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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貿易官員重啟

談判，在7月31日只持續了

半天就結束。美國貿易代

表萊特希澤和財政部長

姆努欽7月30日抵達上海

時，川普總統連續發推

文，稱如果中國持續拖延

談判，將會面臨更糟糕的

後果。中國外交部對川普

的推文做出簡短生硬的

回應。

記者林佳綜合報導

美國貿易代表團7月31日在上海與中方舉行會談。(美國之音)

本週的美中貿易談判是美中

兩國領導人自上個月達成貿易休

戰共識以來，舉行的第一次面對

面的談判。中方在歷史悠久的黃

浦江畔和平飯店為美方舉行了工

作午餐，雙方週三只舉行了半天

的會談。

會談前口水戰

在川習 6 月大阪峰會之後，

川普表示，他將不會對另外大約

3000 千億美元中國輸美產品加

征關稅，並且將放鬆美國對華為

的一些限制，但前提是中國要承

諾購買美國的農產品。

川普在 7 月 30 日的推特上

說，中國並沒有履行承諾：「中

國本應該現在就開始購買美國農

產品，但現在沒有跡象表明他們

正在這麼做。這是中國的問題，

他們就是說話不算數。」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7
月 31 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否認

川普推文的指責，「這個時候美

方要放話來試圖極限施壓，我認

為是沒有意義的。事實上，自己

生病讓別人去吃藥，也是沒有任

何用的。」

公告暗藏分歧

中國商務部週三晚些時候表

示，此次貿易談判涉及採購美國

農產品問題，並提到雙方進行了

「富有建設性和深度的交流」。

白宮隨後發表聲明指「雙方

討論了強制技術轉讓、知識產

權、服務業、非關稅壁壘和農業

等議題。中方確認他們對增加採

購美國農產品出口的承諾。這些

會議是建設性的。」但最後強調

說，希望 9 月份在美國首都華

盛頓的會議就達成「可執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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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協議進行談判。

《美國之音》評論說，對此

次貿易談判，各方都持低期望

值。海外有中文媒體分析，雙方

的公告暗藏了兩國的分歧。

（下文轉 A2）

貿易戰轉競選戰
上海談判 止步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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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接 A1）中方公告稱

「深度的交流」，意即兩方分歧

很大。中方公告在提及對美國農

產品的採購時，加了限定詞「根

據國內需求」，即是指雙方在農

產品採購量上很可能還沒有達成

一致。而在美方的公告中，「強

制技術轉讓」被放在了第一位。

雙方的公告沒有提及華為的

問題。川普曾表示美國企業可以

向華為出售零部件，但是前提是

「不能威脅美國的國家安全」。

7月30日商務部長羅斯（Wilbur 
Ross）表示，下週之前，有可

能向美國企業發布對華為的出口

許可決定。但《華爾街日報》評

論，「沒有任何確鑿跡象顯示，

此事真的會在幾週內發生。」

貿易戰轉向競選戰

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

學院講席教授謝田分析，如果中

國不做出巨大改變，中美貿易戰

就會陷入死結的境地。目前美

國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對

美國的出口，佔中國全部出口

的 20%，中國從美國的進口，

佔中國全部進口的 10%；中國

對美國的出口，佔中國 GDP 的

3.8%，而美國對中國的出口，

只佔美國 GDP 的 0.65%。在

2015-2016 年間，美國對中國

的最大出口，是飛機、大豆、汽

車、電子產品器件，及核反應爐

及發電設備，這些產品都是中國

經濟發展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可

說中方手中幾乎無牌與美方對

抗。若答應美國提出的結束不公

平貿易，停止強迫技術轉讓，停

止單方面的巨大貿易赤字等要

求，則會改變中國的國家資本主

義道路。

目前中國面臨著產業鏈大幅

度外移以及失業潮危機，而美

國的經濟形勢一直在轉好。國

際貨幣基金會 7 月預測美國今

年 GDP 將可增長 2.6%，高於

4 月的預測值，主要原因是美國

2019年第一季度經濟優於預期。

各界分析人士均認為中國在

實拖延戰術，期望美國大選，政

壇出現變數。阻擊川普連任可以

說是中美貿易戰中的第二戰場。

中國流亡富翁郭文貴在自

媒體節目中表示，中方正在計

畫使用「四種武器」，阻止美國

總統川普 2020 年再次當選。這

四種武器分別是：被紅色資本

侵蝕的華爾街領袖、親中共的

華盛頓政治領袖及遊說團體、

對川普具有敵意的一些美國主

流媒體，以及扶持部分海外華

人和亞裔美國人登錄美國政

壇。他認為，2020 年的總統大

選並不是共和黨或民主黨之間

的競選活動，實際上是川普總

統與中共之間的競選活動。

北京或得不到協議

顯然川普政府明白中方的意

圖，7 月 30 日的推特上川普寫

道，「中國方面的問題是他們在

等。但是，假如我贏得選舉，他

們將獲得的協議要比現在談判的

更嚴峻，或者根本就得不到任何

協議。」如川普推特所言，如果

川普贏得連任選舉，有一種可能

是，北京得不到任何協議。

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

王志軍在 7 月 24 日會見美國全

國商會代表團，就中美經貿關

係、市場開放與合作等議題進行

了交流。王志軍亦是此次中方貿

易談判代表團成員之一。

路透社稍早引述 3 名匿名

消息人士透露，此次出行，美國

企業高管代表團警告中方談判代

表，如果未來幾個月無法達成協

議，未來達成協議將會變得極度

困難。「達成協議，這將不是件

容易的事，但若過了今年 12 月

31 日，就將不可能（產生協議）

了。」一名美企高管告訴路透社。

謝田也表示，川普有可能在

這個總統任期內就終結中美貿易

談判；而如果連任當選後，川普

可以作為的空間會更大。而從當

前的形勢來看，川普贏得連任選

舉的概率非常大。

北京未卜的抉擇

似乎是兩種意見的體現，近

期美國出現了兩封公開信。《華

盛頓郵報》在 7 月 3 日刊登了一

封題為「中國不是敵人」的公開

信。此信由一群中國問題學者聯

名撰寫，呼籲川普與國會不應把

中國當成敵人，美中兩國必須在

競爭與合作之間保持平衡。

作為回應，7 月 19 日美國

上百名專家共同聯署了另一封公

開信，敦促總統川普堅持到底，

擊敗中共。信中提到，北京政權

壓迫宗教與言論自由，箝制香港

的自治權，違反世界貿易組織所

制定的國際規範，強迫人民與全

世界接受其理念，這些都與美國

的戰略利益對立。執筆者是美國

前太平洋艦隊情報和信息作戰處

處長法內爾（James Fanell），
他寫道：「我們堅決支持中國人

民，其大多數都希望過和平的生

活。但我們不支持中共政府。」

自媒體人蕭茗認為，目前美

中之間正在經歷一個顛覆性的大

反轉，此趨勢還在繼續發展。美

國在調整全球的戰略，確定誰是

對手，誰是盟友，誰是敵人，以

制定擊敗敵人的戰略，關係全球

的戰略布局。在此背景下，更多

西方傳統勢力重回政壇，而香港

堅守民主的運動、臺灣大選等事

件與之呼應，將逼迫北京政權面

對變還是不變的命運抉擇。

【看中國訊】在持續的市場

預期下，美聯儲於美國當地時間

7 月 31 日 14:00，如期降息。

制定政策的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

(FOMC) 將隔夜拆借利率目標

區間下調至 2% 至 2.25%，較

之前的水平下調了 25 個基點。

作為一項防範性舉措，不是針對

目前的經濟問題，而是針對未來

可能出現的問題。

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在批准

降息時，提到了「全球形勢對經

濟前景的影響，以及通脹壓力

的減弱」。該委員會稱目前的

經濟增長「溫和」，勞動力市場

「強勁」，但決定無論如何都要

放鬆政策。

該利率與大多數形式的消費

者債務掛鉤，可能幾乎立即對降

低信貸成本產生影響。

降息引發了兩種不同意見，

美聯儲以 8:2 的投票比例通過本

次利率決定。堪薩斯城聯儲主席

喬治 (Esther L.George) 和波士

頓聯儲主席羅森格倫沒有像許多

觀察人士預期的那樣投贊成票。

決議公布之後，美元指數短

線漲幅擴大至近 30 點，刷新日

高至 98.45，隨後自高位回落。

歐元兌美元、英鎊兌美元均短線

跌約 50 點，英鎊兌美元再度跌

破 1.22 關口。

國際黃金進一步走低，最

低跌至 1415.99 美元 / 盎司，較

利率決議後的高位跌去逾 14 美

元。但隨後很快大幅反彈，現報

1430 美元 / 盎司，接近收復美

聯儲利率決議後失地。

美股收窄跌幅，道指現跌

0.04%，納指漲 0.15%，標普

500 指數基本持平。

國際油價短線寬幅震盪，

美、布兩油均一度急挫近 0.5 美

元，現基本收復失地。

看
十年來首次！
美聯儲宣布降息

貿易戰轉競選戰
上海談判 止步不前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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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7 月 25 日，美

國國會眾議院兩名議員——德克

薩斯州的共和黨議員麥克．麥考

爾（Michael McCaul) 和 紐 約

州民主黨議員、兼眾議院外委會

主席的艾略特．英格爾（Eliot 
Engel)，讚揚了加拿大在引渡華

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到美國的案

件方面遵守了法治，並對中國針

對加拿大公民採取的敵對報復措

施表示憂慮。

孟晚舟是華為老板任正非的

女兒，2018 年 12 月，她在加

拿大被依法拘留，正在等待引渡

之中。美方要求加方能引渡孟晚

舟到美國受審，罪名是銀行欺

詐，陰謀電匯欺詐，陰謀欺騙美

國政府等其他重罪。而中方則展

開報復行動，抓捕了幾位在中國

的加拿大公民和前官員。

麥考爾說，中國的「人質外

交」非常糟糕。被抓捕的加拿大

人包括康明凱和斯帕弗，他們從

去年就被抓了，至今沒有受到審

判，而且遭到了不公正待遇，比

如常常不讓會見領事，不讓聘請

律師，長時間受到審訊等等。而

被加拿大扣押的孟晚舟，不僅受

到了公正的待遇，她的醫療、法

律和其他方面的需求，都得到了

滿足，而且一直是保外監視居

住。兩廂對比相差巨大，顯示出

加方致力於維護法治。麥考爾

說，他表揚加拿大政府的做法，

並對加拿大公民為中共國的非法

和瀆職行為付出代價表示遺憾。

中共不給予加拿大公民公正待

遇，這並不能說明他們就可以不

遵守國際法。他說，這些加拿大

公民必須立刻被釋放。

美國眾議院外委會主席英格

爾說，讓人沮喪的是，北京非法

拘押加拿大公民，報復加拿大向

美國移交嫌犯。他還說，近幾個

月以來，中共不顧國際法，侵入

了越南專屬經濟區。在新疆人權

問題嚴重之際，北京遭到嚴厲批

評，但中共卻以炫耀武力，來對

抗批評。英格爾說，北京使用無

恥的人質外交技倆來表達他們的

不滿，這不是一個負責任的政權

的做法，而是一種惡霸做法。英

格爾希望川普行政當局能同盟國

加拿大一道，敦促北京政府立即

釋放被拘押的加拿大公民，允許

他們回國同家人團聚。

【看中國訊】卡爾加里的假

公交車票的製作和分銷使市政收

入損失超過 100 萬元。

經過廣泛調查和取證後，

警方在 2018 年 7 月 25 日拘捕

了 David Philip Smerd， 並 對

其罰款 $5000。隨後警方調查

發現 Smerd 在網上非法銷售

假 UPASS 貼 紙，2015 年 5 月

至 2018 年 1 月之間賺取大約

$34,000。警方將其罰金上調至

$33,625。
UPASS 貼紙是專為卡城大

專院校學生設計的，貼在學生身

份證的角上。每學期都會略有改

動以避免欺詐。

2018 年 1 月，警方在邊境

發現了三個裝有三千多張假冒

UPASS 貼紙的包裹。這些包裹

都是從生產貼紙的中國寄給斯梅

爾德收的，價值高達 130萬元。

【看 中 國 訊】7 月 29 日，

美 國 金 融 公 司 Capital One 
Financial Corp 表示，該公司系

統在 7 月 19 日遭黑客入侵，美

國 1 億多客戶和加拿大 600 萬

客戶的個人信息外泄，其中包括

姓名、地址、電話號碼和信用評

分等。大約有 14 萬個社會安全

號碼和 8 萬個關聯銀行賬號被

泄露，但信用卡不受影響。

美國司法部表示，西雅圖

技術公司的前軟體工程師湯普

森（Paige Thompson）， 於 本

週一因涉嫌電腦欺詐和黑客入侵

Capital One Financial Corp. 的
存儲數據而被捕。

她在編碼平臺 GitHub 上發

布了其獲得的信息。美國一檢察

官說，嫌疑人的動機是甚麼尚不

清楚，有待繼續調查。

【看中國訊】7 月 25 日，油

砂行業第二季度報告顯示，由於

亞省政府將公司稅從 12% 降至

11%，主要油砂生產商的淨收

入增加了 20 多億元。

減稅促進盈利

其中森科能源公司（Suncor 
Energy）增加了 11.2 億，赫斯

基能源公司（Husky Energy）
增加了 2.33 億，西諾沃斯能源

公司（Cenovus Energy）增加

了 6.58 億。

而總部位於溫哥華的泰克資

源有限公司（Teck Resources）
因持有森科和亞省資產運營的

Fort Hills 油 砂 礦 的 21.3% 權

益，也獲得了 3900 萬的收益。

西諾沃斯首席執行官普貝

（Alex Pourbaix）表示，「稅收

政策顯然是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

分，公司會考慮所投資的司法管

轄區的稅制，這有利於行業，及

行業長期健康發展」。

放寬石油產量

森科首席執行官利特爾

（Mark Little）表示，希望進一

步放寬石油削減水平，以激勵油

砂公司尋找運輸渠道，將更多的

石油推向市場。雖然森科不會大

量通過鐵路運輸原油，但如能從

省級配額中獲得減免，也會增加

產能。

普貝表示，6 月份西諾沃斯

鐵路運輸量增加至每天 3.6 萬

桶，高於第一季度的平均每天

1.6 萬桶，該公司有望在年底前

達到 10 萬桶 / 日。特許權使用

費「提供了一個明確的出口選

項」，「對上游區域來說是一個

非常強大的動力，促進石油運

輸」，因此，利特爾的提案對亞

省，生產商和納稅人來說是一個

「三贏局面」。

根據 2 大鐵路公司的報告，

八 資 本 公 司（Eight Capital）
分 析 師 斯 科 爾 尼 克（Phil 
Skolnick）估計，目前全國原油

鐵路出口約為 36 萬桶 / 日，高

於去年 12 月的 35.4 萬桶 / 日。

國家能源委員會的報告顯

示，本週出貨量較 4 月到 5 月

的每日 28.5 萬桶增長了 23%。

美議員籲北京釋放加公民

省府為企業減負 油砂公司二季度淨收入增20億

加警方破獲
卡城公交車票造假案

黑客入侵 Capital One
加國600萬人信息外泄

德克薩斯共和黨議員麥克．麥考爾（Michael McCaul)（Getty Images）

(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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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邢亞男綜合報導】北

京時間 7 月 29 日下午，中國大

陸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首次就

香港反送中運動召開新聞發布

會，對元朗白衣人暴行不予回

應，但卻明確挺警。同天，大陸

官媒再度挺警，稱香港警察不該

有任何「心理負擔」，該出手時

就出手。分析認為，港澳辦和官

媒此舉是有意將民怨引到警隊。

良心警隊匿名公開信 
揭警隊高層黑幕

7 月 30 日，香港連登論壇

一封署名「一群熱愛香港的警務

人員上」的匿名公開信稱，他們

是一群警隊成員，從總警司到警

員，一直以除暴安良、服務社群

為已任。但警隊高層卻將本應屬

政治中立的警隊推入政治風暴，

導致警隊腹背受敵，士氣低落。

信中揭露，香港警務處副處

長鄧炳強與元朗黑幫勾結，滲透

警隊，策劃 721 白衣人襲擊事

件。並指元朗事件發生當晚，近

乎所有新界北的警員被命令呆守

上環、禮賓府等，或被特意調

走，製造沒有警察值班的空檔，

任由黑道橫行。

公開信稱香港警隊一、二哥

（盧偉聰、鄧炳強）及高層接受

性賄賂，欺詐公眾知情權，我等

尚有良知的警察，痛心疾首，信

中同時擔憂會有更多黑警上位。

警隊一哥的背後

在 6 · 12「反送中」香港警

隊暴力清場後，國際社會紛紛批

評香港警方過度使用武力。當媒

體追問 6 · 12 下令開槍鎮壓民眾

的負責人是誰時，香港保安局長

李家超回應說：「任何行動都由

警隊執行，最高負責人是警務處

長，我係無參與行動上任何事

情。」李家超此言親口承認保安

局已處於權力真空；而林鄭月娥

亦表明警隊方面全權由警隊一哥

盧偉聰負責。

警隊一哥的背後是誰？日

前，一篇題為〈香港警察如何變

成紅色黨衛軍？〉的文章指出，

負責統籌和指揮港警的是中聯辦

警聯部，中聯辦警聯部部長是中

國公安部前國保局長李江舟。

2014 年香港人為爭取真普

選的權利而爆發「雨傘革命」

佔中運動後，中國大陸公安部

於 2016 年派遣原公安部國保局

長、公安部港澳辦主任李江舟，

擔任公安部駐香港中聯辦警聯部

部長，負責聯繫並「指導」香港

警方的工作。李江舟是正局級官

員，由他出任中聯辦警務聯絡部

長，顯示中共加大了對香港的控

制力度。

文章披露，現在香港警隊內

部的升遷機制，決定了只有能證

明自己一心向著共產黨的人才有

「平步青雲」的機會。

10秒處理催淚彈 
視頻引爆日本推特

7 月 28 日，數以萬計的香

港民眾參加「光復元朗」遊行，

引來三千港警「暴力執法」。有

媒體拍下了年輕的示威者們處理

催淚彈的過程。影片中，示威者

4 到 5 人為一組，有人負責持傘

防禦，另一人先以交通錐將催淚

彈蓋住，然後再持寶特瓶往交通

錐頂端的孔洞將水灌入，之後將

交通錐拿開，再有人以烤肉夾把

催淚彈夾起來放容器，這整個過

程僅花 10 秒！

短短幾個小時內，這則出現

在日本推特上的影片就榮登了推

特熱門，目前觀看次數已破 400
萬。日本網友稱讚示威者勇敢，

日本也應該多學習，也有不少網

友感嘆，示威者的熟練手法是被

香港動盪局勢逼出來的。

44人被控暴動罪 
港人發起「和理非」 

三罷行動
7 · 28「光復元朗」遊行，警

方當場拘捕 49人，控告其中 45
人，當中 44人被控暴動罪，被

控者主要為學生，當中亦包括機

師、教師及文員等。 7月 30 日

晚，超過 1000 市民到警署要求

放人，警方多次釋放胡椒噴霧。

清晨，一名警署的警長未有警告

下，兩度舉起真槍恐嚇市民。

7 月 28 日，港民在網路發

起「8 · 5 全港三大罷、七區集

會」的活動，以「和理非」（和

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作

出更多努力，迅速獲得廣大網民

的響應與支持。

發起人在臉書上發表的聲明

指出：一場又一場的聯署、遊

行、集會，港府對於民眾提出的

五大訴求也至今未給予正面回

應。香港民眾每次和平示威，都

遭到香港警察不合理的武力鎮

壓，在 6 · 12、7 · 1 及 7 · 21 警

民衝突事件中，警察暴打手無寸

鐵的示威者，反而是數十名抗議

的民眾被拘捕，犧牲了他們的

「大好前途」。

美參議院建議制裁 
破壞人權香港高官

7 月 29 日，美國國務卿蓬

佩奧表示：「我們在美國也看到

抗議，我敢說，我的車今天進國

務院大樓的時候，那裡也有抗議

者。我希望中國做出正確的事

情，尊重涉及香港的協議。」

7 月 30 日，美國國務院一

位發言人表示，「言論自由和結

社自由是我們與香港共同的核心

價值，必須全力保護這些自由。

對於將外國勢力指控為抗議活動

背後的策劃者，我們絕不承認。

數百萬人被操縱著去捍衛自由開

放的社會，這不可信。」

據《CNA》報導，一位要求

不具名的美國官員對媒體簡報時

指出，部分中國軍隊與武警單位

在香港邊界集結，性質不明。該

美方官員表示目前還不清楚美方

對中方可能軍事介入香港做了多

少應對準備。

根 據 clearytradewatch 報

導，美國參議院在國防授權法的

修訂案建議，對侵犯香港人權自

由的個人及實體，採取不發簽證

或經濟制裁等懲罰措施。外界預

計修訂案會在今年秋季進行表

決。

自香港返美的前美國駐港澳

總領事唐偉康（Kurt Tong）日

前表示，香港在經濟與政府治理

方面能夠取得成功，關鍵在於香

港的自治權。他建議北京當局應

當稍退後一步，允許香港在中英

聯合聲明或者基本法中所給予的

空間，這對中國有利。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美國總統

川普 26 日向世界貿易組織（WTO）施壓，

要求取消中國在內多個國家的「發展中國家」

地位，以改掉「佔便宜」陋習。對此，中國外

交部強烈反對。

川普在一項白宮聲明中指出，某些世貿組

織成員正在利用「發展中國家」的身份獲得不

公平的優勢，因此他提出世貿組織應取消中

國、文萊、香港、澳門、科威特、卡達、新加

坡、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墨西哥及土耳其等國

家的發展中國家地位。

川普指示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傳達，如果 WTO 在 90 天內，

不能在改變規則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美

國將不會再給予那些美國認為不是發展中國家

的國家相應待遇。美國也不會支持將這些國家

列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地位，該組織

由全球 36 個最發達國家組成。

法新社指出，雖然這項聲明指出多國受惠

於此，但大致仍指向中國。對於川普的言論，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29 日在記者會上嗆

