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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bol of Loyalty: A National Hero Yue FeiC3 C5

2019 年度 G7 峰會的主題

為「對抗不平等」。雖然中國沒

有參加，而 G7 的討論卻離不開

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的衝

突。除此外，議題還包括氣候變

化、利比亞、伊朗、恐怖主義和

移民問題。儘管在貿易戰、伊核

問題以及亞馬遜熱帶雨林大火等

議題上存在分歧，但 G7 總體呈

現了前所未有的團結跡象，西方

七國的聯盟已然形成。如同東道

主法國總統馬克龍在閉幕式上的

表示，每一位領導人在這兩天裡

都「一道努力，攜手同川普總統

合作。」川普說，這次峰會展現

的團結「完美無瑕」。

一年後的迥異態度

G7 即西方七國首腦會議，

創始於 1973 年，目前成員包括

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

國、義大利及日本。 1997 年俄

羅斯加入，2014 年因佔領克里

米亞半島而被凍結會籍至今。儘

管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

未被納入 G7。因為中國未被視

為發達經濟體，並且有悖於 G7
的定位原則：以自由、人權、民

主和法治以及繁榮與可持續發展

等集團關鍵原則。

去年的 G7 峰會，西方七國

表現出了強烈的隔閡與分歧，有

些國家甚至激烈批評川普的做法

是單邊貿易保護主義。當時川普

與加拿大總理特魯多發生激烈爭

吵，並拒絕簽署聯合公報。外界

分析，在中美貿易戰造就的全球

恐慌中，那時川普尚未取得歐盟

各國首腦的信任，他們擔憂美國

不能勝出。

從 2018 到 2019，一年中

全球發生了眾多重大事件改變了

七國的態度。比如中國與加拿大

實行「人質外交」、澳洲各大主

流媒體集中報導來自北京的紅色

滲透、香港民眾「反送中」運動

可以說在全球直播中進行，使得

七大工業國意識到，西方民主國

家需要聯手，來抵禦北京的特殊

體制帶來的經濟影響力和價值觀

滲透。「二十年前，G7 能夠如

此強大，很大部分原因是在於各

國目標一致，利益相彷。現在各

個成員國都意識到這點，從而願

意『團結』並跟從美國的原因。」

自媒體人江峰說。

盟友出手

在 G7 峰會期間，川普與日

本首相安倍晉三舉行了會晤，雙

方將在 9 月的聯合國大會期間

簽署美日貿易協定。據報導，

日本將要購買美國「數億美元玉

米」。( 下文轉 A2)

G7峰會8月26日在
法國比亞里茲落幕，峰

會重點討論了美中貿易

戰和香港問題，官方以

法語發表聯合聲明稱，各

國間要團結，保持正向精

神，其中明確「7大工業
國再次確認1984年中英
聯合聲明的存在和重要

性」。峰會期間，中美貿

易戰繼續升級，雙方時而

激烈時而緩和的表態，令

世界瞠目。

記者林佳綜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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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接 A1）美日協議還為美

國其它農產品開闢了 70 億美元的市

場，對美國農民來說是重大利好。德

國總理默克爾表示，德國希望歐盟盡

快和美國達成貿易協議。川普說美國

十分接近與歐盟達成協議。英國首相

約翰遜透露，美國期望英國脫歐後在

一年內達成協議。

外界分析，一系列的雙邊協議進

展迅速，加上之前的美加墨新協議，

顯示了西方各國對美國貿易政策的支

持。也為美國日後從世界貿易組織

（WTO）中退出的同時，穩步維持與

西方各國的貿易聯繫，做出了保障。

此前，川普多次聲稱中國利用

WTO 發展中國家待遇的特權「發大

財」，對美國不公，如果 WTO 再不

改革，美國會一走了之。

香港問題

這次 G7 峰會各國領導人將「中

英聯合聲明」議題搬上檯面，敦促中

國信守承諾維持香港的自治。峰會

聯合聲明說：「7 大工業國再次確認

1984 年中英聯合聲明的存在和重要

性，並呼籲避免暴力。」

峰會期間，川普和英國首相約翰

遜雙邊會談時，曾討論香港的緊張情

勢等議題。約翰遜之後對記者表示，

G7 七國所有領導人都對香港情況表

示「深切關注」。此外川普在與受邀

參加 G7 峰會的印度總理莫迪會晤時

也表示，希望中方「冷靜」地處理香

港問題。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在 27 日

例行記者會時，表示香港事務屬「中

國內政」，要求七國集團成員別再

「居心叵測、多管閒事、圖謀不軌」。

香港的形勢還在繼續惡化，局

勢一觸即發。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 8
月 27 日的記者會上，她明確表示，

港府不接受「反送中」民間五大訴

求，並有可能引用「緊急法」來處理

現在的抗議活動，引發各界警惕。香

港民主黨議員塗謹申認為，引用《緊

急法》等同宣布戒嚴，禁止市民集會

示威，違反《中英聯合聲明》。

外界普遍認為，北京對「反送

中」運動尚未採取駐軍鎮壓方式，是

出於對西方各國強硬態度的忌憚。

中美貿易

G7 峰 會 24 日 開 啟，26 日 結

束，相伴的是中美貿易戰局勢的急速

變幻。 23 日中國宣布對價值 750 億

美元的美國商品徵收報復性關稅，數

小時後，川普宣布對中國商品徵收約

5500 億美元的額外關稅。川普還表

示他正在命令美國公司尋找在中國開

展業務的替代方案，並將業務轉移回

美國，並在推文中暗示可啟動「緊急

經濟權力法案」來實施此舉。「緊急

經濟權力法案」意味著美國有可能要

凍結對美國構成威脅的國家和個人的

財產。這對大陸官場將家屬和財產轉

移國外的「裸官」們有巨大威脅。

在 25 日峰會記者會上，川普回

答提問時說「我對所有事情都會重新

考慮。」白宮發言人表示，總統的意

思是「他後悔沒有對中國商品徵收更

高的關稅。」

出乎外界的意料，大陸官媒高調

反擊美國之時，8 月 26 日中國副總

理劉鶴表示中方願以「冷靜態度」，

通過磋商合作解決問題。川普 26 日

在 G7 峰會間隙透露，中方高層昨晚

已致電美國貿易官員、表達希望重回

談判桌，對此他表示歡迎。財政部長

努姆欽之後回應說是副總理劉鶴。

但中方發言人對此矢口否認，耿

爽 27 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說：「我昨

天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關於美方提

到的發生在週末的兩起通話，我沒聽

說過這種情況」。

外界擔心中方的否認態度會再次

激怒川普。 28 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

室（USTR）正式發布通知，確認美

國總統川普計畫從 9 月 1 日和 12 月

15 日開始，分批將 3000 億美元中

國進口商品關稅稅率提高 5%。

各方評論

中方對此次 G7 會議的報導主題

是：「川普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立」。

而美國之音報導標題為：「G7 峰會在

重大問題上保持一致」；美聯社報導

說，各國領袖都下定了決心配合川普。

多家華人自媒體表達了幾乎一致

的觀點：G7 峰會表明世界上最富有

的七國對經濟形勢的新認知。若紅色

政體不端的貿易行為得到糾正，中國

回歸正常經貿軌道，對秉承正常市場

經濟的西方國家和中國普通民眾來

說，都是有好處的。因此川普引領世

界的行為得到了西方七國的擁護。

中國外交和宣傳部門與劉鶴論調

不一致，令外界高度關注，並猜測北

京已陷入了混亂，內部分裂之巨令中

南海公然傳出了兩種聲音。

Youtube 自媒體《路德訪談》節

目認為，G7 峰會顯示川普的朋友圈

已經形成。面對外部高壓，內部困

境，中南海內部無法掩飾的分裂與鬥

爭，將使得紅色體制的崩潰以出人意

料的速度進行。

看 G7 聯盟崛起
【看中國訊】北京時間 8 月 29 日凌晨傳出，

有大批大陸軍車進入香港，民眾捕捉到大批軍車

在街頭結集及行動鏡頭。隨後新華社凌晨 3 時

56分發文稱，這是香港駐軍的第22次輪換行動。

多方視頻顯示 8 月 29 日凌晨開始，出現不

少大批中共軍車進入香港的照片，軍車種類包括

偵察車、裝甲運兵車、軍用卡車、救護車以及

（預防出車故障的）拖車等。《香港 01》報導指

出，多輛裝甲車是在皇崗口岸結集、進入香港，

出沒在觀塘繞道、東隧、大潭道、沙頭角公路、

沙田等處。約凌晨 3 點，記者向港府查詢：今

次凌晨入港的軍隊是否為例行輪換？港府是否預

先知情？入港車輛、裝備及士兵人數是多少等。

港府新聞處表示，相關查詢已經轉交至保安局及

入境處。截止發稿時間未有進一步回覆。

外界注意到，以往輪換完成後的新華社報

導，發言人會例行強調：「部隊輪換後，在香港

特別行政區轄區內的駐軍員額和裝備數量與輪換

前一致。」目前新華社的簡訊內容未提及這一點。

有網民觀察到，視頻中的軍車為膠皮輪的軍

車，適合在城市當中使用。 50 多輛軍車如果兩

輛一組，可以佔據香港 20 多個街口。

具有中共國安背景現流亡美國的富商郭文貴

在當晚的自媒體節目中表示，此次軍車中運進來

的設備，沒有一樣是可以在香港合法用的。他還

表示，昨天（北京時間 8 月 28 日）專責港澳事

務的副總理韓正、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公安部部

長孟建柱、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軍委副主席

許其亮和總參人員聚集在深圳開會，定出香港問

題八個字決議：「不擇手段，不惜代價」。他推

測習近平是軍委主席，此次行動應當是習的命

令。郭文貴同時表示，白宮正在密切關注香港事

態，正在連夜召回重要人員以商對策。

目前這些視頻，已在香港市民的各個社交平

台上被廣泛散播，港民沸騰，香港知名「連登時

事臺」上，港民憂「同當年 64 相似，同城的軍

人於心不忍，就調其他城的軍人」

香港反送中運動近 3 個月，此前 27 日香港

特首林鄭月娥暗示，擬動用緊急法，處理反送中

運動。香港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

華隨後表示，「政府會考慮以任何可行手段，來

恢復和平以及社會秩序」。

全球關注香港，圖為8月18日香港示

威活動期間，一名警察拿槍指著抗議

者，該抗議者被稱為香港版「六四」

坦克人（網絡圖片）

突發!
軍車入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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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8 月 27 日（週

二），亞省公布了 2019-2020 財

年首個財政季度報告，總體上收

入穩定，開支和赤字有所下降，

但高額債務仍是重要難題。

儘管如此，本季度財政收

入和去年同期相對持平，為 134
億加元。與去年同期相比，總

支出下降了 3.64 億加元，降至

143 億加元。第一季度赤字為

8.35 億加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了 3.65 億加元。

省府財政報告中並沒有提

供財政預報。亞省財政部長托

斯（Travis Toews）表示，省府

的預算還沒有出來。省長康尼表

示，他的 UCP 政府將不會在秋

季之前公布首個預算案，因為他

所任命的專家組需要時間審查亞

省的財政狀況。

高額債務堪憂

聯合保守黨（UCP）政府一

再表示，前任新民主黨（NDP）
政府遺留的財政狀況比亞省民眾

所了解的要差。根據以前 NDP

的財政計畫，到 2023-2024 財

年，亞省的債務將高達 1000 億

加元。

托斯說，與去年同期相比，

亞省在償還債務上成本多支出了

9300 萬加元，這歸因於 NDP
「不顧後果的經濟政策。」

「作為一個省，我們必須量

入為出，控制開支，才能確保為

亞省民眾提供優質的服務，」托

斯說。

企業稅率減 
省府所得稅收入增

一個有趣的信號是，儘管

UCP 執政以來，將亞省企業稅

率從 12% 減少至 11%，且在個

人所得稅率未變的前提下，今年

首季亞省所得稅收入卻不降反

增，總收入達到 40 億，比去年

NDP 執政的同期上升了 1.66 億

加元。報告認為，這歸因於「家

庭收入和企業利潤的增長」。

其他稅收為 15 億加元，環比收

入下降了 6600 萬加元。

財政部長托斯表示，會對企

業減稅繼續評估，以決定是否加

速企業減稅方案的實行，但至少

會遵照以前承諾的企業減稅時間

框架。他相信減稅最終會帶來

長期投資、就業和經濟機會。

「我們無論如何都會實施這個計

畫」，托斯說。

未來前景樂觀

在 10 月下旬財政部將提出

第一份預算案，並公布政府的

計畫。目前，根據由前薩斯喀

徹溫省財政部長麥金農（Janice 
MacKinnon）領導的專家小組

編寫的亞省財政報告，省府正在

編製預算。

上個月，道明經濟學（TD 
Economics）的一份報告顯示，

亞省的經濟已經開始恢復增長，

經濟數據顯示，管道和鐵路的石

油出口增加，批發和製造業出貨

量增加，小企業信心也在增強。

【看中國訊】卡城新中央圖書

館 (Calgary's Central Library)
作為卡城的一個地標建築，被美

國 《時代》（Times）雜誌評選為

100 個「2019 年世界最佳景點」

（World's Greatest Places 2019）
之一。同時還受到了 《建築文摘》

和 《Azure 雜誌》的讚譽，前者

視其為世界上最佳的未來主義色

彩的新圖書館之一，後者則稱其

為 2018 年建造的最佳「城市地

標」。

《時代》還指出，中央圖書

館作為一個教育中心，「提供學

習實驗室、培訓項目，甚至是為

播客和 youtube 用戶打造數字

製作工作室。」

該圖書館耗資 2.45 億元，

歷時 5 年建成，於 2018 年底對

外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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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府赤字減少 債務仍重

【看中國訊】卡城安全行駛

法新規：卡城公路上行駛的機動

車在經過騎自行車的人時，必須

與其保持一米以上的距離。此規

於 9 月 1 日生效。

新規說，限速超過 60 公里

/ 小時的區域，安全距離將擴大

至 1.5 米，也允許司機在安全的

情況下，穿過黃實線超越騎自

行車者。違規者將面臨最高 203
元的罰款。騎自行車的人也必須

儘可能靠公路邊騎行。

最近生效的卡城交通條例 ,
還包括以下幾項：

• 允許滑板、滑板車和直排

滑輪鞋，在自行車道和市中心的

公共場所行駛，包括奧林匹克

廣場和斯蒂芬大道（8 Ave 步行

街）。

• 允許電動助力單車與其它

許可的自行車一樣，在非高峰時

段搭乘卡城公交車，所有公交車

前面單車架上的自行車重量不得

超過 55 磅。

• 允許騎自行車的人，使用

任一手臂指示右轉；在其進出道

路或人行道時，應避讓車輛或行

人，無需再象以往一樣 STOP。

卡城駕駛新規： 

離騎自行車者1米以外
【看中國訊】週四（8 月 22

日），亞省教育部長阿德裡安娜 ·
拉格朗日（Adriana LaGrange）
宣布，省府已成立一個專門小

組，編制新的教育大綱，全省教

育系統將回歸傳統的基本知識

和技能教育。

該小組的初步報告，擬於

12 月份之前提交。公眾參與定

於明年初開始。

拉格朗日表示，學生應「擁

有很強的基本知識與技能。這是

家長們的期望。我們必須做到這

一點，這是至關重要的。」

亞省起草 
新教育大綱

【看中國訊】今年早些時

候，因外交爭端（孟晚舟事

件），中國禁止從加拿大兩家最

大的供應商進口油菜籽 , 對加國

的主要產業造成了嚴重衝擊。目

前，亞省油菜籽生產商正轉向歐

洲市場，因為歐洲旱災，促成了

亞省油菜籽的商機。

今年，歐洲部分地區經歷了

數十年來最長的乾旱，有些地區

的氣溫高達 40 攝氏度，致使河

流乾涸，莊稼受災減產，甚至森

林起火。

據加拿大種植者協會稱，

2018 年加拿大出口油菜籽總額

超過 50 億元，其中中國市場約

佔一半。

「這肯定是好消息，找到

了一個替代市場，」亞省油菜

籽生產商協會 (Alberta Canola 
Producers Commission) 會長沃

德托馬（Ward Toma）說，「我

們的產品可以賣出去了，無需把

它存儲起來了。」

他還說，加拿大還採取了降

低油菜價格的措施，開拓了一些

其他市場，如巴基斯坦、孟加拉

國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

亞省油菜籽轉向歐洲市場

卡城新中央圖書館

上榜「2019世界最佳景點」

卡城新中央圖書館。

亞省財政部長托斯（左）和省長康尼（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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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隨著中美貿易

戰不斷升級，人民幣對內貶值加

劇，水果、肉類、蔬菜價格飆

漲，方便麵銷量回升，中國內需

不振，百姓消費再次降級。

8月初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在

一舉跌破 7之後，人民幣貶值的

步伐仍然未停。統計數據顯示，

由於中美貿易戰升級，人民幣兌

美元貶值近 4%。這也意味著，

從美元購買力的角度來看，100
萬元人民幣資產在不到一個月的

時間內，已經縮水 4 萬元。也有

業內人士表示，如果綜合計算人

民幣購買力，一年下降了 30%。

隨著中美貿易戰不斷升級，

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中國物價飆

漲。

中國農業部 8 月 23 日公布

的數據顯示，豬肉批發價格比

7 月上漲了 26%，達到每公斤

30.79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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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分，鮮果價格上漲 39.1%。

