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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公寓就在  Sage Hill

• 起價僅 $17萬

• 

• 西北社區既旺且酷

 MYQCONDO.CA

咖啡店、餐館、超市以及

更多，環繞身邊。

亞省青少年最低時薪調為13元A3 Alberta's youth minimum wage lowered 
to $13/hour.

B4 北緯一度 夏風常拂 新加坡
Travel: The Best of Singapore C2 永不凋零的白玫瑰

The White Rose - A Lesson in Dissent

定格於一九八九年

六四記憶，或是海內外一

代華人心頭之痛，也是一

面歷史鑒鏡，在三十週年

之際，越來越清晰地映

射出中華民族的復興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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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林佳綜合報導

雖然北京政府展開強力

「維穩」並封鎖信息，但海外

紀念活動在廣泛開展。美國國

會也將在 6 月 4 日主辦「六四」

聽證會，審視中國鎮壓的演

變，以研討美國政府如何有效

地支持中國人民。

「六四」解密

1989 春夏之交的天安門民

主運動，一度輻射中國數百城

市，數千萬民眾走上街頭、廣

場，要求民主變革。

運動起源於胡耀邦的去

世。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

耀邦是中國改革開放早期平反

冤假錯案的具體執行者，後

來被指責反對「資產階級自由

化」不力，1987 年被迫辭職。

1989 年 4 月 15 日 他 的 去 世

直接引發了民眾懷念運動。學

生們提出「反官倒」的口號等

穿透三十年         指方向 

等。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在 4
月 22 日的胡耀邦追悼會上，做

出了緩和的處理，緩解了民眾情

緒。大部分學生陸續回到學校上

課，第一次學生上街進入尾聲。

趙紫陽 4 月 23 日出訪朝鮮

後，由李鵬代管中央工作。李鵬

向鄧小平匯報工作後，北京當局

隨即發表了「四二六社論」，將

愛國學生運動定性為「動亂」，

導致更多的學生第二次走上街頭。

趙紫陽訪問朝鮮回來後，

發表了紀念「五四」講話，堅

持理性協商，當時的緊張氣氛

有所緩和。 5 月 17 日趙紫陽的

智囊嚴家祺等人發表了《五一七

宣言》，要求推翻「四二六社

論」，結束老人政治，獨裁者辭

職等。

5 月 19 日中共當局宣布戒

嚴，同時宣布趙紫陽下臺。 6
月 4 日，政府調集數十萬軍隊，

出動坦克、裝甲車、直升飛機，

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開

始了震驚世界的六四屠殺。

2014 年，美國白宮解密

文件顯示，六四屠殺導致約

10,454 人 死 亡，40,000 人 受

傷。屠殺之後，數萬參與者被通

緝、逮捕、失去自由，數萬學生

群眾逃亡海外、背井離鄉。

大量證據曝光

在大陸歷史課本中，1989
年的天安門事件是一段不存在的

歷史。回溯到 1989 年 6 月 17
日，中國國務院發言人袁木接受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記

者訪問說：「在對天安門廣場的

清理中……沒有打死一個人。」

外界廣泛不認可袁木的說

法。英國 BBC 新聞報導，時

任英國駐華大使唐納德（Alan 
Donald）1989 年 6 月 5 日發回

英國的電報，曾披露了學生被屠

殺的過程：「學生們手挽著手，

但是遭到了士兵的掃射。裝甲車

多次碾過學生的身體，如同做

『餅』一般，殘骸則被推土機捲

走了。

「坦克人」為美聯社攝影師

韋德納（Jeff Widener）所拍，

成為了六四民運不屈的象徵。這

只是眾多歷史圖片之一。 1989
年 5 月成立的香港支聯會在香

港設立了「六四紀念館」，存有

照片和一些死難者的遺物。

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CBS）播出了中共 27 軍在北

京街頭亂槍掃射的視頻。英國

BBC、美國之音等多家媒體都

存有六四時期軍隊進入廣場掃射

的視頻資料。在六四三十週年到

來之際，加拿大資深記者肯特

（Arthur Kent）對外播放了「六

月黑夜」（Black Night in June）
10 分鐘記錄片，清晰地顯示了

軍隊血腥驅逐學生的過程。這些

視頻均可在 YouTube 網站上搜

尋到。

華人也打破了沉默，近期一

位名叫劉建的北京移民將偷帶出

國的 2,000 張六四底片提交給美

國媒體。( 下文轉 A2)

 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為當時的學生領袖團體。(Getty Images)



Alberta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A2 看要聞 News 第 56期     2019年 5月 30日—6月 5日    

（上文接 A1）「在中國的教育體系

下，這些中學生連『六四』都不知道，我

慢慢地有一種負罪感，我後悔是因為這些

圖片從來沒有拿出來過。我覺得應該讓更

多人知道。」他對《美國之音》說。

還有更多資料在民間。原《人民日

報》海外版編輯子夜（筆名）在 1993
年《世界週刊》上發文描述在屠城之夜：

「記者一個接一個歸來，大家痛哭一場，

悲憤之淚灑滿中國共產黨機關報的總編

室。」「起碼十幾個記者手中掌握著當今

最珍貴的歷史鏡頭。在後來的整肅中，

沒有一個人交出照片和錄音。可以肯

定，他們將不借代價保護這些資料，這

既是他們新聞生涯中的寶貴財富，也是

未來審判的證據。」

華人反思

1989 的六四民主運動，轉眼三十年

了。三十年中，為六四「平反」的呼聲由

強到弱，是何種意味呢？

89 學運代表，天安門廣場臨時指揮

部第一任總指揮鄭旭光說：「廣場上學運

的主體也無意推翻現存體制，而是為了推

動共產黨改革。」但六四流血的悲劇結局

斬斷了中國各階層在體制內實現民主和平

轉型的希望。因支持六四學運而流亡海外

的民營企業家萬潤南對法廣表示：「三十

年以後回頭來看…我們真的看不到那種和

平轉型的希望了。」

現居美國的史學泰斗余英時對中央社

直言：「他們認為天安門鎮壓是十分正確

的，是它今天強大的原因，所以要它來平

反六四，那是笑話。」

1990 年因參與六四事件被判刑 13
年，後以保外就醫的名義被直接從監獄

送上飛機飛往美國的王軍濤近日評論說：

「共產黨把講理的路給堵死了……要解決

問題，這樣就會推翻共產黨。」

懷有普世價值追求的中國民眾在其

後的實際行動中，似乎在呼應六四參與

者的反思。法廣報導，1999 年 4 月 25
日法輪功學員上訪，被視為六四之後北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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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 Lakeview
獨立平� 1224 呎 + 土庫�部完成 , �山景�
主層舖實木�� , 客��壁爐 , ���開放
式廚� ,2+2 �� 3 浴廁��院�獨立�層�
租屋 800 呎 ,2 �� 1 浴廁 , ��大學�學校�
����場��車站�

新
上
市

$899,900

$599,900

獨立�層屋 2382 呎 +W/O 土庫�部完成 ,
�������景 , 主層��高 9 呎�鋪
實木 � � , 客� �家 庭 �� 2 層高� � ,
廚 � � 較 � � 櫃 ,4+2 � � ,3.5 浴 廁 . �
�學校�����場
��車站� $988,800

西北 Hamptons

西南 Richmond

星期六 (6 月 1 日 ) 

星期日 (6 月 2 日 )
54 Harvest Rose Place NE (2:00 - 4:30pm)3
516 Panora Way NW (12:00 - 2:00pm)2
259 Hampstead Way NW (2:30 - 4:30pm)1

570 Panamount Blvd NW (2:00 - 4:30pm)4
25 Covebrook Close NE (2:00 - 4:30pm)5

獨立�層屋 2085 呎 + 土庫� 部完成��
� � � � , � 山 景�向 西 客 � 光 猛 開 陽 ,
家庭��壁爐�廚��大理石檯面�不�
鋼家� ,4 �� ,3.5 浴廁�土 庫�壁 爐 �
水吧���學校��
���場��車站� $643,900

�校� Edgem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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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900

西北 Panorama Hills

西北 Highwood
� ��層孖屋 ,1600 呎 + 土 庫� 部完 成 ,
面向�� , 每層�� 9 呎��� 8 呎大門 ,
主層鋪實木�� , 廚��不�鋼家��石
�檯 , 客��壁爐�3+1 �� 3.5 浴廁 , �
�學校�����場
��車站� $649,900

獨立�層屋 2238 呎 +W/O 土庫�部完成 ,
主層��高 9 呎��舖實木�� , 客��
17 呎 高 � � , 廚�� 大 理 石檯 面 ,3+1 �
� ,3.5 浴廁 , 土庫�廚��可�門出��可
步行至學校� 8 ��
車站可到大學� $639,900

西北 Panorama Hills

獨立�層屋 2,301 呎 +W/O 土庫�部完成 ,
可步行至學校��車站�主層鋪實木�� ,
客��壁爐 , 廚��大理石檯面�不�鋼
家� ,4+1 �� ,2.5 浴廁 . ��學校 , �� ,
�場� #301 �車站
( 可直�市中心 )� $569,900

西北 Panorama H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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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9,900

市中心北 Crescent Heights

新
上
市

獨立 Bi-Level 1,079 呎 + 土庫�部完成 , 可步
行至����車站�主層鋪�合�����照
明�� , 客��拱形天� , 廚��石�檯面�
不�鋼家� ,2+1 �� ,3 浴廁 , ��大�� ,
�� , �場� #301 �
車站 ( 可直�市中心 )�$395,000

東北 Harvest Hills

新
上
市

獨立 Bi-Level 958 呎 + 土 庫部�完成 , 可
步行至學校��車站�主層鋪�合�� , 開
放式設計, 廚��大量櫥櫃�檯面�間 ,2+1
�� ,2 浴廁 , ��雙車� , ��學校 , �� ,
�場� #301 �車站
( 可直�市中心 )� $345,000

東北 Coventry Hills

6 月 1 日開放1

獨立�層屋 2384 呎 + 土庫�部完成 , ���林
(Ravine), 主層��高 9 呎�鋪實木�� , 家庭�
�壁爐 , 廚��大理石檯面�不�鋼爐頭 , �大
Bonus Room,3+1 �� 3 �廁� 2 半廁 , 可步行
至����車站 , ���
場� Stoney Trail. $549,900

西北 Kincora

新
上
市

獨立�層屋 1792 呎 +Walk-Up 土庫�部完
成 , 家庭��壁爐 , 廚��不�鋼爐頭�中
�島 ,3+1 �� 3.5 浴廁 , 土 庫� 廚���
門出� , 可步行至學校 , ����車站 , �
��場� #301 �車
站 ( 可直�市中心 )� $469,900

東北 Coventry Hills

新
上
市

獨立平� 1240 呎 + 土庫�部完成 , 可步行
至����車站�主層鋪實木����拱
形天� , 廚��大量櫥櫃�檯面�間 ,2+2
�� 2.5 浴廁 , 土庫��大家庭�����
���場��車站�
Stoney Trail� $434,800

西北 Cita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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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900

市中心北 Crescent Heights

6 月 1 日開放2

6 月 1 日開放3

6 月 2 日開放4 6 月 2 日開放5

穿透三十年 六四指方向 

 趙紫陽在天安門廣場對學生發表講話。

本文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京政府遭遇的最大規模公眾表達訴求的

活動。看上去它正經歷六四學運同樣的

歷程，法輪功代表得到中國政府高級官

員的保證，稱政府支持群眾健身運動，

在達成協議之後，學員散去。但這激怒

了時任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指責總理朱

鎔基的處理措施太過軟弱，從而發起了

鎮壓法輪功的運動。法輪功學員在之後

長達二十年的反迫害運動中，從未提出

政府「平反」的訴求，而是呼籲以「解體

中共」的方式取得信仰自由。

全球風潮

美國前總統老布希在「六四」後不

久，派遣兩位特使先後秘訪北京。《紐約

時報》4 月 16 日刊文批評，稱此舉令中

國在此後多年都確信，西方需要中國的

巨大市場，不管中國國內人權問題有多

糟糕，西方都不會太為難我們，「因為連

『六四』屠殺他們都容忍了。」

據報導，當時的美國政策決策圈很多

人認為，經濟發達後的中國最終可能走上

政治自由之路。但現在美國川普政府以及

許多國會議員已認識到，這一認知是錯誤

的。川普在 2018 年 9 月聯合國大會上，

直批中國的貿易不公平行為，還呼籲全世

界所有國家，應該抵制社會主義、共產主

義，因為它為所有人帶來苦難。美國智庫

在早前一個座談會上，表明中美貿易戰和

中國人權是緊緊相連的議題。

即使一直與川普政府意見向左的《紐

約時報》也在「六四」三十週年之際呼籲：

西方應在普世價值基礎上形成堅定的聯

盟，要求中國盡早結束一黨獨裁統治，實

現民主化。

有讀者撰文稱八九六四時期，「是一

個大是大非的時代。」此時亦然。六四真

相，以巨大的力量穿透著後來的時光，在

時代風潮再起之際，給予了探索者顯而易

見的方向。

在北京長安街隻身阻擋坦克車隊前進的男子，被稱為「坦克人」。

 法官團隊聲援學生運動。

香港市民紀念六四。 5月23日，蔡英文接見大批中國民運人士。

記者聲援學生運動。 受傷學生在被送往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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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聯合保守黨（UCP）近

日宣布了 18 歲以下青少年的最低工資標

準，為每小時 13 加元，將於 6 月 26 日

生效。這是省長康尼競選時的承諾之一。

該最低工資標準適用每週工作 28 小

時以內的 18 歲以下的少年，如果每週工

作 28 小時以上會恢復到 15 加元的正常

最低工資。該工資標準也適用於暑假、聖

誕節以及學校放假期間。

亞省在 2015 年時最低工資是每小時

10.2 加元，為加拿大最低。但是在新民

主黨（NDP）執政亞省的短短 4 年裡，

亞省最低工資飆升到了每小時 15 加元，

比 2015 年上漲了近 50%，躍居全加拿大

之首。

綜合所有最新的證據，最可信的結論

是：更高的最低工資會導致低技能工人的

失業。根據美國三藩市聯邦貯備銀行在

2015 年底公布的研究結果，最低工資每

上漲 10%，會造成 1%-3% 的 16-19 歲

青少年失業。

省長康尼說：「新政策將激勵僱主更

多地僱用剛剛加入工作一族的少年，有助

於他們獲得工作技能和經驗，為將來獲取

更高薪的工作機會做好準備。」

儘管很多媒體都批評 UCP 的新政策

是對青少年不公平，但是康尼表示，每

小時 13 加元的工資，仍比許多其他省分

的成人最低工資還高。他說：「每小時 13
塊錢，比每小時 0 塊錢高太多了，讓你

來選擇。」

同時通過的 2 號法案——開放企業

法案，也對僱用標準進行了修改，修改後

僱員必須工作 30 天以後才能享受帶薪假

期。另外新法規還修改了 NDP 每加班一

小時可以換取一個半小時的休假的規定，

往後每加班一個小時只能換取一個小時的

休假。

UCP 的這些規定，都是旨在減輕僱

主——工作機會創造者——目前揹負的沈

重負擔。過去的一年中亞省有很多中小企

業因為無法承受碳稅、高漲的最低工資、

不斷上漲的地產稅等沈重負擔而倒閉，而

企業一旦倒閉，僱主和僱員二者沒有贏

家，更沒有薪酬和待遇的公平可言了。

【看中國訊】加拿大退休基金投資委

員會（CPPIB）近日表示，正在對其投

資組合進行重新審視，並將取消對侵犯人

權的公司的投資。根據退休基金投資委員

會在 3 月 31 日發布的外國公開交易股票

聲明，基金共持有中國監控設備製造商海

康威視價值 4600 萬元股票。《紐約時報》

5 月 23 日報導稱，中國政府用海康威視

的技術來監控新疆地區維吾爾族、哈薩克

族等少數族裔的活動，該公司客戶遍佈新

疆各地，它生產的攝像頭安裝在清真寺和

拘禁營。

「侵犯人權的公司無法在投資組合中

佔有一席之地。我們正在監督這些公司的

做法。」CPPIB 公共事務和通信全球負

責人Michel Leduc在電子郵件聲明中說。

加拿大退休基金投資委員會也強調，

多元化戰略投資是公司核心目標，不會放

棄投資中國市場，因為那是全世界最大的

經濟體之一。

調為13元
亞省青少年最低時薪

加國退休基金將撤資
中國監控設備製造商

【看中國訊】5 月 23 日（週四），加

拿大向聯合國機構提交了 2100 頁的科學

報告，論證包括北極點在內的北極海底的

大部分區域應歸加拿大所屬。報告認為，

北極高島的大陸架是從加國海岸延伸而

來；北冰洋海底山脊是從加拿大埃爾斯米

爾島（Ellesmere Island）的頂部沿著海

底一直延伸到北極，長度超過 200公里。

此前，丹麥和俄羅斯各自公布了他們

的證據，以論證北極點周圍的海床及資

源，都應該屬於他們。

聯合國大陸架界限委員會將審查 3
個國家所提交的資料，開始劃界談判預計

還需幾年時間。

加拿大完成這份技術報告，耗資超

過 1 億元。卡爾加里大學的北極專家休

伯特（Rob Huebert）表示值得做。因紐

特人北極圈委員會（ICC）的迦納尤克

（Monica Ell-Kanayuk）表示，該報告是

加政府與因紐特人協商後提交的，「我很

高興加拿大做了這項工作。」

爭北極主權 加拿大提交2100頁報告

【看中國訊】週一（5 月 27 日）CBC
報導稱，加拿大國會的隱私和道德委員

會就數據收集、在線隱私等議題，已邀

請世界最知名的一些科技公司，如臉書

（Facebook）、推特（Twitter）和谷歌

（Google）出席聽證會。來自世界各地的

政府官員、民意代表及專家學者，將共同

聽取證人意見。 5 月初加拿大國會已向

社交媒體巨頭 - 臉書的行政總裁（Mark 
Zuckerberg） 和 首 席 運 營 官 Sheryl 
Sandberg 發出傳票，要求其出席國會聽

證，但至今為未收到任何回應。隱私和道

德委員會警告，若臉書繼續忽視渥京的作

證傳票，將會被當作藐視國會來處理。

臉書或被控
藐視加拿大國會

【看中國訊】為紀念加拿大士兵參與

二戰期間的法國諾曼底登陸 75 週年，加

拿大皇家鑄幣廠發行了新的 2 元硬幣，

硬幣正面有三名士兵從戰壕裡向外望，四

周繪有海軍和空軍登陸的場景，中間用英

語和法語寫著「D-Day」，背面則是伊麗

莎白女王二世的頭像。未來幾個月內將有

3 百萬枚這樣的硬幣在市場上流通。如果

拿到這樣一枚硬幣，不妨留下作個紀念。

加拿大發行
新2元面值硬幣

(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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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中 國 訊】5 月 26 日，