聲，美國的行為是「任性狂妄、自私自利」。

根據 WTO 規定，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

家有特殊與差別待遇，例如在各項產品關稅降

稅速度及幅度上，都低於發達國家，同時也

不須跟進發達國家所提出的貿易優惠等。中

國大陸，自 2001 年以「發展中國家」身份加

入 WTO 後，不僅可以對發達國家作出更少承

諾，還可對外國進口產品徵收更高關稅。

目前中國卻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18 年

來人均年所得增 8 倍，接近 1 萬美元，許多

WTO 會員國認為，中國應該承擔發達國家的

責任。

對此，中方辯稱，雖然中國是世界第二大

經濟體，但「內部發展不平均」，總體仍然屬

於「發展中國家」水準。

不過，大陸官方在宣傳方面卻時常提到

「傲人」的發展成就。中國國家統計局網站 7
月 1 日發布《新中國成立 70 週年經濟社會發

展成就系列報告》中稱，「我國經濟總量 2018
年達到 90 兆 309 億元，佔世界經濟的比重

接近 16%。對世界經濟成長的年均貢獻率為

18% 左右，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

香港警隊撕裂 美國密切關注香港局勢

美籲取消多國「發展中國家」地位

▲警隊高層將香港警隊推入政治風暴，腹背受敵。圖為 7月 30日晚，

一名警長舉起真槍恐嚇香港市民。(Getty Images)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臺灣高雄的香港女學生林沛晞和

同學們日前在高雄捷運站外募集頭

盔，才1個小時就收集逾千頂，還有

逾2.5萬港元現金。其中有不少是全

新全罩式安全帽，對使用者更具防

護力；至於二手安全帽都先經過消

毒整理。這些安全帽將以空運方式

送給第一線抗議者使用。

▲世界各地都出現了支持香港民眾

的「連儂牆」，溫哥華和多倫多的

校園也出現了連儂牆。不過校園裡

白天設立的連儂牆，出現晚上就被

拆毀了的現象，校方已介入調查。

▲香港網民7月26日首度在臺媒刊

登廣告，訴求「保衛臺灣  重奪香

港」，感謝臺灣人對香港的尊重及保

存南京條約正本，盼臺灣能在港人以

死相搏時挺身而出。

▲香港已有來自不同政府部門超過

320名公務員連署，要求特首林鄭月

娥回應「反送中」5大訴求，否則不

排除罷工。另有香港公務員發起8月
2日在中環舉行集會，要求政府正面

回應「反送中」相關訴求。長久以

來，香港公務員絕大部分對政治保

持中立，很少就政治議題公開表達

立場。如果上述集會被警方核准，

將是香港「反送中」風潮爆發以來

首度有公務員發起集會。

美

國

總

統

川

普
（Getty Images）

我希望北京做出正確的事情，

尊重涉及香港的協議。

——蓬佩奧

“ “

反送中運動圖片新聞

（中央社）

（臉書截 圖）

（中央社）（思政學陣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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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卡城建築商

RNDSQR 的 Courtyard33（簡

稱 CY33）商住項目已開工建

設，位於卡城繁華的西南部

Marda Loop 區， 坐 落 於 22 
Street SW 和 33 Ave SW 的交

叉口附近。CY33 包括 56 套公

寓住宅和兩層零售商店，建築物

中間圈閉的空間則為一個大的公

共庭院。

RNDSQR 以其打造的市內

鎮屋聞名。該公司贏得了許多建

築類獎項，包括 2017 年加拿大

建築師獎，2016 年至 2018 年

的一系列 BILD 獎，2018 年度

多家庭住宅建設獎等。 2017 年

CY33 項目的設計榮獲城市設計

概念和理論獎項。

CY33 靠近菜店、餐館、咖

啡館、公園和公共交通設施，生

活便利。CY33 公寓有單臥室和

雙臥室可選，每套房包括空調、

地下停車位、室內洗衣房等。

RNDSQR 去 年 夏 天 為

CY33 建立了銷售中心，距離

CY33 項目地址僅幾步之遙，位

置 2212 33 Ave SW。在這裡，

客戶可以瞭解該項目的平面布局

設計、用料材質、色調設計等信

息。銷售團隊也可隨時回答客戶

想瞭解的其他問題。

【看中國訊】隨著港人「反送

中」和平抗爭活動繼續，越來越

多的香港民眾表現出離開香港的

意願。

溫哥華麥克唐納房地產集

團（Macdonald Real Estate 
Group）總裁丹 • 斯卡羅（Dan 
Scarrow）表示，該公司的許多

華人地產經紀發現來自香港的購

房和租賃意向都有所上升。一名

經紀人今年推遲了退休計劃，以

應對詢盤。

斯卡羅表示，之前到開放屋

參觀的客戶，大陸人與港人的比

例通常是五比一。「現在情況完

全反過來了，」他說，「無論最

終是否達成交易，都可歸結為與

香港發生的事情有關。」

很多港人在多倫多、溫哥華

和安省倫敦等城市尋找房源。因

為中國大陸已經在香港邊境集結

軍隊，隨時可能出動，這些勾起

了人們對八九年「六四」時中共

屠殺學生的記憶，害怕慘劇在香

港重演，所以民眾對香港前途的

不安情緒日益增加。

「香港的資金可能成為一個

主要的資金來源，」CBRE 有

限公司的經紀人 David Ho 表

示。「人們感到震驚，因為香港

一直被認為是一個穩定的法治金

融中心，現在他們希望將資金轉

移到其他地方，以降低風險。」

【看中國訊】根據加拿大房

地產協會（CREA）的數據，愛

德華王子島省 Charlottetown 的

平均房價在過去三年中從 20 萬

元上漲到 27.7 萬元，漲幅高達

38.5%，是全國房價上漲最快的

地區之一。

看看過去三年中全國房價變

化吧。傳統熱門城市多倫多，房

價上漲 25.3%；同期溫哥華房

價上漲 10.93%。卑詩省維多利

亞，房價漲 33.3%，而魁省蒙

特利爾房價則漲了 17.7%。同

期，卡爾加里、埃德蒙頓、裡賈

納和薩斯卡通四個草原城市的房

價則下跌。

王子島省房產協會的總裁

Greg Lipton 表示，該市住房市

場熱度猛增，主要推動因素是新

移民的到來。王子島省向來是人

口增長最快的省份之一，移民

一直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2010 年到 2018 年間，有超過

1.2 萬名移民來到該島。但很多

移民只是將該省作為移民跳板，

拿到身份後就遷居到別處去了，

所以五年期移民定居率，該省一

直是最差的。

推動房價上漲的另一個因素

是房價相對偏低。儘管已經漲幅

不小，Charlottetown 的房價在

加國仍是相當實惠的。房價平均

27.7 萬元，是該市家庭收入中

位數的 6 倍，與哈利法克斯大

致相同，在那裡它是 6.5 倍，但

遠低於 10 倍的全國平均水平。

在大溫哥華地區，平均房價是家

庭收入中位數的 20 倍。

在出售房屋前，您應盡最大

努力向潛在買家展示一個整潔、

維護良好的房產。

這並不一定意味著進行任何

重大改造，除非您的浴室看起

來像 80 年代，或者牆上有個大

洞。如果房屋結構完好且精心維

護，一些簡單的油漆和花園維

護，就可以更加吸引潛在買家，

而且可能會使房屋增值。

1.油漆刷新
如果您願意 DIY，那費用

並不高，如果您家裏的天花板過

高，那麼您可以自己粉刷牆壁，

讓專業人士粉刷天花板。如果您

想要 DIY，可以試著一次粉刷

一個房間。選擇溫暖乾燥的一

天，將所有家具移到中間，早上

開始粉刷第一層。由於大多數塗

料只需要幾個小時就能乾燥，因

此您可以在當天晚上的時候完

成。較大房間當然會花費更多的

時間，一次一個房間的方法可以

防止粉刷中斷。

2.重新規劃入門處
玄關和入門處很重要，特別

是如果您想在房產市場賣個好價

位。您可以將前門粉刷成強烈的

顏色，如紅色或藍色，更換入門

處的家具和入口踏墊，展現出新

穎的感覺，向賣家傳達出您的房

屋經過精心維護，您很在意房屋

內外的所有細節。您還需要清掃

路徑，去除蜘蛛網和修剪植物。

檢查信箱是否破舊，並修復任何

破敗的石磚和柵欄。

3.更新地板
清潔地毯會對房屋的觀感產

生巨大影響，如果地毯不過於老

舊，您可以考慮清潔就好。但如

果您的地毯看起來年代久遠，污

漬斑斑，那最好還是全部換掉。

如果您決定撕掉舊地毯並看看下

面的地板，請將煮沸的亞麻籽

油、松節油和白醋等混合均勻，

然後用布沾溶液清潔木板。如果

木材看起來很好，那麼您無需更

換。如果您家裏的地板有太多磨

損，請重新打磨並上漆。( 待續 )

更多港人關注加國房市
加國最熱的房產市場之一

王子島省Charlottetown

RNDSQR公司CY33商住項目開建

美麗的 Charlottetown。

YC33項目渲染圖。建築物中間圈

閉空間為公共庭院。（RNDSQ）

1

美麗的多倫多。

讓房產增值的十大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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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追蹤器 翻垃圾桶 
加警抓到華人「隱形富翁」

  胡佛研究所開放《李銳日記》

林耶凡影片《選美皇后》公映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綜合報導】美國斯

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已經從7月12日起，

陸續開放《李銳日記》，並接受閱讀網上

預約登記。《李銳日記》真實的記錄了從

1935 年到 2018 年 83 年間中共幾乎所有

重大事件。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胡佛研究

所圖書檔案館在開放公告中寫道：傑出的

中國歷史學家、政治家李銳的資料現在正

式開放供研究使用。李銳資料包括：通

信、日記、會議紀錄、工作筆記、詩詞、

印刷品以及照片，這些資料與中共的大政

方針密切相關，為透視自毛澤東起直至當

下的中共政府提供了獨特的審視途徑。

今年 2 月 16 日，101 歲高齡的李銳

逝世，生前囑托女兒李南央，將 1000 多

萬字的《李銳日記》及其他資料捐贈給斯

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包括日記、信件，

廬山會議、土改時期的工作筆記等等。

根據美國之音曾報導說，據李南央

透露，中共為了拿到《李銳日記》費盡心

思，除了多次指使其親屬索要，還向她轉

寄北京法院的法律文書，派人與胡佛研究

所交涉。甚至操縱其繼母，李銳的現任妻

子張玉珍，以「擅自」把李銳遺作贈予斯

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為由，將李南央訴諸

法庭，要求歸還《李銳日記》。

報導說，作為本案第三人的美國斯坦

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已就張玉珍向北京西

城區法院起訴索要《李銳日記》一案，向

美國法院提出反訴。

據「自由亞洲電臺」在報導中說，胡

佛研究所在這個時候決定向公眾開放《李

銳日記》，是因為胡佛研究所認為，他們

對《李銳日記》的擁有權無可爭議。

李銳去世後，他的書房被當局抄沒一

空。經歷了中共歷次運動、九死一生的李

銳，早就已經洞察了這一切。他的日記是

中共最想拿到並毀掉的證據，所以讓女兒

從十幾年前就一點一點的偷偷帶出國外，

最終才能在胡佛研究所得以妥善保存，讓

真實的歷史不會湮滅在中共的謊言之中。

【看中國訊】一部講述原加拿大世界小

姐林耶凡故事的紀錄片，日前在加拿大正

式公映。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林耶凡說，13 歲

以前的她是「紅色教育」長大的孩子，還

擔任「學生會主席」，組織同學接受中共

當局的宣傳教育；14 歲移民加拿大後，她

接受自由多元的教育，親身接觸法輪功，

才知道自己被騙了，逐漸看清楚了共產黨

的真面目。「突然間，自己認識到自己被

灌輸了13年謊言。當然，這也不是一天、

二天我就轉變自己觀點的，同時還有很多

信息我也看到了，例如說六四，藏族、維

吾爾族他們被迫害的情況。」

2015 年她當選加拿大世界小姐，世

界小姐總決賽在中國三亞舉行，卻因為她

對人權問題長期的關注，被中共政府列為

不受歡迎人物而不能入境。

中共當局甚至還不斷騷擾她在中國的

父親、祖父母，沒收他們的證件，不讓他

們出境，直到今天她與親人都無法相見。

日前，講述她故事的紀錄片《選美皇

后》（Badass Beauty Queen）正式公映。

林耶凡說，2015 年加拿大導演柯威爾席

普 (Theresa Kowall-Shipp) 說想拍攝這部

影片的時候，她也沒多想，就答應了。沒

想到，後來要到中國參賽卻發生那麼多事

情，引發了國際關注，讓這個影片有了扎

實的內容和意義。

林耶凡說，中共政權就是霸凌弱小

者，當今加拿大與中國的問題就是因為加

拿大太溫和了：「中共歷來使用的方法就

是利益和恐懼兩種方法。你要是能被利益

收買就收買你，若不能收買就恐嚇，對國

家來講也是如此。」

她為被關押的兩個加拿大人祈禱，也

相信透過孟晚舟事件可以讓大家更看清楚

中共的真面目。她強調，只要自己信念足

夠強大，沒甚麼可以把你壓垮。

據加拿大媒體報導，該

名 62 歲的華人男子名叫江順

羅（Shun Lok Kong 音 譯），

英文名叫 Michael Kong，還有

個別名叫 Michael Jiang。（編

者注：有些中文媒體將 Shun 
Lok Kong 音譯為孔順羅，但

Kong 是粵語拼音，應該翻譯

為「江」，而且江與國語拼音

Jiang 對上號。）

報 導 稱，62 歲 的 江 順 羅

在過去的數年中，利用美加邊

境的和平門公園 (Peace Arch 
Park，位於加拿大 BC 省和美

國華盛頓州邊境處 )，讓數十名

偷渡者假扮遊客身份進入加拿

大。

江順羅幫助中國移民偷渡

的基本過程如下：中國公民持

美國旅遊簽證，在當地蛇頭的

協助下飛往美國，落地的城市

可能是舊金山、洛杉磯，但下

一站，他們無一例外都會直奔

西雅圖。在西雅圖邊境的和平

門公園，他們佯裝參觀的遊

客，說說笑笑間，便越過了美

加邊境，成功登陸加拿大，緊

接著就在加拿大遞交難民申請。

突然陡增的中國籍難民申

請者數量，引起了加拿大邊境

局的懷疑。一番調查後，他們

鎖定了目標人物——江順羅。

首先，警方在江順羅的汽

車上，偷偷安裝了跟蹤器。隨

後一夥調查員根據跟蹤器的數

據，一路尾隨著不知情的江順

羅，來到他接應中國移民的和

平門，親眼目睹了幾個人上了

他的車。

接上人後，江順羅開車載

著他們到加拿大列治文百家店

（Parker Place）吃了晚飯，買

了機票，然後就開車去了 YVR
機場。在 YVR，江順羅為所有

人列印了登機牌，包括 3 個男

人，3 個女人，3 個小孩。

其中一個女人後來被警方

找到後，成了指認江順羅的證

人。而她自己已經遞交了加拿

大難民申請。

其次，警方還從江順羅住

宅後巷的垃圾桶、回收箱下

手，翻找證據。結果，警方翻

出了 54 個人的機場行程單，都

是從溫哥華到多倫多的。而其

中有 9 個是警方跟蹤到 YVR 看

到的那群人。

在江順羅家垃圾桶裡翻出

來的 54 個人的名字，被警方輸

入加拿大聯邦資料庫中，發現

52 人已經在加拿大遞交難民申

請。

確鑿證據下，江順羅在溫

哥華的家中被警方逮捕，警

方在江順羅家中發現了 11 萬

9000 元的現金。

除了大量現金，警方還在

江順羅的住宅中，發現了一份

關鍵性的表格：該表格被存於

江順羅的電腦中，文件名用中

文寫著「美國加拿大旅行」，表

格中記錄了 932 個被認為是非

法移民的外國人姓名、電話號

碼、入境日期等資料。

警察查證後發現，這 932
個人都是在 2011 年到 2016 年

偷渡的，其中，343 名已經被

發現入境加拿大，330 人已經

遞交難民申請。這些難民申請

多數是在安省Etobicoke遞交，

還有一部分在 BC 省遞交。

另外，在江順羅家中，警

方還發現了大量移民文件，以

及江順羅的一張名片，上面稱

江順羅的職位是「難民顧問」

（Refugee Consultant）。
江順羅曾辯解稱，他只是

幫人們申請 PR 或其他移民類

申請。然而，江順羅並不具備

移民顧問牌照。同時被捕的，

還有他已經成年的兒子江馬修

（Matthew Kong）。
被捕後的將近一年時間

裏，江順羅和兒子一直都堅稱

無罪，否認所有指控。江順羅

還努力申請保釋，不過遭到拒

絕。直到 2019 年 7 月 16 日的

庭審上，江順羅依然辯稱自己

無罪。

為了幫江順羅脫罪，江順

羅的多名家人向法庭提交了請

願書。書信中，江順羅被家人

形容為一名「全世界最偉大的丈

夫」和「模範父親」。江順羅的

女兒路易莎（Louisa）在給法

庭的信中說：「我親眼看著爸爸

每天起早貪黑地上班，白天在

鋸木廠做體力活，晚上還要在

中餐館擔任外賣員。」

不過在種種證據面前，江

順羅終於不再嘴硬，在 7 月 29
日這天承認了 7 項指控中的 4
項，剩餘的幾項指控將在未來

的幾個月繼續審訊。 

7月29日，加拿大溫

哥華一名擁有千萬家產

的華人男子江順羅(Shun 
Lok Kong音譯)終於在

法庭上承認4項罪名。據

悉，該名男子一家報稱

全年總收入只得25000加
元，但調查發現，江順羅

和他的妻子名下有6套房

產，價值約$1100萬。而

這些財富幾乎全是他通過

幫人非法偷渡得來的。

看中國訊

7月29日，華人男子江順羅（左）在法庭上承認4項罪名。（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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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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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中國訊】加拿大新

斯科舍省哈里法斯市斯坦

菲爾德國際機場 (Halifax 
Stanfield International 
Airport)，近日出現一個

嶄新的小食亭。這個小食

亭 名 為 Mabata Honesty 
Shop，主要出售三文治等

食物。該小食亭沒有服務

員、沒有收銀員，只有電子

收費設備及收費箱，顧客憑

良心自行付款。

該小食亭有兩位老闆，

法里斯 (Najib Faris) 和史

達 拿 (Francesco Stara)。
小食亭經營採用誠實付款

制，是因為他們相信公眾都

是誠實的，可以信賴的。

二人表示，新斯科舍省

民眾都是誠實公民，都講究

誠信，而且忠於此核心價

值。

法里斯表示，自 7 月

初開業以來，從未出現過有

人拿食物不付錢的情況。光

顧小食亭的顧客都自行誠實

地付款。有人還留下感謝信

息，甚至禮物卡。

法里斯稱，機場小食亭

是個試點。如果成功，以後

會將生意擴展到學校、大

學、醫院，以及購物中心。

加國機場食亭 
憑良心付款

（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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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10名上將
據報導，獲習晉升上將者包

