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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專業地產經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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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aHongkong protester

C6 男友母親不喜歡我
My boyfriend’s mother does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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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地球上哪來那麼多石油？
So much the oil on the earth,where 
is it from?

外界擔心，北京是否會藉

「反恐」之名向香港駐兵並戒

嚴？港民一浪高過一浪的抗議行

動會將東方明珠帶向何方？

兵臨城下

香港警方從上個週末開始明

顯加大鎮壓強度，示威者血濺街

頭。 8 月 12 日中國港澳辦發言

人楊光說，香港「開始出現恐怖

主義的苗頭。」外界分析，恐怖

主義是對香港「反送中」運動定

性的升級。

8 月 13 日香港特首林鄭月

娥在召開發布會，沒有正面回答

各類問題，包括警方鎮壓手段引

發的爭議，再次避開民間訴求。

與此同時，中國武警部隊在

深圳集結，大軍壓境，大陸官

媒警告：「看不到武警在深圳集

結，暴徒就是自取滅亡。」

美國總統川在 8 月 13 日的

推特上也將此消息推廣至全球：

「我們的情報部門告知，中國政

府正在向香港邊界調遣軍隊。大

家都應該保持冷靜和安全！」

馬甲警隊 另類戒嚴？
在 8 月 12 日，《蘋果日報》

報導，有消息稱，北戴河會議上

「習總對處理香港亂局的最新指

示是：無需動用軍隊，用嚴刑峻

法盡快平亂，寸土不讓。」消息

說，北京命令已由中聯辦控制的

香港警隊，要「多抓人」並加重

判刑。

香港逐步升級的事態似乎在

應驗來自北戴河的傳言。香港 8
月 11 日超過 10 個地點的示威

者與警方爆發衝突時，最少 45
人受傷。警察以多種手法追捕示

威者，全日有 149 人被捕。隨

後，香港連登討論區發布消息

稱，11 日晚被捕的示威者大部

分被移送至羅湖邊境的新屋嶺拘

留中心，並拒絕律師接見當事

人。對此，香港知名大律師陳淑

莊直斥警方行為「荒謬」「無恥

至極！」

諸多網民懷疑，大陸公安或

武警已經大量混入香港。比如 8
月 13 日，港民在香港機場靜坐

時，就發現一名行跡詭異的男子

混入示威者中，企圖趁機製造混

亂。該男在慌忙中，遺落他放有

證件及木棍的背包，網友根據證

件發現該男在深圳公安局福田分

局工作。

另外，8 月 13 日，大陸央

視稱在香港尖沙咀警署裡面，汽

油彈令一名警察雙腳著火，腳部

二級燒傷。此新聞被廣泛質疑為

假新聞。評論指出，根據醫學常

識，燒傷不可能流血，央視發的

一張右手流血的圖就足以證明並

非燒傷。北京政府在啟動大規模

鎮壓之前，用造假栽贓陷害民眾

之舉，通過媒體廣泛傳播以激發

社會公憤，已是外界所熟知的

程序，比如「六四」學潮中鎮壓

之前有「軍車被燒」，全面迫害

法輪功團體之初出現「天安門自

焚」等後來被證實的偽案，這引

發外界擔憂：北京政府將升級對

港民的鎮壓？

香港機管局 8 月 14 日宣布

已取得法庭臨時「禁制令」，禁

止任何人非法或意圖阻礙機場運

作。

（下轉 A2）

危城香港 牽動全球
香港「反送中」示威情勢急速升溫。上週

日（8月11日）香港「反送中」的示威活

動中，一名女子被疑似警方發射的布袋彈

打中右眼，造成重傷。之後英、美、加、

澳以及聯合國先後發聲，表示關注香港形

勢，呼籲展開建設性對話以及迅速展開獨

立公正調查。

記者林佳綜合報導

人物從左往右：美國總統川普、美國眾議院院長佩洛西、英國外交大臣拉布（看中國合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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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接 A1）客運大樓將進出管制

安排，機場員工以外，旅客需持有 24 小

時內離港機票或登機證等，方可進入客運

大樓。

流亡美國的反共富豪郭文貴近期爆料

稱：香港可出街的警力僅 3 萬左右，根

本不足以應對香港遍地開花的示威民眾。

8 月 4 日開始至少 7 萬名大陸便衣滲入

了香港。今後將以多場地的「禁止令」方

式，實施變相「戒嚴」。

美歐發聲

8 月 13 日，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

員的發言人柯維爾（Rupert Colville）表

示，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公署已審查

「可信的證據」，「能證明香港執法人員

正以國際規範和標準所禁止的方式，對香

港民眾使用低殺傷力武器」，「形成相當

高的死亡或重傷風險。」

美國政府和美國國會對此的態度比以

往更加嚴厲。 8 月 14 日美國國務院發言

人發布聲明說：「我們譴責暴力，並敦促

各方保持克制，但仍堅持支持香港的言

論自由和和平集會自由。」眾議院議長南

希．佩洛西 8 月 13 日聲明：「親北京的

香港特首和香港警方力量必須立即停止攻

擊，停止針對自己的人民濫權。」

英國外交大臣拉布（Dominic Raab）
8 月 9 日與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通話，

再次呼籲港府針對近期反送中的鎮壓，展

開獨立調查。英國下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

圖根達特（Tom Tugendhat）更提出，

英國應給予香港人完整的英國國籍，作為

與北京對峙的一種保障，「糾正英國過去

辜負香港公民的歷史錯誤」。

為何國際關注度高

香港是亞洲金融中心。在《中英聯合

聲明》中，中英兩國商定，香港在主權移

交後，繼續保持自由港和獨立關稅區的地

位。香港可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參與國

際組織；在經貿層面，香港可以自行與其

他國家商討雙邊合作。這樣的地位獲得了

美國的承認。 1992 年美國國會通過《美

國 - 香港政策法》使香港繼續享受貿易優

惠，承認香港特區護照，並允許香港採購

敏感技術。此法案讓香港得以繼續保持中

西方之間樞紐的角色。

《日經亞洲評論》統計，大約有 1300
家美國企業在香港設有基地。外企需要一

個很靠近中國，但不被政治影響的基地。

這樣的特殊地位同時讓中國收益頗豐，經

過香港，中國資金可以比較容易地對外投

資。因其卓越的經濟成就，香港被稱為

「東方之珠」，也被稱為是北京政府「生

金蛋的鵝」。

另外，香港民眾與西方各國有廣泛的

聯繫。香港約 350 萬人（約香港一半人

口）擁有英國國藉，還有眾多人口擁有

美國、加拿大、新加坡、紐西蘭和澳洲等

國籍。西方各國也負有保護自己僑民的義

務。

全球金融血脈、跨國公司、民主前

站、僑民等等縱橫交織在一起，香港城的

未來走向，牽連的遠遠不止所謂的中國

「內政」。

高層內鬥

香港雜誌《前哨》主編、社長劉達文

認為，在貿易戰及孟晚舟事件之後，北京

權貴家族轉變觀點，認為世界上最安全的

地方不再是美國，而是香港。因此這裡彙

集了大量的權貴資產和相關親屬。

在處理香港事務上，雖然習近平擁有

所謂「定於一尊」的最後決定權，但中共

江派大佬曾慶紅在香港經營多年。現時主

管香港事務的政治局常委韓正，是公認的

江澤民親信，獲掌管對江派極其重要的香

港地盤。而主管政法委的郭聲琨被指曾慶

紅外甥，是香港警隊的「最高指揮官」。

出兵代價

美國聯邦眾議院外交委員會領袖 14
日警告，暴力鎮壓香港將是「錯誤」，且

將招致「立即後果」。

北京出兵戒嚴香港，可能導致最惠國

待遇被取消，香港失去自由港地位。北京

失去會生蛋的金鵝固然心疼，卻也不足以

致命。但若美歐聯手，採取更多制裁措

施，比如制裁個人，凍結其海外資產等，

後果更嚴重。所以在香港事務牽扯到中央

高層激烈的內鬥，香港的風捲起的是中南

海的浪。

自由亞洲電臺「中國透視」專欄作者

早前分析說，北京公開對香港實施《緊急

狀態法》，實行戒嚴令之日，即是中共亡

黨之日。文章說，鑒於香港是中央權貴集

團金融最主要的存儲地和對外通道，大部

分權貴的利益將遭遇巨大損失，中共黨內

必將由此產生撕裂式的劇烈權鬥，務實派

將公開與強硬派決裂，必有一派將藉助民

間力量進入決戰，從而導致中共亡黨。

中方緊急訪美

看 危城香港 牽動全球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

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 8 月 13 日出人

意料地出訪紐約，與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進

行了會面。之後中美雙方都未提及雙方會

談主要內容。外界猜測，楊潔篪和蓬佩奧

的突然會面與香港目前棘手的局勢有極大

關係。

川普的推特亦披露，北京政府面臨香

港問題，非常想跟美做交易。阿波羅網評

論員王篤然分析，北京希望收買川普，在

香港問題上高抬貴手。郭文貴在 8 月 13
日爆料稱，楊潔篪帶來了支票，用中美

貿易換取美國在香港問題上的讓步。 14
日，郭更新爆料，稱他的消息來源告知，

美方對中方代表直言：期望美國人對待

「六四」那樣對待香港，不可能。

「反送中」走向

眾多分析人士認為，港民抗爭的終點

是落實民主，北京政府絕無法接受，因為

北京政府一直在努力的是：逐步剝奪香港

的民主和自由。澳大利亞洛伊研究所項目

主任白郎德（Ben Bland）在接受採訪時

說，中國政府「現在唯一的選擇就是『得

過且過』，等著抗議自然消亡。」

外界認為，自然消亡的結局幾乎不可

能發生，因為暴力壓制只會推高港民反抗

的意願，北京面臨的結局或許是同一個，

只是時日早晚。自由的傳媒環境和現代發

達的網路傳送技術，將北京與港民之間的

這場較量，直播於全球。除了美國之外，

越來越多的國家都再也回不到「六四」那

個年代。如果說，還有誰仍需要一段時間

來改變對共產主義的認知，那此時危城香

港，就在為這樣的人們而演繹。

港民即將舉行8.16銀行大擠兌「金融反制」活動，8.18「和理非」遊行。（合成圖片）

深圳公安假扮示威者被港民抓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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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萬名憤怒的民眾8月12日塞

爆赤鱲角國際機場,要求「黑警還

眼」。(Getty Images)

 香港8月11日再次爆發嚴重警民衝突，有

女示威者在衝突中疑似被警方發射的布袋彈

集中右眼，血流不止，可能導致永久失明。

央視宣稱該女子為自己人所傷，並將其參與

公共物資派放時的照片描述為街頭派錢。

（臉書截圖） 
1

1

    抗議人群中，孩子背著

的標語看哭了許多網友。

（網絡圖片）

4
    8月11日警方加大鎮壓力度，追捕示威

者時在地鐵葵芳站近距離向正在撤退的示

威者發射胡椒彈以及在地鐵站內施放催淚

彈，波及站內乘客和職員。（視頻截圖）

4

    示威者提醒民眾提防便衣。

（看中國攝影）

3

    8月11日香港警方瘋狂鎮壓反送中民眾。

（中央社）

2
    8月13日全港多間醫院都

有醫護人員集會，稱抗議警

方驅散示威者時使用過份武

力。（網絡圖片）

2

    新聞直播片段拍攝到警方將竹枝放入被

抓捕的示威者背包內的過程，事後警方稱

港警的行為不完美，但可接受。（Now 

TV新聞臺截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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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北京出動軍警鎮壓香港，也等於