8 月 25 日，大陸官媒《新

京報》援引北京市民高大媽的話

說：「（肋排）每公斤都 88 塊錢

了，哪兒有這麼高的時候呀。」

民眾紛紛在網絡中留言表示

物價太貴了，這其中的關鍵原

因，是人民幣始終不斷的對內貶

值，人民幣購買力在逐漸降低。

有網友貼出一盤黃瓜、木耳

炒雞蛋的照片，感慨道：「每天

都在懟美帝，HK，我們都熱血

沸騰啊，但是現實就是今晚點了

一份木須肉沒有肉啊。國家需要

關注一下二師兄的價格了。」

【看中國訊】自 6 月初至今

的反送中運動，香港警方被冠以

「黑警」知法犯法的濫權行為備

受批評。其中港警對示威者實施

的性暴力，更是激發民憤。

#metoo集會

8 月 28 日 晚 間， 香 港 民

眾在遮打花園舉行「反送中

#metoo 集會」，呼籲追究警察

性暴力。與會者高呼「追究黑警

性暴力」等口號，用唇膏在手臂

書寫抗議字句，戴上紫色口罩，

又用紫色玻璃紙蓋著手機閃光

燈，亮起一片紫光。會後主辦方

宣布，當晚共 3 萬人出席。

8 月 10 日，有一名少女路

過遊行區域卻遭港警撲倒壓制，

在過程中還扯其衣，摸其大腿內

側，使民眾怒不可遏。

8 月 4 日，有位少女被天水

圍警署的警員扯下內褲導致「走

光」，網友痛批港警根本就是

「施暴警察」！

當晚，被天水圍警員扯下內

褲的少女首次露面，並上臺發

言，抗議警方羞辱女示威者。她

說：「我穿裙還是穿褲，我的裙

有多長或多短，甚至我的內褲是

不是有鬆脫都不是重點，因為重

點從來都是警方的過分武力，無

理的濫捕，甚至過程之中刻意使

用令人難堪的手段。」

明星何韻詩也來向集會人士

打氣。她說：「首要的是我們必

須要照顧自己的身體，因為有強

壯、健康的身體，我們才有健康

的心智，去面對所有這些的打壓

和攻擊。另外我們必須要豐富自

己，在法律知識上豐富自己。」

警察家屬 
促「還警於民」

針對近三個月的「黑警」的

濫權、濫捕，8 月 25 日，警員

家屬首次走上街頭，冒著颱風天

在中環愛丁堡廣場集會。

他們提出警察家屬的五大訴

求。包括政治問題應政治解決，

特首應盡快與其幕僚積極討論回

應市民訴求；呼籲警隊高層制定

適切處理現時集會人士的行動方

針，減少衝突；懇請前線警員克

己自律，不徇私、不畏懼、不懷

惡意的公平執法，以保護市民為

首要任務；成立全面獨立調查委

員會。

他們在集會上讀出警員畢業

的誓詞節錄，高呼：「不畏懼、

不徇私、不對他人懷惡意、不敵

視他人。」

不少出席者都戴上口罩，他

們表示，反修例風波令家屬備受

壓力，希望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

員會。上臺發言的、不願透露姓

名的女性家屬這樣說：「我們家

屬站出來，凝聚市民的信念，喚

醒警察畢業時，維護法治的熱誠

和保護市民的初心。」

集會後，他們先遊行到特首

辦宣讀訴求，之後再遊行到警察

總部向警方代表遞交請願信。

【看中國訊】炫富女郭美

美因開設賭場罪，2014 年被

判入獄 5 年，今年 7 月 13 日

凌晨出獄後，重回大眾視野，

她依然不改愛炫富的本性，晒

出百萬卡地亞飾品，背景疑為

北京豪宅。令網友更加質疑其

背後有著強大的後臺。

8 月 23 日晚上，網路曝

光一組郭美美的近照，她一頭

短髮染成誇張的紫色，自拍姿

勢顯得非常自信，與剛出獄時

判若兩人，照片中，她鼻樑挺

拔、下巴尖瘦，手戴鑽石的手

鐲和手錶，並戴有看起來價值

不菲的頸鍊和耳環。

有網民稱，感謝郭美美

讓我知道，很多慈善機構「慈

善」其實就是華麗偽裝，可以

用來賺錢的，而且賺得不少。

中國公司將收到 
美軍及政府僱員薪水

由 邁 克 爾 · 肯 尼 迪（Michael 
Kennedy）領導的聯邦退休金節儉投資

委員會（FRTIB），旗下的節儉儲蓄計畫

（Thrift Savings Plan）管理著約 550 萬
用戶的約 5780 億美元資產，是美國最大

的退休基金之一。該基金有一套關鍵的投

資組合為明晟 MSCI 全球指數（不含美國

可投資市場指數），該基準指數包含占比

7.6% 的中國企業，如中航科工、中國移

動、海康威視等。

盧比奧和沙欣在信中寫到：「眾所周

知，中共政府控制、利用國有企業參與全

球市場競爭，為中國共產黨的軍事、政治

和經濟目標服務。由於您的決定，許多中

國公司將可能很快收到美國軍隊和其他聯

邦政府僱員的薪水。」

這意味著，約有 500 億美元的養老

金暴露在「嚴重且未被披露」的風險中。

盧比奧表示，該委員會的決定「短視且愚

蠢」，「應立即公開撤銷這一決定」。

被質疑的中國公司

MSCI 全球指數， 是摩根士丹利資

本 國 際 公 司（MorganStanley Capital 
International）所編製的證券指數，主要

以國家（如：中國指數、日本指數）、地

區（如：歐元區指數、北美洲指數）、產業

（如：能源指數、航運指數）作為區分，

為歐美基金經理人對全球股票市場投資的

重要參考指數。

本次披露出聯邦退休金節儉投資委員

會投資的中國公司相當敏感，觸及國家安

全和人權問題。

中航科工在香港上市，其母公司——

中國航空工業集團有限公司主要替中共空

軍研發裝備和武器系統。

中國移動在今年早些時候被美國聯

邦通訊委員會（FCC）以國家安全問

題為由，禁止進入美國市場。海康威視

（Hikvision）因向新疆拘留營銷售監控設

備，幫助中共侵犯人權而廣受批評。

更多美國公共退休基金涉入

據悉，美國多家公共退休基金，都涉

入了有國家安全或人權爭議的投資。例

如，美國加州和紐約州的教師退休系統，

就持有海康威視的股份。

而美國最大的公共退休基金——「加

州公務員退休基金」，則投資了中航國

際、海康威視等多家與中共軍隊、網絡

戰、侵犯人權有關的公司。該基金 2018
年甚至邀請中共外匯管理局前官員孟宇，

出任首席投資官。

美國人民的反應

華盛頓諮詢公司（RWR Advisory 
Group）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前白宮國安

會國際經濟事務主任 Roger Robinson 表
示：「美國人民會發現，這非常令人不安

甚至憤怒，他們的退休金和投資，被投資

於這種完全喪失人權標準的公司，幫助和

教唆鎮壓。」

另外，參議員盧比奧和沙欣還在信中

指明：「這些在中國交易所上市的公司，

其欺詐的危險性已得到充分證明，這些公

司不透明，也不受美國公司所必須遵守

中國物價飆漲 百姓消費再降級

郭美美出獄炫富 晒百萬卡地亞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導】美

國兩黨的資深參議員—— 共和
黨議員盧比奧（Marco Rubio）
和民主黨議員沙欣（Jeanne 
Shaheen），8月26日寫信給
「聯邦退休金節儉投資委員會」

主席，敦促其立即撤銷投資中國

企業的決定， 因為這讓約500
億美元「美國軍隊和其他聯邦職

員的退休儲蓄」暴露在「嚴重且

未被披露」的風險中。

民眾呼籲追究港警性暴力
 警察家屬促「還警於民」

的披露要求的約束。例如，在 2019 年 4 
月， 包括在 MSCI 指數或其子指數中的

康美藥業股份有限公司，承認了其誇大現

金持有價值。此外，中國第二大會計師事

務所『瑞華』與其客戶——MSCI 指數中

的多家中國公司，涉及審計醜聞。」

兩位參議員還向該委員會提出了多

項問題，如：委員會在多大程度上對安

全、人權和財務透明度進行了盡職調

查？委員會是否警告用戶，投資中國公

司面臨的重大風險？兩人在信中希望， 該
委員會於 2019 年 9 月 6 日之前予以回

覆。

據悉，這封信函在同一天（8月26 日）

寄送給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和

財政部長姆努欽（Steven Mnuchin） 等政

府高級官員。

中國養老金近乎枯竭

眾所周知，中國的養老金虧空問題嚴

重。今年 7 月 7 日，中國全國社會保障

基金理事會原副理事長王忠民，在青島第

五屆中國財富論壇上稱：「目前社會保障

金結餘 5 萬億，大概 2025 年就會用完，

近乎枯竭。」

就在中國人大呼：「誰動了我的養老

金？」的同時，這種騙美國人錢財的把戲

早已上演。美國著名紀錄片導演羅斯坦

（Jed Rothstein）拍攝的《中國喧囂》（The 
China Hustle），介紹了這種騙術。

片中告訴人們，美國投資人在購買中

國股票時，風險極大，因為美國證監會無

法約束中國企業的造假行為。片中男主角

在準備告訴更多人真相時，則遭遇了來自

各方的阻力。

美養老金面臨嚴重風險

盧比奧 沙欣

反送中#metoo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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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ony 社區連續兩年獲

得了卡城地區年度社區（BILD 
Calgary Region Community）
榮譽稱號，這是卡城地產行業

最有份量的獎項之一。朝往班芙

的方向，驅車出城沿著 1號高速

西行，見道路兩側草浪起伏，延

綿不絕，小編還在思考：「卡城

遍地都是新房，為何還有卡城人

願意選擇看似荒涼的城外居住

呢？」

出了卡城邊界不久，就看到

Harmony 社區的指示牌。在小

道上幾度轉彎後，前方房屋規整

出現，綠草如茵，鮮花盛開，完

全驅散了之前道路上的荒涼感。

猝防不及，一方波光粼粼的大湖

出現在眼前，三五成群的孩童們

在其中或岸邊快活地嬉戲….. 再
駛往社區深處，風格各異的豪宅

如畫卷般慢慢展開，在遠方雪

山的映襯下，這一方正在建設的

1750 英畝的水土，彷彿如桃花

源，遺世而獨立，像夢幻般存在。

Harmony 社區現在已經建

好的一個湖泊是 40 英畝，不久

就將會有一個 100 英畝更大的

大湖與之為伴。這裡的湖水是直

接從弓河（Bow River）抽取來

的，直接注入 Harmony 社區。

霍爾說，Harmony 社區擁有先

進的水處理設施，並且形成良好

的循環系統，「這種水然後以一

種非常高標準的質量分流到社區

的各個部分。從住戶家裡出來的

水會回流到 Harmony 的廢水處

理工廠，在那裡成為再生水，貯

備下來然後用於澆灌 Mickelson
國家高爾夫球場。這個複雜的完

整的水資源循環管理系統，具有

可持續性。」

優秀教育

擔心孩子在城郊接受不到良

好教育？完全不必！ Harmony
座 落 於 Springbank 社 區， 這

裡有 4 所評級很高的學校，適

合各個年齡段的孩子就讀，比

如 Elbow Valley Elementary 
School(K-4)、Springbank 
M i d d l e  S c h o o l ( 5 - 8 ) 和

S p r i n g b a n k  C o m m u n i t y 
High School(9-12)。 其 中

Springbank Community High 
School 這所高中與「Springbank
四季公園」分享場地，這個場地

是滑雪、冰壺運動、馬術俱樂部

的聚集地。再比如 Rocky View
縣內的 Edge School。

就是一所優異的私校，特別

是在孩子們運動上表現突出。

——探訪Harmony社區

在 Harmony 社區內不會感

覺到擁擠。這裡房屋與房屋之間

有比較大的間隔草地，較好地

保護了住家的隱私。社區內有

30% 的面積是綠地和公園。

目 前 已 經 有 148 戶 人 家

入住。他們所選擇的住宅價格

在 60 萬到 100 萬元以上。據

介紹，這裡的家庭平均通常都

擁有 1 到 3 個孩子。「這裡的

生活方式非常適合家庭。不同

類型的人們聯繫在一起，享受

活躍的社區活動，共享美好時

光。」霍爾說。

秋天將開盤 Harmony 社區

的第10期，就在大湖的正北邊。

卡城豪宅建築商 Augusta Fine 
Homes、Baywest Homes 以

及 Calbridge Homes 等紛紛推

出了湖畔家園系列（Edgewater 
Collection）。價格在 150 萬到

400 萬之間。包括 14 套湖邊豪

宅，每套房屋的地塊在 46-60 英

尺間，有 6 套擁有更大的扇形土

地，10 戶住宅將擁有自己的碼

頭，有 4 家將共享僅這四家可以

進入的碼頭。

在 9 月份，Harmony 社區

會開盤連排別墅，價格在 45 萬

出頭。

Harmony 社區中心的工作

人員琳達介紹，也有帶有孩子的

華人家庭來入住，「Harmony 社

區從開工到建設，這個過程就

像是把一個夢想變成現實的過

程。」在旁聽的一位居民洋溢著

笑容對我們補充道：「這裡真是

太棒了」。

在 這 個 獨 特 的 社 區，

居民們將擁有共 140 英畝

的大湖水面、2020 年將開

放 18 洞 的 私 人 高 爾 夫 球

場（Mickelson 國 家 高 爾

夫 球 場）、 現 代 就 業 校 營

（employment campus）、

夏天可以玩沙灘排球、冬

天可以滑雪等的冒險地段

（Adventure Zone） 等 等。

從這裡到班芙和坎莫小鎮都

在 1 個小時車程內。

「建設 Harmony 社區已

超過 12 年了，我們與 Rocky 
View 縣、社區的利益相關

者、城市規劃者、工程師、健

康護理顧問、環境專家和藝術

家等進行諮詢，共同合作。在

設計中，Harmony 是一個自

成一體的社區，包括自身先進

的水處理和廢水處理設施。

Harmony 社區除了擁有物理

意義上的社區特徵，我們對生

活的願景和指導原則也蘊含在

其中，最終期望居民獲得更好

品質的生活，包括從身體運動

到社交活動等方面，讓身體和

心靈方面更為健康和舒適的

生活方式。」打造 Harmony
社 區 的 發 展 商 Bordeaux 
Developments 副總裁萊恩 •
霍爾（Ryan Hall）說。

尋找桃花源

自成一體 巨大湖面

碼頭豪宅與連排別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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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央社報導，交通部今日

（28 日）表示，針對國際觀光客

的擴大市場計畫，還需經行政院

討論，詳細方案尚未確定，因而

現時無法估算經費。

觀光局提出 
4項方案擴大市場

一、更簡便、更開放的簽證

措施：同外交及海關單位研商簡

化核發國際旅客簽證的流程，如

推動俄、菲、泰等國試辦免簽

期，調整至每 2 到 3 年檢討一

次，降低當地組團社經營風險，

增強投資臺灣旅遊的意願，以及

研議開放持晶片護照的印尼國民

觀光免簽等。

二、提高包機獎助，增加來

臺運量：鼓勵日韓 2、3 線城市

旅客包機來臺旅遊，將包機獎助

金額調高 10%。另外，針對飛

行時數超過 6 小時且停留時間

達 6 天 5 夜的長程包機，可依

人數級距每人獎助 100 至 200
美元不等。

三、與航空公司研商鼓勵增

加航班或新闢航點的措施。

四、鼓勵國際旅客前往中南

部旅遊，經高鐵海外特約經銷商

購買高鐵單程乘車券，若以臺中

以南的高鐵站為目的地，可享有

一次同區間第二人免車票優惠，

兌換期至明年 4 月 30 日。

擴大10大市場作為

一、中國大陸：與送客量

大、配額較多、優質友我的組團

社合作，加強宣傳包裝並提升旅

遊品質。

二、日本：結合節慶活動，

同日本旅行社合作推廣遊程，融

合捷運、臺鐵、高鐵及臺灣觀巴

推運具優惠。另外，可運用珍奶

熱潮，與在日臺灣飲料店合作行

銷吸引來臺旅遊。

三、港澳：加強小鎮漫遊與

山脈主題的商品宣傳。

四、韓國：針對韓首次來臺

自由行客源研議獎助機制，協調

韓籍航空以新闢臺韓航線。

五、馬來西亞：因應當地秋

冬旅遊旺季，運用馬國秋季旅展

加強促銷，同時宣傳臺灣觀光具

有的穆斯林友善環境。

六、越南：推動優質行程標

章，優先分攤行程廣告及贈品經

費，提升臺灣旅遊產品形象。

七、菲律賓：集中鎖定銀髮

族來臺深度慢遊，推廣住宿買一

送一優惠方案。

八、新加坡：在當地旅展加

強推銷潛水、山脈遊程。

九、泰國：結合該國學習中

文熱潮，吸引教師來臺教育旅遊

及短期遊學觀光。

十、印尼：因應直飛航班運

量不足，擬與有關航空公司洽商

臺灣航點機票優惠票價促銷。 

陸客減少 臺灣4應對方案出爐

8 月 24 日 下 午 1 時 30 分

起， 香 港 民 眾 以 「燃 點 香

港， 全民覺醒」 為主題， 發

起觀塘大遊行， 除重申港民

「五大訴求」外， 同時也表示

反對政府設置「智慧燈柱」。

香港立場新聞報導， 在遊

行快結束時， 有示威者將至少

5 枝 「燈柱」 拉倒， 在割斷

電線後發現， 其零部件藏有大

陸監控廠商的組件。

據悉， 觀塘和九龍灣是港

府第一批安裝多功能 「智慧燈

柱」 的重點地區， 共計 50 餘

支， 市民懷疑燈柱有人臉辨識

功能， 恐最終淪為監控民眾的

工具。 而林鄭月娥政府責令設

立 「智慧燈柱」 的時機， 亦

剛好是 「反送中」 運動進入白

熱化之時。

民主派政黨 「香港眾志」

24 日在社交平臺發文， 指在

受損的智慧燈柱中， 發現一個

藍牙定位器 「SPLD01」 的製

造商為 「TickTack Tech （香

港）」 ， 未 知 相 關 部 件 產

地， 但供應商與大陸「天網」

監控工程承辦商之一、 上海三

思路燈同名， 因此質疑兩者關

係。

事實上， 上海三思路燈負

責不少中國智慧燈柱及公安監控

室屏幕項目。 該公司的燈柱在

江蘇、 北京等地安裝時， 就明

確指出具備 RFID 「特殊人群

監控功能」 ， 以及視訊 「安

防監控」功能。

據上海三思官網介紹， 該

公司還曾參與中國公安部、 交

通部、 半導體聯盟等有關標準

和規範文件的起草； 該公司還

相繼推出網絡控制系統、 智慧

照明系統、 智慧路燈。

雖然香港警方針對此事在

記者會上表示， 智慧燈柱沒有

「人臉識別」功能， 也不會讀

取或偵測身分證資料。

但 TVB 在 今 年 4 月 介 紹

「智慧燈柱」時， 拍攝到畫面

清晰可見人臉識別功能的實地運

用。

《蘋果日報》 報導， 有當

地商家質疑智慧燈柱的作用，

商家表示：「目前為止， 我

們還不太肯定政府怎樣用 （智

慧燈柱）， 政府聲稱用來監測

超速， 但已有超速照相機；搜

集天氣數據也有天文臺， 根本

不須再花 2 億多 （港幣） 的

錢來安裝鏡頭。 如果像坊間流

傳的， 走過 （智慧燈柱） 就

掃瞄到你的身分， 知道你的工

作和血型等各方面， 香港會變

成一個鏡頭（監控）城市。 」

據英國廣播公司 （BBC）

報導，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 2017
年上任後提出 「智慧燈柱」 計

畫， 就是要在 3 年內在香港市

區多個地點試行安裝 400 根新

型燈柱。

【看中國訊】中國大

陸8月起限制遊客來臺，
臺灣觀光局估計下半年陸

客約少40萬人次。交通部
日前同意觀光局擴大市場

計畫，擬提出開放簽證、

包機獎助、鼓勵新開航點

及高鐵優惠等4項方案，
以吸引國際觀光客。

臺北中正紀念堂夜景（Pixabay)

