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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rnobyl’ scores 19 Emmy nomi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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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 1日43萬港人

「反送中」大遊行當晚，

元朗區和元朗西鐵站出

現上百名戴口罩、手持棍

棒的白衣人，肆意毆打市

民，包括記者以及孕婦，

男女老幼無差別對待。7
月24日北京首次援引駐

軍法，外界擔憂這是一種

恫嚇姿態，還是要動真

的？

記者林佳綜合報導

據報導，元朗濺血時警方遲

遲不到，導致至少 45 人受傷，

3 人重傷，1 人危殆。截至 7 月

24 日，曾涉嫌手持棍棒暴打示

威者的白衣人，有 11 人被捕，

包括綽號「鬥雞學」的黑幫老大

鄧志學在內的多名黑幫人物。

同一日，北京國防部發布會

上，有香港記者就近日來香港形

勢提問，國防部發言人吳謙稱，

觸碰「一國兩制」的原則底線，

絕對不能容忍。他說：「關於你

的具體問題，在駐軍法的第三章

第十四條有明確規定。」特區駐

軍法規定，香港在必要時可以向

中央政府請求駐軍，協助維持社

會治安和救助災害。此言引發外

界廣泛擔憂。

黑幫暴力受鼓勵

7 月 22 日下午 3 時，香港

特區政府首腦林鄭月娥與香港各

司局長及警務處處長會見記者。

林鄭稱，將依法追究 21 日晚間

攻擊中聯辦大樓的部分示威者

的責任，並拒絕定性 21 日夜間

在元朗發生的暴力襲擊事件是

「暴動」。香港國際關係專家瀋

旭暉指出，元朗的「無差別襲

擊，完全針對平民」的攻擊事件

在任何地方出現都會被稱作「恐

怖襲擊」。

之前，香港民間就盛傳「有

黑幫將屠城，鎖定攻擊反送中參

與者」。事後有影片披露，流

血事件發生後，全副武裝的警察

和白衣暴徒作了短暫交流，白衣

人安然離開，沒有被沒收棍棒。

另一段社交媒體上流出的一段影

片顯示，這批在香港元朗施暴的

白衣暴徒是港警出動警車載來

的。還有一段視頻裡，香港建制

派立法會議員何君堯與大批白衣

人握手稱「辛苦你」，並對白衣

人舉拇指鼓掌稱讚「你是我的英

雄」。據悉何君堯是由中聯辦

等本地共產黨勢力暗中扶植上位

的。（下文轉 A2）

元朗白衣人無差別毆打市民。(視頻截圖 《看中國》合成 )

血濺元朗 香港抗爭或轉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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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內外各界震動

元朗濺血，香港各界為之震

動，紛紛譴責港府和警方失職，

民間更直指港府以黑治港。立場

一貫親北京的香港總商會也罕見

表示，元朗暴行令香港市民深表

震驚和深惡痛絕，呼籲撤回修

例，問責「不稱職官員」等。也

有港府公務員抗議警黑合作，罷

工一天。超過 200 名香港警察

的家屬發出公開信，表達憤怒和

心酸，因為港警不得不服從一系

列不合邏輯和常理的命令。

香港元朗流血事件再度引

發了國際媒體的高度關注。法

新社、路透、英國金融時報、

BBC、CNN、衛報、紐時、彭

博、華爾街日報與日經英文網、

朝日新聞，均有報導。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表示：

「關於犯罪團體對公民實施有組

織暴力的報導，以及對試圖從事

工作的記者的攻擊，尤其令人

不安。」英國外交部次長穆裡森

（Andrew Murrison）表示：「看

到這種令人無法接受的暴力場

面，我們都感到震驚。」

黑社會捲入政局

黑社會捲入港臺政局並非首

次。早在 1984 年 10 月鄧小平

會見港澳各界人士國慶觀禮團時

就表示：「黑社會並不都黑，愛

國的還是很多。」當 1999 年香

港回歸中國後，香港各界成批進

京「晉見」當時負責港澳事務的

政治局常委曾慶紅，其中不乏黑

社會高層人物。

海外中文媒體報導，香港上

一任特首梁振英是中共地下黨

員，對於有些官方難以解決的問

題，梁振英就慫恿黑道出來。

當時已經初具規模，現在使用

起來就更順手了。

背後勢力

港媒消息稱，習近平當局

對港府處理港民反送中事宜，

有三點要求，即「不准流血、不

准動槍、不准動用駐港部隊」。

香港獨立時評人程翔認為，習

近平這次面對反送中運動，與

處理 2014 年香港佔中事件的態

度是一致的，即「不流血、不

讓步」。這次反送中運動中，

駐港部隊司令員陳道祥少將向

美國方面透露，軍隊不會出動

到香港，這就體現了習的「不流

血」態度；但是習也不讓林鄭月

娥滿足香港群眾的訴求，就是

「不讓步」。

近日元朗暴力流血事件，

香港局勢進一步激化，讓外界

質疑，港府近期一系列動作，

到底出自何方指令？

據海外中文媒體報導，北

京紅二代透露，香港局勢複

雜，在於中央黨內兩大派繫在

較量。有些人想通過這次運動

製造事端，逼習近平下令向香

港開槍，搞一次香港「六四」。

曾慶紅當年在香港培植了許

多人馬，他們的介入令香港

局勢更加動盪。另外香港《爭

鳴》雜誌 2013 年刊文稱，曾

慶紅在列席港澳協調會上公開

說：「香港出現政治混亂，要害

是『奪權』、是搞『政治獨立

體』……，越亂越好辦。」

現北京提駐軍威脅，令人

擔憂複雜的局勢中習近平的最

終走向。

港人或轉向長期抗爭

自今年 6 月以來，港人向外

界展示了他們的不懈抗爭意志。

香港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接

受採訪時說，香港人的未來除了

堅持抗爭，別無選擇，否則就會

失去自由。歌手何韻詩也表示，

香港人需要準備長期抗爭下去。

有不少自媒體人給出許多非

暴力長期抗爭的建議，包括：不

聽不看不購買紅色媒體；支持獨

立媒體，以發出民眾自己的聲

音；向大陸遊客和去大陸做生意

的人們發送「反送中」真相；擁

有外國護照的香港人聯絡各國議

員、政府，推動議會決議案或者

法案的形式支持香港民眾；將香

港作惡者的信息提交給各國政

府，通過全球馬格尼茨基法案對

這些人實施制裁。

自媒體人蕭茗分析認為，

北京政權本質上要顛覆香港「一

國兩制」的想法從來沒有變。從

2003年的試圖對基本法第「23條」

立法，到後來阻止「真普選」，

到今天的修改逃犯條例，其思路

和做法一以貫之。如果香港放棄

了抗爭，比如讓送中條例通過，

後果嚴重，香港會失去自由港的

地位，既失去民主自由更無繁榮

經濟，東方之珠將一沉到底。

蕭茗說：「我採訪的美國政

界人士全都肯定的說，如果送中

條例通過，美國別無選擇就要取

消《美國 - 香港政策法》。那時

候，香港就會變成中國廣東的一

個市了。」她認為，香港人民要

做的就是在極權政府瓦解之前，

保住現在僅存的自由，在國際洪

流中配合與堅守，直到曙光出現

的那一天。

【看中國訊】彭博社 7 月 23
日援引消息人士稱，美國貿易代

表萊特希澤和團隊將於下週一

（7 月 29 日）前往上海，與中

國官員進行面對面的貿易談判。

這是世界上最大兩個經濟體

5 月談判破裂以來的首次高層談

判。美中兩國元首上月在日本

二十國集團峰會上碰面後，美方

同意在恢復談判期間暫停加征新

關稅，以換取中國對美國商品的

採購。

彭博社報導稱，美方代表

將在上海停留至週三（7 月 31
日）。雙方將廣泛討論懸而未決

的問題，預計不會取得重大突

破。據一位高級政府官員稱，中

國要求會議在上海舉行，而不是

在北京。

雙方在一些重大問題上仍存

在分歧，比如美方要求中國經濟

進行結構性改革，而中方呼籲美

國取消所有懲罰性關稅。兩國在

協議草案上的分歧造成 5 月的

談判破裂。

美中高級官員近幾週通過電

話頻繁交流，但談判主要集中在

華為和農業採購上，對美方要求

解決的結構性問題缺乏投入。

此次貿易會談還是中國商務

部長鐘山首次加入由國務院副總

理劉鶴領導的談判小組。觀察人

士說，鐘山代表中方的強硬派，

他的加入可能意味著中國並不急

著與美國達成貿易協議。

獨立平屋 1,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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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900

獨立�層屋 2,382 呎 +W/O 土庫�部完成 ,
�������景 , 主層��高 9 呎�鋪
實 木 � � , 客� � 家 庭 � � 2 層高� � ,
廚��較��櫃 ,4+2 �� 3.5 浴廁���
學校�����場�
�車站� $920,000

西北 Hamptons 西北 Panorama Hills

星期六 (7 月 27 日 ) 2 - 4:30 pm

星期日 (7 月 28 日 ) 2 - 4:30 pm

316 Kincora Heights NW1

53 Kincora Gardens NW3
571 Kincora Drive NW2

64 Sherwood Manor NW4
1891 Panatella Blvd NW5

獨立平� 1,240 呎 + 土 庫� 部完 成 , 可步
行至����車站�主層鋪實木����
拱形天� , 廚��大量櫥櫃�檯面�間 ,2+2
�� 2.5 浴廁 , 土庫��大家庭�����
���場��車站�
StoneyTrail� $434,800

西北 Citadel
�層城市屋 1199 呎 + 土庫�部完成 , ��
雙車� , 主層舖實木�� , 廚��不�鋼家
� , 石�檯面��大中�島 ,2 �� ,2.5 浴
廁 , 可步行至學校�����車站 , ���場 ,
��� #301 �車站
( 直�市中心 )�

獨立�層屋 1525 呎 + 土庫�部完成 , 向西南
�院光猛開陽 , 主層舖較��合�� , 客��
壁爐 , 廚��不�鋼家� ,Bonus Rm,3+1 �
� ,3.5 浴廁 , �大�院�陽臺 , ��學校 , �
� , �場� #301 �車
站 ( 可直�市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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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中心柏文向南單位 826 呎光猛開陽 , ��
景 , 舖�磚��合�� , 2 �� , 2 浴廁 , �
1 �下停車位 , ��設�包括 : 健�� , �
�室�可步行至市中心�弓河����C-Train�
�車站��場�$379,900

$449,900

$269,888$295,000

西北 Panorama Hills

西北 Panorama Hills

西北 KincoraDowntown

獨立�層屋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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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 立 � 層屋 1,792 呎 +Walk-Up 土 庫 � 部
完成 , 家庭��壁爐 , 廚��不�鋼爐頭�
中�島 ,3+1 �� 3.5 浴廁 , 土 庫� 廚��
�門出��可步行至學校�����車站 ,
���場� #301 �車
站 ( 可直�市中心 )�

獨立�層屋 2,384 呎 + 土庫�部完成 , ���
林 (Ravine), �油漆 , 主層��高 9 呎�鋪實木
�� , 家庭��壁爐 , 廚��大理石檯面�不�
鋼爐頭 , �大 Bonus Room,3+1 �� 3 �廁�
2 半廁 , 可步行至��
��車站 , ���場� $509,900 $469,900$539,900

西北 Kincora 東北 Coventry Hills西北 Kincora

西北 Sherwood
獨 立 � 層 屋 3,072 呎 + 土 庫 � 部 完 成 , 中
� � � , 主 層� � 高 9 呎 � 鋪 實 木 � � , 客
� � 壁 爐 , 廚 � � 大 理 石 檯 面 �不 鏽 鋼 家
� ,BonusRoom � 9 呎 � � � 壁 爐�3+2 �
� 3.5 浴廁 , �����
Costco �場��車站�$679,900

4 level Split 城市屋 1609 呎 + 土庫�部完
成 , 可步行至����場��車站����
户 , ����油漆 , 廚����廚櫃 , 客�
� 壁 爐 ,3 �� 2.5 浴廁 , ��學 校��場
� C-Train 站� $429,900

�校� Edgemont

7 月 27 日開放1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7 月 27 日開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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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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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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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900

西北 Kincora

新
上
市

7 月 27 日開放2

7 月 28 日開放4 7 月 28 日開放5

看 美中官員上海
重啟貿易談判血濺元朗 香港抗爭或轉長期

劉 鶴 、 萊 特 希 澤 與 姆 努 欽

（Getty Images）

3

1 2

    香港立法會議員林卓延被毆。1

    香港立法會議員何君堯與大批

白衣人握手並豎大拇指。

2

    記者利君雅問「過往立法會所

謂受衝擊時，凌晨4點你都可以

出來見市民，昨天整個晚上你去

哪邊呢？」林鄭不予以回應。

（視頻截圖/網絡圖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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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7 月 19 日（週

五），亞省女王法庭法官霍爾

（Robert Hall）拒絕了卑詩省對

亞省「關閉水龍頭」法案的訴訟。

霍爾表示，他不應該決定亞

省法律的合憲性或裁決省際爭

端。「聯邦法院是這個省際爭端

的適當場所」，它是專門為政府

之間的裁決而設立的。

亞省「關閉水龍頭」第 12
號法案要求出口商需獲得許可

證，才可運輸，並授予亞省能源

部長決定出口多少燃料，通過何

種渠道運輸（如管道、鐵路或

油罐車），以及完全停止運輸的

權力。

卑詩在該法案宣布的第二

天，對此提起訴訟。它指出，該

法律的目的是「通過限制石油產

品的供應」對卑詩省造成經濟痛

苦，以報復卑詩的阻撓建設跨山

管道擴建項目的企圖。卑詩要求

亞省法院宣布該法律違憲，並批

准禁止其實施的禁令。

就霍爾的決定，卑詩司法

部長艾比（David Eby）表示，

該省正在審查其裁決，並已於 6
月14日向聯邦法院提起了訴訟。

艾比強調，「省府已明確表

示，我們將捍衛卑詩人的利益，

我們 ...... 期待在法庭上聽到這

項立法違反憲法，且旨在懲罰卑

詩人民。」

亞省能源部長對法院裁決

「感到高興」，「我們將繼續保

衛亞省的工作和經濟機會，並期

待在聯邦法院提起訴訟」。

跨山管道的擴建計畫於

2016 年首次獲得批准，旨將運

送至太平洋地區利潤豐厚的新市

場的亞省石油數量增加 2 倍。

因受卑詩的阻力，金德摩根

公司（Kinder Morgan）決定放

棄該項目，聯邦政府去年以 $45
億的價格收購了現有的管道。

之後，聯邦上訴法院撤銷了

聯邦內閣對該項目的批文，理由

是沒有與原住民進行充分協商，

沒考慮管道對海洋野生動物的潛

在影響。

目前，該項目又被聯邦內閣

第二次批准。

【看中國訊】康尼政府可能

會在 2021 年初，終止一項為成

百上千的兒童提供每天 25 元的

日托計畫。他們認為在投入更

多資金之前，需要查看來自試

點計畫的數據。省兒童服務部

部長麗貝卡 • 舒爾茨（Rebecca 
Schulz）表示，省財政赤字非常

嚴重 , 省府正在考慮在該計畫上

花費的數百萬元是否有價值。她

說：「我們需要確保支持那些最

需要幫助的父母，還需要尊重父

母有不同的托兒方案。」

新民主黨在 2017 年制定

了 122 個日托所的試點計畫 , 是
為兌現其在 2015 年競選的承

諾——為全省兒童提供每天 25
元的日托資助。

【看中國訊】徒步旅行者要

小心！在亞省坎莫爾（Canmore）
地區，已經發現幾隻正以漿果為

食的黑熊出沒，當地政府發出警

告，並關閉幾條受歡迎的徒步小

徑， 包 括 Highline 和 Rhanrs 
of Rohan。省立公園生態學家

帕科夫斯基（John Packowski）
告訴 CBC，「漿果可以吸引熊到

小徑 ,今年有大量的漿果生長在

小徑附近。如果你必須出去，要

有噴熊劑在手，並知道如何使用

它。它可以拯救生命。」為了避

免熊的襲擊，建議遊客結群同

行，並多弄出噪音，旅行時間最

好選在中午，多留意該地區熊出

沒的標誌和警告。最近發生了兩

起熊襲擊人事件。目擊者可撥打

403-591-7755，詳情和建議，請

訪問 Alberta Parks 網站。

【看中國訊】7 月 18 日，亞

省政府宣布，跨國專業服務公

司安永會計師事務所（Ernst & 
Young），已獲得政府的 200 萬

元的合同，以審查省衛生服務

部（Alberta Health Services，
AHS）。省政府在新聞發布會上

稱，該評估旨在「提高效率，檢

查管理成本，提高醫療服務水

平」。省長傑森康尼在今年的

省選中，曾承諾將在上任後對

AHS 進行績效考核，確保醫療

保健資金用於一線服務而不是管

理。省衛生部長 Tyler Shandro
說，本次審計是 2008 年創建

AHS 以來歷史上的第一次。

【看中國訊】距離聯邦大選

還有 3 個月，有消息稱，2 月份

卸任的、總理特魯多的前首席秘

書巴茲（Gerald Butts），現已

重返自由黨競選團隊，擔任一個

「重要角色」。巴茲之前捲入蘭

萬靈（SNC Lavalin）醜聞，被

指向時任司法部長王州迪（Jody 
Wilson-Raybould）施壓，希望

魁省工程巨頭蘭萬靈能免於被刑

事起訴。他否認這一指控，並表

示不希望這些指控影響總理辦公

室的正常工作，他在 2 月份辭

去了首席顧問職務。

週日（7 月 21 日）自由黨

方面也證實了巴茲「回爐」這一

事實。對此，聯邦保守黨黨領謝

爾（Andrew Scheer）發表推文

說，特魯多團隊如此做法是要將

SNC-Lavalin 醜聞事件，再次

帶回給國民，諷 SNC-Lavalin
公司醜聞將捲土重來。

新 民 主 黨 議 員 辛 格

（Jagmeet Singh）也對這一消

息表示失望，另一議員安格斯

（Charlie Angus）表示，他對巴

茨的回歸不感到驚訝，因為他從

來都不相信，自由黨會認真對待

建立一個透明政府的承諾。

2015 年，魁北克最大的工

程和建築公司——蘭萬靈（SNC 
Lavalin）被加拿大皇家騎警指

控，與利比亞簽定的合同有行

賄、貪腐和欺詐行為。今年 2
月，前司法部長王州迪向司法委

員會作證說，總理辦公室向司法

部施壓，要求同意蘭萬靈公司

的「延後起訴協議」，涉嫌干預

司法，但特魯多方面予以否認。

SNC Lavalin 醜聞也被認為是

年初導致自由黨支持率下滑的一

大原因。

亞省法官拒卑詩省訴訟案
「關閉水龍頭」法仍有效

巴茲「回爐」助選 被諷蘭萬靈醜聞捲土重來

（Fotolia）

巴茲

$25兒童日托計畫
或被終止

黑熊出沒
坎莫爾徒步小徑被關

安永將審計省衛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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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7 月 23 日，美

