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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新居周邊擁有匹配您家庭的所有便利，
搬到Carrington South社區就理所當然了。

BY

鎮屋

$320s
起 價

BY

後車道
雙拼屋

$330s
起 價

BY

獨立屋
前進車庫

$460s
起 價

BY

獨立屋
前進車庫 —
池塘地段

$560s
起 價

選擇西北地區最佳地段，
公共設施聚集

公園、散步小徑、
池塘及遊玩空間

臨近購物、休閒娛樂
及更多設施

      一個全新的
西北社區，給那些想要
提升生活品質的家庭。

價格及條款若有變動，恕不另行通知。

週一 ∼ 週四

下午2點 ∼ 晚8點

週末

中午12點 ∼下午5 點

展 示 屋 開放 時 間

展示屋

現已開放

西北區最好的地方
就是

                                                              

就
在 西 北

區

                                                              

全 新

呈現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9月4日傍晚宣布，正式撤回逃犯條例的
修訂。但多位香港抗議人士表示，此決定來得太遲，無濟於解決

目前香港嚴峻的事態。外界分析北京政府突如其來的退讓，極可

能是習近平左右搖擺之後，直接指令林鄭所為。（下文轉A2）

記者林佳綜合報導

港府突轉向
正式撤回逃犯修例



Alber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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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接 A1）林鄭月娥在

電視講話中提出 4 項行動：特

區政府會正式撤回條例草案；全

力支持監警會的工作；從這個月

起，她將和所有司局長走入社

區，與市民對話；邀請社會領

袖、專家和學者就社會深層次問

題進行獨立研究及檢討。

但對港民的其他訴求如成立

「獨立調查委員會」、不檢控示

威者的訴求和雙普選等，林鄭月

娥均以各種理由表示拒絕。

消息一經傳出，香港股市 9
月 4 日下午 1 點左右突然飆漲，

恆生指數一度暴漲近 1000 點，

下午 3 時重新越過 2 萬 6 千點。

儘管這是幾個月來一直展

示強硬立場的港府首次做出妥

協，但這一妥協能否減緩香港

數以百萬示威者的抗爭情緒，

仍有待觀察。

太遲太少

香港輿論普遍認為，林鄭月

娥「撤回」的決定來得太晚，8
條生命已經逝去、1200 多名抗

議者被捕，許多人仍在警察局受

虐。

在特首發表講話後，泛民

主派議員立即舉行記者會，稱

政府使出花招，新措施「太遲

太少」。未獲邀與會的建制派

立法會議員、港區人大代表田

北辰表示，社會焦點已不在此

事，應該還要成立「獨立調查委

員會」。

田北辰表示，絕對不認同

「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工作與監

警會重疊的說法。他說，委員會

人選一定要有公信力，政治上無

特別傾向，而且警方及示威者兩

方面都要調查。大批抗議人士在

社交網站上發表評論，稱五大訴

求缺一不可，絕對不接受特首林

鄭月娥提出的新措施。

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在臺

北表示，抗議將繼續下去，直到

港府答應示威者的全部五項訴

求。他說：「北京現在要香港政

府撤回條文（修例），其實只是

一個小修小補而已，根本就是想

讓香港人在 10 月 1 日之前不會

再上街抗議。但是我們的抗議活

動還會持續下去。」

正式撤回修例被認為是五大

訴求中最容易解決的一個，成立

「獨立調查委員會」是目前香港

民眾高度關注的問題，事關警察

在對示威者執法過程中是否濫用

警權的調查。路透社 8 月 30 日

的報導說，林鄭月娥曾向北京建

議答應民眾的這兩項訴求，以便

平息當前的局勢。

幾大部門異常

截至發稿時間，中國外交

部、港澳辦都沒有就林鄭月娥撤

回修例草案發聲。中央社報導

稱，這兩個部門在 9 月 4 日下

午全程緊盯林鄭會見建制派人士

的動向，甚至直接向與會者打

聽。 4 日下午，外交部、港澳

辦被媒體追問撤回修例的反應，

迄今未有任何回應。

之前一天的 9 月 3 日，國

務院港澳辦的記者會上，發言

人表示香港「事態已經完全變

質」，並指少數「暴力分子」的

行為「帶有明顯的恐怖性」，一

國兩制框架下可出動駐港解放

軍。發言人直接否定了港民「真

普選」的要求，稱政改「必須符

合基本法和人大有關決定，提

名、普選、任命，三大環節一個

都不能少，……香港的普選只能

這麼搞。」

8 月 31 日人民網發文，稱

要「扑滅勇武組織等恐怖主義勢

力，嚴懲暴徒及幕後黑手。」9
月 1 日政法委刊文，恫嚇意味更

重：「離月圓之夜還有幾天，暴

徒們該自己掰著手指算一算。」

在林鄭宣布正式撤回逃犯條

例後，大陸官媒僅《新京報》與

《北京日報》有報導，其它中央

級媒體並未立即報導。

北京政府為何突然轉向？如

此重大的轉折，港澳辦、中聯辦

以及文宣系統為何沒有得到事前

的通氣？

習或施「拖」字訣

一些海外媒體和自媒體人認

為，突然撤回修例是習近平繞過

港澳辦和中聯辦，直接對港府下

達指令。香港資深時事評論員蕭

若元表示，此前習的政敵一直在

設陷阱，期望搞亂香港以迫使習

下臺。他意指江曾一派，曾慶紅

經營香港多年，政法委書記郭聲

琨是其心腹。現在的國務院港澳

辦、香港中聯辦、香港黑幫和警

隊以及公安國安特務勢力，亦受

兩人控制。現任中央港澳工作協

調小組組長韓正也是江派常委。

蕭若元說，8 月 31 日「很

多暴力鏡頭出來，叫國內全部

傳媒出來直播」，是北京為推出

《緊急法》做準備，「但是他（習

近平）最後一分鐘又叫停了。」

他認為這次美國真誠地幫助香

港，利用貿易戰升級向習近平政

府施加壓力，最終起了作用。

9 月 2 日路透社曝林鄭內部

講話錄音，透露林鄭曾請辭，答

應港民兩要求，並表示習近平不

會出兵鎮壓香港；9 月 3 日林鄭

開記者會，未否認錄音的真實

性。此錄音明顯與港澳辦的聲

調不同，錄音洩漏被視為是習

的授意。

蕭若元表示，習政府現在對

付香港示威者「是決定拖，拖下

去，拖到你散為止。」

美將迅速推動通過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9 月 4 日美國國會眾議院議

長南希．佩洛西發表聲明，歡迎

香港當局撤回這項「危險」的條

例，並呼籲「全面」滿足香港人

民的合法訴求。佩洛西表示，美

國國會將迅速推動通過《香港人

權與民主法案》，「民主黨人和

共和黨人繼續與香港人民團結

站在一起，要求讓他們（港民）

擁有一個充滿希望、自由和民主

的未來，這是他們的權利。」

香港連登網民亦準備發起新

一場集會，定於 9 月 8 日下午

在愛丁堡廣場舉行「香港人權及

民主法案集會」，並擬遊行往美

國領事館請願，促請美國國會通

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

總而言之，無論中南海如何

分裂變換、蠶食香港，消滅「兩

制」是紅色政權的終極方向。這

個方向與今日港人守城的決心，

及川普政府領軍的世界洪流背道

而馳。香港城的黎明或早或遲，

終將來臨。

豪�獨立三層屋 3493 呎 + 土庫�部完成 , 建於 2014 年 ,
� 180 度�敵�景 , �置升��可逹所��層 , 主層�
二���高 10 呎��舖實木�� , 客�� 14 呎高�
��壁爐 , 廚��高�不鏽鋼家��石�檯面 ,4 ��
4.5 浴廁 , ��學校�
����車站� $1,888,000

�市中心 Bridgeland
獨立�層屋 2559 呎,Walk-Out 土庫�部
完成,�大�皮（pie lot）,��天��
林�主層舖實木��,家庭��壁爐�4 �
�,2.5 浴 廁� � � Tom Baines 學 校,
Superstore,��
��車站� $819,900

�校� Edgemont

星期六 (9 月 7 日 ) 2 - 4:30 pm

星期日 (9 月 8 日 ) 2 - 4:30 pm

220 Edgeridge Place NW1

2008 Georgie Street SW4
212 Edgebrook Park NW3
200 Edgebrook Park NW2

401 Panora Way NW5

83 Hamptons Manor NW6

��獨立�層屋 3178 呎 + 土庫�部完成�主層�
�高 10 呎�鋪實木�� , 開放式設計 , 客��大
量�户�壁爐 , 廚��石�檯面�不�鋼家� ,2
��土庫�� 9 呎�� ,3+1 �� 4 浴廁 , �� 3
車� , 可步行至�
���場��車站� $1,599,000

西北 Rosedale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西北 Evanston
��豪�獨立�層屋 2631 呎,土庫�部完
成,��吧,主層��高 9 呎�開放式設計,
客��壁爐,廚��高� Jenn-Air 不�鋼
家�和石� 檯面� 4+1 ��,3.5 浴廁��
10 年�屋��� $709,900

獨立�層屋 2208 呎 + 土庫�部完成 , 可步行至
����車站�較�屋頂 , �牆��門 , 主層舖
較�實木�� , 家庭��壁爐 , 廚��大理石檯
面�不�鋼家� ,4+1 �� ,3.5 浴廁 , 土庫�較
��合�����學校�
����場��車站�

獨立�層屋 2224 呎,������步小徑,
由 Cardel Homes 建 成,� � 一 �,家 庭
���層高��,旋轉�梯,�大 3 �� +
主層書�,2.5 浴廁�

$639,900 $609,900

�校� Edgemont �校� Edgemont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獨 立 平 � 1314 呎 , � 大 65 呎 寛 � 皮 ,3
�� ,2 浴廁 , �� 45 街夾 17 大�輕鐡站 ,
學校 , ��� 2 ��車站���不�鋼家� ,
較��户 , �合�� , 䁔�爐 , �水爐 , �
頂���單車庫 ,
�勿錯� ! $549,900

西南 Glendale

新
上
市

9 月 7 日開放4

$85,000

詳�����詢

位於 Market Mall �⻝�場
生財工具齊�
生意�定
�合家庭經�

Frozen Yogurt 店出讓

獨立�式�層 1852 呎 + 土庫�部完成��
大�皮 , 較�屋頂 , 主層舖實木�� , 客�
�拱形天� , 家庭� �壁爐 , 廚��較�
�櫃�洗�� ,3 �� 2.5 浴廁 , ��學校�
����場� 3 �
�車�站�

獨立�層屋 2021 呎,於 2011 年由 Cardel 
Homes 建成�主層��高 9 呎,客��壁
爐,Bonus Room 設計,3 ��,2.5 浴廁�
��學校����
�場��車站� $449,900$459,900

西北 Sandstone西北 Panorama Hills
獨立平� 975 呎 + 土庫�部完成��門出
� , 可步行至學校� Nose Hill �� , 較�
屋頂 , 暖 爐��水 � ,3+2 �� ,2.5 浴廁 ,
�大�院���雙車� , ��學校����
�場�C-Train
��車站� $445,000

西北 Brentwood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9 月 7 日開放3

豪 � 獨 立 � 層 屋 2716 呎 , 由 � � 建 � �
Calbridge 於 2005 年建 成 , 客� � 家 庭 � �
��層高�� , 旋轉�梯 , 開放式設計 , 主層
� 高 9 呎 , 大 理 石 檯 面 , 不 � 鋼 家 � ,4+1 �
� ,3.5 浴廁 , �庫完成 ,
向西�院� $869,900

西北 Hamptons

9 月 7 日開放19 月 8 日開放6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獨立�層屋 2382 呎 +W/O 土庫�部完成 ,
�������景 , 主層��高 9 呎�鋪
實 木 � � , 客� � 家 庭 � � 2 層高� � ,
廚��較��櫃 ,4+2 �� 3.5 浴廁���
學校�����場�
�車站� $899,900

西北 Hampt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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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北 Panorama Hills

獨立�層屋 2305 呎 + 土庫�部完成 , ���
�� , 向南�院較�屋頂 , �水��中����
主層��高 9 呎�鋪實木�� , 家庭��壁
爐 , 廚��大理石檯面�不�鋼家��4+1 �
� 3.5 浴廁 , ���
���場��車站� $679,900

�校� Edgemont

9 月 7 日開放5

9 月 7 日開放2

美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美國之音）

看 港府突轉向 正式撤回逃犯修例

大批抗議人士在社交網站上發表評論，稱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不接受

特首林鄭月娥提出的新措施。（港民社群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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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邢亞男綜合報導】8
月 31 日，香港的反送中運動發

生了到目前為止最血腥的一幕。

當日晚間，港警及速龍小隊衝入

港鐵太子站內清場，在車廂無差

別毆打車上市民。多名目擊者憶

述，當時到處是哭喊聲、地上血

流滿地，近距離看著全副黑色武

裝的警察將市民往死裡打，是

「難以想像的恐懼和憤怒」。

網路多個視頻顯示，有無辜

市民當場被打到下跪求饒，港警

連老弱婦孺也不放過，一名未成

年男童被打到頭破血流。

更讓民眾憤怒的是，警方、

港鐵「落閘」不讓醫護人員進入

救治受傷市民。一名救護人員在

閘外哭求：「請放我進去救人，

救完人之後，你打我、射我都可

以，我寧願一命換一命，求你讓

我進去救人……」但警方對此無

動於衷。

香港市民認為，8． 31 警

察無差別毆打事件，比 7． 21
元朗站白衣人無差別打人更黑

暗、更恐怖。

香港警方當天在太子站共拘

捕 40 人。有港人爆料，當日被

封閉的太子站內，傳出有黑警在

站內打死人，太子站慘況就像

「屍殺列車」。

有醫護人員透露，8 月 31
日，有幾名示威者被警方暴打致

死，現已秘密送至停屍間。他表

示，希望該消息能夠得到官方證

實，但讓他忍無可忍的是，官方

不僅沒有證實此事，警方更發出

假聲明。

9 月 2 日，另有 Facebook
網友發消息稱，明愛醫院護士透

露，該院收治了 10 名太子站傷

員，但後來只剩 7 人，3 人不知

所蹤，該護士懷疑失蹤 3 人或

遭不測。

9 月 2 日、3 日連續 2 天，

香港多家醫院逾百名醫護人員靜

坐或靜站表示抗議。

9 月 2 日，香港警方公布，

8 月 30 日至 9 月 1 日，共逮捕

159 人，年齡介於 13 至 58 歲

之間。警方共發射 241 發催淚

彈，92 發橡膠彈、1 發布袋彈

及 10 發海綿彈，另外還有 2 發

為對空鳴槍。

8．31暗夜

8月31日，港警及速龍小隊衝入港鐵太子站內清場，在車廂無差別毆打

車上市民。（網絡圖片）

傳8月31日香港警察在地鐵太子站打死人，9月2日民眾自發先獻花祭奠。（Getty Images）

港人8月31日抗議活動中，一

名黑衣人士點燃汽油彈欲丟

擲，腰間的槍枝因動作太大而

暴露出來。還有很多丟汽油

彈黑衣人背有亮LED燈的背

包。遭網友和媒體懷疑警方

「自編自導自演」。（Getty 

Images）

9月3日香港中學生牽手築成人鏈，表態

支持五大訴求。其中有男女學生為免尷

尬，手握原子筆。（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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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31日《紐約時報》刊文 :
「香港人不會被中共嚇倒」，副

