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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蘭卡連環爆炸案 主謀身份曝光A8 Details emerge of suspects in Sri Lanka 
bombings

B3 C6 先生天天應酬晚歸
What to do with husband's late nights?

往世療法：疾病的根源
Past life regression therapy heals the root 
causes of physical disease.

美國加州將於今年5月份在全州的公
立學校裡全面執行一套新版性教育教材。

隨著執行日期的臨近，眾多家長感到恐慌，

奮起抗議以作做最後的努力。加拿大安省

省長福特（Doug Ford）上臺後叫停了之
前的新版性教育改革，亞省新當選省長康

尼（Jason Kenney）也表示，將終止新民
主黨政府的課程改革。三地是否有共同之

處？對家長們有何啟示？本文將聚焦加州

教材事件，深度解析其來龍去脈和背後隱

藏的各類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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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教材被憤怒的家長稱為「性

教唆」教材。教材整體大綱涵蓋從學

前班到 12 年級，其中部分教材（10
套課本）已經在加州的中小學中使

用，5 月份加州教育部會最後定稿

新的教學大綱，屆時加州各個學區

必須執行新版性教材。 3 月 28 日民

間團體「加州知情家長」（Informed 
Parents of California）在加州首府

沙加緬度（Sacramento）進行了公

眾集會抗議，4 月 10 日南加州家長

在橙縣教育局集會抗議，參與者呼籲

更多的家長行動起來，期望能在最後

關頭截停這項「性教唆」教材。

兩項法案支撐

支撐新版性教育教材的主要是兩

項法案。其一是 AB329 法案，該法

案於 2016 年 1 月正式生效，要求加

州所有的公立學校都要從 7 年級開

始給孩子普及「全面性教育」。如果

學區認可的話，低年級可以用高年級

的性教材，即 K 到 12 年級都可以使

用此教材。

「全面性教育」大篇幅教導孩子

怎麼樣進行不同方式的性行為。並稱

孩子都應該有這個權利，無需告知父

母。而對於怎樣避免懷孕，性病的風

險及相關的防護知識，比重並不多。

第二個是 SB48 號法案，即「平

等教育法案」，在歷史和社會科學的

課程中，承認 LGBT 群體（註：指

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人和變性

人群體）和其他群體對於美國的貢獻。

但據家長反映，目前在加州已

經實施的 10 套教材裡，並不是介紹

LGBT群體裡對社區和歷史的貢獻，

而是著重談對 LGBT 的認同。

（下文轉 A2）

加州新教材為何

令家長恐慌？ 

深

度

記者林佳綜合報導

左：「加州知情家長協

會」的創始人斯蒂芬妮．

耶茨女士。（網絡圖片）

上：南加州橙縣的

喬治．羅什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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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內容難以說出口

有報導將新教材總結如下：

幼兒園：可以不認同自己的

出生性別。推薦讀物是《我的公

主男孩》，主人翁是個小男孩，

但他有時喜歡穿女孩子的裙子。

2 年級：接受同性戀關係。

推薦讀物是《阿莎的媽媽們》，

主人翁阿莎是個小女孩兒，她的

「媽媽們」是一對女同性戀。

3 年 級： 接 受 同 性 戀 婚

姻。推薦讀物是《探戈的三口之

家》，企鵝中有一對都是雄性

的，共建了一個很好的家園。

5 年級：接受「男性化」和

「女性化」。大綱要求對學生教

育，對性別的理解要以態度、感

受等以及男性 / 女性相關的行為

來區別，可被標記為「男性化」

和「女性化」，但不一定是男性

或女性。

高年級：教學內容難以說出

口，如果讀者想了解更多資訊，

可以到加州教育部網站查看。

根據上述兩個法案，家長

可以為孩子選擇退出「性別課

程」，但禁止父母選擇退出「性

取向和性別認同」部分的課程。

比如歷史課或社會學課程或某些

講座中涉及性別認同和 LGBTQ
（指同性戀、雙性戀、變性人群

體）權利等內容，家長不可以

選擇退出。

背後勢力

「加州知情家長協會」的創

始 人 耶 茨（Stephanie Yates）
經過調查研究後發現，性教材的

背後有計劃生育組織（Planned 
Parenthood）和美國公民自由

聯盟（ACLU）的影子。

教學大綱第六章裡寫明：

「有關涉及少年的性行為，要跟

ACLU 合作討論」。ACLU 曾

作為辯護律師為「北美男人戀童

協會」打官司。耶茨說讓這麼一

個支持強姦男孩的組織來介入教

育，是有問題的。「我們的孩子

因此而不安全。這些人有更大的

陰謀議程在背後。」

南 加 州 橙 縣 的 羅 什 卡

（Gheorghe Rosca）發現一個更

離奇的現象，ACLU 和計劃生

育組織推動加州政府通過了這項

法案，而這兩個組織也屬於撰

寫教材的組織成員，他們撰寫教

材，再賣給學區。這裡有巨大的

利益聯繫。比如計劃生育組織，

其網站上寫著：「對孩子的性教

育非常重要，因為這會教他們如

何去墮胎。」當孩子有墮胎需求

時，他們馬上想到的就是計劃生

育組織，通過性教育，這個商業

機構能擁有永久性的客戶——學

生。根據加州法律，學生在 12
歲以後，就不必通知家長或監護

人，自己在上學期間就可以去做

墮胎了。

最後的抗爭

南加州第 23 選區參議員莫

瑞爾（Mike Morrell）最近提

出一項法案 SB 673，主張讓家

長有權瞭解 K-12 年級孩子在學

校裡接受了什麼樣的教育。該法

案於 4 月 24 日在加州參議院教

育委員會進行聽證。但在共和黨

議員佔少數的加州議會，這個法

案要通過的前景不太樂觀。

家長心聲

當地中文電臺相關節目熱線

中，華人家長們表達了深切的憂

慮。南加州李女士說：「看那些

網站的圖片，都是性學專家級別

的，怎麼可能讓 6、7 年級的孩

子上課上到專家級別了呢？這簡

直就是教唆！它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很安全的，你就去試吧。我

們又不是傻子，看著都嚇死了。

現在才發現好像是火燒眉毛了，

我們簡直嚇壞了。都到處去看，

要換學校了。」加州王先生認

為，「他們這樣對小孩的教育，

就是整個把小孩的科學觀、自然

觀全給顛倒了，這也是對家長權

利的嚴重侵犯。」

加州道格拉斯基金會會長

羅康納（Rochelle Conner）認

為，「在性行為方面可以跟任何

人、不管多少人都可以做，」這

是毫無道德的，支持激進性教育

的人是想要下一代變成沒有道德

可言的人類。在傳統中，家長是

重要的角色，加州政府接管孩子

家長權利的做法是國家強權的

做法，「當政府接管了家長的角

色，政府就把自己當成家庭的管

理者，而這就是在社會主義、共

產主義國家裡所發生的事。」

羅什卡童年從羅馬尼亞移民

到美國。他說在羅馬尼亞那樣的

共產主義國家，政府掌控學校

所教的所有東西，家長不能做

主。而共產主義最迷惑人的是

利用人的善心，「不斷地聽到他

們的悲傷故事，尤其是 LGBTQ
（指同性戀、雙性戀、變性人群

體）社區的人講述他們的親身

經歷，」但他人的信仰和教育自

由卻在一點點被剝奪，「不能讓

這種情況繼續下去，我們不能讓

共產主義主導這個國家。」

安省和亞省

據加拿大廣播公司 (CBC)
報 導， 安 省 省 長 福 特 (Doug 
Ford) 當政後，廢除了新版性教

育課程，省府還為家長設立了網

站，供其在上面發表對於教師的

意見。但加拿大公民自由協會

(CCLA) 則發起了法律訴訟，稱

其強制性改革帶有歧視意味。

亞省的新民主黨執政時，在

2016 年推出了大規模的課程改

革，計劃 2022 年完成。 2016
年 9 月康尼在卡城周邊小鎮

Medicine Hat 一次小型聚會中

說：「我出來競選的原因之一，

也是我主要憂慮之一，期望阻止

新民主黨借用教育體制來灌輸其

思想意識。」在 4 月 16 日勝選

演講中，康尼表示新亞省政府的

常識之一是：「相信學校的傳統

選擇，那就是父母比政治家更知

道什麼對孩子來說是最好的。」

有分析人士認為，加州家長

在火燒眉毛的情況下做最後的抗

爭，可讚亦可嘆。為人父母的普

通公民，日常若能更多地開拓視

聽，積極參與社會事務，防微杜

漸，是對下一代更為負責的態度。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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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柏文單位 1304 呎 ,2 �� ,2 浴廁 , �
�高��� , 客��壁爐 , 廚��大理石檯
面 ,2 臺��� ,2 個停車位 , �大量��設
� , 包括 : 健���游泳���書��可步
行至學校�����車
站��場�

獨 立�層屋 2064 呎 + 土 庫� 部 完 成�主
層 鋪 實 木 � � ,3+1 � � 3.5 浴 廁 , 廚 �
�大理石檯面�不�鋼家� , �大 Bonus 
room �壁爐 , ����場�學校��車站
�其�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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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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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平� 1531 呎 +W/O 土庫�部完成 , ���
林 (Ravine), ��敵�景�主層��高 9 呎�鋪
實木�� , 客�� 11 呎���壁爐�1+2 ��
加主層書� ,2.5 浴廁�可步行至�� , 學校��
車站����場� #301
�車站 ( 直�市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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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平�1000 呎 + 土庫�部完成��門出��
���水� (2018), 較��門 , 屋頂�乾衣��
主層舖實木�� , 土庫�廚��客� ,3+2 �
� ,2 浴 廁�� � 雙 車 � , � � 學 校�Ravine
天�林�����車站
� Crowchild Trail�

新
上
市

$1,750,000

$295,000

$528,800$559,900

$889,900 $649,900$658,000 $609,900

西北 Panorama Hills

新
上
市

西北 Panorama Hills西北 Hamptons 西南 Richmond 

西南 Cougar Ridge西北 Panorama Hills
獨立�層屋 2175 呎 + 土庫�部完成�� �
三車� , 可步行至學校 , ����車站�較�
屋頂��牆 , 較�實木��磚�� , 較�廚
�廚��石�檯面�不�鋼家� , 家庭��
壁爐 ,3 �� 3.5 浴廁 ,
������場� $489,900

西北 Beddington

新
上
市

獨立平� 1232 呎 + 土庫�部完成 , 可步行
至學校 , ����車站�主層舖實木�� ,
廚�� 大 理 石檯 面�較 �廚櫃 ,3+2 ��
2.5 浴廁 , ���� ,
�場��車站� $459,900

西北 Huntington Hills
獨立�層屋 1,708 呎 + 土 庫� 部完成 , 可步
行至學校�������� (2019)�屋頂 (2017)
��油漆�客��壁爐 , 廚��大理石檯面�
不 鏽 鋼 家��� 大 Bonus Room,3 � � 3.5
浴廁 , �� YMCA��
�站��場��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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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49,900$469,900

西北 Royal Oak西北 Panorama Hills

新
上
市

星期六 (4 月 27 日 ) 2 - 4:30 pm
1622 5 Street NW1

4 月 27 日開放1 4 月 27 日開放2 4 月 27 日開放3

10 Royal Birch Villas NW4

10250 Hamptons Blvd NW2

2411 22 Ave SW3

西北 Varsity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獨 立 平 � 1590 呎 , 可 步 行 至 Nose Hill 
Park��場��車站�較�屋頂�暖 爐 �
�水爐 , 客��拱形天� , 家庭��壁爐�
3 �� 2 浴廁 , �院
��大露臺� $495,000

�校� Edgemont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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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900

西北 Royal Oak

4 月 20 日開放24 月 27 日開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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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上
市

韓國瑜納入黨內
總統候選人提名
各方口水戰猛烈

【看中國訊】中央社報導，

國民黨中常會在 4 月 24 日通過

決議，黨內 2020 年總統大選候

選人提名將另定特別辦法，將包

括韓國瑜、郭臺銘等所有可能參

選的人都納入初選機制中。

此外，國民黨中常會也決定

總統提名程序將在 5 月左右公

布，6 月之後才啟動初選。之前

高雄市長韓國瑜針對 2020 年臺

灣總統大選表態，為中華民國發

展及改變臺灣，他願意承擔責

任，但目前情況下無法參加國民

黨現行制度下初選。

另外，臺灣鴻海集團董事

長、富士康創始人郭臺銘自 17
日正式宣布參選臺灣 2020 年總

統大選後，立即在臺灣政壇刮起

旋風，五年前說過「民主不能當

飯吃」也被挖出檢視。角逐連任

的現任總統蔡英文接受臺灣親

民進黨的電臺採訪時，借網友

的話回應說「沒有民主只能要飯

吃」。

郭臺銘星期六的臉書貼文澄

清：「民主對 GDP 沒幫助，不

能無限上綱把各種運動當作民

主，民主是過程，不是果實，經

濟果實才能填報肚子，民主的動

能須化為經濟的成果。就算簡化

為民主不能當飯吃，也絕不代表

我否定民主」。

根據世新大學 17 日公布的

最新「2020 年中總統大選民調」

結果，郭臺銘如果代表國民黨與

蔡英文競爭，郭臺銘支持度高達

50.2%，蔡英文的支持度只有

27.1%，如果民進黨對手是前行

政院長賴清德，郭臺銘仍然領先

9%。不過，在國民黨內，郭臺

銘與國民黨內人氣最高的高雄市

長韓國瑜相比則小輸 0.8%。

加州新教材為何令家長恐慌？ 

左：南加州第23選區參議員邁克．莫瑞爾。右：在加州抗議新版性

教材的家長和孩子們。（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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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Truman Homes 公司打造的大學

區 (University District) 新一期精品公寓

Esquire 預售現已開始。預售期截至 4 月

26 日，並於 4 月 27 日正式開盤。預售

期間將有超級優惠，售樓處在 Truman 
Homes 另一大型項目 West District 展示

中心。

Esquire 項目是兩棟公寓建築，由封

閉天橋將之連為一體，提供一居室和兩居

室公寓，面積在 652 平呎到 915 平呎之

間。秉承 Truman Homes 公司一貫的精

工細作風格，設計精美現代。在公寓樓裡

有健身中心、寵物水吧、工作坊等，為居

民提供豐富的娛樂休閒去處。

Esquire公寓早期促銷價從 27萬起，

除了自住外，極具投資價值。「現在投

資 Esquire 公寓，從時間上來說，恰逢其

時！」Truman Homes 新屋銷售 Dilesh 
Sidhpura 說，他的分析如下：

大學區地段優勢突出

大學區（University District）是大

型商業和住宅綜合地產項目，緊鄰卡爾加

里大學。卡爾加里大學可以說地處卡城西

北區上風上水好地段，靠近卡城市中心，

緊鄰卡城體育場 McMahon Stadium，交

通便利。在一片繁華熱鬧中卻又獨自安

靜，大學周邊芳草綿延，綠樹成蔭，小徑

通幽，宜室宜居。

大學區項目（University District）
的周邊，除了卡爾加里大學外，還有成

熟的商業中心 Market Mall 和醫院群

落：亞省兒童醫院（Alberta Children's 
Hospital）、湯姆．貝克癌症中心（Tom 
Baker Cancer Centre）、山麓醫療中心

（Foothills Medical Centre）以及由亞省

政府投資 14 個億正在建設的新卡城癌症

中心（Calgary Cancer Centre）。

社區為大師級規劃

大學區（University District）獲得亞

省建築和土地開發聯合會（BILD）頒發

的「2018 年度社區」的稱號，佔地 200 英

畝。住宅包括鎮屋和公寓。社區內還設置

了跨越 9 個街區 30萬平尺的商業零售區，

以及 150 萬平呎的寫字樓區。 3 萬 8 千平

呎的大型菜店 Save-On-Foods 預計於今

年年尾或明年年初入駐。「生活中需要的

一切，這裡都準備了。」Sidhpura 說。

高品質租客

投資大學區的公寓房，很容易聯想到

可以將公寓出租給大學學生，確實學生將

會是租客的一大組成部分。Sidhpura 提

醒說，其實還有一大租客群體，那就是醫

院或醫療中心的工作人員，包括護士和來

醫院實習的學生，「尤其是未來的新卡城

癌症中心，是加拿大最大的癌症治療中

心，將聚集全球優秀的癌症治療專家。那

麼將會有大批醫療行業的學生到來，從事

成為醫生之前必備的實習和臨床學習。這

批學生是帶薪水的，他們收入豐厚，職業

穩定，估計也不太吵鬧，絕對是最讓房東

滿意的租客群。」Sidhpura 說。

時機正好

受卡城延續數年之久經濟衰退的影

響，現在是卡城地產售價的低谷期。

Sidhpura 表示，聯合保守黨即將組建下

一屆省政府，其執政理念是以發展經濟、

發展石油工業和確保就業為先。新政府制

定和推出各項政策估計需要一年多時間，

那麼經濟的拐點會在一兩年後出現，很可

能會帶動房價的提升。那麼在此時出手，

購買投資型公寓，時機就恰好。

早鳥優惠

Esquire 公寓精品公寓將在兩年後完

工交房，所以買家在兩年之內只需要支付

5% 的首付。作為早期預售價，將比後期

公開發售的價格優惠更多，並且還有升級

大禮包。

Truman Homes 之前在大學區推出

兩期項目 Noble（精品公寓樓及鎮屋）

和 Maple 55 歲以上長者公寓，市場反應

非常好，還有部分待售，感興趣的買家

可在 West District 展示中心一併查看。

Sidhpura 說：「因 為 Esquire 公 寓 的 內

部裝修和 West District 展示中心是一樣

的，所以我們將 Esquire 公寓預售地點放

到了 West District 展示中心。」

兒童醫院

商業中心
Market Mall

山麓醫療中心

湯姆．貝克癌症中心

新卡城癌症中心

健康科學中心

esquire

早期特售

卡城最具聲望的地產建築商，從業超過    年。35

獨家優惠價  截至 4月26日

體驗中心地址

單

雙

睡房 預售價* 零售價

睡房

週一至週四

週六、週日

週五：休息

請來West District項目展示中心，搶先觀看ESQUIRE戶型，成為第一批ESQUIRE顧客，鎖定預售期的特惠價格。從現在開
始至4月26日，購買ESQUIRE任何戶型，即刻享受優惠價，大大省錢外，還有價值超過$16,500的免費升級大禮包！

包括價值超過

升級大禮包

卡大學區房
最可靠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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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將解聘受外國政府 
支持的科研人員

國立衛生研究院（NIH）是

美國最大的醫學科研機構，院長

弗朗西斯 · 柯林斯（Francis S. 
Collins）所指的科研人員，是

在美國的大學或研究機構從事教

學或研究的一些專家學者。他

說，這些將被解聘的人是外國科

研人員和受外國政府資助的科研

人員。

這些人之所以會被被解聘，

是基於美國聯邦調查局（FBI）
與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

合作進行的一項調查。柯林斯去

年 9 月給大約 1 萬個 NIH 資助

的機構寫信，要求他們明確披露

各種形式的支持和資金來源，包

括來自其他外國政府和外國機構

的支持。

外國竊賊威脅美國繁榮

4 月 15 日，《科學》官網報

導了有影響力的參議員查克 · 格
拉斯利（Chuck Grassley），對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和