國司法部宣布，為了維護公平競

爭與創新的環境，將針對目前

主要的網路平臺展開反壟斷調

查。司法部雖然沒有具體點名調

查的企業，但明顯是衝著谷歌

（Google）、 臉 書（Facebook）
和亞馬遜（Amazon）等科技巨

擘而來。

這幾家科技巨擘目前雖然受

到嚴密監督，但一些政界領袖仍

認為應該將這些公司分拆，避免

讓他們繼續主導市場。另一些政

治人物則著眼隱私與資訊內容的

保護，希望能把管理規則以更嚴

格的標準來訂定。

司法部在聲明中提及，負責

檢視的反壟斷部門，將關注「領

先市場的網路平臺是否和如何獲

得市場支配力，以及是否正在從

事減少競爭、阻礙創新或其他傷

害消費者的行為」。

此外，調查人員也「正在與

有關人員磋商，包括瞭解網路平

臺競爭情況的行業參與者」。

現任職於司法部反壟斷部

門的助理部長德瑞希（Makan 
Delrahim）說：「數位平臺的行

為，如果沒有有意義的基於市場

的競爭紀律，那麼在某種程度上

可能不符合消費者需求。」

儘管民主黨籍聯邦參議

員、下屆總統大選參選人華倫

（Elizabeth Warren）等人提出

讓這些大公司分拆的呼籲，但這

樣的建議是否可行？

目前擔任市場研究公司

Moor Insights&Strategy 創辦人

的穆黑德（Patrick Moorhead）
表示，想讓大公司分拆，是不太

可能的事，相信也不是美國政府

目前的想法。因為中國科技大廠

勢力的迅速壯大，才是更令人擔

憂的事。

臉書、谷歌與亞馬遜等科技

巨擘也將在本週陸續公布最新財

報，雖然這些大公司主導市場的

力量與獲利能力都在不斷增強，

卻也對身陷「反壟斷」風暴的政

治氛圍中，而倍感壓力。

臉書 7 月 24 日公布了二季

度財務報告，數據顯示臉書二季

度淨利潤 26.16 億美元，較去年

同期下降了 49%。臉書在去年

由於濫用客戶個資遭到調查，美

國聯邦貿易委員會 7 月 24 日表

示，和臉書達成和解協議，臉書

接受 50 億美元的罰款，這是該

委員會就侵害消費者隱私，對企

業祭出的最大金額罰款。

雖然臉書創辦人札克伯格為

了消除社會大眾對臉書濫用個資

的疑慮，在今年三月宣布將進行

「重大改變」，卻也無助企業形

象的重挫，在今年五月，成為最

討人厭的美國企業。

除此之外，禍不單行的臉

書與谷歌，也因為英航（British 
Airways）及萬豪酒店（Marriot）
個資外洩事件，目前遭到歐洲聯

盟通用資料保護機構的調查。這

兩家公司若面臨罰款的話，以

2018 年的營收為基本來看，就

將付出 50 億和 22 億美元的天

價罰款，損失不可謂不大。

25 日，亞馬遜和谷歌母公

司 Alphabet 也會公布季報。由

於市場主導力量擴大，這兩家公

司也面臨龐大壓力。推特則是預

定在 26 日發布財報。

【看中國訊】6 月以來，中

國大陸南方連續暴雨引發嚴重洪

澇災害。

6 月中旬開始，華南多省接

連降下大雨，僅第一場大雨就導

致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廣

東、廣西、重慶、貴州等 8 個

省區 531.2 萬人受災，並造成

61 人死亡、14 人失蹤。

之後暴雨持續已超過一個

月，受災人數不斷攀升。截止

7 月 14 日，僅湖南省 14 個市

州 90 個縣市區就有 393 萬人受

災，直接經濟損失達 103億元。 
官方對洪災信息隱瞞不報，

為數不多的報導中，多是美化政

府的救災表現。湖南新聞的報導

是〈湘潭：楊梅洲被淹 42 戶居

民全部安全撤離〉,《湖南日報》

則刊出〈暖心安置點〉、〈站好最

後一班崗〉、〈「感謝親人解放

軍」〉、〈一個不能少！〉等新聞

稿件。至於民眾的受災狀況，報

導中鮮少提及。 
人民網 15 日的報導說，截

止到 7月 14 日 8:00，兩次暴雨

造成湖南省 393 萬餘人受災。

「災情發生後，各地加強受災群

眾的生活救助力度，共下撥救災

資金 120 萬元」。也就是說，平

均每位災民只有0.3元救災資金。

法廣報導說，面對一場顯而

易見的人道災難，中共官媒集體

沉默。中央社報導指，敢披露洪

災慘狀的大陸媒體鳳毛麟角。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發

生在日本京都動畫工作室的火

災，以及發生在美國紐約的大停

電，還有印度的洪水，中共官媒

都進行了非常詳盡的報導。

【看中國訊】「你是輸家，

我是贏家」近日孫楊在世界游泳

錦標賽中連奪兩枚金牌後，當面

對銅牌選手這樣嗆聲，引來外界

關注，其使用禁藥的話題也被再

次聚焦。

7 月 23 日，孫楊在韓國光

州廣域市 2019 年世界游泳錦標

賽的男子 200米自由式決賽中，

以 1 分 44 秒 93 成績獲得冠軍；

日本選手松元克央以 1 分 45
秒 22 摘銀；俄羅斯選手馬柳頓

（Martin Malyutin）和英國選手

斯科特（Duncan Scott）同為 1
分 45 秒 63，並列第三。

在頒獎臺典禮上，銅牌得主

斯科特與銀牌和並列銅牌得主握

手致意，沒有和孫楊握手；在

合影時，斯科特為響應「乾淨運

動」也不願和孫楊同臺合影。

孫楊則站在頒獎臺上對斯科

特嗆聲，頒獎典禮結束後，他還

當面對斯科特說：「你是輸家，

我是贏家。（You're a loser，
I'm a winner）」斯科特整個過程

雙手擺在後方，沒有出聲。

孫楊 2014 年曾因使用禁藥

被禁賽 3 個月，去年更爆出不

配合興奮劑檢驗，與藥檢人員發

生衝突，他還唆使自己的保鑣用

鐵槌敲破血液樣本。世界反運動

禁藥機構（WADA）將此案上

訴至國際體育仲裁法庭，該案已

受理，9 月將召開聽證會，倘若

孫楊被裁定違反禁藥規定，可能

將面臨終生禁賽。

美網路巨頭面臨反壟斷調查

孫楊世錦賽怒嗆銅牌選手 引爆輿論

 美國司法部總部（Coolcaesar/WIKI/CC BY-SA）

中國大陸「加強」救災
每人發放三毛錢

湖南省衡陽市受災情況。（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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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中 國 訊】薩 省 玫 瑰

鎮（Rosetown） 的 農 民 April 
Anderson 和她的丈夫，突發奇

想，將廢舊的金屬糧倉改造成了

旅館，既節省了拆除費用，又開

創了新的創收途徑。

這個名為 Alive Sky Lodge
的小旅館，生意非常紅火，每年

5 月至 8 月份通常客滿。它以獨

特的風格吸引著人們想到此一探

究竟。Anderson 說，她的一些

客人來自歐洲和美國，他們可以

在這裡體驗真實的農場生活。

這座糧倉房屋內，裝有拱形

天花板，配有一張床，小廚房、

壁爐、衛浴等現代便利生活設施

一應俱全。在這個小旅館裡留

宿，可以體驗「隱居」的感覺。

【看中國訊】班芙鎮正在建

造新的經濟適用住房，建造地址

位於班芙高中旁邊，臨近班芙大

道（Banff Avenue）。這些房屋

僅供在班芙國家公園工作的人使

用，並且已經有等候名單。

班芙市長 Karen Sorensen
表示，房屋價值的增長將被限制

在每年不超過 2%，以確保長期

的可負擔性。

Sorensen 還表示，2018 年

時對 500 名居民的調查顯示，

74% 的人表示他們在租房並希

望在班芙擁有自己的房屋，82%
的人表示他們正在考慮離開班

夫，以便能夠購買得起房子。

班芙就業資源中心主任

Michel Dufresne 表示，他很高

興該鎮正在採取行動。「他們剛

剛完成了一個項目，現在他們正

在開始另一個項目。所以我認為

這是令人鼓舞的。」

該鎮稱其下一個項目將是

Cave Avenue 的出租房項目。

【看 中 國 訊】7 月 13 日，

Trico Homes 在 東 北 紅 石

（Redstone）社區舉行了寶石系

列住宅盛大開幕活動。這一期待

已久的開幕儀式，吸引了超過

200 人現場參加。

「寶石」位於紅石東部的安

靜地區，Trico 是其獨家建造

者。該系列由 80 套獨特的住宅

組成，開幕式後，人們參觀了

位於 Red Sky Road NE 的六套

全新的房屋，含前置車庫和後

置車庫兩種戶型。第五選區議

員查哈爾（George Chahal），
和卡城東北區省議員兼亞省社

區和社會服務部長薩尼（Rajan 
Sawhney）參加了剪綵儀式。

基於購房者對新居的期待的

調查反饋，Trico 推出了創新的

寶石系列。

營銷副總裁帕爾默（Wanda 
Palmer）說：「寶石盛大開盤，

週末就售出超過 12 套。因為這

些戶型體現了當今住房所崇尚的

靈活性、價值，是現代家庭的真

正想要的。寶石是目前卡爾加里

該類型的僅有房源，更為開闊的

地段和創新的設計不僅打造了美

麗的街景，而且還提供了更具實

用性的設計佈置和戶外空間。」

寶石系列設計有五種獨特的

房型，包括前置車庫和後置車庫

兩大類，房屋的一些特點深受購

房者的喜愛：大窗戶、側門、靈

活的房間、封閉廚房、合法的二

套房選項以及多達 6 輛車的額

外停車位等因素。買家甚至可以

選擇地坪之上 5 間臥室的布局，

對多代同堂的家庭來說是非常理

想的選擇。

展示屋地址：37&41 Red 
Sky Road NE

時間：週一至週四 : 下午

2-8 點，週六和週日中午 12 點

至下午 5 點。

有關更多信息，請訪問網站

redstonegems.com

【看中國訊】6 月份，加拿

大全國房屋開工率達到 24.6 萬

套 / 年（按季節調整後的年化數

據，SAAR），比 5 月份的 19.7
萬套 / 年大漲約 25%，意味著

加拿大房地產市場開始復甦。

二季度整體，月平均新屋

開工率為 22.44 萬套 / 年。二季

度，所有四種住房類型的開工率

都比一季度有所上升，其中公寓

增加了 34%，獨立和半獨立屋

增長率為 11%，而連排屋增幅

為 4%。然而，儘管第二季度出

現反彈，但上半年全國開工率較

去年同期仍下降了 5%。

所有 10 個省的房屋開工率

在第二季度都有所增長，僅卑

詩一省就增長 17800 套 / 年，

其中約 95% 的漲幅都是來自公

寓。卑詩省過去五年中，公寓佔

總開工數的比例不到 58%。而

今年二季度，公寓份額上升到前

所未有的 75%；單戶住宅佔開

工數的 14.5%，是有記錄以來

的最小份額。

隨著就業率增長和人口遷

入，二季度亞省房屋開工率為

25129 套 / 年（SAAR），比一

季度增長 13.5%。約 70% 的增

幅來自公寓（3800），半獨立式

住宅開工率增長 640 套 / 年，獨

立屋開工率增長 590 套 / 年，連

排屋則為 420 套 / 年。

在大草原其他地區，二季度

房屋開工也出現了顯著的反彈。

在曼尼托巴省，公寓開工率比一

季度翻了一番，從 2400 套 / 年
增長到 5024 套 / 年。這一增長

抵消了單戶（-2.1%），半獨立

（-15%）和連排屋（-52%）的

下降。在薩斯喀徹溫省，公寓開

工率比一季度大幅增長 116%，

使得所有戶型總開工率整體增長

了 22%。

安大略省，第二季度開工

率增長了 11.2%，其中公寓增

加了 7.2%，單戶住宅增加了

6.4%。

大西洋省，因為一季度氣

溫比正常天氣低得多，嚴重影

響了新住宅建設（比去年四

季 度 降 -17%）。 因 此， 二 季

度的開工率出現了強勁反彈

（+61%）。二季度新不倫瑞克

省和愛德華王子島增幅特別大，

分別為 223% 和 146%。然而，

第二季度的反彈並不足以抵消疲

弱的第一季度，使該地區年初至

今的開工率下降 3%。

糧倉變旅館 薩省人的創意

April Anderson 和她開辦的小旅

館 Alive Sky Lodge。

旅館雖小，裡面現代生活設施一

應俱全。這裡環境幽靜，彷彿置

身世外。

二季度全國公寓開工率均大漲

Trico Homes「寶石系列」新屋 炫亮紅石社區

寶石系列新屋盛大開盤。

美麗的溫哥華。

班芙鎮新建
經濟適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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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征」香港遇阻 
中共網軍「帝吧」宣布解散

河南管控牧師講道

美科技公司引登月新浪潮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宗教中國化」

成了北京當局宗教事務管理的明確目標。

當局拆除了多座基督教堂、取締了多處家

庭教會，並禁止在網上銷售聖經。

總部設在美國的《基督日報》近期引

述了河南商丘的一位不具名的三自教會牧

師說，他們的講章需要契合當局的要求，

加入中國元素，並歌頌當局政策。為了確

保他們的布道內容符合要求，他們還要把

講章交給當局審查。

這位牧師此前對報導中國宗教自由的

網絡雜誌《寒冬》表示，他向當局提交的

講章沒有通過審核，因為文中講到是上帝

創造了天地萬物，而沒有加入中國元素。

有跡象表明，河南地方當局對基督教

活動正在進一步打壓。當局正通過各種手

段壓制當地基督教，包括拆除宗教標識、

取締集會場所、禁止宗教物品流通等等。

曾經在當局宗教部門任職、現居美國

的基督徒李保陽說，當局審查講章內容就

是為了把控宗教布道的主旋律，削弱教義

本身對信徒的影響力。「以後，牧師布道

的時候就只能宣傳中共的那一套了，而宗

教的神學意義就被邊緣化了。我覺得（這

些政策）產生的後果就是中國（中共）

會慢慢消滅基督教。」

李保陽表示，他 2014 年曾在浙江某

地方統戰部分管的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工

作過，對基層宗教事務管理流程比較熟

悉。他說，各宗教團體向社會傳播的文藝

作品都需要通過主管部門審核，包括動

漫、歌曲、文學作品等等。

但他表示，他還是第一次聽說一些地

方開始要求牧師上交講章進行審核，這可

能是新規。李保陽說，在如此嚴厲的管控

之下，當地牧師已經沒有甚麼自主權可

言。更令人不安的是，這樣的打壓可能會

越演越烈。「就像溫水煮青蛙一樣，當局

日後的手段可能會越加極端，就是為了控

制不同宗教群體及相關人士。」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綜合報導】50 年

前，美國開啟阿波羅計畫，創造了人類首

次登月的里程碑。自 1972 年阿波羅 17
號完成了最後一次登月，美國再沒有返回

過月球。川普政府重啟太空計畫，由美國

科技公司引領的下一輪探索太空浪潮正在

來臨。

據東網報導，美國太空探索科技

公 司 SpaceX 行 政 總 裁 馬 斯 克（Elon 
Musk），日前在接受《時代》雜誌訪問時

稱，SpaceX 有信心在兩年內以新研發的

星際飛船用遙距方式登月，目標是在月球

建造完整基地。

報 導 說， 馬 斯 克 稱 星 際 飛 船 是

SpaceX 公司新型號的火箭，但其航道受

到機件的限制，所以 SpaceX 打算把星際

飛船結合新型火箭推進器一起使用，務

求可以在 2021 年登陸月球。他表示，要

搶在美國太空總署（NASA）之前登陸月

球，並在 2022 年前把太空員送上月球表

面。

美國總統川普上任後，多次提到重啟

美國的太空計畫，表示要返回月球，並

實現載人登陸火星計畫。今年 3 月，美

國副總統彭斯表示，川普政府將在 2020
年加大投入，希望 NASA 能讓美國宇航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編譯 / 綜合報導】

美國密西根州奈爾斯市（Niles）67 歲越

戰老兵威爾森（Wayne Lee Wilson）於

今年 5 月 28 日過世，因為他沒有任何家

屬，所以老友們就幫他申請了軍事葬禮，

並於 7 月 17 日舉行，原以為現場不會有

多少人，然而沒想到的是，當天竟然有

3000 民眾前來，為威爾森送行。

據《自由時報》引述福克斯新聞（Fox 
News）報導，威爾森於 1971 年至 1977
年在美國陸軍服役，他在越南戰爭中負

傷，之後返回美國。

負責給威爾森下葬的布朗殯儀館在臉

書（Facebook）上邀請網民們前來為越

戰老兵致敬，最後有田納西州、愛荷華

州、佛羅里達州和印第安納州等好幾個州

的民眾不遠千里來到密歇根州的奈爾斯市

Silverbrook 公墓，向威爾森表達敬意。

根據從俄亥俄州遠道前來的克里奇表

示，臉書上說威爾森已經沒有在世的家屬

了，但他確實有「家人」，因為「所有踏

入越南的人都是兄弟」。

【看中國訊】墨西哥大毒梟「矮子」古

茲曼（Joaquin "El Chapo" Guzman）被

美國聯邦法院判處終身監禁，7 月 20 日

被送進科羅拉多州佛羅倫斯（Florence）
超級監獄（ADX）。 62 歲的古茲曼曾是

墨國販毒集團「西納羅亞」（Sinaloa）的

首領之一。古茲曼 2017 年 1 月被引渡至

美國。他在墨西哥曾兩度越獄成功。

佛羅倫斯超級監獄位於美國西部科羅

拉多州偏遠多山的沙漠地區，在 1994 年

建成並啟用。監獄戒備森嚴，周圍有帶刺

鐵絲網、狙擊手瞭望臺、武裝巡邏隊與猛

犬。古茲曼將在這裡度過餘生，想越獄幾

乎不可能。

「超級監獄」讓犯人與世隔絕。牢房

由鋼鐵和混凝土打造。

古茲曼被單獨監禁在面積大約 7 平

方公尺的最高戒護等級牢房內，看不到別

的犯人，也無法與別的犯人隔牆談話。

一日三餐從門上小窗送入。有一扇長 106
公分，寬 6 公分的窗戶，但看不到天空。

每日放風 1 小時也得上腳鐐。

孤身老兵去世 
三千人送行

大毒梟古茲曼 
超級監獄度餘生

能如此徹底遭起底，原因是

大陸網路實名制，個資連結及隱

私保護力極低。「帝吧」網軍見

苗頭不對，狼狽收兵，還宣布解

散集團軍粉絲群，以保護大家的

個人隱私和人身安全。

「帝吧」是中國百度貼吧的

一個討論版，擁有大量粉絲，經

常參與或發起群體性網路攻擊事

件，攻擊對象通常是一些意見不

同的群組專頁，破壞力驚人。

隨著近期香港「反送中」運

動持續發酵，「帝吧」網軍開始

計畫出征，戰場包括「香港民族

陣線」臉書專頁、「民間人權陣

線」臉書專頁、「香港 PTT」連

登討論區。其中，前面兩個團體

的臉書專頁 22 日湧入大量簡體

字留言。

連登討論區的臉書專頁，

「帝吧」原計畫於 7 月 23 日晚

間 8 時進攻，但當晚 6 時卻突

然宣布取消活動，並於「帝吧」

官方微博表示，「今晚任何以本

小組名義出征以及支援何君堯

（香港親中議員）的活動，都與

本小組無關，稍後解釋。」

就在外界好奇「帝吧」網軍

為何取消洗版行動時，「帝吧」

官方微博發文表示，「本小編此

後不再負責微博更新」；「帝吧」

文宣部也表示，「為了不破壞香

港人民群眾的正常生活秩序，維

護香港的正常合法權益」，宣告

出征活動告一段落。

根據網友在香港連登討論區

上的發文，有網友查出其管理層

成員的個資，包括「帝吧」一號

人物叫「劉廣寧」，其身份證號

碼、住址、3 個手機號碼、3 個

QQ 帳號、微信支付、支付實、

9 個銀行帳戶存款餘額等信息均

被貼出。

「帝吧」成員亦在豆瓣上發

帖稱很多人的資料被曝光，自己

也遭到人肉，「特別醜的學歷照

片」、身份證號碼以至高考分數

都被公布，且有人用自己的個人

資料填了一份「參軍」表，卻以

「伊斯蘭教」身份報名，「感覺

真的要報警了」。

「帝吧」出動，一直疑有中

共官方在背後支持。今年 4 月，

總部設於歐洲的維吾爾人權團體

的臉書專頁遭「帝吧」攻擊。與

「帝吧」官方微博的帖文——「4
月份接到消息要『出征』新疆抗

議活動」相互印證。

2018 年 9 月 21 日， 瑞 典

電視臺 SVT 的一期脫口秀節目

提及中國遊客在瑞典的不當行

為，被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指為

「辱華節目」。「帝吧」23 日

晚 20 時整集體出動，瞬間淹沒

了瑞典電視臺、「辱華」節目主

持人和瑞典外交部的臉書。

2016 年 1 月 20 日， 臺 灣

總統大選後，「帝吧」也曾出

動，翻牆到蔡英文總統等政治人

物以及《蘋果日報》、三立新聞

網等媒體的臉書進行洗版，主

要以發送大量表情包刷屏。當

時，「帝吧」網軍把前國民黨立

法委員蔡正元誤認為「蔡英文的

弟弟」，在其臉書粉絲團進行洗

版，被視為笑柄。

遭遇「帝吧」洗版的還有

《自由時報》、何韻詩、林更

新、周子瑜等機構和個人的臉書

首頁，韓國男團東方神起、大陸

歌手李宇春、臺灣明星楊丞琳等

的粉絲團貼吧。

號稱「帝吧出征，寸

草不生」的「帝吧」網軍，

以擁護「一國兩制」為由，

前 往香港社交平臺「洗

版」（指在討論區或社交

網路中不斷出現同樣或同

類的訊息，導致原有的話

題被淹沒而難以閱讀），

結果反遭網民起底，個料

曝光於眾。

看中國訊

「帝吧」網軍使用該圖片在香港社交平臺洗版（網路圖片）

1969年7月 16日，土星5號火箭載著宇

航員尼爾‧阿姆斯特朗、邁克爾‧科林

斯、巴茲‧奧德林飛往月球。

（Getty Images）

www.marboroughmall.com

歡慶世界的
多元化

表演

國際煙火節

週六，8月10日  下午 12 點 -3 點  美食廣場

音樂，舞蹈及家庭娛樂

員在 2024 年之前重返月球。美國航空

航天局（NASA）局長宣布說，NASA
要在 2024 年，把女航天員送上月球，

任務代號名為希臘女神「阿耳特彌斯」

（Artemis），也是「阿波羅」的姐姐。

要想搶在 NASA 之前登上月球的

不止馬斯克一個，還有全球第一富豪、

亞馬遜的掌門人傑夫 ‧ 貝佐斯（Jeff 
Bezos）。

川普政府鼓勵與商業公司合作發展太

空計畫的下一輪太空科技浪潮正在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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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官方 2019 年 7 月 23
日發布的訃告稱，李鵬在 1989
年的政治風波中旗幟鮮明，在以

