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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 G20川習會後：大的趨勢不會變
China & US relationship after G20 summit C6 我要再度踏入婚姻嗎?

Should I marry again?

記者林佳綜合報導

大遊行

2019 年卡爾加里牛仔節於 7 月 5
日在牛仔節公園盛大開幕，活動將持續

十天。牛仔節開幕的大遊行每年吸引

35 萬現場觀眾、200 萬電視觀眾，是

北美最大遊行之一。

7 月 5 日早上 9 點到 11 點，大遊

行將以城市中心第 6 大道為起點，延至

第 9 大道（遊行路線見 A2）。加拿大

長篇家庭劇集《心靈之地》（Heartland）

主 演 之 一 安 珀 ‧ 馬 歇 爾（Amber 
Marshall）是本年度的牛仔大帥，呼應

著今年「西部文化中的女性」的主題。

牛仔公主、王子、皇家騎警、原住民等

百餘團體通過花車、樂隊以及絢麗多彩

的服裝，將向卡城居民以及到訪遊客們

展現多元的加拿大西部文化畫卷。

競技比賽

最能喚起西部開拓記憶的莫過於牛

仔競技活動。包括四輪蓬車競賽、鞍騎

術、無鞍騎術、公牛騎術、騎馬徒手摔

牛和女子繞筒比賽等，其中篷車競技賽

最為驚心動魄，是世界上最具有觀賞性

的節目，也是牛仔節裡觀看人數最多

的項目之一。地點：Grandstand-1410 
Olympic Way SE時間：每日下午1:30。

驚險鋼絲

有世界「高空鋼絲之王」稱號的尼

克 ‧ 瓦倫達（Nik Wallenda）將於 7
月 8 日晚 7 點在牛仔（下文轉 A2）

一年一度的「地球上最盛大的戶外表

演」——第108屆卡爾加里牛仔節（Calgary 
Stampede）在本週五（7月5日）開幕。紅色
的旗幟像野玫瑰一樣綻放，牛仔帽與嘹亮的

口哨充溢著大街小巷，您是否也準備好了？

一起加入這場洋溢著歡樂與激情，交織著歷

史與希望的盛會吧！

如果一頂牛仔帽不足以滿足您的牛仔

夢，可以用特色皮帶扣、皮靴和護腿皮套褲

等升級您的裝備。

108屆卡城牛仔節吃喝玩樂指南

瓦倫達家族成員表演高空絕技。 油炸朝鮮薊。 燒烤雞心串。

蓬車競賽。

牛仔公園裡的遊樂場。

原住民著傳統服飾參加遊行。 遊行隊伍。

整版圖片來源：Calgary Stampede 官網及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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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接 A1）公園再次呈現最長市

內高空鋼絲表演。

創下 11 項吉尼斯世界記錄的瓦倫達

家族第七代表演成員，曾將鋼索駕至科羅

拉多大峽谷、芝加哥摩天大樓、尼亞加拉

大瀑布等地，沒有任何安全措施保障，有

時甚至是蒙了雙眼。今次來到卡城牛仔

節，再次展現其勇氣和高超技藝，令人眼

花繚亂的高空絕技定會令您驚嘆不已。

地 點：Thrill Zone-1410 Olympic 
Way SE。時間：July 5,9,11,12,14: 下午

2 點 /6 點；July 6,13: 下午 1:30 / 4:45；
July 7,10: 下午 2:30 / 5:45 / 9 點。

聞樂起舞

每年的牛仔節都會呈現多場視聽盛

會，今年 The Bell Grandstand Show 以

「開拓者」為主題帶來最受矚目的音樂演

出。加拿大著名歌手納利．吉爾伯特森

（Onalea Gilbertson）、卡爾加里本地樂

隊 The Polyjesters，世界級的空中雜技

演員們都將登上舞臺。在格萊美獎和艾美

獎獲獎創意製作團隊的技術保證下，在奔

湧的人潮，您可隨著音樂節奏中盡情起

舞！

地 點：Grandstand-1410 Olympic 
Way SE；票價：62 元

饕餮小吃

愛好美食的人們怎能錯過牛仔節的創

意美食？！如果說碳烤小牛肉、香煎培

根、油炸奧利奧冰淇淋、烤翅桶以及迷你

甜甜圈都不過癮的話，那麼嚐嚐松露奶油

龍蝦餃、東京熱狗、培根風味卷、黃油啤

酒冰激凌等獨具風味的創意菜餚吧。而像

紅絲絨玉米熱狗、木炭冰淇淋、楓糖甜甜

圈等往年深受遊客們喜愛的小食也同樣不

會缺席。

您 知 道 嗎？ 美 食 券 上 印 有 14 款

2019 年新品小吃，每吃一款集一個印

戳，收集 10 個即可參加牛仔節美食大挑

戰（Passport Challenge）的抽獎。您可

108屆卡城牛仔節吃喝玩樂指南

從卡城牛仔節官網上下載美食券。

更多活動

在 BMO 中心的 D 和 E 大廳裡，以

「西部綠洲」（Western Oasis）為主題，

展出獨具北美風情的藝術作品。在牛仔

節的牛仔公園（Stampede Park）進行

的 The Nik Wallenda Thrill Show 雜技

項目與摩托車競技項目 Monster Energy 
Compound，屬於刺激到心跳加速的極限

表演活動。

而小朋友們喜歡的狗狗們，將帶來

「狗狗盤子」（Dog Bowl）演出，包括接

飛盤、隨音樂舞蹈、障礙跑等等，怎能不

是娃娃們的心頭所愛呢。

門票大優惠

門票：成人（13-64 歲）18 元；長

者（65 歲以上）9 元；青少年（7-12 歲）

9 元；兒童（6 歲以下）免費。

免費入場：7 月 5 日（週五）遊行

完後，上午 11 點 - 下午 1:30；7 月 7 日

（週日）上午 7:30-11:00 所有人免費入

場，前 25,000 名享受免費牛仔早餐。 7
月 10 日（週三）早 7:00-9:00，12 歲及

以下兒童和父母免費入場，享受免費牛仔

早餐。

7 月 10 日（週三）早 7:00-9:00，
12 歲以下兒童和父母免費入場，享受免

費牛仔早餐。

整個牛仔節期間有多處停工免費早

餐，可網路搜尋，以下是本週五、六、日

一些地點：

7 月 5 日

上 午 11:00- 下 午 2:00，Mustard 
Seed（102 11 Avenue Southeast）

上午 11:30-12:30 The Hideout（380 
Midpark Way SE）

7 月 6 日

上午 7:00-11:00  CF Chinook Centre
上 午 8:00-10:30 Chinatown（100 3Ave 

SE）
上午 9:00-11:00，Marborough Mall、

Westside Recreation Centre

7 月 7 日

上午 7:30-11:00  Wood's Homes Bowness 
(9400 48 Ave NW)

上午 9:00-11:00  Westview Baptist 
Church (1313 Ranchlands Way NW)

上 午 9:00-12:00，Golf Canada 
Calgary Centre (7100 15th Street SE)

卡城牛仔節交通建議

卡爾加里的巴士和 C-Trains 是城市

裡最快速便捷的交通方式。在為期 10 天

的牛仔節期間，C-Train 在市中心免費

且 24 小時運營（白天每隔 5-8 分鐘；晚

上每隔 15-30 分鐘一趟），C-Train 紅

線 到 Erlton/Stampede 或 Victoria Park/
Stampede 車站即可到達牛仔節園區。成

人日票：$7; 少年日票：$5。
可停車在 C-Train 附設的免費停車場

再搭 C-Train 前往。

C-Train 在 市 區 內（City Hall 和
Kirby 站之間）搭乘免費。

有付費停車場，可開車前往。網上預

訂：$30；牛仔公園：$25。
車輛臨時泊車（等候區）：14 Ave.

和 5A Street 交接處。

▲2019年牛仔遊行大帥馬歇爾。 ▲經典的牛仔節蛋餅早餐。

▲7月5日遊行路線圖。 整版圖片來源：Calgary Stampede 官網及政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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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6 月 30 日，加

拿大廣播公司（CBC）公布的

一項新民意調查顯示，加拿大人

在秋季聯邦大選時最關心生活成

本問題，對政治感到憂慮。

調查發現，生活費用、氣候

變化和醫療保健是加拿大人關心

主要問題，同時也表現出人們對

政治的失望，對一些觀點的困惑

與矛盾。

該調查由公共廣場研究和

Maru/Blue 為 CBC 新聞所做。

於 5 月 31 日至 6 月 10 日，在

網上對 4,500 人進行了調查，包

括 3,000 名合格選民，以及首次

選民、新加拿大人和土著人各

500 名。

擔憂生活成本

調查發現，加拿大人對自

己及其家人的未來感到擔憂，

72% 的人表示他們擔心或有些

擔心。只有 6% 的人表示感到樂

觀，而 22% 的人比較樂觀。但

近一半新加拿大人表示他們樂觀

或比較樂觀。

而首當其衝的擔憂是生活費

用，有 32% 的受訪者認可這一

點。在卑詩省以及 25 至 44 歲

人群比例最高。

其中 83% 的人表示他們擔

心的生活費用都是基本的生活資

料，比如雜貨、電力或天然氣，

50% 以上的人擔心住房成本或

退休生活費。

第二大問題是氣候變化。

近 2/3 的受訪者表示氣候變化是

「頭等大事」。在大西洋沿岸地

區比例最高，如卑詩和魁北克，

其中更多是受過更多教育和年輕

的受訪者。

這 2 個問題在全國各地都

成為主要議題，但在亞省、薩斯

喀徹溫省和曼尼托巴省，生活成

本與氣候變化比例超過二比一。

在新加拿大人中，第一關注

是生活成本，第二是找工作。而

在達到可投票的新加拿大人中，

氣候變化排第一，生活成本為第

二。

另外，醫療保健也是選舉考

慮的重要問題。

選民對政治失望

88% 的受訪者表示，政治

家更關心的是權力而不是做正確

的事情，47% 的人表示沒有任

何一方代表他們最關心的事情。

78% 的人表示，他們認為

「普通人」和「精英」之間存在

分歧。

95% 受訪者表示，他們認

同投票是一項重要職責，75%
的受訪者表示非常同意。

超過 1/3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

的投票無作用。 1/4 的受訪者表

示沒有足夠的信息進行投票，這

一數字在首次選民中達 56%。

矛盾觀點

調查也顯示，加拿大對某些

觀點存在自我矛盾。

如氣候變化問題，將近 2/3
的人將其列為重中之重，而有一

半人每年不會支付超過 100 元

來防止氣候變化。

在多樣性上也存在衝突。

65%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同

意「我們在適應社會中各個群體

的方面走得太遠」，這一觀點在

亞省和魁北克省最為強烈。這種

觀點存在明顯的年齡差異，18
至 24 歲的人中只有 40% 贊成，

而 45 歲以上的人 73% 同意。

移民問題也有 2 方面觀點。

56% 的人「擔心接受太多

移民會改變加拿大」。新加拿

大人中有47%也持有這種觀點。

76% 的受訪者認為應該採

取更多措施鼓勵熟練勞工來到加

拿大。

60% 的人表示他們不關心

移民的種族構成，但 24% 的人

表示有太多的移民明顯來自少數

民族。

值得欣慰的是，4/5 的新加

拿大人都表示他們感覺自己是該

國受人尊敬的一部分。

競選綱領

三大議題也直接影響著今年

秋季各政黨的競選政策。

由於生活費用成為頭等問

題，人們擔心房屋負擔能力以及

雜貨和退休等基本生活必需品。

因此，保守黨聚焦錢包問

題，攻擊自由黨的碳稅，並誓言

通過限制最大污染者為綠色技術

提供資金，來減少排放。

但民意調查顯示，有 41%
的人表示相信保守黨領袖謝爾

(Andrew Scheer) 瞭解加拿大一

般家庭。

對新民主黨來說，雖然 2/3
的受訪者認為新民主黨已迷失

方向，但該黨仍然是 45 歲以下

選民的第二選擇，46% 的人表

示他們認為新民主黨領袖辛格

（Jagmeet Singh）瞭解加拿大一

般家庭。

綠黨視阻止氣候變化為其宗

旨，1/3 的受訪者會考慮投票給

綠黨。

自由黨的口號是「特魯多

和他的團隊專注於投資中產階

級」，但最棘手的是在氣候與中

產階級成本費用間的平衡問題。

【看中國訊】據最新的政府

數據，亞省 2018-19 年度財政

赤字為 67 億元，比上一次省預

算的估計少 21 億美元。

但財政部長塔維斯（Travis 
Toews）表示，上週五發布的年

度報告，顯示出前任政府「不負

責任的超支」。

新民主黨副領導人薩拉霍夫

曼（Sarah Hoffman）反駁說，

他們原估算將減少 19 億元，但

現已減少了 21 億元，赤字甚至

大選前民調 生活成本最受關注

加拿大國會大廈（公有領域）

最新數據顯示：2018-19年度亞省財政虧損67億元
比 2 月份第三季度財政預測的

還要小，財務狀況實際上正朝著

預算平衡的方向前進了一步。

年度報告稱，本年度的總

收入為 496 億元，高於預期，

與 2018 年預算相比，其中增長

的 17 億元，主要來自於自然資

源收入。瀝青特許權使用費就比

2017-18 年度多出 5.71 億元，

比 2018 年預算多出 14 億元。

今年 5 月，亞省政府推出

了一項「藍色絲帶」計畫，省長

康尼（Jason Kenny）把它描述

為審查「嚴峻財政狀況」小組。

該小組由專家組成，包括莎省前

財政部長 Janice MacKinnon 和

前亞省自由聯盟 MLA 和阿爾

伯塔大學名譽教授副主席 Mike 
Percy，專門提供有關如何讓亞

省走出「債務黑洞」困境的建議。

在 2018 年的預算中，當

時的新民主黨政府估計到 2023
年，債務將達到 960 億元。最

新報告顯示，2018-19 年度財政

債務稍微偏低，為 600 億元。

財長塔維斯上週五發表聲明說：

「這種程度的債務是不可持續

的，我們將採取一切可能的措

施，以確保控制能夠讓亞省財政

預算達到平衡。」

他還表示，「藍色絲帶」是

一項「負責任的推進計畫」，該

小組已經開始工作，定於 8 月

15 日拿出報告。康肯尼說，他

的政府將在秋季提出預算。

亞省石油生產（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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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的 55 萬人大遊行，香

港民眾一如前兩次遊行，和平理

性。然而此次遊行卻被衝擊立法

會事件沖淡。時事評論員、律師

桑普表示，一般媒體都聚焦立法

會外的衝擊，但其實有更多的人

在後面和平遊行，更應該受到注

意。

最新消息，香港《蘋果日

報》7 月 3 日報導，香港示威者

7 月 1 日衝擊立法會期間，剛從

日本參加 G20 峰會回國的習近

平等領導人正在中南海嚴陣以

待，主管港澳事務的政治局常委

韓正則再次南下深圳。報導指韓

正南下，轉達了習近平的指示：

不許流血，並勒令神隱多日的林

鄭於凌晨召開記者會。消息稱，

示威者衝擊立法會期間，警方之

所以不採取行動，就是因為習的

命令。

不明人士的奇怪衝擊

當日 2 時 40 分左右，有部

分激進的不明人士戴手套、頭盔

及護目鏡以鐵棍、鐵車等物品強

力撞擊立法會玻璃門，大樓內警

察開始為槍上橡膠子彈，並往玻

璃門缺口前進戒備。多名民主派

議員在現場不斷呼籲示威者冷

靜，甚至一度下跪，請求示威者

停止衝擊行為，也勸吁警員不要

使用武力。

3 時 50 分左右，這些手持

鐵棍，推鐵車的中年激進人士，

突然全部不知所蹤。直到 5 時

左右，立法會示威區又開始有不

明人士用同樣手法擊毀玻璃門。

到當晚 9 時左右，原本在

閘門另一方佈防的警察突然全部

撤離。 4 分鐘後，示威者進入

立法會。

各方配合銜接無縫

10 時 20 分左右，香港警方

率先在其社交媒體官方賬號發布

了一條譴責「暴徒非法進入立法

會」的影片，並宣布短時間內將

清場。

港府凌晨 4 時即召開記者

會，曾多日隱身的港首林鄭月娥

露面，將衝擊立法會定性為「暴

力違法行為」，聲言要「追究到

底」。中國外交部迅速肯定了

港府的定性和清場行動。

同時，一直對香港事件噤聲

的大陸社交媒體上，開始廣泛流

傳「暴徒衝擊立法會」的消息、

視頻以及評論。隨即港府的建制

派要求北京政府駐港部隊進城戒

嚴，駐港部隊也開始軍事演習。

疑點重重

但與此同時，眾多網友和全

球媒體共同發現並例舉了此次事

件的處處疑點：

1. 警方臉書公布的時間是 7
月 1 日晚間 10 時 21 分，譴責

了晚間 9 時左右佔領立法會的

民眾，但發言警官的手錶指針指

向當日下午 5 點 10 分左右。

2. 不明身份者衝擊立法會

時，警方全程站立觀看，身體放

鬆，沒有任何舉措。

3. 在暴徒衝擊立法會時，

一名議員挺身阻擋，人群中的一

名人士突然走出，動作嫺熟的將

該議員摔倒在地上，隨即離開。

4. 民眾認出立法會外有幾

十人，和撐警黑幫新記班尖東古

惑仔是同一幫人。

「暴動」「偽案」前科

海外有華人媒體及自媒體感

嘆：奇怪！需要的時候，暴徒

一定會適時出現。這些媒體從

六四、拉薩事件、天安門自焚案

等一些列事件分析，「暴徒」和

「偽案」的出現幾乎是北京政府

開啟鎮壓的標準流程。

有媒體刊文舉例北京市民陳

毅然的證詞：「我看到有一輛軍

車被截，學生們在裡面搜出許多

箱子，打開發現箱子裡是許多菜

刀……很明顯就是要嫁禍北京老

百姓。」

1989 年中國記者唐達獻在

《刺刀直指拉薩》一文揭秘：西

藏民眾和平示威數日後，武警

總司令李連秀簽發了「作戰動員

令」，其中的第五條就是特務

連的任務：「特務分隊急調三百

人扮成市民和僧侶……燒燬大

10時20分左右，香港警方在社交媒體發布譴責視頻，發

言警官的手錶指針卻指向5點10分左右。（視頻截圖）

不明人士將阻擋衝擊立法會的議員動作嫻熟地

摔倒在地，而後漠然離開。（視頻截圖）

召寺東北方向的經塔。砸搶鬧

市區的糧店，引發市民哄搶糧

食，...... 此項任務屬絕密。」

此外 2001 年 1 月 23 日「天

安門自焚」震驚世界，但法輪功

團體一直拒絕為此負責，稱法輪

功書籍中明確禁止暴力與自殺行

為。中華民國國會於 2004 年發

出要求中共停止鎮壓的決議，決

議文稱大陸當局一手炮製天安

門自焚案等事件。聯合國「國際

教育發展組織」2001 年 8 月 14
日發出正式聲明，稱此自焚事件

是當局策劃導演。

外媒分析，北京當局內部分

裂，或有某派設局，希望香港越

亂越好；而習近平則以維護香港

穩定為主。因此，香港事態瞬息

即變。

另外有別於大陸內地，香港

的資訊可在大陸之外全球傳播。

「衝擊立法會」多重疑點立即被

揭示，避開了大陸同類群體事件

因當局的信息封鎖而陷入被動及

惡化的趨勢。

國際聲援依然強大

川普 7 月 1 日在白宮表示：

「他們（香港民眾）渴望得到民

主，不幸的是某些政府就是不想

要民主，這就是這件事件的核心

所在。」

英國外交大臣亨特 7 月 2
日表示，英國敦促港府不要利用

事件作為鎮壓的藉口。

本週卸任的美國駐港總領事

唐偉康（Kurt Tong）7 月 2 日

表示：「美國的看法是，和平地

行使表達自由的權利，是最有效

和恰當的。」

港55萬人七一遊行創記錄

衝擊立法會疑點多 習指令不許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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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王維中、邢亞男採訪報導