國防部（DOD）的分別致信，

這些機構都被要求調查所有被資

助的科研人員是否可能濫用或盜

竊聯邦資金。

當天，格拉斯利還發表

了〈外國竊賊威脅美國繁榮〉

（Foreign Thieves Threaten 
America's Prosperity） 一 文。

文中例舉，2018 年，司法部

（DOJ）在涉及盜竊商業機密的

8 個案件中調查，指控或判定了

至少 16 人和 4 個公司。在過去

幾年中，又有 6 個人被調查，

被指控或判定從美國大學竊取研

究成果。

3名華裔研究員被解雇
4 月 11 日，國立衛生研究

院院長柯林斯，在參議院撥款委

員會監督 NIH 預算的小組作證

後告訴《科學》雜誌，他們已採

取行動防止外國政府不公平地利

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在馬里

蘭州貝塞斯達市（Bethesda，
Maryland） 資 助 的 研 究， 一

些研究人員可能被解雇。柯林

斯告訴小組主席參議員布朗特

（Blunt），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正在對超過 55 家美國科研機構

進行調查。

4 月 19 日，德州大學安德

森癌症中心率先宣布，該中心對

5 名教授進行了調查，解雇了其

中 3 人。據悉，這 5 人均是亞

裔，其中至少 3 人是華裔。

「千人計劃」 
恐淪「入獄計劃」

安德森癌症中心被開除的 3
位華裔教授都涉「千人計劃」，

其中最突出的教授謝某涉及泄密

問題。研究中心的知情人表示他

太太黃某也在安德森癌症中心工

作。夫妻倆一起被抓。後來鑒於

人道主義考慮，警方把他太太放

了，回家照顧孩子，但是謝某一

直被拘押。「好像 FBI 給他兩

個選擇：如果你想在美國，那你

就得進監獄，否則你回中國。」

「千人計劃」是 2008 年起

由中共中組部牽頭，由統戰部、

教育部、科技部等發起，目標是

網羅在國外著名大學、科研機構

擔任相當於教授職務的專家學

者，國際知名企業的專業技術人

才，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或掌握核

心技術的人才。公開報導顯示，

截 至 2018 年 10 月， 已 有 近

8000 名海外專家入選該計劃，

多數為華裔且來自美國。

2017 年 10 月，美國華裔

科學家的多個微信群一開始傳播

這條消息：「請朋友盡快把消息

傳發出去。FBI 說凡是加入『千

人計劃』的華裔自動進入 FBI
注意範圍內。」去年 9 月，FBI 
在行動中證實了這一消息，網絡

傳出「千人計劃」恐將淪為「入

獄計劃」。去年年底，中國政

府下令不再對外公開提及「千人

計劃」。

去年，一對雙胞胎女嬰被基

因編輯引發極大倫理爭議，中國

南方科技大學前副教授賀建奎就

是「千人計劃」的成員之一。

本次行動將波及其他領域

旅美政論家陳破空表示，這

些人大規模盜竊美國的知識產

權，而且在濫用美國政府所撥給

的款項。包括以下四類情況 :1.
雙重領薪，即同時從美國機構和

中國政府處領取薪水，為雙重資

薪罪。 2. 從中國政府領薪水，

但卻隱瞞來自北京的資助。3.把
在美國教學或研究得到的知識成

果轉移到中國。 4. 把美國相關

的研究計劃和項目透露給中方同

行。

陳破空表示，本次行動主要

針對生物醫學方面，但其他領域

也會行動起來。事實上，最嚴重

的情況是，中國那邊建立所謂的

影子實驗室與這些在美的專家學

者聯絡，以抄襲和複製他們在美

國的研究計劃、研究項目和研究

成果。美國人的成果被竊取後，

在中國被火速宣布為中國的研究

成果，並迅速申請專利。像華為

公司那樣，號稱專利是最多的，

多達 1 萬多例。

時事評論員橫河認為，這是

美國針對中國侵犯知識產權所採

取的措施當中非常有效的辦法，

可以從政府層面來調查。如果不

是政府層面來調查的話，一些合

作關係非常難去定罪，非常難在

全美範圍內統一地去調查。這是

美國給中國知識產權盜竊一個很

大的警告，對於在美國這個領域

工作而違反規定和中國合作的少

數人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警告。

林英被治罪現象的啟示

4 月 17 日，已入美國籍的

前中國國航經理林英在紐約法庭

認罪，承認「未經申報擔任外國

政府代理人」。林英面臨最高

10年的監禁和被沒收巨額財產。

儘管國航並沒有被要求註冊

為外國代理人，但林英經常利用

職務之便在工作日甚至休假日到

機場為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成

員偷運包裹。

通過林英案可以看出：只要

某人為外國政府機構或官員做

事，不管服務的機構是不是已註

冊為外國代理人，他必須要登

記，否則就是犯法。類似的事在

海外華人中有普遍性，所以林英

案對海外華人是有借鑒意義的。

美審查科研機構 波及華人
政府主導調查  「千人計劃」人員列為調查重點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導

日前，美國科研機構宣布開

除與中國分享重要研究成果

和數據的一些科學家。在未

來1～ 2週內，也就是4月

下旬到5月上旬，一批替外

國政府效力的科研人員將陸

續被美國的相關機構解雇。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院長柯

林斯在參議院作證時，宣布

了這一個決定。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院長柯林斯

【看中國記者鍾靈綜合報導】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公布，從

今年 7 月起將脫離香港大學社

會科學院。總監鍾庭耀表示，將

不畏壓力、自立門戶，成為獨立

智庫「香港民意研究所」。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於

1991 年成立，研究隊負責有關

研究的設計，包括抽樣調查方

法、問卷調查設計、督導、數據

分析及報告撰寫。該計劃一直以

來對香港政府及特首進行民意調

查，曾「得罪」港府及親建制派

人士，2000 年開始港大宣布不

再資助該計劃，需要自負盈虧經

營。

23 日早，港大民研召開記

者會，宣布 7 月起將脫離香港

大學社會科學院的消息。鍾庭耀

在會上表示，自己也將於 3 個

月內退休，此刻離開的心情「無

怨、無恨、無悔」。他表示，

將發起眾籌 600 萬元，成立「香

港民意研究所」並繼續領導民意

調查，強調「只要還是我領導的

一日，肯定不會為「五斗米」折

腰」。

過去計劃對特首民望、六四

事件、一國兩制、港人身分認同

等進行的定期調查，日後將依靠

眾籌才能繼續推行。鍾庭耀坦

言，「不會期望得到國家機構和

建制力量支持」。此外，鍾庭

耀指出自己即將於 3 個月內退

休，因此也憂慮自己退任總監

後，港大民研或會失去其獨立

性。

港大民研一直被視為親北京

和建制派的「眼中釘」。

【看中國記者鐘靈綜合報導】

繼英、美、歐盟和臺灣後，加拿

大政府就港府修訂《逃犯條例》

提出「嚴正質疑」。去年 2 名

加拿大人因華為事件遭中國報復

性關押，而在香港更有超過 30
萬加拿大公民居住。

加 拿 大《國 家 郵 報》報

導，加拿大全球事務部發言人

Guillaume Bérubé 日前公開發

表聲明「加拿大已就修訂引渡法

例的建議，向港府提出嚴正質

疑。報導指出，雖然發言人並未

闡述加拿大政府的具體應對措

施，但表明「加拿大人的安全是

當務之急」。此外，該媒體曾

查詢位於渥太華的中國領事館回

應但不果。

報導也指出，目前 5 個加

拿大民間組織已經發表聯署聲

明，表達修例對居港加人安全的

憂慮，同時譴責修例侵蝕香港司

法獨立和民主。港加聯主席馮玉

蘭表示，「甚麼是犯法完全由中

國當局決定，因為他們總可以利

用非政治的藉口要求引渡」，促

請加拿大政府發聲反對修例。

此外，目前有約 30 萬加拿

大人在港居住，根據 2016 年的

統計顯示，加拿大有約 20.8 萬

名移民是生於香港，也是最多香

港人移民的目的地之一。

港大將關閉「民意研究計劃」

美國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症中心4月19日開除3名涉「千人計劃」的華裔教授。 

在美科學家涉及
「千人計劃」的四種情況

從中國政府領薪水，但卻

隱瞞其提供的資助。

雙重領薪，即同時從美國

機構和中國政府處領取薪

水，為雙重資薪罪。



把在美國教學或研究得到

的知識成果轉移到中國。

把美國相關的研究計劃和

項目透露給中方同行。

加拿大嚴正關注香港修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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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aCorp Capital 的一份研

究報告顯示，自 2014 年油價暴

跌以來，在加拿大施工的鑽探公

司數量減少了 40%，從 2014 年

的 43 家降低到今年的 26 家。

報告表示併購是公司數量減

少的原因之一，在此期間，有 7
家佔有 17% 市場份額的鑽探公

司被併購。

受制於管道、鐵路運力等因

素，加國石油外運困難，導致石

油價格下跌。石油公司不得不減

產，鑽探市場隨之下滑，是另一

個原因。

一年一度的春季街道大清

掃才運行 3 週，卡城停車管理

局就已開出了 23,672 張停車罰

單，罰金約 190 萬加元，是去

年總罰單的 2 倍。

今年停車管理局啟用移動執

法 車（Parkplus System）， 在

掃地機到達之前，巡視被掃區

域，為停留在街道上的車輛拍

照，然後，將罰單郵寄給車主。

停車管理局執法經理 Joan 
Hay 說，春季大掃除是卡爾加

里的年度計劃，為提高工作效

率，停車管理局會提前在被掃街

區放置掃街時間和「禁止停車」

的臨時標誌，以提醒車主注意。

此標誌至少提前 12 小時放置。

街道清掃還有 10 週時間。

溫馨提示：請多留意自己街區道

路清掃時間和禁止停車的標誌，

上網可查詢在線地圖，即可獲知

實時信息，以免被罰。

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北美

公司（CNOOC Petroleum North 
America）因亞省北部爆炸，致

2 名油砂工人死亡，被麥克默裡

堡省法院判罰 45 萬元。

2016 年 1 月 15 日， 該 公

司在 Anzac 附近的長湖工廠發

生爆炸。一人當場死亡，另一員

工重傷，後在醫院去世。

2017 年，根據亞省職業健

康與安全法案，該公司被指控職

場罪，以及未能確保壓縮機得到

妥善維修，未能確保負責機器的

人員已閱讀其操作手冊和安全規

則等相關罪名。

法庭以未能確保員工的健康

和安全罪，做出判罰。

眾所周知，加拿大和美國是

花旗參最主要的生產國，花旗參

是一種常見的中草藥保健用品，

是北美華人最愛的回國禮品之

一。不過千萬注意，帶花旗參回

國，當心被查。

據 4 月 17 日「四川新聞網」

報導，4 月 15 日兩名中國籍旅

客從美國紐約飛回成都，入境

檢查時，共被查獲西洋參製品 5
袋（盒），共計約 1.05 公斤。

成都海關解釋說：根據《瀕

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

的規定，除持有允許進出口的特

別證明書之外，任何貿易或者攜

帶、郵寄西洋參等瀕危物種及其

製品進出境的行為均屬於違法。

輕者將被中國海關沒收，重者將

被追究法律責任。

4 月 21 日起，溫哥華普通

汽油價格創下北美地區新高，報

172.9 分 / 升，至 4 月 24 日仍

維持在此高位。

業內人士分析，美國華盛頓

州和舊金山市多家煉油廠因檢修

導致成品油供應緊缺，是油價飛

漲的重要原因。卑詩省府本月上

調碳稅也進一步推高了油價。

亞省準省長康尼即將上臺執

政。他曾表示，若卑詩省府繼續

阻撓跨山油管擴建項目，亞省

將對卑詩省「關閉水龍頭（油

管）」。有預測認為，聯合保守

黨執政亞省後，溫哥華地區的汽

油價格會上漲多達 30 分 / 升。

由於春季解凍及下雨，魁北

克發生洪災。

4 月 22 日，魁北克應急部

門最新數據顯示，洪水已影響

到魁北克 2,500 多戶家庭，近

1,700 名居民被迫離開家園。到

目前為止，至少有一人致死。

魁北克應急部門表示，全省 
51 個城市受洪災影響，2549 所

房屋被淹沒，另有 1565 所房屋

被洪水圍困。

加拿大紅十字會為此開設了

捐款網站，並啟動救災基金，以

幫助居民重建家園。

魁北克省長勒格重申了政府

新計劃，幫助魁北克人從洪水易

發區遷出。

加拿大自然資源部長索希

（Sohi） 上 週 四（4 月 18 日）

稱，聯邦政府需要更多時間履行

與第一民族和 Métis 原住民社區

進行磋商的法律責任。聯邦政府

對跨山油管作出最終決定的日期

從 5 月 22 日推遲到 6 月 18 日。

去年，聯邦自由黨政府以

45 億加元從金德．摩根公司收

購了跨山油管項目，但是聯邦法

院很快阻止了該項目，要求渥太

華重新開始與土著進行磋商，並

就其對海洋環境的影響進行重新

評估。

亞省即將上任的省長康尼同

意了聯邦政府推遲做出決定的要

求。康尼表示他不希望聯邦政府

再一次推遲。

近日，亞省準省長康尼的政

治團隊迎來兩位高級成員。

霍華德．安格林（Howard 
Anglin）被任命為康尼的首席

秘書，他曾經是前總理哈珀的副

參謀長。當康尼就任哈珀政府的

公民、移民和多元文化部長時，

安格林曾任康尼的參謀長。

凱蒂．梅裡菲爾德（Katy 
Merrifield）被任命為新政府的

外事及規劃主管，她曾擔任前卑

詩省長卡拉克的外事主管。

傑 米． 哈 卡 貝（Jamie 
Huckabay）將繼續做康尼的

參謀長，克里斯汀．米亞特

（Christine Myatt）將繼續擔任

新聞秘書，米亞特還將兼任外

事副主管。大衛．萊格（David 
Legg）將領導過渡團隊。

康尼在新聞發布會上說：

「我毫不懷疑，團結一心，這個

團隊將履行我們的承諾，重振亞

省經濟。」

【看中國訊】週三（4 月 24
日）加拿大央行決定將基準利

率保持在 1.75%。

央行要刺激經濟時會調低利

率，在經濟過熱需降溫時，會加

息。

「預計 2019 年上半年經濟

增長速度將低於年初做出的預

期，」這就是維持低利率以刺激

經濟的原因。

今年 1 月，央行曾預計今

年加拿大經濟增長 1.7%。週

三，它將預測值下調至 1.2%。

不過，央行行長斯蒂芬波羅

茲確實補充說，該行預計今年

下半年將比第一季更好。他說：

「目前，我們認為這種利率設定

將使我們看到 ...... 第二季度經

濟增長有所回升，而下半年第三

季度將實現增長。」

【看中國訊】4 月 22 日晚，

愛德華王子島省選結果發布，

進步保守黨贏得 12 個席位，可

組建少數黨政府。綠黨贏得 8
個席位，成為官方反對黨。而

執政長達 12 年的自由黨只保住

了 6 個席位。進步保守黨黨領

Dennis King 將就任下一屆省

長。

據 CBC 消息，過去 50 年

來，愛德華王子島省基本上是保

守黨和自由黨輪流執政。此次選

舉，自由黨尋求第 4 次連任失

敗，結果並不意外。

Dennis King 在晚慶功會上

稱，愛德華王子島省將進入一個

新時代。他表示，保守黨勝選是

因為政策更貼近民生。保守黨競

選承諾有：允許街頭便利店售

賣酒水，基本個稅豁免額提高 3
千元，為 4 歲前幼兒設立幼兒

園，中小企業稅降至 1% 等。

競選統計數據顯示，此次愛

德華王子島選民投票率80.5%。

愛德華王子島省
保守黨勝選

準省長康尼任命
高級職員

聯邦政府推遲
跨山油管決策時間

加拿大央行
維持利率不變

帶花旗參回國
當心被查

當心被罰：
街道清掃開罰單190萬

爆炸致員工死
中海油被罰45萬

溫哥華汽油價格
創新高 魁北克洪災迫使

1700人離家園

加國鑽探公司
數量銳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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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關注中國人權的《嚴

冬》（Bitter Winter）雜誌日前

文稱，自 2018 年 2 月新〈宗教

事務條例〉實施後，大陸當局對

佛教寺廟的打壓不斷強化，大

量寺廟遭到查封取締。僅湖北

陽新縣就有 100 餘處廟宇被查

封。

其中靈感寺的三寶殿原本

由 1 位六旬廟主花費 10 萬人民

幣興建，結果去年剛還清建廟

錢，就遭到當局以「無宗教活動

場所登記證」為由查封，禁止香

客上香和做法事，切斷廟主及

兩名老僧的基本生活來源。該

廟主為求盡速解封，多次詢問

宗教局辦證之事，但當局卻一

再推託，遲遲不給辦證。

今年 1 月，廟主由於壓力

過大，突發高血壓住院，因負

擔不起 5 千多元的醫藥費，決

定買毒藥尋短見。宗教局聞訊

後，擔心鬧出人命招來麻煩，

這才允許解封該廟。不過，宗

教局仍不准其做法事、燒高

香。廟主無奈說，只能靠香客

施捨的錢「過一天是一天。」

另一白馬廟的七旬住持則

因為反對拆廟，與當局理論，

要求當局賠償裝修廟宇的錢。

結果當局囂張地說：「沒有甚麼

賠錢不賠錢的，拆！」隨即白

馬廟被夷為平地。該住持痛苦

地表示：「自己打算在廟裡度過

晚年，這一瞬間廟宇就變成廢

墟，這以後該去哪兒落腳呀？」

同期，安陸市李店鎮政府

官員、警察等 10 餘人來到當地

極樂禪寺，一名官員稱：「現

在國家要整頓宗教信仰，打黑

除惡，你們沒有辦證是不合法

的，必須封門。」同時警告該寺

住持出門不許穿僧袍。該住持

回說，他早於 2014 年就申請辦

宗教活動場所登記證，但政府

一直不肯批准。警察聽罷蠻橫

的說：「我們是來執行公務的，

你不得違抗！」隨即強行將廟門

與住持寢室貼上封條。此外，

政府還強制要求所有宗教場所

必須掛五星旗，以此推進所謂

的宗教中國化。但也因此鬧出

人命。

2018 年 9 月，黃岡市浠水

縣道教協會會長要求仙女廟負

責人購買旗桿，該負責人為節

省廟內開支，於是自己動手做

旗桿，但因勞累過度不幸去世。

在中國古代，廟宇通常是

出家人修行之處，也是信眾們

表達對神佛的敬仰的地方。因

此，廟宇的修建，除歷代敕建

之外，基本是信眾們以虔誠之

心捐資修建。在「文化大革命」

期間更大肆毀壞寺院、道觀、

佛像，摧毀了民眾對佛道神的

信仰。在大陸鼓吹左傾的指令

下，寺廟道觀劫難再次來臨。

【看中國訊】日本首都圈早

上超過 250% 乘坐率的電車通

勤，可以說是世界上獨有的現

象。由此也產生了對應這個現象

的工作，即專門幫助乘客擠上電

車的「月臺輔助員」。兩位正在

打工擔任此職務的臺灣人，分享

了工作內容與甘苦談。

據《換日線》報導，號稱全

世界最繁忙的 50 個車站當中，

有高達 45 個位於日本。

日本都會區早上的通勤時

段，在一些特別繁忙的車站上，

經常會看到穿著制服的站務人

員，在車子已擠滿人的情況下，

還在努力嘗試把更多人「推」進

車廂──除了正職的站員之外，

鐵路公司也聘有「專門負責推乘

客上車」的時薪打工人員，它更

是許多打工族心中的「好缺」之

一。

一位正在擔任「月臺輔助

員」打工的臺灣人柏惟說：「男

性輔助員推女性乘客的話，被提

醒盡量不要直接碰到身體，而是

利用其身上的包包當作緩衝──

要推時，也一定要記得先出聲提

醒她們。」

另外一位打工的臺灣人吟羽

說：「大概沒有人真的喜歡『擠

沙丁魚』吧，但日本人確實有上

班不喜歡遲到的文化。日本電車

的時刻表都非常準時，所以上班

族們儘可能地努力搭上「那一班

應該要搭上」的電車。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綜合報

導】美國最具影響力的外交政策

智庫——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發布

了一份特別報告，稱讚並肯定了

川普總統的對華外交政策。

美國之音報導，美國專門從

事外交政策和國際事務的非營

利、無黨派智庫——美國外交關

係協會發布一份報告稱，在過去

20 年間，克林頓、小布什和奧

巴馬三屆美國政府都沒能正確解

讀北京的戰略意圖，而川普政府

對華外交政策糾正了這種誤讀。

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在報告中

稱，過去三屆美國政府錯誤的對

華外交政策是「自第二次世界大

戰以來，對美國外交政策損害最

大的三大錯誤之一」，因為中國

國力的崛起不僅對全球秩序，還

對美國及其盟友不斷累積危險的

戰略後果。

如今，面對日益威脅美國國

家利益和民主價值的中國，川普

政府喚醒了美國人。就在北京當

局將大多數亞洲國家納入其軌道

且漸行漸遠離美國的時候，如果

沒有川普政府持續推動戰略部

署與政策對抗中國日益增長的

威脅，美國可能還在繼續夢遊

（Sleepwalking）。
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報告認

為，川普總統公開、大聲反對北

京當局長期不公平貿易行為，實

際上川普政府向中國政府巧妙施

壓的策略已經取得成功。

報告稱：「川普對抗性貿易

政策可能導向一個重大協議。雖

然美中貿易談判結果仍不明朗，

但川普可能獲得中國（共）政

府在貿易上的重大讓步。」儘管

北京當局有可能再次不兌現承

諾，但川普政府的貿易策略，卻

已成功打破了北京當局設置的不

公平的、難以逾越的貿易壁壘。

報告認為，儘管川普政府政

策在制裁中興、華為等中國公司

方面缺乏一致性，但還是採取了

更進一步的行動措施。與任何一

位美國前任總統相比，川普總統

對北京當局施加了更大的經濟壓

力，迫使中國自 1990 年中國經

濟快速增長以來改變其不公平貿

易行為。

這份報告也指出了川普政府

對華外交政策的一些不足，包括

針對北京當局的「一帶一路」對

抗力度不夠。

在印度洋與太平洋地區，美

國海外私人投資公司已經投資了

39 億美元。但如果川普政府希

望成功對抗「一帶一路」，就必

須推動更大規模的私人投資。

近期，大陸寺廟遭到

全面打壓，有的寺廟被強

拆，僧侶被趕走。

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

寺廟被強拆 住持陷絕境

美智庫肯定川普對華政策

日本月臺當輔助員 臺灣人談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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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中國多地強拆寺廟。（Tyg728/wiki/cc by-sa）