是向包括川普在內的所有西方領導人給了

一個提醒，與中共達成的任何協議都是不

可靠的，香港」50 年不變「可以 20 年就

撕毀，因此不能相信中共的任何承諾，任

何談判的意義都會大打折扣。當這一幕真

的發生了，川普轉而採取比現在嚴厲得多

的態度確實是可能的。

在歷史的某些時刻我們會發現當事人

那種驚人的愚蠢，而且是極其頑固的就往

坑裡跳。在我會員網站上有一個《大國進

坑》系列，講德意志帝國在一次大戰之前

和戰爭進程中的自我進坑之路，你會發現

這個軌跡是蠢到可以成為一幕傑出的喜

劇。似乎這位千年聖君威廉二世而今又轉

生到了地球的另一端，延續他的千年夢想

去了。

很多大陸人說：在英治時期，香港也

沒有民主，你們為什麼不去爭取民主。為

什麼回歸了反而跟民主這事死磕上了，沒

有不行呢？

其實人類任何政治訴求，歸根到底都

是在追求一樣東西————善政。善政意

味著：財富上的富足、免於匱乏；意味著

個人生活得有自由、有尊嚴；意味著社會

的公正與透明。你問香港人要不要民主？

他們會說要，但你再多問一個問題，為什

麼要民主？你發現他回答的仍然是：自

由、尊嚴、公平透明、免於恐懼、免於匱

乏。追求民主、普選是個表皮，實質要的

還是「善政」。但是黨媒們和大小五毛

們，只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第一個問

題：他們不問英國人要民主，就問中國人

要民主，他們是洋奴、是漢奸！

在英國人治港時期有善政，而缺民

主，所以香港人不鬧；中共治港時期無民

主也無善政，所以香港人受不了了。英治

時期香港有法治（注意，是使權力透明，

事實達成公平的法治，是善政的法治、不

是惡法的法治）；人們有自由、個人權利

受到保障因而有尊嚴、同時經濟繁榮。但

英治時期民主不充分，民主這個東西和人

的尊嚴實現也有關係，因為你能投票表示

你能參與公共大事，參與和自身利益有關

的事，也是體現了對人的尊重和信任。民

主不充分，表示對人的信任和尊重不充

分，但是由於香港人的其他人權都得到保

障，社會公平透明，這種欠缺也就是可以

忍受的，如果善政的滿分是 100，當時的

香港大約有 70 分。過了及格線。

回歸後的香港面對的是專制的中共，

民主就成了保障現有成果必須的東西。英

國的香港總督是以英國的方式統治香港，

香港的善政指標能有 70 分；要讓中共以

它的方式統治香港，那就遠遠落在及格線

之下，民主就不是一種意識形態了，就成

了保衛港人生活方式的必需的東西。外來

的統治者不能保障最低程度的善政，就必

須香港人掌握自己的命運。為什麼要死磕

爭民主，就是這麼來的。

這對香港人是個常識，但對一些大陸

觀眾要費周章解釋一下。其實我這個節目

的老觀眾都知道，我從來不把民主當成信

仰，當成信仰就容易對把民主意識形態

化，不容置疑，民主就是好、就是好來就

是好，這種看法其實我不贊成。我把民主

視作達成善政的途徑，在歷史上它也不是

達成善政的唯一途徑。

港人追求民主，本質上是維持自己的

生活方式、是在追求善政，民主是途徑。

以及人類歷史上民主不完全等於自由；獨

裁不無完全等於專制。但近代民主和自由

合而為一是人類文明的潮流，也是中國人

一定要走的路。

——節選自《文昭談古論今 Youtube
節目》

在最近幾天裡，中國更加聲勢浩大地

利用國家和社交媒體來煽動民族主義和反

西方情緒，並操縱圖片和視頻的背景達到

削弱抗議者的目的。中國官員已開始將示

威活動稱為恐怖主義的前奏。

這種做法在中國大陸和海外產生的結

果是，製造了一個與在香港看到的現實不

同的版本。在香港看到的明顯是一場大眾

示威運動。在中國的版本中，這是一場沒

有居民支持、受外國特工煽動的暴力小團

夥的猖獗活動，這些人呼籲香港獨立，要

分裂中國。

抗議者與警方本週發生衝突時，一個

投擲物擊中了一名香港女子的眼睛，中國

對此迅速做出反應：國家電視臺報導稱，

該女子受傷的原因不是警察的布袋彈，而

是一名抗議者。

央視網還做了跟進報導：它發布了一

張據稱是這名女子在香港人行道上派錢的

照片，暗示抗議者不過是用錢雇來的挑釁

者，正如中國媒體此前所聲稱的那樣。這

種斷言不僅僅是導向性陳述或假新聞。中

國「防火長城」內對媒體內容採取強有力

的控制。這種信息戰的武器，用於震動了

香港數月之久的抗議活動。

在類似於 Twitter 的中國社交媒體平

臺微博上，發帖者正在越來越多地呼籲

中央政府採取行動。把他們「打殘都不能

夠」，一名人士週二在提到抗議者時說。

「必須打死。就該派幾輛坦克車壓過去清

理掉就乾淨了。」這反映了微博上日益普

遍的情緒。

這些虛假信息顯然是為了削弱人們對

香港抗議者訴求的同情，他們的訴求包括

讓香港 700萬居民享有更多的民主自由。

《這不是宣傳》一書的作者波莫蘭採

夫 (Peter Pomerantsev) 說，這本新書描

致廣大內地同胞:
在香港這場有如六月飛霜的

風暴中，我是其中一名微不足道

的抗爭者，也許我並不足以代表

其他抗爭者們發言。可是，這場

自六月展開的風暴，就是由一群

都像我一樣微不足道的抗爭者所

形成的。所以，請容我向你們娓

娓道來，究竟身處在這場風暴風

眼之中的人們，在他或她們的瞳

孔中，映照的是一幅怎樣的景

象。

……

這不是一場關於港獨、關於

香港要與內地割離的抗爭。

這是一場由一群勇敢、正直

和善良的內地同胞，在三十年前

於天安門廣場外，所遺下的悔

恨、鮮血與淚水中，所灌溉而成

的抗爭。

「去遊行，天安門廣場。」

「為甚麼？」

「因為這是我的職責。」

三十年前的那一幕，一位頭

纏紅巾，腳踏自行車的北京大學

生，與記者對話在鏡頭下被記錄

下來的那一幕。

至今仍在香港人之中，在我

們抗爭者之中廣為流傳。

不因為甚麼，只因為香港人

自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那一

夜，就從來未曾與內地同胞割

離。

想要割離我們的，從來只有

在高處俯視我們的極權。所以你

們在新聞、微訊和內地一切的資

訊傳遞平臺中，只會看到一群黑

衣暴徒在破壞、看到一群黑衣暴

徒毀壞國旗、一群黑衣暴徒攻擊

警察。

卻不會看到，香港市民被警

察在和平示威中刻意瞄準頭部射

擊重傷致盲；不會看到穿上制服

的警察，與攻擊市民的黑社會交

頭接耳互相寒暄；不會看到我們

的特首，對死諫的年輕生命逝去

的冷漠；不會看到打著支持政府

旗號的暴徒，可以四處隨意攻擊

平民卻不會受到法律制裁 ; 不會

看到香港的年輕人，被黑社會斬

斷手腳跟癱倒地上鮮血淋漓的一

幕 ; 不會看到代表國家的中聯辦

官員，公然在聚會中煽動鄉紳黑

社會攻擊平民的一幕。這一切，

都是這場抗爭活動的規模，愈發

不可收拾的真正原因。

因為香港沉默的多數、有良

知的善良一群，也漸漸看清楚在

我們要的其實是善政

紐約時報：中共的信息戰

致內地同胞公開信

009
守護香港系列漫畫

請於Instagram
關注作者
搜尋帳號：daxiongart

作者/大雄

天佑香港

極權政府下的一切，包括法治、

民主、自由等種種承諾，都只會

淪為統治者為掌控權力而拋下的

謊言。在極權政府眼中，掌控社

會、維持秩序的方法，從來都只

有謊言、恐懼和暴力。這也是為

甚麼香港市民，會在一區接一區

中相繼起義、前仆後繼。我們攻

擊的從來不是中國、不是內地同

胞，而是我們共同敵人—以極權

統治人民的政府。

這一場抗爭，將香港體制中

的貪污、腐敗以及公權力的不受

控與法治的崩壞，一層接一層的

揭露。使香港的沉默多數人終於

開始明白到，抗爭爆發以前所謂

歌舞昇平的香港，究竟是有多麼

的墮落與腐朽。

也許，在多數的內地同胞眼

中，我以上所說的一切都是謊

言，在香港發生的一切都是外國

勢力所策劃的反中活動。於此，

我也不抱任何希望可以說服你立

即改變心意。但我真誠的相信，

總會有一天你會回心轉意，總會

有一夜你也許會回想起二零一九

年這一場在香港的風暴，這一場

由香港年輕人發起的抗爭。在歷

史中，這場風波多半會是小小的

漣漪；更可能的是，這會是一場

失敗的抗爭。就如同三十年前在

天安門前的那一夜一樣。在抗爭

者之中，我們很多人都清楚、都

知道，這是一場強弱懸殊至極的

抗爭，比三十年前的那一場風暴

更令人感到心寒、絕望。

……

這一切，也許都是我們接下

了三十年前那夜，那群勇敢、正

直與善良的中國同胞在彌留中所

遺下的囑咐的宿命。

但這份宿命並不是一個詛

咒，而這份薪火也必然會繼續流

傳。

這一個夏天，香港人會為歷

史留下一個印記。

如果，這個印記同時能夠為

七百萬香港人，以及十四億中國

人民的自由，帶來一點點正面的

影響。這樣，對我們這群身在香

港的抗爭者來說，就已經心滿意

足。

在思考該如何寫這封書信的

時刻，窗外的抗爭仍在激烈的進

行中，不知道未來的日子會變得

如何，但願上天保佑所有良善的

人。

此致

一名微不足道的香港抗爭者上

二零一九年盛夏

◎文：文昭

香港「反送中」民眾（網絡圖片）

◎文：STEVEN LEE MYERS、孟寶勒

網絡熱文

述了威權主義政府是怎樣將社交媒體武器

化的，社交媒體曾被譽為民主理想的預

兆。他說，傳統意義上的宣傳是試圖說服

受眾，而虛假信息的目的只是為了使人心

懷疑慮，助長陰謀論。「你需要用懷疑把

所有的東西壓下去，而陰謀論是非常有效

的做法，」波莫蘭採夫在電話採訪中說。

據跟蹤微博熱門話題的網站 What's 
on Weibo 的編輯棵小曼 (Manya Koetse)
說，「美國居心何在」已成為央視在社交

媒體上推廣的一個話題標籤。其他帖子則

把香港警察描繪成陷入困境的英雄，並經

常把香港居民描繪為被寵壞了的人。

從信息戰的角度來看，這種巨大的權

力不平衡讓許多抗議者感到沮喪，他們試

圖簡略闡述他們的訴求，對街頭實際發生

的事情進行澄清。

編者註：文章有刪節。

香
港

特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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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美國能源數據集

團 Genscape 發布消息，7月份，

亞省原油庫存總計約為 2770 萬

桶，達到自 2017 年 11月以來的

最低水平。

7月份，加拿大每月鐵路運

輸量平均為每天 24.8 萬桶，比 6
月增加 1.8 萬桶。這是自 1月份

以來鐵道運載負荷「暴跌」後的

最高值。

Genscape 指出，亞省石油

減產後，加拿大西部精選 (WCS)
石油價格飆升，當 WCS 與西德

克薩斯中質原油 (WTI) 之間的

差價縮小至不足 10 美元時，鐵

路運輸變得不經濟。

分析師懷特（Dylan White）
認為，「在原油價格相對較高的

情況下，7月庫存繼續下降」，

對原油供應過剩的行業來說，這

將是一個好消息。但「市場依然

依賴鐵路運輸」，繼續減少庫存

將取決於鐵路運量持續保持相對

較高的速度。

豐 業 銀 行（Scotiabank）
商品經濟學家約翰斯頓（Rory 
Johnston）表示，要經鐵軌運輸

使石油庫存繼續下降，WCS 最

低折扣價每桶至少要達到 15 美

元，而現在只有 12.50 美元左

右。我們需要市場差異更大，「因

為我們不僅需要鐵路運輸實現

收支平衡。我們需要它提供利潤

激勵，讓鐵路公司和石油公司投

資數億，這是新油罐車，新機車

和新機組培訓所需要的」。

石油行業建議放寬生產商

的石油削減計畫水平，以使省

府、生產商和納稅人實現「三

贏局面」。亞省採納了這一建

議，最近又宣布 9 月再次放寬

削減。

同時，省府也努力擺脫前新

民主黨政府簽署的原油與鐵路的

合同。許多業內人士都有意向接

管合同。

省長康尼（Jason Kenney）

希望私營部門接管這些合同。

政府發言人佩克（Samantha 
Peck）表示，關於合同的「保密

談判正在進行中，我們預計撤資

程序將在今年秋天完成」。

【看中國訊】加拿大科技創

業公司 TransPod 的首席執行官

Sebastien Gendron 表示，埃德

蒙頓 - 紅鹿 - 卡爾加里超級高鐵

項目，於 2018 年提出，總耗資

60 億元，由私營部門出資，目

前處於初期階段。

該公司要求聯合保守黨政府

支持該項目，對該項目做出承

諾，然後才能從私營部門拿到 1
億元融資，才能啟動項目。

項目最初計畫，是從 2021
年開始，沿著伊麗莎白二世女王

（QEII）高速公路，靠近 27 和

582 號高速公路，位於 Olds 和
Didsbury 之間建造一條 10 公里

長的軌道，2023 年完工後。專

門用於試點，以達到加拿大運輸

部安全、測試和審批標準。

超級高速鐵路（TransPod 
Hyperloop）這一新型交通系

統，依賴於密封的列車、低壓管

道、磁力推進和懸浮系統，是一

種全電動公共交通系統。時速可

達 1000 公里，看起來就像沒有

翅膀的飛機。建成後，埃德蒙頓

到卡爾加里 300 公里的線路上

只停靠四站：卡爾加里市中心，

卡爾加里國際機場，紅鹿市和埃

德蒙頓國際機場。旅行時間從

原來的 3 小時減少到大約 0.5 小

時，比乘坐飛機還快。

Gendron 預計今年秋天將

得到省政府的回覆。

整個項目的建設預計將於

2025 年開始，列車將於 2030
年投入運營。

【看中國訊】上週五（8 月 9
日），加拿大統計局發布的一份

勞工報告稱，亞省 7 月份失去

了 1.4 萬個全職工作崗位 , 但該

省的失業率基本保持穩定。

亞省失業率上升了 0.4% 至

7%，就業人數減少了 0.6% 至

234.4 萬人。自 2018 年 7 月以

來，就業情況變化不大。

報告說 :「住宿和餐飲服務

業以及自然資源方面就業人數明

顯減少」。

相比之下 , 加拿大的失業

率上個月小幅上升至 5.7%。自

2018 年 7 月以來，全國就業崗

位增加了 1.9%，即 35.3 萬個，

主要是全職工作，但全加拿大的

自然資源部門就業人數比去年下

降了 4.5%。

7 月份 , 全國自然資源部門

失去了 8700 個工作崗位，大多

數在亞省。然而，亞省和魁省建

築業就業人數的增長，使全國的

就業總人數增加了 2.5 萬人。

報告稱，全國 7 月的勞動

力市場表現不佳，但失業率仍接

近歷史低點。

【看 中 國 訊】亞 省 保 險

監 督 達 倫． 赫 德 利（Darren 
Hedley）週一（8 月 12 日）發

布公告，批准保險公司提供電子

版保險卡。也就是說，司機在被

要求出示「粉卡」時，可以出示

手機上的電子版「粉卡」了。

加拿大保險局 - 西部地區副

總裁 Celyeste Power，在埃德

蒙頓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人

們可以通過手機處理銀行業務，

保存登機牌，並召喚優步司機。

但多年來，保險公司卻一直受到

法規的限制，對許多人而言，我

們看起來就像是處在 80 年代。」

這是聯合保守黨政府競選承

諾減少「官僚程序」，兌現了的

承諾之一。

紙質版「粉卡」和電子版「粉

卡」都有效，司機可選擇方便使

用。允許司機持電子版保險憑證

的省還有新斯科舍省和紐芬蘭。

【看中國訊】亞省今年有三

個城市入圍 2019 麥克萊恩加

拿大最佳社區 (Maclean's Best 
Communities in Canada) 前 50
名。

聖艾伯特（St.Albert），亞

省排名第一，全國排名第23名。

坎莫爾 (Canmore) 是卡城

西部落基山脈的一個小鎮，在亞

省排名第二 ,全國排名第28位。

卡城亞省排名第三，全國排

名第 33 位；擁有全國第三多的

酒吧和餐廳。

這次對全國 415 個城市進

行最佳社區排名，排名基於 10
個類別：財富和經濟，住房負擔

能力，人口增長，稅收，通勤，

犯罪，天氣，醫療保健，基礎設

施和文化。

有 關 詳 細 信 息， 請 參

閱 ht tps : / /www.macleans .
ca/?p=1179379。

亞省石油庫存下降

卡城至愛城1000Km/h 高鐵等省府送福音 開車可帶電子版保險卡了

亞省7月失1.4萬個全職工作

2019加拿大最佳社區前50名

亞省有三城入圍
超級高鐵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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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唐天佑採訪報

導】現代住宅建築，除了滿足居

住的基本功能，住戶的生活方

式、理念、偏好、特殊需求等，

也是需考慮的因素。近年來一

些新興房屋設計 + 建造公司在

卡城逐漸興起，以為客戶「量

身定制」房屋為主要特色，體

現出房屋建造行業細分趨勢。

CALGREEN HOMES就是其中
的一個典型代表，本社記者採訪

了該公司創始人韓寧先生，韓先

生對有關問題進行了解答，在此

與讀者朋友們分享。

問：CALGREEN HOMES

是一家甚麼樣的公司？

是一家主要針對卡爾

加里內城區的設計 + 建

造（Design-Build）一體化住宅

開發服務公司，擁有亞省土地開

發牌照。

設 計 + 建 造 (Design-
Build) 服務使我們成為卡爾加

里住宅開發建設的一站式選擇。

無論是城市地產投資者，還是渴

望擁有夢想宅邸的居住者，我

們 CALGREEN HOMES 這個

擁有城市規劃，建築設計和施工

管理背景的專業團隊都會與之合

作，提供從規劃建築設計，到施

工組織管理的個性化全過程解決

方案。

CALGREEN這個名字有

甚麼特別的意義嗎？

GREEN，代表高效

和節能。在項目的規劃和

選址上，CALGREEN HOMES
旨在卡爾加里的內城區打造更多

的可負擔住宅項目。這些項目的

規劃選址更貼近城市核心區，也

享有更便捷高效的出行方式，為

居住者提供更高效、環保的生活

方式。

在建築本身的設計上，

CALGREEN HOMES 會 提 供

系統性主動節能解決方案，結合

每個地段選址的不同特點，綜合

運用環境生態學、人體工程學和

建築學的基本原理及設備手段，

合理安排、組織住宅建築內外空

間布局與其他相關因素之間的關

係，提升建築的主動節能效率。

結合創造性的設計思維和嚴謹的

科學態度，在建築語言的詩意特

徵與綠色建築模式之間尋找一個

恰到好處的平衡。

甚麼是DESIGN-BUILD，

有何優勢?

Design-Build 是北美

很普遍的一種工程項目運

營模式。其在住宅項目中的最大

優勢，既是從項目初步概念設計

開始，便可全盤統籌設計效果，

建設預算和工程施工週期。結合

建築設計和施工建設兩個領域的

專業知識，不但可以用更低的成

本達到更好的完成效果，更能為

項目未來所帶來的挑戰提出增值

性的解決方案。

我們深知每一棟住宅，都

是一項時間，金錢，能量和情感

的巨大投資。所以面對每一位客

戶，我們都會針對每個項目的不

同特點，結合建築學的美觀，實

用性和施工方式的經濟性，提出

獨一無二的解決方案。秉承著對

設計創意和施工工藝不妥協的

精神，憑藉在住宅建築各方面的

經驗，並結合場所特性和市場趨

勢，Design-Build 的項目運營模

式，勢必會在可控的成本和週期

內，達到更高的項目完成標準。

請問貴公司 DESIGN-

BUILD 設計建造的流程

是甚麼？

Calgreen Homes 致

力於為客戶提供從夢想到

入住的全過程解決方案。我們的

Design-Build 運營過程突出的

是每個階段的溝通，這種聆聽和

對話是我們成功的關鍵。所以無

論客戶是懷揣志向的投資者，還

是渴望擁有夢想之家的筑夢人，

從頭開始，我們便會通過有效的

溝通，瞭解根據客戶的需求，並

結合項目土地性質，提出建設性

的概念性策劃方案。接下來便是

從概念方案到規劃設計的過程。

在此過程中，我們也會積極的與

市政府和社區進行溝通，最大程

度發揮土地價值，並確保申請到

用地規劃許可證（Development 
Permit）。一旦獲得用地規劃許

可證，我們的專業設計和施工團

隊便會齊心協力，進行施工圖的

設計並申請取得用地建設許可

證（Building Permit），與此同

時進行施工計畫和採購計畫的安

排，創造一個無縫銜接的過程，

為客戶節省時間和金錢。項目建

設期間我們的項目經理將傾注於

整個施工過程中的每個細節，監

控工程質量，建設成本和施工週

期。我們還會為客戶提供積極參

與裝修過程的機會，讓客戶在筑

造愛巢的過程中獲得更大的自豪

感。CALGREEN HOMES 也

擁有亞省新屋保證計畫的會員資

格，這意味從概念到設計，直到

十年保修期，我們可以始終為客

戶提供所需的服務和解決方案。

請問您對卡城當前內城

區新房市場的看法？

上世紀中葉以來，伴

隨著石油行業的興起和人

口的增加，卡爾加里經歷了快速

的城市化擴張。城市用地的不斷

蔓延，造成交通量不斷增加，城

市用地緊缺，生活半徑和生活成

本的增加等一系列問題。所以這

種促使城市新陳代謝的內城區舊

址新宅項目便應運而生，這種住

宅模式不但滿足居住者對地段和

居住品質的雙重需求，也獲得了

很多投資者的青睞。但是在卡爾

加里當前經濟大環境的挑戰下，

這種內城區翻建項目不但要更好

的控制建造成本，更需要結合用

地性質（ZONING），以獨特的

智慧，感性和新意巧妙地賦予項

目更多的附加值。在項目策劃

上，更需要通過科學的數據分

析，以及對用地性質和規劃條款

的透徹理解，找到一個更加有效

的開發策略。因為這次時間和篇

幅有限，今後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可以例舉一些數據分析的方

法，也可以對卡爾加里 INFILL
市場的用地規劃條款（LAND 
USE BYLAW）進行詳細解讀。

如有讀者朋友對卡爾加里

內城區土地投資建房有興趣或

困惑，歡迎與本報社聯繫。或

您也可直接聯繫 CALGREEN 
HOMES 公司創始人韓寧先
生，電話 587-578-1425，郵件
info@calgreenhomes.ca。

高層專訪 
地產企業  設計＋建造 一站式住房開發服務

問

問

問

問

問

答

答

答

答

答

韓寧先生

CALGREEN HOMES 公司創始人，

擁有城市規劃設計、建築工程管

理雙碩士學位，以及十餘年建築

設計及工程管理經驗。

CALGREEN HOMES 在建項目渲染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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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媒體近日引述中國國

家統計局和民政部的數據稱，

2018 年全國結婚率為 7.2%，

創近 10 年來新低。其中上海的

結婚率最低，僅為 4.35%，其

次是浙江 5.9%。廣東、北京、

天津等地的結婚率也偏低。數據

顯示，從 2013 年開始，中國登

記結婚人數出現連續 5 年下降，

2018 年全國結婚登記人數僅為

1010.8 萬對，同比下降 4.9%。

分析認為，工作壓力過大、

生活成本過高是年輕人恐婚的重

要原因。此前，專業人力資源服

務機構「前程無憂」就戀愛成本

問題進行相關調查。結果顯示，

69% 的受訪者因為經濟原因而

不談戀愛，還有被調查者表示，

工作忙碌，經常加班，根本沒有

時間談戀愛。

不少網民也在社交媒體上，

根據自己的情況，分析年輕人恐

婚的原因。截止到目前，微博

上相關話題的閱讀量已達到 4.8
億，討論人次為 7.4 萬人次。

網民評論顯示，房價高、結

婚代價高是恐婚的首要原因。

「壓力太大，怎麼結婚，上海一

套房，400 萬起，首付 120 萬，

剛剛畢業研究生，年薪 30 萬不

吃不喝 4 年才能付得起首付。

房租一個月帶水電網 3000 元；

吃飯 1500 元夠節省了；電話

費、日常開銷算 500；不買衣

服，不出去玩，一年也要開銷 6
萬元，一年攢 24 萬。就算房價

不漲，首付也需要存款 5 年，

那時已經 30（歲），然後找個

願意跟你還房貸的結婚，所以結

婚推後了！」網民「在女生宿舍

賣黃瓜致富的南工程」表示。

上海網民「瓶子的訴說」也

發表了類似的看法：「因為房

價。我身邊早結婚不是拆遷就是

找了個有錢的老公，我們這一

批 90 後畢業了房價就擺在那裡

了，已經不是我努努力或者拉著

父母努努力的那種水平，有心無

力。」

內蒙古網民「知了不是蟬」

亦表示，「以為結果是領個證的

事兒嗎？結個婚一百多萬能拿出

來的人其實真的不多。這個社會

太畸形了，一個月 4000 塊的工

資夠幹甚麼？養活自己不錯了，

結甚麼婚。」

還有網民表示，工作、家庭

壓力太大，因此恐婚。「首先是

家庭壓力，為甚麼不結婚呢？因

為結婚的代價越來越高了，如果

不結婚，只要自己一人吃飽，那

就全家不餓。但一旦結婚，一個

家庭的壓力就會變成三個，即便

是兩個人一起分擔，也很難去協

調。」「不是提倡 996（工作制）

麼，都 996 了，談甚麼戀愛，

結甚麼婚，有時間洗衣服就不錯

了。」

大陸年輕人為甚麼恐婚

據中國大陸官媒 8 月 12 日

報導，超強颱風「利奇馬」在山

東半島再次登陸，並為該地區帶

來一次強風強降水過程。作為中

國最大的蔬菜集散中心和重要蔬

菜產地，有「蔬菜之鄉」之稱的

山東濰坊壽光市地區受災較為嚴

重。

據壽光市政府官網顯示，

壽光全市蔬菜生產基地共 60 萬

畝，初步統計，壽光低窪易澇區

1.8 萬個大棚進水，農田受災面

積 13 萬畝，沿河部分村莊 9.3
萬群眾撤離，造成直接經濟損失

近 10 億元。

壽光是著名的「中國蔬菜之

鄉」，主要種植西紅柿、黃瓜、

茄子、辣椒等農作物，目前已受

到災害影響的有處在上游地帶的

大棚蔬菜種植區。公開數據顯

示，壽光全市溫室大棚數量為

14.7 萬個，也就是說，目前受

災數已經占到總數的12%左右。

壽光市洛城街道褚莊村的蔬

菜合作社負責人王大志對媒體表

示，今年受災比去年更嚴重。

「我們合作社一共有五、六百畝

地，基本都受災了。」

「本來是要在這個時候開始

種黃瓜、西紅柿、辣椒、茄子這

些，但是現在水淹了，大棚種

不了了。」王大志介紹，自 8 月

9 日受到颱風影響後，目前地裡

的積水，依不同的地勢，最深處

達到 2 ～ 3 米，一般處積水也

在 30、40 公分左右。颱風掀翻

壽光蔬菜大棚的當天下午，壽光

市市委宣傳部對媒體表示，此次

水災預計對蔬菜價格影響不會很

大。此言一出，立即遭到中國民

眾的嘲諷。

在颱風災難前，大陸的物

價已經漲聲一片，部分地區水

果、豬肉、蔬菜等最高上漲近

40%。據中國國家統計局 8 月

9 日公布數據顯示，7 月分居民

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

2.8%，創近 17 個月新高。

隨著美中貿易戰後果漸現，

中國經濟下行加快，再加上天災

人禍，蔬菜價格將會有更大幅度

上漲，百姓的菜籃子愈發沉重，

討論是否吃得起榨菜並不是一個

令人好笑的問題。

日前，臺灣播出的一檔節目

中，財經專家黃世聰稱，大陸民

眾現在已經到了連榨菜也吃不起

的地步，該言論引來中國大陸官

媒的群嘲。央視主持人甚至在節

目中公開嘲笑臺灣人是「井底之

蛙」 。
中國人是不是吃得起榨菜，

臺灣人或許不清楚，但很多人一

定不知道中國的榨菜市場有一個

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指標——榨

菜指數。即根據全國涪陵榨菜在

各個地區內銷售份額的變化，推

斷出人口流動趨勢。榨菜是低端

易耗品，消費人群以流動人口占

大多數。一旦某個地區榨菜銷售

額增加，可能意味著人口流入的

增加，從而推測出該地經濟情況

變好。

財經界人士認為，榨菜代表

中國普通百姓的內需消費，不管

經濟再怎麼不景氣，榨菜都是不

可取代的民生食品。而作為中

國股市上市公司的涪陵榨菜，

10 年之內提價 9 次，毛利超過

45%。儘管 2019 年半年度業績

公布，涪陵榨菜業績不及預期，

股價暴跌。兩日之內市值蒸發

34.72 億元。但市場上涪陵榨菜

的價格依然高達人民幣 13.67 元

/500 克，遠超雞肉的價格，普

通百姓望價生畏並非言過其實。

七夕佳節剛過，「結

婚率新低」、「上海結婚

率全國最低」卻成為微博

上的熱搜話題。不少網民

參與討論，表示工作壓力

過大、生活成本過高，因

此恐婚。

記者端木珊綜合報導

「結婚率新低」成為大陸微博上的熱搜話題。（Fotolia）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