今年7月1日是北京政府
接管香港22週年，55萬市民
冒著酷暑上街，再次以反送

中為主，重申五大訴求，創下

歷年七一遊行的最高記錄。

同日發生的衝擊立法會行

動，港府和北京政府立即定

性為「暴力行動」，港府親

中派亦呼籲戒嚴，該事件疑

點重重，被懷疑是設局。

在晚上大概十點二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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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加拿大皇家銀

行（RBC）發布六月份經濟研

究報告，稱寒冷的卡城住房市場

「看到了隧道盡頭的光亮」。

根據該報告，今年 4 月和 5
月的房屋轉售活動有所增加，隨

著亞省經濟復甦，預計在今年剩

餘時間裏購房需求會有所增長。

然而，從統計數據來看，

今年一季度，在卡城擁有房屋

的支出佔家庭總收入的比例

為 39.7%，僅比去年四季度下

降 0.4%，略低於長期平均值

40.6%。

「房屋可負擔性不太可能阻

礙房市復甦。因為擁有房屋的支

出與以往歷史數據吻合，」報告

中寫道。

RBC 報告還指出，埃德蒙

頓房屋市場也出現了類似的積極

反應，在經歷了長達八年的「冰

霜期」後，今年春天終於出現反

彈。

「如果（積極反應）持續下

去，人們對埃德蒙頓房市的信心

會逐步恢復。對市場缺乏信心是

一個比可擔負性更大的問題，」

報告說。

埃德蒙頓的家庭收入與房屋

持有成本比率比卡爾加里更低，

今年第一季度徘徊在 34.3%，

比去年四季度下降 0.3%，是近

三年來的首次下降。

到目前為止，在加拿大的大

城市中，卡爾加里和埃德蒙頓的

住房負擔指標不算高，分別排

名為第六位和第七位（從高到

低）。溫哥華的住房成本最高，

為家庭收入的 82%，其次是多

倫多，佔 66%，蒙特利爾為

44.3%，渥太華為 41.1%，全國

平均水平為 51.4%。

【看中國訊】Domain 網站報導，在

現在的市場情況下，賣家可能會對房價回

落感到失望，而那些想搬家的業主則會發

現未來想買的房屋與現居房子的價格差距

可能在縮小。如今地產市場正在下行，對

買家來說很有益，而賣家則需要通過策略

來獲得更高的售價。 

注重房子展示 
地產公司 Tower Property Advisory

的總裁 Allanadale 表示，當市場面臨不

確定性時，買家更傾向於做最安全的投

資，這意味著優質的房產受到房產市場降

溫的影響最小，「現在的買家較少，而能

買得起優質房屋的買家則會更加挑剔。」 
Belle Property 房 地 產 代 理 Surry 

Hills 門店負責人 Mark Foy 說，受貸款

政策收緊影響，買家目前都不願大幅改造

房子，而很看重房子的外觀細節，「若賣

家沒有將房子很好地展現給買家，那麼買

家就不會出手購入。」 
不想要冒風險的買家傾向購買已經裝

修好的房子，而不是需投入不菲費用進行

維修或改造的房子。Allanadale 表示，若

房子狀況不佳，賣家需要投入更多金錢來

修整房子才能吸引更多的自住買家。更換

地板、粉刷內牆、改造花園等小裝修可以

讓房子在市場上脫穎而出，讓賣家的收益

大幅增加。 

考慮好是否拍賣 
Foy 表示，儘管拍賣成交率低於房地

產繁榮時期的水平，傳統拍賣市場上的賣

家仍然能通過房產拍賣獲得最佳結果，

「拍賣減少了房產停留在市場上的天數，

賣家能以一個更好的價格出售房產。」 
Allanadale 稱，在成交率較低的市場

情況下，能夠快速達成交易的房地產代理

是非常重要的，代理的談判技巧起到了關

鍵作用。他還表示，在了解到拍賣房屋的

信息後，賣家還可以制定私人協議出售的

截止日期。 

盡量減少自身壓力 
Foy 認為，先將舊房出售讓賣家能夠

更清楚自己的預算，「房產的價值具有不

確定性。所以在購買新房前，必須確保有

充足的資金支付房款。」 

Allanadale 也表示，「先購買新房再

出售舊房的人更容易處於不利的談判地

位。建議賣家不要讓自己承受太大壓力，

最好先出售舊房，即使這意味著你可能需

要租房住一段時間。」 
此外，較長的交房期可能更適合買賣

雙方。Allanadale 稱：「若買家需要更長

的交房時間，這對賣家是有利的，因為他

們能有更多時間尋找下一棟優質住房。」

【看中國訊】realestate 網站

報導，即使價格吸引人，如果房

屋本身不夠吸引人還是會讓買家

望而卻步。

地產諮詢集團 WBP 董事長

Pabst 認為，一些讓買家打消購

房意願的因素包括房子維護不

善，木質窗框干腐漏水、油漆破

裂、結構、白蟻等問題。

業內人士表示，其他阻擋買

家購房的因素包括結構問題、如

滲漏水和混凝土板過薄。「滲漏

水是建築物的主要問題，引起漏

水的原因很多，例如房頂漏水、

錯誤安裝浴室防水膜、低於露台

的防水層，地面或牆壁潮濕。不

當排水導致水在樓板下方滲出，

造成潮濕和發霉等問題。」

采光不佳、雜亂的房子也容

易使買家失望，但業主可以移除

雜亂物品，將物品和家具放入車

庫或倉庫，給住房創造更多空

間，可以給買家房屋明亮寬敞的

感覺。

卡城住房市場「曙光已現」RBC
報告

卡城住房成本占家庭收入比例 全國大城市
住房成本對比表

獨立屋 公寓

綜合 多年平均值

買家市場中 怎樣將房屋賣到個好價格

除價格外
令買家卻步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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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男子回收單車 變廢為寶

我終於見到了王全璋

我拉著兒子泉泉，和全秀姐

一起被警察帶著走進會見大廳。

……

全璋更焦躁了，眼睛避開我

的視線，低頭不住地反反覆覆嘮

叨：「我很好！我很好！監獄對

我很好！我長胖了。我高血壓好

了。我不吃藥了！現在吃鈣片，

每天都吃。我住的也很好……」

我眼淚流了下來，看著全璋

瘦削的臉，他身高 176，以前可

是 180 斤的體重啊。他這叫胖

了？他的皮膚本來是白皙的，但

是現在除了臉變得很黑，手上的

皮膚都是黑的了。他本來整整齊

齊的兩顆大門牙，中間竟然有了

極寬的牙縫。

我的眼淚一直流，一直流。

坐在我懷裡的泉泉把我手裡捏的

紙巾掏出來，給我擦眼淚。全璋

抬頭看了我一眼。他的表情依然

是呆滯的、麻木的。他看著我流

淚，彷彿在看一個外人，而不是

他四年未見的妻子。

我淚眼模糊地看著全璋，全

璋又把視線移開了。我是他妻

子，為什麼他不看我呢？？

全璋好像平靜了一點兒，拿

起了一直攤在他面前的一張紙，

說：「我有事要交代你。我怕自

己記不住，就寫到紙上。」

我豎起耳朵，想聽他交代事

情。全璋開口，急促地說：「我

擔心你 ...... 你別做了 ....... 你看

卞曉暉就是要求會見，就被抓

了。我擔心你……你什麼都不要

做了……」

全璋反覆說擔心我，眼睛卻

盯著那張紙。說完一句，好像不

知道再說什麼，眼睛就在紙上

找。

我趕緊安撫全璋：「沒事，

全璋。我沒事……」

全璋又開始暴躁了起來，眼

睛盯著紙，很痛苦的樣子。嗓門

再一次提高：「你不要做，我擔

心你。帶好泉泉，讓泉泉好好

上學。泉泉受影響，對泉泉不

好！」

我安慰他：「泉泉很好，你

別擔心！」

全璋低著頭，不看我，低吼

了起來：「泉泉不好，你看不出

來！你不知道！」

我被全璋的反應驚住了。他

拿的那張紙，他放在手中翻來覆

去地，他再沒看一眼。我看見上

面密密麻麻寫滿了字。他眼睛不

看我，無目的地看著地下，我說

什麼他似乎都無法接收。

泉泉在我旁邊忍不住了，抓

過電話，安撫著爸爸：「爸爸，

我很好。真的很好！」全璋彷彿

沒有聽見泉泉的話，嘴中依然

叨叨著：「你看不出來。你不知

道……」

……

話筒裡沒聲音了。全璋站起

身，我們也站起身。孩子把手貼

在玻璃上，全璋表情木木地也把

手在玻璃窗上放了一下，然後轉

身，走了。十幾米的路，我看著

他的背影，眼淚又流了出來：四

年了，他竟然像編好程序的呆滯

的木頭人，連回頭看我們母子一

眼都沒有。

（2019 年 6 月 28 日晚 8:30
於臨沂）

四週年之際 
 他們都在哪？

2015 年 7 月 9 日起，北京

當局在多達 23 個省份大規模逮

捕和刑事拘留了上百位律師以及

民間維權人士等，被稱為「709」
大抓捕。王全璋是其中一位，

他曾代理法輪功案件、農民土

地案、基督徒案。因拒絕「認

罪」，成為「709」系列案件中

拘押最久、與親友隔絕時間最

長、最後一位被審判的律師。文

中提到的卞曉暉是全璋以前的當

事人，大學生，因父親練法輪功

被捕及剝奪會見權，卞堅持要求

律師會見父親，舉牌抗議，也被

抓了，判了四年。

律師周世鋒、維權人士吳淦

也仍在獄中服刑；維權律師高智

晟已失蹤 600 多天；江天勇律

師曾代理山東盲人法律維權人士

陳光誠案、中國人權律師高智

晟案、2007 年山西黑磚窯奴工

案，以及法輪功案等。江天勇太

太金變玲在推特上表示：「江天

勇律師刑滿釋放到現在整整兩個

月了，中國公安仍然嚴密監控江

律師，不允許見朋友……不能自

行找工作維持生計（江律師也

需要撫養孩子、贍養年邁體弱的

父母）、不讓江律師出境與妻子

孩子團聚。」

曾代理毒奶粉案和首都機場

爆炸案的劉曉原律師也受牽連。

北京司法局不讓他申請調職到其

他律所，幾年來不能正式工作。

2018 年，鋒銳律所牌照被註

銷，年過半百的劉曉原近日網上

貼出自己賣老鼠藥謀生的照片。

謝燕益律師曾參與代理包括

法輪功案件、律師王全璋無罪辯

護。律師謝燕益太太原珊珊在臉

書上說，中介公司接到片警通

知，不許把房子租給他們夫婦。

原珊珊 28 日早發消息：剛找到

新房東，籤約 26 日生效，次日

上午剛搬進部分衣物，新房東面

談苦苦哀求取消合約，原珊珊只

得將衣物又搬出來。

蒙特利爾的工程和建築巨頭

蘭萬靈（SNC-Lavalin）公司腐

敗案，其代表律師選擇了由法官

單獨進行裁決。此案將於 9 月

20 日再次開庭審理。

去年五月，SNC- 蘭萬靈

公司被指控在 2001-2011 年期

間，向利比亞官員行賄 4,770 萬

加元，涉嫌欺詐利比亞各機構共

1.298 億加元，因此被下令接受

庭審。如果被判有罪，它可能會

被列入黑名單，10 年內無法獲

得利潤豐厚的聯邦合同，同時也

會損失國際商機。

蘭萬靈曾辯稱此案是 20 年

前就離開公司的前僱員所為，自

己是無罪的。

前聯邦司法部長雷布爾德

（Jody Wilson-Raybould）稱，

總理特魯多曾向她施壓，迫使她

否決利比亞案件中的聯邦檢察官

的結論，並要求與蘭萬靈達成暫

緩起訴協議，僅僅罰款了事。

蘭萬靈腐敗案
法官單獨裁決

上週，石英礦工們在亞省萊

斯布里奇（Lethbridge）附近的

在工場作業時，偶然發現了一塊

七千萬年前的滄龍（mosasaur）
化石，該化石被移到了皇家泰瑞

爾古博物館。

該博物館斯皮瓦克表示，滄

龍實際上並不是一隻恐龍，它更

像是一隻海怪，是一種大型海洋

爬行動物。它身長約 6-7 米，頭

骨長約 1 米，長滿鋒利的尖牙。

「這是一個完全滅絕的物種，今

天沒有類似的物種。一部關於滄

龍的探索記錄片將它們描述為

『深海的霸王龍』，他們確實是

頂級掠奪者。」

亞省南部發現 
古老「海怪」化石

上週五（6 月 28 日），安

省最高法院裁決，聯邦向安省徵

收碳稅符合憲法，其目的是應對

氣候變化。安省政府宣布就此案

將向加拿大聯邦最高法院上訴。

安省高院裁決書中表示，聯

邦碳稅屬於國會管轄範圍，可以

就「國家關注」問題立法。

安省省長道格 ·福特（Doug 
Ford）認為聯邦碳稅違反了憲

法，因為它允許聯邦政府干涉省

級政府管轄權。

安省環境部長傑夫（Jeff 
Yurek）表示，「我們制定的環

境計畫考慮了全省的具體優先

事項，挑戰和機遇，可以達到

2030 年排放目標。安省不需要

碳稅來應對氣候變化。」

法 官 格 蘭 特（Grant Hu-
scroft）表示，氣候變化並非「緊

急案件」，不要讓言辭給分析塗

上色彩。他說，「解決氣候變化

的方法有很多種，各省應有充分

的自主權來應對氣候變化。」

聯邦碳稅判合憲 
安省擬上訴

如今在中國的各地，成千上

萬輛被廢棄的共享單車被隨意地

堆積在空地上，這樣的「單車墳

堆」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

市周邊都可以看到。這些景象曾

被《The Atlantic》雜誌以航拍圖

的形式展現出來。被一名叫麥克

(Mike Than Tun Win) 的男士

看到後，一個龐大的公益項目在

他心中形成了。

由於幾年前中國投資者們的

盲目追捧，如今大陸共享單車公

司幾乎全部停止運營，成千上萬

輛的單車被堆放在城市邊緣的空

地上，這些車輛的最終命運無非

是被拆卸和變賣。麥克的公益項

目，應該是處理這些被遺棄單車

的最好方法。

麥克出生於緬甸，在新加坡

生活讀書成長，他 2008 年畢業

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之後

回到緬甸創建了在線旅遊平臺

（flymya.com）。身為旅遊公司

CEO 的麥克經常到緬甸邊遠地

區旅遊考察，也曾回到自己小時

候生活的地方。如今孩子們還在

走路上學，和自己兒時一樣，多

年來沒有什麼改變。

當麥克看到中國各地被遺棄

的單車後，立即聯想到了每天

走路上學的緬甸孩子們。今年 3
月，由麥克創建的公益項目「少

走路」（Lesswalk）就這樣誕生

了！這個公益項目就是把被遺

棄在中國的共享單車變「廢」為

寶，回收後全部轉送給緬甸貧困

家庭的學生，讓他們可以騎車上

學，實現自己的單車夢。 
麥克成立這個公益項目不

久，就得到了很多善心人的支

持，人們出錢出力，麥克的「少

走路」項目很快運作起來了！他

首先與中國共享單車企業取得聯

繫，之後千里迢迢從緬甸飛到北

京，以每輛 15 美元的價格收購

廢棄單車，費用是麥克自己出一

半，資助商以贊助的方式支付另

一半。

在過去的三個月中，有一萬

輛廢棄單車被陸陸續續運送到了

緬甸首都仰光的倉庫。這些單車

在經過檢查，修理和改造後，會

被分批運送到緬甸，老撾以及柬

埔寨的貧困地區。每輛單車的運

輸、改裝和配送的費用成本是

35 美金一輛，麥克說希望未來

可以將 10 萬輛單車分發給需要

的民眾們。

為了使用方便，麥克還為單

車後面添加了一個更小的車座，

這樣還可以乘載多一個人，還用

普通的鎖頭取代了原來的電子

鎖，改裝後的單車非常實用方

便。 
麥克的單車受益目標人群，

主要是 13 歲～ 18 歲上學離家

遠的孩子們。在緬甸，老撾以及

柬埔寨的貧困地區，每天有很多

孩子上學都要走過幾個村莊和稻

田，需要花費 1-2 個小時才能到

達學校上課。這些偏遠地區的家

庭都很貧窮，甚至連一個月大

約 10 美金的教育費都交不起，

單車對這些家庭來說，就是奢侈

品，根本買不起。麥克無償贈送

的善心舉動，正好為孩子們解決

了這個問題。

麥克說，如果這些上學的孩

子們每天能節約些在路上的時

間，那麼他們玩耍和學習的機會

就更多一些。他說：「教育對脫

貧來說真的很重要」。據聯合

國兒童基金會 (UNICEF)估計，

大約有 55% 的緬甸孩童們生活

於貧困中，在成長中的青少年

裡，就有半數沒上過學或只接受

了一點教育。

麥克的這個公益項目意願非

凡，不但為廢棄的共享單車找到

了最好的出處，把這些被廢棄的

單車變成了貧困家庭孩子們手裡

的寶貝，成為了實用的交通工

具，也為貧困孩子們帶來了快樂

和希望。 

一名緬甸男子見到雜

誌上中國大陸被遺棄的，

成千上萬的共享單車後，

用1 5美元一輛的價格收

回,再修整改造後運送到

緬甸，變成了當地貧窮孩

子們夢想中的交通工具。

看中國訊

緬甸男子麥克創立了「少走路」公益項目（facebook/Less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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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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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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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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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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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近中央街，1500尺
以 上 独 立 屋 ， 可 合 法 用 作
massage。3室3卫。立刻
入驻。租金叫$3000+水电
气。也可购买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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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給習近起外號

