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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幾日美中貿易談判

風雲驟變。美國聯邦公報5
月8日通知，美國將把價值
20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
的關稅從10％提高到25％，
5月10日開始生效。涉及的
中國商品包括網際網路數

據機、路由器、印刷電路

板、吸塵器和傢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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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 5 月 8 日發表報導稱，5 月 5 日

晚間來自北京的外交電文，對近 150 頁的

美中貿易協議草案進行了系統的更改。北京

全面刪除了修改法律以解決美國抱怨的承

諾，推翻雙方在過去 10 個月談判達成的成

果。美國抱怨的七個方面包括：盜竊知識產

權、盜竊商業機密、強制技術轉讓、競爭政

策、金融服務準入，以及貨幣操縱等。

中國副總理劉鶴將於 5 月 9 日抵達華

盛頓進行為期兩天的會談，此行被視為關鍵

一搏。但消息人士表示，現在美國官員幾乎

沒有指望劉鶴能帶來提議使談判重回正軌。

之前的 5 月 5 日，美國總統川普發推，

宣布了上述加稅消息，同時還稱另外價值

3250 億美元的商品也將很快開徵 25% 的

關稅。川普發推文的第二日即 5 月 6 日中

國滬深股市大幅下跌。上證指數收盤下跌

5.58%，深圳成指收盤下跌 7.56%。整個交

易日滬深兩市超過 1000 只股票跌停。同一

天，中國人民銀行宣布釋放準備金約 2800
億元，全部用於發放民營和小微企業貸款。

官媒失語 網民不滿

5 月 6 日，新華社、《人民日報》、中

央電視臺等主流媒體均未引述川普推文，只

簡短報導了外交部發言人耿爽的回應「類似

的情況以前多次出現過。」大陸財新網在報

導股市大跌的消息時，提及「中美貿易摩擦

再現關稅陰雲」，但未做具體說明。中國的

社交媒體也屏蔽了川普的推文，一位匿名的

英國微信用戶告訴《美國之音》，她向中國

大陸發送的相關消息被攔截。

除了消息通暢的特殊階層及時拋售，以

及部分翻牆股民尚能跑路，絕大多數不知情

的大陸股民，已錯過了逃生的時機。

（下文轉 A2）

記者林佳綜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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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接 A1）新聞封鎖一

夜加上隔日一上午，自 6 日下

午 1 點 30 分才「解禁」，網路

上有不同程度資訊出現。但 A
股上午交易時段早已結束，股民

抽身不及，早已「該賠的賠，該

哭的哭」。

有網民說川普打個響指，

「消滅一半中國股民」。大陸知

名媒體人王志安反諷道：「如果

他（川普）再不投降，我們（股

市）就再跌給他看，直到他徹

底放棄抵抗。」名為「大婆婆」

的網民感慨：「各大新聞媒體屁

都不敢放，自媒體說了就被捂

嘴，當現在還是上世紀麼。」還

有網民說，翻牆可獲真正實惠。

北京為何要失信

北京刪除了之前協議草案中

具有約束性法律措辭，直接觸及

了美方最優先的要求。美國貿易

代表萊特希澤一直認為，修改中

國法律對於核實執行狀況至關重

要，特別是在北京多年來違背其

改革承諾之後。路透社的報導

說，萊特希澤和財政部長姆努欽

對北京刪改協議草案的程度感到

震驚。兩人週一表示，北京的失

信，迫使川普總統發出了新的關

稅威脅。

那麼中方為何要推翻之前的

承諾？或許此前談判樂觀情緒瀰

漫或給中方錯覺，似乎美方希望

盡快達成協議。因此在最後關

頭，利用對方急於達成協議的心

態，撤回部分承諾。

另一方面，北京政府若真在

「盜竊知識產權」等七方面做出

調整，將直接影響到現行的專制

政治體制能否維持住。華爾街日

報曾報導，「北京認為，該要求

侵犯了中國主權，而且會削弱中

共

領 導

人 的

政 治 地

位。」因此

在中美談判中，

中 方 或 通 過 拖

延戰術，等待時

機，比如等待美國

2020 年總統大選帶來的變化。

顯然北京誤判了。 5 月 8
日川普發推文證實說：「中國撤

回和嘗試重新談判貿易協議的

原因是：真誠渴望他們將能夠

與喬 • 拜登（美前副總統，現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或其中一

個非常軟弱的民主黨人進行『談

判』，從而繼續在未來佔美國便

宜」消息人士稱，川普最近幾天

向顧問們重申，如果不夠好，

他將放棄與中國的貿易協議。

5 月 5 日的美國有線電視新

聞網（CNN）民調查顯示，民

眾對川普總統的經濟滿意度持

續升高，達 56%。4 月 9 日「拉

斯穆森報告」每日跟蹤調查中，

川普的支持率已高達 53%。

美中對抗帶來的衝擊

中 國 問 題 專 家 章 家 敦

（Gordon Chang）接受媒體訪

問時表示，如果美中貿易談判

陷入僵局，美中對抗升級，中

方會面臨比美國更大的損失。

根據美國聯邦政府 4 月份公布

的數據，美國今年第一季度國

內生產總值增長 3.2%，四月份

失

業率

降 到

3.6%，

達 到 50
年來最低點。

可以說，美國

經濟表現在全

球一枝獨秀。

但中國經濟會受到巨大衝

擊，除了對美的商品出口量將

銳減外，還包括在就業和金融

兩個重要方面的重大影響。

不管是外資還是中資企

業，面對 25% 的關稅，都將有

更強的動機把產能遷出中國大

陸。 2017 年中國的淨出口對經

濟增長的貢獻率是 9.1%，那麼

出口企業的倒閉、遷走和規模

萎縮會直接影響到 GDP 增長。

而外資撤出則對人民幣匯

率穩定構成挑戰。人民幣貶值

意味著資產縮水，投資者有拋

售資產、逃離的衝動。當前防

止房價大幅下跌是北京政府的

重中之重，若資產泡沫破裂，

經濟大蕭條將不可避免地到來。

習近平背鍋

劉鶴率團參加在美舉行的

下一輪中美貿易談判，給了一

些觀察者些許希望。但更多媒

體發聲，表達了悲觀的情緒。

5 月 6 日《南華早報》稱，

習近平應背鍋，是習近平否決

了貿易談判中的承諾並表示「自

己承擔一切後果」。《南華早

看

報》2016 年被大陸阿里巴巴集

團收購。香港前哨雜誌總編劉達

文曾表示，江澤民孫子江志誠在

阿里巴巴有大量投資，可以推測

《南華早報》掌控在江家手中。

華爾街的評論人士「LIFETIME
視界」寫道：「《南華早報》的背

景讓這個報導本身難以理解，這

是中方有意向美方亮『脾氣』，

還是中共內部不想替習近平背

鍋？」

還有海外中文媒體分析，習

可能準備好了美方的強硬回應，

因此在 5 月 6 日股市開盤前，

央行宣布定向降准釋放 2800 億

資金，以穩定金融市場。但沒有

料到的是之後《南華早報》的爆

料，直接問責習近平。

但劉鶴之行無論結果如何，

都會被國內解讀為屈辱地「在槍

口下談判」，這將給黨內反習派

可攻擊的藉口。曾就職於大陸

《財經》雜誌的媒體人楊海鵬認

為，若北京放棄談判，美中對

抗將是大概率事件；若簽下協

議，某派別集團或要求『內誅國

賊』，軍管是大概率事件。

還有觀點認為，北京奉行的

特殊體制八十年來風雨飄搖，江

系首腦長達 13 年腐敗治國，表

面退位後仍長期擁有權力和影響

力，當今大陸面臨的種種危機與

江派執政干政脫不了關係。習為

了保黨保體制，替江派遮掩惡

行，雖在反貪的名義下清理了大

批江派官員，但仍在保全江曾等

首腦，這才是習身上真正背的那

口鍋。在西方世界重新審視共產

主義滲透全球的危害，並開始反

擊的大環境中，習近平一方可迴

旋的餘地將越來越小，期望維護

住體制的這屆執政者終將無法迴

避：身負的哪口鍋應當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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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層屋 2224 呎 � � 裝 � , 主 層� �
高 9 呎 � � � � � � � 磚 , 家 庭 � � 壁
爐 , 廚��大理石檯面�不鏽鋼家� , �大
Bonus Room,3 � � 2.5 浴 廁 , � 院 � �
大陽臺 , ���� ,
�場��車站�

獨立�層屋 2305 呎 + 土庫�部完成 , ���
��, 向南�院較�屋頂 , �水��中����
主層��高 9 呎�舖實木�� , 家庭��壁
爐 , 廚��大理石檯面�不�鋼家� ,4+1 �
� 3.5 浴廁 , ���
� , �場��車站�

�校� Edgemont
獨立�層屋 2278 呎 +W/O 土庫�部完成 ,
���林 (Ravine), ��敵�景�高端屋頂 ,
向南�院 , 光猛開陽 , 客��壁爐 ,4 �� ,3
浴廁 , ���� , �
場��車站�

新
上
市

$829,900

$149,900

$489,900

$729,900

獨立�層屋 2623 呎 +W/O 土庫�部完成 ,
� � � 林 (Ravine) �山景�大 量 � 裝 � ,
包括實木������油漆�屋頂�廚��
浴廁�4+2 �� 3.5 浴廁 , ��學 校���
��車站� $998,800

�校� Edgemont

新
上
市

�校� Edgemont

東北 Coventry Hills

柏文單位 412 呎 ,1 �� ,1 浴廁 , 可步行至
學校�����場�C-Train ��車站 , 開
放式設計 , 舖較��合�� , 客��落��
門 , 露臺��景 , ��設� , 包括 : 健���
��大學��場� $249,900

西北  Brentwood

星期六 (5 月 11 日 ) 2 - 4:30 pm

266 Nolan Hill Blvd NW2

200 Edgebrook Park NW1

5 月 11 日開放3

13029 Coventry Hills Way NE3

唐人街 China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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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8,000

西北 Hamptons

新
上
市

獨立�層屋 2451 呎������景 , 可步
行至����車站 , 主層��高 9 呎�舖
實木�� , 客��壁爐 , 廚��不�鋼家�
�石�檯面 , �大 Bonus Room,3 �� 2.5
浴廁��� Costco
�場� Stoney Trail�$639,900

西北 Nolan Hill 

新
上
市

獨立 Bi-level 1182 呎 + 土庫�部完成 , 向
南�院 , 光猛開陽 , 可步行至����車站 ,
主層舖實木�� , 客��高�� ,3+2 ��
3 浴廁 , ��大�� , �� , �場� #301 �
車站 ( 直�市中心 )� $449,900

東北 Harvest Hills

新
上
市

柏 文單位 816 呎 , � � 景 ,2 � � 2 浴 廁 ,
可步行至學校�����場��車站�主層
鋪實木�� , 客��壁爐 , 廚��大理石檯
面�不�鋼家� , 包 1 �下停車位 , 大��
健�� , ��市中心
� Deerf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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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900

$489,900

市中心北 Crescent Heights

西北 Beddington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 大 柏 文 單 位 1 1 4 8 呎 , 2 � � 2 浴 廁 ,

可 步 行 至 學 校 �� � �� 場 �� 車 站 �

唐 人 街 � 市 中 心 , 廚 � � 中 � 島 � 大

量 檯 面 � 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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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900

$459,900

西北 Huntington Hills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市 中 心 單 人 柏 文 單 位 337 呎 � 1 浴 廁 ,
�河景 , 可步行至����埠��車 站�
主 層 鋪 � � � 合 � � , 光 猛 開 揚�� �
C Train 站��場�中
���皇子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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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00

$295,000

唐人街 China Town

西北 Varsity

5 月 11 日開放25 月 11 日開放1

新
上
市

市中心北 Crescent Heights

新
上
市

【看中國記者明思綜合報

導】美國聯邦眾議院於 7 日傍

晚通過《2019 年臺灣保證法》

（Taiwan Assurance Act）以及

「重新確認美國對臺及對執行臺

灣關係法承諾」決議案。

兩項決議案內容包括：要求

美國對臺軍售常態化、重啟美臺

貿易協定會談、支持臺灣加入國

際組織等等。

路透社稱，美國眾院以 414
票贊成、0 票反對、17 票棄權，

一致通過這項法案及《重新確認

美國對臺及對執行臺灣關係法承

諾》決議案。

法案中的國會意見指出，臺

灣是美國自由開放印太戰略的重

要部分，對臺軍售應該要成為常

態，尤其要協助臺灣發展及整

合不對稱戰力。另外，美國貿

易代表署（USTR）應在今年重

啟「臺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

（TIFA）會談，目標為簽訂自由

貿易協定（FTA）。

在臺灣參與國際組織方面，

美國將支持臺灣有意義參與聯合

國、世界衛生大會（WHA）、國

際民航組織（ICAO）、國際刑

警組織（INTERPOL）及其他

適當的國際組織。

法案並要求在生效後 180
天內，美國務卿應對國務院指導

對臺關係的文件，包括「對臺交

往準則」等進行檢視，並重新頒

發供行政部門遵行的準則。

路透社提到，兩項提案的通

過，突顯美國關切北京對臺灣施

加的任何影響力，通過法案連

結，使華府可以幫助臺灣防衛。

臺灣駐美代表處表示，北京

試圖強加「一國兩制」於臺灣，

美國國會長久以來力挺臺灣捍衛

中華民國主權、民主自由及台海

安全，臺灣政府對此表示感謝。

美眾院全數通過
「臺灣保證法」美升關稅 陸股重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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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加拿大法院 5
月 8 日再針對華為財務長孟晚

舟引渡案開庭，控辯雙方舌戰後

敲定 9 月 23 日舉行訊息披露申

請聽證會。孟晚舟的律師指出，

孟晚舟不該被引渡到美國，因為

她沒有違反加拿大法律。辯方律

師還以美國總統川普曾公開表示

「不排除干涉孟案」來達成對美

國有利的貿易談判為由，稱孟晚

舟案是出於政治考量，因而引渡

案應當被否決。

被軟禁在溫哥華豪宅的孟晚

舟上午 10 點身著黑色連衣裙，

出席這場為了敲定引渡程序日期

而舉行的聽證會。可以清楚的看

出，她的左腳腳踝上戴著 GPS
追蹤器。

據中央社報導，卑詩省最高

法院法官裁定在 9 月 23 日至 25
日以及 9 月 30 日至 10 月 4 日

再次開庭，進行訊息披露申請聽

證會。至於孟晚舟案何時會展開

引渡聽證會，仍屬未知。

辯方重提去年 12 月 1 日

加拿大應美方引渡要求於溫哥

華機場逮捕孟晚舟時，加拿大

皇家騎警和加拿大邊境服務局

（CBSA）扣留她 3 小時、非法

搜查手機和審問、未告知逮捕原

因等，侵犯了她的憲法權利。要

求先等警方和海關披露公布相關

訊息。

孟晚舟自去年 12 月 12 日

獲法院批准保釋候審後，一直居

住在溫哥華。

辯方律師同時要求更改保

釋條件，擴大孟晚舟活動範

圍，讓她搬去保全條件更好的

住所。此處指的是孟晚舟及丈

夫在 2016 年購入的肖內西區

（Shaughnessy）豪宅，2017 年

市值約 1600 萬加元。

孟晚舟被捕後獲保釋時，

這棟豪宅正在裝修，因此當時

直接住進她在溫哥華登巴區

（Dunbar）另一處豪宅，價值約

600 萬加元。辯方表示，孟晚舟

現在住的地方維持保安有困難，

太多媒體和公眾可以近距離接近

她的住所。

孟 晚 舟 去 年 12 月 1 日

被 捕 後， 中 國 隨 即 於 10 日

拘留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凱

（Michael Kovrig）、商人史佩

弗（Michael Spavor）。加拿大

男子謝倫伯格（Robert Lloyd 
Schellenberg）因走私毒品，今

年 1 月被遼寧省大連法院重審

改判處死刑。 4 月底，另一位

在廣東省被控販毒的加籍嫌犯範

威（Fan Wei，譯音）也被判死

刑。謝倫伯格訂於 9 日上訴，

加國官員計畫旁聽審訊。

據路透社報導，最近幾週，

中國加大了對加拿大的壓力，停

止了加拿大油菜籽的進口，並暫

停了兩家加拿大主要豬肉生產商

的進口許可證。

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公共政

策與全球事務學院教授保羅．埃

文斯說，搬遷進更大的豪宅肯定

會令一些加拿大人對孟晚舟生活

方式與兩名被關押在中國拘留所

的加拿大人之間境遇差異而感到

憤怒。

美審查科研機構 波及華人

【看中國訊】加拿大駐日

內瓦大使史蒂芬 · 德波爾週二

（5 月 7 日）在世界貿易組織

（WTO）總理事會上，要求中

國提供加拿大油菜籽被污染的證

據。此前，中方以加拿大油菜籽

含污染物為由取消兩家加拿大公

司向中國出口油菜籽的資格，加

方曾要求派專家赴中國檢驗，遭

中方拒絕。

近日，中國又宣布了對兩家

加拿大公司豬肉進口的禁令。

中加兩國發生貿易摩擦後，

聯邦保守黨領袖安德魯 · 謝爾批

評總理特魯多在中國問題上處理

不當，讓局勢失去掌控。

加籲中提供
油菜籽污染實證

【看中國訊】安省衛生廳的

數據顯示，今年在 Ontario 和

Windsor-Essex 地區可能患萊姆

病（Lyme）的風險比 2018 年

顯著增高。因為近年來，黑腿蜱

蟲在安省、魁省、新布省及卑詩

省的部分地區，和近乎整個新斯

省等地以極快的速度蔓延，因而

這些地區成了萊姆病高風險區。

萊姆病最常見的早期症狀之

一是出現圓形皮疹（通常稱「牛

眼」疹）。其它症狀包括持續發

燒、肌肉酸痛、發冷和頭痛等。

如果未治療，可能會演變為臉部

單側或雙側麻痺、關節炎、嚴重

頭痛合併頸部僵硬、心悸等等。

黑腿蜱蟲附著人體後，靠人的血

液存活，並傳播萊姆病細菌。

專家提醒，最好的防禦措

施是不要被蜱蟲叮咬。 6、7、8
月是蜱蟲活躍的季節，如果發現

自己遭叮咬，應該馬上就醫。

黑腿蜱蟲蔓延
萊姆病風險增高

【看中國訊】5 月 7 日（週

二），加拿大統計局公布數據顯

示，2017 年亞省農村犯罪率為

每 10 萬人 10,964 人；城市地

區為每 10 萬人 7,920 人。亞省

農村犯罪率比城市高 38%。

在全國範圍內，農村犯罪率

比城市高出 23%，各省北部農

村犯罪率比南部高 3 倍，但亞

省南部的農村犯罪率較高。報

告稱：「大草原省份，2017 年

農村犯罪率比城市高出 36% 至

42%。」

農村犯罪主要集中在少數地

區，這些地區人身攻擊、惡作劇

和擾亂秩序等類罪行比例很高，

是大部分農村地區的 2 倍。

普遍來說，農村地區的凶殺

案、槍支犯罪、嚴重襲擊和對兒

童性犯罪的比率遠高於城市。駕

駛事故率也是城市地區的 2 倍，

且「駕駛事故導致身體傷害或

死亡的事件差距更大。」「在城

市，出現更多與人口販運或商業

化性活動有關的違法行為。」

儘管農村城市之間差距加

大，但在過去 10 年中犯罪率都

有所下降。與 2009 年比，農村

地區犯罪率下降了 13%，城市

犯罪率下降了 19%。

亞省農村犯罪率高
【看 中 國 訊】週 一（5 月

6 日），聯邦就業部長杜克洛

（Jean-Yves Duclos） 宣 布，7
月份將小幅上調加拿大兒童福利

金。也就是說，育有 18 歲以下

孩童的家庭，將從 7 月 20 日起

收到更多的福利金。

聯邦政府稱，政府將耗資約

237 億元為約 370 萬加拿大人

及其家庭實現這一福利。

兒童福利金髮放標準變化：

年收入 3 萬元以下的家庭，6 歲

以下兒童年福利金額度從 6400
元增至 6639 元；6 至 17 歲兒

童每年福利金從 5400 元增長至

5602 元。年收入 3 萬元以上家

庭，兒童福利金隨家庭收入升高

逐漸遞減，最少為零。其他都保

持不變。

加兒童福利金7月將小幅上調

引渡聽證日期仍未定
孟晚舟出席聽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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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5 月 2 日亞省