【看中國記者黎小

葵綜合報導】香港「反送

中」運動超過2個月，越來
越多的示威者戴上口罩，

或用黑布蒙住整個臉部，

為的是避開「人臉識別」

監測。日前有消息披露，

香港街上的「智慧燈柱」

與大陸「天網」監控系統

有關。

香港智慧燈柱可裝載各種觀測設備和鏡頭，疑與監控有關（合成圖）

香港智慧燈柱 疑與監控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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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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國訊】近日，溫哥華

的12歲華裔女孩劉萱（Michelle 
Liu），突然爆紅世界體壇。世

界媒體爭相採訪她，加拿大、美

國媒體都刊登了對她的報導。

劉萱出生於加拿大，父母是

中國移民。劉萱已兩次獲得青少

年高爾夫世界大賽冠軍。她最近

參加了加拿大女子高爾夫球公開

賽（CP Women's Open）， 這

項賽事是世界頂級女子高爾夫球

聯盟（LPGA）巡迴賽之一，這

是劉萱第一次參加職業比賽，她

是有史以來年齡最小的選手。

劉萱 6 歲時開始學打高爾夫

球。一進班，她就展現出「高爾

夫球天賦」，後來她母親為她聘

請了專業教練 Rob Houlding。
她跟著教練在高爾夫球場練球，

每天練習 3 個小時，每週六天。

烈日下要打球，下冰雹時還要打

球。

艱苦的環境磨練了劉萱的

意志。教練 Rob 說，她非常堅

強，即使遇到困難也能控制自己

的情緒，很快調整自己。

溫哥華華人女孩 
爆紅世界體壇

【看中國訊】據美國布賴特

巴特新聞網（Breitbart）報導，

墨西哥政府日前對外宣布，他

們繳獲來自中國上海的 25 噸毒

品芬太尼。據信這批毒品與墨

西哥著名的錫納羅亞販毒集團

（Sinaloa Cartel）有關。

這批藥品是由墨西哥軍方和

海關從一艘丹麥船隻上聯合查獲

的，當時這批禁藥偽裝成氯化鈣

（Calcium Chloride）， 呈 粉 狀

包裝。

美國白宮藥物控制政策辦

公室（Office of National Drug 
Control Policy）的官方推特上

轉載了墨西哥的相關報導，並稱

這一事件表明中國仍在源源不斷

地把毒品輸入到美國的社區。

據布賴特巴特新聞網報導，

2019 年，在美國接近墨西哥邊

境的德克薩斯州和亞利桑那州等

地，警方抓獲的芬太尼走私案呈

上升趨勢，超過了 2018 年的統

計。

25噸上海芬太尼 
在墨西哥被繳獲

12歲華人女孩劉萱（Michelle 

Liu）（Getty Images）

【看 中 國 訊】這 是 個

有故事的「鞋王」。這家

1995 年開始生產男鞋，

1998 年至 2012 年期間獲

「首屆中國鞋王」、「中國

真皮鞋王」、「中國馳名

商標」等眾多獎項的老牌

鞋業巨頭，2013 年在香港

上市，當年營業額更是近

30 個億。而就是這個「鞋

王」，在上市至今的 6 年時

間，其一半時間都在停牌。

最新公告顯示，富貴鳥目前

債權總額 30.82 億元，債權

人 349 家。

富貴鳥最新的公告中

稱，公司申請重整遭法院駁

回，被宣告破產。

富貴鳥曾是全中國第 3
大品牌商務休閑鞋製造商及

第 6 大品牌鞋產品製造商，

巔峰時曾擁有超過 3000 家

店面，並在 2013 年於港交

所上市。

然而在 2015 年，富貴

鳥面臨電商衝擊未能及時挽

救，反而轉投資礦業、網貸

等，使公司陷入經營危機，

之後營收、獲利皆下滑，

2016 年 9 月正式停牌。

停牌近 3 年後，富貴

鳥等待復牌夢碎，26 日上

午 9 點起正式從港交所下

市，同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級

法院裁定，駁回富貴鳥重整

聲請，並終止富貴鳥重整程

序，正式宣告富貴鳥破產。 

「富貴鳥」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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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在 8 月 20 日曾到甘

肅省張掖市高臺縣的中共紅軍西

路軍紀念碑和陣亡烈士公墓，習

並向西路軍亡魂獻花籃。林保華

認為，沒有經過浴血奮戰奪取政

權的領導人在剛剛繼位或遇到困

難時，去朝拜所謂「革命聖地」

已經是慣例。但朝拜這個西路軍

被殲滅的地點，顯然不是要繼承

失敗傳統，而是別有用意。

西路軍事件其實是中共黨史

中的冤案。而習近平現在被迫搬

出西路軍，或是黨內鬥爭逼出來

的。西路軍事件發生在紅軍「長

征」末期到達陝北後。當年共產

黨領導人之一的張國燾所率領的

四方面軍兵強馬壯，毛澤東的中

央紅軍疲弱不堪，毛擔心被張併

吞，在「長征」路上兩人鬧起內

訌。到了陝北後，毛便藉中央軍

委負責人身份操控中央軍委，以

「打通國際路線」為名，在 1936
年 10 月派張國燾的精銳部隊組

織西路軍西進河西走廊，謀與新

疆親共的盛世才結合，直通蘇

俄。

張國燾帶領這支紅軍主力離

開陝北西進，由於河西走廊窮

困，難籌措糧草，西北回民騎兵

馬家軍彪悍，毛澤東又故意發出

使張的軍隊進退維谷的軍令，完

成了「借馬（家軍）殺人」之

計，結果 3 萬紅軍在高臺縣所

在地區被國民黨軍圍堵幾乎全軍

覆滅。張也在黨內失勢，改投於

國民黨。

高臺縣此地因而是一個中共

歷史上極具爭議的政治敏感地

點。多年來，習近平是第一位祭

拜西路軍的中共總書記。林保華

說，習近平此舉是要向外界表

示，他目前也處於類似張國燾的

地位，被黨內其他派系「借美殺

人」？

官方報導顯示，8 月 19 日

至 22 日，習近平在甘肅省委書

記、省長陪同下，先後來到酒

泉、嘉峪關、張掖、武威、蘭州

等地，深入文物保護單位、農

村、學校、草場林場、革命紀念

館、防洪工程、文化企業等。

林保華指出，除了西路軍這

一塊，習去的其它地點均無迫切

與特別意義。除此之外，中南海

當局的一個頗為奇怪的安排：就

是陪同習近平考察的中央官員是

中央辦公廳主任丁薛祥、副總理

劉鶴、全國政協副主席何立峰，

都是習近平的親信與浙閩舊部。

不要說莫高窟、西路軍與主持中

美貿易戰的劉鶴等隨員無關，即

使河西走廊扶貧也是其他副總理

的事情。

文章提問：為何不是其他相

關的副總理陪同？是習近平不要

他們，還是他們不要習近平？高

層分裂態勢是否到了「老死不相

往來」的地步？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

導】8 月 24 日，河南省副省長

徐光落馬，官方未說明原因。

《北京青年報》時政公號「團結湖

參考」8 月 26 日刊文分析徐光

落馬內情時，點到其落馬背後是

女富商楊瑞性賄賂案。

據悉，楊瑞是河南省周口

市淮陽縣臨蔡鎮人。 1982 年

出生，短暫地在鄭州市經營飯

館，後開設周口市美林大酒店。

2017 年楊瑞出現在河南周口市

第四屆人大代表名單中。

楊瑞讓當地李姓政協委員擔

任掮客，介紹周口市縣委書記、

市人大、市委、市政府等官員，

到楊瑞於周口市美林大酒店開設

的秘密會所享樂，並安排女服務

生陪侍，過程中錄下了不少色情

影片。

一位自稱楊瑞曾經的閨蜜披

露，周口市縣各局委的大小領

導幾乎全到美林大酒店 13 層會

所享樂。周口市縣教育局「義務

教育階段貧困營養餐」項目幾乎

全被她壟斷，她成了政府工程的

「地下招標辦」主任。

在商水縣委書記馬衛東的大

力扶持下，楊瑞準備在商水搞一

個天量投資的水鎮項目。但時任

縣長熊和平覺得事有蹊蹺，就把

意見反饋給了馬衛東。但熊和平

很快被周口市檢察院抓了起來，

並以受賄罪被判刑七年。

2018 年 1 月，楊瑞因涉嫌

詐騙罪被立案偵查。據《人民監

督網》消息稱，楊瑞被抓捕後，

警方從其保險櫃中搜出行賄日記

和大量性愛視頻。

報導稱，徐光曾在河南省周

口主政十幾年，因大規模「平墳

運動」而被稱「平墳書記」, 還
在 2017 年年初升任河南省副省

長。徐光於近日被宣布調查。

近年來與周口「沾親帶故」

的官員密集落馬，已經是徐光將

落馬的前兆。在楊瑞被強制之

後，紀委副書記彭如祥開始奮力

扑火。越努力越顯眼，本不清白

的彭如祥於是拱手把自己交了出

去。

火勢不斷延燒。很快商水縣

委書記馬衛東落馬了。周口市檢

察院的檢察長高德友去年 5 月

落馬。擔任過周口副市長、在省

交通廳副廳長任上的楊廷俊被調

查；曾經在周口下轄的項城市擔

任書記的黃真偉進去了……圍繞

女富商楊瑞身邊的官員群落，其

塌方地圖現在是越畫越大。

甘肅之行 習近平在暗示什麼

女富商案發引爆河南官場

看中國專欄作家鄭中原

資深政治評論家林保
華近日在海外媒體發文認
為，北戴河會議後，由於要
平復外界的各種猜測，習近
平的第一個亮相地點與隨
行官員一定要經過周密安
排。但這次8月19日亮相地
點敦煌莫高窟實屬「莫測高
深」。

看中國訊

中共高層只是表面「和諧」，實際內鬥暗湧不斷。（Getty Images）

脫髮患者的福音

MD, CCFP

Bobby Sreenivasan 醫生

加拿大西部第一位使用 ARTAS
機器人頭髮修復系統的醫生

403-245-8008
預約電話

助您實現           心願！雙眼皮
醫生Justin Yeung

（英、國、粵語）整形外科醫師

眼瞼手術專家，熟悉亞裔眼瞼構造

加拿大皇家內外科醫學院認證

曾在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UBC）、
卡城大學（University of Calgary）和
紐約整形修復重建外科學院（Institute 
o f  P last ic  and Reconst ruct ive 
Surgery）接受培訓。

激光生髮帽
laser Cap

最大生髮植髮術
Max Growth Hair Transplant

高濃度血小板血漿療法
Platelet Rich Plasma therapy(PRP)

生物同源性荷爾蒙替代療法
Bio-Identical 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

紋發技術
Artist Hair Transplant

美容注射物
Cosmetic Injectables

眼瞼整形
Cosmetic Double Eyelid Surgery

隆胸
Breast Augmentation

縮乳
Cosmetic Breast Reduction and Lifts

男性乳腺發育矯正
Cosmetic Gynecomastia

脂肪吸除及自體脂肪移植
Liposuction and Fat Grafting

面部頸部除皺整容手術
Face and Neck Lift

鼻子整形
Nose jobs

耳釘
Ear pinning

疤痕修整
Scar revision

除痣
Cosmetic removal of moles

服務範圍

Tel: 403-245-8008   Fax: 403 245-5212    santemedical.ca   info@santemedical.ca1451 14 Street SW Calgary  T3C 1C8

擁有超過      年經驗的15
頭髮專家團隊

美
容
系
列

生
髮
系
列

治療前

治療後

ARTAS機器人植髮實例效果
ARTAS Robotic Hair Transplant

茅臺謀私案
180人被查 

檢察長 
亦辭官販酒
【看中國訊】茅臺酒廠

（集團）原董事長袁仁國涉

嫌受賄案已被提起公訴，據

悉貴州已處理借酒謀私 180
人。

原茅臺董事長袁仁國

2018 年 5 月被停職，今年

5 月被開除黨籍、開除公

職，移交法辦，他被以受賄

罪名起訴。

據《中國紀檢監察報》

披露，袁仁國執掌茅臺期

間，把茅臺酒各項審批權牢

牢抓在手中，使其成為自家

的搖錢樹。除自己收錢外，

袁仁國還放任家人、親戚及

身邊人利用其職權和職務影

響，以酒謀私獲得巨額利

益。

當局調查發現，與袁仁

國有關的「關係店」信息高

達數百條。茅臺酒廠所在地

的仁懷市，參與茅臺酒經營

的 124 名幹部中，不少人

利用親戚、裙帶關係，通過

袁仁國或其妻獲取經營權。

據悉，由於茅臺的巨大

利潤空間，當地不少官員瀋

迷於「賣酒經商」，甚至辭

職「炒酒」。其中，仁懷市

檢察院原檢察長劉某某幫助

袁仁國親屬逃避處罰，獲

得茅臺酒經營權後，就辭

去檢察長職務，當起「酒販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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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業情況堪憂，經濟壓力更大。（Fotolia）