6 月 27 日習近平與日本首

相安倍會談，被記者拍到他一人

獨坐會議桌的一邊，面對安倍及

其它日本官員，中國代表團集體

遲到，場面尷尬。網上還有視頻

拍到習在 G20 峰會期間在各國

政要中行走，卻一個人孤單落

寞，有些神不守舍。

網絡由此流傳習的稱號是

「孤獨戰士」，這一稱號其實是

俄國總統普京起的。 2017 年 6
月 8 日，習與普京在哈薩克斯

坦進行會面，中方代表團當時也

是集體遲到，一度只有習近平

和隨行的丁薛祥孤單在座。普

京當時笑著用俄語叫他「孤獨戰

士」。

官場怠政氾濫

一向在國際上注重面子的北

京領導人，為什麼會遭遇下屬集

體失禮的行為？

外界有各種推測，一種說法

是，這一現象應該與習近平反腐

之後帶來的官場怠政問題有關

係。習在上一任期強力反腐，一

方面掀翻不少貪官，因而樹敵不

少。但另一方面習又無心進行政

治變革，在體制下越反越腐，江

澤民曾慶紅等大幫習的腐敗政敵

並未觸動，下邊的官員看在眼

裡，私底下取笑假反腐之餘，不

會與習一條心。現在怠政、懶政

可謂是各級官員對反腐的一種另

類抵制方式。官員集體遲到讓習

在國際上出醜，是否事後官員也

會將這視為談資，心中竊笑？

習近平權力是謎

再往深一層看，系列不同尋

常的事件背後，或涉及難以擺上

檯面的高層內鬥因素。

習近平上臺前一直到現在，

都面臨著政敵的威脅。 6 月 24
日習在政治局會議上說動搖其黨

的根基「危險無處不在」，這也

是習本人的危險。近期海外多種

中文媒體稱，在習身邊的主管意

識形態和宣傳的常委王滬寧是一

名危險人物。王滬寧因炮製了洗

腦全黨全國的理論，獲三代黨魁

重用，外界則認為王根本上是江

澤民的人。現在習因為保黨之

故，或許自覺不自覺受著王的控

制。而王滬寧得勢後已大行暗中

設局。

在王滬寧的推動下，北京當

局除了以原教旨的共產黨理論來

應對美中貿易戰之外，最近又大

搞毛式吏治手法。王滬寧和新主

習近平的微妙角力，在宣傳口時

有表現。美中貿易戰以來，官媒

忽軟忽硬，近期大造宣傳煽動民

間反美、抗美情緒。在本次習出

訪日本 G20 之前，新華社 6 月

26 日刊文說，在中美經貿摩擦

「兩軍對壘」之際，要警惕那些

「手榴彈向後扔」的人。這到底

是警告習還是警告他人？中共宣

傳口與習的實際舉動背道而馳，

是否有人背後攪局？

缺席巴西會議 
救火香港？

29 日習又與巴西總統博索

納羅約好會談，但包括習在內的

整個中國代表團再次遲到，在約

定會談時間的 25 分鐘後，巴西

一方宣布取消會談，據報導，此

類事件在外交場合聞所未聞。而

北京官方並沒有回應此事。

有海外獨立中文媒體分析，

習的政敵曾慶紅一派在香港經營

多年，勢力龐大。 6 月 29 日是

香港七一大遊行之前夜。或是江

曾一派在醞釀事端，企圖搞亂香

港，由此逼習下台。在此情況

下，只有習回國穩住軍隊才能穩

住香港局勢，這或許是習匆匆撤

離 G20，連招呼都來不及打的

原因。

無論實情如何，可以推測的

是，隨著國際形勢的急速發展，

習現在的地位越來越不穩定。正

如一名不具名的女紅二代日前

還透露給外界說：「有些人在他

（習近平）前面挖個坑、後面挖

個坑」。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日前陝西西鄉縣公安局長席興

東、縣檢察院檢察長王建慶，

及西鄉縣自然資源局局長屈翔

等人因聚眾打牌賭博，被中央

督導組抓現行。隨後三人被處

理。

6 月 13 日，掃黑除惡第 12
督導組第四下沉組到西鄉縣開展

督導工作，聲稱「對西鄉縣掃黑

除惡專項鬥爭工作給予肯定」。

不料，就在中央督導組離開

的第二天，6 月 14 日，西鄉縣

公安局局長席東興、西鄉縣檢察

院檢察長王建慶、西鄉縣自然資

源局局長屈翔等人，來到位於漢

中市勞動東路的田園酒店後樓賭

博。

巧的是，當天中央督導組正

好帶領省市有關人員來到酒店抓

捕涉黑涉惡嫌疑人，發現「掃黑

除惡關鍵時刻，公安局長竟聚眾

賭博」，現場還查獲賭資 3.8 萬

多元人民幣。據知情人說：「把

門敲錯了，進去就發現他們在賭

博。」

而當天，正是星期五，屬於

工作日。隨後，席東興、王建

慶、屈翔分別被拘留。

另外西鄉縣中共人大黨組書

記、主任紀文傑 6 月 29 日也因

「嚴重違紀違法」被調查，但大

陸媒體沒有提到紀文傑是否參與

了這次聚眾賭博事件。

資料顯示，1962 年 9 月出

生的紀文傑歷任西鄉縣沙河區農

技站站長，縣農業局科長，原沙

河鎮鎮長，原馬蹤灘鄉鄉長、黨

委書記，沙河區副區長，馬蹤灘

鄉黨委書記、人大主席，城關鎮

黨委書記，縣委辦主任，佛坪縣

委常委、政法委書記，2011 年

2 月任西鄉縣政府副縣長、黨組

成員。

繼大規模反腐之後，中共

當局去年起大搞所謂「掃黑除

惡」。今年 5 月，陝西省紀委

監委通報稱，截至今年 4 月底，

全省紀檢監察機關共查處涉黑涉

惡腐敗和「保護傘」問題 1537
件，黨紀政務處分 1737 人，移

送司法機關 130 人。 

習近平外訪成「孤獨戰士」之謎

中央督導組抓涉黑嫌犯 
意外發現一眾官員在豪賭

習近平與安倍晉三6月27日晚會面時，重演「孤獨戰士」的場面。

（Getty Images）

陝西西鄉縣公安局長、縣檢察院檢察

長等人被指在這家酒店的後樓聚眾賭

博。(網絡圖片)

剛剛過去的日本G20
峰會，再次出現令習近平

難堪的一幕。堂堂大國首

領，卻在與外國團隊會談

前孤獨枯等自己的下屬團

隊姍姍到來，甚至還有一

次被對方乾脆取消會談。

這背後到底有甚麼不尋常

內情？

看中國專欄作家鄭中原

專欄作家鄭中原

官場不作為還是刻意前後挖坑

EVANSTON  

EVANSTONCOMMUNITY.COM/SAVE10K

$280s $360s $380s $500s

• Broadview Homes • Sterling Homes • NuVista Homes • Jayman BUILT • Trico Homes • StreetSide Developments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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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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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拼屋地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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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雙拼屋地塊賣出時，以較先者為準。折扣適用

於 Evanston 社區 31 期的雙拼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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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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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川普在南韓非軍事區會見朝鮮領導人金正恩。(Getty Images)

哈雅公主(視頻截圖)

6 月 30 於結束 G20 峰會後

訪問韓國，川普總統先是跨越了

三八度線會見金正恩，成為首位

任期內踏上朝鮮領土的美國總

統，隨後邀金正恩於板門店邊境

村會談。兩國領導人交談了 50
分鐘，雙方同意重啟無核化談判。

美 國 有 線 電 視 新 聞 網

（CNN）在報導中說，當川普

正式進入北韓領土，金正恩說：

「這是歷史性的一刻。……這使

他成為首位訪問我國的（現任）

美國總統。實際上光是（跨過

邊界）這個行動，就代表他願

購伊朗石油 美將制裁無豁免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綜合報導】美

國自 5 月初不再對進口伊朗石油的國

家給予豁免延長後，有報導說，北京政

府無視美國對伊朗的制裁禁令，繼續從

伊朗進口石油。 6 月 29 日，美國伊朗

事務特別代表胡克表示，美國將對進口

伊朗石油的任何國家祭出制裁，沒有豁

免機制。

英國《金融時報》6 月 27 日援引

油輪跟蹤網站（TankerTrackers）提供

的消息說，該網站跟蹤發現，隸屬伊

朗石油公司的蘇伊士型（Suezmax，
即可通過蘇伊士運河）油輪「薩裡納」

（Salina）號，大約 5 月 28 日在伊朗哈

爾克島（Kharg Island）裝油，於 6 月

20 日駛抵中國青島附近的膠州灣，並

在後來兩天中卸除裝載的原油。這艘油

輪可以裝載大約一百萬桶原油。據該網

站的馬達尼（Samir Madani）透露，

另外一艘可裝兩百萬桶原油的伊朗油輪

將在未來24小時內抵達中國的天津港。

報導援引伊朗一名消息人士的話

說，美國的制裁導致伊朗石油出口顯著

下降，但實際出口量依然高於公開的

數字。他說：「我們甚至向某些歐洲的

煉油廠出口原油。我們的方法是改變航

線，支付更高的運輸成本。」

伊朗石油部長讚加內也對法斯通訊

社（Fars news agency）表示，有關伊

朗原油出口顯著下降的報導是撒謊。他

說：「我不會去透露數字，因為那對我

們不利。」

《路透社》稍早前報導，自去年 11
月美國對伊朗石油出口重啟制裁以來，

德黑蘭一直以低於市場的價格大量出售

石化產品給巴西、中國和印度等國家。

中央社報導說，在伊朗擊落一架

美軍無人偵察機後，美國總統川普在 6
月 24 日宣布制裁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

和其他領導官員，對伊朗加強施壓的措

施前所未有。

《金融時報》指出，北京政府不顧

美國制裁禁令，繼續進口伊朗原油，為

伊朗提供石油收入，引發更多的關注。

【看中國訊】杜拜酋長謝

赫．穆罕默德的妻子哈雅

公主近日帶著兩個小孩離

開丈夫出逃德國，並且帶

走 3100 萬英鎊 ( 約折合人

民幣 2.7 億元 ) 的資產展

開新生活。據悉杜拜酋長

要求德國當局遣返其全部家人，但是

德方拒絕，意外衍生成兩國間的外交

危機。

據英國《太陽報》報導，45 歲的哈

雅公主（Princess Haya bint Hussein）
早在今年 2 月初就已經失蹤，據信是

因擔心她的安全，因此決定帶著 11
歲女兒和 7 歲兒子離開丈夫，至今躲

在德國。哈雅公主和孩子抵達德國之

後，便立即尋求避難並提出要與丈夫

離婚。

按照杜拜規定，酋長總共可以迎

娶四名妻子，目前的酋長有兩個妻

子，一個是自己的表妹，另一個

就是來自約旦的哈雅公主。哈雅

公主為約旦現任國王阿布杜拉二

世同父異母的妹妹。

哈雅公主在 2004 年與杜

拜酋長結婚，由於她精通馬

術，後者還特別創立英國最大的馬場

高多芬（Godolphin）。
據報導，目前尚不知哈雅公主離

開丈夫的真正原因。據哈雅公主的朋

友說，她選擇德國是因為擔心英國會

把他們遣返回去。

婚姻的破裂對謝赫．穆罕默德而

言實屬二次打擊，他甚至還寫了一封

憤怒的信，嚴厲斥責哈雅公主背叛，

並寫道：「你忙著去找誰？」英國媒《衛

報》也報導了哈雅公主和穆罕默德酋長

正於英國法庭辦理的離婚審理。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綜合報導

美國總統川普臨時起

意，卻促成了一場事先毫無

徵兆的美朝首腦會唔。川普

通過推特邀金正恩在韓國

非軍事區的板門店邊境村

會面，會談氣氛融洽，雙方

都有意重啟朝鮮無核化談

判。不過，川普總統在之後

表示，這並不影響美國對朝

鮮的制裁，目前制裁仍然會

保留。

將所有令人遺憾的過去拋開，

並開啟新的未來。」川普總統也

表示：「跨越這條線是很大的榮

幸。」

川普後來向記者透露，他在

同金正恩的會晤中告訴金正恩，

在適當的時候，他可以訪問美國。

協議求好不求速 
制裁仍維持

據報導，川普在告別金正恩

後對媒體表示，未來兩到三個星

期內，雙方的團隊將會面，討論

出一些細節。他希望雙方能達成

一個全面的去核協議，但不會尋

求速度，目標是做好。

川普同時表示，目前將繼

續保留全部制裁。美聯社報導

說，川普總統也沒有排除減少

制裁的可能性，他表示，制裁

將作為未來雙方談判的一部

分，或許在談判過程中的某個

時刻，可能會發生。

2018 年 6 月 12 日，韓戰

達成停戰協議 65 年後，現任

美國總統川普與朝鮮領導人金

正恩，打破數十年的僵局，在

新加坡舉行了世界矚目的首輪

川金會，此次會晤並未達成協

議。此後白宮宣布，聯合國對

朝制裁將繼續維持，直到美國

和朝鮮之間達成預期目標的協

議，即朝鮮實現無核化的「具體

可核實的步驟」。

2019 年 2 月，川金會二度

在越南河內舉行。但因金正恩無

法履行川普要求的去核進程承

諾，川普一怒拂袖而去。雙方的

會談再次陷入僵局。

評價不一

此次川普總統跨越板門店分

界線，能否成為半島無核化談判

的契機，各界對此評價不一。

華盛頓很多人都十分懷疑朝

鮮方面能否以美國可以接受的方

式放棄核武，批評人士稱這次會

議是一種沒有實質內容的政治姿

態。美國民主黨總統參選人卡斯

川普跨越板門店分界線
創造歷史 評價不一

特羅說，金正恩是唯一從星期天

的會談中獲益的人，「美國和我

們的盟友所付出的代價是——它

提高了一個獨裁者的形象，增強

了他的力量。」他說。

但更多評論人士認為，川金

三會一定程度上扭轉了美朝關

係。金正恩今年 4 月在朝鮮最

高人民會議發表講話時，誓言除

非美國政府在年底前拿出新的方

案，否則他不會與川普再見面。

而今次金正恩接受川普的邀請前

往非軍事區，就是不顧面子轉變

了立場。

對韓國人來說，由於平壤核

試驗、分離家庭以及更嚴重的威

脅，韓國許多人與朝鮮這個北方

鄰國的緊張關係已經持續了一輩

子。任何表明有可能實現永久和

平的進展都增加了對此的希望。

教皇方濟各也表達了讚賞：

「在過去的幾個小時裡，我們在

朝鮮半島看到了一個很好的文

化相遇的例子。……這樣一個

重要的姿態將是通往和平的道

路上向前的一步，不僅是在朝

鮮半島上，而且是為了整個世

界的利益。」

另外，外界基本持有達成

共識的是，朝美關係正常化，

北京再也無法利用朝鮮半島危

機在美中關係中獲取籌碼。美

國繞開中國直接與朝鮮對話，

可能導致北京在解決朝鮮問題

的作用被邊緣化。

杜拜酋長妻子攜子女與鉅款逃亡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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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怡保險
 

汽車保險

商業保險

房屋保險

旅遊 / 探親保險

營業時間 : 星期一至五 9:00 am - 5:00pm; 星期六須預約Unit 420, 1110 Centre ST NE地址 : www.calgarychina.info網址：403-474-3700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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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提 : 403-875-8879
achang@plbinsurance.ca

