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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出入境新規6月開始實施 影響哪些人？A3 Amended Bill C-21 come into effect in June: Who 
are affected? 

B4 瓊瑤發文悼念夫婿 婚戀往事惹爭議
Taiwan romance novelist Chiung Yao' 
husband dies at 92

C2 羊城廣州 仙人賜穀永無飢荒
City of Rams: The Tale of Canton

1989年「六四」事件
發生至今已30週年，以
美國政府為首，今年全球

各國的紀念活動尤為隆

重和高調。分析人士猜

測，繼中美貿易戰、科技

戰等戰術之後，美國政府

或再啟動遏制北京的新

戰線「人權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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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林佳綜合報導

美國聲勢浩大

在 5 月 30 日美國國務院例

行記者會上，發言人摩根．奧特

加斯將「六四」事件稱為「大屠

殺」，一改之前美國政府溫和的

語氣，引發多方關注。

6 月 3 日美國國務卿麥克．

蓬佩奧發表了近 430 個詞的聲

明，對中國人民「英雄般的抗議

運動」表達敬意，並譴責共產黨

領導人暴力鎮壓和平示威。蓬佩

全球高調紀念 

奧還說，美國對中國未能因為融

入國際體系而走向更加開放和寬

容而失望。值得注意的是，蓬佩

奧去年關於「六四」的陳述，只

有簡短的 4 行字，表達對無辜

生命死難的遺憾。而前一任國

務卿雷克斯．蒂勒森在「六四」

28 週年時所做的陳述更簡至 3
行字。

蓬佩奧今年的聲明，在一定

程度上否定了西方社會過去的期

望，即北京政權會因經濟發展而

自動走向民主。同時，蓬佩奧

把「六四」運動與柏林牆的倒塌

以及東歐共產主義的垮臺聯繫起

來，以往的美國政府正式的官方

文件中很少有這樣明確的提法。

另外在國務院正式陳述中提及信

仰被迫害問題，亦屬前所未有。

6 月 4 日美國國會在國會山

舉行題為《天安門 30 年》的聽證

會，兩黨的議員一致通過了譴責

六四屠殺的決議。眾議院議長佩

洛西還參加了當日由 15 家非政

府人權組織在國會山西草坪聯合

舉辦的「六四」30 週年紀念大

型集會。後在接受《美國之音》

採訪時，佩洛西提及，川普總統

曾提到會將中國人權與民主問題

議題納入與北京的談判中，她也

希望如此。

當日美國駐中國使領館就紀

念「六四」發推文，並附上美國

國務院國際資訊局網站所製作

的紀念片「天安門廣場大屠殺後

30 年」英文版，並提醒「這個

影片在中國會遭到禁播」。

另外美國總統川普下令，

6 月 4 日所有駐外使館下半旗致

哀，雖以弗吉尼亞州槍擊案為

由，但由於日子特別，引發外界

諸多聯想。

盟友口徑一致

美國的盟友們也在「六四」

紀念日幾乎表達了同一種聲音，

包括歐盟、英國、法國、澳洲

等。英國外交大臣傑瑞米．亨特

說：「過去 30 年來，中國加入

了幾個聯合國有關人權的機制。

但是中國人民仍然無法行使和平

抗議的權利。」( 下文轉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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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ONYHARMONY
享受湖景 - 高爾夫生活，
就在 SPRINGBANK

SPRINGBANK學校 休閒湖 MICKELSON國家高爾夫俱樂部 風景秀麗的公園和散步小徑

套展示屋 難以置信的基礎設施、學校以及令人驚艷的全新展示屋：
在卡爾加里西面唯一的新湖濱社區，全都擁有

距離卡城市區以西僅幾分鐘車程，在 Harmony享受更好的生活包括優秀的公立、私立
學校，您自己的湖泊，高爾夫球場，公園，廣闊小徑，美麗家園，鄉村空氣，大山風景，
以及更多。

今天就來訪問！

後車道特色屋

優雅車庫連體平房別墅

高檔豪華房屋

家庭升級住宅

湖濱屋認購

即將上市

現在登記

起價大

起價大

起價大

$600s

$700s

$900s

今天就來參觀，找到您的新家吧。您會驚嘆於願景如此之快變為現實。

查詢方向位置圖、信息及更多資訊，

請訪問

在這裡，在 Harmony.

LiveInHarmony.ca

美或啟人權戰

6月4日晚，香港支聯會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辦

「六四」30週年燭光晚會，約18萬人參加紀念。

6月4日美國國會在國會山舉行《天安門30

年》的聽證會，坦克人雕像在國會山外揭幕。

6月4日卡城民運人士在中領館前集會，紀念

「六四」30週年。(攝影：王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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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接 A1）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說他

對中國人權記錄「真切擔憂」，呼籲中國

「尊重人權、抗議權和言論自由」，並停止

對維吾爾族和其他穆斯林的大規模拘留。

臺灣政壇重視

根據臺灣總統府新聞稿顯示，5 月

18 日臺灣華人民主書院和香港支聯會首

度在臺北召開了為期三天的「六四事件

三十週年」研討會。臺灣副總統陳建仁出

席並致辭，臺灣陸委會副主委陳明祺等人

亦出席，是 30 年來首度有副總統與陸委

會主官出席。

臺灣總統蔡英文在 5 月 23 日和 6 月

3 日於總統府內接見兩批大陸民運人士，

包括六四當年的學生領袖等。蔡英文在總

統府致辭時指出，兩岸走向了不同的道

路，臺灣堅定地選擇了民主自由，但大陸

在人權自由上還有很大不足。

大陸人感謝香港的堅持

據香港支聯會統計，今年六四 30 週

年維園燭光晚會有超過 18 萬人參與，人

數是 2014 年底雨傘運動後的新高數字，

支聯會主席何俊仁表示，參與人數反映香

港人「記憶戰勝了遺忘」。一位 55 歲的

香港鄧姓市民表示，香港近期言論及表達

自由的情況愈來愈差，《逃犯條例》令很

多香港人對這個城市沒有信心，她擔心日

後連這個集會也不能舉辦，所以一定要出

來發聲。

根據海外獨立媒體報導，有不少大陸

民眾前來香港參加六四燭光悼念活動。

曾先生 30 年前曾為成都的示威學生在街

上送水支持，今年帶著太太和 11 歲的女

兒到港參加，曾先生的女兒說，「我今天

是來學習關於國家的歷史的。」大陸學生

黃同學對 BBC 表示，如果不是來香港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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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000

西北 Hamptons 西南 Richmond

星期六 (6 月 8 日 ) 2 - 4:30pm

星期日 (6 月 9 日 )2 - 4:30pm
316 Kincora Heights NW 3

208 Nolanfi eld Way NW2
2411 22 Ave SW1

獨立�層屋 2451 呎 , ������景 , 可步
行至����車站 , 主層��高 9 呎�鋪實
木�� , 客��壁爐 , 廚��不�鋼家��
石�檯面 , �大 Bonus Room,3 �� 2.5 浴
廁��� Costco��
場� Stoney Trail� $629,900

西北 Nolan Hill

獨立�層屋 2189 呎 +W/O 土庫�部完成 ,
�����油漆 , 主層��高 9 呎�鋪實
木�� , 客��壁爐 , 廚����爐頭 , 大
理石檯面�不�鋼家� ,4+2 �� 4.5 浴廁�
可步行至����場
��車站� $549,900

西北 Nolan 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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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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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上
市

4 level Split 城市屋 1609 呎 + 土庫�部完
成 , 可步行至����場��車站����
户 , ����油漆 , 廚����廚櫃 , 客�
� 壁 爐 ,3 �� 2.5 浴廁 , ��學 校��場
� C-Train 站� $449,900

西北 Edgemont

新
上
市

6 月 8 日開放1

獨立平� 1423 呎 + 土庫部�完成 , 可步行
至學校�����車站����合���油
漆 , ��廚����主層浴廁 , 向西南客� ,
光猛開揚 ,3 �� 2 浴廁 , �� C-Train�大
學��場��車站� $499,900

西北 Brentwood
獨立�層屋 2368 呎 + 土庫�部完成 (Walk/
Up)�位於寧��街 , ���� , ��暖爐
�水� , 較�屋頂�大理石檯面��水爐�
車�門�4+2 �� 3.5 浴廁�����學校
��車站� $518,800

西北 Sandstone

獨立 4-level split,1128 呎 +Walk Up 土庫
�部完成 , 可步行至學校�����車站 ,
大量裝�包括��實木�� , 較�屋頂�
� � 雙車� , 廚��較� 爐 頭 ��櫃�客
��壁爐�3+2
�� 3 浴廁� $359,900

西北 Ranchlands

6 月 8 日開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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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9 日開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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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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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上
市

書，也許她對這段歷史也會不聞不問，

「但至少有一群人支持當年的學生，我覺

得這已很好，令我很感動。」另一位曾先

生作為大陸遊客隨著人潮偶然走入維園

的，他說瞭解六四真相後感到震驚：「顛

覆三觀吧，可以這麼講。」一位李姓大陸

律師說：「感謝香港人……他們還在堅持

著！」，「只要紀念活動還在舉行，中國

就有希望！」。

中方回應

大陸官方沒有任何悼念活動，社交媒

體上難以搜尋到與「六四」相關或帶有暗

示的內容。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 6 月 4
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說，中方堅決反對蓬佩

奧的聲明，已經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那

些痴人說夢的胡言亂語，注定要扔進歷史

的垃圾堆。」不過這句話在外交部網站刊

登的 6 月 4 日記者會問答記錄中被刪除。

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早前說，中國

採取果斷措施，制止並平息「六四」「動

亂」，保持中國穩定，是正確的決定。中

國外交部說，中國政府早已就這場「政

治風波」有明確結論，政府行動「完全正

確」；中國駐美大使館 6 月 4 日則批評美

國打著人權幌子干涉中國內政，並稱中國

人權狀況「處於歷史最好時期」。

有華人自媒體認為，如果北京政府真

的認為鎮壓「六四動亂」，換來了經濟繁

榮，是利國利民的舉動，應當大加宣揚才

是。卻為何在學生教材中刪除這段歷史，

儘可能在所有資訊渠道中屏蔽這類信息?!

美國將收緊簽證審查

川普政府在人權方面的努力，被一

些自媒體形容為「只做不說。」今年 5 月

下旬，美國多家媒體報導，川普政府正

考慮將海康威視等五家中國監控設備公

司列入類似華為的「黑名單」，限制他們

採購美國技術和設備，理由是他們的產

品被用於鎮壓和監控民眾。

近日美國國務院官員告訴在美國的

一些宗教及信仰團體，將更嚴格的審核

簽證申請、對人權及宗教迫害者拒發簽

證。被視為有法輪功背景的海外明慧網 5
月 30 日消息，美國國務院官員告知法輪

功學員，美國會對人權迫害者拒發各類簽

證，已發籤證者包括「綠卡」持有者也可

能被拒絕入境。迫害者包括迫害者本人以

及制定具體迫害政策、下達命令以及協同

者。法輪功學員可選取有可靠信息和確切

事實的迫害者名單，提交給美國國務院。

此 外， 美 國 駐 華 大 使 館 網 站 在

「六四」時期貼出《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

問責法》，主要針對犯有嚴重侵害人權或

有貪腐行為的外國官員，國會授權總統及

行政部門可以必要的方式對這些外國官員

實施制裁，比如限制其簽證以及凍結在美

資產等。這似是向中共貪官及人權惡棍

預告，美國將會實施制裁。早在 2018 年

10 月有海外消息稱，川普政府首先會對

因支持「六四」屠殺而登頂的中共前黨魁

江澤民家族實施依法查封，外界披露江家

藏匿在美國的資產超過 5,000 億美金。

美國引領全球忽而轉向，各類舉措

疾風驟雨般到來，貿易戰、科技戰、人權

戰……有人說，現代地球村無需暴力戰

爭，就可能快速終結一種孤立的特殊政

體。在歷史的畫卷中，三十年甚至更長歲

月並不太久，或在起點上就已寫好了終點。

全球高調紀念六四

美或啟人權戰 
墨爾本六四祭奠活動(ABC News)

紐約曼哈頓的一家咖啡店門上方的外牆上出現坦克人的壁畫。(Isaac Stone Fish推特)

台灣副總統陳建仁出席紀念晚會，並簽署

共同聲明。（中央社）

參加卡城六四

紀念活動的民

運人士石清告

訴記者：「當

前國際形勢變

化很快，這有

可能是最後一

次的六四紀念

活動」。

1991年9月佩洛西(中)在天安門廣場展示橫

幅，向為中國民主事業犧牲的烈士致敬。(美

國之音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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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加拿大 C-21 法

案，要求邊境管理局（CBSA）

對所有通過陸路和航空出入境的

人士實行出境追蹤，收集出入境

信息，包括姓名、國籍、出生日

期、性別、離境時間和地點等。

2019 年 6 月起，對陸路進出者

生效，2020 年 6 月起對航空出

入境者生效，所有航空公司在起

飛前 72 小時，必須向 CBSA 提

交全部乘客名單。美加之間共享

所有出入境信息，包括生物採集

信息。

此舉彌補了過去只對入境者

審查登記，出境時沒有記錄的漏

洞，旨在辨認和跟蹤：

- 潛在的恐怖份子；

- 詐領政府福利的居民；

- 入境加拿大賴著不走的非

法「黑」民。

那麼，新政實施後，將影響

到哪些人？

1.永久居民

在加拿大，「空中飛人移

民」並不少見。有些人拿著「楓

葉卡」，一邊在中國發展，一邊

享受著加拿大的福利：健康卡、

楓葉卡、牛奶金、失業救濟金

EI、養老金……，下述情況需

謹慎：

楓葉卡：5 年內要住滿 2 年

才能保留移民身份。

健康卡：每個省對居住的

時間要求都不一

樣，可上網查詢。

失業金 EI：
領取 EI 的人士不

許出境，若被發

現出境，加拿大

服務局（Service Canada）會中

斷其失業金。

養老金：養老金分三種：老

人金（OAS）、低收入補助金

（GIS）和養老計畫金（CPP）。
OAS：在加居住超過 20

年，離境多長時間都不受影響，

若低於 20 年，每年離開不得超

過半年（183 天）。

GIS：必須是加拿大稅務

居民，每年離開不得超過半年

（183 天）。

CPP：不受出境限制，去哪

都可以領取。

牛奶金（CCB）：申請人必

須是居民且與孩子一起居住，離

境不得超半年（183 天）。

入籍：必須在過去 5 年內

住滿 1095 天才可申請。過去沒

有出境資料，很難證明申請人是

否滿足這一居住要求，現在審批

之前有據可查了。

2.持有中加兩國護照的人

新政讓同時持有中加兩國護

照的華人，想再通過美加陸路海

關，借道美國回中國的辦法行不

通了。過去他們利用了這個漏洞

來刷出入境記錄和滯留加拿大的

時間。

3.持有加拿大十年多次 
往返訪問簽證的人

自 2014 年 2 月 6 日起，加

拿大「臨時居民訪問簽證」（簡

稱 TRV）全部改為「10 年多次

往返簽證（Multiple Visa）」，

簽證有效期內可多次進出加拿

大，入境次數不受限制，每次

可在加拿大停留 6 個月（180
天），最多有一次延期機會。如

果超出規定離境時間，就屬於非

法滯留，即常說的「黑」在加拿

大。「黑」在加拿大的人，如果

出境，就會被海關邊境管理局發

現。

公 共 安 全 部 長 葛 戴 爾

（Ralph Goodale）表示，新規

能確保加美邊境更加安全，確保

加拿大的移民系統和社會福利制

度更加合理運作，避免福利濫領

欺詐。

【看中國訊】PROP（Peace 
River Oil Partnership）是中國投

資有限公司（China Investment 
Corp）投資 8.17 億加元，佔股

45% 的合作夥伴公司，在亞省

生產重油。

近期，PROP 公司另一個

佔股 55% 的合作夥伴 Obsidian 
Energy 以 9 千 7 百萬加元的價

格將 55% 的股份轉讓給了另外

一家小型公司。根據這個價格，

中國投資的 45% 資產價值僅為

8 千萬加元，與 8.17 億加元投

資相比，資產損失了 9 成以上。

亞伯塔大學研究所所長霍登

認為中國在亞省石油的投資均表

現不佳，大多數的資產都在貶

值。

霍登表示，投資失敗的原因

是因為聽信了加拿大要建設石油

管道的說辭，同時在投資價格上

找錯了時機。

由於中國在亞省能源業投資

連連失手，以及北京在 2016 年

和 2017 年開始限制資本外流，

導致中國目前在亞省油砂投資大

幅收緊，2018 年總投資額只有

1.4 億加元。

【看中國訊】渥太華 6 月 4
日（週二）在給業界的通知中

說 , 中國海關計畫增加對加拿大

豬肉和豬肉產品進口的檢查 , 此
舉可能會嚴重損害加拿大的相關

行業。

在農業部的通知中說 , 中
國將打開所有加拿大肉類和肉

製品容器 , 在某些情況下 , 將對

100% 的製品進行檢查。瑪麗 -
克勞德比博部長在一份聲明中

說 ,「我們最近已經意識到對豬

肉產品的檢查越來越多，我們正

在與生產商和業界合作，強調加

強質量保證工作，以確保不會因

行政錯誤而導致貿易中斷。」中

國官員在其通知中稱，「最近發

生了不遵守豬肉運輸的案例」。

而中國的豬肉產業正受到致命豬

瘟爆發的嚴重打擊。中國與渥太

華因華為高管孟晚舟被捕而陷入

重大外交和貿易爭端 , 中方已經

停止進口加拿大油菜籽 , 並暫停

兩家豬肉工廠的進口許可證。

【看中國訊】加拿大環境與

氣候變化委員會表示，2018 年

1 月，一位名叫李萬（Li Wan）
的溫哥華華人男子試圖偷運 19
只活龜從美國入境加拿大，違反

野生動植物保護和國際及省際貿

易相關法規，被罰款 1.8 萬元，

並沒收全部海龜。

加政府機構稱，這 19 只未

申報的活龜，其中有 6 種被瀕

臨滅絕的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

公約組織（CITES）列為瀕危

物種，包括斑點龜、珠江地圖

龜、黑背圖龜、菱紋背鱉和飛河

龜等。

加拿大環境與氣候變化委

員會表示，被 CITES 列入的海

龜，在進口加拿大之前必須申領

政府許可證。野生動植物的偷獵

和非法貿易是一個日益嚴重的國

際問題，估計每年的交易價值超

過 1550 億美元。「這種利用世

界野生動植物來非法牟利的活

動，在加拿大是不能容忍的。」

加拿大出入境新規6月開始實施

影響哪些人？
中國將加大對加拿大豬肉

進口的審查力度

偷運19只活海龜 被罰1.8萬元

中資在亞省一項目投資貶值九成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A4 看時事 News 第 57 期     2019 年 6 月 6 日—6 月12 日    