合報導】超強颱風「利奇

馬」在肆虐浙江造成重大經

濟損失後，又橫掃了山東壽

光的蔬菜集散中心和重要

蔬菜產地。颱風後，中國人

的菜籃子會更沉嗎？

【看中國訊】人聽到音樂會

產生生理反應。「冷暖音樂」是

西班牙精神科醫生和音樂教育者

最近研發出的新產品。「冷暖音

樂」可以調節人的溫度體感。人

聽見「冷音樂」會產生涼爽感；

「熱音樂」則讓人有溫暖的感覺。

試驗數據顯示，參與試驗的

大多數人認可「冷音樂」的聽感

效果。

【看 中 國 記 者 丁 曉 雨 編

譯】梅 根 ‧ 阿 什 利（Megan 
Ashley）最近在臉書上分享了

一組照片，講述了她在西南航空

的航班上目睹的一則溫馨暖人的

故事。

梅根說，在她座位的另一側

坐著一名年輕小伙，他旁邊坐著

一位 96 歲的老婆婆，兩人一開

始互不相識。老婆婆解釋說，

她要去堪薩斯城（Kansas City）
和家人一起過她的生日，但已經

15 年沒坐過飛機的她感到非常

緊張和害怕。「她在飛機起飛時

希望抓住這個小伙的手，然後在

飛機遇到氣流時再次握住他的手

臂。」梅根描述道。

「我要說的是，這位紳士先

生很高興地握住了她的手，讓她

抓住他，並通過與她交談，來使

她平靜下來，就像是為她而來的

陌生人。」

這位熱心的小伙在飛行結束

後甚至為老奶奶提供了更多的幫

助。「他拿著她的行李，攙扶她

下飛機並坐到輪椅上。他陪著老

奶奶，直到她見到了她的女兒。

這個小伙是她的『飛行天使』。」

梅根補充說，看到這位小伙的無

私行為，她下飛機時感動得直落

淚。這位 96 歲高齡的老婆婆也

非常感激，並塞給他椒鹽脆餅以

感謝他的幫助。在梅根上個月底

將這組照片發布到臉書上之後，

這個溫馨的故事在網絡上迅速走

紅。

很多網民同樣被這個暖心的

故事所感動。有讀者說：「美好

的故事！」「我們這個世界需要

更多這樣的事情。」另一個評論

寫道。

「冷暖音樂」 
有空調風扇效果

96歲老婆婆 
 遇「飛行天使」

中國人的菜籃子有多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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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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最大的蔬菜集散中心和重

要蔬菜產地受災嚴重。（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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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高層在本次北戴河會議

中討論了哪些議題，達成什麼樣

的共識，一直為外界所關注。

香港問題是重點

有港媒消息稱，中南海高層

在北戴河密會期間，重點商討了

香港問題。

日前港媒傳出習近平在北戴

河針對香港局勢下達指示，排除

動用軍隊，下令以嚴刑峻法對付

香港泛民示威人士。據《蘋果日

報》8 月 12 日報導，香港時政

評論家林和立引述內地消息稱，

「習總對處理香港亂局的最新指

示是：無需動用軍隊，用嚴刑峻

法盡快平亂，寸土不讓。」

不過，有關消息未獲證實。

而目前習近平等高層並未對香港

事件有過公開表態。

中共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

發言人楊光 8 月 12 日下午 4 時

在臨時記者會上宣稱：香港示威

「已經構成嚴重暴力犯罪，並開

始出現恐怖主義的苗頭」。

中新社發消息譴責「激進暴

力分子」把香港推入「深淵」，

警告稱，不能向抗議者做出任何

讓步。

北京當局已經在深圳集結大

量兵力，是否會出兵香港備受各

界關注。

據悉，在香港問題上，中

共現高層與中共元老有「重大分

歧」。 8 月 9 日，香港《蘋果日

報》引述消息稱，胡錦濤代表中

共元老罕見警告現高層千萬不要

成為香港的狠角色。

經濟面臨挑戰

在經濟問題上，北京遇到的

挑戰前所未有。隨著美國的持續

加關稅、制裁中興、華為等公

司，在世貿組織內審定中共國的

發展中國家資格，將中共國定為

匯率操縱國等，本已不堪的中國

經濟更加雪上加霜。此外，諸多

外企紛紛離開大陸，資金大量外

流，中國民營企業倒閉加劇，信

心亦降至低谷，由此導致的是失

業率持續攀升，物價飛漲，貨幣

貶值，購買力下降，人心惶惶。

換言之，投資、出口、消費三駕

馬車基本失靈。

北戴河密商難題 
官媒報導整黨通知

在召開北戴河會議前，從 7
月 16 日至 27 日中共 7 常委到

地方或部門調研或主持本部門會

議時，都曾提到「不忘初心」主

題教育。外界認為，中共高層外

出調研該主題，顯示該主題將是

北戴河會議討論的重要議題之

一。

就在北戴河會議期間，中

共官媒 8 月 8 日稱，中共當局

近日印發有關「不忘初心」的通

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各單

位「開好該主題民主生活會」，

做到維護「習核心」。通知還

要求官員學習貫徹「習思想」，

「領導班子」成員之間開展「自

我批評」、相互批評時，要點到

「真問題，達到紅臉出汗」等效

果。

北戴河會議期間官方罕見印

發有關「不忘初心」通知，外界

認為中共以黨建為名的內部「整

風」應該會被擺到異乎尋常的位

置。

《看中國》特約評論員，專

欄撰稿人江楓分析認為，所謂

「黨建」其實用意就是通過內鬥

手段解決中共經濟困局，「實際

就是借用一些黨內手段進行協

調，或是清算，或是清洗等等內

鬥方式統一全體黨員的『思想觀

念』。」

中共元老提十大疑問

流亡美國的中國富豪郭文

貴 8 月 10 日爆料，一名中共元

老在北戴河會議提出十大疑問，

每問都指向「中共是否能撐到明

年」。郭認為，中共高層內部

博弈進一步白熱化，「以共滅共」

的最重要時刻已經開啟。

郭文貴稱，那位中共元老

寫了半頁篇幅、題為《明年是否

我們還能在北戴河相見》的公開

信，提出在內外形勢交迫下，中

共是否還能撐到明年的疑問。這

十大質疑分別是：

第一，香港問題最終怎麼解

決？

第二，中國經濟持續下行下

去，中共還有明年嗎？

第三，高壓統治下的中國社

會，中共能撐過明年嗎？

第四，美中關係如今到了這

個程度，中共能撐到明年嗎？

第五，若新疆、西藏等少數

民族的人民突然全部上街抗議，

中共還能再鎮壓嗎？能都抓起來

嗎？能如何解決？

第六，中共黨內現在人人自

危，將引發黨內消極，再加上海

外勢力的影響，中國若發生內部

性的動亂和暴亂，怎麼解決？

第七，中共現在還能控制住

網際網路和社交媒體嗎？

第八，中國的財政赤字和

外債如果「雙爆發」，結果會如

何？

第九，以美國為首的西方，

若將中國在海外的所有國家資產

列為非法資產，併進行查封，怎

麼辦？

第十，即中共現在的國家安

全委員會制度，形同實質廢除中

共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這個模式是否能繼續下

去？

顯然，十大疑問的提出，一

定程度上反應了高層的分裂。

【記者苗薇綜合報導】8 月

13 日網上有消息稱，上海期貨

交易所黨委委員、紀委書記胡坤

11 日跳樓身亡，原因不明。理

事長姜岩否認了跳樓說法。

據財新網 8 月 13 日報導，

胡坤最近一次公開露面，是在 7
月 17 日和 18 日赴太湖縣開展

調研。

據悉，胡坤於 2018 年 6 月

從西藏證監局調到上海期貨交易

所，任黨委委員、紀委書記，負

責紀檢監察辦公室工作，主要從

事對內的紀檢工作。

報導援引多位消息人士說

法，確認胡坤 8 月 11 日在家中

突然身故，具體原因不明。上海

期貨交易所理事長姜岩對媒體表

示，胡坤確已去世，但對「跳樓

身亡」的說法予以否認，但姜岩

並沒有說明胡坤因何故去世。

有接近胡坤的人士稱，胡坤

是 70 後，比較健康，無患抑鬱

症的跡象。

胡坤在證監系統工作多年，

公開資料顯示，胡坤在 2008 年

通過考試進入證監會江蘇證監

局，但後至西藏證監局工作，

期間曾在福建掛職交流一年。

2015 年 8 月，胡坤已任職證監

會西藏局副局長。

胡坤任西藏局副局長期間，

推動多家企業在 A 股市場成功

發行上市。 2016 年，兩家西藏

公司，西藏高爭民爆股份有限公

司、西藏易明西雅醫藥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分別只用 9 個月和 10
個月 IPO 過會，在當時 IPO 普

遍需要 2 年以上的背景下，此

事引發過外界關注。

2015 股災以來，證監會系

統反腐不斷，證監會原副主席姚

剛、證監會原主席助理張育軍等

多位重量級人物相繼落馬被查。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 7 月

12 日，中紀委監委網站消息顯

示，證監會發行部領導班子及相

關處室負責人被集體約談。這被

認為是當局要查腐敗窩案的先

兆。

近年來，證券監管領域暗箱

操作和黑幕交易等腐敗問題不絕

於耳。中共證監會發審委是 A
股炙手可熱的一個系統，A 股

一大堆爛公司吸血鬼，跟 IPO
發審的腐敗有著莫大的關係。

據財新網曾報導，證監會發

行部由於掌握著企業發行審批大

權，一直是證監會內最有權勢的

部門。企業從申請發行上市到最

終掛牌成功，除了公開的各種財

務成本、時間成本外，為疏通發

審渠道也需投入大批資金和人

脈，因此，證監會發行部和發審

委官員的尋租行為屢屢出現。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

導】中共中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8
月 11 日發文稱，公安機關日前

查處了假冒中央紀委名義的網站

中國廉政監察網，抓獲了網站開

辦人魏某某及其關係人。

文章稱，中國廉政監察網自

稱是「由中國紀檢監察學院監督

指導的國家級網站」。經查，

該網站由北京華夏盛典文化傳媒

有限公司於 2017 年 9 月 15 日

註冊成立，公司開辦人及法人代

表為魏某某。

文章引述警方消息稱，魏某

某等人依託假冒網站發布虛假信

息，並以此實施敲詐勒索等活

動。警方查扣涉案資金近百萬元。

查詢發現，去年 10月，中國

廉政監察網有兩篇文章被媒體轉

載，其中一篇是該網站採編人員

專訪山西省前人大內司委副主任

委員、山西省人大巡視員郭忠烈。

另一篇是關於山西潞安礦業

（集團）旗下的潞安焦化有限責

任公司的報導，文章對該公司的

安全工作給予好評。但僅僅一個

月後，潞安焦化就接連發生兩起

人員傷亡的安全生產事故。

在去年 12 月 24 日、25日，

由中國廉政監察網主辦的「2018
中國廉政監察網新聞發布會暨中

國廉政監察網工作人員培訓會」

在北京舉行。期間，中共國務院

前新聞辦副主任楊正泉為相關人

員頒發授權證書。

會議合影者包括：毛澤東警

衛員李文福、黑龍江省前軍區副

政委姚振普少將、北京市前統戰

部部長等官員，中國書畫院院長

趙立鶴為本次發布會獻字。

外界質疑，這家被定性為假

冒中紀委名義開辦的網站，內情

真只是假冒這麼簡單？

反腐者更有特權

在中共一黨專制的反腐背景

下，反腐者更有特權，在中國

社會生出借反腐發財的「反腐產

業」怪象，已不是第一次出現被

指假冒的「反腐」者。

早 在 2015 年 11 月 10 日，

大陸時政微信公號「時局眼」刊

文向中紀委舉報假冒中央紀委巡

視專員，引起熱議。

文章說，有一位「中紀委巡

視專員」，多次借宣傳一部反腐

題材電影出現在公眾視野中，名

字還登上了主流媒體。比如最高

檢察院主辦的《檢察日報》11 月

6 日刊發的反腐電影宣傳信息，

提到中央紀委巡視專員董恩厚接

受採訪，高調談反腐。但經查證

認為，這個所謂「中央紀委巡視

專員董恩厚」確實是假的。

隨後官媒亦證實稱，中紀

委確認董恩厚假冒中紀委巡視

專員。不過這一事件後來不了了

之，再沒有官方消息證實這個

「中央紀委巡視專員董恩厚」到

底是甚麼人，這一讓人跌破眼睛

的重量級造假事件，仍是個謎。

北戴河會議結束 重磅消息傳出

上海期貨交易所紀委書記 
胡坤神秘死亡

假冒中紀委名義網站被封 內幕不尋常

看中國專欄作家鄭中原

【看中國訊】自8月1日
起，習近平等中共高層就一
直「隱身」，外界推定，中共
高層正匯聚北戴河開會。直
到8月14日，中共政治局常
委栗戰書公開露面，出席中
共紀念王光英誕辰100週年
座談會，意味著一年一度的
北戴河休假正式結束

李文隆綜合報導

英語
語言課程

秋季學期

全日制課程2019年9月18日開始
請於9月12日前到mru.ca/ApplyEnglish網站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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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edes-Benz 
Country Hills

品牌專家

聘

積極的態度

書面和口頭溝通技巧

出色的多任務組織能力

在快節奏中獨立工作

與客戶建立並保持良好的關係

亞省 5級駕駛執照（AMVIC 註冊）

工
作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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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rdrie Honda
卡城北部最快到達的Honda車行

 誠聘汽車銷售
主動進取，無需銷售經驗，有

完善培訓計劃，待遇優厚。懂

英語，國語或粵語。

聘RECRUITMENT

地址：2971 Main St. SW Airdire

電話：403.945.4820
電郵簡歷至Jason Hansen 
jason@airdriehond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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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edes-Benz
Vans born to run.

Vince Pelkman Brian Colin 

花錢更少
載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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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國訊】據美國科技媒體

The Verge 報導，豐田與日本新能

源及工業技術開發組織，以及夏普

公司合作研發出了一款超薄新型太

陽能電芯，可使得電動汽車電池轉

換效率大增 34%。

早在 2010 年，豐田就曾推出

過類似技術，只不過當時的「太陽

能車頂」功率僅能達到 180 瓦，太

陽能電池轉換效率為 22.5%，而

且不能在行駛的時候為電池充電，

只能給汽車導航系統的輔助電池供

電。

經過 9 年磨劍，豐田公司太陽

能電動車研發成績卓著。目前，豐

田稱已經在其電動車款 Prius 上裝

載了該電池板，展開測試，這種電

池板厚度僅 0.03 毫米，可安裝在車

頂、引擎蓋、後蓋等部位上，太陽

能電池轉換效率高達 34%，功率高

達 860 瓦。這種「太陽能車頂」每

天可以讓電動汽車增加 44.5 公里的

續航里程。

超薄設計意味著這種電池可以

依照車身鈑件曲線完整貼合，不會

影響車輛造型，增加可使用區域，

讓車頂、引擎蓋面積不足的小型

車，能夠通過增加安裝區域提高發

電能力。

豐田表示，在測試車輛上最大

發電能力可達到 860 瓦。和目前提

供 Puirs PHEV 選配的太陽能發電

車頂相比，發電量足足高出4.8倍，

對於車頂太陽能發電，特斯拉

老闆 Elon Musk 則保持不同看法，

他認為車頂面積不大，而且想要獲

得最大發電效率，還要考慮太陽能

板與太陽角度等因素。

截至目前，豐田尚未向外界

公布這款「太陽能車頂」何時能量

產，不過已經在日本多個城市開始

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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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edes-Benz
Vans born to run.