【看中國訊】就讀於

杭州安吉路實驗學校九年

級的李俊喆，被學校保送

上高中。他倣傚文言文寫

了〈告假書〉，表達被保

送的喜悅，對老師的感激

和對同學的不捨。這封信

被他的語文老師傳到朋友

圈分享。

〈告假書〉原文摘錄

如下：

「2019 年 4 月 21
日，保送生簽字。時天女

舞風，春雨連綿。雙雁對

歌，花人共樂。空天蒼蒼

為誰泣，綠葉搖擺何人

喜。選定二中，去事已

定。

不以別九年同窗而

悲，不以展三年光陰而

悅。人世浮沉，惟靜而廣

博者勝，惟智而淡泊者

強。會當日以繼夜，奮發

讀書，踏初中三年基礎，

博高中三年之大成。將勵

精治學，不負吾之宏志，

不負師友之祝願，不負父

母之驕傲，不負家國世界

之渴求！

於下兩月有餘而至中

考，甚幸可避之。然則學

無止境，不可停也。保送

生考試，難而重要也。故

於 2019 年 4 月 22 日 即

吾之生日起，告假不來，

懇請吾師批准，多謝！今

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

所言。只祝同學中考順

利，馬到成功！故以此作

別。」

李爸爸說：「兒子喜

歡看中國古代小說，《隋

唐演義》、《三國演義》他

翻過好幾遍。」

初三男生寫
文言文請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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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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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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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提六四耐人尋味

4 月 22 日官方為肖揚在北

京八寶山舉行遺體告別式，中共

現任 7 名政治局常委悉數出席。

官媒提及此前通過各種形式表示

「哀悼」的人，包括很久未露面

的江澤民。

北京新華社報導肖揚的生平

時，特別點出肖揚在 1989 年學

生運動中，「立場堅定，旗幟鮮

明，多次召開會議傳達中央和最

高檢察院的指示，及時向全省檢

察人員提出嚴格要求，採取有力

措施，穩定了隊伍，打擊了各種

嚴重刑事犯罪活動」。

今年是六四事件三十週年，

當局在肖揚遺體告別式上強調其

在六四時的狠角色，耐人尋味。

肖揚一度傳被調查

肖揚在江澤民當政時獲重

用，1990 年，他從廣東省檢察

院被調進京，出任最高檢察院

副檢察長兼檢察委員會委員。

1993 年，肖揚出任司法部部

長，1998 年 3 月任最高法院院

長，並在2003年3月獲得連任。

肖揚任內培植了包括前最高

法院副院長黃松有在內的一大批

司法界親信。黃於 2008 年 10
月因貪腐落馬，2010 年被判無

期徒刑。

肖揚在 10 年前曾和手下親

信黃松有一起，被揭發涉及千億

的鉅額貪腐。當時有人舉報，肖

揚和黃松有在老家廣東省法院系

統，尤其是法院執行局系統，培

育了 500 多名腐敗法官骨幹，

建立了法官利益集團，黑幕「令

人髮指」。

舉報指，肖揚的女兒長期搞

資產包、土地、房產，她與黃松

有、楊賢才等透過廣東省各地法

院和執行法官，搞了大量的資產

包，資產包裡大都是土地、房產

和上市股票，價值逾1500億元。

《南華早報》、《明報》當時

援引法院消息來源說，黃松有被

懷疑涉及其潮汕同鄉、廣東省高

級法院原執行局局長楊賢才的貪

汙舞弊案，涉案金額高達 4 億

元人民幣。

黃松有落馬後，一度傳出肖

揚被調查的消息。《多維月刊》

2008 年底曾有報導說，知情人

士告知，肖揚受調查，但迄今並

未被「雙規」。肖揚屬副總理級

別的官員，當局的調查處理是非

常慎重的，輕易不會用「雙規」

這樣帶有強制性的措施。

「法盲」王勝俊 
貪財好色

2008 年肖揚卸任，王勝俊

接任最高法院院長。王勝俊生於

1946 年，安徽宿州人，他早年

就讀於合肥師範學院，學的是歷

史專業，期間文化大革命爆發，

他的學業戛然而止。後來他長期

當政工、政法幹部，沒有法學教

育背景和學歷。

王勝俊在最高法院最後一年

多時間裡，禁止下屬各級法院受

理敏感案件，包括徵地強拆糾

紛、毒奶粉索賠案、四川大地震

豆腐渣工程索賠案等。

北京律師梁小軍曾在微博上

透露，北京司法界舉行一個冤案

研討會，因為有人披露王勝俊得

了癌症，會場上頓時掌聲如潮。

據港媒《動向》2015 年 10
月號披露，7 月 12 日被查的中

國最高法院副院長奚曉明，在

被「雙規」期間，已舉報了原上

司、後任中國人大副委員長的王

勝俊貪腐斂財、好色、瀆職等違

紀違法活動。其中，奚在王勝俊

生日、晉升日，送給王現金 11
次兩百九十萬元；大連、青島、

天津、珠海、無錫住宅六幢；

推薦、物色 9 名女子供王尋歡

作樂。

1946 年出生的王勝俊曾任

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副秘書長、

秘書長，是前政治局常委羅干、

周永康的秘書幫人馬。 2008
年 3 月 15 日任最高法院院長。

2013 年 3 月起曾任中國人大副

委員長。現已退休。

大秘周強抵制司法獨立

2013 年上任的最高法院院

長周強，曾經是肖揚主政司法部

時的秘書，得到肖揚的提拔。

除了有肖揚做靠山，據體制

內學者辛子陵指稱，周強早年仕

途發跡中，同時跟定江澤民和周

永康，從湖南官場走到最高法

院，就是江澤民的人。

2017 年 1 月 14 日， 周 強

在全國高級法院院長會議上對全

國法院提出要求：堅決抵制西方

「憲政民主」、「三權分立」、

「司法獨立」等錯誤思潮影響，

要敢於對西方司法獨立亮劍。

周強的話徹底打碎了中國

法律人的法治夢。 2017 年 1 月

18 日，北京法學界發起網上連

署公開信，要求周強「辭職」，

直指「這哪裡是中國首席大法

官，而是首席大法盲！」

周強領導的法院系統隨後開

展了對 709 維權律師、維權人

士的枉法裁判活動。

今年初，周強遇到了其仕途

上最大的風波，就是最高法院

千億礦產案卷宗「丟失」醜聞。

王林清、崔永元爆料直接指向了

他。

不過中央政法委聯合調查組

的結論使劇情徹底反轉，舉報者

王林清成了賊喊捉賊的罪魁禍

首。但公眾對官方調查結果普遍

質疑。

【看中國訊】中共黨內「自由

派」元老李銳去世前，將自己歷

時 80 多年、約千萬字日記交給

女兒李南央，讓她捐贈給斯坦福

大學胡佛研究所。近日，李銳遺

孀張玉珍起訴李南央，要討回李

銳日記。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李南

央捐贈給胡佛研究所的，除了李

銳的日記，還有李銳的信件；以

及他在廬山會議期間，參加土改

的工作筆記等。李南央說：當局

很可笑，甚麼這個自信、那個自

信，將真實發生的事情紀錄在個

人的日記裡就怕成這個樣子，非

要拿回去，而且拿回去的目的非

常明確，就是銷毀。

李南央稱，怎樣向公眾開

放，胡佛研究所會有一個交代。

未來不論發生甚麼事情，李銳日

記向公眾開放這一條不會改變。

在李南央律師給張玉珍的回

覆函中認為，早在 2017 年李銳

就明確表示，讓李南央將其日記

轉交胡佛研究所留存，這是民事

贈予，而非遺產處理。同時，李

銳生前也確認，可由李南央編輯

並在美國出版《李銳日記》。

81歲的中國最高法院
前院長肖揚4月19日病亡。
官方新華社稱他是所謂「政

法戰線的傑出領導人」。肖

揚是繼沈鈞儒、董必武、謝

覺哉、楊秀峰、江華、鄭天

翔、任建新之後，最高法院

第八任院長。肖之後則是王

勝俊、周強。

記者李文隆綜合報導

肖揚病亡 與繼任者皆醜聞纏身

李銳日記
遺孀起訴欲追回

【看中國記者晏清流綜合報

導】中共已故總書記胡耀邦三子

胡德華，早前收到中共中央辦公

廳的搬遷令，被迫遷出父親位於

會計司胡同 25 號的故居，「沒有

講條件的餘地」。

後門接通中南海

香港《蘋果日報》4月 23 日

報導披露了當局對胡德華遷出會

計司胡同25號之後的安置措施。

胡德華獲安排的該套 250 平方米

公寓，放置了胡耀邦的遺物，屬

副部級待遇。

1989 年 4 月 15 日，時任中

共總書記胡耀邦突發心肌梗塞去

世，從而引發一場聲勢浩大的學

生悼念活動，進而發展到學生運

動，最終成為六四事件導火線。

由於胡耀邦之名與六四緊密相

連，當局對胡耀邦諱莫如深。特

別今年是六四事件 30 週年，與

六四有關的事物都讓中共頗為

緊張。

胡耀邦三子胡德華 3月傳出

被中央辦公廳要求搬離父親故

居。胡耀邦故居是一座四合院，

位於北京西城區會計司胡同 25

號，與中南海只隔著一道紅牆。

《蘋果日報》早前報導說，

胡耀幫一家 1984 搬進會計司胡

同時，房屋破舊，有管理員查看

後，認為要大修，不過，胡耀邦

拒絕，讓人粉刷牆壁便入住了。

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

仍居住在會計司胡同。為了方便

工作，胡耀邦在中南海紅牆上

開了個門，將自家的後門接通中

南海，前門則仍開向衚衕。因胡

宅後門通中南海，令高層無法安

心。中辦要求胡德華搬遷。

經常批評現體制

儘管規定後人要上交住所，

但胡耀邦遺孀 2017年3月去世，

2018 年胡家後人就被逼遷，完

全不考慮胡德華的處境。《蘋果

日報》引述知情者說：「黨內楊尚

昆死後，中辦還給其子女居室安

置。當前北京軍官轉業，都給一

套經濟適用房安置，胡耀邦的後

人連專業軍官都不如 !」中辦既

不給胡德華提供安身之所，也不

管故居中眾多胡耀邦的遺物要如

何處理。由於胡德華買不起北京

的房子，他感到一籌莫展。

北京當局此舉，被外界認為

身為紅二代的胡家後人不獲當

局接受，顯現紅二代群體中的

裂痕。

現年 70 歲的胡耀邦三子胡

德華與李銳、杜導正等中共黨內

民主派關係密切，經常對現體

制提出批評。胡德華曾掛名擔任

《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在家

中接待訪民。

分析指，如今當局給胡德華

安排了以月租方式居住的公寓，

顯然是因為外界輿論壓力，但難

掩胡家與北京當局的分裂。

此前，4月15日，即胡耀邦

去世 30 週年紀念日，香港人權

民運信息中心報導，在胡耀邦下

葬的江西共青城陵園，胡耀邦的

親屬，以及大批民眾前往悼念，

當局啟動機制加強監控。

4月12日，在北京胡耀邦的

故居舉行了一個小型追思會，胡

耀邦之子胡德華、《炎黃春秋》前

社長杜導正等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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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最高法院最近三任院長均爆出醜聞。（Getty Images）

30年前胡耀邦去世引發學生悼念活動，進而引發六四事件，當局對胡

耀邦諱莫如深。胡家後人胡德華也經常批評現體制。

（Getty Images）

胡耀邦之子被迫遷出其父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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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復活節（4 月

21 日），印度南部島國斯里蘭

卡發生連環爆炸案，導致身亡人

數已經增至 359 人。

4 月 24 日，斯里蘭卡公營

事業部長基里艾拉（Lakshman 
Kiriella）稱，自從爆炸案發生

之後，政府已經逮捕了超過 60
名嫌犯，可能會有更多的人被逮

捕。 斯里蘭卡警方發言人古納

塞 克 拉（Ruwan Gunasekera）
表示，根據情報資料，警方突

襲了 3 個地點，逮捕了 17 名嫌

犯，在第 4 個地點逮捕了另外 1
名嫌疑人。 

極 端 恐 怖 組 織「伊 斯 蘭

國」（ISIS）旗下阿馬克新聞社

（Amaq）發布了連環爆炸案 8
名嫌犯的合影和影片，其中唯一

沒有蒙面的男子是連環爆炸案主

謀哈希姆（Zahran Hashim），

他也是斯里蘭卡極端伊斯蘭組織

（National Thowfeek Jamaath，
NTJ）的領導人。 

據悉，哈希姆是一名激進人

士，經常在臉書、Youtube 發

布視頻，內容多涉及反對佛教、

基督教及印度教。 
據 英 國《衛 報》報 導，

4 月 24 日下午，斯里蘭卡國

防 部 長 維 傑 瓦 德 恩（Ruwan 
Wijewardene）在新聞媒體記者

會上說：「我們認為其中一名自

殺炸彈客曾經留學英國，之後到

澳大利亞攻讀研究生課程，最後

回到斯里蘭卡定居。」

 維傑瓦德恩還證實，許多連

環爆炸案嫌犯都有國外留學生活

的經歷。他說：「這群自殺炸彈

客大多數受過良好教育，來自中

產階級或社會中上階層，他們在

經濟方面相當獨立，他們的家庭

經濟條件良好，這是一個令人擔

憂的因素。其中一些人去過不同

國家留學、生活，並獲得學位，

包括法學碩士學位。他們都是受

過良好教育的人。」

這次爆炸案被視為激進分子

對亞洲國家平民發動最嚴重攻擊

的案件之一。 

【看中國記者明思綜合報導】

2020 臺灣總統大選未演先熱，

總統、立委大選將在明年 1 月

登場。近期臺灣國安局報告研

判，北京為影響臺灣民意走向，

勢必將加大操作輿論戰、心理戰

及法律戰等三戰力度，透過單邊

作為與媒體渲染，製造官民嫌隙

及中央與地方矛盾。

在輿論戰方面，可能有三種

作為：一、對臺灣施加單邊作

為，輔以媒體渲染，製造官民嫌

隙及中央及地方矛盾；二、利用

新科技加強臺灣輿論及新媒體信

息監測；三、挖掘與培養兩岸新

媒體意見領袖，扶持傾中臺青、

學者，藉以引導輿論走向。

心理戰方面，北京或將交替

運用懷柔與施壓手段。懷柔方

面，2 月底可能炒作對臺 31 項

措施成效，增強對臺灣民眾的磁

吸作用。施壓手段包括：中共建

政 70 週年，可能借此時機軍力

展示，對國際宣揚對臺獨零容

忍，釋放不惜一戰的信息。

而在法律戰方面，北京可能

會從反臺獨、促進融合方面來操

作。在反臺獨上，2018 年北京

當局雖然沒有提及修訂《反分裂

國家法實施細則》、《國家統一

法》及《兩岸關係法》，但其實並

不排除未來仍可能重提立法。

另外，為因應北京發動的網

絡戰威脅，臺灣國安局將設立

「網安情（技）資分析平臺建置

案」。

【看中國訊】英國電視四

臺近日播出 4 集電視連續劇

「Chimerica」，講述了在 30 年

前「六四事件」中拍攝到坦克人

的記者時隔多年後重回北京，向

當年親歷「六四」的中國朋友尋

找「坦克人」的故事。劇中穿插

許多「六四事件」的真實歷史畫

面，令民眾為之震撼。

美國之音 4 月 23 日報導，

以「六四事件」為背景創作出的

新故事「Chimerica」影集被譯

為「中美國」。本月 17 日播映

的第一集就出現了天安門的絕

食，軍人開火鎮壓以及「坦克

人」隻身擋坦克等片段，讓觀眾

有機會再次看到 30 年前發生在

中國的這起爭取民主的運動。該

電視劇除了「六四事件」外，還

提到霧霾、軍人開槍、市民罷

工、監聽、人權以及新聞自由等

議題。

「坦克人」一說，出自 1989
年美聯社攝影記者韋德納（Jeff 
Widener) 在當時拍下的一位雙

手提袋子的男子隻身阻擋坦克前

進的畫面。這成為「六四」代表

性的照片。

◆烏克蘭大選的出口民調顯

示，烏克蘭獨角喜劇演員、政治

新秀澤連斯基在 21 日舉行的烏

克蘭總統決選中取得了壓倒性的

勝利，73% 的得票遠遠超過現

任總統波羅申科。選民對國家腐

敗、經濟困境，以及東部地區的

衝突感到不滿，是導致澤連斯基

的選情看漲的主因。波羅申科選

前表示，澤連斯基當選，會被普

京利用，也會導致烏克蘭喪失加

入歐盟的機會。不過澤連斯基在

接受採訪時表示，要強化烏克蘭

與歐盟和北約的關係。他還呼籲

進一步努力，讓東部地區的反政

府武裝人士再次成為烏克蘭人。

◆美國國土安全部內部備忘

錄顯示，該部正在考慮將效力比

嗎啡高 100 倍的強效合成阿片

類藥物「芬太尼」列為「大規模

殺傷性武器」。美國疾病控制

和預防中心（CDC）的數據，

該處方用於治療嚴重疼痛，但在

美國銷售會被視為違法。 2017
年，超過 28000 名美國人死於

該藥物。大量非法湧入美國銷售

的芬太尼，95% 以上來自於中

國。備忘錄指出，這種藥物的高

毒性和不斷增加的可用性，讓

「潛在對手」用於製造「化學武

器的非常規材料」，成為影響國

家安全的新威脅。

寰宇新聞兩則

主謀身份曝光

【看中國訊】毫無疑問，作

為一個世界領導者會獲得很多聲

望，但當世界領袖也有很多錢可

賺嗎？根據《今日美國》的最新

排名，美國總統川普每年 40 萬

美元的年薪卻不是收入最高的世

界領導者，而只排在第四位。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排名第

一，年薪 161 萬美元，是該國

人均 GDP 的 20 倍以上。

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第

二，年薪 56 萬 8 千 4 百美元。

在排名世界前 20 位的領導

者中，德國總理默克爾排名第

六，加拿大總理特魯多排名第

12，法國總統馬克龍排名 20。

斯里蘭卡爆炸發生後，斯里蘭卡軍官守護在聖安東尼神社前。（ISHARA 
S. KODIKARA/AFP/Getty Images）

臺國安局：北京對臺三戰

「六四」電視劇重現歷史鏡頭

年薪最高領導者 川普未進前三名

斯里蘭卡連環爆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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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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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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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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車市報告