【看中國訊】中國領導人習近平 6 月 5
日抵達俄羅斯。兩國此前啟動一系列活動

為這次訪問預熱造勢，其中俄羅斯有人呼

籲兩國應聯手共同對抗美國。但也有分析

認為，中俄關係並非象看起來那樣好。

論壇活動規格高 親中高官與會

習近平 6 月 5 日抵達莫斯科，然後

前往聖彼得堡，兩國領導人將出席俄中建

交 70 週年慶祝活動。俄羅斯官媒說，中

國代表團的人數達 1000 人，包括商界巨

頭、媒體負責人、許多地方領導人。

幾天前，兩國官方智庫和高級官員在

莫斯科舉行俄中關係討論會。一些與會者

認為，國際形勢正推動兩國聯手對抗共同

的對手和敵人——美國。

據《美國之音》報導，兩國地方商務

論壇會議 6 月 4 日在聖彼得堡舉行，雙

方討論了地區間的經貿、投資和金融合

作。商界巨頭、官方智庫專家，和普京的

經濟顧問格拉吉耶夫等高官出席了會議。

格拉吉耶夫因主張對烏克蘭採取強硬

立場，呼籲在該國禁止美元流通等嚴厲經

濟措施，而招致眾多批評。這位總統顧問

來自俄羅斯共產黨，時常參加中俄官方活

動，在中國是座上賓。

報導說，為抬高活動規格，主辦方當

天在涅瓦河畔的一處前貴族宅邸舉辦了大

型酒會，那裡距離前沙皇冬宮僅有幾步之

遙，並專門借來冬宮艾爾米塔什博物館的

一些古董展品裝飾酒會。

中俄合拍大型系列記錄片《這裡是中

國》第二季開播儀式也在莫斯科舉行。中

方報導稱，該片是中共中央宣傳部、國務

院新聞辦公室「記錄中國」傳播工程重點

項目，由北京中視雅韻文化傳播中心和

「今日俄羅斯」電視台聯合製作而成。自

2017 年第一季播出後，已成為「中俄媒

體交流年」的標誌性成果。

俄國民眾嚮往西方

習近平訪俄前夕，俄羅斯駐廣州總領

事館呼籲俄羅斯公民，從廣州白雲機場入

境時應謹慎，因中國邊防檢查俄羅斯公民

的手機通信內容。隨後，俄方向中國發出

照會，要求中方做出解釋。此事被俄羅斯

媒體大量報導，並在當地社交媒體上引發

關注和討論。

時事評論員尼科里斯基說，俄中關係

並非象外界想像的那麼好。特別是在西方

制裁俄羅斯 5 年後，越來越多的俄羅斯

民眾對目前的狀況感到不滿，新的民調顯

示，很多人認為俄羅斯應改善同歐洲和西

方的關係。

尼科里斯基說，值得注意的是，俄羅

斯開始同臺灣加強關係，雙方最近恢復了

直航航班。許多俄羅斯商界人士認為，雙

方經貿合作前景很好，臺灣甚至能取代塞

普勒斯。尼科里斯基說，俄臺互動雖以民

間為名義，但離不開俄羅斯官方的暗中支

持。包括俄方演藝界和其他人士紛紛前往

臺灣參與活動，都有官方在背後的資助。

【看中國訊】根據警方數

據，在卡爾加里約 1200 個遊樂

場區域中，近 2/3 的雷達攝像罰

單出自其中的 10 個。從 2016
年至 2018 年，警方共發出近

279,000 張罰單，罰款總額為

$3670 萬。

根據對這些罰單時間和地點

的分析發現，警方移動式雷達照

相車輛相對集中在 10 個區域。

這個 10 區罰單共 176,598 張，

佔全市總數的 63.4%。

排名第一的是沿城西南

Elbow Drive 的 超 長 遊 樂 區

（3200 Elbow Drive SW），3
年內共發出 38,856 張罰單，佔

卡城 3 年來罰單的 13.9%，總

罰款金額 503.3 萬元。

開罰單最多的雷達攝像機位

置如下：

#1:  3200 Elbow Drive SW
#2:  1100 12 Avenue SW
#3:  1600 10 Avenue SW
#4:  900 to 1000 20 Avenue NW
#5:  1500 9Avenue SE
#6:  2000 to 2200 26 Avenue SW
#7:  2300 to 2400 5Avenue NW
#8:  600 - 700 58 Avenue SW
#9:  4700 - 4800 Dalhousie Dr NW
#10:  1100 - 1200 Northmount Dr NW

【看中國訊】中共央視下屬

的中國環球電視網，近期申請更

新美國國會記者證時，被美方拒

絕。原因是中國環球電視網屬於

「外國代理人」。

「中國環球電視網」，是中

共央視擁有的一個全球性電視

網，2016 年 12 月 31 號開播，

前身是央視的外語國際頻道。

今年 2 月，在美國司法部

的要求下，中國環球電視網已經

登記為「外國代理人」。

《外國代理人登記法》1938
年由美國國會通過，當年立法的

目的是為了遏止納粹德國在美國

的影響，要求那些以政治或準政

治身份、代表外國利益的代理

人，公布他們與本國政府的關

係、相關活動和資金信息。

環球電視網美國分部在

2018 年 12 月 1 日到 2019 年 1
月 31 日兩個月中，就從央視獲

得了約 800 萬美元。

《外國代理人登記法》被用

來協助美國政府和美國人，對相

關人物的言論和活動進行評估。

去年，美國司法部要求新華

社和中國環球電視網，與俄羅斯

兩家國營媒體公司，登記為「外

國代理人」。目前新華社還沒

有登記。

美國廣播電視記者協會執行

委員會主席奧蓋爾表示，根據美

國（國會）記者席規範，外國

代理人不得持有記者證，因而中

國環球電視網的申請被拒絕。

中國環球電視網一名不便透

露姓名的僱員說，取消他們的記

者證，將讓他們報導的可信度打

折扣。這位僱員預估，中國環球

電視網進入白宮及美國國務院的

記者證，也可能面臨類似結果。

習近平訪俄 兩國開啟更多互動

習近平與普京會晤。（Getty Images）

開車路過這10處 需加倍小心 美國取消央視國會記者證

美國國會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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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3日，美國總統川
普對英國開始為期3天的國
是訪問。預計英美兩國之間

特殊關係，英國脫歐和華為

公司等都是川普總統這次

訪問英國的主要焦點。

看中國訊 【看中國訊】目前委內瑞拉

總統尼古拉斯 ‧ 馬杜羅（Nicol 
Maduro）， 在 國 內 外 四 面 楚

歌，現今又傳出其主要支持者俄

羅斯，已經正在撤回其駐委內瑞

拉的主要國防承包商，讓他再次

受到重創。

根據福克斯新聞報導指出，

目前俄羅斯國防承包商羅斯泰克

（Rostec），已經在裁減其駐委

國的工作人員。有一名與俄國防

部關係密切的人士說，在過去幾

年內，羅斯泰克對於委內瑞拉的

軍隊進行培訓，且就防衛性武器

合同方面提供建議。可是目前羅

斯泰克已經將其駐派委國的工作

人員急速縮減，從原先最多的上

千人，縮減至目前的幾十人。

有熟悉整個情況的人士披

露，在過去幾個月中，羅斯泰克

已逐漸撤出，主要原因是缺乏新

合同，及馬杜羅政權沒有錢來繼

續支付羅斯泰克所提供與過去合

同有相關的其他項目服務費用。

一直以來，俄羅斯為馬杜羅

最大的國際支持者之一。馬杜羅

時常兜售莫斯科和北京對他的援

助支持，試圖藉此表明有全球大

國願意協助他來對抗美國。而俄

國的軍事支持，也一直是馬杜羅

維護其專制政權，及拒絕委內瑞

拉走民主之路，更是其拒絕接受

國際援助的主要障礙之一。

最近幾年來，俄羅斯經濟一

直呈現不景氣，且該國因造成烏

克蘭危機，而遭受國際的制裁。

另一方面，馬杜羅亦面臨著越來

越大的國際制裁與壓力。在此情

況下，俄方不得不反覆掂量及權

衡。一名熟悉情況的人士透露，

這是俄羅斯國防部對於委國支持

減弱的公開顯示，因羅斯泰克與

委內瑞拉之間的實際合作情形，

已經到了幾乎要斷流的地步。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綜合報

導】朝鮮官媒朝中社 6 月 4 日報

導，6 月 3 日朝鮮五一體育場隆

重舉辦大型團體操藝術表演，朝

鮮國務委員會委員長、武裝力量

最高司令官金正恩與妻子李雪

主、胞妹金與正及朝鮮高層官員

一起出席觀看演出。這是自今年

4 月份朝鮮最高人民會議結束

53天後，金與正首次公開露面。

韓國《朝鮮日報》5 月引述

韓國政府官員透露，自越南河內

俄國放棄馬杜羅？ 
國防承包商撤出委內瑞拉

金正恩胞妹隱身53天首次亮相
川金會之後，一直沒有金與正的

行蹤。或許她也在金正恩對朝鮮

高層進行大規模肅清中失勢，被

要求保持低調。或是金正恩藉助

這種大規模整肅行動，將川金會

破局的責任推給其它官員身上。

它激發榮耀，豐富生活，其價值經得住歲月的考驗。我們創造可流傳於世的社區，

已經為您

後置車庫獨立屋及
折扣

雙拼屋*

準備好了！

鎮 屋
起價 起價起價 起價

雙拼屋 後置車庫獨立屋 前置車庫獨立屋

位於卡爾加里西北區，Evanston提供了一個可安居的社區，感受空間遼闊，鄰里和
睦及胸懷寬廣的生活。現在購買後置車庫獨立屋或雙拼屋，即可獲得 10,000 元的折
扣 , 它們鄰近學校、購物中心和眾多的公共設施。Evanston 擁有學校、散步小徑和已
建成的公園，還有更多，就在社區內。 歡迎了解這個展開雙臂，擁抱您和家人的社區。
今天就來探索 Evanston 吧！

* 價值 $10,000 的開發商折扣適用於所有複合屋地塊。這項折扣可以和其他建築商折扣一同使用。更多詳情請諮詢您信賴的 Evanston 開發商。折扣僅適用於首 10 個地塊，2019 年 5 月 6 日生效，持續至 2019 年 7 月 5 日或第 10 間複合屋地塊
賣出時，以較先者為準。折扣適用於 Evanston 社區 31 期的複合屋。必須簽署建築商購買協議後才能兌換該項折扣。在購買之前請向建築商出示本項折扣。適用於以下建築商：Broadview Homes, Jayman Built 以及 Pacesetter Homes。

* 價值 $10,000 的開發商折扣適用於所有單戶家庭後車道屋地塊。這項折扣可以和其他建築商折扣一同使用。更多詳情請諮詢您信賴的 Evanston 開發商。折扣僅適用於首 15 個地塊，2019 年 4 月 26 日生效，持續至第 15 間單獨家庭後車道屋
賣出時。折扣適用於 Evanston 社區 24，27 和 33 期的單戶家庭後車道屋。必須簽署建築商購買協議後才能兌換該項折扣。在購買之前請向開發商出示本項折扣。適用於以下建築商：Broadview Homes, NuVista Homes, Pacesetter Homes, Jayman 
Built 以及 Trico Homes。

川普訪英   脫歐與華為成焦點

6 月 3 日，川普總統正式對

英國進行為期 3 天的國是訪問，

他是美國第三位對英國進行國是

訪問的在任總統。川普總統與第

一夫人梅拉妮亞從美國駐英大使

館乘坐「陸戰隊一號」（Marine 
One）直升機抵達白金漢宮，英

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在此舉行盛

大儀式接待他們。英國王室為美

國貴賓鳴放 41 響禮炮，播放美

國國歌以及檢閱英軍儀仗隊。隨

後，英國女王與川普總統夫婦在

王宮一起享用午餐。 

英美兩國特殊關係 
據美國之音 6 月 4 日報導，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為了

生動形容英美兩國之間政治、文

化、經濟、軍事和歷史的密切

關係，時任英國首相丘吉爾使

用了「特殊關係」這一詞語。而

如今，英國政府官員堅稱，英

國與美國兩國關係依然是「特殊

關係」，英國民意調查結果也顯

示，英美兩國之間的文化共同特

點仍然普遍得到認同。 
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研究院

庫普坎（Charles Kupchan）表

示，自從 19 世界末以來，美國

與英國的關係是人類歷史上最重

要國家之間成功的關係。從某種

意義上來說，兩國一直是「焦不

離孟，孟不離焦」的關係。 
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的

研究員帕拉基拉斯稱：「兩國關

係的真正基礎，包括：兩國情報

機構之間、安全部門之間的隱蔽

關係，包括英美兩軍的整合，涉

及在美國大學就讀的英國學生，

涉及兩國電影製片廠和演員之間

的合作等等。這些才是這種特殊

關係的核心。」 

里根總統與撒切爾首相、布

什總統與布萊爾首相，以及奧巴

馬總統與卡梅倫首相，向來都是

如此。如今，川普總統和特蕾

莎 · 梅首相儘管在英國脫歐問題

上存在分歧，但兩國領導人之間

關係，並不是英美兩國關係的全

部。 

川普訪問英國                 
脫歐與華為問題成焦點 

英國 BBC 新聞 6 月 3 日報

導，與 2018 年訪問英國相比，

川普總統此次訪問被外界聚焦

於：英國脫歐僵局與中國電信巨

頭華為公司等問題。 
首先是英國脫歐僵局。儘管

6 月 4 日首相特蕾莎．梅與川普

總統在唐寧街 10 號舉行會談，

但 6 月 7 日後將卸任保守黨黨魁

職務。因此，英國首相人選及脫

歐事務何去何從目前尚無定論。

報導引述觀察人士評論認

為，儘管英國脫歐的亂局導致首

相特蕾莎 · 梅辭職下臺，但是川

普總統仍然會繼續想辦法爭取與

下任英國首相合作，使英美兩國

能齊心協力封殺華為，阻止其參

與英國 5G 網絡基礎建設。

據英國路透社報導，在川普

總統與特蕾莎 · 梅首相 6 月 4 日

的會談中，華為問題將會是會談

的主要議題之一。川普總統可能

會再次警告英國政府，如果不阻

止華為公司參與英國 5G 網絡基

礎建設，美國與英國安全合作就

會受到影響，雙方情報合作甚至

可能會中斷。

美國政府已經將華為公司列

入「黑名單」，其理由是出於國

家安全考量，擔憂中共政府通過

華為公司產品設備監控獲取敏感

信息以及機密數據。對此，華為

公司發表聲明否認。

北京當局也在向英國施壓，

駐倫敦使館公使陳雯近日發出警

告稱，如果英國政府禁止華為公

司參與該國的 5G 網絡建設，中

國在英國的投資可能會受到重大

的負面影響。

6月3日，川普總統與第一夫人梅拉妮亞參加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舉

辦的國宴。(Jeff Gilbert - WPA Pool/Getty Images)

一位朝鮮消息

人士透露，身為

分管對韓國事務

的副委員長金英哲

被送往北部慈江道進

行勞改，朝鮮對美特別代表金赫

哲在今年 3 月份遭到調查，並與

4 名朝鮮外務省官員在美林航空

俱樂部機場被金正恩下令處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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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推簽證新規 中發旅遊警告

英國女王見川普 手提包擺放位置大有玄機

【看中國訊】根據美國商業

雜誌《福布斯》（Forbes）報導，

近年越來越多的中國有錢人在

申請英國「一級投資移民」簽證

（Tier 1 investor visa），該簽證

的申請條件是，投資者至少需要

投資 200 萬英鎊，在通過移民

局審查後，方可取得英國的永久

居留權。

報導指出，今年 1 月到 4
月，共有 67 名中國人獲取「一

級投資移民」簽證，與 2018
年第四季度相比，人數飆升

45%，超過所有發行簽證數量

的一半人數。

那麼，為甚麼中國有錢人如

此熱衷英國簽證？

根 據 金 融 公 司「Shard 

Capital」調查發現，有超過 8 成

的中國人申請英國投資簽證，是

希望為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

不過，該公司投資簽證中

國辦事處負責人也表示，近期

隨著中美貿易戰的升級，中國

經濟和中國富豪財產開始縮

水，這也使得不少中國人決定

移民他國。

據全球財富研究機構《新世

界財富》（New World Wealth）
報導，僅 2017 年就有 1 萬名中

國富人離開中國。

胡潤指出，許多中國富豪認

為，中美貿易戰交火後，美國將

是貿易緊張局勢中的最大受益

者，因此也有一些中國富豪選擇

申請美國 EB-5 投資簽證。

EB-5 簽證是美國移民局專

門為投資者設立，通過在美國需

要投資至少 50 萬美元，外國人

可獲得綠卡。而美國每年會撥出

一萬個名額，給投資美國的外國

人綠卡。

中國富豪加速移民

【看中國訊】澳洲健康旅遊

組織者 Garry Burns 表示，不

少中國遊客會在澳大利亞度假時

做醫療檢查。Burns 表示，這是

一個新領域，據悉有近 1 億中

國人正尋求醫療旅遊。

Burns 表示，健康旅遊是中

國增長最快的行業，過去兩年增

長了 33%。日本、美國、澳洲

甚至泰國都是中國人醫療旅遊

的地方。Burns 說，由於工作緊

張，壓力大，中國人正在尋求更

健康的生活方式。

有報導認為，在中國，病人

為了諮詢，可能要在公立醫院排

長隊。這促使他們去國外滿足自

己的醫療需求。報導稱，醫療旅

遊以診療預約開始，遊客會在澳

洲著名的醫療機構進行預約。他

們到達後要接受一系列的健康測

試，24 小時內就可拿到檢查結

果。Burns 表示，醫療旅遊還包

括生活方式的指導、冥想和水

療。

【看中國訊】瑞士洛桑管理

學院（IMD）日前公布 2019 世

界競爭力報告，臺灣排名全球第

16，亞太競爭力位居第 4。
在全球 63 個國家與地區

中，世界競爭力前10強依序為：

新加坡、香港、美國、瑞士、阿

拉伯聯合酋長國、荷蘭、愛爾

蘭、丹麥、瑞典、卡達。IMD
評比有 4 項競爭力因素，「經濟

表現」、「政府效率」、「企業效

能」及「基礎建設」，對各經濟

體作評估。

IMD 指出，2019 年全球競

爭力主要變數為政治和經濟不確

定性，評比顯示亞太地區表現優

異，但在國際政治和貿易關係的

快速變化下，全球市場將是高度

不確定的一年。

【看中國訊】據韓國 SBS 新

聞報導，韓國農林畜產檢疫部門

6 月 3 日表示，一名中國旅客於

6 月 2 日經首爾市的仁川國際機

場入境韓國時，被查出攜帶 400
克豬皮與 700 克雞爪，這些都

是機場海關明文禁止攜帶的。之

後該名旅客被處以 500 萬韓元

（約合人民幣 2.93 萬元）的罰

款。這是韓國檢疫部門自 6 月 1
日起上調罰款金額後開出的首例

罰單。

中國遊客赴澳洲 
先奔醫院體檢

世界競爭力評比 
臺灣排全球第16

攜帶肉製品入關
陸客在韓被重罰

美國國務院駐海外使領館

推出簽證新規，從 5 月 31 日

起外國人在申請前往美國非移

民類簽證時，需要到美國國務

院領事電子申請中心網站上填

寫「DS160」表單，其中申請

者需要填寫過去 5 年來使用

的社交平臺，社交平臺選項涉

及， 臉 書（Facebook）、推特

（Twitter）、YouTube 等美國主

流的社交平臺，以及中國的 QQ
空間、豆瓣、優酷、新浪微博，

及騰訊微博等。此外，申請人也

必須填寫社群上的帳號名稱，若

隱瞞可能會遭到拒簽。如果申

請者在 5 年內沒有使用任何選

項中的社交平臺，才可以選擇

「無」。

據美國國務院指出，國家安

全是首要考量，訪美的旅客和移

民，都必須通過廣泛的安全審

查，預估每年約有 1470 萬入美

申請者受影響，包括 71 萬移民

簽證申請者。針對美國政府一系

列舉動，有分析指出，這是將人

權迫害者拒之門外，同時排查那

些正在申請居留權或已取得合法

身份的不法之徒，將其驅逐出

境，保障美國國家安全。此舉意

義重大。

目前不少大陸網友也「翻

牆」說出了心裏話。「美國簽證

一直都不好辦，這次更難了。」

網友說，「去年辦美簽的時候，

老師讓我把社交軟體所有記錄刪

光，怕被翻。」

據臺灣媒體報導指，自美國

頒布簽證新規實施以來，中國社

交網站上的反美言論卻銳減。臺

灣鄉民表示：「中國網路實名制

反而幫助美國審查」、「嘴巴說

不要，身體很誠實」、「自由空

氣可貴，身體都知道」。

大陸官方 6 月 4 日發布中

國公民前往美國的安全警示，並

將警戒期不同尋常延至今年年

底。中國外交部和中國駐美國使

領館稱，近期，美國執法機構多

次採取出入境盤查、上門約談等

多種方式騷擾赴美的中國公民；

外交部並提醒赴美中國公民和在

美中資機構提高安全意識，注意

加強防範。

中國文化和旅遊部也於 6
月 4 日分別發布中國遊客赴美

旅遊安全提醒稱，近期，美國槍

擊、搶劫、盜竊案件頻發。警

告提醒中國遊客充分評估赴美

旅遊風險，及時瞭解旅遊目的

地治安、法律法規等信息，切

實提高安全防範意識，確保平

安。根據國家旅行和旅遊辦公室

（National Travel and Tourism 
Office）的數據，去年有 300 萬

中國人訪問了美國，低於 2017
年的 320 萬。這是第五大赴美

外國遊客群體，去年消費額達到

364 億美元。

這是中國在過去 12 個月裡

第二次發布美國旅遊警告。

美國簽證政策出現重

大變化，申請者需要填寫

過去5年來使用的社交平

臺等。近期大陸官方發布

中國公民前往美國的安全

警示，並將警戒期不同尋

常延至今年年底，或是某

種程度的回應措施。

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

社交平台選項涉及QQ空間、豆瓣、優酷、新浪微博等

（美國國務院領事電子申請中心網站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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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國2019年6月