鄧小平為代表的老一輩革命家積

極支持下，「採取果斷措施平息

了反革命暴亂」。

李鵬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一名

具有爭議的人物。他最大的爭議

是圍繞 1989 年春夏之交那場血

腥鎮壓而展開的。當時他是國務

院總理、政治局委員，六四鎮壓

後升為常委。

李鵬因為力主鎮壓學生運

動，被海外一些民運人士稱為

「六四屠夫」。 1989 年四、五

月，學生在北京廣場一帶示威遊

行。 5 月 19 日，李鵬發表強硬

講話，宣布戒嚴。 6 月 3 日深

夜至 4 日凌晨，荷槍實彈的解

放軍在裝甲車坦克幫助下，血腥

清場，導致大量傷亡，至今傷亡

數字，當局秘而不宣。

中國歷史學者高文謙告訴美

國之音，中國官方發布的李鵬訃

告信息，是對香港的抗議民眾提

出警示，中共暴力鎮壓的底線沒

有變。

據中國媒體報導，李鵬曾出

版幾本「日記」，即三峽日記、

核電日記、電力日記和人大日

記。但中國媒體沒有報導，海外

曾出過一本「李鵬六四日記」，

這本日記記錄了當時李鵬在整個

民運期間所寫的日記。這本日記

是六四二十多年後在美國出版

的，真實性沒有得到證實，但很

多美國讀者相信其真實性。

消息人士說，李鵬的日記中

曝光的歷史，引發了與之相連的

中共利益團體的怨恨。就連親

自拍板造成「六四」悲劇的鄧小

平，其家屬對李鵬也是怨恨有

加。據稱鄧小平遺孀卓琳去世，

鄧家就曾反對李鵬前往弔唁。李

鵬在書中再怎麼對鄧小平的英明

決策歌功頌德，他們也一點高興

不起來。

得知《六四日記》要在海外

出版，包括鄧小平家族、陳雲家

族在內群起而攻之，施加強大的

壓力，要求李鵬和有關方面強硬

制止該書出版。

另外，有海外中文媒體認

為，李鵬不是六四事件的最大受

益者，最大受益者是後來成為中

共黨魁的江澤民。李鵬日記，同

樣也沒有放過江澤民。

比如《江澤民思想年譜》

中，從 1989 年 6 月 23-24 日的

四中全會開始記錄江澤民有關

「八九風波」的講話與活動，呈

現似乎「六四屠殺」與江澤民無

關的歷史。

但李鵬《六四日記》1989

年 6 月 3 日的日記這樣寫：「小

平同志批淮了今晚的清場方案。

江澤民同志在警衛大樓四樓上，

從窗外可以直接看到天安門的動

態。」李鵬以明確具體的時間、

地點、人物與活動的事實，戳

破了「江澤民六四在上海」的假

象。在 6 月 6 日李鵬日記還表

示，當時公開發表的告全黨全國

人民書「這份文件是江澤民同志

主持起草的」。

對爭議聲中的三峽工程，李

鵬在 2003 年出版的《三峽日記》

中也同樣拋出江澤民，他說：

「1989 年以後，所有關於三峽工

程的重大決策，都是由江澤民主

持制定的。」

三峽工程在上馬前，受到多

名水利專家的質疑或反對。但剛

剛上臺的江澤民，急於與時任總

理的李鵬結盟，鞏固其領導地

位，親自出馬力推三峽工程議案

在人大得以通過。這項耗資逾

千億人民幣、世界上最大的水利

樞紐工程，據稱具有防洪抗旱、

發電及航運的作用，但啟用後，

工程的效益安全倍受質疑，三峽

大壩目前的安危也再次受到海內

外民眾的關注。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中共官員公款吃喝屢禁不止，近

日，雄安新區已經啟動無人機

「天眼」對隱蔽吃喝問題進行監

督檢查，引發外界關注。

無人機管吃喝

據媒體報導，近日針對以

各種名義違規接受宴請問題，以

及「一桌餐」等隱蔽吃喝問題，

雄安新區進行了兩次集中檢查行

動。

報導說，各檢查組不僅配

備執法記錄儀、測酒儀、照相機

等專用設備，還啟動無人機「天

眼」對隱蔽吃喝問題進行監督檢

查，效果明顯。

這件事引起網友的熱議。

有網友表示：「啟用無人機還不

夠，在酒店和飯店裝人臉識別的

攝像頭就可以解決官員吃喝嫖賭

的問題。」

還有網友調侃，「脖子帶項

圈可以根治。GPS 定位跟蹤、

360 度視頻監控、全程錄音，還

具備遠程操控自爆功能，可解決

舌尖腐敗問題。」

中共官方關於公款消費的相

關禁令多達上百項，禁止用公款

大吃大喝的規定也越來越細，然

而反觀現實，這些三令五申卻未

能禁住「舌尖上的腐敗」。

黨媒《人民日報》6 月 11 日

報導，前不久，黑龍江省佳木斯

市紀委監委通報曝光了五起官員

違規公款吃喝典型問題。值得注

意的是，這五起典型問題的當事

人都在報銷上挖空心思，分別以

場地租用費、森林管護費、玉米

種植補貼款、人工費、清雪費等

名義，將吃喝費用在單位「財務

帳內列支核銷」。

更深層的腐敗

公款吃喝的積習為何屢禁不

止？外界認為，中共的腐敗是更

深層次的體制性腐敗。

習近平上臺後 6 年反腐，

拿下了巨量大小官員，但在一黨

專制之下，反腐中上來的官員同

樣是腐敗官員，不少貪腐淫亂醜

聞在海內外流傳的高官仍然受到

重用。有「腐敗總教練」之稱的

江澤民為代表的中共眾多權貴家

族，並未被反腐運動觸及。

今年 1 月 29 日，致力於監

督各國政府和公共領域腐敗狀況

的國際組織「透明國際」公布了

「全球清廉指數」排名，中國拿

到 39 分，排名第 87，較去年下

滑了 10 位，得分和 2012 年一

樣是 39 分。

「透明國際」2017 年 3 月

分發布一份調查報告說，中國有

73% 受訪者認為，雖然習近平

開展了反腐行動，但是中共的腐

敗情況卻變得嚴重了。

美國之音 2017 年 3 月 29
日報導援引美國學者分析，習近

平的反腐工作正面臨重大挑戰，

其反腐舉措並沒有大幅度降低中

共的腐敗現象。主要因為中共有

一種貪腐的文化，腐敗已經成為

中共官場中無處不在的病狀，這

種腐敗文化是 2002 年江澤民用

「三個代表」將經濟新貴們納入

政治體系而滋生的，這樣的腐敗

文化最終會拖累經濟的發展。習

近平不可能會查辦所有官員，這

不是一個行政命令，或者是一場

反腐運動就可以解決的。

中國前總理李鵬去世

雄安新區用無人機查官員隱蔽吃喝

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在1989年六四期間的視頻截圖

看中國專欄作家鄭中原

中國官方新華社宣

布，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中國國務院總理、

全國人大委員長李鵬7月
2 2日因病去世，終年91
歲。

看中國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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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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黨約16萬名黨員選出鮑里斯．約翰遜為黨魁，直接接任英國首相之

職，從而成為二戰以來英史上的首例。(Getty Images)

馬曉紅與張成澤（網路合成圖片）

新相上任 面臨考驗
土耳其後裔、美國紐約出

生、接受英國精英教育的約翰遜

在英國脫歐陷入三年僵局後，

以「準時脫歐，硬脫歐，達不成

協議也要脫歐」的強悍訴求，在

16 萬名英國執政保守黨黨員票

選黨魁中脫穎而出，成為英國首

相。約翰遜入主唐寧街首相府意

味著英國脫歐和英國政治均將進

入一個新轉折點。

分析約翰遜勝選的因素，除

國會和輿論對前首相特蕾莎梅的

領導和協商能力失去信心，他不

惜一切準時在今年 10 月 30 日

脫離歐盟的主張獲得保守黨疑歐

派支持、知名度和公眾魅力比競

看中國記者江靜玲綜合報導

英國下任首相人選於

當地時間7月23日中午終於

揭曉，不出所料地由前外相

鮑里斯．約翰遜以66%的選

票勝出。特蕾莎梅于任期內

最後一個工作天在唐寧街召

開最後一次內閣會議後，24
日向女王請辭，新任首相隨

即正式進駐唐寧街。

爭對手高外，其中還有一個關

鍵，就是他是英國保守黨 16 萬

黨員的選擇，不是全英國選民的

選擇，不是通過大選當選的英國

首相，從這個角度觀察，約翰遜

組閣執政的民意基礎是受限的，

被迫在英國 2021 年下次大選前

提前舉行選舉的機率也相對提

升。

約翰遜若無法在上任後百天

內鞏固內政，他極可能會是個短

命首相。而在脫歐僵局上，從

現在到 10 月 30 日期限僅有 99
天，約翰遜沒有時間可以浪費。

在英國國會疑歐和親歐派仍涇渭

分明，歐盟對英屬北愛爾蘭和愛

爾蘭共和國邊界仍堅持的情況

下，平心而論，很難看到約翰遜

如何突破脫歐僵局。約翰遜若執

意在十月底硬脫歐，肯定將對英

國造成災難性後果，他想帶領英

國航向世界的雄心壯志恐怕也將

以撞上冰山告終。這是現階段最

令人憂心的事。

四座大山檢驗實力

與美國和中國關係是約翰遜

執政後必須即刻面對的另外兩大

當務之急。短期內，約翰遜必須

修復英國前駐美大使達洛許辭職

事件與美國川普 ( 特朗普 ) 政府

造成的裂痕，自始刻意與川普維

持友好關係的約翰遜極可能會參

考美方意願任命新駐美大使，以

期為與美國達成貿易協定鋪路。

長期而言，約翰遜會極力與

美國重建政治互信，確保英美

「特殊關係」。這當中，就一定

會涉及 2008 年金融危機以來英

國和中國透過經貿投資和科技合

作建立的中英「黃金時代」關係。

前卡梅倫政府與中國建立

的蓬勃關係，一度為歐洲其他國

家稱羨。但川普挑戰中國全球野

心，全盤改變了遊戲規則，讓英

國在外交、工業和安全政策上陷

入地緣政治難題─英國在對中國

這盤局上，似乎下了最糟的賭注。

衡量現狀，英國必須在中美

間做出選擇。從英國在直布羅陀

海峽扣押伊朗油輪，以及延後宣

布對中國科技巨頭華為在 5G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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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相走馬換人 各界拭目以待
路合作的最後決定等事件的新處

理方式觀察，英國正逐漸轉向美

國。此外，近期對香港所發生

「反送中」事件所表達的高度關

注，除導致北京的不滿，更引發

雙方強烈的隔空交火。約翰遜政

府未來將會更堅守此一「親美慎

中」的路線。

除了美中以外，約翰遜也需

想辦法修補與歐洲的外交關係。

英國的外交官員體認到，當英國

脫離歐盟後，必須重新聚焦於與

歐盟各國的雙邊關係。他面對的

不只是盟國對英國喪失務實主義

而感到困惑，還會在一些國家遭

受公然敵視。

伊朗問題也將會是英國在面

臨美歐價值觀分歧上的兩難。與

川普交好的約翰遜，是否會一改

英國支持歐洲對核協議的主張，

以及在面對油輪遭伊朗扣押的重

大衝突事件上，是否還能在伊朗

問題上置身事外？這都將衝擊英

國尋求與歐盟重修舊好的努力。

英國廣播公司（BBC）表

示，如何處理英國在後梅伊時代

所面臨的這幾大燙手山芋，將考

驗約翰遜的智慧。

◆韓國國會外交統一委員

會（外統委）22 日下午召開全

體會議，敦促日本政府撤銷報復

性出口管制措施。值此日韓貿易

戰升溫之際，窮兵黷武不棄核武

的朝鮮，竟一反其在平壤與華府

間的非核化談判歷程上打擊青瓦

台的常態，力挺首爾，批東京破

壞朝鮮半島和平，且形容日本是

它的「死敵」。分析指出，這根

本就是中共統戰策略的翻版，挑

起民族意識，擴大韓日矛盾，拉

攏首爾，打擊對朝鮮非核化問題

採取最強硬態度的大國之一的日

本。同時也藉機向川普示好，因

為日韓貿易對抗，讓北京在面對

中美貿易戰的龐大壓力下，有了

機會藉韓國的迫切需求稍事紓解

其貿易壓力，不利於美方的談

判立場。川普於 19 日對記者表

示，韓國總統文在寅請求他為持

續對立的日韓關係做中介人。他

表示，有關日本和韓國的關係的

問題是一個很吃力的問題，他

說：「如果有必要的話，我將給

予合作。」

◆捷克首都布拉格市長賀瑞

卜（Zdenek Hrib) 在近日圍繞

着兩岸關係等問題的發言，從而

引發與北京外交部的爭論仍在繼

續。自他被中方批評，要求改弦

更張後，賀瑞卜在 18 日就中方

未能實現承諾減少在當地的投資

加以駁斥。他表示，北京片面撕

毀布拉格愛樂赴中演出的合約，

足以證明北京不是一個可信賴

的合作夥伴。而就布拉格刪除

對北京姐妹市協定中的「一中條

款」，賀瑞卜則表示，兩市建立

的合作交流關係應是建立在城市

間互惠的基礎上，而非以政治意

圖為前提，然而北京對此強烈的

反彈，「只更加彰顯北京的政治

意圖」。至於親中的捷克總統

對賀瑞卜的指責，賀瑞卜的同盟

捷克議員茲涅斯基則回應稱，

「人權要比在動物園裡得到一個

熊貓更重要」。

◆土耳其總統府發言人 18
日告訴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

說，在土耳其被禁止參加 F-35
隱形飛機計畫後，土耳其感到十

分不安。白宮 17 日證實，土耳

其被排除在 F-35 計畫之外，理

由是 F-35 無法與俄羅斯情報收

集平台共存，該俄羅斯情報收集

平台是用來突破 F-35 的先進能

力的。川普 16 日於白宮表示，

當前美土關係問題十分複雜、棘

手，因為土耳其從俄羅斯購買

S-400 系統。川普將此事歸咎於

前任奧巴馬政府，因當時的美

國政府拒絕向土耳其出售「愛國

者」導彈系統，才使得土耳其轉

投俄羅斯懷抱。即便是在美方的

極力勸阻下，土耳其依舊堅持履

行與俄方合同。該國國防部 12
日發表聲明說，S-400 防空導彈

系統首批設備已運抵安卡拉。

◆《韓聯社》23 日發布快訊

指出，上午約 10 點半有 2 架中

國軍機和 3 架俄國軍機飛入韓

國的防空識別區（KADIZ），
其中有一架俄方軍機還 2 度闖

入領空，此時韓國空軍戰機也緊

急升空，且開火示警。韓國聯合

參謀本部（JCS）官員指出，這

架俄國軍機已經違反了國際條

約，二度闖入韓國領空，該地點

是在韓國最東邊的獨島（日本

稱為竹島）附近，其飛行時間

至少有 3 分鐘。俄國軍方隨後

宣稱，這是因為機件故障導致。

這並非俄羅斯軍機第一次飛入韓

國的防空識別區。 6 月 20 日，

也有 2 架俄方軍機曾於韓國防

空識別區停留大約30分鐘之久。

◆俄國情報部門「聯邦安

全局」（FSB）日前驚傳發生歷

史上最大的資料外洩事件，導

致高達 7.5TB 的數據遭盜。根

據外媒 22 日報導稱，一個名

為「0v1ru$」的駭客組織於 13
日入侵了 FSB 的主要外包商

SyTech，除了盜取 7.5TB 的數

據資料之外，還於 SyTech 網站

首頁留下了 Yoba Face 圖像，

以此證明其入侵成功。FSB 為

俄羅斯主要的安全機構，該單

位類似美國聯邦調查局（FBI）
及 英 國 軍 情 五 處（Military 
Intelligence,Section 5）， 其 任

務包括海外電子監控和重大情報

的收集與監督，且直接向俄國

總統匯報。據悉，這並不是對

FSB 承包商的首次被攻擊，可

卻是遭外洩的數據最多的，這對

FSB而言，相當尷尬的一件事。

【看中國記者憶文編譯 / 綜
合報導】美國司法部 7 月 23 日

表示，中國公民、遼寧丹東女

富商馬曉紅和她的對朝貿易帝

國——丹東鴻祥公司，及三名公

司高管被控共謀逃避對朝制裁，

試圖隱瞞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有

關的朝鮮實體進行的金融交易。

7 月 22 日，新澤西州紐瓦

克的一個聯邦大陪審團的起訴書

指控馬曉紅，她的公司——丹東

鴻祥實業發展有限公司，及該公

司的三位高管：總經理周建樹

（音）、副總經理洪金華（音）

和財務經理羅傳旭（音）違反

和共謀違反《國際緊急經濟權力

法》，欺騙美國和陰謀洗錢。

「通過使用 20 多家幌子公

司，被告據稱試圖代表受制裁的

朝鮮實體參與大規模殺傷性武

器擴散的非法金融交易，」美國

司法部助理部長德默斯（John 
Demers）說。「任何通過美國

銀行系統密謀與受制裁的大規模

殺傷性武器擴散者做生意的中

國公司都應該三思而後行，」助

理檢察長本茨科夫斯基（Brian 
Benczkowski）說。「這份起訴

書顯示，司法部決心利用各種刑

事訴訟手段偵查非法金融交易，

並執行美國制裁。」

美 國 檢 察 官 卡 佩 倪 多

（Carpenito）說，我們將繼續與

國家安全和刑事部門的合作夥伴

密切合作，以識別和起訴像馬曉

紅、她的公司和她的員工這樣的

被告，「以便為所有人保持更安

全、更公平的環境。」

馬曉紅、周建樹、洪金華和

羅傳旭因違反《國際緊急經濟權

力法》，或面臨最高 20 年的監

禁和 100 萬美元的罰款；因共

謀違反該法及欺騙美國，或面臨

最高 5 年的監禁和 25 萬美元的

罰款；因串謀洗錢，或將面臨最

高 20 年的監禁和 50 萬美元的

罰款。

據《紐約時報》中文網去年

1 月報導，當朝鮮開始開放本

國經濟時，馬曉紅才 24 歲。

1996 年，朝鮮首先允許廢鋼鐵

出口。馬曉紅的公司購入廢鋼鐵

並在中國轉賣，當時每天過貨量

有將近 1 萬噸。

她的生意擴展到了其它產

品，並在朝鮮境內投資了公司，

包括一家服裝廠和一座金礦。

2000 年 1 月，她建立了丹東鴻

祥公司。到 2010 年，馬曉紅已

建立起全球性的企業集團，佔中

朝進出口總額的 20%。

她誇耀自己與兩國官員關係

緊密，如金正恩的姑夫張成澤。

在中國，她得到了向朝鮮出口石

油產品的特權；被評為丹東十大

傑出女性；2013 年當選遼寧省

人大代表。

2009 年，美國對朝鮮光鮮

銀行實行制裁，因其為朝鮮兩家

參與導彈和武器貿易的公司提供

資金。

2016 年，韓、美政策研究

機構公布的報告顯示，2011-
2015 年，鴻祥對朝鮮的貿易總

額達 5.3 億美元，可能在幫助朝

鮮發展核武方面發揮作用。第三

方供給商海關數據顯示，鴻祥向

朝鮮提供了氧化鋁。氧化鋁可用

於生產離心機，而離心機是生產

寰宇新聞

濃縮鈾的必要設備。

2016 年 9 月 15 日， 遼 寧

省警方稱，鴻祥涉嫌長期參與

「嚴重經濟犯罪」被調查。鴻

祥、馬曉紅及其親屬等人的資產

被凍結。

2018 年 1 月，中共外交部

發言人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馬

曉紅正接受調查，案件調查還在

進行中。

美起訴支持朝核華企及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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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女議員千奇百怪的社會主義主張、反以色列言論甚至反美國傳統