新任省長康尼（Jason Kenney）
現身渥太華，與總理特魯多

（Justin Trudeau）會面；之前

康尼現身加拿大國會，希望在最

後關頭阻止 C-69 法案，以及呼

籲對 C-48 法案進行徹底修訂或

是完全廢除。

康尼稱如果 C-69 法案通

過，他會將聯邦政府告上法庭，

因為渥京無權管控省級政府擁有

的資源。

聯邦兩大環保法案

2018 年 2 月聯邦自由黨政

府提出的 C-69 法案，已在下議

院通過；如果今年 6 月份在參

議院通過，可以立法，否則在選

舉中被調用時，法案將自動廢

除。

根據法案內容，加拿大國家

能源委員會（NEB）將被廢除，

由加拿大能源監管機構代替，並

設一個影響評估機構，來評估即

將進展的項目該如何將對環境的

影響縮到最小。反對者認為，法

案中條文框架太多，繁複的審議

流程會束縛石油企業的發展。

2018 年 5 月眾議院通過了

C-48 法案，禁止超過 1.25 萬噸

裝載量的大型油輪進入卑詩省北

部港口。這被看作是特魯多自由

黨政府取得的又一個勝利。目前

C-48 法案處於在各省能源廳聽

證階段。

亞省石油業被捆綁

在 5 月 2 日舉行的參議院

委員會聽證會上，康尼說上述兩

個法案對亞省石油經濟會造成沉

重打擊。一家民調公司在今年 2
月進行的調查顯示，有一半亞省

省民支持亞省獨立。因為本省的

支柱產業無法通過鋪設輸油管道

將產品輸送到美國以外的市場，

省民深感憤怒。

康尼表示，如果 C-69 法案

不經修改獲得通過，他準備對

該立法提出憲法挑戰。他提到

1982 年簽署的《憲法法案》，前

亞省省長和前魁省省長成功保住

了省級政府的這一管轄權。憲法

包括了第 92（a）節，確定了在

不可再生資源有關的一些政策

上，各省有專屬管轄權。C-69
法案違反了這些條款。

但聯邦環境及氣候變化部

長麥肯納 (Catherine McKenna)
堅稱，在 21 世紀保護環境和發

展經濟同樣重要，加拿大需要信

守對抗氣候變化的國際承諾。

綠色與經濟之戰

在 5 月 2 日渥太華之行中，

康尼將 C-69 法案和 1980 年代

初的「國家能源計畫「相提並

論。國家能源計畫是由特魯多的

父親、加拿大前總理自由黨黨

領老特魯多（Pierre Trudeau）
實施。當時成立了國家石油公

司 Petro-Canada，增加聯邦對

本國油氣資源的控制權，被視

為老特魯多「經濟國家主義化

（Economic Nationalism）」思想

的一部分。國家能源計畫「導致

高失業率，政府高負債，經濟大

幅度下滑，以失敗而告終。」

小特魯多繼承了其父的立

場，高舉環保大旗。保守黨人士

認為，小特魯多實際上是試圖通

過環保立法，間接把控國家資

源。還有觀察者認為，資本主

義「經濟危機」論在現實中破產

後，環保主義成為了西方左派政

黨的綱領大旗，是共產主義思潮

擁躉者在全球範圍內遏制資本主

義經濟發展的一大利器。

亞省新任省長、聯合保守黨

黨領康尼具備豐富的聯邦從政經

驗，《卡城先鋒報》這樣評價康

尼「渥太華不要低估了康尼的決

心，更不要輕視了他的學識。」

亞省新政府中能源部長被視為最

重要的角色之一，由律師薩瓦赫

（Sonya Savage）擔任。薩瓦赫

具有環境和能源法律碩士學位，

以及多年石油行業相關從業經

驗。這意味著，新任亞省省長清

晰地知道亞省石油經濟被捆住手

腳的深層原因，從法律層面突圍

將是亞省發展石油經濟最重要的

途徑之一。

【看中國訊】近日亞省新任

省長康尼任命了一個專家組，其

任務是研究如何在不增稅的前提

下找到平衡預算的途徑。該專家

組的建議方案將於 8 月 15 日之

前向公眾公佈，今年秋季制定省

預算也將以之為依據。

該 專 家 組 主 席 麥 金 農

（MacKinnon）是薩省前財政

部長，主要成員包括 ATB 前

財務總裁莫瓦特（Mowat）和

亞伯塔大學商學院前院長珀西

（Percy）等。

20 世紀 90 年代，麥金農曾

在薩省成功平衡財政預算。他對

前新民主黨政府的財政策略持批

評態度，他認為政府的重點不應

該放在稅收上，而應該放在增長

經濟並對稅收進行控制。他表

示，以前亞省政府的高額支出並

未給居民帶來更好的服務。

康尼表示，新政府當選是一

個重新開始的契機。他認為有了

獨立專家組提供的建議方案，亞

省民眾可以得到很好的服務。

【看中國訊】為避免再次發

生類似 2013 洪水災害，卡城市

政計畫在弓河和肘河（Elbow 
River）流域加強河堤防護。

預計今年晚些時候，位於

Downtown 的齋浦爾（Jaipur）
大橋和和解（Reconciliation）
橋之間弓河沿岸新的防洪堤將開

始施工。另外三條壩將重在保護

Hillhurst-Sunnyside，Bowness
和皮爾斯莊園（Pearce Estate）
公園地區。

完工後，這些堤壩將為周

邊地區提供防護，設計低於 200
年一遇的洪水。

亞省第一個大型商業對蝦

養殖場已投入運營，該養殖場

名 為 Waterford Farm， 位 於

Strathmore 鎮附近。

那麼究竟如何在地處內陸的

亞省養蝦呢？

養殖場的老闆 Keith Driver
說，他們將從美國德克薩斯州進

口 10 天大的蝦苗，在運輸過程

中，通過系統裝置保障蝦苗生活

在動水環境中。大規模養殖，需

向蝦池加入適量的海鹽，使池

水達到含鹽度標準，每 45 分鐘

還要換水。計畫每年產蝦約 45
噸。水質的控制是關鍵，如果水

質好，蝦就會長得很大。另外，

養蝦還面臨諸如市場分析、專業

知識、水和廢水處理以及環境保

護等經濟技術問題，是項綜合性

任務。

Waterford 農場的第一批鮮

蝦將於 5 月底上市。老闆 Keith 
Driver 已經約好 80 名廚師前來

看蝦，買蝦。

亞省聯邦之戰 聚焦兩大法案

專家組研究亞省預算平衡方案亞省第一家對蝦養殖場開業 卡城新建防洪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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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據 美 國 之 音 報 導，

4 月 30 日，北卡羅來納大學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夏洛特分校傍晚時分發生槍擊

案，處理突發事件的官員向所

有學生和教職工發出短信：「逃

避、躲藏、搏鬥。立即保護自身

安全。」

美國警方表示，槍擊案發生

時，21 歲學生霍威爾力抗槍手，

避免了更多傷亡。

美 國 有 線 電 視 新 聞 網

（CNN）報導稱，槍擊案發生在

4 月 30 日的下午 6 時前，當時

霍威爾正和三十幾名同學在教室

裡上課。

「突然，教室北邊的門被撞

開，一個男人衝了進來，抬槍

就開始對準北邊角落的課桌射

擊。」當時目擊了案發過程的學

生艾耶說：「他甚麼都沒說，衝

進來就開始射擊……人們馬上四

散奔逃……向門的方向跑。」就

在這時，霍威爾做出了不一樣的

舉動——他快速衝向槍手，並撲

倒了對方。

報導稱，槍擊案發生後，校

方立刻在推特上發文提醒學生：

「跑！藏！反擊！」。當地警

察局局長科爾 · 普特尼解釋說：

「（遭遇槍擊事件時 ) 你應該逃跑

或尋找掩體，或者反擊槍手……

他選擇了最後一項。」普特尼表

示，霍威爾的這一行動最終幫助

警察抓獲了槍手。

霍威爾的姑姑莫伊蘭將警方

的調查結果告訴 CNN：霍威爾

在試圖打倒槍手的時候被正面射

中，當場身亡，但同時控制住

了槍手。「他做了如此英勇的選

擇。」莫伊蘭說：「我對此一點

也不感到驚訝。我有四個孩子，

他們都很尊敬他。他們都說：

『他當然是個英雄——他 100%
會衝向槍手。』Riley 是每個人

的守護者，和他在一起的時候，

你會很有安全感。」

22 歲 的 嫌 犯 泰 瑞 爾

（Trystan Terrell）曾是學校學

生，在北卡羅來納大學夏洛特

（Charlotte）校區開槍後被捕，

面臨 2 項謀殺罪及 4 項謀殺未

遂罪罪名。

據法新社報導稱，有關當局

仍試圖釐清槍手犯案動機。該

校園槍擊事件，造成霍威爾和

另一名 19 歲學生帕利耶（Ellis 
Parlier）喪生，另 4 人受傷，

其中 3 人至今仍情況危急。校

方說，槍案發生後，期末考試被

推遲到 5 月 5 日之後。夏洛特

市長萊爾斯在推特上發文，對發

生槍擊案的消息感到「震驚」。

她說：「我十分掛念遇難者的親

屬、受傷者、北卡大學的所有師

生，以及迅速行動解救他人的勇

敢的應急人員。」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北京的「大外宣」工具——孔子

學院，受到了美國政界和學術界

的質疑。

據美國《新聞週刊》雜誌報

導，近日五角大樓向該雜誌證

實，已不再對孔子學院這類大學

提供資助，對於今年提出申請

豁免的 13 所大學（設有孔子學

院），也不會同意豁免。

國防部發言人傑西卡 · 麥克

斯韋爾（Jessica Maxwell）表

示，國防部副部長有權力決定

是否給予豁免，但是「經過審查

後，國防部認為如果同意豁免，

將不符合國家利益」。五角大

樓表示，這項決定已通知所有申

請豁免的大學。這意味著此等大

學必須在聯邦政府資助以及中共

政府資助之間做出選擇。

繼上週美國西肯塔基大學宣

布因該校未能獲得國防部的資

助與豁免，關閉本校的孔子學

院後，印第安納大學（Indiana 
University）、 羅 德 島 大 學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明 尼 蘇 達 大 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也陸續關閉其校內

附屬的孔子學院，原因與西肯塔

基大學一致。

預料無法得到國防部豁免的

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也將跟

進。

2018 年 2 月，美國參院情

報委員會舉行聽證會，美國聯邦

調查局表示一直在關注孔子學院

的情況，並指「在某些方面，已

經展開適當的調查」。

2017 年 4 月，全美學者協

會（NAS）公布報告指出，中

共政府透過「漢辦」控制美國的

孔子學院，更透過孔子學院來干

預美國大學的學術自由，灌輸特

定的意識形態，避談西藏、臺灣

以及六四的話題，因此呼籲美國

大學關閉所有孔子學院。

報導稱，孔子學院由中國教

育部下屬的國家漢辦管理，於

2004 年開設。在巔峰期，美國

各地大學共設有 100 多所孔子

學院，但最近一年半內，至少有

10 所已經關閉。

社會萬象

美國北卡羅來納州一

所大學校園日前發生槍擊

案。21歲學生瑞利‧霍威爾

（Riley Howell）撲倒槍

手，用生命保護了他人。

記者蘇菲綜合報導

北卡槍擊 男生捨命救人

美國大學陸續關停孔子學院

【看中國訊】美國馬里蘭

州10歲的華裔女孩莎娃（Sara 
Hinesley）天生就沒有雙手，

但卻能寫出漂亮的英文字，贏

得了 2019 年全美尼古拉斯獎

（Nicholas Maxim Award）
冠軍。

莎娃出身於中國，一生下

來就被遺棄，6 歲時被一對美

國夫婦領養。養父母對莎娃格

外關愛，總是鼓勵她。在這

種環境中莎娃變得越來越自

信，不斷地嘗試用雙手腕來做

事，包括攀爬和寫字。雖沒有

手掌，但莎娃能獨立做大多

數事情，即使失敗的時候也

不會放棄。莎娃三年級的老

師 Cheryl 說，只要是布置給

她的作業，她都會努力做到最

好。

全美尼古拉斯獎（Nicho-
las Maxim Award）是八年

級以下的學生和學齡前兒童的

書寫比賽。這個全國性的英文

書寫獎項設立不同的年齡組進

行比賽。莎娃參加了這個比

賽，並獲得了所在年齡組的冠

軍。獲得冠軍時，她表達了對

父母和姐姐的感謝。

她沒有雙手 
卻獲書寫冠軍

人們在事發現場以鮮花悼念校園槍擊案死者。（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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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英語

新移民語言培訓

上午 / 下午 / 晚間
課程可選

小班授課
最多15 人

交通便利
靠近輕軌和公交車站

LINC 是免費的語言培訓課程，為符合條件的人士提供服務

18 歲及以上永久居民和公約難民免費參加

歡迎語言等級（CLB）為 1至 4級的人士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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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移民局資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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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中委無人被查

香港《明報》5 月 6 日評論

文章指出，一種維穩的思路貫穿

在十九大後的人事安排中，4 月

中央黨史及文獻研究院院長冷溶

屆齡退休，接替者就是該院常務

副院長曲青山。

冷、曲兩人十九大上都是

中委。十九大後新上任的幾名

省長如福建的唐登傑、青海的

劉寧、江西的易煉紅，雖不是中

委，也是候補中委。兩年來，新

上位的正部級官員中，非中委、

非中紀委、非候補中委的「三非

人士」僅中央網信辦主任莊榮文

一人。

文章指出，十九大後去職的

中委，從全國婦聯黨組書記宋秀

岩、最高法常務副院長沈德詠，

到市場監管總局黨組書記畢井

泉、中證監主席劉士余，就連墮

樓身亡的前澳門中聯辦主任鄭曉

松，暫時都無一人傳出受查，顯

示高層對本屆中委的名譽十分看

重。

十九屆中央委員、澳門中

聯辦主任鄭曉松於去年 10 月 20
日在晚間在其澳門住所墜樓身

亡，官方僅指鄭曉松是抑鬱症跳

樓自殺。

2018 年 8 月 16 日， 因 毒

疫苗案，時任國家市場監督管理

總局黨組書記、副局長畢井泉引

咎辭職，他是首位被處理的十九

屆中央委員，但也僅僅是辭職而

已。

公開報導顯示，中共十九屆

中央委員會現有委員 204 人。

他們的主要身分有：中國國家領

導人、中央直屬機構主要負責

人、國務院組成部門正部級主要

負責人、中國軍隊正大軍區級主

要領導，各省、自治區、直轄市

黨委書記及省長（自治區主席、

市長）；各團體主要負責人等。

在 204 名中委之外，還有

172 名候補委員，按照慣例，當

中央委員因故出缺時，候補委員

可以依得票數的高低來遞補中央

委員。

周強成明證？

這屆中央委員會當中，有相

當一部分是習近平的親信。

而上一屆選出的 205 名中

委和 171 名候補中委，大批落

馬。官方曾公布，十八大以來共

立案審查十八屆中央委員及中央

候補委員 43 人、中央紀委委員

9 人。

香港東網曾發表馮海聞評論

文章，就十八屆中共中央委員大

量變動的現象分析說，第十八屆

中共中央委員面目全非，說明這

些人當年在選拔的時候就有問

題，證明相當一部分人是各派勢

力妥協的產物。

香 港《明 報》2017 年 2 月

26 日就曾援引消息指，有感於

第十八屆 205 名中委和 171 名

候補中委，大批受查。習近平已

向中組部及十九大籌備組下達

指示，「絕對不能重演」同類的

「帶病提拔」。

習近平要求有關方面對十九

大預備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

員候選人作徹底的背景審查。

但觀察發現，十九大上位的

中委和候補中委中，仍有不少與

周永康、令計劃等「野心家」們

關係密切的人，其中包括：張春

賢、郭聲琨、黃明、韓正、劉奇

葆、李鴻忠、吉炳軒、傅政華

等，他們也是腐敗醜聞纏身，且

邊腐邊升。

另外，同樣是十九屆中央委

員的中國最高法院周強，他被指

為有江澤民一派背景。周強去年

底被引爆捲入千億礦權案丟卷醜

聞，法官王林清、崔永元爆料直

接指向了他。

但在周強命懸一線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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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強鹹魚

翻身，逃過一劫。不過公眾對官

方調查結果普遍質疑。

中共十八屆中央委員

（含候補中委）在習近平反

腐之下被查的不少，可謂七

零八落。而中共十九大以

來，已有不少中委成員也陷

於不利處境，但卻多屬有驚

無險。港媒日前分析了這一

現象，認為是一種高層維穩

思路，主要是力保本屆中委

的名譽。

記者林中宇綜合報導

北京高層維穩 力保本屆中委
【看中國日訊】據香港《蘋

果日報》5 月 8 日報導，因

「89 六四」流亡已 30 年的嚴

家祺夫婦現居馬里蘭州的老人

宿舍，環境優美。報導說，嚴

家祺心中悲痛似乎比 10 年前

更深。傷痛，不只是回不了中

國，更是源於悲憤中國正義不

彰，源於對妻子高皋的內疚，

源於毀了拯救者一生，亦源於

舊友、中共七常委之一王滬寧

埋沒良心。

嚴家祺對王滬寧有知遇之

恩，兩人多次共同外訪，沒有

嚴家祺的推薦，王滬寧根本無

法認識江澤民及胡錦濤，更遑

論後來的「三朝國師」。

據嚴家祺說：「我也希望

他聽一聽：讓六四恢復真相，

翻六四的案，六四不是暴亂，

而是共產黨對人民的犯罪行

為！我希望他能夠為中國、香

港、六四恢復真相做出貢獻，

如果不做這件事情，中國的問

題，他個人，也都會出現新的

問題」。

嚴家祺越說越激動，再

次差點哭起來：「六四的案不

翻，我要發瘋，我希望王滬寧

聽到我的聲音之後，看著我的

眼晴，看著我流眼淚的眼睛，

請他們去看看天安門母親，請

他去丁子霖家裡去看一眼，你

先不翻案，去看看人家，可以

嗎？都 30 年啦！」

現年 76 歲的嚴家祺，曾

任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首

任所長；六四前，嚴家祺在

趙紫陽領導下的「政治改革辦

公室」工作過，是趙紫陽的重

要智囊。六四後，趙紫陽被軟

禁，直到其去世；包括嚴家祺

在內的不少學者及學生領袖出

逃到海外。

十九大以來，不少中委成員陷不利處境，卻多有驚無險。（Getty Images）

嚴家祺喊話： 
王滬寧沒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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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得起
生活在西南區！