紐約大學政治學教授、紐約

《時代》雜誌編輯布雷默（Ian 
Bremmer）發推，假冒引用美

國總統川普的話稱：「金正恩更

聰明些，能成為比迷迷糊糊的拜

登（Sleepy Joe Biden）更好的

總統。」

加拿大記者戴爾（Daniel 
Dale）隨後發推指出「這個引言

是編造的。」布雷默之後刪掉了

自己的推文。 27 日上午，他發

推表示道歉： 「這是一個客觀來

說完全荒謬的引言。然而有點可

信。」

正在日本訪問的美國總統川

普發推，再批假新聞並提出需要

修改誹謗法：「（布雷默）現在

承認他編造了一個‘完全荒謬的

引言，’還說是我的話。這就是

假新聞時代正在發生的事。人們

認為他們可以說任何話而不必負

責，真的， 應該修改誹謗法，讓

‘假新聞’媒體承擔責任！」

【看中國訊】中美貿易戰延燒到中美

電視臺，北京時間 5 月 30 日上午 8 時，

中美女主播「約戰」，引發上億民眾圍

觀，僅中國微博的閱讀量就超過 1.8 億，

參與討論的人超過 3 萬。

美國東部時間 29 日晚間 8 時，美

國福克斯商業網路電視（Fox Business 
Network） 主 播 崔 西 ‧ 里 根（Trish 
Regan），與央視旗下的環球電視網

(CGTN) 電視臺主持人劉欣通過衛星連

線，就中美貿易戰進行直播辯論。雙方的

辯論於 8 時 26 分開始，8 時 43 分結束，

全程約 16 分鐘。

在辯論一開始，里根介紹了劉欣的中

共官媒員工身份，劉欣馬上強調她不是中

共黨員，隻作為 CGTN 主播發聲，不為

中共發聲。

在被問及知識產權保護問題時，劉欣

說，孤立的案件並不意味著美國偷竊了其

它國家的知識產權，或者中國偷竊了其它

國家的知識產權。

里根問劉欣對現在中美貿易談判的個

人看法？劉欣說：「我並沒有內部消息，

所以我並不太清楚中美之間的貿易談判，

究竟到達一個什麼樣的地步，但是我認為

中國政府已經非常明確的表明瞭他們的立

場。」

里根問劉欣是否相信中美會達成協

議，劉欣說，上一次的對話並不成功，雙

方正在考慮下一步的行動。

談及關稅問題時，劉欣說，這不僅僅

是中國和美國之間的問題。「如果你不喜

歡這個規則，那麼讓我們一起來改變這個

規則。但是必須是多方共同做出決定。」

在談及中共政權的國家資本主義時，

劉欣說，中國想成為市場經濟，但是也有

一些自己的特色。中國經濟是混合的，非

常有活力，也非常開放。

有網民評論劉欣說話如同中共外交部

發言人！

這場辯論，中共官方先是宣稱將直

播，但央視隨後突然又以版權為由，宣布

取消直播這次「對話」。

事件緣起央視旗下的環球電視網女主

播劉欣 5 月 22 日在節目中對里根發起的

攻擊，她指責里根不瞭解有關貿易戰的事

實。里根在節目中回應劉欣的指責，並指

大陸官媒主播只是照讀他人寫的稿件，而

CGTN 更是中共的宣傳喉舌，只會重複

黨的言論。

有趣的是，里根非常清楚地區分中國

共產黨與中國。

里根在其推特上向劉欣「下戰帖」，

劉欣應戰後，雙方約定 5 月 30 日在里根

的節目中辯論。但她同時表示，不會到福

克斯電視臺進行這場辯論，而是要在其北

京的工作室、通過衛星跟里根聯繫。此回

覆引發外界遐想。

根據公開資料顯示，美國福克斯商

業網路電視臺主持人里根今年 47 歲，目

前是該臺 Trish Regan Primetime 節目

主持人。她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此前

在彭博電視、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等媒體

任職。

而中共央視的劉欣畢業於南京大學外

國語學院，曾先後任央視英語國際頻道主

持人、央視駐日內瓦記者，現為中共大外

宣 CGTN《欣視點》欄目的主持人。

有網民好奇：代表央視出戰的劉欣，

「現在是什麼國籍？」，在 2017 年澎湃

新聞網的一篇報導中介紹，「劉欣的丈夫

是土耳其裔德國人，她的兩個孩子從生

下來便生活在西方世界裡，能講 5 種語

言。」《華盛頓郵報》報導也稱，劉欣的

丈夫是一名有土耳其口音的德國人，劉欣

曾對中國民眾說，其丈夫被西方媒體灌輸

對中共負面印象，她用了 10 年，來扭轉

丈夫和自己的兩個孩子對中國的看法。

外界普遍認為這不僅是貿易之爭，也

反映中美意識形態的對抗。

【看中國記者端木珊綜合報

導】5 月 21 日，華為創始人任

正非在深圳華為總部接受了央視

採訪。任表示孟晚舟可能會坐

牢，打算在獄中完成博士學位。 
「孟晚舟在自學五六門功

課，她準備讀一個『獄中博士』

出來，在監獄裡面完成這個博士

學歷出來，也沒有閒著，每天忙

得很。」任正非說。任還提到，

孟晚舟現在在溫哥華的狀態屬於

軟禁，「軟禁不是監禁，四周都

有警察包圍著的，但是生活還是

自由的。」 
這是任正非首次明確表示，

孟晚舟最終將坐牢。 
在此前接受 CNN 採訪時，

任正非稱，「我們從來都相信孟

晚舟是不會有甚麼大問題的，因

此我們不會有那麼大的擔憂。」 
在接受美國《時代》雜誌採

訪時，任正非也表示，「我們認

為她不會有甚麼多大問題。」  
對於任正非對央視的表態，

《多倫多星報》引述《中國數字時

代》（China Digital Times）副

編輯瓦德（Samuel Wade）分

析，任正非在掩蓋其不安情緒，

與其一直以來的策略如出一轍。 
瓦德認為，任正非是在掩飾

淡化談到女兒處境時的情緒化的

言論，這種言論有可能搞砸他在

這一衝突中的所有行動努力。任

正非這般適當緩和態度，與他此

前談到會反對中共報復蘋果等其

他求和言論是一致的。 

任正非承認孟晚舟可能會坐牢 假新聞需擔責任 川普籲改誹謗法

中美主播辯論 引爆輿論關注

福克斯主播崔西·里根（左）與央視主播劉欣（右）。（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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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美聯社報導，歐洲議會

發言人稱，2019 年歐洲議會選

舉投票率達 50.5%，這是 20 年

來最高新高記錄，比 2014 年選

舉多出 8 個百分點。 1979 年，

歐洲議會舉行首次選舉，當時 9
個會員國投票率達到 62%。如

今歐洲議會成員國增至 28 個國

家，每 5 年舉行一次的歐洲議

會選舉投票率逐漸下滑，2014
年選舉投票率僅為 42.61%。

德 新 社（DPA） 報 導，

2019 年歐洲議會選舉結果顯

示， 歐 洲 人 民 黨（European 
People's Party，EPP）獲得 180
席（約 24%），獲得歐洲議會

751 席位中贏得最多席位；社

會主義與民主黨（簡稱社民

黨，Alliance of Socialists and 
Democrats，S ＆ D）集團獲得

145 席（約 19.3%），歐洲自由

黨和民主黨聯盟（簡稱自民黨

聯 盟，Alliance of Liberals and 
Democrats for Europe，ALDE）
獲得 109 席位（約 14.5%），綠

黨聯盟獲得 69 席（約 9.2%）。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5 月

27 日報導，歐洲 28 個成員國

選民在上週創下 20 年來歐洲議

會選舉投票率新高記錄，並選

出了新的歐洲議會代表。總結

來說，這次歐洲議會有 8 大看

點包括：歐洲傳統中間派政黨

遭受了慘敗；在英國，由倡議

脫歐者（arch-Brexiteer）法拉

吉（Nigel Farage）領導的英國

脫歐黨（Brexit Party）獲得了

31.71％選票。這幾乎相當於工

黨和自民黨選票總和，反映了英

國選民對該國傳統政黨日益增長

的不滿情緒；西班牙逆轉了歐洲

極右翼政黨突起的趨勢；法國未

出現極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支持率

激增現象；在義大利，由疑歐

派，副總理薩爾維尼（Matteo 
Salvini）領導的右翼政黨北方

聯盟（Lega Nord）以 33.64％
得票率獲勝；匈牙利極右翼的民

族主義總理奧爾班大勝；綠黨聯

盟在歐洲議會選舉中異軍突起。

這些國家的年輕人舉行示威遊行

活動，呼籲對氣候極端變化現象

採取政治行動。希臘提前舉行全

國大選。

歐洲議會共有 751個席次，

主導歐盟政策走向，歐盟許多法

案須透過歐洲議會表決。

分析指出，極右派將來如何

影響歐盟的移民與難民政策，以

及歐盟內部面臨「反歐盟」的民

族主義政黨挑戰，成為新議會關

注的新焦點。歐盟面臨移民以及

經濟疲軟困境，內部分歧極大，

本屆歐洲議會將在塑造未來 5
年歐盟中扮演關鍵角色。

5月27日，2019年歐洲
議會選舉公布了投票選舉結

果，歐洲各國傳統政黨在這

次歐洲議會選舉中遭到重

挫，極右政黨大有收穫，綠

黨則是異軍突起。此外，這

次歐洲議會選舉投票率創下

20年來新高記錄。

記者聞天清綜合報導

2019歐洲議會選舉落幕

【看中國訊】由於未能實現

英國脫歐而面臨越來越大的壓

力，英國首相特蕾莎．梅已宣布

將在 6 月 7 日正式辭職。 5 月

24 日，英國首相特蕾莎．梅發

表辭職告白時傷心落淚。她說，

為自己所愛的國家服務是「生命

中的榮幸」，「對我而言，一直

都很遺憾，我無法兌現英國脫

歐。」「我的繼任者將尋求一種

尊重公投結果的前進方向。」

工黨領袖傑里米．科爾賓對

特蕾莎．梅的辭職表示歡迎，並

要求繼任者立即重新舉行大選，

「讓人民決定國家的未來」。

作為首相接任者熱門人選的

鮑里斯．約翰遜說：「特蕾莎．

梅的聲明非常有尊嚴。現在是時

候跟隨她的囑託：凝聚一心，實

現英國脫歐。」

在英國脫歐公投期間，特蕾

莎．梅曾一直堅持英國留在歐盟

的主張。在當選首相後，她一直

在艱難的說服英國人相信她主張

脫歐的立場。

今年五月，特蕾莎．梅的內

閣成員紛紛辭職。她任職期間，

共有 36 名部長辭職，平均每月

1.5 個，許多成員對她處理脫歐

的方法感到不滿。

下議院領袖安德裡亞．萊頓

的辭職被廣泛視為對特蕾莎．梅

最致命打擊，這無可爭辯地證明

她無法贏得英國保守黨的支持。

特蕾莎．梅表示，她將於美

國總統川普 ( 特朗普 )6 月 3 日

至 5 日訪問英國時繼續執政。

【看中國訊】美國總統川普

應日本政府之邀，成為日本令和

時代首位到訪的國賓。 5 月 28
日他結束 4 天訪日行程剛剛回

國，推特發文稱此行獲得「很大

成功」，各方面都有很大進展。

此次川普訪日，除了就日美

兩國經濟關係外，還就朝鮮問題

和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安定與安培

進行討論。川普表示，朝鮮發射

短程導彈不是大問題，並對朝鮮

領導人金正恩改變朝鮮，實現無

核化表示期待。川普也表明美國

支持日本解救被朝鮮綁架的日本

人，並會見了被綁架者家屬。

川普 28 日上午視察了日本

海上自衛隊的「准航母加賀」號

護衛艦（JS Kaga,DDH-184）和

美海軍兩棲突擊艦（USSWasp），
成為史上首位登上自衛隊船艦的

美國總統。他指出在朝鮮情勢和

中共加速海洋擴張的情況下日美

同盟的重要性，並強調「日美同

盟前所未有的堅固」。他並強

調日本購入 F35 戰鬥機後，在

同盟國中將擁有最大規模的 F35

2019年歐洲議會選舉投票顯示，歐洲傳統政黨遭重挫。

(EMMANUEL DUNAND / AFP / Getty Images)

「脫歐」三年未果  
英首相黯然辭職

川普訪日結束 推文贊成功

戰鬥機群，「加賀號」改裝後可

搭載 F35，屆時就「可以在更廣

的區域防衛各種威脅」。

《今日新聞》報導稱，外界

認為川普視察「加賀」號意味著

他不僅要在經濟上對北京進行壓

制，在軍事上也將與北京政府打

拚。川普的行動就是要爭取日

本，讓安倍政府在美中對抗中站

在美國一邊。

美國總統川普

（右）26日在日本

首相安倍晉三陪同下，

觀賞大相撲比賽，並

親頒「美國總統盃」

大獎盃給冠軍力士朝

乃山英樹（左）。 

（共同社提供）

英國首相特蕾莎．梅（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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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悉，被抓的兩名女子均是

中國籍，行騙時以三人為一組，

（另一名騙徒已逃走）。這兩人

被擒獲後，圍觀的民眾得知她們

是「迷魂黨」成員，異常憤怒，

隨後向兩人扔以雞蛋、水果等，

甚至拿棍毆打。這兩名中國大媽

不斷嚎哭求饒。

警方接到報案後來到現場，

證實兩人於上月以做法事化解厄

運為名，詐騙一名 63 歲華裔婦

女。騙徒要求華裔婦女回家取金

飾及現金，並裝進她們準備的塑

料袋中。騙徒告訴受害人要等候

兩個星期，法事才能有效。受害

人在 2 星期後打開袋子，發現

內裡只有兩瓶礦泉水，自己的金

飾及現金早已被騙走。

警方指今次的事件是兩名疑

犯再次回到原地尋找詐騙目標，

但被民眾認出而被抓獲，後警方

將兩名女子送醫院接受治療。

對於「迷魂黨」，可能海內

外華人並不陌生，經常會聽到

一些說法。 2014 年韓國 Super 
Junior-M 樂隊的中國成員周覓

就在韓國綜藝節目聲稱：「有個

壞人朝媽媽噴了噴霧劑，回頭我

一直打電話都不接，5 小時後我

媽媽才來電話，被噴了那種東西

的人，讓做什麼就做什麼，一個

小時內三張卡，大概一千萬韓元

全都給提走了。」周覓的話當時

引起了軒然大波，被官媒和大陸

網友怒斥其造謠抹黑祖國，世界

上根本沒有迷魂藥等。周覓因此

遭到大陸網民的抵制。

但自從九十年代起，關於

「迷魂黨」的報導就層出不窮。

2007 年河南《大河報》報導，他

們熱線不斷地接到女性市民的反

映，述說她們在與陌生人接觸過

程中，不自覺就失去意識，對方

讓幹什麼她們就幹什麼，毫無防

備心理地就把自己銀行卡的密碼

告訴對方，致使錢被取走，手

機、首飾等貴重物品也被捲走。

她們告訴媒體，之所以失去了意

識，肯定是騙子在給她們借手

機、撐雨傘等過程中用了迷魂

藥。

廣州一記者也曾寫報導，講

述他親歷「迷魂黨」的過程，他

說：「如果不是親身經歷，我也

和許多人一樣，不相信現實中

真的存在能在極短時間內讓你

失去意識、卻能任人擺佈的『迷

藥』！」

臺灣命理師及氣場分析師陳

本源認為，「迷魂術」即屬於一

些低靈的東西，它雖然層次很

低，但卻能輕易掌控人的心智。

表現在現實環境，則類似於神壇

與金光黨結合的手法，金光黨是

一些騙徒，神壇則牽涉巫術低靈

與黑社會，「黑的遇到黑的就更

黑了，更邪惡了。不過，只要心

正就不怕這些東西。」

陳本源表示，抵擋這種低靈

巫術，可以佩帶雕刻神獸形象的

天然礦石，如玉、鑽石、水晶、

銀等，能夠趨吉避凶。通常佩帶

寶石的人必須懷有慈善之心，寶

石裡的神靈才會把能量釋放出來

給他用，心地不好的人佩帶寶石

達不到辟邪的效果。

【看中國訊】真是太

神奇啦！一位加拿大業餘

攝影師在加拿大猛禽保護

園區（Canadian Raptor 
Conservancy）中拍攝

到 白 頭 海 鵰 的 照 片 。 原

本他只是分享在臉書攝影

社團上，怎知竟然一瞬間

爆紅，讓全球網友驚呼連

連，直問到底是怎麼拍的

呢？

從照片上可以看到，這隻白

頭海鵰銳利的眼睛直視鏡頭，似

乎怒氣洶洶地朝著攝影師比羅

（Steve Biro）飛過去。就在他

按下快門的一瞬間，白頭海鵰的

雙翅恰巧點水而過，彷彿成為了

一座拱橋，身影更是被倒映在水

面，形成了一幅完美的構圖。

據《BBC》報 導， 比 羅 透

露，這隻白頭海鵰似乎對鏡頭感

到很煩躁，應該是想把他趕走，

「當牠飛過來的時候，我能感覺

到牠翅膀吹來的微風，在場的人

看到白頭海鵰飛過我的頭頂都

倒吸了一口氣，這真的令人很

興奮。」

比羅表示，當天他拍了好幾

百張猛禽的照片，覺得這一張最

特別，但是沒想過會得到如此多

的共鳴，還登上了 Reddit 的頭

版、連世界各地的媒體都爭相轉

發照片，讓他有一點招架不住。

比羅大約 10 年前開始把拍

照當作愛好，喜歡拍各種自然風

景和城市照片，但還是對拍攝

鳥類情有獨鍾。他表示，他可

以觀察到鳥兒打獵、互動的方

式，有時候鳥類還像孩子一樣

地玩耍，這些都對他有著莫名

的吸引力。

白頭海鵰

據《ETtoday》報導，其實

白頭海鵰是美國國鳥，不管在美

金還是文件上，你都可以看到這

個精神象徵。在 1782 年，美國

總統跟美國國會通過決議立法，

選定美洲獨特的白頭海鵰為美國

國鳥。牠們身形巨大，身長範圍

可以達到 71 到 96 公分，展開

翅膀之後，更有 168 到 244 公

分寬喔！

【看中國訊】美國情報部門

官員曾警告稱，前往中國千萬別

帶手機。日前英國情報機構前高

官也提醒重要的商務人士，不

要帶日常用的手機或 iPad 去中

國，他稱他本人僅會攜帶一次性

（throwaway）電話。

據 英 國《每 日 郵 報》報

導，英國情報機構、軍情六處

（MI6）的前負責人理查德 ‧

迪 爾 洛 夫 爵 士（Sir Richard 
Dearlove）日前特別提醒商務

人士稱，北京當局可能會對商務

人士前往中國時攜帶的手機或

iPad 等電子設備感興趣，他們

會將它記錄在案。目前迪爾洛

夫任職於一家初創的網絡安全

公 司 Crossword Cybersecurity
高管。

美國國家反間諜與安全

中心主任伊萬尼納（William 
Evanina）也曾發出類似的警告

說，若攜帶智能手機及平板電腦

等設備前往中國，隨時會被北京

監控。

去年 12 月 23 日，伊萬尼

納曾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六十

分鐘》的節目中表示，在中國旅

行，甚至是住在中國以外的中資

酒店，人們攜帶的智能設備仍然

隨時會被北京監視。

伊萬尼納表示，對於全球中

資酒店所提供的 Wi-Fi 要特別

小心。

他指出，中國的網絡是由北

京當局所控制的，只要上網，當

局就能瞭解用戶的信息。他說，

他絕不會攜帶有個人或公司數據

的電子產品去中國。

其實，幾年前就曾有美國官

員披露，在中國使用蘋果電腦或

黑莓機，將會導致設備內的通訊

錄、行事曆及電郵等，在極短時

間內被全部下載。

此外，北京還可能利用電子

間諜技術，或借由Wifi將病毒

及惡意軟件植入美國官員的手機

與電腦。

據美國《華盛頓郵報》報

導，2018 年 6 月底，美國國防

部長馬蒂斯（Jim Mattis）和隨

團的 10 名記者前往中國，訪問

結束後，在登上飛機之前，他們

把在中國用過的手機和電腦等有

關設備全部丟棄。

近日馬來西亞新山多

次發生迷魂黨騙案，其中

兩名懷疑是迷魂黨騙徒的

中國籍婦人被當地民眾擒

獲，並綁著手腳示眾。

看中國訊

「迷魂黨」馬來西亞被擒示眾 

白頭海鵰神奇照片 網友看傻 怎麼拍的？

英美警告：去中國勿帶手機

【看中國訊】大陸學生今年

考取臺灣碩士班和博士班的人數

多達 1440 人，創 9 年來新高。

這些學生由 71 所大學錄取。臺

灣的《聯合報》報導指出，今年

總共有 2483 名陸生申請臺灣的

碩士班和博士班。申請人數比去

年多出 671 人，這也達到 9 年

來新高。據臺灣大學院校招收大

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委員會的數

據，今年錄取陸生最多的學校是

臺灣大學，總共錄取 162 名陸

生。

陸生錄取的學科則以管理與

行政學類最熱門，其次是軟件及

應用的開發與分析學類，排名第

三的是時尚、室內設計及工業設

計學類。

【看 中 國 訊】惠 蒂 爾 鎮

（Whittier）在美國阿拉斯加州，

僅有 214 人，所有的居民都住

在 14 層的貝吉奇（Begich）大

樓內。該大樓內有警察局、超

市、郵局、健身房，還有學校供

孩子們就讀。最高的 2 層樓是

接待遊客的旅館，由一對臺灣夫

婦經營。

每年夏季，不少遊客來到這

裡，惠蒂爾鎮的碼頭旁停靠著許

多遊輪與船隻，供遊客搭乘，觀

賞景點。

【看中國訊】中國食品近日

價格高漲，成為話題。媒體統

計，4 月中國 31 省市自治區

中，16 省分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漲幅超全國，其中，安

徽水果漲價超過 30% 居首。

根 據 媒 體 報 導，2019 年

4 月，全國居民消費價格年漲

2.5%。食品中，鮮菜價格較

去年同期上漲 17.4%，鮮果價

格上漲 11.9%，豬肉價格上漲

14.4%。

臺灣碩博班 
陸生人數創新高

全美最擁擠小鎮 
居民共住一棟樓

豬肉果菜全上漲 
大陸食品價格高

命理師及氣場分析師陳本源

兩名大陸迷魂黨騙徒在馬來西亞行騙時被抓，遭憤怒民眾投以雞蛋

水果。（「我是新山人I Love JB」臉書截圖）

攝影師拍下驚豔的白頭海鵰照片

（公有領域）

臺灣大學校園（美國之音）

貝吉奇（Begich）大樓

（Jessica Spengler/WIKI/
CC BY-SA）

【看中國記者蘇菲綜合報導】

登上世界第一高峰「聖母峰」是

不少登山客的夢想。最近由於天

氣較好，珠峰登山客人數暴增，

造成路線「塞車」，結果在過去

1 週共導致至少 10 名登山客因

等太久，耐不住極低溫與低氧而

不幸喪命。有登山客表示現場相

當混亂。 

短短1週逾10人死亡
不少人在社交媒體貼出排

隊登山的畫面。 1 名剛攻頂結

束的電影製作人沙卡里（Elia 

Saikaly）回憶登山情況，坦言現

場根本是一團混亂，路途中不僅

必須跨過 1具又 1具的屍體，他

還驚見有登山客在排隊上山時，

腳下就躺著 1具屍體。

綜合《每日郵報》等外媒報

導，每年 5 月是攀登珠峰的旺

季。今年春季，尼泊爾政府破紀

錄發出高達 381張登山許可證，

導致大批登山客擠爆登頂路線，

出現高山「大塞車」的景象。

報導指出，在過去短短 1
週，登珠峰而死亡的人數已逾

10人，死因包括等待太久體力不

支、嚴重高山症、猝死等。

隨意讓經驗不足 
登山者上山

近來珠峰登山者死亡事件頻

傳，不少人認為其中原因之一，

是不肖業者為了「搶客」隨意讓

經驗不足的登山者上山。此外，

也有人批評尼泊爾政府為了賺

錢，隨意對申請者發放入山許

可，導致登山路線大排長龍。

據瞭解，今年春季尼泊爾政

府共發出 41 團、378 張攻頂許

可，登山客和嚮導加起來共 756

人，人數破了往年的紀錄。

對此，尼泊爾觀光局長吉

米爾（Dandu Raj Ghimire）表

示，人潮並非導致死亡的唯一原

因，其中還包括天氣等因素。

他表示，由於好天氣的時期

不長，很多人都想趁天氣好登上

峰頂。至於攻頂許可發放問題，

吉米爾強調「只要符合要求規

定，並遵守程序和法律，我們無

法阻止他們」。

應禁止無基本技能 
登山客攀登

根據法新社的報導，29 歲

的印度登山客邱漢（Ameesha 

Chauhan），目前正在醫院治療

凍瘡。邱漢的左腳腳趾全都黑

青，臉部也因冷冽天氣凍傷，邱

漢認為，為避免今年登山悲劇重

演，應禁止無基本技能登山客攀

登這世界第一高峰。

邱漢表示：「可以拿到攀登

許可的，應該只限受過訓練的登

山客。」「有些登山客丟掉性命，

是因為他們自己無知，就算氧氣

幾近耗盡，仍堅持要冒生命危險

攻頂。」

報導指，今年登珠峰死亡

人數是 2014、2015 年登山季

雪崩分別釀 16、18 人喪生後的

新高。

亂派登山許可證  珠峰塞車釀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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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戰升溫致內部分裂