標題為「你們可以逮捕我們，但

更多抗議者將繼續出現」。該

文由香港雨傘運動領袖、民主派

政黨香港眾志的祕書長黃之鋒、

學聯前祕書長周永康聯合撰稿。

以下是該文的節選段落：

正在香港發生的群眾運動無

疑已經是「內亂」，但這個「內

亂」的說法是從共產黨的角度而

言的，對於抗議者們，他們只是

在保衛他們心愛的城市，這座自

由、平等和人類尊嚴的燈塔。在

過去的幾個月裡，年輕的學生、

中年的專業人士和老年人走到了

一起，勇敢反抗強大的中共。我

們的同胞面對著各種可能的危

險，勇敢地面對警棍、催淚瓦

斯、橡皮子彈，甚至被黑社會成

員砍傷等危險。在本星期六，他

們再次這樣做了。

……

1997 年，當英國將香港的

控制權移交給中共時，一些人

認為，這個當時還是殖民地的

地方——歐洲帝國時期的戰利

品——即將被解放。但是，把香

港交給一個極權帝國，只能意味

著它的再殖民化。如果中共在

1997 年是一個民主國家政權，

這次交接就不會引起爭議。但實

際上，它把數百萬香港居民變成

了自己城市裡的難民，不得不屈

從於北京的共產主義專制極權統

治。

中共政權在幾十年前餓死了

數千萬中國人、1989 年謀殺了

學生、從那以後不斷對異議人士

進行政治迫害，許多香港人是逃

離那個政權的人或者他們的後

代，他們逃離大陸恰恰是為了逃

離中共政權。如今，這個政權正

通過向大陸人民提供支離破碎的

信息和捏造的宣傳，或者說「假

新聞」，來煽動大陸民眾的民族

主義情緒。

……

香港大規模的抵抗運動造成

了中共政權統治合法性的危機，

也在呼籲世界其他國家支持我們

爭取人類尊嚴、平等和自由的運

動。走上街頭的抗議者是對抗中

共的前線人員，他們正在與這個

強大的共產主義法西斯政權抗

爭。

九月份，這場鬥爭只會帶走

更多人的生命。我們知道，中共

政權希望在 10 月 1 日舉行（篡

政）70 週年的盛大慶祝活動；

希望通過改寫人民的記憶，將歷

史放在利於自己的一邊。但是香

港人不會讓這一天不戰而來。

Youtube 節 目《MPweekly
明週》播出一位香港警嫂的採

訪，她說：「為什麼示威者每每

都要圍警署？因為在市民眼中，

處理警隊的問題已經跟撤回條例

一樣重要。」以下是該節目中受

訪香港警嫂的告白：

丈夫說「黑警」兩個字好似

不太好。我問：「之前開槍射到

女仔盲眼，那位是不是黑警？」

他說如果對方有心命中，那人

就是黑警。「在太古站近距離開

槍，那位又是不是黑警？」他說

是。我就問：「那你是黑警嗎？」

他說不是。我說：「你不是黑警

不就沒問題了嗎？」

他面對過市民，但是沒有用

過槍，他好多時候都不想提及工

作，回家後不想面對這些事情，

可能偏向支持示威者的新聞，他

們也選擇不看，覺得這些新聞是

偏頗。有一次我讓他看過一段

片，6 · 12 那天有一個女生被幾

個警察圍著打。他說，怎麼可以

這樣？一個女生，其實兩個防暴

警察已經可以捉著她，而且她已

經被制服在地，基本上真的不用

打。他說：「為什麼會這樣？我

真的沒想到。」

警隊本應是為治安而戰，不

是為對抗示威者而戰，警察實質

上並非一個真可以解決事情的人

物，到最後亦有機會被人清算。

就算有人支持成立獨立調查委

員會，其實只是想還警隊一個

清白。警隊是否考慮停下來？

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是「重中之

重」。

衝入立法會那一晚，其實我

也在現場，丈夫知道我會出去，

我已經同丈夫講過：「我一直都

有聽你的話，沒有走在最前，但

是如果到了一個我也接受不了

的情況，我們可能會在現場見

面。」

有人會說，為什麼警察在這

時就懂得拔槍，為什麼在 7 · 21
元朗的時候又不懂拔槍？每次講

到這一刻，就連我的丈夫內心都

知道，警隊已經輸清光。 7 · 21
那天我知道很多小朋友在元朗，

我本來打算自己開車接載。我以

為丈夫會阻止，但是他跟我說：

「我都去，你等我。」其實他是

一個好警察，但是他也跟我說

過，他很懦弱，他說自己真的不

夠膽在警隊裡發聲。所以，其實

我想讓所有人知道，香港真的有

好警察，請大家不要放棄他們。

香港一名抗議者使用彈弓。（GETTY  IMAGES）

它把居民變成自己城市的難民

或許有一天我們會在現場相遇

◎整理：苗青

◎整理：苗青

港民之聲

港民之聲

聯合新聞網近日刊文《香港

是顆金融原子彈，兩個按鈕握在

兩家手裡》，作者署名為範疇，

談及中南海如今陷入的困境。作

者認為，香港問題上，中南海在

短短八十天中就把自己推進了某

種「囚徒困境」；進和退都沒有

出路。以下是文章節選：

進還是退，或許只在幾個月

內，而且任何一天，答案都可能

浮出。

先談「進」，就是對香港市

民來硬的。中共政權穩定死穴在

經濟，經濟死穴在金融，金融死

穴在香港。勒死香港法治環境和

金融動能，就是勒死自己。中共

宣傳誤使人民相信，上海和深圳

可以取代香港「金融葉克膜」角

色，事實上香港角色是任何其他

城市無法替代的，因為那是基於

法治和自由下才有的。對香港來

硬的，就等於中國提前進入法西

斯狀態，這是自找滅亡。

再談「退」，就是中南海接

受美國開出的全面貿易及經濟

規範條件，以換取美國出面背

書「中英聯合聲明」原始內涵，

以恢復世界及港民對香港法治信

心。

港府前幾天還試圖用一些懷

柔金錢政策來挽回，港民心理閥

值已過，不會再信港府、中聯辦

甚至北京的單方保證；恐怕只有

來自美國壓力及背書，才能起作

用。但若接受美國的一五○餘頁

貿易協定及執行條款，其一黨專

政地位就會開始鬆動，這等於是

等待死亡。

香港是顆金融原子彈，有兩

個按鈕，分別握在中南海和白宮

手中。事態有點像一九六二年蘇

聯和美國之間的古巴飛彈危機，

世人原以為這種「囚徒困境」會

發生在南海或台海，沒想到先發

生在香港。未來幾個月，將成為

塑形世界經濟格局、政治格局的

幾個月。

中南海進退兩難
◎整理：苗青警察闖入地鐵車廂打人，

還很少聽說過。哪怕在俄羅斯這

樣的國家，發生反政府示威時警

察也經常逮捕和驅散示威者，但

是衝進地鐵站、甚至衝進地鐵車

廂裡暴毆乘客我也都沒有見過報

導。這一幕極其罕見的血腥恐

怖、狂暴無理智的場景，被一些

網友認為堪比韓國電影《開往釜

山的火車》，中文翻譯又作《屍

速列車》（殭屍的屍）：劇情是殭

屍病毒在韓國爆發，在首爾開往

釜山的火車上，這個密閉狹小的

空間裡，生者逃脫無路、周圍密

佈殭屍，殭屍病毒感染者所爆發

出的攻擊性尤其恐怖、也尤其令

人緊張。而星期六在港鐵太子站

車廂內所上演的狂暴的一幕，就

堪稱是《屍速列車》香港 831版。

頭一天上演了現實版的《屍

速列車》，第二天就上演了敦刻

爾克大營救。大約從 9 月 1 號

下午一點半開始，抗議者開始

在香港機場外聚集，當天大約

有 1/4 的進出航班受到延誤。為

了阻止更多抗議者趕往機場，港

鐵公司下午暫停了機場快線的車

次，同時也給旅客帶來了巨大麻

煩。到了晚上由於港鐵停運，大

批示威者不得不步行幾十公里回

家，這時出現了極震撼的一幕，

幾千輛私家車自發開往機場接抗

議者回家，在機場出九龍方向的

路上出現了長達 10 餘公里的車

流長龍，這一幕被稱之香港版的

「敦刻爾克大撤退」。

1940 年 5 月底英國遠征軍

和法國陸軍被德軍包圍在敦刻爾

克海港，有近 40 萬人，從 5 月

26 日至 6 月 4 日一個星期稍多

的時間裏，英國全國動員，老百

姓開著私人遊艇、小漁船來敦刻

爾克救人，終於成功把被圍部隊

的 80% 多救回了英國，這是歷

史上非常著名的全民自發營救行

動的典範，沒有報酬、沒有強迫

徵用交通工具、組織工作也極其

緊迫和粗疏，人人憑著責任感、

想怎麼做就怎麼做、能怎麼做

就怎麼做，創造了「敦刻爾克奇

蹟」。而這一幕在 9 月 1 日的

香港又上演了。

《敦克爾刻》9 月 1 號版，

香港市民中仍然有強大的共同體

意識。關停港鐵的機場線，就是

為了給抗議者增加難度、增加成

本。大批私家車的自發接人，說

明市民的自組織能力，能夠對抗

政府的企圖。「敦刻爾克」奇蹟是

英國人內心凝聚起來不可瓦解、不

可摧毀的象徵，是英國人終將贏得

戰爭的前兆。俗話說：二人同心其

利斷金，何況多人乎？

如果說街頭的激進青年是游

擊隊，那去機場接他們的私家車

主就是接濟游擊隊、為游擊隊提

供便利的老鄉、村民。他們未必

人人都贊同游擊隊的戰鬥方式，

但他們更不願意看到游擊被被消

滅，9 月 1 號香港機場版的《敦

刻爾克》，表示香港進入了一種

人民戰爭的模式。

——節選自《文昭談古論

今》Youtube 節目

《敦刻爾克》香港9.1版
◎文：文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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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區幾乎是城市的一個地

標，周邊住房往往炙手可熱，

卡城也同樣如此。目前大學區

(University District) 正在建設

的鎮屋項目 Ivy，是尋找投資房

或自住的人們可以考慮之處。

鎮 屋 Ivy 由 卡 城 最 知 名

的 建 築 和 發 展 商 Brookfield 
Residential 打造，共有 127 個

單元。每套住宅的面積從 1,200
平呎起，價格從 49 萬加元（含

稅）起，已經有 2/3 的鎮屋售

出。「Ivy 的鎮屋特別適合那些

先出租後自住的人們，我是說，

可以先買下來，出租獲得租金

收入，年紀大了或退休後可以

自己住到這裡來。」Brookfield 
Residential 的市場經理卡斯泰

利諾（Justin Castelino）說。

仔細考量，確實鎮屋 Ivy 身

兼出租和自住的兩種優勢。

大學區（University District），
顧名思義，緊鄰卡爾加里大學。

大學 區（University District）
獲得亞省建築和土地開發聯合會

（BILD）頒發的 2018 年度社區

的稱號，還是加拿大第三個獲認

證的綠色社區（LEED-ND），
也就是說在能源、水資源、回收

和步行區域等各方面擁有最高等

級的綠色認證。

大學區佔地 200 英畝。住宅

包括獨立屋、鎮屋和公寓等各個

類型的新屋。這個社區身處繁華

熱鬧的大環境，但又因大學的存

在而獨自靜謐優雅，芳草綿延，

綠樹成蔭。

除了東 段有卡城 體 育場

McMahon Stadium，西段鄰近

成熟的商業中心 Market Mall
外，大學區社區自身還擁有跨

越 9 個街區 30 萬平呎的商業零

售區，以及 150 萬平呎的寫字

樓區。 3 萬 8 千平呎的大型菜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總

部在卡城，是北美領先的新住宅

建築商和土地開發商，也毫無疑

問是卡城最大的建築商和開發

商，已有 60 年歷史，其宗旨是：

創造最好的家園。

「我們在卡城多個地段打造

了一系列知名的社區，比如北

部 的 Livingstone 和 Symons 
Gate， 南 部 的 Cranstone 和

Auburn Bay。我們不僅打造高

品質的住宅，並且為住戶提供非

常好的服務。」卡斯泰利諾說，

比如有新屋搬家服務、2 年住戶

照顧政策以及 5-10 年的質量保

證，「住戶不用擔心搬家帶來的

壓力和麻煩，我們來解決。」

Ivy 雖然不是獨立屋，但已

經和獨立屋所擁有的私密性很

靠近了。鎮屋的風格在傳統中

透露出現代時尚感，每戶都擁

有自己的前方大門和後方連體

車庫。牆壁是混凝土和金屬組

合，混凝土陽臺。屋內都採用

了大面積窗戶，使得自然光充

足。主層擁有通透的 9呎天花、

硬木地板和開放空間。廚房的

◎ 文：鄭貝

熱門出租區域

知名建築商

美好私宅成熟社區

鎮屋

安享大學區的美好

學生將會是租客的一大組成部

分。除了卡爾加里大學外，這

裡還靠近卡城西北的重要醫院

群落：亞省兒童醫院（Alberta 
Children's Hospital）、 湯 姆．

貝 克 癌 症 中 心（Tom Baker 
Cancer Centre）、山麓醫療中

心（Foothills Medical Centre）
以及由亞省政府投資 14 個億

正在建設的新卡城癌症中心

（Calgary Cancer Centre）。尤

其未來的新卡城癌症中心，是加

拿大最大的癌症治療中心，將聚

集全球優秀的癌症治療專家。屆

時將會有大批醫療行業的學生到

來，從事成為醫生之前必備的實

習和臨床學習。

也就是說，醫院或醫療中心

的工作人員，包括護士和來醫院

實習的學生是潛在的優質租戶。

相對學生來說，這個租客群體帶

薪水的，收入豐厚，職業穩定。

「我們非常受歡迎的兩居

室，每個臥室都帶有自己的衛生

間。即使自己住，也可分租一間

房屋給他人，或者父母和孩子各

自擁有自己的房間，這樣會很

便利。」卡斯泰利諾說。「像醫

生、護士這類高品質的租戶，也

會讓社區住戶感到安全。」

店 Save-On-Foods、 酒 店（Alt 
Hotel） 和 電 影 院（Cineplex 
Cinemas）都將在 2020 年入駐。

配置有高端的 Bosch 品牌不銹

鋼器具和石英檯面。臥室是厚

實的地毯，浴室和洗衣間則是

瓷磚地面，此外，每套鎮屋都

擁有充足的儲物空間。

在 剩 下 的 1/3 約 40 多 套

待售鎮屋裡，亦是非常優秀的

兩臥室或三臥室戶型。戶型

Viridian，面積為1,3000平呎，

49 萬加元起；戶型 Olivine 是

1,600 平呎，55 萬起。

「我們的房屋是屬於高品質

的，不是那種初級起點型的鎮

屋。設計很棒，自住是非常舒服

的。這兩種戶型都有建好的展示

屋，歡迎人們來訪問和查看。」

卡斯泰利諾說。

圖片來源：Brookfield 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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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根據最近 Pollara Strategic 
Insights 為 BMO 所做的一項調查顯示，

