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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s
LIVINGSTON 
laned homes from the

$470s
LIVINGSTON 
front garage homes from the

nw calgary

$720s
LIVINGSTON 
estate homes from the

$440s
SYMONS GATE 
front garage homes from the

$680s
THE RIDGE AT SAGE MEADOWS 
hillside estate homes from the

START YOUR HOME SEARCH  
TODAY AT MorrisonHomes.ca

Listed prices include house, lot, promotion and GST and are the starting price at time of publication. All offers are subject too without notice. See showhomes for details. 

PICK YOUR PROMO
With more free offers to choose from, it’s never been easier to build 
with Calgary’s 2018 Builder of the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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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me you want. 
From the builder  
you can count on.  
The Morrison name is all about give you more. More value, more flexibility and 
more ways to redesign your life in Calgary’s best new communities. 

The Harrison Showhome in Living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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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家
Livingston

13次榮獲
「年度建築商」

稱號

就選MORRISON新屋就選MORRISON新屋

Livingston 銷售中心
115 Livingston Ave NE

週一至週四：下午 2 ～ 8 點  週五：休息

週六、週日：下午 12 ～ 5 點

Morrison Homes 在 今 年

春天獲得了卡爾加里地區建築

業和土地開發獎（BILD）的年

度最佳獨立屋建築商（Single 
Family Builder of the Year），
這是該公司第 13 次獲此殊榮。

「作為 13 個年度建築商榮譽的

獲得者，我們在客戶服務滿意度

上擁有無人能及的優秀記錄。我

們公司的創辦者——弗蘭科．莫

裡 森（Frank Morrison） 的 哲

學是將客戶放在第一位，我們團

隊中都充滿熱情地將之付諸實

踐。」Morrison Homes 市場部

經理哈德森（Sam Hudson）這

樣介紹自己的公司獲獎原因，如

果您翻看 Morrison Homes 公

司的記錄，會發現哈德森的話並

無誇大。有華人網友提到，他

之所以購買 Morrison 公司的房

屋，是發現此公司的投訴率屬非

常低。

Morrison Homes 客戶之一

普琳西思（Princes）夫婦這樣

描述與 Morrsion 公司合作的過

程：「讓我們開心的是，我們可

隨時查看正在建造的房子，我們

的任何問題都能得到誠實地回

答，並最大限度地考慮了我們

的利益。我們一定會再次選擇

Morrison 建造房子，也會強烈

地推薦給我們的朋友。」

Morrison Homes 在卡城多

個社區都有建造新屋，目前在華

人喜愛的北部新社區 Livinston
裡還推出了全新展示屋和富有吸

引力的促銷。

佔 地 1,284 英 畝 的 大 型

Livingston 社區，位於中央街

北和 144 AVE NE 的交界處，

能為多達 3 萬人提供住處，是

卡城未來重要的商業、文化和居

民中心之一。社區臨近 Stoney 
Trail 高速路，到達豐山大統華

僅需 6 分鐘車程。

「自 從 2017 Livingston 開

始建設以來，這裡一直是我們

最受歡迎的社區之一。」哈德

森說，「在社區裡有許多的路徑

和綠色街道，可連通到主要幹

道，這些加強了社區居民間及外

界間聯繫。社區深思熟慮的規

劃之作，社區將提供 30,000 平

尺休閒和社區公共空間，包括

一個精緻的 Livingston 業主協

會（Livingston Home Owners 
Association）所在地。」

在 Livingston 社 區，

Morrison Homes 提 供 三 種 新

屋類型：後巷道的獨立屋（可

分離車庫）、車庫前置的獨立

屋和豪華屋。哈德森說：「在

Livingston 我們提供的戶型總共

有 43 種，還有非常多的預先設

計好的方案，客戶可以根據自己

的生活方式來量身定做自己的居

所。室內裝修方面，硬質地板、

不銹鋼廚具以及大理石或石英檯

面，都是新家的標準配置。」

他還介紹說，Morrison 公

司與供貨、交易夥伴們各方合作

良好，各方共同努力將建造費用

儘可能降低，所以公司提供的價

格非常有競爭力。「現正在提供

限時優惠促銷，比如免費升級、

美味廚房（gourmet kitchen）、
地產經紀人折扣等等。」他說。

看來買家所期望的開心和安

心， 在 Morrison Homes 這 裡

均可獲得。百聞不如一見，如果

您恰有買房的打算，何妨前去

一探。更多信息，請訪問網站：

morrisonhomes.ca。

後巷道獨立屋
Laned Homes

前置車庫獨立屋
Front Garage Homes

豪華屋
Estate Homes

$750S$470S$340S

計劃經濟卷土重來？
疑似大陸高官錄音流出

【記者林佳綜合報導】近日網絡上傳出一段神秘錄音，一名疑似中國體制內高

層官員（以下簡稱官員）透露出中美貿易戰已引發政權統治危機，經濟硬著陸

會帶來中國巨大的變化。該官員提到未來當局可能全面恢復當年的計劃經濟，

民間財富將被國家嚴格控制，此言引發了多方關注。（下文轉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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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接 A1）推測錄音時

間或在今年 5 月，即美國政府

發布計劃對 3,250 億美元中國商

品加徵 25% 關稅的公告之前。

因為錄音中提到，「美國已經開

始考慮另外 3,250 億美元商品

25% 的關稅了，如果中國出臺

比較強硬的反制措施的話，美國

就會把中國定為匯率操縱國，這

樣就不是 25% 的關稅了，就要

上升到 40% 到 45% 了，到那

時候就徹底斷交了，那我們就重

新回到毛時代了。」

目前還無法獲知上述錄音的

具體情況和真實程度。不過跟

進 5 月份之後北京當局的系列

舉動，推測錄音所述或非危言聳

聽，整理成文，作為一家之言，

供讀者參考。

放水9000億
「美國一加稅，我們左邊加

了稅錢，右邊增加流動性、印

鈔，還有退稅，用各種辦法還可

以補回來……問題不是太大。」

這位官員說，「估計到下半年人

民幣就要開始貶值了，用貨幣貶

值來對付美國。」

日前中國人民銀行表示，

將於 9 月 16 日將存款準備金率

（即出借方必須存入金庫的存款

金額比率）下調 0.5 個百分點，

這將為金融體系增加約 9000 億

元人民幣。此舉被認為是中國央

行呼籲銀行向企業提供更多貸

款，並鼓勵已經負債纍纍的地方

政府進一步舉債，希望以此刺激

經濟增長。

失業引發金融地產危機

在錄音中，這位官員認為，

美國加稅帶來的重大後果是外資

企業遷出，引發的失業問題。

「可能有 8,000 多萬人失業沒有

工作，這些人都供著房呢，你想

一想會給中國帶來什麼問題？」

他認為失業問題背後牽扯著金融

和地產的危機，這兩類危機會帶

來中國政府的統治危機。「經濟

硬著陸會帶來中國巨大的變化，

這個才是最關鍵的。」

重回計劃經濟馬云辭職

如何應對經濟硬著陸以避免

統治危機？這位官員說，當局將

全面回歸計劃經濟，用計劃手段

來調控不斷下滑的經濟態勢，

「其實高層早就做好了這個準備

了，用統購統銷的計劃經濟、票

證經濟，來管理現在不斷衰弱和

硬著陸以後的中國經濟，你說經

濟結構是不是要變？」

與之對應的是近期新聞焦點

之一，9 月 10 日馬雲正式卸任

中國最大電商平臺阿里巴巴董事

局主席。由阿里巴巴現任首席執

行官張勇接任。馬雲在事業如日

中天時突然宣布退休，外界普遍

稱之為「被辭職」，也引發各種

猜測：或是馬雲對「國進民退」

下的中國私營經濟的前景已經不

抱有信心了？

習近平主政後，大力推動

國有企業，將「國進民退」推向

新的高度，甚至出現「私營經濟

離場」的論調。史學家章立凡曾

在 2018 年表示「現在黨國缺錢

啦，吃掉民營企業的這種慾望也

是有的。」

這位官員還說中南海裡有三

股勢力在鬥爭，也有提倡「不走

計劃經濟」的力量，但能不能成

氣候還不一定。

回收舊幣蒐羅地下資金

這位官員說，「到萬不得已

的時候，可能要發行新的貨幣，

要銀行把原來的舊幣收回，這樣

很多人藏在床底下的錢都得拿出

來，不然就作廢了。用這種辦法

可以把地下的很多資金全部洗

出來，來解決現在錢不夠的問

題。」他認為錢是政府給人民發

的條子，通過換新鈔就可以作廢

藏匿的現金（舊鈔票）。

如何作廢舊鈔票？外界注意

到，中國今年 8 月 30 日發行了

第五套人民幣，新版人民幣中沒

有 100 元的紙幣。流亡美國的

中國富商郭文貴在近日自媒體中

表示，因為大陸貪官藏匿的現金

都是 100 元為標準的，所以新

版人民幣中沒有百元鈔票，就是

為日後的換幣行動埋下伏筆。

蒸發股市樓市轉移財富

錄音中這位官員直言：錢並

不是真正的財富，把錢變成其它

的商品或者外匯、黃金，才是財

富。「老百姓的財富，其實是政

府的負債，政府要想消減自己的

負債，可以用蒸發股市、蒸發樓

市的辦法解決。」「不要以為你

的東西是你的，政府想拿過來分

分鐘的事。所以說土財主、近視

眼是看不懂的，你看王健林，轉

眼就讓你完蛋。」

王健林曾名列《福布斯》

2017 年度華人富豪榜第一名，

但也在 2017 年被政府點名批

評、銀行斷貸、股債雙殺、資產

大縮水……到 2018 年，王健林

更是被媒體爆出負債4000多億。

吃不起豬肉僅是開始

中國國家統計局 9 月 10
日公布 8 月各類居民消費價

格 指 數（CPI） 顯 示， 中 國

豬肉價格同比上漲近五成。 
錄音中這位官員說：「我們從去

年到今年，非洲豬瘟（蔓延）

這麼多省，今年下半年豬瘟會

越來越厲害，加上進口（豬肉）

也有困難了，豬肉會很貴，豬肉

帶動整個 CPI（居民消費價格

指數）上升，大家都會感覺通

貨膨脹轉眼到身邊了，將來吃什

麼東西也是個問題。」

那麼重啟中美貿易談判會帶

來轉機嗎？這位官員顯然很不樂

觀：「現在很多開放措施是做給

美國人看的，它是配合中美貿易

談判的。其實談判成功了，這些

措施不一定照著辦了，中國人什

麼時候有誠信啊，你還以為政府

發了文件了就照著辦了，沒有那

事情……」

面對種種危機，普通人將如

何應對？這位官員給出的建議

是：「能出去的就出去吧，不要

到美國去，將來那裡是敵國。」

走不出國門的民眾，似乎沒有再

多的選擇，「考慮財富的問題現

在已經來不及了，下一步就是考

慮我們生存的問題了。」他說。

綜合分析，以上錄音有可能

發生在今年 5 月左右。自 6 月

以來，香港爆發了大規模的「反

送中」運動震驚全球，深刻地影

響了中國時局的發展，其事態還

在進一步變化中。在變化了的大

環境中，北京當局或也會隨之做

出重大調整，至於調整的方向是

更偏左還是轉向右，尚難判斷。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中國政府 9 月 11 日宣布對

16 種美國輸華商品豁免加征關

稅，但對美國大豆和豬肉這樣的

大宗商品的關稅繼續維持。

疑似作為回應，美國總統川

普 9 月 11 日晚間表示，「應中

國副總理劉鶴的請求，並且鑒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 10 月 1 日慶

祝他們的週年，我們同意，作為

善意姿態，將計畫對 2500 億美

元中國商品開始增加關稅的日

期從 10 月 1 日推遲至 10 月 15
日。」

中美兩國將於 10 月在華盛

頓舉行新一輪的經貿高級別磋

商。上述雙方的讓步行為，似為

即將到來的美中新一輪貿易談判

營造積極氛圍。

根據《南華早報》報導，將

討論的協議內容是以中美雙方於

今年 4 月談判的草案為基礎，

中方打算向美國購買更多產品，

以換取美國延後實施關稅及放寬

對大陸科技巨頭華為的禁令。

此外，中方還可能提供更多

的市場准入、更好的知識產權保

護，以及削減過剩產能等條件，

但在補貼、產業政策和國企改革

方面，不願作出妥協。

另外 9 月 10 日，中國總理

李克強在美國商界代表大會上表

示，北京歡迎美國公司在中國投

資，並希望中國改革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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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0 呎,Walk-Out 土庫�部完
成,�大�皮��天��林���廚��不
�鋼家��大理石檯面 ,4+1 ��,3.5 浴廁 ,
主人套�� 6 件裝�套��� Tom Baines
學校,Superstore,
����車站� $819,900

�校� Edgemont

星期六 (9 月 14 日 ) 2 - 4:30 pm
1622 - 5 Street NW 1

 5 Edgedale Way NW4
212 Edgebrook Park NW3
43 Edgebyne Cres N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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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北 Evanston
��豪�獨立�層屋 2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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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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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寧��街 , 由 Cardel Homes 建成,��一�,
較��屋頂 ,主人套�� 5 件裝�套 , �水
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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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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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層屋 2119 呎 Walk-Out 土 庫� 部
完成 , ��天��林����景�主層�
�高 9 呎 , 舖實木�� , 家庭��壁爐�
3+1 � � ,3.5 浴 廁 ,Bonus Room 設 計 ,
��油漆 , ����
��車站� $539,900

西北 Hidden Valley

新
上
市

獨立�層屋 2021 呎 , 於 2011 年由 Cardel 
Homes 建成�主層 , 二��土庫�� 9 呎
高��,客��壁爐,Bonus Room 設計,
3 ��,2.5 浴廁���學校�����場�
�車站� $459,900