香港《南華早報》5 月 12
日報導說，中共內部一些有影響

力的鴿派人物，要求當局重新審

視對美國的總體戰略。其中，中

共退休官員、知名智囊人物張木

生說，中共過去幾年過於任性，

未能認識中美在很多領域存在的

巨大差距。中共領導層需要進行

某些政策調整。

另外，5 月 17 日，中共前

央行行長周小川在北京一個論壇

表示，觀察當前全球經濟，有一

些新上臺的領導人，完全違背經

濟學理論與常識，在體制和政策

選擇上，似乎主要依靠商業直

覺。

據《蘋果日報》稱，對周小

川的這番話，有一種解讀認為他

似是有意無意間，曲線批評中共

領導人，只講政治，不懂經濟。

而中美貿易戰 5 月初驟然

升溫的真實內情也傳出消息。有

臺灣專家在政論節目《年代向錢

看》中引述北京消息指，是中共

江派常委韓正一手攪黃了美中已

經幾近達成的貿易協議。 4 月

底 5 月初，就在劉鶴向中共中

央報告的時候，中共政治局常委

會翻盤了。

據從北京傳出來的說法稱，

在 5 月 1 日的中共政治局常委

會上，以韓正為代表的高層跳出

來全面反對跟美國達成的協議，

最後習近平拍板說，他準備忍受

中美貿易戰的升級和長期進行的

狀態，拒絕跟美國在已經達成的

協議上簽字和妥協。

上述消息難以獲得官方證

實，但外界觀察者認為，可能是

「反習勢力」要求習近平為貿易

戰成敗負全責。

曾「念稿」認同 
結構性改革

5 月 25 日，中共外交部發

言人陸慷宣布，王岐山將於 26
日起訪問巴基斯坦、荷蘭、德

國。但陸慷沒有透露其訪問巴基

斯坦的具體細節，也沒有透露他

訪問荷蘭、德國的行程及具體安

排。

在此貿易戰和中南海內鬥消

息紛紜的敏感時刻，王岐山出訪

引發輿論關注。

現年 70 歲的王岐山歷來被

視為是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

親密盟友，兩人聯手推動了過去

數年的反腐運動。但在中共十九

大上，王岐山退出政治局常委

會。之後王岐山在 2018 年兩會

上擔任國家副主席，被外界認為

將在中美貿易戰中扮演重要角

色，但其實質角色頗為微妙。

今年 1 月 23 日，在世界經

濟論壇 2019 年年會上，王岐山

以念稿件的方式發表講話，在談

及美中關係時，王岐山稱，兩

個經濟體的關係應該是「互利雙

贏」，「相互依存」，「任何一方

都不能沒有另一方」。他又表

示認同，中國應當積極進行結構

性改革。

中美貿易戰以來，美國開出

清單，包括要求中國進行經濟結

構性改革，這次是首次有中共國

家領導人公開作出有關認同進行

結構性改革的說法。習近平和川

普在去年 12 月 1 日達成休兵 90
天協議之後，北京方面也答應和

美國談判「結構性改革」，但並

沒有準備做出「結構性改革」的

任何跡象。王岐山在達沃斯論壇

親自對於「結構性改革」的要求

表示認同，顯得極不尋常。

值得注意的是，在該次世界

經濟論壇念完演講稿後，王岐山

又罕見調侃自己稱，「讀稿子的

人就是低頭念完就算了。」外界

認為，王岐山在達沃斯論壇上說

自己只是「念稿子的人」，並非

是簡單的幽默，似有難言之隱。

貿易戰引發分裂 王岐山外訪

【看中國訊】近期中國

大陸多種民生食品價格暴

漲，其中水果的漲幅之大，

遠遠超過一般民眾的消費

承受能力。5月25日上午，李
克強在濟南考察期間，臨時

停車走進一家水果店，詢問

水果漲價情況後驚呼「漲了

這麼高」？

此舉被眾多網民解讀為，李

克強的「臨時停車」以及後來的

驚呼，說明之前官員們都沒有向

李克強說明實情。官方媒體此前

曾報導，習近平和李克強到地方

考察，都時常搞「臨時停車」防

止官員造假。而這一做法反映了

大陸官場瞞騙造假，已形成一張

嚴密的大網，當權者實際上困守

中南海，只好以這辦法來「突破

封鎖」。

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

顯示，4月份除了豬肉之外，還

有鮮菜、鮮果，這三類項目當月

CPI 同比漲幅都超過了 10%。

其中水果的漲幅最大。在北京

新發地果品批發市場，有水果商

戶說，近三個月水果價格連續上

漲，目前價格比中國新年前總體

漲幅在 50%以上。

北京一居民 5月 20 日對媒

體表示，今年水果明顯比往年

貴。「香蕉國產的 4 塊錢左右，

得有 5 塊錢，蘋果 7、8 塊錢。

菜一般情況下 3、4 塊錢，西紅

柿，超市裡的便宜還得差不多

4 塊錢呢！（獼猴桃、梨、柑橘）

那就更貴了！北方人常吃的蘋果

往年一般也就是 4、5 塊錢，今

年到現在了都得 7、8 塊錢。香

蕉也貴，菠蘿應該 10 塊錢。一

般過去就 3 塊錢，今年都貴一些

了！我估計還得貴！吃不起，我們

就只能是不吃了，但是菜不行，

您必須都得吃……架不住您得天

天吃！」

海外民眾可能都會想到是與

中美貿易戰有關，但對信息被封

鎖的大陸民眾來說，或許無從獲

知物價飛漲的真正原因。關心時

政的大陸讀者或許可以從近期政

府高層官員的講話洞察趨勢。

5月 24 日，在山東濟南召開

的地方減稅降費工作座談會上，

李克強說，中國面臨複雜嚴峻

形勢，外部不確定因素和挑戰增

多，各級政府「要過緊日子」。

與此同時，網上還流傳一份

甘肅省財政廳下發的通知，內容

是從現在開始要進一步加強和規

範省直屬部門預算管理，包括政

府帶頭過「緊日子」，堅持勤儉

辦一切事業等。

此番李克強向民眾打聽水

果價，並驚呼價格高，或意味著

「緊日子」到來之快出乎官員們的

意料。

【看中國訊】四川成都有

網民近日爆料，一名男子 5
月 25 日在乘搭地鐵時，竟公

然用手機偷拍女乘客裙底。隨

後又有媒體人披露，該男子的

真實身份是中共新華社四川分

社片區主任常筠玲。

網傳片段顯示，常某當日

身穿白色恤衫、米色長褲，坐

在座位上一直注視右前方一名

身穿黑裙的女子，並將拿著手

機的右手放在右膝，期間多次

把手機伸向女子裙底下拍照，

動作十分嫻熟，而且從始至終

表面上一本正經。當看到有關

人注視時，他還裝作沒事發生

一樣，將手機拿回去。

片段在網上曝光後，大批

網民炮轟其行徑卑劣。成都市

公安部門 5 月 28 日通報指，

經查證得悉該男身份為 56 歲

的常姓男子後，已依法行政拘

留常男 7 日，並罰款 500 元

人民幣。

隨後，微博名人、自由撰

稿人及評論員解筱文（網名

為「中國民間評論員」）在網

路上爆料稱，這名偷拍女子裙

底的男子就是新華社四川分社

片區主任常筠玲，並建議當局

對常某「深查」。

常筠玲的相片也和作案人

相貌相符，常筠玲的真實身份

被揭穿後，立即在網路上掀起

新一輪討論熱潮，眾網友紛紛

抨擊大陸官員表面道貌岸然，

暗地裡流氓成性。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

綜合報導】有金融巨鱷之稱

的「明天系」掌門人肖建華

於2017年1月從香港被帶回
大陸，已有兩年多了，近日有

駐港官員間接承認，肖建華

是在大陸部門跨境執法下，

從香港「被移交」到大陸

的。

據香港《眾新聞》報導，5
月 21 日中共外交部駐港特派員

公署就香港修訂《逃犯條例》，

為外國駐港媒體舉行吹風會。

會上有記者問及過去有銅

鑼灣書店案、肖建華案，假如

中央要某些在港人士回內地，

就算沒有移交安排，中國也會

用任何方法，包括司法以外途

徑，讓他們回到中國。

宋如安回答說：「這些事

情幾年前發生了，引起一些

爭議，我相信假如修訂通過，

我們可以透過修例處理這些問

題。」

外界認為，這似乎間接證

實李波和肖建華是被中共當局

派人從香港押送回中國。

香港政府建議修訂備受爭

議的《逃犯條例》，引發香港各

界反對及國際社會擔憂。時事

評論員劉細良認為，條例最可

怕的是永遠無法知道「到底這個

網有多大」，在加上有個「黨」

在後面控制，「永遠不知它什麼

時候會對付你」。

「明天系」掌控人肖建華神

秘失蹤後，至今官方一直沒有

公布肖建華的信息。不過，5 月

25 日，中國官方宣布，對「明

天系」旗下的包商銀行實行接

管，其業務由建設銀行託管。

據稱，中國當局帶走肖建

華，是因為其控制的「明天系」

所累積的風險，足以危及中國

的金融安全。截至 2017 年 6 月

底，「明天系」已控參股 44 家

金融公司，涉足銀行、證券、

保險、信託、基金等，覆蓋金

融業全部牌照，其控參股的金

融機構資產規模更高達 3 萬億

元人民幣。

香港《南華早報》2018 年

9 月報導，肖建華案將在上海開

始審理，肖建華或被指控涉「操

縱股票和期貨市場」和「代表機

構行賄」罪。

但也有港媒稱，肖建華的

問題比上述兩罪還嚴重，因為

他是江澤民集團財富最大的管

家、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之子

曾偉的「白手套」，至少涉有充

當「政要白手套」、 「財閥干政」

及「金融政變」等 3 宗政治罪。

而肖建華被押回大陸後，也一

直在積極招供以換取從輕處罰。

王岐山「第八常委」角色尷尬。圖為他在今年兩會上頻頻中途離場。

（Getty Images）

李克強臨時停車打聽水果價 新華社官員 
地鐵偷拍裙底

中國駐港官員間接承認 跨境香港捉拿肖建華

中美貿易戰如火如

荼，引發中共高層分裂加

劇。日前中共外交部突然

公布，中共國家副主席王

岐山將出訪歐亞多國。貿

易戰爆發以來，在政壇退

而復返的王岐山本被認為

會對貿易戰中方立場有所

支持，不過外界發現其鮮

有介入且收效甚微。

記者林中宇綜合報導

卡城南边社区大mall内赚钱中
餐馆转让！owner个人原因求
快售。立刻上手，day one就
赚钱。如买家需要，owner可
以留下帮忙一段时间。叫价
29万，价钱有商量。

生意出售！西南近90AvePizza
店。首任东主经营34年退休。
生意稳定。员工稳定（平均10
年老员工）。叫价15万。

生意出售！西南好地角寿司
店。年营业额1m左右。东主
健康原因急售，仅叫价29万。

Chestmere 4英亩大地。周围
地区开发正在如火如荼。有
分地开发潜力。2002独立房
3100多尺+地下室suite!享受乡
村生活，种菜，养花，遛狗，
开房车，4亩地够你耍 。开
车到downtown Calgary 20分
钟，什么都不耽误。

Millrise小二楼1200尺。 三
卧室1.5个卫生间，后进式车
库。步行到地铁站，Sobeys
等 。 交 通 生 活 方 便 ， 仅 叫
$365,000。

出租！近中央街，1500尺
以 上 独 立 屋 ， 可 合 法 用 作
massage。3室3卫。立刻
入驻。租金叫$3000+水电
气。也可购买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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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4 年 7 月 26
號，法國大革命中的

鐵腕風雲人物、恐怖

的雅各賓黨的領導人

羅伯斯庇爾去國民公

會（大革命時期的最高立法機

構）發表了 4 個小時的演說，

提到國民公會裡還有沒被清算的

反革命分子和陰謀家，議員們就

急了，要求羅伯斯庇爾把話說清

楚，誰是陰謀分子和騙子，羅伯

斯庇爾就是不說。

第二天羅伯爾庇爾的戰友，

另一個雅各賓黨的領導人聖鞠斯

特在國民公會發言，比較溫和，

也是抨擊國民公會的革命忠誠度

存疑。大概雅各賓黨領導層有個

意見的折中，過去一年多的專政

殺得人頭滾滾、也是該收手的時

候了。但這時候議員們經過昨天

羅伯斯庇爾的這一通恐嚇，承受

力超越了極限。聖鞠斯特的發

言被議長打斷，議場內開始出

現「打倒暴君」的呼喊，不知道

是誰喊出了「逮捕」的聲音，這

個聲音一旦衝口而出，所有在場

的議員就知道自己沒有退路了，

因為羅伯斯庇爾不知道是誰喊的

這一嗓子，只要讓他今天活著出

去，他看誰不順眼，誰就是要加

害他的陰謀分子，就要上斷頭

臺了，於是所有議員大喊：「逮

捕，起訴！」馬上國民公會通過

決議宣布羅伯斯庇爾等人不受法

律保護，予以逮捕。駐紮在國會

的憲兵隊立刻把羅伯斯庇爾帶離

了會場。

但是革命領袖的威望畢竟還

在，沒有一個監獄願意關押他，

生怕他哪天又回到台上自己會受

到清算。所以押送的憲兵只好把

羅伯斯庇爾送到巴黎市政廳。雅

各賓黨的支持者馬上組織了市民

武裝集結在巴黎市政廳廣場，要

保衛領袖、保衛革命。

羅伯斯庇爾的戰友們也敦促

他簽署起義文件，推翻國民公

會，這時候砍掉政敵腦袋眼睛都

不眨的男人反而糾結了，他的糾

結不難理解：我是靠革命的名義

掌權，現在要以暴力推翻國會，

不是就成了反革命？在猶豫的幾

個小時裡局勢急轉直下，國會逮

捕羅伯斯庇爾的消息傳遍了整

個巴黎，愛黨群眾（雅各賓黨）

一看市政廳裡一直沒消息傳出

來，開始竊竊私語：是不是羅伯

斯庇爾真的完蛋了，那我們就別

當炮灰了吧。於是一轟而散，憲

兵隊再度趕到市政廳的時候廣場

已經空無一人了，輕而易舉就把

羅伯斯庇爾等雅各賓黨人一網打

盡。

法國人很幽默地在羅伯斯

庇爾的墓碑上刻著這樣一句話：

「過往的行人啊，我——羅伯斯

庇爾長眠於此，請不要為我悲

傷，如果我活著的話，你就活不

成」。

羅伯斯庇爾走上斷頭臺的短

促過程，起因於一個含混的威

脅，他要是指名道姓說出是誰，

可能就沒事了。第二個因素是當

恐懼施加到極限之後，反而一顆

火星會引燃整桶汽油。因為人們

動輒得咎，一不小心就犯了罪，

只有破罐破摔、先下手為強。這

個效應在法國不是出現在體制

外，反而是出現在體制內。

回到現實話題，就是上個星

期中共政治局會議簡報中重新提

到階級論，說要鞏固黨的階級基

礎和群眾基礎應對貿易戰。重

提「階級」有個強烈信號：就是

共產黨放棄了團結全社會的目標

（哪怕是口頭上團結全社會），

想回頭去自己的鐵桿粉絲裡汲取

力量。階級一詞總是聯繫著「鬥

爭」，重提「階級基礎」意味著

對不同意見採取強硬敵對態度。

這就成為了一種含混的威

脅，讓所有人心中都產生不安和

恐慌。最恐慌的是體制內處於邊

緣位置身份灰色的那一大票既得

利益者。黨在危難時刻為了養粉

絲，會不會又來一輪打土豪分田

地，把你們的財產沒收了給窮哥

們兒排排坐發果果呢？照現在這

個挂倒車檔狠踩油門的節奏你還

真別覺得這是小說情節。

習中央講「階級基礎」暗示

著鬥爭和專政的意思，對體制內

鎮壓的力度也要提升。但歷史故

事說明，含混不明的威脅和對恐

懼感的過度依賴，或會讓某些強

悍的領袖瞬間崩潰。

節選自：【文昭談古論今】

YouTube 評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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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領袖是如何迅速隕落的
「這個效應在法國，不是出現在體制外，反而是出現在體制內。」

編者按：5 月 23 日河南《南

陽日報》頭版發布《水氫發動機在

南陽下線，市委書記點讚 !》，穩

重描述：「水氫發動機在我市正式

下線，這意味著車載水可以實時

制取氫氣，車輛只需加水即可行

駛。」

話說時艱之中，新聞往往都比

較有喜感。比如南陽主要領導點讚

的「水氫發動機」——官方投入

40 億的新能源項目。號稱加水就

能跑，還不挑剔水質，「自來水、

河水、海水均可使用」——信心

之充足，新能源的時代到來了。

在被美帝一個小晶元就壓的喘

不過氣來的時候，這種振奮人心的

科技雞血不可謂不及時。雖然 40 億

的成本有點小貴，但是效果肯定比

放電影好。有好事者指出這跟從前

的「水變油」的劇本過於相似，還

不符合基本的物理定律，這種質疑

「圖樣圖森破」，沒聽說過橫店抗戰

還要講常識的。

想到以後滿大街的加油站都要

改成清新可人的加水站，大爺我還

可以拎個礦泉水瓶子，愛加不加的

拽上一番，這場景，值。

比這場景還要讓人振奮的，就

是華為海思總裁那封「備胎轉正」

的曠世一呼。十多年西湖黑牢中秘

密修煉的吸星大法，今天終於要拿

出來當葵花寳典了！

消息一出，江湖震驚。壯哉，

我為！但是很不幸，馬上就有幾個

江湖岳不群出來拆臺，英國 ARM
說吸星大法的中央處理器架構是他

家的，Imagination 說圖像處理器

是他家的，德州儀器說數字信號處

理器是他家的……最有擔當的還是

海峽對岸的台積電：我還沒說最基

礎的硅晶片是我們的！

備胎還沒來得及轉正，就發現

車軲轆都沒了。當然這個臉打得不

算太重，如果和實力搶鏡的蘇寧易

購而言。

前網紅羅玉鳳女士，微博上說

了一句「華為早該垮了」，華為還

沒生氣呢，結果江湖小弟蘇寧挺身

而出，號稱「蘇寧線上任何平臺、

線下任何門店從此拒絕將任何一臺

手機銷售給羅玉鳳女士」，並喊話

華為：「我們在一起！」

遠在美帝潛伏的羅玉鳳需不需

要跨越太平洋，忍受 25% 的額外

關稅，從蘇寧網購一臺可能在美帝

無法入網使用的手機……這是一個

非常燒腦的問題。以羅玉鳳女士的

智慧，大概不會糾結於此。但我們

受到蘇寧的啟發，倒是可以認真的

喊一嗓子：川建國，老子宣布以後

不會賣煎餅果子給你了！轉頭可以

跟街角那個擺攤的姑娘說，「我們

在一起！」

打雞血，我們一向是認真而專

業的。但有時候混江湖有沒有絕技

不重要，重要的是掌握吹的火候，

不熟不足以壯慫人膽，太熟又容易

露燒餅餡。牛皮該要幾成熟，是個

原則性的大問題。這一點滿含熱淚

的大清就給過我們很好的啟示。

第一次鴉片戰爭中，也就是

1841 年 3 月，英軍進攻廣州，城

外大黃滘炮臺的守將知道自己根本

不是對手，真打起來，必死無疑。

他悄悄派人跟英軍傳信：「以和為

貴，不要真打。到時候我放六次空

炮，給皇帝留個面子，然後咱們各

自走掉。」你看，有這樣的覺悟，

牛皮才能吹得長久和圓滿啊。

打雞血 
我們是認真而專業的

◎文：二大爺

第二天7月28號羅伯斯

庇爾就上了斷頭臺。急

風驟雨的雅各賓黨專政

在歷時一年之後，幾個

小時之內土崩瓦解。當

革命領袖的頭顱隨著鍘

刀落下的那一刻，群眾

中爆發出長達15分鐘的

鼓掌和歡呼。

1794年7月28日，羅伯斯庇爾及其支持者們迅速遭到處決。（公有領域）

美國航母給人們的通常印

象，是有很好的抗沉性能，即

使被導彈打的千瘡百孔，也不

會沉沒。

大型航空母艦都擁有一個

堅固的艦體，加強的內部結

構，抗沉性能非常優異。以尼

米茲級核航母為例，其船體是

整體的水密結構，由內外兩層

殼體組成。內殼體由防護裝甲

板組成，保護動力艙、油艙、

彈藥艙等重要部位。

尼米茲航母的飛行甲板

和機庫都有 50 毫米厚的凱芙

拉裝甲防護，水線以下設有 4
道縱隔壁的防魚雷結構，命中

一兩條重型魚雷，對於 10 萬

噸航母來說如同撓癢癢。尼米

茲級航母的艦體設有 23 道水

密橫隔壁，另設 10 道防火隔

牆，全艦分為 2000 多個水密

隔艙，抗沉性能超過一般的軍

艦。美國海軍曾做過實驗，尼

米茲級核航母可以抗擊 5 枚

以上的重型魚雷或 15 枚以上

的反艦戰斧導彈的飽和轟擊而

不沉沒。

2005 年美國進行了擊沉退

役航母「美國」號的實驗。在

飽經 25 天的狂轟濫炸之後，

美國號才緩緩沉入大西洋。在

進行美國號的擊沉實驗時，被

攻擊航母是空船狀態。內部已

被清空，沒有平時裝載的燃油

和彈藥。所以非常抗打擊。而

在實戰中，航母被擊中以後，

很可能引發燃油的混合氣體爆

炸，或者彈藥的殉爆，這才是

航母被擊沉的主要原因。

不過，現代軍艦已經發展

出一整套損害管制措施，例如

尼米茲級航母上設有 30 個損

管隊，設有泡沫消防裝置，水

泵設備能在 20 分鐘內調整艦

體 15 度橫傾。經過培訓的船

員如果應對得當，受損軍艦控

制傷情甚至重新恢復戰鬥力的

情況並非罕見。

美國航母幾乎不可能被

擊沉的最重要原因是航母是

一個戰鬥群的一部分，航母

載有宙斯盾戰鬥系統（Aegis 
Combat System，神盾戰鬥

系統），這是一種高度複雜的

海軍防禦系統，是世界上最先

進的空中導彈防禦系統，能夠

打擊包括彈道導彈在內的每一

個潛在威脅。該系統與水面艦

艇等攻擊和防禦系統配合，打

擊敵方潛艇、水面艦艇和水

雷，或攻擊敵方的偵察系統。

航母戰鬥群通常還包括一

艘或多艘隱形攻擊潛艇進行護

航。

此外，航母通常不會在水

雷區域作戰，必須先徹底清除

水雷才進入作戰區。航母的戰

鬥策略是儘可能停留在開放區

域，避開敵方最容易攻擊的位

置，以及利用核動力優勢連續

航行，減少被追蹤的威脅。

最後，每次對航母進行大

修時，許多系統都將升級。這

個措施使得幾十年前建造的航

母可安裝當前的最新技術。海

軍也對保護航空母艦的其它艦

艇系統進行升級。

擊沉美國航母有多難？
◎文： 騎豬騎士

　　進行高速轉向測試

的航母。美軍部署的航

母的速度已經快到可以

超過大多數潛艇。由於

「尼米茲」級航母可以

保持30節的速度高速機
動，可以在30分鐘內移
動到700平方千米範圍
內的任何地方。90分鐘
後，這個區域就會擴大

到6000多平方千米。
所以對於敵人來說，找

到一艘航母並不等同於

成功地瞄準它。當他們

的武器到達時，航母很

可能已經不在了。

網文 網文

談
古
論
今

文
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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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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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7 2018 MB CLA250 Black $ 38,789 $ 35,999