0.99%*
24 3       **

Andy Lai  
Max Tomilin Kent Chow  

Pheobe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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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專家 品牌專家
品牌專家 品牌專家

粵語 粵語
粵語 粵語

國語 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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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貸款期

特定 2015-2018款認證的二手車

外加獲得

為您支付費用

個月個月

【看中國訊】距離上次升級不

到一年，馬自達再次「出手」，

對旗下小型車款馬自達 2 進行了

又一輪升級，並且將日本市場的

可愛的車名「Demio」也統一改

成馬自達 2，新車預計將在明年

第一季度登陸加拿大市場。

新車追隨了「同門師兄」馬

自達 6 和馬自達 3 的腳步，換上

了最新的家族式魂動設計（Kodo 
Design）風格。

車頭方面，新車的前臉水箱

護罩捨棄原先的黑色橫柵設計，

換上網狀佈局，同時環繞水箱護

罩的鍍鉻飾條也不再像改款前般

延伸至頭燈組內，而是在頭燈組

下方做點綴。全 LED 燈組造型

也經過了重新設計，並且首次在

馬自達 2 上裝上了自適應頭燈。

車尾的變化有限，僅在尾燈

跟後保桿造型略有修改，同時多

了兩道呼應前保桿的水平鍍鉻飾

條，亮銀色塗裝的全新 16 吋輪

圈也是改款重點之一。

內裝方面，其主要將中央 7 
吋的 MZD Connect 觸控主機，

高 顏 值 小 馬
—— Mazda 2再次升級配魂動

改以跟馬自達 6、CX-5 車系更

相近的新式樣邊框設定。車內還

有 6 向電動控制駕駛座，自動防

眩後視鏡、支持 Apple Carplay
和 Android Auto。

安 全 方 面， 該 車 加 入 了

MRCC 全速域主動車距控制

巡航系統、LAS 車道偏移防止

系 統、ALH 智 慧 型 LED 頭 燈

等， 並 同 時 導 入 G-Vectoring 
Control Plus 升級版 G 力導引控

制技術與 i-Eloop 煞車動能回收

系統，讓舒適、便利、安全駕控

等部分均同步進化。另外「SBS 
智能煞車輔助系統」則為時速 15 
至 160 公里間判別有碰撞風險

時，系統將發出聲音警示，並自

動進行兩段式煞車。

動力方面，馬自達 2 提供

1.5 Skyaciv-G 直列四缸自然進

氣汽油引擎以及 1.5 Skyaciv-D
直列四缸渦輪增壓柴油引擎，並

均可搭配六速手排或六速自排變

速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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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291.1444  |  888 Meridian Rd NE, Calgary  |  www.tandthonda.ca

Michael Lee
助理服務經理  

403.291.1444 ext.1511
michaell@tandthonda.ca

Warren Ta
貸款經理  

403.291.1444 ext.1664
warrenta@tandthonda.ca

Raymond Li
貸款經理  

403.291.1444 ext.1663
raymondli@tandthonda.ca

888 Meridian Rd NE, Calgary
www.tandthonda.ca

在獲得最優價後，憑此券可再得

$200優惠!優惠券

優惠活動截止日期：2019年8月31日 解釋權歸 T&T Honda所有

(403)291-1444
（英/粵/國）

*Certain conditions and exceptions may apply. All off er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See dealers for all inventive details. raymondli@tandthonda.ca*Certain conditions and exceptions may apply. All off er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See dealers for all inventive details. *Certain conditions and exceptions may apply. All off er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See dealers for all inventive details. 

誠聘銷售代表
語言要求：英語、
國語 和/或 粵語

有意者請聯繫 Navroz Jessani
電郵：navroz@tandthonda.ca
電話：403.291.1444

本
田車
行最貼心華人團隊

*

Robert Cheung
新車銷售代表

403.667.7618
robertc@tandthonda.ca

N

Deerfoot Trail

B
arlow

 Trail N
E

Trans - Canada Hwy
Meridian Rd NE

10 Ave NE

7 Ave NE

T & T HondaT & T Honda

2019 年最佳緊湊型 SUV

2019 年最佳 SUV 品牌

2019 年美國公路安全保險協會頂級安全之選

2019 年消費者最喜愛車款

2019 年最佳家用SUV

2019 年Edmunds最佳 SUV

2019 年最高性價比緊湊型 SUV

2019 年最佳 SUV 品牌

2019 年 Cars.com 美國製造索引前10名

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五星安全評級

2019年美國公路安全保險協會頂級安全之選

2019年最佳中型SUV

2019年最佳 SUV 品牌

2019 年度 ALG 最佳保值車款

2019 年 Cars.com 美國製造索引前10名

2019 Honda PASSPORT
現價 $43,911 *

優  惠
$2,000

優  惠
$2,000

現價 $43,639
2019 Honda  PILOT  LX

*

優  惠
$1,000

現價 $31,964
2019 Honda CR-V  LX  FWD

無人機五大新用途 

地球上哪來那麼多石油？
科學家普遍認為石油

是久遠年代之前，動物在

高溫高壓下腐化而產生的。

但是您有沒有想過，按照目

前教科書描述地球生命存

在的歷史，在那個久遠年代

有多少生命存在過，造成共

有多少石油存在，夠不夠我

們今天的人類使用呢？

無人機，現在已不再是軍事

領域的專用，商用無人機開始進

入普通人的視線，成為創造和享

受新體驗的工具。

無人機進入商用，能給我們

的生活帶來哪些新的變化和樂趣

呢？讓我們盤點一下它的五大新

用途。

參與電影公司製片

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好萊塢電

影製作公司，開始使用無人機進

行電影攝製，一些過去可能需要

動用直升機或者吊車才能完成的

拍攝，現在則簡單多了。

驅趕和保護動物

加拿大鵝一直是渥太華河沿

岸的霸主，無論用甚麼方法都趕

不走，沿河兩岸的房地產被一群

鵝攪得一文不值。渥太華當局使

用帶有擴音器的無人機，在鵝群

上空飛行，不斷播放鵝們討厭的

灰狼嚎叫聲，居然讓鵝們乖乖的

向人類交出了領地。無人機不但

能驅鵝，還能保護野生動物。比

如對猩猩棲息地進行地圖繪製，

對猩猩的樹頂巢穴進行空中拍

攝，隨時瞭解情況。

捕捉危險情景資料

因為無人機不需要人駕駛，

價格低廉。科學家可以把它們派

遣到各種危險的應用場合中。比

如火山爆發、颶風中心。而之

前，人類根本無法從風暴中心安

全地蒐集資料。

充當城市藝術家

無人機現在已經被藝術家們

用來作為空中巨幅廣告的塗鴉幫

手。這種方式在過去是不可想像

的，無人機擴展了公共藝術表達

的空間。

加入拳擊俱樂部

操控無人機相互對戰，成為

拳擊俱樂部的一種新型娛樂方

式。操控者在控制無人機飛行的

同時，還必須不斷地調整戰術，

技術與頭腦並用才能戰勝對手。

既減少了暴力，又發掘了智力。

根據朱尼普研究公司的新報

告，到 2020 年，無人機的銷售

將會增長到 1600 萬架。

國際無人機競速協會首席執

行官查理斯 · 紮布蘭（Charles 
Zablan）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介

紹說，目前帶有飛行翼的全套無

人機競速元件只要 1000 美元就

可以買到。

亞省作為石油重鎮，筆者曾

經請教過一位石油行業的資深工

程師，他說他們行業內確實思考

過這個問題，這個問題也確實是

一個困擾。

為何這麼說呢？我們先耐心

地來看一組計算：

全世界每天的原油消耗量非

常驚人，一九九六年時就已突

破七千萬桶，石油輸出國組織

（OPEC）預計到 2020 年時將達

到每天一億桶（一桶等於 159
公升或 42 加侖）。據 OPEC 估

計：按現有開採量，OPEC 國

家儲藏量還能用 80 年，而非

OPEC 國家的儲藏量可能有 20
年好用。

據美國能源部的資料表示，

截至 2000 年 1 月 1 日為止，全

世界石油的總蘊藏量為 10160
億桶（約合 1320 億噸）。人類

在過去工業化發展的 150 年中

已消耗了一半的石油，保守估計

地球上至少曾蘊藏兩千多億噸的

石油。

兩千多億噸的石油意味著什

麼呢？按照目前科學對石油形成

的解讀，它意味著，要形成兩千

多億噸石油得有近七千億頭史前

生物！！並且需要 100 次的集

中屠殺和深度掩埋以生成這麼多

石油。

下面是具體的計算方式：我

們知道人體和動物的身體 70%

是水，在地表面只會腐爛掉。按

現在的理論，只有在地下高溫高

壓下碳水化合物才能分解成碳氫

化合物，成為石油。全世界的人

口是 70 億（7×109
），假設每

人平均 70 公斤重，加上人類飼

養的牲畜（野生動物分布分散

不計），不難計算大概可以產生

3 億噸原油。

石油輸出國組織 OPEC 的

數據是全世界一年消耗大約 29
億噸原油。換言之把現在所有人

類與牲畜完全轉換成原油，這 3
億噸只夠用一個半月的。

我們可以把這個數據做得更

保守一些，因為有人猜測史前的

生物個體大，數量多。我們假設

史前「龐大」的動物有大有小，

平均每個一噸，仍按有效成份

30% 計算，要形成兩千多億噸

石油得有近七千億頭史前生物。

七千億的動物或人，地球上

怎麼裝得下？

況且牠們都還有一個生存環

境。若假設牠們的生存密度達到

了人類今天的水平，即七十億

頭。按照這個數字，集中屠殺和

深度掩埋以生成兩千多億噸石油

需要的次數是一百次。

所以地球上的石油儲量成為

了科學家們的困惑：地球的歷史

有多長？需要多少次的史前生物

毀滅，才能產生今天這樣多的石

油﹖

按照當今科學家的認知，兩

億五千萬年前的小行星撞擊地球

時，恐龍時代展開，六千五百萬

年前小行星的撞擊地球造成恐龍

的滅絕。從寒武紀到白堊紀，目

前只發現有 6 次大滅絕，其中

最有意義的兩次災變是小行星撞

擊造成的地表面滅絕。但是我們

知道，在大地表面行走的恐龍滅

絕掉，也只會腐爛掉，不能陷入

地下深層從而生成石油。

假設存在集中滅絕和深度掩

埋，那麼就需要板塊的運動有突

發性，像「揉麵」一樣地突然把

動物埋掉。緩慢的地殼運動只會

使屍體腐爛，最終成為骨骼化

石，而地震和火山只能造成局部

災變。但是目前地質學的發現認

為板塊自有生物後是很穩定的，

沒有全球性的突發性運動，而只

有緩慢的地殼運動。何時有這樣

龐大的力量？目前也難以解釋。

那麼石油到底從何而來？石

油是否是由動物的腐化演變而

來？地球的歷史到底有多長久？

按照目前教科書給出的答案，無

法將這些幾大元素形成合理的邏

輯鏈條。

這麼看來，一些神創論相信

者提出的想法也並不離奇。他們

認為，神為了人類的生存和生活

方式安排好了所有一切，包括自

然資源。佛道神從宏觀上庇護著

人類，也處處留下了祂們的足

跡。會不會石油也是其中一個足

跡？（節選自洞見文化出版《揭

開史前文明的面紗》，文章有刪

節）

◎ 文：紫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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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病痛？ 找卡城老中醫！

人治療後好評。

36 年中 加 兩 地
行醫經驗；

兩萬

亞省中醫師公會中醫師
亞省註冊針灸師
弓河康復中心 /MC 針灸所長

趙明才Michael Zhao
電話：403-252-8950 
地址：44, 180- 94 Ave. SE 

城南診所：
MC 針灸

市中心：
弓河康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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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3575 20 Avenue NE Calgary
(Sunridge Superstore 彩票店內 )

瑞亞匯款服務

手續費低廉

提供配鑰匙服務
多種優質鑰匙坯可選

     萬個營業網點遍布       個國家和地區

收受款項、貨幣兌換、支票兌現

快捷國際匯款：十幾分鐘完成
35 149

看中國

發行點

佳茗似佳人
蘇東坡的飲茶之道

飲茶文化在中國源遠流長，不僅歷代的文人墨客鍾情於茶

飲，市井百姓嗜茶者也為數不少。文人把飲茶視為高雅之

舉，由此而生的抒情寫意的詠茶詩詞也數不勝數。

◎ 文：雲中君

數千年來，茶與詩結下了不解之緣。茶為

詩人所品，被剪裁融鑄於詩，古謂詠茶詩、茶

詩，茶有詩更高雅，詩有茶更清新。李白、杜

甫、白居易等唐朝大詩人，都有詠茶詩傳世，

其中李白的〈贈玉泉仙人掌茶〉一詩，寫得浪

漫飄逸，別有韻味，詩曰：「嘗聞玉泉山，山

澗多乳窟。仙氣白如鶴，倒懸清溪月。茗生此

石中，玉泉流下歇，根柯灑芳津，採服潤肌

骨。」

白居易的詠茶詩多達 70 多首，最為後人

推崇的當是〈茶山境會亭歡宴〉詩：「遙聞境會

茶山夜，珠翠歌鐘俱繞身。盤下中分兩州界，

燈前各作一家春。香娥遞舞應爭妙，紫筍（茶

名）齊嘗各鬥新。」北宋大文豪蘇東坡深研佛

理，亦精通茶道，也寫下了不少膾炙人口的詠

茶詩詞。他對飲茶一道，更深得獨到之秘，對

於茶葉、水質、器具、煎法，都頗講究，詠出

了「從來佳茗如佳人」的雅句。

蘇東坡許多的詠茶詩，茶、詩一體，人、

茶一體，妙不可分。以香茶喻美人，語出驚

人：「仙山靈草濕行雲，洗遍香肌粉未勻。明

月來投玉川子，清風吹破武林春。要知玉雪心

腸好，不是油膏首面新。戲作小詩君莫笑，

從來佳茗似佳人。」這首詩寫出了人人心中皆

有，人人口中皆無的美好感受，竟從氤氳之氣

中品出佳人來。（下文轉 C2）

東坡
品茶

插畫：WINNIE WANG；其他圖片：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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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華洋溢 蘇東坡的飲
茶詩妙筆生花