西北 Panorama Hills
�層孖屋 1184 呎���裝� : 屋頂 , �牆��
温材料 , 三層玻��户, ��廚��不�鋼家�
�大理石檯面 , 浴廁 ,22 呎 x22 呎雙車� , 油漆 ,
�合�� , �水爐 , 開放式設計,3 �� ,1.5 浴廁 ,
����, �場��車站,
�屋一樣 , �勿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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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爐 ,3+2 �� ,2.5 浴廁 ,
�大�院���雙車� , ��學校����
�場�C-Train �
�車站� $399,900$445,000

�校� Edgemont西北 Brentwood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9 月 14 日開放3

9 月 14 日開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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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9 呎 於 2013 年建成 ,Walk-
Up 土庫�部完成 , 主層舖實木��,家庭�
�壁爐 3+2 �� ,3.5 浴廁�主人套�� 5 件
裝�套 , 土庫��門出��獨立廚� , ��
學校 ,Superstore,
����車站� $499,777

東北 Cove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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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日開放2

新
上
市

獨立�層屋 1,548 呎 + 土庫� 部完成 , 可步行
至學校�����車站�大量裝� , ��屋頂 ,
較�實木����� , 較�陽臺 , 較�洗衣�
乾衣� , 廚��較�大理石檯面�不�鋼家� ,3
�� 2.5 浴廁 , ���
� , �場� C-Train� $439,600

西北 Arbour Lake

9 月 14 日開放4

北京豁免16種
美國產品關稅

美國總統川普與中國副總理劉鶴

（川普推特）

看 計劃經濟卷土重來？
疑似大陸高官錄音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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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9 月 8 日，卡

城公布了 2019 年人口普查結

果，該報告涵蓋了 2018 年 4 月

至 2019 年 4 月期間的各種數

據，包括住房情況，人口增長統

計數據，增長最快的社區以及其

他有關信息。

人口增長

卡爾加里的人口總數為

1,285,711 人，同比增加 18,367
人，比增長 1.45%。

2018 年淨遷入人數 11,588
人，1 年 來 卡 城 淨 遷 入 人 數

9,560 人，略有下降。人口自然

增長為 8,807，比去年下降 612
人。

從人口統計數據看，各

年齡段分佈為：新生兒到 19
歲 人 群 佔 23.94%；20 至 34
歲 佔 21.77%；35 至 54 歲

佔 30.43%；55 至 64 歲 佔

11.93%；65歲以上佔11.92%。

年輕人口呈下降趨勢。新

生兒至 4 歲組，從 2016 年的

85,645 降至 77,608。 25 至 34
歲年齡組從 2016 年的 212,437

降至 203,506 人。

年齡較大的群體增長。 55
至 64 歲 組 人 口 從 2016 年 的

137,897 人增加到 153,437 人。

65-74 歲 組 從 78,270 增 加 到

96,349，70 多歲組從 53,112 增

加到 57,005 人。

新區增長快

人口規模排名前 10 的社區

分別是 Panorama Hills 25,710
人；Beltline 25,129 人；Saddle 
Ridge 22,321 人；Evergreen 
21,500人；Cranston 19,884 人；

Tuscany 19,884 人；Taradale 

19,026 人；McKenzie Towne 
18,283人；Evanston 17,685人。

人口增長最快的社區是東南

部的 Mahogany 社區，有 1,948
人遷入，人口達到 11,784 人。

另 有 4 個 社 區 的 人 口 增

長 超 過 1,000 人。 東 南 部 的

Legacy，人口增加了 1,116 達

到 6,420 人； 西 北 Nolan Hill
人 口 為 7,505， 新 增 了 1,051
人； 東 北 部 Cornerstone 新

區， 有 1,019 名 新 人， 人 口

達 到 2,648 名； 其 鄰 近 社 區

Redstone 新增 1,002 人，人口

為 5,848 名。

房屋增加

卡城房屋增加了5,866 套，

達 到 521,257 套。 空 置 房 增

加 484 套， 達 到 19,892 套，

包括 7,655 套公寓，5,102 套獨

立住宅，2,441 套聯排別墅和

1,317 套雙拼房。全城空置率為

3.91%，高於 2017 年的 3.86%。

已居住住宅 489,062 套，自

住 房 324,789 套， 佔 66.41%。

2018 年，自住房佔 68.22%。

今年 4 月，在建房屋數量

為 7,185 套，低於去年 4 月的

8,228 套。

【看中國訊】上週五（9 月

6 日），加拿大國際貿易部長吉

姆 · 卡爾（Jim Carr）宣布，加

國政府已正式向世界貿易組織

(WTO) 提訴，要求就北京禁止

進口加拿大油菜籽一事進行雙邊

磋商，因為雙方一直未能解決這

一問題。

自加拿大按加美引渡條約逮

捕了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後，

北京以禁止進口加國油菜籽作為

報復。中方聲稱是在一些油菜籽

中發現了蟲害，而加方的食品檢

查認為沒問題，要求中方提供合

理的證據，以及派加國專家團去

中國做相關調查取證，都被拒。

卡爾說：「為了取得進展，

加拿大正向世貿組織要求，為中

加雙方尋求雙邊磋商，因為直接

交涉無法解決爭端。」加拿大油

菜籽理事會對政府的決定表示歡

迎，中國作為對世界貿易組織的

一員，要遵守承諾的規則，有義

務解釋其行動的科學依據。

【看中國訊】週一晚（9 月

9 日），「亞省優勢移民戰略」

啟動儀式，在卡城東北部的

Magnolia 宴會廳舉行。該戰略

將推動亞省接收更多的新移民，

有助於創造就業新機並重振經

濟，這是省府自 2005 年以來制

定的第一個移民事務戰略。具

體實施，由省勞工和移民部長

Jason Copping、省移民事務議

會秘書 Muhammed Yaseen 領

導的磋商會主導，專注於消除新

移民面臨的障礙，並積極吸引來

自世界各地的專業人士。

磋商會將重點制定四項新移

民計畫：

「鄉村企業家」：邀請企業

家在亞省小城鎮創辦企業。

「振興鄉村」：優先考慮專

注於在亞省較小社區內定居和工

作的外國人士的移民申請。

「國際學生企業家」：鼓勵

畢業於亞省大專院校的外國學

生，在亞省創辦企業並在此永久

居留。

「國外畢業生創業者」：鼓

勵美國頂尖大學的外國畢業生，

在亞省創辦初創企業。

【看 中 國 訊】週 一（9 月

9 日 ），Suncor 能 源 公 司 宣

布，計畫在麥克默裡堡（Fort 
McMurray）附近的油砂基地，

投資 14 億，建設兩座熱電聯產

裝置（cogeneration unit），以

取代現有的三個石油焦燃燒鍋

爐。這樣，溫室氣體排放量將減

少約 25%，二氧化硫排放量將

減少 45%，氧化氮排放量將減

少 15%。

Suncor 首席執行官 Mark 
Little 說：「這一先進技術的投

資，既為股東帶來非常好的經濟

回報，也大為改善了我們的環

境。」Little 還表示，熱電聯產

機組是通過燃燒天然氣為鍋爐加

熱，產生工業蒸汽進行發電。將

電力輸往亞省的電網，可補充亞

省 8% 的用電需求，有助於亞

省實現淘汰燃煤電廠。該項目還

可創造 600 個就業崗位，預計

2023 年下半年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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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擁有房屋

在 Octave，您可擁有所有需要的空間，以理想的價格享受無需維護費用的

生活方式。這些多樣化精品鎮屋擁有美麗的2臥室和3臥室戶型設計，私家

門戶和連體車庫，令您享有安全和私密保障。歡迎蒞臨參觀四套展示屋，

探索可負擔的生活，從20多萬元起。

今天就來參觀

成為現實

2019卡城人口普查結果公布

北京禁加油菜籽 加拿大向WTO提訴 亞省將啟動新移民計畫

卡城居民（政府網站）

Suncor投資14億 
建環保型熱電站

熱電聯產裝置

示意圖

（維基百科）

（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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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9 月 11 日，加