#170723 2016 MB E400 Grey $ 50,789 $ 47,999

#170655 2017 MB C63 S White $ 79,789 $ 69,999

#170704 2017 MB C63 S Silver $ 82,789 $ 77,999

#170740 2018 MB GLE250 Blue $ 44,789 $ 40,999

#170732 2015 MB ML350 Silver $ 42,789 $ 39,999

#170639 2015 MB ML350 White $ 50,488 $ 42,999

#170760 2016 MB GLE350d Black $ 56,789 $ 53,999

#170692 2018 MB GLS550 Silver $ 106,789 $ 98,999

Mercedes-Benz Country Hills
2019 

 
403.930.7778 | mbcountryhill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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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cedes-Benz
The best or nothing.

Andy Lai 
Max Tomilin Kent Chow 

Pheobe Ku 
品牌專家

今天就預約吧：

夏季認證二手車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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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專家 品牌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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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 粵語

國語 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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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推出全新中小型休旅車

Corsair

M
K
C
的

替
代

車
型

【看中國訊】豪車品牌林肯在2019紐

約車展上帶來了一款全新的中小型休旅車

Lincoln Corsair，以取代舊有的MKC車型。

全新Lincoln Corsair名字源自於拉丁語

「cursus」，有著旅行的涵義。外觀造型上

車頭採用馬蹄狀設計，鑲嵌大量鍍鉻件的星

徽式進氣格柵，使得前臉更加精緻；兩側頭

燈組造型時尚，燈腔內以LED近光、遠光、

日間行車燈帶為主，而下方還單獨分布了一

條LED動態轉向燈。

側面，新車通過運用懸浮式車頂設計以

及多條腰線縱橫交錯，使得整車比例看上去

比現款MKC更為修長，也更時尚動感。

車尾，林肯標誌性的貫穿式尾燈自然不

會缺席，不過這一次在細節上有小升級，營

造出更高的質感，而下方則是雙出排氣佈

局，搭配啞光銀的裝飾尾板。

與MKC相比，Corsair車內有明顯的升

級，中控台上方標配8吋SYNC多媒體資訊整

合系統以及12.3吋液晶儀表板。並且有24向

電動調整座椅、氣氛燈、全景天窗、真皮座

椅、抬頭顯示、14具揚聲器Revel音響系統、

無線充電等豪華配備。Corsair還具備手機鑰

匙功能，能夠讓車主在不帶鑰匙的情況下，

透過手機進行開鎖。

安全方面，Corsair搭載林肯Co-Pilot 360

智能助駕系統。該系統集成了帶行人監測與

緊急自動制動功能的PCA防碰撞預警系統、

BLIS盲區監測系統和LKA車道保持系統等功

能。

動力表現部分，Corsair提

供兩種動力選擇，分別是2.0Eco 

Boost渦輪引擎和2.3 EcoBoost渦

輪引擎，均搭載8速手自排變速

箱和全輪驅動系統，此外，今年

林肯還有可能推出該車的油電混

合動力車型。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B2 看車訊 Auto 第 56 期 2019 年 5 月 30 日—6 月 5 日

Patrick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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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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5款小皮卡 運貨又能乘坐
【看中國訊】隨著消費者從

轎車轉向更大、功能更強的車

輛，小型皮卡正在大規模復甦。

小皮卡又能運貨、拖車，又能乘

坐，還不佔地方，尤其適用於道

路狹窄且停車位緊張的城市環

境，它們的價格也更實惠。以下

是 autobytel 網站推薦的 5 款最

佳小型皮卡。

1、2019福特Ranger
2019 年的福特 Ranger 獲本

次 5 選第一，它曾經是美國最暢

銷的小型皮卡，2019 年以全新

車款霸氣重返市場。目前有 3 個

車款可選：入門級 XL 起價為

28,569 加元，頂級 Lariat 起價為

39,889 加元。動力來自 270 馬

力 2.3 升 4 缸發動機與 10 速自動

變速箱配對。其拖曳力為 7,500
磅，載重 1,860 磅。其 FX4 套裝

讓 Ranger 非常適合越野。

2、2019通用Canyon
GMC2019 年的 Canyon 位

列本次 5 選第二，其與雪佛蘭

Colorado 有 3 個相同的發動機

選擇。GMC 是一個高級品牌，

因此即使是入門級 SLT（起價

27,800 加元）的內飾也很舒適

且極具吸引力，頂級 Denali（起

價 48,600 加元）更是豪華。

3、2019日產

Frontier

2019 年 的 日 產 Frontier
有 7 個級別，入門級 S 起價為

24,498 加元，頂級 Top Pro-4X
起價為 37,298 加元，裝備齊

全，經濟實惠。選項有後驅或四

驅，單、雙乘員艙。發動機可選

152 馬力 2.5 升 4 缸或 261 馬力

4.0升V6發動機，拖曳力 6,720
磅，既實惠又有勁。

4、2019雪佛蘭

Colorado
2019 年的雪佛蘭 Colorado

有 5 個車型，從入門級 Base 的

27,100 加 元到越野用 ZR2 的

47,600 加元。有 3 種可選發動

機：200 馬力 2.5 升的 4 缸發動

機、308 馬力 3.6 升 V6 發動機、

和 186 馬力 2.8 升 4 缸渦輪增壓

柴油機。可搭配選擇的還有後驅

或四驅以及 2 種尺寸的車鬥。其

載重為1,566磅，拖曳7,700磅。

5、2019豐田Tacoma
2019 年的豐田 Tacoma 有

8 個車型可選，在小型皮卡中

有最多的選擇：入門級的 4X2 
ACCESS 起價 31,825 加元，配

159 馬力 2.7 升的 4 缸發動機；

頂級車型 4X4 DBL CAB V6 為

48,390 加元，配 278 馬力 3.5 升

V6 發動機。選項包括後驅或四

驅，單、雙駕駛室，以及 6 或 5
英尺車鬥。其載重為 1,620 磅，

拖曳 6,900 磅。其越野版配備高

性能的福克斯減震器。

【看中國訊】下面的這些

技術或功能，可能有朝一日會

成為汽車新標配，我們不再需

要付出額外的升級費用就可以

享用了。

1) 集成 iPad

將 iPad 集成到汽車信息

娛樂系統中，作為車內的標準

設備有兩個很好的理由。第

一，在別人開車的時候，你可

以完成自己的工作。第二，

讓你的孩子在枯燥的旅途中

在 Netflix上繼續觀看他們的

動畫片連續劇或玩電子遊戲。

作為信息娛樂系統的一部份，

Bentley 和法拉利已經配置了

iPad。
2) 360 度全景攝像系統

大 型 車 輛， 如 全 尺 寸

SUV 和大型皮卡，如 2014 款

福特 F150，都有可選的 360
攝像頭系統，這樣你在操縱這

些大型車輛時，你就可以清楚

看到車身外面周圍的環境和障

礙物，確認沒有相撞危險。

當你平行停車時，全方位

攝像系統可以防止你將輪胎撞

到或擦到路肩，或者在狹窄的

室內彎道上避免將前保險槓擦

刮到車道邊的防護欄或牆。

3) WiFi 熱點

很快，汽車將不再是我們

所認識的傳統汽車了。它們將

成為我們可以坐進去駕駛的移

動裝置。在汽車將我們送到目

的地的同時，我們可以接收和

查看電子郵件，可以訪問我們

的社交媒體賬戶、發布信息或

者玩 Candy Crush 遊戲。汽

車之間可以相互交談，而不需

要我們人類干預。

我們已經擁有的汽車

正在成為移動的 WiFi 熱點

或即將成為事實。BMW 的

Connected Drive 已經可以在

未來將汽車變成一個 WiFi 熱
點系統。

4) 碳纖維汽車配件

碳纖維是一種複合材料。

這種材料既輕強度又高。它可

以被塑造成設計師喜好的任何

形狀。因此，這種材料正在被

大量的用在航空製造業上。當

然它也可以減輕汽車的重量，

從而提高發動機的效率。看上

去，這種材料也是當今汽車行

業的明智選擇。然而事實是，

這種材料極其昂貴。Lexus的
RCF，它看起來很酷，因為

它的內部、外部、都是由這種

看上去像紋身的黑色碳纖維編

織材料製造的。

5) 右側盲點相機

也許你住在一個自行車友

好的城市，每個人都喜歡騎車

上路。作為這個城市裡的一名

車手，在自行車流中開車可能

不是一個愉快的體驗。但是，

如果汽車右側（乘客側）的

後視鏡中有一個攝像頭（如

2014 款本田雅閣混合動力車

中的攝像頭），當你打算右轉

彎時，這個攝像頭就可以把車

右邊的情況一覽無餘的顯示在

顯示屏上。這樣，你就可以再

次安全而自信的右轉了。

未來標配的5項新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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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唐代《廣異記》記載，唐

代開元年間，有張、李二公，兩

人是好友，同上泰山學道修仙。

因為在山上修道十分寂寞艱

苦，時間一長，貴為皇親的李公

就想下山重返仕途。他與張公告

別，並對自己不想再修道，而想

去做官的想法表示慚愧。

張公說：「人各有志，做

官是佐君治國，何必感到羞愧

呢 ?」
天寶末年，李公官至大理

丞。安史之亂後，攜家眷居於襄

陽。不久奉朝廷之命出使揚州，

途中忽然遇見多年不見的張公。

見張公衣衫襤褸，又髒又破，一

副窮途潦倒的樣子，李公心生憐

憫，便請張公跟他回去同住，也

好照顧。

張公見李公雖然做了官，仍

不忘昔日友情，就說：「我家主

人，頗有謀生之計。」便邀李公

與他同去走訪。

來到一處華麗的府邸，只見

門庭樓宇氣勢非凡。院中侍從成

群，再看張公，儼然是個身分尊

貴之人。

李公驚訝的問：「這是怎麼

回事 ?」張公笑而不答，隨後擺

下山珍海味，宴請李公。席間命

歌伎奏曲娛樂，李公不停的看一

個彈箏的女子，張公問其故，李

公說：「此人很像我的妻子，哪

能不多看兩眼呢？」張公笑道：

「天下確有相貌相似之人。」張

公喚那彈箏的女子近前，將一沙

果繫在她的裙帶上，然後令她回

去。又問李公：「你還需要多少

錢，才能滿足呢 ?」李公說：「恐

怕還得三十萬錢，才能安頓好自

己的事情。」

張公取出一頂舊帽子說：

「你可以拿著這頂帽子，到藥鋪

對王老說，張三（張公的小名）

讓我拿著這頂帽子，來取三十萬

錢。他一定會給你。」說完二人

分手，各自離去。

第二天，李公又來到那處府

邸，卻只見眼前一座荒蕪的破敗

宅院，門鎖久已無人打開，宅院

裡面並無人跡。李公便向周圍的

鄰居打聽張三，鄰人說：「這是

劉道玄的宅邸，已經有十多年沒

人居住了。」

李公震驚不已，又拿著那頂

帽子，到王家藥鋪去取錢。

王老接過帽子交給家裡人，

仔細察看是否是張三的帽子，王

老的女兒說：「從前，我在帽子

上所綴的綠線還在。」李公問王

老，張三到底是甚麼人？王老

說：「他是五十年前送茯苓來藥

鋪的主顧，有現錢二千萬貫，一

直存放在這裡。」李公領了三十

萬錢出來，再去到處尋找張公，

但始終未能見到。

回到襄陽後，李公試著在其

妻的裙帶上尋找，果然繫著一個

沙果。

李公便追問妻子那沙果的來

歷，妻子說：「昨晚夢見五、六

個人追趕我，說是張仙叫我去彈

箏，臨別時便將這個沙果，繫

在我的裙帶之上。」李公這才明

白：張公已經得道成仙了。

據美國航空航天局（NASA）

最新數據顯示，一顆被命名為

「阿波菲斯」（Apophis）的巨大

小行星，正持續地朝地球靠近，

2029 年將來到最接近地球的位

置。「阿波菲斯」，是古埃及黑

暗、混亂及破壞之神 Apep 的希

臘文名稱。

據 NASA 估算，這顆直徑

1115 英尺（340 米）的小行星若

撞上地球，將釋出 1480 兆噸的

能量，相當於 11萬 4000 顆廣島

原子彈，會給地球帶來難以想像

的大規模毀滅。破壞之神的名頭

當之無愧。

在 4月末至 5月初舉行的行

星防禦會議上，NASA 局長布萊

登斯坦提醒人們，小行星撞地球

並非科幻電影的情節。

小行星撞擊地球，大約每

百年會發生一次。上世紀的通

古斯大爆炸（Tunguska event）
和本世紀較大的車里雅賓斯克

（Chelyabinsk）爆炸事件都發生

在俄羅斯。

1908 年 6月 30 日，俄羅斯

西伯利亞埃文基自治區上空發

生爆炸，威力相當於 2 千萬噸

TNT 炸藥，大約 20 顆在日本廣

島爆炸的原子彈。爆炸過後，超

過 2150 平方公里內的 8 千萬棵

樹被焚毀。

據貝加爾湖西北方的當地人

敘述，他們看到一個巨大的火球

劃過天空，其亮度和太陽相當，

幾分鐘後，一道強光照亮了整個

天空，稍後爆炸產生的衝擊波將

附近650公里內的窗戶玻璃震碎。

2013 年 2 月 15 日，在俄羅

斯車里雅賓斯克上空，一顆大

約 17 米大小的隕石爆炸，產生

的能量衝擊波相當於 500 萬噸

TNT，約 30 枚廣島核彈。周圍

數千棟建築的窗戶被震碎，玻璃

碎片導致近一千五百人受傷。

非營利組織行星協會的首席

執行官比爾 · 奈（Bill Nye）警告

說，「地球將受到另一個小行星

的襲擊」，6600 萬年前恐龍大

滅絕的災難性影響，並不只局限

於過去，他認為人們對於小行星

的威脅過於自滿。

現在科學界對恐龍的滅絕已

基本形成共識：大約在六千五百

萬年前，一顆小行星在墨西哥海

岸撞擊地球，引起了地震和火焰

風暴，將幾十或幾百億噸的物質

拋入大氣層，遮擋住太陽的光

線，恐龍因此而滅絕。

歷史總是重複上演，人類

會不會從重蹈恐龍的覆轍？比爾

說，與恐龍不同的是，人類不會

坐等厄運降臨，我們可以對小行

星的威脅做些準備。布萊登斯

坦在會議中說：「恐龍沒有太空

計畫，但我們有，我們需要使用

它。」他說，NASA 正致力於偵

測和追蹤 90%可能對地球造成

重大衝擊的鄰近小行星。

儘管人們相信掌握的科技

已經很發達，但每一次在天災面

前，總顯得渺小無力，這個宇宙

中人類所不知道的可能性永遠都

會存在。

幸運的是，據 NASA 的資

料，「阿波菲斯」貼近地球的距

離正在不斷修改，科學家普遍認

為，最終它只會以 1.9 萬英里（約

3 萬 577 公里）的距離掠過地

球邊緣，而不會撞上地球。以目

前的計算結果，撞擊概率不到十

萬分之一，與它 2004 年的 2.7%
的撞擊概率相比，其危險程度已

經大幅降低。似乎是有一種人類

無法感知的神秘力量，正在將危

險一點一點從我們身邊推開。

神秘力量的另外一個例證

是俄羅斯車里雅賓斯克爆炸。據

《俄羅斯之聲》報導說，在隕石事

件的錄像中，看到有一道白光，

在離地 25 公里的高空將流星擊

碎。爆炸發生地點是俄羅斯核材

料戰略儲備基地，如果被隕石擊

中，就不只是爆炸造成玻璃碎片

傷人的結果了，而是全球性的大

災難。是神秘力量的出現，才使

人類逃脫了更大的災難。

到底是甚麼力量在冥冥之中

一直護佑著人類？也許我們人類

現在還無法瞭解，但最終一定會

找到真相。

世紀大滅絕會再次重演嗎？
◎ 文：青蓮 圖：Fotolia

一顆天外飛星正持

續向地球飛來，科學家

預計它將在2029年最接
近地球。人們開始擔心，

六千五百萬年前的那場世

紀大滅絕場景，是否會再

次上演？人類會不會重蹈

恐龍的覆轍？

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兒童精神

病學家塔克（Jim Tucker）長

期研究自稱帶有前世記憶的兒

童，而且著有與輪迴轉生有關的

書籍。

塔克在《回歸生命──記得

前世的兒童超常案例》一書中寫

道，泰國先前有個名叫達拉翁

（Dalawong）的男童，在 3 歲

時首次遇到父親的舊識修先生，

他聲稱自己上輩子是一條蛇，曾

與修先生有過一段遭遇。

男童表示，當時他在洞穴裡

遇到兩條狗並與其對決，接著遇

到狗的主人修先生，被其所殺。

這些細節都獲得修先生的證實。

男童說，在他死後，他看見

現在的父親在吃蛇肉，也就是他

前世的肉身。而他現在的父親確

實在他出生前吃過修殺死的蛇。

他回憶說，修先生曾被蛇所

咬，所以肩膀有傷疤，這一點也

獲得修先生的證實。他原本對於

自己於前世被修先生所殺感到很

難過，但現在已經寬恕修先生，

因為當蛇很痛苦，修先生顯然使

他獲得解脫。

巧合的是，男孩此生患有皮

膚病，致使下半身被鱗斑所覆

蓋，就像蛇一樣。

塔克說，儘管自稱動物轉世

的兒童案例，在史蒂文森研究過

的幾千個案例中相當罕見，但他

聽過其他類似的案例。

塔克舉例說，有一名美國男

孩在收到一條糖果項鏈時，想起

了自己前世是一隻動物園的黑猩

猩。有一次某個男孩將糖果項鏈

丟到他的籠子裡，他不知道那是

什麼東西，又把它丟回去。他還

跟母親提到他從野外被抓到動物

園的細節。

塔克說，他研究過很多輪迴

轉生的案例，在這些案例中，有

關前世記憶的細節獲得證實，說

明當事人或其家人顯然沒有捏

造。因此，他相信輪迴確實存

在，亦即精神在肉體死亡之後仍

存活下來並得以轉生。

男孩記得前世是動物
◎ 文：天羽

◎ 文：秀秀 圖：Fotolia

凡人修仙遇仙記

人類談癌色變，癌症

目前依然是最難克服的致

命疾病。尤其是轉移和復

發，醫學上還沒有有效的

治療手段。

據洛克菲勒大學的一項最新

研究發現，一些癌細胞會將自己

偽裝成免疫細胞，以避免免疫系

統對它們的清除，埋下復發和轉

移的隱患。免疫療法被認為是治

療癌症的一種有效方式。但免疫

療法有時候會無效或無法避免復

發。

為了弄清楚原因，研究人員

在患有癌症腫瘤的小白鼠體內注

射入免疫細胞，然後利用螢光啟

動細胞分選（FACS）方法，找

到了一類在治療後還能存活的癌

細胞。

奇怪的是，這些癌細胞竟然

具有幹細胞的特性，它們能夠在

其表面上生成與免疫細胞同樣的

CD80 蛋白。

研究人員說，它們非常狡

猾，將自己偽裝成免疫細胞，然

後弱化免疫細胞的活性，使免疫

系統無法將它們清除。最後，它

們又會長成新的腫瘤，最終使癌

症出現復發。

研究人員表示，這項研究使

人們弄清了細胞免疫療法出現耐

藥性和癌症復發的原因。

癌細胞的偽裝術 
◎ 文：藍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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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海灣金沙，縱享奢華的