括海軍司令員瀋金龍、空軍司令

員丁來杭，以及遭美國列入制裁

名單的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長李

尚福，另 7 人為南部戰區司令

員袁譽柏、西部戰區政治委員吳

社洲、北部戰區政治委員範驍

駿、中部戰區政治委員朱生嶺、

海軍政治委員秦生祥、國防大學

校長鄭和、武警部隊政治委員安

兆慶。

其中，李尚福 2018 年 9 月

被美國依「以制裁反制美國敵人

法案」（CAATSA）列入制裁名

單，在這份晉升名單中受到外界

關注。

去年 9 月 20 日，美國政府

宣布對李尚福進行制裁，指李

尚福與其主掌的中央軍委裝備

發展部涉及與俄羅斯軍火商交

易，凍結軍備部以及李尚福在

美國司法管轄區的資產，並限

制透過美國金融體系進入全球

金融市場，也禁止對其發放美

國簽證。

當時北京對美方此舉的抗議

強烈得出奇，甚至還立即召回了

正在美國訪問的海軍司令瀋金

龍，推遲中美兩軍聯合參謀部對

話機制會議。

法廣當時分析稱，北京擔心

隨著中美爭端持續惡化，川普會

不會讓北京權貴層的名字和財產

「亮相」，一旦美國公布中國官

員、紅色權貴們在美財產，引發

的後果不堪設想。

多名中將出事

據悉，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大

上臺以來，軍隊已經開啟兩輪反

貪，上一輪運動中，中共軍委原

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的落馬，

導致上百名將領落馬受查。在新

一輪運動中，房峰輝和張陽的角

色與郭、徐近似，兩人曾主掌的

總參謀部、總政治部、北京軍

區、廣州軍區都成為重災區。

港媒《明報》引述消息來源

稱，中央軍委後勤保障部政委張

書國中將、東部戰區副司令兼參

謀長楊暉中將、東部戰區陸軍政

委廖可鐸中將、戰略支援部隊副

司令饒開勛中將等副戰區以上高

級將領已確定「出事」。其中，

最近傳出遭降級的是廖可鐸和饒

開勛，他們均遭連降兩級處分，

由副戰區級降至副軍級，可能避

過牢獄之災。

這些將領的共同特點是都較

年輕，基本都在 60 歲以下，在

軍中屬少壯派。據稱他們現在被

降級的主要原因，是被獄中的房

峰輝供出有違規違紀行為。

2018 年 1 月，前總參謀長

房峰輝已因腐敗罪名而被隔離調

查，2019 年 2 月因行賄受賄和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等罪名被判無

期徒刑。總政及軍委政工部主任

張陽於 2017 年 11 月 23 日上午

在家中自縊死亡。

不過，這一輪軍中整肅與以

往大張旗鼓的做法相比，顯得更

為低調，軍方並未對外正式公開

有關這些將領被降級處分的消

息。有觀點認為，這是為了避免

外界輿論對中共軍中貪腐嚴重氾

濫的論調再度升溫。

此外，有軍方內部消息稱，

常萬全被降級和捲入反腐風暴，

順帶也拖累了軍委裝備發展部副

部長錢衛平。 2007 年到 2012
年期間，錢衛平曾任職於總裝

備部（現已改組為中央軍委裝

備發展部），他當時是常萬全下

屬。 7 月 3 日，在軍以上官員

中傳達，指錢涉間諜罪。據說錢

衛平子女在美國留學期間，已經

被美國中情局給攻下。不過國防

部此後聲稱，錢系嚴重違紀兼職

務犯罪被查，否認涉及間諜罪。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

導】據法國廣播電臺 7 月 26 日

報導，德國自民黨黨主席林德

納（Christian Lindner）日前帶

領自民黨代表團訪問中國時，遭

遇冷遇。中方官員不但取消了事

前安排好的會晤，還不顧外交禮

節，當眾長時間斥責林德納。此

事獲多家德國媒體重點報導。

中國是林德納這次訪問亞洲

的最後一站。中方以「時間安排

有困難」為由，取消了多個事前

早已安排好的和中共高層的會

晤。中國外事辦舉行了歡迎會，

但是氣氛冷若冰霜。與會者還透

露，一名中方官員就香港問題

向林德納怒吼了 30 分鐘，原因

與林德納此前在香港會見「反送

中」代表。

林德納接受《南德意志報》

採訪時，他證實被中方長時間斥

責之後進行了反擊，他說，既然

中國拋棄禮貌外交，他也就直話

直說。對他說的那番話，中國官

員應該不會感到高興。他說完話

後，歡迎會就結束了。

德國《明鏡》週刊最先對這

一轟動事件作了報導。隨後，

《南德意志報》、《焦點》週刊、

《柏林日報》、《商報》和《德國之

聲》等德國主流媒體都做了進一

步報導。

據《商報》報導，北京官員

就香港抗議浪潮對聯邦德國提出

強烈譴責，指德國公眾輿論對香

港抗議活動的肯定，以及德國向

香港異議人士提供政治避難，

這都「刺激了港人暴力強闖立法

會」。

《德國之聲》引述自民黨聯

邦議員基爾 - 薩萊的話強調，自

民黨關心的不是「接待態度是

否友好」這種問題，而是中共對

外呈現的姿態似乎越來越「自

負」，幾乎已經聽不得任何外部

意見，有關人權、法治等議題，

現在只要一提起，就會被中方立

即掐斷。

法媒和所援引的德媒報導並

沒有提及有關中共官員是誰，不

過，7 月 24 日，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華春瑩的回應就間接指向中

聯部負責人。華春瑩否認了林德

納遭到中方「粗魯對待」，稱中

國共產黨同德國自民黨之間進

行了一次「正常的黨際交流」，

中聯部負責人也同自民黨代表

團「就兩黨和兩國關係進行了交

流」。

公開資料顯示，現任中共中

央對外聯絡部部長是宋濤，他也

是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辦

公室常務副主任。據規定，中聯

辦主要負責中共和外國政黨之間

的交流。

去年 10 月，宋濤在日本北

海道舉行的日中執政黨交流機制

會議上，曾公開要求日本政府

「管制日本媒體」，成為媒體的

「領導者」，讓媒體「客觀理性

地」報導中國的資訊。中央社當

時稱，宋濤「語出驚人」，竟然

要求自由社會管制媒體。

近年中國外交表現屢被外界

批評，被稱「戰狼」外交。從貿

易戰，華為，到臺灣軍售和新疆

問題，包括去年中國遊客去年

9 月大鬧瑞典風波，北京的外交

官們都頻頻出擊。中國駐巴基斯

坦大使館臨時代辦趙立堅和美國

前國家安全顧問賴斯早前因中國

的新疆政策展開論戰，雙方用詞

頗為罕見，用「可恥」和「驚人

的無知」等說法引起國際社會關

注。

習近平升10名上將 
軍中再傳清洗

中方官員飆罵德國議員30分鐘

看中國專欄作家鄭中原

八一前夕，大陸軍中

各大軍兵種各有一批少壯

派將領獲得晉銜。海軍、

陸軍、空軍、火箭軍、武警

五大軍種，共新增19名中

將，62名少將。但外界發

現部分將領「隱形」，有消

息指不少將領實際上正在

受查；也有部分將領因受

房峰輝的牽連而遭降級等

處分，故不在晉銜之列。

苗薇綜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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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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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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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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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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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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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nny comercial AD201906.indd   3 2019/6/12   ��1:28

貧困縣女縣長
收賄1400多萬

中國金融高官 
胡懷邦落馬

【看中國訊】中共貧困縣官

員的貪腐案例再次被曝光。今年

6 月獲刑 11 年的中共甘肅省定

西市政協前副主席彭雙彥，被指

共收賄 1487 萬元。

2007 年 1 月至 2011 年 11
月期間，彭雙彥擔任渭源縣縣

長，各類工程項目、商業機遇接

踵而來，開發商、企業主也爭相

向彭雙彥行賄以分得一杯羹。

2007 年，渭源縣決定新建

縣委縣政府辦公大樓，某建築工

程公司經理楊某第一時間到縣長

辦公室拜訪彭雙彥，希望把工程

交給他做。在一間咖啡館裡，楊

某將 40 萬元現金裝在五糧液酒

的手提袋裡交給了彭雙彥。

2008 年初，楊某為了承攬

渭源縣醫院建設項目，又送給彭

現金 60 萬元。 2009 年至 2010
年下半年，為了承攬渭源縣河橋

路建設工程等項目，楊某先後三

次各送現金 100萬元給彭雙彥。

2010 年，某房地產公司總

經理程某為開發房地產項目，欲

購買渭源縣粉絲廠和澱粉廠的土

地。程某請彭雙彥幫忙把地價降

低一些。彭雙彥為此從程某那

裡索賄 300 萬元。彭雙彥大小

通吃。某建築公司兩次各行賄 5
萬元，得到了一些小項目。

知名博主周蓬安表示，渭源

縣作為國家級貧困縣，彭雙彥收

受的 1487 萬元賄賂，可以解決

超過 1.2 萬人的脫貧問題；如果

算上她受賄給當地財政造成的損

失，其貪腐危害就更大了。

【看中國訊】據陸媒報導，7
月 31 日，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原

黨委書記、董事長胡懷邦涉嫌嚴

重「違紀違法」被調查。

2018 年 9 月，胡懷邦退休

半個月後，其名字就出現在前甘

肅省委書記王三運的受賄案中。

同年 10 月 11 日，媒體公布的

庭審視頻畫面，曝光葉簡明、王

三運與國開行原行長胡懷邦的

「三角關係」。 
被公開的王三運收受葉簡明

賄賂的相關證據，其第一項為：

王三運通過時任交通銀行董事長

胡懷邦，為上海華信公司入股海

南銀行提供幫助；第二項為：王

三運通過國家開發銀行董事長胡

懷邦，為海南華信公司獲得國家

開發銀行 48 億美元綜合授信額

度提供幫助。

資料顯示，在王三運和胡懷

邦等人的幫助下，華信在短短數

年間急劇膨脹。僅以上海華信為

例，在 2009 年的營業收入還是

3.35 億人民幣，到了 2016 年

激增為 2472 億元，七年內增長

700 多倍。

去年 3 月份，就在王三運

被抓 9 個月後，葉簡明被調查

機構帶走，至今下落不明。

現年 64 歲的胡懷邦曾長期

在中共金融系統任職。先後任中

共央行成都分行副行長；央行西

安分行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陝

西省分局局長；中國銀監會監事

會工作部主任，此外還在各機構

擔任黨委書記、副書記等職務。

德國自民黨黨主席林德納。(Getty Images)

中國軍方裝備發展部李尚福（右二）(維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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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繼25日試射兩枚KN-23新型短程彈道飛彈後的第6天再次挑釁，於31

日清晨5時向東北方向海域發射兩枚短程彈道飛彈。(Getty Images)

安聖愛（安聖

愛臉書）

俄羅斯反對派領袖納瓦尼（維基

百科）

美：談判仍為選項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7 月 25
日在接受彭博電視採訪時，針對

朝鮮最新的導彈試射舉動表示，

美方仍認為可通過外交方式解

決問題，並預期美朝雙方「幾週

後」舉行新的談判。

國務院發言人奧塔古斯在當

天例行記者會上也表示，希望與

朝鮮外交接觸，繼續敦促朝鮮解

決總統和金委員長通過外交途徑

談過的所有事情，不要再挑釁。

然而金正恩對於白宮所釋出

的善意顯然並不領情，繼 25 日

試射兩枚 KN-23 新型短程彈道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萬厚德綜合報導

朝鮮於7月25日試射兩

枚短程導彈。美國務院敦促

朝鮮不要採取挑釁行動。然

言猶在耳，朝鮮於31日再向

半島東北方向發射兩枚短

程導彈。有報導指，這是朝

鮮試圖在美朝無核化談判

問題上給美國施壓，希求取

消制裁。美國務院發言人則

重申，在朝鮮無核化之前，

不會取消對朝鮮的制裁。

飛彈後的第 6 天再次挑釁，於

7 月 31 日清晨 5 時 6 分和 5 時

27 分，從江原道元山市葛麻地

區朝向東北方向海域發射兩枚短

程彈道飛彈。飛彈飛行高度約為

30 公里，飛行 250 公里。

韓軍進入備戰  
朝導彈技術升級 
韓國國防部長鄭景鬥宣佈，

北韓淩晨發射飛彈後，韓軍已

經進入備戰狀態。 朝中社 26 日

稱，週四的導彈試射目的是透過

展現軍力向韓國軍方發出嚴正警

告，因為韓國宣佈 8 月將與美

國舉行聯合軍演。

美國官員認為，最新試射的

導彈提升了性能。據韓國軍方分

析指出，朝鮮 25 日發射的兩枚

飛彈飛行距離均為 600 公里，

並將其定位為新型短程彈道飛

彈，由於朝鮮採取「從下降階段

再次升起」的 pull-up 方式，一

旦成軍勢難展開攔截行動。

利用大選施壓DC  
美：不棄核續制裁

有分析認為，朝鮮的做法是

試圖拉高自身的談判地位。韓國

世宗研究所安全戰略研究室研究

委員鄭載興認為，金正恩是想利

用川普競選連任的機會向華盛頓

施壓，要求先解除制裁或者索取

其他好處，然後再談去核。

美國智庫國家利益中心的卡

吉亞尼斯（Harry Kazianis）表

示，最新一起試射是在警告韓國

與美國停止計劃中的聯合軍事演

習。他預測，南韓美國聯合軍演

8 月登場前和結束後，北韓將進

行更多試射。

韓聯社報導指出，儘管美國

總統川普與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已

經會面三次，並表示雙方私交不

錯，但美國對朝鮮的制裁仍然有

效，川普總統堅持在朝鮮徹底棄

核之前，不會放鬆制裁。

韓朝緊繃 軍事競賽升級
就在朝鮮 25 日試射導彈

之際，美國海軍「俄克拉荷馬

城」號核動力潛艇 25 日駛入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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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試射導彈  美稱不取消制裁
山港。這艘排水量 6900 噸的洛

杉磯級核潛艇可遂行反潛、反

艦、襲岸作戰及偵察任務。裝

備 130 公里射程的魚叉反艦導

彈和 3100 公里射程的戰斧巡航

導彈。戰斧導彈的命中精度達到

10 米，可精確打擊韓半島全境

的戰略目標，該艇訪韓本身就足

以對朝鮮形成威懾。

韓朝間關係不若表面，實則

是暗潮洶湧，雙方劍拔弩張的對

峙狀態與軍事裝備競賽，均未曾

稍減。

金正恩近日視察了一艘新建

造的大型潛艇，這可能顯示了朝

鮮潛射彈道導彈項目的持續發

展。與此同時，韓國軍方稱，

未來韓國將建造兩艘 3 萬噸級

准航母─兩棲攻擊艦，並搭載

F-35B 戰鬥機。

朝鮮在潛射導彈項目上正在

取得快速進展。經過幾年的發

展，朝鮮 2016 年成功地從潛艇

上試射了一枚彈道導彈，同時也

在進行洲際彈道導彈項目。分析

人士說，這艘新潛艇的體積表

明，其設計目的是最終可以攜帶

導彈。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2015 年起與非洲各國合作「萬

村通」計畫，將衛星數位電視低

價引入貧困地區。以低廉的訂閱

費用，讓非洲建立起現代數位電

視網路。這個計畫由中國公司四

達時代（StarTimes）執行，許

多頻道訊號是從中國直接發出。

西方媒體質疑，這並非慈善

事業，是中國欲透過「軟實力」

收買非洲的人心，增進非洲人

對中國的好感，並加強自身在

非洲基礎通訊建設以及媒體中

的控制。該公司可以避開與歐

美媒體的競爭，直接主宰非洲

12 億人口的市場。現階段四達

時代已有超過 1000 萬用戶，橫

跨 30 個非洲國家。甚至有能力

讓讚比亞（Zambia）、肯尼亞

（Kenya）完全失去電視收訊。

雖然《BBC》等西方媒體仍可以

觸及較多人口，南非在當地的

通訊公司多選項（MultiChoice）
在用戶數上尚處於領先，但是

當地電視供應商敵不過中國公

司無限的削價競爭而節節敗退。

◆韓國國際廣

播 電 臺（KBS）
報導，當地時間

7 月 25 日，因涉

嫌非法收受國家

情報院特殊活動費

而在一審中被判 6
年的韓國前總統朴槿惠，在二

審中被改判 5 年有期徒刑。

報 導 稱，2013 年 5 月 至

2016 年 9 月，朴槿惠因涉嫌於

通過前青瓦臺秘書李在萬和安峰

根收受時任國情院院長 35 億多

韓元的國情院特殊活動費而被起

訴。一審法院判斷，朴槿惠受賄

罪不成立，僅認定其國庫損失罪

名，判處 6 年有期徒刑，追繳 33
億韓元。韓國首爾高等法院二審

改判朴槿惠 5 年有期徒刑，追繳

27 億韓元。但檢方對朴槿惠受

賄罪名不成立表示不服，提出上

訴，建議法院判處朴槿惠 12 年

有期徒刑。截至目前，朴槿惠涉

案一審和二審均已結束。法院共

判處朴槿惠 32 年有期徒刑。

◆德國績優股企業，包括工

業集團西門子、化工大廠巴斯

夫、消費品生產商漢高等多家企

業，近日證實曾被網路駭客攻

擊。德國公廣集團旗下之巴伐利

亞廣播公司，發表一篇標題為

「攻擊德國產業心臟」的調查報

導，指出至少有六家德國上市公

司遭受攻擊，而罪魁禍首可能就

來自於受到北京支持的 Winnti 
Umbrella 的駭客組織。駭客使

用一種「Winnti」惡意軟體，允

許他們由遠端進到受害企業的電

腦網路。拜耳集團今年 4 月證

實遭「Winnti」網路攻擊鎖定長

達一年多。

◆巴基斯坦一架軍機在進

行飛航訓練之時發生事故，於 7
月 30 日墜毀在靠近該國首都的

拉瓦爾品第（Rawalpindi）市

郊的一處住宅區內，導致至少

17 人喪生，其中包括 5 位軍機

上的軍人。現場的一名軍官向路

透社說，軍機撞到了建築物的一

側，之後隨著飛機墜毀，也使整

個建築物結構倒塌了。軍方官員

稱，目前尚不清楚墜機原因，這

架小型飛機隸屬于巴基斯坦陸軍

航空兵，其在墜毀之時，正在進

行例行訓練飛行。機上總共有 5
名軍人，其中 2 人是飛行員。

◆朝鮮「金剛山歌劇團」是

其唯一在海外的藝術團，傳出

24 歲的女成員安聖愛，日前因

為涉嫌持有毒品，而遭日本東京

警方以現行犯逮

捕了。雖然她否

認持毒，但坦承

有吸毒，並經最

新驗尿結果亦呈

陽性反應。目前

警方正展開進

一步的調查。

根據日本

《富士新聞臺》報導指出，7 月

11 日安聖愛在位於東京涉谷區

的男性友人家中，遭警方當場

查獲持有約 1.6 公克毒品，並以

現行犯被逮捕。

「金剛山歌劇團」是由旅日

的朝鮮僑胞所組成的藝術團，

亦為平壤唯一於海外進行表演

活動的藝術團，主要普及朝鮮

民族的音樂和舞蹈，並於日

本、韓國及中國等地演出。安

聖愛的臉書顯示她曾經就讀於

東京朝鮮中高級學校；另有報

導稱目前安聖愛的國籍是韓國。

【看中國訊】據美國媒體

The Information 網 站 7 月 29
日報導，美國谷歌公司與中國科

技巨頭華為的關係可能比以前人

們瞭解到的更加深入。

據報導，2015 年谷歌在其

位於矽谷的總部接待了近 100
名華為工程師，並為他們提供了

自己的實驗室。谷歌工程師與華

為團隊併肩工作，為一款名為

Nexus 6b 的手機開發顯示器和

攝像頭等功能。報告稱，這兩家

公司的員工很親密，他們會一起

吃晚飯和喝酒。

一位負責該項目的華為工程

師對 The Information 表示，華

為工程師從谷歌那裡「學到了很

多東西」。華為消息人士表示，

他們與谷歌合作所獲得的經驗，

有助於中國公司未來生產更好的

手機。

The Information 披 露 的

這一報告還顯示，谷歌當時正

為華為品牌的智能音箱授權其

Google 智能助理技術。

今年 5 月，川普總統將華

為列入黑名單，停止了華為與美

國公司之間的銷售往來。當時，

華為所面臨的最緊迫的問題是在

操作系統的使用問題，該操作系

統由谷歌的 Android 操作系統

提供支持。

與此同時，世界各地的商界

領袖要求川普政府重新考慮華為

的禁令。上週，川普會見了包括

谷歌在內的美國頂級科技公司的

領導人，總統同意「及時」決定

是否可以恢復與華為的貿易。

去年，谷歌被廣泛批評為中

國當局打造有審查功能的瀏覽

器，谷歌最近證實它已經終止這

個名為「蜻蜓計畫」的項目。

到目前為止，谷歌和華為都

沒有立即回覆相應的評論請求。

寰宇新聞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

導】俄羅斯警員 7 月 27 日以暴力

逮捕了 1737 名爭取自由選舉的

反對派人士。這些人抗議當局禁

止反對派候選人參加今年 9 月舉

行的一次地方選舉。歐盟嚴厲譴

責莫斯科破壞俄憲法規定的基本

權利。

非政府組織 OVD-Info 消

息指出，這是 2012 年反對普京

重返克裡姆林宮抗議運動以來，

莫斯科最大規模抓捕反對派的行

動。據路透社報導，歐盟 27 日

午夜發布聲明，嚴厲譴責莫斯科

當局過度使用武力和抓捕爭取自

由選舉的反對派示威者，譴責莫

斯科此舉是再一次嚴重損害了言

論自由和集會自由的基本權利，

而這些基本權利都寫在俄羅斯自

己的憲法中。

路透社報導指出， 9 月 6 日

的地方選舉，涉及莫斯科市議會

與聖彼得堡市等 16 個地區的地

方首長和 21 個城市的市政委員

會。在民怨沸騰的背景因素下，

反對派選情似有淩駕趨勢。深感

憂慮的莫斯科當局竟以反對派候

選人未獲足夠聯署為由，取消了

多數反對派候選人資格，進而引

發上週日數萬人示威。

曾經試圖挑戰普京總統

寶座而遭誣陷除名的 43 歲的

反 對 派 領 袖 納 瓦 尼（Alexei 
Navalny），則於 27 日他所號

召的示威活動集會之後，被控

非法集會遭到逮捕入獄服刑 30
天。就在隔天的 28 日，納瓦尼

突然在獄中出現了「嚴重過敏反

應」，而被送到醫院治療。有一

名醫生探視他之後，指稱納瓦尼

不排除接觸不明化學物品，而導

致中毒的，認為這件情很可能不

單純。

現任總統普京在 2012 年暫

任 4 年的總理位置之後，再度

重返克裡姆林宮，而後就更加緊

進行政治控制，使得異議人士的

活動空間，也遭大幅地壓縮。不

過反對派並未因此而屈服，雖然

27 日遭逮捕人數刷新了近年單

場街頭抗爭記錄，但反對派仍號

召民眾下週再戰。

谷歌華為關係匪淺 選情不妙 俄警抓捕反對派

朴槿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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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前總理李鵬本是爭議性

