是一百多面各色彩旗迎風

飄揚，絢麗多彩；緊接著是十人一排的隊

伍，左邊五人是男，右邊五人是女，女孩

一色胭脂紅綢緞裙襖；男孩一律水藍色

長袍。女孩個個俏麗嫵媚，男孩個個英俊

幹練。隊伍中間是新郎，新娘。狀元郎神

采飛揚，春風滿面，不斷微笑著向兩邊人

群抱拳致意，後面緊跟著兩頂紅光閃爍

的花轎，只見轎門，窗子同時大開，蓋頭

也取了下來，兩位如花似玉的新娘，笑靨

如花，向兩邊的人群招手。人們看得如醉

如痴。儀仗隊綿綿延延，排了幾里路。儀

仗隊所到之處，萬人空巷，街道兩旁，人

頭攢動；整整一個上午，十里長街鞭炮連

連，鑼鼓震天，歡聲雷動，整個京城沸騰

起來了。

隊伍終於到了狀元府所在的街道。

站在高樓，遠望隊伍，煞是壯觀：右邊一

片紅艷艷，如同天上的彩霞落在人間；左

邊一條藍盈盈，如同一條藍色的河流，滾

滾流來。碧水、紅霞之間浮動著三朵鮮紅

的花朵，那自然是新郎的坐騎，新娘的花

轎。瑰麗，聖潔，雄壯，撼動人心，歎為

觀止。榮寧兩府和林府三府門前，連成一

片，形成一個大廣場。廣場中央，搭了一

個高大戲台，戲台的帷幕上貼著一人多高

的大紅雙喜。戲台周圍掛滿了大紅燈籠。

狀元府街道兩旁，早已站滿了男女老幼，

人們已靜候多時。儀仗隊在街頭一出現，

家家鞭炮同時點燃，孩子們跳躍，大人

歡呼，樂隊的人們嘻笑著使勁敲動鑼鼓

助威，頓時聲動九霄，大地顫動。鞭炮聲

終於停息，一陣悠揚美妙的樂聲響起，

兩個花轎在林府大門前落定，狀元郎翻

身下馬，上萬隻眼睛盯住他們，只見兩位

新娘走出轎門，新郎上前，一手拉著一位

新娘，說著悄悄話，三人手拉手，緩緩地

上了舞台。他們的悄悄話是：良玉緊握著

紫鵑的手說：「你這十幾天受苦了。」紫鵑

笑笑，說：「有碧華妹妹庇護，我過得很

好。」良玉又緊緊拉著碧華的手說：「好妹

妹，謝謝你。」三人到了台上，向人們抱拳

致謝，人們歡聲雷動。良玉招手示意要人

們靜下來，頓時鴉雀無聲。良玉大聲喊：

「感謝眾鄰里能參加我們的婚禮，你們的

熱情和誠意讓我們十分感動。我們夫妻三

人向大家致謝了。」三人一齊向眾人認真行

了大禮。良玉又接著說：「感謝當今皇上治

國有方，如今全國上下國泰民安，海晏河

清，我們才能有今日的歡聚。感謝上天賜

給我兩位貌若天仙的媳婦。」說完良玉自

己笑了，下面人群也譁然大笑。良玉接著

說：「為表示我們的謝意，我們請了京城

最好的戲班子，從今日起連唱三天大戲，

歡迎眾鄰里光臨。」人們又爆發出歡呼聲。

這時大街上十餘人騎著馬，正向人群撒喜

糖。只見大紅紙包像紅雨般落在人們身

上。人們吃在嘴裡，甜在心裡。這時夫妻

三人走向台邊再次向人們拱手致謝，最後

三人依依不捨走下台，向林府走去。

這時樂隊分成兩班，輪番奏樂，廣場

的欄杆也撤了，「嘩」一下像潮水般，人

們湧向廣場，人們踏著樂聲，載歌載舞。

大膽的孩子們，竟然爬上戲台，蹦跳起

來。天色暗了下來，瞬間燈光齊明，亮如

白晝，廣場如同一片喜樂的海洋。此時林

府的大門洞開，大門兩旁兩個碩大的紅

燈籠，院內主甬道兩邊的琉璃角燈，一齊

燃放，燈光雪亮，像兩條銀龍般伸向神

秘莫測的內院。忽然天空中「砰」一聲巨

響，人們抬頭一看，只見碧藍的夜空中，

綻放出千萬朵彩花，「煙火！」「煙火！」人

們歡叫著。隨著一聲聲炮響，天空各種火

花綻放。有的如秋菊怒放，有的似銀龍

狂舞，有的如百花盛開，有的如彩蝶飛

舞．．．．．．最後只見無數個小傘向人群中

冉冉飄落，人們接住一看，只見一方鮮紅

絲綢手絹，手帕四個角，各墜著四枚銅

錢。這邊煙火剛剛放完，那邊舞台上的帷

幕已經拉開，鑼鼓陣陣，大戲開場，直鬧

到三更，人們才漸漸離去。

此時林府院內，也是一派喜樂。人們

聚集在仙鶴台。台下上千名儀仗隊員，把

鶴台團團圍住，個個仰著笑臉，向台上張

望。此時台上正在舉行婚禮。李伯主婚，

一拜天地，二拜長輩，夫妻對拜。婚禮完

畢，喜宴開始。入夜，林府院內的雪亮明

角燈，五彩琉璃燈，成千上萬，一齊綻

放。房檐下，樹梢頭，花叢間，鶴台上下，

一齊放出五彩光芒，璀璨奪目，林府如同

琉璃世界。鶴台周圍的圓形廣場上，擺了

一百多桌酒席。陽春三月，風柔氣爽，音

樂悠揚，笑聲喧喧。三位新人身著盛裝，

在桌間穿梭，到每個桌前敬酒。最後終於

回到了內廳。廳內十幾桌酒席，林家、賈

家、柳家悉數到齊。夫妻三人一進廳，全

體起立歡迎。林家二太太一手拉著一個新

媳婦，心疼地說：「折騰了一天，累壞了

吧，快坐下歇息一下。」寶玉說：「你們就

坐下吧，不用你們敬酒，我們自會吃喝。」

大伯說：「今日是良玉大喜的日子，在坐的

都是自家人。今晚不必拘禮，大家開懷暢