Kitty Kong
Account Executive - 個人保險

手提 : 403-408-9233
kkong@plbinsurance.ca

臺灣 2020 總統大選的變局可謂「峰迴

路轉」。在民進黨方面，時任黨主席的蔡

英文在 2018 年「九合一」選舉中慘敗，最

終辭去職位以示負責。但蔡英文最終在今

年 6 月 13 日的初選民調結果中勝出代表民

進黨參選，可謂是「關關難過關關過」。

臺灣媒體評論說，習近平在今年 1 月

份提出「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

讓蔡英文撿到了槍；而 6 月份風起雲湧的

香港民眾反送中運動，則讓蔡英文撿到了

核武器。在臺灣民眾對「今日香港，明日

臺灣」的警惕意識越來越高，對一國兩制

持強硬否定態度的蔡英文起死回生。

而國民黨目前參選的代表韓國瑜、郭

臺銘和朱立倫沒有哪位顯現出人氣提升的

勢頭。國民黨最終總統候選人需等到 7 月

15 日的黨內初選結果才能決定。

國民黨在 2018 年「九合一」選舉中，

以韓國瑜為首打造「韓流」和「討厭民進

黨」的反攻號角，成功「翻轉高雄」並在

全臺 22 縣市中拿下 15 縣市。韓國瑜更是

一度超越臺北市長柯文哲成為新的「媒體

寵兒」。

但近期韓國瑜民調急速下滑，甚至成

為臺灣年輕人群嘲笑的對象。在高雄市與

模範生、畢業生合影時，之前遭嗆「選總

統太可笑」，還有學生穿著「溜之大吉」的

衣服上臺與韓國瑜合照，甚至還有雄中學

生拿著《為什麼愛說謊》的書上臺等。高雄

市前文化局長尹立更發起罷韓連署行動。

韓國瑜的人氣為何一夕逆轉？

原因有二：一是在就任高雄巿長 162
天後，韓國瑜打破競選市長時「不會半途

離職」的承諾，角逐國民黨總統初選，被

許多選民視為說謊者。二、臺灣「紅媒」

的《中國時報》、中天電視一直力捧韓國

瑜；韓國瑜亦是首位進入中聯辦大樓的臺

灣地方首長；在香港反送中運動風起雲湧

之際，韓國瑜表示「不知道，不曉得」，

其系列行徑令臺灣人感覺韓國瑜有投共的

嫌疑……

臺灣首富郭臺銘宣稱以經營企業的能

力將臺灣經濟搞好，他的前景是否更被看

好？為爭取年青選民，郭臺銘更提出由國

家撫養 6 歲以下幼兒。但外界普遍質疑這

個政策的可行性。或許這還不是郭臺銘最

不被信任的地方。他的鴻海事業版圖，來

自中國的營收比例高，事業重心在中國大

陸，要如何跟選民交代「中國關係」才是

郭董最頭疼的問題。近期郭董在接受網紅

「館長」的直播採訪時，稱設置在富士康

內部的共產黨支部，他們開會是研討提高

富士康的效率，而不涉及政治。這類言論

實在太天真！

郭董近來罵臺灣「紅媒」罵得很兇，

但臺灣媒體卻留心到大陸官媒居然沒有批

評和怒斥郭臺銘。這令臺灣民眾擔心：郭

會是北京政府深藏的一張牌嗎？

此外，無黨派的臺北市長柯文哲一

直被外界認為是 2020 總統大選的最大變

數。柯文哲數度表達尚未真正做決定，一

切要等到 9 月 17 日，即登記參選的最後

一天前才能確定。外界分析，以往柯文哲

的支持者群眾和民進黨淺綠以及中間、

青年選民有高度的重疊。柯文哲或是「以

拖待變」，由於國民黨的黨內初選尚未結

束，因此過早決定顯然並非明智之舉。

不過，柯文哲強調「務實親中」的兩

岸立場，將於 7 月 4 日親自率團前往上海

參加「雙城論壇」。在香港民眾反送中運

動精神繼續在全球發酵之際，不知此舉是

福還是禍……

究竟誰才是 2020 年大選的最大變數

呢 ? 或許識得大勢者知之。

臺灣2020
總統大選 誰是變數？

◎文：佚名

最近一篇網文《中年人的風平浪

靜，只能靠命》在大陸以及海內外迅

速傳播。主人翁是一個女碩士，一

個平凡的家庭，到了中年的時候，

不僅面臨丈夫失業，而且還因為投

了招商銀行的理財產品，卻遭遇

P2P 爆雷。

基於對銀行的信任，主人翁將

自己每個月的工資都打進去，當做

儲蓄，而且把全家的錢都存在這

裡，合計 86 萬。然而萬萬沒想到，

銀行賣的錢端竟然是 P2P，而且是

收益率僅 5% 的 P2P，還爆雷了。

結果是招商銀行的說，2017 年

4 月就與錢端解除合作，並在 2018
年完成清算，與銀行無關，也不承

擔其他責任。

但 2016 年招商總行大力推出

「小企業 E 家投融資平臺」，推廣

名又稱「員企同心」，分為企業版

和個人版，其中的個人版就是錢端

APP。招商銀行迅速將這個平臺推

廣給所有的招商銀行用戶，並賺取

中間業務，但在 2017 年初突然解除

了合作關係。

直到 2019 年，爆倉後，投資者

才知道，原來所謂的銀行理財，竟

然是 P2P。將近 9000 多個投資者，

14 億資金不翼而飛，說實話，遇到

這樣的情況，也幾乎沒有任何的解

決辦法了。

於是，這位破產中年女碩士在

文章中詰問：我們不貪圖高利潤，

我們不炒股不炒房，我們不碰雷，

為什麼雷還會找上門。一生風平浪

靜，都不足以讓你感恩命運。而那

些不幸的事情，只發生一次，就足

以讓你懷疑人生。

很多人投理財產品，以為銀行

背書，可以剛性兌付，但其實從中

國開始金融去槓桿以後，這種時代

早就過去了。作為普通投資者，在

銀行買理財的時候，一定要看清合

同，看清楚產品來源到底是什麼，

誰發行的，看清風險級別。

中年人的世界，看似風平浪

靜，其實暗流湧動，高房價、高債

務，揹負著整個家庭的生活。所以

說，中年人若踩中一個雷，就會對

家庭造成致命的打擊。

文章最後說：找不回錢，找回真

相也行。其實，花些許時間找真相

比整日埋頭掙錢更重要。

找不回錢 
找回真相也行

◎文：鄭亭

G20川習會後  大的趨勢不會變
咱們還是先分析一

下歡呼習主席威武的那

些理由，第一條理由

是：川普說可以向華為

繼續供貨。

川普首次提到是在川習會後

的記者會，然後他發了一條推特

說明：「在我們的高科技公司和

習主席的要求下，我同意中國的

華為公司購買我們的產品，那些

不影響國家安全的產品。「後來

總統經濟顧問庫德洛在接受媒體

採訪時做了更詳細的說明，華為

能購買的產品第一類是：可以在

世界各地都買得到的電子零部

件；第二類是如果是只有美國擁

有的產品和軟體（這裡就既包

括晶元，又包括谷歌的安卓系

統），就必須向商務部申請出口

許可證。

因此川普所說的華為「可以

繼續購買美國的產品」這句話大

家覺得承諾了新的內容嗎？要知

道華為被納入出口限制的實體清

單之後，本來就給了它三個月的

緩衝期。到 8 月 31 號以前，原

有的合同還可以繼續履行，現在

離 8 月 31 號還有兩個月，華為

本來就可以繼續購買的呀，川普

有承諾新的內容嗎？

之所以傳出這個斷供、那個

斷供的消息，是因為美國商務部

的執行標準保持模糊，晶元廠商

和谷歌這樣的企業基於隔絕風險

的需要，先把合同暫停，去向美

國政府澄清法律風險。那商務

部就有極大的裁量權，它能施

加的限制手段可以有 n 種。我

的預計是，美國今後相當長一段

時間，華為仍然會保留在黑名單

上，但對它的政策上會保持相當

的模糊性，在談判中可能有時放

鬆一點，多批准兩個合同，給北

京釋放善意；有時收得緊一些，

多施加些壓力。

我們對中美兩個大國之間、

複雜系統的博弈，要切忌簡單化

地看問題。如果你比較 2018 年

和 2017 年的美中關係；再比較

今年和 2018 年的情況，會覺得

這種轉變非常明顯，但是你怎麼

也得有以年為單位做對照的耐心

吧，有的朋友是以一個星期為時

間單位來對照的，上個星期川普

說要對北京嚴厲、這個星期怎麼

又同意華為從美國購物，失望之

極簡直都懷疑人生了。那你也太

沉不住氣了。

大陸歡呼勝利的另一個理由

是：只要川普沒對剩下的 3000
億中國出口商品加關稅，所以習

主席威武了。

我們稍稍做個對比，美國方

面：就在不到兩個月前，中美談

判貌似就要達成協議了，美國對

中國出口的 2000 億美元商品還

只有 10% 的關稅；對華為的限

製出口舉動還沒有實施。不到兩

個月後，2000 億美元商品的關

稅加到了 25% 沒取消，華為進

了出口限制名單沒取消，供貨商

得申請出口許可證。

北京方面：原先說美國不能

指定我們採購什麼產品、買多

少，結果現在同意不管談成談不

成，馬上就要採購 50 多萬噸大

豆，按現在的價格計算是 2 億

多美元。然後還是回到談判桌上

來，請問習主席贏在哪兒呢？

川普是有一定程度的搖擺。

特別來自於高科技公司對他的壓

力；他需要為明年競選連任打下

牢實基礎。但走到今天他搖擺程

度有限，美國國會要求他對華為

強硬的態度，客觀上為他分擔一

些壓力。他大可以順水推舟，國

會唱白臉（國會是民意機構，

國會的意見政府要尊重呀），

他還唱紅臉。我覺得，大的趨

勢是不會改變的。——節選自

Youtube《文昭談古論今》節目

▲ 一個平凡的家庭，然而到了中年的時候遭遇 P2P 爆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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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色的多任務組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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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客戶建立並保持良好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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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drie Honda
卡城北部最快到達的Honda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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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培訓計劃，待遇優厚。懂

英語，國語或粵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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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403.945.4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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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很多人將天窗視

為升級汽車檔次的配置，也有人

覺得，天窗之於汽車十分雞肋，

那選擇帶天窗汽車的優點和缺點

究竟有哪些呢？

首先來說，天

窗 的 確 給 人 一 種

「上檔次」的感覺，

坐在車裡打開天窗

仰望天空，感覺十分愜意；其次

就是天窗可以給後排乘客提供良

好的乘坐感受，打開天窗可以減

輕後排乘客的壓抑感。

一般來說天窗換氣的效果強

於兩側的車窗，如果有人在車內

抽煙，或者車輛長期停放後，車

內空氣污染越來越嚴重，特別是

在大太陽底下暴曬後，車廂內充

斥著裝飾用品中的苯、甲醛等有

害物質的氣體，這個時候打開天

窗可以起到很好的排氣效果。

當車窗關閉的時候，車內外

溫差較大，擋風玻璃上很容易形

成霧氣，有時候雨刮器噴水都沒

甚麼用，這時打開天窗更輕易消

除前風擋的霧氣。

說到天窗的缺

點，很多人會想到

的一點就是打理起

來更費事。此外，

車的玻璃上很容易就會落灰塵，

如果打理不善，不僅影響視線，

更有可能造成密封圈老化。天窗

設計有防擠壓的功能 , 在天窗軌

道有灰塵受阻的情況下就會出現

密封不良的問題 , 要經常擦拭軌

道。此外還有可能造成排水系統

出問題，造成雨水流入車內。

天窗因為也是汽車的一個

零部件，為了保證天窗開啟的正

常，通常在天窗部位裝有滑軌。

而因為天窗在車頂，經常會有雜

物留到天窗的滑軌中，而一旦清

潔不及時，滑軌就容易受阻而損

壞，導致天窗打不開。所以買車

選擇天窗的用戶，除了日常的保

養之外，天窗的保養也不能落下。

帶有天窗的車子夏天比較

曬，天窗比硬頂的車頂要薄一

些，夏天車內會更熱，也不具備

防紫外線功能。

最重要的一點，帶天窗的汽

車售價普遍偏高，很多人買車前

覺得天窗很好，買後沒用幾次就

想不起來再用，但如果疏於打

理，車出了問題又覺得麻煩，所

以，要不要天窗，一定要在買車

前考慮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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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cedes-Benz
Vans born to run.

Vince Pelkman Brian Colin 

花錢更少
載的更多。
2019 款 SPRINTER 廂型車
起價：$48,888

車隊 / 廂型車

銷售經理

車隊 / 廂型車

銷售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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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賓利 Continental GT
在 10 款最佳內裝車款當

中，賓利 Continental GT 價格

最為昂貴。該車在英國 Crewe 
工廠，由 1000 名工人費時 100 
小時手工製作，其中光是雙鑽

刺繡，就需要超過 31 萬針來完

成，擁有絕佳的細膩度。

此外，車室內精緻的木材和

金屬飾件，連接至車門形成一個

柔和一體化的感受，可謂精緻、

奢華的最佳代表，視覺效果更令 
WardsAuto 的編輯讚歎不已。

2. 寶馬 M850i
寶馬 M850i 的內飾設計雖

然以簡潔為主，但檔次感並沒有

降低，相比同級別的奔馳和奧

迪，寶馬內飾更偏運動風格，

車內使用許多高級皮革與金屬材

料，帶來一種溫馨又豪華之感，

整體的視覺效果設計彷彿一件藝

術品。

WardsAuto 評審表示，對

於水晶擋桿的設計、中控台飾板

獨特的鋁質紋路、iDrive 的旋鈕

控制與高科技感，都讓 M850i 
的內裝設計獲得很高的分數。

3. Genesis G70
現 代 旗 下 的 高 端 車 型

Genesis G70 之 所 以 能 拿 到

Wards 十佳內飾的前三名，是

因為在內飾設計方面相當細緻，

而且用料考究，比如座椅採用了

優質皮革和打孔，而座椅、儀表

的鋒線都顯示了其豪華風格。另

外，不管是 G70 的娛樂系統、

駕駛輔助系統設計都別具一格，

而方向盤、座椅等人體工程學的

設計理念，也讓其加分不少。

4. 現代 Santa Fe
第四代現代 Santa Fe 的內

飾設計以簡潔為主，但富有科技

感，環抱式座艙的設計顯得左右

分明。從中控大屏、物理功能按

鍵、變速箱擋桿呈一條直線設

計，層次感分明，不管是視覺還

是觸覺感都相當不錯。

以車輛的配備來說，該車擁

有先進駕駛輔助系統，好操作，

且還有可加熱的第二排座椅，無

線充電設備，第二排遮陽簾和鋁

質的迎賓踏板等等，許多配備可

能都要在豪華車上才可擁有。

5. 吉普 Gladiator
吉普 Gladiator 內飾相比上

一代車型而言造型更時尚，但野

性依舊。儀表盤中央是一塊 7 英

寸液晶顯示屏，中央的多媒體系

統則是一塊 8.4 英吋彩色觸屏，

科技感和功能基本與牧馬人保

持一致。該車內飾用料高級，

在這款皮卡的車裡會有一些高端

SUV 的味道。

6. 林肯 Nautilus
作為一款中大型 SUV，林

肯 Nautilus 車內有強烈的美式

豪華感，用料也非常考究，不管

是座椅的鋒線還是人體工程學設

計，都讓人感覺到這款車的內飾

設計很溫暖，一體式的中控台設

計使用起來也十分便捷。

7. 奔馳 A220
雖 然 A 級 只 是 奔 馳 的 入

門級車型，卻是奔馳首款搭

載 MBUX 多媒體系統、支援

Mercedes me 服務的作品，進

入車內你就會感受到撲面而來的

豪華感和儀式感，車內典型的奔

馳空調出風口，科技感十足的方

向盤，還有自帶物理按鍵的功能

區，都被設計得井井有條。

而最吸睛的還是儀表盤和中

控一體的大屏，它可以做到雙屏

互動。MBUX 智能信息娛樂系

統具備更好的導航、語音辨識功

能和直觀的觸控螢幕，整體科技

感十足。

8. 尼桑 Kicks
作為一款小型 SUV，日產

Kicks 的內飾在評委眼中能高於

沃爾沃車款，可見設計師在內飾

設計上的用心，比如多功能方向

盤、中控台以及檔桿區、座椅等

區域的縫線，都讓人感覺尼桑的

親民設計。另外車內很多區域包

含方向盤、座椅以及很多功能區

按鍵都採用了人體工程學設計，

充分考慮了駕駛者的習慣和開車

方式。

9. 豐田 RAV4
全新一代的 RAV4，不管是

外觀還是內飾設計都較前代產品

有了十足進步，在豐田 TNGA
架構下，豐田 RAV4 的內飾設

計更偏向運動化、年輕化和科技

化，設計風格以簡約為主，中控

佈局規整並有時尚感和科技感。

多功能方向盤、檔把功能區和儀

表大屏等等設計都讓年輕人易於

接受。

10. 沃爾沃 V60
V60 車內有著濃郁的北歐

風格，不管是一體式的儀表台還

是以簡約色為主的內飾顏色，多

功能的方向盤設計都不拘一格。

從儀表大屏到中央扶手連接式的

設計，讓人看到了未來汽車的科

技感。在中控台的造型設計採

用斯堪地那維亞式的百葉窗造型

風格，帶來一種簡約俐落的感

受，且車輛內裝的高密合度，

評委稱使得車室「有一種家的溫 
暖。」

Genesis G70

M850i

豐田RAV4

吉普Gladiator

奔馳A220

賓利Continental GT

尼桑Kicks

林肯Nautilus

沃爾沃V60

現代Santa Fe

美國權威汽車雜誌
【看中國訊】美國權威汽

車雜誌《Wards Auto World》公

布了「Wards十佳汽車內飾」排

行。今年共有32 款全新發表或

改款新車獲得提名，並由8 位

WardsAuto 的編輯於二三月進行

評分，評估的標準包含每輛車

的設計美感、舒適性、人體工

程學、材質、完整度以及儀表

板、方向盤與相關控制裝置的

操作友善度等等。

WardsAuto 表示，在車

輛提名與評選時，沒有售價

考慮，所以這一次獲選的10 

款最佳內裝車款，從最便宜

的尼桑Kick s到最貴的賓利 

Continental GT，新車售價價

差就達到10 倍。

Mercedes-Benz Country Hills,  2450 Country Hills Blvd NE, (587)806-3762, mbcountryhills.ca

Mercedes-Benz
The best or nothing.