6日訊】美英首腦會談期

間，美國總統川普 (特朗

普)（Donald Trump）在

訪英期間，拜會了英國女

王伊莉莎白二世（Queen 
Elizabeth II），女王也一

如往常的將手提包提在左

臂上，甚至還一度將其展

示給川普看。其實，女王

的手提包如何擺放，裡面

大有玄機。

英女王手提包 
擺放位置大有玄機

綜合媒體報導，英國女王

的手提包擺放位置，其實是向

王室職員傳達訊息的特殊暗號。

據悉，一本名為《女王的手

提包和其他王室秘密》的新書

中，解讀了英女王手提包的「秘

密密碼」。如：每當女王在用

餐時，都會將手提包懸掛在桌

下的掛鉤上；如果她把手提包

擺上桌，則是在暗示職員活動

必須在 5 分鐘內結束，準備離

開。

另外，當女王參加宴會，

如果女王覺得和身邊客人的聊

天枯燥乏味，那麼她就會將手

提包擱到地板上，向王室僕人

或宮女發出「求救信號」。通

常，宮女見到女王的「秘密信

號」後，就會在幾秒鐘內趕到，

將女王「救」出乏味的聊天中。

不過，如果女王將她的手

提包懸掛在左臂彎處，這就意

味著她感覺聊天非常輕鬆和愉

快。

手提包裡有甚麼？ 
永遠裝著一隻金屬鉤

英國媒體披露，女王的手

提包既不需要攜帶現金、支

票、信用卡或汽車鑰匙等物，

也不是被拎在手上裝裝樣子的

裝飾品。女王手提包中裝著一

件永遠都不會缺少的東西——

一個 S 形的金屬掛鉤。英國女

王無論走到哪兒的餐桌用餐，

都會拿出這個掛鉤，將她的手

提包掛在桌邊，以免掉到地板

上。

女王還愛在手提包中攜帶

一些珍藏的家庭照片，包括一

張她最珍愛的安德魯王子的照

片，這張照片是安德魯王子在

參加 1982 年馬島戰爭後大難不

死、安全回國後拍攝的。

此外，女王的手提包中還

永遠會帶著一個金屬化妝盒，

這是她的丈夫菲利浦親王在 60
年前送給她的結婚禮物。

除此之外，包裡還裝有小

鏡子、薄荷糖、老花眼鏡、鋼

筆、手帕以及 5 到 10 英鎊的紙

幣等這些普通的東西。 

女王手提包挽在左手上。（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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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戰升溫 北京高層發聲混亂

【看中國訊】證監會前主席

劉士余離職不到四個月後「主

動投案」並被查。關於其落馬

內情，隨即傳出多種說法。

現年 58 歲的劉士余在中國

大陸金融系統任職多年。 2016
年 2 月，出任證監會主席。

2019 年 1 月 26 日，劉士余轉

任供銷總社黨組副書記、理事

會主任。

《環球人物》6 月 4 日報導

稱，劉士余是一位學霸，畢業

於江蘇省灌雲縣四隊中學的劉

士余是該校迄今唯一一位考上

清華大學的學生。劉士余家的

老宅是位於興四村的一棟二層

小樓，這裡住著劉士余的母親

和大姐，其父親已經去世。

中國股市自 2015 年經歷了

股災後，2016 年 2 月，劉士余

由中國農行董事長獲任證監會

主席之職，頗有臨危受命的意

味。

據大陸財新網報導，4 月下

旬，劉士余被有關部門約談。

至於涉案原因，財新網引述知

情人士稱，南京銀行資產管理

業務中心總經理、素有「債市

一姐」之稱的戴娟與劉士余過

從甚密，在戴娟等被調查後，

供出部分重要線索指向劉士余。

另一種說法，在劉士余任

內，證監會審批的新股中，江

蘇的新股 116 支，在全國占比

變化最大。江蘇多家金融機構

扎堆上市，A 股共有 32 家上市

銀行，來自江蘇的有 8 家，在

所有省市中占比最高。這或許

是身為江蘇籍的劉士余涉案的

原因之一。

【看中國訊】5 月 31 日，

中共海南省委政法委通報稱，

海南高級法院副院長張家慧涉

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調查。張

的丈夫劉遠生也接受公安機關

調查。

現年 54 歲的張家慧曾在

西南政法大學獲得法學博士學

位，劉遠生也是法學博士，曾

在四川和海南當過法官，後下

海做房地產生意。劉遠生還任

海南省政協常委，並擔任多家

企業的總經理或董事長。

5 月 13 日，海南省委政

法委發布消息稱：針對網上

反映的「高院副院長的家族產

業：資產超 200 億」等問題，

政法委已成立聯合調查組開展

調查。

張家慧夫婦被查的導火

索是一起「敲詐勒索案」。 4
月 30 日，重慶市萬州區法院

開庭審理該案，張家慧夫婦

「出格」言行被一名男子悄悄

錄製成音視頻，並威脅要發布

到網上而索要錢財。劉遠生答

應支付 200 萬元了事，並三

次轉帳50萬給涉事人易真武。

上述案情曝光後旋即引起

輿論風暴，媒體紛紛起底張家

慧夫婦的商業帝國。據多位

知情者舉報稱，張家慧是「最

富有的法官，身家至少 200
億」。

調查發現，張家慧已被龐

大的家族企業簇擁——其夫劉

遠生通過直接持有企業股權，

以及通過張劉雙方親友、商業

夥伴擔任相關公司投資人、高

管，掌控著龐雜的利益鏈，構

建了價值超百億的商業帝國。

為自保？中共嚴查黨員 
信教官員急塗「功德碑」

最富法官被查
資產逾二百億

投案後 證監會前主席家庭細節獲披露

汪洋就貿易戰表態奇怪

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 6 月

2 日在新加坡出席亞洲安全論壇

（香格里拉對話）時，被問及正

在不斷升級中的美中貿易戰，

魏鳳和說：「要談，大門敞開；

要打，奉陪到底。」這代表了北

京高層中強硬一派的聲音。

但日前臺灣媒體人黃智賢

披露了中共政治局常委、政協

主席汪洋未公開的講話，汪洋

對貿易戰的態度似乎與目前大

陸高調宣傳的口徑迥異，引起

關注。

6 月 4 日，黃智賢在臺媒

《中國時報》上刊文透露了汪洋

的有關中美貿易戰的講話。 5
月 24 日至 29 日，黃智賢曾隨

團訪問北京。黃智賢文章提到，

汪洋稱，中美貿易摩擦，是中美

的世紀博弈。他認為，美國的舉

動是「逼著大陸創新」，「這會

加快改革開放的進程。大陸順勢

利用外部力量，讓改革開放的速

度加快，減少內部的阻力。」

外界注意到，汪洋談到的中

美貿易戰的內情，與的大陸官方

的調子不盡相同。而這是中共政

治局常委級別的領導人首次系統

闡述有關中美貿易戰的觀點。

法廣報導說，中共政治局常

委會最近開了一次會議，討論了

中美貿易戰，內容不得而知，但

汪洋接見一個臺灣團體時釋放出

一些信息。很奇怪，汪洋放出的

調子並不是中共和民眾受侮辱的

調子，而是美國倒逼中國，反而

逼中國走出一條新路。這完全是

一副樂觀的基調。

文章認為，這很難想像汪洋

的此番談話是中共七常委的「共

識」。美國倒逼中國改革，減

少內部阻力，科技創新，加快開

放進程。如此，則不正是美國求

之不得的嗎？習近平會這樣想

嗎？

汪洋與王滬寧 
處不同陣營

早在去年中美貿易戰開打之

前，就有臺灣媒體刊登社論，引

述中共「圈內人士」的話說，王

岐山、劉鶴、汪洋等務實派深知

國力疲憊，不堪一戰。但「不諳

實務的黨務大員」和「居心叵測

的保守派」極力鼓吹民族主義情

緒，鼓吹與美國開戰。

去年 7 至 8 月間，中共在

北戴河召開秘密會議前後，有多

名匿名中共官員罕見借港媒專訪

就貿易戰發聲。他們一致將貿易

戰責任推給中共黨內部分官員和

黨媒，認為黨內高層有人曲解習

中央意圖做出不當判斷髮出不當

宣傳指令。

路透社當時引述知情者稱，

中美貿易戰的確導致中共內部出

現分裂，其中王滬寧陷入麻煩。

王滬寧被黨內批評因採用的「過

度民族主義」誤導習近平，從而

激怒美國，讓美國的立場變得更

加強硬。

在美中貿易戰爆發以來，中

共掌管黨務和宣傳的常委王滬寧

罕見成為一個介入頗多又引起爭

議的角色。有說法指習近平身邊

的王滬寧，其實是效忠最早起用

他的江澤民。王滬寧最近大搞反

美宣傳疑是給習「下套」。

汪洋（Getty Images）

中美貿易戰5月初驟
然升溫，北京推翻原來與

川普政府協商的條款，令

美中數月的談判成果前功

盡棄。北京高層內部對於

這次貿易戰的態度，表面

上從最近官方宣傳的強硬

表態中可見一斑，不過，在

密不透封的中共黑箱政治

中，也難免暴露出分裂的

內情。

記者林中宇綜合報導

【看中國記者黎紫

曦綜合報導】北京當局近

年猛打宗教，日前有消息

傳出，各級官員除不得與

一切信仰活動有關外，還

被要求籤「軍令狀」打壓

宗教，若落實不利者將面

臨嚴重處罰。在高壓政策

下，大批官員竟先跑到廟

前將此前刻在功德碑上自

己的名字塗掉，避免受到

懲處。

關注中國人權問題的《寒

冬》雜誌（Bitter Winter）6 月

5 日報導，打壓宗教已成為中共

當局重要的政治任務，黨內亦

出現「文革」整肅風氣，上至中

央下至地方，人人自危，其中

一些負責管控、打壓宗教的第

一線人員，因面臨上級嚴格檢

查信教情況而惶恐難安。

今 年 4 月， 山 東 省 菏 澤

市牡丹區某鎮召開全體黨員會

議，主持會議的高級官員當眾

揭發一名村支書，指其出資

3000 元人民幣慶祝當地廟會，

將他打成「反面人物」，進行群

起批鬥。

在此詭異氣氛下，當地曾

捐款建廟的官員、黨員如臨大

敵，急忙跑到寺廟前將曾刻在

功德碑上自己的名字，塗抹銷

毀。許多寺廟的碑石，也因此

直接被拔出、被砸毀，寺廟一

幅荒謬「景象」。

同期，河南商丘市的黨政

官員也紛紛跑到寺廟前，將自

己在寺廟功德碑上的名字塗

抹，以求自保。

在當局高度嚴查、監督的

同時，地方政府還要求各級官

員立下「軍令狀」，對於天主

教、基督教，以及其餘宗教團

體，各級官員必須要帶頭舉

報，若知情不報者，將烏紗不

保，甚至面臨開除黨籍等處罰。

一名知情者透露，「政府經

常為信神的事開會，現在各宗

各派都被限制，發現 3、5 個人

私自聚會罰 5 萬元。」

而這類事情，在大陸各地

其實早已有之。去年 9 月 13
日，河南省虞城縣劉店鄉葉大

莊村村民聽到泰山廟傳來鑿石

聲，前往現場一探究竟，結果

發現，是當地黨員正在將廟前

功德碑上自己的名字鑿掉。事

出原因竟是，2018 年 8 月中央

下發《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

例》，規定與宗教信仰有關的黨

員幹部將面臨「史上最嚴黨紀處

分」。

曾有地方官員感慨表示：

「現在跟『文革』時期一樣，就

算信共產黨，敢違背共產黨的

政策就整治你。」

大批官員跑到廟前將此前刻在功德碑上自己的名字塗掉（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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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歷史的方式也是分析現

實的方式，我們正好可以從邱吉

爾身上看到他的意志和現實感是

怎麼結合起來的。

在法國迅速失敗，全世界都

被希特勒的鋼鐵洪流所震驚的時

候；在敦刻爾克大撤退後失敗情

緒蔓延的時候，邱吉爾還能看到

英國的優勢，這是他的現實感。

英國的優勢在哪？

首先英國是個全球性的帝

國，日不落帝國的根底猶在，除

了英倫三島、大英帝國背後還有

四大金剛：加拿大、澳大利亞、

南非和印度。二戰前加拿大人

口 1100 多萬人；澳洲人口七百

多萬，這兩大殖民地初步實現了

工業化，加拿大的工業門類更齊

全。印度一直以來都是英國的兵

源提供地。二戰中加拿大實際參

戰 100 多萬人；其中 20 萬人是

空軍，裝備和訓練水準更是世界

一流。印度則是實際提供了超過

250 萬人的戰鬥和後勤人員。就

算沒有歐洲沒有美國，就憑著這

四大金剛、大英帝國兩百年的家

底，怎麼也能和希特勒週旋一陣

吧。

第二個依靠是英國經濟體系

先進、健全，人力上也沒有受到

重大損失，國力保持完好。只是

因為法國迅速失敗在精神上暫時

受到打擊

第三個依靠是大西洋對岸的

美國，歐洲戰場的迅速變化已經

讓美國行動起來。敦刻爾克大撤

退發生在 1940 年 5 月底到 6 月

初，英軍全軍安全撤退但物資損

失嚴重，美國馬上把它一戰以後

軍火庫裡剩下那點家底全部送給

英國，包括 9 百門火炮和 8 萬

挺機關鎗。美國的支持是可靠

的，它投入戰場是個時間問題。

但是這幾個因素都不是邱吉

爾手上的王牌，邱吉爾手上最大

王牌是甚麼？是皇家海軍，皇家

海軍的制海權是英國最堅固的盾

牌，制海權意味著兩件事，一是

阻止德軍登陸。希特勒的裝甲師

再厲害你開不過英吉利海峽，雖

然有德國潛艇偷偷溜過去，但是

登陸作戰至少要幾十萬人的規

模，是沒法偷偷溜過去的。制海

權的第二項意義是確保航運的暢

通，維護英國經濟的生命線。英

國就是個海權國家，皇家海軍不

倒，英國就立於不敗之地，他慢

慢跟你耗就可以了，這是邱吉爾

的最大王牌。

邱吉爾的時代，國際貿易的

重心已經從圍著歐洲這一圈的海

域，擴展到了大西洋兩岸，拿破

崙全盛時尚且絞殺不了英國經

濟，何況到了 20 世紀，你希特

勒就算佔領全歐洲對英國搞禁運

也做不到，其實邱吉爾的壓力比

19 世紀初的那幾任英國首相都

要輕。他要做的是置身於一堆被

希特勒風捲殘雲的鋼鐵洪流嚇尿

的政客之外，在他們精神崩潰的

失敗情緒之外，清醒地看到英國

的這些優勢。但說起來容易，當

時那氛圍下要堅信英國的這些優

勢也是不容易的，所以才叫「至

暗時刻」，邱吉爾的過人之處，

在於能在人人恐慌的情緒中保持

清醒的現實感。

咱們也模仿金燦榮的說法，

把邱吉爾手上的牌總結為兩張小

王一張大王，第一張小王是大英

帝國的底子包括那「四大金剛」；

第二張小王是美國巨人的鼎力支

持；大王是英格蘭之盾，牢牢控

制海洋的皇家海軍，讓英國處於

不可被入侵、不可被征服的不敗

之地。

金燦榮的兩張小王的第一張

是：打稀土戰爭（幾年前試過

一回以失敗告終）；第二張是拋

售美債（有給自己製造金融動

盪的對等風險）；大王牌是對美

國搞市場均等。大家可以琢磨一

下哪個靠譜，習近平和邱吉爾哪

個叫有現實感。

—— 節 選 自 Youtube《文

昭談古論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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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力與現實感 