人物，結果去世也引發風波。

7 月 22 日深夜，李鵬在北

京死亡，終年 91 歲。 7 月 29
日上午，李鵬遺體在北京「八寳

山革命公墓」火化。上午，習近

平、李克強、栗戰書、汪洋、王

滬寧、趙樂際、韓正等七名政治

局常委、國家副主席王岐山還有

江澤民等人前往送別。

另外界詫異的是，李鵬同時

代的三個常委都沒有出席，他們

是朱鎔基、李瑞環、李嵐清。後

於李鵬的胡錦濤、溫家寳、吳邦

國、賈慶林等也沒有出席。甚至

與江澤民、李鵬同時期，權傾一

時的江的狗頭軍師曾慶紅也沒有

親自出席李鵬的告別儀式。在這

種情況下，江澤民強行撐著出席

令人驚詫。

人們還發現連一直被視為極

左的劉雲山、張高麗等習近平首

屆當權時期的常委們也沒送花

圈。

在李鵬病死後當局的訃告

中，高調褒揚李鵬在 1989 年

「六四」時「採取果斷措施制止

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穩定了

國內局勢」，又稱其「在三峽工

程決策和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

用」。但李鵬在民間的名聲卻

剛好因為這兩樁事而臭。

法廣文章懷疑，不出席者一

方面他們要和李鵬切割，同時也

是對習近平的權威的挑戰。時評

人陳破空曾撰文指出：「場面令

人驚詫 !，除某人之外，一眾政

治老人堅決不去。高層重大分

歧。」

目前網上比較多支持的觀點

認為，前朝元老們，除江澤民

外，無一人出席，這極為反常。

按理說，與李鵬共事過的元老，

如李瑞環、朱鎔基、溫家寳等，

身體並無大礙，老同事和老上級

去世，於情於理都找不到不出席

的理由。他們集體不來，是一種

政治表態。或表明他們不願背

「六四」鎮壓及「三峽工程」這

兩大黑鍋，畢竟這兩件事李鵬都

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而江澤民掙扎出席，一方

面是因為李鵬鎮壓「六四」，江

是最大受益者，藉此爬上權力

頂峰，並且「六四」後，兩人共

進退。另一方面江是在「刷存在

感」。

同時網路流傳，李家不願意

單獨背鍋。網路流傳在李鵬告別

式之後，其女兒李小琳於 29 日

當天撰寫了一篇懷念父親李鵬

的祭文。祭文中李小琳強調她

的父親李鵬「從年輕時已養成

了記日記的好習慣」，「記憶超

群……」。

這是在暗示什麼？據說李鵬

在海外出版的《李鵬日記》中曾

說六四鎮壓責任在於鄧小平，李

鵬後來也在官方出版的《眾志繪

宏圖──李鵬三峽日記》一書中

明確表示，三峽水庫建造的決定

是在江澤民主持下作出的。

據說，李鵬訃告徵求家屬意

見時，家屬不同意把六四評語寫

在上面，但中共黨中央還是決定

了。多家媒體認為，李小琳這是

在暗示：想讓他的父親為六四背

鍋，沒那麼簡單！

在李鵬去世的整件事情中，

網民認為，最不識時務者當屬習

近平。相比而言習近平和李鵬沒

有直接瓜葛，多數中共元老人家

都把李鵬當成個負債、繞著走還

來不及，習近平反而上趕子地去

吹捧李鵬。

李鵬身後的風波也是對習的

一個提醒，在人人為自己打算的

官場內，沒人願意為你分擔罵

名。如果對香港實施鎮壓，習近

平作為一尊、沒法推責任給別

人，一旦人走茶涼，人事代謝

之後，他的際遇恐怕還不如李 
鵬。

中國法院判處為母親復仇殺人的退伍軍人張扣扣死刑並已執行（左

圖）；美國聯邦法院判決殺害中國女學者章瑩穎的克里斯滕森終身

監禁（右圖）。（網絡圖片）

港人網上號召8

月5日全港大罷

工，並 在 全 港

重 要 的 七 區 同

時集會，癱瘓各

區。而多個組織

部署將抗爭行動

升級。（美國之

音）

雖然中共對香港疾言厲

色，但還沒有到下決心的程

度。 7 月 29 號港澳辦的表態，

是讓發言人楊光出面，並非是

港澳辦主任、和副主任級別的

官員出來面對記者。把低級別

官員推到前臺當主角說重要的

事，就為當前態度的份量打了

幾分折扣，一種可能是中共內

部對香港還莫衷一是，沒有定

案，港澳辦的主要官員不想自

己出來承受質疑的火力，就把

年輕人扔到前臺當炮灰，這是

官場的常見做法。另一種可能

是目前是初步的警告，把港澳

辦主任和副主任壓軸的表態放

在後面，預留升級、或降溫的

空間。不管是哪種可能，都說

明中共目前的警告和最終的決

定還有一段距離。

準確地理解現狀很重要，

我一貫的主張是，香港市民應

該充分利用現有的空間，在灰

色地帶中遊走；而不是拋棄掉

灰色地帶，進入畢其功於一役

的決戰心態。與其把主要精力

放在街頭和警察死磕，不如在

保持必要的集會表達訴求的同

時，更多精力轉頭深入社會，

發動各個行業、各個階層的不

合作運動。交通部門的罷運、

商場的罷市、罷工、罷課都是

這種不合作運動，開始的時

候可能只能通過臉書上的朋友

圈，發起小規模、象徵性的罷

工；但是只要堅持做，總會感

召更多的人加入。比起街頭集

會，不合作運動是能實質癱瘓

政府管制的行動，而且觸犯法

律的風險更小。

在 29 號港澳辦的發言之

後，香港警察迅速以暴亂罪逮

捕了 40 多名示威者，結果又

引發了大群年輕人在警署前聚

集，爆發了衝突。有朋友給我

轉來了香港青年在臉書群組中

的討論，有人說：一旦這次失

敗，香港的處境會比西藏更

慘，所以必須走上街頭。

激情和勇氣可嘉，但是對

現狀理解還是有偏差的，西藏

是先後經過了 1959 年、1989
年、2008 年拉薩「314」幾輪

北京政府的直接暴力鎮壓，走

到了今天。在西藏不存在市民

社會與極權統治者之間的灰色

地帶————就是法制習慣、

不充分民主穩定舉行的選舉活

動、集會結社的空間、信息的

開放，西藏也沒有《基本法》這

類的緩衝層。

也就是說在西藏，共產黨

可隨心所欲，中共對西藏還可

以人員管控、對進藏和出藏的

人流實施控制，可以完全實現

消息封鎖。

而香港有信息開放、集會

結社的空間和法制的習慣，一

定要把這些東西當成資產利用

好，只要在形式上不違法，港

府和中共還真沒法直接從人身

上實施打擊，把抗爭方式轉向

不合作是減少對示威者個人、

以及對社會傷害的途徑。可以

從小規模的罷工、罷市開始，

擴大到一個一個行業接力性的

罷工，社會充分動員後把注意

力轉到今年 11 月的香港區議

會選舉、明年的立法會選舉，

爭取在議會層面和政府對立的

意見取勝，這是能逐步癱瘓林

鄭月娥政府管制能力的途徑。

這條途徑比在街頭與警察死磕

更加有效，同時也能保持道德

高地。在大規模社會運動中，

能否一直維持道德優勢也是成

功的關鍵。

——節選自「文昭談古論

今 Youtube 節目」

美國聯邦法院，判殺害中國

女學者章瑩穎的克里斯滕森終身

監禁；中國法院判處為母親復仇

殺人的退伍軍人張扣扣死刑並已

執行。網路上看到的各種反應總

結起來就一句話：在美國，該死

的沒死；在中國，不該死的死

了。

克里斯滕森殺人案發生已經

兩年了，手段極其殘忍，到現在

也不肯供出章瑩穎的屍體丟棄何

處。聯邦檢察官和章瑩穎的父母

都要求判處克里斯滕森死刑。反

對處死克里斯滕森的一位陪審員

表示，如果處死克里斯滕森能換

回章瑩穎的生命，他會投贊成

票。

陪審員制度在美國法律審

判中具有絕對權威性，在死

刑判決上是一票否決制。 12
名陪審員有兩個人不同意死刑。

克里斯滕森最後被叛終身監禁。

所以美國律師很重要，他要

善於說服陪審團相信他。拼的是

專業，而不是一門心思去找跟法

官和領導的關係。因為陪審團制

度建立的精神，判案等於是民意

基礎上的裁決。

這裡看出了美國在對待一個

人的生與死方面所有的顧慮。這

源於他們的宗教信仰。在美國的

思想中，一個人的生命是不能由

另一個人判定的。裁決權在上帝

手中。

那你可能要反駁了，難道罪

犯就可以決定別人的生死麼？放

走了罪犯，還有什麼公正？這是

一個司法體系、文化認知和宗教

信仰綜合考慮的問題了。

13 歲的張扣扣，目睹母親

被同村王自新的三子王正軍打

死，母親死在張扣扣懷裡。殺人

者被輕判有期徒刑 7 年，三年

後釋放。殺人者兄弟是當地副鄉

長。三十年後張扣扣，為母親復

仇殺死仇人。

張扣扣案的審判，遠沒有克

里斯滕森案那樣慎重，更無法體

現三十年前就缺失的正義。在

海內外無數「刀下留人」的呼籲

中，張扣扣還是被執行了死刑。

其實中國的法院決定不了張

扣扣的生死，他生死的決定權在

中共政法委手中。中共一定要處

死張扣扣，就像早年一定要處死

上海的楊佳一樣。你想，他要是

不維護那些黨政官員，不維護那

些替它行惡者，這個獨特的專制

制度如何運行得下去？！張扣扣

可以活，卻不得不死。

公義何時會到來？怕不是等

著對某個人，某個部門，某個團

體的復仇時機，而是等到一個

制度的消亡時。面對正義的呼

喚，不會只剩一聲嘆息。

港民可在 
「灰色地帶」中遊走

從張扣扣和章瑩穎案 
看公義

李鵬去世 風波不斷
◎文：林中宇

◎文：文昭

◎文：江峰

李鵬病死後當局的訃告中，高調褒揚李鵬在鎮壓「六四」的角色和

「三峽工程」中的決策作用。李鵬同時代的三個常委朱鎔基、李瑞

環、李嵐清都沒有出席其送別儀式，而鎮壓「六四」的最大受益者

江澤民卻掙扎出席。（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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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brid 初始成本高 ? 優勢不如純電動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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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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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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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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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接上期）

3) 優勢不如 
純電動汽車

當混合動力汽車在 21 世紀

初大規模出現時，那個舞台上就

它自己。像 Zap Xebra 這樣的

純電動汽車還是一個小東西，單

次充電最遠只能行駛 40 英里，

最高速度也很低。

直到 2008 年單次充電可以

行駛超過 200 英里的特斯拉跑

車的出現，純電動汽車才進入人

們的視野。 2011 年，特斯拉的

Model S 和日產 Leaf 問世並投

放市場。完全不需要汽油，完全

不需要發動機的全電動汽車，早

期只是被那些先驅們所接受。

現在有數十種全電動汽車，

從未來派的 BMW i3 到大眾

電力高爾夫。還有插電式混合

動力電動汽車或 PHEV，如豐

田普銳斯的 Prime 和克萊斯勒

Pacifica。
地球上的每個汽車製造商都

承諾在未來 5 到 10 年內將其車

隊全部電動化。這就意味著會有

更多的混合動力車、插電式混合

動力車和純電動車投放市場。因

此，雖然混合動力車仍然可用，

並且到目前為止經受住了時間的

考驗，但顯然還有其他更清潔的

動力系統可以選擇。

僅依靠電力運行的汽車，比

如 EV 或 PHEV，行駛時完全

沒有廢氣排放，零排放，零汽

油。

4) 不適合拖車和牽引
混合動力汽車幾乎適應於任

何類型的駕駛情況。城市、高速

公路、小型車、小型貨車。而且

有幾乎適合於每個人收入狀況的

混合動力車可供選擇。

如果你需要牽引或拖拉任何

東西，混合動力汽車可能就不適

合你的需求。混合動力車的設計

不是為了牽引東西。一些混合

動力車可以拉一個小的東西。

2016 年豐田開始為普銳斯提供

拖車選項，這被認為是開創性

的。真的，沒有人會想到用混合

動力車牽引東西。但它仍然只能

牽引約 1,600 磅（725 公斤），

這是市場上最輕的露營車的最低

端的重量。

5) 你不需要汽車
據世界銀行稱，世界上一半

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區。無

論是洛杉磯還是巴黎，市區的交

通都非常擁擠，而且情況還在惡

化。由一些城市禁止在城市中心

開車，有些城市計劃在未來 20
年內完全禁止內燃機汽車。居住

在城市中心的居民正在放棄汽

車，使用公共交通、拼車、乘車

共享、自行車共享、滑板車，甚

至步行的方式。

住在城市的人可能會考慮

他們是否需要一輛車。Uber 或
Lyft 等共享汽車服務，以及會

員制的 Car2Go 或 Zipcar 等汽

車共享服務可以滿足人們出遠門

的需求。沒有車意味著不需要為

車庫支付額外費用，當然也不需

要支付停車費。沒有維護，沒有

保險，沒有汽油費。請記住，混

合動力汽車還是需要汽油運行。

如果你乘坐公共汽車，那麼你也

不必擔心收發短信時被警察懲

罰。（全文完）

雖然混合動力車仍然可用，並且到目前為止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但顯然還有其他更清潔的動力系統可以選

擇，零排放、零汽油的純電動車在強調環保的大環境下顯然更具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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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edes-Benz
Vans born to run.

Vince Pelkman Brian Colin 

花錢更少
載的更多。
選購 2019 款後驅 Sprinter
廂型貨車和廂型客貨兩便車

車隊 / 廂型車

銷售經理

車隊 / 廂型車

銷售專家

貸款 / 租賃：

現金購車：

免除 3個月高達 $750/月的月付款。
利率 3.99%長達 5年。

現金購車節省高達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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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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奢華的客戶服務和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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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驚艷的客戶休憩廳 免費機場班車

【看中國訊】傳統有鎖匙

的汽車一般都有 4 個鎖匙檔

位，分別是熄火 / 鎖定方向盤

（LOCK）、部分通電（ACC）、

全 車 通 電（ON）、 啟 動

（START）四個檔位。鑰匙要

轉動到 START 才能啟動。可

是不少車主會碰到這樣撓頭的

事：鑰匙插進去根本不能轉動。

這時千萬不要莽撞使勁擰，那

會把鑰匙擰斷的。

其實這是您車的方向盤自

動鎖正好卡住車鑰匙的轉動位

置所致。有的小偷會用短接點

火開關的方法啟動車輛，有了

方向盤自動鎖，如果沒鑰匙，

即使啟動了也不能轉動方向

盤。其實，現在鑰匙在插孔

內，您只要左右轉動一下方向

盤，就可以使鑰匙轉動了。

如 果 還 不 能 轉 動 鑰

匙， 對 自 動 檔 的 車 來 說，

還 可 以 檢 查 一 下 是 否 處 在

停 車（PARKING） 或 空 檔

（NEUTRAL）的位置上，如果

不是這兩個位置，鑰匙也是不

能轉動的。還有可能的是鑰匙

彎曲、磨損過度或用錯鑰匙。

有的車電池不足了也會導致鑰

匙不能轉動。

現在越來越多的汽車安裝

了一鍵啟動汽車（無鑰匙）裝

置，車鑰匙卡住再也不是個問

題了。這裡想順便提一下，對

一鍵啟動的車，很多人啟動汽

車時，都是直接踩剎車後，然

後按啟動鍵來啟動汽車引擎，

這是不正確的方法。

汽車一鍵啟動的正確方法

是：首先按一下啟動鍵，等

ACC 燈亮起來；再按一下啟動

按鈕，這時一鍵啟動按鈕成綠

色狀態，車輛進行自檢；然後

踩下剎車，再一次按下一鍵啟

動按鈕啟動。這樣做可防止較

大的啟動電流對電子設備的衝

擊，例如額外安裝的行車記錄

儀。

【 看

中國訊】現在 Uber 
變成一個滿時興 的行業。

不少人想做出租車 行業，就會

首選 Uber，因為開 Uber 既便宜又方

便，是新興行業。那開 Uber 車有甚麼

要求呢？第一點要有一定的英文水平，

能夠做到基本溝通；第二要有四級駕照；

第三還有一輛符合 Uber 管理機構要求

的 Uber 車。需要 5 座 4 門，車齡不能

超過 10 年，車況良好，要通過 Uber 管
理機構的驗車。另外，還要有無犯罪記

錄，良好的駕駛記錄，這些是最基本的

條件。滿足這些您就可以開 Uber 了。

那開 Uber 到底賺不賺錢呢？總體

來講，開 Uber 能賺錢是肯定的，但賺

的多少要根據每個人的不同情況決定。

有幾個因素基本可以決定 Uber 司
機能否賺錢，首先是 Uber 管理機構對

這個 Uber 司機的服務評定。管理機構

從 Uber 乘客對 Uber 司機的服務評價

來審核這個司機的整體服務效果，給出

Uber 司機受歡迎等級，來決定給這個

司機多少和多好的活兒，受投訴過多的

司機活少也差，嚴重的還會被 Uber 管
理機構淘汰。

那評定決定於哪些內容呢？一般來

講，客戶對司機的駕車技術，對駕車路

線是否熟悉，語言及各種溝通是否暢

通，服務態度和盡心程度，以及車內環

境都有要求，特別是能接送及時送達目

的地是客戶非常看重的一點。

因此 Uber 司機需要不斷提高自身

功夫，這樣能多賺錢是沒問題的，當然

業務勤奮也是非常關鍵。有些司機每天

要工作 10 幾個小時（據說現在不能超

過 12 小時），想開 Uber 的朋友們努力

吧！祝你們生意興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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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進化論的概念，人類是