全國購房者中，亞省人最樂觀，安省人最

悲觀。

亞省有 53% 的首次購房者表示現在

是買房的好時機，是全國最樂觀的。而安

省只有 1/3 的首次購房者認為目前是買房

的好時機。

女王大學房地產教授安德魯（John 
Andrew）對這些數字並不感到驚訝，他

說這歸咎於嚴格的抵押貸款規則，和買家

的觀望心態。

「安省民眾的悲觀情緒，可能由於

B20 抵押貸款規則對安省購房者的影響

大於其他大多數地區，大大減少了普通購

房者可以獲得的貸款金額，」安德魯表示。

B20 要求購房者首付超過 20%，或者

能證明他們可擔負的起高於五年期基準利

率兩個百分點償貸能力，以較高者為準。

B20 規則使購房者更難獲得抵押貸款。

而安省的住房價格下降幅度也遠低

於其他地方。所以很多人仍處在等待觀望

中。兩相比較，亞省人則有理由對購房持

樂觀態度，過半人認為房價（和油價）觸

底反彈，現在是購房的好時機。在魁北

克，38% 的首次購房者認為現在是購房好

時機。這個數字在曼省、 薩省和卑詩省是

42%，在大西洋省份是 43％。

該調查還發現，近 2/3 的首次購房者

認為 5%首付款是一項挑戰。約 26% 的

人表示這將是一項「重大」挑戰，39% 的

人表示是一個「次要的」挑戰」。

【看中國訊】加拿大聯邦政府的首次

購房激勵計劃（FTHBI）於 9 月 2 日正

式實施。該計劃旨在通過降低首次購房者

的月供，使千禧代年輕人更容易購入他們

的第一套住房。聯邦政府將通過加拿大按

揭和住房公司（CMHC）來具體執行。

自由黨政府在其 2019 年預算中，提

出聯邦政府將為一些首次購房者承擔房

價的 5%（二手房）至 10%（新房）。

未來三年中，聯邦政府將為 FTHBI 投入

12.5 億元。預計有 10 萬購房者會從中受

益。

政府投入的資金，將被折算為房產的

股份，就是政府和房主共同擁有房屋產

權。當房屋被賣出時，政府收回投資，如

果房屋賣價高於買入價，政府會從中受

益，同樣的，若房屋賣出價低於買入價，

政府承擔同比例的損失。

申請條件為：家庭年收入少於 12 萬

元，且貸款數額不得高於家庭年收入的 4
倍，即貸款額最高為 48 萬元。測算可購

買的房屋最貴為 56.5 萬元。

能省多少錢？

如果一個家庭希望以 2.5 萬元的首付

款購買 50 萬元的房屋，那麼採用這個計

劃每月可節省 286 元。 此測算數據將根

據購買房屋的類型和購買的市場而變化。

如何申請？

填寫並簽署申請文件（可從政府網

站下載），交給貸款機構。 您的貸方將

代表您提交這些文件。 一旦處理和接

受，申請人必須致電 FTHBI（1-833-974-
0963），提供代理律師的名稱及其信息。

加拿大按揭和住房公司（CMHC）

表示，通過首次購房者激勵計劃，還可激

勵房屋建設，有助於緩解全國房屋供應緊

張局面。該公司的發言人 Audrey Anne
表示：「儘管有收入和貸款限制，我們很

自信這項計劃對全國所有房市有效，包括

溫哥華和多倫多」。一季度，多倫多售

出的房屋中有 32% 的價格低於 49.9 萬，

同期溫哥華售出房屋有 20% 的價格低於

49.9 萬元。

知名房地產公司 Royal LePage 總裁

Phil Soper 說：「這是一個非常狹隘的計

劃，不會發揮多大的作用。」 雖然會有很

多人從中受益，但對於多倫多和溫哥華的

首次購房者來說幫助不大，7 月份兩市的

房屋平均價格分別為 82.6 萬元和 98.2 萬

元。

房地產網站 Zoocasa 分析認為，對多

倫多、基奇納 - 滑鐵盧、溫哥華和維多利

亞等房屋市場的普通買家來說，該計劃意

義不大。而蒙特利爾、渥太華、卡爾加里

和埃德蒙頓的首次購房者，則幸運的多。

家 庭 和 社 會 發 展 部 長 Jean-Yves 
Duclos  負責該計劃的推行，同時他

也負責監管加拿大按揭和住房公司

（CMHC）。Dulos 在上週三（8 月 28 日）

宣布非正式啟動 FTHBI 的公告中，吹捧

該計劃將為中產階級帶來益處，「由於支

付的房屋月供更少，每個月許多家庭的口

袋裡都會增加數百元，用這些錢，可以購

買健康食品，讓孩子更多地參加體育活

動，也可為將來多存點錢，」Duclos 說。

詳情請查閱 www.cmhc-schl.gc.ca。

【看中國訊】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對全球 140 個主要城市

的宜居性進行研究，近日發布 2019 世界

最宜居城市排名。排在第一位的是奧地利

首都維也納，這是該市連續第二次被評為

最宜居城市。加拿大共有三個城市入圍前

十名，為卡城、溫哥華和多倫多，排名分

別為第 5、6、7 位。

最宜居城市排名，對五個類別的超過

30 個定性、定量指標進行打分，每項因

素滿分為 100。
卡城的得分情況：穩定性：100，衛

生保健：100，文化與環境：90，教育：

100，基礎設施：100。
排名前 10 的城市為：

1. 奧地利維也納

2. 澳大利亞墨爾本

3. 澳大利亞悉尼

4. 日本大阪

5. 加拿大卡爾加里

6. 加拿大溫哥華

7. 加拿大多倫多

7. 日本東京

9. 丹麥哥本哈根

10. 澳大利亞阿德萊德

雖然排名前 10 位的城市多在澳大利

亞、加拿大，但整體而言歐洲表現良好。

前 20 位的大城市中有 8 個位於北歐。哥

本哈根進入前 10 名，蘇黎世、法蘭克福

和日內瓦分別位於 11、12 和 14 位。

美國城市中，檀香山排名最高，為第

22 位。亞特蘭大、匹茲堡、西雅圖和華

盛頓都在前 40位，芝加哥排名第 41位。

倫敦和紐約分別排名 48 和 58。兩者

都因文化而受到高度評價，但由於其基礎

設施和穩定性得分較低，犯罪和恐怖主義

風險較高。

由於「反對政府」的反政府抗議活

動，巴黎的穩定評級也下跌了。它比去年

排名下降了六位，達到 26 位。

新加坡排在第 40 位，迪拜排在第 70
位。香港排名第 38 位（排名研究早於反

送中運動）。由於空氣質量差和供水不足

等環境問題，開羅和新德里被降級。

另外經濟學人智庫也對 140 個主要

城市的不宜居性進行了排名。敘利亞的大

馬士革被評為世界上最不宜居住的城市。

2019 年世界上最不適宜居住的城市

1. 敘利亞大馬士革

2. 奈及利亞拉各斯

3. 孟加拉國達卡

4. 利比亞的黎波里

5. 巴基斯坦卡拉奇

6. 巴布亞新幾內亞莫爾茲比港

7. 辛巴威哈拉雷

8. 喀麥隆杜阿拉

9. 阿爾及利亞阿爾及爾

10. 委內瑞拉加拉加斯

【看中國訊】由於模範社會和社區影

響，Trico 在全球 B 公司中排名前 10%。

在全球 3000 家 B 型公司（B Corp）
中，Trico Homes 於 9 月 4 日被 B Lab
評為 2019 年度全球社區最佳榮譽獎。榮

獲認證 B 公司前 10% 的公司——致力於

將企業作為良好力量的營利性公司——

這一認可證明了 Trico 對其員工、當地社

區、供應商和房主的積極影響。

作為卡城第一家認證的 B 型公司和

加拿大西部唯一的 B 型建築商之一，

Trico 連續第二年榮幸地被評為最佳表現

公司。

Trico 不僅是一個優質的住宅建築

商，而且是一個積極的社區支持者。最

近，Trico 通過其 10000 個房屋回饋活

動捐贈了 50000 元來慶祝其 10000 個家

庭的里程碑，使五個位於卡城的非營利

組織受益。Trico 還長期贊助和倡導該

市的幾項重大舉措，包括亞省的兒童癌

症護理，Trico 家庭健康中心，Mount 
Royal 大 學 的 Trico Changemakers 工

作室以及 GlobalFest 作為 Trico Homes 
International 的冠名贊助商煙花節。

關於B實驗室

B Lab 是一個非營利組織，為全球提

供服務，倡導將商業作為一種良好的力

量。B Lab 的願景是實現包容性和可持續

發展的經濟，為所有人創造共同的繁榮。

迄今為止，已有超過 150 個行業和 64 個

國家的 3000 個認證 B 團隊，超過 50000
家公司使用B影響評估。有關更多信息，

請訪問 https://bcorporation.net/

首次購房者調查: 亞省人最樂觀

加政府首次購房激勵計劃實施

Trico Homes 第三次被評為「全球最佳」B型公司

2019全球最宜居城市 卡城排名第五

Trico Homes B 型團隊全家福。（Trico Homes）

卡城風貌。（Fotolia）

( Fotol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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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週二（9月 3日）

上午 11 點在卡城 McDougall 中
心，以原薩省財長麥卡金（Janice 
MacKinnon）為首的藍帶委員

會發布了各界拭目以待的亞省財

務狀況報告（又稱 MacKinnon 
Report）。

省財政預算十月出臺

自今年 4 月 30 日，康尼聯

合保守黨政府就職以來，已歷時

四個多月，而省府的財政預算仍

未出臺，引發多方關注。康尼在

競選時曾承諾降低省稅稅率，削

減政府開支，逐步改變政府債臺

高築的狀況，實現省府財政收支

平衡。 8 月 27 日，省府發布了

2019-2020 財年首個財政季度報

告，本季度財政收入 134億元，

與去年同期基本持平；總支出

143億元，同比下降3.64億元。

今年 5 月，康尼任命了一

個專門的藍帶委員會，研究亞省

省府的財務狀況，並對今後省財

政運營提出建議。該委員會由原

薩省財長麥金農領導，她曾管理

薩省財政實現收支平衡。該委員

會於八月中旬如期提交了研究報

告，現在向公眾發布，它將用來

幫助亞省政府制定首個預算案，

將於十月出臺。

藍帶委員會報告要點

該報告指出亞省存在超支問

題，比其他省份花錢更多，而得

到的服務或結果並沒有更好，為

了到 2022-23 財年使省財政實

現收支平衡，省府必須每年至少

削減 6 億元的開支，並「大幅度

減少」資本性支出。

「如果將亞省的人均支出降

低到卑詩、安大略和魁北克三省

的平均水平，那麼省府的年度支

出將減少 104 億元，省財政就

不會有赤字。」健康醫療教育等

公共服務領域是省政府的支出

大項，因此是瘦身成功的關鍵領

域，報告就此提出了具體的建議。

報告認為，亞省的教師、醫

生和護士所得報酬，比卑詩、安

大略和魁北克三省的同事要高 ,
建議政府降低教育管理方面的開

支，降到接近卑詩省的水平，就

可減少約 24%-17% 的開支。該

報告建議亞省政府使用立法來要

求公共部門僱員接受某些薪資條

款 - 並可能停止罷工。

該報告發現亞省的醫療服務

中醫院使用很高，造成高昂費

用，建議更多使用醫院以外的社

區設施以及家庭護理，而且更多

使用私人或非營利性診所來處理

專門的手術和日間手術。報告補

充說，這些診所較便宜，而且沒

有醫療工會談判的合同。

報告稱亞省的高等院校過多

的依賴政府撥款，有些畢業率很

低，報告稱應考慮關閉一些這樣

的學校，把目前單純依賴政府撥

款的模式，轉變為以提高學費和

「替代的收入來源」，包括「拓

展更多收入途徑」的模式。

儘管委員會並未被要求探討

省政府的收入問題，報告建議省

府不要只重視浮動性的資源型稅

收（許多因素是省府無法控制

的），「要想成功管理省府的財

政，應採取措施增加穩定的收入

來源，減少對不可再生資源的依

賴程度」。

與其他各省比，亞省的總稅

率最低，當記者問道是否應考慮

加稅來增加財政收入，委員會主

席麥金農回答，亞省的耽誤之急

是控制開銷，應先把稅率問題擱

置一邊，目前面臨的是控制支出

問題，這不是加稅就能解決的。

「如果你家的汽車維修費比鄰居

的費用高但效果還差，你就該看

看哪裡出了問題，」麥金農比喻

道。「並且目前沒有證據支持亞

省應該提高稅率，」她補充說。

康尼省長說這些建議可以幫

助抹掉幾十億元的赤字。

工會和反對黨 NDP 認為，

康尼將以此報告為依據，降低公

共部門工人的工資，甚至可能

減少工作崗位。加拿大納稅人

聯盟的代表特諾詹羅（Franco 
Terrazzano）則說工資回落和削

減公共服務可能很困難，但自

2015 年經濟衰退以來，許多在

私營部門工作的亞省人就一直在

經歷這種情況，現在公務員們也

應該一起加入。

據悉，亞省財務部將以本報

告為依據制定 2019-20 省財政

預算。

【看中國訊】今年，加拿大

農民成為中國與加拿大外交緊張

關係的附帶受害者。目前，農民

們又將面對明年艱難的抉擇。

加拿大穀物公司總裁達爾

（Cam Dahl）表示，加拿大對

中國小麥出口大幅增加。「我

們小麥出口中國通常為 45 萬到

50 萬噸，今年將達到約 200 萬

噸。」他說，儘管小麥的銷售可

增加額外 5 億，但由於中國停

購油菜，加拿大農民所遭受的損

失將無法彌補。

油菜籽是農民最重要的作

物。許多加拿大小麥種植者也種

植油菜籽，在明年波動的全球貿

易環境中，他們如何決定明年的

種植計畫，對他們來說是一個艱

難的選擇。

在正常情況下，選擇作物主

要圍繞土壤，天氣和商品價格，

但加拿大農民還面對著政治局勢

及其他國家保護主義的影響。

如：義大利的保護主義措施導致

加國對其出口下降了約 60%，

還有印度市場也受到影響。

這一切都意味著許多加拿大

農民將在接下來的 1、2 個月內

做出一些冒險計畫。

北京的決定，白宮的推文，

都會打亂他們精心設計的計畫。

一些農民也可能會限制投資，以

減少對貿易戰變幻莫測的風險。

加拿大油菜委員會主席艾弗

森（Jim Everson）表示，「對

於生產者來說，決定明年的種

植，是一個難題，但它在整個經

濟中也會產生連鎖反應，包括生

產商決定可能購買的新設備，或

者加工商考慮提升產能等等。他

們將不得不重新考慮其中的一些

投資。」

【看中國訊】9 月 1 日是亞

省於 1905 年加入加拿大聯邦

的 114 週年紀念日。卡城數十

人前往東北區的 Don Hartman 
Sportsplex，慶祝許多人不甚知

曉的亞省生日。

「購買亞省產品」（Alberta 
Verified）活動執行董事錢德勒

（Craig Chandler）先生說，他

正在利用亞省生日作為一個機

會，在全省各地啟動「Alberta 
Verified」——一個促進購買亞

省產品的活動。他表示，產品經

檢驗、確認是產自本省後，商家

需為每處產地支付 50 元，就可

以貼上 Alberta Verified 徽標。

他說：「我們只是鼓勵人們考慮

購買當地產品，但不抵制來自其

他地區的產品」。

Alberta Verified 的 組 織

者表示，他們計畫短期內在卡

城簽署 400 以上商家，在全省

範圍內再簽署數十家。Alberta 
Verified網站將於9月中旬完成。

【看中國訊】汽車保費每年

上漲不得超過 5% 的上限規定

（前新民黨政府 NDP 制定的），

止於 8 月 31 日，將不再實施。

省財政廳新聞秘書泰倫

（Charlotte Taillon）表示：「車

險漲幅限制不再延續，是為了確

保本省保險行業的可持續發展。

政府將允許汽車保險費率協會

（AIRB）履行其設定車險費率

的職能。我們相信該獨立協會能

更好評估保險市場的健康狀況，

我們尊重他們在該領域的專業知

識和經驗。但保險費的漲幅必須

受 AIRB 監管。」

【看中國訊】加拿大統計局表

示，該國 7月份的商品貿易逆差

為 11 億元，而 6 月份修正後的

赤字為 5500 萬元。

據 金 融 市 場 數 據 公 司

Refinitiv 稱，經濟學家此前預

計將出現 4 億元的赤字。

加拿大統計局表示，7月份

進口增長1.2%，達到 509 億元，

11個行業中有 6 個增長。

消費品進口增長 2.4%，而

飛機和其他運輸設備及零件增長

10.2%。

由於原油出口下降了 7.7%，

7月份能源出口下降 6.7%，出口

總額下降 0.9%至 498 億美元。

【看中國訊】加拿大央行在

9 月 4 日（週四）公布了最新

基準利率，如各界所料，維持

1.75% 不變。

今年 7 月央行就曾發出警

告，稱全球貿易衝突擴大對加拿

大經濟復甦構成威脅，而此後，

全球經濟環境仍在繼續惡化。

央行此次報告尤其關注全球

經濟惡化及其對加拿大經濟的影

響。就國內而言，加拿大的經濟

運作接近產能。但是美中正在升

級的貿易衝突以及相關的不確定

性，將打擊全球經濟和加拿大經

濟。在此背影下，央行稱「目前

的貨幣刺激水平仍然適當」。

8 月 1 日美聯儲降息落地之

後，巴西、澳大利亞，紐西蘭、

印度、泰國等央行陸續跟進降

息，全球央行掀起降息大潮，應

對全球的經濟放緩。

加國央行暗示暫時不會為了

抵禦全球經濟放緩而降息。下調

借貸成本將刺激新的貸款，而目

前家庭與公司債務已經相當高。

加拿大對外貿易夥伴主要是美

國，美國國內消費強勁，對全球

經濟放緩提供了額外的緩衝作

用。

不過，央行也明確表示，貿

易戰將決定未來利率的走向。聲

明說：「央行將依據新的數據更

新增長預測，並會特別關注全球

形勢及其對加拿大經濟增長和通

脹的影響」。

TD 經濟機構的研究報導

稱，央行承認增長的阻力以及對

10 月底降息持開放態度，在此

之前，央行還有時間監測政局的

發展以及商業情緒。

Janice Mac Kinnon（穿紅衣者）和亞省財長Travis Toews。（看中國攝影記者唐楚璇）

藍帶委員會發布亞省財務狀況報告

油菜籽與小麥 加農民難取捨 「亞省產品認證」啟動

車險漲幅不再設限

加拿大央行行長Stephen S. Poloz

7月加外貿逆差11億元

加拿大央行維持基準利率1.75%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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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李正鑫綜合報導】6
年前，中國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

強主推上海自貿區的落成並試圖

藉此進行各種改革，但有信息表

明這個過程始終被利益集團阻

擊。目前，上海自貿區出現人去

樓空的荒廢景象。

作為中國大陸首個自由貿易

園區，中國（上海）自由貿易

試驗區曾受到各界關注。該試驗

區成立時，以上海外高橋保稅區

為核心，輔之以上海浦東機場綜

合保稅區和洋山港臨港新城。彼

時官媒報導稱：「上海自貿區成

為中國經濟新的試驗田，實行政

府職能轉變、金融制度、貿易服

務、外商投資和稅收政策等多項

改革措施……」

9 月 1 日，路透社在以〈銀

行離去徒留殭屍帳戶 中國上海

自貿區發展艱難〉為題的報導中

這樣描述現在上海自貿區：「辦

公室人去樓空，玻璃大門深鎖，

椅子胡亂堆疊，曾經上班族人滿

為患的食堂，進駐餐館一間一間

關門，用過的筷子及塑膠餐具散

亂在地。」

據知情人士透露，資產和利

潤名列第 5 的招商銀行，已經

解散了一支自由貿易區業務團

隊，並將人員安排至其他分行；

寧波銀行在自貿區有 4 間分行，

但基本上只執行一般銀行業務。

幾名銀行員工抱怨，在資本管制

和監管措施下，貨幣能自由移動

這個自貿區的最大賣點根本做不

到，自貿區的數百個專有帳戶也

都原封不動，成為「殭屍帳戶」；

自貿區帳戶不但每筆交易都要上

報，而且還不能與普通帳戶共

用，根本無用。

報導指出，除了因美中貿易

戰而導致的經濟放緩以外，造成

上海自貿區這種慘況的理由，更

多來自當局對資本的管控：雖然

2013 年自貿區成立時，中共官

員曾承諾更自由的貨幣流通及更

簡便的國際貿易，但事實上卻反

其道而行，使企業逐步離開自貿

區。

根據香港東方資本研究公司

（Orient Capital Research） 總

經理克立爾（Andrew Collier）
認為，上海自貿區減少地方政府

稅收，且與政府阻止資金外流的

目標矛盾，難以達成政府想要的

效果，即使有新的自貿區也一

樣。現在，中美貿易戰如火如

荼，對中國外貿產生衝擊。國內

企業債務違約、物價上漲，又給

中國經濟蒙上一層陰影。

在 2013 年 7 月 3 日，中國

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通過設立上

海自貿區後，利益集團反對的聲

音一直沒斷。尤其計畫向外國投

資者開放金融服務業，隨即招致

當時三大金融監管機構其中的二

個——中國銀監會和中國證監會

的公開反對。

據瞭解中共政府高層會議內

幕的三位消息人士透露，在一次

中國國務院閉門會議上，李克強

得知其計畫一直遭到反對時曾拍

桌子發火。他們表示，中國部委

就新政策有不同意見並不少見，

但監管機構聯合起來反對卻很罕

見。上海財經大學國際貿易系副

主任、上海自由貿易區研究中心

副主任陳波認為，協調非常困

難，上海想要成立國際金融中心

很久了，老做不成，就是因為這

種博弈過程太複雜。

在 9 月 29 日掛牌當日，出

席掛牌儀式的最高級別官員是商

務部部長高虎城，而李克強並未

親臨。在這個經歷半年時間預熱

的自貿區掛牌現場，也沒有派遣

一位類似於副總理汪洋這樣的代

表前往掛牌儀式。時任中國央行

行長的周小川也未露面，銀行

業、證券業及保險業這三大金融

行業的監管部門，也僅派遣副主

席前往掛牌儀式，而一把手並未

出席。

【看中國記者邢亞男編譯報

導】據彭博社，美國總統川普在

美中貿易戰的下一步行動，可能

是追溯歷史，要求中華人民共和

國兌現清政府所簽下的一批龐大

債券。

這些債券是「湖廣鐵路五釐

利息遞還金英鎊借款債券」，在

1911 年以清朝政府名義發行借

款債券 600萬英鎊，年息五釐，

合同期限為 40 年。

當時清政府欲修建湖北、

湖南境內的湖廣鐵路，向美、

英、法、德等國的銀行財團借

款，合同規定，上述外國銀行

以清政府名義在金融市場上發

行債券，即「湖廣鐵路五釐利

息遞還英鎊借款債券」，借貸契

約以清朝大臣盛宣懷為借方代

表。一些美國人在市場上收購

了這種債券。

中華民國建國後，曾支付債

券利息，但因 1937 年抗日戰爭

的全面爆發，在共赴國難的危局

下，於 1938 年停付債券利息。

1949 年中共建政後，從

不承認、也不繼承這批債券，

1951 年本金到期時也未付款。

目前，這種債券可以在成千

上萬的美國人的閣樓和地下室中

找到，也可以在 eBay 上找到。

1979 年，債券持有者曾提

告求償，本來官司打贏了，但中

華人民共和國以美國無管轄權、

該債券屬非商業行為之惡債為

由，於 1987 年最終勝訴。不過

該債券持有人仍未放棄。

由於現在美中貿易戰進行

中，該債券持有人希望川普總統

能夠提出求償訴訟。

彭博社報導，川普總統、美

國財政部長姆努欽和美國商務部

長羅斯會見了該債券持有人及其

代表。

美國債券持有人基金會共同

創立人之一畢昂可提出，「中華

人民共和國（PRC）不承認這

些違約主權債務，認為該債務是

1949 年之前的中華民國（ROC）

所有，但這樣做和 PRC 聲稱是

ROC 主權權利唯一繼承者的說

法，自相矛盾」。

而根據畢昂可的估算，中華

人民共和國現在欠下的違約債務

超過 1 兆美元，幾乎相當於中

國持有的美國國債。

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
法律教授，主權債務重組專家米

圖 ·古拉蒂（Mitu Gulati）表示：

「作為一項法律原則，政治制度

繼承了其前任的債務；大多數政

府選擇尊重舊債券。」古拉蒂表

示：「在法律層面，這些都是完

全有效的債務。」 

【看中國訊】在 9 月 3 日（週

二）經歷了 21 名本黨議員倒戈

後，英國首相約翰遜與 9 月 4
日又一次在國會遭遇失敗。他提

出的提前大選的決議案沒有通

過，而留歐派的阻止無協議脫歐

決議案則順利過關。

約翰遜目前面臨黨內黨外的

巨大壓力，可謂腹背受敵。

因 21 名保守黨議員在 9 月

4 日表決時與在野黨聯手，遭開

除黨籍。約翰遜將跑票黨員開

除，受到黨內批評，多名內閣

呼籲撤銷這項決定。一名閣員

表示：「如果我們下次大選想要

贏，就必須讓他們回來。」

上海自貿區將要荒廢？

川普可能讓中共償還1兆美元債券

上海自貿區出現人去樓空的荒廢景象。（Getty Images）

硬脫歐
英相遭二連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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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提前退休