終於得到了

真正想要的，還超出預期！

雙車位車庫

起價中 + 稅

更大的鎮屋

更多睡房

奢華生活

無需維護

—居住面積大

—2,3&4 睡房可選
—高端裝修包含在內

—更多時間花在重要事情上

高達 1747平呎

可快速入住，請勿錯過。

今天就來預定，留住您的新家吧！

訪問我們的銷售中心 803 & 805 - 85 Street 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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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華

盛頓針對伊朗原油的禁令，已在美國 5
月 2 日宣布結束豁免條款後全面生效。

伊朗總統魯哈尼對此表示，已經動員了

所有能掌握的資源在全球「灰色市場」

中繼續石油出口。他同時在 5 月 4 日

確認了該國將繼續鈾濃活動的消息。

據法廣報導，奧巴馬時代達成的

「伊朗核協議」，讓伊朗得以通過石油

出口給國內每年帶來 500 億美元的外匯

創收。但隨著美國恢復制裁與石油全面

禁運後，將對該國的發展和民眾生活水

平帶來巨大衝擊。

在全面禁令中，還包括對伊朗濃

縮鈾的輸出。在此前的「伊朗核協議」

中，允許德黑蘭保留 300 千克 3.67%
濃度的濃縮鈾，同時允許伊朗以高於國

際市場上限的價格出售濃縮鈾，以換取

天然鈾。根據美方禁令，自 5 月 4 日

起，任何將濃縮鈾運出伊朗以換取天然

鈾的行為，以及幫助伊朗布什爾核電站

擴建的行為都可能面臨美國制裁。

此外，白宮傳出川普還將對更多與

伊朗進行交易的企業和金融機構進行制

裁，目的是切斷支撐伊朗疲軟貨幣的美

元計價硬通貨來源。另外，美國政府還

把伊朗革命衛隊列入恐怖組織黑名單。

對此，伊朗總統魯哈尼 5 月 4 日

表示，將加大生產促進非石油產品出口

以彌補此一缺口，並表示，將繼續鈾濃

縮活動，德黑蘭還有 6 個不為美國所

知的石油出口渠道，將動用全國所有資

源，在「灰色市場」中繼續出售石油。

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則在一場集會

上發表談話，要求伊朗全國以「戰鬥姿

態」應對美國在各個領域向伊朗發動的

攻勢。雙方關係也因此更趨緊繃。

白宮 5 月 5 日發表聲明，美國已

開始在中東地區部署航母戰鬥群和一個

轟炸機特遣隊，以向伊朗傳遞明確信

號，即任何針對美國及其盟友利益的襲

擊將遭到「無情的還擊」，無論攻擊者

是代理人、伊朗的伊斯蘭革命衛隊，還

是伊朗常規的部隊。

◎文：文昭

【看中國訊】《商業內幕》網站 5 月 7 日報導，

美國舊金山一家名為 Planet Labs 的研究公司最近

的衛星圖像捕獲到了朝鮮最新導彈發射的證據。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在 5 月 4 日的一次演習中

命令發射數枚火箭彈和導彈。Planet Labs 公司的

一小型衛星拍攝到這圖片，它顯示了從發射點出現

並延伸到海面的煙霧痕跡。Planet Labs 的首席執

行官馬歇爾於週日在網上發布了該圖片，稱這是一

個「百萬分之一」的機率捕捉到的鏡頭。

原油禁令生效  
伊朗困獸猶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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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價

$871/月
5年固定利率

3.44%

            卡城上佳地段

Sage Hill Quarter
精品公寓

西北區 

‧商舖環繞‧全新COOP超市就在門口‧咖啡館、餐館以及更多店鋪‧精品公寓起價199,900加元

‧11種不同戶型設計可選‧高品質建材‧完善的安保設置，鎖門放心出遊‧距機場15分鐘車程

參觀Q公寓展示中心    67 Sage Berry Way NW    電話: 403.454.4015

馬其頓方陣
與中美貿易戰

西方的領袖，非常厭惡把衝突長期

化、複雜化，那會造成資源和精力無休止

的投入。要避免這種情況，就要果斷地把

衝突升級為全面戰爭，迫使敵人投入全部

力量做決定性的對決，以一兩次關鍵戰役

定輸贏。在西方的文化環境中成長起來的

領袖，只要有比較強的性格，就會傾向於

這種解決問題的方式。

最能體現這種決定性會戰思想的，

就是亞歷山大大帝所創造的「砧錘戰術」

（鐵砧加鐵錘）。亞歷山大的父親馬其頓

國王菲利普二世改良了古代希臘步兵的戰

術，創造了一種叫「馬其頓方陣」的步兵

戰術。就是去掉了希臘重裝步兵的大盾

牌、減輕了盔甲的重量，代之以一根超長

的長矛。馬其頓步兵用的長矛至少 15 英

尺，就是 5 米多。第一排步兵平端長矛、

第二排則把長矛架在第一排步兵的肩上；

第三排、第四排依此類推。這樣在密集步

兵方陣的正面，就有一個 4-6 列縱深的由

長矛構成的森林，它的殺傷範圍最遠在 5
米開外，近在 1 米之內。這樣的一個方

陣只要能保持整齊的隊形，在推進的路線

上可以把擋在它面前的一切都撕碎。

用騎兵的快速機動來彌補馬其頓方陣

的不足。把像碾壓機一樣的步兵方陣放在

中間，騎兵和其他輔助兵種放在兩翼，在

戰役開始後，他率領騎兵從側面迅速迂迴

到敵人後方，切斷敵人後退的道路，讓敵

人無法分散逃離戰場，從而把敵人推擠到

長矛組成的步兵隊列前面，讓這部碾壓機

把敵人撕碎。這是理想的狀況，次一級的

情況是，如果沒辦法在左右兩翼都抄敵人

的後路。就先在一側打垮敵人，把敵人向

另一側推擠。所以馬其頓方陣的隊列經常

是排成一條斜線，就是當敵人被推向一側

之後，步兵方便做行進方向的旋轉，用長

矛的森林把敵人撕碎。這就相當於鐵錘要

和鐵砧相配合，才能發揮最大的威力。

亞歷山大依靠這種戰術打遍歐亞無敵

手，但是今天的重點不是解釋誰是鐵錘、

誰是鐵砧，而是這種戰術設計的思路，它

不是為了驅散敵人、擊潰敵人，也不是為

了羞辱敵人、展現我方在榮譽感和精神上

更優越（像中世紀的某些儀式化的戰爭，

展現騎士個人的英勇那樣）。這種戰術的

設計目的就是一個，就是儘可能多的殺死

敵人，讓盡量多的敵人死在戰場上，所以

亞歷山大的每次戰役之後戰場上都會積屍

如山。在高加米拉會戰裡，亞歷山大只損

百萬分之一！衛星捕獲到朝鮮發導彈
Planet Labs的衛星

捕捉到的圖像。（網

絡圖片，下同）

金正恩到現場視察。

▲

▲

失了 100 名步兵和 500 名騎

兵，卻在戰場上殺死了 4-5 萬名波斯人。

哪怕是東方超級大國波斯，經歷兩次這樣

的損失也就玩完了。

亞歷山大是追求決定性的成果，迫使

敵人投入全部力量，一次性將其毀滅。西

方古典軍事哲學對戰爭有一種辯證的思

維，就是戰爭是一種必要的惡，一旦這種

惡行發生，最大的善就是盡快結束它，別

讓它沒完沒了。可是要盡快結束它，就要

以最大努力一次性摧毀敵人，就是讓儘可

能多的敵人失去生命，讓活著的人放棄抵

抗的願望。這就讓戰場上的景象變得非常

可怕和殘酷，那你說這是善還是惡呢？這

是一個值得探討的道德問題。

回到中美貿易戰的話題上，它雖然不

像古代會戰那樣血腥，但是其哲學是相通

的。中共政府通過在協議措辭、在執行細

節上做文章，目的是遺留下更多問題，把

衝突複雜化、解決的進程拖長，這就相應

啟動了美國升級衝突達到決定性結果的方

案，把目前的局部貿易戰升級到全面。北

京對川普政府的行事風格一直沒有消除誤

判，中美貿易談判在這個星期會有重大結

果出爐，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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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迪在上海車

展為未來的超大城市推出了名

為AI:ME 的電動概念車，這

是繼Aicon 後奧迪推出的

第二款擁有自動駕駛功

能、高科技感十足的小

型概念車款。

外 型 設 計 上，

AI:ME 延續了奧迪新世

代概念車的設計樣貌，

中央清晰的六角形單體

線條，搭配動感的前保

桿設計，輔以飽滿的輪

拱。

由於奧迪認為自動

駕駛車上對於照明的需

求有所降低，因此奧迪

採用了其招牌的矩陣式

LED 燈組，但是其擴展到了

前輪拱上方，透過變化的圖

案，來顯示其駕駛狀態，同

時還能讓全車周遭都能夠被

其他用路人所辨識。另外還可在

乘客上下車時照亮周邊區域，並

且會偵測周遭光線來調整明暗程

度。

奧迪 AI:ME 的內飾打破了現

有的結構，座位設定採用前 2後

2 的 4 人座配置，設計師更強調

的是生活空間，比如車廂內直接

加入了真正的植物。同時車內

座椅採用了暖色調和灰色紡織面

料，擁有明顯的居家氣氛。

AI:ME 可以實現 Level4 級別

自動駕駛，在高速公路或市中心

的指定區域等特定區域，該車可

以完全由系統自動駕駛，駕駛者

不要介入，方向盤和各控制單元

均採用了可伸縮設計，在自動駕

駛時，這些都會收起來。

這款電動概念車採用後輪驅

動，後橋搭載了一台 125kW 最

大功率的永磁同步電機，電池組

容量為 65kWh。這樣的動力設計

主要是奧迪設想 AI:ME 的使用環

境多為時速 20 至 70 公裡的城市

環境，還必須能保持數小時不間

斷的行駛。

AI:MEAI:ME

360度奧迪矩陣燈組

的

擁有自動駕駛功能、高科 
技感十足的小型概念車款

Mercedes-Benz Country Hills | 2450 Country Hills Blvd NE | 403.930.7778 | mbcountryhills.ca

Mercedes-Benz
The best or nothing.

Andy Lai 

Kent Chow 

Pheobe Ku 

Mercedes-Benz Country Hills

2019 GLC 300 4MATIC SUV |                $6,400* | Stock #:19950597

3.9%** $549** $2,000† 3 ††

45 $5,000 

© 2019 Mercedes-Benz Canada Inc. Lease offers based on the 2019 GLC300 4MATIC/2018 C 300 4MATIC Sedan are available only through Mercedes-Benz Financial Services on approved credit for a limited time. *Total price of $56,605.25 for advertised vehicle 
includes MSRP plus all applicable dealer fees. **Lease example based on $549per month for 45 months. Down payment or equivalent trade of $5,000/$5,000 and applicable taxes due at lease inception. MSRP starting at $56,605.25. Lease APR of 3.99% applies. 
Freight/PDI of $2,995, dealer admin fee of $695, air-conditioning levy of $100, EHF tires, filters, batteries of $20, PPSA of $27.96 and AMVIC fee of $6.25 are due at signing. Total obligation is $31,190.25. Vehicle license, insurance, registration, and taxes are extra. 
Dealer may lease or finance for less. Offers may change without notice and cannot be combined with any other offers. See your authorized Mercedes-Benz dealer for details or call the Mercedes-Benz Customer Relations Centre at 1-800-387-0100. Offers end May 
31, 2019.

絕好價格 應季而來。
即刻入手全新 2019 GLC300，享受我們提供的 3個月付款。

節省

租賃利率 月付 包括 外加

個月 首付 現金折扣 為您支付

個月

品牌專家

品牌專家

品牌專家

粵語

粵語

粵語

國語

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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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ura RLX

內部設計

RLX 可容納五人，但底板上

的一個大型「駝峰」阻礙了後排

中座乘客的腿部空間，否則，

這款Acura擁有更寬敞的空間。

配有支撐座椅，即使是一整天

的旅行也可輕鬆乘坐。標準皮

革內飾採用高品質穿孔米蘭皮

革製成，飾有對比色縫線。所

有車型都配有加熱前排座椅，

混合動力車還包括通風前排座

椅和加熱後排座椅。

信息娛樂、藍牙和導航

RLX 中的信息娛樂系統比大

多數競爭對手的系統更複雜。它

的上部 8 英寸顯示屏主要用於附

帶的導航系統，還有一個較低的

7英寸顯示屏，這是一個觸摸屏。

弄清楚這套系統是費力事

情，即使您對界面感到滿意，一

些設置仍然需要太多的步驟來調

整。而高級智能手機集成（例如

Apple CarPlay）卻無處可尋。

RLX碰撞測試結果
2019 年 RLX 的美國國家公路

交通安全管理局安全碰撞成績為

五項全優。RLX 獲得了公路安全

保險協會頒發的最高安全選擇獎

（第二高的稱號）。在 IIHS 進行

的所有碰撞測試中，它也獲得了

滿分。

RLX引擎：流暢的V6          
和Peppy Hybrid
標準 RLX 動力總成包括一台

310 馬力的 V6 發動機，與 10 速

自動變速箱配合使用。它駕駛平

穩而且速度相當快，但是如果你

想要更多的動力，可以升級到

RLX Sport Hybrid。混合動力

系統配備 V6 發動機、三個電動

馬達和七速雙離合自動變速箱，

可產生 377 馬力的動力。

RLX Sport Hybrid 不僅有更

令人滿意的動力，而且更省油。

EPA估計的城市燃油經濟性為 28

英里 /加侖，高速公路為29英里

/加侖，是該級別中最高的燃油

經濟性車款之一。城市 /高速公

路的非混合燃油里程評級為20/29

英里 /加侖，高於平均水平。

RLX 是一款組合轎車，大多

數專業評論家都表示它具有舒適

的駕駛性和精確的轉向。然而，

並不是每個人都對它的處理方式

感到滿意。入門級轎車也配備前

輪驅動和 P-AWS，即精密全輪轉

向。該系統可獨立操縱後輪，以

提高穩定性和操控性。

RLX安全配置

RLX安全功能
2019 RLX 的標準安全功能

包括前方碰撞警告、自動緊急制

動、自適應巡航控制、交通堵塞

輔助、車道偏離警告、車道保持

輔助、車道偏離抑制、盲點監

控、後方交叉路口警報、自動遠

光前燈、雨水感應擋風玻璃刮

水器和多視圖相機。RLX Sport 

Hybrid 的其他安全功能包括平視

顯示器、環繞視野攝像頭以及前

後停車傳感器。

總之：新款的 RLX 是一款不

錯的車，雖然它在豪華大型車類

中面臨著激烈的競爭。它確實提

供了一些吸引人的特點。RLX 擁

有大量標準安全和技術特性以及

出色的碰撞測試分數。混合動力

版提供了一種特別有趣的運動性

能和出色的燃油效率。

RLX參數性能
RLX設計特點

【看中國訊】2019

年的Acura RLX擁有豪

華真皮座椅、大量標準

安全裝備和節能動力系

統。相較於更具運動性

和時尚性的競爭對手，

它怎樣脫穎而出？在強

大的競爭對手行列中，

有哪些可圈可點的地方

呢？

Patrick Li
(403) 258-4275

patrickl@silverhillacura.com

Andy Wong
(403) 776-1435

andyw@silverhillacura.com

403.253.6060
5278 MACLEOD TRAIL S.

†Limited time lease offer based on a new and previously unregistered 2019 RDX A-SPEC (TC2H6KKN) with optional colour upgrade available through Acura Financial Services on approved credit. Representative lease example: 1.99% (2.75% effective APR) lease rate for 39 
months (84 payments). Bi-weekly payment is $278 with $5,550 down payment. 16,000 km allowance/year; charge of $0.12/km for excess kilometres. Total lease obligation is $28,902. Offer includes $2,075 freight and PDI, air conditioning fee ($100), Tire Duty 
($20), AMVIC fee ($6.25) and applicable fees/levies/duties. ‡$1,000 cash rebate available only on the cash purchase of new and previously unregistered 2019 Acura RDX Tech (TC2H3KK), RDX A-SPEC (TC2H6KKN), RDX Elite (TC2H7KKN), and RDX Platinum Elite 
(TC2H9KKN) models from an authorized Acura dealer when registered and delivered before May 31, 2019. Total incentives consist of $1,000 that cannot be combined with lease/finance/cash offers. All incentives will be deducted from the negotiated selling price after 
taxes. Some terms/conditions apply. Model shown for il lustration purposes only. Offers end May 31, 2019 but are subject to change, extension or cancellation without notice and are only valid for Alberta residents at Alberta Acura retailers. Retailer may sell/lease for less. 
Retailer order/trade may be necessary. While quantities last.  See your Silverhill Acura retailer for full details. © 2019 Acura, a division of Honda Canada Inc.

T H E  2 0 1 9

輝 映 卓 越 性 能 的 靈 動 內 飾

278

1,000

1.99$

$

%†

‡

租賃  T H E  2 0 1 9  R D X  A - S P E C  起價

或可獲得高達

雙週 
$5,500 首付
MODEL CODE: TC2H6KKN

返現 
購買其它指定
2019 RDX MODELS.

