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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月15日宣布無限期地擱置修改《逃
犯條例》後，香港特首林鄭月娥6月18日再度
就《逃犯條例》修法所導致的一系列問題道

歉。「民陣」和香港民主黨正在商議下一步行

動計畫。有分析人士認為，《逃犯條例》修法

危機中，林鄭月娥政府威信掃地，香港公民社

會在世人面前彰顯團結勇敢精神。事件過後

香港可能出現相對穩定期，北京支持的港府

不大可能再度輕易刺激港民，唯有從長計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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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林佳綜合報導 6 月 16 日有 200 萬港人上街「反

送中」，並提出五大訴求，包括撤回

修訂《逃犯條例》草案、特首引咎下

臺，撤銷 6 · 12 暴動定性、不檢控示

威者及追究開槍責任。這些訴求尚未

得到有效的回應，但港府及北京政府

對香港民意已經低頭的姿態，對未來

香港、臺灣甚至大陸和世界的局勢發

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香港進入穩定期

香港《明報》6 月 19 日說，「危

城十日」畢竟使得香港的政治形勢發

生顯著變化。《蘋果日報》說，「200
萬黑天鵝在香港飛起」，港人已不再

是求溫飽的「經濟動物」。

《美國之音》刊登了香港時事評

論員林和立的分析，認為香港基本法

《23 條》被認為旨在從政治思想及文

化上對港人進行鉗制，防止香港成為

「反共基地」。然而，對很多港人而

言，基本法《23 條》是「侵害言論自

由和集會自由的惡法」。有《逃犯條

例》修法危機的前車之鑒，林和立認

為，港府和北京短期內推動《23 條》

立法將會引火燒身。這是未來幾年香

港可能相對安定的原因。

臺灣大選變風向

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得到了臺

灣當局和民間的大力支持。臺灣媒體

報導，臺灣的中學生都在網路上閱讀

「反送中」類新聞。（下文轉 A2）

（攝影：周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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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接 A1）對北京政府

提出的「一國兩制」，臺灣朝野

一直存有爭論，但香港現在的遭

遇，大幅度提升了臺灣民眾對大

陸政權的警惕度。

《華盛頓郵報》近期評論文

章表示，香港民眾 6 月 9 日抗

議遊行之際，中華民國總統蔡英

文發推文稱，「一國兩制」不會

是臺灣人的選項。這種表態似乎

鞏固了其地位。同時國民黨將於

7 月決定總統候選人，而如今被

視為親共的國民黨黨內初選參選

人已處於不利困境，亦可能會導

致北京政府遭逢另一重大挫敗。

北京高層分裂加劇

6 月 17 日，美國總統川普

被《時代週刊》記者問及他想對

香港抗議者傳遞什麼信息時，川

普回答道：「它（引渡法案）被

延緩了，」川普還說，「港府還

會做更大讓步。」似乎暗示習近

平方面會有更多的讓步。

據香港《明報》6 月 15 日

報導，在 6 月 9 日的大遊行中，

有中共官員派「探子」混入遊行

隊伍；6 月 12 日，香港警方在

立法會前暴力鎮壓示威者，現

場也有人喬裝示威者，與參加

的年輕人溝通，然後向北京上

報。時事評論員李林一認為，

習當局繞過中聯辦，直接派人

混入遊行隊伍打聽消息，顯示

中南海已經對收到的情報、信息

抱懷疑態度，想要通過其它方式

瞭解真實情況。

同時亦有臺灣電視節目分

析，香港「送中」事件是習的政

敵江澤民、曾慶紅一派挖的大

坑。香港是曾慶紅長期經營的地

盤，這次用帶誤導的情報讓習相

信「逃犯條例」不會遭遇阻力。

而搞亂香港可以將習推至被追責

而下臺的境地。香港「反送中」

運動的發展，將進一步激化中共

黨內矛盾，習近平將無可逃脫地

陷入攤牌結局。

西方高度關注

香港民眾的抗議活動也得到

了全球各界的支持。在中國大陸

之外，全球中、英文媒體對香

港「反送中」活動給予了高度關

注，西方社會民眾廣泛接收到香

港民眾保衛民主的信息。

2003 年香港爆發反對基本

法《23 條》的大遊行，迫使港府

撤回該法。 2014 年香港再次爆

發爭取真普選的「雨傘運動」。

但這些都未能阻止北京對香港日

益施加的影響力和管控。西方世

界也逐漸意識到，隨著北京政府

影響力的增強，中國試圖向香

港、亞洲甚至全球輸出其制度和

影響力。美國川普政府正借用貿

易戰試圖讓北京剎車，但也面臨

著巨大嘈雜的反對聲音，因西方

社會左派勢力也相當龐大，在一

定程度上亦追捧社會主義理念。

香港因其「一國兩制」中的

特殊地位，港民的選擇極具說

服力。香港局勢的發展，將「兩

制」中的對立命題推送至聚光燈

下，給予世界政要、各黨派、媒

體和廣大民眾何去何從思考，港

民已成為日漸興起的全球反共產

主義陣營中重要一支。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導】香港特首林

鄭月娥口頭道歉但拒絕民陣 5 點訴求，

香港民眾不買單，抗議群眾開始在網上發

起不合作運動。

特首痛哭道歉

據報導 6 月 16 日，213 萬港人大遊

行，當晚林鄭月娥兩度痛哭。第一次是在

會見中小學校長後，她躲在洗手間偷偷哭

泣，似乎是狂哭難抑，在其他人發現之

後，上前安慰她才止哭。第二次是她在會

見宗教界領袖時，直接就在會場上哭泣。

18 日，林鄭月娥在召開的新聞會上

表示自己對修例風波負有很大責任，向香

港每一名市民表達歉意。但對於民眾提出

的五大訴求，包括撤回修訂《逃犯條例》

草案、特首引咎下臺，撤銷 6 · 12 暴動定

性、不檢控示威者及追究開槍責任，林鄭

均未回應。

香港眾志祕書長黃之鋒指過去三週，

200 萬港人上街只換來一個「暫緩」。

他批評林鄭月娥在記者會的道歉是「不真

誠、相當虛偽」。

6 月 19 日，香港立法會恢復大會，

這是反引渡惡法（逃犯條例修訂草案）

大型警民衝突後首次大會。民主派議員

要求當局徹查 6 月 12 日警方武力清場事

件，並要求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下臺。

據報導，在 6 月 12 日遭警方襲擊受

傷的民眾，許多送醫後竟跟家屬失聯。民

眾質疑，這些傷者到了醫院就被警方帶

走，背後可能是醫院和港警合作。而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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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民繼續抗議 財富撤離
警務處處長被記者問到這個問題時，竟數

度語塞，找不到適當的詞彙，還忙著閃避

攝影鏡頭。

各大專學界學生會 6 月 19 日舉行聯

合記者招待會，促請港府 20 日下午 5 點

的「死線」前，回應早前遊行市民提出的

訴求，否則學界將呼籲 6 月 21 日（週五）

包圍政府總部，並將支持市民自發阻塞港

鐵等各種不合作運動。

香港資金在撤退

今年港府強行推進送中條例以來，不

少香港富豪出於對安全的擔憂，紛紛轉移

資產到其他國家。路透社引述一位香港金

融顧問透露的消息說，他的一位客戶，近

日將他在香港花旗銀行約一億美元的資

產，轉移到了新加坡。

目前有 8.5 萬美國人生活在香港，為

避免受到中共威脅，美國投資銀行家、英

國投資銀行家或是 CEO 可能都會選擇搬

離香港。美國知名對沖基金大鱷、海曼資

本（Hayman Capital Management）創辦

人巴斯（Kyle Bass）說，「我那些很富有

的朋友們要走了，我想他們必須離開。」

巴斯強調，如果這些居住在香港的有

錢人「大規模逃離」，將會造成香港銀行

擠兌潮的出現，結果是導致香港金融體系

崩潰，房地產市場遭受重創。

香港房地產市場方面，近期已出現氣

氛轉壞跡象，不少業主劈價求售，新盤買

家同樣放棄定金離場。 9 日、16 日兩次

過百萬市民遊行表達決心後，高銀金融

財團翌日決定放棄早前以 111 億元港幣

投得的啟德商業地王，損失訂金 2500 萬

元，令樓市進一步下挫。

林鄭月娥6月18日舉行記者會，向港民道歉。(Getty Images)

港民勝利 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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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LO

3704 16th Street SW

  
       12:00 - 5:00 pm

 T: 825.205.8955
E: info@livemarlo.com

livemarlo.com

1, 2 & 3 睡房的
鎮屋配備
廣闊的房頂
露台，陽台
和室外涼台

我就是
MARLO在擁擠的市場中 站在高處

MARDA LOOP 區最激動人心的鎮屋項目提供
無與倫比的生活，以及令人無法抗拒的投資機會

單睡房鎮屋起價 訪問我們的銷售中心，並發現選擇 Marlo的理由！

地址：

時間：

週一至週三

週六及週日

1:00 - 7:00 pm

$214,900 + GST

廣闊的房間佈局，面積 630-1680平方呎
豪華裝修是標準配置

物業費每月僅 $144.00起

現 代 上 流 社 會 就 在

心臟地帶MARDA LOOP

項目 1 期在建設中。 2019年 12月起開始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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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香港梁姓市民在「反送中」

抗議中墜亡，大批港人「一人一

花」悼念他。

圖1、2：6月12日警方動用警棍

和槍械對峙民眾的頭盔、雨傘和

保鮮膜。

圖4:6月12日「盾牌女孩」林嘉

露冥想姿勢坐在警察盾牌前的畫

面，成為這次抗爭的代表形象。

圖6:在爭取民主的運動中敢於發

聲的港星，面臨失去工作的風

險。但也總有些人願意堅持，香

港歌星何韻詩是其中一位。

圖7：6月15日香港「反送中」人

士墜落身亡後，不少重量級香港藝

人打破沉默表示哀悼。鄭秀文、楊

千嬅、容祖兒等紛紛在社群網站將

頭像轉為黑色，分別上載蠟燭、白

花、祈禱或寫有R.I.P的照片。

圖5：6月16日逾200萬人的遊行隊伍，主動為救護車讓出通道後，又自

動合攏人流，香港民眾的文明素養令全球讚嘆，「摩西分紅海」現象足

證「示威者並非暴徒」。

圖9: 網民稱以下老香港報紙現為翻版《人民日報》。

圖8: 6月12日在臺北舉行新專輯發布記者會的成龍，對於「反送中」遊

行相關議題，他表示「我都不知道是甚麼事情」，導致負評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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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也是最見效的就是爭取

外部力量對香港的支持，重點是

三個國家，美國、加拿大、和

英國。上週五介紹了美國國會

正在討論中的《香港人權和民主

法案》，重點是這個法案和《馬

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重疊的部

分，對於參與迫害基本人權的香

港官員，美國對其個人實施制

裁，禁止其入境美國和凍結其財

產。

香港的民主派除了需要遊說

這個方案完成立法，而且要敦促

它被付諸實施。在中美貿易戰情

況下香港既得利益者從大陸撤出

資產已不可避免，就得堵上他們

把財產向西方轉移、政治上又聽

命中共這種首鼠兩端的路——你

要親手葬送香港的自治地位，那

你就別指望以後能來美國，到美

國的財產也享受不了，你就下半

生跟共產黨去過吧。就逼迫建制

派必須聽取香港市民的意見，維

護香港的自治地位。

也應該促成加拿大形成這樣

的氣氛。有加拿大護照的香港人

有 30 萬之多，不乏既得利益階

層人物。加拿大今年 10 月份是

國會換屆選舉。這屆小特魯多政

府相當不受人待見，在處理孟晚

舟事件、加拿大人在中國被捕的

事上也飽受批評，這屆政府換屆

加拿大也面臨著對中共政策的調

整。

香港的和在加拿大的港人團

體應該向議員的候選人積極銷售

自己的主張，請他們把香港事務

納入他們未來政策的考量，加拿

大也有類似於《馬格尼茨基人權

問責法》這樣的法律，但問題在

於它沒有被認真執行，也許香港

的事能納入這個法律執行的考

慮，那對持有加拿大護照、居民

權的香港既得利益階層來講，又

有很強的威懾性：你想在香港、

中國大陸、加拿大三個地方都只

佔好處，到了關鍵時刻你得選邊

站。

還有一個重點國家是英國，

林鄭月娥的丈夫和兩個兒子都持

英國護照，其實上一次的另一個

特首競選人曾俊華也是，香港政

界精英的一個普遍家庭安排是把

家人送到國外，自己日後以家人

團聚等等名義也移居海外，因此

英國加入「斷後路」行動也有必

要。英國一直有一批堅定支持香

港自治的力量，對香港也是有些

有利條件，現在它的難處在於脫

歐這事拖得極其冗長痛苦，英國

政府顧不過來別的事，對英國香

港的民主派也是要持續施加影

響。

節選自《文昭談古論今》

Youtube 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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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如何尋求外部支持？

1962 年 4 月從惠陽、東莞、廣州、

南海、潮安等 62 個縣（市）及全國 12 個

省市自治區來的公民，一日成功逃亡達到

4000 人。由於逃港人數太多，香港政府決

定放棄「安置難民」。約三萬逃港者集結

在香港上水華山，疲憊飢餓，在山中喘息。

當時的明報報館一度成為救援物資中

心。 5 月 16 日《星島日報》也刊登了《百

名難民寄語香港親友》一文。宗教團體、

鄉親組織、新聞媒體發起了「援助有困難

的人民」行動。前後共有十幾萬人次，送

衣、送食、送水到華山。

當時香港政府決定，偷渡者在送入收

容營後，免費給予兩餐豐盛之自助餐，等

第二日派車由羅湖橋送返大陸。第二天一

早，收容站外面陸陸續續來了上萬名香港

市民，他們手持餅乾、麵包、糧袋，當卡

車長龍駛出營門，公路兩旁糧袋齊飛，扔

食品袋的香港人在哭，車上接食品袋的大

陸兄弟也在哭。

突然，有的香港人衝出馬路，躺在地

上，近千人用自己的肉身組成了屏障阻擋

車隊。同時許多越境者紛紛跳車逃跑，警

察也是象徵性伸手攔一下子，你跑，他也

不追。在市民幫助及警察網開一面下，三

萬華山難民一半多得以進入市區，成為香

港一員。

大逃港人潮，在二十年後，慢慢平息

了。在上個世紀末，香港排名前 100 位

的富豪當中，有 40 多個人都是改革開放

之前的「逃港者」。其中就有金利來集團

董事局主席曾憲梓、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

英、「期貨教父」劉夢熊等人。

國際社會稱深圳河為中國的柏林牆。

如果知道這段悲壯歷史，或可明白港人的

溫情以及守衛香港的決心。

◎文：江峰

1962年5月拍攝
的照片顯示中國

難民在香港排隊

吃飯。在「大躍

進」中國政策

造成的飢荒期

間，有140,000至
200,000人在香港
非法入境。

歷史的一頁：大逃港

香港人民在大陸執政黨倒臺之前要

持續的抗爭，不能鬆懈，也絕對不能讓

步。因為讓步的話，不僅是讓北京政府

得手了，也會迫使支持香港的國際力量

作出可能傷害香港人利益的事情。下面

我就來仔細分析一下。

美國和香港之間是沒有關稅的，川

普現在對中國進口商品施加 25% 的關

稅是不適用於香港的。另外，港幣直接

和美元掛鈎，港幣和美元的匯率是固定

的。這就有力的穩定了港幣，穩定了它

的價值。香港還有自己獨立的航道等等

特殊的待遇。

而中共的紅色家族在香港有巨大的

利益，他們貪污腐敗來的錢大量的通過

香港洗白。因為香港是自由港，因此他

們留在那裡的資金和資產相對安全。從

這個角度來講，他們也希望香港保持自

由港的身份。

但香港自由港的身份能保住嗎？

我們可以看看現在中美關係的大背

景。美國以前還把貿易和人權掛鈎，後

來越來越脫節，到奧巴馬執政的時候，

希拉里做國務卿，明確的說，我們不能

讓人權擋了貿易的道。中共就是在這個

過程中做大的。美國現在在深刻反省自

己的錯誤。從戰略和價值觀的層面都在

深刻反省。現在的情況是，連民主黨級

的眾議院議長佩洛希都說，我們要讓川

普總統把貿易和人權重新掛鈎。而川普

總統說，我已經在這麼做了。

所以，從戰略和價值觀角度上看，

美國都不會在香港已經在政治上淪陷的

情況下，再繼續給它特殊的待遇。這樣

只會讓北京政府的權貴受益。美國是絕

對不會這麼乾的。

同時香港也是北京高層內部權鬥中

的重要砝碼，在關鍵時刻也是他們打擊

對方的工具。曾慶紅就曾經說過，香港

越亂越好，越亂越好辦。為什麼呢？因

為香港亂了，就可以成為他們問責政治

對手，打擊政治對手的一根棍子。香港

越脫離法制，中共政權也越有所謂的理

由來介入香港的管理，控制香港。而最

根本的，中共視香港的自由，民主，法

治為天生的敵人，顛覆香港的一國兩

制，符合其的根本利益，也是他們一直

在做的事情。

基於以上的認知，香港人別無選

擇。不能對中共有任何的幻想，剩下的

只有持續抗爭，直到見到曙光的那一天。

繼續抗爭 港人別無選擇
◎文：蕭茗

做生意租房 不如交月供

一切便利繁華 近在咫尺

16大道商住樓項目

harmonyone.ca

宋宇
David Song

403-890-5777

info@403587.com

專業地產經紀

項目地址：425 16 Ave NE（近中央街）

稀缺商業單元熱售！

僅38萬起

已售出12套

稀有鋼筋混凝土結構

大戶型公寓 36萬起

大尺寸免費陽台

大量地下停車位

低管理費

近未來地下輕軌站

矮層公寓

香
港

特
刊

◎文：文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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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把錢存在銀行利息太低，

