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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張三峽大壩

嚴重變形的谷歌衛星照

片在網路引發轟動，大陸

媒體先是大規模闢謠，稱

三峽大壩「沒毛病」，第

二日改口稱壩體變形處

於正常的「彈性」狀態，

而後又緊急關閉三峽大

瀑佈景區。此事引發海內

外各路專家的討論，究竟

誰是誰非呢？

記者林佳綜合報導

事件回放

7 月 1 日華裔獨立經濟學者

「冷山」在推特上發布的兩張衛

星圖像，顯示三峽大壩出現明顯

的變形，一張攝於 2007 年，一

張 2018 年拍攝。大壩變形如此

嚴重，如果潰壩的話，後果不堪

設想。幾年前長江水利委員會的

兩位工程師曾用論文論證，三峽

洩洪的速度要比自然洪水的速

度快 5 倍，其破壞力是速度的

平方，破壞力是自然洪水的 25
倍。「如果三峽大壩發生潰壩的

話，下面的宜昌市居住的這 70
萬人，那就沒命了。」旅德水利

三峽大壩 謎雲籠罩

專家王維洛博士說。

為駁斥「謠言」，7 月 4 日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發布了一

張高分六號衛星拍攝到三峽大

壩的照片並稱：「三峽大壩沒毛

病！」。照片被多家媒體轉發。

但到 7 月 6 日《新京報》又發表

文章《專家組：三峽工程運行安

全可靠，壩體變形處於彈性狀

態》。文章表示，三峽大壩所產

生的最大彈性位移，最多也沒超

過 28.7 毫米，即壩體變形處於

彈性狀態，各項指標均在設計允

許範圍內。這顯然與「冷山」在

推特發布的照片有巨大差異。

之後，《北青報》報導，宜

昌三峽大瀑佈景區工作人員表

示，三峽大瀑佈景區從 7 月 6
日起停業至 7 月 13 日，營業時

間另行通知。停業期間，景區將

暫停接待遊客。

三峽大壩是軍事禁區，有

重兵把守，導彈部隊 24 小時待

命。由於百度地圖也不提供當地

的清晰衛星圖像，外界很難瞭解

大壩的現狀。

難消質疑

三峽集團的專家認為，「冷

山」所提供的第二張谷歌衛星圖

中，三峽大壩的變形是谷歌地圖

出現了偏差。網民質疑：如何來

解釋「冷山」提供的第一張谷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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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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xtail Casserole

Chinese Artichoke mushroom geese Casserole

Steamed Fish House Special Fish Soup with Rice Noodle

 BBQ Combo on Vermicelli

Country Style Eel Fried 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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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9

Chinese Artichoke mushroom geese Casserole

東坡肉
Dongpo pork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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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圖中，三峽大壩並沒有發生

變形的現象呢？

三峽集團的專家還表示，三

峽選定的「混凝土重力壩」能夠

抵禦住常規核武器攻擊的。就是

炸開一個幾十米的大口子，其作

用相當於打開了幾個關不上口的

閘門，不會造成潰壩，也不會對

下游造成太大的洪水威脅。

但這個說法同樣無法令民眾

安心，因為在短短十幾年裡，政

府的說法一變再變。

谷歌 2009年的衛星圖 (Google Earth Pro截圖 ) 谷歌 2019年的衛星圖 (Google Earth Pro截圖 )

網友貼出四個不同時間的新聞。

（網絡圖片）

大壩壽命

對三峽大壩「固若金湯」的

說法，筑壩混凝土專家、華南

理工大學博導劉崇熙教授提出：

「三峽混凝土壩的耐久壽命，預

計 50 年。」美國專家也有同樣

的研究結果。（下文轉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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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接 A1）當時的總理李鵬認為，

劉崇熙的結論是錯誤的，三峽大壩的使用

壽命應該在 500 年以上。

有學者指出，和三峽大壩同一類型的

混凝土重力壩還有吉林省的豐滿水庫大

壩。它 1943 年開始發電，至 1988 年大

壩老化現象明顯。當時中央政府面臨兩個

選擇：一是拆除大壩重建；一是進行大修

延長使用壽命。中央政府選擇了後者。

2010 年 1 月，吉林省政府宣布將於年內

拆除老的豐滿大壩，在原壩址下游處重

建。也就是說，若不大修，豐滿水庫大壩

的壽命是 45 年。

關於三峽大壩疑似「變形」，王維洛

7 月 7 日發表文章披露：「三峽大壩是由

幾十個獨立的混凝土壩塊組成……利用每

個壩塊的自身重量放置在基岩上，保持穩

定。受水的壓力和溫度影響，壩塊會發生

不同的形變和位移，也就是俗話說的，大

壩在走。」

王維洛還表示，三峽工程最早建的右

岸部分，由於混凝土沒有進行很好的攪拌

和溫度處理，熱脹冷縮在壩體裡形成很多

空穴。因此大壩內部如乳酪一般，裡面空

洞密布。比如三峽大壩最中間的泄洪壩

段，共有 67 個橫貫大壩的大孔，裡面還

有深水排查管、有輸水管，三溝百孔的結

構決定了三峽大壩不是銅牆鐵壁。

黃萬里的努力

著名水利工程專家、清華大學水利

系教授黃萬里自 1937 年留學歸國起，傾

畢生心力於國內大江大河的治理。 1957
年上半年，三門峽工程即將開工。黃萬

里表示水庫建成後很快將被泥沙淤積，

下游可能的水災會移到上游，成為人為

災害。因此在「文革」期間，黃萬里被

發配到三門峽挖廁所以示懲罰。但事實

證明黃萬里是對的。三門峽工程在蓄水

一年半後就出現問題，比如水庫泥沙嚴

重淤積，洪水威脅增加，土壤鹽鹼化以

及下游河岸崩塌。 2004 年 3 月 5 日，

陝西省的全國政協委員聯名向全國政協

【看中國記者憶文編譯】據美國財

經 媒 體 CNBC 報 導， 一 位 美 國 官 員

稱，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財政部長姆努欽（Steven 
Mnuchin）7 月 9 日與中國國務院副總理

劉鶴、商務部長鍾山「繼續就解決世界兩

大經濟體之間懸而未決的貿易爭端進行談

判」。該官員表示：「雙方將酌情繼續這

些談判。」

中美繼續進行新一輪的接觸，6 月

底，川普總統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日

本舉行的 20 國集團峰會上會晤，並同意

不徵收新的關稅。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中國問題專

家史劍道指出：「會後氣氛獲得改善，對

市場而言固然是利多，但官方至今並未透

露任何關於如何擺脫僵局的具體事項，雙

方現在面臨是否要讓步壓力，我預期這會

拖上數個月。」

川普已經推動北京購買更多美國商

品，並解決知識產權盜竊問題。中方尋求

廢除美國對中國 2500 億美元產品加徵的

關稅。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前官員

穆恩（Jeff Moon）認為，中方提出這項

要求並不令人意外，因為取消全部關稅一

直是北京強調的核心訴求之一，但美中貿

易談判似乎仍在原地踏步，前景恐難以預

料。

川普此前曾表示，在北京遵守潛在協

議之前，他希望保留現有關稅。川普於 7
月 7 日表示，美國在關稅上情況很好，

從中國收取了數十億美元，而之前從未從

中方得到過一毛錢。他說，北京不爽，因

成千上萬的公司正在離開中國，到其他地

方，包括美國。另一方面，北京正讓其貨

幣貶值，並傾注資金，就是為了付關稅，

而美國人民沒有支付關稅。

獨立�層屋 2308 呎 + 土庫�部完成 , 可步行至學
校 , �場��車站 , 向西南�院 , 光猛開陽 , 主層
舖實木��磚�� , 家庭��壁爐 , 廚��大理石
檯面�不�鋼家� ,Bonus Room,3 �� ,3.5 浴廁 ,
�維��院設計 , ���
場 ,C-Train �主�路線� $559,900

獨立�層屋 2479 呎 +W/O 土庫�部完成 , 建
於 2013 年 , ���林 (Ravine) ��景 , 向南
� 院 光猛開 陽 , 主 層� � 高 9 呎 , 客� � 壁
爐 , 廚��不�鋼家��大理石檯面 ,3+1 �
� ,3.5 浴廁 , ��學校,
�� , �場��車站� $729,900

西北 Sherwood 西北 Royal Oak

星期六 (7 月 13 日 ) 2 - 4 pm

星期日 (7 月 14 日 ) 2 - 4:30 pm

#704, 10 Kincora Glen Park NW1

254 Covehaven View NE3
64 Sherwood Manor NW2

獨立平屋 1,676 呎 + 土庫�部完成 , 可步行至
�塘�����車站�主層��高 10 呎�舖實
木�� , 客��壁爐 , 廚��大理石檯面�不
�鋼家� ,1+2 �� + 主層書� ,2.5 浴廁���
學校��場� #301 �
車站 ( 可直�市中心 )�$589,900

西北 Panorama Hills

新
上
市

獨立平� 1074 呎 + 土庫�部完成��門出
� , 較�廚� , 油漆 , �門��� , 廚��
大理石檯面�不鏽鋼家� ,3+1 �� 2 浴廁 ,
��單車� , 可步行至學校 , �� , �場�
�車站� $479,900

西北 Brentwood

獨立平� 1,423 呎 + 土庫部�完成 , 可步行
至學校�����車站����合���油
漆 , ��廚����主層浴廁 , 向西南客� ,
光猛開揚 ,3 �� 2 浴廁 , �� C-Train�大
學��場��車站� $489,900

西北 Brentwood 

獨立�層屋 1548 呎 + 土 庫� 部完成 , 可步
行至學校�����車站 , 大量裝� , 較�實
木����� , 較�陽臺 , 較�洗衣�乾衣
� , 廚��較�大理石檯面�不�鋼家� ,3
�� 2.5 浴廁 , ���
� , �場� C-Train�

柏文單位 693 呎 , �大露臺��景 ,2 ��
2 浴 廁 , 建 於 2017 年 , 開 放 式 設計 , 鋪 �
合�� , 廚��大理石檯面�不�鋼家� ,
� 1 �下停車位 , ��學校�����場�
Stoney Trail�$449,199 $269,888

西北 Arbour Lake 西北 Kincora

獨立�層屋 2030 呎 +W/O 土庫�部完成 ,
���泊 ,A/C, �油漆 , 主層舖實木�� ,
廚��大理石檯面�不�鋼家� , 客��
壁 爐 ,3 �� 3.5 浴廁 , 可步行至學 校 , �
泊���� $559,900

西北 Royal Oak
獨立�層屋 2232 呎 , 可步行至�� , �場��車
站 , 大量�裝� : ��高������ , �油漆 ,
主層��高 9 呎 , 客��壁爐 , 廚��大理石檯
面� � �不 鏽 鋼 家� , � 大 Bonus Room,3 �
� ,2.5 浴廁 , ���� ,
�場� Stoney Trail�

獨立�層屋 1963 呎 , 向西南�院光猛開陽 ,
較��門�圍欄 , 主層舖較�實木�� , 家
庭 � � 壁 爐 , �大廚�� 大理石檯面 , �
����較�洗�� ,4 �� 2.5 浴廁 , �
�學校 , �� , �場
��車站�$529,900 $525,000

西北 Kincora 西北 Ranchlands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獨立�層屋 1966 呎 + 土庫�部完成 , 可步行
至����車站 , �油漆 , 主層��高 9 呎�
舖實木�� , 客��壁爐 , 廚��不�鋼家�
�中�島�大理石檯面 ,Bonus Room �拱形
天� ,3+1 �� 2.5 浴
廁 , ������場� $519,900

西北 Kincora 

���層孖屋 1600 呎 + 土庫�部完成 , 面
向�� , 每層�� 9 呎��� 8 呎大門 , 主
層鋪實木�� , 廚��不�鋼家��石�
檯面 , 客��壁爐�3+1 �� 3.5 浴廁 , �
�學校�����場
��車站� $639,900

西北 Highwood �校� Edgemont
獨立�層屋 2029 呎 +W/O 土 庫� 部完 成 ,
��景 , 較�屋頂 , �牆�油漆 , 主層舖實
木��磚�� , 客��壁爐 , 廚��不鏽鋼
家� ,3+1 �� 3.5 浴廁 , 土庫�家庭影院�
音響�� , ���� ,
�場��車站� $628,000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獨立�層屋 1822 呎 + 土庫�部完成 , ��
� , 車�門��水� , 較�中��� , 主層
��高 9 呎�舖實木��磚�� , 廚��
較�不鏽鋼家� ,4+1 �� ,3.5 浴廁 , ��
�� , �場��車站�$429,900

東北 Coventry Hills

新
上
市

7 月 14 日開放2

7 月 13 日開放1

獨立�層屋 1991 呎 + 土 庫� 部完成 , 主 層舖
���合����� , �油漆 , ��浴廁 , 廚�
�中�島�不鏽鋼家� ,4 �� ,2 �廁� 2 半廁 ,
可步行至學校 , �場 , ��� #301 �車站 ( 直
�市中心 ), ��大��
� Stoney Trail� $479,900

西北 Panorama Hills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7 月 14 日開放3

看

提案，建議三門峽水庫立即停止蓄水發

電，以徹底解決渭河水患。

在 1992 年至 1993 年間，黃萬里曾

三次致信時任中共總書記的江澤民，信中

說：「長江三峽高壩是根本不可修的，不

是甚麼早修晚修的問題……政府舉辦這一

禍國殃民的工程。它若修建，終將被迫炸

掉。」

政府承認三峽弊端

2003 年 6 月 1 日三峽水庫正式蓄水

之後，三峽庫區和大壩下游地區災害不

斷。大陸媒體普遍宣傳這些「和三峽工程

無關」。然而政府文檔顯示，2011 年 5
月新華社發布當時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公

告，公告稱「有條件地將三峽工程的一些

不利影響擺到了媒體平台上」，這些不利

影響包括：移民安穩致富、生態環境保

護、地質災害防治、長江中下游航運、灌

溉、供水等。

外界分析，國務院將這些問題擺到台

面的原因，主要是為瞭解決資金問題。三

峽工程全部發電利潤屬於一個股份公司。

三峽工程的一些決策者、中央部委和地

方的一些官員等是這個股份公司的原始

股持有者。 2014 年陸媒報導，20 多年

來，全中國人民累計交給三峽工程的錢逾

5000 億元人民幣，但是三峽工程的發電

利潤並不屬於老百姓。當時的國務院此舉

是希望由相關公司來解決三峽工程帶來的

問題。但也間接承認，短短 10 年，三峽

大壩的弊端已昭然顯現。

三峽大壩上馬後，至少有 1600 萬人

因水電站遠離家鄉，其中 1000 萬人生活

貧困。在河道生態方面，原本自由流通的

水路被截斷，植物死亡、魚群難以洄游繁

殖，許多珍惜物種，如白鱘、白鰭豚、中

華鱘因此滅絕，現在瀕臨滅絕的是江豚。

但三峽隱患似乎難有轉機，香港

的「中國傳媒研究計畫」（China Media 
Project）認為，三峽大壩已被列為「國家

榮耀」，脫離了技術安全範疇，所以傳媒

中出現三峽的負面聲音會定性為「是『反

華勢力』的陰謀。」

三峽大壩泄洪。(Getty Images)

三峽大壩 謎雲籠罩
貿易談判重啟 
但爭議未解

黃萬里(網絡圖片)

更正啟示：本報上期（61）頭版標

題中，誤將107屆牛仔節寫成108

屆，謹此更正致歉，並感謝熱心讀

者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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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7 月 5 日，聯

邦保守黨領袖謝爾致信特魯多，

要求其對北京採取反制措施。

謝爾表示，自去年 12 月 1
日，加拿大逮捕華為首席財務官

孟晚舟之後，北京政府不斷以

各種手段報復加拿大。「加拿大

被中共政府欺凌」，但「特魯多

沒採取任何措施為加拿大做出回

應」。

北京當局首先以「危害國家

安全」為由扣押加拿大公民康明

凱（Michael Kovrig） 及 斯 帕

沃爾（Michael Spavor），緊接

著又判 2 名加拿大人死刑。隨

後，又停止購買加拿大油菜籽及

所有肉類產品，並以增加檢查為

由阻撓加拿大大豆和豌豆進入中

國市場。

加拿大特魯多政府聲明，中

方逮捕加拿大人是違法行為，加

方要求放人，而北京方面則置之

不理。

特魯多隨即開始尋求國際盟

友支持。儘管歐美主要發達國家

已公開支持加拿大，且在 6 月

底召開的 G20 峰會期間，美國

總統川普直接向習近平，提出了

2 名加拿大人被扣押的問題，但

中方對此做出了強勢回應。

7 月 3 日，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耿爽在新聞會上對國際媒體

說：「我們希望加拿大方面不要

太天真了。不要天真地以為糾集

個別所謂盟友對中方施壓能起作

用」。

而加拿大農業部長發言人則

表示，加拿大正在與中國合作進

行調查。加拿大食品檢驗局無意

增加對中國進口產品的檢查。

謝爾指出，加拿大去年從中

國進口了價值超過 750 億加元

的商品。因此，「我們在這場爭

端中有籌碼，就看我們是否選擇

使用它了。」

謝爾在信中呼籲特魯多採取

必要的措施，最大的打擊中共，

使加拿大消費者的利益損失最

小。他建議的反制措施包括，立

即撤回投放給北京亞洲基礎設施

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的

2.56 億加元資金；立即向世界

貿易組織投訴中方無理的針對加

拿大進口產品的行為；對來自中

國的所有進口產品增加檢查；開

始研究對中國產品徵收報復性關

稅。

謝爾強調，「現在唯一的選

擇，是展示力量，為加拿大站出

來。」

【看中國訊】上週五（7 月 5
日）, 一項有關學校同性戀聯盟

(GSA) 的爭議性法案——第 8
號法案「教育修正法案」，在經

歷亞省立法史上最長的辯論（40
個小時）之後獲得通過。

辯論於週三晚上 7 點 30 分

開始，新民主黨（NDP）對聯

合保守黨的幾項立法，包括第 8
號法案，發起了阻撓。

該法案於 6 月初提出，第 8
號法案去除了前 NDP 政府通過

的保護學校 GSA 的規定。

第 8 號法案允許學校在孩

子加入 GSA 時知會他們的父

母。儘管 NDP 認為這對孩子們

的保護力度不夠，但聯合保守黨

表示，亞省將對加拿大的 GSA
提供一些最全面的保護，這是

UCP 政府對亞省省民的承諾的

一部分。

【看中國訊】加拿大統計局

最新數據顯示，5 月至 6 月期

間，卡城增加了 7500 個主要與

能源行業相關的工作崗位，愛城

（Edmonton）則失去了 600 個

工作崗位。

愛城首席經濟學家約翰．羅

斯（Rose）說，這兩個城市的

趨勢總是不同，因為愛城是一個

公共部門的城市，而卡城就業主

要依賴石油行業。

羅斯說，隨著卡城就業的不

斷好轉，最終也將促進愛城的就

業。我們開始看到的是製造業、

專業服務業、物流和運輸業的緩

慢穩定復甦，經濟活動開始回歸

能源領域。隨著就業環境的改

善，僱主正在將員工從兼職崗位

轉為全職崗位。

【看中國訊】上週四（7 月

4 日），亞省省長傑森 · 康尼宣

布，省政府將注資 250 萬元，

對由國外基金會資助的、針對亞

省石油工業的利益集團開展調

查。他委託法務和重組會計師史

蒂夫．艾倫（Steve Allen）組

閣調查。調查報告將於 2020 年

7 月 2 日提交。

該調查將涉及信息審查、研

究和證人訪談，公開聽證會等。

康尼說：「從來沒有對反亞省能

源運動的各個訪民進行過正式的

調查。」

加拿大環境慈善事業的研

究 員 Vivian Krause 報 告 稱，

那些來自美國慈善家的資助，

目的是為了圍困亞省的石油，

讓其無法進入海外市場以獲取

更高的價格。康尼聲稱，調查

將主要針對由洛克菲勒兄弟基

金會（the Rockefeller Brothers 
Fund）、威廉和弗洛拉休利特

基金會（the 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潮汐基

金 會（the Tides Foundation）
和海洋變革基金會（the Sea 
Change Foundation.）資助的團

體。他說：「這些被資助的團體

主要做法是，釋放虛假信息並採

取誹謗、訴訟、公眾抗議和政治

遊說等手段。」

目前還沒有法律禁止環保團

體接受來自加拿大境外的捐贈，

並阻止這些組織以環境和氣候變

化為名進行活動。康尼表示現任

聯邦政府取消了對這些團體的進

行政治活動的限制。康尼決心要

引入一項法律，禁止外國資金插

手亞省的政治。康尼表示，該調

查並不是對言論自由的攻擊，他

說，「能源行業和排放挑戰是全

球性的，那為什麼反能源運動以

壓倒性的、不成比例地集中在一

個主要的生產者（亞省）身上

呢？為什麼這些團體不像在加拿

大一樣強硬的去阻止美國的管道

運輸呢？」

加保守黨黨領敦促特魯多強硬對付北京

聯邦保守黨領袖希爾（Andrew 
Scheer）（共有領域）

現任總理特魯多(Justin Trudeau)
（公有領域）

煉油廠。（Fotolia）

省府注資 調查可疑組織

「教育修正法案」
獲得通過

5～6月卡城新增
崗位750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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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外界注意到，