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

顯示，1 ～ 7 月分，全國規模以

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 3 兆

4977 億元（人民幣，下同），

同比下降 1.7%。規模以上工業

企業指的是年主營業務收入在

2000 萬元以上的企業。

分項來看，1 ～ 7 月分，

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國有控

股企業實現利潤總額 1 兆 837.4
億元，同比下降 8.1%；股份

制企業實現利潤總額 2 兆 5033
億元，增長 0.6%；外商及港

澳臺商投資企業實現利潤總額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導

8月27日，中國公布了
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情

況，環比利潤降幅驚人，

顯示工業堪憂經濟壓力更

大。匯豐最新報告指出，中

國未來數月面對貿易戰升

級帶來的衝擊需做出全面

反應。

8502.4 億 元， 下 降 6.9%； 私

營企業實現利潤總額 8849.1 億

元，增長 7.0%。外媒分析認

為，私營企業利潤同比增速回

升，可謂利潤數據中的一個亮

點，或許北京當局應對經濟下行

的措施對此有所提振。

過往數據顯示，1 ～ 5 月分，

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

總額 2 兆 3790.2 億元；1 ～ 6 月

分，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

利潤總額 2 兆 9840 億元；1 ～

7 月分，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

實現利潤總額 3 兆 4977 億元。

根據上述數據可知，6 月分

全部工業企業的利潤 6049.8 億

元，7 月分為 5137 億元，實際

上，7 月工業企業的利潤比 6 月

下降了 16%，降幅驚人。

私營企業 1 ～ 5 月分，規

模以上工業企業中，私營企業實

現利潤總額 6072.7 億元；1 ～

6 月分，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

私營企業實現利潤總額 7430.7
億元；1 ～ 7 月分，規模以上工

業企業中，私營企業實現利潤總

額 8849.1 億元。

根據上述數據可知，7 月分

規模以上私營工業企業的利潤比

6 月增加 60.4 億元。官方稱，

規模以上私營工業企業數量超過

22 萬家，那麼意味著這些企業

的平均利潤增加不到 3 萬元。

中國的私營企業的盈利能力

逐年萎縮，從 2018 年開始，更

呈現迅速下降的趨勢。

中國國家統計局月度數據庫

資料顯示，2011 至 2017 年，

規模以上民營工業企業的平均利

陸企遭貿易戰全面衝擊
潤規模始終維持在 1000 萬元左

右。 2017 年創造 2 兆 3753 億

元的利潤，對應 22 萬 2473 家

規模以上民企，年平均利潤為

1068 萬。到 2018 年，利潤降

至 1 兆 7137 億元，對應 22 萬

0628 家規模以上民企，平均利

潤迅速下降到 777 萬元，降幅

高達 27%。

8 月 27 日，中國國家統計

局工業司高級統計師朱虹解讀利

潤數據時稱，經濟下行壓力較

大，市場需求趨緩，工業品價格

下降，工業企業利潤的波動性和

不確定性依然存在，促進企業利

潤穩定增長仍需努力。

國際投行匯豐最新研究報告

指出，面對貿易戰無序升級帶來

的經濟下行壓力，北京政府需要

在未來數月做出全面反應，包括

更積極降息、降準。

匯豐首席中國經濟師屈宏斌

團隊撰寫的報告指出，中美貿易

緊張明顯升級，雙方均做出更多

的關稅威脅，而美國總統川普更

暗示可能運用國家緊急權力。除

了出口增長放緩，這可能會動搖

商業信心，尤其是雙方仍可以進

一步「報復」。 

【看中國訊】中國《土地管理

法》的修改工作高票得到通過，

在此之前，《土地管理法》已經

經過了 1988、1998 和 2004 年

三次修改，經過 15 年，直到現

在這才進行第四次修改。

此次土地管理法修改，首次

明確了征地補償的原則，保障被

征地農民長遠生計；完善土地徵

收程序，原來的批後公告改為了

批前公告。土地法修改的最重要

一點是，取消了農村集體建設用

地不能直接流轉的限制，重新規

定建設用地可以入市交易。

這點將影響深遠，之前是苦

於土地供給不足，所以才造成了

樓市房價極高，供需矛盾緊張，

現在讓集體建設用地納入到市場

的流轉體系中，未來很可能會先

從集體建設用地入市興建公租房

做起。目前全國已經有 18 個城

市，準備利用集體建設用地建設

租賃住房試點，有利於大大增加

租賃住房的供給，而供給增加，

肯定有利於平抑城市房租。在抑

制城市租金上漲的同時，也可以

提高擁有土地的農民收入，還可

以廣泛利用社會資金。

可以預見的是，土地法的修

改，對未來的租房市場肯定會有

重大影響，但是對住宅市場目

前還是影響比較間接，一個是

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數量佔比只

有 10% 左右，遠不如宅基地的

數量，所以開放的這個口子總體

仍然有限，如果宅基地可以流轉

了，那才是真正的全面開放了。

另外，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可

轉讓也是有限制的，只能用於

工業，商業用

途，也就是說

頂多蓋廠房，

辦公樓和租賃

住房，卻不能

直接蓋住宅。所以對於房價，

並不會造成直接的影響。

綜合來看，這次土地法的

修改，有非常重大的意義。政

府不再作為土地的唯一供給

方，這已經是在向市場機制在

靠攏，但是顯然我們也有顧

慮，比如這麼多年來的小產權

問題，依然沒有解決，反而愈

演愈烈，所以小產權轉正這個

口子還是不敢開，農村集體建

設用地頂多就是一個試驗點。

就目前這個政策來看，對於租

房市場的影響會更大，也給大

量年輕人在剛需買房之外，一

個全新的生活選擇。

【看中國訊】8 月 26 日在

岸人民幣兌美元的收盤價為

7.1528 元，人民幣兌美元即期

26 日收盤大跌超過 700 點，創

下 11 年來最低值。

人民幣 8 月跌幅約 4%。有

分析認為，人民幣下跌可能進

一步加劇北京與華盛頓的貿易

爭端。

法新社 8 月 26 日在報導中

指出，人民幣貶值是因為北京

允許這麼做。近幾週以來，北

京持續把匯率定在較低點，並

且顯然停止使用其外匯儲備來

支撐人民幣。

其實在美中貿易戰開打之

前，中國經濟已經明顯放緩，北

京決策者希望避免因加徵關稅影

響製造業而使經濟進一步惡化，

對付辦法之一就是人民幣貶值。

美國對中國巨額商品加徵關稅使

得中國商品在美國更加昂貴，人

民幣貶值使中國出口商品對外國

買家來說更便宜，更有吸引力。

長期以來，有美國批評人士指責

北京政府人為降低人民幣值以獲

取出口好處。早些時候在人民幣

對美元匯率降到 7.0 時，美國總

統川普批評北京政府把人民幣當

武器，美國政府還把中國列為

「貨幣操縱國」，這個指稱可能

引發更多的報復措施。

法新社的分析報導指出，如

果人民幣價值不斷下滑可能破壞

投資者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導致

資本外逃的拋售。由於中國可能

借著對其他新興市場國家施加壓

力貶值這些國家的貨幣來保持出

口競爭力，從而也給全球經濟會

帶來危機。

有分析認為，在美中針鋒相

對的貿易戰難解難分之際，讓人

民幣貶值對中國而言不會有任何

損失。獨立經濟研究公司凱投宏

觀（Capital Economics） 在 一

篇研究中說，把人民幣貶值以支

撐中國出口業的做法值得引來川

普的憤怒。

路透社 8 月 26 日則在報導

中提到瑞銀證券大中華區首席經

濟學家汪濤的最新報告。

當中指出，眼下不確定性加

劇，中美恐怕難達成貿易協議，

中共政府會繼續擴大開放，央行

會謹慎管理人民幣匯率預期。瑞

銀集團預期 2019 年底人民幣兌

美元為 7.2， 2020 年為 7.3。凱

投宏觀則預期 2019 年底人民幣

兌美元為 7.30，明年為 7.50。
（轉載自美國之音）

【看中國訊】據美國之音報

導，美國軍方希望能同澳大利亞

方面合作，打破中國在全球供應

稀土方面的主導態勢。稀土是一

種礦產資源，是手機和其他尖端

武器等產品的重要原料。

美國國防部主管採購方面的

助理部長洛德 （Ellen Lord）8
月 26 日對記者說，國防部最重

視的一個渠道就是同澳大利亞人

合作，建立一條稀土生產線，滿

足美國以及其他盟國的需求。

根據美國地質資源局的統計

數字，2017 年，美國從國際上

進口稀土的 80% 是從中國進口

的。中國稀土生產量占到了全世

界生產量的 81%。

稀土有甚麼作用？在美國軍

隊中噴氣式飛機發動機需要稀

土，衛星和導彈防禦體系也需要

稀土，另外，夜視儀器也需要稀

土。美國國防部官員洛德說，我

們關心稀土產業鏈是否脆弱，特

別是在一個對手控制著稀土的供

應鏈的時候。中國的國家發改委

官員曾揚言要把稀土等戰略物資

或礦產資源，當作同美國進行貿

易戰的工具。

路透社報導說，美國唯一一

座稀土礦的礦主正在大力招兵買

馬，因為該礦看起來要大幅提

高產量。這是中國在貿易戰不

斷升級的過程中提高稀土關稅

後，美國要加強稀土提煉能力

戰略的一部分。MP Materials
公司的高管們說，到明年，MP 
Materials 將成為自 2015 年以

來第一家提煉稀土的美國公司。

今年 6 月，北京對美國進

口加工稀土的關稅翻了一番，達

到 25%。並將從 9 月開始在此

關稅基礎上再增加 10%。

美將與澳合作開發稀土人民幣匯率明年底或貶至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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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7 號美國量販超市

Costco（好市多）在中國上海

第一家店開張的盛況空前。早上

8 點半開門、下午一點就因為搶

購人群太多、貨品被迅速買斷提

前關門了。Costco 一號店外的

停車場能容納 1300 輛汽車，是

Costco 最大的停車場，但剛開

始營業就被停滿，好多人是提前

一晚開車去停著，在車裡睡一晚

等商店開門。以至於開張以後，

上午段的停車場要等三小時才有

空位；店內結賬排隊要等兩小

時。並且店是在星期二開張，第

一批顧客多是不需要上班的大爺

大媽和家庭婦女；這要到週末是

啥樣還不知道，咱們拭目以待。

8 月 28 號 開 張 第 二 天，

Costco 已經採取了 2000 人的限

流。場內只能有 2000 人，結賬

出去一批，才能放一批，估計週

末也得這樣。這次搶購的盛況在

微信上被刷爆了，具體細節這裡

不介紹了，重點說下它背後折射

的意義。

Costco 的開業火爆說明了

起碼在上海這兒反美宣傳對人們

的影響有限，也許這類宣傳能帶

動些情緒，但生活是另一回事，

要買價格便宜又品質有保障的商

品，還是美帝的超市信得過呀！

本質上社會的心態還是利己主

義，上海的市民是如此，海外中

國人也如此。我就想到在南澳洲

大學的所謂「反港獨」集會上集

體喊 cnmb 的中國留學生、在多

倫多開豪車遊行的中國留學生，

這都是不用付出任何成本鬧的。

要你爸媽知道你是把法拉利開上

街愛國，肯定會阻止你。因為有

風險、有成本，加拿大皇家騎警

盯上你，查你的經濟來源有問

題，你想再留加拿大，為家族當

備胎、給家族洗錢就不容易了。

你只要給他增加一點點成本，你

看情況就不一樣了。相比之下香

港年輕人走上街頭卻要承擔極大

風險，誰的內心更強大、更有力

還不清楚嗎？

另外 Costco 開業火爆也是

中國中產階級的焦慮感的反映。

Costco 在北美價格屬於中等偏

下檔次、品質屬於中等。在北

美，因為人們對自己的消費力對

應的消費品質有穩定的信心，就

算我收入少買便宜貨，也不至於

吃到地溝油、買到毒奶粉。收

入高的人在多倫多就去 Metro、
Loblaws 這樣的高端零售超市，

一分錢一分貨。所以哪種檔次的

超市都不致於火爆到這種程度。

而中國消費者面臨著物價上漲，

購買力下降；這時來了一家美國

超市，價格中等但貨品質量過

硬，去這家超市消費相當於成了

財富保值的行為，你看它有金融

意義了。這才推動了空前的火

爆。

也有人提出，貿易戰緊張關

頭，Costco 還往中國擠，是不

是說川普揚言命令美國企業離開

是難以做到的？確實中美經濟

交融 30 幾年，哪能說脫鉤就脫

鉤，要脫也有個過程。川普說盯

上的美國企業主要是製造業，它

們到中國去既嚴重傷害美國的就

業、又把技術帶到中國。他要求

回流的主要是這類企業；至於零

售業和金融業去中國他還沒那麼

在乎。中美短期脫鉤是不可能

的，但是川普要能連任的話，通

過製造一系列小的危機事件，一

次逼一部分企業離開中國，假以

時日就會有很大的效果。

——節選自文昭談古論今

Youtube 節目

8 月 10 日凌晨，巫寧坤先生

平靜地仙逝於他的美國寓所。我

讀到了來自《經濟觀察報》書評的

「巫寧坤與李政道」這篇短文。

短文開篇介紹說，1951 年 7
月中旬，時年 31 歲的巫寧坤終

止了在芝加哥大學攻讀英美文學

博士學位的學業，取道舊金山返

回中國大陸。他與前往送行的芝

大校友李政道合影留念後，問政

道：「你為什麼不回去為新中國

工作？」年僅 25 歲的李政道笑了

笑，說：「我不願讓人洗腦子。」

那時，巫寧坤不明白腦子怎麼洗

法，並不覺得怎麼可怕，也就一

笑了之，登上克利夫蘭總統號郵

輪，回歸一別八年的故土。

短文所描述的上述史實，不

由得令我對當年的年輕小夥子李

政道心生嘆服之意。他雖然專攻

物理學，但他在政治上的成熟與

明白，實在是超乎許多年長者之

上的。與李政道相比，巫寧坤在

政治上的確顯得天真幼稚。回國

不到六個星期，巫寧坤就開始感

知李政道說的「洗腦子」前景就要

成為現實；並從 1954 年到 1979
年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時光中，

由於對洗腦子「偉業」的天然不合

作、不配合，而受盡了極權制度

施加的各種政治迫害。 1980 年 12
月，巫寧坤在成都「全國外國文學

會議」上，公開說出了許多人心中

想說而不敢說的話：「選取自由的

文學，謝絕奴役人的革命！」

讀了「巫寧坤與李政道」之

後，有一件事在我的心頭來回轉

悠，那就是：認定一個國家的先進

與落後，斷言一種制度的優良與

差勁，看來存在簡明易懂的客觀

判據。而且我覺得，下面兩條判

據是比較合適的：一是 1968 年前

李政道一語中的提到的判據，即

看一個國家中，一種制度下，民

眾是必須被洗腦，還是能夠免於

被洗腦。二是看一個國家中，一

種制度下，官員是必須依法公布

財產，還是能夠免於公布財產。

基於這兩條判據，人們不難明白

哪個制度是先進的，哪個制度是

落後的。

COSTCO上海火爆 大有名堂
◎文：文昭

◎文：江棋生

讀「巫寧坤與李政道」有感

8月27日Costco上海店開業，顧客正在互相推擠搶購烤雞，店員大聲

呵斥維持秩序。 Getty Images)

巫寧坤先生資料照片（網路圖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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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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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e-tron 是奧迪

首款純電動 SUV，在推出 e-tron 
55 quattro 車型之後，近日奧迪

再次追加入門級款車型 e-tron 50 
quattro SUV，雖然續航能力還

是 有 300 公 里 , 相 比 e-tron 55 
quattro 的 417 公里卻少了很多，

但預計價格會更為親民。

e-tron 50 quattro 維持前後

軸各一的雙馬達架構。為了達到

最佳運轉效率，前軸馬達僅會於

必要時提供動力輸出，而在大多

數用路環境下，仍以後軸馬達輸

出為主力。兩具馬達最大輸出功

率為 230kW，峰值扭矩 540Nm,
從靜止加速至時速 100 公里的成

績為 7 秒 ,極速 190公里 /小時。

e-tron 50 quattro 的電池組

包括了 324 個棱柱形電池，共 27
個模組 , 可以存儲高達 71 kWh
的電能。使用 120 kW 功率進

行快速充電，能使充電容量達到

80% 所需時間僅需 30 分鐘。

另外，該車也會在煞車及滑

行時將動能轉化為電能回充至電

池當中。

在外觀以及內飾方面，新增

車 型 與 e-tron 55 quattro 基 本

保持一致，封閉式六邊形進氣格

柵、矩陣式全 LED 大燈、貫穿

式尾燈、三屏內飾均沒有缺席。

預計新車尾標將會有所調整。

奧迪 e-tron 50 Quattro 將在

比利時布魯塞爾工廠建造，2019
年第四季度歐洲市場率先開始訂

購，2020年交付，並登陸加拿大。

e-tron 50 quattro

AU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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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cedes-Benz
Vans born to run.

Vince Pelkman Brian Colin 

花錢更少
載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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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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統 汽 車 品

牌越來越重視

出行服務，而不只

是售車給客戶。Monet

並不生產汽車，而是

瞄準城市出行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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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在自動駕駛技術的開發

中，日系品牌與歐美品牌始終存在一定

差距。近日，馬自達、鈴木、斯巴魯、

五十鈴和豐田子公司大發五家日本汽車

廠商將共同投資自動駕駛出行服務公司

Monet，各自占 2% 股份。

至此，Monet 這個自動駕駛聯盟參

與的日本車廠達到 8 間，銷售額占據日

本汽車市場的 8 成。日本大型汽車品牌

只有尼桑與三菱並未加入。

2018 年，軟銀與豐田成立 Monet 
Technologies 公司，旨在開發新一代出行

服務。Monet 並不生產汽車，而是瞄準城

市出行服務。今年 3 月，本田和日野汽車

分別宣布向 MONET Technologies 出資

逾 2 億日元，取得 Monet 約 10% 股權。

目前，軟銀持有 MONET Technologies 
35.2% 的股權，而豐田持有近 34.8%。

目前 MONET 積極尋找合作夥伴，

希望與 Uber、滴滴出行和 Lyft 等共享

乘車公司合作，顯示傳統汽車品牌越來越

重視出行服務，而不只是售車給客戶。

對此 Mazda 執行長表示，Mazda 希
望透過汽車與科技結合，創造一種新的價

值，能夠在安全且安心的情況下享有生活

樂趣。借著加入 Monet，其目標為解決都

會區域的移動難題。

Monet 的野心並不只是幫助日本車

廠順利跨越到自動駕駛時代，Monet 還

打算在東南亞發表簡易版自動駕駛叫車

服務。最快預計 2020 年，則會在日本

市場推出巴士與汽車的叫車服務。也就

是說，除了技術開發，Monet 本身還計

劃挑戰 Uber、Lyft 等叫車服務龍頭的。

據 信 Monet 服 務 核 心 將 主 要 依 賴 
Toyota 日後推出的無人車，其雛形在 2018 
年 CES 電子展的時候就已經出現過，是一

輛名為 e-Palette 的概念車。這輛概念車設

計的目的，除了自動駕駛共乘服務外，也能

提供貨物運輸的服務，是一款能符合多種

需求的未來車輛。

按照規劃，Monet 明年將在日本推出

按需服務公交車和出租車服務；2023 年，

還將基於豐田 e-Palette 多功能車推出電動

車服務平臺。

Monet明年將在日本推
出按需服務公交車和出
租車服務。圖為Toyota
的e-Palette 概念車。

Monet有何來頭？再獲5家日本車企共同投資，

加盟車企總銷售額占據日本汽車市場的 8 成。

很多人有了車，外觀清潔也

好，內部保養也好，往往會有意無

意忽視了車胎，好像是整台車最不

容易出錯的環節，只是一旦有了問

題會不知所措。

許多人開車可能不大清楚自己

的車應該加多大的胎壓。大部分的

箱式轎車，生產商通常建議 27 到

32 psi。但是具體到個人還是不易

掌握。這裡建議大家只記兩個胎

壓，則可以適用大部分的車輛。

中 小 型 車， 如 Corolla, Lancer, 
Mazda 3, 輪胎壓 35 psi， 大型車如 
Commodore, Falcon, Camry 把輪

胎壓加至 40psi。即使是大多數的

SUV，四輪車也用 40psi。可滿足

車輛配合輪胎的正常使用狀態，達

到舒適安全的效果。

輪胎氣壓不足和過高都會影響

輪胎的使用壽命和危及駕駛安全。

定期測試車子輪胎的氣壓非常重

要，是愛惜生命和享受駕駛樂趣的

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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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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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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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批鈾礦石的含鈾量相當

低，鈾礦石的一般含鈾量為

0.72%，而奧克洛鈾礦石的含鈾

量卻不足 0.3%，和我們現有的

核反應爐的廢料幾乎相同。

法國政府宣布了這一發

現，震驚了全世界，並吸引了

世界上各國的科學家們來到奧

克洛進行研究，並將研究成果

於 1975 年國際原子能委員會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的一個會議上公布。研

究的結果表示這是一個大型的、

天然的核子反應爐，由六個區域

約 500 噸鈾礦石構成，輸出功

率估計為 100 千瓦，此堆的形

成時間大約在 20 億年前。這個

反應爐保存完整，結構合理，運

轉時間長達五十萬年之久。

「天然」核子反應爐？

這個「天然的核子反應爐」

實際上是一個謎，因為科學家最

後發現這整座山就是原料。我們

知道，實際上核反應所需要的原

料是很少的，比如原子彈，一架

飛機就可以運走，炸彈裡面真正

核原料的部分是很少的。核子反

應爐也是一樣，原料成分很少。

它的構造就像一個井，原料放在

底下。現在的原子能發電站或者

核子反應爐，都是很龐大的系

統，裡面有計算器控制的系統，

還有冷卻系統。

那麼像這麼小的一點點燃

料，就需要這麼多的設備，這麼

多人去維持運轉。而奧克洛這麼

大的一座礦山，它運轉了五十萬

年，究竟是什麼樣的技術能夠使

它安全地運轉？這是一個非常難

以理解的問題。有些研究文章認

為，按照地形來看，當時的礦山

附近可能有水的痕跡。而水會吸

收中子，也就是說水會滲透到這

個礦裡面起到維持安全運作的作

用。但是我們仔細想想，這種可

能性是非常小的。因為原子彈不

用多少核原料就能使它爆炸，而

這個礦山裡只要一個小地方，水

滲進去不均勻的話，就會引發一

場大爆炸，整個礦山就不會存在

了。

學術上討論此題目似乎在

迴避什麼，而將之稱為：「天然

核子反應爐」或「自然核子反

應爐」；而對於「為什麼是天然

的？」「從什麼地方證明它是天

然的？」統統迴避。根據進化論

的說法二十億年前根本不可能有

人存在，現代科學家們或許誰都

不想去挑戰進化論，但又無法解

釋二十億年前怎麼會出現核反應

爐，於是用「天然」兩個字來應

付了事。

但「天然」一詞是經不起推

敲的，這麼精密的設計，功能比

今日的核子反應爐還好，還安

全，要說是天然產生的，實在不

太能說服人。

史前文明遺蹟

實際上，很多大膽的科學家

認為這是史前文明所留下的遺

蹟。也就是說，二十億年前，在

今天我們叫做奧克洛的地方，可

能存在著高度發達的文明，遠遠

超過今天人類的文明。

我們知道在現階段人類對於

原子技術的掌握也不過是這幾十

年的時間，這樣的一個發現說明

瞭在二十億年前很可能已存在著

一個具有超越現代科技的文明，

並且利用核反應的技術非常進

步。如果這個假設成立令人擔憂

的是，一個具有先進科技的人類

文明為什麼無法將這些科技留下

來，反而是無端的消失，只留下

一堆廢墟？我們應該如何來看待

這一個發現呢？

如果我們忽略了這些史前文

明的遺蹟，我們自然不會去深入

研究，就無從得知這些文明為何

無法延續下來，更不會知道她們

滅亡的原因。還有，我們現在科

學發展的路線是否正在重複著上

一個文明時期的路線呢？這條路

線是否正確？這些都是值得我們

深思的問題。

（節選自洞見文化出版《揭

開史前文明的面紗》，文章有刪

節）

◎ 文：鄭秀秀

在火星上，科學家們經常看

到高空雲。他們一直在努力了

解，即使有大量的塵埃飛揚，其

高度也難以形成雲層的火星上，

為何會有這種現象。

美國太空總署的火星大氣與

揮發物演化任務 (MAVEN) 觀
測的結果，加上科羅拉多大學博

爾德分校研究生維多利亞 · 哈特

威克領導的團隊分析，他們可能

已經破解了這個難題。雲層只圍

繞著某種粒子形成，通常是一粒

塵埃或鹽粒，又稱為凝結核。

由於地球厚重的大氣層和強

大的氣流，有可能在整個大氣層

中發現這些輕粒子，在不同高度

形成雲層。

研究人員表示，在地球上，

能夠藉由飛越雲層並捕捉到大氣

中的煙霧，因此發現雲的凝結核

非常容易，但在火星上做這件事

卻非常困難。 2017 年，航天器

在火星的高層大氣中觀測到電離

金屬粒子。研究人員將此視為進

入火星天空的流星被加熱並蒸發

成微小顆粒的證據。

地球每天有多達 100 噸的

流星落下，而火星只有不超過 3
噸，不到半噸被轉化為可能作為

雲的細顆粒。但也包含了數十億

個單獨的粒子，它們具有明顯的

累積效應。

相比地球雲層，火星雲層很

薄，而且往往幾乎看不見。但是

研究人員表示，這些凝結核仍然

可以影響中層大氣，那裡的溫度

在一天當中可以達到十度以上的

溫差，溫差是雲層的形成和消散

的原因。以前，太空船在這顆紅

色星球的中高層大氣中觀測到的

雲層，很難用電腦重現，但是隨

著模型中流星粒子的加入，匹配

度達到標準，而 MAVEN 的結

果更加證明了這一理論。

火星也有「雲層」

◎ 文：天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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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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有一家工廠於