【看中國訊】英國汽車調研公司

Jato Dynamics 根據 2018 年的車市

推出了一份市場調查報告，這份報

告分析了全球 54 個汽車銷售市場。

2018 年全球一共銷售出了 8,600 萬

輛汽車，比前一年下滑 0.5%。

從地區來看，占全球車市 30%
份額的中國市場排名第一，達到

2,808 萬 輛， 銷 量 比 上 一 年 下 滑

2.8%。這主要是受美中貿易戰的影

響。其次是歐洲的 1,770 萬輛，緊追

在後的美國為 1,730 萬輛。由於歐洲

種種的不穩定性，例如英國脫歐，以

及更嚴峻的環保法規，也導致整個歐

洲市場銷量下滑 1.1%。

另一方面，印度、巴西以及俄羅

斯的強勁業績，彌補了中國、美國和

歐洲的銷量不足。在 2018 年，印度

銷量增加 9% 至 392 萬輛，首次成

為全球第 4 大的汽車市場，超越了德

國排名第 4。另外，巴西和俄羅斯分

別上漲 14% 和 13%。

在 2018 年，電動車市場增幅在

所有車款中最大，共售出 126 萬輛，

同比 2017 年增長了 74%，這主要

是因為中國的環保政策對於電動車

市場的需求大幅增長，其次是特斯拉

Model 3 的上市，其親民的價格讓

Model 3 在北美的銷量突飛猛進。最

後，歐洲的柴油危機，讓歐洲消費者

意識到電動車的優勢。

SUV 再一次成為全球最熱銷的

車型，銷售增長 36.4% 至 2,977 萬

輛。在所有 SUV 中，緊湊型 SUV
目前是最受歡迎的車款，2018 年的

銷量 1,230 萬輛，其次是中型 SUV
的 720 萬輛，接著是小型 SUV 的

660 萬輛，最後是大型 SUV 的 370

萬輛。

隨著電動車和 SUV 的熱銷，

MPV 受影響最深，銷量下滑 14％至

660 萬輛。

具體車款中，皮卡車型也十分熱

門，助力福特 F 系排名第一。皮卡在

2018 年一共銷出 520 萬輛，相較於

2017年增漲了 5%，令人驚訝的是，

有超過一半的數字不是來自於美國，

而是來自於巴西以及泰國。

豐田 Corolla 保持住了全球第 2
名的位置，2018 年至 2019 年間，

豐田在全球市場陸續推出了大改款

Corolla，未來很有可能重返第一。第

3 名是在中國有優異銷售表現的本田 
Civic。

2018年全球最暢銷車款

車款 銷量（台） 上升/下降

福特F系 1,076,153 0%

豐田Corolla 934,348  +1%

本田CIVIC 812,767 +2%

豐田RAV 4 807,116 +4%

尼桑X-Trail 771,145 -6%

本田CR-V 736,471 -2%

大眾Golf 731,561 -11%

2018年全球最暢銷汽車品牌

品牌 銷量（台） 上升/下降

豐田 8,091,277 +3%

大眾 6,746,204 +1%

福特 5,329,290 -11%

本田 4,966,037  0%

 尼桑 4,750,863 -2%

現代 4,076,913 +3%

雪佛蘭 3,881,747  -1%

本田Civic

福特F系列

豐田 Corolla

福特皮卡Ranger

HOWARD  LUM
銷售經理（粵語 / 英語）

座機：403-365-4532
手機：403-969-9238

hlum@southpointetoyota.com

購買每輛
豐田車 OAC*

折扣 +
現金返贈
高達

$6,000*

紅牌日 -紅塔 超級大特賣 !
3 項全免

費 用 *

3項全免
費 用 *

3 項全免
費 用 *

3 項全免
費 用 *

3 項全免
費 用 *

3 項全免
費 用 *

3 項全免
費 用 *

免費贈送
第二套輪胎

店內每款庫存

豐田車 *

三年免費保養

再加一年

免費綜合質保 *

免費油卡
高達

現金 *

CHINOOK購物中心大禮包 *

免費加油卡 *

「限時搶購」

每筆交易 *

0% 折扣 +
現金返贈

首付僅 1,888
僅限租賃

首付僅 2,988
僅限租賃

首付僅 1,888
僅限租賃

首付僅 3,888
僅限租賃

首付僅 3,888
僅限租賃

首付僅 5,888
僅限租賃

達成您最滿意的交易，然後轉動 SOUTH POINTE TOYOTA 幸運轉盤就有機會獲得

還有！！

還有更多！

$6,000*
高達

還有！！

 週五：早9:00-晚 9:00,週六早9:00-晚 7:00

*ALL PRICES INCLUDE ALL TAXES AND FEES AND ARE PLUS GST ONLY. ALL OFFERS HAVE CONDITIONS AND ONLY ONE OFFER PER CUSTOMER. THE 0% OFFER HAS TERM AND DOWN PAYMENT RESTRICTIONSAND VARIES BY MODEL. ALL PAYMENTS ARE 60 MONTH LEASE TERMS WITH 20,000 KM PER YEAR ALLOWANCE 
AND TAXES AND OPTIONS EXTRA OAC. THE SPIN THE WHEEL OFFER IS AT SOUTH POINTE TOYOTA’S APPROVAL AND ONE OFFER PER SALE. SEE DEALER FOR COMPLETE DETAILS ON THE ENTIRE EVENT. CASH BACK AND REBATES ARE A COMBINATION OF TCI REBATES AND DISCOU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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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室可以用水洗嗎？

許多人擔心用水直接往引擎

室裏沖洗會對引擎造成損壞，不

外乎是害怕造成電子部件短路，

以及損壞引擎以生鐵製成的部件

等等。

其實，引擎可以說是一個高

度精密的機械部件，每一個裝配

件之間都加有墊圈，密封環等，

連油都不能流出來的儀器，水就

更不能滲透進去了。而且現今車

款的引擎室的電子部件及接口都

是經過了防水處理，所以其實直

接用水沖洗是可行的，畢竟下雨

天時你的引擎室其實也會接觸到

水。 
不過也不能打包票說水肯定

進不到引擎內，因為引擎還有兩

個口，一個出口，一個入口，也

就是我們常說的進氣和排氣。而

水正是從這裏進到引擎的。很多

車子根據引擎的布置不同，對於

進氣的布置也有所不同，一般來

說，只要不用水槍使勁的對著進

氣口噴水，是不會進到進氣口

的。

沖洗引擎室的注意事項 
雖然如此，但這也不意味著

我們能夠隨意沖洗，以下是幾點

注意事項： 

水壓不可太高 

由於引擎艙裏面有著各種線

路，電子元件，比如馬達，保險

絲盒，如果水壓過高，稍有破

損的線路就會導致電路短路，

輕者燒壞保險絲，重者直接燒

燬整個電路板。

清洗引擎是能夠使用高壓

水槍進行噴射，只不過壓力不

能過高，也不能直接對著引擎

噴射，如果沒有把握，建議還

是以普通水管進行就好。 

引擎高溫時不可以沖洗
 

車子在跑過高速或者長時

間的使用後，引擎的溫度會很

高，冷熱交替，可能會導致引

擎部件變形，甚至是發生爆裂

的情況，也有可能會導致油封

滲油，因此最好是在引擎稍微

冷卻以後才開始清洗。 

不要用高壓水槍沖洗大燈
 

即使是真空的大燈，也一

定會留有換氣的小孔，用來給

散發大燈的熱量，在高壓水

槍的壓力下，會有部分水被

「壓」進燈罩內，這將難以清

除。 
如果改裝過車頭大燈，則

不要沖洗大燈了。把原車大燈

總成整個都撬開，改成各種高

亮大燈，大燈的密封性往往會

大大折扣。因此，車主盡量不

要用水清洗大燈總成位置，在

洗引擎艙時也一定要留意不要

把水濺到改裝的大燈上，以免

車燈進水變成「金魚缸」。

汽車引擎室可以直接 
用水清洗嗎？【看中國訊】身為汽車的

「心臟」，引擎可以說是汽

車最核心的部件之一。隨著

長年累月在外面行駛，引擎

室（engine bay）必然會囤積

了不少灰塵與油污，這可能

會影響引擎的散熱與運轉等

等，因此我們需要定期清洗

引擎。

洗完引擎室 
該做甚麼？ 

在清洗完引擎室後，只

需要用毛巾將引擎艙的水擦

乾，啟動引擎，用引擎的熱

量來「蒸干」引擎艙的水份即

可。雖然說用水清洗引擎室

並沒有問題，但是還是有一

定的難度，因此如果沒有把

握的話，建議還是花點錢給

專業的洗車店處理，這樣更

加保險。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B3看大千Cosmos2019 年 4 月 25 日—5 月1日     第 51 期    

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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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實世界」可以存在著至

少兩個版本？我們親眼所見的，

不一定是唯一的「現狀」，依據

最新科學研究證明，兩種現實可

以同時存在。 
據英國《每日郵報》（Daily 

Mail）報導，在一篇新發表的

研究中，研究人員表示他們已經

證明了兩個「現實」可以同時存

在，至少在量子世界中是這樣。

奧地利因斯布魯克大學實

驗物理系的研究人員為了探討

他們的假設，研究了世界上最

令人困惑的思想實驗之一，稱

為「維格納的好友」（Wigner's 
friend）。該實驗於 1961 年由諾

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尤金 ‧ 維格

納（Eugene Wigner）提出，他

進行實驗展示了量子力學中一個

鮮為人知的悖論。該實驗結果可

以讓兩個觀察者測量光子的陳

述相互矛盾。比如維格納和維

格納的朋友，觀察到不同的「現

實」，但兩個「現實」卻都是真

實的。

光子是可量化的最小光單

位，它在不同條件下可以存在為

粒子或波。光子可以存在於兩個

不同量子態中的一個，只有當某

個人實際對其進行測量時，才能

確定它是哪一個量子態。

在此研究中，一個人觀察光

子，將其發送到垂直或水平狀

態，而在實驗室外的維格納通過

「干涉實驗」的簡單測試證明光

子仍然處於「疊加狀態」，即它

同時處於水平和垂直兩種狀態。

在思想實驗中，觀察同一個光子

的兩個人可能對光子狀態得出不

同結論，且兩個觀察結果都是正

確的。

愛 丁 堡 赫 瑞 瓦 特 大 學

馬 西 米 利 亞 諾 • 普 里 埃 蒂

（Massimiliano Proietti） 及 同

事利用研究光子糾纏得到了和

「維格納的朋友」描述的同樣情

況。其研究結果發表在《ArXiv》
上，證實了即使觀察者在同一個

光子中描述了不同狀態，這兩個

相互矛盾的事實也可能是真實

的。在觀察時，光子以極化狀

態存在，但是當使用「干涉實

驗」測試時，光子仍然以疊加狀

態存在。

該研究不僅證實了長期討論

的思想實驗，而且挑戰了進行觀

測的方式基礎。普里埃蒂在論文

中指出「科學方法依賴於事實，

這些事實是通過反覆測量建立

的，並且是受到普遍認同的，與

觀察者無關。」此外，他表示在

量子力學中，觀察的客觀性並不

是那麼明確。

然而，如果這些事實不能證

明是正確還是錯誤，或者兩種情

況存在，正如普里埃蒂的論文所

假定的那樣，那麼就必須改變科

學本身了。

光 子 糾 纏（photon entan-
glement）理論認為，若將兩粒

來自同一光束的光子分開，發生

在其中一粒光子上的事情，在另

一粒光子上都能反映出來。正如

常規的量子糾纏一樣，一個系統

的兩個或多個量子之間就會存在

量子糾纏，光子亦在此列，這種

關聯性超越空間，超越時間，是

瞬時超距發生的。

現代醫學發展到今天，新藥

和新的治療技術層出不窮，可是

人照樣生病，生的病也越來越

怪。生了病就得去看醫生，吃

藥、打針、動手術成了天經地義

的事。

現代醫學認為，每一種疾病

都應該能找到相應的致病原。在

這種理論的支持下，人們發明了

抗生素來治療細菌性疾病，發明

了抗病毒藥、疫苗來對付病毒性

疾病……可一旦遇到耐藥的細

菌、病毒時，又得重新尋找新

藥。碰到疑難雜症，就束手無

策了。

在這種情況下，患了這些疑

難雜症，甚至「不治之症」的病

人不得不轉向其它的治療方法，

像中醫、針灸、氣功等等。而這

些治療方法往往能手到病除。為

什麼現代醫學手段治不了的疾

病，卻能被這些傳統的治療方

法治癒呢？到底是什麼導致人

生病呢？

中國古老的文化認為，人生

病是由生生世世積累的業力所

致。人在做了壞事時，會造下業

力。人不只是活一世，要活許多

世，每一世做的壞事所產生的業

力會累積起來，壞事做得越多，

這病就越難治。

說前世業力與今世的疾病

有因果關係，對今天大多數人

來說，可能覺得是天方夜譚，

難以置信。其實，在當今的世

界上還真的有用此理論治病

的，甚至許多治學嚴謹的科學

家們對此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證

實。「往 世 療 法」(past lives 
therapy) 就是一個有代表性的

例子。

在西方，往世療法已越來

越受到科學家的注意。在吉娜 ·
瑟 敏 納 拉 (Gina Cerminara)

博 士 的《生 命 多 世》(Many 
Mansions) 一書中，記載了愛德

加 · 凱西 (Edgar Cayce) 通過對

患者前世的「解讀」進行診治的

案例。

愛德加 · 凱西是美國近代最

著名的預言家，他又是在催眠

狀態下，於數千里之外能給病

人進行診斷治療的「特異功能者

(psychic)」。

在愛德加 · 凱西曾經治癒的

眾多病人中，有這樣一個病例：

這是一個 11 歲的男孩，自

兩歲起每日尿床不止。自他 3
歲起，父母就帶他去看精神病醫

生，經過一年的治療，還是無

效。父母為他千方百計尋醫訪

藥，一直到他 10 歲，依然尿床

不止。

在孩子 11 歲時，父母決定

請愛德加 · 凱西進行治療。凱西

在對小男孩的前世解讀後，得知

在 16-17 世紀時小男孩是英國

一個教會的一名主教，在審訊

中，酷愛對犯人實施浸刑椅刑

法，即將犯人捆綁在池邊蹺板的

外端，然後時起時落地將人快速

浸入冷水池中。

這個解讀發現他前世所造的

罪孽在今生的腎臟上打上了印

記，在今生他必須對此罪孽進行

承受和償還。

找到這一業力產生的根源

後，治癒有了希望。在他晚上

入睡時，母親坐在床邊，開始

多次重複這樣一段話：「你是

仁義善良的，你願意讓大家都

快樂，你對接觸到的每一個人

都願意去幫助他。……」當天

晚上，男孩九年來第一次沒尿

床。他母親連續幾個月對他進

行這種暗示，最後他完全治癒

了。這孩子從此煥然一新，討

人喜歡，熱心公益事業，對別

人非常寬容。

可見前世所幹下的壞事，

不會隨著肉體的消逝也灰飛煙

滅。種豆得豆，種瓜得瓜。前

世業力能導致今生的疾病和痛

苦。看來，中國人代代相傳的

「善惡有報」，講的是生命真正

的因果。 

難以置信：多種現實同時存在

往世療法：疾病的根源

◎ 文：林澄

◎ 文：藍月

◎ 文：天羽

現代醫學儘管發達，

但是仍然有許多疾病無法

治愈，甚至無法診斷。究

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人類的

疾病？

（Adobe Stock）

外星人早就在監視人類？

加拿大麥吉爾大學的 Don-
Deli 教授有著自己的看法，他

認為美國當局確實對這起事件進

行了隱瞞。但其背後的原因是美

國並不想讓外界知道，外星人正

在對我們地球進行著監視。

1947 年 7 月，一個圓盤型

飛行物墜落在相距美國新墨西哥

州羅斯威爾 120 公里處的一個

牧場。許多人目睹了當時的情

景。羅斯威爾陸軍飛機場的美軍

完整地將這個墜落飛行物帶了回

去，並在 7 月 8 日的新聞稿中

稱此墜落物體為「飛碟」。

但不知為何，後來又改稱為

「用於氣象觀測用的氣球」，許

多飛碟研究者以及懷疑論者，便

懷疑美國政府隱瞞了這起事件的

真相，也質疑美國隱瞞真相的目

的。Don-Deli 教授經過研究後

表示：「被美軍帶回的飛碟所體

現的外星人科學技術是極其發達

的。同時他們也發現，那些在技

術上遠遠超越地球的那些外星人

正在監視著我們。

因此如果將這些技術公開的

話，會給人類帶來巨大的衝擊，

而且會使世界陷入恐慌之中。這

就是美國當局之所以要隱瞞這件

事情真相的原因。」

Don-Deli 教 授 說：「至 今

為止，外星人的技術還未被理

解，而他們監視地球人的真實目

的和興趣所在也並不清楚。據我

所知，我們跟他們是根本無法相

對抗的。」

儘管羅斯威爾事件已經過

去 70 多年了，許多大眾不知情

的事件也逐漸解密，比如艾森豪

威爾總統跟外星人進行了密談，

美國存在著援助開發飛碟的 J 項
目，以及美國政府與外星人之間

的接觸。處於世界最領先地位的

美國都根本不瞭解外星人到底是

怎麼回事，直接將外星人事件公

之於眾，的確會帶來人類的巨大

恐慌。Don-Deli 教授說，地球

人不斷傳出被飛碟以及外星人綁

架的經歷，基本上可以斷定是真

實的，所以外星人的存在應該是

毫無疑問的事實。

「第一，目睹飛碟的情報中

有一些是地球外生命體的宇宙飛

船，就我而言，這已經完全是超

出了合理懷疑範圍的不爭之事實

了；其次，地球外生命體的宇宙

飛船實例中，有一些是載著外星

人的，這一點也是毫無爭議的

了；第三，外星人誘拐人類並對

他們進行研究，當然還不能就此

完全予以斷定。

雖說如此，我所知道的就有

10 個人被綁架。我認為他們所

說的是有著確實證據的。」

Don-Deli 教授在大學中擔

任著「不明飛行物：歷史和真

實」這一講座的授課，他所敘述

的內容不可能毫無根據。對自己

的觀點，Don-Deli 教授歡迎懷

疑論者的質疑。

70 多年前，美國新墨

西哥州的羅斯威爾，發生

一起多人目睹的圓盤形飛

行物墜毀事件，幾十年來

關於該事件的解讀有數個

不同版本的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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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世紀的鐘塔，其中體積最龐大的低音