飲，盡情歡樂。」年輕人齊聲叫好。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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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kt-lucky.com

成功診治 源自30年的積累

一週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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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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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
年 33 歲的我，因為過去家庭

經濟不好的關係，從小就一直

很希望可以擁有一個屬於自己

的家。我從商職畢業後就在工作，雖然

薪水不高，但我很努力，這幾年也存了

一筆錢。我沒有有錢的父母可以幫我付

頭期款，所以這幾年存的錢就是要給我

自己買房子付頭期款用的。但我現在的

年齡，讓我面臨了買房和生寶寶的抉擇。

我的男友和我一樣，屬於不怎麼有

錢但很努力的，我們這幾年都在努力工

作，但因為年紀不小，也該成婚了，只

是成婚後就面臨我高齡要趕緊生寶寶的

問題。但如果要生孩子，我的錢就不適

合拿來買房子，因為還要面對高額的房

貸。先生說如果要生孩子勢必花費多，

為了避免每個月薪水都被房貸吃死，是

不是用租的就好？我好矛盾，我還是很

想買屬於自己的房子，但是寶寶的問題

也要考慮，在我們雙方父母都不能幫忙

的情況下，我到底應該要先買房還是先

生小孩呢？ 

可
以理解因為家庭背景的關係，

你對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家那

份渴望的心情是多麼迫切，也

因為這個理想讓你有了明確的目標，努力

工作至今，眼看即將實現你的心願，卻有

新的考量阻礙。當現實與我們所追求的理

想產生衝突時，是有必要依照其重要性與

時效性調整其中的順序。

由於你的晚婚，馬上面臨的就是高齡

產婦的問題，按照優生學的考量，也為了

孩子與自己的健康著想，生小孩的計畫確

實需要先進行。畢竟跟歲月賽跑，青春只

會消減褪色，體能和健康都會對生育有負

面的影響，然而任何時候我們都還有機會

覓得全新的房子。當然，能擁有自己房子

的夢想是愉悅的，對你來說那更是期盼已

久內心歸屬的甜蜜感覺，如今，不妨轉換

一種心情，把重心移轉在孩子身上，那麼

你的失望和矛盾就會減輕許多。

以目前的房價和你們的收入來說，買

房勢必會影響你們的家庭經濟，先生租房

的主張是比較理性合宜的選擇。況且新婚

的你們也許工作上還有變數，租房反而有

其便利性，只要充分利用巧思，一樣可以

享受幸福小窩的溫暖。放下惆悵的心，不

過是把買房的計畫延遲罷了，並不是全然

放棄，這樣你們夫妻反而可以在沒有壓力

下全心照顧孩子，維持良好生活品質，同

時輕鬆從容的籌劃下一個人生目標。

以拮据的自備款買房其實並不符合經

濟效益，假如你願意仔細分析的話，你會

發現暫時租房子並沒有什麼不好；理財專

家也給我們做過這樣的建議：除非你有父

母的財力做後盾，否則像買房買車這類消

費支出會讓我們累積財富的速度延緩，反

而影響長期投資的效益；所以你大可先擱

下買房的計畫，好好準備當個幸福的準媽

媽，曼麗祝福你平安快樂！

◎ 文：曼麗夫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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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惆悵的心，不過是把買
房的計畫延遲罷了，並不是全然放棄，
這樣你們夫妻反而可以在沒有壓力下
全心照顧孩子，維持良好生活品質，同
時輕鬆從容的籌劃下一個人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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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鳴驚人奪魁首 二嬌歸良成大禮 （三）

讀者來信

黛玉後傳

房子與寶寶
之間的抉擇



廣告洽詢專線：1-403-988-1836  Email: sales.calgary@visiontimes.com 投稿與反饋：editor.calgary@visiontimes.com