絕佳目的地。這座綜合度假勝

地由三棟樓高 55 層的酒店大

樓組成，內設精緻客房與附私

人管家服務的豪華套房；自 
2010 年揭幕以來，徹底改造了

新加坡天際線。金沙空中花園 
(Sands Sky Park) 雄冠三塔之

巔，盡善盡美。

空中花園
登上金沙空中花園，從觀

景台鳥瞰 360 度全景，眼前所

見攝人心魄。酒店房客還能在

設於空中花園的無邊際泳池裡

暢遊，在碧波中俯瞰地平線。

黃昏時分躍入 200 米高空泳

池，遠在天邊美如畫卷的落日

景致，就在池邊敞開。

濱海灣金沙購物廣場 (The 
Shoppes at Marina Bay Sands) 
設有眾多奢華品零售店，匯聚

全亞洲最多的高端設計師傑作

的精品店，購物狂們萬不可錯

過。購物中心還有各式餐飲選

擇，既有名廚餐館、高級餐

廳，也有休閒小吃店，為此繁

華的購物勝地錦上添花。

◎文：祝遊

喜
歡新加坡 ，因為它很小。

小到用「立錐之地」來形

容 它， 似 乎 一 點 都 不 誇

張。你不用費盡心力的規劃路線，

哪怕是閉上眼睛，隨意漫步，也會

發現很多驚喜，你的足跡就可以在

諸多推薦的景點間穿梭，方步之間

就能感受不同文化風格間切換。登

高遠觀，城市的精華彷彿都盡收眼

底。

喜歡新加坡，也是因為它的

「大」，「大」到包容兩大洋，匯聚

百川之萬象氣息，四海精采匯聚這

一半島城市。馬六甲海峽的咽喉之

地，自古為溝通印度洋和太平洋的

主要商道，東西文化的精采薈萃於

此。從維多利亞劇院到福康寧公園

的英倫風，從牛車水的中華元素到

小印度斑斕的五彩建築，再到甘榜

格南的阿拉伯風情，多元文化的和

諧共生，洋溢著這座城市的別樣情

懷，世界的精華好像盡收心底。

魚尾獅是新加坡從一個小

漁村發展起來的象徵，也是新

加坡的國家標誌性景點。魚尾

獅像坐落於市內新加坡河畔，

其設計靈感是來源於《馬來紀

年》中的一個傳說：公元 11 世
紀，蘇門答臘王子桑尼拉烏達

瑪 (Prince Sang Nila Utama)
巡視獅城 (Singapura) 的時候

看到了一頭獅子。魚尾獅的獅

頭即代表那頭獅子；魚尾則象

徵古城淡馬錫 (Temasek)( 爪
哇語意為「海洋」）由此，這

兩種動物的結合便成為了新加

坡的象徵。

牛車水是新加坡的唐人街，

是自 1821 年華裔先輩們飄洋過

海來到新加坡，逐漸形成的聚居

地。當時的人們乘著從中國福建

廈門南下的第一艘平底中國帆船

抵達新加坡後，就在新加坡河以

南一帶 ( 也就是現在的直落亞逸

街 ) 定居。由於在那兒的每家每

戶都得拉牛車到安祥山的史必靈

路取水，久而久之，這裡就被稱

為牛車水了。牛車水最令人興奮

的時候莫過於中國新年。屆時，

整個地區張燈結綵，各家店舖都

裝飾一新，還有不少節日商品和

風味小吃。

在牛車水眾多的小巷中漫

步，您會看到手工藝人製作的各

種古色古香的工藝品，從中您可

以了解中國的傳統藝術，如書

法、雕刻、木偶、佛像和香燭製

作等。中藥店保持著傳統風貌，

一格格的小抽屜多得讓人眼花繚

亂。牛車水的史密絲街 (Smith 
Street) 是一條露天美食街，在這

裡可找到最美味的本地小食，比

如炒粿條、蘿蔔糕、Rojak（沾

甜漿及碎花生的沙拉）等。攤

位大多從早上 11:00 開至晚上

23:00，價格非常實惠。

小印度是新加坡印度族群的聚集地，猶如印

度的縮影。在屠妖節 (Deepavali)，即興都教光節

(Hindu Festival of Lights)，小印度被裝點成金碧

輝煌的神話世界。

在小印度，您能看到許多古老商店和小攤，

它們散佈於路邊、小巷和後街，算命先生以及鸚

鵡正等待有緣人的光臨；賣花姑娘將茉莉花編織

成一個個美麗的花環；販賣 kachang puteh( 烘烤

的堅果 ) 的小販們推著手推車；街邊的報紙攤上

擺滿了各式報紙，形形色色，林林總總。

小印度是一個很有民族特色的地方，建築、

食物、商舖都很有異域風情。

濱海灣金沙 牛車水

魚尾獅公園

小印度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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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語言培訓

上午 / 下午 / 晚間
課程可選

小班授課
最多15 人

交通便利
靠近輕軌和公交車站

LINC 是免費的語言培訓課程，為符合條件的人士提供服務

18 歲及以上永久居民和公約難民免費參加

歡迎語言等級（CLB）為 1至 4級的人士報名

靜安學校
校址 : 707-14th St NW Calgary
電話 : 403.283.1111

加拿大移民局資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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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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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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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國

發行點

恒昌冷暖氣工程
政府專業持牌技師

工商業、住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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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身著漢服的女子，手持漢

節，乘坐駟馬錦車，代表朝廷到屬

國宣詔，這是幾千年來絕無僅有的

一幅景象。她本是一位侍女，後來

她被朝廷任命為正式使節，成為中

國最早的女外交家。

漢朝時，匈奴南下擾民，漢武

帝與西域強國烏孫國聯姻，對抗

匈奴。公元前 101 年，漢武帝把

十七歲的解憂公主嫁給了烏孫國的

烏孫王，就是今天的新疆伊犁河流

域。當時馮嫽十四歲，作為公主侍

女，隨其遠去和親。她與解憂公主

親如姐妹，兩人相互勉勵，立志安

居烏孫，不負使命。

馮嫽生性聰慧，敏而好學，熟

知中國古代的歷史與儒家經學，只

用幾年時間，就通曉了西域的語

言、文字及風俗習慣。公主非常信

任她，經常讓她代表公主出使西域

各國。開朗樂觀的馮嫽，很快就折

服了西域諸國，她被尊稱為「馮夫

人」。

烏孫右大將軍仰慕馮嫽的美貌

與才幹，向她求婚，志在漢、烏千

古友邦的馮嫽同意了婚事。自此漢

朝與烏孫二國更為和睦相融。

臨危受命 化干戈為玉帛
烏孫國國王死後，烏孫國分為

二股勢力，一股親匈奴，另一股則

親漢朝。大漢朝廷本想讓解憂公主

的兒子元貴靡繼承王位，但北山大

將烏就屠奪取了權力。因烏就屠的

母親是匈奴人，如果他棄漢親匈，

必將給烏孫帶來災難，匈奴可能乘

虛而入，奪取烏孫的控制權，從而

危及西漢在西域的利益。

烏孫國內局勢風雲突變，漢宣

帝急令破羌將軍辛武賢率一萬五千

兵馬進駐敦煌，戰爭一觸即發。這

時，西域都護鄭吉建議朝廷，派馮

嫽前去與烏就屠戰前談判。鄭吉久

聞馮嫽大名，而且，馮嫽的丈夫與

烏就屠又是至交。

毅然領命的馮嫽，隻身趕赴北

山烏就屠的營地。開始，烏就屠不

給馮嫽好臉色看，叫囂著要請母親

娘家匈奴派兵，給自己做後盾。

馮嫽曉之以理，向其申明大義：

「漢、烏親如一家，兩國陣仗，百

姓遭殃，生靈塗炭，將軍也必身敗

名裂，幾成烏孫國千古罪人，還望

將軍您縝思慎行。」

烏就屠最後做出讓步：「我

並不想聯通匈奴，只是想當個封

王，夫人說得很有道理，我願讓

位於元貴靡，但求夫人動議

大漢給我個小封號。」馮嫽

以自己過人的膽識、才智

和威望，成功勸降了烏就

屠，避免了一埸箭在弦上

的戰爭，一場兵亂化解於

無形，史稱「馮嫽定局」。

三使絲綢之路 
得悉馮嫽出使平亂功成，

漢宣帝驚歎其膽識與才幹，欣

然詔令其回國。

從大漠孤煙到輝煌長安，

馮嫽回到了闊別四十年的大漢

王朝。漢宣帝盛讚馮嫽的忠膽

英豪與遠見卓識，封她為正

使，再次出使烏孫。

於是，馮嫽手持漢節，駟

馬錦車，再越五千多里回到烏

孫國。她面召烏就屠，宣讀

大漢詔書，封元貴靡為

大昆彌（王號），烏就

屠為小昆彌，實現了當

初對烏就屠的承諾。

公元前 51 年，元貴靡病故，

其子星靡，即劉解憂之孫即位。

年近七十的解憂公主思念故

土，奏請朝廷落葉歸根，漢宣

帝感嘆她五十年如一日的報國

分憂之奉獻，派人將公主迎

回，馮嫽也一起榮歸故國。

後來，烏孫局勢再起動

盪，而國王星靡生性懦弱，

治國無方。身居長安、心掛

邊疆的馮嫽，上書朝廷，希

望出使輔政。漢元帝准奏，

選派一百名士兵的隊伍，護送

年逾古稀的馮嫽第三次出使烏

孫。在烏孫，馮嫽以她的威望與

才幹，遊說烏孫各方，消除嫌

隙，精誠團結。她教導星靡學

習漢史典籍及為君之道，幫

助他治國安邦，烏孫得以國

泰民安，漢朝與烏孫的友

好關係也得以繼續。

馮嫽一生維繫大漢

邊境的和平，將中

華傳統文化遠播

西域，千古

留芳。

中國最早的女  外交家
漢朝侍女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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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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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快的。」—楊醫師

理法方藥結合
純正傳統中醫
• 18年中醫師經驗

  前任香港中和大藥行 主任醫師

香港註冊中醫師

澳洲註冊中醫師

• 香港大學中醫全科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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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繼文 (Francis Yeung) 中醫師 
  粵/國語 

楊繼文楊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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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快的。」—楊醫師

理法方藥結合
純正傳統中醫
• 18年中醫師經驗

  前任香港中和大藥行 主任醫師

香港註冊中醫師

澳洲註冊中醫師

• 香港大學中醫全科學士

• 廣州中醫藥大學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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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弓河康復中心 Bow River Wellness Centre   
地址: 卡城市中心  #116, 738 - 3 Ave SW      
電話: 403-255-6009 （中）/ 587-577-5501（歡迎 Walk-in 或 預約）  kaimanfyeung@gmail.com
預約時間：週一、三、四 、五、日  早11點－晚7點 （週二週六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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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筋棒
主治：腰、腿
背痛

掃描加
楊醫師微信

中醫健康講座（免費）    
時間 :   2019年6月2日(星期日) 下午2時正 
地點: 卡城市中心 #116, 738 - 3 Ave SW (Bow River Wellness Centre)
歡迎查詢   電話: 587-577-5501    

講題: 便秘     講者: 楊繼文中醫師 (粵語) 

你是不是一個常使用俗語的人呢？倘

若是，那麼你都知道這些俗語的真正意思

嗎？倘若不是，不妨來學習一些俗語，套

用於生活中吧！

七情六慾

一般地說，七情指的是：喜、怒、

哀、懼、愛、惡、欲；中醫七情指的是

喜、怒、憂、思、悲、驚、恐；六欲一般

指的是生、死、耳、目、口、鼻；在佛家

六欲指的是色慾、形貌欲、威儀姿態欲、

言語音聲欲、細滑欲、人想欲。

胡說八道

原指「胡人」到內地講解佛經。

胡，中國古代對西、北部少數民族的

稱呼。胡說：胡人說講（因為用語差異，

漢人總聽不懂胡人在說什麼，因此「胡

說」逐漸成為形容別人「瞎扯」之意）。

八道：不信佛的人認為，胡人講解佛經

是說荒誕之言。胡人講解佛經八聖道簡

作「胡說八道」。故後世以胡說、胡說八

道，一派胡言等詞語喻不可信。今泛指一

切沒有根據的說法。

五大三粗

「五大」是指雙手雙腳大再加上頭大；

「三粗」指腿粗，腰粗，脖子粗。

六親不認

當今「六親」泛指親屬。其實歷史上

「六親」有特定的內容，其代表性的說法

有三種：

一、據《左傳》，六親指父子、兄

弟、姑姐（父親的姐妹）、甥舅、婚媾

（妻的家屬）及姻亞（夫的家屬）。

二、據《老子》說，以父子、兄弟、

夫婦為六親。

三、據《漢書》說，以父、母、兄、

弟、妻、子為六親。後人比較贊同第三種

說法，因為此說在血緣和婚姻關係中是最

親近的。

五毒俱全

蛇、蠍、蜈蚣、壁虎、蟾蜍五種動物

為五毒，人的五毒是吃、喝、嫖、賭、抽。

三長兩短

「三長兩短」通常用來指意外災禍，

民間多作「遇難」、「死亡」等諱詞。

「三長兩短」和以前的人死亡入棺木

有關。棺木是用六片木材拼湊的。棺蓋、

棺底、左梆、右梆這四片是長木材；前

頭、後尾這兩片是方形的短木材。為什麼

不叫四長兩短？因為屍體入棺木後才上棺

蓋，所以只稱三長。

三姑六婆

三姑為尼姑、道姑、卦姑；六婆為牙

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

五光十色

五光：紅、黃、藍、白、黑；十色：

赤、橙、黃、綠、青、藍、紫、黑、白、

外加一個透明。

四體不勤、五穀不分

四體：四體指雙臂雙腿。「五體投

地」中的「五體」是四體再加上頭。

五穀：一說是黍、稷、麥、菽、稻；

一說是黍、稷、麥、菽、麻。

五福臨門

第一福是「長壽」，第二福是「富

貴」，第三福是「康寧」，第四福是「好

德」，第五福是「善終」。《書經 · 洪範》

上所記載的五福是：「一曰壽、二曰富、

三曰康寧、四曰修好德、五曰考終命」。

德國慕尼黑大學，有著悠久

的歷史。這所大學誕生了世

界各界要人和38名諾貝爾獎
獲得者。在慕尼黑大學的校

友錄上，排在最前面的2位，
卻出人意料的不是那些聲名

顯赫的名家大腕兒，而是被

納粹殺害的白玫瑰組織的成

員——哥哥漢斯•蕭爾和妹妹
蘇菲•蕭爾。

在 2003 年德國電視二臺（ZDF）的

十大重要德國人票選裡，他們在年輕選民

投票中名列第一，超越了德國歷史上所有

音樂家、哲學家、科學家與神學家。妹妹

蘇菲還被最大的德國女性雜誌評選為二十

世紀最偉大的女性。而被害時，蘇菲僅僅

是個大二的學生。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戰敗的德國，受

到了嚴厲的經濟和軍事制裁，人們渴望出

現一位政治強人，來提振民眾的國家自

豪感和民族自尊心。這時候，阿道夫 • 希
特勒出現了。 1934 年，希特勒廢除總統

制，成為德國元首，黨政軍一把手，成為

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獨裁者！德國在納粹

黨領導下，出現了短暫的「經濟奇蹟」。

1936 年到 1939 年戰爭之前，每年 GDP
增長都在 11% 以上，日子好過了，國家

富強了，人民對黨感恩戴德，納粹主導了

柏林奧運會，向全世界宣稱大國崛起，同

時管控言論、箝制思想。

納粹黨開始屠殺猶太人、吉普賽人、

異端信徒和同性戀者，還制定了代號 T4
的「安樂死」計畫，殺自己民族的殘疾人

和精神有缺陷的人，很多人對納粹的統治

開始懷疑，絕大多數人因為恐懼而沉默。

但還是有一些人挺身而出，決定以一己之

力，對抗納粹暴政。白玫瑰地下反抗組

織，就是厚厚黑暗中的一絲光亮。

蕭爾兄妹——漢斯 • 蕭爾和他的妹妹

蘇菲 • 蕭爾，這兩位慕尼黑大學的學生，

和其他白玫瑰成員一起，不斷印製和散發

傳單，警告大家，獨裁者終將會把國家帶

入萬惡的深淵之中，他們敦促德國人喚醒

道德良知。為了「言論自由、信仰自由、

以及保護個人免於受到罪惡的獨裁國家之

獨裁行為所迫害」而奮鬥！而這些原則將

會成為「新歐洲的基礎」。

1943 年 2 月 18 日，蕭爾兄妹到慕

尼黑大學校園發放白玫瑰的第 6 份傳單

時，被校方管理員抓住，並將他們交給了

蓋世太保。

所謂的審判開始了。納粹不公開審

理，法庭上都是軍人。哥哥漢斯平靜的

說：「我從東線戰場回來，在那裡，德國

軍人開槍屠殺老弱婦孺，希特勒必將為

無止境的屠殺遭千夫所指。」「胡說，

閉嘴，你以為德國人民會相信你的鬼話

麼？」「既然不會相信，你們為什麼要

害怕，要把我們抓起來。」「卑鄙的賣

國賊，審訊結束，判處死刑。」漢斯說：

「今天你們吊死我們，明天必將輪到你

們。」蘇菲支持他哥哥，對在場的所有人

說：「畢竟，有人要做先驅，我們說的，

傳單上寫的，正是很多人的內心的話，他

們只是不敢說出來而已。」

納粹把兄妹送上了斷頭臺。蘇菲的父

母即將失去年輕的兒女，我們可以想像那

是多麼巨大的傷痛。蘇菲穿著藍裙子，帶

著微笑，在監獄裡見了媽媽最後一面。蘇

菲堅強的看著她的父母，說：「我們自己

負起一切責任。我們所做的將要引起波

濤。」

最後告別的時間到了。媽媽再次對

她說：「蘇菲」她溫柔的說：「要記得耶

穌。」「我會的。」蘇菲說：「你也是。」

她們彼此微笑著告別。

在斷頭臺前，蘇菲最後說了這樣的

話：「如果沒有人願意為了正直的動機去

犧牲自己，我們怎敢期望正義主導人間！

你看，今天天氣真好，我要走了。如果千

萬人記得我們的犧牲而覺醒，並有作為，

我，死不足惜！」

這一年哥哥 25 歲，妹妹 22 歲。

兩年後，1945 年，納粹戰敗。納粹

魔頭希特勒自殺，謊言變真理的戈貝爾，

在殺死自己的六個親生孩子後自殺。戰後

紐倫堡戰犯審判法庭，宣判十二名納粹戰

犯絞刑。哥哥當年的話，[ 今天你們吊死

我們，明天必將輪到你們，] 絲毫不差。

蘇菲兄妹曾經也盲從過，他們都加入

過希特勒青年團，宣誓效忠元首、效忠黨

國，直到有一天，他們聽到了敏斯特的格蘭

主教的講道，兄妹倆被喚醒了心中的神性和

善念。因為忠於信仰，最終退團，退出罪惡

的組織，走出了盲從，因為實踐信仰，他們

有了追求真理的勇氣和自由的心靈。

正相反，納粹走向邪惡的第一步是走

向無神論，失去了對神的敬畏，就不再有

對道德和真理的尊重，自己的偏執和意願

超越了別人的生命。所以猶太人在他們眼

中會變成豬，殘障者在他們眼中沒有生命

的權利。

也正因為失去信仰，這麼一個龐大的

可以跟整個自由世界開戰的政權，卻對人

們的覺醒和真相的傳播恐懼異常，就在宣

判之後幾個小時，納粹就把兄妹倆殺害了。

消滅獨裁統治，是你的道德責任，不

要把你的怯懦隱藏在權宜之計的背後。蘇

菲在日記裡最愛引用一句名言：「人要有

堅硬的精神和柔軟的心」

梵淨山風景（公有領域）

永不凋零的白玫瑰

漢斯•蕭爾和他的妹妹蘇菲•蕭爾-（圖片來源：AP）

這些常說的俗語 你都知道意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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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族音樂有悠久的歷史

傳統，在中國歷史上曾經多次出

現音樂文化繁榮昌盛的時代。中

國民族音樂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

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反映出中華

民族以音樂修身養性的精神，體

現了中華民族的意志、道德、和

追求。

 傳統音樂與圍棋、書法、繪

畫共同構成中國傳統文化中獨特

的文化，琴、棋、書、畫，琴居

首位。古琴音樂追求的是超塵

脫俗的意境天人合一的思想，

「清、幽、淡、遠」的文化內

涵，成為古人修身養性，塑造人

格的好方法。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音樂不

僅起著塑造人格的作用，還有安

邦治世的理念，《呂氏春秋‧適

音》曰：「凡音樂通乎政而移風

平俗者也。」《禮記‧樂記》曰：

「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

無難矣。」「禮樂」制度有利於

社會的鞏固發展。儒家便是「禮

樂」制的倡導者。「樂者天地之

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

 樂是指宮廷雅樂，它的實質

功能是對「禮」的輔佐，把最具

震撼人心的音樂形式與禮法結合

在一起，其滲透力和凝聚力強

大。孔子對音樂的內容與形式是

非常重視的，他讚美古代樂舞

《韶》樂對舜仁德文治的歌頌及

《九辨》完善的藝術形式。《論

語‧述而》：「子在齊聞《韶》，

三月不知肉味。」孔子評價《韶》

樂「盡善盡美也。」

孔子對周朝樂舞《大武》的

藝術表現形式給予高度讚揚外，

對其表現周武王伐紂滅商的戰爭

功績的內容卻給予批評：「《大

武》盡美未盡善也。」

「高山流水遇知音」在中國

是家喻戶曉，說的是俞伯牙與鍾

子期的故事，見於《呂氏春秋》

和《列子》中。

俞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欣

賞。有一次，當俞伯牙意在表現

巍峨的高山時，鍾子期回應道：

「善哉，峨峨兮若泰。」而當意

在流水時，鍾子期會感慨的說： 
「善哉，洋洋兮若江河。」無論

俞伯牙想彈甚麼，鍾子期一定能

心領神會。俞伯牙遊覽泰山時遇

到暴雨，只好在懸崖下避雨。俞

伯牙感到心悲，以撫琴來宣洩自

己的情緒。琴聲最初表現久而不

停的雨聲，後來是山崩的巨響。

每奏一曲，鍾子期都能說出伯牙

的心聲，令俞伯牙感嘆不已。

後來，鍾子期因病而逝，俞

伯牙悲痛萬分，覺得在這世上再

也沒有值得讓他為之撫琴的人

了。於是俞伯牙破琴折弦，終生

不再撫琴。成語「高山流水」、

「伯牙絕琴」、「伯牙之嘆」等都

出於這個典故。後世有「萬兩黃

金容易得，知音一個最難求」 的
感嘆。

民族音樂就像是中國傳統文

化的縮影，它折射出中華文化雋

永的畫面和其博大精深的內涵。

Chinese folk music has a long and 
historical tradition. It has faded and revived 
many times over the course of history, and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ts impact has been reflected in the 
areas of cultivation, morality and 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cludes 
music, Go, painting, poetry, and calligraphy. 
In particular, the zither (Chinese harp) is a 
highly valued musical instrument because 
it can produce music that transcends the 
everyday world to reach harmony with 
nature. It was the embodiment of the ancient 
culture that stressed clarity, inner peace, 
few attachments and lofty aspirations. In the 
old days, people used this kind of music to 
cultivate their moral character.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music 
was said to be able to support orderly society 
as discussed in the Lushi Chunqiu, where it 
was stated that, "Harmonious sound leads 
to harmony, and harmony generates an 

orderly society." In the Confucian texts, the 
Classic of Rites and the Classic of Music, 
it was stated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rites 
and music will lead to a peaceful society." 
In fact, this was practiced in ancient society 
and it did generate stability. This idea was 
advocated by Confucius who believed 
that "music represents the harmony in the 
universe and rites reflect the order of the 
universe." 