巨鐘名為「艾曼紐爾」（Emmanuel），
是 1681 年由法王路易十四命名、安

置。登鐘塔的樓梯共有 387 階，遊客拾

級而上，便能看到各種石像怪，其中人

氣最高的是被稱為「怪物界沉思者」的

夜梟「思提志」（Stryge）。
曾經，巴黎聖母院的滴水嘴獸與石

像怪飽經數世紀的風雨，在法國大革命

期間受損尤為嚴重，教堂遭到洗劫，大

鐘、格柵和聖物被熔鑄成大砲，教堂成

了倉庫；滴水嘴獸也在那時遭到損毀。

19 世紀中期，法國建築師維奧萊 -
勒 - 杜克（Eugène Viollet-le-Duc）負

責 修 復 聖 母

院，他認為

這次修復滴

水嘴獸與

其 它 石

像 怪 是

一個「完

整 重 建

（教 堂 ） 的

方法，即便事實

上這種階段在任

何時候都未曾

發生過」。

而耗盡

最多菲林

的「思提

志」，正

是 在 這

位建築師的修復期間增添上去。與此同

時，也有許多造型怪異的石像出現在巴

黎聖母院鐘塔的「怪獸走廊」上，它們

是有著貪婪巨喙、大翅膀與尖角的蝙蝠

和老鷹。

不祥之鳥「思提志」手拄著頭，伸

出舌頭，據說它會啖人肉。詭異詼諧的

造型，不僅是觀光客的最愛，也是文藝

之士創作時的靈感來源。19世紀中葉，

法國蝕刻畫家夏爾 · 梅里庸（Charles 
Méryon）曾為這隻石像怪留下一系列

創作，並寫下如斯文字：「我所呈現的

這隻怪物真實存在，絕非想像力的虛構

物；我在它身上看到了『貪婪』（七宗

罪）的化身。」

教堂還有許多奇異的石像怪，如

緩緩收攏翅膀、垂下長嘴的「巨鷺」

（Heron），彷彿在禱告；一系列狀似大

象、山羊、表情猙獰的猴子以及三頭犬

等的造型，更不必說野豬、老鷹、吃葡

萄的石像鬼，還有啃噬人類靈魂的惡

魔！

兩百多年來，這些半人半獸的石像

彷彿成為「歷史見證者」的象徵。「從

這個位置，你感到天主教堂那麼堅實靜

定，看著歷史在下方一頁頁展開。」美

國麻省理工學院法國研究副教授凱瑟琳 ·
克拉克（Catherine Clark）說。

這場祝融之災，不過是它們見證歷

史中的最新一頁——即便再黑暗的年

代、再大的災難來臨，總有些東西是毀

壞不了的。

迪士尼動畫電影《鐘樓怪

人》（The Hunchback of Notre 
Dome）中搞笑又善良的石獸像，

也是許多人的美好回憶；然而，

你或許不曾想過，它們與聖母院

到底有何關聯？其實，這些石雕

大有來歷。

聖母院石像至少分兩種

首先，須知「滴水嘴獸」與

「石像怪」在本質上仍有差異。

「滴水嘴獸」主要功能是「雨

漏」，主要有水平帶溝槽和俯臥

兩種造型。它們自古就有，古

羅馬時期蔚為流行，數量則在

12 ～ 16 世紀的哥特式建築時期

達到巔峰。

而「石像怪」則是常見於教

堂、學校等石造建築外的裝飾

物，多為直立，造型不一，也可

以為了紀念人物而以其肖像製

成。

下面就是它們的功能。

1. 具有疏排雨水的實用價值
「滴 水 嘴 獸」 的 英 文

gargoyle 源自法文 gargouille，
表示「喉嚨」。它們從 13 世紀

（巴黎聖母院建成的年代）開始

出現在歐洲的教堂，作為裝飾性

噴水嘴，通過將雨水從屋頂向外

疏洩來保護石牆，因而也有著

「淨化」的寓意。

2. 法國「滴水嘴獸」源自屠

龍傳說
在法國古代傳說中，「La 

Gargouille」是條惡龍，脅迫鎮

上居民，吞噬船隻並淹沒了城

鎮。一位牧師決定以屠龍換取市

民信教，但惡龍雖死，頭部卻無

法銷毀，於是市民切下龍頭放在

教堂上。此後，「La Gargouille」
的腦袋便成了對其它惡龍的警

告。

3. 怪獸造型可以恫嚇壞人
由於大多數中世紀歐洲人都

是文盲，神職人員為了鼓勵平民

信神，會通過視覺藝術表現地獄

的恐怖，而教堂外的滴水嘴獸，

則可以強化「邪惡在外，

神明在內」的意象。

4. 引起異教徒共鳴
異教徒不一定崇信神，其崇

拜的對象可能是一般動物，因此

教會將這些奇特造型的雕塑放在

教堂外，可以讓信異教的人們感

到親切。

滴水嘴獸、石像怪    
與巴黎聖母院

巴黎聖母院大門、外牆與哥

特式飛扶壁上的滴水嘴獸，與塔

樓著名的石像怪，年齡並非最

古，卻最為知名，特別是位於

南塔——「艾曼紐

爾」鐘塔的石

像怪。

巴黎聖母

院有兩座建於

◎文：林宜君

神祕又奇異巴黎聖母院的主體結

構在大火後倖存，

玫瑰花窗與耶穌荊冠也躲

過火劫，而遊客必看的那

些滴水嘴獸（Gargoyle）和

石像怪（Grotesque，或叫

Chimera）也幸運地保存下

來。這些來歷神祕又造型

奇異的雕塑，踞坐塔樓俯

瞰巴黎，它們或是傳奇怪

物，吐舌銜肉，或是表情

誇張的人像與動物，皆與

教堂內美麗慈祥的聖母像

形成了既衝突又平衡的美

感。

巴黎聖母院人氣最高的

「怪物界沉思者」

—「思提志」（Stryge）。

( 圖片來源:Fotolia)

巴黎聖母院的
滴水嘴獸
和石像怪

被稱為「怪物界沉思者」的夜梟「思提志」（Stry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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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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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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生漫記 穀雨之

清明才過，便是穀雨。所謂

「清明斷雪，穀雨斷霜」，

清明時節，猶有殘雪未消，

猶覺春寒料峭，一到穀雨

時節，便和氣生發，雨水漸

多，百穀得雨而生，故稱穀

雨。穀雨之茶、穀雨之雨、

穀雨之花，都是穀雨時節值

得稱道的。

中國人說氣候，非指冷、暖、乾、

溼而已，氣候亦可用來標記一年的時

間。所謂「氣」，就是二十四節氣，所

謂「候」，是指七十二候。穀雨正是春季

中的最後一個節氣，分為三候：「穀雨之

日，萍始生，又五日，鳴鳩拂其羽，又五

日，戴勝降於桑。」

古人眼中的春天，如此生意盎然。

在萍水相逢的時候，就是穀雨之日了，

過上五天，斑鳩就要拂羽而飛了，再過

五天，雞冠鳥就要出現在桑樹上了。大

千世界如此瞬息萬變，生生不息，於人

而言，雖然奧妙無窮，卻也再親切不過。

而說起穀雨，又何止三候之景呢！

楊花如雪，柳絮翻飛，春雨潤物，子規

夜啼，櫻桃紅熟，夭桃灼灼，條風始至， 

佳氣浮天，可謂處處生機，目不暇給。

說起來，日月麗天，山川炳煥，動植

萬類，此正所謂道之文也！人為三才之

一、五行之秀，生於天地之間，則目之所

接、耳之所聞，必然感動於心，於是發言

為詩，和聲為樂，歌之舞之，足之蹈之，

古人說「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就是這

個意思。於是在穀雨這樣清潔明媚的時光

裡，人的心情也自然大好，也無怪乎有那

麼多關於穀雨的清麗詩歌與美好風俗流傳

下來。

穀雨之雨

春天本就是去故從新的季節，而自清

明以來直至穀雨，則因雨水的洗濯更覺萬

物鮮明。不過，清明之雨與穀雨之雨卻全

整版圖片：FOTOLIA 春
雨

牡
丹

然不似一種雨。

清明時節雨紛紛，自有一種清寂與冷

豔，這種天氣很適合讀書，所謂「杏花春

雨讀書天」。

穀雨之雨則不然，此季田間秧苗初

插，作物新種，正需雨水潤澤，一場好

雨，萬物生發，正所謂「春雨一滴貴如

油」。有詩云：「投種須及時，大率穀雨

前。」諸多的作物都在此時就要播種。種

棉、種稻、種豆、種瓜，天時不可失，民

事不可緩。所以穀雨之雨實在是親切可人。

穀雨之花

「金碧樓臺拱綺霞，春風隨處作繁

華。太和殿裡朱明節，藉賞東京穀雨

花。」這是一首遼人所寫的宮詞，所謂穀

雨花，說的是牡丹。

牡丹花時正值穀雨，所以又稱穀雨

花，這樣的穀雨全然一派富貴氣象，與方

才鄉土沃野的喧鬧與紅火則又大不相同。

（下文轉 C2）



◎  文：江峰

事發的尼豪島及當事飛行員西開地。（公有領域）

( 上文接 C1) 所以，賞牡丹成為穀雨的又

一個重要習俗。牡丹豔冠群芳，又以洛陽牡丹

甲天下，當洛城的牡丹大放時，春天也走到了

盡頭。想來，春氣浩蕩，春事盛大，必要以天

下牡丹大放其華來謝幕，才夠氣派，才夠隆重。

穀雨之茶

穀雨又是採茶的好時節。穀雨前後，採

茶、焙茶、煎茶、品茶，遠近茶香，沁人心

脾，正如元人方回所寫：「穀雨深春近，茶煙

永日香。」

中國人茶文化源遠流長，講究極多。宋代

蔡襄寫《茶錄》，說：「採茶之候，貴及其時。

太早則味不全，遲則神散。以穀雨前五日為

上，後五日次之，再五日又次之。」當然這也

只是個大概，若論細節，則早採晚採不同，晝

採夜採不同，有露無露不同，甚至有雲無雲也

不同。

這些講究只是說說便已覺得麻煩，但這

還真不是矯情或造作，而是古時人靈性未泯，

能與天地相容，所以能洞察入微而帶來的必然

的生活狀態。後來的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

然，再後來，連知其然也不甚知之，徒為附庸

風雅，卻怎麼也學不來半點古人才有的貴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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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日軍遲早會佔領夏威夷和美國西部。

原田被西開地的說辭打動了，決定聯合新

谷石松幫助西開地逃離尼豪島。

趁著另外三個看守的村民不在，僅剩

的一個看守雙拳難敵四手。原田幫助西開

地逃脫後直奔牧場主卡留哈諾家，以索要

西開地的文件包。

此時，卡留哈諾正在戶外廁所解決問

題，遙看原田、西開地拿著槍押著被制伏

的土著守衛向他家逼近。卡留哈諾藏在廁

所內，二人沒找到他，便將注意力轉向停

在附近的飛機。卡留哈諾趁機衝出廁所，

在霰彈槍的槍聲中，他拚命跑向村子。

卡留哈諾向村民講述了事情經過，

人們都不敢相信在尼豪島住了三年、平

時一向友善、與大家和睦共處的好鄰居

原田居然會做出這樣的事情！隨後，被

關押的守衛也逃脫出來，這下人們不得

不信了，紛紛安排老幼婦孺躲進島上的

洞穴裡、叢林中。

與此同時，兩個日本人找到了墜毀的

戰機，想用飛機上通訊設備與日軍取得聯

繫，但沒有成功。於是，二人一把火燒掉

了飛機殘骸，又縱火焚燬了卡留哈諾的

家。之後兩人返回村莊，劫持了一個婦

女，迫使婦女的丈夫牧羊人去尋找卡留哈

諾。牧羊人見機用隨身攜帶的獵刀對準了

西開地的喉嚨，結果了日本飛行員，村民

原田見大勢已去，飲彈自盡。

後果嚴重

這件事深刻地影響了美國社會對日裔

美國人的看法。人們因此認為每一個生活

在美國的日本人，即便是美國公民或已宣

誓向美國效忠，仍然會無條件幫助日本。

這個偏遠小島發生的事情，觸發美國作出

了強制囚禁日裔美國人的決策。

羅斯福總統下達了第 9066 號行政命

日本飛行員帶來的災難

一切要從 1941 年 12 月 7 日，22 歲

的日本飛行員西開地（Nishikaichi）的

墜機說起。

那天，西開地駕駛零式戰鬥機突襲了

珍珠港，子彈擊穿飛機油箱，他迫降在了

尼豪島上，一個牧場附近，牧場主人是卡

留哈諾。卡留哈諾並不知道日本偷襲了珍

珠港，但這個愛讀報紙的土著人知道日本

在東亞野心勃勃的武力擴張，美國已對日

本實行了戰略物資禁運，美日關係緊張。

他認出了這是一架日本飛。於是，趁西開

地還沒從迫降後的衝擊中反應過來，收繳

了飛行員的手槍和文件包。

尼豪島是夏威夷列島最西邊、最小的

一個島嶼。當時只有 136 名居民，多數

是淳樸的夏威夷族村民，還有三個日本

人：石松和原田夫婦。

小島居民起初對日本飛行員非常友

善，但隨著電台播報日本偷襲珍珠港事件

以及日美開戰的消息，小島居民們開始

警惕，決定把飛行員安置在原田家，由 4
名居民看守。飛行員西開地意識到日裔同

胞原田內心是親日的，便給他腦補皇軍的

戰績，聲稱珍珠港一事凸顯美國不堪一

令。於是，日裔美國人被趕到了一起，攆

到窮山惡水的深處。絕大多數的囚禁區都

在美國西岸。據不完全統計，日裔美國人

損失了價值 1 億多美元的耕地、設備、

水果和蔬菜，近 5 億美元的收入。儲蓄、

股票、債券的損失更無法計算。

此外，不少「可疑」的日裔居民，還

遭到了「隔離審查」。同時，5000 名服

役的日裔美軍士兵中，多數被迫退役。

英勇的第442步兵團
1943 年初，美國在各條戰線上作戰

和後勤人員吃緊，於是從囚禁區中招募第

二代日裔移民。這些第二代日裔移民被要

求填寫一份忠誠問卷，第 28 題上寫著：

「你能否宣誓完全對美國擁護，全心全意

保衛美國免於攻擊，並宣誓放棄以任何形

式效忠和服從日本天皇或者是任何其它外

國政府？」有 3/4 的日裔第二代男性公民

回答「Yes」。於是，他們組成了第 442
步兵團，前往歐洲戰場。

這支部隊最大的特點是什麼？他的戰

士不是想著怎麼活下來，而是想著要光榮

的死去！另外，也為了洗刷自己家庭的屈

辱，用生命和鮮血來告訴美國人說：我們

忠誠於這個國家。

二戰後，當時的杜魯門總統要檢閱一

支參加二戰中英雄的美國部隊，他的要求

是這個部隊最好是得到授勛嘉獎最多的部

隊。於是，美軍 442 團就獲得了這個榮

譽，因為它太符合要求了！相比之下，

美軍 101 空降師，才獲得了 3 次總統嘉

獎。但是，如果站在首都華盛頓參觀的美

國人看到一支日本人面孔的軍團從白宮前

走過，都得暈了：「這場戰爭是我們贏了

嗎？怎麼日本人在這裡閱兵啊？」

於是，杜魯門換了個標準，找一個犧

牲最大、陣亡最多的部隊吧。國防部長弗

羅斯塔說：「總統先生，犧牲最大的也是

442 團呀。」死亡率高達 370%，等於整

個編製被打掉了 3 次半。戰爭結束的時

候，每一個 442 團戰士的胸前都掛著 2-3
個戰友的骨灰盒回到美國。然而這支軍團

最終沒有獲得檢閱。

1988 年，美國國會通過了由羅納

德．里根總統簽署的法案，代表美國政府

向日裔美國人的拘禁事件道歉，在長達

40 多年的時間裏，美國政府陸續做出了

賠償。

美國出了 2 位日裔參議員，都是從

442 團出身的。其中一位井上參議員，曾

任參議院臨時議長，這是美國歷史上官階

最高的亞裔政治家。

在他就職宣誓的時候，很多參議員

攻擊他說：「你怎麼用左手按住自己的胸

膛？」井上平靜地回答：「因為我的右手

在為祖國的戰鬥中失去了。」

參議院頓時掌聲雷動……

日裔美國人這樣洗刷恥辱

煎
茶

焙
茶

採
茶

浮生漫記 穀雨之

二戰時期日本偷襲珍珠

港，把美國這頭雄獅喚

醒，捲入了戰爭。在戰爭

中對歐洲戰場有一支特殊

的軍團：美軍442團。它共
獲得了18000枚勛章，8次
總統嘉獎。但不為人知的

是，這支軍團是由日裔美

國人組成。在一個亂世，

這支軍團為何如此英勇？

！故事要從一位日本飛行

員講起⋯

美第442步兵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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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繪畫

唐太宗非常重視書法，設置

了弘文館，委任書法名家擔任書

學博士，專門培養書法人才，並

下詔京師五品以上的官員必須到

弘文館學習書法；倡導天下學習

王羲之的字體，並稱其「盡善盡

美」，使書法正統化。在唐太宗

的影響下，唐高宗、唐中宗、唐

睿宗都十分愛好和提倡書法，唐

代書法水平因而達到了歷朝歷代

的巔峰，也是我國書法史上書法

家最多的一個朝代，如：褚遂

良、歐陽詢、虞世南、薛稷、李

邕、顏真卿、柳公權、張旭等。

而顏、柳、歐、褚等名家法帖，

至今仍是書法研習者們臨摹的樣

本。

唐代的畫壇亦顯示出蓬勃的

活力，題材範圍空前地擴大了。

如閻立本所畫〈太宗真容〉、〈凌

煙閣功臣二十四人圖〉，圖繪了

開創大唐偉業的唐太宗及眾臣，

形像逼真傳神，時人譽之為「丹

青神化」。吳道子曾在長安、

洛陽寺觀中作佛道壁畫四百餘

間，神態各不相同，展現出神佛

的莊嚴和天國聖境的光輝。他落

筆一揮而就，繪畫轟動長安，

「立筆揮掃，勢若風旋，人皆謂

之神助」。他被後世尊為「畫

聖」，被民間畫塑匠人尊為「祖

師」，足見其影響之大。

 唐代的壁畫和雕塑也有了高

度的發展，以卓絕的造型、豐富

的色彩，富麗中不失典雅，鮮明

中又有沉著，呈現出一派大氣雍

容的風度。如：敦煌莫高窟壁畫

中的〈西方淨土變〉，展現出天

國世界的景象，神佛、菩薩、眾

生，人物眾多，畫面宏偉，神采

生動，令人敬畏與神往。

樂舞藝術

唐樂舞薈萃歷代歌舞所長，

兼收西域眾多少數民族及國外之

精粹，日臻極境，充分體現了盛

唐時百國朝賀、民族交融的景

象，是國泰民安的完美寫照。唐

樂舞氣勢磅薄，場面壯觀，集

詩、詞、歌、賦於吹奏彈唱；融

鐘、鼓、琴、瑟於輕歌曼舞；樂

曲高亢悠揚，動作舒展流暢，服

飾華麗多姿，堪稱歷代歌舞之

最，成為吸收異域優秀文化和

傳播中華文明的載體。唐樂舞

中，繼承前代的傳統樂舞並加以

發展的，如 :〈九部樂〉、〈十部

樂》中的〈清商樂》；以國名、地

名、族名為樂部或舞名的，如 :
〈十部樂》中的〈西涼樂〉、〈高麗

樂〉、〈龜茲樂〉等；唐代新創的

樂舞，是音樂、舞蹈、詩歌三者

結合的大型多段體樂舞套曲，

如吸收傳統武舞的〈破陣樂〉、

〈大定樂〉等。據《新唐書 · 禮樂

志》記載，唐太宗時設立了〈十

部樂〉，除了〈燕樂〉、〈清商〉

為中原樂舞，其餘四部來自唐朝

境內少數民族，四部來自國外，

南至印度支那，北到撒馬爾罕。

當時著名的歌舞大曲有〈秦王破

陣樂》，以唐太宗統一中國、功

定天下為題材，表現了除奸佞、

氣吞萬里的氣勢和拯民於水火的

仁德，此曲當時在國外亦廣為流

傳。西域音樂在唐朝也非常盛

行，長安城內住有大批西域音樂

家，著名的樂曲有〈龜茲佛曲〉

等。有關民間樂舞盛況，在唐詩

中也多有反映，出現了「〈六么〉

〈水調〉家家唱，〈白雪〉〈梅花〉

處處吹」的局面。（待續）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Emperor Taizong paid great attention 
t o  c a l l i g r a p h y .  H e  e s t a b l i s h e d  t h e 
Hongwen Palace and appointed renowned 
calligraphers to teach students. He issued an 
order that all officials whose rank was over 
the fifth grade must go to Hongwen Palace 
to study calligraphy. Emperor Taizong 
praised the calligraphy of Wang Xizhi, one 
of the greatest calligraphers, as “perfect in 
terms of both virtue and art,” and advocated 
Wang’s style of calligraphy. Calligraphy 
was thus on an orthodox path.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mperor Taizong, the later 
emperors such as Gaozong, Zhongzong and 
Ruizong also loved and advocated good 
calligraphy. As a result, calligraphy reached 
its peak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The Tang 

Dynasty also produced the 
largest number of calligraphers 
among all of the dynasties. For 

example, Ouyang Xun, Yu Shinan, Yan 
Zhenqing, and Liu Gongquan just to name 
a few. Their works still serve as prime 
examples for calligraphy lovers to emulate.