價值觀的言論，讓許多中間選民對民主黨敬而遠之。（網絡圖片）日本媒體《日經新聞》7 月

18 號有篇報導，說過去一年

包括蘋果和日本企業任天堂在

內的 50 多家跨國公司都在從

中國撤出生產線。蘋果已經計

畫把它 15%-30% 的手機產能

撤出中國。個人電腦、電子產

品行業的撤離潮最近幾個月尤

其明顯，惠普、戴爾、索尼、

宏基、華碩、和中國的品牌聯

想，都在撤出中國。個人電腦

PC 的市場佔有有排名，惠普

第一、聯想第二、戴爾第三。

普惠和戴爾佔整個市場份額的

40%，去年這兩個公司在全球

銷售了大約 7000 萬臺筆記本

電腦而這兩大巨頭準備把它們

產能的 30% 遷出中國。

福布斯網站 7 月 16 號引

述的一個報告說，80% 的美國

公司和 67% 的歐盟公司正在離

開中國，就算離開不是轉出全

部產能，比例也相當驚人！

而政府的補救措施就是給

外資企業更多的優惠，日本媒

體透露，馬上要在中國上海設

廠的特斯拉，在土地和貸款方

面得到了政府的「高度優惠」。

外資企業從中國撤離，不

僅僅是會造成巨額的外匯流出

等後果，更要關注它造成的失

業問題。大型外企減少一個工

作崗位，比民營企業減少一個

工作崗位對經濟的傷害更大。

目前在中國的一線大城市，外

資企業比起國企和民營企業的

收入優勢並不是特別突出。我

查了一下上海從事人力資源工

作的職員，去年的平均年薪是

14 萬多人民幣；而整個行業的

平均年薪是 11-12 萬元。外資

企業的薪資水平比平均水準也

就高出個 10-20%，但是外資

企業（歐、美、日）企業有良

好的僱主品牌、內部相對公平

的晉升機制、員工成長空間。

這意味著外企僱員有更高的安

全感和在企業內長遠發展的打

算，這也就讓他們消費上也更

有安全感，這批人是對商家最

有價值的消費者。外資撤離造

成的失業、相應帶來的消費力

的損失會比民營企業大很多。

今年 4 月份上海市政府有

個數字，上海市外資企業數量

佔全部企業數量的 2%，但創

造了上海的 20% 就業、27%

的 GDP、33% 的 稅 收、60%
的工業總產值、和 65% 的進出

口。

外資企業大舉撤出，中國

企業就算能填補市場供給上的

缺額，但是難以提供同樣優質

的工作崗位，難以提供同樣質

量的消費人群。外企 2% 的數

量提供了上海 20% 的就業，

這部分白領職份，那是支撐上

海房價的生力軍，他們大批失

業，上海的房市怎麼辦呢？當

還月供有困難，他們不就要去

租房、或換更小更便宜的房，

已經飄上天的上海房價就會承

受巨大壓力。所以日本媒體所

說的當地政府非常緊張，緊急

挽留外企也就不奇怪了。

最近中國加快推出了金融

行業的外資准入，比預期的時

間還要早，有人說：這是中國

在堅定履行開放承諾了。其實

我認為一個主要動機是希望以

金融外資企業的進入，來填補

外資製造業流失所形成的失業

空洞。製造類企業受美國加關

稅影響大；而金融服務類企業

沒有這個問題。

當然金融業（整個第三產

業）無法在就業上填補製造業

的流失。製造業能提供大量的

中間就業，就是不需要特別高

深的知識和經驗，經過一定的

職業培訓就可以上手的工作，

所以它能提供豐富多樣的就

業，金融、外貿這些產業都難

以達到。

最近美國最大的新聞，是

民主黨四位女議員與川普總統

之間的口水戰。各種民調機構

趕緊做民調，測試川普的支持

率會因此下降多少，但結果非

常奇特，川普的支持率竟然達

到新高。

針對被美國政壇稱為四人

小分隊（Squard）的民主黨女

議員奧爾馬、奧凱西奧 - 科爾

特斯等這四位議員，川普在 7
月 17 日的推特上用「天啟四

騎士」來比喻。這個比喻並非

川普第一個使用，此前，路易

斯安那州共和黨議員約翰．尼

利．甘迺迪將奧馬爾、奧凱西

奧 - 科爾特斯、特萊布和普萊

斯利這四名女議員稱為毀滅民

主黨的「末日四騎士」（也可

稱為天啟四騎士）。這個典故

來源於聖經中的《啟示錄》，書

中描述，在世界終結，給予全

人類審判之時，有羔羊解開書

卷七封印，分別騎著白、紅、

黑、綠四匹馬的騎士，將戰

爭、飢荒、瘟疫和死亡帶給接

受最終審判的人類，屆時天地

失調，日月變色，隨後就是世

界毀滅。這四位女議員千奇百

怪的社會主義主張、反以色列

言論甚至反美國傳統價值觀的

言論，讓許多中間選民對民主

黨敬而遠之。

美國左派害上了「價值觀濫

用病」（Abuse of Value），成天

空喊各種口號，指責各種歧視，

比如性別歧視、LGBT 歧視、種

族歧視，在政治正確的淫威下，

人們動輒得咎。在 2020 的民主

黨總統提名競選者的第一輪辯論

中，各位候選人千篇一律地提出

加大福利供給，甚至主張給每個

人無差別地發生活費；漠視本國

選民的訴求，卻將關注無限度地

投放至非法移民的權利、福利；

無視青少年吸大麻與其他毒品的

嚴重危害，努力推行毒品無罪化

的社會政策。左派思想重鎮伯克

利學院所在的伯克利市議會，對

本地的流浪漢、房價過高、治安

不佳視而不見，卻把精力花在如

何提高中性人的權利上面。

對日益左傾的民主黨這種

漠視本國選民利益、毫不關心

美國前途的價值觀濫用，美國

選民但凡還正常，就不會將票

投給關心外國非法移民遠勝於

關心本國選民的民主黨。這就

是在被主流媒體與民主黨強力

攻擊下，川普總統的支持率不

降反升的原因。

外企遷出  
不可阻止也無法挽回

川普反末日四騎士 
結果奇特

美國人權牌的份量有多重？
美國政府長期以來將貿易與

人權脫鉤，期望富裕了的中國能

自動改善人權。但現在的美國主

流社會已經意識到這是一個巨大

的錯誤。近期川普政府作出重大

的舉動，顯示美國政府將隆重祭

出人權這張牌。這張牌將會對中

國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我們先來看美國政府近期的

重大舉措。在 7 月 17 日下午，

川普總統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會

見來自 17 個國家的 27 位宗教

迫害倖存者，其中有 4 人來自

中國：維吾爾穆斯林、藏傳佛教

徒、法輪功學員與基督徒。其中

長期以來被西方各國主流媒體屏

蔽的團體——法輪功學員最為引

人注目，這意味著川普政府將中

共人權話題中最為敏感和憂慮的

部分擺在了世界媒體的聚光燈

下。

代表法輪功學員出席的是原

南京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俄語系

主任、南京市第 12 屆人大代表

張玉華女士。據報導，這是川普

總統第一次在白宮正式與遭受中

共迫害的法輪功學員會見。張玉

華和川普總統有段簡短對話。她

先向總統問好，並自我介紹說：

「我是法輪功學員，我丈夫還在

監獄裡，他也是法輪功學員。」

川普總統問：「在哪個監

獄？」張玉華回說：「江蘇省蘇

州監獄。我很擔心我丈夫，因為

在這個監獄有一名法輪功學員坐

牢 3 年，回家的第 2 天吐了很

多血後就死了。」她還向川普總

統表示，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

官仍在發生，希望他能幫助制止

中共政權發動的這場迫害。川

普總統對張玉華連聲說：「我明

白。」

川普表示，宗教自由一向是

美國外交政策核心，他對現場的

宗教迫害倖存者說：「你們每個

人都因信仰遭受了巨大的痛苦，

你們受到騷擾、威脅、審判、監

禁和酷刑。川普強調，「我將永

遠與你們併肩站在一起」。

在川普會見這些受迫害人員

之前，美國國務院已經開始行動

了。今年在 5 月份，美國國務

院官員已告訴一些宗教及信仰團

體，將更嚴格的審核簽證申請、

對人權及宗教迫害者拒發簽證，

包括移民簽證和非移民簽證（如

旅遊、探親、商務等），已發簽

證者（包括「綠卡」持有者）也

可能被拒絕入境。

國務院官員還說明，人權迫

害者的配偶、子女也在懲罰之

列。而他們不看重迫害案例的數

量，而看重具體事實，只要其人

有一個案例中，具備足夠的具體

事實描述，就可將其放入特殊名

單。特殊名單不侷限於直接參與

迫害者，也包括制定具體迫害政

策、下達命令以及協同者。

對於嚴重侵犯人權的惡行

（如酷刑、毆打），一個官員只

要是惡行實施單位的負責人，即

可列入懲罰之列，而且不需像以

往那樣，證明此官員對某次具體

惡行下達了命令或進行了指揮。

國務院官員稱，相關辦公室

的人員已擴充一倍，以便加大力

度審核、限制各國人權迫害者

的簽證申請。除美國之外，目

前有 28 個國家已經制定或準備

制定類似於美國的「馬格尼茨基

法」，對人權迫害者拒發簽證、

凍結海外資產。

法輪功學員的動作也非常迅

速，已將首批迫害者名單，遞交

給美國務院。據報導首批遞交的

部分名單，居首者為中共前政治

局常委劉雲山。第二位的是現任

天津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趙

飛。第三位的是，山西省食品藥

品監督管理局黨組書記馮征。還

有若干名涉及政府衛生系統活摘

器官罪行的官員，包括前衛生部

副部長黃傑夫和中國器官移植大

會前主席鄭樹森等人。

想像一下，如果全球範圍內

不僅僅凍結了中國相關官員的財

產，而是斷了這些人離開中國的

後路，會出現怎樣的連鎖效應？

在中共內部，那些亢奮的要將美

中貿易戰打到底的頑固派舊勢

力，絕大多數發跡於江澤民當政

時期，幾乎個個是腐敗巨貪和人

權惡棍。他們送到美國的家屬子

女和存到美國的巨款，全握在美

國手裡。

當川普政府在假睡時，他們

可以在美中貿易戰中嘴硬，但當

川普政府真的拋出附帶著懲罰措

施的人權牌時，他們還能硬下去

嗎？冒著危險貪腐來的錢可能不

保，在美國生活的家屬子女可能

被殃及，自己費心營造的逃生後

路可能被堵，加上美國政府一旦

公布他們在美國的巨額財產，他

們還有心思打貿易戰嗎？這些人

很可能會反過來會推動社會的轉

型。

◎文：鄭貝

◎文：文昭

何止低價，您值得擁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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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y Chang, CRM CIP
Branch Manager - 商業保險

手提 : 403-875-8879
achang@plbinsurance.ca

Kitty Kong
Account Executive - 個人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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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從上海的蘋果商店裡面向外看

去。（網絡圖片）

◎文：何清漣

從以上信息可以看
出，中美貿易談判正在
發生性質上的變化，貿
易問題和人權問題再
度掛鉤。美國也不是
單獨行動，而是與盟友
比如瑞士、英國、澳大
利亞、紐西蘭等等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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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brid 初始成本高 ? 優勢不如純電動車 ?

Mercedes-Benz 
Country Hills

品牌專家

聘

積極的態度

書面和口頭溝通技巧

出色的多任務組織能力

在快節奏中獨立工作

與客戶建立並保持良好的關係

亞省 5級駕駛執照（AMVIC 註冊）

工
作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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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rdrie Honda
卡城北部最快到達的Honda車行

 誠聘汽車銷售
主動進取，無需銷售經驗，有

完善培訓計劃，待遇優厚。懂

英語，國語或粵語。

聘RECRUITMENT

地址：2971 Main St. SW Airdire

電話：403.945.4820
電郵簡歷至Jason Hansen 
jason@airdriehond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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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十年或二十年

前，混合動力車 Hybrid 是一件

新生事物，使用未經證實的技

術。不少人有這樣的問題：電池

會爆炸嗎？會著火嗎？如果必須

更換電池怎麼辦？在高速公路上

開車速度加不上去怎麼辦？開車

上山上不去怎麼辦？ 自 1999 年

混合動力車投入市場以來，其技

術一直在不斷改進。幾乎所有主

要的汽車製造商在其產品線中都

有幾款混合動力車。豐田汽車的

普銳斯 (Prius) 就是一款混合動

力車。

人們要買混合動力車的原因

有很多。比如保護環境，減少加

油站的停留時間，滿足自己的環

保意識。但從長遠來看，並不是

每個理由都會站得住腳。雖然混

合動力車仍然受歡迎，但可能會

有更好、更環保、更有效的替代

品。

看看下面這五個不買混合動

力汽車 / 混動車的理由是否會讓

你離開它。

1) 初始成本高
對於有興趣購買混合動力車

的人來說，第一個障礙就是其成

本高於相當的汽油車。對於同一

製造商的同一車款，混合動力版

通常比傳統版貴數千美元。

混合動力汽車 / 混動車大部

份的額外成本來自於電力驅動 /
回收技術的成本。這裡有一些例

子：

． 2018 雪 佛 蘭 Malibu：

傳統汽油版售價 21,680 美元，

混合動力版售價 27,920 美元。

． 2019 福特 Fusion：傳統

汽油版售價 22,840 美元，混合

動力版：27,555 美元。

． 2018 本田雅閣 Accord：
傳統汽油版售價 23,570 美元，

混合動力版 25,100 美元。

相較於傳統汽油車，購買混

合動力版將支付更高費用。你也

許認為那沒關係，因為你將來可

以通過節省汽油費用把這筆錢省

下來。是這樣嗎？

2) 汽油費難彌補差價
大多數新的混合動力車主會

說，他們可以通過將來節省的汽

油費來彌補高出的初始購買成

本。是的，有這個可能，但是所

需要的時間的長短取決於汽油價

格的高低，而且可能比大多數車

主想像的要長一點。

通常情況下，通過節省燃料

費來彌補混合動力汽車較高的購

置成本可能需要幾年的時間。當

汽油價格在 2008 年夏天創下歷

史最高記錄時，購買混合動力汽

車可能聽起來像個好主意。

事實上，當汽油價格高漲

時，混合動力汽車可以在短短兩

年內彌補價格差異 – 就像豐田

凱美瑞 (Camry) 混合動力車一

樣。當時，美國聯邦政府和一些

州政府也提供稅收抵免和激勵措

施，用於購買新的混合動力車。

不過，現在這些稅收抵免和激勵

措施都已經沒有了或減少了。插

電式混合動力車和純電動車仍有

稅收激勵措施，但即使這些也將

在幾年內結束。

對於極端情況，比如雷克薩

斯 Lexus LC 混合動力跑車（價

格高達六位數），即使汽油價格

處在高位，也需要幾十年才能彌

補購置差價。（待續）

對於有興趣購買混合動力車的人來說，第一個障礙就是其成本高於相當的汽油車。對於同一製造商的同一車

款，混合動力版通常比傳統版貴數千美元。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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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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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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身為寶馬集團 2025
電動化戰略下的第一款車型，MINI
在 2017 年法蘭克福車展就已發布了

其概念版車型。如今 MINI 正式推出

全新的純電動車款 Mini Cooper SE，
其最高續航力可以達到 270 公里。

該車延續了迷你品牌經典 3 門

掀背設計，車身外觀方面為了極力

降低風阻，因此包括水箱罩、車身

空力套件與底盤部分均進行平整化

設計，搭配 LED 頭燈組，專屬的徽

飾與 16 吋或 17 吋鋁圈，從而保留

了 MINI 一貫的復古可愛風貌。因

為純電車無需配備排氣尾管，讓整

個車尾看來相當整潔有序，尾燈燈

條更融入了英國國旗線條，彰顯濃

厚的英式電動風。

內裝舖陳大致上依照現行 Mini 
Cooper 車型的設計，全新的 5.5 吋

液晶儀表能根據駕駛模式的不同改

變其界面風格。而電動車最重要的

剩餘續航里程，輸出功率等，甚至

音樂，衛星導航路線規劃等都能在

這個數位儀表板上面顯示。這是第

MINI首款純電動車
個性外觀 更有時代動力

一款採用此配置的 Mini 新車。

另外鋰電池組位於車輛底板的深處，

因此行李箱空間完全沒有減少。

動力系統上，MINI Cooper SE 搭載

最大輸出功率為 135kW，最大扭力 270 
Nm 的電動馬達，可以在 7.3 秒內加速到

100 公里 / 時，最大速度可達 150 公里 /
時。

新車配備了容量為 32.6KWH 的鋰離

子電池，使用 11 千瓦充電系統，2.5 小

時可充至 80%，3.5 小時可充至 100%；

若使用 50 千瓦快充充電系統，電量充至

80% 僅需 35 分鐘。

此外，MINI Cooper SE 在原先即具

備優異體質的底盤設定下，原廠也開發

了新型的 DSC 車身動態穩定系統，搭

配 具 備 Sport，MID，GREEN 及

GREEN + 等四種模式的 MINI 
Driving Modes 駕 駛 模 式 選

擇，以及兩種模式的動能回

收系統，藉以配合電動車特

有的動態特性，從而維持了

MINI 品牌車款所擁有的靈

活操控與駕馭樂趣。

Mercedes-Benz Country Hills |  2450 Country Hills Blvd NE | 403.930.77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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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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學者對生命現象的研

究，近幾十年來已經非常普遍。

從 1975 年， 穆 迪（Ray-
mond A. Moody, Jr.）博士所

著 的《生 生 世 世》（Life after 
Life）一書問世之後，科學界開

始對人死後是否還有意識、人是

否有輪迴轉世，人的一生是否早

就被註定等生命現象廣泛關注，

更多的學者投入到這項研究之

中。美國作家邁克爾．坦博特

（Michael Talbot）出版於 1991
年 的《全 息 宇 宙》（The Holo-
graphic Universe）一書中，引

述了穆迪博士收集的一些案例。

在一個案例中，穆迪博士記

錄了一位女士在瀕死狀態下的一

些奇遇。

這位女士當時靈魂離體去

到了另外空間，在那裡，她遇

到了那個空間的生命，那個生

命告訴她，她將要被送回，並

且會在時機成熟的時候，將她

的經歷告訴給一個名叫穆迪的

人。那個生命給她出示了穆迪

博士的照片和姓名，但這位女士

並不認識照片上的人，更不知道

誰叫穆迪。

那時是 1971 年，穆迪博士

的書還沒有完成。四年之後，穆

迪一家搬到了這個女子所居住的

街道。那一年的萬聖節，穆迪的

兒子依習俗到這個女子家討糖果

吃。當得知這個孩子的姓名後，

這個女子告訴孩子，說她有話對

他的爸爸說。穆迪博士的書中又

多了一個關於瀕死體驗研究的真

實案例。

另一位相信人的命運早就註

定的科學家，是一名同樣熱衷於

研究生命現象的學者──康涅迪

格大學（Univ. of Connecticut）
心理學教授肯尼斯 ·瑞（Kenneth 
Ring）。他曾經寫過一本《瀕死

生命》（Life at Death），發表於

1980 年，也是一本關於瀕死體

驗研究的書。

瑞教授在書中記敘，有瀕死

體驗的人常描述他們進入到溢彩

流光的彼岸世界。在那裡，完全

沒有俗世的時間和空間的概念，

而且他們還會遇到散射著智慧之

光的生命。有很多人被告知時候

還沒到，而被送回人世。有的人

在彼岸世界還被允許看上幾眼自

己人生中未來的情景。

坦博特在《全息宇宙》也引

述過瑞教授收集的此類案例。一

個小孩，在瀕死體驗的狀態被允

許看到自己未來的一些細節。在

這些畫面中，他看到自己將在

28 歲結婚，將會有兩個孩子。

他看到成年後的自己和孩子們坐

在一間屋子裡，屋子的牆上有一

個很奇怪的東西，他不知道那是

甚麼。

這個小孩被允許送回到人

世，但那個世界的記憶卻沒有消

失，他依然清楚的記得那些將要

發生的畫面。時光如梭，他童年

時所看到的關於未來的零星畫面

都一一成為現實。有一天他在自

己當初看到的那個房間裡，瞥見

牆上的強壓式暖氣機，突然想起

當年看到那間屋子牆上的奇怪東

西，原來就是這個暖氣機。而在

他童年的時候，這種暖氣機還沒

有被發明出來。

瑞教授在他的書中說，這些

案例表明，人的一生是有定數

的。不僅人生的過去被完整地記

錄，人生的未來也被事先安排。

事實上，古今中外都有很多

非常著名的預言家，能夠準確的

描述未來將發生的事，大到天體

宇宙的變遷，國家民族的興亡，

小到個體生命的旦夕禍福，早就

已經證明天地萬物都是有定數

的，而人作為宇宙中一顆微不足

道的塵埃，又如何能夠違背天地

運行的規律。

現代人受後天教育的認知限

制，不相信「宿命」的存在，認

為這不科學。但科學家們正在不

斷發掘宇宙、生命的真相，也許

用不了多久，現代科學的內涵就

會發生根本的改變。

◎ 文：青蓮 圖：Fotolia

人生，究竟是一次偶然

的生命體驗，還是一場踏入

世間前就註定好過程與結

局，並且可以反覆開啟的旅

程？這是「宿命論」者與無

神論者爭論的焦點，也是近

年來科學研究的熱點。

近日，荷蘭皇家航空公

司宣布，將與荷蘭代爾夫特

理工大學聯合開發一種全新

「V 型」設計的飛機。

據悉，這種飛機沒有傳

統商用客機的管狀機身，V
型機翼就是兩個機身，乘

客、貨倉、油罐全安排在兩

個機翼上。

設計者表示，「V 型」

飛機載客量與空客 A350 差

不多，能耗上卻可以節省

20%。

荷蘭代爾夫特理工大學

專案負責人 Roelof Vos 告
訴 CNN：「我們使用管狀

機身加機翼的飛機已經數十

年，此設計在能源效率上似

乎已達到瓶頸。我們這種新

的設計可實現機身和機翼之

間更好的協作。機身參與承

擔提升飛機的同時也減小了

空氣阻力。」

節能減排現在是各大航

空公司的創新重點，維珍航

空開發回收的垃圾作為商用

飛機的能源，波音和捷藍航

空正斥資開發油電混合動力

飛機。

V型飛機
機翼載乘客

◎ 文：藍月

人生 一場定製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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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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化論的危機 
( 一 ) 

基因挑戰
◎ 文字整理：秀秀

一八五九年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根據一些零散的事

例，鮮明地提出了進化的觀點，認為今天複雜的生物界

是從簡單的原始生物一步步進化而來。近二十年，大量

的事實發現使進化論陷入了真正的危機。

在《物種起源》的第一版中，達

爾文發表了一個設想。他認為只要有

足夠的時間，通過自然選擇，熊可以

變成鯨。在以後的修訂版中，達爾文

把這個說法去掉了。有趣的是，他的

這個熊能通過自然選擇變成鯨的觀

點，正是整個進化論的中心點，即一

個物種可以變成另一個物種，而且鯨

魚進化的說法也延續至今。

「基因突變」是現代進化論的核

心，這是現代所有的進化論者公認

的。但隨著基因的發現和深入研究，

學者們意識到如果基因不發生根本的

變化，不管後代表面與祖先有甚麼差

異，也不能發生有意義的進化。

基因的穩定性是物種保持自身穩

定所必須的，同一物種不同個體的基

因交流，並不能使此物種變成其它物

種。動植物育種專家都知道，一個物

種的變化範圍是有限的，最終培育出

的品種不是不育，就是又變成原來的

親本。哈佛大學的梅爾教授稱之為基

因體內平衡，最常見的例證就是狗再

怎麼雜交育種，後代還是狗。這說明

進化論有一個無法跨越的障礙。

在理論上，人們把突破這個障礙

的可能性寄望於「基因突變」，這是

唯一的可能了，然而基因又是極其穩

定的，只有不正常的「基因突變」才

能使之發生改變。

基因突變，是一種在基因複製或

修復損傷等過程中發生的隨機錯誤，

所以又叫隨機突變，本身就是一種病

態現象。它發生的概率非常低，大約

在萬分之一到十億分之一之間。低等

原核生物的突變率較高，大約為千分

之一，而高等生物中，許多基因的突

變機率是十萬分之一到一億分之一。

基因突變能否產生高級特徵（性

狀）呢？對基因的深入研究發現，

這種情況發生的概率極低。有許多學

者從基因突變發生的概率出發，計算

出了產生新物種的概率，發現小得驚

人。

美國生物化學家貝希（Behe, 
M.J.）所著的《達爾文的黑匣子》

（Darwin's Black Box）一書講述，

貝希以血液凝固的一系列生物化學機

制為例，講述如此複雜精密的生命現

象不可能是進化出來的。其中一個

蛋白（TPA）產生的概率是十分之

一的十八次方，經過計算至少需要

一百億年才能發生。如果同時進化出

和它相互作用的蛋白，概率就是十分

之一的三十六次方，需要的時間遠遠

超過我們人類所認知的宇宙的年齡。

「很可惜，宇宙沒有時間等待。」

貝希說。

——節選自洞見文化出版的《揭

開史前文明的面紗》，文章有刪節。

全新「V型」設計的飛機可

實現機身和機翼之間更好的

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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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臺上流光溢彩，正