近期美臺關係持續升溫。 7 月

11 日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將出

訪加勒比海友邦並過境美國。之

前的 7 月 8 日，美國國務院批

准 22 億美元對臺軍售。

過境突破

蔡英文即將出訪加勒比海 4
個友邦包括海地、聖克里斯多福

及尼維斯、聖文森國和聖露西

亞，去程過境美國紐約，回程過

境丹佛。

臺灣媒體報導，蔡英文出訪

以往都是在友邦與隨行媒體茶

敘。此次安排去程過境美國紐約

市、返程過境美國丹佛市，共停

留 4 晚，不同於以往過境必須

在 24 小時內離境；與媒體茶敘

也將在丹佛舉行，這將是蔡首度

與隨行媒體在美國茶敘，這兩個

改變被外界視為是一種突破。

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耿爽 7
月 1 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

中國一貫堅決反對臺美間的官方

往來，「我們敦促美方 ...... 不允

許蔡英文『過境』，慎重妥善處

理涉臺問題，以免損害中美關係

和台海和平穩定。」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 7 月 2
日以電郵回應，美國長期以來基

於「美中三公報」與《臺灣關係

法》的「一中政策」並未改變。

該發言人說，美方不時提供臺灣

政府代表過境美國的便利。這些

過境是出於對乘客的安全、舒

適、便利與尊嚴考量進行，且符

合美國的一中政策。

對臺軍售規模最大

美國國務院 7 月 8 日批准

22 億美元對臺軍售。這是川普

總統上任以來的第四次對臺軍

售，也是規模最大的一次，包

括價值約 20 億美元的 108 輛

M1A2 艾布拉姆斯主戰坦克及

其相關裝備，以及價值為 2.24
億美元的 250 枚「毒刺」導彈及

其相關設備。

北京同樣對此表示「強烈

不滿和堅決反對」。美國國務

院 7 月 9 日表示，對臺軍售符

合《臺灣關係法》，一中政策沒

有改變。「美國在臺灣的利益，

尤其是與軍售有關的問題，是

為了促進台海和地區和平與穩

定。當然，我方長期以來基於三

個聯合公報和《臺灣關係法》的

一中政策沒有改變。」國務院發

言人摩根．奧特加斯（Morgan 
Ortagus）說，她強調，《臺灣關

係法》要求美方幫助臺灣維持足

以自衛的能力，而對臺軍售正是

在遵守《臺灣關係法》。

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都已批

准這兩項對臺軍售案，並將其呈

報國會批准。美國國會有 30 天

的時間做決定，分析人士認為，

在國會兩黨現下普遍支持臺灣的

情況下，軍售案不可能通不過。

美國智庫蘭德公司防務專

家何天睦（Timothy Heath）認

為，美國此次對臺軍售，雖然規

模大，武器先進，與過去軍售有

所不同，但是武器裝備整體上還

是防禦性質，基本上不可能改變

地區的軍事力量平衡。他說，

這次軍售有其政治意義。「我認

為，我們可以將此看作美國與臺

灣關係提升的一部分。」

美臺間頻繁互動正值華盛頓

與北京之間因貿易戰關係緊張之

際。此前有美國媒體報導說，

在美中領導人 G20 峰會會晤之

前，財長姆努欽為了確保美中貿

易協商順利進行，推遲了是否對

臺軍售的最終決定。

在美國 1979 年與臺灣斷交

轉而與大陸建交後不久，美國國

會通過《臺灣關係法》，要求美

國為臺灣提供防禦性武器，以抵

禦來自大陸的進攻。 1982 年美

國以「六項保證」的口頭保證擴

大了對臺灣的支持。 2016 年，

國會通過決議案，重申《臺灣關

係法》和「六項保證」是美臺關

係的基石，將原來的六項口頭保

證訴諸文字。「六項保證」中的

第一條保證是不得對臺軍售設下

終止日期。

【看中國訊】路透社 7 月 10
日的一份調查顯示，中國今年的

經濟增長幅度將放緩到 6.2%，

為近 30 年來的新低。

受美中貿易戰給中國經濟帶

來的影響，中國政府出臺了一系

列支撐經濟發展的措施，提振內

需。但是最近幾個月中國公布的

一些經濟數據並不看好。人們預

計，北京可能很快要出臺新的刺

激措施，以防止更急劇的經濟放

緩，造成大量的失業。

路透社對 72 家機構進行的

調查顯示，中國第二季度的經濟

增幅將從第一季度的 6.4%，下

降到 6.2%，並且在全年保持在

該水平上。中國將於 7 月 15 日

公布第二季度的 GDP 數據。

深圳招商證券的資深分析師

張益平認為，美國 5 月對 2000
億美元輸美中國產品加徵 25%
的關稅，會拖累中國今年下半年

的經濟增長。他認為，當局可能

繼續堅持更適度的寬鬆政策，而

不是採取更激進的措施。

不過，中國央行行長易綱上

個月說，如果中美貿易戰繼續惡

化，政府有「很大的」調整政策

的空間。

路透社對中國今年全年經濟

增長的預測，接近中國政府設

定的 6-6.5% 增幅的低端，將是

中國 29 年來最慢的經濟增長速

度。中國 2017 和 2018 年的經

濟增幅均為 6.8%。

路透社預計，2020 年中國

經濟增幅將進一步放慢到6.0%。

【看中國訊】「虛擬私人網

路（VPN）」一直以來是大陸民

眾突破政府封鎖、獲得國外真實

信息的利器，然而網絡信息隱私

與安全研究公司調查發現，全球

有近六分之一的 VPN 公司，由

中國企業祕密持有，且許多公司

都對中資持有該公司隱而不宣。

美國資安公司 VPNPro 近

日發表的調查報告顯示，全球前

97 家提供 VPN 服務的業者，

背後的母公司掌控在 23 家企

業手中，而這些企業多半是位

於缺乏隱私規範的國家，其中

有 6 家設於中國，共提供 29 項

VPN 服務，但這些公司多數未

向消費者揭露中資信息。

調查還指出，根據整理公開

資料、地理位置數據、公司員

工簡歷等相關文件發現，有些

不同 VPN 服務的所有權，被母

公司分散在一批子公司手中。

例如，「創新連結 Innovative 
Connecting）」就是一家中國

公司，它旗下擁有 10 個包括

Autumn Breeze 2018、Lemon 
Cove 及 All Connected 等看似

彼此無關連的 VPN 應用程式，

但總安裝量卻估計高達8600萬。

儘管一家公司擁有數個

VPN 服務並不新鮮，但報告認

為，這麼多掌握 VPN 服務的

公司位於欠缺網路隱私法規的

中國，若當地民眾誤用了這些

VPN，中共官方就可對用戶進

行惡意審查。中共當局可透過數

據分析，辨別使用者的身份和網

路活動，還可能將數據轉至境

外，連帶使維權人士、記者、檢

舉人面臨威脅，即便是普通人，

也會受到更嚴格的網路監視。

此外，調查報告還點名

Super VPN ＆ Free Proxy、
S a r a h  H a w k e n 、 G i g a 
Studios、Fifa VPN 等服務完全

沒有透露它們的公司信息。

中央社報導，廣東深圳一名

曾參與 VPN 經營的人士披露，

中資企業擴大經營 VPN 公司有

兩層考量，第一是增加「翻牆」

難度；第二是蒐集並分析 VPN
用戶瀏覽違禁網站的各種模式，

如網站種類、內容、瀏覽時間

等，並連結用戶身份，建立大數

據加以分析，除了作為制定網路

查禁措施的依據外，還能對用戶

採取監控，甚至強制措施。

德國之聲指出，VPN 在一

般國家主要用途是，在公共網路

上的幾個節點間建立私密、安

全的通道；跨國公司更是需要

VPN 服務來保證各分公司，以

及總部之間的通訊效率與信息安

全。

但在中國大陸，許多民眾卻

是利用 VPN 服務「翻牆」，去

訪問被屏蔽的境外網站。

【看中國訊】美國國務卿

蓬佩奧 7 月 8 日在華府召開

的記者會上，宣佈成立「天賦

權利委員會（Commission on 
Unalienable Rights）」，重新審

視「不可剝奪權利」的定義和人

權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的作用。

蓬佩奧說，天賦權利委員會

由人權專家、哲學家、活動人

士、共和民主兩黨議員和不同背

景與信仰的無黨派人士組成。委

員會將向他提供根植於美國建國

原則和《世界人權宣言》的人權

建議。

蓬佩奧希望天賦人權委員會

能夠重新審視什麼是「人權」，

什麼是造物主所賦予的不可剝奪

的權利。

蓬佩奧表示，美國對維護人

權的承諾，對維持二戰後世界各

國道德水準發揮了重要作用。但

是，他說，「權利」可能被用於

好的地方也可能被壞人利用。

保守派團體家庭研究理事會

（Family Search Council）對該

委員會的成立表示歡迎。

今年中國經濟
增幅6.2% 創新低

蔡英文出訪，給友邦的贈品包括象徵臺灣精神的「昂首闊步—臺灣水

牛」。（網絡圖片）

過境外交加對臺軍售

美臺關係新突破

翻牆暗藏隱患
百大VPN三成是中資

(Fotolia)

天賦權利委員會或改變道德格局

搶救神秘金色大鳥  洗淨後才現出原形

1

2 3

為神秘大鳥洗澡。2
神秘大鳥原來是海鷗。3

救護人員赫然發

現這隻金黃色神

秘大鳥，原來是

一隻全身都被咖

哩覆蓋的海鷗，

他們驚呼：「這

是看過最奇怪的

案件之一。」

英國一間野生動物醫院日
前接獲通報，救出一隻外形美
麗的「金色」神秘大鳥。(圖片
來源：Tiggywinkles Wildlife 
Hospital＠F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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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6 月份上市的

新房源繼續減少，卡城房屋供過

於求的情況有所緩解。

與去年同期相比，6 月份

新上市房源下跌近 19%，銷售

量減少了 6%。因新上市房源減

少，總庫存量下降了約 15%。

「到目前為止，住房市場的

整體表現確如預期。」卡城房產

委員會（CREB）的首席經濟學

家 Ann-Marie Lurie 表 示， 銷

售量略低於去年同期的水平，價

格趨於穩定，供應量向最低銷售

量靠攏。「然而，主要是價格低

於 50 萬元的房產趨於達到供求

平衡狀態。」，她說。

雖然市場仍對買方有利，平

均待售期為 4.2 個月，但供過於

求的情況已經緩解，價格下跌也

已經減緩。 6 月份，全市的房

屋基準價格為 42.57 萬元，比去

年的同期低近 4%，與上月基本

持平。

房市情況

獨立屋

與去年同期比，六月份獨立

屋銷售降了 9%。銷售量的下降

主要是受 50 萬以上房產銷售不

佳的拖累。

價格低於 50 萬元的獨立

屋，銷量有所增長，同時供應過

剩情況也有改善。低端市場供應

量不足，將支撐價格增長。

儘管與去年同期相比，上半

年銷售量降了 3%，但卡城南部

和西北部的銷售量有所增加。在

一些最負擔得起的地區（東北

和東部），供需比率有所緩解，

這些都推動市場走向平衡。

儘管銷售量下降，但總庫存

量下降了近 18%。在全市所有

區庫存均有所減少。

價格在過去幾個月保持相對

穩定，每月略有增長。但是，供

過於求的情況使價格比去年同期

仍低了近 4%。

公寓

六月份公寓銷售情況有所

改善，今年上半年共售出 1292
套，比去年同期低 7%。與去

年同期比，新上市數量減少了

15%，使得市面上庫存量減少。

待售期繼續保持在 6.8 個月

的高位。庫存量處於高位，再加

上來自租賃市場和新房市場的競

爭，這繼續拖累轉售定價。

6 月份的基準價格為 25.02
萬元，比去年同期低 3%。自

2014 年以來，基準價格下降已

超過 17%。

雙拼屋和連排屋

六月份，多戶型住宅銷售量

持續增長。年初至六月底，已經

售出 1955 套房屋，較去年同期

增長近 3%。主要由半獨立式住

宅銷售的需求增長帶動。在除了

西北區和西區外的其他區域，多

戶型住宅銷售量增長。

較去年同期，新房供應量也

有所減少，使得供過於求的情況

有所改善。與其他房型類似，多

戶型住宅依然供大於求，壓制了

市場售價。

六月份基準價：雙拼屋為

39.97 萬元，連排屋為 28.63 萬

元；較去年同期分別降 3.3% 和

5.4%。

【看中國訊】Royal LePage
房地產公司週三（7 月 10 日）

發布房價調查數據，二季度全國

房價小幅上漲。

Royal LePage 對 全 國 63
個最大房地產市場的房價進行了

調查研究，結果顯示，2019 年

第二季度加拿大房屋價格同比上

漲 1.1% 至 62.17 萬元。按房屋

類型劃分，兩層住宅的價格中

位數同比上漲 1.0% 至 72.72 萬

元；平房的價格中位數同比下跌

0.4% 至 51.60 萬元；共管公寓

仍然是全國範圍價格增長最快的

住房類型，其中位數價格同比上

漲 3.8% 至 45.25 萬元。

【看中國訊】溫哥華男子 Sau 
Po Wong 週五（7 月 5 日）對

溫哥華市政府提起訴訟。他表

示，他在 2018 年被審計時，錯

誤地提供了 2018 年（應該提供

2017 年信息）的水電費和其它

文件。當市府發通知說他的信

息不適用、將向他徵收 128,310
元空置稅時，他剛好不在本地。

他後來向該市的空置稅審查委員

會提出申訴，但被告知已錯過

了截止日期。Wong 正在起訴該

市及其空缺稅務審查官，以申

請延期，以便他可以提交他聲

稱將證明他 2017 年住在 1138 
Matthews Ave. 家中的文件。

Wong 的房產，建築面積

6000 平方英尺，地塊面積 2.2
萬平方英尺。 2019 年評估房屋

價值為 1260 萬元。與孟晚舟在

等待引渡聽證會時被軟禁的豪宅

在同一條街上。

【看中國訊】加拿大央行週

三（7 月 10 日）宣布維持基準

利率不變，仍為 1.75%。

「最近的數據顯示加拿大經

濟正在恢復潛在增長，」加拿大

央行在一份聲明中說，「然而，

持續的貿易緊張局勢使前景蒙上

陰影。但目前的政策利率使得住

房負擔處於適當的範圍。」

加拿大央行表示，將繼續監

測經濟數據，特別關注能源行業

的發展和全球貿易緊張局勢的影

響，以對未來利率調整參考。

不確定的國際貿易環境的影

響也反映在該銀行最新的經濟預

測中，該行將 2019 全球經濟增

長預期從 3.2% 降為 3%。

該銀行在其報告中稱，「不

斷升級的貿易衝突，地緣政治緊

張局勢和相關的不確定性正在促

成全球經濟活動的廣泛放緩。」

該銀行表示，中國最近對加拿大

肉類和油菜籽產品的貿易行動預

計將使出口減少 0.2%。

該銀行預計今年加拿大經濟

增長率為 1.3%，略高於 4 月預

測的 1.2%，2020 年增長率為

1.9%，低於之前預測的 2.1%。

6月份房市供應過剩趨緩
CREB
報告 買方市場仍繼續

(Fotolia)

加央行宣布
維持基準利率1.75%不變

二季度全國房價小漲1.1% 被徵12.8萬空置稅 溫哥華房主起訴市政府

1138 Matthews Ave.(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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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毒蘑菇在溫哥華迅速蔓延

北歐兩國展開垃圾爭奪戰
【看中國訊】北歐的瑞典和

挪威，因為垃圾分類做得太好，

導致本國垃圾不夠用，需要從國

外進口。 
曾幾何時，瑞典也是垃圾遍

地、污水橫流。後來，政府下定

決心治理環境，垃圾分類成為首

要議題。一開始，瑞典政府強行

推廣垃圾分類，對頂風作案者予

以處罰，但遇到了民眾的普遍抵

制。

 後來，瑞典政府意識到，處

理分類垃圾的教育還是要從娃娃

開始，於是將垃圾分類納入國民

教育大綱，學會了的孩子們會向

成人普及垃圾分類的理念。經過

了一代人的努力，如今瑣碎的分

類規則，早已是瑞典人的生活日

常。 
在瑞典，垃圾分類不是完全

的義務勞動，也有些許經濟回

報。對於廣泛使用的飲料瓶、礦

泉水瓶，瑞典推行押金制度。在

這一運作下，瑞典瓶瓶罐罐的回

收率達到 93%。

在瑞典，很多小區旁邊設有

垃圾中央收集站，從中延伸出來

的各個管道，穿牆而過、進入地

裡，連接著社區不同種類的垃圾

桶。在一些新小區，這些管道直

接連接各家各戶的廚房。家庭廚

房裡安裝一個食物粉碎機，吃剩

的食物被粉碎後，進入管道。

而垃圾回收最大的去向，

在於焚燒發電。瑞典一年中有 8
個月需要供暖。焚燒垃圾產生的

能量加熱水爐中的水，可以給全

國 20% 的家庭供暖。

在瑞典幾乎人人都知道，

4 噸垃圾等於 1 噸燃油能源。在

機器自動化的高效運轉下，一家

12 人的工廠，每年的盈利額高

達 550 萬歐元。雖然全國 50%
的垃圾都用來焚燒，但也僅僅佔

焚燒廠實際處理能力的兩成。大

量的產能被閑置，瑞典人想方設

法地從國外進口垃圾。

一開始，他們瞄準鄰國挪

威。但後來挪威自己投資建廠，

利用垃圾來發電發熱。這可動了

瑞典的乳酪，兩國展開了激烈的

「垃圾爭奪戰」。

先行一步的瑞典更勝一籌。

曾有挪威官員指責瑞典將焚燒費

用一再壓低，擠壓挪威的業務；

但又架不住瑞典收費便宜，只能

眼睜睜地看著本國的垃圾被運去

鄰國，自己反而向英國進口垃圾

來燒。 
未來，瑞典垃圾回收利用率

要達到 100%，並要徹底放棄石

化能源。

【看中國訊】近日，美國

IBM 宣布：第一台量子電腦將

在三年後上市。量子電腦到底有

多強？一部台式量子電腦，就能

達到甚至超過超級計算機的計算

能力。舉例說，要破解現在常用

的一個 RSA 密碼系統，使用當

前最大、最好的超級電腦需要花

上 60 萬年，但用一個有相當儲

存功能的量子電腦，只需花上不

到 3 個小時。量子電腦利用量

子特有的「疊加狀態」，採取並

行計算的方式，可以使速度以指

數級提升。

第一台量子電腦 
三年後上市

這種野生蘑菇學名毒鵝膏

（Amanita Phalloides），平時也

被叫做死帽蕈（Death Cap），
看起來像超市裡的普通蘑菇，甚

至有點像華人們愛吃的草菇。還

沒長大的死帽蕈也很容易被當做

是馬勃菌，但這種毒蘑菇的致死

性超強，在全球範圍內的致死率

比其他蘑菇都要高。

加拿大廣播公司（CBC）

報導稱，世界上有 90% 的蘑菇

致死案都與死帽蕈有關。據卑詩

省醫學雜誌報導，死帽蕈是世界

上毒性最強的蘑菇，僅需食用

30 毫克就能致人於死地。 
更可怕的是，儘管死帽蕈在

食用後 12 小時內可能會有毒發

的反應，比如腹痛，腹瀉，嘔

吐，脫水，低血壓，抽搐，昏迷

等，但此後反應可能會有消退的

跡象，讓人覺得死帽蕈毒性已經

散去。而實際死帽蕈的毒素已在

悄悄破壞肝細胞，緊接著將出現

更嚴重的毒發病症，器官衰竭，

4 天就可以導致死亡。

報導稱，死帽蕈並不源自加

拿大，而是源於歐洲。 1960 年

代，加拿大從歐洲進口了一批樹

木，現在，這些樹都種植在溫哥

華、菲沙河谷和溫哥華島的大街

小巷。死帽蕈的真菌孢子就依附

在這些樹根中進來了。溫哥華地

區有 100 處地點已經發現毒蘑

菇，目前，當局還在調查這種毒

蘑菇的擴散規模，市民如有任何

發現，應及時向卑詩省入侵物種

工作組報告。

為了減少不幸事件的發生，

卑詩省疾病控制中心還專門推出

了多語言的警示海報，派發小冊

子提醒市民遠離這種毒物。

去年 6 月至 8 月期間，卑

詩省毒品和中毒控制中心已經處

理了 30 起蘑菇中毒事件，而 9
月份又發生了 16 起。

路邊的蘑菇不要採

如何分辨死帽蕈？它最明顯

的特徵就是：腳上穿靴子（蘑

菇根部粗大），腰上系裙子（蘑

菇中部有明顯不同），頭上戴帽

子（有菌蓋）。

死帽蕈的菌蓋通常很大，一

般直徑是 5-15 厘米，呈圓形或

半球狀，會隨著時間慢慢變成扁

平。菌蓋顏色以灰色、微黃、橄

欖綠為主。菌蓋下 1 到 1.5 厘米

的位置通常還帶有環狀的白裙。

加拿大另外兩種 
常見毒蘑菇

除了死帽蕈外，還有兩種加

拿大常見的毒蘑菇，你要是見到

了記住不要碰它們。

1、毒蠅鵝膏菌（Ama-

nita Miscaria） 
這種毒蘑菇又叫哈蟆菌、捕

蠅菌、毒蠅菌、毒蠅傘，應該是

最容易辨認的了，特徵是鮮艷的

紅色配上足以讓密集恐懼症患者

抓狂的白色點點。

這種蘑菇直徑從 6 厘米到

20 厘米不等，邊緣有明顯的短

條棱，表面鮮紅色或橘紅色，並

有白色或稍帶黃色的顆粒狀鱗

片。

誤食這種毒蘑菇後約 6 小

時以內發病，產生劇烈噁心、嘔

吐、腹痛、腹瀉及精神錯亂，出

汗、發冷、肌肉抽搐、脈搏減

慢、呼吸困難或牙關緊閉，頭暈

眼花，神志不清等症狀。

2、狗尿苔
狗尿苔，顧名思義是一種生

長在狗經常尿尿的地方的毒蘑

菇。同時也生長在臭牆角或乾大

糞上，這種蘑菇個頭較小，菌蓋

小且光滑，無條紋或條棱，半球

形至鐘形。中毒後發病較快，主

要表現為精神異常、跳舞唱歌、

狂笑，產生幻視，有的昏睡或講

話困難。

專家警告千萬不要用手直接

觸摸這些野生蘑菇，並一定要教

育孩子遠離它們，並注意拉開寵

物。 

最近，溫哥華沿岸衛

生局發出警告，世界上最

毒蘑菇之一的「死帽蕈」

蘑菇在溫哥華蔓延，一旦

食用會導致肝腎衰竭或

死亡。提醒民眾一定要小

心，記住：路邊的蘑菇不

要採！

看中國訊

世界上最毒蘑菇之一的「死帽蕈」（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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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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南華早報》7 月 9 日引