想投資獲得穩定的回報，但又不想承擔風

險。這是很多人思考的問題。因此小編

對此做了一些功課，把收集到的信息整

理出來，與讀者朋友們共享。縱觀市面

上的投資產品，擔保投資證（Guaranteed 
Investment Certificate，簡稱 GIC）符合

這種期望，不失為一種良好選擇。

GIC的特點
GIC 可保障本金安全，保證獲得協

定的利息，期限靈活，購買不需要手續

費，無需投資者費心。

GIC 的期限靈活，可選 1 個月、3 個

月、6 個月、1 年、3 年、5 年、7 年、或

10年等。一般來說，時限越長利率越高。

一些 GIC 可自由選擇支付利息的

頻率，如月度、季度、半年、一年、或

到期支付利息等。註冊退休收入計畫

(RRIFs)、註冊退休儲蓄計畫（RRSPs）
和註冊教育儲蓄計畫（RESPs）購買的

GIC 的利息可延遲繳稅。而免稅儲蓄賬

號（TFSAs）購買 GIC 的利息免稅。

GIC 的資金受擔保，由聯邦政府存

款保險公司 CDIC 承保，對 5 年期及以

下的 GIC，最高保險賠償額達 10 萬元。

從 CDIC 會員金融機構購買 GIC 時，投

資者的資金自動納入 CDIC 保險。

GIC的種類
GIC 產品有很多種類，包括可兌現

和不可兌現、短期和長期、固定和浮動利

率，一次和分期投入資金等。

可兌現 GIC 相對於不可兌現 GIC 來

說一般利率偏低，可在購入 30 天以後

（至到期之時）的任何時候兌現。對於某

些可兌現 GIC，如果投資者提前兌現，

賺取的利息會減少。

不可兌現的 GIC 提供較高的利率，

但到期之前不允許投資者兌現。投資者的

錢在整個投資期間被「鎖定」。不管是不

可兌現還是可兌現 GIC，投資者的本金

和利息都受到保障。

從利率選項來說，GIC 分為固定利

率和浮動利率兩大類。一般意義上指的

GIC 利率是固定利率，在投資期限內利

率維持不變，一般期限越長利率越高。浮

動利率 GIC，則是指利率按銀行利率或

股票市場行情波動，在投資期限內的利率

是變數。

各金融機構發行的 GIC 的利率，可

上網查詢。

GIC 投資方式靈活，可以採取設定

某個金額，然後定期（每週、每兩週或

每月）自動向 GIC 供款的方式。如果您

有一個存款目標，比如攢夠買房的首付，

與將錢放在銀行睡覺相比，投資 GIC 更

划算。

（聲明：本文刊登的資料力求準確，如有錯誤或遺漏，以各金

融機構公布的資料為準。本文不構成投資建議。）

【看中國訊】近日，卡城民

眾對唐人街一項高廈項目進行了

上訴，開發商 El Condor 決定

撤銷建設許可，並計畫問題解決

後申請新的建設許可。

擬建地塊，位於 2 Ave SW
和 3 Ave SW 之 間，1 St SW
以東、中央街以西、頤景樓路

南，現在是一片地面停車場。去

年 11 月，EI Condor 獲得了該

地塊建設許可，擬在這片土地上

建設兩座 28 層高的公寓大樓，

和一座12層高的酒店和商業樓。

人們因為擔心該項目會導致

該區交通擁堵、停車位匱乏、潛

在的交通安全威脅等，就此事向

政府上訴。

對於 EI Condor 撤回建設

許可，來自「唐人街之友」的

王 先 生（Terry Wong） 表 示

歡迎。他說：「我們不反對開

發 ...... 但我們希望不要影響社

區行人安全，不要導致交通堵

塞，不要失去停車位，否則會抑

制唐人街發展。」「另外，不要

破壞唐人街的文化和特色。」他

還表示：「我不希望看到卡爾加

里的唐人街衰敗，重蹈溫哥華唐

人街的覆轍。」

市議員 Druh Farrell 則表

示支持該項目，但下一步會怎

麼做，取決於開發商。她表示：

「不希望看到唐人街那片地面停

車場再在那裡待 20 年，希望看

到唐人街重建，這有助於加強那

裡的獨特文化，並提供一些住

房 ......。」

El Condor 計畫在解決申請

的技術問題後為該網站提交新的

許可。

「卡爾加里的唐人街發現自

己處於風口浪尖」。市政最近

批准了 50 萬元的預算，來更新

唐人街的發展規劃，目前的發展

規劃已有幾十年的歷史。

【看中國訊】加拿大政府在

今年 3 月份公布的聯邦預算案

中概述了買房補助計畫，由加

拿大按揭和住房公司（CMHC）

向首次購房者提供最高為房價

10% 的免息補貼，相當於給購

房者提供了一筆無息貸款。 6
月 17 日，政府公布了這項新政

的細節。這項政策名為首次買房

者激勵計畫（First Time Home 
Buyer Incentive program），將

於今年 9 月 2 日起正式實施。

享受該補貼的首次買房者，

需為年收入 12 萬元以下的個人

或家庭，只能購買售價 56 萬元

及以下的房屋。購買新房可獲得

房價 10%（二手房為 5%）的

免息補貼，借款人可在 25 年內

隨時償還，或在售房時償還，無

需支付利息，但必須一次性還

清。

政府指出，通過提供 10%
補 貼，CMHC 持 有 房 產 10%
的股權，CMHC 將參與房屋的

升值或貶值。換言之，房屋再

售時如果增值，CMHC 也要分

成。如果貶值，CMHC 也會承

擔損失。

據悉，聯邦首次買房無息

按揭補助未來 3 年內撥款總計

12.5 億元，預計能幫近 10 萬個

首次買房家庭。聯邦計畫方法

是：以房價 50 萬元為例，首付

2.5 萬元，保險按揭貸款 47.5
萬元（加上保險費，總計 49.4
萬元），月供 2,473 元。如果享

受首次買房零息按揭補助，月

供減至 2,187 元，月供節省 286
元，一年下來省 3,430 元。

安全保本的投資——GIC

卡城唐人街高廈項目

開發商撤銷建設許可

擬建項目示意圖。

購房政府免息補貼施行

9月起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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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宋傑綜合報導】

四川省宜賓市長寧縣 6 月 17 日

晚 22 時 55 分發生 6.0 級地震，

隨後又多次發生餘震。截至當地

時間 19 日下午 17 時，已造成

13 人遇難，220 人受傷，緊急

轉移安置 52931 人，受災人口

升至 243880 人。震區電力、通

信、供水、供氣和交通設施和生

態環境不同程度受到損壞，倒塌

和嚴重損壞房屋 9532 戶 20185
間， 一 般 損 壞 房 屋 21123 戶

75713 間。

長寧地震震央所在的雙河鎮

損失慘重，當地有千年歷史的水

井——葡萄井一夜之內乾涸，周

圍的欄杆被毀，青條石砌起的井

壁也裂開了大口子。

四川省地震局指出，這次

地震引發多次餘震，截至 18 日

上午 10 時 30 分，共錄到 69 次

2 級及以上餘震，其中 5.0 級至

5.9 級地震 2 次。

專家分析

中國地震臺網中心研究員孫

士鋐分析，此次宜賓地震處於雲

南昭通東側到四宜賓北東向地震

帶，自 2003 年來，該地震帶已

進入活躍期，地質活動頻發。

該地震帶與汶川地震不屬於同

一地震帶。此次地震或與 2018
年 12 月 16 日，發生在宜賓興

文地區的 5.7 級地震相關聯。他

表示，這兩次地震或屬於同一震

源，屬於「雙震性」地震。而從

震源深度來看，本次地震震源

深度超過 10 千米，屬於構造地

震。但尚無法預測是否會出現更

強烈地震。

地震或與人為因素有關

對於地震發生，有構造活動

導致地應力集中的自然原因，但

誘發因素也不容忽視。

曾任《文化人》主編以及環

保組織「綠色江河」副秘書長的

譚作人表示，僅僅把這次地震歸

因於自然原因，是不合適的。此

次宜賓地震中有不可排除的人為

因素，他將其歸納為三方面：

第一，當地以水力壓裂法

開採頁岩氣。他表示，今年 5

月，宜賓長寧氣田快速達到日產

1000 萬方規模，地層壓裂使得

原本完整連續的岩層完整性受到

破壞，極易導致地應力突然釋放

誘發地震，因有大量事實證明，

已成業內定論。

第二，金沙江下游水電基地

的興建。他指出，金沙江下游烏

東德、白鶴灘、溪落渡、向家

壩（己蓄水，距水富 1.5 公里、

距宜賓 33 公里）四個在建水電

工程，原為三峽工程的替代工程

（四川方案），四個世界級高庫

大壩，複合三峽作用，可能成為

該區域誘發地震的構造背景。

第三，以上兩條的交互作

用，複合地震地質構造背景，可

能形成綜合型地震的誘因。

譚作人分析，宜賓地區（包

括長寧、興文、珙縣）歷史上

沒有發生過 6 級以上的強震。

2010 年至 2012 年 5 月，沒發

生過 4 級以下的地震。而 2012
年 6 月至 2019 年 5 月，則發生

了 10 次 4 級以下的地震，還包

括 2018 年 12 月 16 日發生在興

文的 5.7 級地震、2019 年 1 月

3 日珙縣的 5.3 級地震。

長寧頁岩氣開發

據大陸媒體報導，長寧頁岩

氣區塊地跨四川省長寧縣、珙

縣、興文縣、筠連縣 4 個縣。

2010 年 8 月，發現頁岩氣。一

年後，建成大陸第一口具有商業

價值的頁岩氣井。從此，長寧頁

岩氣區塊被列為國家級頁岩氣開

發示範區。截至 2019 年 5 月下

旬，中石油西南油氣田公司長寧

頁岩氣區塊已投產 148 口井，

日產量達到 1006 萬立方米。預

計到今年年底，生產井將超過

200 口，日產氣量達到 1500 萬

立方米以上。

地震發生後，當地民眾普遍

質疑與當地開採頁岩氣，導致地

質結構被破壞有關。然而，在 6
月 18日 11時的新聞發布會上，

四川省地震局專家說：「宜賓地

震為天然地震，非人工干預。」

但並未出具詳細的科學依據。

有網友表示，「頁岩氣開採

與此次地震的關係，就象雷管和

炸藥包。」

【看中國記者李熙綜合報

導】《美國之音》、英國《衛報》

和《電訊報》以及澳洲 ABC 新

聞等主流西方媒體在 6 月 17 日

集體聚焦英國倫敦一家獨立民

間法庭的裁決，這項裁決涉及

到北京政府最敏感的話題——

器官活摘。

報導說，這家民間法庭於 6
月 17 日在結束聽證後得出的一

致結論稱，中國依然存在處死囚

犯以摘取其器官進行器官移植的

行為。

這家民間法庭全名為「中國

強制摘取良心犯器官問題獨立法

庭」，簡稱「中國法庭」。他們

用了六個月的時間聽取了醫學專

家、人權調查員和據稱的受害者

提供的證據。這家獨立民間法庭

聲稱，中國監獄中超過 150 萬

名被拘留者中的一些人因其器官

被強摘而被殺害，以便為每年價

值約 10 億美元的器官移植手術

提供服務。法庭還指出，受害者

中有許多是法輪功學員，目前在

中國西部被大量拘留的少數民族

維吾爾族穆斯林有可能也是被強

摘器官的目標。

獨立民間法庭還說，強摘器

官的指控於 2001 年首次曝光，

那時在中國出現大量器官移植手

術，等待器官的時間變得異常短

暫。中國醫院的網站宣傳稱，

心，肺和腎這些器官可以提前預

訂，因此存在受害者被按需被殺

害的可能。據報導，健康的肝臟

可以以約 160,000 美元的價格

出售。

民間法庭得出結論認為，

「累積的數字證據表明：跟實際

執行的移植手術數量相比，最近

成立的『中國自願捐贈計畫』不

可能提供足夠的所謂『合格捐贈

者』。」

該獨立法庭由「終止中國移

植濫用國際聯盟（ETAC）」發

起，這是一個非營利性聯盟，參

與者包括律師、學者、人權倡導

者和醫療專業人士。英國大律

師尼斯爵士（Sir Geoffrey Nice 
QC）擔任「中國法庭」的主席。

1998 年至 2006 年期間，尼斯

爵士主導了國際刑事法庭對前南

斯拉夫總統米洛舍維奇的起訴。

今年早些時候，中國駐英國

大使館對《衛報》說 :「中國政府

一直遵循世界衛生組織關於人體

器官移植的指導原則，近年來加

強了對器官移植的管理。 2007
年 3月 21日，國務院頒布了《人

體器官移植條例》，規定人體器

官捐獻必須自願、無償進行。我

們希望英國人民不要被謠言所誤

導。」

在這家民間法庭終審判決宣

布的當天，英國 BBC 廣播公司

報出，北京武警醫院一位尿毒症

患者在等待時間不超過一個月的

時間內就能做腎移植手術。據患

者講，如果趕巧，等一天就能做

移植手術。西方主流媒體長期對

器官活摘和法輪功這個大陸最敏

感話題，長期保持緘默。進入

2019 年以來，對此類話題的報

導明顯增多，分析人士認為絕非

偶然。

四川長寧6.0級地震 疑人為因素誘發

四川省宜賓市長寧縣17日晚發生6級強震。（Getty Images）

西方媒體再聚焦大陸最敏感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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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6 月 18 日，加

國總理特魯多宣布，加聯邦政府

再次批准跨山油管擴建項目。這

是聯邦政府第二次批准該項目。

第一次批准在 2016 年 11 月，

後來被法院推翻了。

政府確認了國家能源委員會

的結論，認為該項目每天可將近

90 萬桶石油從亞省的油田運到

卑詩海岸，雖然有可能破壞環境

和海洋生物，但可為政府金庫貢

獻數百億，創造並維持數千個就

業機會，符合國家利益。

收入用於清潔能源項目

特魯多表示，該項目可助加

拿大將石油運往利潤豐厚的亞洲

市場，而不是只侷限於美國一個

客戶。「我們需要為加拿大人投

資，使他們能在快速變化的經濟

環境中抓住機會」。

此外，特魯多強調，政府會

將所有管道收益用於從化石燃料

轉向清潔能源的有關項目。

聯邦政府將很快開始與有

興趣購買該項目的土著群體會

談，並且可以向原住民（First 
Nations），梅蒂斯（Métis）和

因紐特（Inuit）的投資者出售

高達 100% 的股份。渥太華並

不想長期持有這個項目。

動工日期

一位政府高級官員在正式公

告前表示，儘管項目仍面臨許多

許可和監管障礙，但政府預計今

年將開始施工。

這位官員稱，「計畫正在

起草，監管機構已做好推進準

備。」

亞省省長傑森 ·康尼（Jason 
Kenney）表示，歡迎內閣第二

次批准該項目，並敦促採取積

極的施工時間表。「批準不是建

設。所以現在讓它建成！」。

加 拿 大 能 源 管 道 協 會

（CEPA）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Chris Bloomer）表示，每年

的施工延誤使該項目的價值減少

約 6.93 億元，「進一步拖延只

會使加拿大失去更多機會。」

質疑的聲音

保守黨領袖謝爾（Andrew 
Scheer）表示，自由黨政府取

消了北方管道項目（Northern 
Gateway），所以，他不相信特

魯多會將這個項目進行到底。而

特魯多也沒有規劃開工日期，令

人「懷疑他的誠意」。

新民主黨領袖辛格（Jagmeet 
Singh）稱，政府建立原油管道，

同時誓言要達到巴黎協議減排目

標是不可能、不負責任的。

綠黨領袖梅（Elizabeth May）
指責將管道利潤投入清潔技術的

計畫不可信，因為「無法保證這

條管道能夠盈利。」

環保團體反對這一決定。雨

林行動網路能源項目負責人麥卡

利（Patrick McCully） 表 示，

他們將繼續反對這個項目，他們

的國際盟友將支持他們。

原住民反應

2 年來，針對油管泄漏對土

著區土地或水域影響的擔憂，聯

邦政府及皇家諮詢小組與原住民

社區重新商談管道線路議題。目

前絕大多數原住民社區已接受該

項目，並簽署了協議。

一些原住民企業要求從渥太

華購買該項目，其中一些給出的

買價甚至超過聯邦政府從金德摩

根公司購買的價格。

但溫哥華 Tsleil-Waututh 原

住民首領喬治 - 威爾遜（Leah 
George-Wilson）表示，不滿意

政府的承諾，將再次向法院提起

訴訟，阻止該項目。

【看中國訊】加拿大聯邦移

民部長哈邁德．胡森（Ahmed 
Hussen）上週四宣布，聯邦政

府決定新增 11 個移民試點，吸

引更多移民來幫助這些地區增加

人口，促進經濟發展。加拿大一

些農村和北方地區年輕人流失嚴

重，出生率持續下滑，人口老化

迅速，導致勞工嚴重短缺。

為解決這個問題，聯邦政府

決定向這些地區開放移民政策，

與這些試點地區合作，採用大西

洋省份成功的經驗，為新移民從

生活起居到工作就業提供各方位

的支持，使他們及其家人能夠獲

永久居民身份。

這 11 個移民試點地區包括

安省 5 個，卑詩省 2 個，曼省

2 個，亞省和薩省各 1 個。現有

聯邦經濟類移民計畫引入的新移

民中，有超過三分之二的移民選

擇在大城市定居，不願意去小城

鎮和郊區。

【看中國訊】環境部部長

凱 瑟 琳 麥 肯 納（Catherine 
McKenna）宣布，聯邦政府將

於 2020 年 1 月開始對亞省徵收

碳稅。

「由於亞省取消了碳稅，

要我們（聯邦政府）為環境污

加政府批准跨山油管擴建項目

明年起對亞省
徵收聯邦碳稅

聯邦政府宣布 染買單，」麥肯納說，「不幸的

是，亞省應該為 ' 亞省製造 ' 這
一項計畫，所造成的環境污染

付出代價。」她還說，加拿大需

要亞省參與泛加拿大的氣候變化

框架，因為它是加國排放量最高

的省份。根據該框架的條款，

大多數省份和聯邦政府於 2016
年 12 月達成協議。各省必須制

定政策，通過碳稅或排放交易制

度對碳定價。渥太華表示將對拒

絕制定自己計畫的省份徵稅，

從 2019 年開始每噸溫室氣體排

放徵收 20 元，每年每噸增加 10
元至 2022 年的每噸 50 元。

亞省環境部部長傑森尼克松

（Jason Nixon）表示，亞省碳稅

已經廢除，新碳稅要在明年才能

到來，亞省人在這期間可盡情享

用全國最低的天然氣價格。「值

得慶幸的是，省長康尼（Jason 
Kenny）履行了他選前廢除碳稅

的承諾，」他說。「我們已經從

我們的系統中取消了這項稅，至

少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直到 1
月 1 日，我們的經濟不會有碳

稅負擔。」尼克松指出，此聯邦

碳稅政策的出臺與實施，將取決

於自由黨今年 10 月能否贏得聯

邦選舉。他說：「從現在到 1 月

1日之間可能會發生很多事情。」

加拿大簽署巴黎協議時，它

承諾到 2030 年，將溫室氣體排

放量減少 30%，低於 2005 年。

據當下議會預算的一份報告稱，

泛加拿大框架將實現不了這一目

標，到 2023 年不是徵收每噸 6
元碳稅，而是達到每噸 52 元。

如果按自由黨框架實施的話，那

麼到 2030 年加拿大人將不得不

支付每噸 102 元碳稅。

康尼表示，省政府將立即上

訴省法院對這項聯邦稅收政策提

出憲法挑戰。

加國新增11偏遠城鎮

進行移民試點

薩省小城 Moose Jaw 公園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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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保姆移民
可攜帶家眷獲永久居民權