The painting circle was very active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range of 
subjects was broadened like never before.

“A True Portrait of Taizong” and 
“The Twenty-Four Officials of Great 
Merit” by painter Yan Liben looked true 
to life and vividly represented the images 
and expressions of Emperor Taizong and 
his officials, whose great feat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prosperity of Tang. 
Yan was therefore acclaimed “a god-like 
painter.”

Another painter Wu Daozi made over 
400 Buddhist and Taoist mural paintings in 
temples.

Music and Dance
Tang era music and dance used the best 

movements of previous generations, and 
adopted the best from the many minorities 
as well as foreign nationalities in the west. 
The music and dance are a true reflection 
of a peaceful and prosperous society 
with hundreds of nations and a variety of 
nationalities in perfect harmony.

Tang music and dance are grand and 
magnificent. Poetry and prose are compiled 
into songs and odes; the instruments were 
very diverse including the gong, zither, 
Chinese harp, and drums; the dances 
were graceful and smooth; the songs were 
resounding and melodious; the costumes 
were colorful and diverse. Among the Tang 
music and dance there was "Qingshang 
Music,"  which included and ref ined 
traditional music starting from as far back as 
the Han Dynasty; there was also "Northwest 
Land Music" and "Goryeo Music," which 
were named after the nations, places or 
people they originated. The original pieces 
compiled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were a 

combination of music, dance, and poetry, 
often in the form of large-scale, multi-
section presentations. 

During Emperor Taizong’s reign, he 
established ten types of music, of which 
two were native Chinese, four belonged to 
minorities within the borders of Tang, and 
four from other nations, as far south as India 
and as far north as Samarkand, Uzbekistan. 
Music from the western regions also became 
mainstream with many musicians from 
western regions living in Chang’an at the 
time.

One of the most famous productions 
created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was "Li 
Shimin Defeating Liu Wuzhou," a grand and 
majestic showcase of music and dance that 
described and praised Emperor Taizong's 
virtuous feat of eliminating a vicious enemy, 
unifying the nation, and bringing peace to 
the people. The music became very popular, 
and was even widely spread in countries 
outside of China.

(上 )

盛唐文化與盛唐精神 書畫樂舞之

Culture and Spirit during the Apex of the Tang Dynasty (Part 2)

歐陽詢書法

敦煌壁畫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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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言秦國將出霸王

   秦獻公十一年 ( 公元前 374
年 )，太史儋受周烈王的派遣去

拜會積貧積弱的秦國，他對獻

公說：「周故與秦國合而別，別

五百歲復合，合十七歲而霸王

出。」他預言秦國將成就霸業！

    推論太史儋所言之辭：西

周末年，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周

幽王於驪山下，秦襄公率兵救

周，並護送周平王東遷雒邑，平

王封襄公為諸侯，秦人因而立

國，可謂「周故與秦國合」。

   自周平王東遷後，王室衰

微，僅剩下名義上的存在，於是

各國圖強爭霸，秦國亦是其中之

一，這是「合而別」。又東周歷

時五百年後，於公元前 256 年

為秦所滅，周的國土納入秦的版

圖，即「別五百歲復合」。

   東周滅亡的十七年後，應為

公元前 238 年，這一年秦始皇

二十二歲，舉行冠禮之後親自執

政，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

的帝國在他手上實現，這是「合

十七歲而霸王出」。

幾代秦王的努力

    秦國稱霸既然是天意，仍

需要有人去推動；如果沒有幾代

秦王瀝血叩心的歷程，霸業焉能

實現？秦獻公即位後，在國政上

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雖然不甚

徹底，卻也奠定了發展的基礎。

獻公去世後，孝公繼承獻公遺

業，重用衛人商鞅實行變法，將

秦國從根本上全面的脫胎換骨，

使得秦國日益富強，故漢代王

充說：「商鞅相孝公，為秦開帝

業。」

   到了秦惠王，採用張儀的連

橫之計，「拔 ( 韓 ) 三川之地，

西併巴蜀，北收 ( 魏 ) 上郡，南

取 ( 楚 ) 漢中……」突破六國的

合縱同盟，令他們朝西臣服秦

國。接著秦昭王以范雎為相，削

去貴族的權勢，鞏固王室的權

力，並以「遠交近攻」的策略，

讓各國陷入孤立，蠶食各國領

土。遂秦國在秦惠王與秦昭王時

代，擴展了許多的領地，消耗了

各國的國力，秦國的統一大業業

已開始。

開啟關鍵戰役

   韓、魏地處中原，是天下的

中心，秦相范雎的「遠交近攻」

之策，遂先攻韓，兵襲太行山脈

的關口，斷絕上黨郡與韓國本土

的聯繫，企圖取得上黨十七座城

邑。上黨郡守不願降秦，暗中派

遣使者到趙國，願將上黨獻給趙

國。趙孝成王大喜，但趙豹勸

說：秦國征伐上黨如此辛勞，而

趙國卻是受益者，這是想將禍患

轉嫁給趙國。且秦軍後援充足，

又軍令嚴格，政務順行，趙國不

可與之交戰。此議不被趙王接

受，遂發兵接收上黨，秦國得知

後大怒，令王齕進攻長平。

   秦昭王四十五年 ( 公元前

262 年 )，秦、趙兩國傾全國之

力決戰長平，這是中國古代規模

最大、最為慘烈的一場殲滅戰；

最終趙軍全軍覆沒，秦國亦死亡

過半。長平之戰的結果使得自春

秋、戰國五百年來各國林立、群

雄割據的混戰局面，有了新的轉

變，天下一統已是大勢所趨，各

國已經沒有對抗秦國的實力，秦

國統一天下僅剩下時間問題。

    趙國之所以戰敗，《史記》

記載是因為趙孝成王沒有聽從趙

豹的建議，才有了長平之禍，換

言之接收上黨是趙王失策？上黨

地勢高拔，客觀上是趙國邯鄲西

部的天然屏障，倘若讓秦軍占領

上黨，取得居高臨下的地利優

勢，將會威脅邯鄲的城防。因

此，趙王看似因貪利受地而做

了錯誤的決策，實則是別無選

擇，局勢如此！天意如此！長

平之戰後的三十九年，秦始皇

一統天下。

詩云：

子息從來天數，原非人力能

為。最是無中生有，堪今耳目新

奇。

  元朝時，京都有個李總管，

官居三品，家業巨富，年過五十

還未有子，聽聞樞密院東面有個

算命的，談人禍福，無不奇中，

總管前去試算。

    總管問：「我不問祿壽，只

問有子無子。」算命的推算後笑

道：「公已有子，如何逗弄我？」

總管道：「我確實無子，所以才

來求算，哪裡是在哄你？」算命

的把手捏了一捏道：「公年四十

已然有子；今年五十六了，尚說

無子，難道不是哄我？」一個爭

道「實不曾有！」；一個爭道「決

然已有！」

   旁座的人驚問：「這怎麼

說？」算命的道：「在下不會差，

待公仔細想想。」只見總管沉吟

了好一會，拍手道：「是了。我

年四十時，有一俾女有娠，我因

公務上京都，歸家後，妻子已

將俾女發賣了，如今不知她的

去向。若說『四十上該有子』，

除非是這個緣故。」算命的道：

「我說不差，公命不孤，此子仍

當歸公。」 只見方才同在座上的

一個武官，也姓李，邀總管入茶

坊坐下，說道：「剛剛聽聞公與

算命的對話，我有一個疑惑想問

明白。我乃南陽人，十五年前也

不曾有子，因到京都買了一個

俾女，卻是已先有孕，帶回家

後，吾妻恰巧也有了身孕，前後

一、二個月間，各生一男，今皆

十五、六歲。方才聽公所言，莫

非是公的令嗣嗎？」

    總管與武官相互質問俾女

的容貌年齡，無不吻合，兩邊互

通姓名、住址後，各自散去。總

管歸家對妻子說明此事，妻子當

日悍妒而發賣俾女，如今見丈夫

無嗣，也有些慚愧哀憐，巴不得

是真的。總管按約定日期到武官

家中認看，武官道：「我已問明

白，此俾果然是宅上出來的。」

遂命二子出來拜見，只見兩個

十五、六歲的男孩一齊走來，一

樣的打扮，氣度也差不多。總管

看不出哪一個是他兒子，請問

武官，武官笑道：「公自相看，

何必我說？」總管仔細的相了一

回，天性感通，自然識認，抱著

一個道：「這是我的兒子。」武

官點頭笑道：「果然不差！」。

   武官對總管道：「我將令郎

還公，豈可使令郎母子分離？並

令其母奉公同還，如何？」總管

喜出望外，稱謝不已，就攜了母

子同回京都。

(《初 刻 拍 案 驚 奇 ‧ 卷

三十八》)

  唐朝太史李淳風校正新曆

法，發現朔日 ( 初一 ) 將出現日

蝕，這是不吉之兆。太宗不悅地

說：「若日蝕不出現，你該當如

何？」李淳風說：「如果沒有日

蝕，我甘願受死。」當日，皇帝至

庭院等候，對李淳風說：「我放

你回去與妻子訣別。」李淳風答：

「時候還未到。當日光照到牆上

的這一條刻印，日蝕就會出現。」

結果一切如他所言，分毫不差。

    李淳風與張率一同侍奉皇

帝，一陣暴風自南而來，李認為

南面五里處當有人在哭，張認為

那是音樂聲；皇帝派人前去查

看，結果是送葬的隊伍，吹奏著

哀樂。

    又一次李淳風啟奏皇帝：

「北斗七星當化為人，明日至西市

飲酒，可派人前去等候。」當日，

使者見有七個婆羅門僧人，從金

光門進城至西市酒肆，登樓後向

店家取一石酒，片刻飲完，再取

一石。使者向他們宣讀詔書：「請

大師等入宮。」僧人相顧而笑說：

「必是李淳風說了我們。」又回覆

使者說：「酒喝完後，便與你同

行。」使者在前頭帶路，下樓後

回頭一看，僧人已無蹤跡。如實

稟告皇帝，太宗驚異。

    當初僧人未給酒錢，店家

收拾器具時，在僧人的座下得兩

千錢。( 參閱《太平廣記 ‧ 方士

一》)

預言分毫不差

◎ 編輯整理：史為成

◎ 文：蕭湛整理

◎ 編輯整理：黃娟

「周故與秦國合而別，

別五百歲復合，合十七歲

而霸王出。」(《史記‧秦本
紀》)

 讖語「周秦合而霸王出」
◎文：宋沛文 圖：Fotolia

論相 五嶽四瀆成就

子息自來有天數

必定順牙醫診所 全科
牙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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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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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牙和拔除智慧齒比你想像便宜
過程比你想像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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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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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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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查。本診所服務接受所有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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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 Lai     黎柱峰醫生 ( 英、粵、國語 )

Dr. Wong 黃順欣醫生 ( 英、粵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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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醫生團隊

週一至週四：早 8 點 - 晚 8 點 週五週六：早 8 點 - 晚 4 點 週日休息

免費 3D掃描
3D印模

精準立體定位
對症施治

唐初著名相士袁天鋼為侍御

史張行成論相：「公五嶽四瀆成

就，下亭豐滿，得官雖晚，終

居宰輔之地。」(《舊唐書 ‧ 方

伎》)
   五嶽四瀆，五嶽指兩顴、

額、頦和鼻；四瀆指耳、目、口

及鼻。侍御史張行成五嶽四瀆

成就分明，下亭 ( 鼻子以下 ) 飽
滿，雖然得官晚，但最終可居宰

輔之位。

張行成，定州義豐人 ( 今河

北安國 )，年少時勤學不倦，其

尊師劉炫稱道：「體局方正，是

朝廷之才。」

他曾是隋朝的官員，也曾在

王世充底下做官，入唐後，擔任

殿中侍御史，糾察百官，不避權

威，太宗滿意他的才能，對房玄

齡道：「古今用人皆透過媒介，

至於張行成，是朕自舉的，無人

推薦。」 
   有一次宴會，太宗談到山東

與關中人，語意偏向，張行成

道：「天子四海為家，不容以東

西為限，顯示自己的狹隘。」

太宗稱好，賜名馬一匹，錢

十萬，衣服一套。從此有大政

事，令他參與議論。

   太宗常謂群臣：「朕為君

主，兼行將相事務，豈不是剝奪

了你們的名分？舜、禹、湯、武

得稷、蒐、伊、呂而四海安；漢

高祖有蕭、曹、韓、彭而天下

寧，這些事朕皆兼有。」

張行成退下後，上疏道：

「隋朝喪失正道，天下動盪，陛

下撥亂反正，救百姓於荼炭中，

此非周、漢君臣所能相比。雖然

陛下盛德光采，規模巨集深遠，

而左右文武百官誠無將相之才，

何必於大庭廣眾與之較量，損害

皇上的尊貴，與臣下爭功呢？」

太宗高興的接納他的建言。

    太宗棄世後，唐高宗李治

即位不久，晉州 ( 約今山西省 )
發生地震，震聲如雷，高宗詢問

張行成。張行成道：「天為陽，

象徵天子：地為陰，象徵臣下；

天子宜轉動，臣下宜安靜。

如今晉州地震頻繁，已超過

十天，雖然天道玄奧，難以窺

算，但人事運作，顯然是要所警

惕，恐怕是有嬪妃干涉、大臣陰

謀而招致地震。修德除災，在於

陛下，且陛下原受封於晉州，晉

州地震是一種徵兆，伏願陛下深

思遠慮，防微杜漸。」

永徽 ( 高宗 ) 二年，張行成

受封尚書左僕射 ( 宰輔 )，後又

加封太子少傅。

(《舊唐書‧張行成》)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C5看教育Education2019年 4月 25日—5月1日      第 51期

語譯

賞析

許多家長都會認為自己家的孩子聰明

伶俐，漂亮可愛。我們家也不例外。一歲

半的外孫女詩韻亂扔東西，我們也會覺得

比別的孩子扔的又遠又准，有扔標槍的體

育潛質。 
七八個月大開始吃飯了，她能把不想

吃了的東西扔出兩三米開外。家裏的白牆

上，地板上空調的通風口裡，到處可以找

到她練習擲遠的工具—各種食物殘渣。 
一味護短抵消不了亂扔東西帶來的麻

煩。於是，大家約定共同現場管教。孩子

他爸壓低了聲調，使男中音聽起來更有震

懾力：「No，不准扔食物！」詩韻抬起頭

直視，眼神裡無所畏懼。順手撿起餐桌上

可以夠到的食物，更加用力的摔向遠方。

頑皮的盯著大人們，一臉滿不在乎的笑。 
「當面教子」，當場失敗。這樣的橋

段在西方也會常常看到和聽到，雖然白

人根本不知《朱子家訓》是何方聖書，但

好像也信服「堂前教子，枕邊教妻」這個

理。 
幾年前班上一位媽媽接孩子時和我閒

談，說是頭天晚上去超市，快三歲的威廉

想要甚麼東西沒被滿足，就開始坐在地上

大哭抗議。父母耐心的教育他，威廉不

聽，一直大聲哭叫，僵在那裏。英語的

十四和四十發音相近，我把他哭叫的時間

聽成了十四分鐘，就點頭說那還好。威廉

媽媽馬上糾正，說是整整四十分鐘。 
需要說明威廉不是熊孩子，而是一個

安靜、專注的小孩。他的父母都是管理階

層的人士，平時說話辦事相當有水平。在

這種情況下，也是束手無策。可以想像到

那個場景：靜靜的超市裡，孩子哭天抹

淚，高分貝的聲音撕心裂肺。父母窘迫萬

分，說服不了，離開也不行，四十分鐘的

煎熬，足以摧毀一個正常人的耐心底線。 
對付詩韻亂摔食物，我也沒甚麼高

招，只是努力忍著，不說「不准」這類的

詞。首先，沒有效果的事情，說了也沒

用。再就是覺得吃飯時間訓斥不太好。

《黃帝內經胎育智慧》有七個不責，裡邊

就包括了對眾不責，飲食不責。 
不願直接指責的更深層原因，還是習

慣使然。在澳洲幹幼教二十多年，上師範

學校，在職培訓，學到的一條重要準則就

是盡量避免當著孩子的面說「No」。小

孩子在屋裡亂跑，直接告訴他「Walking 
feet please」（請走路），就比用「No 
Running inside」（不要在屋裡亂跑）顯

得更內行，教育效果也要好很多。 
對於這個準則是依據哪一派理論約定

俗成的，沒有一個固定的說法。西方的兒

童教育理論派別多了去了，似乎從每一家

的核心理論中都能找出依據，像美國斯金

納 （Skinner, B. F.）操作性條件反射理

論，瑞士皮亞傑的兒童認知理論等等。 
有點像國內流行詞正負能量使用時的

意思。對於主要用感覺來認知世界的兒童

來說，直接給出一個正確的做法，等於給

了他們一個直接可操作的指示，或者說是

提示。重複多次後，兒童就會像自然反射

一樣去做正確的事情。相反，如果我們每

次都說「No」，會引起他們心理上的一種

排斥反應，特別是對處於兩歲左右第一個

叛逆期的兒童，最直接的後果就是讓他們

學會了對任何事都說「不要」。 
話又說回來，很多時候，正面的教導

也很難起作用。今年的班上一個叫羅賓的

孩子，很願意讀書，剛剛兩歲已經能叫出

大部分動物的名稱，包括分辨花豹和獵豹

的區別。很有禮貌，老師幫了忙，他會自

發的說謝謝。（未完待續）

蘇軾（1037-1101 年）字子瞻，號

東坡居士，北宋著名文學家。博學多才，

詩詞文章書法繪畫，無一不精。其文章

屬「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詩為宋代第一

大家，其詞開創了宋詞中豪放、清曠的詞

派，對後世的文學有巨大影響。

兩茫茫：人間和冥府 ( 陰間 ) 很難勾

通，似乎相隔很遙遠。 
千里孤墳：王弗卒後，歸葬眉山老

家，而作者遠在密州，故說千里孤墳。 
幽夢：隱約的夢境。 
小軒窗：外面有走廊的小窗戶。 
軒：長廊、窗子或房屋。    此處解

作 「房屋」為宜。短松岡：栽著矮松樹的

山岡，這裡指王弗的墳墓所在地。

生離死別已十年，人間冥府兩茫茫。

雖不刻意思念，也絕不會相忘。 
孤墳遠隔千里，沒有地方傾訴心中淒

涼。 
即使能再相逢，面對風塵滿面，兩鬢

斑白如霜的變化，怕是也不認識了。 
夜來隱約睡夢中，忽然回到了故鄉。

小屋窗旁，你正在打扮梳妝。 
我們相對默默無言，只有熱淚不止流

滿臉面。 
那年年思念妻子痛斷肝腸之處，僅是

千里之外冷冷月光下，種著短松山岡的孤

墳了。

　