Life Guide
生活指南

2019年4月18日—4月24日第50期 D版卡爾加里版

【看中國訊】近日卡城住宅建築商

Trico Homes 被評為 2019 年加拿大最佳

中小僱主之一，這是該公司連續第二年獲

此殊榮。數週前，Trico 剛榮獲「2019 年

加拿大最佳工作場所」稱號。

此次評選，由全國最大就業期刊出版

商 Mediacorp Canada 完成，共在全國評

出 100 名最佳中小企業僱主。評選標準

有 8 項：1. 工作場所的物理條件；2. 工
作氛圍及同事關係；3. 健康、財務和家

庭福利；4. 假期和休息時間；5. 員工參

與；6. 績效管理；7. 培訓和技能培養；

8. 社區參與。

Trico 以其獨特的優

勢獲得「2019 最佳中小

僱主」稱號，在三個方面

尤其值得稱道：1. 靈活的

工作時間：員工可以靈活

選擇工作時間，如壓縮每

週工作時間（當然薪水也

會少）、某週延長工作時

間（積累時間調休或獲得

加班工資）、遠程辦公等；2. 內部培訓：

Trico 為員工提供內部培訓，包括在線培

訓、領導力培養和專門指導，並提供帶薪

實習機會，為員工的職業發展提供支持。

3. 員工績效獎：Trico 為員工設立老員工

獎、年度利潤分享獎和其他績效獎。

Trico Homes 成立於 1992 年，在卡

爾加里及周邊社區建成了 9,500 套優質的

獨立住宅和多戶住宅。Trico 注重打造企

業文化，珍視其員工價值。Trico 認為最

寶貴的資產是員工，企業鼓勵員工與其

共同成長，這是 Trico 公司文化的特點。

Trico 創始人 Wayne Chiu 說：「一個強

大的企業文化是精心打造和培育的。它以

員工為中心，願意為員工發展提供機會，

促進員工幸福，並不斷持續改進。」

Mediacorp 是全國最大的就業期刊

出版商，其報刊雜誌讀者超過 1500 萬。

Mediacorp 同時還舉辦加拿大最大的高級

人力資源專業人士峰會，頂級僱主峰會。

【看 中 國 訊】加 拿 大 房 產 協 會

（CREA）近日發布報告，稱過去的一年

中，全國平均房價下跌近 1.8%，至 48
萬元。

今年 3 月份，房屋銷售量比去年同

期下跌 4.6%。通常，春季是一年中賣房

最繁忙的季節，一般 3 月份房市開始繁

榮。但上個月是從 2013 年來房屋銷售最

【看 中 國 訊】15 年 前， 總 部 位 於

Regina 的 Harvard Developments 公 司

購得歐克萊爾市場（Eau Claire Market）
地塊。 10 多年前，市議會就批准了該項

目建設。但多年過去了，仍未破土動工。

近 期 Harvard Developments 總 經

理 Blaisdell 表示，在獲得卡城市政府對

於 Eau Claire 輕軌站（為綠線的一部分）

的確切建設計畫之前，仍不能開工建設。

Blaisdell 還表示，目前卡城的經濟

形勢並不很好，並表示 Harvard 需要「非

常謹慎地考慮如何開發這個項目。並不是

只想買了地塊放在那裡讓它睡覺」。

Eau Claire 重建項目，是卡城十多年

來一直在討論的話題。支持者說，該地區

靠近弓河、與王子島公園隔岸相望，交通

便利，很有可能成為卡城市中心「皇冠上

的寶石」。然而，它從未如此成功。

Eau Claire 重建項目是個綜合性開發

項目，包括五棟建築，其中有 1000 套住

宅、一個酒店和一個辦公樓。

市政府將就該區未來開發計畫諮詢民

眾的意見。市政府網站也開通相關網頁，

民眾也可在線反饋信息，意見反饋將於 4
月底結束。

加國房價一年跌近2%

入選「2019最佳中小僱主」
卡城建築商 Trico Homes

Trico 團隊

歐克萊爾市場重建項目

再被推遲

Eau Claire重建項目渲染圖

差的 3 月份。

CREA 經濟學家 Gregory Klump 表

示：「雖然抵押貸款壓力測試使潛在購房

者更難獲得貸款，但隨著就業情況的好

轉，住房需求會增加，將推動房屋銷售。」

CREA 認為儘管 3 月份房屋銷售量

仍遠低於一年前的同期水平，但銷量確比

2 月份（創記錄低點）上漲了 0.9%。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D2 看娛樂 Entertainment 第 50期     2019年 4月18日—4月 24日    