述 3 名消息人士稱，明天集團

董事局秘書溫英傑接受三年調查

後，已於 6 月獲釋。

報導稱，溫英傑是肖建華的

高級助手，其貪污賄賂指控已被

撤銷。不過目前尚未能聯繫到溫

英傑作進一步評論。

消息人士稱，這表明中國政

府已準備好結束對肖建華的調

查，而在明天集團完成所需的資

產處置後，肖建華可能會與溫英

傑類似的方式處理。

對此，北京維權律師劉曉原

在接受香港《蘋果新聞》採訪時

說，溫英傑作為北京當局調查的

目標人物肖建華的身邊人，配合

當局的調查取證後被無罪釋放，

這種情況在中國大陸是比較常見

的，但這種處理方式卻不能比照

適用於作為目標人物的肖建華本

人。因為肖不僅涉及到金融犯

罪，還可能涉官場高層的（內

鬥）問題，僅以他掌握那麼多

官場高層的內幕秘聞這點，能否

活著出來還難說，更不可能隨便

就無罪釋放、重獲自由。

2017 年初，肖建華從香港

中環四季酒店被帶回大陸接受調

查，至今官方一直沒有公布肖建

華的信息。但外界盛傳肖建華被

軟禁在上海松江，且由正規軍

隊而不是武警看守。肖建華「失

聯」期間，其旗下的相關公司有

多個消息傳出。

今年 5 月 24 日，中國銀行

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宣布，對明

天系旗下的包商銀行實行接管，

其業務由建設銀行託管。此外，

「明天系」旗下企業在 2018 年
剝離價值 1500 億元人民幣的資

產，而在 2018 年前，「明天系」

已剝離超 1000 億元的資產。由

於「明天系」持有資產情況錯綜

複雜，資產剝離過程預計將超過

3 年。

據稱， 中國當局帶走肖建

華，是因為其控制的「明天系」

所累積的風險，足以危及中國

的金融安全。截至 2017 年 6 月
底，「明天系」已控參股 44 家
金融公司，涉足銀行、證券、保

險、信託、基金等，覆蓋金融業

全部牌照，其控參股的金融機構

資產規模更高達 3 萬億元人民

幣。

香港《南華早報》2018 年 9
月報導，肖建華案將在上海開始

審理，肖建華或被指控涉「操縱

股票和期貨市場」和「代表機構

行賄」罪。但也有港媒稱，肖建

華的問題比上述兩罪還嚴重，因

為他是江澤民集團財富最大的管

家、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之子曾

偉的「白手套」，至少涉有充當

「政要白手套」、「財閥干政」及

「金融政變」等 3 宗政治罪。而

肖建華被押回大陸後，也一直在

積極招供以換取從輕處罰。

【看中國訊】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之一華春瑩因為連續多月

沒有露面，網傳消息有負面猜

測，華春瑩在中共黨校脫產學

習，據稱其進黨校學習或有陞

官機會。

華春瑩參加中共中央黨校

中青年幹部培訓班，中青班學

員由中央組織部挑選、考核，

都是「明日之星」，在中央黨校

進行為期四個半月的學習。

該報導稱，如無意外，華

春瑩學成歸來有望接替現任外

交部新聞司司長陸慷。

華 春 瑩 1970 年 出 生，

2012 年接替姜瑜出任外交部

新聞司副司長，同時擔任發言

人至今。她是中共建政後第五

位女性外交部發言人。一直以

來，華春瑩作為北京代言人的

負面形象備受爭議。

華春瑩就任以來，曾有多次

引起爭議的外交發言表現。其擔

任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僅一年後，

就被列入中國網民評選的「2013
年度中國人渣榜」，居百名人渣

中第 32 位。當時華回應外媒提

問《南方週末》的新年獻詞被廣

東宣傳部修改，是否有悖於中方

提倡的新聞自由時，聲稱大陸

「不存在所謂新聞審查制度」，

「媒體有輿論監督權利」等，被

指睜著眼睛說瞎話。

華春瑩去年 2 月初也因為

一度沒現身 20 多天，傳出被

查。當時多家港臺和海外媒體引

用網路流傳消息稱，華春瑩的家

中被「查獲 500 萬美元」，以及

移民美國與置產資料，還指她已

被警方移送偵辦。但 3 月 1 日，

華春瑩如常現身「闢謠」。

在華春瑩隱身期間，同期

海外網路更熱傳其風流史。

2018 年 2 月 25 日，海外

推特「自由部落」爆稱：「中

國外交部不但長期掌控在江澤

民的親信手中，而且是其枉法

銷贓的大賊窩，已經成為習近

平重點清洗的對象。華春瑩是

紅二代，父姓錢，母姓華。某

位已退休的駐外大使向我們透

露，華春瑩生活作風淫亂，是

原外交部長李肇星的情婦。楊

潔箎按照李肇星的推薦，提拔

華春瑩為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

兼外交部發言人。」

不過，對於華春瑩的性醜

聞，至今未有官方回應或澄清。

在中共黨校系統中，最高

級別的中央黨校創建於 1933
年，位於北京西郊。該校長期

以來是北京培養幹部，灌輸馬

恩列斯毛，以及後來鄧小平思

想的基地。

按照當局規定，現職的省

部、廳局、縣處級幹部，每五

年必須到黨校輪訓（輪流培訓）

一次；縣級以上中青年黨政後備

幹部，在陞官之前必須先到黨校

培訓，其中升任高幹的，更一定

要先到北京中央黨校培訓。

中共黨校歷來就是貪官聚

集、培訓的「基地」。中央黨

校校名正是由有「腐敗總教練」

之稱的江澤民題寫的。近年落

馬官員的履歷多顯示在中共黨

校浸淫「培養」過，甚至最高學

歷就是黨校學歷，特別是中共

中央黨校成為名符其實的「養虎

場」。

官媒公開報導顯示，中共

中央黨校歷來不但是官員拉幫

結派撈陞官文憑的好地方，甚

至是收賄和淫亂的「好地方」。

日本《產經新聞》曾刊登記

者矢板明夫的報導，他援引中

共一名改革派中共老幹部和了

解官僚貪腐內情的中國記者的

說法，黨校這種集中各地官員

進修的地方，其實也是官員邊

喝酒邊傳授貪腐竅門的場所。 

中南海頭號大案將公佈結果

華春瑩「失蹤」 傳進黨校深造或陞官

「明天系」創辦人肖建華

被稱為「中國金融大

鱷」的「明天系」創辦人

肖建華「失蹤」兩年半

之後， 案情有了最新進
展，有港媒說，其高級副

手、明天集團原董事局秘

書溫英傑於6月獲釋，引
發外界關注。

看中國專欄作家鄭中原

董林杉綜合報導

肖建華高級副手獲釋

12

AUGUSTA FINE HOMES  •  BAYWEST HOMES  •  BROADVIEW HOMES  • 
CALBRIDGE HOMES  •  NUVISTA HOMES  •  STERLING HOMES  

2X年度社區
卡 爾 加 里 地 區

生 活生 活 會會

在在
更 美 好更 美 好更 美 好 如果住

HARMONYHARMONY
享受湖景 - 高爾夫生活，
就在 SPRING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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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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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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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來訪問！

後車道特色屋

優雅車庫連體平房別墅

高檔豪華房屋

家庭升級住宅

湖濱屋認購

即將上市

現在登記

起價大

起價大

起價大

$600s

$700s

$900s

今天就來參觀，找到您的新家吧。您會驚嘆於願景如此之快變為現實。

查詢方向位置圖、信息及更多資訊，

請訪問

在這裡，在 Harmony.

LiveInHarmon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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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駐美國大使金．達洛克。(Getty Images)

外交電文泄露惹風波

自 2016 年以來，達洛克一

直是英國駐華盛頓最高外交官。

他說，在被泄露之後，他「不可

能」繼續擔任這一職務。在辭職

信中說，儘管他的任期將在今年

年底結束，但是他認為，「在目

前的情況下，負責任的做法是允

許任命一名新的大使。」

據 BBC 報導，英國媒體

《星期天郵報》曝光了英國駐美

大使金．達洛克對美國總統川普

( 特朗普 ) 政府的負面評價，他

在發往倫敦的密碼電報中稱美國

總統川普政府「無能」，「沒有

安全感」和「不稱職」，並稱川

德防長候選歐盟主席 受矚目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

導】被視為默克爾總理接班人的

德國防長馮德萊恩，出人意料地

成為歐盟委員會主席候選人。她

的出線除面臨歐洲議會是否支持

的挑戰外，對北京強硬的作風也

備受矚目。

據路透社報導，歐洲聯盟

28 國領袖經過馬拉松會談，終

於在 7 月 3 日達成共識，提名

馮德萊恩為下一屆歐盟執行委員

會主席人選。不過，由於她的出

線打破過去歐盟執委會主席由歐

洲議會第一大政黨的「第一候選

人」出任慣例，外界對繼任人選

程序提出不少質疑。即便是現任

歐盟執委會主席容克也表示，打

破此一慣例確實不太受歡迎。

馮德萊恩 10 日前往歐洲議

會與新議長及各政團領袖會面，

盼接下來能通過歐議會投票成為

歐盟首位女性主席。

隸屬德國基民盟籍的馮德萊

恩有一段時間曾被視為是默克爾

總理的接班人。德國媒體指出，

出生於比利時的馮德萊恩，會德

語、法語等多種語言，也擔任過

多個部長職位，經歷過政治的風

風雨雨。這是擔任歐盟委員會主

席應具有的資質，因為到時她將

和歐盟各國首腦平起平坐地進行

談判。

從過去馮德萊恩的施政發言

觀察，她對北京心存戒心。據

路透社報導，馮德萊恩於今年 1
月接受德國《時代》周報採訪時

表示，「中國將在 21 世紀扮演

一個中心角色，因此我們必須在

經濟，貿易和安全政策方面加強

關注中國。」。她認為，北京不

願與別人分享利益，也不願讓自

己的利益受制約，其做法是不聲

不響，卻一步一步地擴張自己的

實力。她提醒歐盟，北京當局採

取一派友好地籠絡政策，讓他人

時常忽視了它是如何堅定而機智

地在實現自己的目標。因此歐洲

應該聯合起來面對北京，定義並

貫徹其利益。

馮德萊恩還批評了北京當局

對異見人士和體質批評者的壓

制，以及對公民實行的全方位數

字監控，包括正在推行的社會信

用體系。她相信，「對於這種全

面的掌控，人們遲早會反抗」。

相較於榮克任內對北京當

局的謹慎，馮德萊恩未來在國際

舞臺上與北京交往時的立場，成

為歐盟成員關注的焦點。不過馮

德萊恩去年 10 月訪問中國時，

曾要求擴大與中方的軍事合作。

當天，雙方也還首次進行了虛擬

聯合國反霍亂軍事行動訓練。因

此，媒體認為馮德萊恩如果上

臺，她對北京的政策仍有待觀望。

【看中國記者路克編譯報導】

根據 iPolitics的一份最新報告，

加拿大國會議員和眾議院工作人

員正在被警告，由於存在潛在

的「網路安全風險」，不要使用

簡訊和電子支付應用程序微信

（WeChat）。
眾議院的網路安全團隊向國

會議員，工作人員和眾議院政府

送了一封電子郵件，主題為「IT
安全警報 -- 微信應用程序的風

險」，該電子郵件聲稱微信是一

個危險的應用程序，因為通過平

臺發送的消息是未加密的，這意

味著第三方可能對用戶的數據和

消息進行後門訪問，這使得消息

更容易被壞人攔截。

「此外，即使用戶刪除了信

息，信息也會繼續駐留在伺服器

上，同時也會保存與用戶位置

相關的信息，」該電子郵件中寫

道，「這些伺服器位於加拿大境

外，因此不受加拿大隱私法的約

束。無法保證它會嚴格的保護

用戶數據。」該電子郵件還稱，

「因此，眾議院強烈建議國會議

員及其工作人員不要將其用於工

作或其他敏感通信。」

眾議院發言人 Kori Ghergari
解釋說，向議員和工作人員發出

該警告，是作為「預防措施」發

出的。

有專家估計，微信應用程序

在加拿大擁有約 100 萬用戶。

此前，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

亞省警方曾接到投訴稱，一個名

為加拿大溫州友好協會的團體

使用微信為選民提供 20 美元的

「交通費」，如果這些人願意參

加民意調查，並投票給特定的候

選人的話。

一些觀察人士擔心加拿大微

信用戶容易被中國政府操縱，因

為該應用程序在中國審查規則下

運作，會定期審查中國政府指導

下的政治敏感內容。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綜合報導

英國駐美國大使金．達

洛克批評美國總統川普的

外交電文被曝光後，引發英

美關係風波。星期三達洛克

宣布辭職。

普政府「特別地功能失調」。

川普得知此事表示非常不

滿，他稱達洛克是個「非常愚蠢

的傢伙 (a very stupid guy)」。

川普在推特上說，他不認識英國

外交官金．達洛克，此人在美國

國內不受歡迎，也不受好評。川

普表示不再與其打交道。

英國國際貿易大臣福克斯與

美國商務部長羅斯原本定在本週

二舉行的會談也臨時被取消。

英調查泄密事件

達洛克的有關表態通過發往

倫敦的密碼電報發出，只有英國

外交部機密通訊部門可以收到並

翻譯這種密碼電報。

究竟是英國內部有人泄密？

還是有人破譯了密碼通訊？英國

當局已經展開調查，尋找達洛克

從華盛頓到英國的外交電文的泄

密源頭。

目前分析稱，如果在沒有內

部人員泄密的情況下，另一種可

能性是黑客破譯。

據美國之音報導，英國外交

大臣杰里米．亨特說：「我們需

要弄清楚事情是怎麼發生的，至

少要給我們在世界各地的團隊信

心，讓他們相信可以繼續給我們

坦率的評估，所以這就是為甚麼

我們要進行泄密調查，我希望我

們能找到事情的真相，當然，如

果我們發現誰應該對此負責，他

將會有非常嚴重的後果。」

英國是美國長期以來最親密

的盟友。倫敦對自 2016 年以來

擔任英國駐華盛頓最高使節所發

表的對川普的貶損評論感到尷

尬。在這些評論於上週末在英國

發表後，英國方面並沒有否認其

準確性。

英駐美大使宣布辭職
正在華盛頓訪問的英國貿易

部長利亞姆．福克斯告訴 BBC
電臺，他將向他將要會見的、總

統的女兒兼顧問伊萬卡．川普道

歉。

通常，外交使節發往本國的

密碼電報也會被派駐國情報監聽

部門收到，但沒有密碼將難以破

譯。如果一國外交使團的密碼電

報被破譯，可能造成的損失將是

難以估量。但這種情況在歷史上

一再重演。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

帝國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曾成功

偷襲美軍珍珠港，被美軍恨之入

骨。日軍當時用的是日本外交使

團所用的類似密碼。據傳，最初

破譯日本外交和日軍密碼情報的

是中國國民政府裡為中統局工作

的密碼專家池步洲。中國方面將

破譯的山本五十六行蹤的密碼情

報立即轉給美軍。

山本五十六乘飛機在太平洋

戰區上空巡視時，被 16 架早已

等待在半路有關空域的美軍戰鬥

機伏擊擊斃。此事震驚日本，但

日軍仍認為這是運氣，一直都不

能相信由日本頂級密碼專家設計

的外交密碼能被外國人破譯。

加國會議員被警告
不要使用微信

馮德萊恩（左）與現任歐盟委員

會主席榮克(Getty Images)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南部於

4 日上午發生 6.4 級地震後，當

地時間 5 日晚 8 時 19 分再度發

生了 7.1 級的強震，洛杉磯地區

有明顯震感。雖然尚未有這一最

新地震造成人員傷亡的消息出

現，但這是自 1999 年以來該地

區發生過的最強的一次地震。

◆非洲國家 8 日在尼日舉

行非洲聯盟（AU）峰會，並

正式推出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區

（AfCFTA）。此自由貿易區設

置歷經 17 年艱難的協商，相當

受期待，甚至被譽為朝向非洲大

陸「和平繁榮」的目標，邁出了

歷史性的一步，具有里程碑意

義，該自由貿易區將來也或將會

是「世上最大的貿易區」。在非

洲聯盟 55 個會員國之中，已經

有 54 國簽署協定，唯一還沒有

簽署的厄利垂亞，亦宣布將會考

慮加入。

◆希臘主要電視臺進行的

綜合調查顯示，美國哈佛畢業

的米佐塔基斯領導的新民主黨

的平均得票率為 39.8%，超過

齊普拉斯領導的激進左翼聯盟

的 31.6%。極右翼的「金色黎明

黨」（Golden Dawn）失去了進

入新一屆議會的資格。媒體分析

認為，這顯示在歷經 4 年前的

債務危機過後，希臘民眾選擇放

棄激左和極右翼的主張，回歸傳

統政治模式。今年 44 歲的齊普

拉斯是希臘一百多年來最年輕的

總理。

◆日本與韓國的關係日益

緊張。據日本共同社 7 月 4 日

報導，日本政府針對製造半導體

所需的「氟化氫」，用於智能手

機顯示屏的「氟化聚醯亞胺」和

塗覆在半導體基板上的感光劑

「光刻膠」這三種材料加強了針

對韓國的出口管制。有關此次出

口管制的起因，日本官房長官菅

義偉稱，韓國最高法院做出了勒

令日企賠償原勞工的判決、慰安

婦問題、向自衛隊飛機照射火控

雷達問題等導致「信賴關係嚴重

受損」。此次日本加強管制的 3
種材料均為日本企業在全球的市

場份額較高，很難從其他國家採

購，因此可能給韓國半導體巨頭

三星電子等帶來重大打擊，造成

工廠生產線停止。面對日本的經

濟制裁，韓國國內出現抵制日貨

的運動，韓國警告稱將頒布反制

措施。

◆德意志銀行數十年來努

力躋身於華爾街頂級銀行之列的

夢想宣告破滅。多年的經營困

境，讓德銀選擇放棄虧損的投資

銀行業務，回到專心從事為德國

及歐洲企業提供融資的傳統銀行

行列。德銀最近 3 年連續虧損，

標普下調評級，還爆發了洗錢醜

聞，和德國商業銀行的合併談判

也在 4 月底破裂。為扭轉頹勢，

德銀 7 日宣布大規模重組，總成

本將達到 83 億美元。這是金融

危機以來金融業最大的改革之一。

◆伊朗不顧歐洲聯盟強力

勸阻，7 日宣布已重啟阿拉克核

反應堆將提煉濃縮鈾純度提高

到 4.5% 以上，超過 2015 年達

成的伊朗核子協議所規定上限

3.7%。並威脅，如沒有進一步

進展，伊朗會在 60 天內宣布減

少履行其他承諾。面對德黑蘭的

行為，近日，法國、德國和英國

外長與歐洲伊核問題高級代表在

聯合聲明中敦促伊朗逆轉這一行

動，不要採取進一步破壞核協

議的舉措，並多方協調，如何

「根據協議條款，採取下一步措

施」。

◆俄羅斯一艘全球潛深最

深的「AS-12」210 型絕密核動

力潛艇於日前在巴倫支海俄羅斯

領海內發生火災慘劇，造成 14
位軍事科技人員罹難。而日前

俄國和挪威組成的科學團隊，

於 7 月 6 日派出挪威研究船 GO 
Sars 號，針對「共青團員號」所

進行的調查。該研究船潛入位於

1700 公尺深的「共青團員號」

殘骸處進行了採樣與拍攝任務，

結果然發現該處的海水輻射量超

標竟達 1 百萬倍，極為驚人。

這起火災也引起了人們

對發生在 1989 年的蘇俄核子

動力潛艦「共青團員號」沉

沒事件的聯想和關注。蘇俄

核子動力潛艦「共青團員號」

（Komsomolets，K-278） 於

1989 年 4 月 7 日在北極海域，

由於發生火災而沉沒，釀成 42
位船員死亡，此事件可謂是歷史

上嚴重的潛艦意外之一。

寰宇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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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中條例壽終正寢