我的老學長胡金兆先生在他的

《見聞北京七十年瑣記》一書中，

記載了一個「蔣介石片語平學潮」

的故事。

抗戰勝利後，南京、北平、上

海等地的偽機構被查封（包括偽

「北京大學」、「中央大學」等院

校），一批曾任偽職的文化漢奸如

周作人等遭到當局查處。然而怎樣

看待淪陷時期的教師和學生呢？傅

斯年等學者認為，在偽院校當教授

的人都喪失了民族氣節，堅決不能

錄用。教育部長朱家驊則提出，淪

陷區的學生是「偽學生」，需要重

新甄別再決定學籍。

消息傳來，北平等地的大中學

生極為不滿。 1945 年 11 月，蔣

介石夫婦到北平視察，學生便醞釀

藉此機會請願示威，向政府討個公

道。學潮將起，蔣介石是怎樣應對

的？

看過大陸拍的描寫國共內戰的

故事片的人們，可能眼前會浮現這

樣一個場景：軍警出動，揮舞警棍

大棒，對請願學生大打出手，有時

還用高壓水龍猛噴 ......
蔣介石沒有使用這些手段，而

是在故宮太和殿前的廣場上，召開

了北平全市大中學生大會。

蔣介石一身戎裝，披黑斗篷，

戴白手套，在萬眾矚目中講到了

「偽學生」的問題：「淪陷區的政

府嘛，哎，是偽的。官吏嘛，哎，

也是偽的。有些所謂的國立學校

嘛，哎，也可以說是偽的。至於老

師、學生嘛，哎，就是教書、讀書

嗎，哎，怎麼能說是偽的？沒有偽

的！」

話音剛落，全場歡騰，人們高

呼「萬歲」。散會後，很多人圍著

蔣介石不願離去，最後蔣公把白手

套都拋給激動的學生們了。

三言兩語講清了「政策」，化

解了矛盾，使北平和上海等地的學

潮無疾而終，不可謂不高明。

不料 44 年後，那些戰勝了國

民黨、趕走了蔣介石的「無產階級

革命家」們，在又一次學潮前手忙

腳亂、進退失據，最後導致令國人

痛心疾首的血案。如果最高領袖像

蔣介石那樣，在學潮初起時就出來

和學生見面，解決他們關心的問

題，還會有這樣慘烈的結果麼？

我真不知說甚麼好了。

看蔣介石怎樣平息學潮

　　關於習近平暗示要

重走長征路、艱苦奮鬥

長期抗美這事，昨天有

網友給我有個反饋。他

把我以前講「至暗時

刻」那部電影的節目給

翻了出來，憑甚麼邱吉

爾死扛就叫有節操、習

主席死扛就叫沒有現實

感哪？

臺灣關係法 40 週年之

際，臺灣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

應美國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

中心」與「布魯金斯研究院」

以及「威爾遜國際學人中心」

邀請，當地時間 9 日晚舉行

連線視訊會議。蔡英文表示，

臺灣關係法不但體現美國與臺

灣共同維護太平洋地區和平、

安全與穩定的承諾，同時也支

持臺灣發展自主防禦能力，以

對抗任何形式的脅迫。蔡英文

同時指出，日前中國大陸軍機

越過台海中線，是對臺灣民主

自由及生活方式的挑戰，臺灣

必須挺身對抗。她表示，臺灣

對於無法自製建造的武器，會

依照臺灣關係法，持續向美國

軍購。

在中國大陸愈來愈強大，

軍力迅速提升，習近平越來越

急於完成統一的強大壓力下，

面對政治的、軍事的威脅，臺

灣仍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

不能不說與 40 年前這部臺

灣關係法有重大關係。 1972
年，美國總統尼克松在北京簽

署上海公報，徹底改變美中臺

三邊格局。 40 年來，北京不

斷挑戰臺灣關係法，華盛頓一

方面以美中三公報籠絡北京，

另一方面以臺灣關係法與六項

保證來牽制北京。

1978 年美國總統卡特與

北京秘密談判後突然宣布，次

年 1 月 1 日起與中華人民共

和國建交，同時與中華民國斷

交。美方首次承認中華人民共

和國為中國唯一合法政權，在

遭到臺灣民眾激烈抗議下，美

國國會發動並最終於 4 月 10
日通過《臺灣關係法》作為反

制，取代因斷交終止的中華民

國與美國共同防禦條約。該法

確立了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

後，美國與臺灣在非官方關係

基礎上，與臺灣維持各個層面

的關係。

「適當行動」含義模糊不

清，但保持了「戰略模糊」的

彈性解釋空間。 1996 年台海

爆發危機時，美國派遣兩艘航

母戰鬥群部署臺灣海峽外海，

牽制中國大陸軍事行動，被認

為就是「適當行動」的體現。

今年 3 月 31 日，中國大陸兩

架戰機穿越台海中線，白宮

安全顧問博爾頓警告：「臺灣

關係法和美國的承諾清楚明

確。」

臺灣關係法引起中共不

滿，里根擔任總統時，為不

影響噹時施行的「聯中抗蘇」

目標，1982 年與中方簽署

「八一七公報」。該公報承諾

美國向臺灣出售的武器和性能

在數量上將不超過美中建交後

近幾年供應的水準，並準備逐

步減少對臺武器出售。

不過，根據中央社報導，

里根隨即委派美國在臺理事會

主席丁大衛、臺北辦事處處

長李潔明，向蔣經國總統「口

頭」提出「六項保證」，包括

美國並未同意在對臺軍售上設

定結束期限，不同意與北京事

先協商對臺軍售等。

「六項保證」隨即經中華

民國外交部正式對外公布，中

國大陸一直質疑其效力，每當

美國對臺軍售或軍事合作，北

京重申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要

求美方迅速停止對臺軍售。

2016 年蔡英文擔任臺灣

總統，台海關係日趨緊張，美

國眾議院當年通過共同決議

案，首次將「六項保證」訴諸

書面文字，形同背書。中央社

載文分析，「臺灣關係法多年

來被北京視為眼中釘，為平衡

勢力漸大的中國，美國不僅不

拔，還釘得更深」。

它是臺灣的定海神針
◎文：安德烈

◎文：漁陽山人

1955年，蔣中正和宋美齡在一起。（網路圖片）

　　該法最重要的內容

是在維護台海安全方

面，除了提供美國繼續

對臺軍售的法源，明確

表明美國對任何以非和

平方式決定臺灣前途視

同威脅西太平洋和平安

定，當臺灣人民安全遭

受威脅而危及美國利益

時，將引起美國「嚴重

關切」，美國會採取「

適當行動」。

　　美國與中國大陸恢

復關係，與臺灣斷絕

外交時，留下一個「定

海神針」：《臺灣關係

法》。4月10日，這部

法誕生整整40週年，

大陸無法逾越其框架，

臺灣一直處在這一法律

的保護之中。

▲圖為電影《至暗時刻》海報。該影片獲第90屆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
講述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歐各國在納粹德國進攻下淪陷，英國孤

立無援，剛上任的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面臨著內部的偏見與外來的強

敵，他必須在向納粹德國求和或率領英國力抗德國之間做出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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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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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niq

【看中國訊】今年初，現代

公司公布旗下車款 Ioniq 的混

合動力（Hybrid）、以及插電

式混合動力（PHEV）車型，

近日，公司又推出了純電動車

型 Ioniq Electric，廠家稱其目

標對手就是 Toyota Prius。
Ioniq Electric 外觀時尚，

升級改變主要在體現在車頭水

箱護罩、頭燈組、以及車尾燈

組等處的修改。六角形水箱護

罩改以明顯輪廓，而頭燈內部

的 LED 燈組則重新調整，車

尾 LED 燈組同樣也進行了改

變，搭配以全新款式 16 吋鋁

圈，展現出更為精緻的品味。

車內，Ioniq Electric 同樣

帶來新的視覺效果，包含獨立

而出的中控螢幕，更大尺寸的

觸控螢幕，同步支援智慧型手

機互聯功能。其他配置包括車

內氣氛燈、後座出風口、前後

加熱座椅、手機無線充電等。

小改款後的 Ioniq 車系將

SmartSense 主動式安全系統作

為標配，提供完備的駕駛輔助

與安全防護功能。其自動緊急

制動（AEB）分三步進行。一

開始，它會在視覺和聽覺上警

告駕駛員，然後根據碰撞危險

程度調整制動力，最後在即將

發生碰撞之前及時剎車。

Ioniq 手機應用 BlueLink
也有所升級。車主可以用手機

遙控開關車鎖、找車，及聯網

盜車尋找、啟停電池充電、檢

查電池狀態等等。

新 款 Ioniq Electric 的 電

池模組容量由 28 kWh 升級為

38.3 kWh，續航距離 294 公

里，增加了 35.5%。該車車載

充電器由 6.6 Kw 升級為 7.2 
kW，使用 100 kW 規格 Type 
2-AC 快速充電樁僅僅只需 54
分鐘的時間便能夠充入 80% 電

量。

標配完備的駕駛輔助與安全防護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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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專家
品牌專家 品牌專家

粵語 粵語
粵語 粵語

國語 國語

庫存編號 年份 車型 外觀顏色 生產商建議售價 銷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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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停在戶外，要注意車身清

潔。長期風吹日曬雨淋，車身漆面

即便有一小點的破損，如果不做任

何處理，銹跡也會慢慢變大，最終

可能銹穿。如果車身有銹跡，應用

牙膏或補漆筆將銹跡覆蓋，防止銹

跡進一步擴大，這也是汽車長時間

停放前要做的一個重要的工作。

如果汽車長時間不開，大部機油

回流到發動機底部，上部嚴重缺乏油

膜的保護。汽車經過長期停放，再次

啟動的過程，發動機會經過較為嚴重

的干摩擦，也是磨損最為嚴重的時

候，此時更應該注意機油的工況。

因此，如果汽車將要停放超過半

年，提前更換一桶品質較好的新機油

很有必要。除此之外，還要注意防凍

液、轉向助力油、剎車油、變速箱油

等的備量。

汽車即便不開，電瓶也有

一個緩慢的耗電過程，因為電

瓶是一直在工作的（時鐘系

統，防盜系統等）。最多 20 天

要進行一次充電過程，汽車電

瓶不需要特意充電，在您駕車

的過程中汽車會自動為電瓶進

行充電的。

如果汽車長時間放著不開

超過 2 個月，最好將電瓶負極

斷開，只斷開負極即可，正極

不需要動。但斷開電瓶負極也

可能會出現一個弊端，就是部

分數據很可能會初始化，行車

電腦也可能會出現一些輕微的

故障亂碼，但這些並不妨礙汽

車的正常使用。

如果長時間不開，電瓶很

可能會缺電以致於無法啟動。

這時候需要連接其他車輛來啟

動，或者購買啟動電池（Jump 
Pack）來將車發動起來。因此，

即使自己沒有時間，也要讓家

人每半個月啟動一次車，車在

怠速的情況下，可以踩幾腳油

門，可以讓車續一下電。

長時間不開車，整車的重量

會集中壓在每個輪胎與地面接觸

的部分，可能會造車輪胎的一點

永久性變形，輪胎就不圓了，輪

胎也會快速老化。為了避免這個

問題，長期停放車時要把胎壓打

足，可以稍微減輕車胎變形。即

使不開，也要啟動車前後移動，

可以轉移輪胎的壓力點。

【看中國訊】汽車長時間
停著不開，對汽車只有壞
處沒有好處。遇到這種情
況時，如果注意以下幾
點，就可以盡量將損失降
低。

注
意
機
油

注
意
電
瓶
電
量

注
意
輪
胎
變
形

車
身
防
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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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that cannot be combined with lease/finance/cash offers. All incentives will be deducted from the negotiated selling price after 
taxes. Some terms/conditions apply. Model shown for il lustration purposes only. Offers end May 31, 2019 but are subject to change, extension or cancellation without notice and are only valid for Alberta residents at Alberta Acura retailers. Retailer may sell/lease for less. 
Retailer order/trade may be necessary. While quantities last.  See your Silverhill Acura retailer for full details. © 2019 Acura, a division of Honda Canada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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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 映 卓 越 性 能 的 靈 動 內 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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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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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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黃帝大戰蚩尤，因蚩尤

神力非凡，雙方久戰不下。黃帝

憂心會死傷更多的人，苦思破解

之法而不得。

一日忽夢見九天玄女傳授

給他「奇門遁甲」 ，故而大勝蚩

尤。夢中傳授技藝道法，一直被

人們認為是神話，其實中國古籍

中記載了很多類似的故事。

黃澤夢孔子授道

黃澤（1260 年 -1346 年），

江州（今江西九江）人，字楚

望，元朝理學家、經學家、教育

家。學富五車，精古註疏，通義

理學，元大德年間先後任江州景

星書院山長、東湖書院山長，授

學者眾多。《元史 · 儒學傳》中

記載，黃澤少年時即以明經學道

為志，初時常讀經而不明其理。

潛心鑽研，幾番苦思成疾。一日

夢見孔子，以為是偶然。其後

多次夢見孔子親自為他講解《六

經》，且夢境中所見的書籍和孔

子所講的內容，醒來記憶如新，

由此才知道世間的解經學說已經

偏離了本義，有許多都是不正確

的，誤導後人。

黃澤得孔子夢中相授，苦思

不解的難題豁然貫通。後作《六

經補注》，以修正傳統解經學

說中的謬誤。另作《思古吟》十

章，極力讚美古代聖人的德容之

盛。

張元素夢得醫書

張 元 素（1151 年 ～ 1234
年），字潔古，金代易州人，中

醫大家，中醫易水學派創始人。

與金代著名醫學家劉完素齊名。

張元素自幼攻讀經書，八歲

考上童子舉；27 歲考上經義進

士，因犯廟諱而落第，自此棄科

舉而潛心於醫學。

張元素研究《內經》到了癡

迷的境界，但二十多年雖然刻苦

鑽研，醫術總也不能昇華。後得

一夢，神靈授其醫書，方悟出醫

道真諦。

在他所著的《醫學啟源》序

言中記載：「二十餘年雖記誦廣

博書，然治人之術，不出人右。

其夜夢人柯斧長鑿，（鑿心 ) 開
竅，納書數卷於其中，見其題曰

《內經主治備要》，駭然驚悟，

覺心痛，只為凶事也，不敢語

人。自是心目洞徹，便為傳道軒

岐，指揮秦越也。」這一夢，讓

他二十多年的醫理融會貫通，遂

成就一代名醫。

許叔微夢白衣人

南宋著名醫學家許叔微，字

知可，號近泉，生於北宋元豐三

年 (1080 年 )，真州 ( 今江蘇儀

征 ) 白沙人。

明朝朱國禎筆記《湧幢小

品》記述，許曾受鄉里推薦，參

加春季科考但未考中。歸途中船

經過吳江平望時，夢見一位白衣

人說：「你沒有積下陰德，所以

考不上。」許說：「我家貧窮，

沒有錢施捨別人。」白衣人說：

「你何不學醫？我可以幫你精通

醫術。」

許叔微驚醒，歸家後即按白

衣人的話去做，認真研讀醫書，

果然悟得了扁鵲一樣高超的醫

道。凡有病人，不論貧富貴賤，

許叔微都細心診治，給予藥物，

遇到貧窮的患者，不收分文。被

他治好的人，不計其數。

後來，許叔微鄉試中舉，去

禮部參加會試時，船再經平望，

又夢見白衣人與之相見，並贈他

詩句：「施藥功大，陳樓間處；

殿上呼臚，喚六作五。」許叔微

反覆看也不解其意，姑且先記了

下來。紹興二年（1132 年），

許叔微考中了進士第六名。

不久，因第二名不合格，他

升為第五名。他的上面是陳祖

言，下面是樓材，正是處於陳、

樓二人之間。方才省悟夢中詩句

的意思。此事被《四庫全書》收

錄在《許叔微 · 類證本事方 · 提
要》卷中。

鄭玄夢中灌經典

鄭 玄， 字 康 成， 北 海 高

密（今山東省高密市）人。東

漢末年著名儒學大家，東漢大

臣。與晏嬰、劉墉並稱「高密三

賢」。

凡儒家經典，鄭玄無一不精

通。他曾將儒家的古文經學一一

注解。唐太宗敬其博學，將其列

於二十二位「先師」之列，配享

孔廟。

據南朝宋劉敬叔撰《異苑》

記載，鄭玄天資聰穎，少年時即

精通天文、數學，並熟讀五經，

後拜在經學大師馬融門下學習古

文經學。馬融門徒眾多，人才濟

濟，只有天賦異稟的高材生才能

得其指點。鄭玄拜師三年從未得

馬融看重，十分沮喪，覺得自己

甚麼也沒學到，就打算回家。

一日，鄭玄在樹蔭下小憩，

夢見一個人用刀劃開他的胸部，

為他灌注經典，並對他說： 「你

完全可以成為有學問的人！」鄭

玄醒後，即刻啟程返鄉。在路

上，那些經典不斷的湧現出來，

以前想不通的，不理解的地方，

一下子全部明白了。

鄭玄返回東方的家鄉後，豐

富的學識令他很快聲名鵲起，求

學者不遠千里而來投其門下，他

的弟子無處不在，他也因此被人

們譽為「經神」。據說，連他

家中的侍婢對詩經都嫺熟到張

口就來。就連昔日看不上他的

馬融，後來也不得不感歎，他

所傳授的經學禮樂，如今都去

了東方了。

夢中成就的絕學
◎ 文：青蓮 圖：Fotolia

古今中外都有一個神

奇的現象，就是有些人對

所從事的研究或工作鑽研

到忘我境界時，就可能會

在夢中得到先賢的某種啟

示或指導。現代人將之稱

為靈感，卻無法解釋它從

何而來。

唐代宗時，擔任戶部

侍郎的韓滉為人清廉自負，

因徵收賦稅時過於嚴苛，

得罪了不少權貴。德宗即

位後，將其遣去浙西擔任

觀察使。因韓滉才能過人，

有人上奏稱其對朝廷心懷

異志。

一日，浙西觀察使衙門來了

一位叫李順的人，說是有人托他

給韓滉投遞書信。韓滉打開信

函，見裡面有九個字，但全是蝌

蚪文，他一個也不認識，便問李

順此信函從何而來。

李順遂答道，自己是個商

人，一日泊船於京口堤堰之下，

夜裡不知何故船纜竟然斷了，船

隻隨水漂流，天明時一看，船停

在了一座山下。他也不知是甚麼

地方，就上岸尋問。岸上有一條

小徑，李順沿著走了五、六里，

才遇見一個人。此人頭戴高高的

烏巾，服裝樣式很古，與當時的

人穿著不同。

那人領他上了山，來到一座

宮殿前。只見樓臺殿閣，極其華

麗，完全不像是人間的景致。穿

過幾層門，來到一座寬闊的庭院

內，有一人從簾內走出，對他

說：「我想托你捎給金陵韓滉一

封信，希望你不辭辛勞。」便拿

出一封信，交予李順。

李順接過後，旁邊的侍者，

把他領出門，送到停船的地方。

李順問侍者說：「這是甚麼

地方 ? 我擔心韓滉要問起來，好

回答他。另外是甚麼人給他寄的

書信 ?」侍者答道：「這是東海

廣桑山，是魯國宣父仲尼（孔

子）得道成為仙官後，治理此

山。韓滉就是他的弟子仲由，仲

由性格強硬自恃，夫子（孔子）

恐怕他會自罹刑網，所以寫信警

告他。」說罷告別而去。

李順回到船上後，有一位使

者對船上的人說：「坐安穩了，

不要驚懼，不許向船外張望，不

久就會抵達原處。如果不遵守我

的告誡，恐怕船要翻的。」

船上的人聞言不敢張望，只

覺得船行如飛，不知走了幾千萬

里，但並沒有多少時間，船就回

到了京口堤堰之下。

韓滉聽罷李順的一番話，勃

然大怒，斥責李順妖言胡語，並

將他關押起來欲嚴刑懲治。但私

下裡還是帶著這封信請人識別，

但沒有人認識上面的字。

一日，有一身著古服的人前

來拜訪韓滉，言稱善於識別古文

字。韓滉召見後，把書信給他

看。那人見了忙將書信捧上頭頂

拜過，而後對韓滉道：這是孔宣

父（孔子）寫來的信，用的是

夏禹時的文字。上面寫的是「告

韓滉謹臣節，勿妄動 !」
韓滉聽罷十分震驚，遂以特

別之禮款待客人。

客人離開時，眨眼就不知了

去向。韓滉默然而坐，慢慢的似

乎有了廣桑山老師的記憶。他放

了李順，並用厚禮答謝他的送信

之情。

此後，韓滉謹遵師命，一

改之前剛強自負的性格，恭順

謙遜，凡所任之處，皆安撫百

姓、平均租稅，不但轄境內清

平安定，還為朝廷多次平定叛

亂，建立了不朽的功勳，官至

宰相。

兩世師生兩世情
◎ 文：蘭心 美國肯塔基州有個阿帕拉契

亞「藍色家族」，這個家族成員

的身體都擁有奇特的皮膚顏色。

這個家族最早是於 19 世紀初，

在肯塔基州生活時，就繁衍出了

「藍皮嬰兒」。 
這個「藍皮人」家族最早被

發現是在 1958 年。擁有藍色皮

膚的盧克．康布斯是福格特家族

其中一支的後裔，當時他帶著自

己白皮膚的妻子去肯塔基州立醫

院檢查身體，卻引起了查爾斯．

本勒醫生注意。不過，除了皮膚

的異常顏色外，醫生們並未發現

有任何與此相關的病症出現。

在 1980 年，有一種醫治方

案被發現，讓「藍皮人」飲用一

種本身為藍色的化學製劑，這可

令其皮膚轉化為正常的紅色。目

前，此種方法已經被證實可以用

來改變皮膚色調。研究也多次證

明，所有的「藍皮人」都沒病，

只是看上去很「藍色」而已，他

們都是健康的正常人。 

藍色皮膚家族

◎ 文：藍月

英語語言課程
夏季學期

全日制課程 2019 年 7月 2日開始

請於 6月 24 日前到 網站申請mru.ca/ApplyEnglish

唐鄭國公韓滉朝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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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川普二女兒蒂芙尼（Tiffany 
Ariana Trump）1993 年出生，是川普與第二任