【看中國訊】擁有 850 年歷史

的法國知名地標中世紀教堂巴黎聖

母院，於當地 4 月 15 日晚間驚傳

火災。極具代表性的歌德式教堂

尖塔燒燬倒塌。法國總統馬克龍

發起國際募款，率先響應的富豪

就是旗下擁有 Gucci、巴黎世家、

YSL 等眾多精品品牌的開雲集團

(Kering) 總裁法蘭索瓦 · 亨利 · 皮
諾 (Francois-Henri Pinault)， 他

宣布將捐 1 億歐元予以聖母院重

建計畫。皮諾的妻子也引發了公眾

的關注，原來她是美國知名影星莎

瑪．海耶克 (Salma Hayek)。

海耶克是墨西哥裔美國女演

員、導演、影視製作人，父親是油

公司的總裁，母親則是歌劇演唱

者。海耶克 1991 年移居美國洛杉

磯，開始參演電影，至今共出演、

執導過 30 部電影及電視節目。作

品有《愛是唯一》、《揮灑烈愛》、

《醜女貝蒂》等，是首位被提名奧

斯卡最佳女主角獎的墨西哥人。

皮諾與海耶克於 2009 年步入

婚姻殿堂。海耶克婚後並未息影，

而是跟夫婿互相支持彼此的事業，

完美又和樂的豪門婚姻令人相當 
羨慕。

妻子是知名女星
富豪捐1億修巴黎聖母院

【看中國訊】第 38 屆香港電

影金像獎 4 月 14 日晚頒獎，黃

秋生此次榮耀回歸，以電影《淪

落人》勇奪最佳男主角獎，最佳

女主角獎頒給電影《三夫》曾美

慧孜，而《淪落人》導演陳小娟

也拿下新晉導演獎。最佳導演

獎頒給《無雙》莊文強，他同時

獲得最佳編劇獎，該片共拿下 7
個獎項成為大贏家。

本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影帝的

競逐非常激烈，黃秋生憑電影

《淪落人》擊敗強勁對手。他在

戲中飾演半身不遂要靠坐輪椅度

日的失婚男昌榮，劇中主要描寫

昌榮與菲佣 Evelyn 之間的一段

動人的主僕情。

現年 58 歲的黃秋生 1990
年開始活躍影壇，曾兩度獲頒香

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獎，

並兩度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及 3
度臺灣金馬獎最佳男配角獎。

2015 年於 TVB 萬千星輝頒獎

典禮中奪得最佳男主角，是首位

集影帝、視帝、劇帝於一身的香

港演員。

黃秋生 5 年前發聲支持「雨

傘革命」後，被中國封殺，收入

大受影響，他說：「完全沒有，

零收入。」至於日子怎麼撐？黃

秋生無奈地說：「暫時不去想，

到時候大不了賣樓還債吧！」

4 月 14 日當晚大陸傳媒包

括《新浪電影》、《騰訊》及《環

球網》有報導黃秋生獲第 38 屆

金像獎影帝，但愛奇藝娛樂公

布完整得獎名單時，「最佳男主

角」獎項一欄黃秋生的名字卻被

消失。之後黃秋生接受《蘋果日

報》訪問時，表示對於被「河蟹」

一事不知情，稱這是白色恐怖，

表示不會理會。

事後他在 Facebook 上貼出

了自己扮演拳手和《淪落人》坐

輪椅的照片，用在《淪落人》中

的角色來比喻「你不可以選擇不

坐在輪椅上面，但是你可以選擇

以怎樣的姿態坐在上面。」 法蘭索瓦·亨利·皮諾與妻子海耶克。

零片酬出演《淪落人》 

挑戰殘障角色 主僕情動人

電影《淪落人》劇照

三
獲
金
像
獎
影
帝

三
獲
金
像
獎
影
帝

黃
秋
生

黃
秋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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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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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特價
4月18日∼4月24日

Kiwi 獼猴桃

Bunch Spinach 菠菜 Kale 羽衣甘藍

H&W

* 所有特價貨品售完即止，廣告價格如有錯漏，以店內標示為準 *

凡購物滿       即可免費獲得10 磅土豆$30
大量
免費停車位

Refer to price tags in the store, in case of discrepancy of printing errors in this Ad. 

Spend $30 and get a free 10 lb red or russet potato

098
4

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Gala Apples 基拿蘋果

$088
lb

Head Lettuce 西生菜

$078
ea

Carrots 胡蘿蔔

398
ea

$

$

$098 ea$098 ea$

Red/Yellow/Orange Peppers 彩椒

$188 lb

超低價

Lemons 

$098
3

檸檬

5 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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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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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電話，     速到迅 達

顧客好評96%種服務15+年經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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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水爐 靜電除塵器

暖氣爐 水管煤氣管

冷氣機 商業冷庫

加濕器 商業屋頂機加拿大商譽局

A+ 級 認 證

電話：403-921-4186
杜生 （粵、國、英語）

www.pnbfasterhea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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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2019年 4月 15日～ 4月 28日

清真

七天營業

早9：00～晚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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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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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r 15-28,2019