2019 RDX A-SPEC SHOWN

期限
39 個月 2.75 %

有效
年利率

5278 MACLEOD TRAIL S. Calg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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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撒哈拉沙漠，是世界上

最大的沙漠。從太空中俯視撒

哈拉沙漠時，會發現有一個清晰

可見的大眼睛，鑲嵌在其中，和

人眼的相似度精確到瞳孔，仿佛

有神奇的力量吸引人想忍不住去

看它，對看幾秒後，又會感覺它

在靜靜凝望著你。因此它被稱為

「撒哈拉之眼」。

撒 哈 拉 之 眼（Eye of the 
Sahara），也被稱為理查特結

構（Richat Structure），位於撒

哈拉沙漠西部、茅利塔尼亞境內

的巨大同心圓地形。撒哈拉之眼

的直徑有 50 公里，海拔高度約

400 公尺，整體相當平坦；看起

來就像個菊石，從繞地球軌道才

得見其全貌。

1960 年代，美國一艘太空

船正在執行任務時經過非洲上

空，太空人在遠離地球幾十萬公

尺的太空發現，在撒哈拉沙漠出

現了一個圓形的東西，像一隻睜

大的眼睛，目不轉睛地注視著太

空中的人們。

撒哈拉沙漠從眼前消逝後，

太空人仍感到那隻「眼睛」緊緊

盯著他們。有科學家認為，是隕

石的隕落導致了這一奇蹟的發

生，但實際上撒哈拉之眼構造的

中心地勢相當平坦，沒有隕石坑

具備的高溫與撞擊的地質證據，

所以排除了隕石隕落的可能性。

也有人認為，是火山的原

因，可在它的中央並沒有滾燙的

岩漿，也沒有火山口，因此這個

結論也被排除。

現在普遍認為，撒哈拉之眼

是地形抬昇與侵蝕作用同時進行

的結果，結構的同心圓狀痕跡則

是硬度較高、不易受侵蝕的古生

代石英岩；但這無法解釋為什麼

撒哈拉之眼會這麼大、這麼圓。

隨著各種成因說被推翻，撒哈拉

之眼的形成原因也越來越讓人百

思不得其解。

來此探險的人們幾乎有去無

回，但卻找不到任何的屍骨。因

此也有人懷疑他們很可能是誤入

蟲洞，開啟了一場平行世界之旅。

蟲洞擁有巨大的吸力，足以

扭曲時間空間，長時間的吸力導

致這裡的地貌改變並非不可能。

「撒哈拉之眼」是世界上最壯觀

的地質景象，但沒有人知道它的

具體形成時間。如果不是太空人

發現了它，將撒哈拉之眼公諸於

世，它可能還會繼續在沙漠中沉

睡。 

一位叫李歐（筆名）的臺

灣人，被診斷出罹患鼻咽癌，已

進入四期末。醫生告知，到了這

一期，2 年存活率僅 10%。只

是讓醫生吃驚的是，四、五年過

去了，李歐活得越來越健康。

李歐是如何抗癌成功的？

他說，九成是靠「樂觀正面的心

態」，加上每天運動，醫院的治

療則是輔助。

李歐說，他的秘訣是，「勇

者無懼」。他從不把自己當作

病人，而是讓自己相信，癌症就

是一場「重感冒」，每天照常上

班、做家事，到醫院回診也是一

個人去。 「相信就會有奇蹟」，

是支持他戰勝癌症最大的信念。

奇蹟，真的發生了。

另一位癌症患者，運用意

念為自己治療。他在全身放鬆

的狀態下，想像進入了自己的

血液循環系統，向其中的白血

球發號施令：「注意了！我們要

進攻驅逐這些瀕死的癌細胞。馬

上行動！」慢慢的，他真的可以

看到，身體裡的白血球行動起

來，把在放射治療中被殺傷的

癌細胞清理掉了。到醫院檢查

後發現，他的癌症病症果然減

輕了！

日本精神科醫師渡部芳德被

查出患有肺癌，他在最初的痛苦

之後，決定採取積極的意念對抗

法，為自己爭取活下去的機會。

他在《一個月，從癌症生還》中

記述，「我走在喜歡的路途上，

每走一步就想像自己用力踩爛癌

細胞。」他說：「每天持續這個

方法，想像力就變得越來越清

晰。我的腦海裡開始浮現癌細胞

被踩爛的具體影像，以及癌細胞

逐漸減少的景況。」一個月後，

原本 3 ～ 5 公分的腫瘤消失無

蹤。

意念治癒疾病，並非現在

才有。生於 1877 年的美國著

名預言家愛德加．凱思（Edgar 
Cayce，1877 ～ 1945）就是一

位精神治療專家。他可以在催眠

狀態中解讀造成疾病的原因並告

知如何治療。

20 歲那年，凱思患了喉

炎，一年多都不能正常說話。但

在催眠狀態下卻可以正常說話。

一位叫雷恩的人就讓凱思「入

睡」，然後詢問其病情。凱思便

用正常清晰的聲音告訴雷恩和其

他人，他的病根是精神因素所

致，並告知如何治療。

按照凱思的指示，雷恩對著

凱思的身體，要求血液向患病部

位集中，不久便看到凱思胸部以

上和喉嚨部位的皮膚變成殷紅

色，患病部位皮膚開始發熱。

一段時間後，雷恩又按照凱

思的要求暗示血液循環恢復正

常。凱思醒後，聲音完全恢復

了。從此，凱思開始了他催眠解

讀治病的生涯。

雖然意念可以治療疾病，但

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使自己的

意念變得那麼強大，就像中醫說

的治病不如防病，不生病才是最

好的身體狀態。

物理學家已證明，世界上所

有物體都是由不同振動頻率的旋

轉粒子組成，粒子的振動使物質

世界表現成目前的樣子，人體也

是如此。

霍金斯多年來測量人在不同

的體格和精神狀態下身體的振動

頻率，他的研究顯示，人的身體

會隨著精神狀況而有強弱起伏。

如果人的意識範圍在 1 ～

1000， 其 中 1 代 表 100 赫 茲

（Hz），振動頻率低於 200（2
萬 Hz）的狀態會削弱身體。

也就是說，人體的振動頻率在

200 以下，人就會生病。而從

200 ～ 1000 的頻率則使身體健

康狀況增強。

霍金斯發現，誠實、溫和、

樂觀、寬容、理智和理解、關愛

和尊敬、高興和安詳、平靜和

喜悅等正面意念，頻率在 600，
這樣的人會健康長壽，修煉人

達到入靜狀態時，振動頻率在

700 ～ 1000。
而邪惡、下流、冷漠、痛

悔、害怕與焦慮、渴求、發火和

怨恨、傲慢等負面意念，都對人

有害。

所以，保持一個良好的心態

以及善念，才是不生病的關鍵。

撒哈拉沙漠中的大眼睛

意念可調動細胞能量
◎ 文：青蓮 圖：Fotolia

◎ 文：天羽 圖： Pixabay

人的意念到底有多大

的能量？科學家的研究發

現，人的意念可與細胞溝

通，治療疾病。但這種意

念，只能是正面的、積極

的。而負面意念則正好相

反，它會讓人身體產生疾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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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露營必備工具
野外露營是加拿大最夯的戶外休閒活動之一，

如何才能滿足親近大自然與親友共樂的雙重休閒需求？

只要抓到重點、善用工具，

新手也能輕鬆悠閒享受初次露營。

5項工具清單 
新手露營必備 5件露營最怕的事 

如何事前避免？
對於新手來說，一提起露

營，隨之而來可能要面對場地

的未知，還有如何準備大量裝

備，光想就提不起勁。其實初

次露營（專業一點的會說「初

露」）不需要十全十美，很多裝

備可以直接租借，只要抓到重

點、善用工具，新手也能輕鬆

悠閒享受「初露」。以下介紹 5
項露營必備工具。

帳篷記得拉上紗窗拉鍊，

如果有帶孩子，防蚊貼片、防

蚊液等千萬不能省（前提是選

擇天然安全的防蚊產品），目前

還有廠商針對孩童推出「防蚊

褲」，也可以試試看。

如果氣象預報下雨機率

高，建議選擇有雨備空間，或

是營位材質為棧板的露營區，

並攜帶防水係數較高的外帳和

遮雨布。紮營不要在危險山坡

處或是低窪處。其實只要不是

狂風暴雨，雨中露營別有一番

趣味，心態調整好，一樣好玩。

營位超收影響的不只是沒

有舒適空間的營位、洗澡可能

大排長龍，還會因為彼此距

離過近容易引起跳電、火災等

危險。事前記得多調查營區口

碑，千萬別因為老闆的利益薰

心而影響出遊興致。

大玩特玩一天後，走進盥洗

室發現沒熱水，簡直晴天霹靂！

預約營位前記得多做功課，調查

營區盥洗空間的熱水來源是否充

足，是瓦斯爐還是電熱水器？高

峰期間會不會水量不夠？多上露

營論壇參考營友心得。

帳篷沒有任何隔音設備，

如果因為營位距離過近，或是

鄰居太嗨，半夜還在高聲聊

天、唱歌，那真的非常惱人。

記得 9 點過後降低音量，尊重

他人才能享受更高品質的露營

環境喔。

露營時想安穩睡上一覺，

不可少的三大法寶就是——睡

袋、地墊、充氣床。新手一開

始可以先買簡單的個人睡袋即

可，不一定要購買高級羽絨睡

袋，可以先從普通睡袋購買，

配合季節增添衣物較實用。地

帳篷大小判斷公式以「適用

人數減二」為依據，例如六人帳

適合睡四個人。此外下雨天要

考慮，除了基本帳篷，還要搭

配外帳做第二層防護，且外帳

防水係數需至少達 1200mm。

地布則是墊在帳篷底下的塑膠

布，有防潮和保護帳蓬底部的

作用。一定要選擇比帳篷面積

小的地布，以免跑出帳外接雨

水，導致睡覺睡到一半發現淹

大水。目前帳篷和外帳款式、

功用千變萬化，價格也有落

差，新手不建議馬上購買，

可以跟店家或露營區租借基本

款，試用幾次後較知道自己適

合哪種類型的營帳後再選購。

睡覺三法寶
必
備2

水桶和照明工具不可或

缺。水桶除了裝水用，可收納

雜七雜八的小東西，還可當作

小朋友的浴缸。近年露營客之

間流行「RV 桶」（多功能置物

桶），甚至可當小椅子使用，實

用度超高。

照明工具則建議買簡單露

營燈，避免用燭火以免引起意

外。另外，個人盥洗衛浴物品

也要帶齊，畢竟野外盥洗空間

不可能太過舒適，一切以簡單

好收納為主。

各種小工具
必
備5

「蛋捲桌」是目前露營界最

易收納、好攜帶的收納餐桌，

也是每位「露客」的基本入門

款。椅子則建議以折疊椅為

主，雖然大型折疊椅躺起來舒

服，但體積也較大，攜帶不方

便，一般來說露營椅帶兩張即

可。目前許多露營區也有附設

桌椅，如果暫時不知道要怎麼

買的話，可先選擇這類型營地

做初露嘗試。

簡易桌椅
必
備3

必
備1帳篷、外帳與地布

蚊蟲多
避
免2

下大雨
避
免5

營位超收
避
免3

沒熱水
避
免4

鄰居吵
避
免1

野炊配備
必
備4

野炊這件事可大可小，戶

外最實用的「卡式爐」建議可以

先入手，宵夜吃泡麵、早上煮

咖啡或稀飯都很方便。鍋碗瓢

盆則以人數為基準，越簡單越

好。保冰桶絕對不能少，避免

舟車勞頓辛苦帶去的食材最後

變質。沒有保冰桶，用保麗龍

裝冰塊也可以有一定效果，飲

用水則是購買大型瓶裝水。

現在某些高級露營區也主

打提供代訂食材或加熱服務。

但是，野炊不也是露營的重點

樂趣之一嗎？

墊和充氣床可以跟朋友或店家

租借，之後再考慮要入手哪種 
等級。

免費全家歡

下午1點在 Family Park
5 月 18 日畫臉活動

6月 15 日手工活動

FREE Family Fun

1PM at the Family Park

Memorial Drive & 36th St NE ~ 403.272.9233

MAY 18  FACE PAINTING

JUNE 15 CRAFTS

列為五嶽之一的南嶽衡山，位於湖南

省中部的衡山縣。衡山山勢十分雄偉，綿

延數百裡，有大小山峰七十二座，其中著

名的五峰是：祝融峰、紫蓋峰、雲密峰、

天柱峰和石廩峰，均有仙人遺蹟。

最高峰祝融峰海拔 1290 米，上有祝

融廟基，及青玉壇、光天壇、白璧壇、雷

公池、風穴仙梨樹、上清院基。祝融峰是

根據火神祝融氏的名字命名的。相傳祝融

氏是上古的火神，黃帝任命他為管火的火

正官。黃帝又封他為司徒，主管南方事物。

紫蓋峰上有仙人池、七真閣，下有紫

蓋院基、王氏藥堂。雲密峰，有禹溪及隱

真平、斷石源、朱陵洞、丹崖仙人石室；

據傳以前大禹治水時，曾在此立碑，記錄

了山峰的高度。天柱峰上有魏夫人石壇，

也有的說魏夫人在此處得道。石廩峰，遠

望如倉廩，仙人胡浮先生常乘白豹在此遊

覽；上有洞門觀、小石廩峰、舜廟等。

關於南嶽的由來，《周禮 • 職方氏》中

說：「南嶽之鎮曰衡。」以「其分當翼軫，

光輔紫宸，鈐三氣之根，鈞五靈之德，上

列注生之宿，下符長育之功，稱物平施，

故謂之衡山」。東晉羅含所著的《湘中記》

中說：「衡山，朱陵之靈臺，太虛之寳洞，

上承軫宿，銓德鈞物，應度璣衡，故名衡

山。下踞離宮，攝位火鄉，赤帝館其嶺，

祝融宅其陽，故曰南嶽。」不過，以前的

南嶽衡山並不在今天的所在。南朝《述異

記》中說，南嶽是由盤古的左臂變的。

衡山被認為是神仙洞府所在地，也是

修煉之人的理想修煉之地。因為此山充

滿靈氣，在此修煉，就可飛升。道教認為

衡山是由仙人石長生管理的。據說從西晉

起，就有道士在衡山上修行。唐末李沖昭

在《南嶽小錄》中就記載了歷代在此修道

的九位著名道士成仙而飛升的故事。

除了《南嶽小錄》記載之外，在衡山

修煉成仙之人亦並不少見。鄧欲之，隱居

在南嶽洞臺，夜誦大洞經，感動了仙人魏

夫人，並現真身告訴他：「君有仙分，特

來相訪」。廖沖，字清虛，梁武帝大通三

年（529）居住在連山郡，以才德見稱，

曾做本郡主簿。後辭官開始尋求修道的方

法。在嵩山住了很久後，來到了南嶽，在

祝融峰遇見仙人太平真君傳道，於是得成

仙之法。據說活了一百多歲，在唐先天元

年（712）成仙。薛幽棲，蒲州寳鼎人，

開元間及進士第。後在青城峨眉開始訪

道。天寳（742-755）初年，來到南嶽。

後在墨山屍解成仙。

南嶽不僅僅是道家修煉的理想之

地，隨著佛教在中原的傳播，亦成為佛

家修行的場所。南北朝時，一些和尚來

到衡山，著名的有南嶽十八高僧。比如

天臺宗的慧

思就在此修

行， 並 在 衡

山上建立了

般 若 寺， 即

今 福 嚴 寺，

又建立了小

般 若 寺， 即

今 藏 經 殿，

弘 揚 佛 法。

禪宗七祖懷

讓也在此修

行。

山岳探微

南岳衡山 ◎牟梅

南嶽衡山最高峰祝融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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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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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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的平常心，居下守賤，低調

做事。

元春差人送燈謎，寶釵故意

裝作猜不出，不顯露自己的聰

慧，她藏愚守拙，只是不願敗了

大家的興致。

她不計較黛玉的嘲諷，反而

替小性兒的黛玉著想，盡量少單

獨接觸寶玉，不讓黛玉起疑。她

不揭黛玉的難堪，最後連黛玉都

稱讚她人好，承認「自己最是多

心」，「往日竟是我錯了」，「只

當你心裏藏姦」。

大觀園抄檢，儘管沒有波及

寶釵，她卻有「危邦不入，亂邦

不居」的清醒決斷，第二天就搬

了出去，堅決遠離是非之地。她

有原則，不和稀泥，絕不圓滑處

世，而那時誰願意主動離開大觀

園呢，除了進退有度的寶釵？

從來不喊出家　 
深切領會佛學大義

寶釵不吃齋念佛，從來不提

修行，不喊出家，但深切領會佛

學大義的就是她。

這位出身於「珍珠如鐵金如

土」的富家千金，衣服半新不

舊，不塗脂抹粉，不戴富麗閑

飾，把該減的都減了，以戒「貪

嗔痴」、「斷舍離」自律。她不

僅對外物不以為意，竟也能把生

死聚散看開。

（下文轉 C2）

沒有出家卻懂佛學大義的奇女子

命運浮沉，世事紛亂，她不慌不忙解開塵世的糾纏，無

所沾滯，或被揚上高枝，或被拋入泥淖，她相信「東風

捲得均勻」，所以風雨陰晴，「任他隨聚隨分」。

感悟紅樓薛寶釵

◎  文：秦順天

寶釵的房間　 
雪洞一般清冷素淨

黛玉的繡房，詩意書香，比

上等的書房還好，書架上壘著滿

滿的書；探春的秋爽齋，名人字

畫熱鬧滿當，毛筆多得如同樹

林；妙玉的櫳翠庵裡，連喝茶的

杯盞都是講究歷史與文化的，都

是有情調的古玩奇珍。

衡蕪苑裡的寶釵房間，卻雪

洞一般清冷素淨，一色玩器全

無，僅一案、一床、兩部書，還

有簡單的茶奩茶杯。裝飾物就是

幾枝菊花，插在一個粗糙的土花

瓶裡。

賈母看不過寶釵的衾褥和帳

幔，樸素尋常得近乎寒酸，趕緊

讓人去找飾有水墨字畫的綾帳

子，要換了寶釵的青紗帳幔。

其實，大觀園姐妹裡，寶釵

博學多才，不出閨門，她早就閱

遍古今之書。只不過詩書於她，

已然內化於心不現於外了。

寶釵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做針

線活兒。「她穿著家常衣服，頭

上只散挽著鬢兒，坐在炕裡邊，

伏在小炕桌上同丫鬟描花樣子。

見周姐姐一進門來，寶釵就放下

筆，轉過身來，滿面堆笑禮讓：

『周姐姐坐。』」

這就是寶釵的修養。對一個

地位比她低的下人，她都能以禮

相待。

她的修養裡　 
藏著她讀過的書

寶釵的修養裡，藏著她讀過

的書，她的知書只為「達禮」，

她的「禮」，不是繁文縟節的形

式，而是通過自覺修正自己，以

溫順謙柔，與外在圓融諧和。

一年三百六十日，對黛玉是

「風刀霜劍嚴相逼」，同樣小心

翼翼生活在賈府，隨分從時的寶

釵卻如魚行水，游刃有餘，人逢

之也如沐春風。

對眾人瞧不起的賈環，她視

如寶玉看待，賈環耍賴哭鬧，她

好言哄勸，怕寶玉罵賈環，她又

忙替賈環掩飾；送禮物也不忘給

不被待見的趙姨娘；對賈母不喜

歡的人，她也不會怠慢，一一放

在心中。

她永遠考慮別人的感受，點

熱鬧戲文，她是讓賈母舒心；她

的可貴不止於樂於助人，而是她

幫助別人也要讓人心裏舒坦，慷

慨贈助史湘雲做東，她會考慮不

能損害湘雲的自尊；為岫煙贖棉

衣服，她也顧及人臉面，叮囑把

當票「悄悄地取出來，晚上悄悄

地送給你去」。

她配合探春和李紈管理榮

國府，絕不蓋過兩人的光芒，

光而不耀，功成不居。以「和其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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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蘭卡開始淪為外國的殖民地。 
在經過葡萄牙、荷蘭、法國、英國