由最原始的水生植物，慢慢進化

到水生動物，接著爬上陸地，從

兩棲生物，爬蟲類，哺乳類，最

後進化到猴子，再下到地上進化

成人類，中間的過程經歷了幾億

年。

生物學家按照生命由簡單到

複雜，由低等到高等，畫出了進

化時間表。比如根據進化論，

5.7 億年至 5 億年前地球上出現

了最簡單的單細胞及海綿等低等

生物。右邊這張圖表表示了進化

論認為的生物出現時間表，但實

際的考古發現卻與該時間表完全

無法吻合。

四百萬年前的 
人類上臂肱骨化石

一九六五年，考古學家帕特

森（Bryan Patterson） 和 豪 威

爾斯（W.W.Howells）在非洲

肯亞的 Kanapoi 發現一件經鑑

定為四百萬年前的人類上臂肱骨

化石。美國加州大學的馬克亨

利 教 授（Henry M.McHenry）
和 克 盧 希 尼 教 授（Robert 
S.Corruccini）稱，此肱骨和現

代人的肱骨幾乎沒有任何差別。

三百萬年前的人類腳印

一九七六年，著名考古學家

瑪麗‧利基（Mary D.Leakey）
領導的研究小組在非洲坦桑尼亞

北部、東非大裂谷東線，一個叫

拉多里（Laetoli）的地方發現

了一組和現代人特徵十分類似

的腳印，這些腳印印在火山灰

沉積岩上，據放射性測定，火

山灰沉積岩有三百四十萬年～

三百八十萬年的歷史。腳印共

兩串，平行緊挨著分布，延伸了

約 27 公尺。

從這些足跡可以明顯地看

出，其軟組織解剖的特徵明顯不

同於猿類。其重力從腳後跟傳

導，通過腳的足弓外側、拇指

球，最後傳導到腳拇指，腳拇指

是向前伸直的。而猩猩及南方古

猿（Australopithecus）直立行

走時，重力從腳後跟傳導，但通

過腳的外側傳導到腳中指，且腳

拇指是向側面伸出的。

二百萬年前的 
人類大腿骨化石

一九七二年在肯亞的圖爾卡

納湖（Lake Turkana）發現的

大腿骨化石和現代人類形態十分

相似，據估計年代是在二百萬年

前。

一百萬年前的人類骨骼

一九一三年德國科學家瑞克

（Hans Reck）在非洲坦桑尼亞

奧都窪峽谷（Olduvai Gorge）
發現一具完整的現代人類骨骼，

它處在約一百萬年前的地層中。

三十萬年前的 
人類骨盆化石、股骨

據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中國《科學時報》報導，西班牙

古生物學家在該國北部布爾戈斯

省阿塔普埃卡山區，發現了三十

萬年前的史前人類骨盆化石、股

骨及一些石製工具。

二萬六千年前的 
一百三十五個人類骨骼

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美國科學雜誌《Science》報導，

在澳大利亞新南威爾斯的蒙戈

湖（Lake Mungo）、威蘭卓湖

（Lake Willandra）附近發掘出

二萬六千年前的一百三十五個人

類骨骼、壁爐等史前古器物。另

外在蒙戈三號坑還出土了一具完

整的三萬年前的男子骨架化石，

塗抹著赭石染料，手臂疊放在胸

前，是按照葬禮儀式埋葬的。

考古的發現，完全對應不上

進化論的時間表，這給予人們的

啟發是什麼呢？

——節選自洞見文化出版

《揭開史前文明的面紗》，文章

有刪節。

◎ 文字整理：秀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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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Odyssey 獲得ALG最佳保值獎；2019 IIHS最安全車款
Top Safety Pick; Edmunds 最佳家庭 MiniVan

2019 CR-V和 Pilot 獲US News & World Report「2019最佳
SUV品牌」獎；2019 IIHS「最安全車款」獎（Top Saftey Pick）

2019 Civic 獲「Edmunds買家最想買的車」（Edmunds 
Buyers Most Wanted）獎項; 2019 Kelly Blue Book「年度最
佳性價比車款」（Best Buy of the Year）

2019 ALG「最保值獎」
2019 Accord 再次榮獲 Kelly Blue Book「年度最佳性價比車
款」(Best Buy of the Year）;
Value Award)

(Residual

選擇本田的N個理由：

2019 Honda CR-V LX  A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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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Honda CR-V EX  AWD
現價 $36,055

2019 Honda CR-V EX-L  AWD
現價 $38,355

2019 Honda CR-V LX  FWD
現價 $31,964

2019 Honda CR-V  Touring
現價 $41,155

2019  Honda  CR-V $1,000 *優惠

進化論的危機（二） 

進化時間表的疑惑
年代

進化論認為 

當時地球的可能情況

進化論認為 

當時生存的生物

實際發現的 

化石與遺跡

46億年前～ 

5億7千萬年前

地殼形成，陸地聚集，有很

多火山活動。大海產生了，

但生命尚未出現。

單細胞生物，細菌 人造金屬球、核子反應爐

5億7千萬年前～ 

2.5億年前

造山運動產生陸地，出現森

林、沼澤和三角洲。

寒武紀大爆發。三葉蟲，水

生低等植物，陸生低等植

物，魚類，兩棲類

人類鞋印，人類腳印，煤炭

裡的金鍊子，鐵鍋

2.5億年前～ 

6千5百萬年前

氣候溫暖，火山活動頻繁，

地殼板塊發生變動。

巨大恐龍出現，蕨類植物，

小型哺乳類動物

人類腳印，人類手指化石和

鐵鎚

6千5百萬年前～ 

2百萬年前

氣候轉涼，草地出現，陸地

升起。

恐龍滅絕，哺乳類大量出

現，南方古猿出現

人類腳印，人類上臂肱骨，

人類大腿骨

2百萬年前～ 

1萬年前

氣候與陸地逐漸發展成今天

的形態。
人類開始由猿進化成人

假造的猿人化石，火星塞，

金屬花瓶

自一九六九年起史坦泰勒（Stan 

Taylor）開始帕拉克西河的挖

掘。他在數噸重的石灰石下的白

堊紀地層中發現了類似人的腳印

(Dr.Don Patton)

在德州白堊紀地層發現的人造鐵

錘（Dr.Don Patten）

經分析，鐵錘製造純度非常高

且穩定，遠遠超出現在的煉鐵

技術（Creation Evidence 

Museum）

古老岩層中的人類手指化石（Dr. 

Don Patton）

將手指化石切片後，觀察到化石

同樣具有人的骨頭的孔狀組織

（Dr. Don Patton）

鐵錘木柄上的黑色部分已經煤

化，說明岩層固化時，錘子就在

那兒了（Creation Evidence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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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寶常生於南朝的梁

朝末年，父親萬大通

是大將王琳的下屬。

後來王琳歸順北齊，

萬寶常父子也一同到

了北齊，當時萬寶常

不過四、五歲。

萬寶常生來就很聰明，富有

音樂天分，幼年時便師從北齊大

音樂家祖埏學習音樂。他對各種

樂器都十分擅長，還曾自製一組

玉磬獻給北齊皇帝。

有一次，他在野外遇到十來

個人，好像在等候甚麼人。他們

的車馬、服飾都非常鮮豔華麗，

車頂的傘蓋、旗幟紛然羅列。萬

寶常正想迴避，沒想到為首之人

把他叫到跟前，對他說：「你身

負上天賜與的音樂才華，天帝眼

看世間禮崩樂壞，想把八音演奏

◎ 文：欣愉

之法傳授給你，以規正如今的音

樂風氣。你雖然很懂音樂，卻不

知道真正正統的樂理，因此我帶

天上的樂官來教授你音律的要

義。」天官命萬寶常正坐於前，

把歷代正宗的音律、樂理詳盡的

向他講授，萬寶常恭恭敬敬的聽

著，一一牢記在心。講授完畢，

仙人們一齊凌空而去。

萬寶常回到家，已經五天過

去了，從此以後，他對世間的音

樂無不精通。有時他與人吃飯時

談到音律，手邊沒有樂器，他就

拿起面前的餐具、什物，用筷子

敲擊，定其音調高低，竟能配齊

五音，和諧程度不亞於一支樂

隊。他的才能名動一時，頗為人

所稱道。

從南北朝到隋朝，萬寶常都

沒有當過官。隋文帝開皇初年，

沛國公鄭譯等人奉旨重定樂律，

萬寶常也參與議定，不過他的主

張大多不被採納。後來，鄭譯將

編成的樂曲上奏給隋文帝，隋文

帝召見萬寶常，問他如何，萬寶

常說：「這是亡國之音，陛下不

應該聽這種曲調。」隋文帝不大

高興。萬寶常極力進諫，解釋說

這種曲調充滿哀怨、淫靡和放縱

的情緒，不是莊重的雅音，並請

求用水尺為準，調正樂器的聲

調，隋文帝採納了他的意見，萬

寶常奉旨修正樂器，演奏下來，

果然別具一格。

萬寶常又說：「世人都聽說

過《周禮》中的『旋宮』（關於音

樂調式轉換的理論），然而自漢

魏以來，學音樂的人都已不知道

『旋宮』的正義了。」萬寶常講

解「旋宮」轉調之法，人們都嘲

笑他。隋文帝讓他試著作曲，他

一出手就作成一曲，眾人聽了大

為驚歎。萬寶常對當時的樂制、

樂器，做了很多的修訂和改良，

不可備述。他製成了各種樂器，

還撰寫了《樂譜》六十四卷，提

出了著名的「八十四調」，不過

他的理論在隋朝並未得到重視，

倒是在唐代大放光彩。

萬寶常創作的樂曲，風格高

雅澹泊，不怎麼時髦，人們嫌其

不夠通俗，因此不能流行。萬寶

常聽到掌管禮樂、文教的太常

寺演奏音樂，哭著告訴人們說：

「這音樂淫靡、激烈，失去中正

祥和之氣，預示天下不久就要大

亂了啊！百姓又將陷於兵災之

苦……」當時正值盛世，大家對

萬寶常說的話都不以為然。到了

隋煬帝大業末年，群雄並起，他

的預言應驗了。

開皇年間，鄭譯、何妥、盧

賁、蘇夔、蕭吉、王令言等人都

擅長雅樂，常在一起討論古代典

籍、編撰樂書，然而他們的音樂

天賦比起萬寶常，卻差遠了。安

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令樂

等人則擅長俗樂，他們創編的新

曲風靡一時，而萬寶常所作的都

是雅正之音。雖然他們在公開議

論時都不站在萬寶常一邊，但心

裡都對萬寶常十分佩服，說他的

音樂才能是上天賦予的。

萬寶常沒有子嗣，曾對朋友

說：「我要是生病，連個照顧我

的人都沒有。」（下文轉 C2）

萬寶常 謫仙作雅樂
可嘆人不識

古畫：公有領域；其他圖片：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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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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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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孕     講者: 楊繼文中醫師 (粵語) 

Service），並正式成為一名低階

少尉軍官。其中，她並不只是當

個樣板擺設，而是學會了如何駕

駛軍用卡車和修理機器故障，成

為王室中第一個經過正式訓練的

汽車修理員。

日後，女王本人回憶起這段

經歷，認為當時和其他普通孩子

共同受訓，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

時光之一。也正由於這次的經

驗，使她之後將自己的孩子送到

學校上學，而不是讓他們在家請

家教學習。

英國歷史上 
外訪最多的國君

1952年，喬治六世去世，伊

麗莎白公主登基成為女王。但是女

王登基，卻遲遲沒有辦理加冕禮。

因為剛經歷過戰爭，王室沒

錢，沒奈何只好找政府幫忙。沒

想到當時的首相邱吉爾也是兩手

一攤說沒錢。就這樣，從 1952
年女王登基，到 1953 年辦理

已過 9 0歲高齡的英
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

（Queen Elizabeth 
II），歷經二次世界大
戰、 能源危機和政治
動盪。2015年，她超越
其外高祖母維多利亞女

王，成為英國史上在位

時間最長的君主，世界

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女

性君主及女性國家元

首。她與她身後的大英

帝國已經一起走過了超

越半世紀的風風雨雨。

英國女王每次出席公開活

動，都會成為媒體焦點。此外，

她私下的穿著、生活中的點滴也

受到許多人的關注。而她和菲利

浦親王彼此尊敬、互相扶持的故

事更寫就了一段王室裡的愛情傳

奇，為人們所津津樂道。

伊麗莎白公主

伊莉莎白女王的母親伊麗莎

白 ‧ 安吉拉 ‧ 瑪格麗特 ‧ 鮑

威斯 ‧ 萊昂，是蘇格蘭的名門

望族。父親阿爾伯特 ‧ 弗雷德

里克‧亞瑟‧喬治，是英國喬

治五世國王的次子。伊麗莎白是

家中長女，她的個性穩重又有主

見，從小她就接受父母和眾多老

師的教育。

童年的伊麗莎白與父母一起

過著平靜、安樂的生活。她本

人，甚至她的父母都從未想過有

一天她會繼承王位。

然而 1936 年，一件令人震

驚的事發生了，伊麗莎白的伯父

愛德華八世，因為堅持與離婚二

次的辛普森夫人結婚而被迫遜

位。她的父親阿爾伯特臨危受命

繼承了王位，成為喬治六世，伊

麗莎白則被立為王儲。

1939 年，伊莉莎白 13 歲，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當時有人

建議應該讓她和妹妹兩位公主到

加拿大去避難，卻遭母親的反

對：「孩子們不能沒有我，我不

能沒有國王，而國王不會在任何

情況下離開。」

於是，伊莉莎白和父母親留

在英國共同面對戰爭的艱困。

1940 年，伊莉莎白公主首次發

表廣播演說，鼓勵並安慰所有在

戰爭中避難的孩子。

1945 年伊莉莎白公主說服

父親，讓她直接參與戰爭。

她加入了後方防衛支援

部 隊「國 內 婦 女 支 援 部 隊」

（Women's Auxiliary Territorial 

◎  文：梅媛

正式加冕禮，已經過去了 16 個

月……。然而，這些林林總總的

二戰經歷，也給女王增添了一份

剛毅的氣質。

儘管登基時伊麗莎白女王僅

有 25 歲，且當時的英國已是一

個分崩離析的落日帝國，但伊麗

莎白依然勇敢地承擔了命運賦予

她的角色。她不斷的努力，經常

出國訪問，努力幫英國維持良好

的國際關係。

1953 年至 1954 年，她和

菲利浦親王花了半年時間周遊世

界，她也成為第一個訪問澳大利

亞、新西蘭和斐濟的英國在位君

主。 1957 年 10 月她到美國進

行國是訪問，1959 年則又訪問

了加拿大。 1961 年她首次訪問

印度和巴基斯坦。她還訪問過大

多數歐洲國家和許多歐洲以外的

地區。

伊麗莎白女王可說是英國歷

史上外訪最多的國君，由於她不

辭辛勞地持續出國訪問，讓英國

與其他國家維持了好的溝通管

道，並保持了友好的關係。

有趣的是，直到今天伊麗莎

白二世仍然是十六個國家名義上

的女王。

除了英國、加拿大、澳洲、

新西蘭外，還有其他十二個在她

即位後獲得獨立的國家仍然以她

為國家元首，包含牙買加、巴貝

多、巴哈馬、格林納達、巴布亞

新幾內亞、所羅門群島、圖瓦

盧、聖盧西亞、聖文森特和格林

納丁斯、伯利茲、安提瓜和巴布

達，以及聖基茨和尼維斯等。

時尚卻不失簡樸的穿著

在穿著打扮方面，伊麗莎白

二世一直是女性優雅著裝的典

範。雖然她的服裝搭配十分保

守，喜歡單色外套和搭配同色系

的帽子，但她總是能根據場合穿

著出合宜的服裝，是現代女性中

能兼具時尚與禮儀的完美代表。

英國王室對於穿著還有一項

特殊的傳統，那就是從衣櫃裡拿

出喜歡的衣服反覆穿戴，伊莉莎

白女王也承襲這項傳統，多次於

公開場合身穿舊衣，以行動來證

明與英國人民同甘共苦，也充分

展現出女王簡樸節儉的一面。

英國王室裡 
永遠的愛情傳奇

除了穿著搭配常是眾人關注

的焦點之外，伊莉莎白女王和菲

利浦親王兩人之間「執子之手，

與子偕老」的愛情故事也頗為人

們所津津樂道。

這段浪漫的愛情故事要從

1939 那年開始說起。

那年 7 月，伊莉莎白公主

的父親英王喬治六世攜家人到達

特茅斯皇家海軍學院參觀，18
歲的菲利浦正在那所學校就讀。

儀表堂堂、風流倜儻的菲利浦王

子在舅父的安排下，陪同 13 歲

的伊莉莎白公主與妹妹瑪格麗特

公主參觀達特茅斯海軍學院，彬

彬有禮的菲利浦王子與伊莉莎白

公主，郎才女貌，雙雙一見鍾

情，從此開始了書信來往。

1946 年，菲利浦王子的翩

翩風度，以及他與伊麗莎白公主

的純真愛情終於打動了公主的父

親喬治六世國王。當年，菲利浦

王子鼓起勇氣，在蘇格蘭向公主

求婚，並獲得應允。之後，2 人

育有 4 名子女，鰜鰈情深，牽

手扶持走過了 72 年，是英國史

上第 1 位慶祝鑽石婚的君主，

也鑄就出一段英國王室裡永遠的

愛情傳奇。

伊莉莎白二世，2015年。

英國女王

1945年，伊莉莎白公主參加 

二戰，成為一名低階少尉軍官。

伊莉莎白二世平常住在倫敦的溫莎城堡。

伊莉莎白女王和菲利浦親王，

1950年。

——伊莉莎白二世
UNKNOWN/WIKI/CC BY-SA 2.0OGL，英國開放政府授權

公有領域

（上文接 C1）後來他得了病，妻

子果然捲走他的財物，跑掉了，他差點

餓死。某天夜裡，萬寶常之前在野外遇

見的仙人來到他的家中，對他說：「你

捨棄了天上的安逸，來到人間，沉淪了

這麼久，如今期限快到了。你還記得

天界雲亭宮的盛會嗎？」萬寶常一時懵

住，過了許久才恍然大悟。一天，他

對鄰居說：「我原來是天上的仙人，偶

然被貶謫人間，現在要回去了。」十天

後，萬寶常不知所蹤。

李白在〈古風〉中云：「文質相炳

煥，眾星羅秋旻。」意思是說，那些德

才兼備的人們，他們正直的品格和璀璨

的才華交相輝映，就像群星閃耀在秋日

的夜空。歷朝歷代，正是這些群星般的

人物相繼而來，共同奠定了燦爛的中華

傳統文化，萬寶常也是其中之一。他天

賦才華，有志於歸正樂風，然而隨著世

風墮落的人們，已難以聽懂雅正、高尚

的音樂。看起來萬寶常懷才不遇，十分

可憐，但其實真正可惜的，是偏離正道

而不知，有幸聆聽雅音，卻充耳不聞的

世人啊！

萬寶常 謫仙作雅樂
可嘆人不識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C2 看古今 History 第 65期     2019年 8月1日—8月7日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C3看博談Bilingual2019年 8月1日— 8月7日      第 65期

The Chinese people always used to 
honor and respect their teachers, as it was 
a traditional value that formed a bi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 and student. 
In teaching his students, the teacher was 
expected to impart virtue, his scholarly 
knowledge and wisdom regarding how 
one should behave in society. His duty was 
to bring life-long, valuable wisdom to his 
students, and for this reason, the ancient 
people of China had the saying, "A teacher 
for one day should be respected like a father 
for life." People paid a lot attention to their 
conduct and behavior, as they wanted to 
learn the correct moral principles that a 
human should possess. This would enable 
them to develop virtue, and because of 
this, they were thankful for their teacher's 
benevolence.

Below are two stories about teachers 
and students from ancient China.

King Wen and King Wu Respected Jiang 
Ziya as Teacher

 During the waning years of the Shang 
Dynasty (1571 – 1046 BC), King Wen of the 
Zhou region governed the western lands. He 

governed his people with benevolence. He 
understood that in order to develop a nation 
and to make progress, he needed people 
around him that exhibited virtuous behavior. 
He had heard that Jiang Ziya was a scholar 
with high moral standards, and so wanted to 
invite Jiang to join him. He decided on an 
auspicious date, took a vegetarian diet and 
cleansed himself, then took his followers 
to Pan Creek to meet with Jiang. While 
talking to Jiang, King Wen saw that Jiang 
was indeed a very talented individual, with 
a magnanimous heart, high moral standards, 
and with a desire to bring peace to the 
people. King Wen said happily, "Before my 
grandfather passed away, he told me that one 
day someone of great talent would come to 
help me and bring prosperity to the Zhou 
region. You must be the one." King Wen 
invited him to return to the palace together 
in the carriage. Jiang joined King Wen's 
government as the prime minister and King’s 
Wen teacher. King Wen learned strategies 
to govern a nation from Jiang Ziya. As a 
result, the Zhou region became increasingly 
prosperous. 

 When King Wen was dying, he asked his 
son King Wu to treat Jiang like a father and 

also as a teacher. Later, Jiang Ziya helped 
King Wu to defeat the last king of the Shan 
Dynasty, and established King Wu as the 
King of the Zhou Dynasty.

Yue Fei Commemorated the Benevolence 
of his Teacher

Yue Fei (1103 – 1142 AD) was a hero 
from the Song Dynasty. He was born into 
a poor family, and his father died when he 
was young. As a child, he could not afford 
to go to school, but he had a great desire to 
learn, and often stood outside the classroom 
looking through the window, trying to listen 
to the teacher’s lectures. As he could not 
afford brush pen and paper, he just wrote 
on the ground using a broken twig. Teacher 
Zhou Tong often saw Yue Fei and realized 
that he was anxious to learn, so Zhou Tong 
offered him free schooling. Yue Fei was 
taught how to be an upright individual, 
love his countrymen fight for his country 
and establish lofty goals. On days that 
fell on odd numbers, Yue Fei would study 
literature, and on even-numbered days, he 
would learn martial arts. He was taught a 
special technique to shoot arrows from both 

sides. With great devotion to his studies, he 
finally became a master in both the martial 
arts and literature. Yue Fei later became a 
general that had resounding achievements on 
the battlefield. He led forces to reclaim lost 
territories and became the most feared man 
in the enemy Jin camp. 