1972年時從非洲加蓬共和
國一個叫奧克洛（Oklo）
的地方進口鈾礦石來使用，

他們驚訝地發現，這批進

口鈾礦石已被人利用過了。

這個核子反應爐 
是天然還是人工的？

核子反應爐的佈局結構非常精密，不似天然形成。

非洲加蓬共和國的鈾礦曾是二十億年前核子反應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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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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武石
大千世界奧妙無窮，所謂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宇

宙，今天就講一個石頭的故事。

◎ 文：軼飛

軼 飛

隨筆

明朝初年，吳興之地有一個叫

林靜的修道人。林靜，字子山，號

瑤臺玄史，他的書齋裡供奉的是玄

武大帝之像。林靜收藏著一塊奇特

的石頭，就叫玄武石。為甚麼要叫

玄武石呢？當然是與那位玄武大帝

有關。

洪武元年八月二十五日這天，

林靜去虎林遊玩，途中遇到一位道

人，這位道人相貌不凡，高束髮

髻，碧眼方瞳。道人向林靜施禮，

說道：「我與你是同鄉，你怎麼忘

了？」林靜聽了，覺得很奇怪，追

問道人姓甚名誰？仙居何處？道人

笑而不答。林靜追問再三，道人

說：「我乃李自然，客居鼇峰之上

的紫陽庵。」說罷，便飄然而去了。

其實這位道人是來點化林靜

的。道家修煉先看緣分，有修煉之

緣，就可能走入修煉，沒有那個

緣，就不會走入修煉，看起來是偶

然，其實都是緣分所定。所以過去

有很多這類道家師父找徒弟的故事

流傳下來。為甚麼要找徒弟呢？就

是要找到那些有根基、有道緣的

人，一旦遇到，就會去點化他。

所謂點化，就是不能說破，只

能提醒，讓他自己悟道，這也可以

考驗一個人的悟性。所以，道人自

稱與林靜是同鄉，當然不是指人間

的故鄉，而是天上的仙鄉，就是點

化林靜應該用心修煉，同返仙鄉。

（下文轉 C2）

林靜去虎林

遊玩，遇到

一位相貌不

凡的道人。

道人點化林

靜應該用心

修煉，方可

同返仙鄉。

插畫：WINNIE WANG；天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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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文接 C1)
可惜，林靜不悟，於是

道人再次點化他。這一次是

在洪武元年八月二十九日，

林靜夜裡做夢，夢中，那位道人又出現了。

他手持一龜一蛇，緩緩走上前來，對林靜說：

「你願意去一趟鼇峰嗎？我等你。」

夢嘛！你可以信，也可以不信，真真假

假，還是考驗人的悟性。林靜雖然第一次不

悟，不過到底是個有根基的人，第二次點化，

他終於悟到了些甚麼。第二天，正是九月朔

日，林靜動身往鼇峰去了。

到了鼇峰，林靜直奔紫陽庵，卻路過一

洞。一龜一蛇從洞中出來，之後就不見了。林

靜在龜、蛇消失之處挖地尋找，結果發現了一

顆又黑又圓的石頭，狀如野鴨蛋。林靜將石頭

洗淨，仔細觀察，竟發現有神人現身石中，仔

細再看，竟是玄武大帝按劍端坐於雲中，衣袂

飄飄，若淡金色，一龜一蛇在下方，另外還有

一隻玄龜昂首而行，一條蛇盤繞其上，所現之

象，毫末可見，清晰極了。林靜大喜道：「這

一定是我道緣成熟的徵兆啊！」

其實林靜決定上鼇峰時，就是心中起了道

念，因為心中有神，於是眼見真神，玄武大帝

的真形就在玄武石中顯

現出來，鼓勵他要道心

堅定。

林靜收了石頭，繼

續趕往紫陽庵，去尋找虎林所遇、夢中來見的

那位道人，結果卻甚麼也沒有找到。

無論是虎林道人，還是夢中道人，都是玄

武幻化，為的是點醒他的道心。一旦悟道，便

達到了目的，當然就不需要再遇到點化他的那

位「幻化道人」了。

林靜將這石頭帶回家，按照石頭中所示現

出的玄武之像，畫成兩幅畫，從此以後，林靜

就一直虔心供奉玄武之像。

林靜又請到當朝名士宋濂，為這塊石頭書

文作記，以示敬重。宋濂寫下了〈玄武石記〉

一篇，於是這塊石頭的故事得以流傳下來。

一塊石頭裡現出真神來，不奇怪，這就和

別有洞天、壺中大千一樣，石頭、山洞、酒

壺，這大千世界的萬事萬物，都是可以通靈

的。大道是無形的，萬物是有形的，大道可以

通過萬物來顯現，也可隱而不見。大道無偏，

萬物無差，不同的是人心，所以，有的人可以

見到石中世界、洞裡乾坤、壺中天地；有的人

只見石頭、山洞、酒壺。

交卷，然後直接送到自己手裡，

評閱之後，便勸說其他閱卷大臣

把張謇的卷子定為第一，並向

光緒帝介紹說：「張謇，江南名

士，且孝子也。」

於是張謇在 41 歲的時候，

終於得中一甲第一名狀元，授以

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職。

狀元賣字 實業救國
1895 年（光緒二十一年）

初，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奏派張

謇舉辦通海團練，以防禦日本海

軍隨時可能對長江下游的侵犯，

由於清政府在中日戰爭中落敗並

簽訂了《馬關條約》，通海團練

半途而廢。

就在這時候，張謇「實業救

國」的機會來了。

張謇雖貴為狀元，但是科舉

之路初期卻不順利。 1853 年他

出生於江蘇南通，1894 年中狀

元，時年已 41 歲。

張謇中狀元的同年中日海

戰，中國慘遭敗北，他義憤填

膺。但他想到日本「土地面積

少於我 20 倍，人口少於我 10
倍」，所以能勝我者，主要是國

富而兵強。因而奠定了他以「實

業救國」的決心。

清流賞識 高中狀元
1856 年（咸豐六年），張

謇 4 歲時，父開始教識《千字

文》。張謇 16 歲中秀才，之後

在 5 次鄉試中都未得中。

1876 年（光緒二年），張

謇應淮軍「慶字營」統領吳長慶

邀請，前往浦口入其慶軍幕任文

書，後隨慶軍移駐登州黃縣。

1882 年（光緒八年），朝

鮮發生「壬午兵變」，日本乘機

派遣軍艦進抵仁川，吳長慶奉命

督師平定叛亂，以阻止日本勢力

擴張。張謇隨慶軍從海上奔赴漢

城，為吳長慶起草〈條陳朝鮮事

宜疏〉，並撰寫〈壬午事略〉、

〈善後六策〉等政論文章，主張

強硬政策，受到「清流」南派首

領潘祖蔭、翁同龢等的賞識。翁

同龢從此有了提攜之意。

1884 年（光緒十年）張謇

隨吳長慶奉調回國，不久吳長慶

病故，張謇旋即離開慶軍回鄉讀

書。 1885 年，張謇終於在鄉試

中考中了第二名舉人。

1887 年（光緒十三年）張

謇隨孫雲錦赴開封府任，協助治

河救災，並擬訂〈疏塞大綱〉。

之後，又應聘主持贛榆選青書

院、崇明瀛州書院、江寧文正書

院、安慶經古書院等。

1894 年，慈禧六十壽辰特

設了恩科會試。張謇進京應試，

中了一等第十一名，翁同龢將他

改為第十名。 4 月殿試時，翁

同龢的提攜之心已經迫不及待，

幾次誤把他人卷子認作張謇而取

中會元。他命收卷官坐著等張謇

◎  文：徐榮  圖：公有領域

1896 年（光緒二十二年）

初，張之洞奏派張謇、陸潤庠、

丁立瀛分別在通州、蘇州、鎮江

設立商務局，張謇與陸潤庠於是

分別在南通和蘇州創辦了大生紗

廠與蘇綸紗廠。

張謇在創辦大生紗廠時，

取《周易．繫辭》「天地之大德

曰生」之意，把廠命名為「大

生」，既示其實業報國之心，又

懷儒商誠信之本，更有長久發展

之宏圖大志。

大生紗廠最初確定是商辦，

張謇試圖通過官招商辦、官商合

辦來集股籌款，但籌集資金十分

有限。張謇在籌資過程中四處碰

壁，甚至沒有旅費回通州，只得

在馬路賣字三天，賺取旅費。

大生紗廠 迎來光明
幾經周折，1898 年（光緒

二十四年），大生紗廠正式在通

州城西的唐家閘陶朱壩動工。

這一年，也是戊戌變法百

日維新那年，張謇的恩師翁同

龢被慈禧罷官，「開缺回籍」。

張謇聞訊作〈奉送松禪老人歸虞

山〉詩贈翁同龢，並前往火車站

泣淚送別。之後，張謇也藉故

請假南歸，繼續走他的「實業救

國」之路。

在大生紗廠的經營前途明朗

後，集資招股漸漸容易起來。

1901 年張謇再招 20 萬兩新股。

1904 年，張謇決定擴張，籌建

大生分廠。和大生一廠籌備時的

艱難相比，大生二廠從籌備到開

工僅歷時 29 個月，很輕鬆地就

收足了 80 萬兩股本，張謇的社

會威望也與日俱增。

1913 年以後，大生一廠、

二廠連年盈利，僅 1919 年兩

廠盈利就高達 380 多萬兩。

從 1914 年到 1921 年，大生兩

個廠的利潤有 1000 多萬兩。

1920 年、1921 年，上海報紙每

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因為

這是當時市場上最熱門的股票

之一。

濟世情懷 教育救國 
在實業救國的同時，張謇亦

力倡教育救國，他一生創辦了

370 多所學校。他個人在 1900
年至 1925 年所得之全部薪俸，

悉數用於教育、慈善和其他公益

事業上。到他去世前，僅大生一

廠為公益等事業的墊款就達 70
多萬兩。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

張謇與馬相伯創辦了復旦公學，

這是復旦大學的前身。同年，張

謇在通州建立了國內第一所民辦

博物館——南通博物苑。

1907 年，張謇創辦了農業

學校和女子師範學校，1912 年

創辦了醫學專門學校、紡織專門

學校、河海工程專門學校（河

海大學前身），並陸續興辦了一

批小學和中學。

1909 年，張謇創辦郵傳部

上海高等實業學堂船政科，因

地處吳淞，稱為「吳淞商船專科

學校」，為上海航務學院前身。

1953 年，上海航務學院、東北

航海學院、福建航海專科學校合

併成立大連海運學院，也就是今

天的大連海事大學。

1912 年，張謇創辦江蘇省

立水產學校，是上海海洋大學的

前身。

1917 年，在張謇的支持

下，同濟醫工學堂（同濟大學

的前身）在吳淞復校。

1921 年，上海商科大學在

上海成立。上海商科大學前身是

南京師範高等學校，後南京高等

師範學校擴展為國立東南大學。

此外，張謇還創辦了中國近

代的第一所師範學校——南通師

範學校（1952 年院系調整時一

部分系科遷入揚州成立揚州師範

學院）；中國第一家氣象臺——

軍山氣象臺；中國第一所特殊教

育學校——聾啞學校（現為南

通特殊教育中心）。

順應共和 實業終生
在辛亥革命之前，張謇一直

是帝黨成員，主張君主立憲。但

是辛亥革命之後，他開始順應共

和，剪掉辮子，日記換成公元紀

年，並且受孫中山先生的邀請擔

任實業總長。

但張謇並不完全接受革命，

只是希望以和平方式盡早結束動

盪，維護市場穩定。他當時的政

治選擇是：第一，和孫中山見

面，應孫中山之邀擔任民國內閣

實業總長；第二，選擇支持擁有

軍權的實力派人物袁世凱，〈清

帝遜位詔書〉就是張謇草擬的。

1913 年袁世凱成為正式總

統，任命張謇為農商總長。但後

來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會，張謇勸

阻袁世凱未果，後來憤然辭職。

1926 年 8 月 24 日，張謇病

逝，出殯之日，南通萬人空巷，

近乎全城民眾都來為他送行。

張 謇（音「 簡 」）

（1853∼1 9 26年），字季
直，號嗇庵，江蘇常熟人。他

是清末狀元，主張「實業救

國」，一生創辦了20多個企
業、370多所學校，也被稱為
「狀元實業家」。

清末狀元實業家張謇

玄武石

「狀元實業家」張謇

張謇創辦大生紗廠。

復旦公學由張謇創立，圖為仿古木製校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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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e Fei (1103 – 1142 AD), courtesy 
name Pengju ,  was  f rom Tangyin , 
Xiangzhou, which is part of present-day 
Henan Province. He was a general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1127 – 1279 
AD) as well a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generals in Chinese history for his 
defense against Jin (Jurchen) invaders.

Yue Fei, a national hero in Chinese 
history, was deeply respected by the 
Chinese people for his loyalty to the 
country. “Man Jiang Hong,” (“A River 
of Red”) a poetic masterpiece that he 
wrote with a heart filled with grief 
and indignation during this northern 
expedition, still enjoys deep respect and 

admiration today after almost a thousand 
years. Yue Fei’s troops were admiringly 
called the “Yue Army,” and that “It is 
easier to shake Mount Tai than to shake 
Yue Army.” This showed how highly the 
people respected Yue Fei and how deeply 
the enemy feared him.

A Brief  Account of  Yue Fei's Life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 Jingkang Era 
(1126 AD), Yue Fei joined the army to 
defend the country against an invasion 
by the Jurchens. He was recognized for 
his accomplishments again and again and 
was soon promoted by Marshal Zong Ze 
to the position of Tong Zhi (equivalent to 
an army commander today). In 1129 AD, 
Zong Ze passed away, and the Jurchen 
general, Wanyan Zongmi, attacked Song 
again. The Song army suffered a heavy 
defeat, and Emperor Gaozong (1107 
– 1187 AD) fled. At that time, Yue Fei 
was serving in the Jianghuai region 
and he led his army to fight against 
the Jurchen invaders in Guangde (part 
of Anhui Province today) and Yixing 
(part of Jiangsu Province today). He 
defeated the Jurchen army in the battle at 
Qingshuiting. His army won four more 
battles as they chased the Jurchen chief, 
Wuzhu, and realized the unfulfilled dream 
of a veteran general, Zhong Zhidao. Yue 

Fei was then promoted to become head of 
the Tongtai region.

I n  1133  A D,  t he  i l leg i t i m a t e 
Qi government of Liu Yu, who had 
the backing of the Jurchens, seized 
Xiangyang (in current Hubei Province) 
and the nearby shires. The next April, 
Yue Fei took a northern expedition and 
defeated Liu Yu, recovering the territory 
of six shi res.  He was promoted to 
Qingyuan Army Military Commissioner 
for his accomplishments.

In the summer of 1135 AD, the Song 
suspected that Yang Yao was colluding 
with the illegitimate Qi to overthrow 
the Southern Song. Yue Fei received 
orders and defeated Yang Yao's army, 
thus completely clearing out any internal 
trouble. In 1136 AD, Yue Fei launched a 
sudden attack on Liu Yu's army, using part 
of his troops to attack Caizhou in the east 
(Runan in Henan Province today) while 
his main force went from Xiangyang to 
attack Yiyang (Song County in Henan 
today). He recovered a large stretch of 
territory in Yuxi and Shannan. In 1137 
AD, Yue Fei took the opportunity when 
the Jurchens sacked Liu Yu and came up 
with the idea of restoring central China. 
He petitioned Emperor Gaozong several 
times to oppose a peace treaty with the 
Jurchens, but his petition was rejected by 
the Emperor and Prime Minister Qin Hui.

In 1140 AD, the Jurchen chief, 
Wanyan Zongmi, violated the treaty and 
pushed forward to attack the Southern 
Song. Yue Fei sent his men to make 
an alliance with the northern rebels to 
attack the Jurchen army from behind, 
while he led his main force northbound 
and defeated the main Jurchen forces in 
the battles in Yancheng and Yingchang. 
However, right when Yue Fei's army was 
about to cross the river to chase after the 
defeated enemy, Emperor Gaozong and 
Qin Hui ordered all of the Song troops 
to return. Yue Fei's army had no other 
support and was forced to retreat in the 
end. His strategy to recover Central China 
failed on the verge of success.

The  nex t  year,  when  Yue  Fe i 
returned to the capital Lin'an, he was 
removed from his military position. On 
December 29, 1141 AD, Yue Fei was 
executed by Gaozong and Qin Hui for 
"unfounded guilt." His son, Yue Yun, 
and General Zhang Xian were also 
killed. After Emperor Xiaozong took the 
throne, he redressed and exonerated Yue 
Fei. In 1178 AD, Yue Fei was bestowed 
a posthumous title, Wumu (Solemn 
and Valiant). In 1204 AD, Emperor 
Ningzong granted him the title "King of 
E" retroactively. In 1225 AD, Emperor 
Lizong changed the posthumous title to 
"Zhongwu" (Loyal and Valiant).