上演一齣好戲。周瑜

的故交蔣幹，是曹操

謀士，請求前往勸

降。周瑜將計就計，

擺下「群英會」隆重

宴請。

席間歌舞歡慶，周瑜佯裝醉

酒，邀蔣幹共眠。蔣幹勸降不

果，趁周瑜熟睡之際，盜取了

「偶然」發現的蔡瑁、張允投降

◎ 文：趙長歌
偽書。曹操得知，立斬蔡、張兩

人。周瑜暗喜除去了曹操諳熟水

戰的二將。

演活周瑜呂布羅成

看那臺上志得意滿的「周

瑜」，正是著名京劇小生葉盛

蘭。這場傳統京劇《群英會》是

根據《三國演義》第四十五回「三

江口曹操折兵，群英會蔣幹中

計」改編，扣人心弦的情節和演

員惟妙惟肖的表演贏得了臺下喝

彩連連。

葉盛蘭（1914～1978年），

生自北京的梨園世家，兄弟中排

行老四，被認為是當代小生的首

席演員，也是葉派藝術的創始人。

京劇行當中好的小生演員，

十分難得。小生是表現古代青少

年男性的，不管是武生還是書生

都要有朝氣、陽剛，文要展現溫

文爾雅的書卷氣，武要表現陽剛

勇猛的英武氣。

像周瑜、呂布、羅成這些家

喻戶曉的小生角色，是葉盛蘭最

擅長演繹的。他在《臨江會》、

《黃鶴樓》中演周瑜，《戰濮陽》、

《呂布與貂蟬》中扮呂布，《羅成

叫關》中飾羅成，他扮相英俊，

氣度大方，表演細膩，周瑜的雄

姿多謀、呂布的勇猛自負、羅

成的忠義悲壯，讓他演的動人

心魄，觀眾直叫他「活周瑜」、

「活呂布」、「活羅成」。

三國隋唐精彩紛呈

這周瑜、呂布、羅成，相應

的戲曲講述三國和隋唐故事。上

面所說的幾齣戲取自中國傳統小

說《三國演義》和《說唐全傳》。

那時的人，只要看戲，即便沒讀

過書，也能對傳統歷史有所瞭

解，也能通過戲詞唱腔體會傳統

詩歌的韻味，單就這點，也使得

「國粹」京劇廣受大眾喜愛、富

有生命力。

現代人多數都沒看過京劇

了。這《臨江會》講述的是三國

時，諸葛亮不肯降吳，周瑜於是

遣其去聚鐵山斷絕曹操糧道，諸

葛亮領命而去。劉備因諸葛亮日

久不歸，使糜竺過江見周瑜打探

消息。不料周瑜卻邀劉備前來相

會。關羽力勸劉備勿要前去，以

免中計。劉備則認為兩家結盟破

曹，不宜猜忌，決心赴會。

《呂布與貂蟬》講述漢末，

董卓專權，曹操召集十八路諸侯

公推袁紹為盟主，共伐董卓。兵

至虎牢關鏖戰，董卓義子呂布驍

勇，連敗諸侯人馬。司徒王允定

連環計，先將義女貂蟬許配呂

布，同時將貂蟬獻於董卓。

（下文轉 C2）

葉盛蘭葉盛蘭飾《柳蔭記》中

的梁山伯（右）在《群英會》劇

中，葉盛演出周瑜一角。葉盛蘭

扮的是《牡丹亭》內遊園驚夢裡的

柳夢梅。（網絡圖片）

英姿志滿少年郎
此生何來品蒼涼葉盛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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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快的。」—楊醫師

理法方藥結合
純正傳統中醫
• 18年中醫師經驗

  前任香港中和大藥行 主任醫師

香港註冊中醫師

澳洲註冊中醫師

• 香港大學中醫全科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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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繼文 (Francis Yeung) 中醫師 
  粵/國語 

楊繼文楊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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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快的。」—楊醫師

理法方藥結合
純正傳統中醫
• 18年中醫師經驗

  前任香港中和大藥行 主任醫師

香港註冊中醫師

澳洲註冊中醫師

• 香港大學中醫全科學士

• 廣州中醫藥大學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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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弓河康復中心 Bow River Wellness Centre   
地址: 卡城市中心  #116, 738 - 3 Ave SW      
電話: 403-255-6009 （中）/ 587-577-5501（歡迎 Walk-in 或 預約）  kaimanfyeung@gmail.com
預約時間：週一、二、四 、五、日  早11點－晚7點 （週三週六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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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筋棒
主治：腰、腿
背痛

掃描加
楊醫師微信

中醫健康講座（免費）    
時間 :   2019年7月28日(星期日) 下午2時正 
地點: 卡城市中心 #116, 738 - 3 Ave SW (Bow River Wellness Centre)
歡迎查詢   電話: 587-577-5501    

講題: 哮  病     講者: 楊繼文中醫師 (粵語) 

作戰錯誤造成。耿弇收到信後，向漢光武

帝奏報，於是漢光武帝派虎賁中郎將梁松

去責問馬援，且代為監軍。這時前線漢軍

雖不得進，但蠻兵久不得糧，軍心動搖，

於是向馬援乞降，可馬援已經病逝了，於

是漢軍受降，叛亂平息，班師回朝。馬援

雖逝，卻奠定了勝利的基礎。

馬援病逝，梁松抓住機會羅織罪狀陷

害他，說他曾在南征交趾時，私下搜括大

批珍珠，一些貴胄也跟著附和，漢光武帝

聽後很生氣，下令追回馬援的新息侯綬

印，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冤案 —— 「薏苡

之冤」。

其實馬援在南征交趾時，士卒近半受

瘴氣而死，聽說當地的薏苡可以輕身省

欲，以消瘴氣，試了果然見效。南方薏苡

顆粒大，馬援回京時便載了一車做種子。

當時人們以為這是南方土產的奇珍寶物，

梁松更捕風捉影，把薏苡說成是珍珠。

馬援的妻兒不知馬援所犯何罪，惶恐

畏懼，只得暫時草葬，賓客們也不敢去弔

唁。侄子馬嚴與馬援的妻子草索相連前去

請罪，漢光武帝拿出梁松的上書相示，這

才知曉是挾怨誣告，於是前後六次上書訴

冤，辭意哀切。

馬援的故人朱勃聽到冤情，懇切上

書說：「我聽說王者之德，聖人之政，不

忘人的功勞，取人之一美，並不求全責

備。……已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慕聖

賢忠義，崎嶇險難，冒著萬死，孤立在群

貴之間，……死者不能陳述是非的實際情

況，生者又沒有人敢為他申冤，臣實感到

（接上一期）

戒子切切 傳唱千古
他書信告誡其兄長的兒子 —— 馬嚴

和馬敦：「我希望你們聽說了別人的過

失，就像聽見了父母的名字，可以聽見，

但不可以議論。喜歡議論別人的短長，隨

意評諷朝廷的法度，這些都是我厭惡的，

我寧可死，也不希望子孫有這種行為。」

在這封戒子書中，馬援還留下了「畫虎不

成反類狗」的名句。

從交趾回京後，恰逢匈奴、烏桓侵

犯扶風，馬援便再次披掛北征烏桓。百

官餞行時，馬援對漢光武帝的兩個女

婿 —— 梁松及竇固說：「凡人能成顯貴，

也要能成貧賤，如果你們不能再貧賤，處

在高位上要能自持自控，我勸你們要想到

我的囑咐。」梁松後來果然以過貴遭災，

竇固也差點不免。

徂年已流 壯情方勇
建武二十四年（公元 48 年），北方

剛穩定，南邊的五溪蠻夷又傳叛亂，朝廷

先派以勇武著稱的武威將軍劉尚平亂，沒

想到打了敗仗。漢光武帝又派大將李嵩、

呂布怨王允出爾反爾，王允藉機挑

撥。呂布於鳳儀亭私會貂蟬，被董卓遇

見，以戟擲呂布，二人生嫌。貂蟬又從中

離間。

《羅成叫關》講述唐初，齊王李元吉

爭奪王位，將秦王李世民誣陷入獄。李元

吉為翦除李世民心腹，借征討蘇定方之

機，薦羅成為先鋒。羅成接連打敗數名敵

將，苦戰得勝歸來，李元吉緊閉城門不准

進關。羅成無奈，咬破手指寫血書，囑城

上守關義子羅春轉奏朝廷，又隻身力戰敵

兵，最終馬陷淤泥河，被亂箭射死。

腰腿功佳唱腔獨特

從上述劇情可以看出，這些故事通過

京劇的藝術形式展現出來，對小生的表

演、武打要求很高。葉盛蘭的腰腿功夫極

佳，刀、槍、劍、棍等功夫純熟，武技不

在武生演員之下。他演出的《臨江會》、

《呂布與貂蟬》、《羅成叫關》等一系列曲

目都成為了小生行當表演的典範。

京劇要唱，葉盛蘭嗓音寬厚圓潤，行

腔剛勁遒健，華麗婉轉，又多方吸收了各

家唱腔、唱法的精華，更妙的是，他獨創

了龍、虎、鳳三音，過渡力求不露痕跡。

龍虎鳳三音，龍音高亢，虎音低沉，鳳音

清脆。武戲多用龍、虎音，鳳音結合；文

戲多用鳳音，龍、虎音結合。這三音，缺

龍少骨架，缺虎無氣勢，缺鳳嫌乾癟。

藝術家的資質多半天成，今天的葉派

弟子傳人，聽來總有「三缺一」之憾，可

見培養小生人才的難度之大。

由於唱腔、唱法的豐富，通過肢體表

現的人物性格的不同，葉盛蘭塑造出的周

瑜、呂布、羅成、許仙、梁山伯、張珙、

華雲龍等人物形象千姿百態，也使京劇行

當中原處配角地位的小生，躋身主角，葉

盛蘭就是頭一位小生挑班挑大梁的演員。

京劇科班系統教學

講葉盛蘭，不得不説一下其父葉春善

和「富連成」。富連成是京劇科班，葉春

善是富連成科班的創始人、社長。

中國古代戲曲傳承，靠的是老一輩

帶徒弟的方式代代相傳。直到 20 世紀上

半葉富連成創辦，京劇才進入現代化系

統教學。富連成從 1904 年建立科班，到

1948 年廢除，先後培養出約 700 位學有

所長，代表中國京劇藝術最高水平的藝術

家。葉盛蘭不僅在現代化系統教學的富連

成學習技藝，也以古代拜師的形式拜清末

以來小生行最有影響力的程繼先為師，繼

承了程派小生的表演精髓，並開創了葉派

小生的表演風格。

少年得志晚年凄涼

葉盛蘭 22 歲時，已經是名成業就。

他曾對朋友說：「我以為今後的前途沒有

甚麼坎坷了。」

共產黨來了，一切都變了，甚麽都要

「改造」，戲曲也不例外。改人、改戲、

改制，傳統戲搞的面目皆非。梨園中人和

戲曲愛好者搖頭嘆息，一步步看著自己付

出畢生心血的、愛好的藝術走向沒落。

馬成前往，軍隊亦不能勝，且損失慘重，

漢光武帝對此憂心不已。

於是馬援又請求領兵平亂，這時他已

經 62 歲了。漢光武帝望著花白鬍鬚的馬

援說：「將軍年紀大了，還是不要去吧！」

馬援堅持請戰，說：「臣尚能披甲上馬。」

（《後漢書》）漢光武帝讓馬援當場一試，

伏波將軍於是披甲上馬，雄壯威武的在殿

上繞了一圈，漢光武帝笑著說：「老將軍

真是矍鑠勇武啊！」就同意他出兵了。

建武二十五年春（公元 49 年），漢

光武帝派馬援率領中郎將馬武、耿舒等 4
萬多士卒征五溪。大軍進至臨鄉，蠻兵正

在攻擊縣城，馬援揮師迎擊，斬賊二千餘

人，蠻兵敗退，逃入竹林。漢軍繼續進

發，這時有二條路可走，一條路近，但水

險；一條路遠，但安全。耿舒認為應走遠

路，馬援認為路遠，拖延時間長，費糧

多，不如走近路，扼賊咽喉。奏明漢光武

帝後，採取了馬援的計策。

三月，軍隊沿路險的壺頭山前進。蠻

兵在高處扼守險隘，因水流湍急，漢軍船

不能上。恰逢酷暑天伏，很多士卒患病而

死，馬援自己也病了，於是在河岸鑿石為

室，以避酷暑。賊兵每升到險處鼓噪叫

喊，馬援就拖著病腿前去察看，左右將士

都被老將軍的壯志感動，莫不為之流涕。

薏苡之冤 朱勃申奏
耿舒之前因與馬援在進軍路線上有分

歧，如今軍不能進，士卒折損，於是寫信

給哥哥耿弇，認為目前狀況乃是馬援指揮

◎  文：趙長歌 悲哀。……臣年已六十，常伏居田裡，因

感嘆欒布哭祀彭越的義氣，冒死痛陳悲

憤。戰慄在闕庭之上。」

漢光武帝看後頗為感動，遂命正式安

葬馬援。等到漢章帝即位，因朱勃為馬援

伸冤的德行，下詔褒揚朱勃，並追賜朱勃

之子 —— 朱谷二千斛。

明德既升 家祚以興
伏波將軍馬援的明德，福澤子嗣，他

有四子、三女，三個兒子都在朝為官，後

來又都封侯，小女兒是漢明帝的皇后，即

以賢德聞名的明德 —— 馬皇后。

漢明帝時，圖畫雲臺二十八將，因馬

援之女為皇后，外戚之故，唯獨沒有列上

馬援，東平王怪而問之，漢明帝笑而不

答，漢章帝即位，追諡馬援為忠成侯。

馬援一生為國驅馳，他演繹的故事，

留下的話語蕩氣迴腸，以至後世對他的

敬仰，千年不絕。千年以後，成書於公

元 1687 年的〈重修漢伏波將軍祠碑記〉記

載：「稽古之勛臣良將，顯當時、垂後世

者，皆具不世之才、能建非常之業，始獲

流芳百代，明祀千秋者焉，夫漢之伏波將

軍是矣。……將軍誠漢世之雄豪，千古之

英表也。……」

公元 1916 年，黃興、蔡鍔相繼逝

世，孫中山先生以「平生慷慨班都護，萬

里間關馬伏波」，並輓二公。（完）

主要參考文獻：《後漢書》、《資治通

鑑》、《東觀漢記》、《舊唐書》、《水經

注》、《越南史略》、《海南雜著》

萬里間關馬伏波—馬援 下

1957 年「反右」以後，葉盛蘭雖然

還能登臺唱戲，可受盡了侮辱。把他從主

角的單間化裝室趕到公共化裝室的旮旯

兒，除了唱戲，還要打掃劇場，給演員打

水，疊戲衣。

1959 年，為了「國慶十週年」，中

國京劇院排演了幾個大戲，演員排練的非

常辛苦。演出時，葉盛蘭日場連著夜場

演，日場《西廂記》演張生，夜場《赤壁之

戰》演周瑜，當中休息時間，領導指派他

打掃劇場。人整人，梨園也失了情義。

這期間，也偶爾有那麽幾次，讓葉盛

蘭凄苦孤獨的心得到慰藉。

1959 年的一天，中國京劇院在上

海演出的原定劇目是《響馬傳》，因為主

角嗓啞，臨時改換演《羅成》由葉盛蘭擔

綱。劇場採取緊急措施，下午 5 點開始

一個窗口退票，一個窗口賣票。出乎意料

的是，消息傳的很快，2 個小時 《羅成》

的票就已售罄。觀眾的熱情和認可，讓那

時的葉盛蘭在舞臺上演出格外賣力。

1966 年「文革」開始，中國的舞臺

被江青和樣板戲徹底代替。文化菁英遭到

了最嚴酷的打擊。葉盛蘭的三哥葉盛章，

被街道造反派和紅衛兵關押在一所小學折

磨了 4 天 4 夜，浮屍在建國門外通惠河

上。人撈起後，發現頭蓋骨上竟被鑿穿了

一個大窟窿。葉盛蘭聞訊，失聲痛哭，心

膽俱碎。

葉盛蘭也被下放到文化部所屬的「紅

藝五七幹校」。說是改造，其實是整人、

毀人，讓身患糖尿病的葉盛蘭插秧，兩隻

腳整天泡在冰冷的水田裡。後來見他實在

支持不住了，就派他送秧。日起月缺，難

熬的日子總也望不到頭。

1978 年，葉盛蘭在北京逝世。臨終

前對弟弟葉盛長說：「老五，小生這行可

不能絕了啊。老先生們有多少東西沒傳下

呀，就是我身上會的這點兒東西，也該給

後輩留下來呀。」說著已滿臉是淚

他這一生，用那藝術家細膩的心去體

會，確是百感交集。從明星到隕滅，不僅

僅是個人的哀榮，看著中國傳統藝術由盛

而衰，心中體味到的是怎樣難以言表的痛

苦？

馬援曾經在遠征交趾的途

中，寫了一封流傳千古的家

書——〈誡兄子嚴敦書〉。

英姿志滿少年郎
此生何來品蒼涼葉盛蘭 葉盛

蘭的武

戲顯得

英姿勃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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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cient saying goes, "To do good, it 
is necessary to be unremitting and persistent. 
Big starts from small; millions accrues from 
one; a nine-storey tall tower is built from the 
ground up; and journey of a thousand miles 
begins with the first step." When there is 
something benevolent to do, do it right away, 
do it earnestly, and keep at it.

For example, Northern Song Dynasty's 
Han Qi (1008 – 1075 AD), a person of noble 
character and high prestige, was always very 
kind. When he encountered something kind 
that needed to be done, he always tried his 
best to do it. When he heard that others were 
doing charitable deeds, he praised them and 
spread the news, and told people that he was 
inferior to them. People asked him why. He 
responded, "A heart of compassion is most 
precious. Praising those who do good will 
encourage them to try harder in the future 
and inspire others that hear about it. It can 
also make those who erred to be ashamed 
and reform themselves.  So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promote doing good deeds." He 
often read and promoted books of the saints 
and sages, "These books can guide people 
to become righteous gentlemen!" Han Qi 
later became a virtuous prime minister and 

was appointed the Duke of Wei. He had 
all the good fortunes in life and his future 
generations all received appointments to 
the imperial court until the end of the South 
Song Dynasty in 1279. Everyone believed 
that he was rewarded for all the good deeds 
he had done.

Some people evidently see good 
deeds and refuse to do them, thus missing 
opportunities.  

A good example is Yao Haowen in the 
Ming Dynasty (1368 – 1644 AD). When he 
served as a county magistrate, he was very 
prudent and incorruptible. But he did not 
have a strong will and was easily swayed by 
others. Once in late spring, it rained for over 
forty days in a row, and Yao went to each 
village to inspect the damage. He saw that 
several hundred acres of farmland in West 
Village were flooded, while the wheat crops 
in other villages were unscathed. He wanted 
to declare West Village a disaster area, 
but the accompanying official said, "Other 
villages in our county are all doing fine. 
Although West Village is flooded now, they 
can plant other crops once the water recedes. 
If we submit a report as a separate case, the 
superior may ask questions and scrutinize 

it." Yao knew that the official's thoughts were 
selfish, but he did not want to cause trouble, 
so he hid the truth and did not report the 
losses. As a result, West Village was subject 
to the same amount of taxes as villages that 
had bumper harvests.

Yao once wanted to build schools to 
provide free schooling for the poor and to 
build a help center for the needy, but both 
were rejected by the local officials. He was 
in his 50s, but he had no child. His mother 
and wife both were often ill, and the family 
was quite anxious. One day his mother 
fainted due to some illness. When he came 
to, she told Yao, "I met an official in the 
nether world. He said, 'You are a prudent and 
incorruptible person and should have been 
blessed with a child. But every time you 
encounter a chance to do good deeds and 
know very well you need to do them, you 
are often stopped by what others say. Take 
the flood disaster for example, how could 
you hide the truth and not report it? Your 
hiding the truth caused the stricken people to 
have to sell their sons and daughters to pay 
the grain taxes. Your sin was enormous and 
hence you get tribulations.' The official also 
said, 'An ignorant person can be forgiven, 

because he just does not know any better. 
Those who know but refuse to do good 
deeds are the ones loathed by Heaven the 
most. You can tell your son that if he desires 
blessings, he needs to work hard at doing 
good deeds, not be afraid of difficulties, and 
not be lazy. He cannot think about wanting 
to do a kind deed initially and then change 
his mind. If you work hard doing good deeds 
for a period of time, you can obtain good 
fortune to offset the sin that you committed 
when you concealed the truth during the 
flood disaster.'" Although Yao paid attention 
to his mother's lecture, he still got confused 
whenever the service clerks made slanderous 
remarks, and he repeated his old pattern, 
unable to snap out of it. In the end he was 
fired from his position and his family began 
to deteriorate.

If one identify something charitable 
to do, one needs to go all out and do it. By 
correcting one's past wrongs, one can offset 
the losses, eliminate karma, and improve 
one's fortune. If one keeps procrastinating 
and does not accept advice, or one cannot 
truly control oneself, one will create karma. 
It will be too late for regrets later.