中共官媒報導，8 月 30 日

下午，中國船舶重工集團有限公

司通報稱，中組部派員宣布了免

去胡問鳴中船重工董事長、黨組

書記職務，退休。

有大陸網民留言道：「這是

甚麼情況？內幕消息呢？」也有

網民說：「中船重工問題大了，

估計和總經理出事有關吧！」

公開資料顯示，胡問鳴生

於 1957 年 5 月，剛過 62 歲，

江蘇揚州人，2001 年，擔任中

國航空工業第一集團公司機載設

備部部長，後升任副總經理。

2008 年，擔任中國兵器工業集

團公司副總經理。 2010 年，

任中國船舶工業集團（簡稱中

船集團）副總經理。 2012 年

7 月，擔任董事長。 2015 年 3

月，擔任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公司

董事長、黨組書記。直到 2019
年 8 月被免職退休。

按照中共中組部和國資委的

規定，央企領導班子成員一般退

休年齡為 60 歲，但按慣例會放

寬到 63 歲。媒體披露，由中組

部任免主要負責人的 53 家副部

級央企一把手，即坊間所謂的

「中管幹部」，退休年齡一般在

63 歲左右，個別人可以幹到 64
歲。

故此，胡問鳴此次退休，算

是偏向提前了。特別是在中船重

工近兩年陷入反腐風暴中，胡問

鳴突然被免職和退休，未免引起

猜測。

2018 年 6 月 16 日， 中 船

重工總經理孫波被查。今年 7
月 4 日，孫波因受賄、濫用職

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 12 年。官

方指案涉國家秘密，未公開審

理。

「央企航母」中的貪腐

據新聞資料，中船重工總

資產 4400 億元，是設計生產航

母、核潛艇等的特大型軍工央

企，曾負責改造「遼寧號」航

艦，及設計建造中國首艘國產

航母，是名符其實的「央企航

母」。

海外中文網披露，中共軍費

開支中，流向中國船舶重工集團

的撥款數目非常可觀，而由此發

生的貪腐顯然是中共高層與軍方

不能容忍的。

法新社指出，孫波事件暗示

中國海軍內部不穩，存在很多不

明朗因素。

香港報紙時評作家潘小濤則

質疑，在貪腐造出來的航母，與

晚清時挪用北洋艦隊經費為慈禧

賀壽並無分別。

外界更盛傳孫波不止貪腐，

或涉洩露航母機密。

香港《南華早報》去年 12
月 18 日引述知情人士的話報導

稱，中國檢調單位正針對孫波洩

露「遼寧」號航母機密文件的指

控展開調查。據稱，孫波將可能

以洩露中國首艘國產航母機密文

件給外國情報機構的罪名，被判

處死刑。

另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

2018 年 6 月 21 日報導，中共

首艘航空母艦遼寧艦改造完成

後，負責監造的中船重工總經理

孫波，將遼寧艦的設計、規格等

機密資訊在過去數年內陸續出賣

給 CIA，讓美方完整掌握中共

航母建造工業的技術水準。

臺媒《自由時報》去年 6 月

22 日報導說，如果外界猜測的

孫波向 CIA 洩漏了首艘自製航

空母艦「001A 型」的設計機密

屬實，這將是繼 1986 年的俞強

聲叛逃美國後，中共史上第二大

的洩密事件。

在孫波落馬前，據中共中央

巡視組曾巡視反饋稱，中船重

工的科研院所存在「變賣單位資

源和知識技術為個人牟利」，有

「把項目和正常業務轉移到私人

公司」等問題，以及對中央巡視

發現問題整改不力等。

除了孫波，中船重工已有多

人被北京當局逮捕與起訴，包括

中船重工第 712 研究所原黨委

副書記、所長金燾，其是否也涉

及洩密問題引起猜測。

已落馬的孫波，除了擔任中

船重工第二把手，還在 2015 年

和 2017 年兩度擔任公司巡視整

改領導小組副組長。而 2015 年

那時另一名巡視整改領導小組副

組長，是中船重工紀檢組組、巡

視整改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長

虹。 2016 年 11 月，劉長虹被

查。

顯然，兩名整改小組副組長

都已落馬的中船重工，顯示內部

問題應該不小。而 2015 年中紀

委發布專項巡視意見曾指出，中

船重工關聯交易、造成國有資產

流失等問題突出，

在孫波落馬僅 10 天之後，

中船重工副總經理楊金成也已被

調走，孫波案會不會牽出共事三

年的胡問鳴？外界懷疑胡問鳴會

不會屬於調虎離山，退休後被

查。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綜合報

導】英國《金融時報》獲得中共內

部的一份講話，中共副總理、

政治局委員胡春華對中共高層

官員表示，增加豬肉產量是一

項「重大的政治任務」。他說：

「保障豬肉供應是黨中央的軍令

狀。」

胡春華警告，豬肉價格上

漲，可能會破壞今年 10 月 1 日

舉行的中共建政 70 週年系列活

動的氛圍；損害中共「形象」；

可能會影響「經濟穩定」。胡

春華在「全國穩定生豬生產保障

市場供應電視電話會議」上，要

求各地迅速恢復生豬生產，完

成生豬穩產保供目標任務；打

擊「囤積居奇和串通漲價」等不

法行為；提升「疫病防控能力」

等。

時政評論員石實說，中共把

豬肉產量作為一項「重大的政治

任務」，可能是出於「維穩」目

的，防止民變。由於非洲豬瘟重

創中國整個養豬產業，導致豬肉

產量出現明顯減產。不僅如此，

中國又退掉了大量從美國採購的

豬肉訂單，並對進口的美國豬肉

加徵 72% 的高關稅，這令本來

就缺少豬肉的中國市場雪上加

霜。豬肉供給大幅下降，價格暴

漲。許多地方出現憑票限購。

公開報導顯示，中國最近取

消了今、明兩年 1.47 萬噸的美

國豬肉訂單，這是美國農業部數

據自 2013 年以來，中國取消最

大的一次訂單。在此前的 2 月

到 5 月，中國還取消了 4513 噸

美國豬肉訂單。此外，中國與加

拿大關係緊張後，中方 6 月分

暫停從加拿大進口豬肉。

今年 5 月，中共國務院成

立就業工作領導小組，胡春華出

任小組組長，外界戲稱胡春華接

的是最大的「燙手山芋」。目

前，中美貿易戰日益加劇，外

企加速撤離中國的步伐，中國

4500 萬人面臨失業，400 萬大

學畢業生將失業，社會動盪一觸

即發。

「央企航母」的貪腐洩密疑雲

胡春華接軍令狀 豬肉成重大政治任務

看中國專欄作家鄭中原

中國船舶重工集團有
限公司（簡稱中船重工）前
總經理孫波7月4日因受賄、
濫用職權罪被判處有期徒
刑12年。不足兩月後，中船
重工董事長胡問鳴亦被免
職、退休。過去一年多來，這
家國產航母的製造者，因孫
波落馬而籠罩貪腐及洩密
疑雲。

李文隆綜合報導

海試中的國產航母001A（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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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島議員支持川普購島

位於大西洋和北冰洋的中部

的格陵蘭島是世界上最大的島

嶼，這裡對於控制北極有著極其

重要的戰略意義。不久前，川普

在與白宮的專家進行討論之後，

向外界透漏出要為美國購買格林

蘭島的計畫。

據俄羅斯衛星網 8 月 31 日

報導，格陵蘭島議員佩勒．布羅

伯格表示，應該認真考慮川普關

於購買格陵蘭島的計畫。

按照布羅伯格的說法，格林

蘭島在加入美國之後會有大量的

經濟效益，他指出，只要加入，

美國以後每年都會為格陵蘭島提

供 6 億美元的經濟援助。而整

個格陵蘭島上的居民總數僅有 5
萬多人，如果美國真的每年會提

供如此高昂的經濟援助的話，對

於島上的居民來說絕對是非常誘

人的。

不排除一種可能，那就是格

陵蘭島上的居民，因為美國可能

給出的高價援助，決定進行公投

脫離丹麥加入美國。一旦這種情

況出現，那麼川普購買格陵蘭

島，就有了正當的理由，難保丹

麥政府不會做出讓步。

極地戰略與資源

考慮到格陵蘭島極為重要的

地緣戰略地位，以及其極為豐富

的資源儲量，即使是為了這個島

花大價錢對美國人來說也值。格

陵蘭島位於北極區域附近，如果

美國能夠徹底控制這個巨大的北

極次大陸，那麼他們就有了一個

向北極進軍的穩固跳板，在與俄

羅斯爭奪北極的較勁中，美國勢

必後來居上處於上風。

同時格陵蘭島上有著豐富的

資源儲備，其石油儲量估計就有

350 億桶以上，而且他還擁有著

3800 萬噸以上的稀土氧化物，

能夠為美國解決稀土供應問題。

可以說這個島嶼擁有的地緣戰略

意味，加上資源經濟利益和國防

安全利益，足夠讓美國下大血本

來換取。

與北京的關係

除了戰略上可以牽制俄羅斯

外，更有專家表示，川普想買下

至今在丹麥主政下與美國有長遠

的戰略合作關係的格陵蘭島，其

背後最大動機就是因為北京當局

對此島的野心，而先前北京也有

收購的意願。

莫斯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政治學家梅茹耶夫認為，美國總

統川普之所以想購買格陵蘭島，

是因為北京在該島的活動讓美國

擔憂。北京在該島已擁有礦場，

並且已著手發展基礎設施。加上

格陵蘭島是世界上最大的島嶼，

擁有石油、鐵礦和鈾礦儲備，擁

有大量稀土資源，是半導體、雷

射等尖端產品的生產所必需的。

全球 80% 的稀土產自中國，中

美貿易戰爆發後，中國一直提及

停止對美稀土出口，向美國施

壓。他指出，北京已提過要購買

島上土地，但丹麥沒有答應。

格島作家：警惕北京

格陵蘭島作家，丹麥日德蘭

郵報的撰稿人 Nauja Lynge 就對

此一再呼籲丹麥政府，要警惕北

京。她說：「格陵蘭島已經成為

了丹麥一大問題，也正是如此，

北京把格陵蘭島視為丹麥的薄弱

環節。北京當局在影響著格陵蘭

島的政客們，試圖從中獲取對

鈾、IT、礦產和貿易的控制權。」

雖然中國離北極甚遠，但

北京毫不掩蓋經略北極圈、發

展「冰上絲路」之企圖。 2018
年初，北京首度發表《中國的北

極政策》白皮書中，還自稱中國

為「近北極國家」，積極規劃經

營北極圈航線與天然資源，研擬

「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涉北極

的合作」。

2016 年，中國俊安集團試

圖收購格陵蘭一處廢棄的美軍基

地，丹麥政府介入否決了這筆

交易；2018 年「中國交通建設」

宣布將參與格陵蘭新機場的標

案，但丹麥政府以國安為由，迫

使排除該公司，並自掏腰包補助

格陵蘭。

美國當然注意到北京的企

圖，美國國務卿蓬培奧（Mike 
Pompeo）今年 5 月表示中國不

是「近北極國家」，並且警惕北

京當局北極政策。

格陵蘭島議員支持美購島計畫

【看中國記者憶文編譯 / 綜合

報導】據雅虎新聞報導，正值開

學季，9 名在亞利桑那州州立大

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簡稱 ASU）讀本科的中國留學

生，日前返校時，在洛杉磯國際

機場被拒絕入境美國。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在 8 月

30 日的一份聲明中說，這些學

生「在過去一週內」被海關和邊

境保護局官員拘留。他們「被拒

絕進入美國繼續學習」，並且已

被送回中國。

該大學對外表示，從校方的

紀錄看，這些學生在校學術表現

沒有問題。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

一位官員表示，儘管這些留學生

已回到中國，他們仍然在亞利桑

那州立大學註冊，通過大學網站

在線上課。該官員說，亞利桑那

州立大學預計他們中的部分學生

將在本學期畢業。

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發表

聲明稱，這些學生被扣押是基於

他們在搜查過程中所發現的一些

信息，但並沒有指明信息的具體

內容。美國移民研究中心曾指

出，北京利用留學生伺機竊取貿

易與國防機密。

2018 年 6 月，美國國務院

把在美國攻讀航空、機器人和先

進製造業領域的中國研究生簽證

從 5 年縮短到 1 年。美國官員

表示，這是為了降低在國家安全

關鍵領域發生間諜活動和知識產

權盜竊的風險。

今年年初，一些回家過寒假

的中國留學生表示，他們返回美

國的簽證簽發被延遲。這些學生

中有很多人就讀科學、技術、工

程及數學專業。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當時表

示，因簽證的保密性，無法就個

案進行評論。「我們不斷審查和

改進對所有申請人的篩選程序，

以提高安全性。」一段時間以

來，媒體報導稱來自不同國家的

國際學生都面臨著簽證問題。

美 媒《T h e  H a r v a r d 
Crimson》報導，一名巴勒斯坦

學生被海關和邊境保護局拘留，

並送回黎巴嫩。該學生聲稱，美

國海關官員發現了一些人的帖

子，其中包括他朋友圈裡的人發

了反對美國政治觀點的帖子。該

學生辯稱，這些帖子不是來自他

本人。

依據聯邦移民和國籍法，共

有 60 多項理由可拒絕外國人入

境，包括健康、犯罪、安全、勞

工證、公共指控、非法入境、違

反移民法和文件等。一名海關人

員強調，這些檢查針對所有的國

際學生。查看學生的手機通訊記

錄通常可以得到很多信息，包括

是否非法打工、全職學習等。

美國總統川普此前透

露打算購買位居北極戰略

要衝的格陵蘭島，雖然這

個方案被丹麥的政治人物

斥之為開玩笑，但也不無

可能，格陵蘭島的議員隨

後就發聲表態，支持美國

購買這個島嶼。分析家認

為，這與北京不無關係。

記者黃清綜合報導

2019年8月15日，航拍照片顯示格陵蘭東部漂浮的冰山

（Getty Images）

美遣返多名大陸留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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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白宮前首席戰