傳畢福劍在加國主持節目

【看 中 國 訊】還 不

足五個月大的伊芙琳

（Evelyn），跟著年輕的

父母，坐旅居車（露營

車）遊遍美國 50 個州，

打破了世界紀錄。

伊 芙 琳 的 父 母 是

加利福尼亞州莫德斯

托（Modesto） 的 珍 娜

（Jenna）和瑞安 ‧ 伍茲

（Ryan Woods），這對小

夫妻是企業家，有三家酒

廠。

當得知珍娜懷孕時，

他們便有了帶著寶寶，駕

駛旅居車遊歷全美 50 州

的想法，並制定了具體的

計畫。

伊芙琳在 1 月 26 日

出生。他們於 3 月 17 日

正式開始旅行。預算很

緊，他們在不收費的地方

過夜，最常吃的是花生醬

三明治，很少外出吃飯。

旅途中他們遇到過不少困

難，對他們來說，駕駛

26 英尺的房車本身就是

一個難題。好在寶寶非常

快樂，隨和，給旅行帶來

不少樂趣。

現在，除了阿拉斯加

以外，他們已經走過其他

各州。而且他們已經在計

畫第二次 50 州之旅了。

這對夫妻認為，旅行的最

大收穫，就是領略每個州

不同的風光。

【看中國訊】嘲諷毛澤東的央

視名嘴畢福劍，遭封殺已 4 年多

了。近日有網民傳出他在加拿大

復出主持節目的消息，並貼出了

他在溫哥華演出的照片。知名網

民「長春國貿」透露，知情人士

說，畢福劍是在 6月 7日到達溫

哥華的。日前有大陸娛樂節目披

露，一名網民貼出一組畢福劍在

溫哥華演出的照片。照片中的畢

福劍站在舞臺上主持節目，穿著

西裝，手拿麥克風。

粉絲得知畢福劍在加拿大

復出的訊息後，紛紛祝福他，都

希望他在海外好好發展。今年

60 歲的畢福劍，曾是著名的央

視主持人，主持過《星光大道》、

《夢想劇場》及《五一七天樂》等節

目，曾紅極一時。

2015 年 4 月，畢福劍在一

個私人飯局上清唱「革命樣板

戲」《智取威虎山》中《我們是工

農子弟兵》選段，邊唱邊點評。

在唱到「共產黨毛主席」時，他

粗口罵毛澤東「可把我們害苦

了」。當唱及「鬥倒地主」這一

句之時，他評論稱：「嗨，地主

招你惹你了嗎？」在唱到「掃平威

虎山」後，他說：「吹 XX 吧！」

畢福劍調侃毛澤東的視頻被

傳到網上，引起軒然大波。畢福

劍遭到「毛粉」的圍剿和中共官

媒的討伐。他因此被迫離職，在

大眾視野中消失。離開央視的畢

福劍行事低調，但是他的狀況一

直受到人們的關注。

五個月大女嬰 
遊歷美國50州

兩個新的保姆移民試點項目

分別是家庭保姆（Home child 
care provider） 及 家 庭 護 工

（Home support worker）。
這兩個移民試點計劃為期

5 年，每個項目每年最多接受

2,750 個主申請人，兩個項目共

5,500 個主申請人。主申請人的

配偶和子女人數不受限制。

在新的政策下，來自外國的

保姆和護工，可獲得的特定職業

的工作許可，而不是只能受雇於

某一僱主。這意味著保姆工作人

員可在必要時更換僱主，有了自

主權。而以前他們被限制在一個

特定的僱主家庭，這樣容易使他

們受到像契約勞工那樣的不公正

待遇，為了移民加國他們不得不

忍氣吞聲繼續為不良僱主工作的

情況。

新的試點項目允許保姆工作

者攜帶家眷一同前往加拿大，而

不是像以前一樣，只能和家人分

離，獨自一人前往加國工作。

一旦保姆或護理工作的許可通

過，那麼配偶也會獲得開放性工

作許可 ( 不限工作類別，不限僱

主 )，未成年子女也會獲得入學

許可，和加國出生的孩子一樣能

享受到小學，初高中的免費教

育，而且對申請者的家庭成員沒

有人數限制。

保姆和護理工在申請過程中

會被評估其永久居留加國的資

格，一旦獲得加國的特定工作許

可簽證，在入加國工作滿兩年

後，可直接為全家提交永久居民

申請。

加拿大對保姆和護理工的移

民條件如下：

1、學歷只需高中畢業以上

即可，但雅思考試必須 5 分以

上。也就是要具備基本的英語閱

讀，寫作和溝通能力。

2、申請之前曾有 6 個月或

以上的全日在校護理培訓並獲得

證書。或者是申請者有一年從事

帶薪全職護理工作的經歷。這兩

個條件，申請人必須具備其一。

3、與其他類別的移民政策

不同的是，申請人須要先找到加

國的僱主，即願意僱用申請者作

為自家的保姆或護理員的家庭或

個人。

加拿大方面對僱主的具體要

求是：家庭年收入在 6 萬加元

以上，如果僱用專職保姆來照顧

兩個以上的幼兒，那麼僱主家庭

的男女主人均須擁有全職工作，

家裡還須有單獨的房間供家庭護

理員居住。

以上只是列出的大概條件，

具體要求需要申請者們到加拿大

移民部的相關網站查詢。

據加國政府官網資料稱，新

的家庭保姆和護理工移民計畫

每年有 2,750 個工作申請名額，

加上申請者的家屬，每年共計

5,500 人可通過這個項目移民加

拿大。

加拿大剛出臺的這個家庭保

姆和護理工移民試點項目，被稱

為是開了先河，是首個為外國

勞工（只需全職工作 2 年以上）

提供永久居留權的發達國家。獲

得永久居留權是一種激勵，可以

彌補相對較低的工作薪酬。

新政策的優越性正如移民部

長胡森（Ahmed Hussen）在一

份聲明中所說：「我們致力於改

善來自世界各地的護理人員及其

家人的生活，他們應該得到尊重

和愛護，相信我們做的很好。」

加拿大政府最近推出

兩個保姆移民試點項目，

可攜帶家眷一同獲得永久

居民權。

看中國訊

（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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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個地塊，2019 年 5 月 6 日生效，持續至 2019 年 8 月 5 日或第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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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居車示意圖（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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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 峰會將於 6 月 28 日至

29 日在日本舉行。峰會前後，

川普將訪問韓國，而此時習近平

訪問朝鮮，令人意外。

美國總統川普多次表示，

準備在 G20 峰會上跟習近平會

晤，並強調，如果月底沒有「川

習會」，美國將「立即」對中國

商品加征關稅。但中國官方對此

保持沉默。

美國時事評論員、《中國即

將崩潰》一書的作者章家敦認

為，美中貿易談判擱淺，是習近

平選擇在會見川普總統前，訪問

朝鮮的主要原因。

他對美國之音說：「中方想

要在川普面前擺出朝鮮議題，從

而換取美方在貿易問題上的妥

協。這是典型的中方伎倆，而在

過去它是奏效的。」

法新社也表示，習近平可以

利用這次重要的外訪，在中美貿

易戰中把它當成和美方討價還價

的籌碼。

中方則放風說，習出訪與朝

鮮半島無核化有關。對外聯絡部

當天舉行媒體吹風會說，習訪問

朝鮮，正值中朝建交 70 週年。

《華爾街日報》引述區域安

全專家的話說，習近平在 G20
峰會前安排與金正恩會面，似乎

想彰顯北京對朝鮮的影響力，以

及北京在施壓平壤棄核方面可發

揮的作用。北京清華－卡內基全

球政策中心研究員趙通也基本持

有相同的觀點。

不過，華府智庫布魯金斯研

究所資深研究員李維亞（Evans 
J.R.Revere）認為，習近平到訪

朝鮮，不見得代表兩國脆弱的關

係有任何改善。

他認為，北京為這次訪問，

肯定向平壤開出「不挑釁」條

件，但朝鮮若想與美國談判，不

需要中方傳話，因為平壤與華府

本來就有直接對話管道。對平壤

來說，習近平只是傳達朝鮮意

圖、讓川普獲得保證的有用管

道。

值得注意的是，金正恩過去

一年 4 度訪問北京，朝方也多

次邀請習近平訪問。習雖然接受

了邀請，但雙方沒有確定訪問的

具體日期。一個月後，金正恩在

越南河內與川普舉行第二次會

晤，但會晤以破裂告終，美朝關

係陷入停滯。

最近一段時間，由於美中貿

易戰的衝擊，習近平被指陷入內

外交困的處境。

美中貿易戰 5 月初升級以

來，習近平第一個外訪的國家便

是俄羅斯。 6 月 5 日至 7 日，

習近平對莫斯科進行了為期三天

的訪問，期間他對俄羅斯媒體

稱，今年是中俄友好 70 週年，

雙方是戰略夥伴關係，普京是

「我最好的知心朋友」。被外界

認為是北京企圖「聯俄抗美」。

不過，普京已表態俄羅斯無

意願捲入美中貿易衝突。北京試

圖「聯俄抗美」根本行不通。

旅美政論家、《北京之春》

榮譽主編胡平表示，這次習近平

去俄羅斯就是大撒幣，給了 600
億美元，四處收買，他想拉攏俄

國對付美國，但這是做不到的。

6 月 7 日習近平在聖彼德堡

國際經濟論壇全會上發表演講當

天，論壇結束後發生一段插曲。

習近平在離場時，走到臺前與台

下多名嘉賓握手，疑因重心不穩

向前傾而差點跌倒，幸好身旁的

俄國保安人員反應快，立即將他

扶住。

這一幕引起種種解讀，香港

《蘋果日報》則以當年英國首相

「鐵娘子」撒切爾夫人出訪北京

失足跌倒為例說，領導人跌倒不

是好兆頭。

最近十天，就在習頻頻外訪

期間，香港爆發反逃犯條例（送

中惡法）大遊行，震動全球。

民眾抗議也促使北京暗控的香港

政府退讓，暫緩修例。而這也被

外媒認為是習近平上臺後的最大

政治讓步，以及政治上的挫敗。 

香港「反送中」事件在全球

引起廣泛關注，如果美國通過任

何制裁法案，王滬寧是唯一不怕

的人。為什麼呢？他有兩件事不

怕，一個是不怕不給他簽證出國

訪問，再一個是他不怕凍結他的

資產。

王滬寧擺出個姿態，他是北

京高層唯一沒有貪腐傳聞的這麼

一個人。他夾著尾巴做人，在

二十五個政治局委員中，七個政

治局常委裡面，是唯一一個沒有

腐敗傳聞的。沒有腐敗是不是就

是個清官？很難說。因為中共黨

內對他的定義是，此人好色但不

貪財。因為他前後娶了三任太

太，最後娶的太太是 80 後，比

他小三十多歲。還有沒有其他女

人，不得而知。

好色但不貪財，總的來說應

該說是一個非常精明的策略。他

知道好色在中南海內部不是一個

問題，不會成為一個互相權鬥的

犧牲品，但貪財有可能成為權力

鬥爭鬥敗之後的一個犧牲品，因

為權力鬥爭鬥敗一方都是以腐敗

罪弄到秦城治你，所以王滬寧深

知這一點。

實際上他的做法非常像這個

西漢末年的一個官員的做法，那

個人叫王莽，曾經當過朝廷的這

個高官—宰相，後來篡位。這個

王莽在他當官的時候，可以說留

下非常好的口碑。他夾著尾巴做

人，低調，謹慎，謙恭，穿的都

是布衣，吃的是粗食。侍母至

孝，對其他群臣非常的恭敬，對

皇帝尤其是畢恭畢敬，做出一副

鞠躬盡瘁，一心輔佐的那個樣

子。所以他的官位的不斷高升，

一直升到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

丞相地位。

但是恰恰是這個王莽最後篡

位了，建立了新朝，執政了 16
年，後來又被人民推翻。王莽篡

位的典故，講的一個溫良恭儉

讓，極度低調、謹慎、謙卑的人

如何實現他篡位的過程。所以今

天的王滬寧像極了這個王莽。

王滬寧足不出戶，不僅不出

國訪問，連北京這個地方上視察

都不去。其他政治局常委、政治

局委員都有去地方視察，但是你

從來看不到政治局常委王滬寧出

門。

所以說美國不發籤證治不著

他，因為他根本就不出門，不出

國。他唯一出門的事是當北朝鮮

的領導人金正恩來訪時，他要去

車站或者是機場迎接，因為一方

面他主管這方面的事物，另一方

面顯示他對北朝鮮的頂禮膜拜。

現在人民盛傳，北京要把臺

灣香港化，香港中國化，中國朝

鮮化，這就是王滬寧的理想。

習近平緊急訪朝內情流出

遭美制裁 中南海里某人不在乎

習近平和金正恩（Getty Images）

王滬寧

習近平將於6月20日
至21日訪問朝鮮，此消息
引起外界猜測。有分析

指，北京急於在習近平和

川普G20接觸之前，安排
這次對朝鮮的訪問。 

記者林中宇綜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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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早餐

在 # 1 入口，停車場內
帶上您的全家，欣賞現場音樂，
騎小馬及品嚐美味的雞蛋煎餅！

請加入我們的年度

雞蛋煎餅雞蛋煎餅

早 9：00開始

月

六期

七

星

由以下公司主辦：

絲巾新品

蕾絲扇髮簪步搖

各種風格·隨心所搭·批零兼營·歡迎光臨

油紙傘

各種風格·隨心所搭·批零兼營·歡迎光臨各種風格·隨心所搭·批零兼營·歡迎光臨

    
       新店開張 大酬賓

民
族
風
連
衣
裙

Zen & Accessories 

Downtown店地址：
202, 200 Barclay Parade SW, Calgary

電話：(403) 252-2586  (587) 719-9788

新店地址：Unit J2, 260300 Writing Creek 
Crescent, Balzac ( New Horizon Mall 內 )

文：陳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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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edes-Benz 
Country Hills

品牌專家

聘

積極的態度

書面和口頭溝通技巧

出色的多任務組織能力

在快節奏中獨立工作

與客戶建立並保持良好的關係

亞省 5級駕駛執照（AMVIC 註冊）

工
作
要
求

聯繫我們 careers@mbcountryhills.com
(587)806-3762

Airdrie Honda
卡城北部最快到達的Honda車行

 誠聘汽車銷售
主動進取，無需銷售經驗，有

完善培訓計劃，待遇優厚。懂

英語，國語或粵語。

聘RECRUITMENT

地址：2971 Main St. SW Airdire

電話：403.945.4820
電郵簡歷至Jason Hansen 
jason@airdriehond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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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美國知名評級機

構 JD Power 上月公布了英國一年

一度的汽車可靠度調查報告，結

果法國品牌標誌在排行榜中脫穎

而出，成為英國消費者眼中最可

靠的汽車品牌，之後是斯柯達和

現代。

這項針對汽車可靠度所做的

調查，主要調查車輛在外觀、駕

駛體驗、功能、娛樂音樂系統、

座椅以及引擎等共 8 個方面 177

項問題，並以平均每 100 輛車中

會遇到的問題數值（Problem Per 

100 Vehicles, 簡稱 PP100）為標

準衡量汽車可靠度，該數值越低

就代表可靠度越高。此次調查以

11,530 輛新車為樣本，這些車都

是 2015 年 11 月 至 2018 年 1 月

註冊的。

在 這 次 的 調 查， 平 均 的 

PP100 數值為 119，一共有 14 個

汽車品牌的可靠度高於此項平均

值。標致在每 100 輛車（PP100）

僅出現 77 個問題，排名第一。第

二名是斯柯達（88 PP100），第

三名是現代（90 PP100）。

此外，豪華品牌的排名普遍

偏低，在總排名中表現最好的沃

爾沃拿到第 10 名，路虎、捷豹與

奧迪排名分別是第 20、第 21 與

第 22，寶馬僅排在第 24 名。

報告也指出，近年來新車在

科技配備上的可靠度與易用性

受到挑戰。與主流汽車的車主相

比，高檔車的車主認為他們的音

響、通訊、娛樂及導航系統存在

更多問題。而配備的易用性也成

為車主極為重視的要點。不止如

此，許多新車所搭載的先進主動

式安全配備也因為會對車主造成

不便，進而導致可靠性受到影 

響。

該研究還發現，所謂的「綠

色」汽車在動力系統，座椅和信

息娛樂系統等領域存在的問題比

普通 ICE 動力系統車輛明顯更多。

          標誌排名第一  其次為斯柯達與現代

花錢更少拉的更多。

2019 Sprinter 144

2019 Sprinter 170

2019 Metris Cargo

$48,888起價

$50,888起價

$42,088起價

現金購買 2019款 Sprinter優惠活動。購買 2019 Cargo Metris可選租賃或貸款。

倒車影像，長條座椅，隔板，7 速變速器，11 英尺長的後貨物空間， 

總體車重標準值 9050 磅。

倒車影像，7 速變速器，雙前凹背座椅，14 英尺長的後貨物空間， 

總體車重標準值 9050 磅。

倒車影像，盲點監測輔助，隔板，門閂，雙滑移門，加熱後視鏡，9.5
英尺長的後貨物空間， 總體車重標準值 6614 磅。

車隊銷售經理

麵包車經理

車隊銷售經理

麵包車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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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Mazda 3誕生
自2003年，是馬自達公司Zoom 
Zoom理念最具代表性的車型。
經歷了三次改款。整體定位偏重