清真新鮮板腱牛排
連骨

清真新鮮羊絞肉

清真新鮮

雞胸肉
 連骨

清真新鮮

連背雞腿
清真新鮮

牛短肋

清真新鮮羊肉

限時優惠

橄欖油

FREEFREE
Olive oil
限時優惠

清真新鮮
頂級西冷牛排

 繽紛的蔬果汁麵皮，包上自己的

喜歡的餡料，清蒸或煎酥，簡單

卻令人驚喜。

蒸餃燒賣

食材：適量的燙麵外皮（水餃外

皮是冷水麵糰，不適合用來蒸煮

或者油煎）。

餡料：絞肉 500g、乾香菇泡軟

切末半碗、蔥末 3大匙、薑末 1
大匙、胡椒粉、鹽微量、太白粉

1大匙、生抽 1大匙。

內餡：肉加鹽攪打出黏性，加其他

材料拌勻冷藏。

外皮與內餡重量比約為 2:3。外皮

包內餡，捏成封閉的餃子狀及開口的

燒賣狀。

燒賣：作法放入滾沸的蒸鍋，大

火蒸 10分鐘即可。

煎餃：平底鍋熱鍋放油，放煎餃加

麵粉水，用中小火煎至水乾，底部金

黃即可。

作法

包燒賣使用的
絞肉，以三層肉

最佳，絞細後再

用刀子剁成泥狀。

香菇可以鮮乾
兩吃，營養價值

高，幾朵就能讓

菜餚提升鮮味。

清爽白切雞，搭配美味沾醬，最

後用美麗的春天鮮花裝飾擺盤。

白切雞

食材：雞一隻（1.8Kg）、薑末、

蔥絲、鹽少量。

深鍋加足夠水量燒滾，整隻雞完全

浸入開水中。水再滾時提起雞，倒出

雞腹腔內的水。重覆三、四次，最後

一次水滾時熄火，不開鍋蓋，靜燜。

雞浸在熱水中 30分鐘（浸的夠久才

會熟透）。

取出雞，瀝乾熱水，放入冷開水浸

約 45分鐘。冷卻過後，取出晾乾，

刷上熟油。

混合薑末、蔥絲、鹽拌勻，然後澆

上燒熱的花生油，拌成醬料佐雞肉即

可上菜。雞解凍洗淨，去掉雞脖口的脂肪。

作法



◎ 文：邊吉　圖：Fotolia

春天已經到來，餐桌也該換換風景，營造春

天的好心情。四道簡單的料理可以作為您的

靈感來源。
春天料理

賞心悅目

鹹甜、柔軟的腐皮，包捲清爽可

口的黃瓜和美味肉鬆，料理者的

用心可以從中體會得到。

腐皮黃瓜捲

食材：新鮮腐皮 300g、小黃瓜

2條、肉鬆適量。

腐皮滷汁：高湯 2杯、生抽 3小

匙、蠔油 1大匙、蔥段、薑片。

黃瓜去蒂頭，洗淨瀝乾。腐皮沖洗

瀝乾備用。

滷腐皮：滷汁煮滾放腐皮，煮滾轉

小火，煮約 15分鐘入味即可熄火。

取出腐皮瀝乾備用。

黃瓜泡冰水 5分鐘，再縱剖切開。

腐皮攤平，剖半的黃瓜放腐皮一

側，在黃瓜內面鋪上肉鬆，捲起來再

切適口大小。

冰箱冷藏30分鐘後吃，風味更佳。

作法

春、秋兩季黃
瓜最清脆香甜，

特別春黃瓜，適

合當作涼拌食材。 

作法

魚片切大塊，用廚房紙巾吸乾水

分，淋上些許橄欖油，撒鹽及黑胡

椒，抹均勻魚身，靜置 5分鐘。下鍋

前兩面灑上樹薯粉裹粉。

平底鍋加少許橄欖油，稍微燒熱，

放魚片以中大火煎至兩面金黃。

配料做成蔬菜泥：配料加蒜煮熟

軟，瀝乾水分。加牛奶，攪拌過篩成

泥。以小火加熱蔬菜泥，再加入奶

油、檸檬汁和肉豆蔻粉，拌勻即可。


嫩煎魚排

食材：鱸魚片 1片。 

配料：豌豆、南瓜、白花椰菜、

牛奶適量。

調料：蒜頭、檸檬汁、肉豆蔻粉

適量。

魚肉外酥內嫩，配彩色蔬果泥，

滋味美好，讓人心情輕鬆愉悅。

簡單
鮮美

鱸魚的肉質細
嫩，富含膠質，

適合春天補充營

養、增加免疫力。

用來製作白切
雞的雞，一般最

好選用雞齡較小

的，肉質會更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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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歷史名人看養生 
瞭解腸道健康的重要