不僅僅是一個標誌。
訪問加拿大最大的奔馳車行。體驗貼心周到的客戶服務和
便利設施。

快速便捷服務 內設美食館

31個維修塢 Country Hills兒童俱樂部

60多個車位的展廳 顧客勤務員和接待員

室內二手車展廳 免費的維修替換車

豪華客戶休憩廳 免費機場班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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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獅子關水上棧道位於恩施市宣恩

縣城珠山鎮，這是湖北最美漂浮橋，其命

名為「廊橋遺夢」。

恩施獅子關漂浮式「水上棧道」長約

500 米，寬 4.5 米，順著蜿蜒的河道建設而

成，可同時容納 10,000 人在上面行走。行

走在恩施獅子關水上棧道漂浮橋上，觀兩

岸，層巒疊翠，群峰莽莽，萬樹蔥蘢呈玉

錦，舖紅綴綠。林間鳥語花香，花叢蜂飛

蝶舞，怎不叫人心曠神怡。憑欄遠眺，青

山隱隱，白雲幽幽，湖天一色，令人陶醉。

以往人們只能坐船瀏覽山水，現在可以

走在這條棧道上更親密地接觸自然了。碧綠

的河水，行走其間，鳥叫蟲鳴，十分愜意。

從恩施獅子關俯瞰，蜿蜒的浮橋橫亙在水面

上，讓人驚嘆不已。遊客們盛裝打扮，浮橋

上留下一道道或時裝或旗袍的靚麗倩影。

位於恩施市新塘鄉雙

河村至木栗園村的一段公

路被稱為「天路」，也是恩

施最著名的「壁掛公路」。

這條公路是由當地村民

勤勤懇懇挖鑿出來的，地

勢險峻，像一條絲帶貫穿

了整個山谷。這裡也常常

成為各種公路汽車最想要

征服的地方。春夏雲霧繚

繞，冬天銀裝素裹，既是

險境又如仙境。

來到恩施就不能錯過恩施大

峽谷，這段可以媲美美國科羅拉

多大峽谷的地方。大峽谷中的景

觀都是自然形成，原始森林、千

丈瀑布、山頂雲海，還有喀斯特

地貌讓人稱奇。峽谷中人工挖鑿

搭建的「絕壁棧道」也必須得去

體驗一次，穿梭在山腰間，腳下

是村莊、田野、河流，驚心動魄

又美不勝收。

更重要的是，這樣一個迷醉

人的地方建了一個「中國最長旅

遊觀光電梯」。位於恩施大峽谷

景區的全球最長旅遊觀光電梯全

長 688 米，修建於七星寨景區，

起於大樓門，止於甘堰塘返程中

心。頂部採取土家風格的青瓦蓋

頂，周圍種植大量攀籐植物，與

恩施大峽谷鬼斧神工的自然景觀

融為一體。

恩施位於湖北的西南部，身處深山之中，被崇山峻嶺環抱。
你聽過的《山路十八彎》裡的每一句都能在恩施看到，300 度的
急轉彎，懸掛於山腰的人工公路，漂浮在湖面的棧道，還有曾經
的世界第一高橋等等。進入恩施，你都得好好體驗。

必遊
景點推薦賞北緯30度的自然恩賜

湖
北恩施1

在中國的湖北省，有一個屢屢被稱為
秘境的地方。 它是被美國 CNN 評選出的
中國最美仙境， 它是被《中國國家地理》評
選為「中國最美的地方」， 它是被列入《世
界遺產名錄》的世界文化遺產旅遊地。

這裡一年四季景色均不同，但不管你
何時來，總能邂逅它的最美時態：

春天，這裡有深藏在大峽谷裡的「小
仙本那」；

夏天，這裡又變成自帶空調的「世界
涼都」；

秋天，這裡漫山的紅葉又被譽為「南
方喀納斯」；

冬天，這裡的雪景又堪稱「中國版阿
爾卑斯」。

它 就 是 湖 北 唯 一 的 少 數 民 族 自 治
州——恩施。

恩施擁有無數秘境裡的美景，卻因為
獨特的地理位置，讓它一直沒有像大理、
麗江、杭州這些熱門景點般有蜂擁而至的
遊客，多年以來只顧自己靜靜地美著。

壁掛公路：當地村民徒手開鑿的山路

獅子關水上棧道：走在水上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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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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祇園祭的由來

據說 1150 年前的貞觀 11
年（公元 869 年），日本京洛

地區瘟疫流行，很多人喪命。

為了驅除瘟疫，八阪神社按照

當時國家的屬地個數 66 製作了

66 根長矛和 3 座神轎，列隊送

到神社總殿祭祀後，瘟疫就平息

了。傳說這種驅除瘟疫的「御靈

會」就是「祇園祭」的前身。以

後，每當疫病流行的時候就會不

定期舉行，逐漸演變成了今天的

固定祭神節日。因八阪神社也被

稱為祇園神社，因此被稱作「祇

園祭」。

祇園祭山鉾行事

日本的祭祀活動與中國很

相似，就是迎神和送神兩個核

心。「祇園祭」作為日本最富盛

名的祭典，從 7 月 1 日的「吉符

入」開始到 7 月 31 日的「疫神

社夏越祭」結束，歷時一個月的

時間，每天都有相應的神事與活

動，但其核心活動就是迎神和送

神兩件事。

7 月 17 日前的一切都是為

迎接神靈做準備，準備完畢後，

17 日開始迎神。 17 日上午 9 點

花車從神社總殿出發，一路巡

行為「神輿」（即神轎）通過淨

場，歷時 2 個小時，當天下午

京都八阪神社總本社的

「祗園祭」，是日本最著名的

三大祭之一，也是日本夏季

規模最大、歷時最長、最有

欣賞價值的日本傳統祭神活

動。其壯觀華麗的陣容，美

輪美奐的表演，金碧輝煌的

裝飾，無一不是日本傳統文

化精髓的體現，每年都會吸

引海內外超過100萬人次光
臨。對於日本文化迷來說，

絕對是一場精神與視覺的饕

餮盛宴。其嘆為觀止的重頭

戲「祇園祭山鉾行事」（花車

遊行）已登錄為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無形文化遺產。

4 時正式迎神，三座神轎「中御

座」、「東御座」、「西御座」從

八阪神社出發前往神祇的旅所

（即神靈休息和住宿的地方），

稱為「神輿渡御」。經由氏子

（即信徒）的區域，在到旅所前

沿途所進行的各種儀式稱為「神

幸祭」，神幸祭前的花車遊行被

稱為「前祭」。在旅所停留一段

時 候 後，7 月 24 日 9 點 30 分

不同的「山鉾」再次出巡淨場，

下午 5 點將三座「神輿」從旅所

恭送回神社總殿，沿途中所進

行的各種儀式稱為「還幸祭」，

「還幸祭」前的花車遊行被稱為

「後祭」。

（下文轉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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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時期的包拯，一生以廉潔著稱，

他在晚年，曾為自己的子孫後代，立下了

一條家訓：「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

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入大塋

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

就是說：後代子孫若是做官，一定

要清明廉正，決不允許貪贓枉法、傷天害

理，否則就不是包家子孫，死後不得葬入

祖墳。

包拯是這樣詔示後代的，他的一生，

更是這樣嚴格自律。

宋仁宗慶曆九年，包拯被朝廷任命為

端州（今天廣東省肇慶市）知州。有一

天，來了七、八位老先生，要拜見包拯。

包拯熱情地招待他們。閒談中，大家說起

了端州名產 —— 端硯，這時，一位名字

叫徐樂天的老秀才，氣呼呼的「哼」了一

聲說：「幸虧這種名產還不多！」包拯聽

到了徐樂天的話，覺得他是話中有話，便

暗記在心。

過了幾天，包拯專門來到徐樂天家

裡拜訪他，包拯問徐樂天：「那天談起

端硯，老先生神態有異，莫非有難言之

隱？」

徐樂天直言相告：「大約從唐代開

元、天寶時開始，端州每年向朝廷進貢 8
塊端硯。大宋開國後，也仍然按老規矩進

貢，可就在幾年前，進貢數突然增加了 4
倍，百姓負擔不起，苦不堪言。」包拯聽

到這裡，心生疑慮，前幾天剛查閱過進貢

的卷案，分明是寫著 8 塊端硯，徐樂天

怎麼說增加了 4 倍呢 ?
徐樂天見包拯半信半疑，馬上解釋

說：「進貢的硯臺一直是 8 塊，確實沒有

增加過。但其餘的端硯，卻全被州裡的官

員們拿去送禮了。」包拯如夢方醒，難怪

前天他說這種特產還不多，特產越多，老

百姓就越苦。

包拯回到衙裡，立即把經辦貢硯的官

吏找來盤問，結果與徐樂天講的一絲不

差。包拯隨即出了個告示，規定：「官吏

貪汙的貢硯，一律交回州府，現存州庫的

貢硯，作為今後數年進貢之用，任何人不

得擅自取用。」自此，端州官紳貪汙端硯

的陋習，才被革除了。

包拯在端州做了一年知州，深得民

心，成績卓著，被朝廷提升為御史。離開

端州時，州府官吏和鄉紳，無一人敢送禮

給他。

臨走那天，僕人包興說：「適才在接

官亭，替你收了一件徐樂天送來的禮物，

望大人不要怪罪我。」包拯打開一看，原

來是一塊端硯，還有一封信。信中除讚揚

包拯的政績外，說這塊端硯是他祖傳的，

請包拯一定收下。

包拯看後，嘆了口氣說：「我好不容

易花了一年的工夫，把端州官紳貪汙硯臺

的陋規革除了，現在又接受他人的端硯，

帶進京城，這豈不叫人笑話？」他一氣之

下，就把端硯拋到河裡去了。

就這樣，包拯雖在端州當了一年的父

母官，卻沒帶走一件端州的名產 —— 端
硯。

（事據清代《淵鑑類函》）

包公故事——端硯雖小 名節事大

FOTOLIA

裝飾著巨大的長毛，車上載有小

屋，最大的「鉾車」車輪直徑 1.9
米，高25米，地面到屋簷8米，

上面有樂師演奏。「鉾車」最重

可達 12 噸，由大約 40 到 50 人

拉車。「山車」相對較小，沒有

長矛，一般上面用松樹裝飾，是

像轎子那樣抬著的，一般重約

1.2 至 1.6 噸，14 人到 24 人抬

著走，但是「螳螂山車」除外，

它的輪子是可以活動的。另外有

觀音像的山車高達 15 米。組裝

巨大「鉾車」的時候，一個釘子

也不使用，只使用繩索，這是日

本古老的傳統技術。

每年的「山鉾」遊行路線

是固定的，出場的順序需要抽

籤。但是「長刀鉾」永遠是第

一個出場。「長刀鉾車」在車

的前方的頂部裝有稱為「長刀

鉾」的長刀。據說因為當瘟疫

流行時，一裝飾了長刀，瘟

疫就停止了。如此威嚴雄武

的「長刀鉾車」怎麼能不排在

第一呢？「長刀鉾車」也是最

具威風的車，上面是很多樂師

在演奏。大概有七八層樓的高

度，裝飾也格外的金碧輝煌。

「長刀鉾車」一直沿用古代的祭

規，女人不能蹬長鉾車，足以

見證現代日本人對神靈的虔誠

和對傳統的尊崇。

移動中的美術館

每一花車的裝飾都是一個

故事或者一個傳說，像「伯牙

山」、「螳螂山」等都是有來自

中國的傳說和典故。花車的外形

各有特色，由於是各町財力的體

現，因此各町都各顯神通，傾力

而為，因而花車豪美無比。這些

花車的裝飾雕龍刻鳳，豪華絢麗

都是各町的珍藏品，有很多是非

常昂貴的來自波斯、印度、中國

等地的古老手工印染。因而素有

「移動美術館」的美譽。

 最豪華的「宵山」

「祇園祭」的精髓除了「山

鉾巡行」（花車遊行），當屬「宵

山」了，這是絕對不能錯過的精

神和視覺晚宴。「宵山」就是「夜

祭」。分別為，7 月 14 至 16 日

的「前祭宵山」，7 月 21 日至 7
月 23 日的「後祭宵山」。

「前祭宵山」比較精彩，這

三天，各町凝聚町內眾人智慧和

心血裝飾得富麗堂皇的花車——

「山鉾」都已經組建好了，掛滿

點亮的「駒形提燈」，擺放在各

町街口，供人欣賞，這就是「宵

山」。 14 日被稱為「宵宵宵

山」，15 日是「宵宵山」，而

16 日才是真正的「宵山」。這

期間的 15、16 日京都的「四條

通」、「烏丸通」等主要街道都

會禁止車輛通行，成為了步行者

的天堂。

晚上 6 點開始，日本的各種

攤販紛紛登場，各種文化展覽也

會閃亮登場，此時京都人也會打

開家門，把自己珍藏的珍奇字畫

拿出來供人們欣賞，城市的節日

氣氛達到高潮。

大街上人如潮湧，

穿著美麗浴衣的少女，

穿行人海中，古韻頗豐。

街區到處都是巨大珠簾般

的「駒形提燈」照亮夜空，

此時京都的夜晚燈火輝煌，

火樹銀花，

是京都一年中最美的夜。

「祇園囃子」這種祇園祭特

有的音樂，是由笛、鼓、鉦三種

樂器合奏的。也會在此時悠然響

起，悅耳的音樂以其獨特的音色

響徹京都的夜空，那古典的旋律

此伏彼起，迷人心魄，使人感覺

彷彿回到了遠古的平安時代。

（上文接 C1）
整個遊行，前、後祭的花車

出巡路線是相反的。花車遊行最

精彩的地方，是穿著一色的古典

節日服飾的拉車勇士們，喊著響

徹雲霄的號子，將巨大的花車轉

動 90 度，稱為「轉街角」。幾

十人一起喊著響亮的口號，齊心

協力移動巨大之物，那宏偉壯觀

的場面正是日本人集體精神的體

現，讓人洞心駭目，嘆為觀止。

「前祭」和「後祭」的花車

遊行是最熱鬧繁華的時刻，遊行

中都有各種傳統表演，絢麗多

彩，美輪美奐。「後祭」稍稍遜

色，因「前祭」23 個花車，後

祭有 10 個花車。但「後祭」可

以看到花傘表演和平時難得一見

的真正的藝妓表演。

甚麼是「山鉾」

「祇園祭」的最精彩的部分

也是「祇園祭」的主要活動，

就是「山鉾巡行」（即花車遊

行）。花車一共有 33 座，由京

都 33 個町 ( 區以下的行政單

位 ) 分別打造。「山鉾」是「山

車」和「鉾車」（即遊行用的各

種花車）的總稱。

「山車」與「鉾車」的區別

就是，「鉾車」比較大，車頂部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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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的智慧與才華，人盡

皆知。其外貌俊美，儀表堂堂，

身材魁梧，在當時已經很引起眾

人的注目了。但是，當諸葛亮娶

妻子黃月英後，大家對他的審美

觀開始議論紛紛，竟然娶了一個

如此不登對的「醜女」。

黃月英是諸葛亮的恩師黃承

彥的女兒，雖然她其貌不揚，但

卻「有奇才」，不是普通女子。

《三國演義》中說：「武侯之子諸

葛瞻，字思遠。其母黃氏，即黃

承彥之女也。母貌甚醜，而有奇

才；上通天文，下察地理；凡韜

略遁甲諸書，無所不曉。武侯在

南陽時，求以為室。」

黃月英的奇才，早在諸葛亮

還沒娶她時就見識過了。有一

次，諸葛亮到黃府拜見恩師，想

不到一進門，就迎面兩頭惡犬撲

上來，把諸葛亮嚇了一跳。黃府

的丫環連忙朝兩頭惡犬的頭上拍

了一下，兩頭惡犬立即停止動

作，仔細一看，原來是兩隻木頭

做的機器狗。而這狗就是黃月英

In China, Zhuge Liang’s wisdom 
and talent as a military strategist are well 
known. He had a strong build and stood 
eight feet tall. Needless to say, he easily 
captured peoples’ attention. Nonetheless, 
when he married Huang Yueying, everyone 
began to question his taste because she was 
very homely.

She was the daughter of Liang’s 
mentor, Huang Chengyan. However, even 
though she was not very pretty, Liang saw 
her as a very talented woman.

One day, Liang visited his mentor’s 
home. As he stepped into the house, two 
fierce dogs lunged at him and frightened 
him out of his wits. A maid quickly ran out 
and patted the dogs’ heads, which made the 

dogs sit still. Upon closer inspection, Liang 
realized that the dogs were made of wood. 
It turned out the dogs were created by 
Yueying. He marveled at the ingenuity and 
creativity it must have taken to invent these 
mechanical dogs.

Huang Chengyan saw this, laughed, 
and said: "These dogs were created by my 
daughter in her spare time." Then, Liang 
noticed an exquisite drawing hung on the 
wall with the caption: "The roadmap of 
the Cao family’s courtyard." Chengyan 
added: "This is nothing, just my daughter’s 
graffiti."

By now, Zhuge Liang realized that 
Chengyan’s daughter was very talented 
and extraordinary. Even though he saw 

that Yueying was not very pretty, he was 
interested in marrying her because of her 
virtues. He understood that a woman’s 
looks were a low priority.

After Yueying became Liang’s wife, 
she took care of the household chores 
single-handedly, including the milling and 
farming. She was polite, cordial, and kind 
toward others. As a result, Liang had no 
worries and was able to devote his time 
to State affairs. Over time, everyone’s 
perception of this "not nice-looking 
woman" gradually changed. They now 
admired Zhuge Liang’s unique foresight 
in finding such a kind, virtuous, and 
intelligent wife.

It was even said that when Liang’s 

friends came to visit, it took Yueying just 
a little while to get the food ready. The 
guests were puzzled at her speed and 
went to the kitchen to look. They were 
dumbfounded to see a wooden donkey 
milling the noodles. In addition, Yueying 
found a way to bring food to armies in the 
battlefield by inventing the wooden ox, 
which was an early form of the modern-
day wheelbarrow. She also invented a kind 
of semi-automatic crossbow. Yueying was 
very knowledgeable of mechanization.

We need to be careful not to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This "woman" turned 
out to be of extraordinary intelligence and 
a virtuous wife, who was very compatible 
with Zhuge Liang.