妻子馬拉．梅普爾斯唯一的女兒。最近蒂芙尼

的行蹤也引發了媒體的興趣，其男友的背景以

及活動行蹤也被曝光。

蒂芙尼畢業於父親曾就讀的賓夕法尼亞大

學，和前副總統拜登的孫女是同班同學。蒂芙

尼的現任男友名叫邁克爾．博洛斯（Michael 
Boulos），從倫敦大學畢業，學金融和危機管

理，現在定居英國。其祖上黎巴嫩裔，為十億

美元級別的博洛斯集團繼承人，兩人去年夏天

在希臘的一家海灘俱樂部認識，俱樂部主人是

林賽 · 羅韓，來往的都是明星，大家都是一個圈

的，兩人剛認識就光速戀愛。據朋友圈說，邁

克爾很喜歡蒂芙尼的熱情開朗，非常支持川普。

據報導，蒂芙尼的之前第一個男友也在賓夕

法尼亞大學讀 IT，同樣來自於地產家族，同樣

進政治圈。不過這位前男友畢業後在民主黨總部

當資料庫工程師，男友父親給希拉里競選捐過上

萬美元。蒂芙尼搬到華盛頓，在攻讀法律碩士學

位，而男友要求留在紐約據傳兩人分居日久，自

然分手了。雖然看上去蒂芙尼屬於易胖體質，一

直致力於減肥。不過小女生都愛美，有時在社交

媒體上蒂芙尼發圖放上了理想中的自己的圖片。

【看中國訊】皇冠出版社今 4 日證

實，皇冠集團創辦人平鑫濤，也就是

作家瓊瑤的第二任丈夫，已於 5 月 23
日在親人陪伴中離開人世，享耆壽 92
歲，瓊瑤在臉書發布悼文，

平鑫濤生於 1927 年，中華民國出

版業和影劇業巨擘，1949 年遷居臺北。

經歷兩次婚姻，與前妻林婉珍育有 3 名

子女，離婚後與作家瓊瑤再婚。早年曾

以筆名費禮翻譯外文小說，1954 年創

立皇冠雜誌社；曾任聯合報副刊主編，

也擔任過熱門音樂 DJ；策劃、完成臺

灣早期出版史上最暢銷的「甘迺迪傳」

及「冰點」。

瓊瑤發文表示尊重先生遺願，將

平鑫濤骨灰以花葬方式，灑葬在陽明山

的臻善園。瓊瑤也再次為自己被視為

「破壞別人婚姻的第三者」而喊冤，她

寫道：「最後 3 小時，我一直握著你的

手，如果我曾對你有怨懟，我也原諒你

了！」平鑫濤與前妻所生的三名子女，

也透過出版社發表了一封給媒體的公開

信。文中提及，「以作家為榮，以讀者

為尊」一直是平鑫濤畢生身體力行的信

念，皇冠今後也會秉持這個信念，持續

在出版崗位上努力，並於家屬給媒體的

公開信中指出，平鑫濤自認這一生沒有

白走一趟。平鑫濤住院之後，他的前妻

林婉珍曾出版自傳，詳細描述當年瓊瑤

介入他們婚姻的細節，讓瓊瑤再遭到輿

論譴責。

平鑫濤的兒女曾說：「如果一段愛情

是建立在傷害另一個人、建立在另一個

女人的犧牲上，那麼這樣的愛情無論如

何並不偉大，也不值得拿來歌頌炫耀。」

瓊瑤發文悼念夫婿 
婚戀往事惹爭議

川普二女兒與男友亮相

806 Centre St. NE, Calgary  

16 Ave. NE

12 Ave. NE

7 Ave. NE

C
enter St. N

E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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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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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

卡
城獨
一家

$16.99

純魚骨熬製
原汁鮮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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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ised beef feet $13.99

【看中國訊】日前大陸博主長春國

貿發布了一組合影照片，有鮮少露面的

董文華。久未露面的歌唱家董文華現身

大陸歌唱家李丹陽的生日會。 57 歲董

文華一身長裙，乾淨利落的標誌性短

髮，與朋友一起熱聊。

資料顯示，董文華 1962 年 6 月出

生在遼寧省瀋陽市，出身工人家庭，從

小愛唱歌。 1977 年，15 歲的董文華

考入瀋陽軍區前進歌舞團。 1989 年，

董文華進入總政歌舞團擔任獨唱演員。

董文華曾是大陸紅極一時的「軍旅歌

手」，2000 年突然從人們的視野中消

失，沉寂 10 餘年。

據外媒報導，董文華兩度被封殺 10
多年，涉及前中共政法委書記羅干及周

永康。報導稱 1999 年大陸遠華走私案爆

發，涉案主角賴昌星請求董文華走後門

去給羅干送申訴材料，羅干暗示下流陰

暗，董未從。後來，羅干借賴昌星案對

董打擊報復。 2007 年，周永康接替羅干

的位置，當上了新的政法委書記，此時

也有單位邀請 6 年沒有發聲的董文華出

來演唱，但政法委一句「不許董文華出

來招搖」，董文華因此又被封殺。

2013 年 3 月 30 日，大陸官媒《新

華網》和《人民網》高調報導中共軍旅歌

手董文華復出，網友評論認為其政治意

義遠遠大於這次活動的意義。對於很

多人而言，董文華作為曾經的「民歌天

后」從未消失在他們的記憶中。

57歲了 看起來依然年輕

董文華近照曝光

▲ 瓊 瑤 表

示尊重先生

遺 願 ， 將

平鑫濤骨灰

以 花 葬 方

式，灑葬在

陽明山的臻

善園。

▲蒂芙尼與邁克爾·博洛斯在白宮。見總

統的速度太快了，乘坐空軍一號飛赴海

湖莊園，與川普一家過感恩節，吃火雞

大餐，享受家人的款待。

▲蒂芙尼社交媒體上發圖放上

了理想中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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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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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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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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壺公 壺中天地寬
方外日月長

有人來買藥，他就告訴人家，服藥後

會吐出甚麼，哪一天會痊癒，每次都應

驗。因為生意好，他每天賣藥能收入好幾

萬錢，大都施捨給市上貧苦飢寒的人，自

己只留很少。他常常在一家店鋪的屋頂掛

一把空壺，每當太陽落山，店鋪一關門，

他就跳進壺中，費長房站在樓上看見，知

道這位老翁不是一般人。

費長房每天悉心清掃老翁的攤位，供

應他飯食和生活用品，老翁都受之不卻。

這樣過了許久，費長房始終堅持不懈。老

翁明白費長房心地虔誠，有一天對他說：

「傍晚沒人的時候，你到我這裡來。」日

暮時，費長房如約而至，老翁說：「你看

到我跳進壺中時，就學我的樣子跟著跳，

自然能進去。」費長房照做，果然不知不

覺進了壺中。進去後不像是壺，眼前是一

座仙宮世界，樓臺林立，殿閣壯麗，重門

復道，左右侍者數十人。老翁說：「我本

是神仙，只因當初在天界處理公務不勤，

被貶謫到人間。你是個可造之材，所以有

緣遇到我。」費長房馬上跪下磕頭，說：

漢朝時，有個汝南人叫費長

房，是管理市集的官員。一

天，他看到一位從遠方來的

老翁，到集市上賣藥，沒有

人認識他，他賣藥都是一口

價，藥到病除。

◎  文：欣愉

「我這肉眼凡胎，愚昧無知，能夠得到您

的垂憐，實屬萬幸，真是我百世之福。就

像劈開棺木注入仙氣，使枯朽的屍骨得

以再生，我只怕自己汙穢頑劣，不堪驅

使。」老翁說：「我看你這人很不錯。但

是你不要告訴別人。」

有一天，老翁到樓上找費長房，說：

「我有些酒，你與我同喝，好嗎？」費長

房趕緊派人下樓去拿酒甕，沒想到酒甕太

重，那人根本搬不動，最後人手增加到幾

十人，還是搬不動。老翁便下樓去，只用

一根手指就把酒甕提上來了。兩人一起喝

酒，酒杯如拳頭大小，可是喝到太陽落

山，酒甕裡的酒還沒喝完。老翁對費長房

說：「我明天就要走了，你願意和我一起

走嗎？」費長房說：「我就盼著跟您修道

插畫：WINNIE WANG

進入壺中，

發現眼前是

仙宮世界。

呢！只是我不想讓家人察覺，有甚麼辦法

嗎？」老翁交給費長房一根青竹竿，囑咐

他說：「你帶著這根竹竿回家，假裝說有

病，把竹竿放到你的床上，就悄悄來找

我。」費長房依言行事。他離開家後，家

人見費長房死在床上，不知這是竹竿變

的，哀慟號哭之後，把費長房安葬了。

費長房跟著老翁，恍恍惚惚不知到了

何處。老翁把費長房留在一群猛虎之中，

老虎張牙舞爪，作勢要吃他，他毫不畏

懼。第二天，老翁又把他留在一間石室

中，頭頂上用草繩懸掛著一塊數丈寬的大

石，還有幾條蛇爭相啃咬草繩，眼看繩子

就要斷了，費長房仍泰然自若。老翁現身

出來，撫著他的肩頭說：「孺子可教啊！」

之後，老翁又讓費長房吃糞便，上面

爬著寸餘長的蛆蟲，臭穢不堪，費長房見

了，頓感噁心，不由面露難色，老翁嘆息

道：「看來你還是不能得道啊！就讓你在

人間顯一番身手，活幾百歲吧！」於是傳

授他一卷符籙，說：「有了這個，你可以

驅使鬼神，還能治病消災。」老翁給他一

根竹杖，讓他騎著回家。費長房騎上竹

杖，好像睡了一覺一樣，一下就到家了。

家人以為他是鬼怪，但聽了他的說明後，

把棺材挖出來一看，果然只有一根青竹

竿。費長房以為自己只離家一天，可是家

人說已經過去一年了。再去看騎回來後他

拋在葛陂中的竹杖，竟是一條青龍。

費長房用老翁賜給他的符驅鬼治病，

無不見效。他最著名的法術是縮地術，能

收縮地脈，使千里間的景物宛若在眼前，

放開來則又舒展如舊。一日之內，遠在千

里之外的人，在好幾個地方都能看見他。

費長房遇見的老翁，世人不知他姓啥

名誰？因曾寄居壺中，後人便稱他為「壺

公」。流傳於世的各種召軍符、召鬼神

和治病的玉府符等，共二十餘卷，都出自

壺公之手，所以統稱為「壺公符」。

（典出《神仙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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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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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lusively where President's Choice  products are s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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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ntry Hills Superstore 手機店歡迎您的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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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403.516.3901

東漢的廣漢郡有個小官叫諒輔，字

漢儒。他為官清廉，辦事妥當，郡縣的

人都欽佩敬重他。

有一年夏天，久旱不雨。一郡之首

的太守，站在庭院中，讓太陽曝晒自己

來祈雨。一連晒了好幾天了，依然是晴

空萬里，驕陽似火，沒有下雨的跡象。

諒輔就以五官掾（太守麾下管主

要事務的官員）的身分去向老天爺禱

告。他發誓說：「我諒輔身為郡守的主

要屬官，不能勸諫上司接納忠言，推薦

賢才，屏退奸佞，調和陰陽，致使天地

隔絕不通，萬物乾枯。百姓翹首盼雨，

沒有控訴的地方，罪過全在我諒輔。如

今郡太守在真誠反省，責備自己，已在

庭院中接受天懲曝晒，為黎民百姓祈

雨。為讓甘霖早降，現我諒輔來認罪，

為百姓求福，誠心誠意，懇切真摯。若

尚未感動神明，我現在發誓，如果到了

中午不下雨，請讓我用自己的身體來抵

罪。」

於是，他命人堆積一個大柴垛，自

己坐在柴垛上，如天不下雨，準備在午

時三刻點火自焚。接近午時，山上的雲

氣變黑，響起雷聲，下起大雨來，一郡

的地方都得到潤澤。當世的人因此稱讚

諒輔是最真誠愛民的人。

老天爺為甚麼要給人類降災？因為

「人是有罪的」。

在東、西方傳統的文化中，都有這

樣的觀點，比如：耶穌就說，人是有罪

的；佛家認為，人是有業的，都是這個

意思。上天降下乾旱、地震、洪水、毒

霾、龍捲風等等，是對人類的惡行發出

的警示 —— 你們有罪了，該反省和修

正了！這是上天慈悲於人，給人改過機

會的一種方式。所以，人們如能真心誠

意的反省自己的過錯，就可以得到上天

的寬恕，從而轉危為安。

東漢諒輔雖然只是一個小吏，但是

他的愛民之心就像君王一樣真誠。也許

精誠所至，感天動地，諒輔的請求獲得

了上天的回應，於是雷聲大作，暴雨傾

盆，一郡皆大歡喜。

五羊雕像，彷彿在提醒人們不要忘了「羊

城」這段美麗的神仙故事。

地理位置優越經濟繁榮

廣州，地處廣東省中南部，地處珠江

三角洲邊緣，南臨海南，是廣深、廣三鐵

路的起點，京廣鐵路的終點，地理位置十

分優越。

秦朝時期，廣州為海郡郡治所在地，

是華南地區的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中

心。漢朝時，廣州逐步發展為南越王都城

和中國對外貿易中心。隋唐以後，廣州對

外交通、貿易十分發達，萬商雲集，經濟

繁榮。五代十國時，廣州為南漢都城。清

朝「五口通商」以前，廣州更是中國唯一

的對外貿易口岸和海上「絲綢之路」的起

點，是聯結東南亞和南亞的紐帶。

羊城第一秀：白雲山

白雲山位於廣州市區北部，是廣州著

名的風景區，有「羊城第一秀」之稱，因

其主峰摩星嶺常年為白雲所掩，所以得

名。

白雲山是大庾嶺支脈九連山的一部

分，由三十多座山峰組成，它在珠江

三角洲平地拔起，中國罕見的「城中之

山」，史稱「南越第一山」。自古以來，

白雲山就是廣州著名的遊覽勝地，登高

遠眺，可盡覽市區。歷代著名詩人學

者，如：蘇軾、楊萬里、王士禎等曾來

遊覽並留下詩文。因曾有仙蹤道跡，因

此白雲山千百年來便是佛、道兩家修道

成仙的靈山淨土。每逢佛道吉日，信眾

絡繹不絕，雲煙裊裊，使得端嚴秀麗的

白雲山更加神奇不凡。

千年滄桑華林寺

華林寺位於廣州市荔灣區，是一間至

廣州，別名羊城，建城距今已二千多

年的歷史了。它源遠流長，長盛不衰，曾

有三朝十帝建都於此，是中國古代海上絲

綢之路的起點，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自古

以來就是經濟繁榮、富庶之地。

具有悠久歷史的廣州，在漫長的歷史

長河中，留下了許多名勝古蹟，如：達

摩當年在此「結草為庵」的華林寺、南漢

王朝的南宮御園藥洲遺址、有「羊城第一

秀」之稱的白雲山……每一處名勝古蹟都

為廣州的歷史寫下美麗的見證。

五仙賜穀的羊城傳說

廣州有羊城、仙城、穗城等多種別

名，而這些稱謂來自於一則神仙故事。

據廣州舊志記載，周惠王令楚熊子惲

統治嶺南，南海臣服於楚，作楚庭以朝，

所以廣州又稱楚庭。

據傳，周夷王八年（西元前 887
年），廣州曾一度出現連年災荒，田野荒

蕪，農業失收，人民不得溫飽。

有一天，南海的天空忽然傳來一陣悠

揚的音樂，並出現五朵彩色祥雲，上有五

位仙人，身穿五色彩衣，分別騎著不同毛

色的山羊，羊口銜著一莖六出的稻穗，降

臨楚庭。

老百姓以為是海客到來，紛紛上前迎

接。仙人們把種子交給他們，又傳授種植

稻穀的技術，並祝福這塊地方永遠沒有饑

荒。說完仙人便騰空飛逝，五隻仙羊化成

了彩色的石頭。說也奇怪，廣州從此成了

嶺南最富庶的地方。

為了紀念這些傳播穀種的仙人與羊，

人們在五羊化石的地方修建了一座五仙

觀，觀內五仙和五羊的塑像。

宋人郭祥正〈五仙謠〉云：「番禹五仙

人，騎羊各一色。手持六穗，翱翔繞城

壁。

翩然去乘雲，諸羊化為石。至今留空

祠，異象猶可識。」

宋 代 以 後， 五 仙 觀 輾 轉 遷 移， 
至明代時遷至今廣州惠福西路坡山，迄令

仍是羊城名勝，遊人接踵，只可惜那五塊

羊化彩石已隨著歲月的流逝失蹤了。

後來，在廣州的越秀山又重新塑起

◎  文：美慧

今已有 1400 多年歷史的佛教寺院，也是

西關的標誌性建築物之一。

所謂「西關」，指的是廣州市人民路

以西的一帶地區，屬荔灣區。華林寺就是

西關的標誌性建築物之一。難得的是，這

座千年古剎，歷盡滄桑，至今仍矗立於廣

州的鬧市之中。

據 說， 南 朝 梁 武 帝 普 通 七 年， 
古印度高僧達摩遵從師父訓諭，西來弘

法，他從海上到達廣州城外的珠江北岸，

結草為庵，潛心苦修。後來，達摩又到嵩

山少林寺的石洞內面壁苦修，被後人尊為

中國禪宗之祖。

後人尊崇達摩是來自西方佛國的高

僧，便稱他最初登岸的地方為「西來初

地」。歲月悠悠，一千四百多年過去了，

「西來初地」的名稱一直沿用至今。而華

林寺的前身「西來庵」，即是達摩當時

「結草為庵」的地方。

別具人情味的騎樓

騎樓，是中西方文化交融的一種獨特

建築，也是廣州傳統建築的代表，外觀並

不高大的騎樓從遙遠的年代走來，成就了

無數的老字號，也造就了不計其數的廣州

富賈。

騎樓是一種近代商住建築，通常是樓

下做商鋪，樓上住人，一樓的外廊可以擋

避風雨侵襲，擋避炎陽照射。走在騎樓

下，顧客可以自在閒適，溫馨親近，腳無

沙塵，清潔整齊。

廣州最早的騎樓出現於清朝末年，廣

州的一德路、聖心教堂一帶。當時引進了

地中海國家的「卷廊」建築特色，並將其

與嶺南傳統建築結合，演變為現在這種富

有嶺南特色的騎樓，從此在廣州大行其

道，它不僅成為廣州的傳統建築代表，

更折射出廣州市井文化中具有人情味的 
特點。

千年南漢皇家園林：藥洲遺址

藥洲遺址，位於廣州市越秀區教育

路，又名九曜園，是五代時期南漢王朝的

南宮御園舊址。南漢開國皇帝劉岩在這裡

利用原來的天然池沼鑿湖，湖中建洲，在

此煉丹求仙藥，故稱藥洲。

明代時期，「藥洲春曉」曾是當時的

羊城八景之一。一千多年來，周敦頤、米

芾、許彥先、李昂英、翁方綱、翁心存、

阮元等名人曾到此題詩撰文，遊觀品石，

留下了許多寶貴的石刻。

藥洲遺址內古典大氣的門樓、頗具唐

風遺韻的山門、木結構的南北廂房以及古

色古香的碑廊，加上園內的古樹、九曜石

和石碑，毗鄰有著「廣府文化源地，千年

商都核心」之稱的北京路，似乎在向熙來

攘往的人們訴說她那久遠美麗的歷史故

事……

 廣州五仙觀（VMENKOV/WIKI/CC BY-SA）

仙人賜穀永無飢荒

神 州 大 地
系 列

公有領域

羊城廣州

 十三行 1850年

諒輔求雨 精誠動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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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說的是，北宋年間包拯為相