年輕時的蘇東坡才華洋溢，

前景看好，但因其為人耿介坦

率，嫉惡如仇，遇有不平，即

「如蠅在食，吐之乃已」，遂得

罪了許多權宦，屢遭打擊、誣

陷，先後被貶到黃州、惠州，甚

至儋州（海南島），形同流放。

雖坎坷一生，仕途多舛，但心胸

曠達的他，卻沒有因此被擊垮，

反而將這些經歷轉化成傳唱千古

的絕妙詩篇。

蘇東坡可謂全才之士，琴、

棋、書、畫，無一不曉；詩、

詞、歌、賦，無一不精，在中國

文學史上有極高的成就，與父蘇

洵、弟蘇轍，並稱「三蘇」，同

在「唐宋八大家」之列。他曾自

評文章，「如行雲流水，初無定

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

可不止，雖嘻笑怒罵之辭，皆

可書而誦之」，後人頌讚其文，

有「蘇文生，吃菜根；蘇文熟，

吃羊肉」之讚譽。蘇東坡任杭州

太守期間，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

日子，倘佯在西湖的湖光山色

之中，並將西湖美景融入詩中：

「水光瀲灩晴偏好，山色空濛雨

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

抹總相宜。」詩中巧妙的把西湖

比喻成美人西施，不管晴天、陰

天，均能展現不同的風景。西湖

之詩情畫意，若非蘇東坡之大

才，實不足以盡其妙。他的才能

也在寫作飲茶詩中，表現得淋漓

盡致。

他在〈試院煎茶〉詩中寫道：

「蟹眼已過魚眼生，颼颼欲作松

風鳴。蒙茸出磨細珠落，眩轉繞

甌飛雪輕。銀瓶瀉湯誇第二，未

識古今煎水意。君不見昔時李生

好客手自煎，貴從活火發新泉。

又不見今時潞公煎茶學西蜀，定

州花瓷琢紅玉。我今貧病常苦

飢，分無玉碗捧娥眉，且學公家

作茗飲。博爐石銚行相隨。不用

撐腸拄腹文字五千卷，但願一甌

常及睡足日高時。」詩中談論煎

茶要注意火候的問題，其描述

茶、茶湯、茶具及茶效，一氣呵

成，引人入勝。另一首〈水調歌

頭〉中說：「已過幾番風雨，前

夜一聲雷，旗槍爭戰，建溪春色

占先魁。採取枝頭雀舌，帶露和

煙搗碎，結就紫雲堆。輕動黃金

碾，飛起綠塵埃，老龍團、真鳳

髓，點將來，兔毫盞裡，霎時滋

味舌頭回。喚醒青州從事，戰退

睡魔百萬，夢不到陽臺。兩腋清

風起，我欲上蓬萊。」此闕詞記

述了採茶、製茶、點茶的情景及

品茶時的感覺，其描述極為生動

傳神。

首創「飲茶三絕」 豁
達胸襟超越悲涼

蘇東坡謫居宜興蜀山講學

時，曾首創「飲茶三絕」之說，

即茶美、水美、壺美。他曾設計

一種提梁式茶壺，烹茶審味，怡

然自得。題有「松風竹爐，提壺

相呼」的詩句，後人將他設計的

這種提梁壺稱做「東坡壺」。蘇

東坡烹茶，非常鍾情於金沙泉

水，常遣僮僕前往金沙寺挑水，

僮僕不堪往返勞頓，遂取其他河

水代之，但被蘇東坡識破。後來

蘇東坡準備二種不同顏色的桃

符，分別交給僮僕和寺僧，每次

取水必須和寺僧交換桃符，如此

僮僕就無法偷懶了。

三國時期的魏人李康，在他

的《命運論》中說：「木秀於林，

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

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蘇

東坡雖然聰穎過人，才華蓋世，

但是過人的智能卻沒給他帶來好

運，反而使他災禍連連，「烏臺

詩案」因被控誹謗而入獄，他在

詩中感嘆的說：「人生識字憂患

始，姓名粗記可以休。」在他第

四個兒子蘇遁出生時，他曾作

〈洗兒詩〉，云：「人皆養子望聰

明，我被聰明誤一生；但願孩兒

愚且魯，無災無妄到公卿。」其

一生際遇之悲慘，令人感傷。

然而，儘管歷盡人世間的滄

桑，蘇東坡卻能以豁達的胸襟，

超越於悲涼之上。泡杯清茶，細

讀他的飲茶詩，也能感受到他那

博大的心胸與灑脫。

山，聞名於海內外。

峨眉山上寺廟林立，其中以

報國寺、萬年寺等「金頂八大寺

廟」最為著名。主峰金頂絕壁凌

空，巍然屹立，氣勢雄而景觀

奇，有雲海、日出、佛光、聖燈

等奇觀，其中，最為人們所熟知

的當屬樂山大佛。

樂山大佛位於峨眉山東麓

的棲鸞峰，古稱「彌勒大像」、

「嘉定大佛」，始鑿於唐代開元

初年（西元 713 年），歷時 90
年才得以完成，佛像依山臨江開

鑿而成，是現存最大的一尊摩崖

石像，有「山是一尊佛，佛是一

座山」的稱譽。

九寨溝： 
優美奇特的人間仙境

位於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

治區的九寨溝，因溝內有九個寨

子而得名，由於這裡擁有優美獨

特的自然景觀，近年來已成為中

讓詩人眷戀不已的成都

成都的歷史文化源遠流長，

歷史上，無數的文人墨客在此留

下了眾多的詩詞曲賦。在多首古

代騷人墨客歌詠成都的詩篇中，

最為後人所喜愛的，莫過於唐代

大文豪杜甫的〈春夜喜雨〉：「好

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

入夜，潤物細無聲。野徑雲俱

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

花重錦官城。」

杜甫對成都的感情極為深

厚，他在成都兩度居住，度過

了三年九個多月，更留下了 200
多首描寫成都的詩詞。

除了詩詞名篇外，秀麗靜逸

的青城山、峨嵋山、九寨溝風

光，以及環保智慧的都江堰、美

麗浪漫的琴台路也是讓成都一再

被世人關注與提及之處，自然與

人文兼具的四川成都成了遊客們

來了就不想走的美麗城市！

青城山： 
蓊鬱秀麗的靜謐風光

青城山位於成都西北都江堰

市境內，其因蓊鬱秀麗的自然風

光而成為天下名山，自古就是遊

覽勝地。陸游、張大千等文人墨

客均曾在此駐足留連，留下珍貴

的「墨寶」，杜甫還曾賦詩寫道：

「自為青城客，不唾青城池。為

愛丈人山，丹梯近幽意。」不但

抒發了對青城山的傾慕之情，也

替這座名山增添了不少人文內涵。

此外，青城山還是道教的發

源地之一，是許多修道之人隱居

修煉之處，道教創始人張道陵就

曾在此修煉並羽化成仙。

峨眉山： 
雄秀神奇的自然景觀

又稱「大光明山」的峨眉

山，位於成都平原的西部邊緣，

千百年來，峨眉山以其獨具特色

的魅力，吸引著無數的信眾和文

人墨客前來遊山禮佛、賦詩作

畫，創造了璀璨的峨眉文化，與

山西五臺山、浙江普陀山、安徽

九華山並稱為中國佛教四大名

◎  文：美慧

外遊客嚮往的「奇幻世界」。

九寨溝的山水形成於第四紀

古冰川時期，保存有大量第四紀

的古冰川遺蹟，地下水富含大量

的碳酸鈣質，湖底、湖堤、湖畔

水邊均可見乳白色碳酸鈣形成的

結晶體，水乳交融，美不勝收。

由於九寨溝處於從藏區到漢

區，從牧區到農區的過渡地帶，

因此具有厚重的邊緣文化色彩，

但是，九寨溝的民風民俗又不完

全同於西藏，精美的服飾、香醇

的青稞酒和酥油茶、潔白的哈

達、歡快的踢踏舞、穩健的二牛

抬槓、遍地的馬尼堆、高聳的喇

嘛塔、循環不息的轉經輪……譜

寫出一首首悠揚的民族融合之歌。

都江堰： 
無壩引水的灌溉系統

都江堰位於成都平原的西北

邊緣，是世界著名的灌溉系統。

史書記載，都江堰建成後：「水

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

謂之天府。」經過數十年的經

營，成都在秦代末年後成為聞名

於世的富庶之地，並有「天府之

國」之稱的美譽，一直延續至今。

建於西元前三世紀的都江

堰，是戰國時期秦國蜀郡太守李

冰及其子率眾修建的一座大型水

利工程，是全世界至今為止，年

代最久，唯一留存，以無壩引水

為其特徵。利用當地西北高東南

低的地理條件，乘勢利導的自

流灌溉。它最偉大之處是建堰

2250 多年來，經久不衰，而且

以不破壞自然資源，充分利用自

然環境為人類服務為前提，開創

了中國古代水利史上的新紀元，

是中國古代人民智慧的結晶，也

是中華文化劃時代的傑作。

琴台路： 
美麗浪漫的古城老街

有人說琴台路是成都最美麗

浪漫的古街之一，因為這裡承載

著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美麗雋永的

愛情故事。

當年，蜀郡臨邛富商卓王孫

之女卓文君，十七而寡，才貌

雙全的卓文君帶著婆家「終身守

節」的囑命回到了娘家。司馬相

如應好友臨邛縣令王吉之邀，至

臨邛客居。

在卓王孫舉行的一次宴

會上，司馬相如以一曲〈鳳求

凰〉，讓卓文君做了撲火的飛

蛾，毅然決然放棄富足的生活，

與出身寒門的司馬相如私奔。

生活安定之後，司馬相如發

憤讀書。天道酬勤，終於紫袍加

身，一了夙願。功成名就的司馬

相如兩度產生納新棄舊之心，卓

文君以一首〈白頭吟〉及決絕之

心來捍衛自己來之不易愛情。司

馬相如讀後大為感動，從此夫妻

舉案齊眉，相敬如賓，並成就了

一段千古佳話。

天府之國——成都神 州 大 地
系 列

峨眉山（Fotolia)

九寨溝藏族村莊（公有領域）

都江堰（公有領域）

佳茗似佳人
蘇東坡的飲茶之道

「九天開出一成都，萬

戶千門入畫圖。」詩仙李白

在蜀中遊歷時，對這座「九

天開出一成都」的逍遙都市

眷戀不已，寫下許多關於成

都的詩詞，至今仍廣為後人

所人傳頌。著名詩人張籍亦

曾作詩〈成都曲〉，通過描寫

成都市郊的風物人情和市井

繁華景況，來表達他對成都

的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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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the Zhenguan Period in China (627 
– 649 AD), Emperor Taizong, Li Shimin, was 
able to select the virtuous people as ministers 
and assigned posts to people to fully utilize 
their talents. He opened up the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nd humbly accepted criticism. He 
put an emphasis on farming, low taxes, and 
low government expenses. He also established 
an effective process for select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through an examination system, leading 
to a stable society.

 In the traditional feudal societ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onsisted of three branches and six 
ministries. However, the government structure 
during the Zhenguan Period had elements 
of modern day governments in terms of the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ies. It consisted of three 
major branches: 1) the legislative branch, headed 
by the prime minister, with a committee helping 
him to develop every piece of legislation for 
the emperor; 2) a judicial branch, responsible 
for studying each proposed legislative act and 
giving recommendations to the emperor; and 3) 
the executive branch, responsible for carrying 
out the laws signed by the emperor. 

The formation of a decree began with 
discussions among the prime ministers in 
the legislative branch. After they reached an 

agreement, they passed the resolution to the 
emperor. After the emperor approves, the 
legislative branch issues an edict on behalf of 
the emperor. Before the edict was announced, 
it must be reviewed by the judicial branch. The 
judicial branch had the power to reject the edict, 
and under the law at the time, the edict could 
not be announced. Only edicts approved by 
the judicial branch can become official law, to 
be implemented by the executive branch. The 
famous minister Wei Zheng, headed the judicial 
branch. 

This is very much like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system in modern democratic nations. 
What became a concept in the western world 
during the 17th century was already being 
practiced over one thousand years ago. This 
shows how advanced the degree of civilization 
was during the Zhenguan Period. What is even 
more commendable is that Emperor Taizong 
ordered that a direct order from the emperor 
himself also needed approval from the judicial 
branch. Hence, there was always a system of 
checks and balances that prevented the emperor 
from misusing his power. 

Emperor Taizong was serious about 
governing by law. He once said, "The laws are 
not set up by the emperor’s family. They are 

for everyone to obey, myself included." He 
insisted on treating everyone equally under 
the law. Emperor Taizong led by example, 
following the laws and protecting the social 
stability during his reign. Whether it was the 
royal family or ordinary people, they were truly 
equal in the face of the law. When enforcing the 
law, Emperor Taizong considered the amount 
of punishment. He said, "A dead man does not 
have a second chance, so special care must be 
exercised in ordering the death sentence." The 
effective legal system resulted in a low crime 
rate and an even lower death penalty rate. In 
630 AD, there were only 29 people sentenced 
to the death penalty. In 632 AD, the number of 
death row prisoners increased to 290. At the end 
of the year, Emperor Taizong allowed them to 
return home to prepare their families and return 
for the death sentence the following autumn 
(sentences used to be carried out in the autumn). 
In September of the following year, all 290 
prisoners returned. During the Zhenguan Period, 
China had transparent politics and the officials 
all performed their duties responsibly. People 
lived peaceful and stable lives. Justice, instead 
of injustice, was the common theme. As a result, 
people had little dissatisfaction and people did 
not need to resort to extreme measures. Thus, 

the crime rate was very low.
The Zhenguan Period was also the only 

feudal society that did not discriminate against 
businesses. Instead, special opportunities were 
provided for business development, which 
further exemplifies Emperor Taizong’s foresight. 
Under his policies, business development 
accelerated at a rapid pace. More than half of 
the business centers in the world were located 
in China at the time: along the coast were major 
cities, Jiaozhou, Guangzhou, Mingzhou, and 
Fuzhou, and inland cities such as Hongzhou 
(Nanchang in Jiangxi Province), Yangzhou, 
Yizhou (Chengdu), Shazhou (Dunhuang in 
Gansu Province), and Liangzhou (Wuwei in 
Gansu Province). In particular, the capital, 
Chang’an, and provisional capital, Luoyang, 
were major international cities at the time.

The Tang dynasty was open to foreign 
trade over both land and sea. The well-known 
"Silk Road" was established at that time. It was 
the main business route connecting the west 
to the east. The vast amount of goods being 
transferred across the Silk Road turned it into 
the golden passage of the world. 

Emperor Tang Taizong was one of the most 
brilliant emperors in Chinese history.  

A Virtuous Emperor During the Zhenguan Period

貞觀年間，由於唐太宗能任

人唯賢，知人善用；廣開言路，

虛心納諫，並採取了一些以農為

本、減輕徭賦、休養生息、厲行

節約、完善科舉制度等政策，使

得社會出現了安寧的局面。

中國封建社會的中央政府實

行「三省六部制」，貞觀王朝的

三省職權劃分則初步體現了現代

化政治特徵──分權原則。中書

省發布命令，門下省審查命令，

尚書省執行命令。一個政令的形

成，先由諸宰相在設於中書省的

政事堂舉行會議，形成決議後呈

報皇帝批准，再由中書省以皇帝

名義發布詔書。詔書發布之前，

必須送門下省審查，門下省認為

不合適的，可以拒絕「副署」。

詔書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頒

布。只有門下省「副署」後的詔

書才成為國家正式法令，交由尚

書省執行。

這種政治運作方式很有點類

似現代民主國家的「三權分立」

制。西方在十七世紀興起的分權

學說，唐太宗李世民早在一千多

年前就已運用於中國的政治體

制，進一步說明了貞觀王朝的文

明程度是何等之高。最難能可貴

的是，唐太宗規定自己的詔書也

必須由門下省「副署」後才能生

效，從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

來潮和心情不好時做出的不慎重

決定。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

說：「國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

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

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為準。」

法律制定出來後，唐太宗以身作

則，帶頭守法，維護法律的劃一

和穩定。在貞觀時期，真正地做

到了王子犯法與民同罪。執法時

鐵面無私，但量刑時太宗又反覆

思考，慎之又慎。他說：「人死

了不能再活，執法務必寬大簡

約。」由於太宗的苦心經營，貞

觀年間法制情況很好，犯法的人

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貞觀

四年全國判處死刑的囚犯只有

二十九人。貞觀六年，死刑犯增

至二百九十人。這一年的歲末，

李世民准許他們回家辦理後事，

明年秋天再回來就死（古時秋

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

個囚犯全部回還，無一逃亡。那

時的中國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

職，人民安居樂業，不公平的現

象少之又少，國人心中沒有多少

怨氣。豐衣足食的人不會為生存

鋌而走險；心氣平和的人也不易

走極端，因此犯罪也少了。

貞觀王朝是唯一不歧視商業

的封建王朝，不但不歧視，還給

商業發展提供了許多便利條件。

在政府的倡導下，貞觀王朝的商

業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當時世

界出名的商業城市，有一半以上

集中在中國。除了沿海的交州、

廣州、明州、福州外，還有內

陸的洪州（江西省南昌市）、楊

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

州（甘肅省敦煌市）、涼州（甘

肅省武威市）。首都長安和陪都

洛陽則是世界性的大都會。

唐朝開放程度很高，路上、

海上的絲綢之路貿易興盛，舉世

文明的「絲綢之路」是聯繫東西

方物質文明的紐帶，絲綢之路上

的商旅不絕於途，品種繁多的大

宗貨物在東西方世界往來傳遞，

使絲綢之路成了整個世界的黃金

走廊。

唐太宗擁有超凡的智慧和胸

襟，他帶領中華民族，在歷史上

譜寫了光輝燦爛的一頁。

貞觀聖君 唐太宗
◎文：紫霞

唐
太
宗
與
魏
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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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盤

羅盤是風水界的風水先生們

在風水活動中使用的一種圓盤型

工具，用以測定方位和吉凶。

羅盤在漢代是上圓下方的式

盤，主要用於奇門遁甲占卜，和

風水還沒多大關係；到了唐代，

楊筠松設計了一種羅盤，讓習者

根據前人留下的關於風水表象的

經驗總結，利用羅盤來依葫畫

瓢，進行推斷；再到楊筠松的後

輩傳人宋朝賴文俊，也就是民間

所說的賴布衣那兒，在此基礎

上，更加豐富這一塊；到明清時

期，又有人不斷更改，最後基本

定型為我們現在看到的這種樣

子。

羅盤有沒有作用，有用，但

本身是勉強之作，而且還被後來

的人搞複雜了，其實不管哪種類

型的羅盤，都需要利用地球南北

極磁場作用，靠指針來確定方

位。

現代物理學中，我們可以

知道，天體中的星辰是旋轉的，

地球上的地磁場也是動盪的，地

磁極也在緩慢的移動，再加上今

天四處的金屬礦廠、高壓線和發

電廠等，無論是大範圍區域還是

局部區域，很多都已經紊亂不準

了。

多數依賴羅盤的風水先生只

是風水的愛好者，沒有走入修

煉，不懂得風水中的真機，也沒

有開功能，只能藉助工具的作

用，照搬前人或者書上流傳下的

口訣，根據流傳的一些對外在表

象的總結來推斷。

真正的大地，根據穴場、朝

山、案山、左青龍、右白虎、後

靠等四周環境的設定，地穴所出

的方向都是固定好的，沒有偏

差。這也叫天工地造。

有經驗的人，往穴場上一

站，自然就知道往哪個方向出。

如果風水師層次足夠，能量大，

甚至穴位要應哪個朝山，都可以

根據你一言而定。

一般穴位前方有好些朝山，

穴位對應不同的朝山，起的作用

和效果不一樣，地穴本身的等級

不夠的話，還對應不了那些更好

一點的朝山。這在我們的經歷

中，也發生過多次，隨著你給地

穴指定哪一個朝山，然後地穴就

十分感謝，因為憑他本身的等級

和能量還不能對應到那兒，而藉

助你話語的能量，一下子地位和

等級就提升，可以對應更好的朝

山了，因此向你表示感謝。所以

說用羅盤來推地穴對應的朝向，

只能說是一種可參考的方法，並

不是絕對的。

在民間風水的流傳中，有許

多以前的風水師對外形的經驗總

結的口訣，這些口訣雖然有一定

的道理，但如果不真正進入風水

修煉，也只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

然，比如：兩山夾一蕩，輩輩出

皇上。兩山夾一蕩指的是帝皇地

後方的兩山頭一連，形成展誥，

風水中帝皇地的標誌之一，類似

古代皇帝身後的那種屏風。但是

怎麼夾，這一蕩有多大，要出多

少代做皇帝的，出的是甚麼朝

代，延續多少年？如果只憑外形

去推，這些就很難知道了。

還有，在民間風水流傳中，

朝山意指對主穴的朝拜，朝山越

多表示主穴的擁護者越多，就像

皇帝手下的臣子朝拜一樣。但有

一次，來到一個大地，地靈神告

訴我們，放眼望去，對面能看見

多少山頭，就能承傳多少代，也

就是說，在這兒，「朝」的概念

都已經超越民間風水中那個朝拜

的概念了，而是表示一朝有多少

代的概念了。所以要不固守書中

的記載或者民間流傳的口訣才能

看到更好的地。

水口

水口也是風水中的一個專有

名詞，指一定區域內水流進出的

地方。這個一定區域，一般特指

地穴覆蓋範圍。

民間風水中把水的入口稱為

天門，水的出口稱為地戶。由於

水口代表龍的血脈，主管財源，

所以水口處的山勢，宜迂迴收

束，關攔重重。天門處的形勢要

成開放之勢，才能源遠流長沒有

窮盡，預示生氣旺盛，財源廣進

不絕。地戶處的形勢要成關閉之

勢，有眾砂攔阻，讓水成「之」

字形或「玄」字形流淌，這樣才

能將生氣層層密密地截留住，以

聚氣藏財。水口如果不能關攔，

讓水直來直去，就會氣散財亡。

在民間風水裡面，能夠看水

口的，其水平比藉助羅盤工具的

要強了。舉個不太恰當的例子，

水口對於地穴來說就像是一戶人

家的大門。大門高大有品位，證

明這戶人家是大戶人家，這個地

穴品級高；大門一般，那這戶人

家也就一般，地穴也就一般。順

著水口往前的範圍，就屬於地穴

範圍，反之水口外的不在地穴範

圍內，屬於門外範圍了。這是用

普通人能理解的概念來講，實際

情況要複雜一些。

地穴本身不大，但是有覆蓋

範圍的，相對來說，層次越高的

覆蓋範圍越廣。水口就在這個範

圍的邊緣，水即是河流，口指口

子的意思。

大家知道佛廟裡是有守門之

神叫韋陀的，天庭的南天門也有

神將四大天王負責值守，古代皇

宮大門口也有幾品侍衛值守，有

點品級的高門大院人家也有守門

的，當然這些大院人家守門的品

級肯定比不上前述幾種，經驗豐

富的風水先生一到水口位置，根

據水口附近的山形地勢，大概就

能知道地穴方位和距離，以及品

級如何，這還是從外形的經驗上

推斷。如果是有功能的風水師，

還可以和地穴進行溝通。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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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文隆

恐怖風水 國家大劇院

別看中共搞無神論，搞起建

築來卻會有意禍害眾生，這些事

情後來都被風水學者一一解密。

國家大劇院是江澤民討好宋祖英

的「大墳包」。

有關江澤民和情婦們的傳

聞早已在民間和官場中傳的沸沸

揚揚，而在江澤民的情婦中，宋

祖英是最受關注的一個。據說為

了讓宋祖英高興，江澤民沒少花

國庫的巨款。國家大劇院，就是

江給宋的最可心的最大禮物。國

家大劇院位於北京人民大會堂西

側，總投資 26.8838億元人民幣，

包括外圍工程等，大劇院整個項

目共需資金 38億元。

設計師為法國建築師保羅‧

安德魯。這個劇院於 2001 年 12
月 13日開工始，就因投資巨大和

設計方案合理性紛爭而引起過巨

江澤民上台時拍板了幾個搞笑的大建築，其中一個

叫巨蛋——國家大劇院，風水師說是「大墳包」。

古今中外，人類汲汲營營的

不外乎是命運好一點，壽命長一

點；但很多研究都顯示，人的一

生似乎早已注定，除非大善與大

惡之人，芸芸眾生一般都很難跳

出命運安排的既定軌道。即便

如此，世人普遍還是會趨吉避

凶，盼能「五福臨門」，所以大

家幾乎都知道「五福臨門」這個

成語，都希望能享有「長壽、富

貴、安康、善終、多子多孫」這

五福。

可其實很少人知道「五福」

源於〈書經．洪範〉：「一曰壽、

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修好

德、五曰考終命。」翻成白話分

別是長壽、富貴、康寧、好德、

善終這五福。

「長壽」是命不夭折而且福

壽綿長；「富貴」是錢財富足而

且地位尊貴。

「康寧」是身體健康而且心

靈安寧；「好德」是生性仁善而

且寬厚寧靜。

「善終」是能預知自己的死

期，不會遭遇天災橫禍，身體沒

有病痛，安祥離世，能得善終。

「五福」臨門構成幸福美滿

的人生，但是往往天不從人願。

有的人雖然長壽卻沒有福氣；有

的人長命百歲卻貧賤度日；有的

人富貴而短命；有的人富貴卻健

康狀況不佳；有的人雖富貴但十

分操心；有的人過著貧賤但悠閑

的生活；有的人雖貧賤但能善

終。

其實，「五福」當中，最重

要的是第四福——「好德」。

有著生性仁善、寬厚寧靜的德，

是最好的福相，因為德是福的原

因和根本，福是德的結果和表

現，以此敦厚純潔的「好德」，

廣積陰德，可以培植其他四福，

使之不斷增長，迎五福全部臨

門。  

五福臨門
◎編輯整理：黃娟

（三）

在風水界有句話，

叫做：「一流先生觀星

斗，二流先生看水口，

三流先生背著羅盤滿山

走。」

◎文： 証建

羅盤 
水口

觀星斗

命理小常識

大爭議。支持者形容安德魯設計

的國家大劇院外形如「一滴晶瑩的

水珠」（蛤蟆鱷魚喜水，但只有掉

在地上的半滴水珠，不死才怪。）。

國際權威性建築專業雜誌英

國 ARCHITECTURE REVIEW 
1999年 1月號曾以社論「無法無

天」尖銳地批評北京國家大劇院為

「完美的糞團」，與北京城中心和

其它任何現有建築完全不協調。

《江澤民其人》第十八章記

述：……大劇院最遭人詬病的是其

外表看起來像一個「大墳包」，它

的地下入口，就像是一條墓道。

安德魯安排了從水底下走入大劇

院的通道（100米），所以觀眾得

先鑽下去走過一個水下隧道，再

走上去。這像是在穿過墳墓的積

水。書中引述風水專家認為，「但

有人說，這種格局有利於陰類在

陽間猖獗。江來歷特殊，據傳與

陰類有關，這或許是這個耗費巨

資而又醜陋無用的愚蠢工程得到

江澤民如此青睞的原因之一。」

清華美院即前中央工藝美

院教授李燕，是中國易經學會會

長，當時說，該地是風水中的「爻

卦」位置，將來必有不斷的是是非

非。他更預言：這個像墳頭的建

築物，一旦施工，有相關的人會

莫名其妙死去。 結果，設計師魏

大中中途去世了。其實，2000年

4月 1日，國家大劇院破土動工後

就出師不利，部分院士籲請再論

證設計方案，工程一再延後。不

過，這個項目最後還是執意上馬

完工，於 2007年 9月建成，並於

9月 25日進行試演、投入使用，

12月 22日正式投入運營。有人戲

稱這是江安置宋美人的「國家大妓

院」。

國家大劇院

位於北京人

民大會堂西

側，總投資

38億元人民

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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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小孩這個週六早上應該