When the Occasion Calls For Doing Good,  Do Not Hesitate

古語說：「做善事，貴在堅持不懈。

取小所以就大，積一所以成億。九層高的

樓台，最初也是開始從累土漸漸累高的；

千里之遠的行程，最初也是開始從腳下一

步一步的走！」知道是善事，就要馬上去

做，而且還要努力的去做，持之以恆。

例如：北宋的韓琦德高望重，待人仁

恕，每見到善事必定努力去做，每逢聽到

別人行善時，必定嘉許鼓勵，到處傳頌，

並說：「韓琦不如。」有人問他為甚麼這

樣做，韓琦說：「人向善的心最為珍貴。

讚頌善行可使行善之人今後更加努力，使

其他人聞之也心生嚮往，使有過之人感到

羞愧而改惡遷善，所以揚善是非常重要

的。」他還常誦讀和傳揚聖賢經書，說：

「這書可以指導人成為正人君子呀！」韓

琦後來成為一代賢相並受封魏國公，五福

齊全，子孫世代在朝廷為官，一直到南宋

末年。人們都說這是積善得到的福報。

有些人明明看見善事就在眼前卻不

做，錯失了機緣。

例如：明朝的姚好問做邑令時，行為

謹慎，做官廉潔。但是耳朵太軟，總輕信

吏役出於私心，但恐怕惹麻煩，於是隱瞞

災情，沒有上報。徵收賦稅時，受災的田

地與取得豐收的田地一樣收稅。

姚好問又曾經想建造免費學校，修造

普濟堂，扶危濟困，但都被書役阻擋了。

而他已過了知天命之年，還沒有孩子，母

親、妻子總是生病，一家人非常憂愁。一

天，他母親生病暈了，被救甦醒後對他

說：「我見了幽冥的官吏，他說：「你做

人廉潔謹慎，本來應當有孩子，但是每當

碰上行善的事，明明知道應當去做，卻常

常被別人的言語所阻擋。比如：呈報災荒

這件事，受災地方難道可以隱瞞不報嗎？

你隱瞞災情，以致災民受到了催逼，賣兒

賣女納完糧賦，罪惡太大了，所以遭到報

應。』冥官還說：「愚昧的人由於不明事

理，還可以姑且寬容饒恕，只有明知善事

不去做的人，存心不求進德的人，這是上

天深深厭惡的，可告訴你的兒子想要多

福，必須勇於做好事，不怕艱難，不能苟

且偷安，不能當初心上如此，轉念間又不

去做。行善久了自會獲得吉祥福份，使匿

報災荒的罪惡可以得以消免。」姚好問雖

然承受了母親教誨，但是每當文書吏役說

讒言，仍被迷惑，最後以至於循環往復，

不能振作，官職被免，家道也衰落了。

認定是善事，就一定要全力去做。若

能夠改過向善，也可以彌補損失，消去罪

業而增加福報。如果總是遲疑不做，不納

善言，自己不能真正的主宰自己，將會給

自己造下罪業，後悔已晚。

別人的話。一次晚春時節，連續下了四十

多天的雨，姚好問親自去各鄉觀察勘問災

情。他看到西鄉有幾百畝田地被淹，其他

鄉麥子沒受損失，就想申報西鄉局部災

害。跟隨的吏役卻說：「本縣各鄉平安穩

定，這裡雖說被水淹沒，幾天後水退了，

仍可補種其他糧食。如果分類別呈報上

司，恐怕牽扯到駁難查問。」姚好問明知

見善而為 行善勿怠

◎文：紫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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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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醫孫思邈

詩人盧照鄰生於唐代貞

觀九年（635年），是初唐文

壇的重要作家之一。盧照鄰

身世悲苦，一生積極進取，

熱衷於追求功名而不得。

顯慶三年時，唐高宗召見太白山

隱士孫思邈，當時孫思邈已經九十多

歲了，但是他的視力和聽力都一點沒

有減弱。

盧照鄰見到孫思邈後，傷感自己

正在壯年，卻疾病纏身，久治不癒，

終日裡困頓疲備，於是作〈蒺藜樹

賦〉，用來傷悼他與孫思邈二人之間

承受自然的體質的差異。

人體是自然的縮影

他曾問孫思邈：「名醫能治好

病，是根據甚麼道理呢？」

孫思邈說：「我聽說通曉天的

人，一定能在人的身上找到它的本

體；熟悉人的人，一定是以天為本體。

所以天有春、夏、秋、冬，黑

夜、白晝輪流更替，寒來暑往交換更

迭，這是大自然在運動；人體有四肢

和五臟，醒著、睡著，呼出吸進，吐

故納新，經脈和氣血循環。流動就是

氣血循環，顯現出來就是人的氣色，

這是人體的正常運動。」

「陽用它的精華，陰用它的形

體，這是天與人相同的，違背了正常

規律就要生病了。蒸就發熱，不然就

生寒，淤結就成為瘤贅（肉疙瘩），

阻隔就成為癰疽（毒瘡）。根據表面

的診斷可以檢查出身體內部的變化，

從身體類比，自然界也是這樣。

星辰運行中出現差錯，日蝕、月

蝕現象，彗星的隕落，這是自然界的

危險徵兆！良醫用藥物進行輸導，用

針灸治病救人；聖明的人用高尚的道

德和善於用賢任能來治理天下。所以

身體有可以消除的疾病，天有可以去

掉的災害，這全都是氣數啊！」

做人要膽大心小

盧照鄰問：「人世間的事情該怎

麼做？」孫思邈回答說：「膽要大，

心要小，智慮要圓通，行為要方正不

苟。」

盧照鄰問：「怎麼講呢？」

孫思邈答道：「心是五臟的元首，

它應該遵循規律辦事，所以要謹慎。

膽是五臟的將領，它必須要堅決

果斷，所以膽要大。有智慧的人行動

如天，所以要圓通，仁義的人沉靜如

同地，所以要方正不苟。

《傳》說：『不因為有利可圖就返

回去；不因為行仁施義就悔疚，這就

是仁義之人的方正不苟。』《易經》

說：『遇到機會就要立刻去做，不能

整天等待，這就是明智人的圓通。』」

有「五畏」 心思才清明
盧照鄰又問：「養性的道理，最

重要是甚麼呢？」

孫思邈說：「天有滿有虧，人世

間的事情有許多艱難困苦。如果不謹

慎行事而能從危險中解脫出來的人，

從來也沒有過。所以講求養性的人，

自己首先要懂得謹慎。」

「《詩經》說：『人不畏懼災禍，

天就要降災難給你。』」

「畏懼，最重要的是畏道，然後

是畏天，其次是畏物，再次是畏人，

最後是畏你自身。」

「因此失掉了憂畏的人，就易心

思紊亂沒有條理，行為焦躁難以自

持，神散氣越，意迷志搖。」「能懂

得這些道理的人，在水中航船，蛟龍

不能害你；在路上行走，凶猛的動物

不能傷你；各種疾病、瘟疫也傳染不

上你；愛說別人壞話的人也譭謗不了

你。瞭解這個道理的人，人世間的一

切事情就全明白了。」

（出自《太平廣記》）

唐朝開元二十一年，安祿山從范陽來京城

朝見皇帝。張九齡對別的官員說：「擾亂幽州的

人，就是這個北方的胡人。」後來安祿山隨張守

圭出征，安祿山打了敗仗。

張九齡在送給皇帝的公文上寫到：「司馬穰

苴帶兵出征，必然誅殺莊賈以明軍紀；孫武操練

嬪妃，其中不聽將令者也要被殺，否則號令不

行。若要使張守圭的軍令嚴明，安祿山的死罪不

能免，請殺了安祿山。」玄宗皇帝愛惜安祿山作

戰勇猛，命令免去安祿山的官職，繼續留用。張

九齡堅持請求殺了安祿山，玄宗皇帝說：「怎麼

能以王夷甫識別石勒的例子來看待這件事？」

後來玄宗皇帝逃到蜀郡，後悔沒有聽從張九

齡的話，派人到張九齡的墓前祭奠他。

古人的觀人術是非常高超的，可以從一件細

微的小事看到後面發生的大事。這也是我們常說

的全局觀，真的非常了不起的。

原文：開元二十一年，安祿山自范陽入奏。

張九齡謂同列曰：「亂幽州者，是胡也。」其後

從張守圭失利，九齡判曰：「穰苴出軍，必誅莊

賈。孫武行令，猶戮宮嬪。守圭軍令若行，祿

山不宜免死。請斬之。」玄宗惜其勇，令白衣效

命。九齡執諮請誅之。玄宗曰：「豈以王夷甫識

不勒也。」後至蜀，追恨不從九齡言，命使酹於

墓。（出自《感定錄》）

人要有畏懼 才不會遭災    張九齡預言 
安祿山謀反◎文：李劍

傳說元朝末年的某個時候，

福建泉港地區當地林氏家族某代

的先祖去世，他的子孫請來風水

先生，擇地安葬。

風水寶地不會即時顯現

風水先生看中一塊風水寶

地，他叫來主持葬禮的孝男，問

道：「這塊是風水寶地，風水一

旦靈驗，後代中就會持續出現多

個手拿玉笏朝拜天子的官員，但

是靈氣不會即時顯現，子孫必須

經得起磨礪和三十年的苦難考

驗，必須先敗後發，先窮困後富

貴。可謂三十年前點燈賣田，

三十年後持笏朝天，選這個風

水，你們一定要經得起磨難，辛

勤勞作，體會民生艱難，萬萬不

可為非作歹，風水靈驗後，為官

之人一定要善待百姓！」孝男聽

後，同意用此風水穴作為墳墓，

安葬先人。

要經得起磨難

林家安葬先人後就經常出現

意想不到的問題。

林家開始入不敷出，日子越

過越窮了。不久，時值元末明

初，改朝換代，當地遭了兵災，

兵火過後，林家財物被劫掠一

空。好不容易重整家園後，又吃

了官司，花了一大筆錢財脫身，

果然是點燈寫田契，連夜賣田賣

地。一災剛完，一災又起，家中

還遭了火災，燒去了全家人賴以

棲身的房宅，這下林家徹底敗完

了。全家開始過上頓不接下頓的

生活，雖沒日沒夜的辛勤勞動，

可就是無法改善生活，儘管節儉

到極點，可收入就是僅僅只夠維

持最基本的生存而已。

不知又經歷了多少苦難，終

於熬到了三十年的最後一年。除

夕那天，家裡卻窮的揭不開鍋

蓋，全家只好煮野菜湯充飢。這

晚，家裡的婦女拿個碗去打一些

豆豉給大家作菜，她腰繫草條褲

帶，稍一用力，竟然草斷褲掉，

當眾出醜。

林家由富有到一貧如洗，這

些年，精神上也一直承受著很大

的壓力，這一下壓力超過了極

限。

林家的家主，就是當年同意

下葬的孝男，想想全家沒日沒夜

辛勤勞作，竟然連買條褲帶的錢

都沒有，頓時怒從心頭起，失去

理智，把一切的苦難都歸咎到風

水上，不願再承受了。

風水靈氣的顯現

一氣之下，他拿起鋤頭去挖

墳墓，想毀掉風水。沒想到，剛

剛挖開了一個小口，就從墓穴裡

面飛出幾隻烏鴉，看到有烏鴉飛

出，他才猛然醒悟，這些烏鴉是

風水靈氣的顯現，風水先生說的

是真的。急忙用雙手去抓，可惜

被他壓死了一隻，抓到了一隻，

他還把抓到的烏鴉腿弄瘸了，其

他烏鴉則飛往四面八方。過完年

後，林家的境遇就開始變好了，

後來林家的孫輩中出了個瘸腿的

布政，大家都認為是對應那隻弄

瘸了腿的烏鴉。

◎文：德惠

關於其他幾隻烏鴉的去向，

民間說法是烏鴉飛到哪，哪裡就

對應出一個名人，飛得越遠，出

的官越大。其中一隻飛到了惠安

縣東嶺鎮張坑，那裡出了個官至

明代右都御使、七省總督的理學

名臣張岳；一隻飛到前黃鎮三

朱，那裡出了個明代官至廣東參

政、按察副使的朱一龍；一隻飛

到山腰鎮前郭，那裡出了個任南

明小朝廷兵部侍郎的王忠孝；一

隻飛到塗嶺鎮洪厝坑，那裡出了

個清代翰林院檢討出科聯（蒙

古族），廣大了出姓門楣；一隻

飛到後龍鎮土坑，那裡出了個清

代提督劉開泰；另兩隻分別飛到

南埔鎮的文阪和侖頭，這兩個地

方就分別出個頗受民間敬重，

辭官皈道的修煉人劉師公，和

清末愛打抱不平的傳奇秀才陳 
振賜。

風水寶地 功虧一簣
不受苦中苦，難為人上人。

當年林家人能夠歷經三十年的艱

難困苦及重重打擊，卻最後忍不

了一時之氣而刨開祖墳洩憤，使

風水寶地功虧一簣，否則，明清

時期林氏的歷史必將留下濃重的

一筆，真是可惜！

無論這則民間故事是否確

切，說明了千萬不可在最後關頭

功虧一簣的教訓。

風水寶地 功虧一簣 

◎文：趙曉亞

風水
故事

當年林家人能夠歷經三十年的困苦及重重打擊，卻最後忍不了一時之氣而刨開祖墳洩憤，使風水寶地功虧一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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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這就是心池，你剛才

看到的白霧，就是從這裡升起

的。」總督小榆領著冬冬往前走。

穿過濃密的樹林，他們來到

了一個湖邊，湖水油綠，卻沒有

一絲的波紋。如果不是小榆說，

冬冬真要以為這是一面鏡子呢！

「只要在這裡出現的人，都是善

的一面多於惡的一面，都是善良

的人們。你看到沒有，那些就是

你所在的城市所有現在還在這

裡居住的人。」只見小榆用手一

指，湖水立刻顯示出冬冬所在的

省分、城市，然後是很多的孩

子，還有……

「小榆姐姐，你剛才不是

說這裡的居民大多數都是孩子

嗎？那這裡怎麼有這麼多的大人

呀？」冬冬指著湖面說。 
「這些啊！這些大人並不屬

於這裡，但是他們的事蹟、形

象，將永遠留在這裡。」小榆微

笑著說。

「冬冬，你應該看過有一些

這樣的人：他們經常會無條件的

幫助其他人，他們不求回報，心

中沒有自己。就算自己被冤枉

了、被誤解了，都還是不會怨恨

別人，對這些傷害他們的人，還

是能慈悲對待，所以這裡就會留

下他們的事蹟。」小榆耐心的解

釋道。

「冬冬，你對你的父母有怨

恨，生氣他們太忙了，對嗎？」

她突然指出冬冬內心裡的怨氣，

聽到這裡，冬冬低下了頭，「小

榆姐姐，我知道錯了。沒有體諒

父母工作的辛苦，跟別人比起

來，我擁有更多。」

「你能明白這一點，小榆姐

姐很高興，你沒有白來。」小榆

開心的笑著說。

「嗯！要多為別人著想，不

要只想自己的需求，要多體諒別

人，對嗎？」冬冬眼睛一亮，馬

上問道。

「今天時間不多，下次你再

來時，我會告訴你更多的……」

小榆高興的點著頭，她的聲音漸

漸的模糊了……

「冬冬！冬冬！快醒醒，爸

爸、媽媽回來了，冬冬！」誰？

是誰在叫我？聲音怎麼這麼耳熟

啊！「冬冬！冬冬！」

「媽媽？你怎麼在這裡？」

冬冬睜開眼睛，迷惑的說。

「傻孩子，爸爸、媽媽回來

給你過生日呀！」媽媽慈愛的摸

著冬冬的臉。

「過生日？」冬冬揉揉眼睛，

「你們不是有很重要的客戶嗎？」

「再重要，也沒有我的兒子

重要。過了今天你就是少年了，

所以爸爸、媽媽怎麼可以錯過

這次生日呢？」說著，爸爸抱起

他，向上舉了一下。

「對不起，是我以前太自私

了，沒有為你們著想，我以後不

會這樣了。」冬冬站起來並低下

頭，突然向爸爸道歉。

「傻孩子，是爸爸以前太忽

視你了，不是你的錯……」爸爸

突然感動的不知該說些甚麼。

「不，是我！是我的錯，

是我沒有體諒你們工作的辛

苦……」冬冬繼續道歉。

「你們爺倆這是怎麼了？今

天是咱兒子的生日，兒子想吃些

甚麼﹖爸媽帶你去。」媽媽看到

互相道歉的父子，開心極了。

「嗯！」冬冬高興的點了一

下頭，回身看到枕頭上的黃色小

熊「藍可」對他眨了一下眼睛，

開心的笑了起來。

「媽媽，明天我可以請一些

同學來家裡玩嗎？」冬冬突然想

到小榆說過的話，於是問道。

「當然可以。現在，你想到

哪裡呢？」媽媽馬上答應了。

「我好久沒有吃到媽媽做的

菜了，我好懷念啊！」冬冬期待

的說。

「這樣啊，我們去超市，去

買你愛吃的菜，回來做給你吃，

好嗎？」媽媽感到有些內疚，自

己好久沒有給兒子做過飯了。

「好！」冬冬響亮的叫了一

聲，左手拉著爸爸、右手拉著媽

媽，幸福的笑了起來。

全家人好久沒有在家裡一起

吃過飯了，冬冬告訴爸爸、媽

媽：「在另外的空間裡，有一個

非常美麗的智慧世界：那裡是沒

有怨恨、沒有委屈，做事總是為

別人著想，他們經常無條件幫助

別人，做事不求回報，心中沒有

自己……」

「以後，我們做生意也要為

客戶著想，不再只想著自己賺

錢。」爸爸、媽媽聽得入神了，

異口同聲的說道。

「爸爸、媽媽，那麼我們一

家人都可以進到智慧世界的心池

裡了！」冬冬開心的說。（完）

譯文
九州處處留有大禹治水的足

跡，全國各郡在秦並六國後歸於

統一。

五嶽中人們最尊崇東嶽泰

山，歷代帝王都在雲山和亭山主

持禪禮。

名關有北疆雁門，要塞有萬

里長城，驛站有邊地雞田，奇山

有天臺赤城。

賞池赴昆明滇池，觀海臨河

北碣石，看澤去山東鉅野，望湖

上湖南洞庭。

江河源遠流長，湖海寬廣無

邊。名山奇谷幽深秀麗，氣象萬

千。

泰山封禪
岳指五嶽，宗指宗主，五嶽

的宗主是泰岱。岱是泰山的名

字，也叫岱山，因為位於山東泰

安州，所以這裡稱為泰岱，簡稱

泰山。五嶽以泰山為尊，《詩經》

就有很多歌頌泰山的詩句。孔子

曾說過「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名

言，又在逝世前低聲吟道：「泰

山其頹乎！樑木其壞乎！哲人其

萎乎！」

歷代的帝王在政權更替、新

君登基的時候，都首先要來泰山

舉行祭拜天地的封禪大典，舉

行封禪大典的地方就在泰山、

雲山和亭山。祭天的儀式叫做

「封」，封都在泰山舉行；祭地

的儀式叫做「禪」，禪在泰山腳

下的雲山和亭山舉行。由於歷朝

的規矩不同，具體地點也就有

異，例如三皇的封禪，羲農封在

泰山，禪在雲山；黃帝封在泰

山，禪在亭山；堯舜都是封泰

山，禪雲山。雲山在泰山的東

南，亭山在泰山的南面，都離泰

山很近，山很小。

封和禪一般都是同時舉行，

但是封重於禪。明成祖時在北京

南郊建天地壇，合祭天地；嘉靖

帝時在北郊建地壇祭地，南郊的

天地壇改稱天壇，專門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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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gary, Alberta
Tsinghua School

2009

卡

城
清華
中英雙語學

校

C

O

C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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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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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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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397-8289 / 403-383-6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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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諮詢熱線：
常備輔導教室，每週七天，全年招生。

九州禹跡，百郡秦並。
    jiǔ zhōu yǔ   jì   bǎi  jùn qín  bìng

雁門紫塞，雞田赤城。
   yàn mén zǐ   sài   jī   tián chì chéng

岳宗泰岱，禪主雲亭。
  yuè zōng tài  dài     shàn zhǔ yún tíng

昆池碣石，鉅野洞庭。
  kūn  chí   jié  shí      jù    yě  dòng tíng

曠遠綿邈，岩岫杳冥。
kuàng yuǎn mián miǎo      yán xiù yǎo míng

作者
王之渙（公元 688 年—742

年），是盛唐時期的著名詩人，

字季凌，漢族，絳州（今山西

新絳縣）人。豪放不羈，常擊

劍悲歌，其詩多被當時樂工製曲

歌唱。名動一時，他常與高適、

王昌齡等相唱和，以善於描寫邊

塞風光著稱。其代表作有《登鸛

雀樓》、《涼州詞》等。

語譯
縱目望去，黃河漸行漸遠，

好像奔流在繚繞的白雲中間，就

在黃河上游的萬仞高山之中，一

座孤城玉門關聳峙在那裡，顯得

孤峭冷寂。

何必用羌笛吹那哀怨的楊柳

曲去埋怨春光遲遲不來呢，原來

玉門關一帶春風是吹不到的啊！

註釋
1. 孤城：孤零零的戍邊城。

2. 仞：古代的長度單位，

一仞約等於 2.3m 至 2.6m。

3. 楊柳：柳條，又指《折楊

柳》曲。古人離別會折柳相贈。

4. 玉門關：漢武帝置，因

西域輸入玉石取道於此而得名。

5. 何須怨：何必埋怨。

賞析
王之渙這首詩寫戍邊士兵的

懷鄉情。寫得蒼涼慷慨，悲而不

失其壯。

首句「黃河遠上白雲間」抓

住遠眺的特點，描繪出一幅動人

的圖畫：遼闊的高原上，黃河奔

騰而去，遠遠向西望去，好像流

入白雲中一般。次句「一片孤城

萬仞山」，寫塞上的孤城。在高

山大河的環抱下，一座地處邊塞

的孤城巍然屹立。這兩句描寫了

祖國山川的雄偉氣勢，勾勒出這

個國防重鎮的地理形勢，突出戍

邊荒涼境遇，為後兩句刻畫戍守

者的心理提供了一個典型環境。

在這種環境中忽然聽到了羌

笛聲，所吹的曲調恰好是《折楊

柳》。古人有臨別折柳相贈的風

俗。於是，楊柳和離別就有了密

切的聯繫。當戍邊士卒聽到羌

笛吹奏著悲涼的《折楊柳》曲調

時，就難免會觸動離愁別恨。於

是，詩人用豁達的語調排解道：

羌笛何須老是吹奏那哀怨的《折

楊柳》曲調呢？要知道，玉門關

外本來就是春風吹不到的地方，

哪有楊柳可折！說「何須怨」，

並不是沒有怨，也不是勸戍卒不

要怨，而是說怨也沒用。用了

「何須怨」三字，使詩意更加含

蓄，更有深意。

童話
樂園

智慧之舟
4智慧世界奇遇記

詩
詞
賞
析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

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涼州詞二首．其一

◎文：滌凡

(Fotolia)