香港：希望一直都在
◎文：鄭貝

◎文：佚名

【看中國記者端木珊綜合報導】香港

特首林鄭月娥 7 月 9 日突然宣布，修訂

逃犯條例的工作「完全失敗」，該草案已

「壽終正寢」。

林鄭月娥 9 日同時表示願意公開對

話，並稱有關獨立檢控工作將視乎證據而

定，如果不追究示威者破壞立法會的行

為，這是違反香港法治精神。針對身為香

港行政長官是否問責下臺的問題，林鄭月

娥表示，她下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希

望能給予她及港府團隊機會與空間。

對於林鄭月娥的公開聲明，香港民主

派立法會議員發表了一份聯署聲明稱，身

為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已經躲避了數

日，至今仍然毫無誠意回應香港人所提出

的五大訴求，必須立即下臺。

大專學界回應了林鄭月娥的聲明中

稱，已多次明確考慮會面前提：1）永不

追究 6 月 9 日及以後的「反送中」運動抗

爭人士；2）對於與行政長官的公開會面，

在狹小的城市空間中，或許很多人會

感受到黑暗帶來的絕望。但跳出這個彈丸

之地，將呼嘯而來的碎片拼接成圖，你會

清晰地看到，世界上各種正義的力量正在

彙集，歷史正在走向光明。

北京醞釀大檢討

7 月 5 日，《香港 01》引述接近北京

消息人士的話，稱北京高層對百萬港人上

街遊行反送中感到錯愕，為此習近平醞釀

對香港整個工作系統展開大檢討，同時嚴

查香港假情報來源。

接近北京消息說，因應本次港府「修

例」大戰敗退，整個對港工作系統，都需

展開大檢討。包括對港工作系統之內的中

聯辦、港澳辦甚至公安單位等，都需要進

行大檢討，因為初期形勢評估報告，都是

他們呈上去的，這些報告都寫得頗樂觀，

結果卻完全不是那回事，究竟哪裡出了問

題？習近平對此要求徹查。

可以推測，如果習近平政府知道推行

《逃犯條例》的修例，會激發這麼強大的

社會反彈，很可能從一開始會推翻或推遲

港府的這個舉動。

倒不是北京當局忌憚民眾，而是現在

的北京當局處在一個糟糕的時間點。香港

非鐵桶般信息封鎖的北京城，而北京更不

再擁有世界舞台上九十年代那舊日風光。

美國覺醒

時政評論家陳破空說，美國開始覺

醒，不對中共的和平轉型報有幻想。而美

國川普總統上臺以來，國內共和黨和民主

黨不管有甚麼分歧，但是對待中國問題上

都有共識，都是主張反擊紅色中國。同時

中國周邊的大多數國家都進入了民主化狀

態，進入了對中國說「不」的狀態。也就

是說現在的北京，四面楚歌。

美國副總統彭斯、國務卿蓬佩奧 7
月 8 日在華府接見香港「壹傳媒」創辦人

黎智英，黎向兩人表達對香港「逃犯條

例」修訂法案，以及香港自治的關切。

美國之音中文網則直言彭斯、蓬佩奧

接見黎智英實屬「罕見」。川普政府的舉

動常常出其不意，手法多變，但反擊紅色

中國的主張早已越來越力透紙背。用這個

手法初現對港民的支持，又有甚麼奇怪的

呢？

影響臺灣大選

對北京政府來說，2020 年美國總統

大選和臺灣總統大選怕是其最關心的兩個

選舉了。

在 2018 年，臺灣「九合一」選舉

中，持反共立場的民進黨大敗，持親共立

場的國民黨拿下逾三分之二地方席位。對

北京來說，2020 年的總統大位重歸國民

黨，是再滿意不過的結果了。

但香港事件扭轉了臺灣的民意。臺灣

民眾也發起數場聲援香港的活動。對北

京而言，「一國兩制」同時適用香港和臺

灣，習近平今年初也公開就此制度的前

景，向臺灣民眾喊話。不少專家認為，香

港反送中運動，更添臺灣各界對北京「一

國兩制」方案的疑慮，間接助攻明確反親

中、將在明年大選尋求連任的蔡英文總

統。時至今日，北京政府在香港和臺灣

問題上，恰應了那句古話「賠了夫人又折

兵」。

更多援兵

7 月 2 日英國外交大臣亨特說，北

京如果拋棄《中英聯合聲明》會有嚴重後

果。中國外交部則笑話英國對回歸後的香

港一無主權、二無治權、三無監督權。

果真如此嗎？華人自媒體人文昭解

析，根據《中英南京條約》和 1860 年的

《北京條約》，香港島和九龍半島是永久

割讓的，英國是沒必要歸還的。新界租

期是 99 年，這部分到 1997 年有義務歸

還。英國政府在高度自治、50 年不變的

前提下，把香港、九龍、新界一起歸還，

英國政府有條件的讓渡是通過《中英聯合

聲明》來確定。而宣布《聯合聲明》失效，

對於英國來說是被人騙了。它當然有充分

行動的理由。

除了驅逐外交官外，英國能夠動用的

手段還包括技術和投資制裁，還有就是和

美國的軍事合作。英國現在的問題是因為

脫歐久拖不決搞得政局不穩，等下一屆政

府產生以後，這個問題應該很快有分曉。

等待大棋局中的變化

以上還僅僅是世界風潮中的幾個大的

碎片。不少華人媒體觀察到，現今世界政

壇上，反對共產主義的保守勢力在強勢回

歸，越來越多的地區或國家，右傾的政黨

獲得執政的機會。

自媒體「驚風堂」認為，在香港內

部，香港民眾佔據優勢，從反送中條例暫

時成功，就已經體現出來了。而中南海的

真正對手是更強大的美國。中美對陣，美

方佔據絕對優勢。在這種情況下，香港自

由派和民眾，無需將戰勝中南海作為首要

目標，更好的策略是配合美國，對中南海

保持壓力就可以了。

當百萬港民走上街頭的那一刻，他們

已經就走在了通往勝利的路徑上。未來儘

可能理性的保持優勢，平和的抗爭中，等

待大棋局中的變化，等待曙光到來。

在過去二十年裡，香港明星如果說出

任何北京政府不喜歡的聲音，他們的工作

機會瞬間會蒸發。大多數明星都選擇「明

哲保身」。還有一些人則選擇支持北京，

並得到了回報。

香港歌手何韻詩早年曾在大陸舉辦過

100 多場演唱會，擁有超高人氣。但自

2014 年支持香港雨傘運動後，她一直遭

大陸封殺。不僅被禁止進入中國演出，而

且歌曲也被大陸串流媒體網站下架。

不過這並未阻止這位歌手表達心聲。

7 月 8 日下午，應非政府人權組織「聯合

國觀察」和「人權基金會」的邀請，針對

有關香港「反送中」事件，何韻詩在會議

上使用英文發言。何韻詩稱，北京當局完

全沒有兌現對香港「一國兩制」的承諾，

如今香港政府已被控制，「一國兩制」基

本有名無實。她在會議上詢問聯合國是否

應有緊急決議來保護香港人的權益？人權

理事會是否應將中國除名？

此上述過程中，身在會議現場的北京

當局代表兩次打斷何韻詩發言，要求進行

程序發言。在抗議之後，主持會議的人權

理事會副主席依然讓何韻詩繼續發言。

何韻詩失去了很多，但她亦得到了這

個城市溫暖的回應。

蘋果 iTunes Store 7 月 10 日公布的

香港熱門專輯排行榜顯示，前 10 位中有

6 位分別由何韻詩的 3 張、周柏豪的 2 張

和葉德嫻的 1 張專輯佔據。這三位均為

支持「反送中」運動而遭大陸封殺的香港

歌手，三人的音樂專輯日前在香港的銷量

猛增。香港網民大讚這三位有骨氣的藝

人。而在 iTunes 排行首頁的前 24 名中，

何韻詩更佔據了 6 個大碟的排名位置。

還有網友發現，譚詠麟日前為親共建

制派議員組織的「撐警集會」站臺後，其

所有專輯都跌至 iTunes 200 名之外。

香港網民說：「自己的歌手自己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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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歌手自己救

必須公平、公開、誠邀廣大市民、各界代

表和傳媒出席。林鄭要求學界放棄此兩項

條件，不但是妄想，而且更顯毫無誠意。

對於這一重大消息，北京當局異常低

調，大陸媒體和大陸社交平台上都鴉雀

無聲。在林鄭月娥承認修法「完全失敗」

後，也有通過各種渠道獲知最新消息的大

陸網民對港人通過遊行和平理性表達訴求

取得進展表示羨慕，留言稱「香港百姓厲

害！」

駐港司令員秘會美軍

路透社 9 日獨家報導，解放軍駐香

港部隊司令員陳道祥少將上月曾在香港，

主動與美國國防部亞太安全事務首席副助

理部長海大衛 (David Helvey) 會晤，日

期是 6 月 13 日，即剛好在 6． 12 港警

開槍鎮壓示威者之後的第二天。陳道祥在

會上表示，解放軍駐香港部隊不會違反一

直以來的政策去幹預香港的事務。雙方會

面由陳道祥發出邀請，並在中國人民解放

軍駐香港部隊大廈內進行。

消息人士續稱，「這是令人意外的，

因為是由他自行提起。在這個敏感時刻，

它是一個清晰的訊號」。

全球各大媒體

紛 紛 刊 載 香

港 民 眾 「 反

送 中 」 遊 行

現 場 圖 片 ，

香 港 《 看 中

國》報社推出

的 《 香 港 撐

住》海報遍布

抗 議 現 場 。 

葉德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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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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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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國訊】在去年

年底公布品牌首台越野

車 Urus 後，蘭博基尼又

以 Huracan EVO 為基礎、

植入 Urus 的越野基因，

推出名為 Huracan Sterrato

的越野概念賽車，不過該

車尚未有量產計劃。

Sterrato 在意大利文

中有「泥土、碎石」之

意，表明該車的越野性。

該 車 外 觀 來 自 Huracan 

EVO，保有相同的輪廓及

前後保險槓設計，但是為

了 符 合 Off-Road 需 求，

蘭 博 基 尼 加 高 了 47mm

的離地間隙。

不 僅 如 此，Huracan 

Sterrato 還增加了 30mm 的

輪距，並於引擎蓋、引擎

室進氣口加裝保護設計，

且除了在葉子鈑外包覆由

碳纖維與彈性樹脂製成的

防刮輪拱，還加裝了鋁合

金車身下護板、鋁合金側

裙與 20 吋的越野專用胎

圈組，車頭與車頂亦配置有可提供夜間照

明的 LED 燈組。

至於傳動搭配方面，Huracan Sterrato

則是搭載調校上與 Huracan EVO 相同的

5.2 升 V10 自然吸氣引擎，最大輸出功率

470kW、峰值扭矩 600Nm。

該車配備針對越野需求重新設定的

LDVI 車身動態整合系統，可整合主動式

電磁懸掛、動態轉向系統，以及 AWD 全

時四輪驅動和後輪轉向系統，提供出色的

操控樂趣。

蘭博基尼首席工程部門主管 Maurizio 

Reggiani 表示：Huracan Sterrato 展示了品

牌希望成為未來規劃者的承諾，也體現了

Huracan 的多功能性，並開啟了感受另一

種駕駛樂趣與性能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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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上月，拼車服務巨

頭優步（Uber）與注重安全性的瑞

典汽車品牌沃爾沃合作，推出最新

款沃爾沃自動駕駛汽車 XC90，這

是第一款結合優步自動駕駛系統的

全自動駕駛量產車。

兩家公司於 2016 年簽署了一

項聯合工程協議，並已開發了幾款

原型車，旨在加速雙方的自動駕駛

汽車開發。優步計劃在 2019 年至

2021 年期間，從沃爾沃購買至多

2.4 萬輛自動駕駛汽車。

目前，優步已經在美國各州開

始了試行，試行大約派出了 250 輛

新型的沃爾沃 XC90，試行時間為

兩年。

優步公司旗下的領先技術部門

（Advanced Technologies Group）
負 責 人 Eric Meyhofer 表 示， 該

車在安全可靠性方面都有所提高，

預計將「很快」取代優步車隊中的

老款車型。此外，新車還配備了多

個轉向和制動功能備份系統，以及

電池備用電源和新的網絡安全系 
統。

雖然 Eric Meyhofer 認為，優

步還沒有準備好部署無需人工控制

的車輛，當前還需要為每輛自動駕

駛汽車配置安全負責人員。未來必

將實現真正的無人駕駛，但這遠非

一日之功，優步將逐步實現這一目

標。

不過，沃爾沃XC90不支持沃爾

沃自主開發的軟件。相反，該車支持

優步的軟件。它能夠輕鬆安裝自己的

自動駕駛系統，這使它未來可能在優

步的網絡中部署作為自動駕駛汽車，

提供一種自主的公共乘車服務。

這款 XC90 將由沃爾沃在其位

於瑞典托斯蘭達的工廠進行組裝，

設有方向盤和剎車踏板等人工控制

裝置，同時這款 SUV 還將帶有專

為計算機控制設計的轉向和制動系

統。

【看中國訊】精明的司機總

是在尋找妙招，以使每加侖汽油

可以多跑幾英里。但是，對老舊

汽車有效的省油訣竅，對於今天

由複雜系統控制的車輛來說，簡

直就是毫無用處。我們下面就來

分析十個提高燃油效率的所謂妙

招，看看到底是事實還是幻想。

1)油箱加滿 
可以避免汽油揮發

如果認為加滿油可以避免汽

油揮發卻是毫無根據。以前的汽

車也許會使一些汽油揮發到空氣

中，然而現在的汽車燃油系統已

經將回收揮發汽油的功能設計進

去了。

2)滑行時換到空檔位
這個說法在汽車還需要化油

器的時代還是有點道理的。然

而，現今的燃油噴射系統可以檢

測你是否在高於怠速的情況下鬆

開油門。如果是這種情況，燃料

噴嘴就會被關閉，因此沒有汽油

噴射到發動機裡，即便是汽車仍

然在檔位上。

3)手動變速箱更省油
以前，你只能選擇五速手動

或者三速自動變速箱。那時，手

動變速箱是可以實現較高的每加

侖里程數。然而今天的高科技自

動變速箱，比人為操縱更高效。

4)污濁的空氣濾芯增加
油耗

比較老的發動機是通過空氣

過濾器直接將空氣吸進化油器，

因此空氣過濾器堵塞會降低里程

數。但是，今天的發動機控制模

塊 (ECM)，已精確調節空氣燃

料比。空氣較少，送到發動機燃

料也較少。因此，髒的空氣濾芯

不會降低里程數，但是髒的空氣

過濾器確實可能導致汽車加速遲

緩。

5)加油時溫度低會加進
較多的汽油

有一個流行的神話是，如果

在氣溫較低的時候加油，花同樣

多的錢，你會加較多的油，因為

溫度低時，液體密度較大。然而

實際上，如果你在加油站加油，

汽油是從恆溫的儲油罐泵出來，

環境的溫度幾乎不會造成大的影

響。

6)自動巡航可以省油
汽車巡航系統是用來保持行

車速度，許多司機就認為這可以

幫助省下一些銀子。如果長距離

在平坦的高速公路上行駛，這可

能是真的。但在坡度比較大的路

段，巡航的突然加速會耗掉更多

汽油，一個精明司機卻會根據情

況的輕踩油門以保持速度穩定。

7)燃油添加劑可以增加里程
如果汽車的燃油噴嘴確實較

髒或者堵塞的話，噴嘴清潔劑可

能會改善你的汽車的燃油經濟

性。其他任何燃料添加劑，不管

說得再好，即便確實有點效果，

能夠省下的錢根本不足以支付因

此而多花的錢。

8)汽車越老耗油越多
如果你不維護好你的汽車，

其性能當然會下降，燃油效率也

會下降。但是如果你的汽車作了

必要的維護和保養，你應該看不

到任何明顯的油耗增加。當然，

隨著車齡的增長，一些需要維護

或者更換的配件，例如燃油配嘴

變髒、氧氣感測器失效、火花塞

燒損、火花塞電纜老化、油箱蓋

失效或者密封不良，都會導致油

耗增加。

9)加滿油箱會降低油耗
當油箱已滿，油槍自動關閉

時，任何多加的汽油都會回到加

油站的回收系統裡面，最後回到

儲油罐裡。根據 AAA 的說法，

加過多的油，你甚至於會毀掉汽

車的燃油揮發系統。

10)放低卡車後擋板能
提高行駛里程

皮卡的司機們一直認為，降

低後欄板可以提高汽油里程數。

但是，GM 的空氣動力學工程師

Diane Bloch 認為，當皮卡的後

擋板立起來的時候，汽車的空氣

動力學性能更好。她說：「當空

氣流過車身後，氣流會下落並從

汽車的尾部向前推動。如果放下

後擋板，這個效果便不復存在。」

駕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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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edes-Benz
Vans born to run.

0.99%*
24  3       **

Andy Lai 
Max Tomilin Kent Chow 

Pheobe Ku 

© 2019 Mercedes-Benz Canada Inc. *0.99% financing only available through Mercedes-Benz Financial Services on approved credit for a limited time. Available for 24 month finance on model year 2015-2018 Mercedes-Benz Certified Pre-Owned 
models, excluding AMG (less than 140,000 km). Down payment may be required. **First, second and third month payments are waived for finance programs on Mercedes-Benz Certified Pre-Owned 2015-2018 models (excluding AMG). The 
payment waivers are capped up to a total of $500/month including tax for a Mercedes-Benz model. Vehicle license, insurance, registration and sales taxes are extra. Dealer may lease or finance for less. Offer may change without notice and 
cannot be combined with any other offers. See your authorized Mercedes-Benz dealer for details or call the Mercedes-Benz Customer Relations Centre at 1-800-387-0100. Offer ends July 31, 2019.