等漫長的統治之後，1948 年 2 月 4 日，

斯里蘭卡正式宣布獨立，成為英聯邦的

自治領土，定國名為錫蘭。 1972 年 5 月

22 日，改國名為「斯里蘭卡共和國」。 
1978 年 8 月 16 日，新憲法頒布，又改國

名為「斯里蘭卡民主社會主義共和國」。 
由於僧伽羅人與泰米爾人積怨太

深，在以僧伽羅佛教徒為主導的斯里蘭

卡共和國建立後，以印度教徒為主的少

數族群泰米爾人長期被政府剝奪選舉

權，導致了泰米爾人於 1972 年成立了猛

虎組織（1976 年改稱「泰米爾—伊拉姆

猛虎解放組織」），也走上「用武裝獨立

建國」的道路。 
從 1983 年 7 月 23 日開始，猛虎組

織與斯里蘭卡政府開戰，並在賈夫納半島

建立起「泰米爾政權」，戰火一度蔓延到

科倫坡。在世界各國的調停下，戰爭時起

時落，以致國家貧困落後，民不聊生。直

到 2009 年 5 月，泰米爾猛虎解放組織的

最高領袖普拉巴卡蘭被斯里蘭卡政府軍擊

斃，隨後泰米爾猛虎組織宣布投降，就此

結束了斯里蘭卡長達 25 年的內戰。 據統

計，25 年的內戰至少造成 10 萬人喪生，

國家的環境與經濟也遭到極大的傷害。

 世紀大海嘯重創旅遊業 
斯里蘭卡是個風光獨美的島國，又盛

行佛教文化，每次休戰中，政府主推旅遊

業作為國家的收入來源。 
2004 年 12 月 26 日，一場由印度洋

大地震引起的南亞十級大海嘯重創了東南

亞及南亞地區，死亡和失蹤人數至少 29
萬餘人，海嘯也侵襲了斯里蘭卡，令飽受

戰亂的國民再次遭受打擊，官方數據證實

有超過 4 萬 1 千人死亡，多數是兒童和

老人，78 萬人淪為難民。 
國內旅遊業也遭受災難性破壞。 

與中國的關係 
斯斯里蘭卡在建國後就崇拜毛澤東，

並一直與中國大陸保持著友好的關係，在

斯里蘭卡政府軍與泰米爾猛虎組織長年的

殘酷內戰後期，北京出手助了其強有力的

一臂之力。 
泰米爾猛虎組織一直以恐怖襲擊的方

4 月 21 日復活節，斯里蘭卡遭到突

如其來的連環自殺式炸彈攻擊，造成近千

人傷亡，這是該國度過十年太平日子後，

再次面對血腥場面。當局鎖定國內一個

叫「國家一神教團 NTJ」的激進穆斯林組

織，開始大搜捕，並懷疑背後有極端組織

伊斯蘭國 IS 的支持。

斯里蘭卡國很小，但它與中國的關係

不但深厚，也很微妙，是禍是福無人曉。

因為從戰略角度看，它的地理位置有點像

台灣。讓我們來了解一下具有濃厚佛教色

彩的斯里蘭卡。 
斯里蘭卡，又稱「斯里蘭卡共和

國」，（英語：Sri Lanka）。首都科倫

坡。這是一個位於南亞－印度次大陸東南

方外海的島國，屬於亞洲。 
斯里蘭卡島是梨形，又與眼淚的形狀

相似，因此有「印度洋上的一滴眼淚」的

雅稱。 斯里蘭卡國土面積只有 6.5 萬平

方公里，人口大約二千一百萬。 除超過

70% 的人信奉佛教外，12.6% 是印度教

徒，9.7% 是穆斯林（主要是遜尼派），

7.4% 是基督徒（6.1% 是天主教，1.3%
是其他基督宗教）。 

斯里蘭卡的經濟以寶石出口和農業為

主，該國最重要的出口農產品是錫蘭紅

茶。斯里蘭卡是世界三大產茶國之一，其

觀光資源也相當豐富。 

佛教盛行的國度 
公元前 5 世紀，僧伽羅人從印度遷

移到斯里蘭卡，佛教開始盛行。古時，該

區域被稱之為楞伽島，佛陀曾到達楞伽島

講經說法，故該經文就叫作《楞伽經》。

再後來的佛教發展多次改良，但斯里蘭卡

卻始終保持著原始佛教的修煉方法，外界

稱其為「小乘佛教」。 
斯里蘭卡是歷史上佛教信仰持續時間

最長的國家之一，早在公元前 200 年左

右，佛教就成為斯里蘭卡的官方宗教。 
在歷史上，因為佛教的傳播，中國與

斯里蘭卡有著很深的的連帶關係。

中國古代的《大唐西域記》稱其為「僧

伽羅」，因此，斯里蘭卡的主要民族至

今在漢語裏仍稱「僧伽羅人」，其語言稱

「僧伽羅語」。 從中國的明代起，又稱

斯里蘭卡為「錫蘭」國，錫蘭紅茶也開始

走入中國市場。 

宗教衝突 內戰打了25年 
在公元前 2 世紀前後，南印度的泰

米爾人也開始遷入斯里蘭卡。泰米爾人

信奉印度教。 由於信仰不同，僧伽羅人

與泰米爾人分別在島上建立各自的宗教

王國，從公元 5 世紀直至 16 世紀，僧伽

羅王國和泰米爾王國間征戰不斷，直至

1521 年葡萄牙船隊在科倫坡附近登陸，

式作抗爭，被西方各國定為恐怖組織，印

度、美國等國不斷幫助斯國政府打擊泰米

爾猛虎組織。 
2005 年當選總統的拉賈帕克薩，是

那場內戰最後幾年的領導者，他以強硬的

手段大肆清洗濫殺泰米爾族人，遭到國際

輿論的指控，「侵犯人權」的惡名令斯里

蘭卡政府越來越遭到孤立，為了避免無辜

平民的傷亡，印度和美國等西方國家拒絕

向斯里蘭卡政府提供武器，並試圖進行調

停時，中國大陸卻一躍成為斯里蘭卡的最

大軍火供應商。 
據泰晤士報報導，自斯里蘭卡政府在

2007 年 3 月同意了中國投資建立漢班托

塔港後，中國便開始提供大量的軍火及在

外交上為斯國政府作掩護，使其無需擔心

西方的譴責與制裁。中方不但不遺餘力地

成為斯里蘭卡政府的經濟與軍火的後援力

量，還幫助斯國培訓戰機飛行員。 
內戰在 2009 年結束後，總統拉賈帕

克薩及其家人鞏固了他們的地位。中國也

成為了斯里蘭卡的深度盟友，這位總統及

其三名兄弟控制了多個政府部門，中國政

府開始直接與他們談判，幾乎有求必應。

在地理位置上，斯里蘭卡素有「東方

十字路口」的美譽，是連接亞非、輻射南

亞次大陸的重要支點。對於西方國家，尤

其是印度，斯里蘭卡一直被視作一個非常

重要的軍事門戶，從來不敢放鬆。 
依照與中國軍事支持的協議，在

2008 年，斯里蘭卡就在距離首都科倫坡

50 公里處為中國投資者建立了一個占地

150 公頃的經濟特區，中國企業在此可享

受許多優惠。而南部城市漢班托塔的工業

園區也幾乎交由中國大陸的國企和民企來

開發基礎建設，並開發酒店度假村。 
如今，斯里蘭卡成為中國「珍珠鏈」

戰略中最為璀璨的一顆明珠，海上絲綢之

路計劃中最為重要的一個環節。 近年來，

作為「一帶一路」宏圖願景的一部分，中

國在斯里蘭卡的港口、公路、電廠、交通

等項目中大筆投入數十億美元。並大力鼓

勵中國人去斯里蘭卡旅遊。但斯里蘭卡在

越來越多地依賴中國的同時，也已深陷債

務危機，政府不得不拋售資產，官方稱，

斯里蘭卡欠中國國有企業逾 80 億美元。 
2017 年年底，無力償還中國公司債

務的斯里蘭卡正式將具有戰略意義的漢

班托塔 (Hambantota) 港移交給中國，簽

訂一份有效期長達 99 年的租約，分析認

為，在未來，該港口可能成為中國大陸在

印度洋的海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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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快的。」—楊醫師

理法方藥結合
純正傳統中醫
• 18年中醫師經驗

  前任香港中和大藥行 主任醫師

香港註冊中醫師

澳洲註冊中醫師

• 香港大學中醫全科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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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繼文 (Fr愀渀cis Y攀u渀g) 中醫師 
  粵/國語 

楊繼文楊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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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快的。」—楊醫師

理法方藥結合
純正傳統中醫
• 18年中醫師經驗

  前任香港中和大藥行 主任醫師

香港註冊中醫師

澳洲註冊中醫師

• 香港大學中醫全科學士

• 廣州中醫藥大學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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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弓河康復中心 Bow River Wellness Centre   
地址: 卡城市中心  #116, 738 - 3 Av攀 匀W      
電話: 403-255-6009 （中）/ 587-577-5501（歡迎 W愀lk-i渀 或 預約）  k愀im愀渀f礀攀u渀g@gm愀il.c漀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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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星期日) 下午2時正 
地點: 卡城市中心 #116, 738 - 3 Av攀 匀W (B漀w Riv攀r W攀ll渀攀ss C攀渀tr攀)
歡迎查詢   電話: 587-577-5501    

講題: 失眠      講者: 楊繼文中醫師 (粵語) 

（上文接 C1）她認為金釧之死，

不過「前生命定」，重要的是要寬慰王

夫人的愧疚之心，重要的是對其家人善

後，銀子一定要給足，她也不計較把自

己新做的衣服給金釧裹妝。

尤三姐和柳湘蓮的生死情事，轟

轟烈烈，她卻漠然無感，「天有不測風

雲，人有旦夕禍福。這也是他們前生命

定。」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她勸傷感的母親：「如今已經死的死了， 
走的走了」，「也只好由他罷了」。

她被用調包計與寶玉完婚，也只是

低頭不語，然後自垂淚珠。奉母命而

嫁，她自己怎麼想都是不重要的，如果

婚嫁的對象不是寶玉，她也會依禮順

服。如同當年待選進京，她絕不反抗。

婚姻尷尬，她隨遇而安。知道寶玉

心思不在己，她淡然處之，任勞任怨侍

候寶玉，規勸寶玉。確知寶玉出家，她

雖是痛哭，卻不失端莊模樣。她居然比

任何人都能想通：「寶玉原是一種奇異

的人。夙世前因，自有一定，原無可怨

天尤人。」她離別亦能自安，而且還以

大道理勸慰悲傷的老人。

小時就是「廉靜寡慾極愛素淡」，

少時不喜「花兒粉兒」，紅顏老去她亦

會平靜從容吧，不會「恨無緣」，而是

恆無怨（「衡蕪苑」的諧音）。

命運浮沉，世事紛亂，她不慌不忙

解開俗世裡的糾纏，無所沾滯，或被揚

上高枝，或被拋下泥淖，她都相信「東

風捲得均勻」，所以「風雨陰晴任變

遷」，「任他隨聚隨分」。

而「萬縷千絲終不改的」，是她扎

根深厚的定力；詩禮教化的修養，決定

了她不會隨波逐流，不會委於芳塵。

凡夫所嚮往的「青雲」，也就是那

塵世的高度吧，不外富貴榮華飛黃騰

達，那肯定不是寶釵的「青雲」。曹公

讚她為「山中高士」，穩於山巔之上，

俯瞰萬丈紅塵，守得富貴，耐得寡淡；

即便賈府坍塌，於陋巷中孤寡育子，她

也能珍重芳姿，安之若素。無需出家，

也有著「芒鞋破缽隨緣化」的意境了。

沒有出家卻懂佛學大義的奇女子

感悟紅樓薛寶釵

◎  文：嘎弩

多災多難的斯里蘭卡

美麗的斯里蘭卡（網絡圖片）

漢班托塔港（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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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文化交流
唐太宗提出「柔懷萬國」的

睦鄰友好政策，貞觀之治為鄰近

列國所仰慕，和中國有使節往來

的國家和部落已經超過了三百

個，於是朝廷設立鴻臚寺、典客

署和禮賓院等外事機構，專門接

待外賓。亞洲、非洲許多國家紛

派使節，而有「萬國遣使」的盛

況。唐代有很多措施是許多國

家，甚至是照搬過去直接來用。

許多外國的王侯、使臣、留學

生、藝人、僧侶都來到唐朝，長

安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國際都

會，國子監成為世界上最可觀的

高等學府。僅日本一國先後十九

次派出的遣唐使，就有五千人以

上。其中隨團前來的留唐學生大

多被唐朝友好地接納到唐朝最高

學府國子監學習，學習數年畢業

後，或在唐朝官府工作，或返國

將漢文化傳授於國。僧侶們則入

住寺院，潛心鑽研佛經。有的國

家還禮請中國派人去傳授文化，

如高僧鑑真攜帶佛像、佛經六次

東渡日本，在日本弘揚佛法與盛

唐文化，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

了卓越的貢獻。

綜上所述，唐代文化不僅以

輝煌的成就使華夏文明璀璨奪

目，而且以深刻的內涵、強大的

力度遠播世界，使唐代文化成為

向周邊國家和地區輻射的文化源

地，在世界文化史上映照古今。

它是中華民族史冊上一幅亮麗的

歷史畫卷，是華夏兒女的驕傲和

自豪！人們懷念和嚮往記憶中永

遠清晰的盛世天朝，無限景仰唐

太宗的正義、仁愛和寬廣的胸

懷。（全文完）

清朝時蕪湖有個鮑某，擅

長作畫，專學米芾（字元章，

1051—1107，北宋書畫家），

竟然能學到他的大概，而且又能

烘染紙張，使它變成陳舊的顏

色，那些識貨的也不能辨別，不

少南方、北方的古董家，都購買

他的畫，他因製作贗品，而發財

致富。

有一天，他作畫倦了，便坐

著打瞌睡起來。忽見一人戴著唐

巾，穿著宋朝服飾，來到他的庭

前，斥責道：「我是米元章也！

你學我的畫，僅僅得了些皮毛，

而冒充是我的作品，這樣欺騙世

人，獲得不義之財，將來千百年

以後，以為我米元章的畫也不過

如此，那麼我的身分、姓名，都

被你糟蹋了！」因而從袖子裡，

拿出一塊石子，一扔，擊中了他

的右肱。鮑某覺得酸痛，一驚

嚇，便即醒了。

從此，他握起筆來，就腕痛

難熬。但很奇怪，拿筷子、數

錢，依然和從前一樣，沒有甚麼

不舒服。

後來，鮑某改邪歸正，再也

不敢（也不能）仿製宋人米元

章的畫作，去行騙了！

（據清袁枚《子不語》）

Cultural Exchange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Ta i z o n g  p r o p o s e d  a n d 
adopted a friendly foreign policy: 
"Gently Embracing Thousands 
of Nations." The Reign of Zhen 
Guan was greatly admired by 
neighboring countries; over 300 
countries and tribes regularly sent 
diplomatic envoys to China. The 
royal Tang court therefore set up 
numerous organizations to host 
foreign visitors and take care 
of bilateral relationships. Many 
countries in Asia and Africa sent 
envoys to China. Other countries 
adopted many of the policies of 
the Tang Dynasty. Among those 
who went to the capital Chang'an 
from abroad to learn from Tang 
culture were members of royal 
families, envoys, students, artists, 
and monks. Chang'an became the 
largest international capital of the 

world at that time. The Guozijian 
(Central Academy of Feudalist 
China) was the most acclaimed 
academy in the world. Japan had 
sent only 19 groups of envoys 
to China, totaling over 5,000 
people. Students from overseas 
were admitted to Tang's highest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Guozijian. 
After several years of study, the 
students might stay to work in 
an official capacity in China, or 
go back to their home countries 
to spread Han culture to their 
countrymen. Monks from other 
countries resided in temples, 
and worked hard to study the 
Buddh i s t  s c r ip tu res .  Some 
countries invited accomplished 
persons in China to teach in their 
countries. For example, Monk 
Jianzhen went to Japan six times, 
bringing Buddha statues and 
Buddhist scriptures to Japan and 

promoting Buddhism as well as 
Tang culture to Japan. He thereby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T h e  Ta n g  c u l t u r e  h a s 
g lor ious  achievements  tha t 
will shine forever in China's 
civilization. It has also become 
a treasure for the entire world 
with its profound substance and 
great influence on neighboring 
countries. It is a most splendid 
scroll in the annals of history. 
It will forever remain Chinese 
people's pride and glory. The 
prosperous, heaven-like kingdom 
and Taizong's upright, benevolent, 
and broad heart will never fade 
from people's memories.

Someone with the surname 
Bao  l ived  in  Wuhu area  in 
Qing dynasty.  He was good 
a t  pa in t i ng  and  cop ied  Mi 
Yuanzhang’s painting style. Mi 
was a northern painter from the 
Song dynasty, 1051-1107. Bao 
also perfected a baked on effect 
so the stained paper looked 
aged. Thus, Bao soon became 
an expert at counterfeiting Mi’s 
paintings. Even those who were 
familiar with Mi’s artwork could 
not distinguish an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original paintings 
and Bao’s fakes. Many northern 
and southern antique homes 
bought Bao’s forgeries enabling 
him to make a living.

O n e  d a y,  B a o  b e c a m e 
tired and drifted off to sleep. 
Suddenly, a man wearing a Tang 
style headpiece and apparel 
from the Song dynasty appeared 
in his room and chided him, “I 

am Mi Yuanzhang! You studied 
my paintings and acquired a 
very superficial understanding. 
Now you fabricate counterfeit 
paint ings to acquire  money 
through deception. In thousands 
of years, people will not think 
highly of my paintings.  My 
identity and name will be ruined 
because of you!” Mi took a stone 
from his sleeve and struck Bao’s 
right arm. Bao felt a surge of pain 
and was scared awake.

From then on, every time 
he picked up a pen, he felt acute 
wrist pain. Strangely enough, 
whenever he picked up chopsticks 
or counted money, there was no 
pain at all.

In the end, Bao corrected 
his evil ways. Never again did he 
dare to (or could he physically) 
fabricate the paintings of Mi 
Yu a n z h a n g  f r o m  t h e  S o n g 
dynasty for profit!