運動，追求人馬合一的駕乘體

驗，自上市以來廣受好評。

2019 款 馬 自 達 3 是 全 新 第 四
代車型，也是首款基於馬自達全新
SkyActiv-Vehicle 模 組 化 平 台 打 造 的
車型。受益於多處強化加固件，使得
車身剛性獲得大幅提升。懸掛結構採
用前部使用麥弗遜結構，後部使用了
簡化的扭力梁，取代了之前的多連桿
獨立懸掛，這一點是明顯的退步，但
這是緊湊級車型在整個行業的普遍現
象，新款的福克斯和奔馳 A 也同樣如
此。

在外觀的設計上，採用了馬自達
由 Vision Coupe 概念車定義的「魂動」
設計語言。側面線條猶如流水般的優
雅。特別是掀背版車型似乎是借鑒了
法拉利 FF 的側面造型，速度感十足。
閃電式的尾燈與激進的前臉前後呼

應。 整 體 造

型前衛漂亮。
全新馬自達3的內飾設計在提升了

用料做工的同時，將整體打造的更為
簡潔。中控和儀錶板的邊緣輪廓面板
的線條似乎是在向 90 年代的美系車致
敬。中央搭載了一塊 8.8 英吋觸摸屏，
方向盤可伸縮的長度增加了 20.3 毫
米，座椅的高度比上一代做了優化，
可以使駕駛者更容易找到合適的坐姿。

在主動安全方面，所有版本都標
配雷達制導主動巡航系統，具有自動
啟停、自動緊急制動、盲點監測、車
道輔助、車道偏離預警和碰撞預警。
低配車型可以加價升級獲得 360 度攝
像頭、自適應 LED 頭燈、前方交叉路
口預警以及倒車自動剎車系統。

第 四 代 馬 自 達 3 搭 載 全 新 的
Skyactiv-X 動 力 系 統， 採 用 SPCCI 火
花控制壓燃點火技術，集類似柴油引
擎的壓燃與汽油引擎火花塞點燃兩種
點火技術於一體，使油耗降低可達
30%。G20 版本車型使用 2.0 升自然
吸氣四缸汽油引擎。在 6000rpm 時最
大 功 率 114kw， 在 4000rpm 時 達 到
峰 值 扭 矩 200N.m。G25 車 型 使 用 和
目 前 相 同 的

2.5 升汽油引擎，在 6000rpm 時最大
功率 139kw，在 4000rpm 峰值扭矩達
到 252N.m。傳動系統與上一代保持一
致，分別為 6 速手動或 6 速自動變速
器。

新車的另一個重點改進是 NVH 方
面——噪音震動和引擎平順度，這
方面一直是馬自達的弱項，新車在隔
音，密封件的應用，做了大量改進，
修改了發動機支架和減震器，並減少
輪胎噪音和風噪聲。在車架中使用高
達 1320Mpa 的超高強度鋼材以增強
動態剛性，其橫向剛性提升了 78%。
第四代馬自達 3 長度比前代增加了
80mm，重量重了 50kg。

「
黑
科
技
」
加
持

夏季熱銷，現已開始。
享受 2019 GLC300炙手可熱的優惠。

租賃利率 租賃月供 節省

45個月 $5,000 首付 銷售商獨家

品牌專家

品牌專家

品牌專家

品牌專家

粵語

粵語

粵語

粵語

國語

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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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古城

縱觀人類歷史長河，絕大

多數時期內，人類敬天信神，

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做

壞事時，都心存忌憚，因為他們

相信「三尺頭上有神靈」、「神

目如電」。

每次人類大災難之前，都從

不再相信神的存在、背棄神的道

德教誨開始，自以為可以主宰一

切，殊不知危險已近。這些年

來，沉寂在地表之下的歷史遺跡

不斷被發現，使得人們切切實

實的觸摸到了人類曾經的輝煌

與毀滅。

遠離埃及北部港口城市亞

歷山大的海岸，海底出現一座

神秘的古城，除了大量史前古

器物、雕像，還有一些埃及艷

后時期的宮殿。它被認為是埃

及艷后克利奧派特拉的皇家住

宅廢墟遺址。科學家表示，可

能是 1500 年前一場巨大的地

震，讓這座古城永遠沉睡在海

水中。

2002 年，一座約 9500 年

前的古城廢墟，在印度海域被

發現，人們將之命名為「德瓦

爾卡」（Dwarka），或者「黃金

城」。這座水下古城具有完整

的建築結構，廢墟上到處是人體

殘骸。古城的人應該是經歷了一

場突然降臨的大災難，瞬間就隨

著古城一起沉入大海了。

慾望之都

這讓人想起了被掩埋在火山

灰下 1600 多年的龐貝古城。從

發掘的遺址上看，龐貝城可稱為

一座媲美當今的「現代化」城市。

繁忙的商業街，隨處可見的

妓院，瘋狂的鬥獸場，上層極盡

奢靡的生活，人們縱情於聲色犬

馬，殘忍殺戮，種種被神認為是

罪惡的行為，在龐貝人眼裡卻是

對生活的享樂。

城內的神殿成為擺設，整個

城市的人都忘記了神的教誨。

「盡情享受生活吧！明天是捉摸

不定的。」這是龐貝城的格言，

它被刻在一隻銀質的杯子上。這

句格言在西元 79 年 8 月的一個

清晨，成為了埋葬龐貝古城的讖

言。做著慾望之夢的人從沒想

過，「明天」來的如此之快。

8 月 24 日，維蘇威火山突

然開始噴發，大量的火山灰和碎

屑物質被快速噴向空中，火山灰

雲柱直衝 3 萬 3 千米高空。次

日早晨，順地勢瘋狂奔流而下的

火山碎屑流，以排山倒海之勢將

這座慾望之城吞噬。

當一切歸於平靜，龐貝古城

已經埋在 5 米厚的火山灰之下

了。無數連掙扎都來不及的龐貝

人，只留下一具姿勢永遠定格在

那一瞬間的殘骸。

1500 多年後，人們在龐貝

城遺址的牆上看到一句潦草的用

石頭寫的話：「這個該死的罪惡

城市！」也許龐貝人在最後一刻

終於醒悟，但已經太晚了。

上天給人的教訓

 「罪惡之城」不僅是龐貝，還

有聖經中的索多瑪與蛾摩拉。因

為盛行同性戀，以及各種性犯

罪，更有許多對神的不敬行為，

神下令毀了這兩座罪惡的城市。

最終，這兩座城市毀於天

火。在宗教之國梵蒂岡城國保存

的古代墨西哥著作抄本《梵蒂岡

城國古抄本》中敘述：「地球上

曾先後出現過四代人類。

第一代人類是巨人，他們並

非這裡的居民，而是來自天上。

他們毀滅於饑餓；第二代人類毀

滅於巨大的火災；第三代人類毀

滅於自相殘殺；第四代人類處於

太陽與水階段的人類，毀滅於巨

浪滔天的大洪災。」

現代科學已經證明，世紀大

洪水真實存在。地球上曾經存在

著一個有高度發達文明的亞特蘭

蒂斯大陸，在一次大規模的地震

及其後產生的海嘯中，沉沒在大

西洋中。

據柏拉圖的記述，由於亞特

蘭蒂斯文明程度極高，國勢富

強，逐漸腐化，遂發動征服世界

的戰爭。這種背棄上帝的行為，

導致天神震怒，用地震和大洪水

消滅了罪惡之島。

儘管科學家對亞特蘭蒂斯的

遺址到底是在大西洋底還是南極

洲的冰蓋下仍在爭論，但人們已

不再認為那只是個傳說。

通過聲納技術發現，南極洲

海底竟然有陸地存在，並且與遠

古製圖師所繪製的亞特蘭蒂斯地

圖系統十分相似。

100 多年前，土耳其伊斯坦

布爾的一位博物館館長獲得一張

古羊皮地圖，令人吃驚的是，這

張遠古時期的地圖所繪的竟然是

現今的南極洲。遠古時期的人又

怎麼能夠知道被 1.9 公里的冰層

覆蓋著的南極洲地形？

神的預警

現今全球各地各種天災頻繁

發生，人們往往從科學角度試圖

探知原因。但在各個民族的文化

經典或宗教經書中卻有提示，災

難的源頭是因為今天的人類已經

背棄了神的教誨，道德在一日千

里的墮落。曾被傳統觀念所否定

的同性戀、吸毒和性解放已逐漸

被合法化，甚至成為當今人們追

逐的「新潮」。

歷史總是一次次重複。當那

些曾經不為人所知的輝煌與毀

滅，再一次展現在我們面前時，

是否有這樣的一種可能，我們的

今天正是那些被毀滅的昨天時，

也許就是上天在警示我們，留給

人們選擇未來的機會不多了。

◎ 文：青蓮

傳統文化中認為，天人
合一。當人類道德墮落到一
定的程度時，人類就面臨被
毀滅的風險。在此之前，上
天會將那些曾經的毀滅展
示給人，予以警示。 

†Limited time lease offer based on a new and previously unregistered 2019 Acura MDX Tech (YD4H4KKNX) // model shown, a 2019 MDX A-SPEC (YD4H0KK) with optional colour upgrade available through Acura Financial Services on approved credit. Representative lease 
example: 1.9% // 1.9% (4.52% // 4.35% effective APR) lease rate for 36 months (78 payments). Bi-weekly payment is $288 // $318 with $6,150 // $5,400 down payment. 16,000 km allowance/year; charge of $0.15/km for excess kilometers. Total lease 
obligation is $28,614 // $30,204. Offer includes $2,075 freight and PDI, air conditioning fee ($100), Tire Duty ($20), AMVIC fee ($6.25) and applicable fees/levies/duties.‡$6,500 cash rebate available only on the cash purchase of new and previously unregistered 
2019 Acura MDX A-SPEC (YD4H0KK), MDX Elite (YD4H8KKN), MDX Elite 6P (YD4H0KKN), and MDX Tech (YD4H4KKNX) models from an authorized Acura dealer when registered and delivered before July 2, 2019. Total incentives consist of: (i) $3,500 that cannot be 
combined with lease/finance/cash offers; and (ii) $3,000 that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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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l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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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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  T H E  2 0 1 9  M D X  起價

雙週
$6,150 首付
MODEL CODE: YD4H2KJNX

期限
36 個月

現金返贈 
購買其它指定
2019 MDX MODELS.

T H E  2 0 1 9

A C U R AWATC H™ 駕 駛 員 安 全
及 輔 助 技 術

2019 MDX A-SPEC SHOWN

或可獲得高達

擁 有 碰 撞 緩 解 制 動 系 統 T M

Patrick Li
(403) 258-4275

patrickl@silverhillacura.com

Andy Wong
(403) 776-1435

andyw@silverhillacura.com

403.253.6060
5278 MACLEOD TRAIL S.

龐培城火山罹難者遺骸

（維基百科）

曾被毀滅的人類文明

龐貝城的廢墟（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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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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墨

丹青

謝安嘗評顧愷之：「有蒼生以來未之

有也。」惜哉！真跡不傳於世，而今人所

見顧愷之之畫，如：〈女史箴圖〉、〈洛神

賦圖〉、〈列女仁智圖〉等，皆為後人摹

本。摹本之於真跡有幾分之彷彿？吾不能

知，但昔人有語：「後來得其彷彿者猶可

絕俗。」顧愷之真跡之高妙，殊可想也。

而諸摹本中，我以為最能得顧愷之筆意

者，當為〈女史箴圖〉、〈列女仁智圖〉，

相較而言，〈洛神賦圖〉則宋人筆意太露。

然而，既然是要寫〈洛神賦圖〉，姑

且就畫論畫，而論畫之前，先要說賦。

〈洛神賦〉是陳思王曹子建所寫。黃初三

年（西元 222 年），31 歲的曹子建被封

為鄄城王，在從京城去封國的途中經過洛

水，此時的曹子建已無復當日貴公子的優

遊與狂放。所謂歸國，無異外放遠謫，所

以這一路也甚是漫長，大抵如他在〈洛神

賦〉中所說，「背伊闕，越轘轅，經通谷，

陵景山」，崎嶇顛簸了一天，終於走到日

頭西傾，走到人疲馬乏，走到人生之低

谷，走到了洛水之濱，在這裡，與洛神相

遇。

然而，〈洛神賦〉並非如一些傳聞所

說，是借洛神寫甄后，事實上，這種說法

是起於唐人，而歷來為評家所不屑。〈洛

神賦〉之前並不叫〈洛神賦〉，而是叫〈感

鄄賦〉，有好事者以「甄后」之「甄」代

替「鄄城」之「鄄」，說曹子建寫了〈感

甄賦〉，宋人劉克莊也說，有好事之人

「造甄后之事以實之」。事實上，曹子建

為之感而有賦的，是自己將要遠去鄄城，

僻處一方，不惟舊日繁華如洛川之逝水，

不可復還，而往日雄心亦如深沉之暮色，

越發迷離與蒼茫。

就在此時，洛神出現，「翩若驚鴻，

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迷離

蒼茫間，突如其來的一筆，讓人有些措手

不及。洛神與曹子建心靈相通，於是洛川

之上神光離合，洛水神女將飛而未翔，若

還而忽往。正徙倚彷徨之間，而諸仙眾靈

雜遝紛至，戲清流，翔神渚，采明珠，拾

翠羽，喧鬧一片，攪人思緒。接下來，筆

鋒一轉，六龍齊首，雲車起駕，又有文

魚、水禽、鯨鯢等現身，在華麗盛大的儀

式中，洛神遠去，迅如電滅，唯剩洛水逝

波，莽莽蕩蕩。想來，人生聚散，來去匆

匆，大抵都如此這般不可預期。

既然曹子建的〈洛神賦〉非為甄后而

寫，那麼，是為甚麼而寫呢？傳統的看法

是曹子建借與洛神人神道殊，求之不得而

譬喻自己拳拳忠心，不能上達天聽。《魏

書 ‧ 陳思王傳》中收錄了魏文帝、魏明

帝在位時，曹子建的多次上書，皆是悲嘆

尸位素餐，抱憾壯志未酬。此外，洛神名

曰宓妃，屈原〈離騷〉中也以求宓妃之不

得而譬喻忠心不為君王所察，所以這種說

法不是沒有道理。（下文轉 C2）

洛神賦
◎  文： 軼飛    圖 : 公有領域

有朋友問我，可否為〈洛神賦圖〉寫點甚麼。〈洛神賦圖〉

是六朝第一畫手——東晉顧愷之所畫。顧愷之善畫釋道人

物，言語難道之情，皆可傳神於筆下，且筆法高妙，如春

蠶吐絲，春雲浮空。

顧
愷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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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100 Country Village Rd NE Calgary(Coventry Hills Superstore 店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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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E   T
H