滑鐵盧戰役慘敗 
或因腸道問題

有此一說：戰場上威武勇猛

的拿破崙一直飽受消化不良的困

擾，而且還有嚴重的痔瘡問題，

二者都是「便秘」所致。

滑鐵盧戰役是西元 1815 年

6 月 18 日大英帝國、荷蘭聯合

普魯士王國和法蘭西第一帝國，

在布魯塞爾南部的滑鐵盧進行的

一次戰役，是軍事史上最著名的

戰役之一，也是拿破崙的最後一

次戰役，此戰之後，聯軍很快攻

占巴黎，拿破崙被放逐到大西洋

中的聖赫勒拿島，6 年後離世。

滑鐵盧大戰之前，拿破崙的

健康情況已經變糟，無法指揮軍

隊作戰。為了緩解病情，醫生給

拿破崙服用了太多的鴉片酊來止

痛，因此延遲開戰，以致慘敗。

腸道是人體「第二大腦」

中國傳統中醫理論在數千年

前已經告訴我們－－五臟六腑運

作和情緒變化關係密切。近年來

醫學界也發現人體的腸道神經叢

對情緒的影響很大，現代科學研

究也指出，腸道會思考，並能刺

激神經，影響情緒。

療養

保健

法國的拿破崙為何兵

敗滑鐵盧？近來有一種理

論，推測拿破崙可能是由

於腸道問題，如果當時他

能解決此一健康問題，也

許歷史會有不同的結局。

根本解決之道在於安定情緒，否

則，不良情緒持續產生，想獲得

腸道健康無異緣木求魚。情緒好

壞影響腸道運化，同時，腸道也

會透過分泌神經傳導物質來影響

我們的情緒，二者互相牽連，關

鍵在於自律神經的調控。

聽腸診病

腸道既然對健康影響這麼

大，那麼，是否能通過腸道來診

斷人體的疾病？

澳大利亞的馬歇爾教授和其

團隊正在研製一種能錄下腸道許

多不同聲音的腰帶，再利用電腦

和演算法等技術，通過這些聲音

來判斷腸道方面的疾病。

目前在英國約有 10 ～ 20%
的人口患有大腸激躁症，而此

一研究成果在診斷大腸激躁症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方面的有效率高達 85%。

常保腸道健康的密碼

人體的腸道大約有 9 米長，

是人體的重要器官之一，不容小

覷。它擁有一億多個神經細胞，

能夠感覺、學習、思考、記憶，

並且能夠接受各種信息。舉例來

說，當你緊張的時候可能腹瀉，

憂鬱時容易發生便秘，悲傷時食

慾大降，生氣的話會引發胃痛，

而壓力緊繃則造成腸躁症，長期

累積的工作壓力使人情緒易急

躁、激動，腸子蠕動異常，有些

人蠕動過慢，產生便秘，有些人

則是蠕動過快，經常要跑廁所。

既知情緒變化和腸道健康息

我們知道腸道掌管人體的消

化、吸收，其免疫系統約占人體

免疫系統的 60%，對於保護我

們不受疾病侵害有很大的作用。

此外，它擁有獨立的神經系統，

具自律調節的功能。

腸道的自律神經獨立於大腦

的掌控之外，由它自己作主，包

含：交感神經、副交感神經，分

布在五臟六腑，協調並控制腺體

分泌、胃腸蠕動、心臟的節律、

血管收縮和舒張等等，故稱腸

道為人體的「第二大腦」或「腹

腦」，的確如此。

許多上班族工作繁忙，出現

自律神經失調的問題，多半是壓

力大影響情緒所引起，表現在腸

道的症狀，包括：消化不良、腹

痛、腹鳴、腹脹、便秘等症狀，

息相關，我們就要懂得適時放鬆，

減輕壓力，維持平穩樂觀的情緒，

才是善待腸道，常保健康之道。

腸道喜歡發酵食品

人體約帶有 100 萬億個細

菌，絕大部分都生活在腸道。根

據估計，我們每個人腸道中所攜

帶的細菌約有 1 公斤重。

維持腸道中微生物的平衡對

健康非常關鍵，腸道中的有益細

菌能幫助身體消化、吸收食物營

養、合成某些維生素和礦物質、

對抗流感病毒等入侵者。日常生

活中，通過多吃鮮豔的各種蔬

果、豆類、纖維食品，以及多吃

含有益生菌的發酵食品，例如：

泡菜（含朝鮮辣白菜 kimchi 和
普通泡菜 pickles）和克非爾

（kefir）優酪乳等，可以讓腸道

的有益細菌飽餐一頓，更好的維

護健康。

土耳其泡菜汁迅速治頭痛

泡菜是土耳其菜不可或缺的

主食，泡菜文化歷史久遠，至少從

奧斯曼時代早期流傳至今，幾乎凡

是從土裡長出來的東西，包括：李

子、櫻桃、秋葵、茄子、胡桃、辣

椒、甜菜根、花椰菜、綠杏仁等蔬

菜，水果的種類多達幾十種，土耳

其人都能用來做泡菜。

土耳其人吃當季的新鮮蔬

菜、水果，多餘的就拿來做泡菜，

或用其他方法儲存。所製成的泡菜

種類繁多，每個地區都有不同的製

作方式，對土耳其人而言，沒有泡

菜的一餐就是不完整的。

土耳其人一般沒有用泡菜汁

佐餐的習慣，但有一種稱為薩爾幹

（algam）的泡菜汁，在晚餐時深受

喜愛。

由於不同的民族使用的發酵

方法不同，且製作的食物內容多樣

化，泡菜汁蘊含了豐富的礦物質，

起到了感官刺激的作用，宿醉頭痛

時，想要解酒和治頭痛，也有很好

的效果，是天然的止痛藥。

◎  文：王文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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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傭高壓水車清洗管道。通常，該種清理