Originally, music was developed to 
accompany rites in the Imperial Palace, and 
its impact was significant when combined 
together. Confucius placed a lot of emphasis 
on both the content and format of music. He 
praised the music that accompanied dances, 
“Shao,” that praised the virtuous rule of 
Emperor Shun (2294 – 2184 AD). He also 
praised “Jiu Bian” for its perfect artistic 
format. In the book Lunyu, there is the 
statement, "Confucius heard the music, Shao, 
and he was so deeply attracted by its beauty 
that he couldn't sense the taste of meat for 

three months." Confucius considered “Shao” 
to be perfect in both benevolence and beauty. 

He also praised the music and dance 
named “Dawu” of the Zhou Dynasty (1046 
– 256 BC) very highly. However, Confucius 
critiqued a portion of the story line in 
“Dawu” that described the accomplishments 
of King Wu of Zhou defeating King Zhou of 
Shang as, “Dawu is perfect in beauty but not 
so in benevolence.”

The story about a great zither player, Yu 
Boya, and his friend, Zhong Ziqi, was very 
popular in China and can be found in the 
book Lushi Chunqiu and in the Taoist text 
Liezi.

Zhong Ziqi could understand the 
meaning behind the music that Yu Boya 
played. He could tell from the music whether 
a lofty mountain was being described or if 
it was a flowing river. When Yu was touring 
Mount Tai, he encountered a rainstorm. 
While hiding underneath a cliff, he played 
his zither to express his sadness. The music 

started by describing the unending rain, 
then thunder and the loud commotion of 
a mudslide. Zhong Ziqi had no problem 
recognizing all these things, just from 
listening to the music. This impressed Yu 
Boya greatly.

After Zhong passed away, Yu was very 
sad because he could not find another man 
who could understand his music so well. In 
great disappointment, he broke his zither 
and did not play any more music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The idioms, "lofty mountain and 
flowing river" and "Boya broke his zither" 
refer to the story about Yu Boya and Zhong 
Ziqi. To describe what happened to Boya 
and Ziqi, people say that "It is easier to find 
ten thousand ounces of gold than to find 
someone who can understand you deeply."

Folk music is a mirror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t reflects both the history 
and the profound connota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中華傳統民族音樂的文化內涵

Connota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Folk Music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C4 看命理 Fortune 第 56 期     2019 年 5 月 30 日—6 月 5 日    

本文就貧富的意義來分類，

大致可分為如下類別：

第一類型： 
富人中的「富人」

這種人正是名副其實的富

人。他們的心胸寬大、宅心仁

厚、喜助人、樂善好施，不吝付

出善待弱勢者，而且具有宗教精

神及修持觀念，惜福感恩，其面

貌特徵顴骨烘托有力，神態有威

望之感，最重要的是兩耳垂肩、

相理奇佳，形成富豪之格。

第二類型： 
富人中的「窮人」

意思是指有錢的窮人。心性

鄙吝小氣，善行義舉之事不願為

之，缺乏仁義道德觀念，品行低

下，喜錦上添花，助強不助弱，

不屑雪中送炭，死守財富，是標

準的守財奴，外緣風評不佳。物

欲生活雖不缺乏，但缺乏精神內

涵。通常這類型的人物，其長相

特點在於「眼神」的表現，如：

凸眼神露、野心大、欲望高、加

上耳無垂珠，鼻翼過小或後縮者

（因鼻翼主財庫之出入），錢只

進不出；準頭側看尖削狀者，心

性多自私。

第三類型： 
窮人中的「富人」

現實生活中有這種性格的人

倒是滿多的，這種人並不是真正

的富有，但有務實觀，腳踏實地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知所分寸，

可以維持一定的生活水準。具文

化修養，言語誠摯，待人熱絡，

溫暖人心，生活觀豁達，金錢觀

念理性不貪求。通常具備這些心

性特質的人眉毛相理必佳，眉尾

有聚，地閣下巴寬厚或方圓，眼

神充足皎潔有威，笑談之間親和

有勁，朋友亦多，生活中有這類

的朋友可交心不矯情。

第四類型： 
窮人中的「窮人」

屬於好逸惡勞，心量又小之

輩，這是名副其實的窮人。經常

口出酸言，嫉妒別人的成就，不

懂得如何經營自己，成日長噓短

嘆，滿腹牢騷，其生活每況愈

下，始終無緣交好運，遇貴人，

結果成為自甘墮落的窮人。

由相貌來判斷一個人是否為

「破格」的特徵有很多，例如：

鼻塌尖小、兩耳形劣無珠、眼神

不聚神光畢露、言語滯緩等等，

任何其一都屬個性不良，導致影

響人生的收穫。對許多人而言，

生命就是滿足自我的創造力，然

後獲取實質上的回報。有的人求

名，有的人求利，漫長的人生，

起起伏伏，「成功」只是其中的

片斷。

窮極一生想追求達到的目

標，不但是「時間」問題，也是

「機會」問題。

現代人的命理觀，處於新、

舊觀的整合邊緣。大致而言，行

運處於順遂階段的人，比較不會

求助命理，但生活一旦遭遇變

化、轉折起伏時，往往會興起

一探究竟的困惑，所謂「天不常

藍，花香不常久」，事業和財富

的發展，豈可常保無虞？

全球景氣呈現膠著低迷，

始終不見明顯好轉；許多人更

是長期面臨生活的拮据困境，

無所適從。這時有的人希望能

找到一個值得信賴的命理師檢

視自己的人生問題，可有破冰

解凍之道？

人的成長就是歷經種種困

難、錯誤之後，積累內化成智

慧。很相信自己的抉擇，但是行

動之後的結果不一定如想像中的

滿意。有時候你是勝利者，有時

候也可能付出高代價而買回一個

教訓。

其實失敗與成功都具有省思

的價值，若你能將生命的難處、

失望、損失看作是你學習與成長

的機會，你就會變得更有能量。

千萬不要因一次的失敗就

否定未來，也不能因交一次好

運就志得意滿。命理世界是「人

性」的世界，有「因果」，有

「盛衰」。我們都有看不清前

路的時候，這時「信念」和「努

力」，是從逆境中通往順境的兩

大法寶。「禍兮福之所倚，福兮

禍之所伏」、「塞翁失馬，焉知

非福」切記！切記！

在手相學中，每個人

的手指都各具有使命、表

情及性格。其實手指的長

短、外形訴說著一個人財

運的強弱與吉兇。

一、拇指

大拇指在手相學中是非常重

要的，可以看父母、知性、實踐

力、支配力及情感的表達力。它

象徵一個人基本能量的精力水

平。

擁有厚實拇指的人，不會將

錢花在誇大感官享受的事情上，

如：華麗衣服和美食，他們認

為，那是不切實際的。對生活的

要求簡單務實。

平而薄的拇指，性格上與厚

實的正好相反。這樣的人不喜歡

一板一眼的日子，有神經質的特

性。假如拇指又平又短，對於理

財則會有過分謹慎守舊導致優柔

寡斷的傾向。

二、食指

食指在手相學中，通常意味

著支配欲、權力欲與進取心。

食指過長的人，性格比較強

硬。具有企圖心、愛出鋒頭、財

大氣粗，錢賺得多花得也多，

往往很難存錢，所以節制揮霍

的欲望和消費習慣，是根本之

道。

食指筆挺，顯示出極佳的領

導者風範，慷慨大方，沉著冷

靜，平易近人，財運佳。

食指向中指傾斜，暗示此人

可能不值得信賴，他們通常會有

猜疑妒忌、占有欲強、貪婪自私

等特點。

三、中指

中指是四根手指中最長的，

位於五根手指頭的中心，象徵一

個人的命運。

中指明顯比其餘手指長的

人，生活態度非常嚴肅認真，缺

乏生活情趣，理財方面也較謹

慎，中規中矩。

中指明顯過短，往往缺乏耐

性、容易衝動。在金錢的投資打

理態度方面也是傾向於盲從跟進

的態度。假如能獲利純屬幸運。

中指向無名指彎曲的，易受物

質、虛榮的引誘而成為金錢的奴

隸。須自我提醒！

四、無名指

無名指象徵一個人的藝術才

華、人緣和財富。一看到無名

指，往往會令人想到和創作天分

相關的事物，所以手相學家一致

同意認定它主掌人的才華、人緣

和財富。無名指過長，不乏好賭

者，令人頭疼。這樣的人，將錢

視為身外之物，他好賭，不是貪

財，而是追求刺激，加上個性不

服輸所致。無名指過短，則代表

缺乏自信心，往往在投資或理財

方面欠缺膽量。

五、小指

小指掌管著溝通交流。可看

出子孫、感性、表現能力、社交

能力、對性的關心度等等。小指

長的人，具有雄辯之才，語文的

表達能力極佳，個性上很強勢，

工於心計。運用權謀要小心，否

則雖能擁有事業和財富，人緣卻

不見得好。小指短的人，通常在

語言溝通能力較差，不善於與他

人建立親密的關係。在財力方

面，就不易大富大貴。小指彎曲

的人，在運勢或財力方面，通常

較難有成就。

古人相信「天人合一」， 天
象的異常對應著人間的變化，預

兆著人間的禍福。冥冥之中，人

的命運似是天註定，一隻無形的

手在操縱著人的生、老、病、

死。

唐朝開元五年的春天，司天

監向玄宗報告說，日月星辰在天

空形成的天象預示著一場嚴重的

災難。玄宗大為震驚，問：「是

甚麼樣的災難？」司天監答道：

「將會有知名人士三十八人在同

一天無故死亡，今年的新科進

士，正好等於這個數字。」公主

的夫婿李蒙也是其中之一。

玄宗並沒有說明事情的原

委，只是秘密地告誡公主：「每

當遇到大型的遊樂活動或宴會，

你要將夫婿留在家中，萬萬不可

讓他去。」

公主家住在昭國裡，一天江

上舉行大型的音樂活動，樂聲傳

得很遠。當時曲江正漲大水，新

科進士們都集合在江邊，正準備

登上連接在一起的好幾艘船。遠

處傳來的陣陣樂聲，不時地送入

李蒙的耳中。終於，李蒙經不起

這誘惑，從家裡跳過院牆跑了出

來。

他剛上船，船就向江心駛

去。不一會兒，所有的遊船皆消

失在江濤之中，樂師、歌女和船

工死了無數，三十八名進士則無

一生還。

文章來源：《獨異志》

有些人喜歡冒險，如：熱衷

極限運動、不斷挑戰世界高峰等

等。而有些人看似做了冒險的

事，其實不是冒險，而是心中有

信仰，相信善有善報的道理。

滄州有位轎夫田某，母親得

了鼓脹病快不行了。他聽說景和

鎮上一個醫生有奇藥，但距離那

兒有一百多里。天剛亮就狂奔而

去，傍晚就狂奔回來了。 但這

天晚上河水猛漲，船不敢渡。田

某仰天大哭，聲淚俱下。大家雖

然都可憐他，也沒有辦法。這時

一個船夫解開纜繩招呼道：「如

果還有神，還有天理，這人就不

會淹死。我渡你過去。」他奮然

搖櫓，彈指間船已到達東岸。觀

看的人都合掌念誦佛號：「阿彌

陀佛」。

文章來源：《閱微草堂筆記》

上海豫園清芬堂的西牆上，

掛著一塊橫匾，上面寫著「機測

如神」四個字。

來這兒玩的遊客都會好奇這

橫匾指的是誰？現就來說說這塊

匾的來源。

乾隆時期，上海有一個叫沈

衡章的人，擅長拆字，找他測算

吉凶的人絡繹不絕。一天，有一

個罪犯夜間越獄逃跑了，捕役就

去求他占測，占到一個「鸚」字。

沈衡章說：「鸚鵡是會說話

的鳥，舌頭雖然靈巧，但不懂

自我保護，最終還會被人逮住

放在籠中。你看「鳥」字加一

「嬰」，表示羽毛還沒豐滿，怎

麼能夠逃遠呢？犯人現在應該

還沒走遠，趕快追捕還能夠抓

到。」

捕役問現在犯人跑到哪裡去

了，沈衡章隨意抬頭看了一眼，

瞥見一隻麻雀蹲在屋後簷下，

就說：「你可以到後面廁所中去

找。」捕役遵照他的話，果然在

屋後的一廁所中抓到了逃犯。

縣令聽說這件事後，對他很

是佩服，就贈給他這塊橫匾，掛

在人們稱為董事廳的那個地方，

就是當時沈衡章設攤測字之處。

萬般皆是命
半點不由人

船夫渡孝子

沈衡章測字

◎ 文： 婉欣

◎ 文：史然

◎ 文：漢風

◎ 文：網文

失敗與成功都具有省

思的價值，若能將生命的難

處、失望、損失看作是學習

與成長的機會，你就會變得

更有能量⋯⋯

人生的盛衰循環
◎ 文：羅雪紅 圖：Fotolia

由手指長短看財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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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C5看教育Education2019年 5月 30日—6月 5日      第 56期

慣孩子是當今社會常見的現

象，孩子的一些不良習慣往往是

經年累月慣出來的！下面列出慣

孩子的 9 個表現，以及可能帶

來的危害，為家長們參考：

1.特殊待遇

現在的孩子，在家中擁有崇

高的地位。家長在與之互動時提

心吊膽，深怕給孩子帶來任何一

點不愉快的事情。好吃的東西首

先留給孩子吃；家裡所有人生日

都可以不過，但孩子生日必須得

過，而且都要給孩子買禮物，讓

孩子感受到家庭「溫暖」。

長久下來，這樣的孩子容易

以自我為中心，認為自己高高

在上，是所有人心目中的「小太

陽」。時間一長，孩子自然就

會變得自私，缺乏同情心，不會

關心別人。

2.當面袒護

古人言「子不教，父之過。」

很多時候，爸爸在教育孩子的時

候，做媽媽的往往會護著孩子：

「不要管得太嚴了，孩子還小。」

甚至有時候父母管教孩子，

爺爺奶奶還會跳出來袒護：「你

們不能要求太急，孩子大了自然

會好；你們小的時候，還沒有他

做得好呢！」。現在社會充斥許

多的熊孩子，家長從小對孩子的

放縱溺愛是一大關鍵。

孩子受批評時如果總能得到

當面袒護，會加重其叛逆，不服

管教。甚至會明知是錯也要做，

因為總會有人為其撐腰。

3.輕易滿足

孩子從小想要甚麼，父母就

給予是甚麼，有的父母還會給孩

子大量零花錢，這樣孩子的慾望

就更容易滿足了，他們在長大

後，也會難以理解一分耕耘，一

分收穫的道理。

不懂得珍惜，自然就會養成

浪費金錢的不良性格，並且毫無

忍耐和吃苦精神。

4.生活懶散

縱容孩子飲食起居，玩耍學

習沒有規律，想做甚麼就做甚

麼，睡懶覺，不吃飯，白天晃晃

悠悠，晚上看電視到深夜等。

這樣的孩子長大後會缺乏上

進心和好奇心，缺乏思考能力，

做人得過且過，做事心猿意馬，

有始無終。

5.祈求央告

例如邊哄邊求孩子吃飯睡

覺，為了讓孩子把飯吃完，擅自

給予一堆承諾。對孩子而言，家

長越央求他，他越扭捏作態，不

但不能明辨是非，培養不出責任

心和落落大方的性格，而且教育

的威信也喪失殆盡。

6.包辦替代

古人云：「不勞動者不得

食。」但是許多父母卻由於溺愛

孩子，忽視了對孩子的勞動教

育。「我疼都來不及，還忍心讓

孩子勞動？」「叫孩子做事更麻

煩，還不如我幫他做了。」

所以有的孩子到了三四歲還

要餵飯，甚至不會穿衣，五六歲

了也不會幫忙做家事，不懂得勞

動的愉快和幫助父母減輕負擔的

責任。父母這樣包辦下去，必然

失去一個勤勞、善良、富有同情

心的能幹上進的孩子。

7.大驚小怪

本來「初生牛犢不怕虎」，

孩子不怕水、不怕黑、不怕摔

跤，不怕病痛。摔跤以後往往自

己不聲不響爬起來繼續玩。後來

為甚麼有的孩子膽小愛哭了呢？

那往往是父母和祖父母造成

的，孩子有病痛時表現驚慌失

措，深怕孩子跌跤受傷。嬌慣的

最終結果是孩子不讓父母離開一

步。這些孩子就被家長們打下懦

弱的烙印了。

8.剝奪獨立

事事都為孩子打理好，這樣

的孩子會變得膽小無能，喪失自

信，養成依賴心理，還往往成為

「把門虎」。在家裡橫行霸道，

到外面膽小如鼠，造成嚴重性格

缺陷。

9.害怕哭鬧

由於從小遷就孩子，孩子在

不順心時，動輒以哭鬧、不吃飯

來要挾父母。溺愛過度的父母就

只好以哄騙、投降、依從、遷就

的方式，滿足孩子。

因怕孩子哭鬧而對孩子過度

溺愛，會讓孩子變得無情，不知

感恩，在其性格中播下自私、無

情、任性和缺乏自製力的種子。

以上 9 大慣子特徵，相信

每位父母就算沒有做過，也多少

看過、聽過。想讓小孩明事理、

辨是非，一定要盡量避免慣孩

子，以免使孩子養成不良習氣，

貽害終生。

（來源：看中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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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名浩），字浩然，襄州襄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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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譯
早春時節，慵懶地睡著，不

知不覺天已破曉。鳥兒清脆的叫

聲此起彼伏。昨夜在迷濛中似乎

聽到風雨聲，那些奼紫嫣紅的花

兒不知被吹落了多少。

賞析
《春曉》的藝術魅力不在於

華麗的辭藻，不在於奇絕的藝術

手法，而在於它的韻味。整首詩

的風格就像行雲流水一樣平易自

然，然而悠遠深厚，獨臻妙境。

本詩語言平易淺近，自然天

成，一點也看不出人工彫琢的痕

跡。而言淺意濃，景真情真，就

像是從詩人心靈深處流出的一股

泉水，晶瑩透澈，灌注著詩人的

生命，跳動著詩人的脈搏。讀

之，如飲醇醪，不覺自醉。詩人

情與境會，覓得大自然的真趣，

大自然的神髓。「文章本天成，

妙手偶得之」，這是最自然的詩

篇，是天籟。

解釋
盤：盤旋、逶迤。郁：重疊

茂盛的樣子。樓觀：宮殿群裡面

最高的建築。飛：形容建築物之

高，有凌空欲飛之勢。驚：讓人

看了觸目驚心。

「宮殿盤郁」是形容都城裡

面的宮殿，盤旋曲折。

「圖寫禽獸」，宮殿裡面雕

樑畫棟，樑柱檐井、牆壁匾額上

面，畫滿了飛禽走獸；還有用

「青黃赤白赫，黑紅紫綠藍」，

五彩十色繪畫的天仙和神靈，真

是絢麗多彩，目不暇接。這種情

景就是此地講的「畫彩仙靈」。

丙舍是古代王宮中正室兩

旁的別室，後世叫做偏殿、配

殿。古人認為：「亥為天門，巳

為地戶。」亥是十二地支的最後

一位，後面接著又是子時一陽

生，新一輪的生命又開始了，所

以亥主生，為天門。巳是陽盡之

時，巳的後面就是午，午時一陰

生，生命體的負面過程開始了，

所以巳主死，為地戶。「丙舍於

巳」，故凡地戶皆稱丙舍。

地戶就是專與死人打交道的

地方，都稱為丙舍。例如寄柩

所、祠堂、陵園內的房子等等。

因為丙舍不是正房，而是配

房、別室，其門戶自然也都是朝

東西方向開啟的，故稱傍啟。傍

是旁的通假，傍啟就是旁啟。

「甲帳對楹」的意思，是豪

華的幔帳對著高高的楹柱。《漢

武故事》中記載：「武帝以珍寶

為甲帳，其次為乙帳」。漢武

帝的幔帳用珊瑚、寶石翡翠、珍

珠鑲嵌，是第一等的幔帳，故稱

甲帳。

楹是堂屋前部的柱子，此處

指宮殿中的第一排柱子。楹柱上

面通常都掛上木頭鐫刻的對聯，

叫做楹聯，例如光緒皇帝題故宮

後殿的楹聯：修身先謹懍幽獨，

讀書在培養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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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gary, Alberta
Tsinghua Schoo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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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
中英雙語學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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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M卡城清華中英雙語學校 卡城奧數電腦學校
最佳師資團隊 金牌博士講師 名校階梯 - 數理化生電各科競賽