E SHOPTM

R

Coventry Hills Superstore 手機店歡迎您的光臨！

看中國
報紙發行點

電話：403.516.3901

◎  文：江峰   圖：網絡圖片

遭到斯大林拒絕，雅可夫聽到這一消息，

徹底絕望在德國的集中營自殺了。二兒子

瓦西裡，在斯大林死後被捕入獄，罪名

「背叛祖國，反黨反社會主義」。出來兩

年後，也莫名其妙的死亡了。

嚮往自由的土地

1953 年斯大林死掉了。 1959 年赫

魯曉夫在蘇共的 20 大上全盤

否定了斯大林。斯維特蘭娜從

他的父親那裡就知道共產黨對

自己的戰友的殘暴，她對蘇聯

政權產生了恐懼感。終於在

1967 年，斯維特蘭娜藉著去

印度給去世的第三任丈夫送骨灰的機會，

策劃了叛逃美國的計畫。

1967 年 3 月 6 日，再過兩天就是只

有共產國家隆重慶賀的三八婦女節了。蘇

聯大使館上上下下都在忙乎呢，吹氣球，

貼牆報，發請帖。斯維特蘭娜趁著這份忙

亂，搭了一輛出租車：快，帶我到美國駐

印度大使館。一進門她就要求政治避難。

41 歲的斯維特蘭娜、斯大林的女

兒，來到美國，轟動了全世界。在隨後的

新聞發布會上，她說：來這裡是為了表達

我的心聲，而在蘇聯，我一直沒有這個機

會。她公開控訴蘇聯當局。她指責父親斯

大林是「道德和精神的惡魔」，蘇聯體系

「嚴重腐敗」，「布爾什維克革命是一個

後果嚴重的悲劇性錯誤」。這可太丟社

會主義偉光正的臉了，蘇聯克格勃曾一度

對斯維特蘭娜動過殺機。

宗教成為斯維特蘭娜晚年唯一歸宿。

她跟所有的共產黨高層一樣，曾經錦衣玉

食，但是內心充滿恐懼。自由世界，不會

給她那麼多的特權，但是她終於有機會

讓內心真正的平靜下來，做回一個人。

2011 年斯維特蘭娜在美國威斯康辛州去

世，終年 85 歲。

叛逃新趨勢

20 世紀後半期，很多共產極權大人

物的兒女選擇了用腳投票。斯大林的女兒

逃到美國；清算斯大林的赫魯曉夫的兒子

紅色公主初長成

1926 年，47 歲的斯大林有了第三個

孩子。斯大林對這個唯一的女兒是格外的

寵愛，給她起了個富有詩意的名字——斯

維特蘭娜，意思是「光影」，源於一首俄

羅斯浪漫主義詩歌。和兩個哥哥不同，被

稱為紅色公主的斯維特蘭娜，得到了父親

真心的愛護。斯大林常常會把她抱在膝上

親吻她的臉頰。還會給她放美國電影看。

但是社會主義的國度裡，只有神話，

沒有童話。斯維特蘭娜 6 歲那年，母親

開槍自殺。她到處尋找媽媽，蘇聯元帥弗

洛希洛夫告訴她媽媽死於闌尾炎。斯維特

蘭娜直到十年後在學習英語時，從一份外

國報紙上才得知母親自殺的真相。

紅色公主慢慢長大了，斯大林專橫的

不允許女兒穿短裙或者短袖毛衣。一次她

從少先隊夏令營，寄給斯大林一張穿著短

裙照片。斯大林看到以後勃然大怒，用

紅筆在照片打了一個叉，寫上兩個字「妓

女」，然後讓部下用飛機把照片送回女

兒。

上個世紀 30 年代、40 年代，斯大林

展開了農村集體化和大清洗兩項大運動，

把異己全部殺掉。這時的斯維特蘭娜發現

自己似乎有決定人生死的力量，當時她不

少同學的父母突然被捕，她就試圖向父親

求情，有時成功了。可是幾次後，斯大林

被激怒了，他對著斯維特蘭娜大吼：「他

們是叛徒、是敵人、是反革命分子，必須

被消滅，就像踩死一隻臭蟲！」

然而對年輕的斯維特蘭娜來說，最大

的不幸還是體現在她的婚姻和愛情上。斯

大林反對女兒的戀愛，以間諜的名義把斯

維特蘭娜的初戀愛人發配到西伯利亞。

斯大林把她的第

一任丈夫開除公

職，並連累了他

的公公。

斯維特蘭娜的第二任

丈夫是斯大林的得力助手

主管意識形態日丹諾夫的

兒子尤里，這是一場政治

婚姻。這場沒有愛情的政治婚姻顯然不能

持久，在他們的女兒問世後，他們也離婚

了。看似公主一樣的她，斯維特蘭娜，集

萬千寵愛於一身，可是不自由也不幸福。

斯大林的三個孩子，大兒子雅可夫，

在二戰中被德軍俘虜，希特勒想用斯大林

的兒子換唯一被活捉的德軍元帥保盧斯，

也逃到美國；卡斯特羅的私生女九十年代

中期移民美國。現在這股叛逃的風潮有了

新的趨勢。

2018 年 11 月，川普談論美國出生

公民權的時候說：有外國獨裁者一邊想著

與美開戰，一邊利用出生公民權，讓妻子

在美國國土生子，以後呢？獨裁者跟隨他

們的子女去擁有美國國籍。

極權國家的獨裁者們和高官們或是讓

自己的後代在美國出生，或是讓自己的子

女在美國留學、移民，並將財產轉移到美

國，是一個二十一世紀的新趨勢。

公開資料顯示，鄧小平的孫子鄧卓

棣、江澤民的孫子江志成就是在美國出

生，自動獲得美國國籍的。美國政府統

計，中國部級以上的官員（包含已退位）

的兒子輩 74.5% 擁有美國綠卡或公民身

份，孫子輩有美國公民身份達到 91% 或

以上。

跟斯大林女兒相似的是，他們要逃離

殘酷和翻雲覆雨的政治鬥爭，避免被失蹤

被自殺。不同的是，他們現在有錢了，讓

兒孫輩移民也是為了保住自己搜刮人民貪

腐得來的錢財。

去年，美國參議院建議公開中共官員

在美子女財產。美國國稅局鼓勵中國人，

舉報他們的隱瞞的海外資產情況，獎金可

以達到 15% 以上。 2016 年，美國國會

通過全球馬格尼茨基法，制裁參與重大人

權侵害和貪腐的官員，凍結他們在美國的

資產，禁止他們入境美國。加拿大與歐洲

議會也加入了此項法案。

未來要想逃亡自由世界的獨裁者和貪

官們，要想給自己留一條路，今天你們的

行惡，是不是要掂量一下了？不過，在現

行的體制下，你們能停得下來麼？有沒有

可以選擇的第二條路呢？

1935年，斯大林抱著女兒斯維特蘭娜。 1967年41歲的斯維特蘭娜叛逃美國，是年8

月在紐約長島會見記者。

斯大林的女兒「叛逃」美國

公有領域

1967年，斯大林的女兒斯維特蘭
娜逃亡到了美國，轟動了全世界。自那

時起，就有綿綿不斷的人流，沿著她

走過的道路從共產極權國家不斷的逃

亡西方。

（上文接 C1）還有一種說法，認

為曹子建是為亡妻而寫。種種猜測，並

無定論，而洛神的形象也因此更加的縹

緲迷離。

在〈洛神賦〉的最後，洛神消失

後，曹子建並未離去，而是「御輕舟而

上溯，浮長川而忘返」，尋之不見後，

又駐留一晚，「夜耿耿而不寐」，直至

天亮才「命僕夫而就駕」歸乎東路，然

而離去的時候，身影雖然絕決「攬騑轡

以抗策」，心緒盡是惆悵 ——「悵盤

桓而不能去」。但人生的路各有方向，

天總是要亮的，人總是要起程的。

想來，曹子建的〈洛神賦〉，可謂

神來之筆寫天外之人，非顧愷之思侔造

化之功莫能傳寫於丹青。雖然今人摹本

未可盡為顧畫代表，但僅就摹本而言，

殊可觀止。〈洛神賦圖〉有三本，一本

錄有〈洛神賦〉原文，一段情景、一段

文字，圖文並茂，有評者以為大佳。但

以技法而言，竊以為故宮博物院所藏另

一版本，因筆意古拙而更佳，而圖文並

洛神賦

  陳思王駐留一晚，「夜耿耿而不寐」。

茂版則失之於巧。至於人物之靈動，自

不必說，雲車法駕，人物衣袂，望之宛

如生風。唯洛神之描繪，比曹子建「若

還忽往，將飛未翔」之筆，不能過之，

但對曹子建之圖寫，則曲盡其忘返之

狀、悵然之態。顧愷之嘗歎「手揮五弦

易，目送歸鴻難」，畫中曹子建目送洛

神，望斷洛川，人生促迫間所有的可遇

而不可求，不能道盡，卻盡在其中了。

逃亡者的腳趾頭指向

哪裡，真理和自由的

土地就在哪裡！

世道
◎ 文：秦天靖

風清萬水盡玄黃

月朗獨峰遠洛荒

懿律詩經書五帝

科規禮記效三皇

昆岡雨露生白瓊

麗水雲騰現金光

道賜澤賓及草木

仁德廣世化十方

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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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傳統文化能夠善化人

心，使人們重道德、重操守、守

信義。古人認為「不貪是寶」，

這不僅在承傳中華民族傳統文化

的文人（亦即「士」階層）中是

共識，即使是天天與錢財打交道

的商人，也很重道德操守，所謂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明朝名臣楊博，字惟約，蒲

州人。楊博的父親楊瞻（官至

御史）做過商人，曾經在淮揚

地方經商，當時有一位從關中來

的鹽商，將一千金的錢寄放在楊

家，請楊瞻暫時代為保管。不料

那鹽商離開以後，竟然一去不

回，楊瞻不知如何才好，便將那

一千金，埋藏在花盆中，上面種

植花卉，並派人到關中去尋找。

後來找到了鹽商家，不料那鹽商

已經去世了，家中只有一個兒

子。楊瞻得知消息後，便邀請那

商人的兒子到楊家來，指著花

盆說：「這是你父親生前所寄託

的金錢，現在就交由你帶回去

吧！」那商人的兒子感到非常驚

奇，不敢收取。楊瞻說：「這是

你家的財物，何必推辭呢？」並

說出原由，那商人的兒子很感

動，叩謝後帶那筆錢回去了。

後來楊瞻生了兒子叫楊博，

自幼聰明好學，嘉靖八年中式進

士，官任戶部郎中，累官薊遼總

督，屢次退卻寇盜有功，其後召

回朝中，升任吏部尚書。明世宗

賞識楊博辦事安閒有識量，倚重

他如左右手。楊博的兒子楊俊

民，於嘉靖四十一年中進士，累

官戶部尚書，世代顯貴。

試觀楊博的父親楊瞻，受人

之託，自始至終忠人之事，雖然

託寄人發生變故，不來取回，可

是楊瞻不但絲毫不貪，而且千里

迢迢，尋訪其人，並將財物交還

遺孤。一個平民商人，竟能具有

可以託孤寄命的人格操持，本人

得到福報，而且德被子孫，光耀

門第，世代貴顯。足證天報厚

德，絲毫不爽。

董教增，字益甫，是清朝

江蘇上元人。他家中原先十分

貧寒，有一年，他背著包袱獨

自徒步前往京城去赴試，在途

中遇到一艘前往京城的船，當

時天氣火熱難耐，董教增便想

請求搭乘這艘船去京城，船上

的客人答應了。

有一天，董教增在舵旁讀

書，船艙中的人是一巨紳的兩

個公子，他們正在飲酒唱歌，

聽到外面有讀書聲非常厭惡，

便出來問：「你是甚麼人？」

董教增說了自己的名字，並說

自己這是要前往京城赴試，那

兩位公子取笑他說：「你這麼

寒酸的人，也要去赴試求取功

名嗎？」旁邊陪伴的人也紛紛

附和、羞辱他。

董教增不堪羞辱，只好上

了岸，又徒步走了數百里，才

勉強租到一輛小車趕到京城。

後來在考試中，董教增高中探

花，歷任編修、郎中、四川按

察使之職，後於嘉慶九年被薦

舉提拔為四川布政使。

當年羞辱過董教增的一位

公子也在四川做官，當得知董

教增升為四川布政使後，想起

當年的往事，心中十分不安，

於是便準備辭官。董教增聽說

了此事，特地將那位公子找來

好言安慰，並說：「韓信胯下

之辱都能不記仇，我哪能連古

人都不如呢？你不要再為以前

的往事而介意了。」

董教增寬以待人，不念舊

惡，人們對他十分欽佩。

孔子曾說：「不念舊惡，

怨是用希。」意思就是說如果

能夠不念舊惡，那麼怨恨就會

很少。因此人們常說遇到矛盾

應「退一步海闊天空」，這實

為避恨解怨的金玉良言。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about 
cult ivating kindness and promoting 
morality. Ancient Chinese people believed 
that it is a treasure to be free of greed. 
It was an ancient Chinese motto shared 
among not only the elite stratum of the 
learned men, but also among common 
merchants. In fact, there is a common 
saying in China, "A man of virtue obtains 
wealth by honest and moral means."

There was a famous Chinese royal 
court official in the Ming Dynasty named 
Yang Bo, who was also known as Yang 
Weiyue, from Puzhou (today's Yongji), 
Shanxi Province. His father, Yang Zhan, 
used to be a merchant in the Huiyang 
region before he became an imperial 
censor, whose duty was to censor and 
impeach government officials. When Yang 
Zhan was still a merchant, a salt dealer 
from Guanzhong region left one thousand 
gold coins with Yang Zhan for safekeeping. 

However, he never returned to pick up the 
gold. For security, Yang Zhan hid the gold 
coins in the soil of a flowerpot. Meanwhile, 
he sent a messenger to the Guanzhong 
region to look for the salt dealer. When the 
messenger finally found the salt dealer's 
home, he was informed that he had already 
passed away, leaving his only son behind. 
After Yang Zhan heard the news, he invited 
the salt dealer's son to his home in Puzhou. 
Yang Zhan pointed at the flowerpot where 
the gold was hidden and told him, "Your 
father left one thousand gold coins at my 
home for safekeeping. It is time you bring 
them back home." The salt dealer's son was 
astonished and hesitated to take the gold. 
Yang Zhan told him, "The gold belongs to 
your family. Why do you hesitate to claim 
it?" He told the salt dealer's son how the 
gold coins were left in his care. The young 
man was very touched. He kowtowed to 
Yang Zhan before he left with his father's 

gold coins.
Later Yang Zhan had a son named 

Yang Bo, who was very bright and studied 
diligently since he was little. He won 
first place in the provincial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during the Jiajing Era (1521 
- 1566 A.D.) of Emperor Shizong's reign. 
He was Deputy Minister of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before he was appointed as 
Governor of Jiliao Prefecture. Because 
he was highly accomplished and defeated 
a Japanese bandit  invasion,  he was 
summoned back to the royal court and 
made Minister of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Admiring Yang Bo for his composure, 
vision, and generosity, Emperor Shizong 
valued him as one of his top aides. Yang 
Bo had a son named Yang Junmin, who 
also won first place in the provincial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and later also became 
Minister of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Yang's 
family, starting with Yang Zhan, remained 

a family of wealth, prominence, and power 
for many generations.

Yang Zhan fulfi l led his duty of 
safekeeping the gold coins. Although the 
owner of the gold coins failed to come 
back and claim the gold before he died, 
Yang Zhan did not steal the gold. He sent 
people to travel thousands of miles to look 
for the owner of the gold and passed the 
coins to the owner's orphaned son. As a 
businessman, in a profession stereotyped 
as greedy, Yang Zhan had a lofty character. 
He proved himself as a man that could be 
trusted with money and could be trusted to 
look after an orphan.

In return, he was blessed with good 
fortune. In addition, his good fortune was 
extended to his offspring. For generations, 
his family enjoyed wealth and prominence. 
This is a good example of how Heaven 
rewards those with lofty characters and 
morality.

守義還重金 子孫享餘慶

Returning Riches to its Owner Brought Fortune for Descendants

楊博畫像

寬以待人 不念舊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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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個人想提早結