 When Zhou Tong died, Yue Fei buried 
him as if he were his father. On the first and 
the fifteenth day of each month, Yue Fei 
would pay homage to Zhou Tong regardless 
of whether he was at home or on the 
frontlines. After shedding tears, he would 
take out the bow given to him by Zhou Tong 
and shot three arrows into the sky. Yue Fei 
said, "My teacher has taught me how to be a 
man and to love my country. He taught me 
the martial arts and marksmanship that he 
perfected throughout his life. I cannot forget 
what he did for me."

 People in ancient China had a saying, "The 
sages in Taoism, Buddhism or Confucianism 
had their teachers. All ancient emperors had 
their teachers." People who do not respect 
their teachers are devoid of gratitude and will 
not become enlightened. All sages in history 
showed respect for their teachers and are role 
models for later generations.

Stories of the Ancients Honoring Their Teachers

   尊師重道是我們中華民族的

傳統美德，老師授人以「德」、 
「才」，教人做人之道、學業、

技能及為人處世的行為規範，使

其一生受益，因此古訓中有「一

日為師，終身為父」之說。古人

非常注重品行修養，學師德，謝

師恩，留下了許多感人的故事，

以下為其中的兩則。

文王、武王師事姜子牙

 商朝末年時，西部諸侯國之

長周文王以德化民，推行仁政，

深明要治理好國家就要任用賢德

之人。他思賢若渴，聽說姜子牙

道德高尚、學識淵博、是當世大

賢，就選定吉期，齋戒熏沐，

極其精誠的親自率眾到磻溪去

請。談話中，文王看姜子牙胸懷

博大，有經天緯地之才，濟世

安民之志，便高興的說：「我祖

父在世時曾對我說：『將來一定

會有位聖人至周，幫你把周興盛

起來。』您就是我祖父說的聖人

啊 !」說罷就請姜子牙與他同車

而歸。文王任姜子牙為丞相，請

他當自己的老師，向他請教治國

安民的方略，西周更加強盛起

來。文王臨終前把兒子武王託付

給姜子牙，文王囑其子：「以父

事丞相，早晚聽訓指教。可請丞

相坐而拜之。」武王於是尊姜子

牙為相父，又尊為「師尚父」。

姜子牙不負眾望，勵精圖治，輔

佐武王伐紂，一統天下，為後世

開闢了治國興邦之正道。

   岳飛念念不忘師恩

 宋代民族英雄岳飛，幼年喪

父，家境貧寒，無錢上學。但他

非常好學，常在私塾窗外聽課，

無錢買紙筆，就以樹枝為筆，大

地為紙。私塾老師周侗很喜歡這

個勤學的孩子，就免費收岳飛為

學生，教育他如何做人，幫助他

樹立保國安民、建功立業的遠大

抱負，每逢單日習文，雙日習

武。還教會他射箭絕技，能左右

開弓，百發百中。岳飛不負師

教，勤學苦練，文武雙全。後來

他率軍收復失地，屢建奇功，成

為令金兵聞風喪膽的一代英豪。

周侗去世後，岳飛披麻衣，駕

靈車，執孝子之禮，以父禮安

葬他。且在朔望（初一、十五）

之日，無論在外行軍打仗，還是

駐紮營中他都要祭拜自己的恩

師，每次痛哭之後，必定會拿起

老師所贈的「神臂弓」，射出三

枝箭。岳飛說：「老師教我立身

處世精忠報國的道理，還把他一

生摸索的箭法和武藝都傳授給

我，師恩是我一生都不能忘懷

的。」 
古人云：「三教聖人，莫不

有師；千古帝王，莫不有師。」

人不敬師是為忘恩，何能成道？

自古之先哲聖賢以身作則，虛懷

若谷，其尊師重道的風範堪為後

世楷模，令後人學習和景仰。

◎文：紫霞

古人尊師故事兩則

周文王渭水聘子牙（塑像）。

岳
飛
畫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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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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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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添加了硬組織和軟組

織激光設備來治療牙週病

植牙價格實惠，材料使

用瑞士品牌 Straumann
有經驗處理複雜的

牙骨牙齦再生手術

風水寶地的特點

上好的穴位被稱作「風水寶地」，地

形上有一定的特點，一般以穴位為中心，

呈背山面水，左右圍護的格局，專業術語

稱背山為來龍，也即玄武；左邊呈圍護的

山為青龍；右邊呈圍護的山為白虎；穴位

本身的堂局為內堂局，穴位外為大堂局，

大堂局內應有河流蜿轉經過，穴位前方近

處有小山丘為案山，遠方有高的山峰為朝

山。

「太祖山」是指結穴處往後龍脈的發

源之山，通常是附近的最高峰，往下還有

一級「少祖山」之說。「父母山」是指順

著龍脈來處在結穴之山背後的一座山體，

「穴星」一般指結穴之山，就是地穴的穴

位所在的山體。「青龍砂」指穴位左邊的

山脈或山體，「白虎砂」指穴位右邊的山

脈或山體，當然還有「水口砂」、「下手

砂」的說法。「案」指穴位前方近處的山

體，通常呈筆架型或馬鞍型，「朝」指穴

位前方遠處眾多山體，一般來說，朝山

在案山之後。「格局」也有叫做「堂局」

的，指把上述的這些山體形成一個整體，

統一的去看，就有了每個「穴位」自己的

局勢，局勢的大小、好壞直接會導致穴位

品級的高低。一個穴位至少要入品才可能

會有「格局」，也就是後人至少要有等同

於「七品縣官」的富貴福分才能算「入格

局」。當然一個局勢不會只造就一個穴

位，可能會有若干的結穴之處。每個「格

局」大到可能會方圓幾十里上百里或更

多，小到可能只有幾座甚至一座山頭，而

且會大格局中套小格局，小格局中套微格

局。

前面講了「七品」才算入格局，那是

因為七品縣令已經是獨當一面，獨立做主

了，八品、九品沒有獨當一面的要求，他

們屬於七品的輔助官，所以不需要單獨的

格局。

一品之上的，就是帝皇大地，也有叫

天子地的。帝皇大地，牽涉天下格局，受

到上天嚴密安排，領有天命。相傳很多皇

帝都是安排天神下凡來做的，所以以前的

皇帝叫天子。

另外，地穴除了文、武的特點不一樣

外，等級的劃分主要是用道德作為衡量標

準。中國古代除了科舉制之外，官員選拔

還有一種途徑叫舉「孝廉」，說哪個地方

有個人對父母很孝順，人品也很廉潔，當

地老百姓都稱讚，當地官員舉薦他，皇帝

派人考察後，確實如此，就選拔他做官。

孝順廉潔是一個人有道德的一種外在表

現，古代朝廷以此作為官員考核衡量的標

準。這種方式在漢皇朝曾經是一種主要的

選拔官員的方法。

朝與國的區分

中華五千年文明，經歷約多個朝朝代

代，其中還有分裂狀態，稱之為國，如三

國、五代十國等。

「朝」這個字在甲骨文中是兩株小

草，日月自然升替，喻指時間長遠，順

天意而行。「代」字是「人」+「弋」，

「弋」在古代是指戈的木棍子，戈上的金

屬刃不會扔掉，而木棍則要經常更換，所

以用「代」寓意換人。「朝」很長，中間

皇帝是一代一代在換人；「國」是一個地

域中一個人舉著戈，指人用武力征服的疆

域範圍。

以天意和道德範疇來評價，「朝」高

於「代」和「國」。「朝」的君主被稱作

「皇」，而「國」的君主被稱為「王」。

神州大地上，被稱為國的，時間不比朝代

長。

富與貴的區分

我們能夠知道人世間的很多大家族，

綿延時間很長，甚至超過了李唐、趙宋等

帝皇家族，比如孔氏家族，綿延二千多

年，那是孔子傳儒興教育，積了大德，所

以福延後世子孫；還有張天師家族，不僅

綿延一千多年，出了很多修道人。

帝皇大地以「貴」為主要特點來劃分

展現。孔氏世家則是以「福」為主要特點

的展現，而張天師家族，那是「修煉」的

展現，又是另一種情況。

當然，很多地穴即有「貴」又有

「富」，或其他特點。比如某個地穴，它

報的特點是「富貴靈仙」，那完全可能其

地出四房人，其中一房發「富」，一房

發「貴」，一房發「靈」，也就是比較靈

通，類似江湖術士這一種情況，還有一房

則出修道人；也可能其地所出某一房或某

一人同時具備「富貴靈仙」四個特點。

有人說富貴、富貴，有富就有貴，

有貴就有富嘛，那不是一起的嗎？其實

不是，如果上天確定你「富、貴」特點都

占，那你的確既富且貴；如果上天確定你

只有一個特點，比如說是「貴」，那你真

的就只有貴，我們知道中國古代有很多清

官，許多是官至高位，甚至官至極品，依

然是清貧如洗，家徒四壁的，史書記載死

後連好一點的棺材都買不起。

富也好，貴也好，是上天安排，你命

中該有就有，是不能強求的。該是你的，

你正正當當，通過辛苦付出，順其自然就

能得。以歷史上這些清官的身分、地位，

他們要想發財不是很容易的事嗎？但他們

就是秉公而行，只拿國家發放的俸祿，也

就是現在所說的工資，陽光收入。這是他

們盡職盡責，通過辛苦工作付出後，得到

的正規收入，是沒有任何問題的。有些又

貴又富的，那是因為立下重大功勳，皇帝

或者朝廷特別賞賜的，那就是正當的「富

貴」。

有些當官的，命中只有貴，但他出於

人心和欲望的作用，利用職權謀取私利，

現在叫灰色收入，因而發富，這是不正當

獲取，那麼就必須用自己的福德來換，通

過消耗自己的福德來換取這種不正當收

入，當福德一旦消耗到一定程度，就會出

事，或東窗事發被抓，或死亡下輩子來

還。你看街上的乞丐，不要看他現在這麼

悽慘，可能上輩子是達官貴人，過著奢華

的生活。所以古人常常講行善積德，下輩

子投胎過好生活是有道理的。

道德與福分

但是，無論以哪一種特點來劃分層次

等級，最根本的衡量標準都是道德，道德

水準越高的人，福分越大，他的家族興旺

延續年代相應也就越長。在中國西南地

區，有一個土司家族，先祖楊端在唐代從

太原來到西南地區的播州。其家族被天定

六百年統治，直到大明朝建立前期。由於

其家族多代以來行善積德，福澤一方。楊

端的第十三代孫楊粲也是功勳卓著，不僅

開疆拓土，還教化百姓，史籍說他「性孝

友、安儉，素治政寬簡，民便之」。他

治理下的播州「土俗大變」、「儼然與中

土文物同」。上天感念他們家族的功績，

給其家族獎勵，讓其家族再延續一百多

年。直到大明萬曆年間，以其家族最後一

代統治者楊應龍造反，被大明朝派遣大將

李化龍將其剿滅方才結束，前後總共七百

多年。

《道德經》中說，「人法地，

地法天」，道家把人體視為小宇

宙，那麼宇宙也就好比是一個

超大的人體。同理，那是否大地

也是一個生命？人的身體結構

帶有天地結構的信息，有大、小

周天，有脈絡和穴位，大地也一

樣，大地也有脈絡：叫龍脈，有

穴位，叫做地穴。龍脈上有神，

穴位上有神。神根據天地運轉

的規律，奉天之旨意，利用大地

之穴位，形成「天地人」合局，打

通「天地人」上下的通道，以此

來讓天地人三才協調運轉。「天

人合一」學說從此而來。

◎文：証建 
◎圖：鄭旼(清)黃山八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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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二千金外表清秀可

愛，明星臉，有八分像蔡依林，

所以全家有時候就管她叫蔡依

林。她十五歲前的求學過程還真

像個走唱的歌手，曾經換了三家

幼稚園、讀過兩所國小與三所國

中，這項紀錄她自嘲於同學群中

熬了個第一。年紀稍長後，她會

對朋友們吹噓說：「沒辦法，自

己就是母校多！」

每回她一出包，我的輔導知

能就有提升的機會，後來尋思，

這一路輔學相長下來，二千金還

真的幫我於輔導實務上打下了

「堅實」的基礎。

幼稚園階段三轉三出都是相

同的原因，她不喜歡午睡，自個

兒玩耍時難免影響到其他小朋友

的休息，老師受不了她，蒓蒓也

不喜歡幼稚園，我想午睡的需求

同樣是有個別差異的！我一面滴

咕，一面決定讓蒓蒓提早一年進

入國民小學就讀，但是很快的便

發現了這個決定沒有智慧。

提早入了學，但是心智能力

的發展並沒有跟上，蒓蒓就經常 
杵在語文與數學這兩座大山前。 
孩子學習的基本能力與注意力均 
不足，習字簿上的國字直似畫符

般，粗率不堪；數的運算和抽象 
概念也一樣落後，久而久之，

她自己也失去了耐心。到了中

年級，蒓蒓的快樂童年眼看著

就要泡湯了，此刻，我方猛然省

悟：自己究竟是算哪門子的輔導

人員？！

有次期中考後上學，我停好

車子準備讓孩子下車，她卻端坐

不動的啜泣著。我知道蒓蒓的數

學老師非常嚴格，張老師早就告

知學生，如果考差了，不要講理

由，但要有心理準備。幸好，我

的輔導特質大抵上已經甦醒過來

了，所以我的語氣溫和得連自己

聽了都感動：「蔡依林，告訴爸

爸，考四十分有那麼嚴重嗎？」

孩子含著淚，哽咽的說：「爸，

是七分，不是四十分！」

我先是一震，隨即呵呵笑著

輕拍孩子的肩膀：「努力了近兩

個月，考了七分，那不是你的

錯！」孩子止住了眼淚，但我沒

讓她插話：「第一位要負責任的

是張老師，他的教法顯然有問

題，他就沒教懂蔡依林！另外，

還有遺傳基因的因素，所以，你

老爸也推卸不了責任！」我瞧著

孩子又道：「爸爸是個數理障礙

生，我的數學常考三分、五分

的，你能夠考七分，應算是青出

於藍了！」我使用了成語，原先

擔心可能深奧了點，但一見孩子

用悲憫的眼神凝視著我，我想她

是理解我的意思的。

後來，孩子放心的下車進教

室去了，又稍後，我給張老師撥

了通關說的電話。下午接蒓蒓回

家時，她興奮的告訴我，張老師

是個好老師，這次段考他沒有處

罰任何一個同學。孩子至今還不

知道，是我私下對張老師下了功

夫，但我清楚記得，蒓蒓就是從

那天開始崇拜起她的老爸來的。

親子間的視角一轉變，方驚

奇的發覺蒓蒓是一個智育成績超

越老爸，而且德、體、群、美、

技五育均有卓越表現的孩子。有

幾件不同凡響的事蹟，可以印證

以上所述不虛。

三年級上學期，學校辦理冬

令救濟活動，蒓蒓捐了兩百元而

獲頒生平第一張獎狀。我從相框

裡抽取出自己擔任法院志工的證

書，更換上蒓蒓滿載愛心、代表

著德育成績優良的獎狀，並鄭重

其事的將它掛在孩子的房間裡。

一年後，孩子又欣喜的帶回來第

二張獎狀，我一看真是了不起，

合作教育盃跳繩比賽居然得了全

四年級第一名。這回我讓出的是

少輔會志工督導的證書框，裝上

孩子體育成績優良的獎狀。接

著，我告訴蒓蒓，得第一名對你

老爸而言，是從來沒有的事！

到了國中，蒓蒓參加繪畫比

賽榮獲全校第二名，畫作就被張

貼在學校中廊的布告欄上。為此

我專程到學校一趟，並邀楊校長

陪我一起欣賞蒓蒓的傑作，楊校

長頻頻讚歎繪畫技巧之成熟，我

則頻頻回首尋找藏身在二樓樓梯

旁的孩子，她知道、也期待爸爸

今天能來分享她的榮耀。這是蒓

蒓就讀的第三所國中，她正處於

情緒的低潮，因而，我特別讓出

了教育部頒給我的全國輔導績優

人員獎狀框。

美術、美工設計與剪貼原本

就是蒓蒓的專長，這學期的家政

課她又學會了編織，蒓蒓特地幫

我編了兩條紫色圍巾，並煞有介

事的宣稱：「神秘高貴的紫色，

才適合雍容優雅的老爸！」我發

現國三之後，二千金早就能夠精

確的使用成語了。有一天，下班

回到家時，忘了圍上圍巾，蒓蒓

便私下詢問妹妹：「爸爸是不是

不喜歡我織的圍巾？」一聞訊，

我著意的提醒自己再忙、天氣再

熱，也不能輕忽孩子的孝心。因

此，每日一下車，我再也不敢忘

記將圍巾掛在脖子上受檢，一直

到接近清明節時方放鬆下來。

上個月蒓蒓休假回來，她

遞了張「櫃長」的名片給我時，

動容的說：「爸爸您真的非常偉

大……」「我知道！我知道！」

我高興的叮嚀蒓蒓，讚美的話

要說的具體些。「爸爸，您從來

沒有對我灰心過！」我唸著我家

二千金名片上的櫃長頭銜，喜不

自勝的回道：「的確，這正是你

爸爸偉大的地方！」

譯文
把農業作為治國的根本，一

定要做好播種與收穫。

一年的農活該開始幹起來

了，我種上小米，又種上高粱。

收穫季節，用剛熟的新谷交

納稅糧，官府應按農戶的貢獻大

小給予獎勵或處罰。

孟軻夫子崇尚純潔，史官子

魚秉性剛直。

做人要儘可能合乎中庸的標

準，勤奮、謙遜、謹慎，懂得規

勸告誡自己。

關於中庸
中庸是儒家學說理論中很重

要的一部分，孔子在《論語》裡

面提出：「君子中庸，小人反中

庸。」孔子的孫子子思，根據對

這句話的理解和體會進行發揮，

寫了一篇論文，就是現在我們讀

到的《中庸》。這篇文章原是《禮

記》中的一篇，宋儒朱熹將其抽

出與《論語》、《孟子》、《大學》

放在一起，並稱「四書」。

中庸不是和稀泥，不是不講

原則的好好主義，而是既聽了你

的意見，也聽了他的意見，綜合

你們意見中合理的部分，然後採

取一個切實可行的辦法。不走

左，也不走右；不過，也非不

及，這才是中庸。孔子作了一

部歷史，叫《春秋》，為什麼不

叫《冬夏》呢？因為冬冷夏熱，

冬短夏長，都有所偏頗，所以不

取。只有春秋才是冷熱均勻，長

短一致，可以作為衡准來評判歷

史，這也是為什麼稱史為鑒。鑒

是鏡子，以史為鑒可以知興衰，

明因果，這才是中。

庸的意思是庸常，普普通

通、平平淡淡。古人常說：沒事

別找事，平安就是福。

做人處事，居家過日子，一

定要中庸，該吃飯吃飯，該睡覺

睡覺，這是最平庸的，也是最正

常的、最健康的，是我們做人做

事的根本。

千字文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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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本於農，務茲稼穡。
   zhì  běn yú  nóng   wù   zī    jià  sè

稅熟貢新，勸賞黜陟。
  shuì shú gòng xīn quàn shǎng chù zhì

俶載南畝，我藝黍稷。
   chù zǎi  nán mǔ      wǒ   yì   shǔ   jì

孟軻敦素，史魚秉直。
 mèng kē  dūn  sù     shǐ   yú  bǐng zhí

庶幾中庸，勞謙謹敕。
  shù   jǐ zhōng yōng      láo qiān jǐn  chì

作者
韋應物（737 ～ 792），中

國唐代詩人。漢族，長安 ( 今
陝西西安 ) 人。今傳有 10 卷本

《韋江州集》、兩卷本《韋蘇州詩

集》、10 卷本《韋蘇州集》。散

文僅存一篇。因出任過蘇州刺

史，世稱「韋蘇州」。詩風恬淡

高遠，以善於寫景和描寫隱逸生

活著稱。

語譯
正是秋天的夜裡，我在心中

想念著你，此刻我一面散步，一

面吟詠著初涼的天氣。

現在已是秋天的景象，我想

空曠的山裡，已落下松子來了，

你是幽靜的人，在這秋夜，定有

許多思潮起伏，這時候定還沒有

睡覺吧！

註釋
1 屬（zhǔ）：適逢，恰好。

2 幽人：幽居隱逸的人，悠

閑的人，此處指丘員外。

賞析
這首秋夜懷友的詩，並不特

別描繪寂寞和思愁，只是淡淡地

敘說出對友人深摰的情意。就如

同秋夜帶給人的微微涼意一般，

令人心頭無比恬適。

前兩句寫實，寫出了作者因

懷人而在涼秋之夜徘徊沉吟的情

景，後兩句則出於想像。作者運

用寫實與虛構相結合的手法，使

眼前景與意中景同時並列，使懷

人之人與所懷之人兩地相連，進

而表達了異地相思的深情。

家
庭
教
育

詩
詞
賞
析

懷君屬秋夜，散步詠涼天。

空山松子落，幽人應未眠。

秋夜寄邱員外

◎文：吳雁門

韋應物（唐代詩人）

二千金的獎狀

(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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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昂昂良玉救弱女 情深深紫鵑訴衷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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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是這樣的，我和女友打算結婚，