Email 報讀申請： tsinghua.school@yahoo.ca;  coms@olympicmathschool.ca

◆ 1～ 12 年級簡體中文及漢語拼音課程
◆ 英語寫作 / 閱讀 / 演講提高課程
◆ 競賽數學 / 物理 / 化學 / 電腦編程課程
◆ 各科 IB/AP/SAT 和省考預備課程
◆ 美術 / 羽毛球 / 太極課程
◆ 7～ 8 月暑期夏令營課程 北校：週六 9am-3pm, 10951 Hidden Valley Dr. NW 南校：週日 10am-4pm, 12424 Elbow Dr. SW

403-397-8289 / 403-383-6703

校網在線申請 : www.ctcschool.ca www.olympicmathschool.ca

諮詢熱線：
常備輔導教室，每週七天，全年招生。

作者：孟浩然（唐朝詩人）春曉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宮殿盤郁，樓觀飛驚
gōng diàn pán yù lóu guàn fēi jīng

圖寫禽獸，畫彩仙靈
tú   xiě qín shòu huà  cǎi xiān líng

丙舍旁啟，甲帳對楹
bǐng shè páng qǐ jiǎ zhàng duì yíng

父母當警惕！

慣孩子有9種表現

(Fotolia)

詩詞賞析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C6 看婚戀 Marriage / Love / Fiction 第 56期     2019年 5月 30日—6月 5日    

二十天後，寶黛二人又醞釀了一件

大事，來找良玉夫妻三人商量。黛玉說：

「我們想辦個藏書閣，學生不能死讀一

本書，要博覽群書。」良玉說：「那當然

好，可是一下子哪來那麼多書，藏書閣起

碼要有四、五千冊書，才像個樣子。」寶

玉說：「原來大觀園的姐妹們，每人屋裡

都有不少書，現在仍堆在屋裡，把這書聚

攏來，估計也有幾千冊。咱們各房再捐獻

些，實在不夠再買些新的，湊成萬卷書並

不難。」碧華說：「我原來閨房內還有幾

架書，明兒從元帥府搬來，全都捐給咱們

的藏書閣。」良玉說：「蘇州林府，我倒

是也有不少書，可惜運不來。我就買一千

冊書，算我個人贈送的吧，以後再讓林

府添置些新的。還有甚麼事讓我做？」黛

玉說：「為了儉省些，書櫃就用原來舊的

吧，以後若有新書，再添置些新書櫃。對

了，我和寶玉商量，藏書閣就設在大觀園

的秋爽齋，那房子高大，寬敞，明亮。另

外要隨處放些椅子，小書桌，供看書的人

坐。正好那門外有個很大的半圓形涼台，

伸向水中，那台上周圍放一排木椅，坐在

水上看書，簡直是一份享受。」寶玉說：

「現在就缺一個管理圖書的人。」良玉說：

「我來幹吧。」紫鵑說：「那才真叫大材小

用。」良玉苦笑著說：「我算甚麼大才？

真想辭去這個官，在家管管圖書，陪陪愛

妻，多麼愜意！」說著把兩臂放在兩個妻

子的肩頭上。

黛玉笑著說：「當著我們的面，摟

摟抱抱，成何體統！」良玉說：「在外上

朝，端了一天的架子了，到了家裡還不

能放鬆放鬆。」左右望望兩個妻子說：

「有這兩個可愛可敬的妻子，今生願已足

矣！」說著看看寶玉，問：「你有我妹這

樣的妻子，感受如何？」寶玉望著黛玉，

也情不自禁地把手臂搭在她脖子上，說：

「我的這個妻子，可以抵得上普天下的女

子。」良玉接著說：「有了這兩個嬌妻，

天下的女子我不屑一顧。」黛玉說：「別

鬧了，這話若讓丫頭聽到了，傳出去，可

不雅。」良玉說：「誇讚自己的妻子是大

雅。」碧華說：「我忽然想起，還有一件

事要忙。」說著站起來要走。良玉硬是把

她按了下來，說：「我看這一陣子，你們

這三位美麗的小婦人滿腦子都被桌椅板

凳，筆墨紙硯，圖書啊占滿了，心裡哪還

有丈夫的地位。個個都成了忙忙碌碌的管

家婆了。」

良玉望著寶玉，訴苦：「第一天上朝

回來，我匆匆往家趕，原以為她們肯定在

想我，在望眼欲穿，誰知一到家，兩人背

對著我，在燈下忙呢，我站到房中半天，

竟沒人理我。以後的幾天，見到我，沒人

問我累不累，沒人問寒問暖，見了面，就

塞給我一張紙，讓我買這買那。才結婚十

天，就全然不把丈夫放在心裡。」紫鵑和

碧華對望了一眼，兩人噗嗤一聲笑了，碧

華說：「我們可是在做大事，好事啊！」

良玉說：「我知道你們是對的，所以我全

力支持，可是如今事情基本辦妥，為甚麼

還要沒完沒了？」碧華看他真的生氣了，

連忙撫摸著他的肩膀說：「別生氣了，別

委屈了。」紫鵑連忙端了一杯茶，放在他

的嘴邊：「喝點水，消消氣。」寶黛二人

興趣盎然地望著三人。

這時黛玉拉了拉寶玉的手說：「咱們

該走了。」兩人悄悄地走出了房門。良玉

忽然站起來說：「你們二位怎麼不辭而別

了。」寶玉擺擺手說：「不打擾了。」說

著走出了院門。良玉轉身關上房門，把兩

個妻子摟在懷裡，說：「我這幾天常想，

你倆如果真的有一天對我不疼不愛，不

理不睬了，那將是甚麼日子？那真是生

不如死。」說著竟哽咽起來，紫鵑心中一

疼，連忙掏出手帕，替他拭淚，說：「不

會的，你不要胡思亂想，我們三人要相親

相愛一輩子。」碧華也說：「你平日是個

頂天立地的大丈夫，沒想到心裡卻如此脆

弱。是我們冷落了你。我們錯了，原諒我

們吧。從現在起，我們心心念念，全心全

意，全想著你，好嗎？每日你上朝，我們

就倚門而望，你回來，我們倆人就圍著你

轉，好不好？」說得三人都笑了起來。

這日，賈家全家在一起吃飯，寶玉把

籌辦藏書閣的事向眾人說了一遍，全家人

歡呼雀躍。有的說要把自己的書捐出來，

有的說要把自己的錢攢起來去買書。寶玉

說：「太好了！只是現在還缺一人去管理

這些書。林府的大老爺本來要幹這個事，

可是他要教醫學，要當教書先生，就不

能身兼二職了。」停了一會兒，賈政說：

「老夫倒想去試試，不知能否勝任？」寶

玉說：「父親要去，簡直是大材小用，只

是每日上午都要開放，無法離開，你身體

行嗎？」賈政說：「這一陣子粗茶淡飯，

心無旁騖，悠閒快樂，覺得身體比以往倒

健旺了。」黛玉說：「父親如果要去，那

書閣旁邊還有個小房，我在裡面鋪個軟軟

的大炕，放上桌椅，再把原先咱家的一

位清客雲光先生再請來。平曰，您在藏

書閣坐著。無事時，你們倆人可以品品

茶，下下棋，說說話，累了，可以在炕上

躺一躺，再找個小童每日給你們倒茶，送

點心，也順便做做藏書閣中的清潔，可

好？」賈政笑著說：「那簡直是神仙一般

的日子，當然再好不過了。」眾人一聽，

都連聲喊「好！」

（待續）

中醫‧中藥‧針灸‧按摩‧拔罐和耳針

7年卡城中醫師

8年北京中醫藥大學
醫療系學士碩士

23年北京大學第一醫院

冼慧
女中醫師
註冊針灸師
註冊按摩師

#109, 2308 Center Street NE 一週七天：
上午11點∼下午6點 587.352.3152（英、國）info@kt-lucky.com

成功診治 源自30年的積累

一週七天：

主
治

‧ 神經系統疾病（抑鬱焦慮，疼痛麻木，中風後遺症） 

‧ 消化系統    ‧ 婦兒科  ‧ 心血管系統 ‧ 內分泌
‧ 泌尿系統    ‧ 肌肉肌腱問題

曼麗回信

自古以來，有情天地中的男男女女，在面對愛情的到來，婚姻的締結，與婚後
的柴米油鹽時，總有說不完的僑段。如何在其中愛得自在與無傷，愛得充實與圓滿，
讓曼麗夫人陪您一同探討現代男女情感世界中的難題，讓愛的世界增添更多美麗的
傳奇！

男方是我學校教授，已有太太和一名

女兒，但我們依然發生了不應該發生的事

情，我們兩人都很後悔，我也為了不想做

第三者而離開學校，每天用工作麻痺自己

也無法入睡，白天在做銷售晚上跑去兼

職，每天填得滿滿只為了忘了他。直到我

今天終於昏倒醒來在醫院，我體會怎麼做

都忘不掉他，我真的很無助…… 醫生說

我懷孕了。卻不知道該不該跟他說？曾經

快分開時我跟他說就算懷孕也是我一個人

的事。現在卻不知道該怎麼辦了！我可以

一個人照顧這小孩，可是要給他知道嗎？

孩子我一定會生，但我應該剝奪他當爸爸

的權利嗎？孩子出生後可以沒有爸爸嗎？

善良的你選擇離開學校、離開他，這

是理性的抉擇，忙碌加上時間是會讓人慢

慢淡忘。然而體力的過度透支導致昏倒的

結果，可見你想忘的決心與忘不掉的癡情

已成正比。從古至今「情」字向來都是外

人無法評斷與理解的。要捨棄一段難忘的

戀情絕對需要走過一段痛苦的過渡期。

很不幸的，懷孕已成了這個事件強力

的未爆彈，從此引伸出系列重大影響：影

響你的工作、身體，影響你將來的婚姻，

更影響孩子的一生。如果你已經過深思熟

慮，也拒絕未來新的戀情，決意要留下孩

子的話，你要考慮的事情就更複雜了。

你的茫然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很多事

讓你一個人去承擔和面對確實是不公平。

雖然你是如此善意一味的為他設想，你可

以為了滿足自己眼前的感情和心理需求默

默忍受，將對教授的這份愛戀深藏在內

心，或是珍藏一輩子；就算你願意把所有

苦果自己吞下，畢竟這也是他的孩子，不

是你一個人獨有。你是否想過只憑你自己

的經濟能力能夠獨力撫養孩子長大成人？

你將如何給孩子生命中重要的父愛好讓他

的人格得以正常發展？你又將如何給孩子

一個完整幸福的家庭？……這些都是要從

長計議的。

所以為孩子著想的話，你有甚麼理由

不讓這位當事人的教授知道兩人做了不應

該發生的事情後的結果？難道他不應該在

你最需要協助的時候為妳跟孩子做些甚麼

嗎？如今你面對的不再只是你個人的感受

問題，是另一個需要你撫育長大獨立生命

的一生。非婚生子女的一生不好過，就算

你不理會社會評斷你自私、忽視種種無情

的指責，試問一個欠缺周全考慮的你有甚

麼資格說你愛你的孩子？又如何成為一位

稱職的母親？

面對新生命的生養教育，是父母雙方

共同的責任，任何一方都不能找藉口或是

理由搪塞逃避。此刻孤獨無助的你正陷入

困境，對未來沒有信心也不能保證有足夠

能力生養這個孩子，或許你可以接受別人

建議把孩子送人領養，那麼孩子可能會得

到更好的照顧，也不影響你跟教授未來的

生活。只是你放得下嗎？你做得到嗎？

事情既然已經發生，且是一段孽緣，

你需要堅強的毅力面對未來種種難關和挑

戰，盡量設法彌補錯誤並將傷害減到最

低。如果沒有孩子的牽絆和困擾或者要把

孩子送人領養的話，大可把過去的一切留

在心底，若是決定自己照顧孩子，建議你

跟孩子的父親好好討論這個問題，別讓自

己陷入進退維谷的困境中，孩子的父親有

義務參與抉擇並負起應負的責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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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新生命的生養教育，是父
母雙方共同的責任，任何一方都不能找
藉口或是理由搪塞逃避。你需要堅強的
毅力面對未來種種難關和挑戰，盡量設
法彌補錯誤並將傷害減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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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二回

上

◎ 文：黃靚  畫：清・孫溫

三美籌辦學堂 二玉義分家產（二）

讀者來信

黛玉後傳

該告訴孩子
的爸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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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據 RE/MAX 最新發布的

報告，加拿大人在選購房產時，最注重社

區環境中的生活質量因素。據調查，約有

89% 的加拿大人會向他人推薦自己所在

的社區。

60% 的加拿大人將購物方便、靠近

餐館和綠地作為購房首要考慮因素。然而

靠近公共交通，上班方便，靠近偏好的學

校、文化和社區中心，這些竟不在前五個

考慮因素之內。

加拿大人一般有超過三分之二的時

間待在自己的社區。與 Z 世代（1990 年

代後期 -2000 年後出生的人），千禧代

（1980-1990 年代出生的人）和 X 世代

（1966-1980 年間出生的人）加拿大人相

比，嬰兒潮一代（1945-1965 年出生的

人）的這一比率更高。

雖然價格和價值始終是買家的首要考

慮因素，但業內人士表示，其他一些方面

的因素也至關重要，因為家不僅僅是居住

的地方。這些因素包括：

就業機會、公共交通條件、綠地和公

園、購物便利性、經濟發展前景、人口增

長、學校教學質量、住房供應、住房負

擔、醫療設施、自行車道 / 步行道等。

在加拿大城市中 , 卡爾加里宜居性排

名靠前，就業機會、人口增長、住房供

應、住房負擔、公園 / 綠地、自行車道

/ 步行道等條件都不錯。Confederation

和 Nose Hill 公園都是非常棒的公園。

Inglewood,Hillhurst 和 Charleswood 是

該市宜居性排名靠前的社區。

多倫多市總體宜居性不錯。在綠色空

間和公園方面排名中等；市內大小商店林

立，購物方便；該市人口增長較快，醫療

設施完善。最容易進入綠地 / 公園的社區

是 Rosedale、Leaside 和 The Beaches，
當然這裡房價也是最貴的。多倫多實惠的

社區包括：斯卡伯勒、東約克的部分地區

的社區。

溫哥華的總體宜居性好。它在公共

交通的可用性方面排名很高，其中空

中列車和公共汽車系統發達；其購物

便利性、人口增長、住房供應排名中

等。Main、West End 和 Kerrisdale 是

溫哥華三大全方位宜居社區；Mount 
Pleasant、Downtown-Vancouver West
和 Renfrew-Collingwood 社區是最實惠

的選擇。

【看中國訊】卡城市議會批准了一個

28 層商住樓建設項目，擬建地址位於

17Ave 和 14Street SW 交叉口附近。

擬建的大樓，將包括 600 套住房，

在最下面兩層有很多商店和一個食品店。

週一（5 月 27 日），市長 Nenshi 在
聽取開發商的項目介紹後，表示：「這

是一個重要的地段，不要搞砸了。這裡

是 Beltline 社區和市中心的出入門戶。

14Street 和 17Avenue 兩條重要交通幹線

在這裡交匯。」

該項目建設前，要拆除位於十字路口

西北角的那棟藍色屋頂建築，那座樓房建

於 1966 年，列入了歷史遺產評估名錄，

但一直未獲得資金支持修繕。

「這是一個可愛的建築，很美的中世

紀風格，但與此同時，我認為大多數卡爾

加里人都不會認識到那裡有一座很棒的建

築，因為前面的外牆很簡單，並不太好

看，」Nenshi 說，「我希望取而代之的大

廈將成為這座城市的建築瑰寶。」

【看中國訊】卡城市政府已於上週寄

出住宅和非住宅物業的房地產稅賬單，很

多業主已經收到。

如果您在 6 月的第一週還沒有收到

房產稅賬單通知，請查詢 calgary.ca/
propertytax 或致電 311。

賬單付款截止期為 6 月 28 日（星期

五），業主可以在大多數金融機構付款。

如到 7 月 1 日還未繳納稅款，將被徵收

7% 的滯納金，對 12 月 31 日以後仍未繳

的部分，將在每月的第一天追加 1% 的滯

納金。

需要注意的是，6 月 28 日的截止

日期不適用於通過該市的分期付款計

畫（Tax Instalment Payment Plan, 簡稱

TIPP）按月繳納房產稅的人。您可以隨

時訪問 calgary.ca/TIPP 或致電 311 加入

TIPP。

加人購房 看重宜居性

(Fotolia)

市中心擬建

28層商住樓

要求6月28日前付款
市政已寄出物業稅賬單

卡城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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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乾花花藝有配色或是設計想法的

朋友，可以試著自己動手做屬於自己的

乾花花束，對於將鮮花處理成乾花的方

式，有以下五種方法。

傳統吊掛法

將花束整個倒吊，放置於陰涼通風

處，這是最傳統也是最簡單的方式，通

常需等待一到兩週的時間完成，然而，

這樣的方法無法保留住花朵最美麗的顏

色。要快速讓花束乾燥，可採用電風扇

吹，讓乾燥時間縮短。擔心乾燥度不夠

或花束發霉，可採用分束吊掛。玫瑰

花、薰衣草、紫羅蘭很適用於此種乾燥

方法。

水插乾燥法

讓花在水分極少的花器中，藉由水

分不斷蒸發來乾燥。乾燥時間與吊掛法

時間相同，需要較久的等待時間。此

外，如果所選的植物是那種容易彎曲

的，在乾燥過程若容易折斷的，就不建

議選用此方法。繡毬花與滿天星很適合

此種乾燥法，在水分蒸發過程中，同時

也是室內擺設之一。

乾燥劑乾燥法

這樣的方式比較不天

然，但仍有人採用，將花

放置於有乾燥劑的密封容

器中，讓乾燥劑將花全部埋住，此法可

以讓花保留原本色彩。然而，用此方式

乾燥完成的花必須不能與空氣接觸，不

然花的顏色會褪色。對於水分較多，不

適合風乾的花也可採用此方式乾燥。乾

燥劑可採用生石灰、甘油來完成。

壓花法

孩子們最常用此方式將樹葉或是花

瓣放入餐巾紙內，再拿出書本重壓就

可輕鬆完成。這樣

做好的乾花瓣，還

可以進一步做成乾

花蠟燭或是乾花相

框。在五種乾燥法

中，這是等待時間

最久的方法。

微波爐乾燥法

這是一種能在短時間完成乾燥的方

法。將花倒立放入裝滿鹽巴的碗裡，再

放入微波爐裡，用解凍模式來完成乾燥

動作，可在短時間內將花的水分去除，

但乾燥後的花較顯得沒有生氣。

乾花可以做花束花盒也可以做瓶插

花，用處很多，而且觀賞時間長，製作

起來簡單，那麼哪些鮮花比較適合製作

乾花呢？

1.玫瑰

最常見的玫瑰花，是非常適合做乾

花的材料。用玫瑰製作乾花時，要選擇

半盛開的花朵，全部盛開的或沒有盛開

的花朵，都會影響乾花的質量。之後用

繩子綁住玫瑰花的花杆，倒置懸掛，晾

乾即可。

2. 補血草

說起補血草

你可能不熟悉，

要說「勿忘我」，

你肯定就知道它

是啥了。和滿天

星一樣，補血草

的花朵含水量也

很少，是一種特

別適合製作成乾花的鮮花，觀賞期相當

長。

3.帝王花

價格不菲的帝王花，要是開幾天就

敗了，那真是太遺憾了。好在帝王花也

是非常適合做成乾花的材料，它的花朵

質地較硬，花杆也比較粗壯，只需要插

在花瓶里它便能慢慢變成乾花。

4.尤加利

尤加利是花店最常用的葉材，味美

價廉，還有淡淡的清香味，製作乾花時

和玫瑰一樣，直接懸掛起來即可。做成

乾花的尤加利直接插在花瓶里，文藝氣

息相當濃厚。

5. 滿天星

滿天星的花

朵非常輕盈，而

且含水量很低，

在做乾花的時

候，直接插在無

水花瓶里晾乾即

可。

6. 千日紅

千日紅之所以得名千日紅，就是因

為它的花幹了之後，顏色經久不變，觀

賞價值非常高。如果你想做乾花，一定

不要忘了千日紅。

7. 金槌花

金槌花一般

都叫它黃金球，

經常用作新娘手

捧花里的配花，

也是常見的乾燥

花。因為金槌花

花杆比較瘦弱，

所以大家在用它

乾花時也需要懸

掛晾乾的哦。

◎文：黃詩錚

近幾年在婚宴場所或是餐廳及咖啡廳裡頭，經常可

以看到用乾花來布置環境，營造溫柔又浪漫的氛圍。

自己動手製作乾花 
裝點不一樣的生活

簡單又漂亮的

乾花，讓生活

充滿生機。

微波爐乾燥法

是短時間完成

乾燥的方法。

乾花好像有著復古又溫柔的表情，

總能深深的吸引著人們。另外，也因為

乾花可以不受時間影響，長時間保持美

好的狀態。於是，越來越多的人在送花

的時候，會選擇送乾花，而不是昂貴的

新鮮花束，希望象徵祝福的花束能夠永

久延續下去。至於乾花的製品，呈現出

的樣貌也更加多元，可以是捧花，可以

製作成書籤，還可以壓入各式家飾、家

具等，有幾年特別流行在桌面上或是櫥

櫃表層壓入乾花作為裝飾。

花朵乾燥完成後，即可用於各種花

藝設計，除了花束外，也可製作捧花、

聖誕花圈、辦公桌上花盆等。簡單又漂

亮的乾花，讓生活充滿生機。《看中國》

的讀者們，您不妨也動手試試，製作自

己喜歡的乾花花飾。

適合做乾花的7種花

整版圖片：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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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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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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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ve. NE

27 ST N
E

29 ST N
E

Barlow
 Trail N

E

36 ST N
E

N

新鮮櫻桃Fresh Cherries

$     .99/ 磅0

Mango

Raspberries

芒果

$         .00/ 箱10

覆盆子

$         .00/ 箱10

5月 29日特價商品

Iced Tea 冰茶

$     .00 / 箱5（1.75L×6）

頁面，即時更新，敬請查詢

本週特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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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2019年 5月 27日～ 6月 9日

七天營業

早9：00～晚 9：00

芭 莎

免費註冊會員 , 享受更多優惠 !