拿大現任總理特魯多正式宣布解

散現任議會，開啟 2019 年聯邦

第 43 屆大選。此後，聯邦各政

黨將就加拿大 338 個國會席位

展開競爭。選民們最終投票的日

期定於 10 月 21 日。

自由、保守兩黨之爭為主

根據 CBC 的選情預報，這

次聯邦選舉，左翼的自由黨和右

翼的保守黨的席位之爭尤為激

烈。在發稿當日，聯邦保守黨

（CPC）和聯邦自由黨（LPC）

支持率膠著，均是 33.8%。而

在獲得的席位數量上，聯邦自由

黨處於優勢地位，這是因為支持

保守黨的選民高度集中在亞省和

草原省。加拿大東部魁北克省、

安省和大西洋省份，支持保守黨

的選民目前處於比較分散的弱勢

地位，而自由黨處於優勢。

左翼的新民主黨（NDP）
和綠黨支持率也大致相當，分別

為 12.9% 和 10.7%。右翼的魁

北克政團和人民黨（PPC）的支

持率分別為 4.4% 和 3.3%。

非正式競選早已開始

此前數週，聯邦各個政黨的

競選活動就已經非正式的開始

了。聯邦保守黨早在 9 月 3 日

就先於其他政黨確定了 338 個

選區所有候選人。

保守黨發言人傑弗里斯表

示，「自由黨的競選活動實際已

經開始了，只不過付賬的是納稅

人，而不是自由黨自己」。按照

選舉規則，在聯邦選舉正式開始

之後，各黨派在競選廣告和各項

競選支出才會受到嚴格的限制。

這次聯邦競選活動將持續40天。

保守黨的承諾

保守黨在競選公告中稱，

「一個新的保守黨政府會將更多

的錢放入您和家人的錢袋裡」。

謝爾說：「特魯多當選時承

諾幫助中產階級家庭，但四年過

去，事實並非如此……過去四

年，你得到的是更高的汽油費、

巨額政府赤字、債務如山，還有

讓基本民生成本高漲的碳稅。」

保守黨將：

• 取消家庭取暖費 GST
• 廢除聯邦碳稅

• 停止對產子福利徵稅

• 通過自行建造國家項目創

造更多、更高收入的工作，同時

在世界舞台上為加拿大勞動者撐

腰。

保守黨競選人謝爾

安 德 魯． 謝 爾（Andrew 
Scheer）在 2017 年 5月當選為

保守黨領袖。他出生於安大略

省，在薩省成家，是一名丈夫和

五個孩子的父親。

2004 年，謝爾擊敗了當時

服役時間最長的國會議員，當選

為 Regina-Qu'Appelle 的 保 守

黨議員。他是加拿大最年輕的國

會議員之一。據報導，謝爾第一

次當選後，以辛勤工作和積極強

大的保守黨原則贏得了選民的持

續信任，贏得了 2006 年、2008
年、2011 年和 2015 年的連任。

「我成長於一棟鎮屋，家裡沒有

汽車，母親曾和 8 個兄弟姐妹

住在 2 閒臥室的住房裏。然而

今天我已在競選國家總理。這是

加拿大國家給我的機遇。我希望

加拿大是所有人都能享有此種機

遇的地方。」他說。

自由黨特魯多尋求連任

本次大選，特魯多認為自

由黨在解決兒童貧困、創造就

業機會和改善原住民關係方面

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在總督府

外，特魯多對記者說：「加拿大

人將做出一個重要的選擇，是

倒退到過去失敗的政策，還是

繼續向前。」

但 蘭 萬 靈 事 件（SNC-
Lavalin）將對他造成困擾。週三

（9 月 11 日）環球郵報報導稱，

皇家騎警針對蘭萬靈事件涉嫌妨

礙司法公正的調查，已經陷入困

境，因為政府拒絕解除所有證人

的保密權，這被認為是在妨礙司

法公正。

選舉議題

《環球郵報》專欄作者克拉

克（Kampbell Clark） 認 為，

這是一次關乎立場和價值觀的選

舉。儘管大家也會談碳稅，談氣

候變化或經濟問題，但是這次大

選沒有一個壓倒性議題，它更像

是讓選民就「誰站在我這邊，誰

和我想的一樣」做出選擇。即使

是在講到具體政策的時候，也是

要顯示背後的決策者的價值觀。

譬如保守黨支持者會提醒你，蘭

萬靈醜聞已經讓特魯多「失去了

執政的道德權威。」而自由黨支

持者會說謝爾從來沒有參加過同

性戀大遊行。

【看中國記者張明天綜合報

導】由於來自大陸的勢力對臺灣

2020 年總統大選的影響，「假

信息」的傳播力度日益擴大。 9
月 10 日，由臺、美、日、瑞，

4 方共同主辦「全球合作暨訓練

架構」（GCTF）第 2 屆「培養

媒體識讀以捍衛民主」工作坊。

美國國務院副助理國務卿巴斯比

（Scott Busby）在致詞時表示，

臺灣 2020 大選的時間只剩下幾

個月，但北京卻正在透過假信息

破壞民主選舉、分裂民眾，讓人

民開始懷疑民主的機制。

自 2015 年 臺 美 開 始 合

作的「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

（GCTF）規模不斷擴大，今年

日本和瑞典也共同加入舉辦第 2
屆「培養媒體識讀以捍衛民主」

工作坊。與會的貴賓有民主基金

會董事長蘇嘉全、外交部長吳釗

燮、美國國務院副助理國務卿巴

斯比（Scott Busby）、美國在臺

協會處長酈英傑，還有首次來臺

參加的瑞典貿易暨投資委員會代

表言禾康（Håkan Jevrell）等。

美國國務院副助理國務卿巴

斯比（Scott Busby）在致詞時

表示，中共正在透過假信息破壞

民主選舉。

為防堵「假信息」滲透 
12國齊聚臺吸取經驗

現場還有來自 12 個國家代

表，超過百位相關人士與會，兩

天的工作坊中，將會互相分享推

廣媒體識讀的經驗及討論所面臨

的困境。 9 月 10 日，華府智庫

大西洋理事會歐亞中心資深研究

員卡連斯基（Jakub Kalensky）
發表了專題演講。

再次訪臺的巴斯比在致詞時

直言，臺灣 2020 大選的時間只

剩下幾個月，但北京卻投注巨

資，試圖透過假信息破壞民主選

舉、分裂民眾，試圖讓人民懷疑

民主機制。假信息對美國來說也

一直是個挑戰，美國也一直在努

力打擊那些破壞民主選舉可信度

和結果的假信息。

巴斯比認為臺灣的言論、宗

教、新聞與和平集會的自由，

這些應該在整個印度 - 太平洋地

區，包括香港，得到有力保護。

所以巴斯比也肯定臺灣提出的相

關教育課程，可以提升大眾媒體

識讀能力，找出資訊原始來源，

並思考資訊內容。

蘇嘉全則用香港反送中為

例，「北京政府運用國家的力

量，操作部分媒體，企圖掩蓋真

相，有目的性的散播偏差信息，

或是意圖操控國際輿論走向」。

酈英傑認為臺灣是信息戰的

第一線，而且臺灣的對手更加難

纏頑固，也因為在面對假信息的

侵害沒有誰能夠單打獨鬥，所以

本次的課程希望可以聽到各國有

哪些「成功的政策或是計畫」，

包括「曾經犯下的錯誤」的寶貴

的經驗分享，讓這次的會議成

功。

吳釗燮則引用美國國務卿蓬

佩奧的話：「臺灣也是民主的成

功故事，可靠的夥伴，以及世界

上一股良善的力量。」吳釗燮最

後表示很高興看到理念相近國家

緊密合作，力求保護民主價值。

【看中國訊】近期國際上加

強了對侵犯人權者的打擊力度，

甚至波及一些知名人士。國際人

權組織「保護衛士」目前正準備

向美國、英國等七個國家和地區

申請依據《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

問責法》及類似法律制裁中國央

視知名記者董倩；美國移民與海

關執法局（ICE，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逮

捕了 39 名涉嫌侵犯人權的外國

人。

央視記者董倩為甚麼會受

到國際人權組織的指控？「保

護衛士」指出，董倩涉嫌與警

方和國保人員合作，為至少五

名「709 大抓捕」案中的人權捍

衛者錄製「強制電視認罪」的視

頻，並廣為傳播，嚴重侵犯了人

權。在董倩採訪的五名人權捍

衛者中，有一位是網名「超級低

俗屠夫」的吳淦。 2015 年吳淦

被警方以「尋釁滋事罪」和「誹

謗罪」刑事拘留，並被央視新聞

節目大肆抹黑。「保護衛士」指

出，董倩在認罪節目中不僅是錄

製視頻的記者，更是中心人物。

申請制裁董倩的文件將被提

交給美、英、加拿大、波羅的海

三國和直布羅陀等七國和地區。

9 月 4 日美國移民與海關

執法局在紐約、舊金山、亞特

蘭大、洛杉磯等 12 個城市展

開「絕無藏匿之地」（No Safe 

Haven）行動，逮捕了 39 名涉

嫌侵犯人權的外國人，包括 4
名涉強制墮胎的中國人。這些人

將被遣返回母國。

ICE 認為，人權惡棍藏匿

美國以逃避懲罰，這違反了美國

法律。他們往往還敵視美國，對

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為防止

美國成為人權迫害者的避風港，

2008 年，ICE 成立了「人權迫

害者及戰爭犯罪中心」，對美國

境內居民就戰爭犯罪、群體滅

絕、酷刑、法外殺戮、對宗教自

由的嚴重侵犯等進行調查。

近期美國政府官員對法輪功

等受迫害團體表示：「我們需要

你們的幫助，需要你們幫我們提

供線索。」9 月 10 日有法輪功

背景的明慧網發通告，呼籲蒐集

已經進入美國的人權迫害者名

單，並提交給美國移民與海關執

法局。通告說，希望法輪功人士

和各界民眾向本網站舉報那些

曾在中國大陸和其他國家（尤

其是美國）參與迫害法輪功的

個人信息。網站將把名單遞交

ICE，要求將其抓獲並驅逐出

境。

加拿大聯邦選舉正式開始

防堵假信息滲透 12國聚臺 

起價
中 800’S
奢華內城區  

鎮屋

–
www.rndsqr.ca

2212 33 Ave SW
sales@rndsqr.caCLIFF BUNGALOW 05

謝爾（公有領域） 特魯多（公有領域）

12個國家代表與會「培養媒體識讀以捍衛民主」工作坊。（自由時報）

國際法案發力 打擊侵犯人權者

董倩播報新聞。（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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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據卡城房地產

協會（CREB）消息，8 月份，

卡城房屋銷售增長，伴隨新房上

市放緩，市面上總待售庫存減

少。本月房屋銷售增長，主要由

售價低於 50 萬元的房屋銷售驅

動。

CREB 首席經濟學家 Ann-
Marie Lurie 說：「就業情況一

直在改善，但就業增長主要在傳

統的工資較低的行業。這一定程

度上影響了房市的變化，房屋銷

售增長主要出現在房價低於 50
萬元的區間。」

同時，高價位區間的房產銷

售有所下降，但降幅被低於 50
萬元的房屋銷售增長抵消。所以

8 月份總銷量比去年同期提高了

6%。

所有房屋類型的銷量都有所

增長，其中公寓、鎮屋等多戶型

房屋增幅最大。

與去年相比，鎮屋銷售已連

續增長六個月。這也是年初至今

累計銷售量高於去年同期水平的

唯一房產類型。

本月房市庫存下降，將有助

於市場轉向更平衡。

卡城房價下行壓力減少，本

月全市房屋基準價（未經調整）

為 42.6 萬元，與上月持平，較

去年同期低 2.6%。

儘管銷售量增長，庫存減

少，但房市恢復仍需要時間。房

屋平均待售期仍為 4 個月以上。

與多年平均數據相比，目前庫存

水平仍處於高位，銷售量仍低於

歷史平均值。目前來看，房市仍

利於買家。

卡城房市

獨立屋

年初至今獨立屋總銷售量仍

然低於去年同期水平。本月南

部、西北部銷售量有所增長。

價格低於 50 萬元的房屋推

動了全市銷售增長。同時，價格

超過 50 萬元的房屋銷售放緩和

庫存增加，導致待售期延長，進

一步鞏固了買方市場。

8 月份的基準價格，南部地

區同比下降超過 5%，東南區下

降近 1%。

公寓

連續第二個月，公寓住宅的

銷售有所增長，同時，新上市房

屋數量也有增加。所以庫存水平

並無大調整，並使待售月數保持

在高位。

銷售量稍低於去年同期，但

今年平均庫存量低於去年。

與去年同期相比，8 月份全

市範圍公寓基準價格有所下降。

但東部、東南和東北區價格有所

溫和上漲。儘管售價上漲，但仍

遠低於 2014 年的高點。

鎮屋

連續六個月卡城鎮屋銷量增

長。今年迄今為止，鎮屋銷量已

達 2665 套，較去年同期增長了

近 5%。與此同時，新上市房源

繼續放緩，庫存量進一步減少。

平均待售期，8 月份為少於

5 個月，而去年同期，則為超過

6 個月。

市場的改善，支撐基準價格

略有漲幅，但 8 月基準價仍比

去年同期低 2.6%。

周邊衛星城

艾爾德裡 (Airdrie)：今年

迄今為止的銷售量高於去年同期

水平。與卡爾加里不同，這裡的

大部分增長都來自獨立屋銷售。

今年迄今為止，新上市房屋數

量同比下降 13%，庫存量較去

年略有下降。 8 月基準房價為

33.46 萬元，同比降 1.8%。

科克倫 (Cochrane)：受新

房上市減少和銷售穩定影響，庫

存繼續呈下降趨勢。待售期，

8 月份平均為 5 個月，較去年同

期的近 8 個月有大幅降低。 8
月基準價格為 40.8 萬元，比去

年水平低近 4%。

奧科托克斯 (Okotoks)：年

初至今，銷量達到 373 套，略

高於去年同期，但仍低於長期平

均水平。待售期，從去年的近

10 個月下降到今年 8 月的不足

5 個月。儘管供應過剩減少，但

今年到目前為止的基準價格仍比

去年的水平低 4％。

【看中國訊】有市議員提議

對 Airbnb 和其他房屋短租制定

規則。如果提議的規則獲得通

過，則卡城經營 Airbnb 和短租

的業主需辦理經營許可證。

提議的新規則建議按房屋臥

室多少分級授予許可證，一至四

間臥室的住宅，許可證年費為

100 元；五間及以上臥室的住

宅，年費 191 元；另外還需繳

納消防檢查費用。

新規則還規定：共用一個房

間的客人不得超過兩人；每間臥

室必須有一個窗戶；房主不得重

疊預訂等。

如果房主違反這些規則，將

被處以最高達 1000 元的罰款。

對於上了黑名單的房主，市政也

不一定頒發許可證。

根據 Airbnb 發布的消息，

今年 5 月 24 日至 9 月 2 日期

間，卡爾加里的 Airbnb 業主

今年夏天共接待了 13.7 萬名客

人，獲得了 1800 萬元的收入，

比去年夏季增漲 35%。

市議員 Druh Farrell 表示，

Airbnb 和家庭共享經濟越來越

普遍，現在是市政介入的時候

了。許多短期租賃提供商尚未支

付所得稅，她認為許可證制度將

在這方面提高透明度。另外，她

還表示一些提供共享服務的房

屋，未達到酒店的消防安全標

準。

如果提議的新規則獲得批

准，將於2020年2月1日生效。

【看中國訊】加拿大按揭和

住房公司（CMHC）發布報告

顯示，8 月份新屋開工數量（季

節調整後）為 226,639 套，高

於 7 月份的 222,467 套，增幅

1.9%。

金 融 市 場 數 據 公 司

Refinitiv 的數據顯示，經濟學

家預期年度平均開工量為 21.5
萬套。

8 月份，城市住房開工量增

長 2%，達 213,663 套。使 8 月

份全國新屋開工量總體增加。

8 月份城鎮多戶型住宅開工

量 下 降 1.4% 至 160,388 套，

而城鎮獨立屋開工量則增加

13.6% 至 53,275 套。

上個月，經季節性調整的農

村新屋開工量為 12,976 套。

CIBC Capital Markets 首

席經濟學家 Avery Shenfield 表

示，「加拿大的房地產行業曾一

度成為經濟增長的引擎，但現在

它不是了，整個行業的活力較

弱。」「八月份的房屋開工數量

為 226,639 套，略高於上個月，

但仍保持在過去五年平均數之

上。」

12

AUGUSTA FINE HOMES  •  BAYWEST HOMES  •  BROADVIEW HOMES  • CALBRIDGE HOMES
NUVISTA HOMES  •  STERLING HOMES  • STREETSIDE DEVELOPMENTS  

AUGUSTA FINE HOMES  •  BAYWEST HOMES  •  BROADVIEW HOMES  • CALBRIDGE HOMES

年度社區
卡 爾 加 里 地 區

生 活生 活 會會

在在
更 美 好更 美 好 如果生活

HARMONYHARMONY
享受湖景 - 高爾夫生活
就在 SPRINGBANK的獲獎社區

SPRINGBANK學校 休閒湖 MICKELSON國家高爾夫俱樂部 風景秀麗的公園和散步小徑

套展示屋
今天就來參觀！

家庭升級住宅

盛大開盤 -9月 28日

盛大開盤 -10月 5日

後車道特色屋

起價大 $600s

優雅車庫連體平房別墅

起價大 $700s

高檔豪華房屋

起價大 $900s

湖濱屋

起價 至$1.5M $4M

難以置信的基礎設施、學校以及令人驚艷的全新展示屋：
在卡爾加里西面唯一的新湖濱社區，全都擁有

距離卡城市區以西僅幾分鐘車程，在 Harmony享受更好的生活包括優秀的公立、私立
學校，您自己的湖泊，高爾夫球場，公園，廣闊小徑，美麗家園，鄉村空氣，大山風景，
以及更多。

今天就來參觀，找到您的新家吧。您會驚嘆於願景如此之快變為現實。

查詢方向位置圖、信息及更多資訊，

請訪問

在這裡，在 Harmony.