對外文化交流
盛唐文化與盛唐精神 之四

Culture and Spirit 
during the Apex of the Tang Dynasty ( Part 4 )

鑑真東渡

Literature Anecdotes: Mi Yuanzhang Spirit

米芾顯靈

唐三彩

Tri-coloured Glazed Pot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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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著名通俗文學家

馮夢龍編集的一部《智囊

全集》，內容收入了古人

智術、計謀的故事近兩千

則，涉及了明代以往的很

多史籍、文集以及稗史、

筆記、傳說和演義等。

今天要介紹的是馬默改制救

活人命，又勸人改過遷善的故

事，馮夢龍稱這種作法為「聖賢

遺風」。是積德之大善舉，天

賜福報是必然的。

馬默為北宋時，山東單州成

武人，字處厚，幼時家中貧困，

出外苦學，後登進士第，任臨濮

縣尉。因受推薦被任為監察御

史，主張應以實績任免官吏，在

職正直敢言。宋神宗即位後，為

懷州通判，升任登州知州。

馬默擔任山東登州知州時，

看到關押犯人的沙門島有個弊

端：按照宋朝的制度，關押沙門

島的犯人有數量限制，官府只提

供三百人的口糧，多出來的人數

不增加口糧，這就造成沙門島很

嚴重的緊張局面。每當關押人數

超過三百時，就把一些罪犯扔到

大海裡去，死了活該。兩年當

中，被丟進大海裡去的多達七百

多人。於是，馬默重新制定海島

法，向皇帝建議：今後凡是有人

數超額的情形，可以挑選那些服

刑久且表現良好的人，移送到登

州。這建議宋神宗同意了，並且

把這種處理方法作為宋朝的制度

執行下去，許多人因此得以活

命。

馬默原本沒有子女，因為移

送沙門島犯人一事，曾做夢夢見

東嶽使者傳達的命令，要賜他兒

女各一人。後來馬默果然生了一

男一女。

（事據明代馮夢龍《智囊全

集》）

畢竟所有的人員都要從大門

出入。因此，若想要將旺盛的氣

場引入公司並非只是安置一個聚

寶盆、八卦鏡、山海鎮等等開運

或鎮宅的物品就可以輕易做得到。

事實上，大門的出入才真正

影響氣流的走勢和磁場的變化，

若能在空間規劃與裝飾上做相應

的配置，才有機會提升公司的營

運。

東出西入  
出門向東，入門向西

這是向著東方太陽升起的方

位出門，屬於迎向朝陽的方位，

表示最具有生命力和戰鬥力。

對於公司而言，整體內部最

需要的是綠化，只要適當配置一

些花草、樹木與盆栽就能強化一

些生命的氣息，較能將活躍的生

命氣場引入，對於公司的發展自

然會有助力。

西出東入 
出門向西，入門向東

這是向著夕陽西下的方位出

門，屬於落日餘暉、欣賞美景的

方位，表示較重視金錢與收益，

相對較易生出口舌爭端。

對於公司而言，為了避免人

事的紛擾，內部環境選擇適當的

位置設置流水或魚缸，也可在特

定區域安置心經掛圖、觀音像或

是精神性高的藝品物件，藉以營

造出和氣生財的工作環境。

南出北入  
出門向南，入門向北

這是向著日正當中的方位出

門，象徵帝王之尊、左右逢源的

方位，表示較重視品味、時尚與

名氣。

對於公司而言，內部的光線

與照明非常重要，必須潔淨明

亮，不宜黯淡無光或混沌不明，

尤其空間的圖像、飾品宜選擇

紅、紫、橘紅、白、米白、土黃、

黃、金黃等色系，較能強化正面

能量，對於公司整體運作也較能

得到助益。

北出南入 
出門向北，入門向南

這是向著北極星光的方位

出門，象徵智慧與實力的方位，

表示較重視知識、學術與工作技

能。對於公司而言，內部的規劃

首重「藏風聚氣」，尤其走道和

空間的規劃必須和諧順場。另

外，空間的牆面和桌面宜選擇暖

色系，圖像、裝飾品亦然，不宜

選用太突兀或太鮮艷的色彩，這

樣才能讓整體空間的能量更加協

調。

西北出東南入 
出門向西北，入門向東南

這是向著權威與專業氣息較

為濃厚的方位出門，象徵地位與

企圖心旺盛的方位。對於公司而

言，盡可能規劃一個適當的環境

做為展示區，將代表性的商品、

獎項、事蹟、專利、證書等，能

夠彰顯出專業的物件做為重點布

置，以便展現出權威的氣勢，這

對於經營層面將更有一些程度的

突破。

東南出西北入  
出門向東南，入門向西北

這是向著春風拂面的方位出

門，象徵文學、藝術與技藝較為

濃厚的方位。

對於公司而言，內部宜布置

花藝、盆景、書畫等等，充滿文

藝氣息的物件，偶爾大門設置一

些季節花會有助於業務的推展，

也較易引來更多的貴人相助。

東北出西南入  
出門向東北，進門向西南  

這是屬於磁場變動性較大

的方位，通常具備這種大門方位

的公司，不是擁有廣大的市場，

就是不停地在調整更動。為了防

止公司經常性的變動，較有效的

方法就是在公司內部安置一尊

神像，譬如關公、濟公、達摩等

等。當然，也可安置水晶洞、礦

石等具有能量的物品，可藉助其

力穩定公司的磁場，除了轉化內

部能量，也有助於公司的營運。

西南出東北入  
出門向西南，進門向東北

這是屬於風險與變化性最

強的方位，這還得視周邊環境的

影響與作用方能確立。為了防止

任何可能性，可在公司內部布置

花草樹木，若能營造流水的環境

或是魚缸，更可協助轉化環境磁

場，若是再安置水晶礦石之類的

物品，則效益更大，甚至還有機

會轉化成為溫和、柔順的環境。

我們可以從以上看出所有大

門出入的方位都正好相反，人員

來來回回進出的狀態就猶如動植

物呼吸的道理是一樣的，表示房

子是活的，也是有生命磁場在運

作，故而一間公司正代表著一個

生命的個體，是由各個不同的部

門和人員相互之間所共同架構出

來的。總之，一間公司想要有好

的能量場，必須先確立大門出入

的方位是否能迎合整體空間的效

應，這樣才有辦法將風水調整更

到位。

◎ 文：言和

公司的大門在風水上，

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大門

不僅僅是財氣的主要出入

口，也是公司活動力最旺盛

的區域。

公司大門出入影響營運
◎文：葉實益 圖：Fotolia

積德行善 天賜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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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牙

口腔手術

牙病治療
各種

去智齒

牙周病

牙齒矯正

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
供供供全全全面面面牙牙牙科科科服服服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免費

諮詢

免費
諮詢

2008 年畢業於
UBC

粵、英語

陳守誠 醫生
DMD

2001 年畢業於
亞省大學

英語

Richard Krim 醫生

DDS
醫生

2000 年畢業於
達爾豪斯大學

1983 年開始
從事牙醫工作

國、英語

董維佳 醫生
DDS

2012 年畢業於
UBC

1992 年畢業於
華西醫科大學

國、英語

劉青青 醫生
DMD

務務務

考慮矯牙或植牙？歡迎來免費諮詢

專業嚴謹·嶄新設備·舒適環境·地點方便

HorizonDental
優惠券

無保險
10%
OFF

診所地址：206 5403 Crowchild Trail NW
診所時間：週二至週六上午 9:00 ～下午 6:00 電話：403-202-9295

www.horizondentalgroup.ca

注：如無保險，基本

服務九折優惠（洗牙、

檢查牙齒、緊急檢查）

矯正牙齒可分期付款矯正牙齒可分期付款矯正牙齒可分期付款
接受多種保險接受多種保險接受多種保險接受多種保險接受多種保險接受多種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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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對孩子的態度 

父母與孩子間，有一個好的

態度，才會互相珍惜，才不會有

傷害。 
一個一年級的孩子，放學回

家不想寫作業。媽媽下班一回家

就勒令孩子寫。 
過了會兒，媽媽在廚房責問

孩子作業寫了沒，起初孩子說等

等，問多了，就懶得答了，裝沒

聽見，繼續玩他的。 
媽媽於是氣急敗壞跑出來呵

斥：馬上把作業給我做了！孩子

說：不，我還沒玩夠。 
這話激怒了媽媽：我告訴

你，不快把作業做了，看我怎麼

收拾你！然後咆哮而去。 
半小時後，孩子一切照舊。 
另一個一年級的孩子，也不

想寫作業。不過回家後，他媽沒

讓他立刻寫，而是允許他先玩

20 分鐘。 
10 分鐘過去，媽媽提醒孩

子：再玩 10 分鐘，就該寫作業

了。 
10 分鐘後，媽媽看到孩子

還在玩，於是要求停止行動，孩

子央求說：媽媽等等，我把玩具

組裝完就好。 
媽媽同意了。等孩子完成，

她牽著孩子到書桌前，徵求他打

算先完成哪門學科的作業，孩子

作了選擇。 
如果第一個媽媽繼續用她的

態度對孩子，孩子未來會如何？

孩子仍會玩，而且孩子還會想辦

法、說謊逃過媽媽的訓斥。 
等上了初中，他不再怕媽媽

了，受到訓斥，他可能就會用語

言或過激的行為進行反擊…… 
這樣，成家後，他會怎樣對

待自己的愛人和孩子？他自己的

生存狀態和幸福感會是如何？不

說，你也能猜出來。 
而在第二個家庭裡，雖然孩

子或許在短時間內還不能養成寫

作業的主動性。但我相信，這位

媽媽的態度遲早會讓孩子養成自

覺的習慣。 
因為，在這種態度裡，有對

孩子成長規律的尊重，有時間管

理上的引導，有責任意識的培

養…… 
正確的態度，延伸出正確的

方法，從而取得正確行動效應。

這，就是態度的力量。

父母對問題的態度 
那天在校門等孩子，正值放

學，不時有孩子來借門衛室大爺

的充氣筒，孩子禮貌地表達謝

意，大爺很是欣慰。 
一對母子推著自行車來，媽

媽指指充氣筒，示意兒子去拿。

孩子拿了充氣筒就跑。 
大爺攔住他問：「做甚麼？」

「打氣。」孩子不屑地說。「誰

答應你拿的？」 
孩子紅著臉看他媽，他媽臉

上露出惱怒的神色：「用用都不

行？小氣！」 
「小氣怎麼啦？你不問自拿

就是偷……」那位媽媽一臉的尷

尬，吐了一口大唾沫，離去。 
《孟子》裡說：「敬人者，人

恆敬之。」 與人交往，敬人是重

點，家長都做不到，孩子又從何

做起？ 

平時朋友聚一起，聊起自家

孩子難管教，於是相互取經。有

一次，朋友說起他的教育經歷，

我深受啟發。 
他父母都是農民，沒啥文

化，因為忙勞作，更無從對他加

以管教，但做人的道理朋友從小

都熟知在心。 
比如見了長輩要問好，吃飯

要有吃相，人有困難得幫，不義

之財不可取…… 
總之，一切生活瑣碎，父母

的言談舉止都給了他是非標準，

雖然他們不懂這就叫耳染目濡、

潤物無聲。 
尤其，他說起八歲那年炒土

豆絲。因為第一次做，鹽放多

了，水加多了，像煮了一盤鹹不

拉嘰的漿糊。 
父母吃後卻讚不絕口，不停

往嘴裡送……這事給了他很大的

震撼，他決心以後要努力工作出

人頭地，這樣才能對得起父母的

愛護。 
沒甚麼嘶吼謾罵、拳打腳

踢，也沒甚麼曉之以理動之以情

的教誨，父母的一舉一動就時刻

這樣在影響和引導著孩子。 
請看，哪有甚麼高深的理

論、甚麼特別的教育方法？其實

父母對世界、對問題的態度，就

是孩子最好的教育。

張志和，唐代著名道士、詞

人和詩人。字子同，婺州（浙

江金華）人，自號「煙波釣

徒」，又號「玄真子」。十六歲

參加科舉，以明經擢第，授左金

吾衛錄事參軍，唐肅宗賜名「志

和」。因事獲罪貶南浦尉，不

久赦還。自此看破紅塵，浪跡江

湖，隱居祁門赤山鎮。其兄張鶴

齡擔心他遁世不歸，在越州（紹

興市）城東築茅屋讓他居住。

漁歌子：詞牌名。此調為唐

教坊名曲。分單調、雙調二體。

單調二十七字，平韻，以張氏此

調最為著名。雙調，五十字，仄

韻。 
鱖魚 : 鱖音貴，肉質鮮嫩美

味。

西塞山前白鷺在自由地翱

翔，兩岸桃花盛開鮮豔繽紛，江

水中肥美的鱖魚自在的游著。戴

著青色的竹製斗笠，披著綠色的

蓑衣，斜風細雨如此自然美景

中，也不需急著歸去。

唐代宗大曆七年（772）九

月，顏真卿任湖州刺史，次年到

任。張志和駕舟往謁，時值暮

春，桃花水漲，鱖魚水美，他們

即興唱和，張志和首唱，作詞

五首，這是其中之一。這首詞

於憲宗時一度散失，長慶三年

（823），李德裕訪得之，著錄於

其《玄真子漁歌記》文中，始流

傳至今。 
西塞山在今浙江省吳興縣境

內的西苕溪上，從前叫道士磯。

西苕溪北通太湖，南鄰莫干山，

風景優美。每年二三月間，河水

盛漲桃花盛開時，江南特有的鱖

魚不時躍出水面，頭戴箬笠，身

披蓑衣的耕種農夫或垂釣漁翁，

在斜風細雨如畫的春景中，又何

需急著歸去呢 ! 
作者是一位山水畫家，據說

他曾將《漁歌子》畫成圖畫。確

實詞中有畫 : 青山，白鷺，鮮豔

的桃林，清澈的流水，黃褐色的

鱖魚，青色的斗笠，綠色的蓑

衣，色彩多麼鮮明，構思也很巧

妙，意境優美，使人讀作品時，

彷彿是在看一幅出色的水鄉春汛

圖。 
此詞意境脫塵，風月自然。

唐宋文人多喜愛此詞，多有相似

之作 : 
蘇東坡，寄《浣溪紗》曰：

西塞山前白鷺飛，散花洲外片帆

微。桃花流水鱖魚肥。自蔽一身

青箬笠，相隨到處綠蓑衣。斜風

細雨不須歸。 
黃庭堅《鷓鴣天》：西塞山

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朝

廷尚覓玄真子，何處如今更有

詩。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

不須歸。人間底是無波處，一日

風波十二時。 
朱敦儒《浣溪沙》：西塞山

邊白鷺飛。吳興江上綠楊低。桃

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將風裡

戴，短蓑衣向雨中披。斜風細雨

不須歸。

解釋
雅操：高雅的節操。雅，高

尚的、不俗的。操，操守。

好爵：高官厚祿。

自縻：自會繫於一身。自，

自然、當然。縻，栓馬繩叫

「羈」，栓牛繩叫「縻」，引申

為牽繫。

譯文參考
只要努力堅持好的操守，那

麼即使不去追求，高官厚祿自然

也會降臨在你身上。

三顧茅廬的故事
漢朝末年，社會動盪不安，

劉備是個英雄人物，一心一意想

平定天下亂局，救萬民於水火。

於是起兵。

劉備在經歷了幾次失敗後，

明白了要想成大事，必須有智

謀之士輔佐。他拜訪隱士司馬

徽時，司馬徽告訴他：「臥龍鳳

雛，得一可安天下。臥龍即是諸

葛孔明，此人有經天緯地之才，

包藏宇宙之志，雖管仲、樂毅不

及也。」

劉備便同關羽、張飛一起到

臥龍岡訪問臥龍先生諸葛亮。不

巧諸葛亮有事出門了，劉備只好

失望的回去。第二次尋訪諸葛

亮，又撲了個空。

兩次求賢不遇後，終於第三

次拜訪諸葛亮時得以見到大賢。

諸葛亮最終被劉備「三顧茅

廬」的誠意感動，出山輔佐劉

備，成就三分大業。

堅 持 雅 操
jiān chí yǎ cāo

好 爵 自 縻
hǎo jué zì mí

千字文

詩詞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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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註釋

語譯

賞析

 （一）

教育拼的是

父母的態度

作者：張志和

漁歌子．西塞山前白鷺飛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

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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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見台上綿閣的湘簾一動，一個俏麗

的小丫頭走了出來，小丫頭打著珠簾，一

個絕色女子緩緩地走出門。那女子往台下

一望，急忙邁著碎步向台邊走來，連忙向

眾人行禮。只見她一身水紅綾子衣裙，外

罩一件白色細紗廣袖長袍。那細紗薄如蟬

翼，輕如雲煙，紅裝素裹，分外嬌媚。

一陣風吹來，衣袂飄飄，香氣悠悠。台下

人均看呆了。有人小聲贊嘆，「真如天人

也！」這時黛玉一隻手拎著裙幅，正降階

而下，水紅色的裙擺下不時露出尖尖的紅

緞繡花小鞋。到了眾人面前，再次鄭重向

眾人行禮。

黛玉早被女眷擁入西廳。樂善王妃把

黛玉拉到自己身邊，說：「能辦這麼大的

婚事，原以為是個三頭六臂的人呢，誰

知竟是位如此標緻的小女子！」黛玉笑著

說：「王妃謬讚了，是那些孩子們聰明能

幹，我只不過隨便點撥一下而已。」眾人

一片輕呼，說：「好一個隨便點撥一下！

就這一點撥，竟把整個京城攪得天搖地

動！」這時南安太妃招手讓黛玉過去。黛

玉笑盈盈地走了過來。太妃說：「你這小

模樣真真愛死人，我一生天大的遺憾就

是只有幾個兒子，缺一個閨女。你若不

嫌棄，就做我的女兒如何？」黛玉心中一

驚，還是滿面笑容地走到南安太妃面前

跪下，行了大禮，口中說：「小女子一介

平民，能得太妃垂愛，三生有幸。」太

妃立即把她扶了起來，說：「來時沒做準

備，就把這個作見面禮吧。」說著從自己

腰間解下一枚嵌鑽石的玉佩，繫在黛玉

腰間，並向眾人說：「她從此就是我的女

兒，你們以後都要喊她郡主。」眾人一齊

笑著說：「遵命！郡主好！」樂善妃子說：

「我也極愛黛玉，也想認這個女兒，你老

人家倒快，被你搶了去。」眾人都笑了起

來。眾人說說笑笑，一直吃到下午，方

散。

良玉匆匆吃過晚飯，忙忙地洗漱，

急急地向紫鵑房中走去。只見紫鵑坐在

燈下，正慢慢地繡花。良玉進房，掩上

門。良玉說：「你倒悠悠閒閒，我可急

死了。」說著一把抱住紫鵑，輕輕地說：

「對不起，我沒把初夜給你．．．．．」紫鵑

臉兒一下子紅起來，緊緊地貼在良玉胸前

說：「能日日見到你，日日陪伴你，我已

心滿意足，說什麼．．．．．」兩行熱淚流了

出來。良玉也滴下淚來，說：「從第一眼

見到你，就認定你是我的妻子，每日盼著

這一刻．．．．．」把紫鵑抱得更緊，滾燙的

嘴唇印在紫鵑的唇上，臉上．．．．．．

婚後的第十一天，婚期已滿，良玉

早早起床，穿戴齊整，騎馬上朝。十天

來，小夫妻甜甜蜜蜜，纏纏綿綿，良玉猛

一離開，兩位新娘子都覺得空落落的。紫

鵑繡了一會花，碧華看了一會書。碧華

撂下書，來到小廳，喊：「姐姐，出來，

咱姐倆說話解悶兒。」紫鵑來到廳裡，

兩人說了一會兒話，總覺無趣。紫鵑說：

「我幫你梳頭吧，今兒給你改個髮型，如

何？」「好啊！」碧華坐在梳妝台前的凳

子上，紫鵑站在背後，輕輕地拔掉頭上的

金釵，玉簪，柔柔地抖開一頭青絲。紫鵑

說：「篦篦頭吧。」碧華說：「好啊！正覺

得頭上有些癢。」紫鵑一手輕梳頭髮，一

手篦頭，力道不輕不重，恰到好處。碧華

微笑著閉住眼睛。碧華說：「真舒服！你

也給咱們的夫君這樣梳過頭吧？」紫鵑笑

而不答。碧華又說：「難怪他心心念念忘

不了你。就是和我在一起時，對你也是極

力誇贊。」「他都說了些什麼？」碧華說：

「他說你是世上難找的好賢妻，容貌，聰

慧自不必說，那種嫻淑，溫柔，體貼，更

是再也找不到第二人。」說著轉過頭來，

問：「你說咱們的夫君是不是個怪人。人

說，男人最忌諱在一個女人面前誇獎另一

個女人。他偏偏如此，我看他愛你愛到

骨子裡去了。」紫鵑接著說：「你才是他

心尖上的人，他在我面前都把你誇到天上

去了。他說你，知書達理，品格高潔，

尤其那心胸，那爽直的性格，更是可敬可

愛。」

篦了兩下頭髮，又接著說：「他不是

怪人，他是個真誠本份的人，他說出的話

就是心底的真話，不像有些男人，油嘴

滑舌，心口不一。咱們應該感謝上天，

給了咱們這麼好的一個夫婿。」碧華說：

「咱們也算配得上他。說什麼男人忌諱在

一個女人面前說另一個女人好。無非是擔

心眼前的女人會吃醋，可是我聽他誇讚你

時，我覺得他說得很對，我很高興。」紫

鵑說：「我也是，他誇讚你的話，我覺得

就是我心裡要說的話。沒想到我如今既有

了一個才貌俱佳的夫君，又有了一個如此

可愛的妹妹。有了你們，我這輩子沒有白

活。」說著，眼裡噙著淚花。碧華也說：

「那天我回娘家，母親見我就問：『過得

開心嗎？你們這種關係實在難處。』我

說：『我開心的很，我既有了夫君的愛，

又有了姐妹情，我們三人親密得很。』我

母親又問：『你們這名份怎麼定？』我說：

『你只關心名份，地位，我們兩人平等。』

母親又問：『那下人如何稱呼你們？』我

說：『一個紫少奶奶，一個碧少奶奶。』

我媽樂了，說：『這倒有趣，一碧一紫，

一紅一綠，兩個少奶奶。』」紫鵑也笑

了，紫鵑用靈巧的雙手為碧華輓了個新髮

型，並打開首飾盒，挑選了一套紅寶石首

飾戴好了，說：「照照鏡子看看！」紫鵑

仔細端詳了一會說：「真是個俊俏的小婦

人，迷死人了！」兩人正說笑間，忽聽得

院內丫頭高喊：「姑奶奶來了！」兩人忙

手牽手地出門迎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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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情是這樣的，我和老公結婚四