略顧問史蒂夫．班農與流亡美國

的億萬富豪郭文貴 9 月 1 日一

起直播時爆出猛料：北京已秘密

制定「雙菱行動」，在福建已部

署 50 萬大軍和導彈部隊，一旦

香港失去全面控制，共軍將突然

對臺動武，企圖收復臺灣。

在 9 月 1 日的共同直播中

郭文貴說：中共中央國家安全委

員會已經定好對臺作戰計畫，

「在福建，50 萬大軍、導彈部隊

已經準備好，當香港失去全面控

制，美國全面進行制裁、全面進

行封鎖，像天安門六四事件一

樣，西方和美國對中國進行制裁

的時候，共產黨就會發起突然間

的對臺灣定點斬首行動、軍事打

擊，徹底收復臺灣，這叫『雙菱

行動』」。

郭文貴警示，中共將宣稱香

港反送中抗爭是美國和臺灣的台

獨份子在幕後策劃，且很多香港

反送中領袖都藏在臺灣，中共要

去抓捕這些人，以此為由對臺進

行軍事行動，以收復臺灣，這是

共產黨的核心目的之一。

郭文貴警告，中共對臺動武

可能隨時發生，此次中共的「雙

菱行動」不惜一切代價，不論死

多少人、流多少血，要百分之百

拿下臺灣。郭文貴呼籲，香港現

在是臺灣最大的保護屏障，「臺

灣只有站在香港的一邊，保護香

港人民，你才能安全。」。

郭文貴在另外一次的直播中

曾說，曾經投降共產黨的國民黨

人，被毛澤東送上朝鮮戰場消滅

殆盡，這就是歷史的教訓。

班農呼籲，如今香港局勢發

展至此，在臺灣的愛國者們應引

以為鑑，香港有將近 200 年的

法治，是人類史上最偉大的城市

之一，臺灣必須力挺香港人民，

否則臺灣就會變成下一個香港。

郭文貴的爆料引發了諸多媒

體的注意和討論。臺灣國防部表

示，目前未發現異常兵力調動情

況。並強調，國軍運用聯合情監

偵系統，能充分掌握情況。不過

大陸官媒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近

日宣稱：「大陸可以施加軍事壓

力、施加貿易壓力，各種壓力都

是可以的，那麼我相信，只要蔡

英文與美國勾搭繼續向前推進，

她一定會看到中國大陸的反應。」

有觀察者分析，北京政府在

面對重大危機時，用武力攻打臺

灣的方式來要挾國際社會並非第

一次。前黨魁江澤民面臨中國民

間發起的「群體滅絕罪」起訴行

動時，就動用了這個威脅手段。

2002 年 10 月在江澤民訪問芝

加哥期間，法輪功學員成功地完

成了遞送傳票的程序，把江澤民

告上了美國法庭，引起中南海巨

震。 2004 年 6 月 4 日，海外博

訊就發出消息「中國會不惜代價

對臺動武」，甚至有「中國將經

濟封鎖臺灣」的傳言。

2004 年 6 月，美國《華盛

頓郵報》一篇報導說，江澤民正

藉著香港和臺灣問題，推行強硬

路線。觀察人士認為，當時的江

澤民就是用「攻打臺灣」來要挾

美國政府，阻止在美國的起訴案

成立。因此，香港「反送中」運

動期間，「攻打臺灣」有可能是

北京政府再次對美國可能的干預

而發出的威脅。

不過現今兩岸三地與美國、

西方各國的局勢瞬息萬變，郭文

貴、班農的爆料或非空穴來風。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

導】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9 月 3 日

宣布，美國將對伊朗航天局和兩

個附屬研究組織進行制裁。這是

美國首次對伊朗航天局實施制

裁，指責該局試圖掩蓋他們的導

彈計畫。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表聲明

表示，「美國不會允許伊朗利用

太空發射計畫，作為他們彈道導

彈計畫的掩護。」他說：「8 月

29 日，伊朗試圖發射一艘太空

運載火箭，這凸顯了該威脅的緊

迫性。」

據悉，這項制裁將影響伊朗

航天局、伊朗空間研究中心和航

空研究所。

這些機構在美國的所有資產

都將被凍結，美國公民被禁止與

他們做生意。

據美國之音報導，美方表

示，伊朗的太空運載火箭技術

「幾乎與彈道導彈的運載技術相

同，兩者可以互換」，這還包括

在飛行過程中控制導彈的方法。

伊朗表示，其太空計畫旨在

建造發射電信衛星的火箭。自

2013 年以來，伊朗已向軌道發

射了兩顆這樣的衛星，而伊朗今

年三次嘗試發射均告失敗。

伊朗在上週發射一枚火箭，

但發射失敗，火箭在發射台上爆

炸。事發之後，美國總統川普發

推文稱，美國與這起爆炸事件無

關，併發布了一張爆炸後現場的

高解析度照片。法廣報導，伊朗

9 月 2 日首次承認，伊朗運載火

箭因技術問題在霍梅尼航天中心

發射台上爆炸。

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禁止伊

朗的彈道導彈製造計畫，並禁止

任何人給它提供協助。美國表

示，伊朗發射衛星，已經違反聯

合國安理會第 2231 號決議，即

呼籲伊朗勿從事與可用於運載核

武器的彈道導彈相關活動。伊朗

則反駁說，他們沒有違反安理會

決議，因為其火箭計畫是「太空

民用」的，並沒有軍事屬性。

川普總統表示，他和魯哈尼

有「很好的機會」雙方會舉行會

談。美國在去年退出伊核協議，

對伊朗重新實施制裁，並重創伊

朗經濟之後，川普希望能重新談

判 2015 年的核協議。

美國首度制裁伊朗太空項目

爆料 北京「雙菱行動」郭文貴 
班 農

郭文貴（左）與前白宮首席戰略顧問班農（右）直播時聲稱，中共已在

福建部署50萬大軍和導彈部隊，一旦香港局勢失去全面控制，共軍將

攻打台灣。（Youtube截圖）

美國國務卿

蓬佩奧 9月

3日宣布，

美 國 將 對

伊朗航天局

和兩個附屬

研 究 組 織

進行制裁。

（ G e t t 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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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Science）期刊 8
月 2 日刊登的最新論文顯示，

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CMU）

科學家以膠原蛋白當作 3D 生物

打印的「生物墨水」，搭配該校

研發的「自由型態可逆嵌入懸浮

水凝膠」（FRESH）等突破性

技術，成功打造出具有功能的心

臟瓣膜。

研究人員以核磁共振成像

（MRI）掃描了患者的心臟瓣

膜，並打造一個模擬人體壓力與

血流速度的操作臺，結果出現同

步搏動和心臟瓣膜開合，確認打

印作品確實能發揮作用，並且打

印出完整的心臟指日可待。

研究者認為，這項技術日後

最有機會先用在修補出問題的器

官，例如因心臟病發而失去功能

的心臟或退化的肝臟。

心，在中國古代中醫和道家

修煉文化中獨具魅力。除了人們

常說的「心想」，表示心與大腦

一樣具有思考功能之外，《黃帝

內經》說 「心藏神」，心臟是元

神的居所。「失神者死，得神者

生也。」元神，在西方叫做「靈

魂」，靈魂是生命的根本。

《列子 · 湯問篇》中記載，

2500 年前的戰國時代，神醫扁

鵲給公扈與齊嬰兩人換心，換完

後，兩人竟各自回了對方的家，

認對方的妻子，結果兩家妻子都

不認識丈夫，遂告到官府。後來

扁鵲說明其中的原委，官司才得

以平息。 
這是一個典型的元神跟著心

臟走的例子。

扁鵲為公扈與齊嬰兩個人施

行換心術後，因為心臟藏有元

神，雖然兩個人的身體沒有改

變，但元神已經是對方的了。

而主宰身體的是元神，所以

兩個人都認為對方的家才是自己

的家。

有許多人認為，扁鵲的故事

不過是「神話」，不足以為信。

隨著心臟移植技術的不斷進步，

「換心術」已不再是現代醫學的

難題，神奇的是多個患者術後的

變化，卻證實了這個故事的真實

性。 2008 年，69 歲的葛漢以

一把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此事

很快引起關注。因為 12 年前，

葛漢接受過心臟移植手術，供體

來自 32 歲的卡托，一個吞槍自

盡的年輕人。

葛漢在接受心臟移植手術後

不久，認識了卡托的遺孀，他們

很快陷入熱戀，然後結婚。 12
年後，葛漢帶著卡托的心臟，走

上了與卡托同樣的路。

2008 年，美國紐約 63 歲

的謝里丹，因為嚴重的心臟病，

在西奈山醫院接受心臟移植手

術。手術非常成功，但不可思議

的事發生了。在接受心臟移植手

術前，謝里丹從未學過畫畫，畫

畫水準和一個幼兒園小孩差不

多。

然而，接受心臟移植手術

後，謝里丹突然變得喜歡畫畫，

且繪畫的技術十分嫺熟，畫出的

作品許多都頗具藝術水準。

醫護人員去查他移植的心臟

來源，驚訝的發現，謝里丹的新

心臟來自一位剛剛因車禍去世的

業餘藝術家。

一名 7 歲的美國小女孩因

嚴重心臟病，做了心臟移植手

術。捐贈者是一名被人殘忍謀殺

的 10 歲女孩。術後不久，小女

孩開始頻頻夢到自己被人殺害。

遇害的細節、凶手的樣貌都清晰

的呈現在夢中。最終，警方靠她

提供的線索，一舉抓獲謀殺 10
歲女孩的凶手。

更多的案例讓醫生百思不得

其解。因為在西醫那裡，器官只

不過在人體中各自承擔著維持生

命的職責。換掉任何一個，也不

會改變一個人的本質。

美國亞利桑那州大學著名心

理學教授蓋里．希瓦茲用了 20
多年的時間調查研究，發現人

類的心臟有某種「思考和記憶功

能」，這正是許多接受心臟移植

的患者 「繼承」了心臟捐贈者性

格的原因。

這個結論，與古代中醫「心

藏神」的理論不謀而合。

我們常常說「心想事成」，

不知道 3D 打印的心臟換上人體

後，人們是否還會有 「心想」的

感覺。

◎ 文：青蓮 圖：Fotolia
加拿大杜鵑花

杜鵑花為常綠大喬木。加拿

大有一棵將近一百三十年歷史的

杜鵑花，在花期的時候，會同時

綻放四千朵花，成為世界最美的

花海。很多電影都會將這棵樹作

為是取景地。

日本紫藤樹

日本除了是櫻花之國，紫藤

樹也享譽盛名。日本最大最老的

紫藤樹，有著 145 年歷史， 占地

面積達 1990 平方米。紫藤花幽

香瀰漫，每年吸引數以萬計的遊

客慕名而來。

非洲猴麵包樹

猴麵包樹樹幹巨大，主要生

長在非洲的沙漠地區，被譽為 
「非洲的生命之樹」。猴麵包樹

果實甘甜多汁，可作為食物，樹

幹多水，是沙漠旅行者的天然水

源。只要用小刀在樹幹上輕輕一

劃，就有源源不斷的水流出來。

猴麵包樹的樹幹挖空之後，就是

一個天然的房子。

中國大紅袍茶樹

中國的大紅袍茶樹主要位於

武夷山風景區。因為僅僅只有六

株，所以非常名貴，其價值都已

經超過了億元。其中一顆有著

360 多年的歷史了，所以尤為珍

貴。大紅袍茶也物以稀為貴，有

錢都未必能夠買到。

印度龍血樹

位於印度洋的索科特拉島

上，有一棵龍血樹，傳說是龍的

血液，龍血樹被西方認為是有魔

法的樹木。很多小說以及影視作

品中都有描寫，使其變得更加神

祕。龍血樹外觀看起來就像一把

大傘，威武壯觀。

最值錢的五棵樹

◎ 文：紫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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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科學家用3D生物
技術打印出具有功能的心

臟瓣膜，仿真心臟移植曙

光初現。令人好奇的是，人

類心臟具有思考和記憶功

能，換上3D打印的心臟，
人是否還具有「心想」的能

力？

3D打印的心臟會思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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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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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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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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夔是舜帝的樂官，在《尚書》

中記載著兩人的一段對話。

舜：「夔，我命令你用音樂去

教導我的子民，使他們正直溫善、

寬容莊重、堅強平和、單純謙遜。

詩表達人心中的志向，可以用歌來

唱，歌聲有音律、有節奏，八音

和諧不失序，神人是可以相和的

啊！」

夔：「好，我可以演奏八音中

的石器，令百獸起舞。」

因原文內涵更深，故此附上：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

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

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

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

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

石，百獸率舞。」

《禮記 ‧ 樂記》中也有關於

夔的記載：「昔者，舜作五弦之

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

侯。」

大家可能會在一些詩詞及其他

文獻中看到「夔龍」二字，這是甚

麼意思呢？

夔和龍是舜的兩位大臣，夔是

樂官，龍是納言之官，後世以「夔

龍」比喻輔弼良臣。

如唐代詩聖杜甫的〈奉贈蕭

十二使君〉中言：「巢許山林志，

夔龍廊廟珍。鵬圖仍矯翼，熊軾且

移輪。」

明代王世貞的戲曲作品〈鳴鳳

記〉中說：「夔龍禮樂承先範，班

馬文章勘墨鉛。」夔龍說的就是舜

帝的兩位大臣了，而班馬則是指史

家班固、司馬遷。

「夔」還是南宋文學家、音樂家

姜夔的名字。姜夔號白石道人，也稱姜白石，

他對音樂、詩詞、書法、散文、無不精善，是

宋代繼蘇軾之後，又一難得的藝術全才。

姜夔的代表作有《白石道人詩集》、《白

石道人歌曲》、《續書譜》、《絳帖平》等，

姜夔的詞境獨創一格，清空高潔，語言靈

動。他的詞對於南宋後期詞壇的格律化有巨

大的影響。

其中《白石道人歌曲》是少數流傳樂

譜的宋詞，存詞 84 首，今收錄於《四庫全

書》。《四庫全書》評曰：「夔詩格高秀，為

楊萬里等所推，詞亦精深華妙，尤善自度新

腔，故音節文采，並冠一時。」

姜夔還傳世一方紫端石太史式七星硯，

硯背七星下方線刻一戴笠長髯捻鬚老者半身

像。該硯現藏於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說到夔，不得不說

的是夔州。夔州歷史悠久，位於蜀地，在

如今的重慶市奉節縣。歷史上，「夔州」和

「奉節」這二個名字有過更替。唐貞觀年

間，為尊崇諸葛亮奉劉備託孤之命，臨大

節而不可奪的品質，而更名「奉節」。杜

甫於唐代宗大曆元年（公元 766 年）來到

夔州，一連寫下《夔州歌十絕句》，這十首

絕句歌詠夔州的山川雄奇和歷史古蹟，是今

人酌古的絕好詩作。我們僅以幾句來觀覽體

會：「赤甲白鹽俱刺天，閭閻繚繞接山巔。」

赤甲、白鹽為二山名，赤甲山土石皆赤，白

鹽山色如白鹽，故而得名，二座山均高入雲

霄。閭閻泛指民間，指古夔州所在地，人煙

稠密，沿山逶迤而上。「武侯祠堂不可忘，

中有松柏參天長。」杜甫十分尊崇諸葛武

侯，他的詩句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

臣遺像肅清高」、「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

城外柏森森」，與武侯鴻名一同流傳千載。

「白帝高為三峽鎮，夔州險過百牢關。」

白帝指白帝城。李白的「朝辭白帝彩雲間，

千里江陵一日還」，使這座古城名揚天下。

白帝城下臨瞿塘天險，易守難攻，為歷代軍

事重鎮，百牢關是漢中天險，兩險相較，夔

州更勝一籌。

（下文轉 C2）

◎ 文：趙長歌

博古通今是許多人的夢想，當面對人類幾千年的文明，人們

會感到如同面臨大海，煙濤微茫信難求。幸運的是，文明鋪

就的路，似乎存在著隱形的聯繫，無意觸動某一個機關，與

其相關的過往就會浮現出來。這次，夔（kuí，ㄎㄨㄟˊ）
字就向我們展示出古往今來有關它的故事。

認識一個字
你也能做到博古通今

夔：舜帝樂官

夔龍：輔弼良臣

夔州歌十絕句

姜夔

杜
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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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夔州十二景之《夔門秋月》

認識一個字
你也能做到博古通今

說起夔，就必然談到夔

紋。夔紋在中華文物中出現的頻率非

常高。商晚期、西周時期的青銅器裝

飾上，夔紋是主要紋飾之一，形象多

為張口、捲尾的長條形，外形與青銅

器飾面的結構線相適合，以直線為

主，弧線為輔，有剛直、古拙的美

感。

右圖這款西周乳丁夔紋鼎，圓

鼎，立耳、柱足，一足有裂傷。口外

飾夔紋、雲雷紋為地，腹飾外環以雲

雷紋菱格之乳丁紋。

明清時期，夔紋被廣泛應用，在

瓷器、玉器上，都可以看到夔紋的身

影。如清白玉夔紋方爐，鈕飾立雕盤

龍，蓋飾蟠螭紋，腹飾蛇身夔紋，足

飾獸面紋；外底陰刻「乾隆年製」四

字隸款。

另外，夔還是中國古代傳說中的

一種奇異動物，僅僅只有一隻腳。

《山海經‧大荒東經》記載：「東

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

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

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

雷，其名為夔，黃帝得之，以其皮為

鼓，橛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以

威天下。」

如果您對書畫有研究，可能知道

「曹夔音」這個名字。他是清代畫家，

乾隆時供奉內廷。他工畫山水，善摹

古，每臨一家，都能迅速、準確捕捉特

點，但凡下筆，絕無離弦走板兒，還

力圖使不同的氣象、韻致得以再現。

他的作品深得乾隆帝喜愛，是「御覽之

寶」。

他留世的作品〈清曹夔音山水高宗

御題〉、〈清曹夔音繪高宗御書范成大

賣癡獃詞〉、〈清曹夔音畫許渾詩意〉、

〈清曹夔音溪亭浮翠〉，典藏於臺北國

立故宮博物院。

夔州是人文歷史名城。光緒版《夔州

府志》所載的夔州十二景，讓人神往：赤

甲晴暉、白鹽曙色、瞿塘凝碧、峽門秋

月、白帝層巒、草堂遺韻、魚復澄清、灩

澦回瀾、武侯陣圖、文峰瑞彩、龍崗矗

秀、蓮池流芳。

赤甲、白鹽、瞿塘、白帝上文已解

釋，草堂指杜甫草堂，杜甫在夔州時作詩

達四百餘首。

說到魚復，這裡有一個故事：戰國時

楚國詩人屈原主張聯齊抗秦，以保楚國，

卻受奸臣陷害，被貶官放逐。後來楚國國

都郢都被秦將白起攻破，他悲痛投汨羅江

而死。汨羅江中有一神魚，感佩屈原，打

算把屈原送回家鄉。神魚吞入屈原身體，

從汨羅江游經洞庭湖，進入長江，再溯江

而上，當神魚游到屈原故鄉秭歸時，百姓

擁到江邊失聲痛哭，神魚感動流淚。淚水

模糊了神魚的視線，它早已游過秭歸，等

到醒悟時，神魚忙掉頭往回游，將屈原的

遺體送到秭歸。這樣，人們將神魚往回游

的地方，叫做「魚復縣」。

灩澦堆，是立在瞿塘峽口的中流巨

石。蘇軾有一首〈灩澦堆賦〉，其中一句

寫到：「予泊舟乎瞿塘之口，而觀乎灩澦

之崔嵬，然後知其所以開峽而不去者，固

有以也。」這首賦記述蘇軾來到灩澦堆，

感悟到這塊巨石是當年大禹疏鑿長江時，

有意保留下來，以阻扼西來江水，否則滔

滔江水流奔至此毫無阻攔，其洶湧澎湃傾

瀉而下時，會異常險惡，所以灩澦堆對世

人有功。可惜的是，灩澦堆於 1958 年因

「阻礙航運」，被炸掉。

武侯陣圖也十分著名，分「水八陣」

與「旱八陣」。杜甫在〈八陣圖〉中詠：

「功蓋三分國，名存八陣圖。江流石不

轉，遺恨失吞吳。」

蓮池流芳的來源，據說是北宋學者周

敦頤，曾於嘉祐八年（公元 1063 年）攜

友在蓮花峰下居住過。由於周敦頤曾有名

作〈愛蓮說〉，他走後，人們敬他學問，

給峰下池塘取名「蓮花池」。

不過，至少有著 1500 年悠久歷史的

夔州古城（奉節古城），卻隨著三峽大壩

工程的強行上馬，遭到破壞。 2002 年 1
月 20 日，奉節古城第一次爆破的時候，

無數的奉節人淚流滿面。

夔紋鼎、清曹夔音山水圖、七星硯：國立故宮博物院；夔獸、夔州十二景：WINNIE WANG；夔門：
GETTYIMAGES；其他圖片：公有領域

曹夔音

夔州十二景

夔：傳說中的奇異動物

夔紋

夔州十二景示意圖

蓮池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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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 88 師師長孫元良曾在白鹽

山石壁上留下「夔門天下雄，艦機輕

輕過」的摩崖石刻。但三峽大壩修建

後，水庫蓄水，石刻也時而被淹沒。

上世紀抗戰爆發前，國民政府組建了

20 個德械師，其中裝備訓練最完全

的是第 36、87、88 師，可謂國軍精

銳，孫元良就是第 88 師師長。第 88
師在兩次淞滬會戰中表現，引起全世

界的關注，但也犧牲壯烈。其中 524
團由謝晉元團長帶領的八百壯士，即

孫元良的部下。

除了在這裡，孫元良還在九華

山留下了石刻 ——「高哉九華與天

接，我來目爽心胸擴」，在四川省合

川縣釣魚城題壁 ——「元韃逞淫威，

釣魚城不破。偉哉我先烈，雄風萬世

播。」

夔門天下雄

（上文接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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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 t i n g  O u t  R e w a r d s  a n d 
Punishments Fairly; Not Hankering 
after Women

There was a  s logan among Yue 
Fei's army: "I would rather freeze to 
death than demolish people's houses; I 
would rather starve to death than rob the 
people." This was a true description of 
Yue Fei's army. Anyone who damaged 
c r o p s  o r  i n t e r f e r e d  w i t h  f a r m i n g 
activities would be beheaded. In ancient 
China, beheading soldiers who did not 
obey commands was commonplace in 
many armies. Beheading soldiers who 
damaged people’s crops were also said 
to have happened, but the only army 
that really enforced this martial law 
was the Yue army. Yue Fei's army was 
extremely popular, and wherever it went 
it was surrounded and cheered by the 
populace, many in tearful gratitude. 
When his soldiers got injured or sick, 
Yue Fei would personally console them; 
when soldiers had family hardships, Yue 
Fei would ask the relevant department 
to give them money and cloth; when 
a  genera l  d ied  in  ba t t le ,  he  would 
compensate his family generously, and if 
the deceased had only a young daughter 
left to fend for herself, he would ask 
his son to marry her.  His wife also 
often visited the widows. With such 
fair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Yue Fei's 

army was naturally dedicated to the 
same cause, and it was indeed worthy of 
its reputation: It indeed would have been 
easier to shake Mount Tai than to shake 
Yue Fei's army.