時發生在民間的一樁逸事。有一個村

莊住著一個十來歲、腿患殘疾、父母

雙亡的孩子，生活十分困苦，甚至靠

鄉鄰施捨或乞討活命。這個村子的前

面有一條河，往來村民和路人需涉水

而過，特別是上了年紀的老人十分不

便。每當漲水時更是無法通行。但年

復一年，誰也沒想改變它。人們能夠

看到的就是這個孩子天天撿石頭，堆

在河邊。人問其故，孩曰，要修一座

石橋，為鄉鄰行走方便。眾人不以為

然，認為孩子在說瘋話，大多哈哈一

笑了之。可是日積月累，年復一年，

石頭堆成了小山。鄉鄰開始改變認

識，並為這個孩子的精神所感動，投

入到了撿石、採石、修橋的行動中。

鄉鄰請來了工匠，開始建造石

橋。這個殘疾孩子全身心投入其中。

橋尚未建成，這孩子卻在一次鑿石頭

中崩瞎了雙眼。人們痛惜、怨恨，怪

老天不公。這麼可憐的一個孩子，一

心為大家，卻招來這樣的報應。可是

這個孩子毫無怨言，每天摸索著在修

橋的現場幹著力所能及的活。在大家

齊心合力下，橋終於修成了。眾人歡

呼喜慶之餘，無不將憐惜、讚歎的目

光聚向那個孤苦伶仃的原本就一條腿

殘疾，現在又瞎了雙眼的孩子身上。

孩子雖然甚麼也看不到，但臉上露出

了平生以來最歡樂的笑容。

一場不期而至的大雨，似乎要為

這座石橋洗去浮塵，壯壯行色。可是

一聲震耳欲聾的巨雷過後，眾人發現

孩子已被巨雷擊中，倒地身亡了。眾

人驚呆了，隨後壓抑不住的情感宣洩

而出，大家都嘆息孩子命苦，指責蒼

天不公……

恰巧民間稱之為青天大老爺的包

拯——包相爺公幹至此。百姓紛紛攔

住官轎為孩子鳴不平，討公道。質問

相爺：好人為何不得好報？今後好人

何以做得？食人間煙火的包相爺被村

民情緒所帶動，揮毫疾書，寫下「寧

行惡 勿行善」六個字後，拂袖而去。

回到京城，老包將公幹之事連同

路上見聞奏明皇上，卻隱去了自己題

字一事。因為儘管心中為那孩子行善

事得惡報之事十分不解，但三思之後

還是為題那樣六個字覺得不妥。沒想

到皇上退朝後，非要拉他到後宮說些

私房話。原來前些天，皇上新添龍

子，十分招人喜愛，可就是孩子整天

啼哭，特意讓老包去看看。老包見那

孩子肌膚如雪，嫩白的小手上有一行

字。近前一看，正是自己寫的那六個

字「寧行惡 勿行善」。臉一下子紅

到了脖子根，趕忙伸手向字擦去。說

來奇怪，字瞬間蹤跡全無。皇上見

皇子手上的胎記被老包抹去（別人

看那行字只是一個胎記），唯恐抹去

了福根，不依不饒的斥責包拯。包拯

連忙跪下，口稱罪臣該死，將題字一

事的來龍去脈說了一遍。皇上甚覺蹊

蹺，命老包用陰陽枕到地府打探。

老包枕上陰陽枕到地府一遊，真

相盡顯。原來那孩子上世做惡多端，

罪業甚大。償還那一世罪惡需三世惡

報才能還清。神原來安排，第一世以

殘疾之身孤苦伶仃；第二世以雙眼瞎

了卻殘生；第三世遭雷擊暴屍荒野。

那孩子第一世轉生窮困殘疾，但痛改

前非，只想為別人做好事，於是神就

讓他一世還兩世的業。讓他崩瞎了雙

眼。可孩子不怨天尤人，只是默默的

為別人做好事，神就把他第三世的業

力也拿過來一世還，所以雷擊斃命。

閻王爺問包拯，三世惡業一世還，你

說是好？還是不好？一世還了三世

業，因為他專行善事，心裡只是想到

別人，毫不考慮自己，某些方面已達

到「不修道已在道中」的境界，積德

甚多，故而死後立即轉生為當今太

子，享受天子福分。

The story occurred when the famous Bao 
Zheng (999 – 1062 AD) was prime minister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re was an orphaned 
boy about ten years old in a certain village. He was 
handicapped, with broken legs, and lived a very 
poor beggar's life. In front of the village was a 
river without a bridge. Villagers crossing the river 
needed to tread water, which was very inconvenient 
for them, and especially difficult for the elderly. The 
situation was worse when the water level was high 
and the river became impassible. Year after year, 
no one did anything to change the situation. But 
one day people found that the handicapped boy was 
piling up stones on the riverside. They asked him 
and he replied that he wanted to build a stone bridge 
so that villagers could cross the river more easily. 
People didn't take him seriously. Many laughed 
at him, thinking him to be crazy. But months and 
years passed and the pile of stones had become 
a little hill. The villagers began to change their 
opinions and were moved by the child's persistence. 
They began to join him to collect stones.

The villagers got builders to help build the 
bridge. The boy also did all he could to help and 
work with everyone. But before the bridge was 
completed, the boy was hit in the eyes by some 
pieces of rocks and went blind. People felt sorry 
and blamed heaven for letting such a poor child 
with such a good heart experience such a tragedy. 
But the boy did not complain, and kept coming to 
the construction site to quietly help with whatever 
he could. With everyone's hard work, the bridge 
was finally completed. People celebrated joyfully 
and focused their attention on the poor boy who 
was handicapped and then rendered blind during 
the building of the bridge. The boy could not see 
anything, but the happiest smile of his life appeared 
on his face too.

An unexpected thunderstorm developed, as 
though it was to freshen up the bridge by washing 
the dirt and dust off of it. But after a deafening 
thunderclap, the people found that the boy had 
fallen to the ground. People were all shocked to find 
that the boy was struck and killed by the lightning. 
They wept for the boy, feeling heaven was being 
unfair.

It so happened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Bao 
Zheng whom people affectionately called "Justice 
Bao," came to the village on business at that 
time. The villagers all came in front of him and 
complained about the unfairness regarding the 
child. They asked him, "Why are good people not 
rewarded accordingly? How will people want to 

be good in the future?" Affected by the villagers' 
emotions, the prime minister wrote a statement, 
"Thou shall do bad, rather than good" and left.

After going back to the capitol, Bao Zheng 
made a trip report to the emperor, but omitted 
the incident. Although he was very perplexed by 
the fact that the good boy encountered so much 
tragedy, he felt uneasy at having written the words 
he had. It so happened that the emperor wanted to 
see him in private because the emperor had just had 
a new son. The little prince was very lovely, but for 
some reason he would not stop crying all day. The 
emperor wanted Bao to take a look and see if he 
could figure out why. The boy had very fair and fine 
skin, but on his tender little hand, Bao saw a row of 
words. Looking closely, it turned out to be exactly 
what Bao had written while he was at the village. 
Bao blushed badly and rushed to rub the words off 
the prince's hand. Strangely, the words immediately 
disappeared. The emperor was upset about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words and asked for an 
explanation. Bao went on his knees and explained 
to the emperor, and begged for forgiveness for 
his not having told him about the incident. The 
emperor felt the matter quite peculiar, and ordered 
Bao to make a trip to the world of ghosts to find out 
exactly what had happened.

Bao lay on the bed and rested his head on the 
"earth-and-hell pillow" and made a trip to the world 
of ghosts. It turned out that in a former life, the 
boy was a terrible villain and committed hideous 
crimes. It required three reincarnations to pay back 
what he had done. The Gods originally arranged 
to have his first life be an orphan and to live an 
impoverished and lonely life. In his second life he 
was to be completely blind. In the third life he was 
to be hit and killed by a bolt of lightning. The boy's 
first life was poor and he was handicapped. But he 
decided to be a good person and always tried to 
help people. The Gods then decided to let him clear 
away his karma of the first two lives in his first life, 
so they let him go blind. But the child did not feel 
sorry for himself or complain. Rather, he still only 
thought of others all the time. The Gods then let 
him also clear away his karma of the third life in 
his first life. So they killed him with lightning. The 
king of hell asked Bao, "Isn't it a good thing that 
one can clear away one's karma of three lifetimes in 
one lifetime? Because he only did good deeds and 
always wanted to help other people, and was never 
concerned about himself, he accumulated a lot of 
virtue. That was why he reincarnated as a prince 
right after his death."

修橋鋪路的殘疾兒
Inspiration from a Story of a Blind Child Who Built a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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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張說的《梁四公記》中

記載了「梁武帝射覆」故事。

「射」是猜度之意，「覆」是覆蓋

之意。射覆就是隨便將一物體掩

藏起來，然後讓人通過易經占

卦，占出所藏的是甚麼東西。

天監年間，有一天梁武帝令

人做一個覆，與百官一起射覆。

當時太史剛剛捉了一隻老

鼠，便偷偷將這隻老鼠裝在匣子

裡封好，當作「覆」呈給了武帝。

武帝占卦，起得本卦為水山

蹇卦（艮下，坎上），除第二爻

外，其餘五爻皆動，所以變為火

雷噬嗑卦（震下，離上）。武帝

占成後，又命令群臣占。

武帝與其它八位大臣將各自

寫好的占辭放在蒲墊上，令罣闖

( 星像占卜術士 ) 也參與占卜。

罣闖對武帝說：「聖人占卦，是

利用象來辨別事物，皇上已占了

一卦，就不用另外再占，請求依

從皇上所占之卦進行預測。」

武帝應允了他，罣闖便根據

武帝所占之卦撰寫占辭，寫完後

也放在蒲墊上。全部占完後，便

開啟「覆」，宣讀大家的占辭，

看誰的占辭最準確。

武帝占辭說：「先得蹇卦後

得噬嗑卦，這說的是它的時辰。

蹇卦下是艮卦，上是坎卦，這就

是它的卦象。

坎卦的卦象中包含有陰暗、

隱伏、偷盜，與其相應的生肖是

老鼠，所以裡面是只老鼠。它在

蹇卦所表示的時間裡出來活動偷

吃東西，因其動而變為噬嗑卦之

象，噬嗑卦的卦象包含有刑罰、

懲惡，所以被捉住。

在噬嗑卦中有四爻為無咎，

一爻為利艱貞，這五爻都與偷盜

沒甚麼關係；只有第六爻占斷為

凶，爻辭是「荷校滅耳」，意思

是戴上枷鎖、割掉耳朵；這是因

為偷盜而遭到災殃，所以這隻老

鼠是死的。」

念完武帝的占辭後，群臣高

呼萬歲，武帝也因自己占中了而

洋洋得意。接著又開啟其它八位

大臣的占辭，說得五花八門，沒

有一個占中的。最後開啟罣闖的

占辭，也占中了，但與武帝占辭

不相同，罣闖的占辭裡說：「現

在這個時間剛好屬王相吉日，所

以一定是活老鼠。

卦象由蹇卦（坎上，艮下）

變為噬嗑卦（離上，震下），即

上卦坎變為離，下卦艮變為震。

坎有陰晦之象，離有光明之象；

艮含靜止之象，震含動之象；即

由陰暗到光明，靜止變為動。老

鼠本應在陰暗處活動，白天靜

止，現在變為大白天活動，因失

其屬性，所以必然被抓。這說明

了事件與背後的道理。

八月為金，是金盛之月，金

生子，而鼠為子，金代表的數為

四，所以這老鼠必定四隻。離為

日，太陽過了中午就會偏西。離

卦第三爻的象辭說，太陽偏西，

不會長久啊，第四爻爻辭說，死

了後扔棄，所以太陽偏西後，老

鼠就會死掉。」

看到罣闖占出是活老鼠，

比武帝占得更準，文武百官大

驚失色，於是刁難罣闖說：「你

的占辭說有四隻老鼠，現在匣子

裡裝的只有一隻，這是怎麼回

事？」罣闖說：「請把這隻老鼠

剖開。」

武帝信佛，不喜殺生。等到

太陽偏西時，那隻老鼠果真死

了，這才令人將它剖開，果然發

現大老鼠肚子裡還懷著三隻小老

鼠。從這故事，可以看出古人是

怎樣運用「象」與「易」之理來

預測。另外還見識到，從一個簡

單的卦象中竟能讀出這麼多的信

息與道理！

明十三陵位於北京昌

平區天壽山下方圓40平方
公里的小盆地上。選中這

塊風水寶地有這樣一個掌

故：

永樂七年（1409），明成祖

率領文武大臣到北方巡邊，順便

帶上了幾位風水先生為其選擇百

年後的陵地。

這日來到昌平縣龍母莊時，

看見莊上有人家辦喜事，明成祖

暗想：今天不是黃道吉日，為甚

麼會有人娶親呢？

於是停下來，詢問娶親的人

家，得知是村裡僧人給擇的日

期。於是讓人找來僧人，問他為

甚麼給選這個日子？

僧人回應：「今天確實不是

黃道吉日，可我算定今天一定有

貴人前來。龍虎相沖，凶煞神自

退，這叫逢凶化吉。」明成祖見

他說破自己的身分，知道遇到了

高人，便封僧人為選陵官，隨他

一同去選擇陵地。選擇陵地真不

是一件容易事，僧人遍尋陵地，

足足跑了兩年。起初，看到了幾

處位置極佳的風水，卻沒有被選

上。怎麼說呢？

最先找到的是屠家營，因明

成祖姓朱，「朱」與「豬」同音，

豬進屠家，就要被宰殺，不吉

利。又找到狼兒谷，豬旁有狼，

更危險。又找到燕家台，但「燕

家」和「晏駕」（皇帝死了叫晏

駕）諧音，也不能用。

最後，找到一處名叫黃土山

的地方，這裡東、西、北三面群

山聳立，南面蟒山、虎峪山相峙

而立，好似一龍一虎踞守大門；

中有曲水環抱，山清水秀；山間

明堂廣大，群山似封若閉，中間

水土深厚，確實是風水極佳的寶

地。風水先生們各逞才智、大掉

書袋，指出龍頭、龍尾，說蠓山

和虎山是青龍白虎，能起到守衛

陵區的作用。

明太祖曾問劉伯溫：「天下

之事若何？朱家天下長享否？」

答曰：「茫茫天數，我主萬子重

孫，何必問哉。」異曲同工，

明成祖這也詢問僧人道：「選陵

候，你看看，這塊地可以埋葬我

的幾代子孫？」

僧人回說：「此地山間明亮

廣大，藏風聚氣，可以埋葬皇上

的萬子重孫。」

表面上都是恭維話，其實都

是隱語，到了萬曆皇帝的孫子崇

禎皇帝，明朝就滅亡了。明成祖

當然聽不懂這句隱語，非常歡

喜，於是，就降旨圈地 80 里做

為陵區禁地，並將黃土山改名天

壽山，動土修陵。

明成祖朱棣的陵墓居正中的

位置，其它陵墓均依山而築，呈

扇形，分別建在東、西、北三面

的山麓上，形成了體系完整、規

模宏大、氣勢磅礡的陵寢建築

群。這裡共埋葬了 13 位皇帝，

因而稱為十三陵。( 明朝共有 16
位皇帝，明十三陵只有 13 位皇

帝，未入陵者因由各異。)
其實這改朝換代之事，上天

早已定好，因此各朝各代的更換

都是有預言的。正如劉伯溫等人

的話中有話，明朝的十三陵預示

著明朝也只能到崇禎為止了，在

那十三陵墓區內的墓地，埋葬崇

禎後，就再也沒有安置其他皇帝

的地方了。

午時水用於治陰症效

果卓著，只要誠心，對天

地一拜，說明取水用途，

效果幾可靈驗。

民間習俗一般認為五月是

「毒月」，晉三國末年、西晉初

年周處〈風土記〉云：「五月五日

是陽極之日，又叫天中節，鬼魅

魍魎、五毒蟲害，傾巢而出，

為害人畜。」因為節氣及天氣轉

換，這個季節容易發生飲食衛生

問題、孳生疾病。

站在命理學的角度，端午乃

陽氣之盛極，陰氣即將回昇之

時，所以又被視為「純陽日」。

由於這天的靈動力最強，對於一

些運勢不佳的人來說，無疑是平

反的大好時機，所以，端午節這

天，建議大家可以做一些趨吉避

凶的動作，這裡介紹一個方便可

行的方法——取午時水。

午時水，就是黃曆 5 月 5
日端午節午時（中午 11 點至下

午 1 點）的水，最好是山泉水、

井水，但現今這兩種水不好取

得，礦泉水、自來水也可。可

趨吉避兇，有辟邪的效果，若

遇犯沖喪喜狀況，取午時水加

芙蓉、秣草淨身即可。又稱「極

陽水」，可以拿來治病、洗臉、

淨身、淨宅、除瘴癘、增強運

勢……，用午時水來泡茶，聽說

可讓茶汁更加甘甜芳香。

鍋子放午時水，再放入銅板

煮沸，這水就是「錢水」，用瓶

子裝好，記得上蓋不要讓水蒸

發，然後放在家中財位，拿張紅

紙寫上「自己的名字」，再寫上

「對我生財」，再放些你事先煮

好的銅板在身上當「錢母」，會

為你生錢子。

午時水可以放在正、副財

位，在設定好的財位上放上一杯

午時水，可增加本身的正財運與

偏財運；放在文昌位可增加考

運；放在家運位可增加家庭和諧

的運勢。

端午節當天午時，請將要製

成的午時水，在祭拜祖先或神明

的同時，放在一起祭拜，再拿

到太陽底下曝曬一個時辰（午

時），吸收那純陽氣場；如果是

陰天，也沒有關係，一樣放置在

外面二個小時再收回；如果是雨

天，還是把水放在外面，不要淋

到雨，都是可以接收到氣場的。

也可以裝入瓶子裡備用，放置一

年也不會變壞。 

   攝政王多爾袞入關時，途中

遇到一名卜者，便向他詢問吉

凶。卜者說：「吉，但恐怕不能

長久。」問是甚麼緣故？答曰：

「得之者攝政王，失之者亦攝政

王也。」攝政王說：「怎麼會由

我得到，又由我失去？」卜者

說：「以後自會應驗。」攝政王

續問：「究竟天下是誰的？」卜

者回：「寡婦孤兒得之，寡婦孤

兒失之。」攝政王說：「難道非

我所有嗎？」便記住卜者的話。

    當攝政王打敗李自成，迎

世祖 ( 順治 ) 母子入京，意謂天

命如此，恐怕不能長久，就想以

「寡婦孤兒」來應驗讖語，於是

他斷絕奪取大位的野心。

宣統辛亥年十二月 ( 清朝最

後一個皇帝的年號 )，戴灃剛以

攝政王的身分主持朝政，隆裕皇

后就帶著宣統皇帝退位，他們正

好也是寡婦孤兒。

( 參閱《清稗類鈔》)

究竟天下
是誰的？

◎ 文： 翔龍 ◎ 文： 天地之間

◎ 編輯整理：夏泠

周 易 八 卦 都 是 用

「象」，都是對「象」與

「易」理的運用。因為宇宙

萬事萬物的過去、現在、未

來都包羅其中。讀懂世間

萬事萬物「象」的發展與變

化，就可知曉過去，就可預

測未來。

梁武帝占卦妙解囊中物
◎ 文：道生 圖：Fotolia

明十三陵的傳說 端午節接午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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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十三陵（公有領域）

清宣統皇帝（公有領域）

唐代張說的《梁四公記》中記

載了「梁武帝射覆」故事。

（公有領域）

古人運用「象」與
「易」之理來預測。
從一個簡單的卦象中
竟能讀出這麼多的信
息與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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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時期是一個人的人生起