要去上他先前小學老師義務指導

的作文班，這個班從暑假快結束

時開始，到現在已經上過四次課

了，還剩下兩次週末的課程。

結果，今天晚上接他回家的

路上，他跟我說不想去上了，我

問了他為甚麼？他雖然有解釋了

一些理由，包括老師都給很難寫

的題目，以及老師的教法他不喜

歡等等。但我覺得太牽強，以及

老師都這樣熱心的義務指導，但

來回幾次溝通無效。最後，我使

出老爸的威嚴，認真的告訴他：

「不行，最後這兩個週六還是得

去上完。」

結果，小孩罕見地立刻回答

我說：「不要。」我當下楞了一

下子，心想：「怎麼才剛上小學

五年級，就開始出現青春期叛逆

的徵兆啦。」原本當下還是想要

用權威來讓他同意去上課，但是

沉默了一會兒之後，我轉個念

頭，想說倒不如激發他的鬥志，

看看他如何反應。

於是，我跟他說：「這樣

吧，我給你一個機會表現看看。

等一下回到家之後，你就來寫一

篇作文，題目自定，寫完後給我

看，我認為你文章夠好了，你

就可以不用再去上課。這樣如

何？」

原本我以為他應該會覺得這

樣一定沒機會過關，所以也就還

是會乖乖去上課吧。結果他也

很堅定地立刻回答我說：「好，

我來寫。」這下，換我有點意外

了，但卻也認為不失為一個親子

互動與教育的機會。

回到家後，小孩就自己在房

間裡動筆寫作。大約一個小時

後，他把成果放到我桌上來，剛

好我在洗澡沒看到。於是等我洗

完澡出來，就看到他已經放我桌

上的一張紙，裡面打開就是他寫

的一篇作文，旁邊還附上一個小

插圖。

原本也打算認真挑出他文章

不足之處，結果看完文章之後，

我默默地把紙張闔上。這篇文章

是一篇信件體的體裁，內容是他

寫給當年我送給他的第一盒樂高

積木，他把這盒積木當成朋友般

擬人化，寫了一封想念的信給

「他」，以及表達「他」將會永

遠存在他心中等等。

雖然幾個詞句用法有待改

進，但不論是題目、文體選擇、

段落分布、比喻，以及文章流暢

度，都真的已經有一定水準，於

是，換我完全服氣了。我走到他

的房間，原本他還以為我還是

會要他去上課，表情開始有點

委屈，結果我拍拍他的肩膀說：

「不用去上課了，你的文章圖文

並茂，很棒。」他當下的表情也

由訝異轉為欣喜，於是，父子之

間的爭議就此圓滿落幕。

譯文
疏廣疏受預見到危患的苗頭

就告老還鄉，哪裡會有誰逼他們

除下官印？

離群獨居，悠閑度日，整天

不用多費唇舌，清靜無為豈不是

好事。

想想古人的話，翻翻古書，

消往日的憂慮，樂得逍遙舒服。

輕鬆的事湊到一起，費力的

事丟在一邊，消除不盡的煩惱，

得來無限的快樂。

兩疏見機  解組誰逼
兩疏是漢宣帝時候的疏廣、

疏受叔侄兩個人。此二人曾為太

子太傅與太子少傅，是皇帝的兩

位老師，位高名顯。二人怕樹大

招風，只干了五年就主動告老還

鄉，榮歸故里，人皆高之。

疏廣總結歷史上的為臣之

道，認為見好就收才是俊傑。他

對侄子疏受說：「歷史經驗是知

足的不受辱沒。做人功成名就之

時，就應審時度勢，急流勇退。

人的事業正如太陽月亮，日中而

偏，後來居上。我們叔侄今已名

成功就，我害怕不乘此時辭朝還

家，以後會悔禍無窮啊 !」疏受

聽後，十分贊成叔父的意見。於

是，兩人同時上表，以年老多病

為由辭官，乞准還家，頤養天

年。宣帝見疏家叔侄確實年事已

高，便恩准兩人請求。

回到家鄉，兩疏用皇帝賜給

的金銀廣設學館，從不收取學子

分文。有位好友曾勸他廣置良

田，擴建家宅。疏廣說，「惠及

後世要有道，不能教他們坐享其

成。只要子孫們有飯吃有衣穿，

過與普通人相同的生活足以。現

在置買多餘的田地房屋，只能使

子孫懶惰罷了。有才德的人如果

錢財多，就會削弱他的意志、才

德；愚蠢的人如果錢財多，就會

增多他的過失和危險。所以要使

後代榮昌發達，不是給他們留下

多少錢糧家園，應教他們如何做

人、如何求生、如何創業。

鄉鄰對兩疏無不稱讚。

千字文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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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疏見機，解組誰逼。
  liǎng shū jiàn  jī    jiě  zǔ  shuí  bī

求古尋論，散慮逍遙。
    qiú  gǔ  xún lùn   sǎn   lǜ  xiāo yáo

索居閑處，沉默寂寥。
  suǒ    jū  xián chǔ      chén mò  jì   liáo

欣奏累遣，戚謝歡招。
   xīn zòu  lèi qiǎn      qī   xiè huān zhāo

作者
王昌齡 (698—756），字少

伯，河東晉陽（今山西太原）

人。盛唐著名邊塞詩人，後人譽

為「七絕聖手」。早年貧賤，困

於農耕，年近不惑，始中進士。

初任秘書省校書郎，又中博學宏

辭，授汜水尉，因事貶嶺南。與

李白、高適、王維、王之渙、岑

參等交厚。開元末返長安，改授

江寧丞。被謗謫龍標尉。安史亂

起，為刺史閭丘所殺。其詩以七

絕見長，尤以登第之前赴西北邊

塞所作邊塞詩最著名，有「詩家

夫子王江寧」之譽（亦有「詩家

天子王江寧」的說法）。

語譯
依舊是秦漢時期的明月和邊

關，守邊禦敵鏖戰萬里徵人尚未

回還。

倘若奇襲龍城的飛將軍衛青

如今還在，絕不許匈奴人南下牧

馬度過陰山。

註釋
1. 龍城飛將：《漢書．衛青

霍去病傳》載，元光六年（前

129 年），衛青為車騎將軍，出

上谷，至籠城，斬首虜數百。籠

城，顏師古注曰：「籠」與「龍」

同。龍城飛將指的是衛青奇襲龍

城的事情。

2. 度：越過。

賞析

這是一首著名的邊塞詩，表

達了詩人希望起任良將，早日平

息邊塞戰事，使人民過上安定的

生活的願望。

詩人從描寫景物景入手，首

句勾勒出一幅冷月照邊關的蒼涼

景象。「秦時明月漢時關」詩人

暗示，這裡的戰事自秦漢以來一

直未間歇過，突出了時間的久

遠。大有歷史變換，征戰未斷的

感嘆。

次句「萬里長徵人未還」，

「萬里」指邊塞和內地相距萬

里，雖屬虛指，卻突出了空間遼

闊。「人未還」使人聯想到戰爭

給人帶來的災難，多少兒男戰死

沙場，留下多少悲劇。表達了詩

人悲憤的情感。

怎樣才能解脫人民的困苦

呢？詩人寄希望於有才能的將

軍。「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

馬度陰山。」倘若攻襲龍城的衛

青將軍而今健在，絕不許讓胡人

的騎兵跨越過陰山。陰山是北方

東西走向的大山脈，是漢代北方

邊防的天然屏障。後兩句寫得含

蓄、巧妙，讓人們在對往事的對

比中，得出必要的結論。

這首詩著重表現的是一種勇

往超前、無所畏懼的氣概。前兩

句寫皎潔的明月和雄偉的城關，

既引起了人們對歷史上無數次侵

略戰爭的回憶，又是今天將士們

馳騁萬里、浴血奮戰的歷史見

證。後兩句用漢代的名將衛青李

廣比喻唐代出征守邊的英勇將

士，歌頌他們決心奮勇殺敵、不

惜為國捐軀的戰鬥精神。這首詩

由古到今，有深沉的歷史感，場

面遼闊，有宏大的空間感。字裡

行間，充滿了強烈的愛國精神和

豪邁的英雄氣概。

全詩以平凡的語言，唱出雄

渾豁達的主旨，氣勢流暢，一氣

呵成，吟之莫不叫絕。明人李攀

龍曾推獎它是唐代七絕壓卷之

作，實不過分。

家庭教育

詩
詞
賞
析

◎文：張季民

給孩子機會表現自己

出塞二首．其一
王昌齡（唐代詩人）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徵人未還。

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Fotolia)

衛
青
畫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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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風光光小翠出閣 喜喜洋洋黛玉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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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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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男友都是快三十歲的

人，他現在在念研究所，我們交

往三年，但他一直都沒有告訴他

的家人我的存在。直到最近他說

了，本來是說要找我們吃飯，後

來無意間發現原來我們已經同居

一年多而大怒，然後他媽就發一

封信給他，說他不喜歡不端莊不

檢點的女生，而且據說他媽也上

了我的臉書，看到我公開的發言

有時太過語出驚人……

她媽寫了一封長信給他，希

望他以讀書為重，同時也對我有

一些批評，包括為什麼我沒有念

研究所？為什麼要婚前同居等

等。還說要見面可以，她可以維

持禮貌，但不會因此就接受我。

我看完後也很生氣，本來對他媽

感到不好意思，但現在就剩下憤

怒，為什麼在還沒有了解我就這

樣批評我？而且之前是男友一直

不讓他們知道我的存在，現在又

說我們先斬後奏？！

我男友對這樣的情況感到無

奈，也不願意去解決，我自己也

好亂，可否給我一些建議呢？

往往許多事件的衝突都是由

於沒有足夠的經驗和考慮不周，

才會讓三年的戀情曝光後變成一

座火山。你因為委屈激起的憤怒

跟他母親因不滿而升起的排斥，

其實都是處在同樣受害者心態，

所以你必須冷靜的看待這個問

題，不要隨著憤怒的旋渦陷進無

法挽回的結局裡。

首 先， 三 年

來的親密交往卻

被男友隱瞞，而

這段期間你的低

調默許，已為這

次事件埋下一顆

炸彈，你的姑息

逃避難辭其咎，

所以我們現在能

做的就是平心靜

氣的面對問題作

挽回的努力。以

許多長輩的觀點

來 說， 未 婚 同

居、先斬後奏，仍然讓人難以接

受；何況你們又一直瞞著家人，

使他們感覺被漠視、不尊重，也

毫無心理準備，以致升起不滿的

情緒，這連續的反應也是人之常

情，希望你能先理解這點。

這同時也帶出來問題的重點

──他為什麼要對父母隱瞞呢？

當然，這就要由他負責解釋。或

許男友曾經有所顧慮，但是如今

既然男友願意跟他父母說明，表

示他有對你負責的決心，只是男

友可能沒有漸進的、全面地把你

介紹給他的父母，以致男友母親

在對你沒有深入了解的情況下有

了成見，有了反對的氣話。

相信男友不

是 不 願 意 去 解

決，而是事件發

展太快、母親的

反應過於激烈與

心情的慌亂讓他

不知所措。當今

之計，如果你們

倆確實有堅實的

感情基礎，願意

相伴終生，就不

能以對抗的態度

對待長輩，不妨

慢慢來，以男友

為主，與他的父

母多做溝通交流，讓時間與誠意

在相處中增進彼此的了解。

目前也可以暫緩見面，等對

方負面情緒平息後再慢慢溝通。

相信在你們兩人的共同努力下，

假以時日，他們總有一天會理解

你們的感情，從而接受你，為你

們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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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
們倆確實有堅實的
感情基礎，願意相
伴終生，就不能以
對抗的態度對待長
輩，不妨慢慢來，
以男友為主，與他
的父母多做溝通交
流，讓時間與誠意
在相處中增進彼此
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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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五回

上

◎ 文：黃靚  畫：清・孫溫

曼麗回信

黛玉後傳

男友母親不喜歡我

倏忽之間，進京已經四年了。小翠已

出落成一個亭亭玉立的少女。幾年來，在

良玉、寶玉、黛玉等知識淵博、氣質高雅

人物的耳濡目染下；加之認真讀書，在書

香的熏陶下，養成了端莊、大氣、溫婉的

氣質 ，其俏麗、裊娜大有黛玉之態。這

日，因紫娟生了個胖小子，滿月時，至親

好友前來祝賀。樂善王妃也帶她的小兒子

前來。

家宴時，樂善王妃猛然瞧見了黛玉身

邊的小翠，忙問黛玉：「您下首坐的那位

姑娘是誰？」黛玉連忙答：「是我的姪女，

兩位將軍的小妹。」黛玉小聲對小翠說：

「還不快去拜見王妃和小王爺。」小翠起

身，走到王妃身邊，盈盈下拜，口稱：

「拜見王妃，拜見小王爺！」樂善王妃立

即把她扶了起來，問：「叫什麼名字？多

大了？」小翠答：「叫柳翠，十六歲了。」

聲音清脆，甜美，如黃鶯初啼。旁邊的小

王爺，早已看得發呆，王妃碰碰他的胳

膊，說：「還不給柳翠姑娘還禮。」小王

爺才緩過神來。認認真真地還了禮。小翠

歸位後，小王爺不時往小翠這邊看。小翠

知道小王爺在看她，滿臉羞紅，低頭只

顧搓著自己的衣帶。一雙小兒女的情態，

滿座人看的清楚。黛玉望了良玉和紫娟一

眼，三人相視一笑。

果然十天以後，王妃遣人來提親。這

天，大嫂約了黛玉，兩人來瀟湘館找小

翠。瀟湘館靜悄悄，只有兩個丫頭在院裡

餵鳥兒。兩人走到廳內，只見小翠正坐

在窗前讀書。一見她倆，高興異常，喜

笑顏開。小丫頭忙來給兩人倒茶。大嫂

問：「二太太和碧玉到哪去了？」小翠說：

「到林府辦事去了。」兩人喝了茶，大嫂

說：「正好這裡只有咱們娘仨，沒別人，

娘想問問你，你如今也大了，來說親的人

不少，我和你大姑挑選了幾家，你可願

聽聽？」小翠臉一紅，含羞說：「您就說

吧。」「我和你大姑最看好的是內閣大學

士的二兒子，是京城有名的才子，模樣也

好，都說下次的狀元準是他，你看呢？」

小翠連忙說：「我還小，還不想離開娘和

大姑。」大嫂和黛玉相視一笑。大嫂說：

「還有王尚書的兒子，美男子，文武全

才。」小翠連連搖頭。

黛玉說：「那好，既然你不想嫁，那

就算了，反正你年齡尚小，還不急。還

有兩家，我們也不想說了。」小翠撒嬌：

「就說說嘛！」黛玉說：「就是樂善王妃

家，說的是她的小兒子，就是那日來咱家

的小王爺。」大嫂說：「我們看這家也不

錯。」小翠臉兒一紅，低下頭去，半晌，

才說：「那就全憑母親和大姑作主。」大

嫂笑著說：「鬼丫頭，明明自己心裡已經

有了中意的人，明明自己做主，還說全

憑我們做主。鬼得很！」黛玉在小翠耳邊

悄悄說：「看來，你早已喜歡那個小王爺

了？那位，從咱們家回去後，每日鬧著要

他娘來提親。都等不及了。」小翠的臉更

紅了。

三個月後，小翠風風光光地嫁了過

去，小兩口恩愛甜蜜自不必說。良玉沒有

食言，小翠婚禮的一切費用，包括衣服，

首飾，嫁妝，乃至婚筵，全由良玉承擔。

從此，柳家又添了一位小王妃。

小翠出閣後的第二日，黛玉生下了一

男一女龍鳳胎，賈府上下個個歡喜若狂。

林府，柳府奔走相告，三府披紅掛彩，鞭

炮齊鳴，一連慶賀了三天。黛玉分娩後的

第二天，良玉就把綢布莊給了賈府。黛

玉堅持要用銀兩兌換，良玉說：「這是我

給甥男甥女的禮物。」黛玉沒法，只好收

下。賈蓉、賈環二人同心協力，悉心經

營，布店的生意愈加興隆。不久，黛玉又

把彩雲贖回。賈環與彩雲喜結連理，彩雲

看賈環品行相貌與以往炯然不同，心中歡

喜，夫妻二人恩愛和睦。一年後賈璉、賈

蓉夫婦也有了孩子。整個賈府上上下下一

片喜慶。

可是美中不足的是賈珍的瘋狂病癒加

嚴重。原先只是痴痴呆呆；後來就終日

嘀嘀咕咕，自言自語，也聽不清說了些

什麼；可最近卻狂呼亂叫起來，只要見

人走過來，就驚恐地大叫：「抄家了！抄

家了！」這叫聲給喜慶的賈府罩上一層陰

影。這日夜半時分，人們均已入睡，賈府

一片寂靜。忽然「抄家了！抄家了！」淒

厲的叫聲在賈府上空回旋。黛玉被驚醒，

坐了起來，接著又聽到兩聲：「可卿，等

等我！可卿，你不能拋下我。！」這時寶

玉也醒了，睡眼惺忪，見黛玉披衣坐著，

問黛玉：「你怎麼了？」黛玉問：「你沒聽

到叫聲嗎？」寶玉說：「沒聽見，又是珍

哥喊『抄家了』？」黛玉說：「這次又連

喊兩聲『可卿，等等我。』」寶玉一聽，

不由一驚，這時真的醒了。忙問：「你是

說，他剛才喊——」黛玉又重復了一遍，

接著自言自語：「賈府上上下下沒有人叫

『可卿』呀，難道是在外面交的朋友？」

轉過頭來，問寶玉：「你知道誰是『可

卿』？我覺得好像個女孩兒的名字？」寶

玉頓了一下，說：「我哪裡知道？」黛玉

仔細地端詳寶玉，寶玉忙低下頭，說：

「幹嘛這樣看我，我真的不知道。」黛玉

說：「你那神情，瞞不過我，你準知道。」

寶玉只是搖頭。黛玉說：「你我既是夫

妻，就應該彼此坦誠相待，我對你沒有絲

毫隱瞞，而你卻藏了好多隱秘，看來，你

終究還是把我當成外人。」

（待續）

讀者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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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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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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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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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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 斯 卡 九 強」