認證二手車夏季熱銷現已開始。
專為特定 2015-2018款認證二手車提供 0.99%起貸款利率，我們還為您支付前三個月的費用。快來看看吧！

貸款期

特定 2015-2018款認證的二手車

外加獲得

為您支付費用

個月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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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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北緯30度的自然恩賜

湖
北恩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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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渡河大橋地處湖北宜昌與恩施交界

處，坐落於鄂西武陵崇山峻嶺中，是目前中

國在深山峽谷裡修建的最大跨度懸索橋。

 大橋全長 1365 米，跨度 1,105 米，橋面

寬 24.5 米；大橋恩施岸索塔高 118.2 米，宜

昌岸索塔高 113.6 米，塔頂至峽谷谷底高差

達 650 米，橋面距谷底 560 米，相當於 200

層樓高。比世界最高橋法國米約大橋分別高

307 米和 290 米。四渡河大橋被譽為世界最

高懸索橋。

四渡河大橋： 
建在深山裡最高的鐵索橋

坪壩營位於咸豐縣境內，坐擁著

廣袤的鄂西原始森林。這裡夏天最熱

的時候 23 度，晚上只有 18 度左右，

不熱不悶，絕對是避暑的不二之選。

這裡保持著最原始的森林景觀，

你可以乘坐纜車把山林美景盡收眼

底。也可以住進森林裡的小木屋，每

間小木屋都加入了吊腳樓的元素，你

可以在這裡當一回山裡人家。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無論從恩

施還是從利川過去路程都比較遠，單

程大概 4 小時，建議自駕去，如果包

車去的話大概需要 1000 元左右。山

路崎嶇，路途遙遠，所以要做好心理

準備，如果時間允許的話，最好是在

這個天然氧吧裡呆上個三五天的。

坪壩營：
在森林裡露營看星星

騰龍洞位於湖北恩施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的利川市城郊 6 公裡處，

既有水洞又有旱洞的騰龍洞是亞洲

最大的溶洞。洞中景觀千姿百態，

神秘莫測。洞外風光山清水秀，水

洞口的臥龍吞江瀑布落差20餘米，

吼聲如雷，氣勢磅礡。

1988 年， 經 25 名 中 外 洞 穴

專家歷時 32 天實地考察論證：騰

龍洞屬中國目前最大的溶洞，世

界特級洞穴之一。 2005 年，騰龍

洞就被《中國國家地理》雜誌評選

為「中國最美的地方」。騰龍洞

最高處可達 200 米，一條河貫穿

溶洞，獨特的喀斯特地貌形成了

各種奇異景象。去年，迷笛音樂

節也選擇在這裡舉辦。洞內的土

家舞蹈秀和燈光秀也不容錯過，

淳樸的表演讓你了解土家族苗族

的歷史。

利川騰龍洞：
直升機都能開進的天然溶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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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後，豪言猶在耳畔。

馬援一生戎馬，南征交趾，西平

戎羌，為國驅馳，間關萬里。他

62 歲時，邊亂又起，伏波將軍

披甲上馬，請戰出征，豈料途中

染疾身死，又陷入「薏苡明珠」

誹謗案，事情的發展會是如何

呢？

大才晚成 雄姿如畫
馬援（公元前 14 年～公元

49 年），字文淵，扶風郡茂陵

縣人。馬援的先祖是戰國時期趙

國大將 —— 趙奢，是東方六國

八名將之一，因「閼與之戰」戰

勝秦軍，受封馬服君，因此他的

後代子孫開始以馬為姓。

漢武帝時，馬家是二千石的

官員，從故地邯鄲（今屬河北

省）遷到茂陵（今屬陝西省）。

馬援的曾祖父馬通，因功受封重

合侯，後來其兄長馬何羅謀反，

連累被殺，所以馬援的祖父及父

輩沒有顯官。馬援的三個哥哥馬

況、馬余、馬員都很有才能，王

莽時期都是二千石的官員。

馬援英姿俊美，史載：「援

長七尺五寸，色理膚髮眉目容

貌如畫。」（《東漢觀記》）馬援

12 歲時，父親去世，他雖然年

少，卻有大志，幾個哥哥感到這

個弟弟很不一般。馬援曾學《齊

詩》，但心志不能拘守於章句之

間，後以家用不足，辭別了兄長

馬況，想到邊郡去耕作放牧，

馬況說：「汝大才，當晚成。」

東漢開國大將馬援，被漢光武

帝－－劉秀拜為伏波將軍，世稱

「馬伏波」。他相貌俊美如畫，

見識高遠，氣概恢宏，「男兒要

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

耳」、「丈夫為志，窮當益堅，

老當益壯」。

◎  文：趙長歌

萬里間關馬伏波—馬援 上

（《後漢書》）就依著馬援，讓他

按自己所喜愛的事去做。

窮當益堅 老當益壯
王莽新朝時，年輕的馬援曾

任河南郡督郵。一次，他奉命押

解囚犯前往長安，半途中，囚犯

哭得十分傷心，馬援可憐他，便

將他放走。不過，他也因此丟

官，逃到北地﹙今甘肅省天水市

一帶﹚躲藏起來。

馬援獲赦免後，留下來牧

畜，很多賓客歸附於他，於是他

擁役屬數百家。馬援常對賓客們

訴說志向：「丈夫為志，窮當益

堅，老當益壯。」（《後漢書》）

經過幾年，馬援的畜牧事業

經營得非常成功，牛、馬、羊有

數千頭，穀糧積累了幾萬斛，他

慨嘆的說：「凡是從農牧商業中

所獲得的財產，貴在能施濟於

人，否則不過是守財奴罷了！」

於是，便把全部財產分給當地的

百姓和親朋，身上仍穿著羊裘皮

褲生活。

四方兵起 國士觀之
王莽末年，四方兵起，王莽

從弟 —— 衛將軍王林廣招英雄

豪傑，以馬援為新成大尹。

( 下文轉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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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接 C1）到王莽兵敗，馬援隨

哥哥馬員來到涼州，隗囂因此與馬援結

交，十分敬重馬援，以他為綏德將軍，與

他共同籌劃決策。

建武元年（公元 25 年），劉秀和公

孫述同年稱帝。隗囂派馬援去蜀地公孫述

處探查情況。馬援與公孫述是同鄉，素來

關係很好，他以為去後，公孫述會與他握

手，像過去一樣高興，沒想到公孫述身邊

站著衛士，召馬援來相見。公孫述擁著皇

帝用的鑾旗旄騎，掌管儀禮和宴會的官員

眾多，他打算給馬援封侯大將軍的爵位。

馬援的隨從賓客們都很願意留下，馬援

說：「如今天下未定，公孫述不慇懃禮讓

有才德的國士，以圖成敗，反而修飾邊

幅，像木偶一樣，怎麼能久留天下人才

呢？」於是就告辭了。回去後，馬援告訴

隗囂說：「公孫述不過是井底之蛙，他妄

自尊大，您不如專事東方。」

遨遊二帝 臣亦擇君
建武二年（公元 26 年），隗囂歸順

東漢，被封為西州大將軍知涼州朔方諸軍

事。建武四年冬（公元 28 年），隗囂對

馬援說：「我本想事漢的，請您先去觀察

一下，如果您以為可以，我就專心事漢

了。」於是馬援來到洛陽，被侍衛引進宣

德殿，劉秀只戴了頭巾坐在那裡，看見馬

援進來，笑著迎向前去，說：「卿遨遊二

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後漢書》）

馬援叩頭辭謝，說：「當今之世，非

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後漢書》）

馬援繼續說：「我與公孫述同縣，年少時

相友善，我前次去蜀看他，他令近臣持戟

衛於兩側而後召我進見。我今天來到這

裡，陛下這樣隨隨便便地接見，如果我是

刺客怎麽辦，您怎麼如此粗心？」劉秀笑

道：「你不是刺客，你是說客。」

馬援說：「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

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

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後漢書》）劉秀

覺得馬援講得太好了。

赤心至誠 遺書戀戀
馬援回到隴西，同隗囂講述了天下形

勢，認為漢光武帝是可以輔佐的英主。兩

人本來是朋友，隗囂又很信任馬援，就讓

他的長子隗恂到京師作人質，馬援也携家

眷、賓客一同前往。

後來，隗囂採用了王元的計策，想自

成局面，就同公孫述往來，馬援寫信規勸

隗囂，隗囂此時心中卻怨憤馬援背叛自

己，於是發兵拒漢。

馬援又寫信給隗囂的大將楊廣，想

讓他曉勸隗囂，這封信文采飛揚，動之

以情，曉之以理，僅摘錄二句：「春卿無

恙，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間還長安。

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

季孟（注：隗囂字季孟）閉拒背畔，為

天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

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春卿（注：

楊廣字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

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

朋友邪，應有切磋。」（《後漢書》）馬援

在信的最後表明，期盼楊廣盡快回信，但

楊廣沒有答覆。（待續）

長江萬里此咽喉，

吳楚分疆第一州。

峰色晴開天柱曉，

濤聲夜送海門秋。

隨班坐聽趨衙鼓，

出郭看收下魚鉤。

君過樅陽勞借問，

射蛟臺畔北山樓。

—錢澄之〈送何別駕次公之皖〉

這是清代著名詩人錢澄之在

見證了安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

後，所發出的感懷。東晉著名詩

人郭璞，發現這裡的美麗與富饒

後，亦曾讚歎道：「此地宜城！」

可見，安慶是個地理位置特殊且

物阜民豐之地。

安慶古都名為舒州

安慶，古稱舒州，別稱宜

城，於南宋時期建城，至今有

800 年歷史。安慶位於安徽省西

南部，長江下游北岸，皖河入江

處，素有「萬里長江此封喉，吳

楚分疆第一州」的美譽。

清朝康熙六年（公元 1667
年），安徽正式建省，取當時安

慶府和徽州府首字而得名。當時

的省會安慶府境內有皖山、皖

水，即現今的天柱山和皖河，

春秋時曾被封為伯國，稱為「皖

國」，故安徽簡稱「皖」。民國

時期才改省會為現今的合肥市。

由於安慶戰略地位十分重

要，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

地，再加上此地風光秀麗、物產

富饒，因此讚譽之辭不絕於耳。

戲劇、文學也是讓安慶一再被世

人關注與提及的地方，古人在這

裡營造了內涵豐富、影響深遠的

安慶文化，使安慶成為京劇與黃

梅戲的發祥地及在文學史上占有

顯赫地位的「文都」。

兵家必爭之地

為甚麼安慶會有「長江萬里

此咽喉，吳楚分疆第一州」的稱

號呢？原來，當長江過了武漢後

因地形關係往東南方走抵達九

江，再折往東北，形成了一個半

弧的勾型，到達了安慶。安慶則

雄踞在此，遏抑了長江中游往下

游的關鍵位置，因此將安慶比喻

成「喉」是再貼切不過了。

春秋時，坐落在今安慶地區

境內的部落方國有皖國（今潛

山）、桐國（今桐城）以及地跨

桐城、廬江的舒國（群舒），它

們有時聯合，有時兼併，直到春

秋中晚期都相繼被崛起於江漢平

原的楚國所滅。

戰國時，安慶地區位處於吳

楚交界處，可算作是吳越文化的

第一站，所以說「吳楚分疆」。

稱其為「第一州」，則是因為安

慶戰略地位十分重要，誇讚之意

不言可喻。

戲劇發源傳承地

安慶素有「戲劇之鄉」的美

譽，是中國國粹京劇的發源地之

一，中國五大劇種之一黃梅戲的

發源地和傳承地。

清乾隆年間，發源於湖北黃

梅的黃梅調傳至安慶後與本地方

言相結合，經老一輩藝術家的繼

承與發揚，逐漸成為蜚聲海內外

的劇種——黃梅戲。

乾隆年間，安慶四大徽班進

京演出，徽班領袖程長庚融昆

曲、漢調等劇種之長，創造了國

粹藝術——京劇，而被譽為「京

劇鼻祖」。

天下文章在桐城

安慶是我國第一部長篇敘

事詩〈孔雀東南飛〉故事的發生

地。〈孔雀東南飛〉主要描寫因

婆媳不和而發生的家庭悲劇，故

事完整，情節曲折，內容描寫栩

栩如生，是我國古代最長的敘事

愛情詩，對後世文學產生了重大

的影響。

此外，代表安慶地區文學成

就的還有在清代興起的桐城派。

「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是清

朝乾隆年間世人對桐城文章的讚

譽。桐城派是我國清代文壇上最

大的散文流派。它以其文統的源

遠流長，文論的博大精深，著述

的豐厚清正，享譽海內外，在中

國古代文學史上占有顯赫地位，

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一座豐

碑。安慶桐城之所以被譽為「文

都」，主要也是因為桐城派在清

代時期所產生的的巨大影響力。

古之南嶽天柱山

兼具黃山之雄奇、廬山之秀

逸的天柱山，位於安徽省安慶市

潛山縣境內。

◎  文：美慧
天柱山有 42 座山峰，山上

遍布蒼松、翠竹、怪石、奇洞、

飛瀑、深潭。《天柱山志》稱其

「峰無不奇，石無不怪，洞無不

杳，泉無不吼」。其中，最高

峰為天柱峰，又名筍子尖，海拔

1751 米，為安徽諸峰之冠；唐

朝詩人白居易有詩贊曰：「天柱

一峰擎日月，洞門千仞鎖雲雷。」

天柱山古名皖山，春秋時為

皖國封地，安徽省簡稱「皖」即

源於此。西漢時，漢武帝曾親登

皖山，並封其為「南嶽」。在祭

嶽時，人群高呼萬歲，所以後將

此山稱為「萬歲山」。後來隋朝

文帝另封衡山為南嶽，因此人們

便將天柱山稱為「古南嶽」。唐

朝之後，因其主峰雄偉險峭，如

「擎天一柱」，故名天柱山。

如此雄奇靈秀之處，自然是

古人修煉的極佳場所，因而，天

柱山還被道教尊為第十四洞天、

五十七福地。比較有名的修道之

人是三國時的左慈，天柱山上現

在還留有當年左慈修行時的石室

和煉丹池呢！

千年古剎迎江寺

安徽民間流傳著一句俗語：

「過了安慶不看塔」，意指安慶

古剎寺塔名聲遠揚，其中，最著

名的非迎江寺莫屬了。

迎江寺位於安慶之東南長江

邊上，始創於宋，寺中矗立的

塔，原名「萬佛塔」，現稱「振

風塔」，是一座七層八角的樓閣

式建築，巍然高聳，直入雲霄，

從十里開外即能見其雄姿，宛如

一直立的圓錐體，氣勢雄偉，因

此有「萬里長江第一塔」之美譽。

自建廟以來，迎江寺便香火

興盛，延綿不絕，吸引了許多文

人墨客到此遊歷，留下不少讚揚

的詩篇，尤其是近幾年殿堂樓閣

修葺一新後，迎江寺儼然已成為

安慶市的地標性建築之一。

安慶：長江咽喉 吳楚分疆

安慶自古即是「吳楚分疆」關鍵地。 天柱山

神 州 大 地
系 列

玖巧仔/WIKI/CC BY-SA 3.0 公有領域

韓

安慶著名徽班宗師：程長庚

萬里間關馬伏波—馬援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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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Sanfeng born circa 1247 AD, 
the founder of Tai Chi,  was a cultivator 
in the Ming Dynasty. He led a very simple 
life, owning no material items except what 
he wore, a tunic made of dry plant strips 
and a hat made of dry grass stems.

He wandered everywhere and his 
whereabouts were uncertain. With his 
supernormal abil i t ies sometimes he 
appeared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in a 
day; sometimes people in a certain place 
saw him dead, and then people saw 

him laughing and talking 
elsewhere. Emperor Hongwu 
and Emperor Yongle both 
admired him very much, 
and sent  messengers  to 

search for him, but they never succeeded. 
Eventually whether he was alive or not 
became a mystery.

One day, Zhang Sanfeng wandered to 
see Duke Li Wenzhong (One outstanding 
founding minister of Ming Dynasty), and 
was very well served by Li. When Zhang 
Sanfeng was leaving, he gave his tunic and 
hat to the Duke and said: "In no less than 
a thousand days, there will be a disaster in 
which the whole family will starve to death. 
During the crisis you can wear my tunic and 
my hat, walk around the garden calling my 
name. " Though believing that starvation 
was impossible because he was so rich that 
his wealth could serve many generations 
even without adding any new income,  Li 

Wenzhong still treasured the gifts very much 
and took good care of them.

Two years later, a political purge 
suddenly emerged in which Li Wenzhong 
was implicated. Both he and his whole 
family were placed under house arrest 
with no food. Going out to buy food 
was prohibited. Seeing that they would 
soon have nothing to eat, Wenzhong 
remembered Zhang Sanfeng’s words and 
did as instructed. He called on Zhang 
Sanfeng. Immediately in all the open 
spaces of the house, millet grew densely, 
and became mature in less than a month. 
The whole family survived by eating the 
millet. After the millet was all consumed, 
a food supply to Li Wenzhong family was 

proposed. Thereafter when Li tried calling 
on Zhang Sanfeng again, the millet failed 
to grow as he did not need the help.

From then on, Li Wenzhong regarded 
Zhang Sanfeng’s gift as a talisman. While 
family members became ill, they could 
be cured by drinking the water made 
by soaking a strip taken from Zhang 
Sanfeng’s tunic. A high-ranking eunuch in 
the emperor’s palace got dysentery. Using 
his powers he took away Zhang Sanfeng’s 
tunic and hat for his own purposes. Taking 
a strip from the cover he boiled it  in 
water and drank it expecting to be cured. 
However, he became more ill and died. 
Later, the cover and hat were retrieved and 
treasured in the palace.

Using Divine Powers Zhang Sanfeng Promoted Good and Punished Evil

蓑笠顯神通 張三豐揚善懲惡 ◎文：紫霞

提起「張三豐」，人們就會想到武俠

小說和影視中那個仙風道骨、神功蓋世的

武當派宗師。尤其是金庸筆下的形象，更

是令人蕩氣迴腸。但那些描寫大多都是杜

撰，真實的張三豐在歷史上是一位影響深

遠的修煉大成就者，他發揚了中華道家文

化，創立了武當派道統和武功，留下了許

多傳唱不衰的神奇故事。

據史料研究，張三豐於南宋淳佑七年

（西元 1247 年，時為元定宗丁未二年）

四月初九日，出生在遼東懿州（今遼寧

彰武西南，現在的阜新蒙古族自治縣塔營

子鄉）。他 5 歲時患眼疾，幸得道長張雲

庵治癒。他跟隨張道長學習道經七年，過

目成誦，並兼讀儒釋兩家之書，為以後人

生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張三豐 32 歲時，父母雙亡，他借守

孝之機辭去縣令的官職，後離開妻兒和家

鄉遠行訪道，直到 67 歲時（西元 1314
年），他在終南山遇火龍真人而得大道真

傳。 10 年後，他到武當山，面壁九年修

煉，終於得道成神。他是老子所傳的「隱

仙派」（亦稱「獨龍派）一脈的六代傳

人－－獨龍六祖。

張三豐自稱是張道陵天師的後裔，他

長相奇異，高而魁偉，龜形鶴背、大耳圓

目，鬚髯如戟。不論寒暑，都是一個斗笠

一件道袍，雨雪天披一件蓑衣。因不修邊

幅，人稱「張邋遢」、「邋遢道人」或者

「邋遢張仙人」。他有很多名號，如張君

寶，張玄玄等，最後以「三豐」定下來。

張三豐吃飯，不論一升還是一鬥，一頓吃

完。有時幾日吃一餐，有時兩三個月吃一

次，仍像往常一樣。

張三豐行蹤莫測，經常雲遊有仙跡的

名山大川。他在《東遊》一詩寫道：「此身

長放水雲間，齊魯遨遊興自閑。欲訪方壺

圓僑客，神仙萬古住三山。」他的足跡到

哪裡，哪裡就流光溢彩。

《明史 · 方伎傳》稱張三豐為武當丹

士，是宋時的技擊家。時徽宗召見他，在

入朝途中，遇武當山受阻而停留。夜晚夢

見真武大帝指教拳法。第二天天亮上路，

遇賊，他憑一人之力就殺賊百名。這種拳

法就是他首創的內家拳十三勢（招）。武

當傳人王征南的墓誌銘中，《張松溪傳》

中都記述了這件事。

張三豐是太極拳的創始人，他身無長

物，披著蓑衣雲遊四海，行蹤無定。有時

他一天之內在千里之外出現；有時在某地

人們親眼看到他死了，之後在別的地方人

們又看到他談笑風生。大明洪武皇帝和永

樂皇帝都非常仰慕他，派使者到處尋訪

他，卻總是遇不到。最終他究竟是生、是

死成了一個未解之謎。

某天，張三豐雲遊到曹國公李文忠

（明開國功臣）處，受到了其禮遇。張三

豐臨走時，留下蓑衣和斗笠，對李文忠

說：「你家不出千日就會飛來橫禍，全家

人都要餓死。在危難時刻，你可以披著我

的蓑衣，頂著我的斗笠，在花園裡繞圈，

邊走邊叫我的名字。」李文忠想：我家錦

衣玉食，且不提年年有朝廷俸祿、田莊穀

租，單靠變賣產業幾輩子都吃用不盡，怎

麼可能全家這麼快一齊餓死呢？他心裡雖

這麼想，但還是把蓑笠珍藏了起來。

過了兩年，突然興起了大獄，李文忠

也被牽連其中。李文忠和全家都被幽禁在

府裡，卻得不到米糧。家裡的餘糧眼看漸

漸就要吃完了。在捧著金磚銀磚也無處買

米的危急時刻，李文忠想起了張三豐的

話，就照張三豐所說的那樣呼喚張三豐。

馬上花園和府中隙地裡都密密麻麻的生出

了穀子，不到一個月就長熟了。全家人靠

吃穀子才沒被餓死。穀子吃完了，朝廷才

有人提議要給李家供米。以後李文忠再呼

喚張三豐，穀子就不生了。

李文忠從此將張三豐所贈蓑笠視為神

物。家人有甚麼病，試著取蓑衣上的棕絲

煎水喝，病馬上就好。東廠的一個太監得

了痢疾，就倚仗權勢把蓑衣和斗笠奪去，

取棕絲煎水喝，服後反而痢疾更重，一命

嗚呼。後來蓑衣和斗笠被收歸皇宮珍藏。

張三祖師聖像。（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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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命理學中，人們一直在

探討著一種神奇而有趣的現象，

那就是同時間和同地出生的兩個

人，他們的出生天宮圖相同或相

似，兩個在其後的人格發展和命

運經歷上是否也相同呢 ?