束自己的壽命，便讓他大

量浪費和奢侈地消耗他的

錢財，當他的錢財和福祿

用完後，他的壽命就會提

早結束。

康熙年間，石埭知縣汪以

忻，與朋友林某一向關係很好。

後來林某去世，成了石埭的土地

神，每到夜裡，汪、林二人，雖

一在陽世，一在陰間，卻來往親

密，與過去一樣。

一次，土地神私下對汪以忻

說：「你家將有劫難，我不敢不

告訴你。只是告訴你之後，恐怕

我難以逃脫上天的懲罰。」

汪以忻再三追問，土地神才

說：「你母親將要受到雷打。」

汪以忻大驚，哭叫著求土地

神救援。土地神說：「這是前世

造惡的報應，我的官職低微，怎

麼能救援？」

汪以忻哭著不停地求他，

土地神說：「只有一個辦法可以

救，你趕快盡行孝養母的心意，

凡你母親平時的吃喝用度，你都

準備十倍於平常的份量，大肆浪

費作賤，這樣她也許可以因為享

盡了該享的福祿而死去，得以善

終。那時侯雷神雖然來臨，已經

沒有施展餘地了。」

汪以忻照土地的話做了，他

母親果然沒活幾年就去世了。又

過了三年，天下雨，雷神果然來

了。電光繞著棺木閃耀，滿屋子

硫磺氣，最終沒有下擊，只是穿

透了屋頂飛去，然後把土地廟的

塑像打碎成一堆泥土。

（資料來源：《子不語》） 

測字是占卜術的一

種，主要靠測字者運用靈

活多變的方法去解字，因

此，具備這種才能的人，

除了有高深的學養之外，

還需集算命、卜卦、測字等

專長於一身，這就是所謂

「神機妙算」的由來吧，

現舉幾個測字的故事。

三人同測一字

乾隆丁卯年（1747 年）福

建鄉試後，考生謝廷光聽說洪

山橋有一位擅於測字算卦的先

生，邀了幾個考生朋友一起去

拜訪。謝廷光寫了「因」字問這

次鄉試能否考中。測字先生說：

「因字拆開，乃口一人，也即國

內一人，恭喜你是今科的第一名

啊！」

一起去的一個朋友說：「我

也要用這個『因』字請您推算一

下。」測字先生說：「這次考試

恐怕沒你的份了。但以後會遇到

恩科，很有希望飛黃騰達。」聽

到不同的結果讓這朋友很不服

氣，要測字先生說個明白。

測字先生解釋說：「他的

『因』是出於無心，而你的『因』

是出於有心啊！」所以，字相同

而意不同，所以結局也就各異。

旁邊另有一人手中握著一

把木摺扇，用扇子指著『因』字

說：「我也用這個『因』字請教

我今科能否考中。」測字先生皺

著眉頭說：「你的木扇子剛好指

到『因』字的中間，是『困』象，

恐怕你要做一輩子窮書生。」據

說，後來這三人的命運果然都讓

測字先生說準了。

同樣字測出不同結果

有一對夫妻，因家境貧窮，

丈夫遂出外營生，此時，妻子已

有身孕，待到十月滿足，生下一

子，母子二人艱窘度日，卻不知

丈夫在外過活得怎樣。一天街

上來了個算命先生，妻子於是

叫先生測測丈夫下落，先生令妻

子書寫一字，斷一下吉凶。妻子

認為『佳』是好的意思，於是在

紙上寫了此字，先生看罷即說：

「你這個『佳』字是一個人加兩

層土，看來你丈夫已經入土二年

了。」妻子聽了嚎啕大哭，街坊

鄰居看到妻子如此悲傷，紛紛

勸說妻子：「那先生所言不知真

假，哪能全信，要不再找個人幫

你看看？」

這時謝石從遠方走來，旁

人攔住了謝先生，請求謝先生幫

忙看看，謝石看看依靠在樹旁抱

著孩子哭得不成樣子的小媳婦，

又看看剛才寫的『佳』字，於是

說：「不要悲傷，你放心，你的

丈夫會回來的。」『佳』字是一

個「人」旁加兩個「十一」。兩

個「十一」就是二十二，你抱著

孩子倚到樹上，樹是「木」，兩

個人倚到木上就是「來」字，你

丈夫到本月二十二日一定會回到

家。」妻子聽了轉悲為喜，連忙

感謝先生，到了二十二日，果然

他的丈夫從關外歸家回來了。

測字學的宗師謝石先生說

過，測字並不能每人皆中，但卻

能「每有奇中」，測字可說是一

種哲理，和一般的傳統命理學是

不一樣的，所以是一門耐人尋味

的學術呢！

若是將天地人三者合而為

一，也就是說，時間、空間和生

命均涵蓋其中，就缺一不可！

因此，風水除了能夠探究地

理環境，還能將生命連結其中，

相對命運也會隨著時間和空間的

改變而改變。

風水學的時空依據

黃帝宅經言：「夫宅者，

乃是陰陽之樞紐，人倫之軌

模………日月乾坤，寒暑雌雄，

晝夜陰陽等，所以包羅萬象。」

意思是說，房子的好壞最主要的

關鍵在於地理環境的配置，影

響家庭裡所有成員一生的命運

與發展。

尤其太陽與月亮扮演著相當

重要的角色，讓春夏秋冬四季的

氣候年復一年不斷的交替變換，

也讓白天與黑夜日復一日的永不

停歇，影響所及相當的深遠。

我們生存的地球是繞著太陽

自轉公轉，而月亮、行星與銀河

星系等在周邊不間斷的環繞，彼

此之間相互牽引著，而地球上的

生命也同樣會被這個大能量場所

影響。因此，當地球周而復始不

斷地運動的時候，時間的軌跡也

會在這個磁軸中運行著，而風

水學術正是依循這套時空模式

做推演。

風水的四度空間

數學可以用來解釋四度空間

的存在，一度空間是直線，二度

空間是平面，三度空間是視覺上

呈現的立體事物，四度空間則是

三度空間再加上一個時間，如此

便可構成一個虛擬的四維空間。

風水的四度空間是由天、

地、人、時等四個因素所架構。

天指的是日月星辰和氣象，地指

的是高山、平原、海洋、河流…

等各種地形和地貌，人指的是具

有生命和靈性的人，時則指的是

時間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以

此四個因素來探究地理環境的

各種變化，再進而從中找到人

與自然環境的相互作用磁場，

藉此尋求命運與地理環境的解

決之道。

空間不同 命運大不同

在這世上同年同月同日同

時辰出生的人比比皆是，若僅從

命理的角度推論，大家的命運豈

不相同，尤其孿生子更是難以解

釋！事實上，這些人一生的命運

皆各自發展，有的人或許可以

長命百歲，但有的人生命卻如此

短暫，到底人一生的命運是由誰

來主宰？單從這點就足以讓命理

界莫衷一是、議論紛紛，無論從

哪個觀點與角度看待此事，結論

幾乎都會放在後天環境的修養與

作為上！其實構成後天環境的主

要因素是人、事、時、地、物，

而環境的取決必須從大至小的區

域逐一探討，其中涵蓋了國家、

州、省、縣、市、鄉、鎮、里、

鄰、住宅、家庭等等，如此還會

有各種不同的文化、風俗、語

言、教育、法制等等因素。除此

之外，還有工作、事業、交友

等，各種的環境因素都會影響一

個人的人格與命運發展。

綜觀而論，決定一個人命

運的根本因素就是空間，雖然時

間不能改變，但是空間卻可以改

變，命運自然也就大不同了。

俗云：「三分天註定，七分靠打

拼。」這句話就足以一竿子打翻

一群命理師，人的命運除了靠努

力，也要在有限的空間裡去創

造、去改變，才能使原定的命運

進程有所改變。

在家居風水中，很多時候

影響家人事業、愛情、健康等各

方面運氣的因素不在室內，如果

窗外、門外面對一些不好的景觀

風水，會導致一些風水上的「煞

氣」，就會對家人的運氣產生不

好的影響。

現向大家介紹幾種最常見的

室外風水煞氣及化解方法。

窗外面對玻璃幕墻建築 
假如窗外面對的是有玻璃幕

墻的大樓，在陽光充足時玻璃幕

墻就會將光線反射到屋內來，形

成一種「光煞」，容易導致家人

心情急躁從而誘發血壓、血管類

疾病，此外還容易多爭執。

化解方法：可以在陽台窗位

置擺放幾盆大葉綠色植物以化解

這種情況。

門外正對電梯門

目前電梯大廈設計，難免會

形成大門正對電梯口，形成「形

煞」的風水，而這樣的煞氣容易

將人來人往的穢氣帶到房子前，

造成住戶漏財、身體不好的情

況。

化解方法：可以在門眉的地

方釘上一塊紅布來遮擋，或掛上

凸面鏡，將煞氣反射出去。

大門面對別家大門

兩家之間的大門若是相對，

就很像和對方大眼瞪小眼，難免

會有衝突產生。但是現今住屋戶

對戶、門對門的情形可說是無可

避免，往往容易產生爭吵、是非

等人際關係失和的情況。

化解方法：在自家大門上掛

上紅布化解，或安放一條門邊石

作為門檻。

窗外面對尖角風水

假如家中某面窗戶外的景觀

是另一棟建築的尖角部分，往往

尖角衝向自家的位置便稱為「尖

角煞」了，假如家中有多面窗有

這種情況，往往便有「八面受

敵」的危機，家人不但在健康上

易有不利，同時事業、財運上也

有破損，不利於穩定。

化解方法：在尖角的地方

掛兩個葫蘆，擋住尖角，吸納煞

氣，或用大葉子植物做轉氣，即

可化解。

如何化解
室外的風水煞氣

◎ 文： 傅雲 圖：Fotolia

◎ 文： 葉實益老師

◎ 文：靈匣

風水和命理其實是兩

種不同的學術，命理最主

要的根本元素是「時間」，

倘若沒有時間之軸來對

照，恐將難以論斷下去。

相較之下，風水就顯得生

動、有趣的多。

◎ 編輯整理： 曉輝 福祿命注定 用完壽終結 

測字算命靈不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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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水與命運
的時空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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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為低聲教育？低聲教育是

與教育孩子大喊大叫相反的一種

教育方式。家長或幼師如果經常

對做錯事的孩子高聲斥責，對孩

子的性格養成、心理健康有不利

影響。這時候就要考慮改用低聲

教育的方式了。

如果經常對做錯事的孩子高

聲斥責，不僅收不到效果，反而

對孩子的性格成長、心理健康有

不利影響。

低聲教育的科學依據

心理學家發現處理同一件事

情，不同的聲調會收到不同的效

果，大人批評孩子，用低聲調孩

子更容易接受。這是因為：

1. 低聲調可以使人理智一

些、情緒平和一些，也可使孩子

牴觸、逆反的心理防線有所鬆

弛，有利於溝通。

2. 低聲批評孩子，不僅可

以集中對方的聽力，而且也可先

發制人，不讓孩子使用高聲調。

3. 低聲調可以趕走憤怒。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師，遇事

暴躁，開口大聲責罵的父母，對

孩子的性格有消極的作用。

低聲教育的辦法措施

1. 運用正確的語氣和措詞

說話前請三思，運用恰當的

語氣和措詞，效果會很好。比如

「我愛你，但是你的行為我不能

接受」，這種話初聽會覺得很生

硬，但過一會兒，孩子很自然就

會明白你的意思了。

2. 把你所期望孩子要做到

的要求解釋給他們聽

比如帶孩子逛超市，告訴他

不要亂動商品，並警告如果違反

的後果將是甚麼。你要從頭到尾

貫徹到底，無需大聲威脅。

3. 不要使用傷害孩子自尊

心的語言

就事論事，不要隨意發洩對

孩子的情緒，不要使用傷害孩子

自尊心的語言。

別人的尊重、信任，會使孩

子產生自信，是他們前進的重要

動力。打罵教育絕不是最好的辦

法，一時起的作用也不會長久。

如何管教孩子效果好

1. 耐心傾聽

管教孩子，關鍵是要找出孩

子犯錯的原因，從源頭下手。此

時老師家長應先冷靜下來，多一

分耐心，問問孩子這麼做的原因

是甚麼。

當瞭解孩子的想法，幫孩子

解決問題時，也許就會發現孩子

的行為其實是情有可原的，並且

也已釋放掉了很多負面的情緒。

2. 放下身段

同孩子做協商，有些家長總

喜歡用以上對下的態度來對待孩

子，這樣做往往會激化矛盾，不

妨放下身段，各退一步也許是很

好的方法。

3. 讓孩子去體驗後果

如果孩子老是聽不進大人的

話，你再怎麼吼叫也是無用的。

那麼在保證安全和沒有惡劣後果

的前提下，家長也可以讓孩子自

己會「自食惡果」的滋味。通過

自身的切實體驗，深刻領悟到家

長的教導有多麼正確和重要。

4. 除了平時的告誡，也要

在實際的情境中教導孩子一定的

道理。

讓孩子換位思考，明白自己

的行為會如何影響他人。至於解

說道理的方式，則可依孩子的年

齡來選擇講解的深度，很小的孩

子可以用講故事的方式來進行。

5. 給孩子另一個選擇

當孩子犯了錯誤，你不要只

是吼叫孩子，說教大道理，而是

要給孩子另一個選擇。也就是

說，不要只說「不可以」，請指

出一條可以的路來給他走。

譯文
書殿中有杜度的草書、鐘繇

的隸書，還有漆寫的古籍和孔壁

中的經典。

宮廷內將相依次排成兩列，

宮廷外大夫公卿夾道站立。

解釋

杜稿鐘隸，漆書壁經。

廣內殿裡面除了三墳五典以

外，還有什麼好東西呢？還有古

玩字畫的真跡，例如有杜稿、鐘

隸、漆書、壁經。

漢朝有一個叫杜度的人善寫

草書，中國歷史上寫草書的第一

人是杜度。杜度草書的手稿，就

是杜稿。三國時代的鐘繇，寫隸

書是天下第一的，他的隸書真

跡，就是鐘隸。

漆書是在上古時期，筆墨都

還沒有出現以前，用樹脂漆書寫

在竹簡上的大頭小尾的文字，現

代稱為「蝌蚪文」。

壁經是指在孔子舊宅牆壁中

所藏的經卷。

府羅將相，路俠槐卿。

府是聚集的意思。朝廷的裡

面，文武百官，群英薈萃。朝廷

的外面，道路兩旁站立的都是三

公九卿。俠是夾的通假字，就是

夾道歡迎的夾字。

「槐卿」是三槐九卿的簡

稱。三槐就是三公，代表國家最

尊貴的三個職位。秦漢以前，將

太師、太傅、太保叫做三公。西

漢的三公是大司徒、大司馬、大

司空。

九卿是秦漢時代，中央政府

的行政長官，包括：奉常、郎中

令、衛尉、太僕、廷尉、典客、

宗政、治粟內史、少府，共九

卿。九卿中只有三卿主管國家的

行政，其餘的六卿主管皇帝的私

人事務。廷尉又稱大理，是全國

最高法官；典客又稱大鴻臚，主

管少數民族和外交事務；治粟內

史又稱大司農，主管全國的租稅

賦役。

九卿中的少府是宮廷總管，

下設屬官尚書。由於事務越來越

多，尚書變成尚書省，從隋朝

開始尚書省下設六部，也就是

直到清朝都沿用的「兵刑工、吏

戶禮」六部。六部的正部長稱尚

書，副部長稱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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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gary, Alberta
Tsinghua School

2009

卡

城
清華中英雙語學

校

C

O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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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稿鐘隸，漆書壁經
   dù  gǎo zhōng  lì   qī   shū    bì    jīng

府羅將相，路俠槐卿
   fǔ  luó jiàng xiàng    lù    jiā   huái qīng

作者

劉 長 卿（約 726— 約 786
年），唐代詩人，字文房，漢

族，宣城（今屬安徽）人。玄

宗天寶年間進士。肅宗至德中官

監察御史，後為長洲縣尉，因事

下獄，貶南巴尉。代宗大歷中任

轉運使判官，知淮西、鄂岳轉運

留後，又被誣再貶睦州司馬。德

宗建中年間，官終隨州刺史，世

稱劉隨州。

語譯

一路上經過的地方，青苔小

道留下鞋痕。

白雲依偎安靜沙洲，春草環

繞道院閑門。

新雨過後松色青翠，循著山

路來到水源。

看到溪花心神澄靜，凝神相

對默默無言。

賞析

全詩圍繞著題目的「尋」

字，逐漸展開。「一路經行處，

莓苔見履痕」，開始二句就突

出一個「尋」字來，順著莓苔履

痕，一路尋來。語言淺淡質樸，

似乎無須贅言：那人跡罕至的清

幽山逕，正是常道士出入往來之

地，這裡沒有人間喧囂，滿路莓

苔。履痕屐齒給來訪者帶來希望

和猜想：幽人不遠，晤面在即；

否則就是其人出晤，相會須費些

周折。

頷聯寫由順其路而始入其居

境。兩句寫景平列，用意側重

「閉門」尋人不遇。「白雲依靜

渚」，為遠望。

白雲絮絮，繚繞小渚。「依」

字有意趣。越溪而至其巖扉，

近看則「春草閉閑門」，蓬門長

閉，碧草當門，道士不在寓所。

一路莓苔給人幽靜的印象，這裡

的白雲、芳草、靜渚、閑門，則

充滿靜穆淡逸的氛圍。

上四句敘尋而不遇，意緒明

白。後四句繼寫一路景觀，渾

化無跡須緩緩味出。「過雨看松

色，隨山到水源」。這看松尋

源，所趨何向，是不遇而再尋，

還是順便一遊其山，還是返回，

詩人沒有說出。兩句以景帶敘，

下句敘事成份更多些。道士不在

寓所，因此這尋水源，也就是

尋道士，「隨」字簡潔，山道紆

繞，峰迴路轉，隨山探源，緣

水經山。其間林壑深秀，水聲

潺潺，都由這個「隨」字導人神

遊，啟迪豐富的「曲逕通幽」的

想像。

「過雨」，涮新了松色，也

帶來冥想。自生自滅的短暫一

「過」，和靜靜白雲一樣，已在

寫「禪意」。

尾聯的「禪意」，用得精

妙。詩人看見了「溪花」，卻浮

起「禪意」，從幽溪深澗的陶冶

中得到超悟，從搖曳的野花靜靜

的觀照中，領略到恬靜的清趣，

溶化於心靈深處是一種體察寧

靜，蕩滌心胸的內省喜悅，自在

恬然的心境與清幽靜謐的物像交

融為一。

芳草松色、白雲溪花的美

感，「禪意」默想的清享，都清

美極了。乘興而來，興盡而返的

愜意自得的感受，也都含融在詩

的「忘言」之中。

作者：劉長卿（唐朝詩人）

尋南溪常山道人隱居

一路經行處，莓苔見履痕。白雲依靜渚，春草閉閑門。

過雨看松色，隨山到水源。溪花與禪意，相對亦忘言。

詩
詞
賞
析

「低聲教育」好處多

(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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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黛二人正在房中說話兒，只見林府

的一個丫頭走來，說：「少爺請姑奶奶到

仙鶴樓。」寶玉問：「我陪你去吧？」黛

玉說：「不用，我若回來晚了，你先睡。」

寶玉說：「坐車去吧。」「走走路，好！」

寶玉說：「那你別急，走路小心點，別摔

著了。」黛玉剛轉身，寶玉又急忙從屋內

拿了個披風，遞給丫頭，說：「萬一回來

晚了，夜涼。把它給少奶奶披上，別吹著

了。」丫頭站在一邊，望著兩人纏綿的樣

子，低著頭，抿嘴偷偷地笑。黛玉上了鶴

台的閣子，只見大伯、二伯母、李伯、良

玉都已坐在那裡。黛玉向各位長輩問了

好，方坐在良玉身邊。良玉說：「今日把

諸位喊來，有一件要事商量。如今咱們林

家有的另立門戶，有的出了嫁，而林家的

財產還在我林良玉名下。賈家如今全靠我

妹妹的那點積蓄養活，能撐幾天！堂堂的

賈家貴公子，都在我們林家當小夥計，當

店小二，每想到此，我心中就惴惴不安。

所以要盡快地把妹妹應得的那一份分給

她。既如此，就索性把財產分了。」

眾人都吃了一驚：「怎麼忽然要分

家？」大伯說：「懷玉雖單獨過日子，但

他的藥店生意很好。他們雖不能算大富

大貴，起碼也算小康吧，所以也不需要

錢。」黛玉也說：「賈家雖清苦些，連小

康也算不上，但溫飽是能保證的，也不急

著要錢。」二伯母說：「良玉考慮的極是，

我贊成。只是怎麼分，需好好商量。」良

玉說：「我想就按照我父輩幾房分就行。

再加上我李伯，分成四等份。」

李伯一聽，急了：「萬萬不可，這是

林家的家產，我一個外姓人，一個下人，

怎能享有林家的家產。當初，我所以硬把

林家撐起來，完全出於一種義氣。如果這

樣，倒好像我早就預謀要得林家的財產。

非要分給我的話，大不了，我走！」黛玉

忙說：「李伯，你別嚇我，你也知道，你

是我們林家的主心骨，你是林家的頂梁

柱，你一走，這林家真的要撐不住了。你

忍心看著林家再倒下去嗎？別急，別急，

慢慢商量。」二伯母也說：「你當初排除

萬難，把這個家撐起來，又嘔心瀝血經營

這個家，然後又四處尋找林家的後代。如

果沒有你，我們娘幾個恐怕早在廣州淪為

乞丐了，還能坐在這裡分財產？你雖高

義，我們豈能無情。」大伯接著說：「三十

年來，我對林家無絲毫的貢獻，你和弟妹

辛辛苦苦保下了家業，我們來坐享其成，

已經是羞愧難當，你再推三阻四，我們怎

敢接納這份財產？」

過了一會，又說：「小時候，咱哥倆

一起讀書，一起玩耍，我父親，特別喜歡

你，上街買好吃的，總是左手牽著你，右

手牽著我，逢人便說『這是我的兒子』。

你還記得嗎？」李伯眼圈紅紅的，說：

「當然記得，一輩子忘不了。」大伯接著

說：「其實林家早就把你當成我們的親兄

弟，我們林家早就是弟兄四人。良玉千里

迢迢從蘇州到山裡找她妹妹，兄妹倆見

面，抱頭痛哭，黛玉問起林家的人，良玉

第一個就說你。後來我們爺三相認，良玉

在我面前，又是第一個提起你，孩子們對

你的尊重和感恩無法言表。你不能傷了孩

子們的心。」周圍的人眼圈都紅了。

過了一會，良玉說：「其實這次要分

家，我還有更深一層的考慮。俗話說：天

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咱們早早地

分成幾家，萬一哪家出了事，還可以投奔

其他幾家。假如林家出了事，我們去投奔

李伯，該不會拒之門外吧？說到底，這也

是為大家準備後路，狡兔還有三窟呢，李

伯你說呢？」李伯點點頭說：「容我再想

想。」黛玉說：「哥哥說的極是，我很贊

同。但是對他提的分配辦法，我有意見。

我認為除了李伯的一成，其餘三成應該按

我們這一輩的人數來分。」良玉說：「如

果按你的分法，五成，我們一家就佔了三

成，你和懷玉大哥只得一成，那不行。」

二伯母也說：「這樣不公平。」李伯又急

了，說：「不行，不能用兩個標準。」黛

玉說：「李伯，你別急，實在不行，你就

和我和懷玉大哥同樣，分成六成，咱們

三人各佔一成，哥哥家三成。」良玉說：

「這變來變去，我們家倒佔了家產的一

半，你們也太會算計了！」黛玉說：「哥

哥糊塗了，你想，幾年後璞玉就要成家，

他成家後，能保證不另立門戶？幾年後，

碧玉也要出閣，她應得的一份也會帶走，

你哪裡還有許多？」大伯連忙說：「姪女

的分法我贊成，就這樣定了吧。」

李伯還有些不情願，黛玉笑著說：

「李伯，為了你，我們已經讓步再讓步，

你還不依，我們可就沒退路了。李伯，你

最會創業了，聽說快要倒閉的生意，到了

你手裡，馬上能運轉的風生水起，您老教

教我們。」李伯說：「別打趣我了，這整

個京城，上至皇上，下到百姓，誰不知當

科狀元有個能幹的妹妹。你點撥點撥，小

小家業瞬間就變成億萬大富豪了。」眾人

都笑了。良玉說：「李伯，從明日起，您

就百事不管，閉門算賬，把家產算清楚，

分清楚，寫在紙上，咱們在座的都簽字畫

押。」李伯說：「這可是一筆大賬，要請

一個妥當的人幫我才好。」黛玉說：「我

薦一人，我嫂子紫鵑，人稱神算手，而且

人極穩重，細心。不知二哥同意否？」良

玉說：「我為甚麼不同意？」「你不怕她

累著？」良玉說：「她皮實的很，不像你

那麼嬌氣。」

（待續）

中醫‧中藥‧針灸‧按摩‧拔罐和耳針

7年卡城中醫師

8年北京中醫藥大學
醫療系學士碩士

23年北京大學第一醫院

冼慧
女中醫師
註冊針灸師
註冊按摩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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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診治 源自30年的積累