Among the generals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Yue Fei was the only one 
who insisted on having only one wife. 
General Wu Jie (1093 – 1139 AD) once 
spent a lot of money to buy the daughter 
of a scholar for Yue Fei. Yue Fei asked 
her behind a screen. "All my family 
members wear cotton clothes and eat 
simple food. If you are prepared to share 
the comforts and hardships with us, then 
please stay; otherwise I dare not keep 
you." When the woman heard this, she 
could not help laugh. It was obvious that 
she was not willing to do this, so Yue Fei 
sent her back. His generals tried to stop 
him for fear of hurting Wu Jie's feelings. 
Yue Fei said, "Our national shame has 
not been wiped out. How can I indulge 
myself in pleasure?" When Wu Jie heard 
this, he became even more respectful of 
Yue Fei.

Considerable Literary Talent and 
Outstanding Military Vision

Yue Fei's literary talent was evident 
in dozens of his poems. In addition, 
he loved reading and was very good at 
calligraphy. People said that he had large 

collections of books and he followed 
the Su style (named after Su Donpo, a 
famous poet and calligrapher in 1037 – 
1101 AD) in his writing. Yue Fei loved 
to make friends with scholars, and, as 
it was said, "His acquaintances were all 
excellent people."

Yue Fei was an expert with various 
weapons. When he was young, his spear 
techniques had no match in his local 
area. After he joined the army, he was 
even more unconquerable and he killed 
generals on the enemy side one after 
another. He not only broke the record 
in pulling back the string of a bow (180 
kg), but was also very accurate in hitting 
the target. He distinguished himself by 
peerless valor in battle. As a commander, 
Yue Fei demonstrated wise strategic 
tactics. In terms of strategy, he took into 
consideration the Jurchen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a strong military force, poor 
ruling methods, and strong resistance 
from its people, and proposed to make 
an alliance with rebels in the north. His 
strategy achieved very good results.

Yue Fei was flexible and agile in 
tactics during battles. For example, after 
the battle in Qingshuiting, in the face of 
a strong enemy force, Yue Fei adopted 
the tactic of irregular night attacks with 
a small troop of around 100 people. 
The Jurchen army became so frightened 
that they retreated. Yue Fei also made 

u s e  o f  t h e  c h a r a c t e r i s t i c s  o f  f o o t 
soldiers and cavalrymen and defeated 
Li Cheng's outnumbering forces. As for 
the unpopular Yang Yao's army, Yue Fei 
combined the tactics of surrounding and 
consoling, and, consequently, Yang Yao's 
naval force that managed to defeat the 
Song army every time, collapsed in front 
of the Yue Army at the first encounter. 
H e  a l s o  m a d e  u s e  o f  t h e  i n t e r n a l 
conflicts among the Jurchens to destroy 
Liu Yu by sowing discord among his 
enemies, which dealt a heavy blow to the 
illegitimate regime.

            Conclusion

According to Yue Fei, "Generals 
do not fear death and civil officials 
do not desire wealth." He was indeed 
exemplary among court officials. He 
was incorruptible and spoke without 
reservation; he refused to indulge in 
women and had strict discipline in place 
in his army. All of these fine qualities 
and his spirit in serving his country with 
unreserved loyalty are deeply respected 
and admired by the Chinese people.

Loyal and Valiant Yue Fei  (Part 2)

  賞罰分明　不近女色

「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打

擄」，是岳家軍的口號，也是

真實的寫照。損壞莊稼，妨礙

農作，買賣不公……斬！在古

代，令出不行者斬，很多軍隊

做得到，號稱損壞莊稼，買賣

不公斬的也不少，但真正做得

到的，恐怕只有岳家軍一支。

所以岳家軍所到之處，民眾無

不歡欣圍觀，「舉手加額，感

慕至泣」。士卒傷病，岳飛親

自撫問；士卒家庭困難，讓相

關機構多贈銀帛；將士犧牲，

厚加撫恤外，還「以子妻其女」

（部將犧牲後僅餘孤女無人照

料，岳飛讓兒子娶她），李氏亦

時常慰問將士遺孀。如此賞罰

分明、官兵同心的軍隊，自然

是「撼山易，撼岳家軍難」。

南宋諸將中，唯有岳飛堅持

一妻，且從不去青樓縱慾。吳階

曾花二千貫買了一名士人家（讀

書人家）的女兒送給岳飛，岳

飛以屏風遮擋問道：「我家的人

都穿布衣、吃粗食，若能同甘

苦，便請留下，否則，我不敢留

你。」女子聽了竊笑不已，顯然

不願。岳飛便遣人送回。部將諫

阻說不要傷了吳階的情面，岳飛

說： 「而今國恥未雪，豈是大將

安逸取樂之時？」吳階得知後益

發敬重岳飛。

   文才橫溢　武略非凡

岳飛的文才自不必說，數十

首詩詞足以說明。除此之外，他

愛好讀書，書法頗佳，時人稱

「室有鄴架」、「字尚蘇體」（鄴

架，形容藏書極多；蘇體，蘇東

坡書法甚好，岳飛學的便是蘇

體）。他還愛與士子文人交往，

「往來皆高士」。

岳飛精擅各種兵器，年少時

槍術就「一縣無敵」，長大從軍

後更是未逢敵手，屢屢陣前斬敵

大將。他不但達到了宋朝的最高

射箭紀錄：三石，還具有極佳的

準頭，可謂「勇冠三軍」。作為

統帥，岳飛的戰略、戰術更是高

明。戰略上，針對金兵武力強盛

而統治手段低下民眾爭相反抗的

特點，他提出了結連河朔的方

針，並取得了極好的成效。

戰術運用靈活。如清水亭戰

後，面對優勢敵人，岳飛僅以黑

衣兵百人夜襲，時起時伏，金兵

驚擾極甚而敗；如靈活運用步、

騎特點，擊破李成優勢兵力；如

針對楊么軍不得人心的特點，以

困、撫相結合，結果讓宋軍屢攻

屢敗的楊么水軍，在岳家軍面前

不堪一擊，一鼓而破；如利用金

國內部矛盾，以反間計殺劉豫，

沉重打擊偽齊政權……

結語

岳飛提出「武將不怕死，文

官不愛錢」，堪稱官吏的行為典

範。他廉潔避功、直言不諱、不

縱女色、治軍嚴明的優秀品質與

精忠報國的精神深受華夏子民的

敬佩。

◎文：紫霞

精忠報國的岳飛（下）

岳家軍在戰鬥中。

更正：本報 69 期 C3 版有「又

追擊兀術四戰四勝」一句，應為

「又追擊兀术四戰四勝」。感謝熱

心讀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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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定順牙醫診所 全科
牙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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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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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牙和拔除智慧齒比你想像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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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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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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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查。本診所服務接受所有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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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 Lai     黎柱峰 醫生 ( 英、粵、國語 )

Dr. Wong 黃順欣 醫生 ( 英、粵語 )

Dr. Chan  陳沾亮 醫生（英、粵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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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醫生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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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 3D掃描
3D印模

精準立體定位
對症施治

最近添加了硬組織和軟組

織激光設備來治療牙週病

植牙價格實惠，材料使

用瑞士品牌 Straumann
有經驗處理複雜的

牙骨牙齦再生手術

風水大師早已示警 新港幣藏驚天秘密

香港「反送中」事件持續延

燒。從百萬港人走上街頭的那一

刻，香港政府第一時間就宣布為

暴動。在警方多次對示威者實施

暴力衝擊後，開啟了瘋狂無理的

模式。

「7.21」黑社會暴力毆打

香港民眾，港警卻坐視不理；

「7.27 光復元朗」遊行活動，輪

到港警毆打香港民眾，警黑合

作，洩了底；「8.18」170 萬港

人冒雨在維園集結，成就了一場

歷史性的「流水式集會」。

中共一直在蠅營鼠窺，處心

積慮想摧毀香港民主自由的價值

觀，要把香港納入專制體制內的

一個城市，導致今日這樣的局

面。但回頭一看，冥冥之中似乎

早已安排。

中銀新港幣暗藏玄機 
香港陸沉開始了

7 月 24 日，有香港網友在

網絡爆出，香港西九文化區的一

個地盤，多處出現沉降，地面下

陷，還有多處路面出現裂縫，當

中甚至有挖掘機被泥漿淹沒，

令香港網友們直呼：「香港陸沉

了！」隨即就有網友翻出中國銀

行在去年 7 月 24 日發行的 500

港元新鈔，就像在暗示「香港要

陸沉」，實在是太巧了！

這張新港幣上的香港城市

在向海面傾斜，宛如災難電影

「2012」的海報，香港網友們直

呼中共在詛咒香港，「連造紙幣

都要做香港陸沉！」

看到這裡，你是否對香港網

友口中的「香港陸沉」之說有所

疑惑呢？這還得從一個香港的本

土傳說講起。

800年前風水 
大師早已預言

相傳，在 800 多年前，宋

朝風水大師賴布衣由中原到廣東

沿海一帶「尋龍探穴」，並在香

港留下一句預言：「香港太平山

上有一隻石龜，以每年一米的速

度由山上爬向海面。當石龜落海

之日，香港就會陸沉。」

這個傳說在香港家喻戶曉，

歷來流傳的版本也有許多，可誰

也想不到，這傳說中的事情居然

真的發生了。

1997 年，位於香港太平山

下，灣仔海邊的香港會議展覽中

心建造完工。它一落成，就引起

了香港人和風水師們的注意。

這個展覽中心整體就是一隻

龜的形狀，再加上它是一座建築

物，既是屬土，也是石。這不正

應了賴布衣「石龜落海」的預言

嗎？另外「陸沉」一詞，不僅有

陸地陷沒的意思，也是指國土淪

陷於敵手。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的開幕之

日就用於香港回歸大典，而回歸

的「歸」正好與石龜的「龜」同

音。故香港回歸之日，就是香

港淪陷的開始（淪陷於竊據中

國大陸的中共紅色專制政權之

手）。

1997 年 7 月，中共接管香

港後，風波不斷。在香港主權移

交後的第一個月，就出現全球首

宗人類感染禽流感致死的事件。

同年 10 月，香港遭遇了亞

洲金融風暴的衝擊。隨後「思覺

失調」、SARS、登革熱、流感

等等疾病接踵而來。

香港風水師香山夕陽曾撰文

稱：「九七前，石龜未落海，故

九七前香港甚少聽聞有毒蚊為害

之事。人所共知，龜以捕蚊為

食。故有龜之處，罕有蚊患。

但九七後，香港到處毒蚊為

患，連大小公園亦常發生。故足

以證明賴大師石龜落海之說並非

虛言。 」同時，自香港回歸以

來，香港人的自由空間愈來愈受

到中共的侵蝕。北京當局在中英

聯合聲明中承諾「一國兩制」，

答應港人 50 年不變。但實際

上，香港主權回歸就是一場陰毒

的騙局。

香港在落入中共手中之後不

久，中共就露出了它的真面目，

先是否定〈中英聯合聲明〉，並

強調「去殖民化」，為的就是去

除香港一國兩制中現有的制度，

植入中共黑幫制度。

再之後就是推出惡法廿三

條、831 白皮書、教科書染紅、

再到如今的〈逃犯條例〉，一步

步把香港推向深淵，才造成今日

香港這樣的局面。

由此可見，風水大師賴布衣

預言的精準度，早在 800 多年

前他就料到中共會破壞香江福

地，真是讓人不由得驚歎！

小能小術難敵天意 
正義必將戰勝邪惡

香港風水師香山夕陽分析：

「香港是中西文化匯聚的地方，

菁英雲集。香港人說的話很有說

服力，可以影響到世界，將信息

帶到世界各地的同時，也可以將

信息帶到中國大陸，共產黨當然

害怕，所以一定會搞破壞。它一

定要毀這個地方，否則它的政權

不穩。」

「中共以小能小術，意圖整

香港，以打官司作比喻，與有錢

人打官司當然比與窮人打官司要

難，更何況中共是沒理的，是極

權，一個陰邪力量要贏一個正義

力量，相對很困難，加上這個正

義力量有天在撐他們，中共根本

沒有辦法贏香港人，彈丸之地就

能動搖你一千萬平方公里的地

方。所以它要徹底破壞香港的風

水，讓香港變成廢地，但當然陰

邪力量是鬥不過天的。」

「中共的意圖是不會得逞

的，大家說世界末日，這是錯

的，現在是陰陽失衡，邪惡勢力

太大，大得人類本身控制不了，

所以由天來執行天刑，清洗這個

世界。既然是天安排的事，任何

人也改變不了。」

《推背圖》第四十三象有云：

「君非君，臣非臣。始艱危，終

克定。」大意是說，中共與香港

的關係「非君非臣」，也就是一

國兩制。香港回歸後，開始「艱

危」受到中共專制的打壓，但終

能「克定」，也就是說，民主終

能克定專制。

◎文：穆蘭

中共一直在蠅營

鼠窺，處心積慮想摧

毀香港民主自由的價

值觀，要把香港納入

專制體制內的一個城

市，導致今日這樣的

局面。但回頭一看，

冥冥之中似乎早已安

排。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的外型像一隻
龜，應驗「石龜落海」的預言。

去年 7月 24日發行的 500港
幣似乎暗示「香港要陸沉」。

◎文：明思香港
近日，一位民間天象學家對

「香港」二字進行拆字和解字，

他認為「香港」兩字，有深刻內

涵。這位天象家認為，「香」字

是由「千人一口」構成，「港」

字是「三水」沖「共巳」，亦即

由「三水」滅「共蛇」構成。

據海外中文媒體報導，這位

天象家表示，香港三次超過百萬

人的大型集會遊行，以及各種遍

地開花式的小型「反送中」示威

活動，代表了所有香港人「千人

一口」反共的強大呼聲。

「也是人心之齊，舉世罕

見，集結「仁、義、禮、智、

信」（「和理非」）於所有香港

人，而且總結了當年六四事件的

經驗教訓，不上中共的當，逐個

擊破了共產黨歷次運動中，從內

部搞破壞的手段，致使中共想通

過製造混亂進行鎮壓的企圖落

空。」

這位天象家說，文明智慧

的香港人，主張對抗暴政要「Be 
water」，充分理解了老子《道德

經》中關於水的理論：「天下莫

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

勝，以其無以易之。」

「亦即是說，天下萬物中沒

有比水更柔弱的了，而再怎麼

善於攻坚、强大的也無法勝過

水。」體現在三次超過百萬人的

重大集會遊行以及各種遍地開花

式的小型示威活動中。

尤 其 是 8 月 18 日 當 天，

170 萬人在維園「流水式」集會

的壯觀場面，再次展現港人的

「和平理性非暴力」理念，致使

中共軍隊大兵部署在深圳邊境，

也不敢輕舉妄動，因為他們找不

到鎮壓的藉口。

字裡乾坤

◎文：鄭偉建中國結
中國結由線或繩編成。每一

個基本結根據其形、意命名。把

不同的結飾互相結合在一起，或

用其他具有吉祥圖案的飾物搭配

組合，如「吉慶有餘」、「福壽

雙全」、「雙喜臨門」、「吉祥如

意」、「一路風順」等組配，以

表示祝福或祈求。

中國的天南地北，無論是城

市還是鄉村，是公共場所還是私

人宅邸，常可發現中國結的存

在，更是人人都通用的，最給力

的隨身吉祥物之一。然而，「中

國結」品種眾多、大小不一。今

天，筆者所指的，是夠裝在你手

包裡的那種中國結。如果你的手

包比較大，那麼，你儘管可以採

用較大的中國結，反之則反。

提醒：中國結可以到任何商

場購買。但是購買後的中國結，

要掛在你家南邊窗戶 7 整天，

之後才能使用；當然，如果需要

盡快使用，也可以用紅布包好，

隨身帶上它，到寺廟燒香方可。

千萬不要買回來就隨即放入手包

裡，切記！

開運小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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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人與中國人在教育孩子方