Wise Zhuge Liang Married a Virtuous Wife

發明的。

當諸葛亮誇讚兩隻木頭狗的

巧思創意時，黃承彥笑說：「這

不過是小女沒事時做來玩的。」

諸葛亮看到廳堂的壁上有一幅

〈曹大家宮苑授讀圖〉畫得很精

緻，黃承彥又說：「這也不過是

小女信手塗鴉的作品。」諸葛亮

大概此時心裡也有底了，知道這

位黃家小姐一定多才多藝、很

有內涵的人。所以儘管諸葛亮

知道黃月英「黃髮黑膚」，是個

醜女，也不在意了。畢竟聰明

的諸葛亮也知道他要娶的是「賢

妻」，而不是花瓶。

果然，黃月英嫁給諸葛亮之

後，親操杵臼，兼顧農桑，家裡

面大小事情一手包辦，無須諸葛

亮擔心。她處事得宜，待人親切

和藹，不但諸葛亮可以在國事上

全心付出，無後顧之憂，就連他

的親友們也時常在諸葛亮的家中

受到溫馨招待。

久而久之，大家對這位「醜

女」的觀感逐漸改變，都敬佩諸

葛亮獨到的眼光，娶到一位既聰

慧，又賢良的好妻子。

據說，諸葛亮的朋友們來拜

訪他，當要用餐時，有的人想吃

飯，有的人想吃麵，黃月英沒有

難色，一下子就把飯、麵都煮好

了。後來，客人去廚房窺視，才

知道原來廚房裡有好幾個木頭機

器人在幫助舂米，還有木頭機器

驢快速的在磨麵，難怪一下子就

飯菜齊備了。由此可見，黃月英

真可謂是一代創意大師，極有創

造力和效率，連煮飯、煮麵都可

以用木頭機器設備代勞，真是現

代婦女們也望塵莫及啊。

此外，黃月英還發明了一

種新的運輸工具叫做「木牛流

馬」，幫夫君解決十幾萬大軍的

糧草輸送問題。後來，她還發明

了一種出奇致勝的半自動新式武

器，叫做「連弩」，這種武器可

以大幅提高弩箭射擊頻率，出奇

致勝，據說魏國大將張郃就是被

「連弩」射死的。

黃月英對諸葛亮呵護照顧細

心周到，她想到當諸葛亮夏天到

南方出征時，會遇到可怕的瘴

癘之氣，於是發明瞭「諸葛行軍

散」和「臥龍丹」，以防萬一生

病時可以服用。

人不可貌相，像這樣既聰慧

又賢淑的妻子，也只有大智慧如

諸葛孔明者才能匹配吧。

慧眼獨具諸葛亮 娶得賢妻歸

古
代
女
子
畫
像

◎文：紫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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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密 西 根 大 學 太 空

天 氣 研 究 團 隊 6 月 4 日 在

權威期刊《天文物理期刊通

訊》（Astrophysical Journal 
Letters，ApJL） 上 刊 登 他 們

的最新研究，揭示了科學家將

如何利用美國國家航太總署

（NASA）去年發射升空的「派

克太陽探測器」（Parker Solar 
Probe）論證「日冕過熱」假

說，一探這個存在了很久的太

陽之謎。主導論證「日冕過熱」

假說研究的密西根大學太空天

氣學教授「派克」任務首席研究

員卡斯伯（Justin Kasper）表

示：「再等兩年，我們就能揭曉

這個每天在我們眼前發生，500
年未解的太陽之謎。」

該研究指出，派克探測器

將完成人類首次「碰觸太陽」任

務，透過一次比一次更接近太

陽大氣層的運行，「撈取」太陽

風與日冕並對其進行速度、溫

度、密度的測量，瞭解導致太

陽日冕過熱的機制，驗證「磁流

體動力學震盪」是否存在。

派克太陽探測器的觀測資

料，能夠使科學家更準確地預

測與「日冕物質噴發」（coronal 
mass ejection，CME）有關的

「太陽風暴」。

人們都知道一個物理常

識，離熱源越近，溫度越高，

越遠溫度越低。但這個常識在

太陽那裡卻反過來了。太陽表

面約為絕對溫度 6000K，而大

氣層的溫度遠遠超過太陽表面

的溫度。

據科學家的估算，離太陽

中心最近的光球，溫度是幾千

度。稍遠些的色球，溫度從上

萬度到幾萬度。而距離太陽中

心最遠的日冕，溫度竟然高達

200 萬度。這一點令人不可思

議。

一般情況下，我們把太陽

大氣分為六層，由內往外依次

命名為：日核、輻射區、對流

層、光球，色球和日冕。

日核的半徑占太陽半徑的

四分之一左右，它集中了太陽

質量的大部分，並且是太陽百

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能量的發生

地。

光球是我們平常所見的明

亮的太陽圓面，太陽的可見光

全部是由光球面發出的。

而日冕位於太陽的最外

層，屬於太陽的外層大氣。太

陽的日冕延伸到外太空數百萬

公里，太陽風就是在這裡形成

並發射出去的。根據磁流體動

力學震盪理論，「阿爾文波」

（Alfven waves）可以加速帶

電粒子，使得日冕上的帶電粒

子在微觀中加速震盪，巨觀上

溫度升高，而這種加速震盪甚

至能使粒子脫離太陽重力的束

縛，被拋向太空形成太陽風。

太陽風暴可能干擾人造衛

星運作，也可能造成地球電力

網癱瘓。阿爾文波，是 1942 年

瑞典物理學家漢尼斯 · 阿爾文

首先發現的一種磁流體動力學

波，是用來解釋太陽黑子現象

的理論。磁流體動力學波也包

括磁聲波等。

日冕並不是氣體，而是環

繞太陽周圍的電漿光環，由以

不同速度運動的自由帶電粒子

（基本上是電子和質子）組成。

日冕為何會比太陽的中心

光球溫度高出數百倍，它加熱

的確實機制是甚麼？一直都是

一個有爭論的議題，其中被多

數科學家認可的可能的機制包

括太陽磁場和磁流體力學。

派克太陽探測器，是以美

國天文學家尤金 ·派克（Eugene 
Parker）命名的，由約翰 · 霍
普金斯大學應用物理實驗室

（APL）和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

總署（NASA）共同研製的一

具繞日無人探測衛星。

該探測器於 2018 年 8 月

12 日發射升空，是史上最靠近

太陽的航天器，其任務就是提

供有關太陽活動的新資料，揭

開日冕的奧秘，改變人類對太

陽的認知。

◎ 文：青蓮 圖：Fotolia

宇宙中有很多超出人

類知識定義的現象，用現代

科學無法解釋。許多年來，

科學家也一直在探索，但

對遙遠的太空瞭解依然有

限。隨著高科技的發展，人

類對宇宙的認知會有飛躍

嗎？

羅馬尼亞有種神秘的石

頭，不但遇水會長，還可以自

己移動。這樣的石頭從幾斤到

幾噸大小不等，被當地人稱做

特洛萬特（Trovant）。
在德語術語中，特洛萬特

意思是「膠結砂岩」。研究者

認為它們是一種砂岩，可以分

泌水泥。若將這些特洛萬特石

頭切開，裡面會看到一圈一圈

類似於樹幹的年輪。至於特洛

萬特為甚麼會「生長」，一直

是人們心中的一個謎。科學家

們經過不斷的勘測，最後推

斷，特洛萬特是在 600 萬年

前由地震產生的。

根據地質學家們的假設，

特洛萬特是由於古動力（古

地震）條件的成岩構造，並

且對應於沙子中積累的局部溶

液（特別是碳酸鹽）的沙質

沉積物的特定壓實，這些沉積

物在地震衝擊期間和內部凝聚

的影響而成為球形。此過程

中，重力、地震衝擊、溶液內

聚力（特別是表面張力）和

砂粒與液體之間的黏合強度都

有著相互關係。

更重要的是，特洛萬特是

由於地震所產生的假設，也得

到了許多實驗室的實驗支持。

在羅馬尼亞，有許多形狀各異

的特洛萬特，這些神秘的「活

石」每年吸引了許多遊客前來

觀看。

會長大會移動
的「活石」

◎ 文：藍月

探索太陽未解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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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勒比海上多巴哥的特立

尼達島上，有個被稱為彼奇湖

(Pitch Lake) 的天然瀝青湖，湖

裡沒有一點水，全是黑色瀝青。

250 多年前，西班牙拓荒者

首先發現了這個瀝青湖，並發現

了很多散落的動物骨骼。這個被

特立尼達島上的高原叢林所環繞

的湖，占地 46 公頃。

1906 年，考古學家證實，

瀝青湖的湖底埋藏著幾萬年的

動物歷史。而湖裡的瀝青正是

5000 萬年前海底生物的殘餘物

質所形成的。這些動物的屍體腐

爛後分解後，變成碳氫化合物，

滲入岩石中，漸漸成為瀝青。

專家表示，彼奇湖正好在兩

個斷層的交界處，由於斷層板塊

之間相互產生的壓力，將沉積在

深層的瀝青擠壓上來。而在瀝青

上活躍的細菌，又會在低壓瀝青

裡產生石油。

瀝青湖的湖面因常年暴露在

太陽下，有些地方變得非常乾

硬，行人可以在平坦的湖面上行

走，甚至可以騎車。但湖中央的

瀝青卻一直在往上湧。

有研究者曾用工具測量瀝青

湖的深度，發現湖心 90-100 米

下仍然是瀝青，無法測到瀝青湖

的具體深度。

彼奇湖是世上最大的瀝青

產地之一，產出的瀝青質量也

很好，有烏金之稱。它的存儲

量有多大？大約是 1200 萬公

噸。專家表示，就算每天在瀝青

湖開採 100 噸瀝青， 200 年也開

採不完。

奇特的瀝青湖     

《美國科學期刊》4 月號刊

登一項最新研究發現，飛蚊症患

者每天吃 100 ～ 300 公克的鳳

梨，3 個月後平均可減少 70%
左右的飛蚊症癥狀。

飛蚊症，是因患者眼部玻璃

體液化而產生混濁物，眼前出現

如「飛蚊」般的黑點而得名，在

直視白紙或藍天時尤其明顯。

醫學上認為與老化或用眼過

度有關。臺灣大仁科技大學藥學

系與輔英附設醫院花費 3 年時

間，利用臺灣常見的水果鳳梨，

作為玻璃體溶解術的介質，以其

生化與藥用機理，作用於人類的

飛蚊症。

在 388 名平均年齡為 42 歲

的受測者中，研究者按照患者的

嚴重狀況分為低劑量、中劑量和

高劑量三組，讓他們在每天的午

餐後依組別服用 1 片、2 片及 3
片，每片重量約 100 公克的鳳

梨。

3 個月後， 388 名受測者的

飛蚊症狀按照組別分別由 100%
降至 45.5%、37.8% 及 30.2%。

測試結果顯示，飛蚊減少的

百分比和午餐後食用鳳梨的量呈

正比，參與研究的輔英附醫眼科

醫師洪啟庭表示，研究表明，

「服用鳳梨越多，對於減少飛蚊

的效果越大」。

研究人員認為，可能是鳳梨

中的酵素可分解微纖維增生的細

胞外物質，及增加玻璃體中的抗

氧化物，減緩了活化氧對人類水

晶體的破壞。

共同參與研究的大仁科技大

學藥學系謝博銓教授表示，人們

很早就知道，鳳梨中可萃取出許

多酶或蛋白質，可以提供藥學上

抗鎮靜與發炎、抗水腫、抗血

栓、纖維溶解功能，治療範圍包

括急性發炎、運動傷害、改善心

血管異常、月經異常、減少肺水

腫、減肥等功能。此次發現鳳梨

可有效治療人類飛蚊症、視網膜

裂孔、預防視網膜剝離等，則是

全球首次發現。而且與藥物不

同，使用鳳梨治療飛蚊症，沒有

任何後遺症。

鳳梨緩解飛蚊症
◎ 文：天羽 圖：Fotolia

◎ 文：紫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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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媽媽，你和爸爸幾點

會回來？」冬冬高興的拿起話

筒，歡快地問道。

「對不起，冬冬。爸爸、媽

媽今天不能回家吃晚飯了，你和

小蘭阿姨先吃吧！」電話中，媽

媽的聲音充滿了抱歉。

「但今天是我的生日啊！你

和爸爸昨天不是答應我，今天會

早一點回家嗎？」冬冬急道。

「對不起，兒子，今天有一

個重要的客戶，爸爸、媽媽實在

沒辦法。要不，你讓小蘭阿姨帶

你去吃麥當勞，吃多少都可以。

我和你爸明天再幫你補過生日，

怎麼樣？」

「補過？你們每次都這樣， 
但是每次你們不是忘了，就是說

有更重要的客戶。我不管，今天

你和爸爸一定要回來！」冬冬不

依道。

「你乖，這個客戶真的很重

要，爸爸、媽媽真的不能回去。

哎呀！你爸叫我了，不能說了。

就這樣吧，讓小蘭阿姨帶你去吃

麥當勞啊……」

「但是小蘭阿姨……」冬冬

急著說道。

「嘟 ... 嘟 ...」媽媽已經掛斷

了電話。

「但是，小蘭阿姨今天放假

呀！」冬冬對著掛斷的電話，喃

喃地說。

冬冬失落的盯著對面書桌

上的電腦，抱怨道：「有多少次

了，爸爸、媽媽總是那麼忙，忙

到抽出一天陪我過生日的時間都

沒有。雖然事後總會給我很多的

零用錢，但是我只想可以和爸

爸、媽媽，開開心心的過一次生

日啊！」

「為甚麼？為甚麼要騙我？

既然不能回來，就不要答應我

啊！與其給了我希望又讓我失

望，還不如從未有過希望，你們

知不知道？在你們眼中只有錢、

只有客戶，心裡根本沒有我這個

兒子。這是第幾次了？生日、兒

童節、家長會、暑期旅行，你們

給了我一個又一個的承諾，卻從

來沒有實現過，都是謊言！如果

能有一個世界是誠信的，不虛偽

的國度，人與人之間都會和睦相

處，那該多好呀！」冬冬胡思亂

想的想著，「只可惜，沒有書中

寫的桃花源，故事中的君子國也

只是一個傳說，誠實島更是一個

童話，否則不管它有多遠、在哪

裡，我都一定要找到它！」

「你真的想去嗎？」一個聲

音忽然傳到冬冬的耳朵裡。

「誰？是誰，是誰在跟我說

話？」冬冬馬上坐起身，警惕的

看著四周。

「你真的想去嗎？」那個聲

音又響了起來，冬冬從床上跳了

起來。

「到底是誰？不要跟我開這

種玩笑，我會報警的。」這個聲

音很陌生，不是小蘭阿姨，也不

是同學，而且門外也沒有動靜。

「是我啦！你往枕頭上看。」

這個聲音從冬冬的床上傳來。

冬冬的視線落在自己的枕頭

上，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

睛，吃驚的看著那隻可愛的黃色

小熊，他竟然會動！

「怎麼啦？不會還不認識我

吧？咱倆已經友好相處兩個月

了，這兩個月以來，你的頭一直

都壓在我的身上，幸虧你的頭不

重，又經常洗頭，否則我才不要

理你呢！」

「你、你是誰？」冬冬緊張

的問道。

「我？我是小精靈——藍可

呀！你不是想要去一個沒有利益

與謊言的世界嗎？」藍可問道。

「有嗎？真有那樣的世界

嗎？」冬冬好奇的問。

「當然有。你們人類不是有

一句話叫做『無奇不有』嗎？告

訴你，這個世界上有很多東西，

都超出你們人類的想像。就拿我

來說吧，你們人類老認為我是只

存在於童話世界中，其實這個童

話世界就在你們的身邊。告訴

你，所有的東西都是有生命的、

有思想的，只是不存在於同一個

空間。但是，你們人類的知識太

狹隘啦！你們就是不承認，總以

為自己是這個宇宙的老大，要不

是其他世界的生物不與你們一般

見識，哪有你們的天下？不過，

照人類這樣下去，早晚得重演歷

史。」藍可擔心的說。

「你說，所有的東西都有生

命、有思想？也包括我的桌子和

椅子嗎？」冬冬睜大了眼睛。

「那是當然了。哎！別說這

麼多了，你要不要跟我走？過了

時間，你就過不去了。」藍可催

促道。

「去！我當然要去！」冬冬

想也不想，一口就答應了下來。

「好，你拉著我的手，閉上

眼甚麼也別想。對，更不能想

壞的事情，否則會被吸進『暗

之門』就糟了。」藍可叮囑道。

（待續）

◎文：滌凡

譯文
他們的子孫世代領受俸祿，

奢侈豪富，出門時輕車肥馬，春

風得意。

朝廷還詳盡確實地記載他們

的功德，刻在碑石上流傳後世。

周武王磻溪遇呂尚，尊他為

「太公望」；伊尹輔佐時政，商

湯王封他為「阿衡」。

周成王佔領了古奄國曲阜一

帶地面，要不是周公旦輔政哪裡

能成？

姜子牙助周滅商

姜子牙在渭水垂釣，用直鉤

釣魚，不但不用魚餌，魚鉤還懸

在水面上三寸。有人問他這樣能

否釣到魚，他回答說願者上鉤。

周文王出獵，在渭水遇到姜子

牙，兩人談論之後，文王大喜，

立其為國師。

姜太公給文王制定的戰略，

首先是「修德以傾商政」。就有

四十多國先後歸順了周。到文王

晚年，「周有天下三分之二」，

完成了對商的戰略性包圍。

文王死後，武王繼位，姜太

公輔佐武王伐紂。武王在出師前

卜了一卦，結果很不吉利，偏又

趕上暴風雨，諸侯們都很恐懼。

姜太公卻認為，決定大事不能靠

占卜，應抓住戰機立即出兵。結

果是大獲全勝，商朝被滅。武王

佔領殷都後，把紂王存放在鹿臺

的錢和儲藏在鉅橋的糧食散發給

窮苦的百姓，並且為商朝的忠臣

比干的墓加土，還釋放了被紂王

囚禁的箕子，從而深得民心。

姜子牙作為周朝的開國功

臣，受封於齊，都城在營丘（今

日的山東臨淄）。子牙到齊國

後，開始改革政治制度、大力發

展商業，讓百姓享受魚鹽之利，

使齊國很快成為大國之一。姜太

公活了一百多歲，但其葬地始終

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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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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祿侈富，車駕肥輕。