但是關於金錢的問題兩人一直沒有達成共

識。我為了結婚買了房子，登記在我名

下，頭期款和貸款都由我支付。另外，我

提議每個人從薪水中拿出一萬五為公基金

做家用和出外旅遊、吃飯等費用，剩下的

自己存在自己戶頭。但是女友覺得家用和

餐錢、旅遊錢都應由我負擔，如果我錢沒

了，她會添補。這讓我困擾不已，她說很

多朋友的先生都是這樣，可是我因為這點

並不是很舒服，總覺得她都沒有為我著

想。不知道有什麼辦法可以解開這個結？ 

感謝來信，婚姻和戀愛不同，因為

當你確定要與對方攜手共創家庭時，會

有一些大小不一的考驗擺在你們面前，

考驗的存在，是兩人默契與價值觀磨合

的試金石，如果能通過考驗，相信婚姻

生活將會更加美滿。如果關關難過，恐

怕未來婚姻生活也將暗濤洶湧，存在不

安定因素。

至於你目前碰到的問題，簡言之，

缺乏溝通。別怕把問題攤開來談就會破

壞和諧，反倒是沒有開誠佈公說清楚，

才會衍伸更多後續傷害感情的問題。關

於婚姻的理財問題，很多人在談，我想

處理方式也不該只有一種選項。

你的建議是其一，女友朋友的例子

也是其一，應該還有其三、其四等建

議，而且不同家庭結構的處理方式不

同，如果都是雙薪家庭，你的建議是挺

合理與常見的，如果女方沒有工作，那

當然大多是由老公這裡支出。因此，實

在很難照搬別人的例子套在自己身上。

根據調查顯示，金錢問題是造成夫

妻離異的主因。因此，最好的方法就是

婚前就能有理財規劃，藉此了解彼此的

金錢觀、各自的家庭狀況及負擔。最重

要的是，兩人應該非常清楚：唯有共同

努力，才可能達成將來的理想。理財規

劃如果建構在雙向溝通之下， 就可大幅降

低爭吵的潛在因子，不讓金錢成為夫妻

白頭到老的絆腳石。

所以，我建議你多收集資料，並且

請教雙方父母等過來人的經驗，就算過

程中會有意見不一，但是如果為了達成

建立美滿的家這樣的共同目標，雙方齊

心為其付出是必要的。因此，我相信只

要你們願意就事論事，透過不斷溝通，

一定會找到處理金錢的最大公約數。祝

福你否極泰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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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規劃如果建構在
雙向溝通之下， 就可大幅降低爭
吵的潛在因子，不讓金錢成為夫
妻白頭到老的絆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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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四回

上

◎ 文：黃靚  畫：清・孫溫

讀者來信

黛玉後傳

金錢觀沒共識

這天晚上良玉和紫鵑睡在床上說閒

話。紫鵑說：「如今我大哥一家單獨過日

子，不知銀子夠不夠用。眼看幾個侄子要

陸續辦婚事，這又要不少銀子。他們本來

就兩手空空，一點家底子也沒有。只靠皇

上賞賜和兩個侄兒的俸祿過日子，不知能

不能撐得下來。」良玉說：「我也常想這

事，想接濟他們，又怕他們拒絕。得想個

法子，讓他們接受才好。」沉默了一會，

良玉說：「有了！你明晚有空嗎？咱倆一

起到將軍府去一趟。」紫鵑說：「明天晚

上不該我上課，有空。你想到了送錢的由

頭了？要送多少？我這裡有七萬兩，我用

不著，你給他們。」良玉說：「你的就自

己留著吧，我給就行了。」紫鵑說：「我

自幼無父無母，堂哥是我唯一的親人。這

幾年他們一家對我和姐姐真誠、貼心，無

微不至，他家雖窮，但我和姐姐，從沒

受委屈。要沒有堂哥，我和姐姐真不能

想像……我一定不能讓我哥家受窮，我

要盡我的心意，我一定要給。」良玉把紫

鵑拉入懷中，輕輕地撫摸著她的頭髮，

說：「別發愁，有我呢，你的親人就是我

的親人。我不會坐視不管的。你真是個善

良、純潔的小姑娘，太可愛了！」紫鵑悄

聲說：「還小姑娘呢，都嫁給你兩年了。」

良玉微笑著說：「是啊，你早是我的小媳

婦了，可是在我的眼中，你永遠是冰清玉

潔的小姑娘、小天使。」「我真的有那麼

好嗎？我自己怎麼不知道？」「你是天下

最好的女孩兒。我能得到你，真要感謝上

蒼！」紫鵑親吻著良玉說：「你才是天下

最好的男人。我做夢也沒想到能有你這樣

好的夫君。」說著說著，兩人動了情，互

相親吻著，良久，紫鵑忽然說：「剛才咱

們說要給大哥家送錢，還沒定下數目。」

良玉說：「你說要把自己的私房錢也送

去，如果執意要給的話，我也沒辦法，你

剛才說有多少？」「七萬。」良玉說：「那

好，我再加十三萬，湊個整數，給他們

二十萬。」不久，兩人進入甜蜜的夢鄉。

第二日，良玉下朝回來，吃過晚飯，

兩人來到將軍府，滿院子一片昏黑，只有

一間房子射出燈光，良玉小聲說：「真節

省，連路燈也捨不得用。」兩人悄悄走到

房門口，只見大嫂在燈下縫衣服，大哥在

鋸木頭。大嫂一抬頭，看見他倆，大哥大

嫂滿臉是笑。忙讓他們坐，又泡茶又端點

心。良玉說：「這一陣子也沒來看你們，

抱歉！」大嫂說：「你是個大忙人，朝廷

的事，家裡的事樣樣要管。哪裡有空閒？

大嫂不怪你。」紫鵑問：「秉仁的身體怎

麼樣了？」大嫂說：「閒不住，剛能下炕，

弟兄二人天不亮就到園子裡練武，晚上

讀書到深夜。」良玉說：「那怎麼行？他

身子虧得厲害，要多補養。」大嫂嘆口氣

說，「這孩子從小吃苦，他躺不住；你們

送來的人參、鹿茸、靈芝，他一概不喝，

說是喝點小米紅棗粥就行了。你們勸勸他

吧。」「秉仁秉義到哪裡去了？」大嫂說：

「從昨晚開始就上學去了。」紫鵑說：「都

當將軍了，還去上學？」大哥說：「說是

『學無止境』。良玉都當狀元了，還去上

學呢。」大家都笑了。

良玉說：「本想一輩子都吃大嫂做的

飯，可是，如今分成兩家，我也不能硬留

你，只好忍痛割愛，這一陣子沒吃你做的

飯，我如今都瘦了。」大嫂仔細地端詳良

玉，說：「真的瘦了。你倆以後每晚就到

大嫂這裡吃晚飯。」紫鵑說：「太麻煩！」

大嫂說：「要不，我送去。」良玉說：「這

就更麻煩了，以後我倆常來就是了。」大

嫂問：「今晚怎麼想起到這裡來？」良玉

說：「來送聘禮。」大哥大嫂一愣：「給誰

送聘禮？」良玉說：「紫鵑嫁給我快兩年

了，本來咱們在一起過，是一家子，也沒

想到這事，如今你們另立門戶，你們是紫

鵑的娘家人，當然應該補上聘禮了。」大

嫂說：「門外是三個大門，門內是一個大

院，本來就是一家子。」良玉說：「以後

你家的開銷就大了。如今皇上疼惜秉仁，

為了讓他安心靜養，一年內不准任何人來

打擾。一年後，不知會有多少達官貴人來

拜訪，這禮尚往來，可是要花很多銀子

的。還有，這五個孩子，要接二連三連辦

婚事，又是一筆大開銷。這些聘禮也只能

解你一時之急。」說著拿出一張銀票，送

到大嫂跟前。

大嫂瞄了一眼，嚇了一跳：「這麼

多！二十萬？」良玉笑笑說：「不算多，

你們把唯一的妹妹給了我，我佔為己有，

她可是無價之寶，這二十萬還不夠她一個

小指頭的。」大嫂也笑著說：「我們又不

是賣姑娘。」良玉也開玩笑：「真要賣，

我可買不起這個寶貝。」良玉兩眼帶著愛

意望著紫鵑。大嫂看到眼裡，心中湧起一

股甜蜜，笑著說：「你們倆也不知上輩子

結的甚麼緣？這輩子竟愛成這樣！我這妹

妹真是有福氣，找個這麼好的郎君。」良

玉說：「是我有福氣，找到了一個這麼賢

淑的妻子。你以前不是說，哪個男人若找

你妹為妻，將是世上最有福氣的男人。」

大嫂說：「這話你如今還記得？」良玉說：

「永遠記得，你那幾句話提醒了我，點撥

了我，我以後偷偷地觀察她，看她是否

真的那麼好，一看，比你說的還好。」大

嫂說：「好啊！你原來早就偷看我妹妹，

早就打我妹妹的主意了。你剛進山，少有

笑容，還以為你是個冷面冷心的剛強男子

漢，還以為你是個正人君子，原來是個假

正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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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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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N

Edm
onton Trail N

E

Memorial Dr. NW

惠食街

王子島

Downtown

七天營業·上午十一時至凌晨
一時·每晚九時後打冷、宵夜

（403）276-3288   

城獨
一家

注：所有特價菜，必須同時惠顧一
款正價菜，飯、面除外。
圖片僅供參考，以店內實物為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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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e: All special dishes must be accompanied by 
a regular price dish, except for rice and noodles.

The picture is for reference only, the actual dish 
may differ in the restaurant.

惠 食 街 K&B Noodle House
(Chinese & Vietnamese Cuisine)

啫啫薑蔥黃鱔煲  $2999

 Eel with House Special Sauce  Casserole

薑蔥霸王雞  $999

Occupied King chicken

口水雞 $999

Steamed chicken with chili sauce

Braised beef feet

Phǒ Beef   Noodle Soup（Large）

Steamed Fish House Special Fish Soup with Rice Noodle

Royal Chicken

Oxtail Casserole

乾燒大蝦  $999

南乳/紅燒豬手
Braised Pork Hock

 $999

Dry-Braised Shelled Shrimps

牛尾煲
Oxtail Casserole

 $1699

家鄉黃鱔飯  $2999

Country Style Eel Fried Rice

秘製冬菇支竹鵝乸煲 $2399

Chinese Artichoke mushroom geese Casserole

東坡肉
Dongpo pork

 $999

名
廚
推
薦

卡
城獨
一家

$16.99

純魚骨熬製
原汁鮮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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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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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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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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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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8 日大陸演員文

章、馬伊琍先後發微博宣布離婚。

文章的微博寫道：「吾愛伊琍，同

行半路，一別兩寬，餘生漫漫，依然親

情守候。」隨後馬伊琍回應：「你我深

愛過，努力過，彼此成就過。此情有

憾，然無對錯。往後，各生歡喜。」

2014 年 3 月 28 日， 有 媒 體 拍

到了文章和演員姚笛在一起的照片。

2014 年 3 月 31 日凌晨，文章發布聲

明誠懇道歉，稱「咎由自取」；承認與

姚笛的婚外情，並表示「辜負了家庭，

辜負了丈夫和父親的稱呼」。同一時

間，馬伊琍也發微博回應道「戀愛雖

易，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 2019
年 7 月 28 日，二人官宣離婚。第二

日，有記者拍到馬伊琍攜兩個女兒現

身，馬伊琍的爸爸親自當司機送母女三

人抵達上海機場，並將車停在了私人飛

機通道的門口，並幫忙提行李。此前，

文章經紀人表示：「他們是很友好的分

手，他們對孩子還是會一如既往，其他

事情不再回應了。」

文章馬伊琍離婚

【看中國訊】韓片《寄生上流》5 月在

法國坎城影展拿下象徵最高榮譽的金棕櫚

大獎後，好評不斷。出資拍攝的韓國 CJ
集團會長李在賢說，這部影片向全世界宣

傳韓國電影的地位和價值，透過文化提高

了國格。

《寄生上流》（Parasite）描述了貧困的

一家四口如何處心積慮地進入上流人家，

用黑色幽默的方式反映貧富分化的社會衍

生的複雜人性。由知名韓國導演奉俊昊執

導，李靜恩（Lee Jeong-eun）和宋康昊

（Song Kang-ho）等硬底子演員擔綱。

電影公司受訪表示，《寄生上流》從 6
月 28 日起在臺灣上映，截至 7 月 23 日

為止，全臺票房突破億元大關。是繼《屍

速列車》、《與神同行》及續集《與神同行：

最終審判》和《雞不可失》之後，第 5 部在

台上映票房破億元的韓國電影。

CJ 集團會長李在賢表示：集團 20 多

年來即使身處困境，也依然積極投資文化

產業，未來也將致力於製作獨一無二的高

品質電影、音樂、電視劇等，讓全世界的

人都能盡享韓國文化。

不過，該片在中國大陸被臨時撤映。

原定於 7 月 28 日在大陸 FIRST 青年電影

展作為閉幕影片放映，電影票也已瞬間售

罄。但就在影展閉幕前一天，官方微博突

然宣布：「因技術原因」取消放映該片。外

界認為，或是動盪的政局，導致此類電影

也被歸類為敏感題材，才被當局禁止參展。

【看中國訊】7 月 30 日香港前女主播

張寳華在香港旺角出席活動。對於警方多

次清場時發射催淚彈、海綿彈打傷記者和

市民，張寳華對媒體說：「港警已經是爛

警了，他們好像已經忘記了自己是紀律部

隊、是公僕。」她還意有所指地說：「整個

局勢真的好反常。希望香港能盡快返回正

軌。」張寳華表示，警方的暴力壓制只會激

起市民更激烈的抗爭。她希望港人能保持

理智和智慧，「我相信正義終究會來臨！」

前有線電視新聞女主播張寳華，曾因

樣貌標緻，被稱為「新聞之花」、「寶娃

娃」。現擔任一家公關公司行政總裁，

曾任上市公司管理層、電臺節目主持人及

專欄作家。張寳華記者生涯中的一個重要

事件是在記者會上提問江澤民。 2000 年

10 月 27 日，董建華赴北京述職時，張寶

華反複追問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兼國家

主席江澤民是否「欽點」董建華連任行政

長官，江澤民大發雷霆，並公開以「too 
young，sometimes naive.」(「太簡單，

有時很幼稚」) 斥責，使她名噪一時。這

一幕在香港新聞界造成巨大震撼，也給

全世界留下了江澤民「圖樣圖森破」的笑

柄。次日，香港媒體前所未有的齊聲譴責

江澤民，指責江「心虛與傲慢」。幾乎所

有報章都刊登了江澤民的咆哮照片，並全

文刊錄江澤民和記者的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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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ve. NE

12 Ave. NE

7 Ave. NE

Center St. N

Edm
onton Trail N

E

Memorial Dr. 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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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生上流》

票房破億

 文章和馬伊琍曾經是圈內的模範夫妻。

張寶華表示，警方的暴力壓制只會激起

市民更激烈的抗爭。

《寄生上流》成為第5部在台上映票房破億元的韓國電影。

一別兩寬 各生歡喜

文化價值受肯定

被江澤民「捧紅」的記者銳氣不減當年

前主播張寶華怒斥港警是爛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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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張方洲

健康養生 不可一日無薑

俗諺：「冬吃蘿蔔夏吃薑，

不勞醫生開藥方。」正是古人順

應天時的養生之道，想要健康養

生，豈能一日無薑？

薑的養生功效極大

薑是「藥食同源」的好食

材，性味辛辣，入肺、脾、胃

經，《中國本草圖錄》有云：「薑：

辛、微溫、發汗解表、溫中止

嘔。」古時民間偏方非常實用，

若有傷風感冒、噁心嘔吐症狀

者，往往在家裡喝上一碗薑湯，

就能緩解；風寒發熱時，用老薑

煮湯，趁熱浸洗全身，引出滿身

大汗，可散掉表寒。

薑還能補氣、平喘、清腸、

化痰止咳、止腹瀉、抗發炎等，

對於發燒、頭痛、心痛、抽筋、

熱潮紅、關節炎、消化不良、腸

道疾病、孕婦晨吐、產後肌肉疼

痛、血液循環問題……有所助

益。對於現代各種和自由基氧化

傷害有關的慢性疾病，亦有抵

抗、調和的效應。

薑所含的薑醇類成分，能抑

制血小板的凝集，幫助我們對抗

心血管疾病。根據許多學者系統

評估各種植物性食材的抗氧化效

力數據顯示，在 11 種根莖類食

材中，排名第一的是生薑，比甘

薯或土豆（馬鈴薯）高了 10 倍

以上。

夏天吃薑好處多

夏天天氣熱，出汗多，促使

消化液分泌減少，往往令人有食

慾不振的感覺，此時節吃薑能起

到增進食慾、開胃健脾、促進消

化的作用。

夏季
保健

人們還喜歡在夏季喝冷飲、

吃涼菜，而這些食物容易受到病

菌汙染，不慎吃下肚，會引起噁

心、嘔吐、腹痛、腹瀉等症狀；

食用過涼的食物或冰品久了，脾

胃易虛寒，亦可能引起腹痛、腹

瀉等腸胃不適。生薑所含的揮發

油不但能殺菌解毒，亦有溫中、

散寒、止痛的功效。

中醫認為，夏天吃薑，能起

到「冬病夏治」的作用。這是因

為夏天炎熱，人體的毛孔都張開

了，各種外邪易乘機而入，吃點

薑能起保護身體的作用，避免給

秋、冬留下病根。

奇妙的是，夏天吃薑不只防

暑，還能「防寒」，其一是指風

寒，夜裡開著空調睡覺，寒氣容

易侵入毛孔，早晨喝點薑茶，可

以暖和一下；其二是指內傷寒，

夏天大量喝冷飲、吃冰品，損及

五臟六腑，常吃點薑來暖胃，更

是十分必要。

什麼時間吃薑好？

吃薑既然有如此多的好處，

那我們一天三餐都吃它，多吃一

些，行嗎？那可不行，食物再

好，食用也得適度。生薑辛熱，

適宜寒症疾病患者，少量攝取可

通腸健胃，過量食用則容易生痰

動火；患有肺炎、肺膿腫、肺結

核、痔瘡、胃潰瘍、膽囊炎、腎

盂腎炎、糖尿病者，均不宜長期

食用生薑。

古代醫書中有“一年之內，

秋不食姜；一日之內，夜不食姜”