Loyal and Valiant Yue Fei  (Part1)

岳飛（公元 1103 年 -1141年），字鵬

舉，相州湯陰 (今屬河南省 ) 人。南宋軍事

家，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抗金名將。

岳飛作為中國歷史上的民族英雄，其

精忠報國的精神深受中國各族人民的敬

佩。在出師北伐、壯志未酬的悲憤心情下

寫的千古絕唱〈滿江紅〉，至今讀來仍令

人蕩氣迴腸、扼腕嘆息。岳飛率領的軍

隊被稱為「岳家軍」，人們流傳著「撼山

易，撼岳家軍難」的名句，表示對「岳家

軍」的最高讚譽。

生平簡述

靖康元年 ( 公元 1126 年 ) 岳飛投軍

抗金，因屢立戰功被宗澤提拔為統制（大

致相當於現在的軍長）。建炎三年 ( 公元

1129 年 )，宗澤亡故，金將完顏宗弼再

次南侵，宋軍大潰，高宗逃亡。岳飛時任

江淮宣撫使司右軍統制，率部轉戰廣德

( 今屬安徽省 )、宜興 ( 今屬江蘇省 ) 地
區，並於清水亭等諸戰打敗金兵，一舉收

復建康，又追擊兀術四戰四勝，實現了老

將种師道「（金兵）半渡而擊」的未竟遺

願，升任通泰鎮撫使。

紹興三年 ( 公元 1133 年 )，金扶植

的偽齊劉豫政權派軍攻占襄陽（今屬湖

北）等郡。次年四月，岳飛自江州（今

江西省九江市）揮師北上，打敗劉豫軍，

收復六郡，因功授清遠軍節度使。

紹興五年（公元 1135 年）夏，宋廷

疑楊么勾結偽齊圖謀南宋，岳飛受命擊破

楊么軍，徹底消除內患。紹興六年（公元

1136 年），任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舉兵

奇襲劉豫軍，以部分兵力東向蔡州（今河

南省汝南縣）誘其來攻，主力自襄陽出擊

伊陽（今河南省嵩縣），收復今豫西、陝

南大片失地。紹興七年（公元 1137 年），

岳飛乘金朝廢除劉豫之機，提出舉兵收復

中原的主張，後多次上書反對與金議和，

均遭高宗和宰相秦檜拒絕。

紹興十年（公元 1140 年），完顏宗弼

毀約南進。岳飛遣將聯絡北方義軍，襲擾

金軍後方，自率主力北上，在郾城、穎昌

諸戰中擊敗金軍主力。正當岳飛行將渡河

時，高宗、秦檜詔令各路宋軍回師。岳家

軍孤軍難支被迫撤退，恢復中原的計畫功

敗垂成。

次年（公元 1141 年），回臨安，被

解除兵權，改授樞密副使。十二月二十九

日，被高宗、秦檜以「莫須有」的罪名殺

害。其子岳雲和部將張憲也慘遭殺害。宋

孝宗繼位後為岳飛平反昭雪。淳熙五年

（公元 1178 年），謚武穆。宋寧宗嘉泰

四年（公元 1204 年）追封鄂王。宋理宗

寶慶元年 ( 公元 1225 年 )，改謚忠武。

（待續）

◎文：紫霞

精忠報國的岳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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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星斗

「一流先生觀星斗」這個概

念對於風水界來說，都是屬於比

較模糊的，各說其辭，每個人都

有自己的理解，特別是現代，風

水一脈逐漸開始消亡後，更是眾

說紛紜了。

風水又叫堪輿，堪在古時就

是觀察天，用功能和天神溝通，

或用功能知曉天上的事情。古人

習慣用星斗表示天上，表示天上

的神。觀星斗，即是觀察天體運

行的規律，順天意在地上做布

置。

中國古代天文學中「星官」

概念就類似於現代西方天文學

中「星座」的概念。古代人夜

觀天象，據紀錄可查的共找到

一千四百六十四顆恆星，根據這

些恆星互相之間的內在對應聯

繫，劃分為二百八十三星官。在

這基礎上再進行簡化，歸類為三

垣二十八宿。

由於地球在自轉時的地軸正

指向北極星，所以在地球上看，

漫天星斗都繞著北極星轉，東升

西落。所以古人就以北極星（中

國古代叫紫微星）為中心，將

其附近區域劃分為三垣，上垣為

太微垣，下垣為天市垣，而中垣

就為紫微垣，北極與北斗就屬於

中垣範圍。而後又將黃道附近的

東南西北四方星官，歸為四象，

東方青龍，西方白虎，南方朱

雀，北方玄武。四象中每象包括

七個星宿，所以一共二十八宿。

中國古人把太陽系中金木水

火土五大行星，加上太陽和太陰

( 月亮 )，共七星，稱為七曜 ( 天
王星、海王星、冥王星，人肉眼

觀測不到，所以不包含在內 )。
研究發現，太陰星（月亮）

圍繞地球公轉一圈 360 度，大

約二十八天，所以二十八天是太

陰的一周天。

而太陽系外的四象二十八

宿，如同表盤上的二十八個刻

度，月亮每晝夜會運行一個刻

度，也就是說月亮每晚會進入一

宿，所以過去也稱一晚為一宿。

另外鎮星 ( 土星 ) 圍繞太陽

公轉一圈，大概是二十八年，所

以它的一個周天是二十八年，每

年進入一宿。

而歲星 ( 木星 ) 圍繞太陽公

轉一圈是十二年，所以歲星一個

周天為十二年。

古人將十二年稱為一紀，對

應十二地支和十二生肖。古人因

此也將黃道劃分為十二格，將

二十八宿對應列入十二格中，稱

為十二星次，依次命名為星紀、

玄枵、娵訾、降婁、大梁、實

沉、鶉首、鶉火、鶉尾、壽星、

大火、析木。

因此歲星每年進入一星次，

十二年為一紀或一輪。然後根據

太陽進入十二星次的位置，又可

將一年劃為二十四節氣。

以上只是簡單列了些星球的

周天運轉。相對於風水先生使用

的羅盤，其實星象要複雜無數

倍，羅盤形式只是表象，關鍵是

表盤上每個位置，每個刻度以及

每次運動背後隱藏的巨大內涵，

這些內涵所代表的天機，以及那

些微妙難以窺測的變化所帶來的

影響。這即是觀星斗的內涵。

當然站在不同的層次和角

度，這些星辰所代表的內涵是不

同的。所以奇門遁甲和紫微斗數

所排的盤是不同的，因為它們所

站的角度和層次不同，所選的星

象也不同，星象所代表的意思也

不相同，但因其背後的機制是不

變的，如果推得準，那結果大體

是相同的。

所以觀星斗，大，能看到整

個社會的發展，能看到幾百數千

年後的變化；小，能看到個體生

命的情況，能看到人一生命運。

古人講，天、地、人，「三

才」合一，是一一對應的。不同

的天脈、天穴，連接對應不同的

星辰、星宿，對應不同的神靈、

神位，代表神意、天意；同時，

不同的天脈、天穴，對應不同的

龍脈、地穴，和不同的人脈、穴

位。

所以天象的運行，對應影響

著地上的運行，又對應影響著人

類的變化。這種橫向的縱向的有

形的無形的對應合一，就成為宇

宙整體協調運轉的一部分。

現在人類有一種說法叫「地

位」，形容這個人在社會中的位

置。而重要的人物，那些影響社

會的大人物們，就是這人脈上的

一個個不同的穴位。他們對應著

不同品級的地穴，同時與天也是

對應的，所以也對應著不同的天

穴，即不同的星位。所以過去古

人經常說，這個人是天上甚麼甚

麼星下世，是文曲星下世等等，

也有這層意思在裡面。

因為觀星象與觀測者所在地

域有關，站在西方與站在中華大

地上，所看到的星空，完全不一

樣，比如南極附近的星空，我們

中華地域的人是永遠也看不到

的，但南半球區域的人卻能看

到，所以那些星象與我們無關，

屬於不同的體系。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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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毅

天生的福相

此外，我們還可以從臉面看

出一個人的福氣究竟如何，這自

然也與那個人生生世世以及日常

所積存的福德有關了。咱們就來

說說，哪些人的臉面代表著天生

的福相？

眼睛清澈又黑白分明

大家都知道，眼睛乃是靈魂

之窗，因此，很多人都是採取從

眼睛來辨識一個人的好壞的。倘

若一個人是眼睛有神又清澈，眼

珠又是黑白分明的話，正是象徵

此人正直、堅毅又識大體，處理

事情井井有條，不急躁胡為等性

格特徵。正因為這些特徵都是天

生福相的特點，故這類人多半是

生來就罕少知曉何為愁苦。

印堂寬闊與眉毛清透

很多人都聽過眉尾的濃淡代

表著理智與否，可是你知道哪種

眉毛才算好嗎？

其實，古人看眉，是以「清

俗話說「相由心生」，因此，我們是可以從臉面看出

一個人的心腸是好或壞的。

在兵荒馬亂的時代，富人會

把數代積蓄深埋在土地下。若主

人及其後代無法活著回來，又經

年累月下改變了地貌，這巨大的

財富就成為無主之物。

北宋大臣張觀，字思正，年

少誠實好學，有鄉曲之譽。他的

性情至孝，做官清廉，初做秘書

郎時，其父張居業是州從事，於

是張觀上書皇帝，願將官職讓給

父親。宋真宗嘉勉他的孝心，給

了張居業京官的職位。

張居業曾路過洛陽，讚歎當

地的山川風物，說：「我能在這

裡養老就滿足了。」於是張觀為

父親在洛陽購置田宅、營造園林

亭榭，滿足他的心意。沈括的

《夢溪筆談》中記載張觀置宅的

奇事。

話說洛陽地底下埋有積年儲

藏的錢財寶物，但凡在當地購置

未被挖掘過的宅第，依照慣例要

繳「掘錢」，用於支付可能存在

地下的財物。

張觀以數千串的錢買下洛陽

中的大宅院，價錢已經談好了，

賣主卻又要更多的掘錢，喊價到

千餘串錢才同意售出；張觀勢在

必得，付錢買下，時人都認為他

太吃虧了，不值得。

誰想到在營建屋舍時，從

土中挖出一個石匣，並不很大，

上頭雕刻的花鳥異形精緻巧妙，

頂上還有二十多個篆字，書法古

怪，沒有人能讀懂。打開石匣，

裡面是數百兩黃金。把黃金賣

掉，所得到的金價恰巧是房子的

售價及其掘錢的全部費用，一分

不差。

觀看石匣上面的畫圖與文

字，都不是近古所有的，看來這

都是前世的定數。

張觀置宅
◎編輯整理：黃娟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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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最佳。何謂清透之眉？主要

有三點：一是要根根光潤；二是

要根根見肉；三是要疏密一致。

擁有清透眉毛的人，不僅擁有高

智慧，與人交往亦真誠。 這主

要是因為眉毛生得清透、秀麗、

彎長，同時印堂亦開闊的人，性

格屬樂觀開朗，心胸寬廣亦平

和，同時他還會是個多才多藝的

人，正因為這類人善解人意，故

很能取得朋友的信賴與尊重，人

緣也都很好，生活上也會過得較

順遂。

鼻頭有肉又鼻翼飽滿

鼻子在面相中主財運。這個

代表財帛宮的位置除了象徵財祿

運勢與財源的庫守之外，還代表

了意志力與企圖心。

因此，鼻頭有肉且鼻翼飽滿

之人，往往屬於堅定穩固的性

格，同時因為意志力夠強，故行

事能夠有始有終。這類人多半財

運旺盛，一生不須為錢財發愁，

是屬於天生的富貴相。

嘴巴夠大且稜角分明

古人有云：「病從口入，禍

從口出。」嘴巴是每一個人吃食

和言語的出納之門，是掌管人的

食祿的部位。一個人的禍福病

災，以及是非，通通由嘴而生。

從相學來說，從嘴巴能夠看出一

個人的度量、品德與福澤。

因此，當我們看見一個方正

寬大且稜角分明的嘴巴之際，能

夠瞭解到，此人多半具備內心純

良、忠厚老實、做事踏實等良好

特點。這類人多半會憑借自己的

能力才幹開創出一番好事業，亦

多遇貴人相助，故一生總能豐衣

足食，不致遭遇困頓，實屬深厚

福氣之貴相。

擁有清透眉

毛的人，不

僅擁有高智

慧，與人交

往亦真誠。

冥冥之中有定數

命理小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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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是一個因素