際遇不一樣

在歷史上曾經有過這樣的

紀錄：1738 年 6 月 4 日，有兩

個人都在早晨 7 時 30 分生於英

國同一個地區，長大後兩個人

同月繼承他們父親的產業，同在

1761 年 9 月 8 日結婚，生下了

同樣多的男孩和女孩。同一天患

病，又都經歷過同樣的事故。最

後，兩人在 1820 年 1 月 29 日

前後相隔一個小時告別了人世。

其中一個人是普通的五金製

品商，另一個人是英國國王喬治

三世。

兩個人命運的差距很懸殊，

他們的文化層次、社會地位也截

然不同，兩個人都有自己的命運

發展基礎，然而命運的曲線卻完

全一致，這是否可以證明在相對

區別中存在著絕對一致性呢？

傳說，明朝開國皇帝朱元

璋，在起義推翻元朝統治、戰勝

和他爭奪皇位者的整個過程中，

不論順境逆境，都始終堅信軍師

劉伯溫說他是真命天子之語，認

為自己的生辰八字註定自己一定

會當上皇帝的。

因此，他當皇帝之後就深

怕相同八字的人，將來會與他爭

奪皇位。下令把所有與自己同年

同月同日同時生的人全部抓來殺

掉，以絕後患。

當人殺得差不多時，有一

天，下屬抓了一個養蜂老人給

他，朱元璋感到不解，就親自審

問。

一問才知，老人遠近聞名，

共養了 13 箱蜂，朱元璋則管了

13 省人。老人從 13 箱中收取蜂

蜜，他則從 13 省中收取稅賦。

最神奇的是，老人養的蜜蜂數

目，和他統治的人口數目都非常

相似。

朱元璋聽後突然醒悟：原來

和我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的人，

他們雖不是同一個職務，但都在

自己的領域裡表現非凡，於是朱

元璋從此不再殺與他八字相同的

人。

結語:
雙胞胎在命理學上大多都有

相似的命運，這是十分耐人尋味

的。在人生相同的時期，他們的

命運曲線會表現出相同的起伏，

儘管他們的精神境界、文化素質

以及社會層次會截然不同。但是

很多例子的顯現讓我們相信，生

辰對人類的確存在著不可忽視的

影響。

人從呱呱落地那一刻

起，其一生大致都已經安

排好了。

端粒長度決定壽命長度

2015 英國《每日郵報》報

導，科學家們發現了一種能夠

預測人體壽命長短的新方法：

測量人體嬰兒時期基因的端粒

（Telomere）長度，端粒長的，

其壽命就長。

端粒是線狀染色體末端的

DNA 重複序列，由許多蛋白與

端粒 DNA 結合，它能夠阻止

DNA 分解。端粒常被通俗描述

為「鞋帶末端的塑膠保護套」，

能保護染色體免遭磨損。

當嬰兒在母體孕育時端粒

長度就開始逐漸縮短，當端粒長

度太短時，細胞分裂時就會出現

DNA受損，從而引發各種疾病。

研究者測定了 99 隻澳大利

亞最常見的珍珠鳥，從牠們出生

25 天開始，定期抽取牠們的血

細胞樣本進行分析，測定其端粒

長度的變化。

研究發現，剛出生時端粒越

短的鳥，壽命越短。最早死亡的

個體是開始實驗後的第七個月，

而最長的卻活了將近九年。

格拉斯哥大學的莫納亨教授

指出，「這些鳥都是自然死亡，

沒有疾病，也沒有意外，完全顯

示了它們的壽命特徵。」由於人

類端粒與珍珠鳥有相似之處，研

究者希望今後他們可通過測試嬰

兒的端粒長度來預測人的壽命，

端粒長度越長，則意味著人體健

康指數越高，越長壽。

人體的細胞含有端粒酶，

能在 DNA 末端接上新的端粒片

段，使端粒不會隨著分裂次數增

加而縮短，因此能無限複製。在

我們的生命史中，端粒會因為細

胞分裂而縮短，導致身體老化，

使人罹患心血管、糖尿病、癌

症、免疫系統等等疾病的風險上

升，這是無可避免的，但如果能

讓端粒縮短的速度變慢，使用端

粒酶延長端粒，就能減緩端粒

的縮短，如此可以放慢老化的速

度。這項醫學研究還在持續發展

中，「端粒酶」也已量產上市，

想當然爾，售價不菲。

DNA決定命運主要輪廓

有趣的是，除了這個端粒實

驗外，很多現代分子生物學實驗

也從基因、DNA 的角度證實了

傳統中國人相信的「宿命論」：

一個新的生命才剛誕生，這一世

就已經定下來了，能改變的東西

不多。比如美國科學家格蘭特．

斯蒂恩著的《DNA 和命運——

人類行為的天性和教養》一書，

彙集了分子生物學和行為遺傳學

的研究成果，讓人們重新審視先

天與後天的關係問題。

科學家們通過對比基因相同

的同卵雙生的雙胞胎發現，他們

的外形和習慣都相同，甚至 40
多年後，哪一根頭髮先變白，何

處會受傷、哪個內臟器官有疾病

等等，也都相同。科學家還觀察

一出生就被安排在不同環境下成

長的同卵雙胞胎，雖然他們講不

同的語言，吃不同的食物，接受

不同的文化，但他們仍擁有相同

的外表、體格、喜好，選擇同色

系的顏色、留同樣款式的頭髮、

做同樣的運動、有類似的學校成

績……也就是說，環境對人的改

變並不大。

科學家還發現，一對同卵

雙胞胎，一個比較愛惜身體，一

個吸菸喝酒胡亂來，當後者死亡

時，前者雖然表面上看很健康，

但一檢查還是發現有相同的疾

病，沒過幾年也去世了。也就是

說，後天努力並不能帶來根本的

變化。

不過科學家也發現了少數

特例：有一對同卵雙胞胎，一個

長得高大肥胖，另一個則嬌小瘦

削，原來後者一直用非常強的意

志力控制節食減重，最終改變了

自己的體型。科學家發現，在人

的基因中，有的是顯性基因，能

決定人的性狀；有的則是隱形基

因，當人的主觀意識非常強烈，

再加上持之以恆的行動，最後就

能改變 DNA 的發展。

不過科學家發現，如果一個

人天生的能力只有二級（假設最

高十級），經過後天努力，也許

能提高到六級，突破 DNA 的限

制，不過不是天才硬要去做天才

的事，結果仍然會受限制。

現在人們普遍認識到，基

因不光決定人的物質特性，如身

高、膚色、遺傳疾病等；還極大

地影響著人精神方面的東西，如

智力、人格、脾氣、酗酒和成癮

行為等。不過基因並不是故事的

全部，環境和個體後天的努力也

會對人的命運帶來一些改變。

基因學結合命相學

在全人類 70 億人口中，兩

個人基因相同的概率只有 300 億

分之一。現在只要用棉花棒擦取

一些口腔黏膜，約一週多就能檢

查出人的基因，從而瞭解自己生

命的特質。

目前很多企業砸下數億美

元，希望能從生物技術產業與命

相學的結合中，創下上兆美元的

豐碩產值。或許將取代目前欣欣

向榮的 IT 行業而成為最熱門的

高新技術。

不過早在基因被發現的

5000 多年前，中國古人已經從

另外的途徑認識到：人一生下

來，他的一生大致已經安排好

了。這個安排用西方科學的話

講，就是基因決定了人生；用中

國人的話講，就是生辰八字決定

了人生。

居住於北卡羅來納州傑克

遜維爾（Jacksonville）市的房

產經紀人肖比琳（ShelbyLynn 
Alexand），9 月 30 日在臉書上

分享了自己的故事，獲得了幾千

位網友的轉發。她寫道：「今晚

我得到了一個寶貴的經驗，在你

不瞭解別人，不知道別人處境的

情況下，大多數人只會看外表，

以貌取人。」她說當初自己一個

小小的善行，沒想到卻會在八個

月後得到回報。而且在這之後，

很多客戶都指名要肖比琳代理房

屋買賣使她的房產業務量也大

增，她對事情發生又到如此的轉

機感到很震驚，這真是善有善報

的最好例子。

需要幫助 
會把善舉傳出去

事情要追溯到今年 (2017
年 ) 的 1 月份，當時肖比琳開著

小卡車在路上，忽然看見路邊有

一個流浪漢，手裡拿著一張自製

手寫的廣告牌，仔細一看上面

寫著「需要一些幫助，會把善舉

傳遞出去」(Need a little help. 
Will pay it forward)，當時天氣

寒冷，流浪漢身上只穿著單薄的

髒衣服，旁邊還有一隻狗陪伴，

流浪漢把僅有的毯子裹在了狗狗

身上，肖比琳看到此情此景，不

由得走上前去，遞給了他 3 張

20 美元的現鈔，也許是出於職

業的習慣，她同時又附上了一張

自己房地產經紀人的名片，心想

也許還是會有用吧！之後肖比琳

很快忘記了此事。

客戶來電 
指名房產買賣

沒想到事隔 8 個月後，有位

客戶打電話來，指名找肖比琳購

房。肖比琳和這名客戶見面後才

知道，這名客戶就是她曾幫助過

的流浪漢！肖比琳說：「他穿著

乾淨的襯衫、藍色的牛仔褲和皮

靴，鬍鬚也刮了，看上去很健康

很快樂。」

和這名男子交談後，肖比

琳才知道，那時的他剛和前妻離

婚，自己只帶著心愛的狗就離開

了家，所以當時他需要的不是

施捨，而是一點幫助來度過那

段難挨的日子。現在的他有了新

工作，也開始了新的生活。他實

現當初的承諾，把這善心傳遞

出去。肖比琳在臉書上留言道：

「所以我也把這件事放上網絡讓

善心傳到更遠的地方。」

施者有福 
善舉傳遞

◎ 文： 星瑀 圖：公有領域

◎ 文： 王淨文 圖：Fotolia ◎ 文：至真

同年同月同日生 命運是否相同？

基因研究佐證了宿命論

肖比琳的善舉，無意中帶動了她

的房產事業。（Facebook）

必定順牙醫診所 全科
牙醫

113-8120 Beddington Blvd NW Calgary （由華埠乘坐 3、300、301 號巴士可直達）

電話：403-275-4000
網址：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電郵：admin@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植牙和拔除智慧齒比你想像便宜
過程比你想像輕鬆

本診所自 2016 年擴充至 6,000 餘呎，擁有最新設備及儀器。備國、粵、英語醫生團隊

誠懇為你提供一條龍服務。從普通家庭保健到複雜的明星牙美容、根管治療、隱形正牙、

牙橋、牙周病及兒童牙痛治療等都能精心護理。種植牙患者更可享受免費 3D CT 掃描

檢查。本診所服務接受所有保險。

為方便 Airdrie 客戶，歡迎預約黎柱峰
醫 生 在 Sonata Dental (Home Depot 對
面 ) 應診

Dr. Lai     黎柱峰 醫生 ( 英、粵、國語 )

Dr. Wong 黃順欣 醫生 ( 英、粵語 )

Dr. Chan  陳沾亮 醫生（英、粵語）

Dr. William Tunison
Dr. Patti Bueckert
Dr. Rok Jeong

專業醫生團隊

週一至週四：早 8 點 - 晚 8 點 週五週六：早 8 點 - 晚 4 點 週日休息

免費 3D掃描
3D印模

精準立體定位
對症施治

傳說明朝皇帝朱元璋

在起義推翻元朝統治時，

因堅信劉伯溫的話，

認為自己是真命天子，

深怕有人與他爭奪皇位，

下令把相同八字的人

全部殺掉，以絕後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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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冬拉著小精靈藍可的手，

閉上了眼睛，甚麼也沒有想，不

一會兒就聽見藍可說：「好了，

可以睜開眼睛了。」

「這就是你所說的沒有謊言

的世界嗎？好美呀！」冬冬一邊

讚歎，一邊環顧著四周：晴朗碧

藍的天空，連綿翠綠的小草，微

風中可以聞到花朵散發的清香，

還可以聽見翠竹上小露珠掉到水

流裡的清脆音響。這裡的東西都

是明亮的、透明的，可以透過這

裡看到另外一個世界一樣，一

切的一切透著詳和與慈善。「這

是天堂嗎？」他不禁問道，「只

有傳說中的天堂才會是這個樣 
子吧？」

「呵呵！這裡可不是天堂。」

一隻梅花鹿不知從甚麼地方來到

了他們跟前。

「你在和我說話嗎？你好漂

亮呀！」看著梅花鹿身上的美麗

柔和皮毛，冬冬讚道。

「呵呵！謝謝你呀！藍可，

小榆讓我和你一起帶冬冬參觀智

慧世界。」梅花鹿很開心地說道。

「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冬冬好奇地問。

「呵呵！這裡的人現在恐怕

都知道你了，一會兒總督還要見

你呢！」梅花鹿解釋道。

「總督？」冬冬嚇了一跳。

雖然平時跟著父母也見了一些廠

長、經理，但，總督，他只在電

視中看到過。

「呵呵！總督就是小榆。我

們這兒的總督，和你們人類的總

督不一樣，你見了後一定會喜歡

她的。」冬冬發現，梅花鹿每次

開口說話，都要先笑兩聲。

對了！甚麼是智慧世界呀？ 
走在路上，冬冬忽然想起剛才梅

花鹿的話。

「智慧世界，就是這裡。至

於，為甚麼叫做智慧世界？等一

會兒，你自然就明白了。」藍可

神秘地笑著。

隨著藍可和梅花鹿穿過了一

條白樺林，冬冬忽然感到眼前

一亮：廣闊無邊的湛藍海面在

陽光下泛著亮光，這時冬冬覺

得心中的憂愁，彷彿一下子消 
失了。

「呵呵！過了這個海，就算

是真正到了智慧世界。不過，在

那之前，你還要通過考試。」梅

花鹿歪著頭看著他。

「考試？這裡也要考試？是

考語文﹖還是考數學？」冬冬自

信滿滿地問。

「都不是，是那個！」隨著

藍可的手指，冬冬看見一排綠色

的小船。說是小船，還真是名副

其實，因為它比一個衝浪板大不

了多少。這些小船在藍色的海面

上漂浮著，若不仔細看，還真看

不到。

「這是智慧之舟。因為你和

我們不同，必須通過它才能到達

智慧世界。」藍可解說著。

「可是，我不會划船，而

且，這船也太小了！」冬冬著急

了。

「不用你划，它自己會走。

而且，你可別小看它，再大的風

浪也不可能把它搖翻，比你們人

類社會的任何船都要堅固。」藍

可繼續解釋。

「呵呵！你沒有注意到，我

們和你有甚麼不同的地方嗎？」

梅花鹿突然問道。

聽了這話，冬冬不解的、上

上下下仔細地看了看藍可和梅花

鹿。這才發現，原來他們倆一直

是離地一寸高，是懸浮在半空中

的。走路的時候，腿腳又像正常

行走一樣的，來回擺動著，所

以，他一直沒有發現。

「我們這兒的重量，和你們

人類那兒的重量不同。」看出他

的疑惑，藍可解釋道︰「其實

人的重量，不是由人的體重決定

的，而是由人的心決定的。」

「心？」冬冬吃驚地瞪大了

眼睛。

「呵呵！不錯。如果一個人

是非常的善良，沒有私心、不說

謊，總是為別人著想，他就會很

輕，甚至沒有重量；相反，若是

一個邪惡、貪心的人，則會很沉

重。那些船就是測試人心的重量

的，很重的人，是沒辦法到達智

慧世界的。如果你一登上船，它

就沉下去了，那麼我們只好把你

再送回去了。不過，你放心，絕

不會有危險的。」梅花鹿耐心地

解釋道。

於是，冬冬扶著梅花鹿的

背，小心翼翼地登上了一條綠色

的小船。他的腳剛一踏上小船的

甲板，小船就立即下沉了兩寸，

急得他差一點掉出了眼淚：「是

呀！誰不想做一個善良的人啊！

如果小船真的沉了下去，我不僅

去不了沒有謊言的世界，更說明

我是一個壞孩子啦！」

好在，小船只是下沉了兩

寸，就不再沉了，冬冬馬上鬆了

一口氣，藍可和梅花鹿都替他感

到高興。

「我果然沒有看錯人。」藍

可滿意的說。

「呵呵！坐穩了，冬冬。我們

出發了！」梅花鹿高興地說道。

「好。」冬冬高興的點點頭。

隨著他們三個人的歡呼聲，

小船像箭一樣的衝了出去，又快

又穩！再看藍可和梅花鹿，分別

走在小船的兩邊，還是像剛才一

樣懸在空中、腿腳來回地擺動，

不見多費力氣，而且一步也沒有

落後。（待續）

譯文
齊桓公九次會合諸侯，出兵

援助勢單力薄和面臨危亡的諸侯

小國。

漢惠帝做太子時靠綺裡季才

倖免廢黜，商君武丁感夢而得賢

相傳說。

能人治政勤勉努力，全靠許

多這樣的賢士，國家才富強安

寧。

晉、楚兩國在齊之後稱霸，

趙、魏兩國因連橫而受困於秦。

趙魏困橫
「趙魏困橫」講的是戰國時

期著名的說客蘇秦、張儀所實行

的合縱和連橫的策略。蘇秦、張

儀與孫臏、龐涓都是戰國時代

人，同是鬼谷子王詡的學生。孫

臏、龐涓走了軍事路線，蘇秦、

張儀走政治路線。

蘇秦提出「合縱」戰略，就

是六國聯合起來共同防禦秦國，

秦國敢犯任何一國，六國一起反

抗。他提出的「合縱」戰略受到

普遍歡迎，六國都把副宰相的位

置空著留給蘇秦。合縱的結果是

「秦人恐懼，不敢窺兵於關中，

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戰

國策》）。

六國合縱之後，秦國處於長

達十餘年的四面圍困之中，秦惠

文王很想改變這一局面，但苦無

良策。這時，張儀拜會了秦王，

陳述了「近交遠攻、遠交近攻」

的連橫破縱之策，秦王聞而心

悅，肅然起敬，拜張儀為上卿。

張儀的連橫策略認為，國與

國之間應該和平友好，誰也不要

侵犯誰，大家聯合起來對付一個

假想敵是不可取的。這樣是逼著

秦與六國為敵。六國在張儀勸說

下，都與秦國簽訂了互不侵犯

條約，蘇秦的「合縱」就被拆散

了。秦國隨之採取遠交近攻、各

個擊破的策略，滅了六國，統一

了天下。秦惠文王曾御詔「張儀

為秦建功樹勛如天之覆地之載，

日月常昭，永著千秋」，封張儀

武信君、採邑五城。

千字文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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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桓公匡合，濟弱扶傾。