磻溪伊尹，佐時阿衡。

    shì  lù    chǐ  fù

   pán  xī    yī   yǐn

 chē   jià  féi qīng

zuǒ  shí   ē   héng

策功茂實，勒碑刻銘。
   cè  gōng mào shí       lè    bēi  kè  míng

奄宅曲阜，微旦孰營。
   yǎn zhái qū   fù     wēi dàn shú yíng

作者

李 白（西 元 701-762 年）

字太白，號青蓮居士，中國唐朝

詩人，祖籍隴西成紀（今甘肅

省秦安縣北）。李白自幼才華洋

溢、博學廣識，及長任俠好義、

輕財重施。四十二歲時，賀知章

見其文，歎為「謫仙人」，向玄

宗推薦，詔供奉翰林，因侍才傲

物，不容於權臣親近，賜金放

還。安史亂興，永王璘以抗敵為

名，聘為幕府，後李璘兵敗，李

白被流放夜郎，途中遇赦得釋。

依族人當塗令李陽冰以終，世稱

「詩仙」。

語譯

我在花間中置放一壺美酒，

自斟自飲沒有人陪伴，我舉酒杯

邀請明月共飲，月光下映著自己

的身影，就這樣算了三個人。但

明月不懂得飲酒的樂趣，影子也

只不過是跟隨著我。我只能暫且

將明月、身影作為伴侶，趁著春

天的好時光行樂。我歌唱時，明

月伴著歌聲徘徊，我起舞時，影

子也跟著錯落擺動。清醒時，我

和明月、影子一同歡樂，酒醉後

便各自分離。我願永遠和它們結

為忘情的好友，相約日後在遙遠

的天河相見，再也不分離。

賞析

這是一首心靈獨白的詩。詩

的開始：背景是花間，道具是一

壺酒，登場角色只有他一個人，

動作是獨酌，加上「無相親」，

顯示一人獨酒的無趣。但作者突

發奇想，將天上的明月與自己的

影子拉來作伴，一同飲酒行樂，

載歌載舞，寂靜的場面，就熱鬧

起來了。詩人醉後，希望與明

月、身影結為好友，最後祈願於

雲漢相會，其空靈而詩意盎然，

極富情趣。

詩人通過詩歌而讓人瞭解和

歎賞他的獨特性，這首詩可說

是詩歌中之翹楚。清．章燮《唐

詩三百首注疏》云：「先出月，

後出影，以『月影』二字交互疊

見，此連珠體。天上之月，杯

中之影，獨酌之人，映成三人

也。從寂靜中做得如此熱鬧，真 
仙筆也。」

詩
詞
賞
析

童話
樂園

初遇藍可
1智慧世界奇遇記

(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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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日清晨，紫鵑正在為良玉整理衣

冠，準備上朝，只聽院內碧華喊：「我回

來了。」兩人不覺一愣，問：「這麼快就

回來了。」碧華說：「有急事，馬上還要

回去。」良玉問：「甚麼事？」「你快上

朝去吧，晚上姐姐會告訴你的。」兩人送

良玉出了院門，碧華忙拉著紫鵑的手說：

「到玉蘭園，找大哥大嫂去。」紫鵑問：

「找他們有何事？」碧華說：「到時你就知

道了。」一進屋門，看桌上已擺好早餐，

大嫂正端了一盤點心進來，見了她倆，滿

臉笑容地說；「兩位妹妹來了，稀客，稀

客。」碧華早盯上了這盤點心，問：「大

嫂，這點心太誘人了，我能嘗嘗嗎？」大

嫂說：「還用問嗎，覺得好吃，我馬上再

做些新鮮的送去。」碧華一手一個，吃得

津津有味，說：「真甜！好吃！再吃些鹹

的就好了。」紫鵑忙從盤子裡拿出一個鹹

鴨蛋，「我大嫂醃的鴨蛋人人愛吃。」說

著把殼剝乾淨，送到碧華嘴邊。正吃得滿

嘴流油，大哥和秉仁秉義進了房內。兩人

練武歸來，滿臉汗津津，正要去洗臉，

看她們坐在這裡，慌忙跪在碧華跟前叩

頭，並給紫鵑行禮。碧華嘴裡還噙著醃鴨

蛋，說：「這是幹甚麼？」大哥說：「應該

的，你是他倆的師父，一日為師，終日為

父。」碧華笑著說：「在自己家裡，不要

這麼正經，好嗎？放輕鬆些。」秉義問：

「師父來此，專為吃醃鴨蛋的嗎？」碧華

說：「有要事，你們邊吃飯，邊聽我說。」

碧華接著說：「我常想，璞玉學醫學得

好，已經到懷玉店裡幫了幾次忙。秉禮算

盤打得好，已到錢莊裡幫著算了幾次賬，

他們都有見習的機會，唯獨你們，空學一

身本事，竟無處施展。昨日為父親拜壽，

晚上聽他說，北方的賊人又侵犯我朝邊

境，咱們正調集大軍，不日就要開赴前線

迎敵，這次我父親又親自掛帥。我一聽，

非常高興，這可是見習的大好機會，就把

你倆的情況告訴了我父親，讓他把你們帶

著，他已答應。部隊不日就要開拔，今日

上午是最後的報名時間，所以趕來問你

們，不知你們同意不同意？」秉仁秉義高

興地站了起來：「還用問嗎，當然同意！」

兩人激動不已，全家人都無比興奮，唯

獨大嫂，臉上戚然，默默地坐在那裡。

紫鵑忙走到大嫂身邊，說：「大嫂，兒子

第一次上前線，作為母親，心中不安，我

們是理解的，可是——」話沒說完，碧華

忙說：「大嫂，你放心，沒有危險的，我

同父親說了，這次不讓他們到前線衝鋒陷

陣，只留在他身邊，陪他在大帳內，這次

主要是讓他們見見世面。我父親已滿口

答應。」大哥對大嫂說：「你總像個老母

雞，總想把孩子捂在你的翅膀下，現在孩

子們大了，也長了本事，是該讓他們飛的

時候了，要不何時才能有出息。況且每次

打仗，多少孩子上前線拼殺，人家不是爹

娘養的？哪個爹娘不疼，不能總讓別人在

前線流血，咱們在後方享受安寧，咱們也

該做些貢獻。」兩個孩子也說：「娘，你

放心，我們兩個機靈的很，會保護自己

的，保證毫髮無損地來見娘。」大嫂想了

想，臉色逐漸由陰變晴，說：「這些道理

我都懂，我也不是只顧自己的人，只是兩

個孩子猛然間要走那麼遠……好！我同意

了，你們去吧。既去了，就不要怕吃苦，

不要怕流血，要做個響噹噹的男子漢。」

碧華看大嫂同意了，喜形於色，說：「那

好！我要快去給他們報名。姐姐，你晚

上告訴良玉，馬上給他們準備好戰馬和

戰袍等。這兩日就要啟程。」說著拉著紫

鵑告辭。出發的這一天，兩府的人都來 
送行，只見秉仁秉義銀盔，銀袍，銀鎧

甲，深藍色斗篷，騎在棗紅色駿馬上，真

是威武又英俊。碧華也一身淺藍戎裝，披

著大紅斗篷，騎在白馬上，颯爽而俏麗。

三人並肩向眾人拱手拜別，轉身飛馬而

去，斗篷在風中揚起。一直到三人轉入另

一條大街，眾人方回。

這幾日兩府的人都爭著看邸報，傳說

皇上這次御駕親征，所以邸報頭條總是報

導前方消息。據邸報稱，前方的情況不

妙，我方雖然人數眾多，士氣高昂，怎奈

敵人武器精良，沙俄給了他們一些洋槍。

賊人正因為有了這些武器，才有恃無恐，

貿然侵犯我邊境。我們組織多次進攻，可

是敵方硬是用強大的火力把我們逼回。我

們的士兵已損失過半。如今雙方正處在膠

著的狀態，情況堪憂。

  這幾日林府的人不約而同地聚集在鶴

台下的西廳。寶黛二人也每日都過來。今

日已經是出征的第二十三天。人們在西廳

等了一上午也不見邸報，不免有些焦躁。

這時忽見冬兒汗流滿面地跑來，揚起手中

的報紙，大喊：「好消息！好消息！我方

大獲全勝，敵軍全軍覆沒！」眾人都來搶

報紙。大伯喊：「都坐下來，靜下來，還

是讓寶玉念給我們聽吧。」寶玉看看說：

「這不是邸報，而是一份民間報紙，這消

息可靠嗎？」冬兒說：「現在大街上，人

人都搶著買它，個個爭相閱讀，我好不

容易才搶到一份。想來，這麼大的事，

他們不敢亂說吧。」大家都說：「冬兒說

的有道理，不管是官家的民間的，你就

讀讀吧。」寶玉一目十行地把文章閱讀了

一遍，已瞭然於心，說：「讀起來彆扭，

乾脆我講給你們聽吧。」眾人同時說：

「好！」立刻圍攏過來，個個瞪大眼睛，

認真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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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他兩歲，當初認識他的時候，他

還是個大學生，而我已經離過婚，還有一

個小孩，目前孩子歸父親。我對他坦承過

去一切，他說他不在意，並且希望我可以

等他畢業，等他有工作然後結婚。但一

年又一年过去，現在我都 33 歲，他也 31
歲，但我卻開始猶豫不敢結婚。

他曾對我說，我結過婚生過小孩，條

件已經比別人低了，應該要對他更好一

點，不然還有誰要你？！我聽了很受傷，

但也知道他說的是現實，可是卻不敢再貿

然跳進另一段婚姻。我知道我的條件永遠

都會被他家人看不起，也被他看不起，我

最近想找回拋開一切、獲得自由的勇氣，

就算一個人，但也不再害怕失去，我很迷

惘，我不知道到底該不該繼續？

青年男女在人生道路上難免都會有

一些輕率與衝動，有一些堅持和任性，

有時也會迷失和徬徨，戀愛婚姻也不一

定都一帆風順，所以離婚並不表示你沒

有資格重新追求自己的幸福未來，更不

必因此自卑，擔心別人看不起自己。因

為人與人的相處是需要緣分的，當感覺

彼此緣分已盡，已經走不下去時，離婚

或許是唯一正確的選擇，無可厚非。

當你的男友將你結過婚生過小孩作

為嘲笑與傷害的話題時，已經深深的傷

了你的心，你擔心跟害怕的心結都為日

後漫漫的人生路罩上陰影。離婚是當事

人傷心無奈的選擇，怎堪心愛戀人的嘲

諷！在無法獲得應有的尊重和理解的情

況下，這樣的婚姻是有潛在的危機。此

刻的你唯有重新審視自己並建立信心，

才能積極面對下一次的婚姻。

其實，你之所以會感到迷惘，對男

友的話格外在意，是因為你還放不下自

己離過婚所造成的心理障礙。離婚並不

是誰的過錯，只是兩個不適合生活在一

起的人做個了結。然而對過去的事耿耿

於懷只有徒增自己的困擾，難道離過婚

的人就不能爭取自己未來的幸福嗎？難

道離婚就該成為不能抹滅的汙點？更何

況你還這麼年輕，只有將過去作為一面

借鏡，不重複同樣的錯誤，才是理智對

待問題的態度。

不妨放空自己，給自己獨自思考沉

澱的時間和空間，請記住善意的對待自

己才能讓自己重生。釐清自己對婚姻的

盲點，再回來面對你的男友。只有你對

自己有信心有希望才能順利的迎接未

來、開啟新的生活，或許你會發現他只

是無心的玩笑話，或許他真的很在意你。

讓我們勇敢的做自己，相信自己，

你才能夠理智清楚的判別他話中的涵

義！一次的挫敗並不代表從此將一蹶不

振，就如你所說的就算一個人也不再害

怕失去，唯有能夠重新面對自己，才能

真正把握住幸福。曼麗祝福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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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清自己對婚姻的盲點，再
回來面對你的男友。只有你對自己有信心
有希望才能順利的迎接未來、開啟新的
生活，或許你會發現他只是無心的玩笑
話，或許他真的很在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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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三回

上

◎ 文：黃靚  畫：清・孫溫

初戰告捷立奇功 載譽歸來受封賞（一）

讀者來信

黛玉後傳

我要再度 
踏入婚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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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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特價菜只限堂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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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pricing for the above 
dishes are available only for d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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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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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9

$9.99

$22.99

全
日
提
供
正
宗
越
南
餐

每
日
午
市
粥
粉
面
飯
特
價

Braised beef feet $15.99

【看中國訊】奧莉薇 ‧ 黛 ‧ 哈佛蘭在

1939 年出演世紀經典《亂世佳人》中梅蘭妮一

角，現今她已 103 歲了。

哈佛蘭的童年，父親對妻女不管不問而

分居，母親獨自撫養兩個女兒。 1939 年《亂

世佳人》上映後，哈佛蘭憑藉梅蘭妮一角獲得

第 12 屆奧斯卡最佳女配角獎提名。但哈佛蘭

不甘心總接甜姑娘型的角色，她罷演示抗議，

公司將她雪藏半年之久。到 1943 年，她與華

納的七年合同到期時。華納兄弟要求她繼續工

作，因為行業有個潛規則：演員們沒有工作的

時段不屬於合同期內。

類似要求其他演員都無可奈何地接受了，

但哈佛蘭於 1943 年 8 月起訴華納兄弟公司，

要求不履行「彌補工期」這一規定。這場官司

花費了她 1.3 億美元。 1944 年 12 月，加州

法院宣判哈佛蘭勝訴。政府之後頒布了加州勞

工法 2855 條，禁止電影公司違法延長合約，

這條法律也被稱為黛．哈佛蘭法。

哈佛蘭終於有了選擇角色的權利。 1946
年她出演《風流種子》，獲第 19 屆奧斯卡金

像獎最佳女主角獎；1949 年出演《女繼承人》

獲第 22 屆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 101 歲生日

前，獲得英國女王授予的『女爵士』的榮譽稱

號。《亂世佳人》銀幕前後，哈佛蘭堪稱佳人。

《亂世佳人》最後芳華

103歲的哈佛蘭

【看中國訊】宋仲基、宋慧喬上

週宣布結束 1 年 8 個月婚姻，正在

進行離婚調解，婚變主因猜測滿天

飛。據臺灣《中時》報導，以通靈聞

名的臺灣知名命理師江嘉葉表示，

雙宋離婚，也與前世緣分有關。

江嘉葉稱以通靈方式觀看雙宋

前世，發現前世宋慧喬與宋仲基是

母子關係，宋仲基活潑好動，不聽

話惹出許多麻煩，溫順的宋慧喬管

不了他，只是傷心。

「今生兩人相遇，因前世的緣

分，彼此一見面就有親切的熟悉

感。」江嘉葉稱宋慧喬個性豪邁如男

兒，但也霸氣如男兒，很容易刺傷

人。而宋仲基個性活潑開朗，待人

親切不傲慢；因此兩人相處的甜蜜

期一過，加上各自忙於工作，聚少

離多，宋慧喬的霸氣逐漸會引起爭

執，其驕縱的性格，與公公、婆婆

相處也有問題，兩人就漸行漸遠，

導致婚姻失敗。

江嘉葉還斷言了雙宋的未來。

她說，宋仲基唇形稍嫌薄弱，感情

不太順，雖屬於晚婚格局，但婚姻

還是不錯的；而宋慧喬唇美氣不錯，

很有男人緣，感情一波又一波，但

要有穩定的婚姻，似乎不容易。

雙宋驚傳婚變 命理師論前世緣

  宋仲基、宋慧喬甜蜜身影成追憶。

【看中國訊】7 月 1 日大遊行之

夜，無數香港人徹夜難眠，一向視政

治如兇獸的演藝界亦相繼發聲。

卓韻芝是香港知名女導演、編劇

及演員，曾獲得 2002 年香港電影評

論學會大獎最佳編劇。她在七問七答

的長文中，逐條回應對示威者佔領行

動的質疑，闡明自己的立場，「我只

希望堂堂正正說一句：請繼續站在他

們（學生）一方」。

趙學而是香港演員和歌手，曾出

演 97 版電視劇《天龍八部》中木婉清

一角而為大陸觀眾所知。 7 月 2 日趙

學而於社交網站轉貼卓韻芝的這篇七

問七答長文，大讚文章精彩。其實趙

學而早於 6 月 9 號已經表態反送中。

2011 年憑電影《桃姐》分別奪得

金像獎及金馬獎影后葉德嫻亦穿上黑

衣，手舉「撤回惡法，林鄭下臺」標

語，參與「七一」遊行。她表示 6 月

至 7 月 3 次遊行都有參與，「走出來

是理所當然，天經地義！」她說。

6 月 30「校長」譚詠麟、「阿 B」

鐘鎮濤等藝人力撐警察，讓不少粉絲

由粉轉黑，怒嗆：「看錯你了。」更

有粉絲折斷譚詠麟及鐘鎮濤的珍藏唱

片抗議。

更多香港藝人 

發聲反送中 

  香港藝人卓韻芝發聲反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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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草不同，環境各異

陽光、空氣、水是植物必須的三要

素。其中，日照條件分為兩種：半日照及

全日照。一般香草植物非常喜歡全日照的

環境，在夏季較為炎熱狀況下可以轉移到

半日照的場所。香草植物按地區劃分，通

常可以分為地中海地區及熱帶地區，地中

海地區的香草忌高溫及潮濕的環境，當環

境在溫度上無法達到所需的要求，可藉由

通風來散熱。花盆的疏水層也必須做好，

避免發生爛根情況。熱帶地區的香草則喜

歡潮濕的土壤環境，所以這兩種植物要用

不同的方式來照顧。先弄清您所購買的香

草植物屬於哪一種，然後按其特性注意環

境溫度及濕度的控制，香草的栽培就可成

功一半了。

每天修剪香草

種植香草植物很重要的一步是每天都

要修剪它。修剪香草植物可以讓它分芽與

分枝，讓葉子越長越多，促使植物長的更

茂密。

肥料

施肥是需要看氣候的。通常來說，下

雨後不要施肥，由於濕度高，容易讓肥料

流失。至於肥料的種類，用固態肥或用液

態肥各有千秋，固態肥具有長時間長效

性，液態肥則是需要稀釋及固定施肥。然

而這兩種肥料都比不上大自然的滋潤。所

以，只要是在雨季，就可停止施肥，只需

固定認真修剪枝葉，香草植物自然會健康

的生長。 整版圖片：FOTOLIA

香草植物有如此多的好處，自然深受

許多人的喜愛。但是很多買過香草植物的

人都有類似的經歷，新鮮的香草植物買回

家中，沒過幾天就夭折了。這是因為香草

植物與其他植物相比，需要運用一些技巧

去養護。下面就為您分享一些關於香草植

物栽種與養護的經驗。

容易栽培的香草植物

迷迭香、薄荷、奧勒岡都是屬於非常

容易栽培的香草，小編就種植過迷迭香和

薄荷，尤其是薄荷的生長速度超快，只要

環境處理好，薄荷很快就需要換新盆來種

植。這三種香草都是屬於全日照的香草。

市場上的香草植物，為了避免蟲害，大部

分都經過噴藥，所以剛買回去的香草，若

是要煮茶或是入菜的話，必須仔細清洗。

另外紫蘇也是入門首選，它比較喜歡潮濕

環境，所以比一般香草更需要水分，剛開

始種植前，先選購容易栽培的香草，會讓

自己更有信心。

◎文： 黃詩錚

香草植物是餐桌上不可或

缺的重要角色，有了它點綴在

料理上，變成不可多得的好滋

味。此外，泡茶時加入香草葉

子，也能使茶湯增添芳香感。

香草的魅力不只這些，它

除了具有獨特的芳香，還有驅

逐蚊蟲的功效。通常，乾燥香

草在超市就有售賣，種類也很

多。然而，真正新鮮的香草滋

味是那些乾燥香草無法取代

的。所以，不妨在有陽光灑落

的廚房角落裡，擺放一小盆香

草植物，除了可以當料理、泡

茶、增加芳香，還可以觀賞，

以及當手工皂等多種功能。

採買與養護指南
香草植物

迷迭香

奧勒岡

薄荷

紫蘇比較喜歡

潮濕環境。

迷迭香、薄荷、

奧勒岡都是容易

栽培的香草

99¢大特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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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
下列價格為過往記錄，僅供參考。當日價格請查詢我們的臉書頁面（ Facebook）。
The following prices were historical records and are for reference only. Please check our Facebook for sales items of the day. 32 Ave. NE

27 ST N
E

29 ST N
E

Barlow
 Trail N

E

36 ST N
E

N

每日重磅商品發布在臉書頁面，即時更新，敬請查詢

更多商品

BC CherriesBC 產櫻桃

99¢ /磅
每位顧客限購 10 磅。

淘果蔬
就到 Freestone!