是的，你沒看錯：從幼兒園

開始。對於巴菲特的觀點，研究

人員指出，我們大腦在 3 歲時

就已經完成 80% 的發育。

劍橋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

3 到 4 歲的孩子已經能夠掌握

基本的金錢概念。通常，到了 7
歲，與未來財務行為相關的基本

概念已經形成。

巴菲特說：「大多數家長們

都知道在有關金錢方面以及如何

正確管理金錢方面教育孩子的重

要性。但是知道和採取行動是有

區別的。」

根 據「T.Rowe Price」 在

2018 年進行的一項調查中，調

查人員收集了 1014 位家長（孩

子為 8 至 14 歲）和一千多位年

輕成年人（18 至 24 歲）的答

覆，只有 4% 的家長表示，他們

在孩子 5 歲之前就開始和孩子

討論金融、錢財方面的話題。

而 30% 的父母是在孩子 15
歲或更大的時候才開始教育他們

有關金錢理財方面的知識，而

14% 的父母說他們從來沒有這

樣做過。

巴菲特 

給自己的孩子們上的課
2011 年，巴菲特幫助推

出了一部名為「秘密百萬富翁

俱 樂 部」（Secret Millionaire's 
Club）的兒童動畫系列，該系

列以他自己是一群學生的導師為

背景。

這部動畫片共有 26 集，每

集都講了一堂財務課，比如信用

卡是如何運作的，或者為甚麼去

關注你把錢放在哪裡很重要，等

等話題。

巴菲特對美國全國廣播公司

財經頻道表示：「我把《秘密百

萬富翁俱樂部》裡的課程教給了

我所有（三個）孩子。」「這些

都適用於商業和生活的簡單經驗

和教訓。」

以下是從這個節目中得到的

一些經驗，以及巴菲特關於如何

在金錢和理財方面教育孩子的一

些建議：

1. 如何成為一個靈活的思

考者

這堂課的目的是鼓勵你的孩

子不要僅僅因為第一次沒有成功

就放棄。當他們未來面臨財務方

面的挑戰時，創造性思維和跳出

框框的能力就會派上用場。

活動構思：

和你的孩子一起去藝術博物

館，討論每幅畫的不同風格。然

後，邀請他們畫一些屬於自己的

東西。讓他們動腦筋使用不同的

工具，除了畫筆之外，還可以使

用其它的工具（例如海綿、棉

籤、手指等）。

把你的垃圾變成寶藏，要求

你的孩子為家裡的舊東西找到新

的用途（例如，瓶蓋可以兼做

棋子，一個空的麥片盒可以變成

雜誌架）。這將有助於教會他們

如何批判性地思考、節省資金，

同時幫助保護環境。

2. 如何開始存錢

富蘭克林（Ben Franklin）
曾經說過：「省一分錢就是賺一

分錢」。為了幫助你的孩子學

會管理他們的金錢，最重要的，

就是讓他們明白想要和需要之間

的區別。

活動構思：

給你的每個孩子兩個錢罐：

一個用來存錢，一個用來放要花

的錢。每次他們收到錢的時候

（例如，作為禮物收到錢、零花

錢、遛狗得到的報酬等等），告

訴他們，他們該如何在存款和消

費之間進行分配。

讓你的孩子列一個清單，或

者用雜誌上的照片拼貼出他們想

買的 5 到 10 件東西。然後，和

他們一起檢查每件物品，並標記

它是想要的還是必要的（例如，

一個新玩具是想要的，而一個新

背包是必要的。）

3. 如何區分價格和價值

我們都曾為花很多的錢購買

一雙很酷的品牌鞋子，或者一個

小玩意之後感到內疚，因為我們

本可以以更低的價格買到類似的

東西。

這個課程背後的想法是想幫

助孩子們理解，廣告商讓我們購

買他們的服務或產品的不同方

式，以及如何分辨甚麼是值得付

費的，甚麼是不值得付費的。

活動構思：

列出你在超市需要的物品清

單，然後和你的孩子一起檢查傳

單、報紙和網站上可能打折的物

品清單。比較這些價格，看看哪

家商店提供了最好的特定產品的

價格。

和你的孩子一起拿起一本雜

誌，選擇一個廣告進行評估。問

問他們：廣告裡賣的是甚麼？這

則廣告想傳達甚麼信息？是甚麼

吸引了他們的注意力？這則廣告

讓他們感覺如何？如何說服他們

購買產品？

4. 如何做出正確的決定

做出明智決定的關鍵，在於

思考不同的選擇會如何影響未來

的結果。

活動構思：

巴菲特建議塑造良好的決策

能力，在你做決定的時候告訴你

的孩子你的決定，以及他們可能

產生的多米諾骨牌效應。例如：

「我們想買一台新電視機，但是

我們的空調壞了，我們需要省錢

來修理它。如果我們不這樣做，

當夏天來臨時，家裡就會太熱

了。一旦空調修好了，我們就可

以考慮買電視了。」

讓你的孩子養成省錢的好習

慣並知道如何省錢。也許他們想

買一張 DVD。問問他們是否真

的需要這部電影，或者他們是否

可以從圖書館租到這部電影。

永遠不會太早

向你的孩子灌輸健康的理財

習慣是你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

一，以確保孩子們能有一個成功

的未來。

2013 年，巴菲特在雅虎財

經（Yahoo Finance）的一次採

訪中對此表示：「任何時候都不

算太早」。 「無論是教給孩子

們一美元的價值、需求和慾望的

區別，還是儲蓄的價值——這些

都是孩子們在很小的時候就能夠

接觸到的概念，所以最好幫助他

們正確理解這些概念。」

譯文
漢代王充在街市上沈迷留戀

於讀書，眼睛注視的都是書袋和

書箱。

說話最怕旁若無人，毫無禁

忌；要留心隔著牆壁有人在貼耳

偷聽。

安排一日三餐的膳食，要適

合各位的口味，能讓大家吃飽。

飽的時候自然滿足於大魚大

肉，餓的時候應當滿足於粗菜淡

飯。

具膳餐飯 適口充腸

這幾句話講的是我們普通的

居家生活。具是動詞有準備、料

理的意思。餐在古漢語中也是動

詞，有吞食的意思，如餐風飲

露。膳、飯是同一類概念，是不

同的飲食種類，含義不一樣。膳

字帶個肉月旁，肉食為膳；五穀

煮的素食叫飯。

「具膳餐飯」說的是葷素飲

食的準備，要注意兩個原則。一

個是適口，一個是充腸。適口是

可口、咸淡適宜；充腸是能吃

飽。在飲食上能適口充腸就可以

了，不要浪費，不要奢侈。

飽飫烹宰 飢厭糟糠
「飽飫烹宰」是說，吃飽了

以後，再好的東西來了也不想吃

了。飫是因為吃飽了而厭倦，不

想再吃了叫飫。烹是水煮，宰是

宰殺。烹宰是肉食的準備。吃飽

了就再無需燉雞燒魚了。

「飢厭糟糠」是說，沒吃的

時候，有糟糠也就滿足了。厭是

滿足的意思，如《論語》中孔子

的話：「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何有於我哉？」糟是酒渣，古代

沒有提純技術，酒不過濾，這樣

的酒也稱為糟。現在南方也還盛

行吃醪糟酒，淮陽菜裡也還有糟

魚、糟雞等名菜。糠是穀子的外

殼，用作飼料。

糟糠就是指粗劣的食物，代

指艱苦的生活，以後專指共過患

難的妻子為糟糠之妻。這兩句話

連起來的意思，就是「餓了吃糠

甜如蜜，飽了吃蜜也不甜。」

千字文 62

耽讀玩市，寓目囊箱。
   dān  dú wán shì   yù mù náng xiāng

具膳餐飯，適口充腸。
    jù  shàn cān fàn  shì kǒu chōng cháng

易輶攸畏，屬耳垣牆。
    yì  yóu yōu wèi      zhǔ  ěr  yuán qiáng

飽飫烹宰，飢厭糟糠。
   bǎo yù  pēng zǎi      jī   yàn  zāo kāng

作者
王翰，唐代邊塞詩人。字子

羽，并州晉陽（今山西太原市）

人，著名詩人。王翰這樣一個有

才氣的詩人，其集不傳。其詩載

於《全唐詩》的，僅有 14 首。聞

一多先生《唐詩大系》定王翰生

卒年為公元 687 至 726 年，並

未提出確切的材料依據。

語譯
精美的酒杯之中斟滿甘醇的

葡萄美酒，勇士們正要開懷暢

飲，卻又被急促的琵琶聲催促著

要上戰場。如我醉倒在戰場上，

請君莫笑話我，從古至今外出征

戰又有幾人能回？

賞析
本篇寫得豁達豪放，結尾一

句更是透露出一份慷慨、樂觀的

豪情。寫的是筵席上的暢飲和勸

酒，耳聽著陣陣歡快、激越的琵

琶聲，將士們喝得有些微醺。為

國效力沙場，九死一生，早就將

生死置之度外了，這區區薄酒算

得了甚麼？醉臥沙場的豪情在此

刻盡顯無疑，寫出了唐朝邊塞詩

豪放、開朗、樂觀的特色。

◎文：溫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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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菲特教子經驗 如何教孩子理財

(Fotolia)

涼州詞二首．其一

王翰（唐代詩人）

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飲琵琶馬上催。

醉臥沙場君莫笑， 

古來征戰幾人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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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急急良玉救人 意切切農家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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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職業婦女，一下班就要

去接兩個小孩回家，但回到家真

的很累，加上孩子挑食，所以我

比較常買雖然貴，但均衡健康的

晚餐給他們。可是我老公常常跟

親朋好友說我不會煮飯，也常透

露希望他的老婆很賢慧，就算不

上班也可以在家煮飯，他們家人

甚至說出我老公應該要娶他之前

的女友這種話。

昨天我老公又提出來了，可

是我真的很火大，我平常上班已

經很累了，下班都六七點，還要

去安親班接小孩，帶他們吃飯、

看他們功課、唸故事、做家事等

等，如果還要煮飯，我哪有時

間？但他到底做了甚麼？為甚麼

有煮飯的女人才會被稱讚，我付

出那麼的多大家都只看我有沒有

煮飯，只用煮飯來評斷我，這公

平嗎？我先生薪水沒比我多，我

也沒講甚麼，這公平嗎？ 

你的來信恰巧反映出現代

職業婦女的辛酸：家庭、事業兼

顧，如蠟燭兩頭燒一般，如果遇

上另一半是較為傳統大男人主義

的傾向，該如何溝通讓自己不致

於燃燒殆盡，而家庭也能保有溫

馨的氛圍，這才是現代職業婦女

的重要考驗。

其實，萬變不離其宗，「溝

通」仍是上上策。在你面對委屈

和指責排山倒海而來時，你是理

直氣壯？還是隱忍委屈？你有試

著「溫和地」把先生或夫家未看

到的一面表達出來嗎？其實，表

達出來不是邀功，

而是讓他們有機會

了解，否則，每個

人都以自己看到的

一面批評別人做不

好的一面，那爭論

始終無法休止。

所以，切忌不

要說自己如何會

賺錢，又如何比丈夫賺得多，因

為，這樣你也是用別人傷害你的

方式傷害別人，終究無法將問題

善解。於此同時，你也可以試著

心平氣和地承認自己能力有限，

目前無法做到面面俱到，但是請

誠心地說你願意虛心學習，希望

在自己工作較為閒暇的空檔，向

婆婆請教幾道家常菜，不管學成

學不成，相信婆婆一定會樂於傾

囊相授的，因為你拿出虛心學習

的誠意和真心。

再者，當你被拿來和丈夫的

前女友做比較時，其實，他們也

是拿對方做得好的部分，對照你

尚未能作好的部分。你如果只看

到別人批評你的一面，當然就是

滿肚子委屈和生氣。

但是，所謂「前女友」可能

也有不足之處才會宣告出局，我

們不追究她哪裡不好，因為那又

落入無止盡的口水戰。如果我是

你，我會很慶幸，至少，我明確

知道我哪裡還有進步的空間，只

是要不要在上頭花心思而已。況

且以你的工作能力，可以看出你

的學習能力應該不差，只是時間

排不出來。

其 實， 遇 到

問題，最不好的方

式，就是兩極化的

態度：一是沉默，

表達抗議，結果除

了自己，誰也不知

道你在抗議甚麼；

二是理直氣壯，互

相揶揄，結果事情只有更嚴重、

傷口只會越來越大。其實，都是

沒能先緩緩自己的情緒，才用速

成的、殺傷力大的方式解決問

題。

遇到爭論，不要為當下誰

對誰錯爭一口氣。如果能換個角

度，為了家庭長久的和樂，為了

自己婚姻的美滿，只要有一方往

「善意理解」、「包容」的方向改

變，另一方也會隨之而改變，這

不是懦弱，恰恰是智慧圓融的體

現，你不妨試一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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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換個
角度，為了家庭長久的和
樂，為了自己婚姻的美
滿，只要有一方往「善意
理解」、「包容」的 方向
改變，另一方也會隨之而
改變，這不是懦弱，恰恰
是智慧圓融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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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六回

上

◎ 文：黃靚  畫：清・孫溫

黛玉後傳

不甘心作煮飯婆

這幾日政事繁忙，良玉有些疲倦，回

家路上，不覺在馬車中睡著了。忽然一

陣哭聲把他驚醒。他掀開窗簾，問冬子：

「誰在哭？把車停下，看看去。」冬子說：

「你都累成這樣了，快趕回家休息吧，別

管閒事了。」良玉說：「不要囉嗦，快停

車，下去看看。」冬子只好停下車，不一

會回來說：「人行道上，一個漢子暈倒在

地，全家圍著哭。」「快去救人！」說著

跳下車，向路邊人群奔去，人們一見來了

一位年輕的官員，都自動讓開。良玉奔到

漢子身邊，蹲下來，把手指放在鼻翼前試

試，連忙對冬子說：「快背他上馬車！」

眾人幫忙，把漢子扶到了馬車上。良玉回

頭對他家人說：「到前邊仁壽堂找我們。」

馬車向仁壽堂飛奔而去。

仁壽堂內，懷玉正給一個病人專心號

脈，旁邊坐著十幾個病人，排隊候診。

懷玉猛然看到冬子、良玉背著一人急急

奔來，對病人說：「對不起，稍等。」病

人說：「沒關係，救人要緊。」眾人把漢

子放在一個躺椅上。懷玉邊號脈，邊仔

細望著病人的臉。不一會，對小徒弟說：

「藥兒，快沖一碗紅糖水，釅釅的，熱熱

的。」懷玉對良玉說：「沒甚麼病，是餓

的，不過，如不及時搶救，馬上也要送

命。」藥兒用勺餵了幾口糖水，男子慢慢

睜開了眼，眾人都鬆了一口氣。男子一口

氣把糖水喝光。懷玉又說：「弄點粥來。」

藥兒端了一碗米粥來，漢子喝完，蒼白的

臉上漸漸有了血色。這時，男子的家人也

跌跌撞撞進了藥店。兩位老人六十餘歲，

一個媳婦三十多歲，還有一男一女兩個孩

子。全家人進店就齊刷刷地跪了下去，口

稱：「感謝救命恩人！」人們忙把他們扶

了起來，讓他們坐下。

老翁說：「我們是直隸州定縣李家村

人，家中有薄田幾十畝，兩頭牛，平日一

家祖孫三代，六口人勤儉度日，男耕女

織，衣食無憂。今年風調雨順，眼看小麥

豐收，家家歡歡喜喜準備開鐮收割，誰知

一夜之間，忽然成千上萬蝗蟲飛來，遮天

蔽日，所過之處，不但麥子，所有的莊稼

吃得一乾二淨。我們全家把存糧吃完，

不能在家等死，只好出來討飯。」老太太

說：「出來討飯的人太多了，好不容易要

點吃的，我這兒子又是個孝子，上有老，

下有小，他把吃的分給老人和孩子，自己

餓著，今日實在撐不住了，暈死過去。幸

虧遇到大人出手相救，萬一他有個好歹，

我們這老老小小的，怎麼活？」說著哭了

起來。懷玉忙對藥兒說：「到廚房看看，

有能吃的東西全部拿來。」不一會藥兒回

來了，說：「到處找，只有這一個剩饅頭

了。」說著遞給二、三歲的小男孩。孩子

看到饅頭，兩眼放光，口水直流。恨不得

一口吞進去。但想了想，又晃晃悠悠雙

手捧著饅頭，走到男子身邊，「爹爹，你

吃，寶寶不要爹爹餓死。」男子說：「爹

爹不餓，寶寶吃吧。」孩子說：「爹爹又

騙人。」男子說：「這次爹爹沒騙你，真

的吃飽了。」孩子又晃晃悠悠走到兩位老

人身邊：「爺爺、奶奶吃。」老太太說：

「寶兒吃吧，寶兒要長個子的。」孩子又

把饅頭捧到媽媽和姐姐身邊。周圍的人看

到此情此景，無不動容。這時只見姐姐，

一個五、六歲的小女孩，劈手把饅頭奪了

過來，眾人不由一驚，只見她小心翼翼地

把饅頭分成六塊，走到每人身邊，把一塊

饅頭放進每人嘴裡，最後，最小的一塊自

己吃了。眾人唏噓不已，一個普通的農

家，竟如此知禮。

良玉在冬子耳邊說了兩句話，冬子

說：「奶奶，把你的籃子借用一下。」一

溜煙跑出店外，不一會，只見冬兒提了滿

滿的一籃饅頭走了進來，說：「這是饅頭

鋪的王伯伯送的，聽到你們家的事，他很

感動。馬上撿了一籃子饅頭，一分錢也不

要，說是送給你們家的，略表他的心意。

這一包滷雞蛋，是我送的。」說著把籃子

和雞蛋送到奶奶身邊，全家人熱淚盈眶，

奶奶說：「今天遇到這麼多好人，真不

知怎麼報答？」這時男子站了起來，說：

「打擾眾人多時了，我們也該走了。大恩

不言謝，我們全家會永遠記住仁壽堂，永

遠記住這裡所有的好人。等到了豐收年，

我定會帶兩個孩子來看望大家。」全家剛

要轉身離去，懷玉說：「稍等。」只見藥

兒從櫃台裡拿出幾串錢，放到籃子里。懷

玉說：「前邊有個糖果店，買一包糖塊分

給眾人，每個人的口袋裡裝幾塊，實在

餓極了，快吃塊糖，也能救命。」一家人

灑淚而別，走到街上，一步三回頭，彷

彿要把「仁壽堂」幾個金字刻在腦子裡。

這時良玉小聲對懷玉說：「謝謝大哥！」

又抱拳向周圍的人致意：「抱歉，打擾大

家了。」然後和冬子走出仁壽堂，上了馬

車，直向家奔去。

讀者來信

曼麗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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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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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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中 國 訊】8 月 24
日福布斯官方網站發布

了 2019 年全球收入最高

女演員前十名的榜單，美

國女演員斯嘉麗．約翰遜

（Scarlett Johansson） 連

續第二年榮登榜首，以

5600 萬美元的稅前收入蟬

聯全球最賺錢女星。

根據福布斯榜單統

計的 2018 年 6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1 日期間的

稅前收入，斯嘉麗．約翰

遜以 5600 萬美元年收入

蟬聯榜首，其中，登頂全

球影史最賣座電影的《復

仇者聯盟 4：終局之戰》為

「寡姐」帶來大約 3500 萬

美元的收入。 2020 年即

將上映的《黑寡婦》獨立電

影的片酬收益也帶來不小

貢獻。比她在之前一年多

賺了 1,550 萬美元。

此外，《摩登家庭》女星索菲婭．

全
球
片
酬
最
高
女
影
星
是
她

維加拉（Sofia Vergara）以 4410 萬美元的收

入位居亞軍。聯手製作了熱劇《大小謊言》的

瑞茜．威瑟斯彭（Reese Witherspoon）與妮

可．基德曼（Nicole Kidman）分別以 3500
萬美元和 3400 萬美元獲得第三、四名。

第五名被《老友記》女星詹妮弗．安妮斯

頓（Jennifer Aniston）以 2800 萬美元摘得。

【看中國訊】大陸演員及歌手黃

磊說他失去這位摯友之後，決定永不

再唱歌。這個人就是臺灣著名音樂人

陳志遠。

陳志遠是臺灣最早的作曲和編曲

大家。姜育恆的《再回首》、費玉清

的《一剪梅》；王傑的《是否我真的一

無所有》、蔡琴的《恰似你的溫柔》；

林憶蓮的《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

張雨生《天天想你》、歐陽菲菲《感

恩的心》...……都出自這位陳志遠之

手。羅大佑的《閃亮的日子》和《明天

會更好》，蘇芮的《搭錯車》編曲也都

是陳志遠。 80 年代臺灣幾乎當紅歌

手的早期作品都出自他手。據說，他

編曲創作的歌曲高達 2216 首。

黃磊、陳志遠與 2002 年合作了

歌曲《年華似水》。那一年，陳志遠

52 歲，黃磊 31 歲。第一次見面，兩

人就彼此默契，一見如故，彼此欣

賞。黃磊把所有的音樂都交給陳志

遠。 2004 年，陳志遠罹患大腸癌，

黃磊經常去臺北看望他。 2011 年 3
月 8 日是黃磊和妻子的結婚紀念日，

黃磊放下一切隻身一人奔赴臺北看望

陳志遠。在生命最後的幾天裡，黃

磊在醫院陪了他五天。 2011 年 3 月

16 日，陳志遠病逝於臺北。

黃磊後來在多個電視節目中說，

摯友逝去，他不再唱歌。在 2017 年

4 月《嚮往的生活》中，黃磊說：「他

是我最好的朋友，叫陳志遠，以前我

所有唱片的作曲編曲都是他弄的。

高山流水覓知音，他死了我就不唱

了。」所有人聽完都片刻沉默。這麼

多年了，黃磊自始至終都在兌現他的

諾言。伯牙子期的故事，似在黃磊和

陳志遠身上得到了延續。

【看中國訊】早前中國廣電局宣布，於 8
月起禁播古裝劇和偶像劇，改播多達 86 套紅

色題材的劇集。最近又有新規則，下令禁止

拍攝一切與記者臥底有關的題材。

大陸影視公司「恆生影業」發布一則消

息，表示收到中國廣電局的最新通知，特意

提醒編劇要小心：「日前參與中國廣電局培

訓人士表示：現在不支持境外涉案題材，以

退伍軍人、僱傭兵、記者臥底等成分進入境

外採訪破案偵查等都不行。」這個帖文解釋

禁止以上題材被禁止的原因，一來

是因為國內的警察不能在境外辦

案，二來是會對中國形象造成不好

的影響，有中國威脅論、世界警察

的說法。

但外界紛紛評論，指廣電局禁

播的真正原因與《環球時報》記者

付國豪於香港機場被包圍有關。 8
月 13 日，在香港國際機場靜坐的

「反送中」示威者發現，疑似「中共

臥底」的的一人是大陸官媒《環球

時報》的記者付國豪，於是將其捆

綁和制服。後有消息指，付國豪的

身份證和北京住處位置是國安部軍

方宿舍，且毆打他的示威者並不是

普通港民，可能是懲教署的一個警

官，兩人身份皆相當可疑。

在廣電局嚴格管理下，除了禁

播古裝和偶像劇外，內地劇的範疇

變得愈來愈狹窄，有些條例令人啼

笑皆非，例如男女主角發生性關係

的對象不得超過 3 人、不能從事風

月場所相關的工作、不能圍繞家族

爭產、禁止靈異題材，而國民黨時

代的民國劇更必須要表現出人民處

於水深火熱中，而且不能有民族仇

恨內容等等。由此看來，未來適合

的劇集題材可以說所剩無幾。

年 
賺 
5 
6 
0 
0 
萬 
美 
元

黃磊：

摯友逝去我不再唱歌

更多題材被禁
包括臥底記者

2019年4月23日，喬韓森在好萊塢星光大道上留下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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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是一味良藥 
7 種吃法養生抗病