俊乂密勿，多士實寧。

   huán gōng kuāng hé

   jùn   yì   mì   wù

    jì   ruò  fú  qīng

 duō shì  shí  níng

綺回漢惠，說感武丁。
    qǐ   huí  hàn huì      yuè  gǎn wǔ dīng

晉楚更霸，趙魏困橫。
    jìn chǔ gēng bà    zhào wèi kùn héng

作者

白居易（公元 772 年 2 月

28 日－ 846 年 9 月 8 日），字

樂天，晚號香山居士、醉吟先

生。祖籍山西太原，生於河南新

鄭，唐代文學家，文章精切，特

別擅長寫詩，是中唐最具代表性

的詩人之一。作品平易近人，乃

至於有「老嫗能解」的說法。

譯文

一道殘陽漸沉江中，半江碧

綠半江艷紅。最可愛的是那九月

初三之夜，亮似珍珠郎朗新月形

如彎弓。

賞析

《暮江吟》是白居易「雜律

詩」中的一首。全詩構思妙絕之

處，在於攝取了兩幅幽美的自然

界的畫面，加以組接。

「一道殘陽鋪水中」，殘陽

照射在江面上，「鋪」字寫出了

秋天夕陽獨特的柔和，給人以

親切、安閑的感覺。「半江瑟瑟

半江紅」，江水受光多的部分，

呈現一片「紅」色；受光少的地

方，呈現出深深的碧色。詩人用

江面上兩種顏色，表現出殘陽照

射下，暮江細波粼粼、光色瞬息

變化的景象。

後兩句中詩人通過「露」、

「月」視覺形象的描寫，創造出

和諧、寧靜的意境，用這樣新穎

巧妙的比喻給讀者展現了一幅絕

妙的畫卷。由描繪暮江，到讚美

月露，就意味著詩人從黃昏時

起，一直玩賞到月上露下，蘊含

著詩人對大自然的喜愛之情。

童話
樂園

智慧之舟
2智慧世界奇遇記

(共有領域)

詩
詞
賞
析

白居易（唐代詩人）

一道殘陽鋪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

可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

暮江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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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聽寶玉講道：「這日天還沒亮，

敵軍還在睡夢中，我們的大軍在皇上的

親自指揮下，悄悄地向敵營前進，哪知

狡猾的敵人早已發現，立即一排子彈射

來，我們前邊的幾十位弟兄應聲倒地。

接著敵人又組織了第二次更強大的攻

擊，子彈像雨點般飛來，又一片弟兄倒

地，只聽皇上大叫一聲，從馬上摔了下

來。眾軍士急忙掩護皇上退了下來。到

了大帳，眾人連忙把皇上放在床上，幾

個御醫前來急救。

不一會，一個御醫走到元帥跟前說：

『皇上右肩受傷，子彈嵌在肩胛骨裡，

必須立即開刀取出子彈，如果延誤，會

發炎化膿，那時就危險了，所以請求元

帥立即派人把皇上送到五十里外的縣城

內，我們將在那裡開刀治療。』元帥說：

『現在敵軍已知皇上受傷，正虎視眈眈地

盯著我們，我們稍有風吹草動，敵人必

然會全火力攻擊，萬一皇上再……所以

再容我想個萬全之策。』

元帥急得在地上走來走去，周圍的

謀士們也個個抓耳撓腮地想主意。這時

只見一個小將走到元帥身旁，耳語了一

番，元帥說：『事到如今，只有按你的

辦法試試了。』元帥把人招到身邊說：

『正如這位小將所說，現在敵軍死死地盯

著皇上，他們妄想捉住皇上作為最大的

籌碼來要挾我們，他們認為一旦抓住皇

上，就意味著他們勝利了，這場仗也就

沒有再打的必要了。所以我們要利用這

一點，找一個人假裝皇上，利用假皇上

作為誘餌，讓敵人上鉤。』

元帥望著那位御醫說：『然後我們趁

亂悄悄地把皇上護送到縣城。』御醫點

點頭。元帥接著說：『現在當務之急，是

必須有人願意當這個假皇上。這個假皇

帝一定會是眾矢之的，是雙方爭奪的焦

點，因此隨時有生命危險。這個假皇帝

還必須有足夠的體力，有足夠的智慧與

敵人周旋。誰能擔此重任？』大帳內一

片寂靜，這時，又有一位小將軍站了出

來，說：『我願充當假皇帝。』元帥定睛

一看，不同意。怎奈此小將再三懇求，

意志堅定，而且此刻再也沒有第二人

選，只好答應。眾人一看此人，二十多

歲，生得濃眉大眼，面如重棗，身材魁

偉，都說：『真有幾分相像。』

只見那出謀劃策的小將，走到假皇

上跟前，兩人說了一會話，假皇上不住

點頭。幾個人過來，把皇上的衣服拿

來，替小將穿上，又牽來皇上的白馬，

一切準備停當，只等一聲號令。這時元

帥調兵遣將，安排各路軍馬，並反復叮

嚀注意事項。一切準備就緒。元帥問那

小將，「怎麼樣？」小將點點頭。『皇上』

問：『現在可以出發了嗎？』元帥撩起門

簾，往外望了一望說：『正是黎明前的那

段黑暗，很好，出發！』

『皇上』立即上馬，悄悄地從大帳後

面溜了出去，三百多士兵在周圍護衛。

剛走到大路上，沒想到斜刺裡衝出一大

隊人馬，足有五百多人，截住去路，領

隊的竟是敵方的元帥！我們的元帥在大

帳裡看得清清楚楚，微微一笑。這時『皇

上』只好退出馬路，慌不擇路，竟向曠

野中奔去。敵軍緊追不捨，『皇上』拼命

逃跑，馬像飛箭一般射出去。忽然一條

小河擋住去路，『皇上』略一遲疑，然後

在馬背上甩了一鞭，馬兒長嘯一聲，一

躍跳過河流，可是剛到對岸，忽然馬失

前蹄，『皇上』從馬背上摔了下來。

周圍的士兵立即把『皇上』扶到另

一匹馬上。敵帥心中一喜，立即飛馬追

來。越追越近，與皇上只有幾步之遙，

眼看一塊肥肉立刻到口，哪裡肯捨，更

是窮追不放。『皇上』心中一急，在馬屁

股上猛抽幾鞭，馬兒像流星一般飛去。

有人要開槍，只聽敵帥邊追邊喊：『不要

開槍，捉活的，可以射箭，讓他受傷力

竭。』於是箭頭向『皇上』射去，『皇上』

背上插了幾支箭，鮮血滿背。『皇上』好

像力竭，馬兒也慢了，『皇上』頭低垂下

去。敵帥緊追幾步，只有一步遠了。

忽見前面橫出一條小路，『皇上』猛

然振作，幾個響鞭抽了下去，馬兒又揚

蹄飛奔。此時又拉開了距離。『皇上』畢

竟多處負傷，失血過多，又慢了下來。

眼看就要追上，猛然前邊出現一片濃密

的樹林，『皇上』用盡了最後一點力氣，

向樹林猛衝，後面的敵帥及五百多位敵

眾像一隊流星衝向了樹林。『皇上』幾乎

昏厥。敵帥大喜，上前一把抓住了『皇

上』的胳膊。

說時遲那時快，忽然一支飛箭從前

邊一棵大樹上飛了出來，不偏不倚，正

好射在敵帥的眉心，只聽『哇』的一聲

大叫，手一鬆倒在馬下，樹上又『嗖』

『嗖』連射兩箭，敵帥死在地上。這時兩

邊如雨點般的箭頭向敵軍射來，頓時一

片屍首倒地。後面的敵軍這時才從夢中

驚醒，急忙『哇哇』大叫，奔出樹林，口

中喊：『前面有埋伏！』這時敵軍五成已

死三成，餘下的近兩百人奪路而逃，跑

了二、三里路，到了一個小山包跟前，

忽然一陣箭雨從山上飛了過來，又撂下

了一片屍體。這時只餘四、五十人丟盔

棄甲，慌忙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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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這是小事，可是卻讓我想離

婚！我上週六感冒，吃藥之後有好一點，

晚上十點老婆突然說要吃消夜，叫我出去

買，我說我還是不舒服，而且外面大概只

有 10 度 吧，但老婆就是吵，吵到後來我

受不了出去買給她。

第二天早上，我還在床上昏昏沉沉，

她又說她想吃麥當勞，我說妳自己去買，

她就開始一直吵說很遠，要我獨自騎摩托

車出去買。兩個人就這樣吵了一段時間，

後來是我們一起出去買。因為沒有好好休

養，我病情加重，我老婆還抱怨說我不帶

她出去玩！假如沒小孩，遇到這種自私任

性的女人早就離了！現在卻因為要顧全小

孩不得不維繫婚姻，與老婆溝通無效，難

道真的要這樣天天吵下去？ 

確實很同情你的處境，在身體不舒

適得不到照顧的情況下，還得頂著寒風

為老婆買消夜、買麥當勞。當一個人病

情加重的同時自然會影響心情，令人消

沉，難免會出現一些負面的想法。不過正

如你所說的這是小事，小事經常發生會令

人不悅，但是為了小事離婚是否又太嚴重

了些。

相信你一定是個疼老婆的好男人，老

婆才會要求你為她買吃的，老婆的任性一

半也是你寵出來的，若不是你平日呵護備

至，她也不會賴著你為她買東買西。假如

今天若不是你生病的話，你一定也樂意為

她做許多事的，對嗎？所以重點在於你們

之間缺乏溝通和共識。

問題的發生有兩種可能，一是你壓根

沒有清楚表達自己身體不適的狀況，所以

就看見她表面的自私和不講理，也許在她

眼裡認為，一個能夠跟她爭吵的男人應該

還有力氣和她一起出門。另一種可能則是

她比較缺乏同理心，無法體諒別人的難

處，而造成別人的困擾。這點倒是可以在

日後她不舒服被人照顧時，溫柔的和她分

享自己的心情，讓她有機會設身處地的將

心比心，經過幾回這樣的經驗，相信日後

就不會再有這樣不通情理的情形出現。

我們必須承認有些人確實比較缺乏同

理心，然而並不表示這個人品性不好或是

心地不善良，她可能只是在跟人相處方面

的敏銳度比較差而已，這些都是可以透過

學習改善。婚姻最怕的就是將一些生活細

節的不悅積累下來，不做溝通，然後賭氣

的以離婚逃避問題。

一對夫妻如果有好的情商，是不會輕

易把離婚掛在嘴邊的，因為這世上本來就

沒有十全十美的人。在挑剔嫌棄別人的同

時，往往沒有察覺，自己也有很多地方被

人挑剔和嫌棄；幸福的婚姻需要用心經

營，重點是要互相包容尊重，自然就能大

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凡事都可以先努

力然後再下結論，才不會造成遺憾，不妨

給老婆一次機會，給自己一個期望，多用

些心溝通和經營，相信你會慢慢看到甜蜜

的成果。曼麗祝你幸福快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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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須承認有些人確實比較
缺乏同理心，然而並不表示這個人品性不
好或是心地不善良，她可能只是在跟人相
處方面的敏銳度比較差而已。婚姻最怕的
就是將一些生活細節的不悅積累下來，不做
溝通，然後賭氣的以離婚逃避問題。

聲明：此文與《紅樓夢》沒有關

係，只是借用其中幾個人物及個別情

節而已。

第三十三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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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體貼的老婆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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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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國訊】香港藝人譚詠

麟和鐘鎮濤自 6 月 30 日公開表

態支持香港警方以來，引發如潮

負面評論。近日網友提出，將致

信美國聯邦調查局及美國移民

局，請求美國當局重新審視譚詠

麟和鐘鎮濤今年下半年的演出簽

證。

香港《經濟日報》報導，網

友發現鐘鎮濤 8 月份將在美國

洛杉磯舉行演唱會，譚詠麟在 9
月份抵美國拉斯維加斯演出。支

持「反送中」的網友認為，譚詠

麟撐警明顯是「離棄港人」，也

與美國的民主自由價值觀相悖，

因此呼籲美國政府重審兩位藝人

的演出簽證。

早在 7 月 5 日已有網民聯

署請願，呼籲金馬獎組委會取消

譚詠麟在 1981 年獲得的金馬獎

影帝，當時譚詠麟憑藉主演反共

電影《假如我是真的》而獲獎。

一向在網上與粉絲互動頻繁

的譚詠麟，自參加「撐警集會」

後，其社群網站一直沒有更新。

近日他正在大陸舉行「銀河歲月

40 載」巡迴演唱會。梁家輝其

自導自演的電影《深夜食堂》已

經塵封兩年，近期忽然在大陸排

到上映日期，將於 8 月上映。

有網友將其新片海報惡搞，改成

《深夜食屎》。

網友吁美國重審

譚詠麟 鐘鎮濤 
演出簽證

　　面對媒體及粉絲們對妻子工籐靜香的偏見，木

村拓哉對的反應堅定：我愛她，愛她的一切。無論

外界如何喧囂，他守著自己的小家，怡然自得。只

有這時，木村拓哉也明白，任何天王巨星的榮譽，

都比不上成為工籐靜香的丈夫，成為兩個孩子的父

親。他終於可以做回平凡人。

【看中國訊】日本年號從平成到

令和走過了 30 年，木村拓哉就火了

30 年，曾連續 15 年被評為日本最受

歡迎男性 No.1。
1996 年木村拓哉主演的《悠長

假期》在當時的日本造成了「月九不

出門」的現象。之後他主演的《戀愛

世紀》、《美麗人生》，收視繼續不

斷破記錄。據報導眾多粉絲，因為

木村拓哉飾演過冰球運動員而選擇

冰球；因為他飾演過律師，當年報

考律師的人數翻了幾倍。

木村拓哉拍戲從來都不帶劇

本，因為他在家就背完了，不僅背

自己的，連對手的台詞都背。拍

《Pride》時，他學會了冰球；演《宮

本武藏》，他專門去練了劍道，武術

導演誇讚他：「姿勢完美身體穩，一

條過」；《美麗人生》時花幾個月學了

剪髮，拍完後還幫朋友剪頭髮 ......
在 2000 年的演唱會上，木村拓

哉宣布：我要結婚了。妻子是歌星

工籐靜香，她曾在衝浪時撞斷過鼻

樑和牙齒，即便在癒合後，仍有一

定程度的臉部歪曲，媒體藉機大肆

宣傳她「毀容」，以此證明她根本配

不上木村拓哉。但夫婦倆並不在乎

此類聲音，攜手從世紀末走到現在。

在訪談中，木村拓哉無數次提

到了「一生懸命」一詞。「一生懸

命」指古時候，日本武士會用生命

去守護他們受封的領地。演藝巨星

的木村拓哉 47 歲了，他走過的路確

實詮釋了甚麼是「一生懸命」。

【看中國訊】7 月 7 日，迪士尼真人版電影

《花木蘭》的首次預告正式在粉絲面前曝光。

據悉《花木蘭》（Mulan）真人版電影將由

執導過《夢想越野隊》的紐西蘭女導演妮基 ‧

卡羅（Niki Caro）執導，並由香港導演江志強

擔任執行製作。被粉絲譽為「神仙姐姐」的 31
歲女星劉亦菲打敗 1000 個對手拿到花木蘭這

個角色，成為了迪士尼首個華人「公主」。其

餘主要的知名演員還有李連杰、甄子丹、鞏俐

及鄭佩佩等人，陣容相當強大。

影片男主角 Chen Honghui（音譯陳宏

輝），由來自紐西蘭的華裔演員安佑森（Yoson 
An）飾演，華人網民對安佑森的容貌爭議頗

大，但也有不少網友表示「相信迪士尼的眼光

不會差」。

頗有喜感的是，影片在花木蘭相親的畫面

中，特意呈現了《木蘭辭》的一句「對鏡貼花

黃」的意境。額頭處塗滿漸暈的黃色，加上在

眉心處留下梅花印記，劉亦菲的這一扮相也引

發了網友的熱議。

《花木蘭》預告首曝光 

劉亦菲舞劍英姿煥發 

木村拓哉：一生懸命

劉亦菲打敗1000個對手成功
出演《花木蘭》，劇中男主
角為華裔演員安佑森。

免費全家歡

下午1點在 Family Park

7 月 20 日
畫 臉 活 動

FREE Family Fun

1PM at the Family Park

Memorial Drive & 36th St NE ~ 403.272.9233

MAY 18  FACE PAINTING

JUNE 15 CRA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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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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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實惠、高品質的散件自裝

【看中國訊】隨著近年來宜

家家具帝國的全球普及，散件自

裝（flatpack）廚櫃的受歡迎程

度顯著提高，亦即客戶自己動手

使用買來現成的板材安裝。與定

製廚櫃相比，flatpack廚櫃具有

顯著的價格優勢，是一種經濟實

惠，但高品質的解決方案，可滿

足您的裝修需求。

Flatpack 廚 櫃 可 從 IKEA
和 Bunnings 等家具和家居用品

商店購買。它們具有各種獨特的

設計和風格，從傳統或鄉村廚櫃

到現代廚櫃、美食廚櫃和專為公

寓空間設計的廚櫃。一旦選擇了

設計，您就可以使用常用的家用

工具自行組裝。

Flatpack廚櫃的 

優點和缺點

1、優點
便宜：成本取決於您的項目

的大小和類型，但 flatpack廚
櫃通常比定製廚房便宜得多。

選擇面較廣：有一系列令人

印象深刻的設計、款式和顏色可

供選擇，以創造您想要的空間。

2、缺點
你需要心靈手巧。在自己組

裝廚櫃裝置之前，您需要確保具

備完成工作的基本技能。您還需

要有一系列的工具。

可能會有壓力。任何曾經組

裝過散件自裝家具的人都知道，

事情通常都不會完全按計畫進

行，所以自己承擔工作可能是一

個壓力很大且耗時的過程。

定製廚櫃裝修

如果一個現成的 flatpack
廚房不適合您，您可以去專門的

廚房陳列室，設計人員可以為您

從上到下設計廚房。這種方法的

主要優點是，它能提供為您量身

定製的廚櫃，最終確保您得到您

想要的，從整體設計到小細節。

定製廚櫃可根據您的要求製作，

並提供各種材料、飾面和配件，

幫助您個性化您的廚房空間。

完全定身設計的廚房陳列室

人員，將根據您的設計師的確切

規格製造許多零部件。但是，這

會讓您付出額外的代價。

定製廚櫃的費用？

定製廚櫃的成本取決於多種

因素，包括：您的空間大小、設

計的複雜性、是否需要移動任何

管道或電氣連接，以及您選擇的

材料和設備。無論您是自己處理

流程的每個階段，還是讓廚房專

家為您進行項目管理，都會影響

成本。

定製廚櫃的最終結果：通過

定製廚櫃，您可以獲得專門為您

的廚房設計的產品，以滿足您的

品味和要求。

如果您有一個非常棘手的空

間，定製廚櫃可以幫助克服棘手

的布局問題，如果您自己不喜歡

動手，並希望有人為您全力以

赴，那麼展廳的定製廚櫃就是你

要走的路。但請注意，價格可能

會高達二倍。

定製廚櫃的優點和缺點

1. 優點
量身而定：定製裝修可讓您

創建一個滿足您所有需求的空間。

可選擇固定裝置、配件和飾

面：如果您想在廚房中擁有獨特

的外觀或特殊的收納，定製廚櫃

將提供無盡的選擇。

沒有麻煩：讓廚房專家組織

整修，可以為您卸下所有壓力。

2. 缺點
昂貴：聘請專業廚房公司創

建定製廚櫃比散件自裝廚櫃貴得

多。您通常可以通過翻新舊有櫥

櫃來節省資金，但這可能既耗

時，又壓力很大。

自己動手裝修廚房

小貼士廚房裝修
【看中國訊】廚房是家居的重

地，一個好的廚房，不僅能給人

提供創造美食的場地，享受烹飪

洗滌的便利，還能給人帶來愉悅

的心情。本文蒐集了 20 條廚房

裝修經驗，希望大家在裝修之前

能做好準備，一起來看看吧。

廚房越小越要有足夠的 
台面操作空間

廚房操作台面不宜太小，尤

其對於空間較小的廚房，台面的

操作空間一定要充足。如果空間

有限，可以採用 U 型櫥櫃設計，

最大限度地增加台面面積。

操作台面易髒 
盡量使用好的材質廚房

操作台面容易弄髒，如果使

用人造石的台面，容易浸污漬。

直接把肉放在台面上，染上的顏

色擦不乾淨，而且很容易磨損。

所以不要為了節省一點小錢，使

用人造石，不妨用石英石！

烹飪區要矮點

照明問題要考慮好，備餐區

和烹飪區要分別。烹飪區要矮

點 , 這樣炒菜不用架著胳膊，舒

服。櫥櫃弄高了，直接導致胳膊

端鍋使不上勁！

備餐區要略高些

這樣洗東西、切菜不用彎

腰，省勁；備餐區略抬高一些，使

用起來也會更舒服一些。

一定要安裝台下盆

水池要選擇台下盆，清潔台

面衛生方便，水一抹就行了。

增加儲物空間

為了增加儲物空間，要有個

大高櫃，把烤箱嵌在中間。這樣

既實用又美觀，用起來還不用彎

腰，省勁。

前後擋水條都要有

最好選擇擋水條和台面是一

次成型的，既美觀又實用。

瀝水架不能少

瀝水架最好不佔用台面；要

可以移動的最好，有水的時候放

在洗菜盆上面，沒水了就移到其

他位置去。

一定要大單盆

洗鍋方便，雙盆的裝修，一

般另外一個盆幾乎沒用過，長期

用來濾水了，還不好搞衛生！

開放式拉籃

把櫥櫃空開一段裝上一個開

放式的拉藍放蔬菜水果，下面

放垃圾桶兼放摸布，使用又好

看。

關鍵是既增加了台面的空

間，又省了一組地櫃的錢，這些

不能放冰箱又不適合放在櫃子裡

密存的蔬菜就有容身之處了。

安裝鍋蓋架

使用鍋子的時候，鍋蓋的放

置總是不太方便的，安裝一個鍋蓋

架，好拿好放還省空間。

多留插頭，多用帶開關的

廚房裏準備幾個插頭非常實

用，使用帶開關的插頭，對電器

盒插座也是一種保護！

一定要有一組抽屜

廚房裏一定要有抽屜，可以

放些零碎的東西，方便使用。

一定要有開放的架子

不是所有的東西（如蜂蜜、

茶葉等）都是放在櫃子裏才方

便；現在宜家那些瓶瓶罐罐買回

家擺在外面，看起來漂亮又使用

方便！

一定要有放蔥姜蒜的地方

蔥姜蒜放在台面上，不好搞

衛生，還是有個專門放的地方

好！

適當裝飾

廚房不一定都是鍋碗瓢盆，

也可以適當裝飾，這樣比較有做

飯的慾望。

牆面利用

牆面一定要利用好，能大大

提高儲物量。廚房一般都大不到

哪兒去，加上東西多、雜，很不

好收納。所以一定要利用牆面來

進行收納。

調味品的放置

調味品不要放在櫃子裏，要

放在離灶台近且開放的地方。

調味品放在離灶台近的地

方，拿取都會方便許多，特別是

在煮菜烹飪的時候能節省很多時

間。

垃圾桶最好藏起來

把垃圾桶藏起來就不會影響

整個家的格調了。

2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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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熱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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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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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