LiveInHarmony.ca

2X

卡城房市 低價房帶動八月銷售增長

（公有領域）

卡城擬為Airbnb及其他短租制定規則 8月新屋開工量增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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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巨頭遭調查

9 月 9 日，在最高法院前舉

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該項調查的

牽頭者，德克薩斯州共和黨籍總

檢察長帕克斯頓（Ken Paxton）
稱，谷歌「在網路廣告市場和搜

索流量方面具有強大的控制力，

其可能造成不利於消費者的反競

爭行為。」

48 州在 9 日要求谷歌提供

廣告業務的文件。檢察長們指

出，廣告客戶表示，由於谷歌的

搜索引擎服務在市場佔有主導優

勢，並經營連繫廣告買家和賣家

的主要科技平臺，他們別無選

擇，只能使用谷歌的服務。

無獨有偶，9 月 6 日，紐約

州總檢察長、民主黨人利蒂西

亞．詹姆斯（Letitia James）牽

頭髮起了一項針對臉書的調查，

詹姆斯宣布，將調查臉書是否

「危及消費者數據安全，降低消

費者選擇質量，或者提高廣告價

格」。

除了州檢察長調查谷歌、

臉書，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貿

易 委 員 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 也 在

調 查 谷 歌（Google）、 臉 書

（Facebook）、 蘋 果（Apple）
和亞馬遜（Amazon）這些科技

巨頭。

幾家科技巨頭主導著網路

搜索、社交媒體和零售服務的

在線平臺行為。例如 Google
並購了 Waze、Facebook 並購

了 Instagram、Amazon 並購了

Diapers，這些大型科技公司透

過收購小型科技公司，造成市場

壟斷。其中，Google 主宰全球

搜索服務，Facebook 擁有三大

頂級社交媒體平臺，Amazon 則

是在線零售領軍者。

重大問題需合作解決

這些科技巨頭此前也多次被

調查，如歐盟在過去 3 年裡，

向谷歌開出了 90 億美元與反競

爭行為相關的罰款；今年 7 月，

臉書因為泄露用戶隱私被 FTC
罰款 50 億美元。

雖然這個金額以大多數標準

來衡量，被認為是很大一筆數

字，但實際上只佔這兩家公司季

度收入的一小部分。臉書 2018
年的營收將近 560 億美元；市

場研究機構 eMarketer 數據顯

示，預計谷歌今年在美國的數字

廣告收入將超過 480 億美元。

相較於從隱私和消費者保護

問題切入咎責，反壟斷調查對這

些公司的商業模式構成了更直接

的威脅。如果聯邦或州調查谷歌

時，找到了其反競爭行為的證

據，那麼它將被迫更改演演算

法。

內布拉斯加州總檢察長彼得

森（Doug Peterson）表示，「英

國、法國、澳大利亞、歐盟委員

會正在考慮這一事實，這一點非

常重要，這一切都表明這是一個

重大問題。」

你能看到甚麽被控制

密蘇里州前總檢察長喬什．

霍 利（Josh Hawley） 是 2017
年首批對谷歌展開反壟斷調查的

人之一，他觀察到大型科技平臺

傾向於審查保守派。

川普總統也早在 2018 年

8 月 28 日發推文公開譴責谷

歌等科技巨頭：「在 Google 上

搜尋『川普新聞』的結果只有

假新聞的報導。換句話說，有

人動了手腳，對我或是對其他

人，所以幾乎所有報導和新聞

都是負面的。」當日下午他在

白 宮 表 示：「Google、twitter
和 Facebook，真的非常有問

題，……我們已經收到成千上萬

的投訴，（他們）不能夠繼續放

肆。」

美國保守派非盈利組織

Project Veritas 於今年 6 月 24
日發布了一則視頻，一位谷歌

員工向該組織透露，谷歌「他們

是一個高度偏見的政治機器，決

心永遠不讓川普這樣的人再次掌

權。」視頻中，谷歌創新部門負

責人珍．吉納伊（Jen Gennai）
在被偷拍時說：「2016 年我們都

搞砸了，……我們怎麼做才能阻

止它再次發生？」吉納伊稱，谷

歌正在嘗試「訓練演演算法」，

希望能模擬出一種可能改變川普

2016 年大選勝利結果的方式。

這個曝光谷歌秘密視頻發出後不

久，遭谷歌封禁。

谷歌臉書遭反壟斷聯合調查 
【看中國記者邢亞男

綜合報導】日前，來自美

國48個州、哥倫比亞特區
以及波多黎各自治區的50
位總檢察長聯合簽署了針

對谷歌的反壟斷調查，這

項調查將主要集中在谷歌

的廣告和搜索業務上。加

州和阿拉巴馬州是僅有的

兩個未參與調查的州。

美國48個聯邦州參與，50位總檢察長聯合調查谷歌（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端木珊綜合報

導】多家大陸媒體近日報導，被

稱為「中國天眼」的 500 米口

徑球面射電望遠鏡（FAST），
日前探測到編號為 FRB121102
的「快速射電暴」的多次重複爆

發，捕捉到目前全世界已知數量

最多的脈衝。該望遠鏡位於貴州

省平塘縣窪坑中，是目前世界上

最大單口徑、最靈敏的射電望遠

鏡，於 2016年 9月 25日啟用。

專家稱，這個「宇宙深處的

神秘射電信號」的信號源位於

距離地球約 30 億光年的矮星系

中。事實上，早在 2007 年，人

類就已經發現了第一個「快速射

電暴」，但國際科學界一直無法

給出關於這種「快速射電暴」起

源的合理解釋。對於 FAST 最

新探測到的「快速射電暴」，科

學家目前已排除了飛機和衛星等

的干擾因素，後續交叉驗證正在

進行之中。

探測到上述快速射電暴的

「天眼」射電望遠鏡，FAST 工

程臺址與觀測基地系統總工程

師朱博勤在去年末對外表示，

中國「天眼」將從 2019 年開始

搜尋外星人。朱博勤直言，搜

尋地外文明（外星人），是中國

「天眼」的終極目標之一。物理

學家霍金生前曾多次警告，中國

「天眼」射電望遠鏡容易惹到外

星人。在中國建造「天眼」射電

望遠鏡之時，霍金就對這個「天

眼」計畫提出質疑，並警告中國

停止該計畫。

中國啟用「天眼」射電望遠

鏡後，很快探測到一個 1300 多

光年之外的可疑宇宙信號，中

方稱此信號來自於外星人的「警

告」，當時中國科學家還計畫發

出「善意信息」給對方。但霍金

獲悉後警告中國：「不要回答！

不要回答！」。

中國「天眼」收
到大量神秘信號

EVANSTON  

EVANSTONCOMMUNITY.COM/SAVE10K

$280s $360s $380s $500s

• Broadview Homes • Sterling Homes • NuVista Homes • Jayman BUILT • Trico Homes • StreetSide Developments

$10,000

它激發榮耀，豐富生活，其價值經得住歲月的考驗。我們創造可流傳於世的社區，

已經為您

折扣

雙拼屋*

準備好了！

鎮 屋
起價 起價起價 起價

雙拼屋 後置車庫獨立屋 前置車庫獨立屋

位於卡爾加里西北區，Evanston提供了一個可安居的社區，感受空間遼闊，鄰里和
睦及胸懷寬廣的生活。現在購買雙拼屋，即可獲得 10,000 元的折扣 , 它們鄰近學校、
購物中心和眾多的公共設施。Evanston 擁有學校、散步小徑和已建成的公園，還有
更多，就在社區內。 歡迎了解這個展開雙臂，擁抱您和家人的社區。今天就來探索
Evanston 吧！

* 價值 $10,000 的開發商折扣適用於所有雙拼屋地塊。這項折扣可以和其他建築商折扣一同使用。更多詳情請諮詢您信賴的 Evanston 開發

商。折扣僅適用於首 20 個地塊，2019 年 5 月 6 日生效，持續至 2019 年 10 月 5 日或第 20 間雙拼屋地塊賣出時，以較先者為準。折扣適用

於 Evanston 社區 31 期的雙拼屋。必須簽署建築商購買協議後才能兌換該項折扣。在購買之前請向建築商出示本項折扣。適用於以下建築商：

Broadview Homes, Jayman Built 以及 Pacesetter H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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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說明「反腐」消退