王之渙（唐代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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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戰告捷立奇功 載譽歸來受封賞（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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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個 10 歲男孩的單親媽媽，我

需要您的協助。在孩子出生幾個月後我離

婚了，自己帶著孩子生活半年後，我有了

男朋友。他有 2 名女兒，跟其前妻生活，

現在他的女兒希望可以一家團圓。

我很愛男朋友，為了不讓男朋友為

難，所以我選擇成全退出。男朋友對我

兒子視如己出，孩子不知情，所以從小

都是稱呼他為爸爸。最近我和男朋友冷

靜互動快半年，我不再接男朋友電話，

不看信件，我想讓他放下我們母子，回

歸之前的家庭。但孩子很想男朋友，會

FaceTime、會 line、會撥電話給男朋

友，男朋友會接、會與孩子互動，並說工

作忙完就會回家看我們（我清楚男朋友

在等我的回應）。

我想向孩子說明這一路走來的過程，

但不知如何拿捏，怕傷了孩子。以前男朋

友曾說等孩子小學五年級再告知，但目前

狀況讓我思考是否要說明了，因為孩子對

男朋友的期待，讓我擔心孩子會受傷。我

和前夫離婚時監護權歸我後，我將孩子的

姓改為我的姓，我和夫家這 10 年來完全

斷訊，我不知如何開口向孩子解釋前夫。

希望曼麗能協助我的無助，現在的我心很

亂，謝謝您。　

從信中可以感受到你內心的掙扎，

但是事情可以簡分為兩部分來看。一是

你和男友及其家人間的關係；一是你的

兒子和男友之間的真實關係該如何處理。

「君子有成人之美」，從你的信裡可

以感受到你的善良、為他人著想的個

性。因為你和男友都曾有過不愉快的婚

姻，所以肯定盼望彼此能相互扶持與依

賴、也會對於家庭完整有所希冀。對於

男友的女兒希望團圓，這之間如果不涉

及到男友前妻，事情就會簡單化，如果

處理得好，會皆大歡喜。

怎麼說呢？如果這些年你和男友之

間的情感經得起考驗，相信他的家人會

樂觀其成你們共組新家庭，而對於雙方

孩子彼此的適應與情感的建立，只要願

意花時間和視對方如己出，相信都難不

倒你們，一定能很快融合在一起。

如果男友和前妻會有機率複合，或

者考慮到男友顧念女兒的親情央求等無

法抗拒之因素，那麼維持你目前的做法

是對的。雖然痛苦，但這卻是理智的決

定，因為，這是化繁為簡、快刀斬亂麻

的方法。

再者，不論你和男友的未來如何，

告訴兒子他的真實身世是必要的，因為

那是他的權利，也是你義務。用他聽得

懂的辭彙和道理，向他言簡意賅的說明

白，不用把大人過於複雜與利益計算的

內情一一敘述，這樣會傷害到無辜孩子。

無論如何婉轉表達，你最後一定要

告訴孩子。身為母親，一定會盡最大能

力呵護他長大，讓孩子在知道真相後，

從母愛獲得心靈上的安全感，這是很重

要的，而且你必須以此為己任，因為這

是當年離婚時就該有的決心，也是母親

之所以為母親的偉大之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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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孩子知道真相是你
的義務，並且讓孩子從母愛獲
得心靈上的安全感，這是很重要
的，你必須以此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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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者來信

黛玉後傳

該告訴 
孩子身世嗎

下

匾額已放到西廳的供桌上，碧華站

在跟前看了又看，說：「『將軍府』這三

個字寫得太好了！遒勁而飄逸，剛中有

柔，柔中有剛，剛柔並濟，真妙！」黛玉

走過來，說：「聽說當今大學士，是著名

的書法大家，恐怕這三個字都值不少錢，

一字何止千金！」這裡兩人正評說匾上的

字，忽聽大嫂喊了一句：「不好！」眾人

一驚，都望著她。紫鵑問：「甚麼不好？」

大嫂說：「你們不覺奇怪嗎？這僅僅送個

匾來，人在哪裡呢？為甚麼只見匾不見

人？」紫鵑說：「大嫂別急，你想，皇上

賞賜這麼多，兩人不得去謝恩嗎？看皇上

如此寵幸他們，這百官大臣不都要去賀

喜嗎？說不定哪個大臣正擺宴席請他們

呢！」大嫂心中稍安。

這時小翠又大呼小叫起來，「明白

了！明白了！」眾人又一驚，碧玉問：

「你明白甚麼了，一驚一乍的，嚇死人。」

小翠說：「玉叔那天讀的報紙，就是寫的

我大哥，二哥！」眾人聽她這一說，想了

想，都如夢初醒，「對啊！剛才送信的人

說，兩人立了奇功，不是他們是誰？」碧

華一拍手，說：「對！剛才說封秉仁為忠

義將軍，哪個假皇帝肯定是他；又封秉義

為忠智將軍，那個出謀劃策的將軍一定是

秉義。」眾人聽她這一說，都說：「對！

對！肯定無疑！」眾人又一陣歡喜，只聽

大嫂又大叫一聲「不好！」眾人又都望著

她。大嫂說：「那報紙上說，那個假皇帝

滿背流血，已昏死過去……」說著竟哭了

起來。眾人想了想，也滴下淚來，滿屋子

的人忽喜，忽驚，忽悲。二太太走到李

伯跟前，小聲說：「快找人到宮裡打聽一

下。」李伯轉身離開。

兩個時辰後，李伯走進來，說：「宮

內的消息到了。說是忠智將軍安然無恙，

忠義將軍，失血過多，一直昏迷不醒。皇

上找最好的御醫為他醫治，命令他們一

定要治好。狀元和忠智將軍都在床前陪

伴。」大伯聽到此，立即從椅子上跳了起

來，拉住大伯母就走。「為甚麼不早說，

快！快收拾藥箱，我要進宮！」又回頭叮

囑：「李哥，快準備一匹好馬。」大伯很

快拿來藥箱，飛身上馬，往宮中飛奔而

去。紫鵑說：「大嫂，大伯去了，你放心

吧。回去休息休息吧。」和黛玉一起左右

攙扶著，到了玉蘭院的臥室，一頭栽倒在

炕上。黛玉，紫鵑，碧華，小翠，碧玉圍

在炕邊服侍。午飯過後，忽見冬兒氣喘吁

吁地跑來，進門往地下一跪：「報！忠義

將軍用了咱家的藥，兩個時辰後，醒來，

已喝了三杓靈芝湯。神醫爺爺說，已過了

鬼門關，特讓我來報。要全家人放心。」

大家都鬆了口氣。

傍晚時分，冬兒又跑來，「報！忠義

將軍第三次醒來，喝了半碗靈芝湯，已經

能說話了。狀元少爺說，今晚要陪將軍，

不回家了，讓二位少奶奶不要等他；忠

智將軍也要陪夜，讓二老放心，他將盡

快回來見大家。」大嫂勸大家回去睡覺，

碧華說：「反正今晚良玉也不回來了，我

和姐，大嫂三人就擠在這炕上。」一宿無

話，第二天一整天，無任何消息，也不見

冬兒的蹤影。大嫂又焦躁起來，「難道出

了事？」腿一軟又倒在炕上。眾人正在著

急，忽見冬兒跑來：「報！——」碧華說：

「你就說吧，報甚麼報？急死人！」冬兒

說：「兩位將軍和狀元已經回府。」大家

欣喜萬分，臉上都有了笑容，急忙出門迎

接。

到了仙鶴臺前，只見林府大門大開，

甬道上十個宮人拉著一輛馬車，緩緩穩穩

地進來，良玉和秉義跟在車後，到了臺前

空地，人們立即圍了上來，只見秉仁躺在

馬車上。這時睜開雙眼，望了一圈，看到

了所有的人，微微一笑，又閉上雙眼。

大伯說：「他身子虛的很，別累著他，大

家回去吧。」大伯又指揮馬車向玉蘭院走

來，李伯小聲告訴眾人：「皇上怕用馬拉

車太顛簸，就派了十位宮人拉著車慢慢地

走。所以走到現在。」車子到了院門口，

一位高大健壯的宮人把秉仁背上，兩邊的

人扶著，背到秉仁的臥室，房間早已打掃

乾淨，炕上換了嶄新的被褥。眾人扶著，

輕輕地把秉仁放在炕上。第二天吃點稀

粥，第三天就吃了些面片。半個月後就能

坐起來了，二個月後就下地走路了，半年

後完全康復。「將軍府」的匾額，已高高

地掛在門樓上，甯府修茸一新，不久，除

了小翠仍留在瀟湘館，陪碧玉，其他柳家

人全部搬到將軍府。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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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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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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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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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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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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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國訊】這位美麗的女

孩來自伊朗，名字叫 Mahdis。
她只有 8 歲，現已被伊朗的媒

體封為「國際最美女孩」。不僅

伊朗人，其他許多國家的人們也

認為 Mahdis 是活生生的「洋娃

娃」，超級漂亮，在 INS 上她

已經擁有了百萬粉絲。

Mahdis 的父母為了防止歹

人，給 Mahdis 配了兩個警衛，

專門擔任她的保鏢。爸爸甚至做

出決定，辭掉原本的工作，堅持

每天開車送孩子上下學，包括外

出守在 Mahdis 的身邊。

國際最美女孩

爸爸做保鏢

【看中國訊】7 月 16 日第 71 屆艾美獎

（Emmy Awards）提名名單公布。《權力

的遊戲》（Game of Thrones）第八季獲 32
項提名，《切爾諾貝利》（Chernobyl）獲得

19 項提名而領跑限定劇獎項。

艾美獎是好萊塢電視屆最高獎項，頒

獎禮將於美國西部時間 9 月 22 日舉行。

今年 HBO 憑藉《權力的遊戲》、《切爾諾

貝利》等劇集的強勁表現，共獲得 137 項

提名，這一數字刷新了艾美獎單一平臺單

屆提名數記錄。

《切爾諾貝利》獲得「最佳限定劇集」

和「最佳男主角」等 19 項提名，《切爾諾

貝利》一共五集，自播出後在 IMDb 奪得

9.7 分的高分，將其它熱門劇《兄弟連》、

《絕命毒師》、《地球脈動》，甚至《權力的

遊戲》都甩在身後。路透社報導，自《切爾

諾貝利》今年 5 月播出以來，去那裡的遊

客人數飆升，當地一家旅行社 5 月以來預

定量增加了 40%。

該劇重現了 1986 年 4 月（即蘇聯解

體前 5 年），在蘇屬烏克蘭切爾諾貝利核

電廠發生的核反應爐爆炸之災，其主題直

指暴露核事故的成因：蘇聯是一個極其詭

秘的政權，下情不能上達，核電廠管理層

以至政府謊話連篇。

製作團隊為瞭解切爾諾貝利區的建

設，曾去核電廠進行實地考察及參觀，並

拍攝了少許實景片段。不過因為該區已經

荒廢多年，完全不適合拍攝，因此劇組在

立陶宛的伊格納利納核電廠（與切爾諾貝

利核電廠同一設計）完成拍攝。

有網友推薦此劇說：「你只要看了第一

集，就會不得不讚嘆，這部劇集的結構編

織得實在太好了……5 集不會浪費你太多

時間，會讓你重新思考懸在人類頭頂上的

達摩克利斯之劍。」

【看中國訊】美國漫威影業 7 月 20
日在聖地亞哥國際漫畫展上宣布，將推

出漫威第四階段新作，其中包含首部華

人英雄片《上氣》（Shang-Chi and the 
Legend of the Ten Rings），主要男主

角「上氣」將由加拿大華裔演員劉思慕

（Simu Liu）擔任，而反派「滿大人」

則將邀請香港影帝梁朝偉擔任演出。

消息傳出後，不少大陸網民上網

留言指稱該角色有涉嫌「辱華」的成

分，甚至揚言梁朝偉若不辭演該角

色，將「直接永久封殺」；也有人選擇

力挺：「東方壞人總是要有人演，不然

要找歐美人假扮東方人嗎？」

對 於 這 次 梁 朝 偉 接 演 漫 威 角

色，劉嘉玲表示「期待。」對網友的

爭執，她貼文向粉絲喊話：「KEEP 
CALM AND RELAX COS LIFE IS 

BEAUTIFUL（保持冷靜和放鬆，因

為生活是美好的）」。

另外，劉嘉玲近日在社交媒體上

貼出爬山與倒立照片並留言：「我從來

不相信什麼懶洋洋的自由，我嚮往的

自由是通過勤奮和努力實現的更廣闊

的人生，那樣的自由才是珍貴的、有

價值的。」不知是否因香港近日事件有

感而發。

梁朝偉遭轟「辱華」 劉嘉玲晒照談自由

惠食街
K&B Noodle House

(Chinese & Vietnamese Cuisine)
七天營業·上午十一時至凌晨一時·每晚九時後打冷、宵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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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276 - 3288

★

806 Centre St. NE, Calg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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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食街

王子島

Down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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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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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ntry Style Eel Fried Rice

 BBQ Combo on Vermicelli

家鄉黃鱔飯

特色越南檬粉

Country Style Eel Fried Rice

Steamed Fish
清蒸老虎斑

Chinese Artichoke Mushroom Geese Casserole
秘製冬菇支竹鵝乸煲

$22.99$12.99

$28.99

House Special Fish Soup with Rice Noodle
極品補鈣魚湯米線

$29.99

Oxtail Casserole
牛尾煲

純魚骨熬製
原汁鮮味

卡
城城獨獨一一家家

啫啫薑蔥黃鱔煲  $2999

 Eel with House Special Sauce  Casserole

薑蔥霸王雞  $999

Occupied King Chicken

秘製貴妃雞  $999

Royal Chicken 

南乳/紅燒豬手
Braised Pork Hock

 $999

乾燒大蝦  $999

Dry-Braised Shelled Shrimps

紅燒牛蹄
Braised Beef Feet

 $1599

家鄉黃鱔飯  $2999

Country Style Eel Fried Rice

藥膳醉雞窩 $2699

Chicken Pot with  Chinese Herbs

東坡肉
Dongpo Pork

 $999

名廚推薦特價菜品名廚推薦特價菜品

全
日提
供正宗越南

餐

越
每

日
午市粥粉面

飯

特
價

每日午市粥粉面飯特價每日午市粥粉面飯特價

$12.99 $23.99

$16.99

獲19項提名
《切爾諾貝利》
入圍艾美獎

1986年核電站爆炸慘劇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嚴重的核事故。普遍認為電視劇《切爾諾貝

利》基本上符合史實，但也有藝術虛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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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生：男人長壽的
10 個好習慣 記住了！

自古以來，健康長壽是人們

的心願，但是看看你周遭的許

多男性朋友，往往對於「健康養

生」的知識不當一回事，一旦身

體有了異狀又不在意，長期下來

對健康的危害很大。男性如何保

健？醫生給出以下的忠告。

幫助男人長壽的好習慣

戒酒護肝

大家都知道，酒精對健康的

危害甚大，但許多男性因為種種

原因而「做不到」戒酒，以致肝

臟飽受摧殘。戒酒可以護肝，降

低罹患相關疾病的風險，即使是

富含白藜蘆醇（resveratrol），
可以抑制癌細胞發展的紅葡萄

酒，也要少量飲用或不喝。

戒菸護肺

想要免除肺癌的威脅，首先

一定要戒菸，美國一項研究指

出，香菸中的主要化學物質會加

重沮喪的情緒，每天吸菸 20 根

或以上的人，自殺率是從不吸菸

者的 2 倍，且高達 80% 的肺癌

是吸菸所導致。

如果一時戒不了菸，可以多

男性

健康

吃些魚類、甜椒、菠菜、蔥蒜、

胡蘿蔔、橙黃色水果等，以及經

常喝茶，以減輕吸菸的危害，但

是仍要努力戒菸。

喝水清潔腎

多喝水可以幫你清潔腎，英

國腎臟研究中心的研究指出，如

果每天至少喝 2 公升的水，得

腎病的機率可以降低 80%。喝

水的時間點可以分散，不要一下

子猛灌太多，例如：早上起床

後、晚上睡前、飯後半小時、運

動後、心情煩躁時，都適合適度

補水。

保衛前列腺

陽光可以幫我們的皮膚製造

維生素D，而維生素D能夠在血

液中合成抑制疾病的物質，只要每

天晒 15分鐘的太陽，就可以起到

把得病機率降低一半的功效。不

過，晒太陽要避開陽光太強的時

段，再適度擦些防晒油就可。

運動護結腸

根據美國人體營養研究中心

的研究，如果能每天進行一定時

間的有氧運動，尤其是快步走、

慢跑，對於防止食物在身體內逗

留的時間過長很有幫助。此因午

餐在結腸裡停留的時間越短，則

轉化成一些不良物質，乃至癌細

胞的機會就越小。

減重更健康

現代男性的體力活動減少，

容易發胖，體重過重會對心臟、

於減少 1/3 中風的機會。

飲食清淡

長期進食重口味、油膩和油

炸食物，會增加患血管疾病的危

險，而男性通常外食、應酬的機

會較多，比較難以避免，久之也

容易養成嗜食高鹽、高油的不良

習慣。男性應多吃些清淡的食

物，少油、少鹽，常吃大蒜和魚

類，適量喝一點紅葡萄酒，有助

於降低膽固醇的含量。

吃飯細嚼慢嚥

人的壽命和飲食密切相關，

除了吃飯七、八分飽以外，吃得

太快也不利健康，應該細嚼慢

嚥。如果將精白、細軟的澱粉類

主食快速吃完，血糖上升速度會

給胰島素帶來很大的壓力，不利

於糖尿病的預防。精白澱粉食物

搭配肉類，也會讓血脂的控制變

得更困難，運動不足者，35 歲

後會容易患上糖尿病、脂肪肝、

高血脂等疾病。

   有異狀及早就醫

許多男性不愛進醫院，總嫌

看病麻煩，沒時間找醫生，殊不知

小病延誤成大病，喪失最佳治療時

機更划不來。維持每年例行體檢的

習慣，是保持健康的好方法。

身體如有異狀應及早就醫檢

查，例如：有些男性會在運動或

其他體力活動以後，出現胸口疼

痛的情況，通常休息片刻，胸痛

就會停止，但也有可能是心臟病

的早期症狀，最好去醫院進行檢

查。此外，許多疾病都帶有遺傳

性，男性對於自己的家族病史應

該加以瞭解，以便提高警覺，及

時預防，做好日常保健的工作。

是這些藥並不能真正的清除病

毒，而是抑制病毒複製，大約一

到二年就會產生抗藥性，但是產

生抗藥性的病毒活性很強，需要

用新藥不斷的去壓制它，而且這

些藥也有些副作用。C 型肝炎到

目前雖有藥物可壓制，病毒很容

易就失控，還是要用干擾素，干

擾素的副作用極大，產生類似重

感冒的症狀，如：發燒、畏寒、

疲倦、肌肉酸痛、頭痛、食慾不

振等，還有掉髮、白血球及血小

板數目降低，心情容易焦慮、憂

鬱、煩躁、疲倦及容易失眠，還

有腸胃症狀，如：食慾不振、噁

心及腹瀉等，而且干擾素治療

後，復發率極大，令人很沮喪。

中醫治療病毒性肝炎，還

時間是 10 至 20 年。肝硬化可

說是肝癌三步曲診斷上的一個空

窗期。肝炎，肝指數（AST，
ALT）會升高；肝癌抽血可驗

到胎兒蛋白（AFP，一種醣蛋

白）升高；肝硬化晚期可以表

現出腹水、食道靜脈曲張、肝昏

迷（肝性腦病變）等等，但都

為時已晚，初中期只可在超音波

上看到肝表面粗糙，很難確切診

斷。肝硬化最後的治療必須要肝

臟移植，預後相當的不好。

B 型 肝 炎 目 前 有 四 種 藥

可 以 壓 制 病 毒 複 製： 干 安

能（lamivudine）、 干 適 能

（Adefovir）、貝樂克（Entecavir）
及 喜 必 福（Telbivudine）， 但

滋陰疏肝 可降肝指數 是在調整陰陽。肝為剛臟，體陰

而用陽，用藥切忌剛猛，因此滋陰

疏肝的藥物就常常使用，如：沙

參、麥冬、當歸、生地、枸杞、川

楝等，消炎藥有半枝蓮、茵陳、梔

子、龍膽草等，可降肝指數。

慢性肝炎還有個特點，有些

人肝炎肝指數居高不下，這時是病

很久，肝內酵素外漏，細胞膜沒有

修復的關係，可使用些修復藥物，

讓肝指數回復正常。

中年以後，男性們普

遍發覺自己的體力逐漸衰

退，許多年輕時身強體壯，

幾乎百病不侵的男性，身

上都有一些疾病逐漸浮現。

男性們先天的體質基本上

比女性好，但是男性為甚

麼比女性的平均壽命要來

的短？

關節等造成負擔。經常參加體育

鍛鍊還有助於減重，體型變得更

好，也更加健康。

調查指出，越胖的人，離方

向盤的距離越近，則受傷的機率

也越大。BMI 指數在 20 左右最

理想，減掉身上的贅肉，體重指

數 BMI 每降低 2 點，免於罹難

的機率就提高了 1/3。
避開中風風險

芬蘭的一項研究發現，男性

每天喝半升橙汁，能夠降低血

壓、膽固醇，以及動脈血管的損

壞，此因橙汁中富含抗氧化劑維

生素 C。

還有一種常見的好蔬菜——

菠菜，它含有大量葉酸，也有助

癌症目前仍是十大死亡原

因的第一名，癌症死因

中，肝癌在男性是第一

名，在女性則是第四名。

肝癌一旦確診，死亡率也

是很高的，令人聞之色變。

肝癌最重要的發生原因還

是因為罹患了慢性肝炎，感染

了 B 型肝炎病毒，或是 C 型肝

炎病毒。初期沒有症狀，即使急

性發作也幾乎沒有黃疸。但大家

很熟悉的肝癌三步曲：肝炎、肝

硬化、肝癌，悄悄的不斷進行的

中醫治療病

毒性肝炎，

還是在調整

陰陽，常常

使用滋陰疏

肝的藥物。

減重更

健康。

◎  文：洪承洋

醫 師 講 堂
◎  文：鄧正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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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客牛排 牛肉眼扒 肋骨牛排