超低價
折扣高達 75%!

本週營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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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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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2019年 6月 24日～ 7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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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Jul 7, 2019

國 際 食 品 超 市

清真冷凍

肉腸
微辣

清真新鮮超瘦牛絞肉清真新鮮帶骨牛肉

清真新鮮
連背雞腿

清真新鮮
西冷牛排

清真新鮮

雞肉沙威瑪
清真新鮮

牛肝
清真新鮮亞省

帶骨羊肉

清真新鮮

牛肉眼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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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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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文：邊吉 圖：Fotolia

和家人一起下廚做料理，不管是異國料理，還是家鄉味，都是珍貴時光。

夏日廚房

清新
香茅

作法

備料：香茅、檸檬葉切絲。大明蝦剪

去腳鬚，開背去腸泥，加醃料抹勻，稍

醃一下。

熱油鍋，以中火炒香香茅絲，加咖哩

膏炒香。加入蝦煮變色，加椰奶以小火

煮至略滾，加花枝。

放檸檬葉、魚露及糖，最後加檸檬

汁，調合均勻熄火。

擺盤後，放少許香菜、椰奶。

大明蝦8尾、花枝300g、香茅20g、檸

檬葉2片。

調料：紅咖哩膏70g、椰奶400cc、糖1
小匙、魚露2小匙、檸檬汁1大匙。

醃料：鹽、胡椒、米酒。

食材


椰汁和咖哩是絕配，椰汁可中和辛香

料的濃烈氣味，融合出淡淡椰香的咖

哩風味，不管是搭肉類或海鮮類都很

出色。

椰汁咖哩蝦

新鮮
檸檬

作法

綠咖哩醬：熱油鍋，下咖哩膏炒

香。加椰奶與水煮滾，放花枝，加魚

露、糖，灑上羅勒。

蝦餅餡料全部混合，攪拌成蝦泥。

用二張春捲皮夾餡料，壓緊邊緣、

戳洞。

蝦餅油炸至兩面金黃。切小片，沾

上咖哩醬食用。

蝦餅餡料：新鮮蝦泥200g、肥豬

肉100g、蒜頭3瓣、雞蛋1個、胡椒

粉、鹽少量。

咖哩醬：花枝100g、綠咖哩膏

30g、椰奶200cc、水100cc、糖1
小匙、魚露1小匙、羅勒1小把。

食材


千變萬化的泰式醬料混合酸、

甜、鹹、辣、鮮等多重口味，又

能將五味調和出平衡的美味，所

以受到很多人的歡迎。

蝦餅佐綠咖哩醬 
南洋風味西米露是夏日甜湯首

選，酸香或鮮甜多汁的水果搭配

香甜椰奶，每一口都是沁涼的甜

蜜滋味，令人回味無窮。

水果西米露

作法

煮西米露：西谷米可以不必清洗，

直接放入滾水，轉小火，邊煮邊攪

拌，避免黏鍋。西米露煮至半透明，

米心留有一點白芯，即可關火，燜5
分鐘熟透。（先煮後燜才能避免中間

夾生及太過軟爛。）

西谷米撈出放入冰冷水中。去除多

餘的黏液，降溫後，瀝乾即可。

芒果去皮切小丁備用。

牛奶加椰奶，以小火煮滾，置涼

後，加入西米露、水果丁，淋上少許

椰奶，即可上菜。                          

西谷米、水（水與西谷米的比例為

10：1）、牛奶、椰奶、芒果適量。

食材

作法

蝦米汆燙瀝乾。青木瓜、紅蘿蔔刨

絲，長豆切段備用。

蒜頭、辣椒放入擂缽搗碎。

續放入椰糖、蝦米，再依序加魚

露、檸檬汁、羅望子，搗碎拌合。

西紅柿切半放入擂缽，續放青木

瓜絲、紅蘿蔔絲、花生，輕輕搗1分

鐘，即可上菜。

蝦米1大匙、青木瓜300g、紅蘿蔔

100g、長豆2根、蒜頭5粒、辣椒2
根、熟花生40g、西紅柿20顆、檸

檬汁100cc。

調料：椰糖15g、魚露15g、羅望子

汁10g。

食材


這道經典泰國料理，要品嘗到美

味，首重食材新鮮與作法到位，

以傳統「擂缽」搗碎食材，香氣更

濃，菜汁亦可入菜提味。

涼拌青木瓜

作法

雞肉切適口大小，加醃料醃30分

鐘入味。

熱油鍋，雞肉用小火煎炸至表面金

黃，雞肉上色後，取出備用。

炒醬加1匙水，以小火煮滾。放入

雞肉，攪拌均勻，使醬汁均勻裹附，

完成酸辣雞。

準備盛盤，用洋蔥絲鋪底，再放上

酸辣雞，風味極佳。

去骨雞腿肉500g、洋蔥適量。

醃料：泰式甜辣醬1大匙、糖小匙、米

酒1大匙。

炒醬：泰式甜辣醬1大匙、西紅柿醬1大

匙、檸檬汁1大匙、Tabasco1小匙。

食材


夏天胃口不佳，吃些酸酸辣辣的

食物，可刺激味蕾，更開胃。南

洋料理中的酸辣風味，清新解

膩，濃淡口味則可自行調整。

酸辣雞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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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椰青
BC 產
上海白菜

墨西哥產
泰國香蕉 哈密瓜

墨西哥產
小芥菜

台灣高麗菜

大廚牌
特級苗米

特級牛尾

李錦記
舊莊蠔油

媽媽牌
即食麵

日昇農場
大老雞

墨西哥產
韭菜

加州產
西芹

中國產
新鮮肉薑

新鮮小背脊
牛排 ( 原袋 )

夏威夷
紫心番薯白蘿蔔

海洋媽媽牌
金鯧魚

牛腩 /
五花腩連骨

加州產
特級富士蘋果

新鮮原條
去頭粉三文魚

特級牛舌
( 原袋 )

原箱
$0.99/ 磅

原箱
$5.99/ 隻

每週七天營業   早 9:00~ 晚 9:00

震撼價震撼價震撼價

震撼價震撼價震撼價 震撼價

冬陰
炒蝦味

韓式
辣味

新鮮特級
雞小腿

海燕牌
去頭帶殼
黑老虎蝦

掃一掃 ,加
入我們的微
信群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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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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傳，在明朝末年，福州的一個小

村莊，住著一個名叫孟波的孝子。孟波

從小聰明又乖巧孝順，侍奉母親非常用

心，他的孝心受到鄰里的稱讚。

話說，孟波的母親喜歡吃豬肉，但

隨著年紀愈大，牙齒日益鬆動，咀嚼豬

肉也不好使了。為了讓年邁的母親能輕

鬆好入口，孟波想方設法，嘗試各種豬

肉加工的方法，就是為了讓母親能再度

感受吃豬肉的滿足。

有天，孟波看到鄰居做麻糬，鄰居

用杵把糯米搗軟，再捏成麻糬。這一幕

啟發了孟波，他迫不及待地把這個方法

應用在豬肉上。孟波把豬肉搗成肉泥，

再抓捏成一顆顆小肉球，放到滾水裡煮

熟。

煮熟的小肉丸子，散發出一股濃郁

的肉香，母親一入口，很驚喜自己能吃

得動。同時，豬肉的質感變的非常軟嫩

有彈性，吃起來非常美味。母親不禁露

出滿足的笑容，孟波也隨之開懷。孟波

的巧思隨著孝行一起傳遍了福州城，街

頭上慢慢地愈來愈多人仿製孟波的豬肉

丸子，成為流行小吃，漸漸流傳開來，

至今盛行不墜。

豬肉化身成了丸子，口感也大變

身，其美味關鍵在於豬肉泥，豬肉打成

泥不僅口感被軟化，且釋放出豬肉獨

特的鮮味。這種「敲打的動作」，閩南

話的發音為「摃」，而捏成的「小圓球

狀」發音為「丸」，故將它取名為「摃

丸」，又因為「摃」音同「貢」，所以

又稱為「貢丸」。

貢丸的吃法很多，簡單的貢丸湯，

只要一點香菜、油蔥酥提味，就非常清

香可口。或是在一鍋豐盛的湯菜裡，浮

著朵朵貢丸花，圓滿又喜氣。除了煮

湯，貢丸切片搭配青菜烹煮，就是一道

肉香濃郁的清爽蔬菜料理。此外，富有

口感的貢丸也適合滷，可當極佳的常備

菜，至於炸或烤貢丸，以焦香的貢丸口

感結合鹹香的調味，特別引人垂涎。

現代社會自己做貢丸的人相對是比

較少，大多是在市場、超市採買現成

的。對於現成的食品，人們可能有許多

疑慮，親自動手做做看，或許是一個解

消不安的好方法，也可以趁此感受看看

需要多大的力氣才能摃出美味的貢丸。

貢丸 孝心造就的美食
中國名菜故事

貢丸在中國南方、台灣、東南亞國家是常見的街頭美食。相

傳它的由來，還蘊含一個體貼母親的感人故事。

◎ 文：山平

美味的貢丸，

吃起來富有彈

性，咀嚼之中

可以品嘗到豬

肉的鮮甜，是

老少咸宜的美

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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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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7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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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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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城牛仔節開幕大遊行

歡迎所有的朋友們觀看 2019 年牛仔

節開幕大遊行，遊行從上午 9 點開始，

起點是 9 Ave 和 1 St SE 交叉路口。遊

行結束後，牛仔節公園免費開放到下午 1
點半。

時間：週五，7 月 5 日上午 9 點～下

午 1 點半

地點：卡城市中心

網址：calgarystampede.com/
stampede/attractions/parade

牛仔節煎餅早餐一覽表

訪問下面網站了解牛仔節煎餅早餐的

完整活動一覽表。

時間：7 月 5 日～ 7 月 14 日 
網址：stampedebreakfast.ca

Marlborough Mall 
免費煎餅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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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週六，7 月 6 日早晨 9 點

地點：Marlborough Mall
地址：433 Marlborough Way NE, 

#1 入口，停車場內

網址：epaper.visiontimescalgary.
ca/img/059/59_09.jpg

探索 Nose Hill Park
為 6 ～ 12 歲兒童提供的受到安全監

管的免費社區室外活動。需要提前註冊登

記。

登記方法：訪問網站 calgary.ca/
register，或者撥打電話 403-268-3800。

課程條碼：34828

7 月 16 日～ 25 日之間的週二、三、

四，上午 10 點～下午 3 點半

課程條碼：34830

7 月 30 日～ 8 月 8 日之間的週二、

三、四，上午 10 點～下午 3 點半

課程條碼：34831

8 月 13 日～ 22 日之間的週二、三、

四， 上午 10 點～下午 3 點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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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病痛？ 找卡城老中醫！

人治療後
好評。

36 年中 加 兩 地
行醫經驗；

兩萬

亞省中醫師公會中醫師
亞省註冊針灸師
弓河康復中心 /MC 針灸所長

趙明才
Michael 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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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南診所：
MC 針灸
市中心：
弓河康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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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公證

403-455-2151（英）

216 30 Country Hills Landing NW

Madan@gsdlawgroup.ca

無需預約 取價公道

GSD 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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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 Guide
生活指南

2019年5月9日—5月15日第53期 D版卡爾加里版

【看中國訊】加拿大抵押貸款和住房

公司（CMHC）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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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81 套 / 年上漲了 22.6%。

4 月份，高級公寓、公寓和鎮屋

等城市多戶型新屋開工率較 3 月增長

29.6%，至 175,732 套 / 年。城市獨立屋

開工率增長 6.0%，至 44,655 套 / 年。經

季節性調整的鄉村新屋開工率為 15,073
套 / 年。

4 月份多倫多房屋開工率略有下降，

主要是因為高級公寓和獨立屋開工率降

低。自今年年初以來，魁北克都市區的開

工率一直呈下降走勢，主要原因是新出租

屋開工量減少。

由於鎮屋建設逐年增加，卡城新屋開

工率上升。在溫哥華，儘管開工率同比下

降，但仍相對較高，與去年同期相比，年

初至今的多戶型住宅開工率增長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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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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一「夏」 
護心 7 大黃金守則

夏天心火過旺，不但容易煩

躁，還會降低人體免疫力，引發

各種疾病，特別是罹患高血脂、

高血壓等心血管疾病患者，更應

把握夏天進行保養。

護心7大黃金守則

美國聯合英國的權威心臟病

研究者提出保護心臟的「7大黃金

法則」，對養心、護心十分有益。

堅持午睡

中午陽氣偏盛，適度休息可

「養陰」，達到「陰陽調和」的

效果，有助於養心。尤其是罹患

心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如果不

注重午睡，恐引發血液黏稠度增

加，導致心梗。

研究發現，有午睡習慣者和

生。研究發現，堅持地中海飲食

習慣者，未來 5 年心臟病發病

率會降低 30%。

每天喝點紅酒

研究發現，紅葡萄酒中所含

的多酚類物質有很強的抗氧化作

用，對保護心血管，降低心肌梗

死、中風等風險，延緩皮膚等器

官老化都很有幫助。

但紅酒並不適合所有人喝，

更不宜過度飲用。酒精對胃和肝

臟有刺激作用，慢性胃病患者和

慢性肝病患者不宜喝紅酒；本身

已有動脈硬化和血管狹窄的人，

更不能飲用過多紅酒，因為酒精

會升高血脂和促進動脈硬化，也

不利於供血機能。

  每天多攝入7克膳

食纖維

經常攝取膳食纖維的好處很

多，不僅能通便、減少體內膽固

醇生成，還能降低罹患心腦血管

病的風險。

富含膳食纖維的食物以蔬菜

類為主，例如：芹菜、木耳、毛

豆、西蘭花（綠花菜）、金針菇

等；水果類包括：梨、鮮棗、芒

果、蘋果、石榴、獼猴桃（奇異

果）等；堅果類有松子、核桃、

杏仁、黑芝麻等，但堅果含油脂

較高，每天約攝取 20 克即可。

研究指出，增加膳食纖維的

從來不午睡的人相比，心臟病致

死率會降低 40%，這和午睡能

降低血壓有一定的關係。

地中海飲食

「地中海飲食」的特點是以

橄欖油為主要食用油，搭配大量

蔬菜，尤其是根莖類蔬菜（如：

土豆、洋蔥、胡蘿蔔等）和新

鮮水果、麵包、天然穀物、豆

類、果仁，以及適量的魚、家

禽、乳製品（優格、起司），少

量紅肉、紅酒，每週吃雞蛋不超

過 4 個。

營養學家公認，這是護心的

飲食模式，有助於預防高血壓、

高血脂、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發

攝取，可將心臟病患者存活機率

提升 25%；每天多吃 7 克膳食

纖維者，罹患心臟病的危險降低

了 9%。

每天多走2000步
英國萊斯特大學糖尿病研

究中心的研究指出，每天多走

2000 步，相當於每天散步 20
分鐘，能將罹患心臟病和中風的

風險降低 8%。

如果每天多走 40 分鐘，罹

患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更能降低

16% ～ 20%，此效果等同於服

用他汀類藥物。

 不吸菸並維持理想

體重

眾所周知，吸菸對健康的傷

害很大，研究指出，每天吸 1～

4根菸，會顯著增加罹患心臟病的

風險，所以一定不要吸菸，而且應

遠離二手菸。肥胖會加重心臟的負

擔，使心率加快，因此維持理想的

體重也很重要。

堅持不吸菸並維持理想體重，

會讓心臟病的死亡率降低25%。

接種流感疫苗

研究發現，在心臟病患者

中，接種流感疫苗可以讓心臟病

發作的危險降低 36%。因為流

感病毒會觸發血管中的炎症反

應，引發心臟病，而注射流感疫

苗則能減少血栓形成，保護心血

管，因此，建議心臟病患者接種

流感疫苗。

夏天陽氣最旺盛，中醫

學說認為「夏季屬心」，而

「心」又是主陽氣的臟器。在

夏天，人體心臟的生理活動最

為活躍，故夏天養生的重點就

是讓我們的心氣血循環順暢，

「養心」功課做得好，才能健

康一「夏」。

地中海飲
食有助於
護心。

夏季

保健

整版圖片：FOTOLIA

紅葡萄酒可

幫助保護心

血管。

◎  文：李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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