中共中紀委近期通報拿下了

四個副部級「老虎」，包括河南

省副省長徐光、安徽省高級法院

前院長張堅、河北省副省長李

謙，海口市委書記張琦，他們分

別 在 8 月 24 日、25 日、27 日

和 9 月 6 日被查。這個時間正

是當局定下要開始建政 70 週年

活動「維穩」的敏感點，故此連

打四「虎」未免就有應節造勢之

嫌。

但現時當局拿下貪官的分量

已經很難再像以往那樣引發轟

動。似乎從某一時間節點開始，

人們已經逐漸失去對中共反腐風

暴的亢奮情緒。事實似乎也印證

了「為甚麼」。這個時間點是中

共十九大，一個已被多方分析認

為是中共各派系一次妥協性政治

交易的會議，特別是此後，習近

平拿下江澤民和曾慶紅的傳聞基

本消失。

數字可以為我們勾劃出一個

反腐消退的線條：根據官方數

字，迄今為止，在中共十八大

後落馬的 271 名部級（含副部

級）以上高官以及副軍級以上

軍銜將領中，分布在 2017 年的

僅 1 人，分布在 2013 年的 13
人，最高潮時期的 2014 年、

2015 年分別有 60 人、64 人被

查，2016 年略減少至 57 人，

2017 年則大幅下滑至 40 人，

2018 年更進一步跌至 26 人。

而 2019 年初至今，已有 16 名

省部級（含副職）官員被查，

按此「節奏」應該不至於大幅超

越前一年數字。

而從被查官員級別上來說，

中共十八大後落馬正國級 1 人

（即周永康），副國級 5 人（蘇

榮、令計劃、孫政才、徐才厚、

郭伯雄），正部級 20 人。而中

共十九大後落馬官員的相對級別

來說較低，最高級別為副國級的

楊晶（國務委員兼秘書長），正

部級兩年來被查的僅中宣部副部

長魯煒、發改委副主任努爾．白

克力、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原

陝西省委書記趙正永、原雲南省

委書記秦光榮以及原證監會主席

劉士余 5 人。

趙樂際沉悶的背後

官方導顯示，中共在十八大

後一次一次的中央巡視，都是外

界關注的熱點，中央巡視組根據

線索拿下了不少高官，但中共

十九大後，中共巡視定位為所謂

的「政治巡視」。

據中共說法，政治巡視實際

上是從意識形態入手，要求下邊

事事與中共黨中央一致，更著重

其整黨保黨的功能而非單純的反

腐，這說明當局的反腐性質上已

經發生變異。

近兩年當局通報落馬的官員

中，有好幾個被特意強調偷看了

境外反動書刊，有些是涉及所謂

反黨言論，這種將意識形態整肅

混入反腐，在反腐的同時增加打

壓新聞和言論自由的部分內容，

無疑與上屆中紀委的呼應民意的

反腐不可同日而語。

事實上，趙樂際從強勢反腐

的王岐山手中接棒，以其資歷和

實力，從一開始就定位「刀口向

下」，除了打了幾個王岐山交下

的省部級「老虎」（有些還是主

動投案的，如：秦光榮、劉士

余），就是花大力氣在陝西捉拿

自己當年的舊部，他們多是因為

秦嶺別墅事件中冒犯了習近平。

這在官場人士來看都是極其難堪

的事。在過去一年多的官媒公開

報導中，趙樂際也沒有被給出一

個很權威的報導位置。

即便在近日中共建政 70 週

年前應節打幾個「老虎」，也只

是副部級，並且派系色彩不明。

趙樂際反腐如此低調沉悶，

一方面證實中共是反腐越反越

腐，反而無法控制官場怠政流

行，當局已對反腐失去信心和耐

心。另一方面，去年以來，美中

貿易戰開打、中國經濟不景氣，

國內民怨在高壓嚴控下如火山待

爆，香港更發生從反對《逃犯條

例》修訂到要求實現高度自治的

示威，在內憂外患之下，中共頻

發聲要防範「顏色革命」。

如此看來，顯然現當局在反

腐這方面已無心作戰，並且無暇

顧及，除了口頭上說保持高壓態

勢，日常逮些層出不窮的中下層

貪官，不時打幾個無關時局的

「虎」應付了事，事實上唯有放

任官場一爛了之。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姍姍來遲的中共四中全會將於十

月份召開，但沒定具體日期。對

此，有分析稱，一個中央全會拖

了將近兩年，疑雲重重，表明中

共黨內與習近平之間存在分歧。

而近日對外高喊「鬥爭」的習近

平或正面臨權力危機？

8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召開會議宣布，其久拖不開

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定於 10 月舉

行。中共官方透露四中全會主要

議程，分別是政治局向中央委員

會報告、研究堅持和完善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

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

問題。

法廣分析指，習近平正值強

勢，但中美貿易談判及香港問題

似乎與習誤判形勢或決策有關，

外界揣測習會否被問責。

法廣稱，習近平於 9 月 2
日在中央黨校一個開班儀式，一

口氣講了數十次「鬥爭」，這個

鬥爭的指向據分析表面看是針對

美國以及香港事件，其實就是反

映黨內仍有權鬥。旅美學者陳破

空指，8 月 30 號的中共政治局

會議無提「四個意識」和「兩個

維護」，亦無強調維護習核心，

相信反習陣營並未消失；習在四

中全會前大談「鬥爭」，大有營

造「延安整風」氣氛，發動權力

保衛戰。

報導認為，一般預計四中全

會習近平面臨的壓力會很大，原

因就是香港問題和美中貿易戰都

很嚴峻，習想走過場也許不太那

麼容易。歷史學者章立凡分析，

除了香港問題，美中貿易談判能

否在十一前拿出好成績，習屆時

在會上也得向黨內報告。如果對

以上兩大問題不能有個階段性成

果，或者出了更大問題，這對習

來講不一定是好事。

不過，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

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

編鄧聿文表示，在他看來，一則

按照中共黨章和全會時間慣例，

習近平並未晚開全會。再則習近

平恐怕要在四中全會為黨再套一

個緊箍咒，將自己的一套治黨規

矩，看作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

力現代化的主要內容，從而成為

習氏特色社會主義的鮮明標誌，

他認為習不可能因為貿易戰和香

港問題被追責。

最終習陣營和反習陣營誰佔

上風，受黨內外和全球矚目。

在四中全會前的 9 月初，

習近平於中央黨校培訓班開班典

禮上發表講話時說，中共的成

立與實行改革開放「都是在鬥爭

中誕生、在鬥爭中發展、在鬥爭

中壯大的」，習近平一口氣講了

58 次「鬥爭」。

對此，《美國之音》9 月 9
日引述兩岸問題專家吳漢分析表

示，鬥爭是中共的核心概念，中

共從成立開始就是在搞鬥爭，中

共看社會問題就是從矛盾的角度

看，為了處理矛盾，就要鬥爭。

很多媒體在解釋習近平的「鬥

爭」的時候，不是針對哪個個人

和對象，而是一個語境。

中共現在面臨的內外環境都

是險峻的，黨的內部也是需要鬥

爭的。這次是否會有黨內的反對

勢力進入香港然後進行反撲？這

是有可能的。習近平的權力不是

那麼穩固的。

曾任中共中紀委書記尉健行

的撰稿人王友群刊文表示，現在

習近平正處在一個非常危險的臨

界點上。如果江澤民、曾慶紅的

親信最終將中美貿易協議徹底攪

黃了，將香港徹底攪亂了，那就

離習近平被清算不遠了。

趙樂際與遭廢棄的「反腐敗」

習近平處於危險臨界點？四中全會疑雲重重

當 了 近 兩 年 習 近 平
的「打虎將」的中紀委書
記趙樂際，現在是甚麼狀
態？中共的所謂反腐又陷
入甚麼難堪之境？分析一
下一目了然。

專欄作家鄭中原

現任中紀委書記趙樂際在權力格局中處於劣勢。（Getty Images）

傳中聯辦主任 
王志民將離任

湖南教授論證 
英國起源於湖南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

導】香港特首林鄭月娥 4 日提

出正式宣布撤回修訂「逃犯條

例」，引爆中共高層內鬥猜想。

有消息說，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將

在 10 月份的中共四中全會之後

會被調職。總部在香港的人權民

運信息中心披露了上述消息。

媒體人何頻在海外視頻節目

中爆料稱，中共中央港澳協調工

作小組的人事和運作方式，使香

港這個「獨立王國」水潑不進，

習近平無法插手。

其中，現任中聯辦主任王志

民，因在中聯辦工作時，陪同前

往香港的曾慶紅的媽媽（鄧六

金）遊玩獲得曾的青睞，步步

高陞至香港中聯辦主任。

據《看中國》專欄作家鄭中

原文章分析，王志民還身兼中共

香港工委書記，在中共黨治架構

中，其在香港的權力高於林鄭月

娥。在最近的香港反送中風波

中，王志民斗膽受命北京，藉沒

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特首林鄭月娥

在港發起修訂逃犯條例，本來靠

的是立法會內的地下黨員。據

知，早前經過立法會民主派議員

們的堅決反抗和網上發動示威者

的衝擊後，立法會己經癱瘓。而

林鄭則失去市民的支持無法施政

下去。當時王志民曾兩次召集親

共派人士到中聯辦接受訓話。林

鄭不能辭職下臺，其原因是王志

民不能以書記身份親自出面指揮

行動，要留著林鄭作為他的替

身。王志民在香港代表了中共。

資深政論家林保華早前撰文

表示，特區政府各部門的各自為

政，正是北京不同派系各自為政

的反映。目前香港處在中共權力

鬥爭的磨心，各派都希望對方犯

錯而撈取好處，然而無論哪一派

得勝，付出代價的都是香港！

【看中國訊】中共十六大報

告的起草人之一、湖南大學法學

院原院長杜鋼建曾發表關於「英

漢同源」的觀點，被網友罵其厚

顏無恥，鼓吹妄語。

近日，四川省社科院院長向

2019 級新生致辭，希望同學們

「大力弘揚追求真理、嚴謹治學

的求實精神，而不是投機取巧，

譁眾取寵，像有的『專家』論證

『英國人和英語起源於湖南』，

淪為笑談。」

杜鋼建認為，在先夏時期，

皋陶的後代被分封在英山，也

就是今天的湖北英縣，這就是

英國人祖先生活的地方。並舉

例說英語單詞「shop」，發音就

是漢語「商鋪」的發音；英語中

的「yellow」，用漢語說就是「葉

落」不過，有網友質疑說，商

鋪、葉落是普通話，幾千年前的

華夏有普通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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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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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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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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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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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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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nny comercial AD201906.indd   3 2019/6/12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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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博爾頓、彭佩奧、川普。(美聯社)

川普在推特上說，「我昨

晚 通 知 約 翰． 博 爾 頓（John 
Bolton）白宮不再需要他的服務

了。我跟本屆行政當局內的其他

人一樣，強烈不同意他的很多建

議 ......」「我請約翰辭職，他今

天早晨向我遞交了辭呈。我非常

感謝約翰的服務。我將在下週任

命一位新的國家安全顧問。」

博爾頓在 2018 年 4 月被

任命為國家安全顧問，取代

了陸軍中將 H.R. 麥克馬斯特

（H.R.McMaster）。他曾效力里

根、老布什和小布什三屆政府，

並在司法部和國務院擔任過職

務。他還在 2005-2006 年擔任

美國駐聯合國常駐代表，並在

2001-2005 年期間擔任國家軍

控和國際安全部副部長。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9 日批准了

一項由英國議會通過的，意在阻止英國

於 10 月 31 日無協議退出歐盟的法案。

根據該法案內容，如若英政府無法就脫歐

問題達成協議，首相應將脫歐日期推遲 3
個月至 2020 年，除非議會在 10 月 19 日

前批准了英政府與歐盟達成的脫歐協議，

或同意在無協議下脫離歐盟。儘管亟欲提

前大選的現任首相約翰遜，在休會前的

最後議程中又一次地提出「解散國會」之

請，卻仍因在野黨的集體杯葛再遭封殺。

在混亂的挑燈夜戰後，英國國會 10 日清

晨正式展開了為期 5 個星期的強制休會。

但在野的工黨正祕密動員準備要在 10 月

31 日脫歐生效的倒數 10 天內，強行發動

「倒閣案」，以期能透過連環重擊，徹底

擊潰強生的政治生涯。

俄羅斯與烏克蘭上週六開始交換俘

虜。幾輛巴士離開莫斯科一所監獄，一架

烏克蘭國有飛機在莫斯科的機場等待；基

輔也出現了類似的活動。在雙方的協調之

下，共有 35 名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被送

上飛機飛回各自的國家。烏克蘭總統澤倫

斯基之前承諾，會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就交

換俘虜以及最終終結烏克蘭東部地區衝突

的問題進行談判。兩位領導人近幾天表

示，交換俘虜的協議已接近達成。現在的

焦點則轉向雙方能否再次努力，就一項永

久和平協議進行談判。烏克蘭東部地區已

經進行了五年的衝突有望終結。

臺灣與南太平洋友邦索羅門日前傳出

邦交出現危機，在索國的人士普遍認為，

該國民間輿論可說一面倒向應該要繼續與

臺灣當朋友，因為中國掌控當地經濟活

動，已引發民怨。中華民國駐索羅門大使

廖文哲表示，大約有高達 8 成至 9 成的

索國民眾目前都還是很支持臺灣。據索羅

門台商會副會長蔡華明的觀察，也得到同

樣的結果。上週，索國國會外交委員會召

開聽證會，主要討論索國邦交是否轉向。

據悉，雖然有部分出席官員的證詞，對於

臺灣比較不利；但索國非政府組織代表的

發言，卻獲得壓倒性支持臺灣。

【看中國訊】朝鮮在提出與美國官員

「面對面」會談幾個小時後，於 9 月 10
日又進行了自 5 月份以來的第 10 輪飛行

物發射。韓國軍方說，這兩枚飛行物飛

行了 330 公里，這又是一次短程試射。

就在幾個小時前，朝鮮副外相崔善姬

說，朝鮮與美國的談判可能在本月底恢

復。美國總統川普似乎謹慎地接受了這

一提議。川普說：「那將會很有意思，我

們拭目以待。朝鮮不久前才在電報里提

出這一提議，我們看看會發生什麼。」

今年 2 月份，川普和朝鮮領導人

金正恩舉行了第二次峰會，但沒有達

成任何協議，此後會談陷入停滯。在 6
月的一次後續會議上，川普和金正恩同

意恢復工作級別的會談。但朝鮮官員尚

未露面。目前還不清楚雙方是否軟化了

立場。

看中國記者憶文報導

美國總統川普總統9
月10日發表推文宣布，美國
國家安全顧問約翰．博爾頓

（John Bolton）離職，引發
各界高度關注。有分析者認

為，博爾頓的國家安全思想

與川普內閣有重大分歧，博

爾頓的離職是意料之中。

與川普戰略相背

有分析人士認為，博爾頓對

中東和俄羅斯的鷹派，不符合川

普的戰略，即打擊美國的頭號敵

人      中國的共產黨體制。

博爾頓被認為在外交政策和

防務問題上是一位強硬派和干涉

主義者，但其主要針對的目標國

家是北朝鮮、伊朗、委內瑞拉和

俄羅斯等。在對待中共方面，他

主張放緩應對。據福克斯新聞

報，博爾頓與川普在一系列熱門

國家安全問題上有著眾所周知的

分歧，也許最重要的是在阿富汗

的部隊縮編計畫上。川普一直在

努力進行分階段撤軍，結束長

達 18 年的阿富汗戰爭。博爾頓

還反對川普去年決定從敘利亞撤

軍，他試圖說服總統讓敘利亞的

美軍繼續反擊伊斯蘭國，並在伊

朗保持影響力。他也曾強烈支持

對伊朗出兵，被川普總統在最後

一刻叫停。

在當前集中力量打擊中共的

總體戰略構架下，美國與俄國的

關係也在緩和。甚至要拉俄羅斯

重返八大工業國組織（G8）。日

本已經公開表態支持俄羅斯回到

八大工業國組織，法國剛剛也和

俄羅斯緩和關係，英國不反對俄

羅斯回到八大工業國組織，加拿

大自由黨現任總統特魯多 10 月

大選如果下臺的話，上任的加拿

大保守黨應該也不會反對。

博爾頓的政策會讓美國深陷

中東等地戰場，就像 2001 年的

911 恐怖襲擊改變了小布什政府

原本打擊北京的計畫，分散了美

國的資源和注意力。

博爾頓被解職一事被多方分

析人士認為意義重大，它清晰地

彰顯了美國川普政府的總體戰

略。北京當局目前深陷香港「反

送中」運動危機中，曾寄希望於

美國轉戰於伊朗或朝鮮戰場，此

類機會不再存在。外界分析，北

京面對華盛頓戰略指向如此清晰

表達之際，或將對華盛頓做出系

列重大讓步。

美各界反饋

當國務卿蓬佩奧被記者問及

他們是否對博爾頓的離開感到茫

然時，蓬佩奧回答說：「我從不

感到驚訝。」美國肯塔基州共和

黨參議員蘭德保羅認為，博爾頓

美國安顧問博爾頓離職內幕曝光 
出局，世界各地的戰爭威脅大大

減少，「我讚揚川普總統採取了

這一必要行動。總統對外交政策

有很大的直覺，結束了無休止的

戰爭。」

憂思科學家聯盟是一個非盈

利性質的非政府組織，由全球

10 萬多名科學家組成。這個聯

盟的全球安全計畫高級分析師和

華盛頓代表斯蒂芬．楊評論說：

「博爾頓的離開對美國安全來說

是個好消息。 1. 新的開始：美

俄軍控協議可能會被挽救；2. 與
朝鮮的談判將得到更多支持。

3. 與伊朗發生戰爭的可能性下

降。 4. 盟友會更快樂。」

美國總統川普星期三說，他

在考慮五名「我認為非常合格」

的候選人出任他的新國家安全顧

問，但是沒有提及任何他所青睞

的候選人。

一位伊朗政府發言人拉比艾

（Ali Rabiei）說，博爾頓是「美

國鷹派政策的代表」和對伊朗仇

恨的象徵。包括伊朗外交部長扎

裡夫 (Mohammad Javad Zarif)
在內的官員曾多次指出，博爾頓

反對通過對話解決美國與伊朗的

緊張局勢。

【看中國訊】美國總統川普與阿富汗

民兵組織塔利班定好的秘密會談，在週末

的最後一刻遭到取消。川普表示，美國與

塔利班的和平談判不但宣告「死亡」，美

軍對塔利班的攻勢也將進一步加強。

與塔利班進行談判已久的華府，一直

希望能達成協議，讓美軍從長達 18 年的

阿富汗戰場裡抽身。但川普今天在白宮正

式宣布：「這些都已告死亡。據我所知，

已沒戲了。」

川普原本預定 8 日在位於華盛頓郊

區的總統度假地大衛營（Camp David）
與塔利班主要領導人直接會晤，可惜前一

天卻突然戲劇性喊卡，因為阿富汗首都喀

布爾在 5 日時，再度發生自殺炸彈攻擊。

此次攻擊導致 12 人喪命，其中包括 1 名

美軍，這是今年以來第 16 名陣亡的美

軍，而塔利班則宣稱犯下此案。

川普稱美軍對塔利班游擊隊的攻擊，

可說是 10 年來最猛烈的一次，原本看似

已接近完成的和平談判宣告也因此破裂。

他在推特寫道：「我們在過去 4 天以來，

對敵人的打擊更加嚴厲，程度比過去 10
年的任何時刻都要激烈！」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
昨天表示，「我們光是在過去十天，就擊

殺了 1000 多名塔利班成員」。

撤軍阿富汗一直是川普的主要外交政

策目標之一。川普也一直希望在與阿富汗

政府及塔利班三方達成和平協議後，可以

讓美軍撤出阿富汗，兌現川普終止戰事的

承諾。而今雖然談判破局，承諾充滿不確

定性，川普仍表示會權衡減少駐阿美軍數

量。

對川普而言，他原本預定在明年初至

少撤軍 5000 人，數量已超過現有駐軍的

1/3，目前駐紮在阿富汗的美軍約為 1 萬

4000 人。剩下的美軍則預定在 2020 年

底全部撤離，藉此讓塔利班切斷與蓋達組

織的關係，併進一步支持反恐。

他說：「我們若想要抽身，會選對的

時間。」

由於美方與塔利班的和平會談以失敗

收場，外界也擔憂阿富汗境內暴力衝突，

恐怕會進一步升溫。

即便在雙方最近幾週舉行會談期間，

塔利班的攻勢並不因此停歇，甚至更變

本加厲。美軍中央司令部司令麥肯錫

（Kenneth McKenzie）對此表示，為了

對抗不斷升溫的情勢，美軍在阿富汗採取

行動的腳步將可能加快。

麥肯錫在造訪阿富汗時指出，塔利班

在和平談判期間發動的一連串重大攻擊，

「做得太超過」，在上週甚至奪走一名美

軍的性命。

當時身處阿富汗東北部的巴格蘭機場

（Bagram airfield）的麥肯錫，便對隨行

記者說：「對於讓他們進行一些自稱是勝

利的競賽，美軍不可能坐以待斃，更無法

容忍此種情況發生。」

寰宇新聞

與塔利班和談破局
美軍將加強攻擊

朝鮮在呼籲核談判幾小時後發射飛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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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會兩黨重量級議員近