步階段，同時也是各種行為習慣

形成的關鍵期。因此，父母應該

重視孩子良好習慣的培養和熏

陶，包括生活習慣、待人習慣、

學習習慣等。也就是說，習慣可

以決定一個人一生的命運。

記得孩子上初中之前，家長

一定要幫助他養成這 6 種習慣！

1.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從孩子很小的時候，就一定

要培養他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好

習慣。從小事開始，自己的襪子

自己穿，自己選擇上學時穿的衣

服，自己檢查作業的完成情況。

遇到事情讓孩子按照自己的判斷

說出自己的想法，讓孩子從小就

有自己的獨立思考能力。

孩子的人生早晚都是他自己

的，所以讓在他很小的時候有著

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有著自己

的事情自己做的意識，當有一天

你放手的時候就不會過於擔心，

他自己也不會恐懼。

2.參與家務勞動 

培養責任感

給孩子分配固定的家務活。

如媽媽對凡凡說：媽媽負責做

飯，爸爸負責洗碗，凡凡負責倒

垃圾。所以凡凡很習慣的看到垃

圾桶裡垃圾多了就自己去倒。

而且每次家裡要置辦大的物

件都會開會，比如買電視，買汽

車，都讓孩子參與一份意見，這

種環境下長大的凡凡，一直對家

裡有一份責任感，覺得自己是家

裡的主要成員，這是我們的家，

而不是爸爸媽媽的家。

很多家長都喜歡把孩子看作

是無知的，甚麼事情都要為孩子

做主，都要替孩子著想，一直呵

護著，其實這樣反而讓孩子失去

了鍛練的機會。

3.養成閱讀習慣

很多家長都知道，閱讀真的

很重要！大量閱讀收穫到的好處

是：積累辭彙，增強語感，提升

寫作能力，擴大知識面，提高口

頭表達能力。

孩子 12 歲之前，是閱讀能

力（即學習能力的基礎）發展

的最佳時期，尤其是小學階段，

這六年，可以說，甚麼都沒有比

大量閱讀、提高閱讀能力的發展

更為重要。

只有在這個階段博覽群書、

見多識廣，孩子今後的成績上升

才會力量強大、後發制人、潛力

無窮。

可能有些家長會說，我家孩

子就是不喜歡看書，那是因為孩

子從小沒有養成閱讀的習慣，家

庭環境中也沒有看書的氛圍。

爸媽們要以身作則，給孩子

樹立愛讀書的好榜樣。可以和孩

子一起看看書，不用限定孩子必

須看經典名著，先從孩子的興趣

入手，只要讓孩子養成閱讀的好

習慣，能靜下心來認真看書就可

以了。

譯文
宮殿中大擺宴席，樂人吹笙

鼓瑟，一片歌舞昇平的景象。

文武百官登上台階進入殿堂

的，帶著官帽，像滿天的星星。

解釋
肆筵設席，鼓瑟吹笙。

這兩句都是出自《詩經》，

述說了宮殿裡面正在進行的活

動。肆與設是一個意思，都是放

置、陳列，「肆筵設席」就是擺

設筵席。《詩．大雅．行葦》中

有「肆筵設席，授幾有緝御」的

詩句。

在唐朝以前，古人都是席地

而坐，地上鋪個席子，然後跪坐

在地上，今天的日本人還是這個

傳統。筵席就是鋪在地上的坐

具，緊貼地面的那層席子就叫

做筵，筵上再設座席。「肆筵設

席」現代意思就是在宴會開始之

前，桌椅的排擺和陳設的準備。

「鼓瑟吹笙」，是宴會中助

酒興的音樂歌舞，《詩．小雅．

鹿鳴》中有「呦呦鹿鳴，食野之

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的詩

句。

升階納陛，弁轉疑星。

升階是一階階登上去，納陛

也是用腳蹬著一步步走上前。階

和陛都是台階的意思，普通的台

階就叫階，帝王宮殿的台階就叫

陛。臣子站在陛階之下向天子奏

事，自稱陛下，意為「在陛下者

告之」就是站在台階底下的我有

事要奏報，並不是稱皇帝為陛

下，他是陛上。「升階納陛」的

意思，就是一步步拾階而上，登

堂入殿了。

弁是古代的官帽，有爵弁和

皮弁之分。爵弁是沒有旒的冕，

冕是黑色的禮冠。天子、諸侯在

祭祀大典的時候戴冕，以後規定

只有帝王才能戴冕。

皮弁是文武百官戴的皮帽

子，用白鹿皮縫製，樣子像現在

的瓜皮帽。鹿皮拼縫之處，綴有

一行行閃閃發亮的小玉石，光映

下其爍如星，看上去就像閃爍的

星星一樣。

「弁轉移星」的意思，就是

每個人都戴著官帽，上面的玉石

轉來轉去，在燈光的映照下，就

像星星一樣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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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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筵設席，鼓瑟吹笙
   sì  yán  shè   xí gǔ  sè chuī shēng

升階納陛，弁轉疑星
shēng jiē  nà   bì biàn zhuàn yí xīng

現在的孩子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平板電腦或

手機等電子設備上，與他人進行面對面交流的

機會也越來越少。結果，孩子與父母、老師和

同齡人之間的互動減少，他們開始變得孤獨。

要避免這種情況發生，要儘早教會孩子與人溝

通的技巧，從小打下基礎。

日常生活中，與他人溝通主要採用兩種方

式：口頭語言（說話）和非語言，包括面部

表情、手勢、姿勢等。兩種方式互為補充。

我會教您的孩子靈活地平衡使用這些溝通

技巧。這將有機會幫助您的孩子克服焦慮，並

與他人建立社交聯繫，這種技能在未來的大學

階段學習和職業生涯都是必不可少的。

我將用兩種方法來教您的孩子：當眾演講

和基礎新聞採訪和寫作技能。

我將指導您的孩子一步一步完成一場精彩

的演講。您的孩子將學會自信和清晰地展示信

息。他們將選擇自己的主題，研究相關信息，

撰寫演講提綱，然後在眾人面前發表演講。

公開演講是最重要和最具有挑戰性的交流

方式之一，但對於全面發展的學生來說，這是

必不可少的。它結合了深思熟慮的寫作和簡單

的社交互動，為一種現實生活中的實用技能。

根據孩子的年齡，安排不同難度的訓練。

3-5 歲的幼童，通過講故事來體驗公開演講。

這將增加其辭彙量，學會如何使用語音和適當

的肢體語言。 6-13 歲的少年，將選擇一個相

關的議題，收集、研究材料，撰寫演講提綱，

最終進行一個 3-5 分鐘的公眾演講。

在進行演講時，不能低估輕鬆的方式的重

要性。您的孩子將學習冷靜思維和應對焦慮。

您的孩子將學習如何準備有效的演講內

容，如同在各種課堂和課外情況下的演示。任

何想要提高交流能力的學生都會欣賞有組織的

思想和想法的價值，以及如何結合適當的演講

技巧。

溝通技巧的好處還可增加辭彙量和改進辭

彙運用能力。他們將學會獨立思考，自信地講

話。他們將學習勸說別人的能力。

收集和分析信息以使其可供他人使用，是

一項寶貴的技能。採訪別人是一種溝通形式，

需要能夠提出明確的問題，並使用採訪時收到

的答案撰寫文章。

您的孩子將學習構建文章的基本技能。他

們將有機會就他們選擇的主題採訪當地專家。

他們將學習如何做好筆記，以確保綜合相關信

息成為文章。

本課程強調各種形式的讀寫能力。它以全

面的方式改善閱讀和寫作。新聞方面的調研將

訓練孩子們集中注意力、制定工作計畫、時間

管理和清晰的思維。

公開演講和新聞課程的目標是發展領導技

能、增加辭彙量，綜合分析信息和形成論證的

能力。公共演講和基礎新聞業務能力的成功需

要多加練習。

6個好習慣 受益一生陪孩子養成 (上)

◎文：Barbara Lynn Watts

溝通是成功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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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人同心協力，一月功夫，大觀園藏

書閣就開放了。取名為「文海閣」，是寶

玉的筆跡。賈政也攜雲光，走馬上任。藏

書閣辦得很紅火，每日來看書的人絡繹不

絕，室內室外的椅凳上坐滿了人。賈政寫

了一個斗大的「靜」字貼在牆上。所以儘

管人多，室內室外都鴉雀無聲。賈政每日

望著專心致志讀書的年輕人，心中油然升

起一股喜悅。

黛玉說：「如今你我分成兩家，原先

的共同財產就要均分一下了。」紫鵑一臉

茫然：「甚麼共同財產？」黛玉說：「就是

咱們那一箱子東西。」紫鵑說：「那是林

伯伯給你留下的，與我何干？為甚麼要分

給我？萬萬不可。」黛玉說：「那東西是

你發現的，是你千方百計，大費周折弄出

來的，不然的話，還把它當成舊書扔在那

裡呢，你有大功，當然有你一份。還有，

你還記得那晚咱們在旅店說的話嗎？」紫

鵑說：「咱們說了那麼多話，不知你指的

甚麼？」黛玉說：「你說咱們從今以後風

雨同舟，福禍同當，我討飯你都跟著我，

你竟忘了嗎？」紫鵑說：「這話我怎能忘？

我會永遠銘記在心。」黛玉說：「既如此，

我的東西就是你的東西，當然應當分一半

給你。比如，如果咱們姐妹真去討飯，你

若要一個饅頭，是否會給我一半？」紫鵑

說：「那當然！」黛玉說：「對了！同樣的

道理。」

紫鵑急了，說：「反正我說不過你，

但我總覺得不該要，我要它也沒用啊！林

家江南第一大富戶，難道還缺我這個媳婦

的用度？」黛玉也急了，說：「你這個丫

頭真夠強的，你根本不講道理，你若真不

要，咱們從此恩斷義絕，你反正有的是

銀子，哪裡看得上我這個窮姐姐的那點

錢。」紫鵑慌了：「姐姐，你別生氣，要

不，我回去問問良玉，好嗎？」寶玉說：

「問甚麼問？他肯定和你姐姐想法相同，

他白愛你一場，你竟一點不知他的為人。

拿著吧，再不要，可要失去這個天底下最

好的姐姐，她可是無價之寶，孰輕孰重？

你想想吧，還神算手呢，連這點賬也算不

清楚。」紫鵑點點頭說：「好吧！」

黛玉說：「我算了一下，咱們幫大哥

家買車買田用了三千兩銀子，在山裡買玉

樓，辦婚事用了二萬多銀子，為救賈府的

人出獄，請客送禮又花了近二萬兩。大約

還餘十四萬，咱們每人七萬。」說著拿出

一個小匣子，打開，裡面十幾張銀票，一

個黑色牛皮袋子。黛玉說：「這袋裡的金

子我沒動過，其他的銀錠太笨重，我都送

到錢莊，換成銀票。這一半銀票給你，

錢莊也是你們林家的，你可隨時去取銀

子。」黛玉拿出一個精緻首飾盒把金子和

銀票都放進去，又用一個絲繩紮了幾圈，

放在紫鵑身邊。紫鵑說：「如今賈府沒有

任何進項，也就是說，這七萬兩銀子就是

賈家的全部家當了。那能支撐幾天呢，你

的銀子是賈家上下幾十口人的活命錢，我

拿去放在那裡發黴，這是何苦呢？」

寶玉說：「我們賈家過得很好，誰說

沒有進項？三個男人出去幹事，女人在家

裡做針線，連我母親都在納鞋底呢。」紫

鵑聽到這裡，眼圈紅了，說：「想當初，

每個人都是十幾個丫頭婆子服伺著，何曾

做過這種事，如今連太太都幹這個了。」

寶玉說：「你這個人真是與眾不同，別人

都是見錢眼開，你見了金磚，金條卻愁

眉苦臉。」正說著，紫鵑的一個丫頭走進

來，先給寶黛行禮，「姑奶奶，姑爺好！」

又對紫鵑說：「那邊的少奶奶正找奶奶

呢。」寶玉忙把首飾盒塞到紫鵑手裡，

說：「拿好！快去吧，也許有急事。」兩

人匆匆地出了門。

走進自己院子，碧華連忙出門迎接，

問：「姐姐到哪裡去了？」「到賈府有點

事。」說著進了屋，問碧華：「有甚麼

事？把我急急地喊來。」「也沒甚麼事，

只是回屋裡一看，一個人也沒有，挺可

怕的。」紫鵑說：「你怕屋裡有鬼吃你。」

碧華說：「我才不怕鬼呢，不是那種怕，

我忽然覺得你們倆人都走了，都不要我

了。」紫鵑說：「你也和良玉一樣，都有

點神經病。看來，我和良玉把你寵愛得

太過了。越發嬌得像個小女孩了。」碧華

說：「好了，好了，有你在我身邊，我心

裡踏實了，不怕了。」紫鵑說：「那我以

後把你拴在褲帶上，走哪帶到哪！」「好

啊！能如影隨形地跟著你，挺好的。」

晚上睡覺時，紫鵑把白天的事告訴了

良玉。良玉說：「我那個妹妹做事總是入

情入理，有始有終，你不要與她分辨，只

乖乖地聽她的話就對了。」紫鵑說：「我

要這些銀子幹甚麼？」良玉說：「就作你

的私房錢吧。」紫鵑說：「我要私房錢幹

甚麼，我若用錢，你會不給我嗎？」良玉

說：「我的就是你的，別說要錢，就是要

命，我也得給你。」紫鵑心裡一熱，不由

得把頭靠在良玉的懷中。

這日良玉中午就回來了。紫鵑，碧華

二人喜出望外。良玉剛喝了一杯茶，就

吩咐一個小丫頭：「快去到賈府告訴姑奶

奶，讓她到仙鶴樓，說我有事相商。」說

著就站起來要出門，碧華說：「好不容易

早回來一次，本想陪你玩一會，又要出

門。」良玉一笑，撫著她的背，望著她的

眼睛，親熱地說：「小妹莫生氣，大哥辦

完事就來陪你，你先和姐姐玩一會吧。」

紫鵑一直靜靜地站在一旁望著他倆笑。等

良玉一出門，噗嗤一聲笑出來，說：「你

這個小妹太會撒嬌了，姐姐帶你去玩。」

「到哪裡玩？」「咱們到稻香村的菜地裡

玩。」「那裡有甚麼好玩？」紫鵑說：「保

證你喜歡。」兩人手把手出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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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公這幾天休假，原來全家要出

遠門去玩，但後來老公就開始

不高興，有小孩後，變得很麻

煩，出去玩也不那麼隨興。小孩已經三

歲，每次聽到這就很火大，從出生到現

在，每次出去玩都是我在照顧，平常叫他

陪小孩玩，他也覺得無聊，只會說小孩怎

麼不快點長大，只會抱怨小孩很難搞，或

是叫小孩快去睡覺。

為甚麼小孩都長大了，只有爸爸長不

大？！剛還聽到孩子跑來跟我說，爸爸

一直玩手機不理我。唉，到底要怎麼教

老公當爸爸？要怎麼樣他才會好好照顧

孩子？

可
以理解你帶小孩的辛苦，三歲

的孩子在家跟出門都一樣難

搞。經常在許多溫馨家庭的訴

求中看見父親與孩子親密接觸的鏡頭，畢

竟那只是短暫溫暖的畫面，現實中出現的

也短暫，一如王子公主結婚後就會過著幸

福快樂的日子一樣讓人憧憬。

從懷有孩子的那一刻，女人已經在學

習當母親，不論生理跟心理上都以一個充

滿慈愛母親的角色期待孩子的誕生；男人

就比較不會有如此強烈的傾向，這是一種

人性天生的本能。就如同俗語說：男主

外，女主內。其實是有根據的。基於男女

性別的差異，大部分的男人都比女人沒有

耐心。

比較細膩瑣碎、需要耐心的工作還是

女性比較能夠勝任。這也是為甚麼大部份

的醫護人員和褓姆以及小學教師都是女性

的緣故。當然，不能否認確實有些男性也

具備這樣的特點，不過那畢竟是極少數，

就像女人具備男人特質一樣是很稀少的。

有了上面基本的認識，當老公不能耐

心的照顧陪伴三歲的孩子時並不代表他不

愛孩子或是不愛這個家，因為男人只是比

較缺乏耐心。也許經過長時間慢慢學習，

或是透過你的開導，例如不要把孩子丟給

他太長的時間，慢慢讓他感受到孩子純真

可愛的一面，他自然會有下一次的期待。

以漸進的方式讓他體會跟孩子相處的

樂趣，事情也許會有改善；尤其當孩子能

跟他一起打球遊戲時，你就要遠遠站在一

邊看他們愉快的互動了。孩子需要父母雙

方的關愛與學習，才能培養健全人格的發

展。父母親在孩子一生不同的階段往往扮

演不同而重要的角色。

帶孩子需要十足的耐心，既然老公做

不來的話，你不妨請他幫忙分擔一些他做

得到的家事。誠實的面對接受這樣的事

實，不要有過多的期望，改變別人不如改

變自己，放棄對老公的期待，才會減少失

望的無奈與不悅。

更重要的一點是讓自己當一個快樂的

媽媽，建議你平時多保持跟有同齡孩子的

女性朋友的互動，一起學習教育幼兒的方

法並跟人分享自己的心得；老公能夠偶爾

客串都當作是撿來的幸福。相信只要適度

轉移重心，做好自我調適後，你會更喜歡

一家人甜蜜的互動。祝福你幸福美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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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經過長時間慢慢學習，
或是透過你的開導，例如不要把孩子丟
給他太長的時間，慢慢讓他感受到孩子
純真可愛的一面，他自然會有下一次的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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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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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學不會
當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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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購買獨立屋還是公寓

房？這是許多首次購房者所面臨的選

擇，其實這兩類房產之間的權衡主要取

決於地點、預算、發展等方面。

價格和位置

首次購房者幫助機構 First Home 
Buyer Buddy 聯合創始人 Lisa Baxter
說，第一步就是制定預算，這將決定你

可以買甚麼樣的房，可以通過向貸款機

構或經紀人諮詢來幫助制定預算。

Baxter 建議列一個表，把需要

的、希望的、不能妥協的項目填到表

中，這將有助於最大限度避免查看不合

適的房子所浪費的時間。這樣你就會明

白你能買的房處於甚麼價位，能在甚麼

區買。

靠近市中心的房子價格高。公寓房

通常集中在內環城區，靠近火車線或靠

近購物中心，而外城區的獨立屋也可能

在首次購房者的預算內。

Rose and Jones 地產公司買家代

理 Lauren Goudy 認為，接近優質的生

活方式以及工作地點是首次購房者的

主要考慮因素。「如果你能負擔比獨立

屋位置更好的公寓房，那絕對值得考

慮。」她表示，不需要大房子帶院子的

買家最好購買位置優越的公寓房，因為

受歡迎地區的房價會強勁上漲。

有業內人士表示，銀行有時對高密

度地區的公寓房採取更嚴格的貸款政

策。「有些貸款機構實際上會將某些郊

區列入黑名單，他們要麼已經發放貸款

太多，要麼覺得這些郊區會出現公寓房

供過於求的情況。」

實用性和規劃

需要考慮的因素包括，獨立屋所有

者負責維護地皮上的建築、花園和草

坪。公寓房適合時間少的買家，因為有

物業管理公司維護公共區域。

獨立屋通常具有較高的市政費和保

險費，而且冷暖氣成本更高。公寓房的

房產管理費用包括綜合設施的管理，包

括游泳池或健身房等共用設施。

土地和發展

擁有獨立屋的主要好處，實際上是

房子下面的地皮，因為隨著城市的發

展、人口的增加，土地的價值會升值。

另一方面，建築物因磨損而貶值，需要

不斷維護或更新。

獨立屋具有更大的潛力，因為裝

修、擴建或重建可以提高房產價值。公

寓房房主共同擁有大樓所佔的地皮，並

且不可能延長或重建。

中間選項

為了平衡面積和經濟負擔，可以考

慮聯排別墅或雙拼屋。這類房子通常一

側或多側相連，有時為分契式所有權，

這些類型的住房比獨立屋便宜。

貸款機構一般會認為聯排別墅比公

寓房更有利。有些聯排別墅實際上擁有

自己的地皮，雖然也需要交房產管理

費，但遠沒有公寓房高。

【看中國訊】Qualico Communities 將於 6
月 27 日（週四）下午在 Crestmont West 區舉

辦「冰棒」聚會活動，一為迎接初夏來臨，二為

慶祝新建成的社區公園投入使用。

新建成的公園佔地 3.75 英畝，與整個社區

的 6.4 公里的散步小徑連接。公園裡有 152 棵

樹、7 個長椅、5 個野餐桌、帶座位的涼棚、籃

球場、自行車架，還有大型兒童娛樂設施。

「這個公園擁有一切，居民可以在涼棚下野

餐，有足夠的空間來踢球，孩子們喜歡配備的現

代、有趣的遊樂場。」Qualico 公司業務發展部

副經理 Clark Piechotta 說。

潛 在 社 區 居 民 可 以 在 活 動 前 訪 問

Crestmont.ca 查詢詳情，或者在週一至週四下

午 2 點到 8 點，以及週六、週日和節假日 12 點

到下午 5 點訪問展示屋。

「冰棒」聚會特點：

由 Family Freezed 提供的冰棒

6 張價值 150 元的禮品卡 - 參觀展示屋有機

會贏得

戶外遊戲

訪問 6 家星級建築商

鎮屋起價 33 萬、平房別墅起價 45 萬、雙

拼屋起價 50 萬，前置車庫屋起價 58 萬。

時間：6 月 27 日（週四），下午 5 點至 8
點

主辦方：Qualico Communities 
地點：Crestmont West 社區新公園，沿

Crestbrook Drive 和 Crestbrook Way

買獨立屋還是公寓？
首次置業者需要考慮的因素

迎初夏
「冰棒」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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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油品選用天然植物油，如