方法很徹底也很昂貴。

更換全部管道法：假如您需修理的廚

房管道屬於剛剛買入的二手房，或正準備

出售的現房，那麼對整個廚房管道系統進

行撤換將是更徹底解決問題，同時，同時

又能增加房屋價值的好方法。

提前預防小建議

在西方社會，管道工上門維修的費用

十分昂貴。僅僅登門，管道工就要收取

近 $100 的費用。如迫不得已只能週末維

修，在 1 個半小時的修理時間裏，您很

可能會支付近 $300 的費用。

為了減少該種支出，日常生活中，經

常性的採取一些維護措施就能避免很多堵

塞問題。例如：

1. 煎炸食品後，不要將熱油直接倒

入碗池管道。油涼之後，將其倒入廢棄塑

料袋作為垃圾進行處理。

2. 咖啡渣很容易積存在管道平行區

域。清洗咖啡用具時，將咖啡剩渣撒到院

中花圃，不但能避免管道堵塞，還會大大

減少院中蚊蟲數量。

3. 使用小孔濾網，是減少食品殘渣

在管道積存的好辦法。

4. 每月最好對洗碗池做一次熱水清

理。先將適當清洗粉末倒入管道，然後在

池中注滿熱水，最後將兩者一並衝入管

道，隔夜就會產生清理效果。

道，例如，將同等分量的小蘇打和醋酸中

和攪拌後，倒入管道也能清除不少污物。

專業疏通最徹底

　假如您嘗試了所有自行辦法，且斷

斷續續投了不少錢，仍沒解決管道堵塞問

題，那麼很可能說明，造成當前管道堵塞

的污垢很可能藏在排水管深處，且堵塞物

質還頑固。此時，聘請專業修理工上門服

務是最好的方法。

排水螺旋鑽法：通過強力排水螺旋

鑽（Plumber's snake），管道工能將機器

的金屬管線延伸到管道很深的地方進行疏

通。如果萬事順利，通常 1 個小時就能

解決問題。如果堵塞污垢藏得過深，螺旋

鑽金屬線無法觸及，隨後的工作則會麻煩

很多。通常，西式洋房，一樓廚房下水管

線會被安置在地下室屋頂或地下室的封閉

干牆內。如果螺旋鑽的金屬線無法從洗碗

池管道觸及堵塞污物，則需劃破當前的干

牆，找到獨立插頭，繼續清理。

高壓水車清洗法：假如管道污垢過厚

過多，排水螺旋鑽也無能為力，那麼只能

◎文：天慈

碗池堵塞為哪般

廚房下水管道堵塞，主要是管道內長

年積累的油泥所造成的。日常洗涮過程

中，大量衝入管道的植物油脂，動物油脂

會緩慢附著在管道內壁上。油脂再與隨污

水排放的殘羹剩飯，破布頭，咖啡渣，頭

發等廢物不斷攪和，就會在管道內形成越

來越厚的污垢油泥。在廚房排水管拐彎，

或管道平行舖設處，由於污水流動放緩，

該類污物得以積存的數量會更多，油泥也

更頑固。寒冷的冬天，在低溫作用下，管

道內的油污凝結速度變快，就更容易給很

多家庭帶來管道堵塞煩惱。

自己疏通有妙方

由於廚房管道堵塞現象非常普遍，目

前，人們已經積累了不少自己解決這類麻

煩的小方法。在管道堵塞不很嚴重，堵塞

區域比較淺的情況下，下面的一些小方法

基本都能奏效。

熱水沖洗法：用大量熱水沖灌管道是

個人疏通管道時最常用的辦法，既經濟又

方便。具體做法：將抹布塞住排水孔，打

開熱水龍頭，續滿半池水後，迅速拔出抹

布。在氣壓原理作用下，快速灌入管道的

熱水就能將淺層油污沖洗乾淨。

機械清除法：如熱水法不起作用，找

根長硬鐵絲，自製一個勾取工具也能解

決淺層堵塞問題。有時，利用碗狀搋子

（Plunger），對碗池排水口來回抽壓也能

解決部分問題。

化學清洗劑法：如果上述辦法皆不見

效，則可考慮使用專用管道清潔劑進行除

污。目前，市面上用於廚房管道的清洗產

品很多，液體的，粉末的，應有盡有。不

過，由於清洗劑具有腐蝕作用，在使用過

程中，要嚴格遵循產品的使用說明。目

前，歐美的廚房管道多半都是塑膠管道，

一些過強的清洗劑將不能用於該種管道。

所以在選擇化學清洗劑時，您需仔細閱讀

除污產品是適合家裏設備。為了保護環

境，您還可以自制一些環保清洗劑清理管

洗碗池堵塞

事小煩惱大
洗碗池是家庭廚房最重要的設施之一。燒水做飯，

洗菜洗碗，人們幾乎一天都離不開洗碗池。不過，由

於不知道管道護理，很多家庭在清洗碗具時，都習慣

性的剩飯殘渣 ，煎炸廢油等倒入碗池管道。不知不覺
中，就導致廚房排水管道內壁變得像高膽固醇病人的

血管一樣，積滿油污和廢物。隨後，碗池排水管道就

會經常性的出現排水不暢，污水回流等問題。

使用小孔濾網，
可有效預防碗池
堵塞。

將同等分量的小蘇打
和醋酸中和攪拌後，
倒入管道也能清除不
少污物。

  
  

  
  

  
  

 生
活好幫手

有效期 : 2019 年 4月19 日∼ 4月 25 日

新鮮
油菜心

仙女牌
泰國香米

白菜仔

大芋頭

媽媽牌
即食麵

新鮮特級
火雞翼

紅肉
火龍果

白蘿蔔新鮮韭菜

海燕牌
米粉

新鮮牛肉眼扒
( 原袋 )

新鮮臍橙

無莖
西蘭花

特大
呂宋芒果

特級
紅蘋果

海燕牌即食
調味醬

大排骨 /
永達童子雞

台灣
番石榴

潘泰諾華星牌

大蟹膏

特級牛尾

巴西產
釋迦果

生猛藍蟹

山水農場
特大龍崗雞

超甜

原箱
$279.99/ 箱

原箱
$1.09/ 磅

原箱
$12.99/ 隻

每週七天營業   早 9:00~ 晚 9:00

震撼價 震撼價震撼價

雞味

豬味

(40 磅 )