梨有生、熟食之別

梨生者性涼，善於清熱降

火；熟者性平，功在生津滋陰。

正如明代醫家李中梓在《本草

通玄》中所說：「生者清六腑之

熱，熟者滋五臟之陰。」所以凡

屬熱病，生者為佳；用於滋陰，

熟者為優。清代名醫王孟英也

強調：「新產及病後，須蒸熟食

之。」

梨的食用法，可生食、絞

汁、熬膏、煎湯，或加工成

梨乾、梨膏糖、蜜餞、糖水梨

等。梨除了果實的部分有上述

的功效外，梨花、梨葉也有特

殊的療效。梨花可去面黑粉滓；

梨葉可治小兒疝氣、霍亂吐利

不止、解菌毒等。

古今附方與驗方

民間單方 凡痰火咳嗽
用梨一個，削去頂尖，成一

蓋形，挖去核仁，納川貝粉一

錢，加冰糖少許，將梨蓋蓋上，

以隔水燉熟，連吃數個即癒。

食療

養生

傷風感冒之後 常貽痰
咳不癒

可用川貝二錢、桔梗二錢、

杏仁五錢、胖大海一錢，與梨同

煮，服之可止。

咽喉乾澀 聲音不揚
天氣亢燥，體質火旺液燥之

人，易生喉炎，咽喉乾澀，聲音

不揚，歌唱家與教師易患。

可用梨汁一杯，每日飲之，

對咽喉有清火潤燥之功，其甚者

可加木蝴蝶（一名千張紙）二

錢、胖大海五錢、冬瓜子三錢、

蟬衣三錢、冰糖少許，煮服飲

之，即能使發音恢復正常，喉頭

滋潤。

嗜食肥甘厚味

平日食煎炒、炙煿、醇酒厚

味太過，每令人內腑蘊熱，發生

瘡瘍、糖尿等，最宜常啖生梨數

枚，藉以解除熱毒。古稱梨者利

也，善解食毒，癰瘡發背，食梨

可以治療。胃熱液燥者，梨與麥

冬、石斛、天花粉等同煮食之，

可以生津滋燥。

解除北地煤火薰毒

在北平、天津的水果攤上，

每屆嚴冬，均有凍梨出售，其梨

經嚴寒天氣凍過，皮色黝黑，其

內梨肉已分解成為液汁，掏之可

以吸汁，當地人甚喜啖食，凍梨

最能解除北地煤火薰毒。

小童雜食太多 胃腸積熱
積熱則生痰，喉嚨不時有痰

聲，額部又常生小瘡癤，食梨或

飲梨汁，可清理胃腸熱滯，使大

小便流暢，痰熱自能消除。

食道咽喉部病患障礙

此病致水入即吐，難以咽

下。可用梨子磨汁，混合幾滴生

薑汁，頻頻逐少給病患飲用，自

可解除障礙。

梨的選購

選購梨的時候，首先看皮

色，皮色薄，沒有蟲蛀，質量比

較好。其次應選擇形狀飽滿，大

小適中，沒有畸形和損傷的梨。

圖片：FOTOLIA

第三看肉質，肉質細嫩，脆，果

核比較小的，往往口感都比較

好。

梨的存儲

梨只要擺在陰冷角落即可，

不宜長時間冷藏。不要和蘋果、

香蕉、木瓜、桃子等水果混放，

容易產生乙烯，加快氧化變質。

大量儲存梨時，可以先把選

好的無硬傷的雪花梨、鴨梨等洗

淨，再放入陶製容器或瓷壇內，

然後用涼水配製 1% 的淡鹽水溶

液，倒入盛梨的容器內，注意梨

和鹽水溶液都不要太滿，以便留

出梨自我呼吸的空間和餘地；最

後用薄膜將容器口密封，放在陰

涼處，這樣處理後的梨，就可以

保存一二個月。

注意飲食禁忌

梨屬性涼多汁水果，凡脾虛

便溏、慢性腸炎、胃寒病、風寒感

冒咳嗽者勿食；孕婦產後，以及女

子月經期間，尤其是有寒性痛經的

女性，勿食生梨為妥；糖尿病患者

也理當少食勿食為好。

梨性涼，專治痰黃黏稠難出

之咳嗽（即痰熱咳嗽），若為寒痰

咳嗽，痰多色清如泡沬狀，則不宜

食用，食之反而容易加重病情。

上述病症，調理之法，可飲

鮮梨汁，但要留意，如身體虛

弱，尤其是脾腎衰弱者，或病後

調理期中，將梨、梨汁燉熟食用

較安全。

梨，性涼，味甘、
微酸，歸肺、胃經。有
清熱、化痰、生津、潤
燥、解瘡毒、解酒毒等
功效。主治消渴口乾、
傷寒發熱、熱咳、中風
不語、噎嗝、反胃、便
秘、驚邪等病症。

◎  文：吳國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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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新鮮紐約客牛排 清真新鮮整雞 清真新鮮腹腿牛排

清真新鮮

瘦羊肉碎
清真新鮮

連背雞腿

清真新鮮

小背脊牛排

清真新鮮

小背脊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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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蔬 果

facebook.com/basha
internationalfoods.

七天營業  早 9:00 ～晚 9:30
2019 年 8 月 19 日～ 9 月 1 日

2717 Sunridge Way N.E
403.280.6797

清真肉類

國際食品超市

清真冷凍

肩胛牛排

清真新鮮

牛肚

清真新鮮

板腱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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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真肉類清真肉類
查詢每日特價，請訪問：www.bashafoods.ca/daily-deals/

新鮮生菜

新鮮意大利瓜

新鮮大茄子

新鮮辣椒

新鮮小黃瓜

新鮮
溫室蕃茄

新鮮
各種蘋果

新鮮桃子

作法

蓮藕刷洗後切薄片（約0.2公
分），泡清水備用。

準備一鍋水煮開（水量至少淹過食

材），放入藕片，煮2分鐘，撈起用

冷開水沖涼。

紅蘿蔔絲汆燙斷生。

調料拌勻，拌入藕片、紅蘿蔔絲，

冷藏1小時入味，風味更佳。上桌前

撒上少許辣椒擺盤，看來舒心愉悅。

美味秘訣

蓮藕富含鐵質，切口接觸空氣會氧化

變黑，泡水可防變黑。

蓮藕1段、紅蘿蔔絲50g、辣椒適量。

調料：梅醋3大匙、糖適量（可隨喜

好添加分量）。

食材


天氣轉涼，品嘗蓮藕的當令時節

即將到來。以中醫觀點來看，蓮

藕是食療養生的聖品，煮熟的蓮

藕，有健脾養胃的效果。

涼拌藕片

作法

備料：豬肉絲拌入醃料，醃20分鐘

入味。青、紅椒切絲，蒜頭切薄片。

肉絲先用滾水汆燙變色備用。

熱油鍋，放入蒜片，小火煸香。放

入青、紅椒，轉中火，翻炒2分鐘。

加調料，翻炒均勻，炒1分鐘。

最後加入肉絲，用中大火翻炒，至

少1分鐘，在起鍋之前灑上一些香油提

味即可。

新鮮豬里肌肉200g、蒜頭3瓣、青椒1
條、紅椒1條。

醃料：醬油、米酒、太白粉各1小匙。

調料：食鹽、醬油、糖各1小匙、香油

適量。

食材


充滿黑胡椒醬香的豆腐料理，鹹

香順口，開胃下飯，可能特別會

受到小孩子的喜愛。可變化豆腐

種類，嘗試不同口感。

黑胡椒豆腐

作法

備料：豆腐切丁，蒜切末備用。

熱油鍋，下豆腐，以中小火煎豆腐

至表面微黃，取出備用。

原鍋下蒜末，小火炒香。加黑胡椒

醬，小火炒出香氣，加醬油調味，加

熱水稀釋醬料。

倒回豆腐，煮滾轉小火燜煮10分
鐘，加一點鹽、糖提味，湯汁收稠，

即可以起鍋。豆腐先煎過，比較不易

碎；若要享用滑嫩口感，醬汁煮好直

接下豆腐即可。

豆腐1塊、蒜頭3瓣。

調料：醬油1大匙、黑胡椒醬3大匙、

鹽、糖適量。

食材


油脂豐富的魚腹肉用來醬燒，鹹

香美味，口感也會更有嚼勁。醬

料的風味可依喜好選擇，醬油或

味增都很適合。

醬燒魚排

作法

備料：旗魚切片再分切大塊狀。洋

蔥、青蔥、辣椒切絲，蒜頭、薑切片

備用。

事先調和調料備用。

熱油鍋，爆香蒜、薑，下魚肉，兩

面煎金黃，下青蔥、辣椒，加調料，

翻炒均勻，加1大匙熱開水。

魚肉均勻沾裹醬料，再煮1分鐘，

湯汁收稠即可起鍋。

旗魚腹肉500g、洋蔥1/4個、青蔥3
株、辣椒1支、蒜頭3瓣、薑一小塊。

調料：醬油3大匙、料理酒2大匙、糖

2小匙、黑醋1大匙、白胡椒粉1/4小
匙、香油適量。

食材

這是一道經典中國家常菜，家家

戶戶都會做。若時間充裕，不妨

刀工精細一些，食材粗細統一，

成品可能會更加可口。

 青椒肉絲

作法

備料：雞腳切除腳趾、剁成2段。枸

杞子、紅棗、黨蔘分別洗淨備用。

煮一鍋熱水汆燙雞腳、雞架子（水

淹過食材），沖洗乾淨，瀝乾備用。

湯鍋加水，放雞腳、雞架子，煮滾

撈除浮沫，加薑片，小火煮20分鐘。

取出雞架子不用。加入薑片、紅

棗、黨蔘、枸杞子，再以小火燉煮30
分鐘即可。

美味秘訣
雞腳趾切除可避免異味。

雞腳10隻、雞架子1付、生薑10片、

枸杞子1小把、紅棗3個、黨蔘3支。

食材


經過夏天的炎熱之後，人的體力

消耗不少，可適量補充提神補氣

的湯品。雞腳富含膠原蛋白，對

人體健康有幫助。

枸杞雞腳湯

假日廚房

酸爽
醋味

文︱邊吉

經過一週的忙碌，悠閒的假日在家開伙，餐桌有肉有

菜，為新的一週補充活力。

營養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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陜西油潑麵

北方盛產小麥，陝西人以麵為主食，

離鄉背井最思念的是家鄉的麵。獨特的

「陜西八大怪」，其中二怪就與麵食有

關：「麵條像褲帶」、「辣子是道菜」，陜

西名麵油潑麵恰恰結合此二怪。

「辣子是道菜」的辣子指的是辣椒

粉，將辣椒粉放在麵上，用熱油淋燙激發

辣香，就是油潑麵。陜西麵條種類很多，

最著名莫過於「像褲帶的麵」；傳統的陝

西人家喜歡自己擀麵，擀成寬寬的麵片，

像是箍在褲頭的腰帶。豪邁的寬麵片搭配

香辣的油潑辣子，相得益彰。

甘肅蘭州拉麵

一碗道地的蘭州拉麵，道盡麵食傳

統的豐富性。對蘭州人而言，蘭州拉麵

就是牛肉麵，傳統蘭州牛肉麵講究「一清

（湯）、二白（蘿蔔）、三綠（香菜、蒜苗）、

四紅（辣子）、五黃（麵條黃亮）」。 
蘭州拉麵號稱有 9 種寬細度，從豪邁

的「大寬」到細緻的「毛細」，9種尺度，

各有各的口感特色，據說如果不偏好哪一

種寬細，店家就會自動預設為「細麵」。

經由拉麵師傅的雙手拉伸，細麵的直徑約

0.2cm，麵香細緻，勁道適中，也是最受

歡迎的麵條種類。

四川擔擔麵

在麵館裡點「擔擔麵」，若店家端

上桌的是一大碗麵，姑且不論美味與

否，「一大碗」與傳統擔擔麵的風貌就有

差異了。因為麵食在四川飲食中屬於小

吃零嘴，分量不多，人們享受的是調味。

美味擔擔麵如何調配？根據川菜

大廚的觀點，擔擔麵的香味 40% 來自

辣椒，30% 來自芽菜，20% 來自花生

芝麻醬（花生和芝麻的比例 70% 和

30%），10% 來自花椒。芽菜的清香、

花生芝麻的香醇、辣椒和花椒的麻辣

香，造就齒頰留香的經典四川麵食。

麵麵
俱到

◎ 文：山平

中國各地有很多經典傳統麵食，用料簡單、普通，是人們心中的人

間美味。

中國特色麵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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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好運超市（Lucky Supermarket）
開業 38 週年。這 38 年中，Lucky 從

一家埃德蒙頓的亞洲食品店，逐步發展

壯大，現在已成為擁有 7 家大型超市的

企業集團，在埃德蒙頓、卡爾加里、溫

尼伯和卑詩省素裡四個城市經營，員工

700 多人。

為 了 酬 謝 廣 大 顧 客 多 年 來 對

Lucky 的支持和幫助，慶祝開業 38 週

年，Lucky 集團特舉辦大型購物抽獎

活動。

重磅獎品

此次好運超市 38 年店慶購物贏

大獎活動推出重磅獎品，比如一等

獎是 2 輛豐田卡羅拉轎車（Toyota 
Corolla），第一輛車抽獎時間為 2019
年 11 月 30 日；第二輛車抽獎時間為

2019 年 12 月 30 日。二等獎是亞熱帶

風情二人遊套票，價值 5000 元。抽獎

時間為 2019 年 10 月 30 日；三等獎是

價值高達 3000 元超市代金券（有效期

1 年），抽獎日為 2019 年 9 月 30 日。

另外還有幸運獎，價值 100 元禮

品卡，抽獎為 2019 年 8 月 23 日至 29
日，每天每個分店抽出一份幸運獎。

所有年滿 18 週歲的顧客，每次購

物都可獲得抽獎券（在收據的底端），

填寫姓名電話即可參加抽獎。屆時將收

集到的所有抽獎券集中到一起，進行隨

機抽獎。

成功來之不易

38 年前，從越南移民至加拿大的

Ba Nguyen 和他的妻子 Diep 以及家族

中的其他成員，將辛苦勞作所得加上貸

款，在埃德蒙頓開了第一家越南雜貨

店，面積僅 500 平呎。在之後的逐年

擴展中，Lucky 依然維持的是家族經

營的模式，Ba Nguyen 的六個孩子均

參與其中。現在的 Lucky 超市以覆蓋

亞省、卑詩省和曼省共 7 個店的規模

成為了大型亞洲食品超市。其貨品除了

越南食品外，還有眾多來自其它國家和

地區的產品，比如泰國、菲律賓、臺

灣、韓國、日本、中國等。另外美國、

墨西哥、印度、中東也是主要貨品來源

地。「至今我父親每天還在店裡查看，

保證店內運作的流暢。」Lucky 超市

埃德蒙頓北部店總經理 Hong 說。

被問及好運超市出的成功之道，

Hong 回答說：「亞洲顧客希望看到在

家鄉時就熟悉的品牌，如果他們看到這

些品牌，他們會願意購買。」「現在我

們有更多亞洲之外的少數民族裔的顧

客，讓顧客擁有海量的選擇是關鍵。」

另外，Hong 認為，因為好運超市

現在擁有 7 家店，所以能用更優惠的

價格進行大型採購，從而讓每家好運超

市的貨品都具有價格優勢。

超級豐富產品

在卡城好運超市有著 11 年工作經

驗的經理 Kiet Ly 觀察到大米和麵條是

好運超市最受歡迎的產品。「所有的亞

洲新鮮水果如紅毛丹、榴槤還有芒果，

都是我們顧客每天都在期待的。香蕉和

橘子因為超有競爭力的價格也成為了我

們店裡最暢銷的水果。」Kiet Ly 說。

除了新鮮果蔬外，Lucky 超市還供

應多種新鮮肉類，比如雞肉、牛肉、豬

肉、紐西蘭羊肉等，另外還有各種清真

肉類（Halal Meat）專櫃，可以滿足不

同族裔的需求。購買原箱的肉品，價格

更優惠，例如上週日（9月 25日）原箱

的新鮮雞小腿價格就低達 $0.88/ 磅。

在海鮮方面，魚類、蝦類、貝

類……令人目不暇接。有活的螃蟹、龍

蝦，有冰鮮小鯊魚、鱈魚及龍躉魚等，

還有冷凍的金鯧魚、秋刀魚、大眼魚、

鯪魚等。相信有許多品種顧客不一定都

能認識。

對熱衷於學習的主婦們來說，

Lucky 超市裡有各類調料品，中餐、

越南餐、日韓餐，東南亞餐等調料一應

俱全，是主婦們的好幫手。另外還有各

種新鮮烘培食品。可以說，Lucky 出

售的許多食材，在其他商店是幾乎看不

到的。

環境寬敞雅緻

卡城的好運超市有兩家，去年開

業的 Sunridge 分店店面積達 6 萬平方

英尺，非常寬敞。位於東南區的 Forest 
Lawn 店也在今年重新裝修，店面煥然

一新。兩家好運超市都擁有大量停車位。

在 Sunridge 分店還設有美食廣

場，顧客可以在這裡享用正宗越南粉、

越式麵包、燒臘食品、各類冰淇淋及特

色小吃，另外還有新鮮的臺灣珍珠奶茶

和健康的水果茶供應。美食廣場設有寬

敞就餐區，潔淨的吧臺座，購物之餘在

此用餐，省錢省時又省力。

一位來自大陸的新移民表示，她很

喜歡在 Lucky 超市購物，不但貨品豐

富，超市員工的服務也很熱情周到。在

這裡購物感覺特別好。

可以說，好運超市走過的 38 年，

凝結了經營者的汗水與巧思；超市內琳

瑯滿目的貨品和熙熙攘攘的人群，似是

移民們流淌的鄉思。在這個感恩與回饋

的季節裡，一起來歡慶吧！

購物贏大獎

Lucky 贊助的教會籌款活動（2019.8.25）美食廣場，座上客常滿。顧客在選購月餅。貨品豐富多樣。

超市 38週年店慶

◎文：唐楚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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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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AM - 7PM  有效期：2019年8月29日～9月4日

豬扒
Pork Chops

原價$2.99/lb
特價 $2.29 /lb

梅頭肉
Pork Shou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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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肚
Beef Tripe

原價$5.99/lb
特價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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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3.00 /10枚

       特價 $13.50 / 隻         

牛仔骨
   Beef Short Ribs

was 原價$7.99/lb
Now 特價 $5.99 /lb

原價 $2.19/lb
特價 $1.59 /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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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念公園電影之夜

在美麗的公園室外，坐在星空下，觀賞

一部免費電影。請帶上毯子或者草地椅。

時 間： 週 五，8 月 30 日， 晚 9 點

45 ～ 11 點 15
地點：Central Memorial Park
地址：1221, 2 Street SW
網址：www.beltlineyyc.ca

菲律賓嘉年華

第五屆菲律賓年度嘉年華，慶祝菲律賓

文化、習俗和傳統。本活動展示菲律賓—加

拿大社區的多元文化，旨在為卡爾加里的菲

律賓社區和整個亞省提供一個更令人振奮和

有趣的文化節。

時間：8 月 30 ～ 9 月 1 日中午 12 點～

下午 5 點半

地點：Olympic Plaza
地址：222, 8 Avenue SE

8月聚光燈集市
歡迎參觀我們奇特的供應商， 商品包括

首飾、工藝品、摺紙、護膚品、定制木工等

等。

欲了解更多信息或成為供應商請電郵至

spotlightmarkets@gmail.com
時間：週六，8 月 31 日 11 點～下午 4

點

地點：Monterey Park Hall
地址：2707 Catalina Blvd
電郵：spotlightmarkets@g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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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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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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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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