年了。前陣子他因為工作壓力

很大想要辭職，我們討論很久

我決定尊重他。他想法很多，想經營一

家健康的早餐店，同時又兼任一家公司

的業務。本來我覺得一下子要做兩種工

作會很辛苦，但他決定都闖闖。開始之

後我們投入很多資金，我也想好好幫助

他，但一連串的問題，很多還是需要老

公來處理，最近我發現他脾氣愈來愈不

好，為了小事就會煩燥，我們開始大吵

小吵不斷，老公也會把氣發到孩子和我

身上，幾次下來我也很不高興，我挺著

大肚子為他忙東忙西，可是他卻一直對

我大小聲，覺得我在打擊他，不是在支

持他。

我本身其實也有工作，早上忙完，

晚上還要幫忙，加上我又快要生了。體

力真的很差，老公不體貼我也就算了，

我只覺得心灰意冷，很後悔當初為甚麼

要支持他轉業，本來我們感情還不錯，

現在卻因為工作的事情鬧得不合。我應

該怎麼面對？？面對老公目前的狀態和

我快要生了，開銷又要增多的窘境？

即
將生產的你要同時面對自己跟

老公事業的諸多問題，確實難

為你了。在這樣的處境中任何

小小衝突都會讓人感覺煩躁。精神壓力緊

繃的你比老公更需要尋求壓力的釋放，慶

幸的是你願意主動面對，尋求協助，願意

寫這封信。尤其目前懷有身孕的你，無論

情緒起伏或自身健康狀況都密切影響著胎

兒的發育，所以身為一位母親，為了孩子

一生的健康著想，更需要好好調整心態，

保重自己，理性的面對問題。

經過四年的夫妻生活，相信你已經很

了解老公的性格、脾氣。要知道對於一個

男人而言，事業的成功與否有關他的尊嚴

與自信。當時支持他轉業的作法並沒有

錯，只是年輕沒有經驗的你們並未全面的

評估：任何人都很難在一個時段內同時兼

顧兩份工作的。也許是他求好心切，想要

趁年輕闖出一番事業，好給老婆跟孩子更

好的生活環境。無論如何，他愛家不服輸

的初衷確實不容否定，只是在作法上需要

修正。

如今既然問題已經發生，就要共同面

對，吵架生氣都不能解決問題，相反的在

他不順遂的情況下，更需要妻子的包容、

諒解和支持。建議你在他心情不好的時候

冷處理，不要跟著發脾氣、少理睬他。同

時找一個合適的機會平心靜氣的交流，讓

他知道你目前身體的狀況，同時也努力爭

取雙方父母跟親友的幫助，包括協助參謀

和經濟支援等。

這世上沒有闖不過的難關，尋求壓力

的釋放是眼前重要的功課，只要雙方拿出

誠意，積極面對，相信一定可以妥善的解

決問題。別忘了還有一項任務等著你，目

前沒有任何事比你做好生產準備更重要。

老人們常說：每個孩子都會帶著他的財富

來到世上。山不轉路轉，重新調整目標，

把需求放低，把心情放鬆，好好準備迎接

新生命的到來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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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世上沒有闖不過的
難關，尋求壓力的釋放是眼前重
要的功課，只要雙方拿出誠意，
積極面對，相信一定可以妥善的
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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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下

◎ 文：黃靚  畫：清・孫溫

一鳴驚人奪魁首 二嬌歸良成大禮 （四）

讀者來信

黛玉後傳

先生轉業 
感情生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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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5月15日第53期 D版卡爾加里版

【看中國訊】加拿大抵押貸款和住房

公司（CMHC）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

4 月份全國房屋開工率為 235,460 套 /
年（經季節性調整後），較 3 月份開工率

191,981 套 / 年上漲了 22.6%。

4 月份，高級公寓、公寓和鎮屋

等城市多戶型新屋開工率較 3 月增長

29.6%，至 175,732 套 / 年。城市獨立屋

開工率增長 6.0%，至 44,655 套 / 年。經

季節性調整的鄉村新屋開工率為 15,073
套 / 年。

4 月份多倫多房屋開工率略有下降，

主要是因為高級公寓和獨立屋開工率降

低。自今年年初以來，魁北克都市區的開

工率一直呈下降走勢，主要原因是新出租

屋開工量減少。

由於鎮屋建設逐年增加，卡城新屋開

工率上升。在溫哥華，儘管開工率同比下

降，但仍相對較高，與去年同期相比，年

初至今的多戶型住宅開工率增長了 3%。

【看中國訊】多倫多房地產委員會

表示，今年 4 月份多倫多房屋銷售量

為 9042 套，比去年同期的 7744 套大

幅增長了近 17%。上月，多倫多平均

房價達到了 82 萬元，而去年同期則為

80.5 萬元。

與一年前同期相比，4 月份多市新

上市房屋數量上漲了 8%。

溫哥華方面，據大溫地產協會

（REBGV）週四（5 月 2 日）發布的

報告，4 月份大溫地區共售出 1829 套

房產，比去年同期下跌 29.1%，比過

去 10 年間 4 月平均銷售量低 43.1%。

4 月，大溫各類房產基準價為

100.8 萬元，比去年同期下跌 8.5%。

獨立屋基準價為 142.5 萬元，比去年同

期跌 11.1%；公寓和鎮屋基準價則分

別為 65.7 萬元和 78.3 萬元，分別比去

年同期跌 6.9% 和 7.5%.
大溫房產協會總裁 Ashley Smith

表示，政策干預是大溫房市降溫的主要

原因。 2018 年初聯邦政府開始推行的

「抵押貸款壓力測試」，使很多潛在買

家無法獲得貸款。在卑詩省，新民主黨

（NDP）政府將外國買家的購房稅提高

至 20%，並開始徵收房產投機空置稅

等，都直接導致房市降溫。

【看中國訊】5 月 6 日加拿大央行行

長波羅茲（Stephen Poloz）稱，加拿大

按揭市場缺乏靈活性，銀行本可以提供比

5 年更長的固定期利率，但他們只向客戶

推薦 5 年期。在其他國家，10 年、20 年

甚至更長按揭期都很普遍。

多倫多房貸利率對比網站 Ratespy.

com 總裁 Rob McLister 表示，按揭期限

越長，利率越高，購房總成本就越高，潛

在購房者更難通過壓力測試。建議政府取

消 5 年以上期抵押貸款壓力測試。

有業內人士認為，抵押貸款壓力測試

太嚴苛，導致潛在購房者不易獲得貸款，

導致房屋銷售和房貸業務大幅下滑，渥京

應更新貸款政策。

波羅茲表示，2016 年來房屋銷量大

跌，主要是因多倫多、溫哥華兩地房價泡

沫破裂導致需求下降。除多溫兩地，全國

其它地區房市相對穩定，央行認為壓力測

試並未對全國房市造成大影響。

波羅茲認為壓力測試在一定程度上抑

制了炒房現象。數據顯示，上月多倫多房

屋成交量上漲約 11%（季度調整後）。

隨著私貸市場發展，波羅茲認為一些

中小銀行、信用社和按揭貸款公司可能會

提供更長按揭期限。同時他也承認，很多

債券發行期只有 5 年，多數按揭期限也

只有 5 年，導致一些放貸機構不願意提

供更長期限的貸款。

Q Condominiums 內飾

Mary Ann Go

移民專家 助您成功

ICCRC #R508947

註冊會員，8年經驗

晚上 / 週末需預約

國 / 粵語服務 電話：403-503-8888

留學生移民 亞省經驗移民

工作簽證 快速移民通道

四月份新屋開工率飆升

加央行行長呼籲銀行提供更長按揭期

4月份多溫兩地
房市漲跌互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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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lle   Cross Stitch 
28 盎司針紋圓碗

Corelle 11 盎司
純白圓碗

德國製造

雙立人牌
7” Rocking Santoku

多功能主廚刀

$69.00
原價：$225.00

節省 :$156.00
18/10 件 Meyer 不鏽鋼炊具套件 
( 適用於電磁爐、烤箱及洗碗機，
含終身保修 )

70％

加拿大製造

OFF

名牌餐具，實用特惠  , 總有一款適合您的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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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電話，     速到迅 達

顧客好評96%種服務15+年經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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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水爐 靜電除塵器

暖氣爐 水管煤氣管

冷氣機 商業冷庫

加濕器 商業屋頂機加拿大商譽局

A+ 級 認 證

電話：403-921-4186
杜生 （粵、國、英語）

www.pnbfasterheating.com

自然氣息沙發牆
古老的樹幹支架為客廳創造了工藝

品展示平台，與沙發後面放滿瓶子的支

架一起為客廳營造出原始復古風味。綠

色的背景牆與淺色沙發和諧搭配，讓客

廳充滿清新自然的味道。

對稱的房間佈局和斑馬條紋的地毯

在方向上形成了一致，整齊而舒適感覺

就出來了。淺黃色和墨綠色的搭檔已經

心照不宣了—溫暖系列兩兄弟。

地中海風沙發牆
地中海民族風的客廳裝修，家具都

是白色的，搭配藍白的軟裝，搶眼的沙

發牆是夢幻的星空，仿古的燈具與風

扇，色彩絢麗的同時透露出驚人的簡

潔。不用說了，設計師很厲害。

這樣無處不在的海洋氣息與民族韻

味，海邊燈塔的背景牆，粗布的紅白基調

的沙發，白色的木製家具，很有中古世紀

的感覺，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裏真的是浪漫。

輕快氣息沙發牆
鮮黃色的陽光氣息的牆面，白色的

長沙發上用了活潑色彩的軟裝搭配。特

別的棕色的木質地板，不僅色調壓制住

了過於輕狂的軟飾，木頭的紋路也豐富

了客廳的味道，真的很漂亮。

飽和度不算太高的橙色有點午後慵懶

的味道，也就是舒服的感覺，在這兒呆著

往往會感覺身心放鬆。

藝術拼圖型沙發牆
採用色差較大的不同類型壁畫拼圖

作壁爐的背景牆，元素多樣和色彩鮮明

的特點有拼湊出來的感覺，不同於主流

的搭配體現非凡的藝術造詣。

兩面都有窗，大量吸收了陽光的味

道，房間裏除了紅色以外都採用了一些較

淺的顏色，防止被太陽曬得變色以至於有

舊的感覺。

全新沙發牆配色方案 5種

黑白色沙發牆

黑、白，在中國人的概念中都是不討喜的顏

色，很少人家的客廳會只用黑白兩色，從而忽略

了黑白的色彩力量。純黑白的沙發牆，它們絕對

都能以攝人心魄的純淨魅力給你震撼。

在沙發背景牆的材質上做點變化，雖然整個

空間是以黑白為主，但沙發、書櫃、背景牆、窗

簾四種不同材質的搭配，改變了沉悶的局面。

色
彩
至
上 

色
彩
至
上 

沙 發

區是客廳的核心區

域，人們往往只注重沙發和

茶几的搭配，往往忽略了沙發背後

的牆面裝飾。其實沙發後的牆面裝

飾，無論是裝飾小畫還是懸掛藝

術品往往都能為客廳帶來畫

龍點睛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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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9日∼ 5月15日

臍橙

White Mushrooms 白蘑菇 Local Tomatoes on the Vine 連莖蕃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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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顆羅馬生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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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pack of Romaine 
Hearts.

088
lb

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Seedless Watermelons 無籽西瓜 Celery 西芹

$

$068 lb$1 98 lb

$498 ea

Ambrosia Apples 聖芳蘋果

$088 lb

Bananas 香蕉

066
lb

$

Navel Oranges

$1 68
ea

Garlic and Ginger

$128
lb

鮮薑 / 大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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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stone Produce Inc.

暢石蔬果店
每日重磅商品發布在臉書頁面，即時更新，敬請查詢

RomaTomatoes Navel OrangeSweet Strawberries

Large Eggplant

羅馬番茄 臍橙 西葫蘆

Tomato On Vine 連莖蕃茄

Freestone Produce Inc.頁面，即時更新，敬請查詢

重磅
    折扣，每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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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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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rge Lemons 大檸檬

甜草莓

大茄子

每

Head Lettuce Cousa西生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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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9 / 磅0 $     .49 / 磅0

$     .49 / 磅0

5月 7日特價商品

32 Ave. NE

27 ST N
E

29 ST N
E

Barlow
 Trail N

E

36 ST N
E

N

$         .00 / 箱10 （25 磅）

$         .00 / 箱10 （8 磅）

$     .00 / 箱5 （10 磅）
$     .00 / 2 個1

$     .00 / 5 個1
蘑菇Mushroom

$     .99/ 磅0
青蔥Green Onion

$     .00 / 2 把1

5月 7日特價商品

有效期：2019年 4月 29日～ 5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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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每日推出特價商品，請查詢我們的臉書頁面

芭 莎

免費註冊會員 , 享受更多優惠 !

MAP
bashafoods.ca

Prices in effect  Apr 29-May 12,2019

清真新鮮牛絞肉

清真新鮮雞絞肉

清真新鮮

牛肉眼扒

國 際 食 品 超 市

清真新鮮雞絞肉

Follow us on FACEBOOK!Follow us on FACEBOOK! ffFo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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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推出特價商品，請查詢我們的臉書頁面

購物有

花費滿 $250

2L 橄欖油

FREE
Olive oil

免費獲得

禮

限時優惠

橄欖油

FREE
Olive oil

免費獲得

限時優惠

Be the fi rst to know about our deals of the week.Be the fi rst to know about our deals of the week.

清真新鮮牛柳

清真雞胸肉 清真新鮮燉牛肉

清真新鮮西冷牛扒

(無骨 ,去皮 )

齋 月 快 樂

作法

青菜汆燙後切末。絞肉加少許水攪
打至有黏性。

鮮蝦壓成泥，混合作法，加調
料，攪拌均勻，完成餛飩餡。

舀一點兒餡料放在皮的中間，手指
輕輕的抓緊束口。肉會慢慢出水，餛

飩皮不需要沾水封口。

煮兩鍋水，一鍋下餛飩；另一鍋煮
湯，滾後放榨菜絲、淡味醬油。

煮好的餛飩放入湯裡，灑上蔥花即
可上菜。

細絞肉300g、鮮蝦6尾、青菜、小餛
飩皮適量。

調料：蒜末1/2大匙、紹興酒1大匙、
鹽 1小匙。

食材

小餛飩的特色，在於薄皮最能呈

現肉餡的真滋味。薄皮同時也是

挑戰，擀餛飩皮和煮餛飩的火候
都需要真功夫。

小餛飩

作法

蝦米和香菇泡軟，切細後備用，紅

辣椒切絲。

豆乾先切成薄片，再改刀切絲。豆

乾絲放滾水裡煮 3分鐘，瀝乾備用。

煮醬汁：小火煸香蔥段、薑片、辣

椒絲，續下香菇、蝦米，煸出香氣，

加調料和半碗水，小火煨煮出香氣，

加鹽、胡椒粉和香油。

醬汁淋在乾絲上，攪拌均勻即可。

大白豆乾 300g、蝦米 10尾、乾香

菇 2小朵、紅辣椒 1根、新鮮蔥段 3
根、薑片 3片。

調料：香油 1大匙、醬油 2大匙、糖 2
小匙、紹興酒 1大匙。

食材

豆乾切絲，粗細吃在嘴裡，刀工

中見美味。假日在廚房裡練練刀

工，既養心性，又可吃到自己做

的美食，一兼二顧。

燙乾絲

作法

酸菜洗淨切塊備用。醃料均勻抹在

魚身，醃 10分鐘。魚身劃三刀。

熱油鍋，轉中火，魚下鍋，先油煎

30秒讓魚肉定型，轉小火魚香溢出

即可翻面，兩面煎焦黃。

鍋裡挪一點空間下辛香料、酸菜，

炒出香氣，加糖、水煮開（水淹過魚

身），再轉小火燒至水分收半，散發

酸菜香，湯色轉白即可。

鮮魚 1條、酸菜 1小把、冰糖 1小匙。

辛香料：蒜末 1小匙、薑末 1小匙、辣

椒末 1小匙。

醃料：鹽少量、米酒 2大匙、薑絲、

蔥絲 1小把。

食材

這是一道開胃的湯菜，用南方人

愛吃的酸菜熬湯，吃得到魚湯的

鮮，湯頭酸甜回甘，微辣爽口，

令人回味無窮。

酸菜魚湯

 小餛飩皮薄，肉餡鮮美，包餛
飩時手指抓緊束口，不需要沾水。

皮薄
鮮美

假日廚房
◎ 文：邊吉　圖：Fotolia

休息在家，簡單輕鬆煮出屬於自家的好味道；假日的一天開始，

就始於廚房裡的炊煙。







作法

糯米用清水浸泡隔夜。

糯米用電飯鍋煮熟或蒸鍋蒸熟。

臼杵抹點兒油，糯米趁熱放進石臼

裡，用臼杵搗米，直至搗成不見米粒

的糯米糰。

裹粉糍粑：糯米糰放進花生粉裡，

分小塊均勻裹粉，食用前灑上黑糖。

油煎糍粑：油燒熱，小糯米糰壓成

餅放入鍋，小火煎至兩面金黃。將紅

糖水倒入鍋中，中火收稠糖水即可。

糯米（圓糯米的黏性佳）、花生粉（或

黃豆粉）、紅糖適量。

工具：石臼、臼杵（或碗、擀麵棍）。

食材

日常的米化身為美味糍粑，帶著

孩子一起探索廚藝，全家人一起

吃自己做的點心，更是別具意義。

 紅糖糍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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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Ave NE