芬蘭導演卡拉斯 ‧ 哈洛（Klaus 
Haro）的最新力作電影《匿名的畫

作》，不僅橫掃多倫多等 30 個國際

影展，更榮獲華盛頓國際影展天主

教文化獎。

該片導演卡拉斯‧哈洛過去拍過

5部電影，就有 4部代表芬蘭角逐奧斯

卡，其中《擊劍大師》曾挺進「奧斯卡

九強」。新片《匿名的畫作》是他與「芬

蘭亨利‧方達」男星海奇‧諾西艾

南（Heikki Nousiainen），繼《給雅各

神父的信》相隔十年的再度合作。

《匿名的畫作》劇情如下：準備

退休的畫商奧拉維（海奇諾西艾南

飾），在一場拍賣會上，眼尖發現一

幅未署名的畫作《救世主》，極可能出

自 20 世紀初芬蘭 / 俄國大師現實主

義大師列賓之手。只要證實該畫確屬

真跡，立刻價值連城，他不僅能海撈

一筆，更成為他的生涯代表作。擅於

肖像畫的列賓，最著名是創作了「托

爾斯泰」的系列畫像。他一生歷經過

沙皇時期、俄國革命時期。他的成長

地聖彼得堡一度被劃歸芬蘭，因此他

被稱為「生為俄國畫家，死為芬蘭大

師」。電影《匿名的畫作》以一幅列賓

未署名的名畫軼事為題，究竟他為何

匿名？又該如何證明該畫出自他手？

成為貫穿全片、最引人入勝的謎團。

本片被國際媒體盛讚「劇情強而

有力」，使「芬蘭藝術黃金時代」風

華再現，將一些快為世人遺忘的藝

術家、如芬蘭象徵主義畫家胡戈 ‧

辛貝裡（Hugo Simberg）等一一喚

回。為使全片更具藝術說服力，《匿

名的畫作》特別選在位於赫爾辛基的

芬蘭國家美術館拍攝。該館美不勝

收，不過規矩多如牛毛，重要展品

得迴避，燈光更要嚴格控管，規範

非常多。導演卡拉斯 ‧ 哈洛搖頭笑

說「好像在教堂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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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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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所有特價菜，必須同時惠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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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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國訊】大陸男星鄧超

8 月 2 日在微博晒出太太孫儷在

片場的一張背影照。照片中孫儷

穿著黑色的風衣。而當天的上海

是四十度左右的炎炎夏日，別說

拍戲，就連呼吸都感到困難。

鄧超在微博貼出孫儷的背影

照，並配文道：「這種天孫儷老

師穿著風衣拍攝外景真的很心

疼，我也替代不了她，只能為她

寫一首英文詩等她回家念給她

聽。」並抱怨說：「為什麼風衣

就不能穿件淺色點的？」

也還好是現代裝，如果碰到

拍古裝戲，就更考驗演員了。夏

天的高溫，使得演員們在演戲的

時候不得不採取特殊的散熱方

式 , 反季節穿衣，也算演員職業

的特殊性之一吧。

【看中國訊】中國國家電影局 8 月 7 日宣布

禁止大陸影片和人員參加 2019 年臺灣金馬影

展，臺灣電影基金會董事長、導演朱延平回應

表示：「我們的大門從來沒有關閉過，希望盡快

讓電影回歸電影。」表明期待兩岸電影圈共存共

榮的景象。豈料隨後引發大陸網軍的狂轟亂炸。

大陸網軍發布眾多帖子，比如「臺灣導演

朱延平如何利用內地資金打壓大陸電影人」，

描述朱延平在一場新加坡電影座談會上，大談

如何利用中國演員為臺灣明星抬轎。還有內容

牽扯「赤壁」的導演吳宇森，及演員趙薇、林

志玲等人，甚至還流傳一張純文字截圖，提到

朱導演揚言公布報名金馬獎的大陸影片名單等

報復性言論。

這些傳文已被散佈至大陸各大網路平臺，

甚至有大陸影人聽信流言，因此憤怒截圖傳訊

息給朱延平，詢問朱導演：「你怎麼可以做這

種事？」對此，朱延平痛心回覆：「沒有一句

話是從我嘴裡說出來的！」「根本從來沒有去

新加坡參加過什麼論壇，也可以言之鑿鑿地寫

了一大篇我的訪問，荒謬絕倫」他更憂心謠言

的散佈，會破壞經營多年的兩岸電影交流與影

人之間良好的情感。

《匿名的畫作》

穿風衣的孫儷 讓丈夫心疼

電影《匿名的畫作》講述一名畫商正當退休之際，意

外發現一幅未署名的畫作。這畫足以扭轉他失敗的人

生，於是他決定放手一搏。（海鵬提供）

孫儷在上海攝氏40度高溫下穿風

衣拍戲，令丈夫鄧超心疼。（鄧

超微博）

臺灣導演朱延平

痛心駁斥謠言

再現芬蘭藝術黃金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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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對醫

主持一家西醫診所的院長醫

生，能力超強，旗下的醫生、醫

護人員都有嚴格的一套標準作業

程序，醫療質量盡善盡美。有一

天，這位 58 歲的院長看到一篇

醫案後來看診。

如果不是病歷上職業欄填的

是醫生，怎麼也看不出他是醫

生，因為那張臉——暗又蠟黃得

好像得嚴重肝病，大大的眼睛卻

眼眶凹陷，眼神和那濃密的眉毛

都無光澤，說話聲小而溫和，步

履蹣跚，瘦巴巴的。院長陳述他

的病情，最大的病狀就是累，不

論睡多久，還是累，提不起勁，

吃不下、睡不好，所有可以檢查

的項目都檢查過了，結果一切都

正常。

我診察他的狀況後，對院長

說：「你心氣渙散，肝經疲憊，

最重要的根由是個性，在強烈壓

保健
常識

榨身體，你的完美主義，受不了

一點缺陷。」院長很驚訝我的診

斷。他沒有接觸過中醫，也沒有

針灸過，但願意試一試，反正西

藥已吃多了，都不太有作用。

我告訴院長，他的特效藥九個

字——「舉重若輕，四兩撥千

斤」。

針灸最能有立即性的緩解，

先設法讓他放鬆，又強心氣，針

百會、合谷、間使、陽陵泉、三

陰交、神門穴。第一次針灸，穴

少，刺激量輕，以調氣為主，給

他練習針的感覺。出針後，見他

神清氣爽的跑到櫃檯去預約下次

看診時間。幾次看診，都做全身

性的調理，院長的症狀改善很

多，話也多了。

有一天，他在掛號檯前，臉

色發白，頭眩暈得厲害，櫃檯小

姐請他先看診。我見狀，快速針

百會穴，點刺曲池、勞宮穴。院

長臉色稍轉，我再用天羅水噴印

堂、勞宮、大椎穴和腕內側，用

刮痧板由內關刮向曲澤穴，皮膚

出現紅斑塊後止。院長說胸悶舒

緩多了，不那麼暈，也不噁心想

吐了。他說他常為了病人苦苦思

索醫療方法，廢寢忘食的研究，

也常義務為患者治病，勞累過

度。聽了真讓人感動，實在是難

得一見的慈悲醫生。

不過，我語重心長的說：

「院長，當醫生久了，你有沒有

發覺，有些患者的病，怎麼治都

治不好，診治方法沒有錯，藥也

對症，就是治不好？」院長思索

一下，很認同的點點頭，表示以

萬病由心造，心也能

治萬病。人會生病，一般

是情感的牽引，倘若能夠

把一個人的心結調解、疏

通之後，這個人就會豁然

開朗，疾病也會不藥而癒，

此關鍵就在於用「順其自

然」來安置，舒緩病人情

緒，恢復健康。

（轉自《明慧醫道―情理法天》/
博大出版）

前都沒想過這個問題，並問為甚

麼？我回答：「萬病由心造，凡

事都有因緣關係。治法和藥症相

符，就堅持原則，雖然當前效果

不彰，治一段時間，病情就會好

轉。原因是病要好，患者要付出

代價，要承受一定的苦，境由心

轉，他的病業才會散失，也就是

病好的關鍵在老天和患者本身。

醫生醫術再高超，永遠大不了天

意，天命難違。」院長的眼神閃

閃發光。

醫對醫，就敞開心胸分享，

我說：「生病是老天的祝福，是

給患者一個啟發，一個反省自己

個性、生活起居、價值觀、人生

觀的大好機會。要讓患者自己思

考，要學會管理自己的情緒和健

康，其實病人自己才是最好的醫

「神」指的是元神，當一個

嬰兒在母親肚子裡時，其先天元

氣來自於肚臍，而臍帶就是他和

外界交流的器官；「闕」是指宮

闕，亦即一個守護的門戶，故神

闕就是一個守護元神的穴位。

中醫學說有「臍為五臟六腑

之本」、「元氣歸臟之根」的說

法，認為此穴內聯十二經脈，是

治病要穴，如能保養好肚臍，則

和肚臍相鄰的臟腑都可以得到很

好的保養，百病難生。

暖肚臍可提振一身陽氣

肚臍的皮膚比較薄，敏感度

高，具滲透性強、吸收力快等特

點，易受涼而染風寒，因此，肚

臍的保暖非常重要，夏天即使再

熱，也不應該露出自己的肚臍

眼。穿露臍裝致使腹部裸露，身

體易受冷、熱刺激而引起胃腸功

能紊亂，導致病菌入侵，出現嘔

吐、腹痛、腹瀉等胃腸系統疾

病。

尤其是經期中的女性，裸露

肚臍眼易因受涼而使盆腔血管收

縮，導致月經血流不暢，久之引

起痛經、經期延長、月經不調等

問題。現今很多女性有不孕的問

題，讓將要孕育未來胎兒的腹部

暴露在外，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況且又經常過食太多生冷之物。

露肚臍等於露陽氣，體質較

寒涼的女性，更該注意腰、腹部

肚臍眼是「神闕穴」所在

肚臍眼在人體的中心位置，

屬土，主養藏，在中醫學的經絡

系統中是屬於任脈的穴位——

「神闕穴」所在的位置，而它是

人體唯一一個可以用手摸、用眼

睛看到的穴位。

的保溫；睡覺時或冬季更要及時

增添衣物，做好保暖的功夫。溫

養肚臍可鼓舞一身陽氣，治療腹

痛、腹瀉、急慢性胃痛、胃下

垂、頑固性呃逆、功能性消化不

良、結腸炎、脫肛等病症。

熱捂肚臍 健體防病
除了注意肚臍的保暖之外，

堅持按揉腹部的穴位，還能補

腎、健腦、助消化、安神降氣、

利大小便、旺盛氣血，並促進肝

臟、腎臟的新陳代謝，調養五臟

六腑的功能，提高自身對疾病的

抵抗能力。

溫養肚臍的方法很簡單，只

要先將雙手搓熱，捂在肚臍上，

整版圖片：FOTOLIA

中醫療法

當感覺到熱量逐漸消退以後，繼

續搓手，再捂、再搓，如果能每

天堅持做 15 ～ 30 分鐘，就會

感覺到腹部溫暖舒服。對於女性

痛經者來說，經常捂捂肚子，對

痛經症狀能起到緩解的作用。

夏季養生大忌 這個地方不能露

夏季氣候悶熱，海灘

邊、街道上、各種公共場

所等處，一些年輕女孩穿

上了涼快的露臍裝來消

暑，展現青春的風貌，殊

不知此舉暗藏健康危機！

生。像你甚麼都幫病人處理好，

沒讓他藉由病得到重整人生的機

會，你剝奪了病人成長的機會。

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的健康也耗

損掉了，好似泥菩薩過江，慈悲

變成對自己、家人，其他眾多可

救患者的一種殘忍。」

峰迴路轉，我誠懇的接著

說：「釋迦牟尼佛曾說，末法時

期萬魔出世。惡魔不只毀壞佛

法，更在腐蝕人心。救人救心

哪！當醫生的，除了要作為中流

砥柱外，更要藉由古時神醫必修

課——打坐練功，強大自己細胞

的能量，才能醫不沾染，在濁病

中不沾染病邪，不讓病邪滲透或

穿越身體，不要敗給病魔，也不

要讓心魔扯爛。留得青山在，細

水長流，救更多的人！」

說完，兩人都沉默許久，只

聽到外面候診病人的吵雜聲。針

灸完，院長跑來跟我說：「我很

喜歡來看診，身心都舒暢。謝謝

溫醫師！」

夏天再熱，

也要注意肚

臍的保暖。

針灸有立即性的緩解。

病好的關鍵
在老天和患
者本身。

◎  文：宜芬

◎  文：溫嬪容

  （明慧中醫診所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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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城有一家食品超市，

近年來發展勢頭很旺。它將在

亞省建立自己的肉類加工廠，

還將推出網路購物以及再度擴

展果蔬部門。它就是位於卡城

東 北 Barlow Trail 夾 Sunridge 
Way 的 芭 莎 國 際 食 品 超 市

（Basha Foods International）。

優質的清真肉類

芭莎國際食品超市提供平

價的中東和南亞食品，包括清

真肉類、各類香料、蔬菜水果

以及特色烘培等。最為突出的

當然是質優價廉的清真肉類。

清真肉類的有一些特點，

比如在宰殺程序上，必須使用

鋒利的刀具，一刀將動物的喉

管割斷，在動物真正死去前盡

快放血，因為伊斯蘭教禁止食

用動物的血液。因此有華人客

戶認為，一定程度上清真肉類

更為清潔和健康。

清真肉類比較常見的就是

牛、羊肉和雞肉等。雖然有不

少超市也供應清真肉類，但是

芭莎食品超市在肉類方面，只

供應清真肉類，這樣就不存在

非清真的肉類和清真肉類一定

程度混合，比如後臺包裝操作

時的混合等。所以喜愛清真食

品的顧客，來這裡購買清真肉

類，可放心食用。

在逐漸轉涼的卡城下半

年，熱氣騰騰、營養滋補的牛

羊肉是很不錯家庭聚餐選擇，

尤其華人愛做的烤羊肉串，來

到芭莎國際食品超市這裡，可

以買到新鮮優質的清真牛羊肉。

另外，芭莎正在亞省的

Claresholm 建立肉類加工廠，

預計在秋季工廠就會正式投入

使用，將專注於亞省生產的牛

肉、雞肉和羊肉。同時芭莎國

際食品超市即將推出網上訂貨

服務，相信在在寒冷的冬季，

這類服務會替顧客節省很多時

間和精力。

平價的果蔬

芭莎國際食品超市提供了

各式各樣的蔬菜水果。有些或

許您會是第一次看到，比如紅

色的仙人掌梨（Cactus Pear），
只要 1.49 元一磅。這種來自沙

漠的水果，甜味多汁，味道還

不錯的，並且據說還補脾健胃。

當然絕大部分果蔬品種是

華人熟知，比如蘋果、橘子、

生菜、花椰菜、菜花、西葫

蘆、黃瓜、辣椒等。有不少品

種的價格是非常優惠的。芭莎

國際食品超市下一步還將加強

與亞省當地的農場主的合作，

力爭為客戶提供更多新鮮的蔬

菜水果。除了新鮮的果蔬，在

芭莎還有多種類的果仁蜜餞。

「我們盡最大努力為我們的

家庭、員工和顧客提供找到最

好的食材。「芭莎國際食品超市

的店主柯弗夫 (Sameer Kfouf)
說，「從脆脆的蔬菜到清真肉

類—新鮮是我們唯一方向。新

鮮的食物看上去很好，品嚐起

來很好，會使得你感覺很好，

我們很自豪能為顧客提供低的

價格。我們提供最好的食材，

讓客戶吃上更為健康和美味的

食品。」

清真新鮮帶骨牛肉 清真新鮮牛柳 清真新鮮牛排捲

清真新鮮

瘦牛肉碎

清真新鮮

雞全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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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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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E

Olive oil

免費獲得

限時優惠 新 鮮 烘 培

facebook.com/basha
internationalfoods.