清真新鮮

牛眼肉扒

連背雞腿
整雞

清真新鮮

小背脊牛排

芭莎香料烤餅

芭莎曲奇餅

傳統黎巴嫩甜點

每日推出特價商品，
請查詢我們的臉書頁面

Follow us on FACEBOOK!芭莎
購物有

花費滿 $250

2L橄欖油
FREE

Olive oil

免費獲得

禮

限時優惠

橄欖油橄欖油
FREE

Olive oil

免費獲得

限時優惠 新 鮮 烘 培

bashafoods.ca

七天營業  早 9:00 ～晚 9:30
有效期：2019 年 7 月 22 日～ 8 月 4 日

2717 Sunridge Way N.E T1Y 7K7
403.280.6797

小背脊牛排混合絞肉（羊/牛）

清真肉類
國際食品超市

◎ 文：邊吉 圖：Fotolia

豬肉片烹調時間短，備餐快速。變化不同部位的肉片，享

受更多樣化的肉片料理。豬肉片料理

梅花肉

梅花肉屬於豬上肩胛

肉，是豬隻運動量較

大的部位。

梅花肉有筋有肉，切

肉片適合涮煮、燒烤。

不同部位的肉片，肉

質與肉味不盡相同，

適合採用不同的烹煮

方式來區別處理。

五花肉

五花肉是豬隻的肚腩

部位，含有大量的油

脂，風味特別強烈。

五花肉越煮越入味，

適合用來燉煮。

前腿肉

前腿比較單純就是指

腿部部分。此部位脂

肪甚少、膠質多。

怕吃油脂的人，常會

挑選此部位。

里肌肉

里肌肉位於豬隻背脊

的中央，油脂偏少、

肉質富有咬勁。

里肌肉片不適合長時

間烹煮。

不同部位的
豬肉片煮法

豬肉
分解

里肌肉

五花肉

梅
花
肉

前
腿
肉

作法

備料：泡菜切小塊，蔥白切段，

蔥綠切絲。肉片以醃料醃30分鐘備

用。

熱油鍋，下肉片，豬肉變色才翻

動，取出備用。

原鍋下泡菜和蔥白炒香，放蔬菜炒

熟軟，倒回肉片炒均勻，加調料，大

火翻炒均勻即可起鍋，裝盤後撒上蔥

綠絲。

豬五花肉片300g、韓式泡菜1碗、洋

蔥絲100g、紅蘿蔔絲、青蔥適量。

醃料：泡菜汁、蒜末1小匙、米酒1
匙。

調料：洋蔥泥2大匙、蒜末1匙、醬油

2大匙、芝麻香油適量，攪拌均勻。

食材

炒肉片的時間最好不要太長，以

免肉質硬化。烹調前先醃醬汁可

加強風味，即使烹調時間短，也

不影響入味效果。

泡菜炒肉片

作法

備料：肉片以醃料醃5分鐘備用。

肉片先汆燙，肉變色即熄火，取出

肉片瀝乾。

重新煮一鍋水（需要的湯量），薑

塊拍破放到湯裡，熬煮5分鐘。

肉片和菜梗同時放入鍋，煮滾再下

菜葉（只用梗部分，口感更協調）。

加鹽調味，攪動均勻，湯滾即可熄

火，撒一點兒香油即可上菜。

豬里肌肉片200g、薑一小塊、青菜

200g。

醃料：米酒1大匙、蛋清1大匙、太白

粉2小匙、鹽1/4小匙、白胡椒粉少

量。

食材

如何改善瘦肉煮湯口感乾柴？首

先避免肉中水分流失。肉切好後

裹粉上漿，鎖住肉中的水分，保

持鮮嫩的口感。

肉片清湯

備料：刀豆摘除頭尾，沿頭尾撕除

邊緣兩側的筋絲，使口感更佳。肉片

以醃料醃30分鐘備用。

刀豆在滾水煮3分鐘，撈起瀝乾。

肉片平鋪，刀豆放上面，捲成肉

捲，收口處灑上少許太白粉幫助黏緊

固定（視肉片大小決定刀豆數量）。

熱油鍋，將肉捲收口面朝下放入鍋

中，豬肉表面煎金黃即可起鍋。

生菜、肉捲依序裝盤，即可上菜。

肉片先醃漬再煎烤，不僅增添風

味還能軟化肉質，使口感更加滑

順。此外，滋味濃郁的肉片搭配

清爽的蔬菜，相得益彰。

食材

作法

豬五花肉片、刀豆、生菜適量。

醃料：醬油3大匙、味霖1大匙、米酒

1小匙。

刀豆肉捲

作法

備料：蔬菜以開水浸洗後瀝乾，充

分甩脫水分。

水滾下豬肉片，肉變色攪動使肉片

受熱均勻，水再滾撈起瀝乾水分。

胡麻醬：將白芝麻粒放入調理機

中，打成粉狀。芝麻粉與調味料混合

均勻即可。依序將蔬菜、豬肉片裝

盤，最後淋上胡麻醬。

豬里肌肉片（厚度約0.2cm）、小西

紅柿剖半、生菜適量。

胡麻醬：熟芝麻粒3大匙、醬油1匙、

味霖2小匙、糖1小匙、白醋 1小匙、

蛋奶醬2小匙。

食材

夏天想要吃得輕巧一些，又不想

餓肚子，可選擇加了肉類的溫沙

拉。因為胡麻醬油香豐富，搭配

少油脂肉片比較爽口。

胡麻醬豬肉沙拉

（一人份）



肉片烹調前

先醃製，即

使烹煮時間

短，入味效

果也會好。

滋味濃郁肉

片配口味清

爽刀豆，口

感更順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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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於我們住新房了

某地發生一場火災，當時火

勢兇猛，儘管及時控制火勢，

但整個屋子一片狼藉，牆面開

裂房門被燒焦，床也只剩下骨

架。妻子很傷心，丈夫只好安慰

她：「不就是一套房子嘛，大不

了重新裝修，相當於我們住新房

了。」

許多人在事後聽到，都肯

定了這位丈夫的態度，紛紛表示

女方嫁對了人。有人提到，自己

丈夫也是這樣。他說，如果是因

為失去了某物品而去呵斥或訓斥

相關的親人，那麼如此一來，失

去的有可能不止是單單一樣物品

了。

當事情發生時，一味責備，

不僅不能挽回損失，反而有可能

激化矛盾，讓另一半更加懊惱。

釀成大錯的人本來內心已經非常

內疚、難過，如果對方不體諒、

不原諒，繼續責備說教，那麼

就可能在不幸的基礎上雪上加

霜。 責 備 一

出 口， 就 意

味著傷害。

夫 妻 關

係 的 殺 手，

有時並不是

出 軌、 家

暴， 而 是 在

我遇到困難

時，你沒有幫一把；在我痛苦難

過時，你依然在不依不饒地指

責。

完全不差這點錢

另一個妻子，有次在街頭

碰見私募機構發放傳單，機構

看起來非常正規。於是她聽信

了宣傳，結果把家裡準備做生

意的 30 萬元全部投進去。

當她回家和丈夫說了之

後，敏感的丈夫立即認為這是

個騙局，但妻子並不相信。半

個月後，妻子發現那家私募機

構早已人去樓空。

這時妻子感覺天都要塌

了，30 萬對於一個事業剛剛起

步的小家庭來說，並不是小數

目。然而，當她哭著給丈夫打電

話時，丈夫卻一句責備的話都沒

有，只是一個勁地安慰她：「錢

沒了咱們可以再賺，你看現在飯

店生意越來越好，完全不差這點

錢。你就當這錢捐獻了，況且並

不是沒有希望找回來。」

這件事情丈夫後來再也沒有

提起過，讓妻子既感動又內疚。

夫妻關係，往往就在某一個

被責備的時刻轟然倒塌。在對方

犯錯時，一味地責備，不僅不會

讓他深刻認識到錯誤，反而更容

易激起他的攻擊欲，讓他感到自

尊受挫，這種爭執只會讓對方

離自己越來越遠。放下責備，

不糾結對錯，得理依然可以饒

過對方。

「親愛的，我愛你。」

有個故事講的是一對夫妻

婚後育有一個男孩，卻因母親

一時疏忽，男孩誤食藥物不幸

身亡。父親見到悲痛欲絕的妻

子並沒有責備，而是摟住妻子

對她說了一句：「親愛的，我愛

你。」

孩子的離去對於妻子而

言，已經痛不欲生，丈夫的指

責只會加劇妻子的痛苦，而不

會起到其他任何作用。

孩子不會死而復生，悲痛

也不會因為指責而減少一分。

如果能夠擁抱對方，彼此溫

暖，互相鼓勵著走出困境，才

是最理智的選擇。

孩子生病，丈夫責備妻子

照顧不周；丈夫應酬醉酒，妻

子責備他沒有分寸；碗洗得不

乾淨，衣服熨燙得不平整，臭

襪子隨便亂扔⋯⋯每天充斥在

婚姻生活中的指責、抱怨、不

滿，在不知不覺中，消耗著彼

此的耐心和關心，曾經的欣

賞、愛慕和激情在磕磕碰碰中

消失殆盡。

所以，當他犯錯時，試著

擁抱他，試著說沒關係。有人

說，家是人生的避風港。畢竟

現在的我們，在外已經刀槍劍

戟，在家請多一點諒解和溫暖。

最好的夫妻關係
是遇事不責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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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商品

Green Grapes綠葡萄

本週熱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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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00$ 箱
(18 磅 )

 

有人說，家庭

不是論對錯的地方，重

要的是，在最無助和軟弱的時

候，在最沮喪和落魄的時候，有

她（他）托起你的下巴，扳直你的脊

梁，命令你堅強，並陪伴你左右，共

同承受命運。那時候，你們之間的

感情除了愛，還有肝膽相照的義

氣，不離不棄的默契，以及

銘心刻骨的恩情。

故
事

故
事

故
事

32 Ave NE

52
 St

. N
E

Temple Dr. NE

Kevin and
Amanda's Nofrills

N    5401 Temple Drive NE, Calgary
（東北區 32 大道與 52 街交叉口東北 Mall 內）
   營業時間：每天早 9 點至晚 10 點

Kevin and Amanda's 更多熱賣

nofrills.ca * 廣告如有錯漏，以店內標價為準 Refer to price tags in the store, in case of discrepancy of printing errors in this Ad

有效期： 2019 年 7 月 26 日至 8 月 1 日
平民菜店 超市規模無法拒絕的低價

Kevin and Amanda's

Hellmann's Mayonnaise 340/455ml or
Kraft Salad Dressing 475ml

蛋黃醬 /沙拉醬

Melona Ice Bar 560ml

Cavendish Fries, 700g
薯條

T&T Tropical Cake 180g

COCA-COLA, Canadian Dry or 
Pepsi Soft Drinks, 2L

可口可樂
薑汁飲料
百事可樂

Avocados
牛油果

Pork Split Side Ribs, Fresh
新鮮排骨

Arm & Hammer Laundry Detergent
1.81-2.21L

品牌洗衣液
Degree Deodorant 48.85g Lever 2000
4×89g Soap Bar or Body Wash 532ml

體香劑 /香皂 /沐浴露
PC Waffl es 390g or Pillsbury Toaster Strudel 326g

威 化 餅 / 土
司果醬餡餅Maple Leaf Top Dogs

Wieners, 375g

楓葉牌熱狗

200
EA

沙拉 /多彩捲心菜
Dole Classic Garden Salad 340g or Colorful
Coleslaw 397g

100
EA

New Zealand Short Cut Lamb Leg
新西蘭羊腿

Melona冰棒

T&T 蛋糕

001 EA

2 00
EA387

Mazola Canola or 
Vegetable Oil, 1.18L

菜籽油 /植物油

2 00
EA

EA200
EA

Blueberries No. 1 Grade
藍莓

LB

Mini Cucumbers or GrapeTomatoes

迷你黃瓜 /
小西紅柿

Red, Yellow or Orange Sweet Peppers
紅 /黃 /橙甜椒

EA 300
or 1.5 EA

002

EA LBEA
00
LB

EA

100
EA

EA

迷你黃瓜 /
小西紅柿 牛油果

EA
002

蛋黃醬 /沙拉醬

Air Chilled PC Whole Chicken
新鮮整雞

200
LB

002 LB

2 00 100
EA

藍莓

迷你黃瓜 /
PINT

PINT 2/
EA

100
EA

4.41/KG

4.41/KG11.02/KGLB
5

200
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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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 : 2019 年 7月 26 日∼ 8 月1日

泰國產
椰青

BC 產
空心菜

加州產
白油桃

加州產
特級紅蘋果

BC 產
小白菜

中國產
蓮藕

三小姐牌
特級香米

Farm Fed
大老鴨

海燕牌
沙河粉

媽媽牌
即食麵

帶皮五花腩

BC 產
四季豆

加州產
小芋頭

加州產
茂谷柑

安格斯牛腱
連骨 ( 原袋 )

加州產
哈密瓜

加州產
秋葵

大廚牌
魚露

帶皮豬腿肉

台灣產
番石榴

游水肉蟹

聖路易斯
豬排（原袋）

原箱
$2.29/ 磅

震撼價震撼價震撼價

震撼價 震撼價震撼價 震撼價 震撼價

冬陰功
蝦味

雞全翼
( 家庭裝 )

新鮮原條
將軍斑

清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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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七天營業   早 9:00~ 晚 9:00

BBQ DUCK WHOLE
 $6.00 OFF 

憑此優惠券 

整隻烤鴨

有效期 : 2019 年 7 月 26 ∼ 8 月 1 日

有效期 : 2019 年 6 月 7 日∼ 6 月13 日

上海白菜
墨西哥產
大呂宋芒果

BC 產
短紹菜

三小姐牌
特級香米

墨西哥產
嫩茼蒿

匯豐牌
即食湯粉

日昇農場
椒鹽火雞翼

夏威夷
黃木瓜

墨西哥產
泰國香蕉

墨西哥產
綠甜椒青芒果

三小姐牌
魚露

豬大腸

華盛頓產
特級富士蘋果

墨西哥產
大番茄

新鮮特級
大老雞

墨西哥產
日本南瓜

美極牌
醬油

新鮮
小雞腿

墨西哥產
紅毛丹

新鮮原條
碧古魚

特級牛腱

原箱
$1.19/ 磅

耆英日
所有商品九折

週三 6 月 12 日

每週七天營業   早 9:00~ 晚 9:00

震撼價

震撼價震撼價 震撼價

雞肉味

牛肉味

新鮮豬腿肉
連皮

高高牌
蘇打椰子水

原箱 $41.99
（15 磅）

原箱
$5.99/ 隻

（10 隻）

Lucky Extra Large Royal 
Whole Steamed Chicken

原價：$19.99

憑此優惠券 

好運龍崗特大貴妃雞

$1㘀.99
Forest Lawn 店清真肉食專櫃現已營業 有效期 : 2019 年 6 月 7 日∼ 13 日

優惠券 

$㘀 / 隻省

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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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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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純的豆腐是否成為美味佳餚，

取決於高超的廚藝。山東名菜鍋塌豆

腐，以魯菜獨有的烹調方法「鍋塌」燒

製豆腐，成菜色澤金黃，香氣濃郁，

入口柔軟沁香。食者如清嘉慶進士梁

章鉅（號茝鄰），烹飪飲食頗為講究

之人，都深受這道豆腐菜的吸引。

話說在道光年間，梁茝鄰任山東

按察使時，曾與多位官員一起在濟南

大明湖邊的餐館「薛荔館」吃飯喝酒。

宴會中場，侍者上菜，端給每人一小

碟，碟上盛裝 2 個方塊。這方塊入口

異常美味，席間眾人都很驚豔，紛紛

好奇食材為何？結果，方塊原來是豆

腐料理。

多年後，梁茝鄰每每想到這道豆

腐菜，便非常想念，在其著作《歸田瑣

記卷七》中感歎：「此後此味則遂如《廣

陵散》，杳不可追矣。」直到晚年，

每遇宴客，總想仿製此菜，雖極力回

想，努力還原這道菜，但總覺不如在

山東濟南吃過的那道豆腐菜。

至於那道豆腐菜，後人認為就是

濟南傳統菜 ── 鍋塌豆腐。由於宴飲

方式變遷，宴席由小碟改為大盤，並

多用圓桌圍餐。因此那道豆腐菜也隨

之發生變化，由一塊塊而合為一盤。

鍋塌菜類是魯菜中的特色，鍋塌

的「塌」是指先煎硬後煨軟的烹調法，

除了經典名菜鍋塌豆腐，常見的鍋塌

菜還有鍋塌魚、鍋塌菠菜、鍋塌里

脊、鍋塌土豆等。其特點是原料透過

掛雞蛋糊再煎，可以定型而成一體。

文學家梁實秋先生也喜歡吃鍋塌

豆腐，他曾在《豆腐》一文中描述這道

菜的作法：「切豆腐成許多長方塊，厚

薄隨意，裹以雞蛋汁，再裹上一層芡

粉，入油鍋炸，炸到兩面焦，取出。

再下鍋，澆上預先備好的調味汁，如：

醬油、料酒等，如有蝦子羼入更好。

略烹片刻，即可供食。雖然仍是豆

腐，然已別有滋味。」

豆腐別有的「滋味」，就是廚藝的

展現。鍋塌豆腐，主料簡單，就是豆

腐，而輔料選用，則豐儉由人；簡單

的肉末、蔥薑調味，或是高級食材入

味，都各有不同風味。

下一次，家裡要是製作豆腐菜，

不妨試試這道鍋塌豆腐。只要用心去

做，相信都是暖心暖胃的好味道。

鍋塌豆腐
中國名菜故事

鍋塌豆腐，魯菜中的經典名品，其美味曾被比喻為人間仙曲
《廣陵散》般珍貴難得。

◎ 文：斯玟

＜

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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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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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作
品
。

攝影：愛德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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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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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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脊骨
Pork Backbone

was原價 $1.99/lb
Now 特價 $1.29 /lb

豬肝
Pork Liver

was原價 $1.99/lb
Now 特價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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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was 原價 2.99/lb

Now 特價 $1.99 /lb

豬脾瘦肉

Pork L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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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舌
Pork Tongue

was 原價$3.49/lb
Now 特價 $1.49 /lb

豬心
Pork Heart

was 原價$2.99/lb
Now 特價 $1.49 /lb

was 原價$7.99/lb
Now 特價 $5.99 /lb

新鮮牛尾
OX Tail

was原價 $2.19/lbwas原價 $2.19/lbwas原價 $2.19/lbwas原價 $2.19/lb
Now 特價 $1.59 /lb

was 原價$7.99/lb

 $1.99 /lb

Now 特價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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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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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0屆卡城民俗音樂節
適合全家人參加的文化和音樂大匯

演。 70 多位亞省和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同

台表演。現場還有家庭區，有互動式活動

和現場娛樂。Talk Tent 有喜劇演員和脫

口秀演員、還有工藝品、全球各地的美食

等等！ 欲了解完整的音樂家陣容和門票

信息，請訪問網站。

時間：7 月 25 日～ 7 月 28 日

地點：Prince's Island Park
網址：calgaryfolkfest.com

卡城歷史週

Chinook Country Historical Society
連同夥伴組織一道，高興地為您推出第

29 屆卡城歷史週活動。

窺探過去的遺跡，了解開拓者們曾經

擁有的激情和時光。這裡有適合每個人的

東西，包括音樂、電影、舞蹈、藝術或者

是戲劇。大多數的活動都是免費的，但非

常感謝您的捐款。活動空間有限，請訪問

網站了解哪些活動需要提前登記。

時間：7 月 26 日～ 8 月 5 日上午 8
點～晚 10 點

網址： chinookhistory.ca/historic-
calgary-week

C-Square夏日集市
Stephen Avenue 的集市已經搬遷

了，現請加入 C-Square 的夏日集市。在

忙碌的一天還給您一個透氣的都市空間，

在此您會見到各種超棒的本地商家，有農

產品、肉類、麵包、麵點、藝術品、流行

服飾、保健用品等等供您選購。 
時間： 週二，7 月 30 日上午 10 點～

下午 4 點

地點：4 Street & 7 Avenue SE

寵物競技

這是不可錯過的活動，包括法國和英

國鬥牛犬賽跑等等，歡迎帶著寵物參加。

時間： 7 月 27 上午 10 點～下午 4
點；7 月 28 日上午 11 點～下午 4 點

地點：Eau Claire Market 
地址：200 Barclay Parade 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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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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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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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壽險 | 投資 | 稅務 | 退休 | 資產傳承

Financial Planner & Life Insurance Broker
403-585-9446

夏 勇

理財保險顧問
M.Sc.Yong Xia

旅遊探親保險

RRSP/TFSA投資重大疾病保險

人壽分紅保險 個人團體 RE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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