日紛紛表示將迅速推動《香港人

權與民主法案》的通過。分析人

士認為，《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如果通過，既是對香港民主運動

的莫大支持，也是對北京發出強

有力的信號。

擬定中的這項法案旨在修

訂 1992 年通過的《美國—香港

政策法》，重新確認美國對香港

民主、人權和法治的承諾，支持

港人民主訴求，敦促中國政府履

行承諾，給予香港高度自治以及

普選特首和立法會議員的自由權

利。

法案要求：

1） 國 務 卿 每 年 向 國 會

提 交 報 告， 評 估 香 港 是 否

仍「足 夠 自 治」（sufficiently 
autonomous），享有區別於中

國大陸的特別待遇；

2）要求總統列出名單，確

定哪些人對綁架香港書商和記者

事件、以及將行使基本自由人權

的人士移交中國大陸進行拘押、

逼供和審判方面負有責任，凍結

這些人在美國的資產，並禁止他

們入境美國；

3）要求商務部提交年度報

告，評估香港政府是否切實執行

美國的出口管製法規以及美國和

聯合國的制裁規定；

4）如果《逃犯條例》修訂和

23條立法通過，要求總統制定策

略，保障美國公民和企業免受威

脅，包括重估美國與香港之間的

引渡協議以及對香港的旅遊警示；

5）確保參與「雨傘運動」

和其他爭取香港民主、人權和法

治和平示威而被捕留有案底的港

人，不會因此被拒發美國簽證。

對於 1）和 2）的要求，法

案也寫有豁免條文，允許行政當

局以國家安全利益為由提出豁

免。

在 2014 年「雨 傘 運 動」

後，時任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

國委員會 (CECC) 提出了這個

法案，之後被數次提出，並根據

香港局勢發展加入新的內容。今

年的法案是第四個版本。

霍夫斯特拉大學 (Hofstra 
University) 法 學 教 授 古 舉 倫

(Julian Ku) 對美國之音說：「人

們的擔憂是，（如果美國終止香

港的特殊待遇），那將會傷害香

港每個人的利益，而香港民眾正

是美國政府想要支持的。所以新

的法案旨在讓法律更為嚴謹和精

準一點。」

他說，新的法案如果獲得通

過，那將向北京表示，美國國會

雖然在很多議題上有黨派分歧，

但是在香港問題上卻高度一致。

他認為，法案如果通過，也將向

國際社會發出信號，或許也會促

使其他國家出臺類似法案，向北

京施壓。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 9 月 10
日表示，絕不認同外國國會以任

何形式干預及介入香港內部事

務，並對美國國會擬議中的法案

表示遺憾。古舉倫認為，一國在

另一個國家賄賂候選人、干預選

舉或者像俄羅斯那樣在社交媒體

上製造假新聞影響選舉，才是干

涉內政，而發表看對香港問題的

看法、改變對香港的政策根本不

是所謂的「干涉內政」。他說：

「這涉及的只是美國，實際影響

的是我國的人。不錯，這也會影

響到中國人，因為他們可能會因

制裁無法入境美國或與美國做生

意。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不能繼

續在中國做他們在做的事情。」

《香港人權與自由法案》美國議員
為何推動
◎文：莫雨

9月11號是美國紐約遭受911恐怖攻擊紀念日。大批港民當日晚間聚集在沙田新

城市廣場各層合唱《願榮光歸香港》。之前香港市民各個群組傳播著這個訊息:

「為紀念911及團結對抗恐襲，除唱誦口號及歌曲外，所有示威活動將會於香港

時間9月11號暫停一天。我們向死難者及所有對抗恐襲之殉難者致以敬意。」

9月9日德國外交部長馬斯會見了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並討論了香港抗議示威

運動和港人爭取雙普選的訴求。黃之鋒在柏林參加一次公開活動時將香港比作冷

戰時期的柏林，呼籲國際社會與香港站在一起。(Getty Images)

德國外長馬斯會見香港黃之鋒 大批港民合唱《願榮光歸香港》

美國白宮 (公有領域)

《看中國》資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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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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9月12日—9月18日第71期 B版

【看中國訊】寶馬公布了

第三代寶馬 X6 轎跑 SUV，

該車在外觀與及內飾都進行

了升級，將於本週法蘭克福

車展首秀，預計將於今年

12 月前登陸加拿大市場。

全新一代寶馬 X6 將基

於寶馬最新的 CLAR 架構打

造，應用更多鋁合金及復合

材料，從而實現輕量化，外

觀方面，寶馬新一代 X6 采

用了最新的家族式設計，整

體視覺效果看上去更加年輕

動感，寶馬家族式的雙腎型

進氣格柵采用了連體式設

計，搭配兩側天使眼前大燈

組，使外觀看上去更具侵略

性、攻擊性。值得一提的

是，全新一代寶馬 X6 雙腎

型進氣格柵下方，配備了三

段式大尺寸進氣口。

尾 部， 全 新 一 代 寶 馬

X6 尾部與前臉相呼應，采

用了全 LED 3D 立體懸浮尾

燈組與雙邊兩出的排氣布

局，內部為圓形四出排氣，

配合車尾底部擴散器，使其

看上去更加動感。

車內采用和 X5 相同的

布局，導入雙 12.3 吋的數

位儀表、中控螢幕布局，並

提供 4 區獨立恒溫空調、

Bowers & Wilkins頂級音響、

Wi-Fi 熱 點， 以 及「Hey，

BMW ！」語音助理 。

同時配備更先進的主動

駕駛輔助系統，包括具備怠

速熄火功能的 ACC 自適應

跟車巡航、BSD 盲點偵測、

LDW 車道偏移警示、LKA 車

道維持輔助系統、RCTA 後

方車流警示、FCW 前方碰撞

預警、ALC 自動變換車道系

統等。

動力方面，全新 X6 將

提供四款動力配置，其中渦

輪增壓汽油和柴油引擎各兩

款。所有車型都配有 xDrive

四驅系統和八速 Steptronic

手自一體變速箱。

柴 油 動 力 的 xDrive30d

車型搭載 3.0 升直列六缸渦

輪增壓柴油引擎，最大功率

195kW，峰值扭矩 620Nm，

靜止至 100 公里 / 時的加速

時間 6.5 秒，最高時速 230

公里。

汽油動力的 xDrive40i 搭

載 3.0 升渦輪增壓直列六缸引

擎，最大輸出 250kW，峰值

扭矩 450Nm，從靜止到 100

公里 / 小時加速時間 5.5 秒，

最高時速 250 公里 / 小時；

而 X6 M50i 配有動力強勁的

4.4 升雙渦輪增壓 V8 引擎，

最大功率 390kW，峰值扭矩

750Nm 從 靜 止 到 100 公 里 /

時加速時間只需 4.3 秒，電子

限速下最高時速 250 公里 / 小 

時。

另 外，xDrive40i 車 型

也可選配越野套件，包括氣

壓懸吊、M- Sport 電子後軸

差速器以及 4 種越野駕駛模

式（雪地、沙地、礫石及巖

石）。

配備更先進的主動
駕駛輔助系統，包
括具備怠速熄火功
能的ACC自適應跟
車巡航。

尾部與前臉相
呼應，采用全
LED 3D立體懸
浮尾燈組。

法蘭克福車展寶馬第三代
寶馬第三代X6整體

視覺效果看上去更加年
輕和動感。寶馬家族式
的雙腎型進氣格柵采用
了連體式設計，搭配兩
側天使眼前大燈組，外
觀更銳利、強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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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cedes-Benz
Vans born to run.

Vince Pelkman
車隊 / 廂型車

銷售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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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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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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據底特律新聞

報導，菲亞特 · 克萊斯勒汽車公

司（FCA）發言人茲波曼（Bryan 
Zvibleman） 星 期 二（9 月 3 日）

在一份聲明中表示，該公司將在北

美停止生產菲亞特 500 微型汽車。

不到十年前，這個菲亞特品牌被重

新引入美國，之後，500e 電動車也

在北美上市。

他說：「隨著消費者的偏好繼續

轉向更大型的車輛，我們看到我們

的競爭對手和消費者們都在放棄小

型車。」500e 的 84英里續航能力

在目前的電動車市場上缺乏競爭力。

菲亞特 500 和其電動車型都是

在墨西哥托盧卡（Toluca）的組裝

工廠生產的。茲波曼表示，目前該

車的 2019 年車型庫存量將可持續

銷售到 2020 年。 500e 電動車已

於今年 6 月停產。菲亞特 500 的最

後一輛車將於今年 11 月份下線。

2018年，菲亞特汽車在美國銷售

量降至 15,521輛。

相 反，FCA 在 去 年 11 月 表

示，正在投資為歐洲市場組裝菲亞

特 500e 首款電池驅動汽車，並計劃

在 2022 年前在意大利工廠投資 57
億美元。

【看中國訊】車主艾米利問道：「現在我

車的擋風玻璃破了，換新的要 800 元，如果

向保險公司索賠，會不會來年漲我保費？」

「如果您買的是綜合險，它不會導致漲

保險。」費率比較網站保險熱線合夥人關係

高級經理托馬斯（Anne Marie Thomas）說。

「但是，即使您的費率不會上升，也可

能會限制您可以索賠多少擋風玻璃。比方

說，您每六個月就有一次擋風玻璃破損，

保險公司就可能提高你的免賠額。或者，

他們會拒絕支付任何更多的擋風玻璃索

賠。」托馬斯說。

托馬斯解釋說：「車保有三種：責任

險，碰撞險和綜合險。責任險是強制性

的，不買就不讓你開車，而另外兩個是可

選的。責任險包括您對其他人或其財產

（包括其車輛）造成的任何損害。」

托馬斯說：「如果你開車撞上了別人的

房子或車輛，造成他人財產或人員傷亡，

包括財產損失、誤工費、康復費，這可能

是很大一筆賠償，您未必負擔得起，所以

就要由保險公司來賠付，保證無辜受害者

的權益。它也被稱為個人責任或財產損失

或第三方責任險。」而碰撞險，在您是責

任方的時候，可以涵蓋修理您車的成本；

綜合險則幾乎涵蓋了其它任何不是碰撞的

保險，如盜竊、冰雹、被故意破壞等。

【看中國訊】日本汽車企業尼桑 7 月

份公布了 2019 財年第一季（4 月至 6 月）

財務報告，數據顯示公司利潤相比去年

同期大降 98.5%，公司將在未來三年裁

員 1.25 萬。

據悉，第一季度尼桑營業額為 23,724 
億日元，相較於去年同期萎縮 12.7%，營

業利潤僅有 16 億日元，相較去年同期的

1,091 億日圓減少 98.5%。

第一財經日報的數據，自 2016 財年

以來，日產汽車公司營業利潤連續三年下

滑，分別為 7422 億日元、5748 億日元

和 3182 億日元，同比下降 6.4%、22.6%
和 44.6%。根據日經旗下研究分析網站

QUICK FactSet 的數據，從 2019 年 1 月

到 3 月，日產的營業利潤連續兩個季度低

於 100 億日元，這是自 2009 年以來日產

首次遭遇嚴重的業績低迷。

第一季度，尼桑總產量下降 6.8%，

全球銷量下降 6% 至 123 萬輛。這之

中日本銷量下降 2.6%、歐洲銷量下降 
16.3%、其它包括亞洲、大洋洲、南美

洲、中東與非洲則是下降 13.1%。僅有

中國成長 2.3%。

除了銷售量下降以外，尼桑稱，利潤

下降的原因還包括原料成本上升、日圓升

值影響、以及因油耗造假的滿足監管標準

投資等負面影響，大幅增加了支出。

為了因應如此的大幅衰退，尼桑表

示將進行營運戰略改革並致力於產銷正常

化，產能方面會減少 10% 左右，同時在

產品陣容部分也會縮減 10% 的車型，預

計將裁減中小型車款的產量與車型陣容。

在全球範圍，公司將裁員約 12,500 
人，包括財報公開之前已宣布將裁減的

4,800人在內，整體將減少10%的員工，

主要是在印度、美國、墨西哥，另

外也將裁減日本國內的 880 名短期

工人。

未來公司將重點放在智能移動

願景上，包括繼續投資 ProPilot 駕

駛輔助系統、以及推出更多包括 
e-Power 與純電車款等替代新能源

車。另外也將與 Waymo 達成協

議，共同開發在日本與法國的無人

駕駛出行服務等。

Fiat 500最後一
輛車將於今年11
月份下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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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edes-Benz
The best or nothing.

1.49%** $399** $6,000†

45 $5,000 

2.49%** $549** $6,000†

45 

© 2019 Mercedes-Benz Canada Inc. Lease and finance offers based on the 2019 GLA 250 4MATIC SUV/ 2019 GLC 300 4MATIC SUV are available only through Mercedes-Benz Financial Services on approved credit for a limited time. *Total 
price of $46,605.25/ $57,405.25 for advertised vehicle includes MSRP plus all applicable dealer fees. **Lease example based on $399.05/ $549.52 per month for 45 months. Down payment or equivalent trade of $5,000/ $5,000 plus 
security deposit of $450/$600 and applicable taxes due at lease inception. MSRP starting at $46,605.25/ $57,405.25. Lease APR of 1.49%/ 2.49% applies. Freight/PDI of $2,195, dealer admin fee of $395, air-conditioning levy of $100, 
EHF tires, filters, batteries of $25, and PPSA of $34.30 are due at signing. Total obligation is $24,105/ $31,215. 18,000 km/year allowance ($0.20/km for excess kilometers applies). †Cash credit of $3,500/$3,500 only applicable on the 
2019 GLA 250 4MATIC SUV (excluding AMG)/ 2019 GLC 300 4MATIC SUV (excluding AMG).  Vehicle license, insurance, registration, and taxes are extra. Dealer may lease or finance for less. Off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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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ers end September 30, 2019.