熙寧八年的正月二十日夜晚，蘇軾在

密州夢見了已經亡故十年的愛妻王弗，醒

來後寫下這首傳誦千古的悼亡詞。十年生

死：王弗卒於治平二年，距作者記夢時整

整十年。 
蘇軾作《亡妻王氏墓誌銘》追述王弗

的生平。墓誌銘所載王弗嫁入蘇門後，事

翁姑以謹，賢淑大體，與蘇軾感情要好。

蘇軾筆下王弗性格敏靜，初入蘇門「未嘗

自言其知書」，後觀蘇軾讀書而略知之。

王弗亦關心蘇軾平日處事，「日以先君之

所以戒軾者相語也」，聰穎知人，蘇軾亦

感歎「將死之歲，其言多可聽，類有識

者」。對於這位賢妻良母，蘇軾畢生難

忘，蓋其十九歲娶王弗入門時，仍未有功

名，其後才進士及第，任校書郎、鳳翔府

簽判，其時王弗一直陪伴左右十年，艱苦

與共，相愛相敬，卒後，父蘇洵叮囑蘇軾

云：「婦從汝於艱難，不可忘也。」 
蘇軾《江城子》用字淺白，落筆淡

然，將現實與夢境交織在一起，表現對妻

子的深刻思念。記夢境，抒心臆，訴悲

懷。處處思亡妻、念亡妻，越見真情之

深、思念之切。十年不見，猛然見之，反

而「相顧無言」，給人「此時無聲勝有聲」

的深沉感，萬千情愫，盡在這不言之中。

此詞用真摯樸實的語言，具沉痛感人的力

量，不愧為宋詞中千古傳誦的悼亡名篇。

解釋
性：心性。

靜：寧靜。

情：心情。

逸：安逸自在。

心動：心思變動不定。

神疲：精神疲憊不堪。神，精神。

疲，疲乏。

譯文參考
心性寧靜情緒自然就會安逸自在，

如心思變動不定，精神就會疲憊不堪。

文字的故事
「靜」是一個形聲會意字，在甲骨

文中還沒看到這個字，可是在金文中就

有。金文的靜，兩種寫法，第一種是

「靜」，另一種則是「靜」。學者認為

「靜」就是不爭的意思，從爭從青（清

省）。「爭」是引物向己或引入己意，

而「青」是詳明得宜。所以「靜」就是

自己審度自己的想法，是一種內找的功

夫。當你想通了事出有因，也就會心平

氣和不去爭了。古人說：「靜以修身，

儉以養德」，你必須得下一番修身的功

夫才有可能做到靜。

靜除了是一種修身的功夫外，還作

安定、寧靜、澄清、緘默、清潔、安

詳、平和、等解釋。所以是很多讀書人

最喜歡寫來自勉的字之一。

性 靜 情 逸
xìng jìng qíng yì

心 動 神 疲
xīn dòng shén pí

千字文

宋詞賞析

44「當面教子」是個技術活

作者

註釋

江城子
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

作者：蘇軾

十年生死兩茫茫。
不思量，自難忘。
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
縱使相逢應不識，
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
小軒窗，正梳妝。
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
料得年年腸斷處，
明月夜，短松岡。

◎文：莉莉

（上） 

(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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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政說：「今天難得大家到的齊全，

我先說兩句題外話。我家的園子已經收

拾好了。如果長期沒人住，狐黃白柳又

會捲土重來，懇請在座的閒時到院子裡

逛逛，看中哪處房子就進去住。」下面

一片歡呼聲。林家二太太說：「寶玉！給

我挑一個清靜的院落。」寶玉說：「好！

瀟湘館就是第一清淨處，滿院翠竹，一

條小溪流過，清幽極了。」碧玉聽了，

喜的直拍手：「我要和娘一起去住這個

瀟湘館。」黛玉說：「我替大哥、大嫂挑

一處。稻香村有幾畝稻田，還有一片菜

園，湖邊又能養雞、鴨、鵝，我大哥去

了，就有了用武之地了。」大嫂說：「竟

有這麼一個好去處？太好了！他這一陣

子沒下田，閒得骨頭疼，這下有舒展筋

骨的地方了。」賈環接著說：「我早就想

搬到園子裡住，我又怕糟蹋了那裡的房

子。」懷玉笑著問：「這話從何說起？」

賈環說：「我寶玉哥哥常說『女孩兒最潔

淨，女孩兒是水做的，人見了就清爽，

男孩兒是泥巴做的，見了就噁心。』以

往都是姐妹們住在園子裡。我們這泥巴

做的男孩都不敢住。」眾人都笑起來。

「誰說只女孩兒住，寶玉不也住在園子裡

嗎？」賈環笑著說：「寶玉哥同其他男孩

不同，他從小就在女孩堆中長大，他離

不開女孩。」眾人又笑了。寶玉笑著啐

了他一口：「教你那麼多正經話就一句都

記不得。只有這一些話你記得清楚！該

罰！」眾人齊喊：「罰酒！」賈環乖乖地

喝了一杯酒。眾人也都吃了些菜。寶玉

對賈環說：「說了這麼多閒話，你到底住

不住？」賈環說：「住！住！」賈環又對

周姨媽說：「娘！你看咱們住哪間好，以

前姐妹們住的，說不定到現在還有脂粉

氣味，咱們就住紅寥軒吧，那裡以前沒

人住。」周姨娘笑著說：「好！好！你到

哪裡，我就到哪裡。」

林家太太說：「說起園子，這大觀園

可是名播全國。我們在蘇州都聽說，賈

家蓋的省親花園美侖美奐，無園可比。

不過我們林家的花園，也值得一觀。」賈

政說：「那當然，江南林家花園，名揚

四海，連那些洋人的書上都印著林家花

園的照片呢！」太太又說：「蘇州林府如

今已修葺一新，我在此正式向在座的發

出邀請，請閒時到我們蘇州林府小住幾

日，也看看我們的花園。」眾人一聽都

歡喜異常。賈蓉說：「那咱們不如今年春

節就雇一條大船，在坐的全都坐上去，

咱們一齊——」年輕人大聲齊呼：「下江

南！」喊聲幾乎震破屋頂。

寶玉望著良玉說：「聽說皇上賜婚

時，金鑾殿上也是熱鬧非常，請新郎官

說說。」良玉想了一會，笑著說：「那

日，本科榜眼、探花和我三人一齊到金

鑾殿謝恩。我們三人一進殿，皇上立即

龍顏大悅，喜笑顏開，眾大臣也是一片

輕呼。三人拜畢，皇上立即問我婚否，

我說尚未。他說：『可惜我的幾位小公

主，年齡尚幼，無法選你為駙馬，甚為

遺憾。不過我們大元帥家有位千金，才

貌雙全，文武兼備，譽滿京城。多少貴

家子弟求親，她全不如意。我看你倒與

她般配，我今日做個大媒，把她許配與

你，如何？』」我沒想到皇上會賜婚，

儘管心中不樂意，但看到皇上正在興頭

上，而且元帥大人已經叩頭謝恩，我也

只好跟著謝恩．．．．．．」賈璉這時站起

來，直擺手說：「停！停！你剛才說心中

不樂意，這麼一個出眾的小姐，你為何

還不樂意？說！」良玉一時語塞，眾人

看他如此，越發亂叫起來：「說！說！為

什麼？」良玉向碧華歉意地笑了笑，又

看看紫鵑，半晌才說：「因我心中早有別

人。」賈璉接著說：「你心中的人當然是

這位俏麗的紫鵑姐姐，只不知這個『早

有』，有多早？什麼時候？」年輕人又跟

著起哄，良玉摸摸頭，笑著說：「這個，

我真說不清楚。」年輕人不依不饒，又亂

哄哄叫起來。秉義說：「是這樣的，那時

我良叔要進京趕考，讀書，寫文章很辛

苦，要有人照顧生活起居，全家都認為

我小姑最合適，於是小姑就去照顧服伺

良叔。他們．．．．．．我也說不清楚。」眾

人笑了起來。這時，良玉輕咳了一聲，

大大方方地說：「我看她盡心盡力，溫柔

周到，聰明伶俐，覺得這小姑娘不錯，

就想．．．．．．」「就想什麼？」眾人齊呼。

「就想，能有她照顧一輩子就好了。」良

玉鼓足勇氣說完了。

賈璉說：「還算老實，這一關權且過

去了。」這時，忽然一個雅氣的男孩說：

「他們還私奔了一個月。」這句話如一聲

霹靂，震驚了全場，一片譁然。良玉直

喊：「冤枉！冤枉！」小翠說：「不是一

個月，只是一個時辰。」賈蓉說：「小喜

鵲說的話，我們聽不懂。」大伯把那日

他們迷了路，撞入另一個空間的事，仔

仔細細地講了一遍。眾人聽得入了迷。

璞玉痴痴地說：「迷了路，竟走到了神仙

世界，怪哉！」賈環說：「那山裡真是太

神奇了。」碧玉也自言自語：「才一個時

辰，怎麼這邊竟是一個月？」賈璉拍拍手

說：「大家都醒醒，別再想什麼另外空間

了，還是回到咱們這空間吧，剛才說到

哪裡了？」良玉說：「我讓你們吵暈了，

我想想。」接著說：「對了，皇上接著就

讓史官選良辰吉日。史官掐指一算，說

是十天以後是個黃道吉日。皇上說：「那

就十天以後辦婚禮，那日，百官大臣都

要到狀元府去鬧鬧。」皇上大樂，大臣們

也笑聲一片。皇上說：「沒事就散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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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先生結婚快兩年，因為工作的

關係，他有時 1 到 2 週就可能需要陪廠

商或客戶去應酬，會先去吃熱炒喝酒，

如果客戶有暗示或明示，會帶他們去舒

壓館類似酒店的地方再喝酒再續攤，有

時都到凌晨 4、5 點才回到家，因為這樣

我們吵過很多次，我也哭過無數次。老

公在我哭的時候也曾爆發說自己現在要

想辦法賺錢，在外面應酬壓力也很大，

但我總是懷疑且不相信他，讓他覺得很

累！經過多次爭吵後，他才答應他會盡

量在 12 點左右回來，但事實上之後他

還是會很晚回來，我覺得我好累，我真

的不知道怎麼去想這件事情，裝大方很

奇怪，但限制他又會吵架，到底該怎麼

辦？

可以體會如此深愛先生的你，自然無

法容忍他跟別人熬夜晚歸，尤其又是到特

殊場合喝酒續攤，而你卻只能獨自一人不

安的枯等，這期間會有多少擔心、不安和

焦慮！可是假如每次的夜歸都將換來爭吵

與哭泣的結果，時間長了對雙方都會是一

種傷害，對幸福婚姻也會是種打擊，這就

有必要調整彼此的腳步與態度了。

這個問題可以分兩部分來看，第一，

認真考慮先生的專業是否可以有更適合的

職業選擇，假如年輕的他就要從此埋進這

種吃喝熬夜形式的工作裡，將來對自己的

健康、對婚姻的維繫，影響勢必不小；大

可以趁早選擇更理想的職場環境。但是，

假如目前他確實沒有更好的出路，對目前

工作充分投入且遠景可期的話，就要學習

適應與調整。

我們確實很難改變目前的商場文化，

很多人是把這樣的無奈當作一種過渡，只

能盡量把持自己，嚴格區分商場中酒色粉

味的虛實，當做是逢場作戲。當他的職位

或主導權足夠的時候，是可以選擇其他應

酬的方式──一種可以兼顧健康和商機的

應酬。

第二，如果先生的工作無法避免這樣

的應酬方式，短時間內也無法轉換職場，

那麼你只能暫時學習適應與調整。沒有根

據的懷疑往往會造成嚴重的後果，理性面

對問題絕對勝過一再的爭執和哭鬧；況且

在爭吵中情緒失控下常常會口出惡言，傷

害彼此感情。沒有建設的爭吵只會讓他同

時承受工作與家庭更大的壓力，極有可能

快速將他推進另一個溫柔鄉中。

你可以試著讓他了解黑夜裡你一個人

守候空房的心情，另一方面你知道他確實

為工作犧牲睡眠，建議你不妨提供他一個

更好的休息空間，將更溫柔的眼神、更多

的體貼給夜歸的他；以更多的包容體諒他

的辛苦，主動關心他的飲食起居和身體健

康，相信他一定能夠感受到你的善意溫

情，慢慢設法改善這樣的情況。

新婚的你們都還很年輕，很多事都是

第一次遭遇，需要彼此運用智慧與耐心，

尤其雙方的信任才是維繫婚姻的基石，當

然更不可缺少適時的溝通與協調，才能挽

救日漸惡化的關係。祝福你們幸福快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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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提供他一個更好的休息
空間，將更溫柔的眼神、更多的體貼給夜
歸的他；以更多的包容體諒他的辛苦，主
動關心他的飲食起居和身體健康，相信
他一定能夠感受到你的善意溫情，慢慢改
善這樣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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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鳴驚人奪魁首 二嬌歸良成大禮 （三）

讀者來信

黛玉後傳

先生天天 
應酬晚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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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Qualico Communities
和 Slokker Homes 上個月宣布了其位於

Cochrane 的最新社區 Rivercrest。並就

Rivercrest 將提供的生活方式做出說明。

Qualico Communities 的市場營銷專

家史密斯（Emily Smith）說：「前置車

庫獨立屋起價 43 萬，普通獨立屋起價 38
萬，價格較優惠。預計很多買家會感興

趣。Rivercrest 網站上有戶型介紹，買家

可與建築商聯繫。」

Rivercrest 社區西起 River Heights 
Lane，南邊界為 River Heights Drive，
東至 Riversong 社區。將建設 328 套獨

棟屋和雙拼屋，以及 87 套鎮屋。 2020
年弓河大橋（Bow River Bridge）竣工

後，Rivercrest 居民將可以快速方便地

前 往 Cochrane 市 中 心、Spray Lakes 
Sawmills 活動中心和河邊幽徑。

展示屋現在建設中，預計初夏可開始

接待訪客。

「建築商陣容龐大，包括 Sterling 
Homes、Broadview Homes、Trico 
Homes 和 Timber Creek Homes。他們

一直致力於設計和建造高質量的房屋」

Qualico Communities 的市場總監海爾

曼（Cheryl Heilman） 說。Kingsmith 
Homes 將建造雙拼屋，Slokker Homes
則負責建造鎮屋。

Cochrane 坐落在落基山東麓，以風

景秀麗著稱，連綿起伏的青山與清澈的

弓河相得益彰。這裡距卡城僅 20 分鐘車

程，距班芙小鎮也僅 1 小時車程。無論

是來卡城上班、購物還是去班芙消遣，都

很方便。

關於 Qualico Communities

Qualico Communities 總部位於溫

尼伯，從事住宅建設和社區開發行業超

過 65 年，其在卡爾加里、溫哥華、裡賈

納、埃德蒙頓和美國德克薩斯州奧斯汀

設有辦事處。在卡城及周邊 Qualico 已成

功開發的社區有 Evanston、Redstone、
Crestmont West、Crestmont View、

Silverado、Springbank 的 Harmony，和

Airdrie 的 Ravenswood。擬開發的社區

包括 Chestermere 的 Dawson's Landing
和 Cochrane 的 Rivercrest。

【看中國訊】明年將在卡城市中心開

設一座新的公寓樓，以容納無家可歸者或

潛在的無家可歸的人。

新公寓樓將擁有 74 套住宅，位於第

五大道和第九街 S.W. 拐角處。

聯邦政府承諾注資 977 萬元。

公寓樓投入使用後，將以租金市場價

的 65% 出租給需要的人。

卡 城 開 發 商 Cidex Developments
近日公布其建造卡城史上「最密集」住

宅樓計劃。擬建的三座高層公寓樓位於

Elbow 河北岸，Stampede 公園以西，

Macleod Trail 和 1 St SE 之間。

三座公寓樓計劃十年內建成，總造價

3.5 億元，共 1250 套房屋。第一座為 55
層，共有 465 套房；其他兩座分別為 44

層和 50 層。

這些高層建築的底部設計有零售店和

客房，住戶可為訪客預訂房間。開發商還

將打造可供居民和公眾共享的河岸景觀。

「這是我們城市歷史上最密集的住宅

項目」國會議員 Evan Woolley 上週四表

示，城市規劃委員會對該項目的一致支持

看來沒有問題。

發布 新社區Cochrane

美麗的 Cochrane

全球房價最貴排名

美麗的香港

卡城市中心擬建廉租樓

擁74套房

卡城擬建「最密集」住宅

擬建三座高層公寓效果圖

【看中國訊】近期商業地產投資公

司 CBRE 對比了全球 35 個大城市的房

價。香港和新加坡蟬聯全球房價最貴城

市前兩名，平均房價分別為 123.5 萬美元

和 87.4 萬美元。上海排第 3。溫哥華以

81.5 萬美元的平均房價排名第 4。洛杉

磯、紐約、倫敦、北京和巴黎平均房價緊

跟其後。多倫多房價，排第 12 位，平均

為 57.6 萬美元。

擬建公寓渲染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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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美國男星小勞勃道

尼、克里斯漢斯沃以及《復仇者聯盟》

其他超級英雄今天齊聚一堂，慶祝全球

影史系列電影票房之最、漫威宇宙第

22 部作品《復仇者聯盟 4：終局之戰》

即將上映。

數百名電影界貴賓、演員、粉

絲和媒體參與在洛杉磯舉行的豪華

首映會，首次觀賞片長 3 小時的超

級大片《復仇者聯盟 4：終局之戰》

（Avengers:Endgame）。這部動作鉅片

劇情一直保密到家。

《復仇者聯盟 4：終局之戰》包括 6
位開創漫威宇宙的初代復仇者：鋼鐵

人、美國隊長、黑寡婦、鷹眼、浩克和

雷神索爾。

去年《復仇者聯盟 3：無限之戰》

（Avengers:Infinity War） 中， 許 多

漫威超級英雄在對戰反派「薩諾斯」

（Thanos）時，最後似乎化為塵土消

失，令影迷牽掛；倖存的超級英雄在

《復仇者聯盟 4：終局之戰》策劃消滅喬

許布洛林（Josh Brolin）飾演的薩諾

斯。

2007 年迄今，迪士尼旗下漫威影

業（Marvel Studios）前 21 部電影已

在全球累積超過 186 億美元的票房成

績。

【看中國訊】鄭秀文與許志安 30
年裡歷經分合，仍結為連理。未料

許志安 16 日驚爆出軌港星馬國明女

友黃心穎，震驚港臺娛樂圈。許志安

也在事件爆發當天開記者會，淚流滿

面道歉。沉寂兩日日的鄭秀文終於發

文，在近四百字的帖文中，描述「婚

姻中除了溫暖幸福，也包含錯誤跟原

諒」，坦承原諒許志安。

「安心出軌事件」爆發後，有媒

體傳出鄭秀文已搬離兩人的愛巢，並

拒見任何人，不吃不睡也不接電話，

對外形同失聯，曾一度把臉書大頭照

換成全黑，之後又再更正。沉澱兩

日後，鄭秀文稍早前透過社群軟體

發聲，貼出了「聖經」哥林多前書第

13章第七節「凡事包容．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的文字，並提

及婚姻中除了溫暖幸福，也包含錯

誤跟原諒，「人誰無過是老生常談，

但事實確是如此啊」，意味著選擇包

容、忍耐和原諒許志安。

她在文中提及，這次的事件，讓

她更進一步身歷了婚姻真諦，幸福不

只順利美滿，當中也有試煉，也一同

經歷高低狀況，不放棄自己及對方，

互相糾正、提點，她深信經歷和教訓

一定會幫助重回正軌。

超級英雄齊聚洛杉磯
《復仇者聯盟4》首映會

【看 中 國 訊】由 臺 灣 公 視、

CATCHPLAY 與 HBO Asia 共 同 合

作拍攝的社會寫實劇《我們與惡的距

離》，分 10 集共 4300 萬成本打造，

深入刻劃人性良知衝突的劇情 , 引起臺

灣觀眾討論熱潮，轟動臺灣各大社群

平臺媒體，在美國知名影視評論網站

IMDb 中獲高達 9.3 分的推薦。

本劇由林君陽執導、呂蒔媛編劇，

賈靜雯、溫升豪、吳慷仁等人主演，故

事主要描述一場無差別殺人事件後，被

害者家屬、加害者家屬、律師、媒體

等 , 各經歷其內心的感受，及第三者正

義社會觀感，如何對待此悲劇的不同角

度

《我們與惡的距離》這部戲是賈靜

雯睽違 15 年之後的首部台劇作品，她

飾演「宋喬安」是一個新聞臺主管，也

是受害人家屬，她失去了孩子，在面對

傷痛的陰霾，職場及婚姻失衡，崩臨危

機，詮釋內心憤怒與恐懼一念之間的糾

結，精彩入劇演出，令人為之動容。

而資深演員溫升豪劇中則演宋喬安

的丈夫劉昭國，也是媒體主管，在同樣

遭受喪子之痛中，如何堅強的找到人生

繼續走下去的支撐力量，幫助妻子走出

困境。

《我們與惡的距離》創作歷程全剖

析暨簽書會 4 月 20 日下午在水牛書店

舉行，編劇呂蒔媛、製作人林昱伶與劇

中演員吳慷仁、施名帥出席座談，現場

湧入眾多粉絲把書店擠得水泄不通，連

店外都有人耳朵貼著玻璃站立旁聽。

問及怎麼想到把劇名取為《我們與惡的

距離》，呂蒔媛表示，她曾看到一篇法

界人士文章寫到「我們跟壞只有一條

線」，而這給了她一開始決定片名的方

向，幸好後來這個劇名反應很好。

51歲香港歌手許志安爆出背叛

妻子鄭秀文，和小21歲的港姐

黃心穎有不倫行為。16日晚7

點，他憔悴現身記者會，只見

他一出面先向媒體鞠躬，哽咽

落淚道歉，全程低頭閉眼，似

乎不敢面對鏡頭，頻頻流淚，

談到覺得自己好丟臉，好噁心

「我想親口、真心跟大家說聲

對不起。」

20日下午在臺北水牛書店，編劇呂蒔媛（後右持麥克風者）和與會粉絲分享戲外故事。大量

粉絲湧入，會場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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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好又叫座
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