一週七天：

主
治

‧ 神經系統疾病（抑鬱焦慮，疼痛麻木，中風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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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麗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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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公婆非常喜歡我兒子，原本我應該

開心的，可是最近發生幾件事情讓我覺得

很厭煩。最近每次要出門，我婆婆都會直

接抱我兒子上車，然後叫我坐另外一部，

下車後還會說兒子被她抱都很乖，很快睡

著。不然就是下車要回家後，公婆也是

立馬把我兒子抱走。其實不是不給公婆

抱，而是他們一抱就沒完沒了，非得要

到失控才會還給我，所以我越來越討厭

他們碰我兒子。

我是全職媽媽，自己在家帶得好好 
的，作息也很規律，可是每次一回公婆家

就覺得小孩不是我的，好像是他們生的一

樣，還說他們抱就不哭，不要看到我就不

會哭等等的話。我覺得不僅我兒子對他們

有心裡陰影，我自己都快有陰影了，他們

每次催我帶兒子回去，我都很不情願，因

為還有很多事情讓人很火大！我也知道不

可能不讓公婆接觸我孩子，但我內心很不

滿，應該怎麼調適或和公婆溝通呢？ 

信中可以看出婆婆對孫子占有欲的天

性，和你心中的無奈與焦慮。其實，只要

我們冷靜來面對，焦慮會得到緩解的。

首先，你真的要很慶幸婆婆是疼孫子

的；而且，你要很開心，你能是一位全職

媽媽，因為，和上班族比起來，你多了更

多的時間和孩子相處。而上班族的媽媽們

長期將孩子托給公婆或保母，那種焦慮感

和親子之間的疏離感和你相比，是有過之

而無不及的。

再者，請你觀察帶孩子回探望公婆的

時間和全職守候兒子時間相比，是不是差

很多？而婆婆疼孫是人之常情，雖然動作

有點超過。但是孩子有一天會長大，你如

果有哺乳，可以適度以孩子需要營養、需

要喝母奶為由，緩解彼此緊張關係。

如果你沒有餵母奶，孩子會長大，

長大到沒有任何人可以抱得動他。相對

地，長輩身體會衰老，現在有體力含飴

弄孫、抱孫，讓他們霸道一下又何妨？

況且，你是一位全職媽媽，換個角度想

想，婆婆能暫時幫你帶著孩子，你可以稍

獲喘息、重新補充更多育兒的能量，不是

一舉數得嗎？

其實，你很清楚，孩子是你懷胎十月

生下來的，自然和你最親，誰也搶不走。

而且，再往下探索，如果今天緊抱孫子的

是你的母親不是婆婆，你內心的反應絕對

不會如此強烈，為甚麼？因為為人媳者，

往往和婆婆的關係太見外，才造成不敢溝

通、甚至莫名的敵意或疏離感。所以，你

如果願意一反常態，以「視之如母」的角

度試試看，會有不一樣的心境喔。再者，

我們將心比心想想，人都有變老的一天，

你希望的是子孫圍繞，還是只有拐杖、老

狗相伴？

因此，如果不是在教養上有歧見，

「婆婆霸佔孫子」這現況遲早會自然改

變，如果是教養上婆婆縱容小孩，那你就

得使出「溫柔的堅持」態度，因為那關係

到孩子的成長價值觀。最後，再補充一

點，如果以上的想法仍然無法改變你和婆

婆之間隱隱然的火苗，那只好消極的拉長

回家的時間，但這絕對是下下策，會衍生

可預見的後遺症，非根本解決之道。當

然，先生在此時也應該義無反顧地擔任溝

通的橋樑， 發揮屬於他的角色智慧吧！這

就有賴你們夫妻之間的溝通智慧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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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輩身體會衰老，現在有體
力含飴弄孫、抱孫，讓他們霸道一下又
何妨？人都有變老的一天，你希望的是
子孫圍繞，還是只有拐杖、老狗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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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讀者來信

黛玉後傳

婆婆霸占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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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骨工 , 需有相關工
作經驗,語言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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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親臨 2717 Sunridge Way NE, Calgary

薪優誠聘：

芭 莎
國際食品超市 惠食街

炒鍋、執碼、油爐
企檯（服務員）
幫廚洗碗

有意請電：
403-975-1688 約見

誠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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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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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國訊】美國職籃 NBA 多倫

多暴龍 6 月 13 日拿下隊史首座冠軍，

多倫多市 6 月 17 日舉行暴龍封王大遊

行，以慶祝他們在總冠軍系列賽以 4
比 2 擊敗企圖三連霸的金州勇士。暴

龍隊總公司相關人士估計，有多達 200
萬人參與這場封王遊行。

6 月 17 日的多倫多全城宛如超大

「侏羅紀公園」，這場加拿大史上空前

的大遊行，原訂上午 10 時自國家展覽

中心（CNE）出發、中午 12 時左右抵

達終點奈森．菲力普斯廣場展開正式慶

祝儀式。但由於沿途歡迎群眾太過擁擠

熱情，5 輛載著暴龍隊球員的雙層巴士

移動速度緩如牛步，遊行隊伍直到下午

3 時才抵達廣場。

好不容易等到暴龍隊全體成員

登上活動舞臺，總理特魯多（Justin 
Trudeau) 及眾多嘉賓逐一致詞時，擠

得水泄不通的廣場最末端驚傳槍響，並

造成一小部分群眾驚慌奔逃。

所幸，現場活動主持人和全程實況

轉播的各大電視臺即時掌控最新狀況，

呼籲大家保持鎮定和團結一致。警方已

逮捕 2 名嫌犯，情況完全在控制中，

活動照常舉行。廣場內近 5 萬民眾絕

大多數都冷靜以待，沒有受到影響或離

開現場，繼續盡情地為每位球員歡呼。

由於多倫多的週一是上班上學日，許多

學校允許老師帶全班學生參與遊行，多

倫多市長約翰．德利（John 
Tory）更在事前懇請企業

主讓員工彈性放假參加大

遊行。

多倫多暴龍隊勇奪NBA總冠軍

【看中國訊】1959 年出生的影視

歌三棲明星山口百惠，在演藝圈不過 8
年時間，卻站上了頂峰，是亞洲演藝圈

的一代傳奇。最近山口百惠的生活照曝

光，同時又傳出新消息：她的新書《時

間的花束》將於今年 7 月底出版，內容

包括她的 70 幅布藝作品，以及她做布

藝的照片。

山口百惠在 13 歲為了維持家裡生

計而踏入娛樂圈。日劇《血疑》在中國

熱播，也讓華人記住了清純的山口百

惠。在 20 歲時她就已成為了風靡亞洲

的知名女星。在 21 歲那年她選擇了隱

退結婚，嫁給了比自己大 7 歲的演員

三浦友和。結婚之後，山口百惠信守諾

言。儘管日本演藝圈隔幾年就要討論一

次「山口百惠會不會復出」，但是她始

終不回應，安心在家相夫教子。 30 年

過去，「百惠神話」仍備受推崇，夫婦

倆也曾連續 12 年蟬聯日本「最佳名人

夫婦」榜首。近照顯示，山口百惠形象

樸素，面色祥和，被網友讚自然優雅。

山口百惠隱退39年成傳奇

出新書《時間的花束》
【看中國訊】網路紅人鳳姐（本

名羅玉鳳）目前在美國生活，在網

上也十分活躍，甚至娛樂圈的很多明

星藝人比如范冰冰等人就被鳳姐暗諷

過。不過現在鳳姐的微博被封殺了。

羅玉鳳 1985 年生於重慶，因高

調徵婚的出位言論在網路上走紅，被

人稱為「鳳姐」。 2010 年羅玉鳳前

往美國，在紐約多家美甲店打工謀

生。她同時還在大陸媒體寫專欄。

6 月 10 日有網友爆料說鳳姐羅

玉鳳的微博賬號已經顯示打不開了，

內容全部不見了，似乎被註銷了。於

是網友再次驗證後發現，鳳姐羅玉鳳

賬號確實被封殺，1000 萬粉絲也被

清空了。如果再次搜索鳳姐羅玉鳳的

話，就會發現她已經不存在了。

眾多網友認為，鳳姐的賬戶被封

殺的原因是，5 月 20 日，鳳姐在微

博上寫道：「華為早就該垮了……」

千萬粉絲被清空為啥？

網紅鳳姐遭封殺

網友曬出的山口百惠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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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彼此

熟悉後的朋友，閒談

的時候會好奇的問對

方對自己的「第一印

象」如何。這個時候，

因為雙方已經不陌生

了，並建立了一定的

友誼，大家開始把這

做為一個有趣的話題，

聊起對方給自己的第

一印象。

我們會從能夠說真心話的

朋友嘴裡知道，自己給別人的

第一印象如何，有些細節似乎

是我們自己都不曾注意到的。

生活中，我們不可能和所

有見過的人都成為好朋友，在

進行商業運作時，經常要和初

次見面的人打交道、談生意、

簽合同，此時，如果能夠給人

留下好的第一印象，定會提高

成功的概率。

但是據說，「第一印象」在

彼此見面後的 7秒內就會形成

了，時間如此之短，會不會覺

得有些猝不及防呢？

那麼，有哪些行為和習慣

是我們需要注意的，會影響到

第一印象的呢？

1、不要遲到
在雙方還沒有見面時，是

否守時，這是給彼此留下的第

一印象。

或許不遲到，只占「第一

印象」7秒中的 1/7，但是卻是

需要我們提前很久去準備。

不要遲到，守時是一個人

很好的品質。

2、穿著
看著彼此由遠及近的慢慢

走過來，呈現在彼此眼中的第

一件事就是穿著。

乾淨、整潔，是最基本的

【看中國訊】人類有了五感

之一的嗅覺，就能夠聞到不同的

氣味，其中一些來源於植物的香

味，不僅令人心曠神怡，帶來美

好的感受，還對身體有益，一起

來看看都有哪些。

1、薄荷
能夠減輕頭痛，提高反應

力。經過科學研究發現，薄荷可

以很好的解決 40 種人體常見的

健康問題，比如：打嗝、咳嗽、

感冒、噁心、嘔吐、咽喉疼痛

等，其清涼的味道也是具有著保

健作用。

美國嗅覺研究所的一項新研

究發現，當薄荷通過嘴或鼻子被

人體吸收後，視覺反應速度、記

憶力和判斷力都會增加，運動時

的疲勞感也會下降。同時，它還

是減輕壓力和焦慮的良方。

美國紐約大學醫學中心還發

現，薄荷在止痛方面技高一籌。

研究者向患者麻醉面罩噴灑薄荷

油後，手術中麻醉藥和術後止疼

藥使用量明顯減少。美國威靈耶

穌大學也得出相同結論，這證明

薄荷具有緩解頭痛的功效。

因此，當你精神緊張、焦

慮、疲憊、頭疼或運動時，將一

滴薄荷精油滴在紙巾或手絹上，

香味能持續很久；也可將其滴在

手腕上，或嚼一塊薄荷口香糖，

讓清涼的嗅覺和味覺一起趕走壞

情緒和不適感。

2、薑
濃鬱的薑味可提高應急能力，

消除疲勞，增強毅力。

3、柑橘類水果
鎮靜安神。奧地利一項研究

發現，經常聞橙子香的人能夠更

加的積極向上。中醫認為，柑橘

類水果所具有的芳香可化溼、醒

脾、開竅，除了醒腦提神，當你

不想吃東西時，聞聞橙子、檸檬

的清香，能有所緩解。另外，沁

人心脾的果香味還有鎮靜安神的

作用，把橘子放在床頭，不但有

利於睡眠，其柔和的色彩，也會

讓人感到非常溫暖。

4、石竹
石竹香可增強記憶力，以利

於更好地接受外部信息。

5、薰衣草和茉莉花
能夠伴你香甜入夢。經過

研究顯示，睡在有薰衣草精油

香薰的房間裡，睡眠質量會好

20%。研究人員也發現，睡前

聞薰衣草睡得更香，夜裡醒來

的機率更少。發表在《生物化學

雜誌》上的一項研究稱，伴隨茉

莉花香睡眠，能改善失眠和焦 
慮。

睡眠研究中心專家指出，氣

味是睡眠環境的一部分，薰衣

草、茉莉花兩種香味可使人更放

鬆，睡得更踏實。建議平時在家

中養些茉莉花或薰衣草，泡澡時

在水裡滴幾滴薰衣草或茉莉花精

油。

「雖然薰衣草花香有助眠作

用，但有些人可能會過敏。」睡

眠呼吸疾病診療中心專家提醒，

這時可用天然果香代替，比如：

蘋果、菠蘿、梨等，都是很不錯

的。

6、香蕉和蘋果
抑制食慾。美國芝加哥「嗅

覺與味覺治療研究基金會」經過

大量的研究發現，讓受試者在嘴

饞時聞香蕉和蘋果，能減掉更多

體重，原理是這兩種氣味可抑制

食慾。飯前聞一聞，可以吃得少

一些。

7、迷迭香
提高記憶力。迷迭香帶有一

股淡淡的茶香味，令人頭腦清

醒、心情愉悅。一項新研究發

現，聞了迷迭香的大學生在記憶

測試中成績更突出，警覺度也更

高。迷迭香性溫，能催眠，還能

發汗、止頭痛。濃烈的芳香能刺

激神經系統，可以很好的緩解大

腦疲勞、提高記憶力、改善記憶

衰退、減輕頭痛症狀，對宿醉、

頭昏暈眩及緊張性頭痛有舒緩作

用。平時可以在窗臺上放一盆迷

迭香，也可很好的將其加在食物

中烹調美味。

8、葡萄柚
有制止怒氣的作用，並可提

高適當的緊張度。

9、老鸛草
這種天竺葵屬性的植物散發

的氣味能增強人的自信和意志，

改變優柔寡斷的作風。

10、肉桂
肉桂迷幻般的香味使人樂觀

向上，體驗無拘無束、輕鬆愉快

的感覺。兒童和孕婦不宜聞此香

味。

要求。搭配的風格是否得體，

又能體現出一個人的品味與見

識。

乾淨的穿著是基本，得體

的穿著更加分。

3、握手
現在人們見面第一件事情

就是握手，特別是比較正式的

場合，都是握手。

第一次握手要有力量，會

顯得真誠。

4、眼神
眼神認真專注的談話，會

讓人感受到被重視，給人踏實

的感覺。

眼神飄忽不定，讓人覺得

心虛，不夠真誠。

5、距離
初次見面，彼此間不可以

距離太近。

每個人都有一個自己感

覺上的安全距離，只有熟悉的

人，才能進入這個範圍。

但是距離太遠表示太不熱

 「第一印象」

7秒內就形成

情，太近又有失分寸。

6、不要翹腿
握手後就要坐下了，如果

不是想特別的表示自己高傲的

態度，就不要翹起腿。雙腿自

然彎曲，平放就可以了。

7、手放在哪裡
如果面前有桌子，一定要

把手放在桌子上。

手放在桌子下面，會被人

懷疑在弄別人不知道的小動作。

即便是放在桌子上，也一

定不要搞出噪音，比如：不停

的抖抖手指、敲擊桌子，或者

是掰響自己的手關節。這是讓

人很不喜歡的事情。

8、口香糖
咀嚼口香糖一定要分場

合。第一次見面咀嚼口香糖，

會給人以不夠認真嚴肅的感

覺，很失禮。

9、頭髮
特別是女性，玩弄自己的

頭髮，顯得輕佻。

如果不是故意想留下這種

印象，一定不要這樣做。

10、交談
交談方面要注意的事情比

較多，因為這是彼此瞭解人品

和談論合作內容的關鍵。

不要忘記對方的名字、體

現出尊重，與對彼此見面的重

視。

不 要 把 宗 教、 健 康、 金

錢、政治、個人問題做為閒聊

的話題。

不要在交談時看手機、看

手錶，除非你是打算盡快結束

交談。

瞭解這些經驗，或許會讓我

們彼此相處的更加愉快，也能為

自己結識更多有質量的朋友。

對身體有益的十種天然香味

（FOTOLI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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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cumber 長英青瓜黃甜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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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9 / 磅0