Andy Lai 
Max Tomilin Kent Chow 

Pheobe Ku

金秋熱銷，最優惠。
來吧！享受炙手可熱的優惠。選定 2019車款，租賃利率 1.49%起，還有 $6,000的優惠。

2019 GLA 250 4MATIC SUV  總價：$42,700* 2019 GLC 300 4MATIC SUV  總價：$50,416*

租賃利率 租賃利率租賃月供 租賃月供包括 包括

個月 個月首付 首付優惠 優惠$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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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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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自燃現象至今是謎

有關人體自燃的最初記載見

於十七世紀的醫療報告，至 20
世紀，已經發生了 200 多起。

先讓我們來看看這個早期的

例子。 1673 年，巴黎一個貧苦

婦女，一天晚上回家上床睡覺

後，夜裏自燃而死。次日早晨人

們發現，她只有頭部和手指遺留

下來，身體其他部位燃燒為灰

燼。在那以後世界各地先後發生

了多起類似的事件。但是無論是

警察還是科學家，都無法給這種

現象一個令人信服的解釋。

最使人費解的是，許多人體

自燃的例子中，雖然人體被燒成

了灰燼，但是周圍的其他物品，

甚至可燃物都完好無損。這就無

法用火災之類來解釋。另外，

即使在火葬過程中，要將人體

燒成灰燼，先要經過華氏 2200
度高溫燒 90 分鐘，再經過華氏

1800 度高溫燒 60-50 分鐘。即

使這樣，屍體火化後只是碎骨骨

灰，而非灰燼。而最嚴重的房

屋火災，溫度也不會超過華氏

1500 度。那麼人體是如何產生

那麼高的溫度呢？

然而，自然界的許多怪事不

會因為人們不理解就不發生。幾

個世紀以來，人體自燃的事件仍

然層出不窮。下面是幾個被報導

的例子。

1949 年 12 月 15 日，美國

新罕布什爾州的一個 53 歲、名

叫科特里斯的婦女在家中被燒死

了。曼徹斯特警方在調查中發

現，那具已不象人形的可怖屍體

躺在房間的地板上，可是房間內

的物體卻沒有遭到絲毫破壞，而

且壁爐也未曾使用過，甚至在其

他地方也找不到火種。美聯社報

導說：「該婦人在燃燒時一定象

個火球，但是火燄卻沒有燒著她

家裏的任何木料。」

1966 年 12 月 5 日， 美 國

賓州波特城，一位煤氣查表工人

上午九時來到 94 歲的班特萊醫

生家查表。這天天氣奇寒，工人

以為老人尚未起床，就徑直走到

地下室去看表。一進地下室，就

發現地上有一堆冷卻的灰燼。在

灰上方的天花板上出現了一個燒

透的洞。工人大吃一驚，急忙上

樓找醫生。

當他走進衛生間時，裏面的

景象使他毛骨悚然。在燒穿洞的

地板上只剩下半條腿，老人身體

的其餘部份都化為灰燼了。但那

輛老人的推車竟連支架下的膠墊

都完好無缺。除了死者身體所及

那部份外，整個室內沒有一點火

災的跡象或氣味。

自燃的形式可以說是多種多

樣，有些人只是受到輕微的灼

傷，另一些則化為灰燼，更令人

不可思議的是，受害人所睡的

床、所坐的椅子，甚至所穿的衣

服，有時候竟然沒有燒毀。更有

甚者，有些人雖然全身燒焦，但

一隻腳、一條腿或一些指頭卻依

然完好無損。在法國巴黎，一個

嗜好烈酒的婦人在一天晚上睡覺

時自燃而死，整個身體只有她的

頭部和手指頭遺留下來，其餘部

份均燒成灰燼。

1985 年 5 月 25 日 晚 上，

英國倫敦 19 歲的列斯裏在大街

上散步。突然，他感到周身發

熱。他環身而視．發現自己的身

體竟噴出火來。火，瞬時在他上

半身燃燒起來，難以忍受的高熱

及疼痛同時向他襲來。列斯裏雙

手蒙臉，希望能保住自己的眼

睛。但是火勢凶猛，他的胸、

背、腕都像被烙鐵燙著那麼疼

痛，大腦有煮沸的感覺。他想奔

跑，但是沒跨出幾步就重重地摔

倒了。當死神向他步步緊逼時，

想不到他身上的火燄一下子又完

全熄滅了。隨後數分鐘，鑽心的

疼痛又降臨到他身上，列斯裏咬

住牙，走到了附近的醫院。由於

列斯裏年輕力壯，燒傷後又獲得

了及時的治療。而且在治療期間

又未被細菌感染，幾星期後他終

於在醫生精心治療下，痊癒出院

了。

科學解釋？

起初，很多人推測人體自燃

可能是由於體內酒精含量過多引

起的。但是 19 世紀德國化學家

利比克卻證明這種解釋不可能。

從 200 多個案例的分析中科學

家發現：發生自燃的男女比例

大約一致，年齡從 4 個月到 114
歲都有，飲酒與否和身體胖瘦都

有。有的案例發生在走路、開

車、划船、跳舞過程中。

有一種觀點認為：「人體自

燃」是自然界中的球狀閃電引起

的，所似不是自燃，而是他燃。

還有的人認為人體自燃與體

內過量的可燃性脂肪有關，把這

種脂肪比喻為燃起的燭油，衣服

如同燭蕊。有些人認為人體內有

某種天然的「電流體」，它能造

成體內可燃性物質燃燒以至於

造成高度可燃性物質結構的「體

內分解」。還有人認為體內磷

積累過多，產生了「發光的火

燄」。

新近一種解釋是從物理學角

度進行的，認為體內可能存在一

種比原子還小的「燃粒子」，可

以引起燃燒。也就是說是我們當

今還不能認識的物質造成的。這

種觀點很有趣，有些特異功能者

能夠看到人體的輝光，甚至經絡

的分布等。如果構成人體的物質

確有我們目前還不能認識的成份

的話，人們最終恐怕是要到微觀

世界中去尋找原因了，只是今天

我們還沒有這個技術水平。 

◎ 文：青蓮 圖：Fotolia

在古代，水泥還沒有發明出

來之前，人們是怎樣能夠讓建築

物固若金湯，屹立數百年甚至千

年不倒，堅固程度令今天的建築

物望塵莫及的呢？在中國四川的

西北部，有一座知名的高原古城

松潘，始建於明朝。古城蓋在一

座海拔 2849.5 米的山上，城牆

總長 6.2 千米，高 12.5 米，厚

12 餘米，每塊磚重達 30 公斤。

雖歷經數百年風雨，依然如銅牆

鐵壁。在沒有水泥的古代，古人

是如何讓每一塊牆磚黏合得如此

結實的？

原來在它的建築材料中，有

一種特殊的黏合劑，就是糯米。

因糯米的特殊黏性，早在 1500
年前的南北朝時期，就被運用到

建築材料中。

古代工匠將糯米煮爛後，

把漿汁和石灰、桐油合在一起

熬成灰漿來黏合磚縫，糯米砂

漿比純石灰砂漿強度更大，更具

耐水性，砌成建築物堅固無比，

不但大地震無法摧毀，就連今天

的推土機也很難將其推到。研究

發現，糯米砂漿含有無機成分碳

酸鈣，有機成分支鏈澱粉。支鏈

澱粉來自於添加至砂漿中的糯米

湯。支鏈澱粉會生成緊密的微觀

結構，從而使這種有機與無機物

結合的砂漿具有超強的黏合度。

而石灰的防腐作用又能抑制澱粉

腐敗，使灰漿保持耐久。

古代建築 
千年不倒的秘密

◎ 文：天羽

你可否想像一個人的

身體在沒有接觸外界火種

的情況下自行地著火燃燒，

化為灰燼？這種人體自燃

(Spontaneous Human 

Combustion)現象並非天

方夜譚，而是困惑科學界多

年的自然之謎。

超自然現象 人體的自燃

人體自燃現象困惑了科學界多年（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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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