七天營業  早 9:00 ～晚 9:30
2019 年 8 月 5 日～ 8 月 18 日

2717 Sunridge Way N.E 
403.280.6797

清真肉類
國際食品超市

清真冷凍

羊腱

清真新鮮

雞胸肉碎
清真新鮮

去骨羊肉粒

清真新鮮

西冷牛排

internationalfoods.
每日推出特價商
品，請查詢我們
的臉書頁面或參
加我們的夏季大
派送活動，只要

您點贊、訂閱及分享
我們的臉書頁面，即
可獲得抽獎機會。
活動截止日期：2019
年 8 月 31 日

f

新鮮烘培

小 麥 麵 粉、 酥 皮、 酥

油、乾果等，經過巧手製成

各類美味糕點和麵餅，也

是芭莎提供給顧客的特色產

品，這裡每日提供當日製作

的糕點和麵餅，確保新鮮。

比 如 香 料 餅（Zaatar 
Pie）， 細 嚼 麵 餅， 香 味 清

新，似香草又非香草，似堅

果又非堅果，其實是百裡

香、芝麻乾燥鹽膚木等香料

組合成的。

口袋餅，被我們華人稱

為「山寨版肉夾饃」的口袋

餅，餅內人們可隨喜好配

搭雞、牛或羊肉，再加上各

種配料比如生菜絲，小黃

瓜，蘑菇，玉米等，再加上

醬料。對有不同口味愛好的

一家人來說，各有選擇，靈

活、方便又美味。如果你喜

歡口袋餅，那也不要錯過

芭莎。芭莎將設

立一條口袋餅（Pita）生產

線，顧客可以現場觀看新鮮

的口袋餅是如何製作出的。

作為國際食品超市，除

了上文所述，芭莎所藏有的

新奇食品還有很多。顧客可

親自前往，淘出更多。如果

成為會員，更可在優惠的價

格上再加 5% 的折扣。

除了每週特價，店內每

天有更新的貨品包括極其優

惠的特價譬如新鮮雞腿 0.99/
磅，新鮮草莓 4.99/ 箱（8 盒

1 磅裝），這些當日的重磅折

扣商品都是以郵件方式通知

顧客或在網頁貼出：https://
www.bashafoods.ca/daily-
deals/。另外，8 月 31 日前，

點讚、訂閱和分享芭莎的

臉書，還機會獲

得大獎。

羊肉是華人比較喜歡的肉

類，和牛肉及豬肉相比肉質更細

嫩，脂肪、膽固醇含量也更少。

羊肉性甘溫而不燥，溫中暖下，

補肺腎氣，較適合秋冬進補。

提到羊肉就會讓人想到清真

兩字，各個民族風味的羊肉美食

讓人饞涎欲滴。街頭的羊肉串，

餐館的蔥爆羊肉、孜然羊肉、咖

喱羊肉……應有盡有。買回家自

己動手做，一大桌子的親朋好

友，圍著羊肉火鍋談天論地，同

樣也很過癮。

怎麼吃最營養

在爆炒、烤、涮、燉等製法

中，原汁原味的燉羊肉營養損失

最小。秋風起，天氣轉涼之季，

可用砂鍋燉蘿蔔羊排，以慢火熬

燉，蘿蔔性涼，可益氣補虛、下

氣化痰。山藥能益氣補脾助消

化 ; 栗子補腎壯腰；核桃仁定喘

潤腸，這些都適合與羊肉同燉。

白胡椒補肺、黑胡椒暖腸，

在涮羊肉清湯裡灑點這些調料，

有助體虛洩瀉；為溫補脾腎，可

加海帶、海參、新鮮魚片等 ; 加

豆腐補充蛋白質；茼蒿、蒿子稈

等蔬菜，則可以起到清火降熱的

功效。

蔥爆羊肉應選用鮮嫩的羊後

腿肉，切成薄片，配上新鮮蔥

白，旺火炒制。益氣補虛、溫中

暖下，還兼有發汗解毒之功。

烤羊肉味美爽口增進食慾，

選用鮮嫩的後腿和上腦部位，用

秋風起 羊肉肥
鹵蝦油、醬油、大蔥末、香菜

段、薑汁、白糖、辣椒油等十幾

種調料浸泡好，再用火烤制。

煎炸的方式營養損失最多，

但炸羊肉的代表菜松肉、燒羊肉

等真好吃。松肉是用油皮包裹肉

糜製成條狀炸制而成，色澤金

黃，質地酥軟，鹹鮮干香。燒羊

肉則來源於宮廷菜「鹵煮鍋燒羊

肉」，是將鮮肥羊肉部位加調料

以小火燜熟至爛再上油鍋炸，外

酥裡嫩，鹹干酥香。

吃羊肉的禁忌

羊肉甘溫大熱，經常出現口

舌糜爛、眼睛紅、口苦、煩躁、

咽喉乾痛、齒齦腫痛及腹瀉等症

狀者，均不宜多食羊肉。服半

夏、石菖蒲等中藥者亦忌食羊

肉。此外，羊肉還忌與以下食物

同食：

1. 茶：茶葉中含有的鞣酸，

與羊肉產生鞣酸蛋白質，使腸的

蠕動減弱，大便水分減少，進而

誘發便秘。

2. 醋：《本草綱目》稱：「羊

肉同醋食傷人心」。醋性甘溫，

與酒性相近，與羊肉同煮易生火

動血。

3. 西瓜：西瓜性寒，會大

大降低羊肉的溫補作用。

4. 南瓜：羊肉與南瓜同屬

溫熱食物，中醫古籍記載兩者同

食易導致黃疸和腳氣病。

5. 辛辣調味品：烹調羊肉

時應少放辣椒、胡椒、生薑、丁

香、茴香等辛溫燥熱的調味品。

蘿蔔燉羊肉

烤
羊
腿

蔥爆羊肉

烤
羊
肉
串

紅燒羊肉

◎文：鄭貝  圖：商家提供

◎文：秦子胥

芭莎：好食品不限於清真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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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在家也能做出媲美館子的涼拌

菜。炎熱的夏天，多備些涼拌菜冷藏

備用，隨時都可以輕鬆的上菜。

夏日涼拌菜

作法

備料：烤鴨或鹽水鴨去骨，再改刀

長條片狀備用。

調醬：混合醬汁，攪拌均勻。

豆芽菜以滾水汆燙，瀝乾水分。芫

荽切碎備用。

豆芽、鴨肉、芫荽依序放入盤中，

最後淋上醬汁即可上菜。

其他美味醬料：鴨肉搭配柳橙醬或

金桔醬，也很對味。

熟的鴨肉（烤鴨或鹽水鴨都可以）

300g、豆芽菜、芫荽1株。

醬汁：醬油1/2大匙 、黑醋3小匙、香

油1大匙、 蒜末1/2大匙、芝麻醬1大
匙、水1/2杯、糖少許。

食材

1
只要加上各種爽口的醬料，就可

以品嘗多種風味的鴨肉；或是再

加上飯、麵等主食，就是簡單方

便、豐富營養的一餐。

蒜香麻醬 
涼拌鴨肉

作法

備料：肉末加醃料醃15分鐘。四季

豆去筋，斜切寸段。梅乾菜洗淨瀝

乾，切末備用。

熱油鍋，轉中火，放肉末，肉變色

開始翻炒。下蒜末、梅乾菜末，炒出

香氣，加2大匙熱水翻炒收汁。加辣

椒、少量鹽、香油提味即完成。

四季豆汆燙斷生，瀝乾水分加入肉

末，拌合均勻即可上菜。

新鮮四季豆200g、豬肉末150g、梅

乾菜1小把、大蒜末1大匙、辣椒丁1/2
大匙。

醃料：醬油1/2大匙、料酒1/2大匙、

太白粉1小匙。

食材

2
涼拌蔬菜的美味秘訣，在於蔬菜

的口感與拌醬風味；蔬菜水煮沖

涼可保持爽脆口感，拌醬做好冷

藏，隨時取用很方便。

梅菜肉末 
涼拌四季豆

作法

備料：海帶芽沖洗過後，浸泡於開

水，約5至10分鐘就能恢復軟滑。

小黃瓜、西紅柿沖水搓洗乾淨後擦

乾水分。

西紅柿剖成一半，小黃瓜切長條薄

片備用。

泡發的海帶芽放入滾水中，水滾續

煮1分鐘，撈起擠乾水分，切小塊。

依序將小黃瓜、西紅柿、海帶芽擺

盤，直接搭配和風醬油食用。

可以各種乾燥海藻替代乾燥海帶

芽，風味不減。

乾燥海帶芽1大把、西紅柿3個、新鮮

小黃瓜半條、白芝麻少量、和風醬油

適量。

食材

3
海帶芽又稱裙帶菜，市售一般經

過乾燥或鹽漬，常見於日本或韓

國超市。海帶芽適合用酸甜醬料

襯托鮮美滋味。

和風醬油 
涼拌海帶芽

4

作法

綠豆澱粉和冷水80g混合，攪拌均

勻成粉漿水。

冷水250g煮滾，轉小火。粉漿水

慢慢倒入滾水中，一邊攪拌直到整個

粉糊變成透明粉團即離火。

煮好的綠豆粉均勻鋪在淺盤上，降

至室溫放冷藏凝固，料理前切成自己

條狀或片狀均可。

所有食材混合均勻，淋醬汁攪拌均

勻即可上菜。

綠豆澱粉40g、冷水80g、冷水

250g、黃瓜片、辣椒段適量。

醬汁：冷開水150g、芝麻油2大匙、

和風醬油1大匙、魚露適量。

食材

綠豆粉皮也可以自己做！爽口滑

溜的粉皮拌上酸香開胃的醬汁，

令人垂涎，既美味也有飽足感，

可作為夏季主食。

香醋芝麻 
涼拌綠豆粉涼拌菜美味秘訣

調醬料改變口味：涼拌菜的

魅力在於搭配各種開胃的醬料，

即使單一食材也可變化多種料理

風味，豐富餐桌菜色。

熟食加工好方便：二次加工

熟食做成涼拌菜，既可消化剩餘

食物、清冰箱，又可變化料理風

味，一菜多吃。

食材衛生及保鮮：夏季涼拌

菜清涼爽口，卻也要更花心思做

好食品衛生。肉類海鮮必須冷

藏，生菜須避免以生水沖洗。

鮮香
脆爽

方便
美味





清爽
鮮美





                                                                                                                                                                              零售、批發無任歡迎
提供批發送貨服務

                                                                                       Unit 441-3508 32 Ave NE Calgary  (403)291-3232
週一至週五：9am-8pm     週六：9am-7pm     週日：10am-6pm

本週特價
8月15日∼ 8月21日

捲心菜

青蔥

* 所有特價貨品售完即止，廣告價格如有錯漏，以店內標示為準 *

購物滿       即可免費獲得 3 磅洋蔥。$25
大量
免費停車位

Refer to price tags in the store, in case of discrepancy of printing errors in this Ad. 

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Tomatoes on the vine 連莖蕃茄

迷你黃瓜

Green cabbage

$128
lb

$328
ea

亞省玉米Alberta corn

033
lb

$

5lb carrots 5 磅胡蘿蔔

Celery 芹菜

$198 ea088
lb

$

Spend $25 and get a free  bag of 3lb onions. 

Mini cucumbers Green onions

$098 2

$ $
超低價

$48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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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Floor  |  Millennium Tower 
101, 440 - 2nd Ave SW Calgary AB T2P 5E9 
電話: 403-503-8888 | Toll Free: 1-866-699-7826

immigration@higgertylaw.ca  |  www.higgertylaw.ca

高成功率，高效率移民，提供免費諮詢服務

● 各類移民 ● 各種簽證 ● 商業投資移民
● 配偶擔保 ● 工作簽證 ● 逾期逗留
● 省提名 ● 企業自顧工作簽證 ● LIMA申請
● 遣返令、人道主義與同情，房地產，家庭法

移民專家
Mary Ann Go
ICCRC #R508947
註冊會員，8年經驗

歡迎各界人士來電查詢一切有關法律事宜

鍾守信律師樓

晚上 /週末需預約

國/粵語服務

我們承諾為你提供優質服務與理想的結果

● 商業投資移民
● 各類移民
● 配偶擔保
● 省提名
● 各種簽證（工作、學習、訪問）

● 人道主義與同情

● 逾期逗留

● LMIA申請

● 雇主 LMIA/Owner
● 免費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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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美味的遐想，魚香肉絲這個菜

名還引起不少爭議，媒體報導時有所

聞：有人在餐廳裡因為點的魚香肉絲裡

沒有魚，感覺被騙，吃完不肯買單。究

竟魚香肉絲這道菜有沒有魚？

川菜素有「七滋八味」之說，魚香

肉絲即屬於八味中的「魚香」味型。關

於「魚香」味道的起源，有許多說法，

其中有一個故事最為有名。

相傳早年有一戶做生意的人家，家

裡經濟好，對飲食、調味也很講究。因

為男主人喜歡吃魚，女主人燒魚的時

候，特別注意去腥、增香的細節，利用

蔥、薑、蒜等辛香料和酒、醋、醬油等

調味料，把魚烹調的更加色香味俱全。

有一天，女主人烹調過魚之後，去

腥增香的材料剩下不少，就隨手把這

些材料用來炒其他食材。沒想到誤打

誤撞，丈夫吃了這道菜，感覺「魚香」

四溢，非常喜歡。久而久之，這道「魚

香」菜在民間流傳開來，成為川菜經典

味型之一，衍生出不少著名的魚香菜

餚，例如：魚香茄子、魚香豆腐、魚香

烘蛋等。

魚香菜雖源自家常菜，其調味與火

候卻是川菜主廚必考的基本功。「全世

界中國菜廚技大賽」評委曲運強認為，

魚香菜包含了鹹、甜、酸、辣多層次滋

味，同時還要平衡蔥、薑、蒜的香辛

辣。調味拿捏得不好，成菜味道就不完

整，魚香味就不對了。

有了調味配方，還要掌控火候，以

魚香肉絲為例，熱鍋冷油滑好肉絲之

後，加豆瓣醬、泡椒醬；加水煮過的木

耳絲、筍絲等輔料，最後調味。全程大

火，迅速翻炒，成菜色澤紅亮，盤底只

見紅油，不見湯汁；調味均勻地附著於

食材，不被湯汁稀釋，口味濃郁，滋味

鮮香。

值得一提的是，川菜的味道離不開

泡椒，泡椒也是魚香菜的靈魂。四川泡

椒也是四川泡菜的一種，泡椒的口感味

道因原料及鹽滷風味而有不同，發酵熟

成的泡椒酸香美味，是川菜中用途最廣

泛，不可或缺的食材及調料。魚香菜使

用的泡椒醬，就是將泡椒打成醬料，取

其鹹酸香之特色，對於海鮮等腥味食

材，特別起到去腥提味的效果。

魚香肉絲

中國名菜故事

魚香肉絲是川菜的代表菜之一，光看菜名就感覺陣陣魚香撲
鼻而來，令人垂涎。

◎ 文：斯玟

有效期 : 2019 年 8 月16 日∼ 8 月 22 日

中國產
香梨

加州產
白桃

華盛頓產
特級富士蘋果

BC 產
大芥菜

BC 產
油菜心

泰國椰青

仙女牌
泰國香米

牛肉 /
豬肉丸

三小姐牌
魚露

媽媽牌
即食碗麵

特級
雞全翼

BC 產
藍莓

墨西哥產
青蔥

墨西哥產
無籽西瓜

特級牛坑腩
( 原袋 )

加州產
花椰菜

BC 產
日本南瓜

海燕牌
鯰魚扒

帶皮
豬腿肉

西班牙
柑橘

新鮮原條
大眼魚

特級牛腱

原箱
$5.99/ 磅

原箱
$1.19/ 磅

震撼價震撼價震撼價

震撼價
震撼價 震撼價 震撼價

雞肉味

海鮮味

特級清真
帶皮草羊

越金牌
去頭白蝦

12 盎司裝

掃一掃 ,加
入我們的微
信群吧 !

每週七天營業   早 9:00~ 晚 9:00

更多打折信
息，請訪問
我們的網站。

www.luckysupermarketcalgar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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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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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香肉絲融合了多種滋味，成菜色

澤紅亮，亮汁亮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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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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8月21日

豬扒
Pork Chops

原價$2.99/lb
特價 $2.29 /lb

梅頭肉
Pork Shoulder

原價 $2.19/lb
特價 $1.59 /lb

豬脊骨
Pork Backbone

原價 $1.99/lb
特價 $1.29 /lb

豬肝
Pork Liver

原價 $1.99/lb
特價 $0.99 /lb

鳳爪
Chicken Feet

原價 $3.19/lb
特價 $2.49 /lb

 原價 $2.99/lb
 特價 $1.99 /lb

雞翼槌
Chicken Drumettes

原價 $10.00/2
特價 $7.00 /2

整雞
Mature 

Whole Chicken

原價$2.99/lb
特價 $1.99 /lb

原價 2.99/lb
特價 $1.99 /lb

豬脾瘦肉

Pork Leg

原價$2.99/lb
特價 $2.15 /lb

雞全翼
Chicken Wings

原價$3.19/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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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價$3.49/lb
 特價 $1.49 /lb

豬心
Pork Heart

原價$2.99/lb
特價 $1.49 /lb

原價$7.99/lb
特價 $5.99 /lb

新鮮牛尾
OX Tail

原價$12.00/30枚
特價 $9.00 /30枚
     或$3.00 /10枚

自由放養雞蛋
Free-range 
Brown Eggs

原價$2.99/lb原價$2.99/lb
 $1.99 /lb

特價 $9.00 /30枚
     或$3.00 /10枚

       特價 $13.50 / 隻         
原價$2.99/lb
特價 $1.29 /lb

新鮮豬蹄
Pork F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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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背雞腿
Chicken Legs

w/Back

全雞

Whole Chicken

   特價 $13.50 / 隻   特價 $13.50 / 隻

全雞

Whole Chicken

美國皇冠馬戲團

首次來到卡爾加里的馬戲團，匯集各地

的天才藝術家，他們來自墨西哥、智利、白

俄羅斯、俄羅斯、阿根廷、羅馬尼亞和美

國。請不要帶寵物入場。

時間：8 月 15 日～ 8 月 19 日

地點：Marlborough Mall
地址：3800 Memorial Drive NE
網址：americancrowncircus.com

甘甜夏季玉米盛宴

到農場來享用為遊客們準備的免費

Taber 產玉米（數量有限）。觀賞魔術表

演，臉部彩繪，玉米裝飾，以及各種常規遊

樂活動。兩歲及兩歲以下兒童可以免費入

場。

時間：週六，8 月 17 日上午 10 點～下

午 4 點半

地點：Calgary Corn Maze & Fun 
Farm

地址：284022 Township Road 224, 
Rockyview, AB

網址：calgarycornmaze.com

卡城華埠嘉年華

第 18 屆，有多元文化表演和家庭娛樂

區，手工製作，各種禮品，並帶給您美食和

文化體驗。

時間：週六，8 月 17 日，上午 11 點～

下午 6 點

地點：3 Ave / 中央街路口

網址：visitcalgarychinatown.com

經驗豐富 口碑一流

小林汽修

小林師傅資歷

經驗豐富 口碑一流

大學汽車專業

三十多年汽車維修經驗30
北美修車技師最高資質

4215 11 St NE 403-889-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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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氏中醫推拿保健中心

頸、肩、胸、腰疼痛？肌體麻木？

歡迎到本中心諮詢體驗。

本中心誠聘有 2200 小時資格、英語流利、
技術嫻熟的按摩師，待遇優厚

見效快
接受公司

保險
中醫傳統獨特拉筋推拿

經絡踩推

深層肌肉推油按摩

足底按摩

結合楊氏祖傳方藥薰蒸、外敷。

中國到卡爾加里

廣州倉庫免費代收、打包

www.jdlshipping.com
info@jdlshipping.com

海運拼箱 空運 雙清關代進口整箱

587-999-1988

學英語 找靜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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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條件的學生，可申請加拿大 - 亞省符合條件的學生，可申請加拿大 - 亞省

ESL課程：說、讀、寫；全 / 兼讀均可
ESL 課程：短期 / 長期課程；
初 / 中 / 高級班。無論基礎鈞被錄用。

口音矯正一對一課程：靈活安排

9週兼讀課程：根據需求靈活安排。矯正口音，
有助職場溝通。

定制的一對一課程：為專業人士、商務、
提升印象等量身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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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ool@equilibrium.ab.ca
707-14th St NW
403.283.1111

靜安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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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rbour Lake Drive NW
北部

1407 4 St SW
中部

378, 5222 130 Ave SE
南部

Coupon code: VT2      Expiry: August 25

購物滿$50，獲減$10*
Get $10 off  when spend $50*

* 不能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Not to be combined with any other offers

Amaranth 健康食
品店提供：有機新鮮
果蔬和天然營養品、
護膚品（送禮佳品）

每月第 1 個週三 , 健康產品優惠 20%
每月第 3 個週三 , 所有商品優惠 12%

優惠券

Beddington Heights Bottle Depot

樽罐回收  押金全退 免費抽獎
9月 14日抽獎
中獎名額 2名
獎金 $50元

名字 Your Name

Phone Number電話

E-Mail電子郵箱

週一至週五：8:45 AM - 6:00 PM
8:30 AM - 5:00 PM週六：

10:00 AM - 4:00 PM週日：

403.274.2111

電話

慶仲秋

$0.25
1 升以上

$0.10
1 升及以下

#111-20 Country Hills Landing NW ( 近豐山大統華 )

押金全退  政府批准

更多信息
請掃二維碼

全新自動計數機器
乾淨、快捷、方便

www.bottledepotcalgary.ca  
Harv

est
 Hills 

Blvd
 N

Country Hills Rd

96 Ave NE
Beddington Tr NW

Country Hills Landing NW

樽罐回收
Bottle Depot

新大統華
T & T

N

一週好去處
Community Calendar

電話：403.241.9777
網址：foothillsalliance.com
地址：333 Edgepark Blvd NW 
Foothills Alliance教堂內
(西北 Country Hills Superstore東側）

初級、中級、高級 ESL
早、晚對話班
週日 ESL
女性班學英語

7種課程
適合不同需求

免 費免 費免 費免 費免 費免 費免 費免 費免 費免 費免 費免 費免 費免 費免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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