苦茶油、橄欖油等這類富含

單元不飽和脂肪酸的油品。 
吃對油，身體才會更健康。

2 適時運動  保持身心靈放鬆 

飯後散散步，偶爾快走或

游泳，這些對身體負擔較小、

又能促進肌肉供氧功能的運動

非常適合媽媽進行。 
　　而且適度的運動對於身心

放鬆也很有幫助，媽媽平常得

處理各種煩心事，趁著運動的時

間暫時脫離日常煩惱，好好放空

一下吧！

3沒事泡個腳  促進氣血流通 

俗話說腳是人的第二心臟，

　　初為人母，手忙腳亂照顧新

生兒已經耗去大半精力，新手媽

媽常忙到忽略產後身體復原的黃

金時期；如果還準備回到職場，

如何在短時間內快速讓身體恢復

元氣，更是不容小覷。這時，簡

單又營養的雞精系列最適合。

　　雞精富含游離氨基酸，也就

是蛋白質分解後的小分子，可以

被人體快速吸收，迅速補足精氣

神，馬上擁有即戰力。雞精無論

是滴的、熬的或燉的，記得要仔

細挑選原料來自優良健康雞隻的

製造廠商，不僅媽媽吃得天然健

康，哺育寶寶時更安心喔。

　　現今多數婦女都必須兼顧職

業與家庭，兩頭燒加上外食或用

餐時間不正常，容易營養不均。

建議多補充鐵質、維生素，促進

身體造血功能，可改善疲勞，維

持好氣色。但是忙碌的職業婦

女們，要如何簡單兼顧多重營養

呢？

　　可試試近年流行的「酵素養

生法」。酵素可促進新陳代謝、

消化順暢，還具有養顏美容效

果，而且實用性高，可加入沙

拉、製成果醬，或是搭配水果、

蜂蜜製成果汁，白天出門前泡一

杯帶在身上，一整天都能隨時補

充營養。

　　當孩子漸漸成長、離家，媽

媽終於有較多的自主時間與空

間，但此時通常已過了女性的生

理巔峰時期。這時候更要多疼愛

自己一點，安排休閒時間做些簡

單的戶外運動，或是給自己來個

下午茶，找回屬於自己的生活重

心和步調。這個時期，女性荷爾

蒙開始逐步減少，甚至會出現更

年期、骨質疏鬆等症頭。因此，

諸如鈣、鎂、鐵質，以及維生素

B、C、E，都是必須加強補充的

營養素。也可多吃深色蔬菜、豆

類製品有效抗氧化，主食則盡量

以五穀雜糧和瘦肉為主，對身體

不易造成負擔。

1日常飲食保養  從吃好油開始 
前面提到各式各樣的營

養素，可以透過不同食物攝

取，但是天天吃的油更不能

馬虎。好的油脂可以幫助

身體良性運作，增加體內營

養素循環，因此建議家中日

(後山信馨熬雞精提供)

(耕心自然農場提供)

 
(耕心自然農場提供)

新手媽媽
補充精氣神 快速恢復戰力

超人媽媽
維持好氣色 跟初老說掰掰

資深媽媽
力抗衰老 找回身體自主權

媽媽必看！
越活越年輕的生活小撇步

(賴記苦茶油提供)

偶爾挑個寧靜夜晚，用熱水

泡泡腳，促進血液循環，看

起來自然就會臉色紅潤、氣

色漂亮。若再搭配一些簡單

的足部穴道按摩，包準身心

舒暢，一夜好眠。

4 保持良好心情最重要 

 總是一心一意為家庭付

出、操勞的媽媽，難免會有

鑽牛角尖或是委屈的時候。

但是千萬別忘了，媽媽的

情緒孩子隨時都能感受到，

記得多愛自己一點，讓心情

保持正能量，有正向自信的

媽媽，才會有快樂幸福的家

庭喔！

吃出

凍齡
美肌

體內環保打造自信媽咪

◎文：賴宛琳

 一年四季，媽媽為家庭

及子女付出日日辛勞，我們

怎樣感恩和呵護媽媽呢？如

果能將對媽媽的愛，化為每

天的關懷，讓媽媽不再因為

家庭煩惱白了頭髮、皺了眼

尾，不是更棒嗎？與其花大

錢買保養品，不如就先從體

內環保開始做起，讓媽咪從

日常飲食開始，吃得開心、

安心，最好還能吃出凍齡美

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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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hroonEggplant 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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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mi Melon 哈密瓜蘑菇

每

波羅蜜JackfruitTomatoes 西紅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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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9 / 磅0

32 Ave. NE

27 ST N
E

29 ST N
E

Barlow
 Trail N

E

36 ST N
E

N

$     .00 / 箱5 （10 磅）

$     .00 / 箱5 （25 磅）

Banana 香蕉

Large Honeydew 白蘭瓜

$      .00 / 2 個5 $     .00 / 個 2

Large Watermelon 大西瓜

有機覆盆子Organic Raspberries

新鮮櫻桃Fresh Cherries

6月 5日特價商品

$         .00 / 箱10 （30 個）

$         .00 / 箱10

$         .00 / 箱10

6月 1日特價商品

$     .99/ 個 6（16 磅）

$     .49 / 磅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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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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法

米粉、乾香菇、蝦米分別泡水軟化

備用。

熱油鍋，下爆香料、紅蘿蔔絲，炒

香。加入肉絲，表面煎焦黃。

加醬油，翻炒均勻，加入一碗熱

水，煮滾，加入米粉，翻炒均勻，靜

燜 5分鐘。

湯汁快收乾時加入青菜絲，最後加

入黑醋、香油，翻炒均勻即可。

米粉 4人份、粗肉絲 100g、紅蘿蔔

絲、青菜絲適量。

爆香料：蒜末 1/2大匙、蔥段半碗、

蝦米 1大匙、乾香菇 3朵。

調料：醬油 2大匙、黑醋 1/2大匙、

香油適量。

食材

炒米粉的特色，在於可以加入喜

歡的食材和米粉一起炒；輕爽或

油潤任君選擇，起鍋前別忘了畫

龍點睛的調味。

炒米粉
鮮香
美味



作法

丁香沖洗乾淨，泡水 5分鐘。

鮮蚵放入滾水中（水量不要太

少），撥散均勻即熄火。鮮蚵移至冷

水中降溫，瀝乾備用。

熱油鍋，炒香辛香料。放豆豉、丁

香，以中小火煸炒出豆豉香味。加一

點兒醬油炒香。

加入半杯水、調料，水煮滾後，加

入鮮蚵，再轉大火收略乾湯汁，即可

起鍋。

新鮮蚵（牡蠣）300g、丁香 1大匙、

豆豉 1大匙。

辛香料：蒜末 1大匙、薑絲 1大匙、青

蔥 2株、辣椒絲 1大匙。

調料：醬油膏 1大匙、米酒 1大匙。

食材

加了豆豉的料理，鹹香味濃，不

需過多調味；豆豉特有的滋味與

香氣，適合用來搭配無味的蚵或

豆腐，極具襯托效果。

豆豉蚵

作法

苦瓜去蒂頭，剖半刮除白色內膜及

種籽，切薄片備用。

蒜頭切末。鹹蛋黃、蛋白分別壓

碎。雞蛋打散備用。

熱油鍋，放蒜、鹹蛋黃，小火煸炒

出香氣，取出備用。

原鍋加一點油，炒雞蛋初凝即取出

備用。

原鍋加入苦瓜片，翻炒均勻，加鹹

蛋白，加 2大匙水，燜煮 5分鐘。

湯水收乾前，加入作法 、，

翻炒均勻，最後加調料炒勻即可。

苦瓜 300g、雞蛋 1個、鹹蛋 1個、

蒜頭 3瓣。

調料：鹽、香油適量。

食材

苦瓜雖苦，卻有回甘韻味。苦瓜

搭配雞蛋及鹹蛋別有一番風味，

不僅苦味變淡，同時也突顯雞蛋

香與鹹蛋鹹香。

苦瓜炒蛋
作法

茄子去蒂頭，切長段，浸水避免氧

化。取金不換嫩葉洗淨瀝乾備用。

茄子勻鋪在蒸盤上，放入沸騰的

蒸鍋，中火蒸 5分鐘，盤底水倒掉備

用。

熱油鍋，放入蒜末、薑片、蔥段、

辣椒絲炒香。

放入蒸好的茄子，加入調料，快速

翻炒均勻，起鍋前加入金不換，翻炒

均勻即可盛盤上菜。

茄子 600g、金不換 1小把、蒜末

1/2大匙、薑 5片、蔥 2段、辣椒絲

適量。

調料：醬油 2大匙、白糖 1大匙、米

酒 1大匙。

食材

鮮甜的茄子結合香醇的三杯醬

料，加上香草「金不換」提味，獨

特的醬香引人食欲，是炎炎夏日

的絕佳的開胃料理。

三杯茄子

作法

豬肉以滾水煮 15分鐘，熄火燜 15
分鐘。放冷切薄片備用。

乾魷魚泡軟切條。豆乾切片。青

蔥、芹菜切段。辣椒斜切片備用。

熱油鍋，下豬肉片，小火煸出油

脂。取出肉片。加入乾魷魚、豆乾，

煎至表面焦黃。

加入青蔥、蒜末、辣椒，小火煸出

香氣。加入其他所有食材，加調料，

翻炒均勻即可。

豬五花肉 300g、乾魷魚 100g、豆

乾 200g、青蔥 3株、芹菜 3株、蒜

末 1大匙、辣椒 1條。

調料：醬油、香油適量。

食材

這道菜需要廚師的耐心，雖是炒

菜，卻須小火慢「煸」，才能炒出

食材風味，體會鹹香軟嫩的口感。

客家小炒





假日廚房
◎ 文：邊吉 圖：Fotolia

當廚房的爐火一開，家也就溫暖了起來；假日的溫馨與滿足，就始於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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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范子璇

整版圖片來源=Thinkstock

民間妙方

生活養生
小妙招
◎  文：小萍

日 常 生 活 中，

常常會遇到一些小問

題、小狀況，如果知

道如何處理，您就會

覺得得心應手，輕鬆

許多。以下介紹一些

生活養生小妙招，提

供您參考。

空心菜降壓解毒 功效不凡

空心菜營養豐富

空心菜的營養價值很高，富

含蛋白質、維生素、煙酸和鈣、

磷、鐵、脂肪等成分。其蛋白質

含量比等量西紅柿（番茄）高

出 4 倍，鈣含量也比西紅柿高

了 12 倍多，且含有較多的胡蘿

蔔素。

中醫認為空心菜歸胃、腸

經，具有清熱解毒、涼血止血、

利尿消腫、和胃行氣、潤腸通

便、緩解口臭、防治痢疾和齲齒

痛等諸多功用。

空心菜的食療功效

空心菜所含的煙酸、維生

素Ｃ等，能幫助降低膽固醇、

甘油三酯，進而達到降脂減肥

的功效，適合高血脂、糖尿病

患者多加食用。

空心菜富含粗纖維和膳食

纖維，粗纖維由果膠、木質

素、纖維素等組成。果膠有助

於體內有毒物質加速排出；木

質素可提高巨噬細胞吞食細菌

的活力，利於殺菌、消炎，輔

助治療瘡瘍等；大量纖維素能

增進腸道蠕動，加速排便，對

於防治便秘，減少腸道的癌變

效果很好。

食療

養生

空心菜，又名蕹菜、

通心菜、無心菜、竹葉菜、

空筒菜等，是生命力強盛

的爬藤類植物，一年四季

皆可見，但夏季盛產，品

質最佳，亦是「藥食同源」

的好食材，食療養生佳品。

吃，以免造成腹瀉。

空心菜的寒性會帶走中藥效

用，影響中藥的補養藥物，例

如：當歸、川芎、黃耆、人參、

何首烏的效果，因此，服用以上

中藥者不要同時食用空心菜，或

錯開 2 ～ 3 小時後再吃為宜。

空心菜美味料理

肉末空心菜

材料：豬肉末 200 克，空

心菜 500克，蔥、蒜、薑、鹽、

醬油、雞精、芝麻油、植物油各

適量。

作法：

1. 空心菜洗淨，切段，過熱

水以後撈出瀝乾。

2. 熱油鍋，將豬肉末炒散，

放入薑、蒜煸炒至汁香。

3. 加少許水，放入空心菜、

鹽、醬油，小火燒至湯汁快收乾。

4. 加入雞精，撒蔥末，淋

入芝麻油即成。

沙茶牛肉炒空心菜

材料：空心菜 1 把、牛肉絲

4兩、辣椒 1根、蒜頭 4個。

醃料：蛋、醬油、沙拉油。

調味料：沙茶醬 1 ～ 2 茶

匙、太白粉。

作法：

1.先將牛肉絲用醃料略醃過。

2.牛肉絲過油，撈出備用。

3.辣椒洗淨切絲，蒜頭切末。

4. 另取一鍋，放入少許

油，先爆香辣椒絲、蒜頭，再

加空心菜和沙茶醬炒勻。

5. 放入半熟牛肉絲，再以

太白粉水勾芡即可。

空心菜含鉀，具有降低血

壓的作用，低血壓患者不適合

多食，但若血壓突然上升，馬

上食用一大碗空心菜湯，有利

於血壓快速降低。如果是屬於

虛寒性高血壓患者，建議加紅

棗一起煮食服用，效果更好。

空心菜是鹼性食物，但許

多蔬菜炒完後就失去原來的鹼

性特質，而空心菜烹調後卻不

會改變其鹼性，能幫助腸胃道

的酸鹼平衡，利尿消腫，改善

糖尿病患者的症狀。

食用注意事項

空心菜的纖維含量高，剛開

完刀或是剛排氣的病人不適合

吃；孕婦及女性經期也不建議多

食；空心菜性味偏寒，體虛和腸

胃功能較差、營養不良者不宜多

麥芽茶除脹氣

端午節粽子吃多了，擔心

油脂熱量過高，或感到腹脹，

難以消化，可沖泡麥芽茶來消

除脹氣。做法簡易，取麥芽 1
兩，放入 6 ～ 8 碗水煮開，當

茶飲，亦可加入一點糖調味，

虛寒者不妨放一片生薑。

麥芽茶有退乳作用，正哺

餵母乳的媽媽可改喝綠茶、山

楂茶、普洱茶等，以促進消食。

2款水果沾醬  
吃粽更健康

營養系教授王進崑提供

2款水果沾醬，讓您吃粽更健

康！一種是「清新檸檬醬」，只

要將適量蜂蜜和檸檬汁混合即

可，檸檬的維生素、有機酸與

蜂蜜中的天然礦物質能幫助消

化；另一款「奇異果優格醬」，

取 2顆奇異果，混合 200c.c.優
酪乳，一起打成泥，果香濃

郁，且能有效降低吃粽後肚子

發脹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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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不管景氣好與不好，臺

灣人是被認為最愛存錢的，根據中央銀行

統計，臺灣人總存款金額，曾一度連續 8
個月突破 40 兆台幣，多麼可觀的數目。

臺灣人愛存錢，連諾貝爾獎得主都想不

透。 2015 年經濟學獎得主迪頓（Angus 
Deaton）曾來臺研究國民儲蓄，他說臺

灣人不管幾歲都在存錢，簡直是「儲蓄王

國」，至今他對這個現象仍感不解。

但基本上，存款民眾是年齡越大越傾

向多存錢，存款金額也偏高，這跟年紀漸

長，工作收入較穩定有關。也許這也是一

些快退休族在規畫即將到來的退休生活而

做的準備吧。

而定存，一直是最多人選擇的儲蓄工

具，但你真的懂它嗎？其實，有許多你不

知道的定存小細節，能讓定存賺到更多利

息。在低利率、高通膨時代，定存利率往

往趕不上通貨膨脹的速度，想用定存來守

住錢的小資族，要活化定存，不讓錢越存

越薄！

以下 4 招，我們一定要學會。

1、與銀行約定： 
活存滿1萬直接轉定存
活 存 利 率 0.17%，1 年 定 存 利 率

1.37%，光看數字都知道，做定存比活存

好。但要如何加快定存賺利息的速度呢？

不妨跟銀行約定，只要活存金額超過

1 萬元，就直接轉定存，讓存在銀行的每

一分錢都能發揮最大賺息效果。

若以 10 萬元計算，假設擺在活存完

全不提領，1 年利息是 170 元，但若轉

做定存，1 年利息有 1,370 元，兩者相差

1,200 元。

2、注意銀行優惠 
多用網路做定存

想要多賺利息，要多注意銀行的優惠

活動，譬如某家銀行，近期推出的零存整

付方案「零存整付夢想」。

而利用網路銀行交易，每個月最低存

款 2,000 元，最高 2 萬元，利率比目前 1
年期定存利率高 0.1%，為 1.47%，讓小

資族可以小額存款，又賺到比一般定存高

的利息。

3、存長不存短利息賺最多
如果要做一筆 3 年期的定存，要一

口氣存 3 年？還是 1 年期定存連續存 3
次？答案是一口氣存 3 年。

想要定存有復利效果，不需要自己做

短期定存，到期把利息滾入本金再續存，

銀行定存已經是復利計息，只要直接做長

天期定存就好。經過精算，自行做短期定

存，到期再續存，比直接做長期定存拿到

的利息還少。

4、大額存款記得拆多筆存
隨著存款增加，面臨到的資產配置問

題也會變多，而現在只要 300 萬元，就

算大額存款。

根據銀行公告，300 萬元以上的大額

存款，1 年利率才 0.43%，計算後 1 年期

利息是 1 萬 2,925 元。

如果把這 300 萬元拆成 3 筆 100 萬

元定存，以年利率 1.37% 計，1 年後每

筆定存的利息是 1 萬 3,786 元。

300 萬元合計的利息是 4 萬 1,358
元，兩者相差了 2 萬 8,433 元。

有正確的儲蓄的習慣，是投資理財的

第一步，再慢慢累積自己資產，最終達到

財富自由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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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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會這4招
讓銀行的錢愈來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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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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6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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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 Glenmore Park
水庫室外活動

參加卡城市政休閒服務主辦的「重新

發現水庫」活動。穿上運動裝，帶上瓶裝

水，一起參加室外活動。活動內容包括障

礙賽跑、桑巴舞等。

時間：週六，6 月 8 日下午 1 點～下

午 4 點

地點：South Glenmore Park
地址：8415, 24 Street SW

"National"  
五星級CSI馬術錦標賽
Rolex（勞力士）主辦的五星級 CSI

馬術錦標賽，雲集全世界最頂尖的馬術運

動員。來此享受購物、騎小馬、繪臉、乘

四輪馬車等活動。

時間：6 月 5 日～ 9 日

門票：$5 加元，無對號入座，老人

及 12 歲兒童免費；$35 加元預訂專座。

門票含泊車費。

地址：18011 Spruce Meadows 
Way SW, Calgary

網站：sprucemeadows.com

軍事博物館夏日遭遇戰

觀看 2000 年來的戰事栩栩如生的再

現，見證歷史重演。維京突襲、中世紀決

鬥、角斗士戰鬥、火槍術和大砲。

時間：6 月 8 ～ 9 日，上午 9 點～下

午 4 點

地點：The Military Museums
地址：4520 Crowchild Trail SW
網址：themilitarymuseums.ca

免費口才課

溝通學教練 Barbara 將在卡城公立

圖書館提供一系列免費的口才課，培養當

眾表達能力，增強自信，提升溝通技能，

擴大詞彙量。適合 3 歲以上的兒童、少

年或成人。

• 6月14日： Louise Riley, 10 -10:45 am
• 6月15日：Giuffre, 4 - 4:30 pm
• 6月18日：Village Square, 8 - 8:30 pm
• 6月19日：Southwood, 8 - 8:30 pm
• 6月 20 日：Nicholls, 7:15 - 8pm

地點：各公立圖書館

電話：403-714-9449
電郵：speakeasy@earthlin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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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英語 找靜安！

符合條件的學生，可申請加拿大 - 亞省
求職（Job Grant）或亞省工作（Alberta 
Works）計畫資助。

符合條件的學生，可申請加拿大 - 亞省符合條件的學生，可申請加拿大 - 亞省

ESL 課程：說、讀、寫；全 / 兼讀均可

ESL 課程：短期 / 長期課程；
初 / 中 / 高級班。無論基礎鈞被錄用。

口音矯正一對一課程：靈活安排

9 週兼讀課程：根據需求靈活安排。矯正口音，
有助職場溝通。

定制的一對一課程：為專業人士、商務、
提升印象等量身定制。

符合條件的學生，可申請加拿大 - 亞省
求職（Job Grant）或亞省工作（Alberta 
符合條件的學生，可申請加拿大 - 亞省

school@equilibrium.ab.ca
707-14th St NW
403.283.1111

靜安學校

文件公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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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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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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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