面有天淵之別，他們在培養孩子

的價值觀以及讓孩子學習獨立等

方面，非常值得我們借鑒。

林嫂的兒子畢業後定居美

國，還娶了個洋老婆。孫子亨利

3 歲時，林嫂去兒子家住了一段

時間。

洋媳婦蘇珊管教孩子的方

法，令林嫂這位中國婆婆大開眼

界。她不得不重新評估自己教育

子孫的方法。

每天早上，蘇珊準備好早餐

後，就自顧自地去忙其它事了。

亨利會自己爬上凳子，喝牛奶、

吃麵包。

吃飽後，他就回到自己的房

間，在衣櫃裡拿出衣服和鞋子，

然後自己穿上。畢竟他只有 3
歲，還分不清正反和左右，所以

有時會穿錯。

有一次，他把褲子穿反了，

林嫂想幫他換，卻被蘇珊制止

了。她說：「如果他覺得不舒

服，會自己脫下來，重新穿好

的。」

後來，亨利出去和鄰居家

的小朋友玩，不久就跑回來說：

「媽咪，瑪麗說我的褲子穿反

了，是真的嗎？」蘇珊笑著說：

「是的，你要不要換回來？」亨

利點點頭，然後自己脫下褲子，

仔細看了看，重新穿上。從那以

後，他再也沒穿反過褲子。

一天中午，亨利鬧情緒，不

肯吃飯，蘇珊說了他幾句，他居

然生氣地把盤子推到了地上，食

物灑了一地。

蘇珊看著他，認真地說：

「看來你是不想吃飯，那麼從現

在開始到今天晚上，你甚麼都不

准吃。」亨利點點頭說：「OK。」

下午，蘇珊和林嫂商量，讓

她晚上做幾道中國菜。於是，當

晚她便大展廚藝，做了孫子愛吃

的糖醋排骨等幾道菜。

晚上，亨利開心地爬上凳

子，準備大快朵頤，不料蘇珊卻

上前拿走了他的盤子和刀叉，並

對他說：「亨利，我們已經約好

了，今天你不能吃飯，對嗎？」

亨利把嘴一扁，哭了起來，

說道：「媽咪，我肚子餓，我

要吃飯。」蘇珊毫不心軟地說：

「不行，說過的話要算數！」

可憐的亨利只能眼巴巴地看

著大人們享受美食。從此以後，

他吃飯時都很乖，既不挑食，也

不鬧情緒。

這一點令林嫂佩服得五體投

地。她想起外孫女慧慧像亨利這

麼大時，老是鬧彆扭，不肯吃

飯。為了哄她吃飯，幾個大人端

著飯碗跟在她屁股後面跑。她吃

飯還要談條件：「吃完這碗買個

玩具，再吃一碗再買一個。」

一天，蘇珊帶亨利到公園裡

去跟小朋友玩耍。他玩到興起

時，隨手拿起一個塑料玩具敲了

一個小女孩的頭，把她疼得哇哇

大哭。

蘇珊問清了來龍去脈後，便

拿起那玩具敲了一下兒子的頭。

亨利一下子跌坐在草地上，大哭

起來。

蘇珊問他：「疼嗎？下次還

敢這樣嗎？」亨利邊哭邊拚命搖

頭。此後，他再也不敢頑皮了。

有一天，蘇珊的父母來了，

亨利很高興。他拎著裝滿水的小

桶，在屋裏走來走去。

蘇珊警告了他別把水灑到地

上，他置若罔聞。結果他把水桶

打翻了，水灑了一地。他得意地

光著腳丫踩水玩，把褲子全弄濕

了。

林嫂連忙找出拖把準備拖

地，蘇珊卻拿了過來交給兒子，

說：「把地抹乾，脫下濕衣服，

自己洗乾淨。」

亨利不願意，又哭又鬧，結

果被母親關進了貯藏室。聽到孫

子的哭聲，林嫂心疼極了，很想

把他抱出來。小孩的外婆卻攔住

了她，說道：「這是蘇珊的事。」

過了一會兒，亨利停止了

哭聲，在貯藏室裏大聲喊：「媽

咪，我錯了，讓我出去吧！」蘇

珊問道：「那你知道該怎麼做了

嗎？」亨利說：「我知道。」

出來後，他乖乖地把地拖乾

淨，然後把濕衣服換洗了。

亨利的外公外婆看著一臉驚

訝的林嫂，意味深長地笑了。

雖然蘇珊對兒子管教得很嚴

格，但亨利卻很愛媽媽。別人送

給他禮物，他會叫媽媽和他一起

拆開。平時有甚麼好吃的，他都

會留一半給媽媽。

想到很多中國孩子對父母的

冷漠態度，林嫂不得不佩服這個

洋媳婦。她在管教孩子上，確實

有一套。

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

過份寵溺孩子反而會害了他們。

他們會因此恃寵而驕、自私自

利、驕橫霸道，甚至作姦犯科。

管教孩子要賞罰分明，教他

們分辨是非善惡。如此一來，他

們長大後，才會成為正直理性、

有益社會的人。

譯文
親屬、朋友會面要盛情款

待，老人、小孩的食物應和自己

不同。

小妾婢女要管理好家務，盡

心恭敬地服侍好主人。

絹制的團扇像滿月一樣又白

又圓，銀色的燭台上燭火輝煌。

白日小憩，晚上就寢，有青

篾編成的竹蓆和象牙雕屏的床

榻。

親戚故舊 老少異糧

親戚朋友會面要盡量盛情款

待，老人和孩子的食物應注意有

所不同。請客人吃頓飯是待客之

道，也是人之常情。但是要注意

老少區別開。老人牙口不好，消

化功能弱，要吃軟的、暖的；小

孩子身體正值發育，牙齒好，胃

火大，愛吃涼的、硬的、黏的。

親戚兩個字含義不同，現代

漢語裡面重疊連用了，在古文中

要注意區別。父親一支、父屬同

姓的為親，母親一支、妻子一

支，母屬、妻屬不同姓的為戚，

內親外戚，在血緣關係上不一

樣。歷史上，常常有外戚把持朝

綱的記述。

紈扇圓潔 銀燭煒煌
白色生絲織成帛叫做絹，齊

地（齊國）出產的絹最有名，

叫做紈。古語有稱「紈絝子弟」

的話，就是說穿著用絹做的褲

子，泛指富家子弟衣著華美。紈

扇是女孩子用的白而圓的絹扇，

可以在紈扇上面題字、作畫。

絹是厚而疏的生絲織物，絹

都是白的，沒有染色的，故此女

子多用絹（娟）取名以示女子

的貞潔。

上古時代沒有蠟，所謂的

「燭」是照明用的火炬、火把，

不是蠟燭。唐以後才有了由動

物、植物或礦物油質製作的蠟

燭，如有石蠟、蜂蠟、密蠟等。

素蠟就是白色的蠟燭，形容人

的臉色不好稱為「蠟白」。「銀

燭」就是銀白色的蠟燭，煒煌是

火光炫耀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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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戚故舊，老少異糧。
   qīn  qì    gù   jiù   lǎo shào yì  liáng

紈扇圓潔，銀燭煒煌。
 wán shàn yuán jié   yín zhú  wěi huáng

妾御績紡，侍巾帷房。
   qiè  yù    jì   fǎng       shì  jīn  wéi fáng

晝眠夕寐，藍筍象床。
 zhòu mián xī mèi    lán sǔn xiàng chuáng

作者
張繼（約 715~ 約 779）字

懿孫，漢族，襄州人（今湖北

襄陽人）。唐代詩人，他的生平

不甚可知。據諸家記錄，僅知

他是天寶十二年（公元 753 年）

的進士。大歷中，以檢校祠部

員外郎為洪州（今江西南昌市）

鹽鐵判官。他的詩爽朗激越，不

事彫琢，比興幽深，事理雙切，

對後世頗有影響。

語譯
月亮已落下烏鴉啼叫寒氣滿

天，對著江邊楓樹和漁火憂愁而

眠。姑蘇城外那清靜寒山古寺，

半夜裡敲鐘的聲音傳到了客船。

賞析
這首七絕，是大歷詩歌中最

著名之作。全詩以一愁字統起。

前二句意象密集：落月、啼烏、

滿天霜、江楓、漁火、不眠人，

造成一種意韻濃郁的審美情境。

這二句既描寫了秋夜江邊之景 ,
又表達了作者思鄉之情。後兩句

意象疏宕：城、寺、船、鐘聲，

是一種空靈曠遠的意境。夜行無

月，本難見物，而漁火醒目，霜

寒可感；夜半乃闐寂之時，卻聞

烏啼鐘鳴。如此明滅對照，無聲

與有聲的襯托，使景皆為情中之

景，聲皆為意中之音，意境疏密

錯落，渾融幽遠。一縷淡淡的客

愁被點染得朦朧雋永，在姑蘇城

的夜空中搖曳飄忽，為那裡的一

橋一水，一寺一城平添了千古風

情，吸引著古往今來的尋夢者。

詩人用最具詩意的語言構造

出一個清幽寂遠的意境：江畔秋

夜漁火點點，羈旅客子臥聞靜夜

鐘聲。景物的挑選獨具慧眼：一

靜一動、一明一暗、江邊岸上，

景物的搭配與人物的心情達到了

高度的默契與交融，共同形成了

這個成為後世典範的藝術境界。

◎文：輕舟

詩
詞
賞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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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媳婦教子 令中國婆婆大開眼界

楓橋夜泊
張繼（唐代詩人）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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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府的大飯廳內，各個桌上的菜正陸

陸續續地擺上，人們也三三兩兩地走進

來，說說笑笑，等待開飯。這時賈璉、賈

環、賈蓉三人走進飯廳，三人脫下外衣，

平兒等人連忙接著。丫環端來洗手水，

三人洗了手，歸座。飯菜已經上齊，人

們各就各位，開始吃飯。賈環看見桂兒

正偎依在黛玉懷中，連忙向他招手，「桂

兒，快過來，三叔給你帶好吃的了。」桂

兒張著兩臂向賈環奔來，賈環手中提了兩

個粽子，桂兒拿不到，急得直跳。賈環

說：「親親三叔！」彎下腰去，讓桂兒在

臉上親了兩口，然後把粽子給了桂兒。

桂兒說：「謝謝三叔！」向黛玉跑去。這

時劉奶媽走了過來，牽著桂兒的手說：

「過來，劉媽幫你剝粽子，讓你娘好好吃

飯。」黛玉說：「真有一年沒吃粽子了。

為何不多買些，讓眾人嘗嘗鮮。」蓉兒

說：「本來帶來好幾串，有六十個粽子

的，端午節到了，店裡每人發二十個。可

是回家的路上，看到好多討飯的，扶老攜

幼，拖兒帶女，實在可憐！尤其那些孩子

們，餓得哇哇叫，我們就沿途把這些粽

子，都給了災民，三叔還想到給桂兒留兩

個。」賈璉說：「如今討飯的越來越多，

聽說全國都鬧大飢荒，北方蝗災，南方旱

災。今年的糧食肯定短缺。」滿屋子的人

心裡都沈甸甸的，默默地吃著飯。這時寶

玉夾了一塊魚放在黛玉碗裡，望著黛玉，

黛玉也抬頭望著他，兩人對視了一會，又

相視一笑，繼續吃飯。旁邊的平兒一直咬

著筷子，歪著頭笑眯眯地望著他倆，賈璉

見狀，夾著一塊韭菜炒雞蛋，放在平兒碗

裡，用筷子輕輕地敲著平兒的碗邊，小聲

說：「快吃飯！」

這時，寶玉大聲喊那邊桌上的興兒：

「興兒，咱家的庫裡還有多少糧食？」興

兒嚥下一口飯，連忙站起來回答：「剛買

了十石米，前幾天柳嫂告訴我家裡的米

面不多了，我到糧食市場轉了一圈，一

看那大米，顆顆仔粒飽滿圓潤，雪白如

玉，我愛的不行，就一口氣買了十石。

柳嫂說夠咱家吃一、二年了。」寶玉說：

「明早趕快再去買十石來。」興兒嘻嘻一

笑：「沒錢了，錢全花光了。寶二爺越來

越聰明，買這麼多米，是等災荒年，糧

食緊缺，賣個好價錢？發個小財？」寶玉

說：「瞎扯，我能去賺那黑心錢嗎？」興

兒不明白，問：「那買二十石米放在家裡

幹甚麼？」一直留心觀察的尤氏，忽然拍

手說：「我明白了，寶玉莫不是想搭粥棚

救濟災民？」黛玉一笑說：「還是嫂子聰

明！」尤氏接著問：「你們兩口兒早就商

量好了？」黛玉說：「不是，剛才聽二哥

他們幾個說，我和寶二爺才商量了一下，

定下這個事。」尤氏說：「奇怪！你們倆

坐在我旁邊，一直在吃飯，哪裡聽你們商

量甚麼救災的事了？」兩人只是笑。這時

平兒說：「噢！我知道了，剛才看到你們

二位互相對望又相視一笑，心想：這小兩

口！吃飯時也含情脈脈，互相調情，想必

就那一對望，就把事情商量定了？」寶玉

含笑點頭。這時滿屋子人一片譁然：「神

了，不用說話，一對望就能商量事情？咱

們也試試。」於是眾人紛紛找左右的人互

相對望，人們嘻嘻哈哈，笑聲一片。賈璉

說：「別鬧了，人家兩口兒這叫做心有靈

犀，心靈感應，必須夫妻之間特別恩愛，

好得像一個人，才能達到這個境界。你們

那大眼瞪小眼，瞪一百年也沒用。」這時

只聽茗煙說：「璉二爺，你和平二奶奶也

好得像一個人似的。你們到這境界沒有？

兩人對眼試試。」賈璉笑嘻嘻地向平兒望

去，平兒卻紅著臉，只顧低頭吃飯。眾人

一齊起哄：「快對眼！快對眼！」

這時賈政輕咳了一聲，站了起來，眾

人立即住了口。賈政說：「剛提到搭粥棚

救災這件事，怎麼忽然跑了題，眾人也瘋

夠了，該說正經事了。這是件行善積德的

大好事，我贊成！興兒說沒錢買米了。我

和太太這月的例錢就不要了，一共四十兩

銀子，好歹也能買些米。」賈政的話音一

落，馬上有幾個人響應：「我們的月例錢

也不要了。」過了一會，滿屋內所有的人

一齊喊：「不要月例錢，買米救災民！」

「不要月例錢，買米救災民！」黛玉笑眯

眯地站起來：「眾人的這顆心太珍貴了，

是多少錢也買不來的。有這顆心足矣，至

於月例錢，每人一個月就那點零用錢，有

人還要用這點錢貼補家用，我們怎忍心扣

那少得可憐的錢，總不能救了災民，苦了

我們自己，這次就用咱們家官家的錢。」

尤氏說：「咱們的那點家底子，我是知道

的，哪裡有許多？」黛玉說：「咱們有咱

家布店賺的錢，有璉二哥每月的薪水，還

有前一陣子，我哥給我一些銀子。」有人

說：「林家給我們的太多了，不能總指望

林家。」黛玉說：「只要大家克勤克儉，

不恣情侈靡，咱們的家底子足夠養活大家

的。雖不能大富大貴，起碼能衣食無憂，

零用錢夠用，大家放心吧。這次救災，大

家不用出錢，就準備出力吧，到時可不

要喊累啊！」眾人齊呼：「我們不怕苦，

不怕累。」這時，忽見林府的兩個丫頭走

了進來。兩個丫頭笑著向眾人行禮，說：

「這裡好熱鬧啊！」黛玉問：「有事嗎？」

丫頭說：「二少爺請姑爺、姑奶奶過去。

將軍府的老爺、太太也到了，說是有要事

相商。」寶黛二人對望了一眼，一齊說了

出來：「準是救災的事。」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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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先生結婚五年了，小孩

也三歲，可是先生從小孩生下來

後便一直玩線上遊戲，不眠不

休。我先生之前也會玩，但他答

應我孩子生下來後就要好好振作

工作，沒想到一切都是謊言，家

庭重擔也就是靠我去工作，婆婆

在家帶小孩做手工。

我每次和他好好溝通，表示

這樣會影響小孩，或者說家裡錢

不夠，但他只是要我閃開，而且

惡狠狠地瞪我。婆婆還站在他那

邊說讓他玩，與其出去外面網咖

喝酒賭博，不如在家可以看得到

人。他成天只會玩遊戲、倒在沙

發上睡覺，甚麼照顧孩子、家事

一律不理會。我覺得人生沒有意

義，未來沒有希望，每次出門看

到人家一家大小一起去逛街買

菜，我就覺得我真的太可悲了。

做人真的太苦了，可是孩子又很

可憐，請指點！！ 

先生已是成年又成家的人，

還如此沉迷線上遊戲確實有違常

理，有必要先找出他為何沉迷的

原因。一些無法自拔的人可能具

有某些特質，例如心智的不夠成

熟、心靈的空虛、對生活壓力的

逃避，事業上不順心、工作中得

不到應有的尊重，人際關係的失

衡等的挫折，讓他寧願躲在線上

遊戲虛擬的空間裡自得其樂，先

找出原因再對症下藥。

除非你想放

棄這段婚姻，那

就放棄所有的努

力，但是為了給

孩子一個完整的

家， 以 及 挽 回

這份有缺口的婚

姻，你需要下一

番功夫，激發他

承擔起應該扮演

的主導角色。這

會是一件相當為

難和辛苦的事，

有必要做好長期

奮鬥的心理準備，並多方面地積

極努力。這需要時間，更需要耐

心，不要輕易放棄也不要氣餒，

畢竟這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

你的婆婆確實把先生寵壞

了，以致於當了父親還像孩子一

樣絲毫沒有責任心；婆婆的縱容

讓他更加有恃無恐。首先跟婆婆

做充分的溝通，正面肯定丈夫的

工作能力，喚回丈夫對家庭的愛

心和責任感，激發身為男人的義

務與氣魄，一如他在新婚之際所

許下的承諾；也讓婆婆理解你內

心的痛苦和對未來的擔憂——唯

有先讓婆婆跟你站在同一邊，才

能共同努力解決問題。

同時，商請家族中有份量的

長輩關心先生，並提出善意的建

議，讓他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再就是不要包攬家裡所有的大小

事情，適度的留下一些缺口讓

他去完成，因為

把家事與經濟處

理得太完美，他

容易失去發揮空

間而恣意的依賴

你。另一方面可

以引導孩子多親

近父親，慢慢建

立起親密的親子

感情，自己則要

對他更加溫柔體

貼，增進彼此情

感的交流。

盡量不要在

他遊戲進行中做溝通，當遊戲被

外力干涉而中斷，他勢必沒有好

心情跟你一起面對問題，不妨選

擇吃飯或是遊戲空檔的時機提出

你的想法，並設法維持理性的溝

通，避免衝突爭吵，激化矛盾。

當你對先生關懷體貼又有信心的

時候，他會深受感動並得到鼓

舞，在倦怠之後重新振作起來。

曼麗祝福你們！

◎ 文：曼麗夫人 圖：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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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
對先生關懷體
貼又有信心的時
候，他會深受感
動並得到鼓舞，
在倦怠之後重新
振作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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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沉迷遊戲
 曼麗回信