52
 St

. N
E

Temple Dr. NE

Kevin and
Amanda's Nofrills

N    5401 Temple Drive NE, Calgary
（東北區 32 大道與 52 街交叉口東北 Mall 內）
   營業時間：每天早 9 點至晚 10 點

Kevin and Amanda's 更多熱賣

nofrills.ca * 廣告如有錯漏，以店內標價為準 Refer to price tags in the store, in case of discrepancy of printing errors in this Ad

有效期： 2019 年 5 月 10 日至 5 月 16 日
平民菜店 超市規模無法拒絕的低價

Kevin and Amanda's

900
EA

Ataulfo or Red Mangoes
呂宋芒果 / 紅芒果

097
EA

Mccafe 340g or Folgers 642-920g
 Ground Coffe

麥咖啡 /福爵咖啡

酸奶

333
EA

Danone Oikos,4×95/100g or Active ,8×100g

Pork Split Side Ribs
排骨

297
LB

Delissio Thin Crust Pizza 550-630g
薄皮批薩

297
EA

PC Chewy or Dipped Granola 
Bars 156-172 g 

麥片條

Old Spice Shampoo or
Conditioner or Pantene
Hair Care 180-375 ml

歐仕派洗髮水 /護
髮素 /潘婷護髮品

397
EA

Farmer's Market Carrots or Organics
Yellow Onions

胡蘿蔔 /洋蔥

197
LB

Cobblestone Pork Back Ribs, 680 g
全熟烤豬排

347
Lb

Annual Hanging Baskets
時令吊籃

Nestle Drumstick 4's or 
Frozen Dessert Tubs 1.5L

雀巢甜筒冰激凌 /雪糕

3 97
EA975 EA

Whole Seedless Watermelon
無籽西瓜

444
EA

Coca-Cola or Canada Dry Soft Drinks, 24×335ml
可口可樂 /薑汁飲料

647
EA

 Classic Frozen Dessert
 or Popsicle Novelties

冰激凌 /雪糕

297
EA

Green Zucchini
意大利瓜

127
LB

牛眼肉扒 
Eye of Round Steak

597
LB 797

EA

Chicken Wings
雞翅

9

4

Gain / Cheer Liquid Laundry Dettergent 
4.43L Gain Fabric Softener 3.83L or Flings

洗衣液 / 柔軟劑

888
EA

001 EA

酸奶

11 LB AVG
2 LB 裝

活出美麗是一種生活

態度，即使身為人母，還

是享有美麗的權利。許多

母親在婚後或生孩子後，

將重心挪至家庭，或是認

為年紀大了不需要打扮，

結果在不知不覺中變成「黃

臉婆」。看看法國女人，

總是老得很美麗，搭配簡

單優雅的衣著，呈現出來

的就是自信、就是優雅。

活出美麗不只是外表的光

鮮亮麗，而是一種生活態

度的展現。

但美麗不是從天上掉

下來，是要持續經營。尤

其對辛苦操持家庭的媽媽

而言，維持容光煥發是一

項日常課題。如何以省時、

便宜的方式，讓自己更有

自信？其實只要簡單幾個

養生祕訣與保養小動作，

就能達成囉！

◎ 文 :賴宛琳

美麗是一種

生活態度

自信媽咪
容光煥發的祕訣
活出美麗是一種生活態度的展現。但對於辛苦操持家庭的媽媽來說，

如何以最輕鬆的方式讓自己更美麗？ 
只要掌握一些小祕訣，做個容光煥發的自信媽咪不是夢！

Happy
Mother’s              
Day! 

臉頰

嘴巴

蜂蜜水

綠豆

紅棗、紅豆

海帶

苦瓜

番茄

全臉

鼻子

眼部

額頭

臉部按摩加運動  
瘦臉兼緊實肌膚
媽咪想保持容光煥發，臉部

按摩不可少。臉部按摩必須依照

肌肉走向，且不能用力過重，否

則容易使肌肉鬆垂變成皺紋。按

摩前記得先洗淨臉部和雙手，搭

配乳液用中指和無名指輕輕地按

壓，因為這兩隻手指平時不常使

用，比較細緻、有彈性，較不容

易刺激皮膚。按摩的動作要有節

奏韻律感，速度最好與心臟跳動

的速度一致。

按摩時，順序從上到下，從

額頭到嘴巴，慢慢且循序漸進：

1  
從眉心開始，以向上

打圈的動作輕輕地推

向額頭兩側，不間斷按摩十次。

2        從眉心開始，沿著眼

部周圍打圈，再回來

眉心約三分鐘。再來用手指從眼

睛的下部緩緩地推動到太陽穴，

然後在眼皮上從內向外輕輕地推

動。這兩種方法均能消除眼睛的

疲勞，預防眼部皮膚產生皺紋。

3  
在兩頰打圈旋轉，由

臉頰中心向外繞，一

次五分鐘。久做可預防臉頰的皮

膚產生皺紋及肌肉鬆弛。

4  
從鼻下繞著鼻尖移

動，反覆繞上繞下。

欸、喔」的嘴型，運動臉部肌肉，

保持彈性。

       

茄紅素的番茄以及富含兒茶素

的綠茶。

3  
綠 豆 具 有 解 毒 功

效， 還 能 降 低 膽 固

醇、保肝與抗過敏作用，夏

天喝一碗，清熱消暑又助消

化，專業點的，還會在綠豆湯

裡加點蜂蜜，排毒養顏功效 
更佳！

4  
苦瓜含有一種具有明

顯 抗 癌 功 效 的 活 性

蛋白質，能夠激發體內免疫系

統，增加免疫細胞活性，並清

除體內有害物質。雖然吃起來

苦苦，但餘味甘甜，尤其女性

應多吃，可幫助經血調順。

5  
女人養生的關鍵就在

「氣血」，紅棗就是眾

所周知的補氣養血聖品。更容

易取得的則是紅豆，紅豆有活

血排膿、清熱解毒的作用，還

能利水退腫，易水腫體質的女

性可以多喝紅豆水消腫喔。

6  
海帶能清除附著在血

管壁上的膽固醇，並

在腸內形成保護膜，阻止人體

吸收鉛、鎘等重金屬，有助於

排除體內毒素。海帶還可防止

便祕和大腸癌的發生，加上內

含大量的碘，可以穩定雌性激

素，對女性來說，雌性激素穩

定下來，卵巢、乳腺等發生病

變的機率就大幅降低。

選擇食材時，宜優先選擇

友善自然、天然栽種或養殖的

農畜產品製造而成的食品，降

低對身體的負擔，也能為我們

的地球環境添些善的循環。

當然，無論是按摩再認

真，還是謹慎挑選食材，保有

快樂正向的心情，才是帶來自

信神采的首要關鍵。心情平靜

放鬆，精神狀態穩定的媽媽，

也能帶給孩子自信與安全感，

對於親子關係經營更有幫助。

藥補不如食補 

保養從體內開始

最自然且不脫妝的容光煥發

法，就是由內而外自然產生的好

氣色。除了擦保養品、做臉部按

摩，食物調理法能照顧到的地方

更全面，內調節體質，外保養肌

膚。

與其藥補不如食補，平常飲

食多攝取對身體有益的食品，幫

助清理體內垃圾，好氣色便隨之

而來。

然後從鼻尖往上移動到兩眉

間，反覆上下移動。

也可以兩手分別放在鼻子兩

側上下滑動，這樣可使鼻息通

暢，防止產生黑點。

5  
兩手的手指沿著嘴邊

做畫圈動作或橫著向

左右拉緊，連續數次，可預防嘴

邊皮膚鬆弛和表情皺紋。

6  
最 後 針 對 眼 角 細 紋

處、 嘴 唇 四 周 等 皮

膚比較薄的地方，以像在彈

鋼琴的方式，從嘴角到臉頰

輕輕敲擊，可以使肌肉變得

緊繃，同時讓臉頰變得圓潤。 
平時也可以做「阿、依、嗚、

1  
早晨空腹喝一杯蜂蜜

水，有美容、清腸通

便的功效。對防治心血管疾病

和神經衰弱也很有好處。

 
 
「體內氧化」

是 人 體 老

化的一大

原 因， 要

延緩氧化

速 度 就 要

多吃抗氧化

食 材。 抗 氧

化食材的典型

代表是富含多酚

的紅葡萄酒、富含番

祕 訣

祕 訣

一

二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D5看生活2019年 5月 9日—5月15日     第 53期    L i f e

從何處來口臭
應該怎麼治？

【看中國訊】和同事討論工

作，結果發現對方在努力憋氣；

和客戶見面一聊完，訂單就飛

了；這些似曾相識的場景，是

不是勾起了你尷尬的回憶？身

邊的人可能沒有明說，但口臭

可能是個不可忽視的原因，「口

氣」決定我們的社交氣質。

為甚麼自己 
感覺不到口臭？

有口臭很尷尬，但自己不

知，更尷尬。想通過自己的鼻子

聞到，是很難的，總要在別人提

醒後才知道。為甚麼呢？這與我

們面部構造有關，口腔後部與鼻

腔相連，鼻子其實是聞得到口腔

裡的氣味，只是長期聞到異味，

導致嗅覺麻痺，所以才聞不到口

臭。

口氣的「臭」 
從何處來？

口臭如何產生呢？根據來

源，可分為生理性口臭和病理性

口臭。

1、生理性口臭
除了肉類、豆漿等高蛋白食

物，大蒜、洋蔥及韭菜等富含硫

化物的食物都容易引起細菌大量

繁殖，成為了引發口臭的兇手。

抽菸會加劇嘴裡的厭氧環

境，讓口腔裡產臭細菌活得更滋

潤，釋放更多臭氣；同時菸草燃

燒後直接在嘴裡生成揮發性硫化

物，一樣讓嘴巴臭不可聞。

酒精會產生乙醛或者其他有

氣味的物質，從嘴裡排出，因

此，酗酒的人，會形成特殊氣味

的「酒臭」。

不注意口腔衛生也是一個重

要原因。不刷牙、不漱口，或刷

牙馬馬虎虎的人，口內食物殘渣

長期積存，在細菌的作用下，發

酵，腐敗，分解，產生胺類等物

質，發出一種腐爛的惡臭。另

外，口腔乾燥，也會使細菌繁

殖，產生口臭。

2、病理性口臭
病理性口臭是指由身體病變

引起的口臭，90% 以上的病理

性口臭來源於口腔疾病，如：齲

齒、牙齦炎、牙髓壞死、牙周

炎、口腔粘膜病等。齲壞的牙齒

中的腐物、牙周疾病使牙齦經常

處於炎症狀態，膿腫出血、潰爛

流膿，也易產生一種腐敗的惡臭

氣味。

上呼吸道疾病患者，如：鼻

竇炎、慢性扁桃體炎、慢性咽炎

等，會在呼吸道分泌含有蛋白質

的粘液，附在舌根後或口咽部，

被分解後，會發出一些腥臭味；

糖尿病患者的胰島素不足以分解

升高的血糖時，人體就會開始分

解脂肪供能。脂肪分解加速時，

產生分解物酮體會有酸臭的味

道。另外，有胃腸道疾病的人，

如：消化性潰瘍、慢性胃炎、功

能性消化不良等，都可能伴有

口臭。白血病、維生素缺乏、

重金屬中毒等疾病均能引起口

臭。

口臭怎麼治？

如果我們的口臭僅僅是因為

不良衛生習慣所致，在這種情況

下，必須要求自己做到仔細和

正確刷牙。每次刷牙的時候，

用牙線進行清理，把牙縫裡的

髒東西及時清理出來，不要讓

其在牙縫裡長期囤積。與此同

時，要養成定期潔牙的好習

慣。另外，還可以嚼口香糖，

對於清潔牙齒、清新口氣也很

有幫助。

乾燥的口腔會使口臭更

為嚴重。白天多喝水可以

除去食物殘渣，並防止口

腔乾燥，有助於抑制口

臭。

至於病理上的口

臭，靠自己刷牙是刷

不掉的，需要盡早

就醫解決。

細節見人品，

口臭事小，影響

卻重大，找準背

後的原因，對症

各個擊破。口

氣清新，社交

氣質當然更不

一樣啦！

【看中國訊】用淘米水洗頭髮是傣族民間保養頭

髮的一個驗方，傣族姑娘洗頭髮不用洗髮水，而是

用糯米的淘米水，且要發酵。主要原因是新鮮的淘

米水是偏鹼性的，而發酵過的淘米水是偏酸性的，

我們的頭皮環境適宜於偏酸性。她們洗髮

時，還用名為「埋碼」的葉子，其有一

股特別的清香。

白米中「水溶性維生素」及「礦

物質」，會留在淘米水中，其中以

維生素 B 群的含量較為豐富，B
族維生素能夠幫助頭髮的色素細

胞生成黑色色素。

做飯時，將淘米水留下，

裝在一個容器內，視室內溫度

情況，放上 1 ～ 2 天，讓它自

然發酵，然後用來直接洗頭

髮（不用洗髮水）。發酵後的

淘米水會有一種餿味 , 這很正

常，洗完後用清水沖洗兩遍即

可。長期堅持這樣洗髮，頭

髮會變得又黑又粗。

傣族民間保養頭髮的驗方

淘米水洗頭髮

有效期 : 2019 年 5月10 日∼ 5月16 日

墨西哥產
油菜心 菠蘿蜜

墨西哥產
上海白菜苗

仙女牌
泰國香米

意大利瓜

媽媽牌
即食杯麵

新鮮
特級雞腿球

加州產
臍橙

泰國產
椰青長英青瓜

三小姐牌
魚露

精選牛頸骨

溫州蜜橘

中國紫薯 特級紅蘋果

豬腿肉連皮

大青椒

雞嘜
荔枝糖水

米娜牌無骨
去皮
雞胸肉

火龍果

生猛藍蟹

新鮮牛腱

原箱
$1.39/ 磅

原箱 $279

每週七天營業   早 9:00~ 晚 9:00

震撼價

震撼價 震撼價震撼價 清真

豬 / 雞
/ 海鮮味

Pork Leg with Skin

新鮮豬扒 4

游水鯽魚
（不設劏洗服務）

震撼價

3

（40 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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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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ND OPENING

新店開業

大酬賓！

 七天營業 OPEN SEVEN DAYS  早 8AM-晚7PM  有效期：2019年5月9日～5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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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lb

was 原價 $2.99/lb
Now 特價 $1.99 /lb

雞翼槌
Chicken Drumettes

was 原價 $10.00/2
Now 特價 $7.00 /2

整雞
Mature 

Whole Chic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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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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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lbwas原價 $3.19/lbwas原價 $3.19/lbwas原價 $3.19/lb
Now 特價 $2.49 /lb

was原價$2.99/lbwas原價$2.99/lbwas原價$2.99/lbwas原價$2.99/lbwas原價$2.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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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s 原價 $10.00/2was 原價 $1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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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馬術錦標賽II
五月馬術錦標賽 II，就在 Spruce 

Meadows。如果卡爾加里的天氣允許，

歡迎馬匹和騎手參加本季室外第一次錦標

大賽。

門票免費，Lot 10 可免費泊車。Lot 
7 或 Lot 8 泊車收費 $10 元。

訪問我們的網站了解時間表。

時間：5 月 10 日 ~12 日

地點：Spruce Meadows
地址：18011 Spruce Meadows 

Way SW
網址：sprucemeadows.com/

tournaments

農貿市場母親節慶祝活動

帶著您的媽媽、奶奶、姥姥或者準媽

媽來農貿市場逛一逛。您可以為她找到一

款本地產的禮物。

活動和泊車免費。

時間：週六，5 月 11 日上午 10 點～

下午 2 點。

地點：Calgary Farmers Market

地址：510-77th Avenue SE
網址：https://www.todocanada.ca/

city/calgary/event/mothers-day-market/

Inglewood鳥類保護區
一起來慶祝鳥兒們遷徙回到卡爾加

里。向鳥類養護專家了解鳥類的遷徙和保

護，享受以自然為主題的遊戲和手工，然

後參加鳥類保護觀光活動。帶上您的家人

享受這次專門為鳥類舉辦的慶祝活動。

無論天氣如何，活動如期舉行。

時間：週日，5 月 12 日上午 11 點～

下午 3 點

地 點：Inglewood Bird Sanctuary  
& Nature Centre

地址：2405 9 Avenue SE

公園藝術展示

展示本地攝影師及藝術家的美術作

品。

時間：週日，5 月 12 日下午 1 點～

下午 3 點

地點：Central Memorial Park
地址：1221-2 Street SW

RAY'S
4
LE$$

取暖爐

Raymond

安裝及維修

冷暖空調服務

省錢 省錢 省錢

熱情服務 值得信賴

空調系統
熱水器
加濕器

含
保
險

服務卡城

十年！

周生(粵 / 英語 )

587-888-1528

電話：403-277-3328
地址：Bay4, 2111 Centre Street NW

楊氏中醫推拿保健中心

頸、肩、胸、腰疼痛？肌體麻木？

歡迎到本中心諮詢體驗。

本中心誠聘有 2200 小時資格、英語流利、
技術嫻熟的按摩師，待遇優厚

見效快
接受公司

保險
中醫傳統獨特拉筋推拿

經絡踩推

深層肌肉推油按摩

足底按摩

結合楊氏祖傳方藥薰蒸、外敷。

中國到卡爾加里

廣州倉庫免費代收、打包

www.jdlshipping.com
info@jdlshipping.com

海運拼箱 空運 雙清關代進口整箱

587-999-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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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迅達冷暖工程

時間靈活，薪優糧准。
有培訓。配車。

招聘技術員

有意者請至電：

要求：有責任心，能吃苦耐勞。

403-921-4186
杜先生

地址：3575 20 Avenue NE Calgary
(Sunridge Superstore 彩票店內 )

瑞亞匯款服務

手續費低廉

提供配鑰匙服務
多種優質鑰匙坯可選

     萬個營業網點遍布       個
國家和地區

其他服務：收受款項、貨幣兌換、
支票兌現

快捷國際匯款：十幾分鐘完成

35 149

3575 20 Avenue NE Calgary
多種優質鑰匙坯可選

其他服務：收受款項、貨幣兌換、

看中國

發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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