的警示，這是有一定道理的。所

以，吃薑的時間也是有講究的。

以「早上」食用所獲得的保健養

生效果最好，此因薑最擅長宣發

陽明經的陽氣，而早晨正是氣血

流注陽明胃經之時，此時吃薑，

正好生發胃氣，促進消化。建議

早餐時，以一小碟泡薑搭配小米

粥食用，功效勝過喝補藥。

大自然的陽氣在中午到達頂

峰，午後陽氣逐漸收斂，陰氣升

起，生薑是生發陽氣的，過午不

宜食用。「午吃薑，癆病戕」，

午後吃容易傷肺。

至於晚上吃就更不好了，因

在廚房裡，對於料理

三餐的主婦和大展身手的

廚師來說，薑是不可或缺

的調味料，除此之外，它

還有很好的養生功效。

為在夜晚，人體應該養陰，收

斂陽氣，吃薑會引起人的精神

興奮，刺激神經，影響心臟功

能，亦無法安睡，鬱積內火，耗

肺陰，傷腎水，不怪乎有「晚吃

薑，見閻王」的說法，用以警示

人們。

還有一種最不好的吃法──

晚上用薑菜下酒，因為薑、酒均

為大熱之物，薑借酒力入經絡，

酒借薑性入臟腑，這種吃法長期

下來，好比吃慢性毒藥。

此外，「爛薑不爛味」是錯

誤的說法，腐爛的生薑直接丟

掉，千萬不能吃，因為生薑腐爛

以後會產生一種毒性很強的致癌

物質──黃樟素，它會使肝細胞

變性壞死，誘發肝癌、食道癌

等，危害健康甚鉅。還有，吃姜

不要去皮。中醫認為，生姜味

辛、性溫，有健胃等功效。而生

姜皮味辛、性涼，具有行水、消

腫的作用，故“留姜皮則涼，去

姜皮則熱”。通常生姜皮最好不

要去掉，可保持生姜藥性的平

衡，充分發揮生姜的整体功效。

富含鎂的食物有哪些？
分已經嚴重枯竭，為此，一些鎂

專家認為，實際上每個人都需要

補充鎂。

如果生長在富含營養物的土

壤中，如：有機食品，可能會含

有更多的鎂，但要做出這樣的決

定是非常困難的。如果你吃有機

的整體食物，而且也沒有任何缺

鎂的跡象，說明你可能做得很

好。

根據 GreenMedInfo 對「世

界上最健康的食物」收集的資

料，以下是含鎂最豐富的食物：

1. 紫菜、瓊脂（Agar）。
2. 米糠（Rice bran）。
3. 草 藥 和 香 料： 羅 勒

（Basil）、香菜、韭菜、孜然、

Parsley、芥菜籽和茴香。

4. 堅果（巴西堅果、腰果

和杏仁）和黃油。

5. 種子（南瓜籽、亞麻籽、

芝麻籽和葵花籽）。

保健

常識

食物中的鎂含量取決於植物

所生長的土壤中——鎂的豐富程

度，但目前大多數土壤的營養成

從理論上講，通過多

樣化飲食，如大量深綠色

的葉菜，就可以保持鎂的

正常水準，其中最好的方

法是蔬菜榨汁。

整版圖片：FOTOLIA

（資料來源：

wisemindhealthybody.com）

6. 無糖可可粉。

7. 甜或乾乳清（Whey）。
8. 綠葉蔬菜：菠菜、瑞士

甜菜、蘿蔔、青菜、甜菜、羽衣

甘藍、西蘭花（綠花菜）、抱子

甘藍和生菜。

9. 藜麥（Quinoa）、蕎麥、

糙米、小米、燕麥、黑麥（Rye）
和小麥。

10. 黑 豆、 海 軍 豆（Navy 
Beans）、斑豆（Pinto Beans）、

利馬豆（Lima Beans）和芸豆。

11. 南瓜（Squash）：夏季

和冬季南瓜。

12. 水果和漿果：木瓜、山

莓（Raspberries）、西紅柿（番

茄）、哈密瓜、草莓和西瓜。

2款生薑茶飲  
防暑及治感冒

1.生薑蔥白茶：生薑

片 15 克，切成 3 公分長，

約 2、3 塊，拍碎。蔥白適

量，切段約 3 毫米長，加入

500c.c. 的水和生薑一起熬

煮，煮沸後加入紅糖 20克即

可。出現輕微感冒症狀時，

建議早晚各飲 1 次，適用於

頭痛、流鼻涕、四肢酸痛等

症狀的風寒型感冒患者。

2.蜂蜜薑母茶：取 10
公克左右的薑，磨成糊狀，

倒入玻璃杯內，沖入沸水，

再加入 1 匙蜂蜜拌勻。經

常飲用能強身健體、預防感

冒、改善女性手腳冰冷症狀；

加蜂蜜還能嫩膚、除斑點。

民間妙方

生活養生
小妙招

日常生活中，常常會

遇到一些小問題、小

狀況，如果知道怎樣

處理，您就會覺得得

心應手，輕鬆許多。

以下介紹一些生活養

生小妙招，提供您參

考。

◎  編譯：高新宇

◎  文：小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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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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常菜是抓住家人胃口的秘密武器，趁著假日一展身手。

假日家常菜

4

作法

豬肉汆燙洗淨瀝乾。

酸白菜洗淨，擰乾水後切絲。蒜頭

去皮，薑切片備用。

熱油鍋，放花椒粒小火炒香，撈除

花椒。

續放蔥、薑炒出香氣，下酸白菜絲

炒香。

準備湯鍋，依序放蔬菜、豆腐、豬

肉、炒香的酸白菜，加水淹過食材，

大火煮滾，小火燉煮至豬肉軟透，加

青蔥、加鹽、白胡椒粉調味即可。

酸白菜、豬肉塊500g、捲心菜、豆

腐300g、薑片10g、蔥段10g、花

椒1小匙、彩椒等蔬菜適量。

食材

酸白菜是夏天提振食慾的好食

材，濃濃酸香的酸白菜可變化很

多清爽開胃的料理，例如：酸白

菜燉肉、酸白菜水餃等。

營養可口 
酸白菜燉肉

作法

南、北杏洗淨後泡水4小時軟化，

瀝乾水分。

杏仁加300cc水，以攪拌機攪打

成杏仁漿。以細濾網或棉布過濾杏仁

渣。杏仁渣加水攪打、過濾一次。

糖加吉利T粉，攪拌均勻。

取400cc的杏仁汁加熱，再加入

作法，邊煮邊攪拌至溶化吉利T
粉。煮滾即可熄火。

杏仁汁放涼冷卻即可分裝，冷藏8
小時，直到完全凝固定型。食用前加

入新鮮水果丁。

5

北杏1/2杯、南杏1杯、吉利T粉2大

匙、糖2小匙。

食材

飯後甜點是一餐的完美句點，也

是和家人朋友一起吃飯的幸福滋

味。冰涼香甜的杏仁豆腐加上水

果，特別適合夏天食用。

香滑順口 
杏仁豆腐

酸菜
燉肉

杏仁
豆腐

蒜香
炒飯

作法

肉片加醃料，醃20分鐘備用。

木耳切小塊；粉皮切成寬條。

熱油鍋，炒香蒜末、泡椒，加入肉

片，煎焦香，取出備用。

續加木耳、調料，翻炒均勻，加

熱水3大匙，煮滾，加粉條，煮至收

稠，倒入肉片，加香油，翻炒均勻，

盛盤上菜。

2

豬里肌薄肉片200g、軟粉皮1碗、濕

木耳1碗、泡椒適量、蒜末0.5大匙、

蔥末1大匙。

調料：醬油2匙、黑醋2匙、糖1匙。

醃料：泡椒汁1小匙、蒜末1小匙、米

酒2小匙。

食材

泡椒是醃漬發酵的辣椒，搭配薑

蒜混合出帶有酸氣的辛香好味

道。泡椒炒料理很多元，可以用

來炒肉、蛋、蔬菜等。

酸辣開胃 
泡椒炒什錦

作法

肉絲加入醃料抓勻備用。

熱油鍋，拌炒一下肉絲後，撈起瀝

出油水。

加入爆香料炒香，下肉絲及切絲

配料入鍋翻炒，加2大匙水，轉中大

火，加調料快速翻炒調味，起鍋前撒

上香菜即可。

肉絲300g、木耳絲100g、紅蘿蔔

絲30g、筍絲50g、香菜適量。

醃料：水2大匙、醬油2大匙、太白

粉0.5大匙、糖1小匙、油少許。

爆香料：辣豆瓣醬3大匙、生薑末1大

匙、蒜末1大匙。

調料：醬油0.5大匙、紹興酒1大匙。

食材

1
魚香肉絲是一道經典的四川菜。

所謂的魚香，並非食材中有魚，

而是用做魚的辛香料及醬汁烹調

出特別的香氣。

魚香四溢 
魚香肉絲

泡椒
什錦

魚香
肉絲

作法

雞蛋打散，雞肉切丁拌醃料備用。

熱油鍋，小火炒香蒜末。

放雞肉丁，中火煎金黃，加火腿

丁，翻炒均勻，取出備用。

原鍋下洋蔥炒香，加入飯，炒均

勻，淋上蛋液，倒回作法、彩椒，

翻炒均勻，加醬油，翻炒均勻。  

待醬料香氣散出，即可盛盤上菜。

3

白飯2碗、雞胸肉丁200g、火腿丁

50g、雞蛋2個、洋蔥丁50g、彩椒

丁50g、蒜泥1大匙、醬油1大匙。

醃料：蒜泥1小匙、鹽0.5小匙。

食材

每個人或許都有自家的炒飯滋

味，是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味

道。蒜香炒飯著重表現大蒜香，

為夏天提振食慾的好料理。

方便快速 
蒜香炒飯

（2人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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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談到夏季的水

果，非西瓜莫屬。酷暑裡，能吃

到甘甜多汁的西瓜，解渴又消

暑，頓感人生好不愜意！西瓜有

生津、除煩、止渴、解暑熱、清

肺胃、利小便、助消化、促代謝

的功能，是一種可以滋身補體的

食物和飲料，被譽為「天生白虎

湯」。

消暑解渴的西瓜人人愛，但

是很多人在買西瓜的時候，並不

懂得如何去挑選。有的人也只是

裝模作樣地敲一敲，其實根本不

知道這樣做的目的是甚麼。雖說

光從外表很難判斷西瓜裡面有多

熟，但挑選西瓜確實也是有一定

的竅門。以下是瓜農教我們如何

挑選好的西瓜的幾點小貼士，只

要能掌握這幾個重點，挑選的西

瓜又沙又甜，連瓜販也不得不佩

服！

1、看黃色的地方

每一個西瓜基本上都有一塊

黃色的地方，這是瓜皮與土壤接

觸的部分，因無日照，多會呈現

淡黃到黃色不等的瓜皮原色，這

塊發黃的地方就是決定西瓜是否

成熟的一個很重要的點。

也就是說，顏色愈黃，越明

顯，表示西瓜成熟度愈好，也較

美味，就表示這個西瓜已經完全

成熟！

2、看紋路與顏色

西瓜的外表是一條一條紋路

組成，這些紋路也是不一樣的。

紋路越清晰、越自然，就表示西

瓜越好。專家建議，一般西瓜直

條斑紋間隔要寬，橫斑紋要密，

表示西瓜生長狀況良好，成熟度

足夠。

另外，也可以看西瓜的顏

色，新鮮的西瓜顏色呈現翠綠。

而放久了，或是還未成熟的西

瓜，不但紋路粗、不清晰，顏色

也會顯得非常灰暗，看起來毫無

生機，這樣的西瓜口感欠佳，最

好不要選。

3、看瓜臍

每個西瓜的底部都有一個圓

圓的小瓜臍，而這些瓜臍也是各

不相同，有大有小，有深有淺。

西瓜果形愈大，瓜臍凹陷愈

明顯，要挑果臍較平的果粒，瓜

臍愈凹可能為冷天著果，果皮也

會較厚、較硬，能食用的果肉較

少。 另外，瓜臍大的西瓜成熟

度不夠，口感不甜，瓜臍越小，

表示西瓜的品質越好，口感越

佳！

專家建議，可用手指壓臍部

附近，若有彈性代表成熟，若壓

起來較硬，表示尚未熟或果皮過

厚，果肉較少。

果臍部分若有裂痕，病蟲就

可能由此處入侵果肉，建議挑選

時要選果臍完整的西瓜。

4、看瓜蒂

摘西瓜的時候，西瓜的頂部

會有一部分瓜蒂留在上面。發育

良好且成熟度佳的西瓜，瓜蒂部

分會有些微的凹陷。一般來說西

瓜的瓜籐是短而粗的，如果發現

又細又長的這種西瓜，大家最好

不要買。

另外，瓜蒂彎彎的西瓜甜，

直的則口感差；而瓜蒂早已經發

乾的，不難想像西瓜已經採摘很

久了，即使採摘的時候已經成

熟，放久了口感也會變差，不僅

不甜，水分也會大大減少。

5、聽聲音

這種技巧比較難掌握，不過

許多愛吃西瓜的人都很相信這一

招。

一手托住瓜底（瓜臍），另

一手水平輕拍西瓜腰部，若聽起

來沉悶且帶有震動感，表示已成

熟，水分充足。熟度剛好的聲音

類似拍打大肚腩，音頻較低；若

音頻如拍頭，則表示熟度不足。 

6、看大小

最後要提醒的是，西瓜的個

頭和成熟程度是有一定關聯的，

同一品種中，大比小好。碩大的

西瓜不是最早成熟的，但絕對不

是最晚成熟的，通常在西瓜成熟

的中間檔期。因此，在西瓜大都

未上市前，要買中、小個頭的

瓜，成熟的概率要大一些，而大

個的西瓜成熟的概率低一些。同

樣的道理，到了西瓜大規模上市

的時候，就不適宜買小瓜了，要

買大瓜。此時小型的西瓜可能是

早熟品種（早栽西瓜）裡的敗

藤瓜。

好瓜臍小梗彎
如何挑選甘甜西瓜

FOTOLI A

Freestone Produce Inc.

暢石蔬果店
每日重磅商品發布在臉書頁面，即時更新，敬請查詢 Freestone Produce Inc.頁面，即時更新，敬請查詢

重磅
    折扣，每   更新

地址：2828 32 Ave NE, Calgary
電話：(403) 248-4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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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mium Strawberry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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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00$ 箱
(8×1 磅 )

Freestone!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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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 日 至 8 月 8 日
平民菜店 超市規模無法拒絕的低價

Kevin and Amanda's

Aunt Jemima Pancake Mix 905g or 
Syrup 750ml 

煎餅粉 /糖漿

Beatrice Yogourt 500g, Yoplait Yop Protein 
Shake or Smoothie 250mL Drinkable Yogourt

Swift Beef, Chicken or Turkey Pie, 190g
牛肉 /雞肉 /火雞肉餡餅

Bagel Bites, Frozen 198g

Gatorade Sport Drinks 950 mL or 
Sparkling Ice Flavoured Water 503 mL

運動飲料 /冰水

Navel Oranges
臍橙

PC Meatless Meatball 454g
素肉球

Pampers 56-72's Huggies 56-64's or 
PC 100's Wipes

品牌濕巾Fruitopia or Minuite Maid Fruit 
Beverages, Nestea or Peace Tea Iced 
Tea, 1.75L

混合果汁 /冰茶Parlour Novelties, 4-8's
雀巢甜筒Britannia Cream Treat

Biscuits 60-64g

奶油夾心餅乾

素食漢堡
PC Plant Based Burger 452g

Frozen Chicken Legs
Sold in a 5 kg box for $11.00

冷凍雞腿

酸奶

芝士百吉餅

2 00
EA100

Kraft BBQ Sauce 455 mL or VH Pouches 
燒烤醬 /VH調味醬

1 00
EA

EA200
EA

Rooster Garlic
大蒜

Yellow, Green or Grey Zucchini
各色西葫蘆

Tomatoes on the Vine
連莖蕃茄

EA

002

EA

EA

100
EA

EA

007 EA

1 00
LB

100
EA

4.41/KGLB

100
EA

各色西葫蘆

運動飲料 /冰水 混合果汁 /冰茶

燒烤醬 /VH調味醬煎餅粉 /糖漿

100
LBEA
00
LB

2.20/KG
1

Butterball Turkey Bacon , 
375/450g

火雞培根

300
EA

001 EA1000
EA

EALBEALBEA
001 LBLB

2.20/KGLB
1002/

LB
1003/
or .34 EA

2.20/KG
3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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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產
黑李子台灣椰菜

夏威夷
黃木瓜 臍橙

BC 產
油菜心

BC 產
日本南瓜

媽媽牌
即食撈麵

特級牛蹄

普蒂大督牌
白醋

幸福比內牌
長壽麵

新鮮小背脊
牛排 ( 原袋 )

中國產
紫薯 大番茄

加州產
菠菜

新鮮豬扒

中國產
袋裝紅蔥頭

美國產
西芹

幸福牌
龍利魚柳

特級牛仔骨

墨西哥產
黃波羅蜜

游水鯽魚
( 不設劏洗服務 )

去骨里脊肉
（原袋）

原箱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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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式辣味

新鮮特級
連背雞腿

海燕牌去頭
黑老虎蝦

掃一掃 ,加
入我們的微
信群吧 !

每週七天營業   早 9:00~ 晚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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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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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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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菜 中國食材故事

◎ 文：山平

＜
 蒲菜產於春夏兩季，當季蒲

菜適合搭配海鮮肉類，清炒煮

湯皆美味。

看似平凡的水邊植物，

竟是中國名菜奶湯蒲菜、

開陽蒲菜的主要食材。

蒲
菜，作為中國菜食材，名氣

不小，著名的料理有淮揚菜

的「開洋蒲菜」，或是魯菜中

的經典湯菜「奶湯蒲菜」。其實，蒲菜

的身影在許多地區都可見到，只是很難

把它和中國名菜聯想在一起，甚至很多

人不知道原來它可以食用。

蒲菜就是香蒲的嫩芽。在湖邊、沼

澤濕地常見一種外觀很像熱狗臘腸，

高 1 至 2 公尺的水生草本植物，那就

是香蒲。因為外觀，也有人叫它「水蠟

燭」，西方人則叫它「貓尾巴」。看似

臘燭的部分是香蒲的花，而蒲菜就是香

蒲可食用的部分 ──水下的莖芽。

人們食用蒲菜可追溯至西元前 10
世紀，在《詩經》中有關於蒲菜的記

載，古代人們已經將蒲菜當作蔬菜食

用。歷代也多有蒲菜的相關記載，無不

讚美當季的蒲菜鮮美爽口。清代濟南

地方文獻《轍環雜錄》記載：濟南人四

季皆有美蔬，大明湖的蒲菜更是夏季

珍品。

蒲菜採收是功夫，需要人手執刀片

伸入水下香蒲根部，準確地割取蒲莖，

既把最好的部位割下來，同時也不影響

下一茬的生長。接著，剝除蒲莖表皮，

呈現白皙肥嫩內在，狀似茭白，味道似

筍。魯菜中有不少蒲菜吃法，如：鍋塌

蒲菜、蝦子炒蒲菜、蒲菜炒肉等。其中

以奶湯蒲菜最為有名，是用魯菜的奶湯

烹煮蒲菜，有濟南第一湯菜美稱。

蒲菜還有一個特別的名字：抗金

菜。據載，南宋初期，巾幗英雄梁紅玉

堅守淮安城時被金兵圍困，遭遇糧草告

急。後來，梁紅玉無意中看見戰馬在咀

嚼蒲莖，這一發現，解決了軍中糧食盡

絕的難題。淮安城內軍民同心協力，最

終打敗了金兵。從此，蒲菜在淮安民間

便有了「抗金菜」這個響亮的名字。

暮春時節，蒲菜上市，淮安市場常

見物美價廉的蒲菜，但淮安人都知道最

好的蒲菜在月湖香妃宮附近水域，當地

池淺淤深，水質優良，所產蒲菜莖粗白

長，壯而不老。淮安人有各種蒲菜吃

法，著名的開陽蒲菜，以開陽提味，雞

湯燴煮，享受蒲菜的鮮嫩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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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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8月7日

豬扒
Pork Chops

was 原價$2.99/lb
Now 特價 $2.29 /lb

梅頭肉
Pork Shou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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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特價 $7.00 /2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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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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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3AVE SE CALGARY 108-3AVE SE CALGARY 

連背雞腿
Chicken Legs

w/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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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glewood 日光節
Inglewood 社區風行的夏日節慶，有

適合各個年齡段的活動——孩子們的蹦蹦

床，新樂隊，超酷的街頭表演，完美的夏

日露台，各種新潮事物等等。

時間：週六，8 月 3 日上午 11 點～

下午 6 點

地點：Inglewood， 9 Ave SE
網址：inglewoodsunfest.ca

廣場舞

廣場舞是隨著音樂踏步。週二來

試試看，免費參加，無需舞伴。有經

驗的人會向您介紹現代西方廣場舞

的基本舞步。更多詳情請訪電郵至：

promotion@squaredancecalgary.com
時間：  每週二，8 月 6 日～ 8 月 27

日，晚 6 點半～ 7 點半

地點：Winston Heights Community 
Hall

地址：520, 27 Avenue NE
網站：squaredancecalgary.com

品味卡城

卡城最令您胃口大開的節日，訪客們

有機會品嚐城市美食、飲料、音樂等等。

從獨特的餐廳到飲料公司，發現卡城的世

界美食。品嚐票價每張 1 加元，可以品

嚐任何美食和飲料。訪問各種工匠、企業

家，還有互動活動現場助陣。

入場免費，欲提前購買食物和飲料

券，請訪問網站

時間：8 月 8 日～ 8 月 11 日，上午

11 點～晚 10 點

地點：Eau Claire Market 
地址：200 Barclay Parade SW
網址：tasteofcalgary.com

燈籠和平慶典

年度和平活動，分享祝愿社會和世界

和平，遠離暴力，尤其是終極暴力、核武

器等。免費參加。

時間：週六，8 月 3 日晚 8 點～ 10
點

地址：228 8 Avenue SE

RAY'S
4
LE$$

取暖爐

Raymond

安裝及維修

冷暖空調服務

省錢 省錢 省錢

熱情服務 值得信賴

空調系統
熱水器
加濕器

含
保
險

服務卡城

十年！

周生(粵 / 英語 )

587-888-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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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氏中醫推拿保健中心

頸、肩、胸、腰疼痛？肌體麻木？

歡迎到本中心諮詢體驗。

本中心誠聘有 2200 小時資格、英語流利、
技術嫻熟的按摩師，待遇優厚

見效快
接受公司

保險
中醫傳統獨特拉筋推拿

經絡踩推

深層肌肉推油按摩

足底按摩

結合楊氏祖傳方藥薰蒸、外敷。

中國到卡爾加里

廣州倉庫免費代收、打包

www.jdlshipping.com
info@jdlshipping.com

海運拼箱 空運 雙清關代進口整箱

587-999-1988

學英語 找靜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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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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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