 讀者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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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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出生後來定居在法國巴黎

的時尚媒體人 Mimi Thorisson，近年來屢屢登

上《Elle》、《Bon Appetit》、《Vanity Fair》、

《Glamour》這些時尚或美食雜誌的封面，不是因

為其都市時尚，而是因為其田園生活。

Thorisson 在大學畢業後，進入法國時尚傳媒

行業工作，已經年過四十了，有過一段失敗的婚

姻，後來與一位冰島籍的攝影師 Oddur Thorisson
結婚。在厭倦了巴黎的都市空間的逼仄和浮華

後，夫婦倆決定搬到法國鄉村，落腳在梅克多

鄉間。一家人享受著四季更迭，自己種蔬菜和

果樹，烹飪美食。美好的田園生活被 Thorisson
記錄在部落格中，2013 年 4 月被《美味》雜誌

Saveur 提名為「最佳美食部落格」。她所主持的

兩檔美食節目都在法國的美食頻道 Cusine+ 播

出，Thorisson也成為了系列時尚雜誌的封麵人物。

是不是所有不經意的生活都能如詩歌般呈現

呢？不一定哦，Mimi Thorisson 對待生活的認真

態度以及法式優雅的休養，或許才是成就「法國

最美農婦」獨一無二的特質。

【看中國訊】香港歌手迪子推出

新歌《宿醉》，請得日本的 Rapper 
MC 松島合作，她表示：「這次合

作是我的日本朋友撮合，收到來自

Rap 詞，我覺得有幾句好感動。」據

報導，《宿醉》這首歌迪子原本計畫

與大陸歌手徐真真合作。但徐真真

早前在微博轉發「撐警」帖文，迪子

中止了雙方的合作，她說：「我覺得

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我沒辦法將

黑當成白。」

有幾句讓迪子感到格外感動的歌

詞是：「累了，就去休息；最重要的

是：愛。」她還說近期受失眠困擾，

差不多晚晚要飲酒放鬆才可入睡。

迪子也參加了上個月在香港機場

的「反送中」集會。新曲《宿醉》最初

與大陸男歌手徐真真合作。未料香港

的「反送中」運動中，港警不斷升級

暴力鎮壓民眾。而徐真真做出了與眾

多大陸藝人一樣的行為，在微博轉發

抹黑「反送中」運動的帖文。最終迪

子選擇了與徐真真「割席」，改為與

日本的 Rapper MC 松島合作。

迪子說徐真真「總認為自己看

到知道的就是真的，別人的話再也

聽不進去」，因此「理念不同的雙方

就很難合作。」「其實雙方之間遲早

都會有分歧，因此現在決裂反倒是

好事，可能是天意。」

香港歌手迪子嘆「割席」

迪子（中間紅衣）8月17日演出後合影。
（迪子微博）

【看中國訊】第 44 屆多倫多國際電影節（TIFF）於 9 月 5
日 ~15 日在多倫多市中心舉行，電影節組委會表示宣布，大

陸著名影星鞏俐與柏林影后詠梅（大陸演員）將在多倫多走

星光大道。

電影節組委會表示，除了鞏俐和詠梅，大陸電影導演婁

燁與王小帥和記錄片導演陳為軍也將參加電影節。

另外，好萊塢著名影星湯姆．漢克斯（Tom Hanks）、
007電影主演丹尼爾．克雷格（Daniel Craig）、歌星珍妮弗．

洛佩茲（Jennifer Lopez）等也將在多倫多走星光大道。

此次電影節有約 10 部華語片入圍：由鞏俐主演的《蘭

心大劇院》（Saturday Fiction）、由趙薇配音的動畫片《繼園

臺七號》（No.7 Cherry Lane）以及反映藏族文化的《氣球》

（Balloon）等。愛情片《熱帶雨》（Wet Season）與臺灣影片

《陽光普照》（A Sun）也將在本次電影節舉行全球首映。

在第69屆柏林國際電影節上一舉拿下銀熊獎最佳男女演員
獎的大陸影片《地久天長》入圍TIFF。圖為該片劇照。

她離開時尚圈

成為法國最美農婦

多倫多國際 
電影節開幕 群星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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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佳節話養生 
「3 挑 3 食」保健康

吃過量月餅有健康風險

據報導，2014 年一位湖南

長沙市民李先生，因為吃過量

月餅，差點危及生命！月餅是

中國傳統美食，雖然是眾所周

知的高油、高熱量食物，但僅

僅因為多吃了一些，就導致如

此嚴重的後果，卻是始料未及。

事情的經過很簡單，中秋

將至，李先生的妻子買了一些

月餅放在家裡，李先生一口氣

吃了 5 個蛋黃月餅後，腹部劇

烈疼痛，並伴隨著嘔吐，原以

為是月餅不太新鮮，吃壞了肚

子，後來腹痛難忍，趕緊前往

醫院診治。

醫師診斷後表示，李先生

因為吃了太多油膩的月餅，罹

患急性胰腺炎，需要住院治

療，否則可能危及性命。

目前市面上銷售的月餅琳

瑯滿目，大體上可以分為高糖

月餅、無糖月餅、高熱量月餅

和高脂肪月餅，食用時一定要

節慶

食俗

根據自身的狀況，合理進食各

類月餅。

月餅高糖、高油、高
熱量

傳統月餅的製作方法，為

了追求美味，製作過程從餅皮

到內餡都使用了較多的油脂和

糖，讓人容易在不知不覺中就

攝取了過多的熱量。

以一碗白飯熱量 280 大卡

來計算，一個傳統月餅的熱量

大約相當一碗飯，十分驚人，

而高糖又是月餅的另一種風

險，對許多疾病患者不利。

營養師分析，以一顆約

170 公克大小的蘇式月餅來

講，其中將近半顆都是油脂，

熱量高達 500 卡，吃下一顆就

必須行走約 2 萬步，才能將熱

量消耗完畢，因此選擇月餅應

選低糖、低鹽、低油的。以內

餡來說，建議選擇白豆沙、綠

豆沙等熱量較低者，對於熱量

最高的——含有核桃、松子等

堅果類的五仁月餅，要謹慎選

擇，才不會成為健康的負擔。

「3挑3食」選月餅
衛生所主任張賢助建議，

圖片：FOTOLIA

享」，建議將月餅切開數片，和

親友共同品嘗。再來是「搭配

時令水果」，例如：搭配中秋

時節的時令水果——柚子等共

食，有助於增加膳食纖維的攝

取量，可抗氧化，促進健康。

最後則是「搭配無糖茶水」，吃

月餅的時候不要再喝果汁、汽

水、奶茶等含糖飲料，或含酒

精類飲料，而宜以無糖茶飲或

白開水來搭配。

此外，中秋節當天其他餐

飲，也盡量以川燙或清蒸等清

淡的方式來烹調，減少油量的

攝取，並多攝取蔬果為宜。

不宜多吃月餅的人群

慢性病患或想減重者，最

好不要吃月餅，如果很想吃，

不要當正餐食用，一天吃一

次，淺嘗即止，例如：臺式月

餅吃三分之一個；廣式月餅則

只能吃四分之一個；糖尿病患

者一次不要吃超過 100 大卡的

月餅；柚子糖分不低，也盡量

少吃等。

慢性病患吃過多月餅，導

致的具體危害是：膽囊炎、

膽結石患者可能產生急性胰腺

炎，有短期內致死的風險；高

血脂、高血壓、冠心病患者會

因月餅中的糖、油脂等，增加

血液黏稠度，加重心臟缺血，

甚至誘發心梗；月餅含鹽量較

多，腎炎患者吃了以後，可能

感覺口渴，喝水過多會造成腎

臟負擔，加重腎性高血壓，容

易出現水腫。

中秋「月圓人團

圓」，黃曆八月十五中

秋節快到了，散居各地

的中國遊子如果力所能

及，都會趕回家鄉與家

人團聚賞月，吃月餅、

柚子，喝茶聊天，也有

些地區流行親朋好友一

起烤肉等多種方式，來

歡度節慶。

大家挑選月餅要以「3 挑 3 食」

為原則。

所謂「3 挑」，首先是「挑

低熱量」，我們可以選擇熱量較

低的月餅，盡量挑選每 100 公

克熱量低於 400 大卡，或單顆

熱量低於 250 大卡的月餅。

第二項原則是挑選「低膽固

醇」，不含鹹蛋黃，膽固醇含量

比較低的月餅。

再來則是「挑高纖」，挑選

一些使用棗子、柿子、柚子、

土鳳梨、堅果種子等高纖食材

製作的健康月餅。

「3 食」則是指「減量與分

月餅可以
搭配柚子
共食。

◎  文：楊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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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rbour Lake Drive NW
北部

1407 4 St SW
中部

378, 5222 130 Ave SE
南部

Coupon code: VT5    Start: September 5  Expiry: September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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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故事：

我們是「您的當地健康食品店」，

由兩代人經營的家族公司。與當地

生產商、農場等聯繫緊密。店內有

養生專家為您提供諮詢服務。各類

健康食品、營養品適合各類注重養

生的人群，包括素食、麩質過敏等。

特惠季開啟！

健康食品 健康染髮劑健康美容護膚 / 化妝品

中部店 1407 4 St SW 

南部店 378, 5222 130 Ave SE 
北部店 7 Arbour Lake Drive NW

健康食品店

Ken Klatt店主:父親店主:兒子 Brendan Klatt

清真新鮮西冷牛排 清真新鮮雞大腿
帶骨連皮

清真新鮮牛眼肉扒

清真新鮮

瘦牛肉碎

清真新鮮

肋眼牛排

清真新鮮

小背脊牛排

芭莎
購物有

花費滿 $250

FREE

免費獲得
一份禮物

禮

限時優惠
新 鮮 蔬 果

facebook.com/basha
internationalfoods.

七天營業  早 9:00 ～晚 9:30
2019 年 9 月 3 日～ 9 月 15 日

2717 Sunridge Way N.E
403.280.6797

清真肉類

國際食品超市

清真新鮮

帶骨羊肉

清真新鮮  燉牛肉 清真新鮮 韓式牛仔骨

清真冷凍

羊蹄

每日推出特

價商品，請

查詢我們的

臉書頁面。f
清真肉類清真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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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鮮日本南瓜

新鮮香菜 /歐芹

新鮮羽衣甘藍

新鮮洋蔥 
3磅裝

新鮮捲心菜

新鮮
蘆薈

新鮮紅 /綠

香檳葡萄

gift

歷史上最著名的月餅故事，

莫過於在朱元璋起義行動中，擔

任傳令媒介的餅；依據軍師劉伯

溫的妙計，將「八月十五起義」

的紙條藏在糕餅中，再將餅分頭

傳送到各地起義軍手中，成功聯

合大家，促成起義成功。之後，

中秋節吃月餅的習俗也在民間流

傳開來。

明代詩人田汝成所著的《西

湖遊覽記》提及：「八月十五謂之

中秋，民間以月餅相饋，取團圓

之意。」

當時，人們在中秋節這一天

自製月餅，用來祭拜祖先和神

明，以及贈於親朋好友，表達團

圓祝賀之意。

中秋月餅源起

中國月餅千百種，以廣式、

潮式、蘇式、京式等四大派月餅

最有名。

京式月餅流行於京津及周邊

地區，如同燒餅，外皮香脆可

口，最有名的是自來紅、自來

白、五仁月餅等。廣式月餅起源

於廣東及周邊地區，其特點是皮

薄、餡大，鹹蛋黃白蓮蓉月餅最

為經典。

蘇式月餅源自江浙及周邊地

區，據說蘇東坡的詩句「小餅如

嚼月，中有酥和貽」，形容的就

是蘇式月餅的酥鬆。至於，流

傳於閩南的潮式月餅，亦屬酥皮

類，代表糕餅有老婆月餅、冬瓜

月餅、百果月餅等。

各地特色月餅

古時的月餅，一般富貴人家

是由廚子製作，平常人家，是由

街坊鄰居幾家人合作動手，做出

的月餅是精美或是粗糙，吃月餅

的人與做月餅的人之間的緊密聯

繫就建立了起來。傳統手藝包裹

在傳統的社會關係之中，做出看

得見的中秋情意。

每個家庭都有自家喜歡的月

餅口味，不妨全家一起做月餅，

讓幸福的家鄉味長久飄香。

首先，選擇好自製的月餅種

類，其次是準備相應的餡料，接

著準備漂亮美觀的餅模，然後就

可以一起動手做月餅。當全家人

齊聚一堂，享用月餅的那一刻，

將是最難忘的中秋節回憶。

中秋月餅自己做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

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

久，千里共嬋娟。」蘇軾的這

闋〈水調歌頭〉，道出他對親人

的思念。中國人常以月圓象徵

人團圓，因此中秋節又叫「團圓

節」。人們透過分享月餅，表達

愛、傳遞愛，在天人合一的宇宙

觀中，月亮圓滿時，也希望人間

圓滿，親人團圓。

「天上一輪滿，人間萬里

香。」秋天是收穫的季節，中秋

節也是感謝的節日。

傳統的習俗之所以能夠代代

相傳，這是因為人們認為中秋節

過得好，才能夠迎來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

月圓人圓中秋感恩

中秋食俗
文︱斯玟

中秋佳節即將到來，來看看月餅的起源和特色，

保健養生，祈求中秋月圓，人團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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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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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花酒
◎ 文：山平

江南著名的桂花冬釀酒，飲後

唇齒留香，令人難忘，原來是

善心所成就的美酒。

昔時，黃曆八月江南金桂盛開，香聞

千里，家家戶戶忙著抓緊一年一度的桂花

季，搖花晾花，收藏桂花香。除了為茶、

糕餅添香，也用來釀酒。著名的桂花冬釀

酒，從初冬釀至冬至，剛好成熟，是冬節

傳統美食，大人小孩冬至過節都要喝上一

杯。有故事傳說，如此美酒，有德之人才

能品味到它的芳香。

相傳，古時候一位善良豪邁的婦人，

她自釀自賣山葡萄酒，酒香醇甜，無人能

比，人們都尊稱她為「仙酒娘子」。有一

年冬天極冷，一個瘸腿漢子病倒在她的店

門外，善良的仙酒娘子趕緊將男子救進屋

裡；天寒地凍也不能見死不救，於是收留

他住下來休養幾天。

然而，孤男寡女同住，人們不免指指

點點，上門買酒的人越來越少，生意一落

千丈，謀生都成問題。儘管如此，她還是

秉持著善心，用心照料那個漢子。

有一天，那漢子突然不告而別。就在

仙酒娘子四處找他時，又看到一位白髮老

人，倒在雪地裡，又累又渴。冰天雪地沒

有水，她立即咬破中指，鮮血直流，放入

老人嘴裡之際，霎那間老人卻消失了！

突然一陣清風徐來，一口黃布袋從天

上而降，袋中裝滿了小桂子和一張詩籤，

詩道：「月宮賜桂子，獎賞善人家。福高

桂樹碧，壽高滿樹花。採花釀桂酒，先送

爹和媽。吳剛助善者，降災奸詐滑。」這

時她恍然大悟，原來瘸腿的漢子和白髮老

人都是月宮中吳剛大仙變的。

仙酒娘子照著指示種樹，並採花釀桂

酒，先送給長輩品嘗。喝過者都讚美該酒

香甜醇厚。此事很快傳遍大街小巷，大家

都來向仙酒娘子索取桂子。神奇的是，就

如籤詩所云，善良的人能順利種樹，最後

釀出桂花美酒，為家人添福壽。反之，奸

滑之人種下的桂子就是長不出桂樹，場面

羞恥難堪。人們無不感念善惡有報，棄惡

從善才有好前程。

時至今日，江南地區超市大多可以買

到桂花酒。但是正宗的桂花冬釀酒一年一

釀，買不到只好等來年。此時又值桂花釀

酒期，不妨學學古人，心平氣靜，期待有

緣買得佳釀歸。

中 國 名 菜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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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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9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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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價 $9.00 /30枚
     或$3.00 /10枚

was 原價$7.99/lb
Now 特價 $5.99 /lb

豬脛骨
   Pork Neckbone

was 原價$2.99/lb
Now 特價 $1.49 /lb

原價 $2.19/lb
特價 $1.59 /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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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背雞腿
Chicken Legs

w/Back

牛仔骨
   Beef Short Ribs

Inglewood 
鳥類天然保護區

36 英畝野生動物保護區，有 270
多種鳥類、21 種哺乳動物、2 種兩棲

類、2 種爬行類、7 種魚類和 27 種蝴

蝶。這裡還有兩公里的步道，通往草地

和森林，步道全年從日出到黃昏開放。

時間：每日上午 10 點～晚 4 點

地址：2425, 9 Avenue SE
進入：免費

Pearce Estate Park
位於卡城中心東南的 Inglewood

社區。本公園有野餐場所、運動場、天

然步道和自行車道，還有 15 英畝重建

的濕地，展示各種水生生態系統、植物

和野生物種，是一個適合家人和孩子歡

聚的好地方。

時間：上午 5 點～晚 11 點

地址：1440, 17a Street SE
進入：免費

泥盆紀花園

卡城市中心的一片綠洲，面積一英

畝的植物園，有 500 棵樹、50 多種植

物、一個 900 平方英尺的植物牆，還

有噴泉、魚塘以及供兒童攀爬嬉戲的遊

玩設施。

地點：Core 購物中心四樓

地址：400, 317 7 Avenue SW
進入：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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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