MAP
bashafoods.ca

Prices in effect  May 27-Jun 9,2019

清真新鮮雞全翼

國 際 食 品 超 市

清真新鮮雞全翼清真新鮮雞全翼

購物有

花費滿 $250

2L 橄欖油

FREE
Olive oil

免費獲得

禮

限時優惠 清真新鮮雞全翼清真新鮮雞全翼

橄欖油

FREE
Olive oil

免費獲得

限時優惠

齋 月 快 樂

清真新鮮雞全翼清真新鮮雞全翼 每日推出特價商品，請查詢我們的臉書頁面

Be the fi rst to know about our deals of the week.
Follow us on FACEBOOK!

清真新鮮雞全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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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芭 莎 國 際 食 品 超 市

清真新鮮

牛肉腸
散裝

連骨

清真新鮮羊肉

清真新鮮羊腱 西冷尖牛排 清真新鮮雞腿肉清真新鮮羊肉串
去骨，去皮

清真新鮮

雞大腿
連骨

清真新鮮

紐約牛排
清真新鮮

牛絞肉
特瘦

清真
新鮮

端午食俗
◎ 文：斯玟　圖：Fotolia

端午佳節即將到來，和家人一起包粽、吃粽，

保健養生，祈求端午平安。

 粽子
 內餡選料

文│美里

一樣是粽子，餡料相

同，用心不同，滋味

就不相同。

美味秘訣

端午節吃黃

魚是江浙一

帶的風俗。

 端午食粽源起
戰國時代楚國愛國詩人屈

原，因楚王聽信小人讒言而遭放

逐，因見國勢日敗，故作〈離騷〉

以表忠貞。據載，屈原曾與漁父

問答對話成文：「安能以身之察

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

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

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屈原不忍國破蒼生流離失

所，悲憤難已，終抱石投汩羅江

殉國自盡。百姓為感懷他的愛國

情操而划船驅散魚群，傾投粽子

以誘開魚群，只祈求魚群勿食毀

屈原的屍體，是日剛巧為五月五

日驅邪避疾的端午節，遂演變成

今日端午節的划龍舟競賽，及吃

粽子的食俗。

 南北粽子的特色
古時候粽子稱為角黍，是一

種用菰葉（茭白葉）包裹黍米的

食物，最初是用於祭拜神明與祖

先，到了晉朝被正式定為端午節

食品。

看起來長得很像的粽子，不

管是在粽葉、餡料或是包法上，

其實學問大有不同。基本以南北

粽區別，在南方以嘉興、寧波、

蘇州、上海的粽子最為有名，餡

料多以豆沙、棗泥、鮮肉、火腿

等為主。在北方，餡料多為棗或

各種肉脯，而且北方包裹粽子

的材料多以蘆葦葉為主，葉片

細長，包裹時需二、三片重疊使

用，因此粽子的大小差異較大；

南方則一般使用竹葉或箬竹葉。

 端午袪病祈福食俗
端午節也講究食療養生、驅

毒辟瘟、增強運勢。

部分地區端午節的傳統菜

餚帶有「五」字以應「重五」之

「五」，同時符合陰陽五行相生

的特色。中國江南，尤其是江浙

一帶過端午吃「五黃」成俗。杭

州人的「五黃」是黃鱔、黃魚、

黃瓜、鹹鴨蛋黃和雄黃酒；寧

波人餐桌上的「五黃」指的是黃

魚、黃鱔、鹹鴨蛋黃和黃豆、黃

梅。「五黃」的食療性質，多具

有排毒或解毒的功能。

此外，端午吃粽子，糯米不

易消化，應避免過量增加腸胃負

擔。芒種時節，消化功能也較

弱，建議多吃生津止渴的食物來

緩解。

 包出家的味道
早年在大部分家庭，端午節

包粽子是一年一度的重頭戲。端

午前幾天，家家戶戶忙著清洗晾

乾粽葉，家中充斥粽葉香。還有

豐富的粽子餡料，都是媽媽的愛

心，一點一滴地被包進粽子裡。

包粽子絕不是一件輕鬆事，

為了讓家人享受更美味的粽子，

婆婆媽媽們忍受著夏天的炎熱，

吃力地翻炒糯米、餡料，還要承

擔包粽子的體力活兒，顧爐火蒸

煮粽子的耐力活兒，多少辛苦與

汗水才能成就糯米和著粽葉的清

香 ── 幸福的家鄉味。趁著過

節，不妨全家一起包粽子，讓幸

福的家鄉味飄香長長久久。

乾料
粽餡中的海味乾貨負責提供鮮

味與香氣。在把香菇浸泡回軟

前，首先須清洗乾淨，再用冷

水浸泡軟化。海味如：蝦米、

乾魷魚無需浸泡以免流失本身

的鮮味及鹹味。

 Tip1

豆類
綠豆、 紅豆為粽餡提供不同風
味，帶殼綠豆多用於鹹粽，口

感愈嚼愈香；去殼綠豆仁作甜

粽餡，清香順口；紅豆沙的香

甜與糯米軟糯口感融合一體，

令人回味無窮。

 Tip4

蛋類
民間俗話：要吃鹹蛋粽，才把

寒意送。醃製後的鴨蛋香嫩可

口，同時也具有清肺、除熱功

效，正是夏日佐餐佳品。蛋黃

剖半可以利用棉線切割，比較

完整不碎裂。

 Tip3

肉類
粽餡用肉，帶點油脂的五花

肉，口感較好。豬肉清洗擦乾

水分，切好適合包在粽子內的

大小；以紹興酒調製醃料，將

肉先醃入味在炒製餡料，以肉

香增添風味。

 Tip2

全家一起包

粽子，享受

粽香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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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理解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事實上，世界上許多最健康

的食物中都有含有大量的碳水化

合物。本文將澄清對碳水化合物

食物的一些概念。

碳水化合物 
並不會使人增加體重

有些人認為，碳水化合物能

夠導致肥胖，因為它們能提高人

體胰島素的水準，從而導致人體

脂肪過於儲存，因此認為碳水化

合物是導致肥胖的主要原因，換

句話說，無論總熱量多少，只要

是碳水化合物就會導致肥胖。

但事實是：（1）絕大多數的

科學證據都否定這一假設；（2）
某些印第安群體，如：馬薩斯

（Massas）、基達文（Kitavans）
和塔拉胡馬拉（Tarahumara）
人，以及 20 世紀前工業化的泰

國、臺灣和亞洲的其他國家等，

他們都是在高碳水化合物飲食的

歷史中興旺起來的；（3）早期

人類一直都是在以碳水化合物為

主食。所以對碳水化合物不能一

概而論。

只有少數人對麩質過敏

麩質蛋白（麩質、麵筋）

是在小麥、大麥和其他穀物中發

現的一種蛋白質，大多數人是可

我們所說的含碳水

化合物的食物是指全穀、

全麥、豆類、薯類等。應

不應該吃這類食物是目

前營養領域爭論最激烈

的話題之一，正如以前

的脂肪一樣，碳水化合

物現在被認為是造成體

重增加、心臟病和各種

其他身體問題的原因。

圾食品還是垃圾食品！

纖維是最好的碳水化合物

幾乎所有專家都同意的一點

是，吃纖維有益於健康。現已發

現，可溶性纖維特別有益於心臟

健康和體重控制。在高碳水化合

物食物，如：豆類、土豆（馬鈴

薯）和燕麥中所發現的黏稠的可

溶性纖維，有助於減緩消化，能

夠延長消化和吸收營養所需的時

間，所以能夠延長飽腹感持續時

間和降低食慾。纖維也能夠減少

心臟和其他器官周圍的脂肪。

有趣的是，幾乎所有的膳食

纖維都是由碳水化合物組成的，

我們只是沒有酶來消化它們。

腸道有益細菌依靠 
碳水化合物獲取能量

腸道細菌對健康的作用是一

個暫新的和令人興奮的科學領

域。現在人體內的細菌被分成

「好」和「壞」二種，這二種細

菌之間的平衡，影響著人類的健

康與否（從身體到心理）。「好」

細菌需要碳水化合物作為它們的

能量，事實證明，可溶性纖維似

乎是好細菌最重要的營養養分。

可溶性纖維的最佳來源是豆類和

燕麥。

豆類是真正的 
「超級食物」

豆類是可食用的植物種子，

包括：豌豆、鷹嘴豆、扁豆和花

生等，它們是天生的高碳水化合

物，這意味著它們經常被排除在

低碳水化合物飲食模式之外。然

而，在營養上，豆類是非常獨特

的，它們是少數幾種富含蛋白質

和纖維的食物，同時它們也富含

以消化這種蛋白的，只有少部分

人在食入這種蛋白後，可能會產

生乳糜瀉和其他類型的自身免疫

疾病，所以無麩質食物只對這些

人有益。當然，無麩質飲食對非

乳糜瀉或小麥不耐受的人也可能

是有益的。

但是，即使我們將所有這些

條件組合在一起，科學文獻也表

明，87 ～ 99% 的人應該對麩質

的消化是沒有任何問題的，而且

其證據的權重傾向於 99%。最

新的臨床試驗甚至發現，在 59
個自我報告對麩質蛋白敏感的參

與者中，只有 3 個對麩質蛋白

有反應。

儘管如此，許多人還是選擇

無麩質食物。但有一點要注意，

自然無麩質的食物可以是健康

的，而加工的無麩質食物則是不

健康的。無論是否含有麩質，垃

維生素和礦物質，是營養最豐富

的食物之一。

與其他高蛋白質食物，如：

肉類和乳製品相比，豆類的生產

和包裝也非常便宜，所以豆類是

營養成本比最高的食物。

碳水化合物 
不會造成腦損傷

精製穀物能夠引起大腦的

炎症反應，但全穀物中含有

大量的鎂和纖維，能夠減少

炎症。事實上，對地中海飲

食的研究表明，多吃全穀物

能夠減慢與年齡相關的精神

下降和降低阿爾茨海默病的

風險。

最近的一項綜述文章總結

了 323 項以往有關阿爾茨海

默病因的研究，沒有一篇提

及穀物或麩質蛋白。

世界上最長壽的居民 
吃大量的碳水化合物

世界上一些明顯的長壽地

區為我們提供了一些飲食模

式，如：日本的沖繩島，擁有

世界上最多的百歲人以上的

老人，他們的飲食中，包括：

非常多的紅薯、綠色蔬菜和

豆類。在 1950 年之前，高達

69% 的熱量攝入來自甘薯。

另一個長壽的人口居住在

希臘伊卡里亞（Ikaria）島，每

3 個人中，就有將近 1 個人活

到 90 歲，他們都是吃豐富的豆

類、土豆（馬鈴薯）和麵包。

還有其他幾個長壽地區也都有

類似的飲食特性，表明碳水化

合物不會對人造成問題。

本文最主要提倡的信息是：

富含碳水化合物的全穀物是最

健康的。

◎  編譯：高新宇 飲食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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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我們經常掛在嘴邊的一

句話是「你不理財，財不理你」，事實

上，這句話容易形成誤導，因為在現實生

活中的確許多人根本「無財可理」。所

以，平時不要總是被人忽悠，去買一些關

於理財的書籍，夢想哪一天能夠靠這些書

籍來實現財務自由。

人不能一門心思想著如何理財，但是

要對自己當前的收入狀況、儲蓄狀況以及

未來目標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同時規劃

好自己的人生。因為，人的一生中誰也逃

脫不掉生、老、病、死，大部分人一生中

都要面臨「子女教育、買房、養老」這三

件大事。

資產與負債

簡單的說，資產就是你花錢買了一個

東西，這個東西對你有用，未來有可能為

你換來更多的錢，即資產是未來能夠往你

的口袋裡送錢的東西。（註：如果錢花完

之後沒有給未來留下甚麼東西，這筆錢叫

做「費用」）

何謂負債呢？相對資產而言，負債是

從你的口袋中往外掏錢的東西。

家庭的「資產負債表」

一個家庭需要編製「資產負債表」，

只是這個資產負債表最好放在心裏，不需

要擺在桌面上，畢竟家庭不需要用每年做

財務報表來應付上級檢查。

家庭資產負債表中的資產部分包括現

金、存款等流動資產，也包括股票、房產

等一些非流動資產。

有一類資產卻被長期忽視，我們姑且

把這類資產叫做「表外資產」，如家庭核

心成員的受教育水平（受教育水平越高，

未來家庭財富上升的潛力越大）、家庭核

心成員的社會資源豐富度等。

同理，家庭負債不僅包括私人借款、

融資融券、信用卡消費，也包括房貸、車

貸等。正如資產有表外資產，負債同樣有

「表外負債」，「表外負債」包括欠別人的

人情、未來突發事件、未來家庭成員有可

能發生的重大疾病等。

總之，家庭的「資產負債表」中包含

一些隱性的資產與負債，有些時候隱性的

資產與負債對於人生的影響，比顯性的資

產或負債的作用更加大。

家庭資產負債表的關鍵內容

眾所周知：淨資產 = 總資產 - 負
債，那麼在家庭內部編製的資產負債表，

需要注意哪些關鍵內容呢？

其一、有時候「總資產」比「淨資產」

更重要。

如果能夠控制風險的情況下，當然是

總資產越多越好；只要能夠把事情辦成

功，自然收益大於成本，誰還管你手中的

錢是借的，還是自己的呢？所以，有時候

我們不要害怕負債。不承擔債務的確是好

事，但是沒有付出哪裡有收穫，不承擔責

任哪裡會有成就，如果對於債務一味逃避

的話，最終只會走到人生破產的盡頭。

其二、關注家庭「顯性資產」，更要

關注「隱性資產」。

顯性資產即資產負債表中的流動資產

與非流動資產，隱性資產即大家不太關注

的「表外資產」。如果一個家庭中隱性資

產很豐富，同時能夠最大限度的規避隱性

負債的話，我們可以認為這種家庭的淨資

產比我們想像的要多得多，這對於顯性資

產的增值幫助也很大。

其三、每個家庭承擔的使命不同。

有一類家庭已經積累了很多的資產，

這類家庭就應該以資產保值，資產的家族

傳承為主 ; 有的家庭是新婚家庭，小兩口

都剛剛走向工作崗位，收入也不高，這類

家庭需要做的是迅速做大家庭資產負債

表的「蛋糕」，而不是滿腦子想著如何理

財 ; 有的家庭，已經人到中年，奮鬥動力

不足，事業的上限也到了，儘管家庭淨資

產為正（即總資產大於負債），但是淨資

產的數額並不大，這類人就需要詳細做好

家庭理財規劃，同時關注「隱性負債」，

因為如果哪一天隱性負債不幸成為現實，

家庭就會遭遇很大的財務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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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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資產與負債？
關注家庭的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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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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6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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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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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
 $1.99 /lb

自由放養雞蛋

   Free-range Brown Eggs

自由放養，心情舒暢，

雞蛋更具營養！

牛仔骨
   Beef Short Ribs

was 原價$7.99/lb
Now 特價 $5.99 /lb

was 原價$2.99/lb
Now 特價 $1.29 /lb

新鮮豬蹄
Pork Feet

was 原價$12.00 / 30 

Now 特價 $9.00 /30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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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大街丁香節
卡爾加里每年一度的丁香節活動，以

10 點鐘的盛大遊行作為開始。遊行路線

沿著第 4 大街，從西南第 25 大道開端，

到西南第 13 大道終止。

活動中遊客可以觀看各種天分的藝術

家表演，享受街頭美食，並在零售商販處

購買特色商品。

時間：週日，6 月 2 日上午 10 點～

下午 6 點

網址：lilacfestival.net

泥巴建築

這是玩泥巴建築、泥巴廚房、泥巴花

園和泥巴藝術等等的活動，重點是，無需

您來清理。

時間：週五，5 月 31 日上午 10 點～

12 點

地點：Varsity Community Associa-
tion

地址：4303 Varsity Drive NW
網站：getoutsideandplay.ca/

week2019-events

瘋狂科學積木橋樑培訓班

Mad Science® Bixology with 
Lego® 由卡城圖書館主辦。孩子們可以

和土木工程師一道修建和測試不同的橋樑

設計，學習加強結構和形狀以搭建最強

的橋樑。適合 6 ～ 12 歲的孩子，空間有

限。訪問卡城圖書館網站註冊。

時間：週日，6 月 2 日下午 1 點～ 2
點

地點：卡城中央圖書館

地址：800, 3 Street SE
網址：calgarylibrary.ca

激情廣場舞

廣場舞是隨著音樂踏步！

免費參加，無需舞伴。有經驗的人會

教您基本的現代西方廣場舞舞步。了解更

多信息請訪問網站。

時間：6 月 4 日、11 日、18 日和 25
日，晚 6 點半～ 7 點半

地點：Winston Heights Community
地址：520, 27 Avenue NE
網址：squaredancecalgary.com

RAY'S
4
LE$$

取暖爐

Raymond

安裝及維修

冷暖空調服務

省錢 省錢 省錢

熱情服務 值得信賴

空調系統
熱水器
加濕器

含
保
險

服務卡城

十年！

周生(粵 / 英語 )

587-888-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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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氏中醫推拿保健中心

頸、肩、胸、腰疼痛？肌體麻木？

歡迎到本中心諮詢體驗。

本中心誠聘有 2200 小時資格、英語流利、
技術嫻熟的按摩師，待遇優厚

見效快
接受公司

保險
中醫傳統獨特拉筋推拿

經絡踩推

深層肌肉推油按摩

足底按摩

結合楊氏祖傳方藥薰蒸、外敷。

中國到卡爾加里

廣州倉庫免費代收、打包

www.jdlshipping.com
info@jdlshipping.com

海運拼箱 空運 雙清關代進口整箱

587-999-1988

有病痛？ 找卡城老中醫！

人治療後
好評。

36 年中 加 兩 地
行醫經驗；

兩萬

亞省中醫師公會中醫師
亞省註冊針灸師
弓河康復中心 /MC 針灸所長

趙明才
Michael Zhao

電話：403-252-8950 
地址：44, 180- 94 Ave. SE 

城南診所：
MC 針灸
市中心：
弓河康復中心

電話：403-255-5288 
地址：#116, 738- 3Ave. SW 

文件公證

403-455-2151（英）

216 30 Country Hills Landing NW

Madan@gsdlawgroup.ca

無需預約 取價公道

GSD 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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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公證

403-455-2151（英）

216 30 Country Hills Landing NW

Madan@gsdlawgroup.ca

無需預約 取價公道

GSD 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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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6 Centre St. NE, Calgary 

16 Ave. NE

12 Ave. NE

7 Ave. NE

C
enter S

t. N

E
dm

onton Trail N
E

Memorial Dr. NW

惠食街

王子島

Downtown

七天營業·上午十一時至凌晨
一時·每晚九時後打冷、宵夜

（403）276-3288   

城獨
一家

注：所有特價菜，必須同時惠顧一
款正價菜，飯、面除外。
圖片僅供參考，以店內實物為準。

★

Open 7 days / week  
11 am ~ 1 am (morning)

Note: All special dishes must be accompanied by 
a regular price dish, except for rice and noodles.

The picture is for reference only, the actual dish 
may differ in the restaurant.

惠 食 街 K&B Noodle House
(Chinese & Vietnamese Cuisine)

啫啫薑蔥黃鱔煲  $2999

 Eel with House Special Sauce  Casserole

薑蔥霸王雞  $999

Occupied King chicken

口水雞 $999

Steamed chicken with chili sauce

Braised beef feet

Phǒ Beef   Noodle Soup（Large）

Steamed Fish House Special Fish Soup with Rice Noodle

Royal Chicken

Oxtail Casserole

乾燒大蝦  $999

南乳/紅燒豬手
Braised Pork Hock

 $999

Dry-Braised Shelled Shrimps

牛尾煲
Oxtail Casserole

 $1699

家鄉黃鱔飯  $2999

Country Style Eel Fried Rice

秘製冬菇支竹鵝乸煲 $2399

Chinese Artichoke mushroom geese Casserole

東坡肉
Dongpo pork

 $999

名
廚
推
薦

卡
城獨
一家

$16.99

純魚骨熬製
原汁鮮味

極
品
補
鈣
魚
湯
米
線

秘
製
貴
妃
雞

正
宗
越
南
牛
肉
粉

牛

尾

煲

紅

燒

牛

蹄

清
蒸
老
虎
斑

$23.99

$9.99

$13.99

$9.99

$16.99

全
日
提
供
正
宗
越
南
餐

每
日
午
市
粥
粉
面
飯
特
價

Braised beef feet $1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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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