新鮮

清真新鮮腹腿牛排
清真新鮮肩胛牛排 清真新鮮牛絞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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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l  8 - 21, 2019

國 際 食 品 超 市

烘培手工製作  新鮮每一天
清真新鮮

牛柳

清真新鮮

雞絞肉
清真新鮮超瘦

羊絞肉
清真新鮮整條

小牛腱
清真新鮮去骨

三岔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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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芭莎香料烤餅
芭莎曲奇餅 傳統黎巴嫩甜點

◎ 文：邊吉 圖：Fotolia

鹹中帶甜的味噌，具有豐富的營養及溫潤的豆香，可調製不少特色味噌美食。味噌入菜
白味噌、赤味噌有何不同

日本最具代表性的調味料──

味噌，簡單分類為紅褐色的赤味

噌、黃白色的白味噌，和介於兩者

之間的調和味噌。顏色深淺不同是

因發酵時間長短，熟成時間長，顏

色就會越深，味道也相對比較濃郁

厚重。

用味噌做出好吃的料理

赤味噌發酵時間最久，味道較

重，豆味濃郁，一般多用於調製蘸

醬或涼拌或搭配肉類。有名的赤味

噌，如：「八丁味噌」。若要煮味

噌湯，建議搭配適量的淡色味噌或

白味噌。熟成時間最短的白味噌，

味道溫和，鹽分低，則適合用於襯

托海鮮的鮮味。

作法

醃料：味噌用清酒慢慢融開，調整

至濃稠，但仍可流動。

鯖魚洗淨切塊，抹少許鹽冷藏30
分鐘。取出後擦乾，放入醃料中完全

覆蓋，冷藏2天入味。

烹調之前取出魚擦乾（不要用水

洗）。烤箱預熱200攝氏度，魚放入

烤箱，烤約10分鐘即可出爐。

上菜前淋上檸檬汁，風味更佳。

新鮮鯖魚1尾、檸檬適量。

西京燒醃料：白味噌3大匙、清酒適

量、味霖5大匙、砂糖5大匙。

食材

京都地區常見的家常料理，屬於

偏甜的口味，吃起來有味噌的甘

甜和魚的鮮美。作法非常簡單，

非常受到主婦歡迎。

鯖魚西京燒

作法

味噌醬：所有材料攪拌均勻，煮滾

小火熬煮5分鐘即可。

豬肉切約1.5cm厚，劃刀斷筋，兩

面用肉槌打薄，撒少許鹽和胡椒。

依序將肉片兩面均勻沾上麵粉、蛋

液、麵包粉。拍去多餘的粉。

油溫約160攝氏度，豬排下鍋，炸

至兩面金黃酥脆。瀝油靜置3分鐘即

可切片淋上醬汁上菜。

豬里脊肉300g、雞蛋1顆、麵粉、麵

包粉適量。

味噌醬材料：赤味噌1大匙、蘋果泥2
大匙、番茄醬5大匙、味霖2大匙。

食材

赤味噌是名古屋的代表味道，走

在市區到處可以看到味噌豬排飯

的招牌。淋上味噌醬的豬排入口

濃郁甘甜，風味獨特。

味噌炸豬排

作法

雞高湯煮滾後，取少量湯先融開味

噌；雞高湯加牛奶，小火煮滾，加味

噌及其餘的湯頭材料。

同時加豆漿，小火加熱，不煮滾。

煮拉麵湯頭同時，另起一鍋熱水下

麵。玉米蒸熟備用。

麵煮好盛碗中，加入麵條及配菜，

加湯，撒上韭菜末即可上菜。

拉麵麵條、日式叉燒肉3片、韭菜一

株、玉米、滷筍適量。

味噌湯頭：雞高湯400cc、味噌2小

匙、牛奶200cc、香油2小匙、蒜泥1
小匙、鹽、白胡椒粉少許。

食材

味噌拉麵湯頭的美味秘訣，也是

拉麵名店的機密，就在於味噌調

味的比例，不妨試著調配看看，

自家喜好哪一味。

味噌拉麵

作法

調料的材料混合均勻備用。

茄子去蒂頭切適口大小，放鹽水中

泡，水瀝乾備用。彩椒去蒂頭、去

籽、去內部白膜，切適口大小備用。

熱油鍋，放茄子，大火炒至茄子稍

微變色，放彩椒一起炒熟軟。

轉中火，加醬料，拌炒均勻，加熱

開水3大匙，煮至茄子吸收醬料。嘗

嘗味道，酌量加鹽。最後灑上香油、

白芝麻即可上菜。

茄子、彩椒、芝麻香油、白芝麻。

醬料：味噌2大匙、清酒1大匙、砂糖

2小匙、辣椒1條。

食材

茄子的營養豐富，屬於寒涼性食

物，在夏天食用，有助於清熱解

暑。茄子熱量少，又能提供飽足

感，是低卡飲食的選項。

茄子味噌炒

京都家常料

理，甘甜鮮

美，作法簡

單，受主婦

歡迎。

白
味
噌

調
和
味
噌

赤
味
噌

白味噌味
道溫和，
可襯托海
鮮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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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產
苦瓜

BC 產
短紹菜

墨西哥產
青蔥

墨西哥產
無莖百加利

BC 產
油菜心

越南產
大青芒果

媽媽牌
即食麵

特級牛蹄

雞嘜
鵪鶉蛋

三小姐牌
魚露

去骨牛肩胛肉
( 原袋 )

台灣高麗菜
加州產
白油桃

加州產
薩摩蜜橘

無骨去皮
雞大腿肉

巴西產
釋迦果

加州產
無籽紅提

三去鰂魚

牛百葉 /
牛肚

加州產
日本南瓜

游水肉蟹

大排骨

原箱
$3.19/ 磅

每週七天營業   早 9:00~ 晚 9:00

豬 / 雞 / 蝦味
震撼價震撼價震撼價

震撼價震撼價 震撼價 震撼價 震撼價

特級嫩雞
( 原隻 )

越金牌
去頭白蝦

掃一掃 ,加
入我們的微
信群吧 !

更多打折信
息，請訪問
我們的網站。
www.luckysupermarketcalgar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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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ڳ熊㨀 
 㐀　㌀ⴀ㈀㔀㈀ⴀ㈀㔀㠀㘀

慓㹲ꁒ첑

  桳뙛ٴ  

㘀　ᩙ牫ꮑ硛婓쑻ꮑήꪊ祙⡵虎ူ一愀琀甀爀愀氀 䴀椀 夀猀 쵳톞瞋퍧獎ᄰ豎ࡧ豟幹䝙葶瞕祝虎N魎
톞ǿ䉦蒐讉䦋虎繞䵏ƀ멎彎ൎꙞᩙᩙᅜᅜ瞕祝虎끥葶톞Ȱꮑή梈㩹⽦며
ူ一愀琀甀爀愀氀 䴀椀 夀愀쵳톞瞋퍧獎ᄰ⽦ㅵ൩楲빼حملၢ䁢१瞋쩖쩓扠꥟쩖齒محل葶屏⡵Ȱ

匀漀礀戀攀愀渀  䠀攀渀渀愀

ⴀ ൩楲حمل酒豔䶑륥
ⴀ ⅱ獔ൎ⭔䱶楲
ⴀ ծ豟ⅱ顫奵ᙓ硛楲
ⴀ 絶İ쎞İ꽧榐⡵
ⴀ ί空Փⅼ깕륥뽏

g끥䡙獼聢厈΄홓⥙㙱൩楲빼癑ぽ깟䚘鉼محل며䁢
㡔㙥ಀൎ⽦蚉쮄⡗晽쁹g摜葶뱮偛豔

ઙ♎罏䭎쁹푧 텮ژ䥑ꑯ깎鞞

娀攀渀 ☀ 䄀挀挀攀猀猀漀爀椀攀猀꩹
ɞ䁓非㈀　㈀㈀　　 䈀愀爀挀氀愀礀 倀愀爀愀搀攀 匀圀⠀䔀愀甀 䌀氀愀椀爀攀 䴀愀爀欀攀琀⤀ 

 唀渀椀琀 䨀㈀Ⰰ ㈀㘀　㌀　　 圀爀椀琀椀渀最 䌀爀攀攀欀 䌀爀攀猀挀攀渀琀Ⰰ 䈀愀氀稀愀挀 ⠀ 一攀眀 䠀漀爀椀稀漀渀 䴀愀氀氀 ⤀

在中國，宮保雞丁是家喻戶曉的傳

統菜；同時，這道菜也隨著移民在海外

落地生根，成為中國菜的代表。除了宮

保雞丁，同樣醬料與方法也被用來烹調

其他食材，並以宮保命名，例如宮保魷

魚也是一道小有名氣的宮保料理。究竟

「宮保」之名何來？

「宮保」是中國清朝的官名，顧名

思義，宮保雞丁是由官職「宮保」的官

員所創。清朝咸豐年間的進士丁寶楨，

本是貴州平遠人，中進士後，歷任湖南

知府、山東布政使、四川總督等官職。

由於丁寶楨為總督巡撫等級的大吏，曾

被加封「太子太保」之榮譽官銜，簡稱

宮保，人們尊稱他為「丁宮保」。

話說丁寶楨在初任四川總督時，地

方士紳爭相邀宴，某次有個當主人的，

在菜單中，特別以丁寶楨喜愛的口味安

排了一道雞肉料理，以嫩雞丁搭配當地

特有的乾辣椒同炒，請他品嘗。

這道雞肉料理吃來滑嫩鮮腴，濃香

麻辣兼具，果然深得丁寶楨讚賞。主人

趁機請丁寶楨為這道菜命名：「此菜專

為宮保而做，未曾命名，請宮保賜名如

何？」丁寶楨欣然應允：「既然如此，

就叫宮保雞丁吧。」

宮保雞丁由丁寶楨所創，是公認的

歷史，至於說法眾多的是，這道菜究竟

是屬於哪一地區的特色菜呢？從以上故

事來說，這道菜可以說是川菜。然而，

這道菜似乎也蘊含丁寶楨的貴州家鄉

味。同時，也有一說是丁寶楨在山東當

官時，家廚從山東名菜「醬爆雞丁」改

良出這道菜。

因此，宮保雞丁不只是一個地方的

名菜，它的風味也因地區而不同。在講

究「一菜一味，百味百格」的川菜中，

宮保雞丁是酸甜荔枝味型與麻辣的巧妙

融合。在貴州，人們熟悉的宮保雞丁，

是以貴州的糍粑辣椒與雞丁同炒，滋味

鹹辣略帶酸甜。而在山東菜餐廳裡，則

可以品嘗到宮保雞丁的「爆炒菜」脆嫩

風味。

值得一提的是，2014 年宮保雞丁

成為國際話題，德國總理梅克爾在她的

中國參訪行程中，向川菜廚師學習了宮

保雞丁的作法，以行動表達了對中國人

引以為傲美食的欣賞與讚揚。

宮保雞丁 
中國名菜故事

宮保雞丁是一道享譽中外的中國名菜，它的起源既明確，卻
又說法眾多。原因是這道料理跟著它的創始者 ── 丁寶楨，橫跨
山東、四川、貴州⋯⋯

◎ 文：斯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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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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7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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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免費牛仔節早餐
歡迎卡城居民來享用 MacLeod Trail 

Co-Op 年度牛仔節煎餅早餐，還有一個

特別的名人挑戰。

時間：週五，7 月 12 日上午 8 點

半～ 10 點

地點：MacLeod Trail Co-Op
網址：8818 MacLeod Trail SE

卡爾加里土耳其節日慶祝

歡慶、體驗和品位土耳其式的熱情好

客、文化、風俗和美食。還有兒童活動。

地點：Eau Claire Market
地址：200  Barclay Parade SW
時間：7 月 12 日～ 7 月 14 日上午

11 點～晚 10 點

公共圖書館 
免費兒童夏令課程

卡城全市各個公共圖書館免費提供為

孩子們特別準備的各種表演、課程、展示

和活動。

這裡可以參加關於恐龍、舞蹈、小

狗、武術、樂高積木、藝術等活動。親自

參加科學、技術、工程、藝術、算術和讀

書等科目。所有的課程都是先到先得，請

儘早到來 !
請訪問當地圖書館獲得詳細信息。

Calaway遊樂場 
星期五之夜

Calaway 遊樂公園是加拿大西部最

大的室外家庭遊樂公園。該公園坐落於亞

省的 Springbank，沿著 Trans-Canada 公

路，從卡爾加里西部邊界向西行車 4 公

里即可到達。

週五夜晚可在公園多逗留兩個小

時，僅限 7 月！普通門票從上午 10 點～

下午 5 點，晚間 5 點～ 9 點的門票只需

$17.95+GST。
時間：7 月的每週五——7 月 5 日、

12 日、19 日、26 日

地點：Calaway Park
地址：245033 Range Road 33
網址：calawaypark.com

RAY'S
4
LE$$

取暖爐

Raymond

安裝及維修

冷暖空調服務

省錢 省錢 省錢

熱情服務 值得信賴

空調系統
熱水器
加濕器

含
保
險

服務卡城

十年！

周生(粵 / 英語 )

587-888-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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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氏中醫推拿保健中心

頸、肩、胸、腰疼痛？肌體麻木？

歡迎到本中心諮詢體驗。

本中心誠聘有 2200 小時資格、英語流利、
技術嫻熟的按摩師，待遇優厚

見效快
接受公司

保險
中醫傳統獨特拉筋推拿

經絡踩推

深層肌肉推油按摩

足底按摩

結合楊氏祖傳方藥薰蒸、外敷。

中國到卡爾加里

廣州倉庫免費代收、打包

www.jdlshipping.com
info@jdlshipping.com

海運拼箱 空運 雙清關代進口整箱

587-999-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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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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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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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白內障 防晒很重要

紫外線依波長分為3種
我們常聽到的「紫外線」，

依波長細分為 UVC（波長 200
至 280nm）、UVB（波 長 280
至 320nm）和 UVA（波長 320
至 400nm），光波愈短，能量愈

高，光波愈長則穿透力愈強。

UVC 波長太短，對人體幾乎不

構成影響，我們所受到的紫外線

威脅主要來自 UVB 和 UVA。

UVB 可說是造成皮膚傷害

和老化的最大敵人，如果不重視

防晒，除了可能造成晒傷、晒

紅、慢性皮膚癌，以及眼睛出現

紅腫、角膜腫等不適症狀以外，

長時間的曝晒還可能引起眼睛永

久性的傷害，如：白內障、視網

膜黃斑部病變、翼狀贅肉（眼

翳）等。

UVA 的穿透力非常強，連

一般透明玻璃都無法阻絕它。也

因為波長較長，可直達人體真皮

層，會造成皮膚晒紅、變黑、雀

斑、黑斑惡化，還容易造成眼睛

視網膜的光害，例如：老年性黃

斑部病變，或者加速視網膜感光

細胞的退化。

慎選防晒用品

各種防晒用品琳瑯滿目，

我們可以依照膚質（乾性或油

夏季
保健

性）、膚色（一般黃種人約屬第

Ⅱ ~ Ⅳ型膚色）、用途（游泳或

逛街等）等來選擇，或是購買

以後，再依不同的活動屬性塗抹

不同效果的防晒用品。

甚麼是防晒係數 SPF（Sun 
Protection Factor）？ 簡 單 來

說，如果你原本在太陽下 10 分

鐘就會晒紅（主要是 UVB 作

用），那麼，使用 SPF 為 15 的

防晒油後，可耐受 150 分鐘才

會晒紅。

選購時要注意標示：抗汗

（Sweat resistant）產品，指大

量流汗 30 分鐘仍能維持保護

效力，適合一般外出使用；抗

水（Water Resistant） 製 品，

指在水中 40 分鐘仍可維持保

護效力，適合戲水使用；防水

（WaterProof）產品，指能在水

中 80 分鐘仍具有保護效力，比

較適合下水游泳使用。

一般外出，通常選擇 SPF
係數 15 即可，較清爽無負擔；

若參與水上活動，可選防水或防

晒係數 SPF50 等級的。防晒品

應該在晒太陽前 30 ～ 60 分鐘

先塗上，流汗或游泳後再多塗一

次較好。

防晒係數不一定愈高愈好，

愈防水的產品多屬於油性製劑，

油性膚質者使用較易引起青春痘

或毛囊炎；係數低、抗水性差者

雖然塗起來較不油膩，卻必須常

常塗抹，且保護效果比較弱。

預防白內障務必防晒

白內障是老年人很常見的一

種疾病，主要和器官老化有關，

隨著年齡增加，我們眼睛內的水

晶體逐漸混濁、硬化等而造成視

力缺損，症狀包括：眩光、視線

模糊、彩度降低、雙眼複視、不

正常流淚等。

整版圖片：FOTOLIA

此外，導致白內障的危險因

子還有吸菸、創傷、糖尿病、喝

酒過量、輻射線暴露、眼睛手術

後的併發症等，而平日不注重眼

睛防晒，受到紫外線的傷害也是

主要原因之一。

研究指出，如果沒有防晒

的話，每天多晒 1 小時太陽，

每年罹患白內障的風險就增加 1
成；常在戶外工作者罹患白內障

的風險，更是一般室內工作者的

3 倍。

眼科醫師建議，上午 10 點

到下午 2 點陽光正強的時段，

盡量減少外出的機會，避免過量

的太陽照射，如需外出則要「全

副武裝」──擦防晒乳液、戴太

陽眼鏡、撐陽傘、戴寬邊遮陽

帽，以阻絕紫外線，保護眼睛不

受傷害。太陽眼鏡需慎選，配鏡

以淺色為宜，選擇如：茶色、淡

綠色等有益眼睛的顏色。

手術是有效治療方法

白內障初期可以用增加照明

和配戴眼鏡來解決視力問題，但

若視力模糊已經妨礙正常生活，

唯一有效的治療方法就是做白內

障手術。

手術的成功率很高，目前一

般是以「超音波晶體乳化術併人

工水晶體植入」為主，以超音波

將水晶體乳化後，吸走混濁的水

晶體並換上人工水晶體，95%
以上的病人術後視力恢復良好，

也大幅提升了生活質量。

炎炎夏日，「防晒」是

重要的保健課題。除了我們

的皮膚要防晒之外，「靈魂

之窗」——眼睛，也需要做

好防晒的功夫，否則強烈的

紫外線容易傷害視網膜，加

速眼睛老化，造成白內障的

提早發生。

炎炎夏日，

除了皮膚要

防晒之外，

眼睛也需要

做好防晒的

功夫。

◎  文：陳麗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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