32 Ave. NE

27 S
T N

E

29 S
T N

E

B
arlow

 Trail N
E

36 S
T N

E

N

Apricot 杏

$     .00 / 5 根1
Yellow Bell Pepper

Red Delicious Apple 蛇果Green Onion 青蔥 橙甜椒Orange Bell Pepper

$     .99/ 磅0 或 $20/25 磅

每日重磅商品發布在

本週特價

Mushroom 蘑菇

$     .00 / 箱1 （10 磅）

$     .00 / 箱5 $     .49 / 磅0 $     .49 / 磅0（48 把）

6月 18日特價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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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2019年 6月 10日～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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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  10-23,2019

國 際 食 品 超 市

清真新鮮

牛肋骨

清真新鮮牛肉捲 清真新鮮超瘦羊絞肉清真新鮮牛柳 (原袋 )

購物有

花費滿 $250

2L 橄欖油

FREE
Olive oil

免費獲得

禮

限時優惠

橄欖油

FREE
Olive oil
限時優惠 ff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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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雞

清真新鮮
牛眼肉扒

清真新鮮

牛肉沙威瑪

清真新鮮韓式

牛仔骨 清真新鮮

燉牛肉
清真新鮮

嫩炒牛肉

◎ 文：米娜 圖：Fotolia

原汁原味的水果冰品，酸香甘甜，健康美味，是夏天消暑最佳良伴。

清涼水果冰
清涼
甜美



凍
水
果

 作法

凍藍莓：藍莓質地軟，容易腐爛，

常溫保存約兩天。冷凍保存前剔除受

傷的果子，清洗乾淨後用廚房紙吸乾

水分，鬆散地鋪放盤中，冷凍保存。

凍葡萄：葡萄，清洗乾淨，淘汰受

傷的果粒，剪去蒂頭，外皮擦乾。放

入冷凍庫。

凍火龍果：火龍果表皮有些皺縮乾

癟時即熟成，可冷藏保存約2天，也

可切丁鋪平裝袋後冷凍保存。

藍莓（Blueberry）、葡萄

（grape）、火龍果（pitaya）。

食材

當季的水果一次購入大量冷凍保

存，不僅可以延長水果風味，

還可以解凍後直接吃或打成冰

沙，享受不一樣的好滋味。藍莓

酸甜，葡萄清甜，火龍果清爽美

味，夏季冷凍後別有風味。

作法

烤香花生：花生壓碎，送進預熱好

的烤箱（180攝氏度），烤至散發出

香味。取出花生，放在耐熱的碗裡，

直到冷卻。

香蕉去皮切成二段， 竹籤從香蕉

平切口那端插入，冷凍3小時。

巧克力漿：將巧克力隔水加熱融化

備用。

取出冰凍完成的香蕉，依序沾裹巧

克力漿、碎花生。

作法

西瓜取果肉，放進果汁機打成果泥

備用。

西瓜泥倒入冰棒盒7分滿。蓋上冰

棒蓋，送進冰箱冷凍。

西瓜結凍後，倒牛奶，倒1分滿，

再次送入冷凍庫。

奇異果去皮切塊，放進果汁機，打

成果泥備用。

奇異果泥放進冰棒盒，填滿最後2
分。蓋上冰棒蓋，送進冰箱冷凍。

作法

藍莓冰棒：藍莓清洗乾淨擦乾。取

9/10的藍莓打成果泥，加入乳酸飲

料，再打一下攪拌均勻。果泥慢慢倒

進模具，一邊放入數顆藍莓，蓋上冰

棍，放進冰箱冷凍即完成。

草莓洋梨冰棒：草莓洗淨擦乾，縱

切剖開成二半；洋梨切片，水果放進

模具底部，倒入椰子水，蓋上冰棍，

放進冰箱冷凍即完成。

作法

將牛奶裝入製冰盒做成牛奶冰磚。

�選用熟透的牛油果：用手指輕壓蒂

頭及靠近果核的中間部位，熟成的酪

梨輕壓起來有彈性、軟而不爛。

取牛油果肉：刀子繞酪梨縱向一

圈，兩手握著酪梨上下瓣，逆向轉

開，取出果核，剝皮取果肉。灑檸檬

汁在切面上，避免氧化變黑。

牛油果、牛奶冰磚放進果汁機，打

成泥。

酸甜
奶香



打水果冰沙

同時加入鮮

奶，可增添

香濃滑順的

口感滋味。







水
果
冰
棒



西
瓜
冰
棒



巧
克
力
香
蕉
冰



牛
油
果
冰
沙



原料：香蕉3根、巧克力磚100g、花

生65g。

工具：竹籤6根。

食材

利用巧克力熱融冰凝的特性，可

任意製作出美味的巧克力外皮。

搭配各種口味的堅果碎粒，可創

造出多重的口感與風味。香蕉加

上巧克力和花生，應該很美味。

原料：西瓜、鮮奶、奇異果。

工具：製冰盒。

食材

在水果盛產的時節，嘗試自製各

種的水果冰，不但可以享受取自

天然食材的美味，還可以消化吃

不完的成熟水果。西瓜是夏季最

常見水果，清甜爽口，加上奇異

果和牛奶，更增酸甜和奶香。

固體：新鮮藍莓（blueberry）、

草莓（strawberry）、洋梨

（pear）。

液體：乳酸飲料、椰子水。

工具：冰棒模具。

食材

自製水果冰棒吃得更安心，還可

以自己搭配食材、掌握口味；使

用不同模具製作冰棒，趣味多多。

原料：牛油果、牛奶。

工具：製冰盒、果汁機。

食材

自己做冰沙並不難，既乾淨衛生

又經濟實惠。不妨試著做做看各

式水果冰沙，成品的外觀與美味

可能會令人非常驚豔。牛油果營

養豐富，和牛奶冰磚一起打碎使

用，清涼解渴、補充能量。

甜糯香蕉冷

凍後比較硬

質，適合沾

裹巧克力外

皮和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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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吃熱食保健康

國人喜吃熱食，例

如：熱茶、咖啡、火鍋、

燒烤、雞湯、羊肉爐、

麻辣燙等，都喜歡「趁熱

吃」、「趁熱喝」。

但是，經常喝 65℃

以上的熱水，罹患食道癌

的機率比喝溫水者高出

8倍，即使是喝 65℃∼

69℃的熱飲，罹患食道癌

的風險也會高出 1倍。

長期食用比較燙的食

物，更容易罹患舌癌、

胃癌、食道癌，因此，食

物太燙時請先放涼一點再

吃，以免損害健康。

民間妙方

生活養生
小妙招

牙齒感冒

看牙醫是許多人的夢魘，儘

管牙醫診所儀器一直在提昇，仍

然有很多人望而生畏。

一位 68 歲的阿伯，全家人

都在美國，因為不習慣異國的生

活，獨自回家鄉定居，再定期去

美國省親。他意識到一個人，旁

無親人照料，必須靠自己好好保

養身體，於是勤於到圖書館，借

閱有關養生的書籍。直到有一

天，借到一本《拍案叫絕－中國

針醫術》，還沒看完，就欣喜的

來看診，說是終於找到可以信任

的醫師做保健。不曾針灸的阿

伯，欣然的接受針灸養生，定期

作針灸保健。

有一天，看阿伯眉頭緊皺，

問他哪裡不舒服，阿伯說牙齒

痛得要命，已在牙醫那裡看過 3
次，說是蛀牙，也都清理了，可

還在痛，醫生說要抽神經、拔牙

齒，他聽了非常恐慌，他想留住

牙床與腸胃有關，陽明經弱，

針足三里、內庭穴；促進牙周

循環，疏通周邊經絡，針頰

車、三間、二間、迎香穴，其

中頰車穴，針下得氣後，提至

天部朝左下方痛牙方向行氣，

放射針感至患處；解毒，針曲

池、外關穴；袪風邪，針風池、

合谷穴，其中合谷穴，先針至

地部貼骨，以骨治骨，往手腕

方向強刺激，牽引牙邪氣，再

將針提至皮下天部，往食指方

向泄邪氣。

針完，阿伯說牙痛減輕大

半，高興雀躍的像小孩一樣。

我請他用天羅水 10 分鐘噴痛牙

1 次，按合谷、二間、三間穴。

可用白蘿蔔磨成泥，放痛牙根

部；或用鹽直接塗痛牙；或用

鹽水含痛牙 5 分鐘後吐掉；或

用鹽醃茄子，用痛牙咬；或用

棉花沾薄荷擦痛處。

阿伯針灸後，晚餐已稍可

進食。飯後即開始每 10 分鐘用

天羅水噴牙 1 次，按穴 1 次。

原本痛牙摸不得，喝冷、熱水

都不舒服，不知不覺處理了一

段時間，試摸一下痛牙，竟不

痛了。

第 2 天 去 看 牙 醫， 阿 伯

告訴醫生說，他的牙齒已不痛

了，醫生不相信，於是他先檢

查蛀牙，傷處好像好多了，再

用器具敲一敲牙，阿伯一點痛

的反應都沒有，確定他的蛀牙

己痊癒，於是好奇的問他：「你

去哪裡做了治療？」阿伯豎起大

拇指跟醫生說，給一位超棒的

中醫師針灸的，還推薦牙醫師

去看這位中醫師保養身體。這

牙齒，就問：「醫生，可不可以

幫我治療牙齒？我痛得沒辦法

吃東西，也痛得睡不好。」我回

答：「中醫說牙齒是腎氣管的，

年老的人拔牙像拔根一樣，臨床

上看到不少年長者拔牙後動搖了

腎氣根本，有人因此而健康下

降。」

我檢查他的牙組織，左下

痛牙，牙床色淡，應該是腎經

氣寒，腸胃虛，虛而無力袪邪

出境，切其脈浮緊，有受到風

邪入侵，也就是說「牙齒感冒」

了，另外可能消炎止痛藥吃多

了，傷到心氣、腸胃及腎氣。

阿伯眼巴巴的望著我說：「針灸

可以治牙痛嗎？」

針灸處理：老人針灸一定

要先補陽氣，針百會穴；牙齒

屬腎，補腎，針關元、太谿穴；

位留美的牙醫師直歎：「針灸竟

然這麼厲害！」

阿伯事後到診所道謝，說：

「醫生，太感謝你了，救了我的

牙齒，好險啊！差點被拔掉！」

連我自己也很驚訝怎麼效果那

麼好。中華兒女真幸福啊！有

那麼珍貴的老祖宗遺產。

中 醫 療 法

萬病由心造，心也

能治萬病。人會生病，

一般是情感的牽引，

倘若能夠把一個人的

心結調解、疏通之後，

這個人就會豁然開朗，

疾病也會不藥而癒，

此關鍵就在於用「順

其自然」來安置，舒

緩病人情緒，恢復健

康。

中醫針灸可以治療牙痛。

中醫說，
牙齒是腎
氣管的。

◎  文：溫雍容

  （明慧中醫診所院長）

◎  文：小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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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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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神演義》中有一位神仙，心地善

良，樂於助人，總在姜子牙需要幫助的時

候，出現在他身邊；他還法力高強，手下

弟子都能打落碧霄娘娘手裡的劍。這個神

仙真是名聲最好的，連敵人都誇他善良，

到現在還人人喜歡，你可知道他是誰？

咱們一起來認識認識他吧！

《封神演義》中，姜子牙輔武王，大

張旗鼓的多徵兵、廣積糧，為攻入朝歌做

準備。武王這麼幹，紂王能忍嗎？當然不

能，於是接二連三的派兵，前往西岐鎮

壓，結果呢？全都是有去無回。所以聞仲

聞太師，只好親自帶兵出發了。

聞太師征伐西岐的戰果，也以兵敗結

束。這次兵敗，是他人生中的污點。所以

為了挽回這唯一的敗北，聞仲前往東海金

鼇島，請來島上十天君，下山幫忙。

這十天君，各煉製霸道陣法，尤其是

張天君的「紅沙陣」，更是一大惡陣，不

但將武王陷入其中，還將闡教三代精英弟

子雷震子、哪吒一併困入不得出。

此時，這位神仙入了「紅沙陣」，

陣主張天君一見到他，連忙勸說道：「道

兄，你說為善最樂之士，亦非破陣之流，

此陣只怕你：可惜修就神仙體，若遇紅沙

頃刻休！」

這位連對手都稱他為為善最樂之士，

不忍他入陣的神仙，就是元始天尊座下弟

子－－南極仙翁。

南極仙翁入了「紅沙陣」，使五火七

禽扇扇了幾扇，陣中紅沙便無影無蹤。紅

沙陣是一大惡陣，武王都在陣中受百日之

苦，南極仙翁只扇了幾扇，便破了此陣，

由此可見南極仙翁法術高強。紅沙陣被

破，陣主張紹張天君自然大怒，仗劍就劈

向南極仙翁。此時，南極仙翁的弟子白鶴

童子，祭起玉如意，正中張紹後心，其後

手起一劍，張天君就人頭落地了。

弟子這般厲害，師父還能差去哪！

世人皆愛的壽星

那麼，南極仙翁又如何被對手稱是

「為善最樂」之士呢？

話說內心其實是拒絕封神的姜子牙在

下山封神時，因為是第一次下山，內心著

實惶恐無安，幸得南極仙翁一路相送。南

極仙翁將姜子牙送到麒麟崖下，途中還一

直開導勸解，讓姜子牙感受到來自師兄的

溫情愛護。

姜子牙後來上山求助元始天尊，下山

時，還是南極仙翁一路相送，還反覆開導

他「上天數定，終不能移。」

姜子牙伐紂期間，要經歷三災七死，

落魄陣中被姚天君拜死的姜子牙，魂魄飄

飄蕩蕩，逕往崑崙而去。此時，南極仙翁

正在採芝煉藥，忽見姜子牙魂魄，大驚，

慌忙趕上前，一把綽住了魂魄，裝在葫蘆

裡，就要進玉虛宮，去找元始天尊相助。

南極仙翁對姜子牙的愛護，就如知心

大哥一般，見他心情低落便開導；見他即

將遇險便提醒；見他有難便馬上伸出援

手。南極仙翁不但對姜子牙愛護，在其他

師兄弟面前，也是一樣。在他裝入姜子牙

魂魄要找元始天尊相助之時，赤精子喚住

他，還跟他開玩笑。這般當口，南極仙翁

也不惱，毫無架子。

《封神演義》中，對南極仙翁有詩

為讚：「祥雲托足上仙行，跨鶴乘鸞上

玉京。福祿並稱為壽曜，東南常自駐行

旌。」也就是說，《封神》中，南極仙翁就

是福、祿、壽三星中的壽星。代表著福壽

安康的壽星，也就是南極仙翁，自然的天

下無人不愛他。

天下間，誰不想健康長壽呢？不管從

事甚麼工作，身體健康都是第一位的。

有位神仙人人愛
連敵人都怕他受傷

◎文：彩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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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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N
T

E
R

 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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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6月26日

was 原價 2.99/lb

Now 特價 $1.99 /lb

豬脾瘦肉

Pork Leg

豬扒
Pork Chops

was 原價$2.99/lb

Now 特價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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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特價 $9.00/30枚
            或 $3.00/10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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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庫 /後棚拆除

JAKE 780-299-8316

挖溝回填

鋪草、假山水池、擋土牆 /護牆

JNGcontracting.ab@hotmail.com

挖土機和鏟車服務

清倒垃圾、廢金屬

水管和下水管道維修水泥路面

挖除及磨平樹樁

安裝地下排水管

服務範圍

( 英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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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業、住宅之冷暖氣
安裝維修保養工程

凍房 冷庫冰櫃 空調
暖氣爐 加濕器 製冰機
餐館鮮風、抽氣系統

24 小時服務  價錢合理

請致電 403-988-9121 恆記

一 週
好 去 處

Community Calendar

卡城農貿市場 
西部新店開業

卡城農貿市場第二個店面即將開

業， 在 5 月 ～ 9 月 之 間， 他 們 將 在

Greenwich 亮相。有多家商販提供各種

新鮮的農場食材，還有受全家人歡迎的娛

樂慶祝活動。挑選食材，享受現場音樂。

訪問下面網址獲得詳細的活動地址和

信息

時間：週六，6 月 22 日，上午 11
點～下午 4 點

地點：Calgary Farmer's Market at 
Greenwich

網址：http://calgaryfarmersmarket.
ca/events/details/pop-up-market-at-
greenwich-june-22

卡城市政 
免費夏令營

7 月 2 日～ 8 月 23 日，卡城市政提

供免費和優質的兒童活動，適合 3 ～ 12
歲兒童，並在卡城各個社區巡迴。

欲了解詳細時間及地點等信息，請訪

問以下網站，並搜索關鍵字 Park n' Play 

/ Stay n' Play。
時間： 7 月 2 日～ 8 月 23 日之間的

週一至週五。

網址：www.calgary.ca

夏至咖哩街區派對

參加兩個社區公園的開放儀式：

Bishop Carroll Walk 和 Officer's Mess 
Garden。慶祝活動包括 Roving 魔術師表

演，兩個蹦床城堡和繪臉活動，美食餐車

助陣，還有現場 DJ。
時間：週五，6 月 21 日晚 5 點～ 8

點 
地址：60 Bishop Way SW

夏至慶祝活動

這個適合家庭的活動，向您介紹

Shepard Wetland 的小動物，並概述自然

環境管理的重要性！

享受面部彩繪、康菲石油加拿大碼頭

池塘撈補、導遊步道、天然工藝品等等。

時間：週六，6 月 22 日上午 9 點～

中午 12 點

地點：Ralph Klein Park
地址：12350, 84 Street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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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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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