婚姻中包含原諒

鄭秀文首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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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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米娜　圖：Fotolia

10分鐘，可以看一個短片，可以喝杯咖啡，
也可以為自己做一道好菜。十分鐘上好菜

清新
鮮嫩

作法

魚片抹少許鹽及米酒去腥，放在蒸
盤裡備用。

蒸鍋水燒滾，將魚盤放入鍋內，大
火蒸8分鐘，過濾魚汁，取出魚。
魚汁與醬料調勻，淋在魚上，再入
蒸鍋蒸約半分鐘，取出鋪上檸檬片即

可上菜。

新鮮魚片 1片、檸檬片適量。

醬料：魚露 2大匙、檸檬汁 2大匙、

蒜末 1大匙、辣椒末適量。

食材

只要掌握火候與時間，蒸出鮮嫩

的魚不是難事。可嘗試選用不同

魚種，及搭配各種蒸魚醬汁。

檸檬蒸魚

作法

肉片以小火煸炒出油，取出。原鍋

爆香花椒粒。花椒粒取出不用。

原鍋炒香蒜頭、辣椒，再加入醬類

同炒均勻。

肉片回鍋翻炒，放蔬菜，炒均勻。

放蔥段，快速炒勻即可。

水煮五花肉切片 300g、蔬菜切塊、

蔥段適量、蒜頭 3瓣。

調料：花椒粒少許、豆瓣醬 1大匙、

甜麵醬 1大匙。

食材

因為主料是熟肉，所以再回鍋與

醬料、配菜調煮就快多了。只要

抓住要領，配菜隨意取材即可。

回鍋肉

作法

備料：蝦米泡水30分鐘軟化瀝乾。

絲瓜去皮切片。

乾鍋放油，油熱放雞蛋，炒散初凝

即取出。

原鍋再加 1大匙油，放蝦米，以中

小火加熱至散發明顯香氣。

續下絲瓜，炒軟，小火燜煮 5分
鐘，加雞蛋及鹽，拌勻即可上菜。

蝦米 1小把、雞蛋2個、絲瓜300g。

調料：鹽適量。

食材

晒乾的蝦米可以為菜餚增加鹹香

鮮美滋味，搭配蔬菜及雞蛋，味

道協調，口感層次豐富。

蝦米絲瓜炒蛋

作法

混合所有食材，在鋼盆中攪拌。攪

拌至有黏性，所有材料黏結在一起。

平底鍋放入少許油，在平底鍋中放

一球作法，以中火煎熟一面，呈

現微金黃色後即可翻面，翻面後再將

肉球壓扁。

二面都煎金黃即可上菜。

豬絞肉 300g、洋蔥丁 70g、熟紅

蘿蔔丁 30g、雞蛋 1個。

調料：鹽、黑胡椒酌量。

食材

家裡常備絞肉可方便補充肉類營

養，可烹調的菜色亦多元。絞肉

排可搭配醬料，變化不同風味。

煎絞肉排

作法

備料：蔬菜洗淨去皮，切小塊。雞

肉切塊。

高湯加水煮滾，放雞肉，煮滾撈除

浮末。取出雞肉。

續加入蔬菜，煮滾燜煮 5分鐘，雞

肉放回湯裡。煮 3分鐘，加鹽、黑胡

椒攪勻即可上菜。

無骨雞腿肉 300g、雞高湯 1罐、白

花菜、節瓜、紅蘿蔔、巴西里葉適量。

調料：鹽、黑胡椒適量。

食材

融合蔬菜的甜味和雞肉的鮮味，

既美味又營養；為了節省烹調時

間，應選用肉質較軟嫩的部位。

蔬菜雞肉湯







美味
鮮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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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挽狂瀾

隨著電燈的發明，人類的日

子變長了，「做人」的良機也都在

良宵中揮霍，致使不孕症的夫妻

越來越多，而有些人當送子觀音

來敲門時，卻徘徊、徬徨不已！

一位 40 歲的銀行女性職

員，瘦弱，繁重的工作，致使她

每天下班都筋疲力盡。回到家，

上有公婆，下有一雙小女兒要照

顧，還要做家事，苦不堪言！一

個不小心，每月準時來報到的月

經，竟遲 2 週未來，急忙去婦

科檢查，當醫生恭喜她有喜時，

她卻愁眉苦臉的欲哭無淚！

全家人都反對她懷孕，因為

她屬高齡產婦有危險，況且身體

也不好，家庭經濟也不允許，父

母年老，已無力帶孫子；萬一又

是女孩。。。。。。等到。她自己也

不想再承受家庭、職業三頭燒的

困苦，於是決定做流產手術。

當她敘述完病情，我愣住

了，望著她很久，握握她的手，

很嚴肅而輕聲的說：「妳要不要

再考慮一下？」她遲疑了一下，

說：「日子都約好了，下週就要

做手術了。」我緊接著說：「約

超度嬰靈的嗎？還有佛教常做

的超度法會，妳知道為甚麼要

超度嗎？因為每一個生命都是

很珍貴的，都是有使命的，有

一定的陽壽。如果陽壽是 80
歲，在胎中就人為的被殺死，

那他就要在一個沒有吃、沒有

喝的地方，待上 80 年才可以

轉世，那對小生命是多麼殘忍

和殘酷啊！而且還打亂了上帝

已安排好和他有關的一切生活

周遭，所以也得罪了安排的神

明！加上小孩的怨氣，形成業

債，以後造成妳身體的不舒服

和有些事情的困挫。」

她聽了，一把鼻涕、一把眼

淚，我拿面紙給她，她擦擦眼淚

後問：「那我該怎麼辦？怎麼面

對家人？」我回答：「媽媽是最勇

中 醫 療 法

敢、最偉大的，許多媽媽為了保

護孩子，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

想想，那是妳的骨肉啊！妳要勇

敢地面對！」她似乎心動了。

我輕柔地說：「說不定這孩

子會帶給妳或全家福分，沖喜來

了，到時候經濟問題可能就迎刃

而解。妳的年齡不是問題，因為

妳已生過 2 胎了，不會有高齡

生產的問題，身體和懷孕、生產

的過程，我可以用針灸幫妳度

過。而且產後的做月子，是調體

質最好的時機，這也是妳最後 1
次因生產調理身體的機會了。」

她點點頭，擦乾眼淚，回去和家

人爭取一番。

我每天都在為她祈禱，祈求

上蒼給她力量救救小生命！也一

直如坐針氈的等她回診。隔二週

好了也可以改，妳腹中的胎兒傷

痛地在哭泣啊！還沒出生，媽媽

就不要他了，這是殺生啊！殺害

自己的孩子！」頓時，她熱淚盈

眶，頭低了下來！

我說：「如果妳不要這個孩

子，妳可不可以把他生下來，送

給別人養？」她抽泣的回答：「孩

子給別人養，我心裡會很難過！」

我接著說：「總比妳殺生

好。妳知不知道為甚麼有特別

後她回診了，見到她時，我真緊

張。她說：「我正在害喜，噁心想

吐，吃不下！」頓時我鬆了一口

氣，這表示她沒去做流產手術。

害喜食療，用鯽魚煮糯米

粥，早晚吃；或用醋、生薑以

4：1 的比例，先煮沸，加雞蛋、

冰糖、水，再煮沸，吃蛋喝湯；

或用烏梅加黑糖煮水當茶喝。另

用生薑搗一搗貼肚臍；正發作或

有空時按內關穴。孕婦有些穴位

禁針，健脾強胃以強母養胎，針

頭皮針胃區，從頭臨泣穴針向眉

毛，加足三里穴；養胎、安胎，

針生殖區，從頭維穴針向眉尾；

易疲倦，針百會穴；害喜噁心，

針內關，情況嚴重時加針間使

穴；預防感冒，針百會、風池、

曲池穴；情緒不穩，針神門、太

衝穴。

每週針灸一次，三個月後一

切平穩，產檢母子皆正常，五個

月後得知是女生，她沒有表示遺

憾的樣子。產前一個月，加強生

產順利以轉胎，加針三陰交、陰

陵泉、血海穴；處方加強解胎

毒，用保產無憂方，當歸芍藥散

加車前子、黃連。最後臨盆，減

少腹痛，用當歸芍藥散、芍藥甘

草湯，加木香、冬葵子。並準備

好一個月的月子餐藥膳調身體。

一切都平安順利生產。

五年後她再來診所，非常感

謝我當初力挽狂瀾，讓她生下 1
個漂亮、貼心、可愛的小女兒。

說來也奇怪，她娘家媽媽身體也

健朗起來，可以幫她帶小孩。她

自己也因為月子做得好，身體健

康多了，一切都迎刃而解。

萬病由心造，心也能

治萬病。人會生病，一般

是情感的牽引，倘若能夠

把一個人的心結調解、疏

通之後，這個人就會豁然

開朗，疾病也會不藥而癒，

此關鍵就在於用「順其自

然」來安置、舒緩病人情

緒，恢復健康。

生薑搗碎貼肚臍可減緩害喜症狀。

月子餐可用藥膳調養身體。

◎  文：溫媛容

  （明慧中醫診所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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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好生活

有效期 : 2019 年 4 月 26 日∼ 5月 2 日

新鮮
上海白菜

三小姐牌
香米

白菜苗

波羅蜜

三洋牌
即食麵

新鮮
連背雞腿

新鮮
西洋菜

香梨
越南產
大青芒果

李錦記
錦珍牌
鮮味蠔油

小背脊牛排
( 原袋 )/ 牛蹄

青蔥

黃心番薯

大青椒

呂宋芒果

如蘭牌
系列肉製品

中國產
茄子

亞萊地牌

椰奶

新鮮牛柳
( 原袋 )

花椰菜

游水生蠔

豬耳

原箱
$1.19/ 磅

原箱
$3.49/ 磅

每週七天營業   早 9:00~ 晚 9:00

16 個裝

震撼價

震撼價 震撼價震撼價

雞味

Lucky Extra Large Whole 
Royal Steamed Chicken
(While quantities last )

 Chinese Eggplant

 Pork Leg With Skin 

豬腿肉連皮 2

16 88好運龍崗
特大貴妃雞

震撼價

每個家庭
僅限一隻

為甚麼說染髮危害大？

說到染髮的危害，較直接的

就是傷害到頭皮和損傷髮質。染

髮劑通常都含有一些化學成分，

多少都會對頭皮與髮質產生損

傷。嚴重的，還可能會令毛囊出

現萎縮，致使頭髮脫落。有些染

髮劑還可能會滲入到肌膚，進而

損傷腎、肝，令健康備受威脅。

但是，正常情況下，一般使

用質量較好的染髮劑且採取正確

的染髮方式、不過度染髮，染髮

小蘇打是居家清潔的好幫

手，用途廣泛，效果也十分明

顯。以下介紹小蘇打的一些運用

方式，快點學起來，您將會發

現，居家環境更清新舒適了呢。

1、空氣清新劑
小蘇打和檸檬就是 CP 值超

高的搭檔。把二者加到水裡，然

後倒入噴瓶，對著空中噴一噴，

您將發現，空氣變清新了。

2、砧板消毒去味
砧板用久了，上面會有許多

細菌及異味，這時只要撒上點小

蘇打，再用半個檸檬擦上一遍，

不但能去除異味，還能消菌。

3、乾燥劑
密閉的抽屜、衣櫃、行李

箱，用久總會讓人感到潮濕，也

會有異味，這時可以直接把蘇打

粉放到抽屜裡，就會有乾燥的作

用；還會有樟腦丸的作用，能進

一步把霉味或其它異味吸收掉。

4、消除鞋子異味
鞋子穿久，總有一股難聞的

味道，沒關係，同樣把小蘇打粉

撒到鞋子裡，搖晃均勻後，靜置

一會兒，就會發現異味不見了。

5、馬桶清潔

馬桶用久總會堆積許多污

垢，這時我們可以把小蘇打粉撒

到馬桶裡，過一陣子再刷洗。您

會發現馬桶乾淨如新，異味也消

失無蹤囉。

6、洗衣服
洗衣服時，把蘇打粉加到

洗衣液裡，衣服會洗得更清新亮

麗，還可以讓洗衣機變得更清潔。

7、清理地毯
地毯用久會產生異味，這時

可以直接把小蘇打粉撒到地毯

上，過一會兒再用吸塵器，就可

以直接帶走地毯上的異味。

8、清理牆壁、瓷磚
把小蘇打加水，和成糊狀，

然後用濕的海綿沾一下，就可以

把牆上的污漬和蠟筆痕跡、瓷磚

縫隙裡的污泥清理乾淨。

9、清潔蔬果
把小蘇打水噴到水果蔬菜上

面，過陣子再洗一洗，就能降低

表面殘留的農藥囉。

小蘇打這麼好用，記得隨時

準備一些放在身上，也許您也會

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對人體的傷害是比較小的。

一年內染幾次髮 
不會損害健康？

染髮後的人都害怕白色頭髮

長出來，影響到整體造型的美

感，因此現實中有不少人都會一

個月染一次頭髮，這種頻率是不

建議的，高頻率染髮燙髮不僅容

易對頭皮、發質造成傷害，還容

易令身體其他器官出現問題，比

如容易產生泌尿系統疾病、增加

患癌的風險等等。所以，要染

髮，一定要控制好染髮次數。

據了解，一年染髮的上限次

數為 4 次，通常建議一年內染

1 ～ 2 次頭髮即可，過多的染髮

可能對健康造成威脅。

該怎麼染髮傷害較低？

染髮劑一定要選擇正規的產

品，以減少對人體的傷害。

1、要選擇合格的染髮品牌
市面上的染髮劑品牌較多且

較雜，為了安全與健康著想，染

髮劑一定要選擇正規的產品，這

樣能減少染髮劑對人體的傷害。

2、盡量不要洗完頭直接染
髮

染髮時，盡量在染髮當天不

洗頭進行染髮，這樣對頭皮的傷

害會小很多。因為頭皮分泌的油

脂是自我保護屏障，所以不建議

洗完頭後直接進行染髮。同時，

也要避免染髮師直接將染髮劑弄

到頭皮上。

3、避免短時間內多次染髮
質量再好的染髮劑，也不能

在高頻率的染髮次數里保障愛美

者的健康，因此不管是為了時尚

還是為了變美，染髮次數一定要

控制在合理範圍內，沒必要時，

盡量避免染髮。

4、避免黑色與深褐色染劑

有過敏史或者過敏體質的人群建議在染髮前要

進行皮試。由染髮導致皮膚過敏進而危害生命的事

情時常發生，因此，在燙染之前，都建議愛美人士

要做個皮膚測試，並且要選擇純自然植物的染髮

劑，有皮膚潰爛或者皮炎等疾病的人群不建議進行

染髮，也不宜燙髮。

國外研究發現，相較於其他

顏色，黑色與深褐色染劑中含有

較多的對苯二胺與間苯二胺，健

康風險比較高。因此建議，染髮

可選比原本髮色稍微淡的顏色，

以降低染料濃度，比較安全。

4招將傷害降到最低
染髮這件「頭等大事」

為了讓自己變得更加

漂亮一些，很多人都會選擇

染頭髮來提升個人形象和

個性。頭皮的毛囊數量多

且密集，染髮劑使用不當

的話，化學成分可能透過

毛囊進入人體，影響健康。

9小蘇打的 大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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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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5月1日

was 原價 2.99/lb
Now 特價 $1.99 /lb

was原價 $3.99/lb
Now 特價 $2.59 /lb

豬脾瘦肉

Pork Leg
豬扒

Pork Chops排骨
Pork Ribs

was 原價$2.99/lb
Now 特價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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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lb

was 原價$2.99/lb
Now 特價 $2.15 /lb

雞全翼
Chicken Wings

was原價$3.19/lb
Now 特價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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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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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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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城水庫活動

與卡城市政一同參加卡城水庫活動。

歡迎全家一同加入並探索 Glenmore 水

庫，參加互動活動。找物遊戲可以鍛煉腦

力和體力，通過身體力行帶給您興致，並

從中獲得教育和身體鍛煉，同時您可體驗

水庫的優美景色。

時間：週六，4 月 27 日，下午 1
點～下午 3 點

地點：South Glenmore Park  
地址：8415 24 Street SW

Kim John Payne 
公開演講及學習班

Kim John Payne 是知名的演說家，

也是《Simplicity Parenting》和《Soul of 
Discipline》的作者。 

他提供可行的方式來實現自我希望和

價值，並和子女建立深入的關係，從而帶

給家庭抗壓能力和純真的樂趣。

訪 問 www.simplicityparenting.com
和 www.socialsustain.com 了解更多詳

情。購票信息請致電 403-287-1868 或訪

問網站 calgarywaldorf.org
時間：每個週五及週六，4 月 26 日

上午 7 點～ 9 點（公開演講）；4 月 27
日上午 9 點～下午 12:30。

地點：Calgary Waldorf School
地址：515 Cougar Ridge Drive SW

Glenbow博物館 
免費週四之夜

每個月的第一個週四晚 5 點～ 9 點

費進入。

時間：週四，5 月 2 日晚 5 點～ 9 點

地點：Glenbow Museum
地址：130 9 Avenue SE
網址： www.glenbow.org

市中心街頭音樂會

現場音樂，體驗多元化的披頭士樂

隊，DJ。有 16 輛以上的餐車。

時間：4 月 26 日～ 28 日

地點：East Village (C-Square)
地址：7 Avenue & 4 Street SE
門票： $5（老人和 14 歲以下孩童免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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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