Taiwan Guava

震撼價4 days only

只限四天

04/19-04/22

精選豬 / 牛
/ 羊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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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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4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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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脾瘦肉

Pork Leg
豬扒

Pork Chops排骨
Pork Ribs

was 原價$2.99/lb
Now 特價 $2.09 /lb

梅頭肉
Pork Shoulder

連背雞腿
Chicken Legs

w/Back

was原價 $2.19/lb
Now 特價 $1.59 /lb

小雞腿
Chicken 

Drumsticks

was原價 $2.19/lb
Now 特價 $1.29 /lb

鳳爪
Chicken 

feet

was原價 $3.19/lb
Now 特價 $2.39 /lb

was 原價 $2.99/lb
Now 特價 $1.99 /lb

雞翼槌
Chicken Drumettes

was原價$2.99/lb
Now 特價 $1.89 /lb

was 原價$2.99/lb
Now 特價 $1.99 /lb

雞全翼
Chicken Wingettes

was原價$3.19/lb
Now 特價 $2.69 /lb

雞脾肉
Deboned 

Chicken Thigh

（原華興肉食舊址）

108-3AVE SE CALG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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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cken Wingettes

was 原價$4.99/lb
Now 特價 $3.29 /lb

was 原價$7.99/lb
Now 特價 $5.99 /lb

新鮮牛尾
OX Tail

was原價 $2.19/lbwas原價 $2.19/lb
$1.29 /lb

was原價 $3.19/lbwas原價 $3.19/lbwas原價 $3.19/lbwas原價 $3.19/lb
Now 特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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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was原價$2.99/lb
 $1.89 /lb Now 特價 $5.99 /lb

was 原價$7.99 / lb

牛仔骨
   Beef Short Ribs

難以抗拒的誘惑,
韓式燒烤牛仔骨。

 原價 原價 原價 原價$7.99 / lb$7.99 / lb$7.99 / lb$7.99 / lb

   Beef Short Ribs

五花腩
Pork Belly

was 原價$4.99/lb
Now 特價 $3.39 /lb

was 原價$2.99/lb
Now 特價 $1.29 /lb

新鮮豬蹄
Pork Feet

車庫 /後棚拆除

JAKE 780-299-8316

挖溝回填

鋪草、假山水池、擋土牆 /護牆

JNGcontracting.ab@hotmail.com

挖土機和鏟車服務

清倒垃圾、廢金屬

水管和下水管道維修水泥路面

挖除及磨平樹樁

安裝地下排水管

服務範圍

( 英語 )

JNG CONTRACTING 恒昌冷恒昌冷恒昌冷暖氣暖氣暖氣工程工程工程
專業維修、安裝、保養
政府專業持牌技師

工商業、住宅之冷暖氣
安裝維修保養工程

凍房 冷庫冰櫃 空調
暖氣爐 加濕器 製冰機
餐館鮮風、抽氣系統

24 小時服務  價錢合理

請致電 403-988-9121 恆記

一 週
好 去 處

Community Calendar

復活節寵物園

和復活節兔子見面，結交毛茸茸的朋

友。訪問 Westbrook 購物中心，送給孩

子一個與農場動物互動的機會，中午到下

午 5 點之間，還可以與復活節兔子合影，

並免費獲得一張 4×6 的照片。

時間：週五，4 月 19 日，中午 12
點～下午 5 點

地點：Westbrook Mall  
地址：1200 37 Street SW

歡度復活節

到 Marlborough Mall 參加復活節活

動，中午 12 點到下午 6 點之間可以免費

獲得一張與復活節兔子的 4×6 合影。

中午到下午 6 點之間，可參加復活

節彩蛋大尋踪，並在兒童娛樂區附近的寵

物園與可愛的農場動物們互動。

時間：週六，4 月 20 日上午 10 點～

下午 6 點

地點：Marlborough Mall
地址：3800 Memorial Drive NE
網址：marlboroughmall.com

卡城漫畫和娛樂博覽會

又名卡城博覽會（Calgary Expo）
是歷時 4 天的流行文化盛會，是世界上

同類活動中規模最大的。參加者可以在幾

百個展商中購物，觀看他們喜愛的明星和

製作人，與數千角色扮演的粉絲一同歡慶

等等。訪問網站購票並獲取更多信息。

門票：$20.00
時間：4 月 25 日～ 28 日，下午 4

點～下午 5 點

地點：Stampede Park
地址：1410 Olympic Way SE
網址：calgaryexpo.com/en/home.

html

傳奇式復活節大搜尋

來 Butterfield Acres 參加復活節大

搜尋活動，每個孩子回家前會獲得一個復

活節兔子贈送的禮物。訪問網站購票。

時間：4 月 19 日～ 20 日

地點：Butterfield Acres
地址：254077 Rocky Ridge Road
網址：butterfieldacr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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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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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剔骨工 , 需有相關工
作經驗,語言無要求。

有意請電：403-280-6797
Email: info@bashafoods.ca

或親臨 2717 Sunridge Way NE, Calgary

薪優誠聘：

芭 莎
國際食品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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