發行點

◎ 文：梅媛

傳統節日藏智慧
中秋團聚傳祝福

望月懷遠

唐．張九齡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

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

滅燭憐光滿，披衣覺露滋。

不堪盈手贈，還寢夢佳期。

一年一度的中秋節即將到

來，中秋是中國傳統的三大節日

之一，習俗很多，形式也各不相

同，但都代表著人們對美好生活

的無限嚮往。

中秋之夜，月色皎潔。此情

此景，人們除了抬頭仰望天空中

如玉盤似的朗朗明月之外，自然

而然的也將圓月視為寄託情感的

對象，從古至今歷代文人不知留

下多少關於月亮的詩句，唐代張

九齡所寫的〈望月懷遠〉便是著

名的詠月詩之一。

中秋節的起源

仲秋一詞，最早見於《周

禮》，《禮記‧月令》上說：「仲

秋之月養衰老，行糜粥飲食。」

在《周禮》中又説：「天子當春分

朝日，秋分夕月。」「夕月」就

是拜月的意思。早在三皇五帝時

代，帝王就有春天祭日，秋天祭

月的禮制。所以中秋節是起源於

「祭月」的古老習俗。

古代帝王秋天祭月

秋分祭月是中國古老的禮

俗，歷朝帝王通常會在中秋節這

天舉行隆重的祭月儀式，現存北

京的月壇，便明清兩代帝王祭

月，祈求月神降福人間的所在。

延續著帝王祭月的禮俗，許

多貴族和文人雅士也跟著仿傚，

在中秋節這天，對著天上的一輪

明月，觀賞祭拜，寄託情懷，這

種習俗就這樣傳到民間，形成一

個傳統的活動。

到了唐代，這種祭月的風俗

更為人們所重視，我國各地至今

遺存著許多「拜月壇」、「拜月

亭」、「望月樓」的古蹟。

唐朝以後，中秋節開始成為

固定的節日。傳說唐玄宗夢遊月

宮，得到了〈霓裳羽衣曲〉，民

間開始有過中秋節的習俗。

月餅

最初，「月餅」是用來祭月

時用的祭品，祭祀儀式完成了之

後就吃月餅，所以也就成為了過

節時的食品。

蘇軾〈留別廉守〉：「小餅如

嚼月，中有酥和飴。」

從宋代開始就有了中秋吃餅

的習俗，但當時的餅不是只有中

秋節才吃的。而蘇東坡詩中的

「小餅」已經和現在的月餅十分

相似了。

到了明代，吃月餅的風俗才

盛行於世。明代田汝成《西湖遊

覽記》中記載：「八月十五謂中

秋，民間以月餅相送，取團圓之

意。」所以當時也把中秋節稱為

「團圓節」。

（下文轉 C2）



《西遊記》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

的神話故事。一般讀者認為，《西遊記》

講的是唐僧師徒歷盡艱險西天取經的

故事。

荒唐時代的荒唐前言

在我十來歲的時候，正值文革書

荒，是個想讀書卻沒有書讀的年代。好

不容易得到一本《西遊記》，那本《西遊

記》有一篇現代人寫的前言，那時我是

飢不擇食，逐頁讀來，但總覺得前言所

述十分牽強。

該書前言大意是說《西遊記》是通

過神話來暗示現實，是講反帝反封建，

是造反有理。「皇帝輪流做，今天歸俺

家」（孫悟空語）表明了孫悟空的反叛

精神。

後來，當我看完《西遊記》就想，

照前言所述，《西遊記》中的佛道神都

是象徵封建統治者，最後唐僧師徒四

人，特別是最有反抗精神的孫大聖也歸

依佛祖，那豈不成了大投降派了？真是

矛盾不通。其實，唐僧師徒歷經苦難，

能得金身正果，不是挺好的事嗎？

現在回想起來，那篇前言也是當時

政治鬥爭的需要，是荒唐年代的產物。

十年後再看《西遊記》，我對《西

遊記》主旨已有更深的體悟。《西遊記》

中作者對唐僧、孫悟空、豬八戒、沙

僧等人物的選擇和安排，我認為大有

玄機。

唐僧大根器

唐僧師徒四人，除唐僧是「掃地不

傷螻蟻命，愛惜飛蛾紗照燈」的大善之

外，其他幾位都有大小不同的惡行，有

的連殺人放火的勾當也沒有少幹過，但

他們終於在佛、菩薩的慈悲教誨和救度

下，改邪歸正，成就金身正果。

《西遊記》為甚麼選擇唐僧師徒四

人，我認為作者是在圍繞《西遊記》勸

善成佛的主旨，向人們用生動的故事詮

釋：甚麼樣的人可以成佛？

唐僧是佛祖座下金蟬子轉世，是十

世修煉的真體，自然是大根器者，又有

獻身佛門大志，取經之路不管如何艱

辛，從不退縮遲疑，故終能修煉成佛。

至於唐僧的徒弟孫悟空、豬八戒、

沙僧，不如唐僧有先天帶來的根基，就

像是凡人一般，在修煉的道路上故各有 
難關。

悟空定猿心

孫悟空本是天生石猴，聰明靈異，

得菩提祖師真傳，更是神通廣大。可他

野性難改，導致接連擾地府、攪龍宮、

鬧天庭，闖下天大的禍事，終被佛祖壓

在五行山下五百年。

人皆知「猿心最難定」，而修佛

修道最需要的是心靜、心定。定才能

生慧，才能成就佛道。而對一個天

生野猴，面對天上地下的榮華富

貴，他能不動心嗎？好在悟空在觀

音菩薩的教誨和救度下，逐漸有一顆

堅定的向佛之心，其「佛心」在磨煉

中終於戰勝了「猿心」，終成「鬥戰 
勝佛」。不過，這個「鬥戰」不是向佛

道神開戰，而是「降妖除魔」，也代表

的是去除阻礙修煉的「心魔」。

悟空這個形象告訴我們，沒有定不

下的「心」。世上猿心最難定，如今一

「定」成真佛，只要我們真心向佛，不

畏艱難，沒有不能成佛之理。

八戒離煙火

而「豬八戒」可是集人之劣性於一

身者。雖說其來頭不錯，是「天蓬元

帥」下界，可因其調戲仙子嫦娥投胎

太急，錯入豬胎，故又具備許多「豬

性」。故八戒之「劣性」，浮浮眾人皆

有之。面醜、形拙、貪心、怕死、好

色、懶惰、耍心眼、好挑撥、志不堅等

等，故其名為「八戒」。在人們看來，

像八戒這樣有諸多「劣性」之徒，想修

成神佛，那是痴人說夢。

然而就這樣一個「十劣俱全」的

人，他最後也成為了淨壇使者。他之所

以能成，是他有一個特殊的修煉環境，

即通過「取經」的方式，半離人間煙火

的環境，逐漸淡化和去掉了八戒的各種

劣性和執著之心。面醜、形拙不成修煉

的障礙，修行不分美醜；貪心、好色的

環境和條件有限；志弱和懶惰自有師父

和師兄弟影響和督促。

八戒能修成正果，何人修不成？！

沙僧放屠刀

至於沙僧，在流沙河時以食人為

生，傷人性命無數。然皈依佛門後，意

志堅定，牽馬挑擔，助兄除妖，無怨無

悔。再也沒幹過那吃人的「勾當」，是

「放下屠刀」的「典型」。

浮心難定者、劣性滿身者、食人

無數者，皆能修成正果，何人不能修

成？——這就是《西遊記》角色選擇所

暗含的玄機。

Foot Products Ltd. 足部保健品店 可 靠！ 便 利！

John Chen( 國語 )：587-585-7747

服務卡城超過 35 年
認證足部矯形師

可提供上門服務
國語翻譯

免
費

地址：Bay 8, 6320 11 Street SE Calgary AB T2H 2L7

65 歲以上長者均可申請亞省長者輔助計劃 *

$800 / 人購買矯形鞋墊

$800 / 人購買提升按摩椅

本店提供：免費申請     無需押金    上門服務  
免費生物力學評估        鞋墊終身免費保養
* 有少許條件限制，請來電查詢。

C B C

Email: cbcfoot@live.ca電話：403-259-2474

可能與您腳部有關。本店以專業的評估和為您量身定做的矯形
鞋墊及其他健康產品，將有效改善以上狀況。35 年的專業經驗
和嚴謹態度，為您提供精準的評估及產品。

腳痛？背痛？膝蓋痛？肌肉酸痛？
升
降
按
摩
椅

足
部
按
摩
器

品
牌
矯
形
鞋

矯形鞋墊
終身保修終身保修

壓
力
襪

《西遊記》人物
所暗含的玄機

悟空棒打白骨精 (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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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末朱元璋起兵時，以

月餅秘密傳遞「八月十五日殺韃子（即蒙

古）」的信息，洪武元年（1368 年），朱

元璋將月餅作為節令糕點賞賜群臣。到了

明清時期，中秋節漸漸成為中國的一大傳

統節日。《正德江寧縣志》中就記載，中

秋夜，南京人必賞月，闔家賞月稱為「慶

團圓」，團坐聚飲稱為「圓月」，出遊待

市稱為「走月」。

古代文人筆下的月亮

在中國文化中，月亮歷來是文人墨客

吟詠的對象，天上的一輪明月，不知被多

少古代詩人吟詠過，在他們的筆下，月亮

代表的是清明、高雅的美好形像。

古代吟月的詩人中，最著名的首推唐

代詩仙李白。在李白留給後人的一千多首

詩歌中，與月亮有關的高達三百二十多首

之多。其筆下之「月」，變化莫測，千姿

百態，令人遐思不已，如「明月出天山，

蒼茫雲海間」、「月下飛天鏡，雲生結海

樓」等句，把月色描寫得多彩多姿。

唐朝另一著名詩人王維，他筆下的

月亮，亦表達出一種「物我兩忘，天人合

一」的意境，如〈山居秋暝〉裡的「明月松

間照，清泉石上流」，松間浮動著纖纖月

波，清泉在山澗流淌歌唱，這是何等的幽

靜的境界，沒有詩人心靈的曠達、超然，

怎能寫出如此恬靜的詩句？

蘇軾則是宋代寫月的著名詩人，他的

〈水調歌頭〉留下了許多千古佳句——「明

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

今夕是何年？」、「但願人長久，千里共

嬋娟」除了表達出人們心中共同的美好願

望，也蘊含了許多深刻的人生哲理。

中秋節的習俗

中秋節的習俗大多以「月」為主角，

除了賞月、拜月，有些地方還發展出賞燈

的活動，種類繁多。

魏晉之時，民間開始有了中秋賞月之

舉，到了唐代，中秋賞月、拜月之風盛

行，宋代除繼承了唐代中秋拜月的風俗

外，還有更瀟洒的玩月活動。

南宋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中記述

了北宋中秋節時的繁華景象：「中秋節

前，諸店皆賣新酒，重新結絡門面彩樓花

頭，畫竿醉仙錦旆。市人爭飲，至午未

間，家家無酒，拽下望子。」

「中秋夜，貴家結飾臺榭，民間爭占

酒樓玩月。絲篁鼎沸，近內庭居民，夜深

遙聞笙竽之聲，宛若去外。閭裡兒童，連

宵嬉戲。夜市駢闐，至於通曉。」

宋朝的街市，在中秋節的前幾天，就

已瀰漫著濃厚的過節氣氛。商店販賣新

酒，重新布置門前的彩樓。市人爭飲新

酒，喝到酒肆無酒，只好卸下酒旗（望

子：幌子，即店鋪前的酒旗）。到了晚

上，民眾爭登酒樓賞月，絲竹簫管並作。

里巷兒童通宵玩耍，夜市人馬雜遝，至於

天明。

除了拜月之外，中秋節還有賞燈的風

俗。宋朝人周密的《武林舊事》記載杭州

中秋夜：「燈燭華燦，竟夕乃止。」浙江

也會在中秋夜放一種羊皮小水燈，江面上

布滿了數十萬盞燈，有如天上繁星，十分

引人注目。

中秋節的習俗很多，各地形式也不盡

相同，但跨越時空的皎潔明月，亙古不

變，它閱盡人間變幻，見證歷史的永恆。

一切的滄海桑田隨著月亮的起起落落都成

為了過往雲煙。

「獨上江樓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

天。」正如唐代詩人趙嘏所寫的詩句，中

秋節的「明月」蘊涵了中國傳統文化博大

精深的思想和無盡的韻味，除了承載了人

們彼此之間的祝福，更體現出古人追求人

品高潔及天人合一的境界。

傳統節日藏智慧

中秋團聚傳祝福

◎  文：千載雲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C2 看古今 History 第 71期     2019年 9月12日—9月18日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C3看博談Bilingual2019年 9月12日— 9月18日      第 71期

In China, the custom of considering 
the left side as male and the right side as 
female seems to have permeated all aspects 
of people's daily lives. How did this custom 
come into being? As the legend goes, 
after the ancestor of the Chinese people, 
Pangu, became a deity, his body parts and 
organs turned into the Sun, the Moon, 
stars, mountains, rivers, lakes, all things 
on earth, and all lives. The book Wu Yun 
Nian Li Ji, written by Xu Zheng during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states that the Sun 
and the Mo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ere 
transformed from the two eyes of Pangu. 
The Sun God was Pangu's left eye, and the 
Moon God was Pangu's right eye. This was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stom 
of "male left, female right". 

T h i s  c u s t o m  w a s  a l s o  c l o s e l y 

associated with the philosophy of the 
ancient people. In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the two opposite sides in everything were 
Yin and Yang. For example, everything 
could be differentiated by size, length, up 
or down, left or right, etc. Ancient people 
classified things that were big, long, up, and 
left as Yang, and things that were small, 
short, down, and right as Yin. The Yang 
was firm and strong, and the Yin was soft 
and weak. In terms of temperament, male 
is masculine, belonging to Yang--the left, 
while female is gentle and soft, belonging 
to Yin--the right. The concept of "male left 
and female right" is also reflected in the 
choice of wrist for taking one's pulse in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When feeling 
the pulse for diagnosis, taking the pulse 
on the left wrist was chosen for a male, 
and taking the pulse on the right wrist was 
chosen for a female. 

In fact, the concept of "male left, 
female right" originated from the theory of 
Yin and Yang of the Tao school. Regarding 
Yin and Yang, things facing the Sun were 
classified as Yang, and the opposite were 
Yin. Later, the concept extended to climate, 
location (up, bottom, left, right, inside, 
outside), state of movement and stasis, etc. 

The theory of Yin and Yang indicates that 
all things in nature have two contradictory 
sides, Yin and Yang. The two sides are also 
complementary, and the movement of the 
unity of opposites is the fundamental cause 
for things to come into being, to develop, 
to change, and to die. As it was said in the 
book Huang Di Nei Jing - Su Wen, the 
5th Article, "Yin and Yang is the way of 
Heaven and Earth, the law of all things, the 
mother of all changes, and the beginning of 
life and death."

 Yin and Yang, can be used to describe 
opposites and to analyze the two opposite 
sides of matter. Generally speaking, things 
in violent motion, outward, upward, warm, 
or bright are viewed as being Yang. Things 
relatively still, inward, downward, cold, 
or dim are considered Yin. As for heaven 
and earth, the sky being light and clear, is 
considered Yang. The earth, being heavy 
and turbid is considered Yin. As for water 
and fire, water belongs to Yin, as it is cold 
and moist, while fire belongs to Yang for 
being hot and scorching. 

The theory of Yin and Yang posits that 
the five elements (wood, fire, earth, metal, 
and water) represent the fundamental 
relationship of changes. The five elements 

are in continuous motion, impelling 
mutual generation and mutual restriction. 
This theory has had a deep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philosophies. 
Astronomy, meteorology, chemistry, 
mathematics, music, and medicine all 
attribute their development to the theory of 
Yin and Yang.

 There is such a description in the 
"Taichi Chart" by Zhou Dunyi, "Limitless 
emptiness produces Tai Chi; the movement 
of Tai Chi generates Yang; when the 
movement becomes extreme, it turns to 
stillness, and the stillness generates Yin; 
when the stillness becomes extreme, it 
turns into movement again. Movement and 
stillness are the origins of each other; Yin 
and Yang are differentiated and stand as 
opposites." Therefore, "Tai Chi generates 
Yin and Yang" and "when the two interact 
with one another, the multitude of things 
are produced. Things produce other things 
and the changes are endless." This is the 
best and most comprehensive explanation 
of the concept of Yin and Yang by ancient 
scholars of The Book of Changes. The 
concept of "male left and female right" is 
also a way of expressing Yin and Yang in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Concept of  Male Left, Female Right

在日常生活中，男左女右，

好像約定俗成的滲透到了社會生

活的各個方面。這種習俗是怎麼

產生的呢？據傳說：中華民族的

始祖盤古氏化仙之後，他的身體

器官化為日月星辰、四極五嶽、

江河湖泊及萬物生靈。《五運歷

年記》認為：中華民族的日月二

神是盤古氏雙眼所化，日神是盤

古氏的左眼所化；月神是盤古氏

的右眼所化，民間流傳的「男左

女右」習俗，就是由此而來。

 「男左女右」的習俗還和古代

人的哲學觀關係非常緊密。在傳

統文化的概念裡，宇宙中貫通事

物的兩個對立面就是陰陽。自然

界的事物有大小、長短、上下、

左右等等。古人將其歸類分為

大、長、上、左為陽，小、短、

下、右為陰。陽者剛強，陰者柔

弱。人的性格，男子剛強，屬陽

於左，女子溫柔和順，屬陰於

右。「男左女右」在醫學上的取

脈中也有差異，中醫診脈，男子

取氣分脈於左手，女子取血分脈

於右手。

 其實，「男左女右」源自於道

家的陰陽學說，陰陽中，向日為

陽，背日為陰，後來引申為氣候

的寒暖，方位的上下、左右、內

外，運動狀態的躁動和寧靜等。

陰陽學說認為，自然界的任何事

物都包括著陰和陽相互對立的兩

個方面，而對立的雙方又是相

互統一的。陰陽的對立統一運

動，是自然界一切事物發生、發

展、變化及消亡的根本原因。

正如《素問 • 陰陽應像大論》說：

「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

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

始。」

 陰和陽，既可以表示相互對

立的事物，又可用來分析一個事

物內部所存在著的相互對立的兩

個方面。一般來說，凡是劇烈運

動著的、外向的、上升的、溫熱

的、明亮的，都屬於陽；相對靜

止著的、內守的、下降的、寒

冷、晦暗的，都屬於陰。以天地

而言，天氣輕清為陽，地氣重濁

為陰；以水火而言，水性寒而潤

下屬陰，火性熱而炎上屬陽。

 陰陽學認為：木、火、土、

金、水五行是其基本的變化關

係。五行相互滋生、相互制約，

處於不斷的運動變化之中。這種

學說對後來古代哲學有著深遠的

影響，如：天文學、氣象學、化

學、算學、音樂和醫學，都是在

陰陽五行學說的協助下發展起來

的。 
周敦頤的《太極圖說》有一

段這樣的描述：「無極而太極。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

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

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

焉。」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

儀」。「（陰陽）二氣交感，化

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

焉」。這就是古代易學家們對

陰陽概念最好、最完備的闡述。

而「男左女右」的概念亦為傳統

文化陰陽的表現方式。

◎文：紫霞

「男左女右」  緣何而來

陰陽相生相剋，對立統一。

萬物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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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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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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䌀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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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爀. L愀椀     黎柱峰 醫生 ( 英、粵、國語 )

D爀. 圀漀渀最 黃順欣 醫生 ( 英、粵語 )

D爀. 䌀h愀渀  陳沾亮 醫生（英、粵語）

D爀. 圀椀氀氀椀愀m T甀渀椀猀漀渀
D爀. 倀愀琀琀椀 䈀甀攀挀欀攀爀琀
D爀. R漀欀 䨀攀漀渀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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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掃描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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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網友來信分享她

的感情困擾。她說：「我

交了一個男友，從他有婚

姻關係開始我就介入了，

交往3年，等到他離婚，

他的身分證配偶欄變空

白，以為從此我就是他唯

一的愛人，我們在一起 6

年，還沒想要結婚。他在

國外經商，時常當空中飛

人，兩人保有自己的生活

空間，我們都覺得這樣的

相處模式很好。直到有一

天，我接到一通國外女子

的電話。」

對方說：「我是 XXX 的太

太，你是誰？」

女網友說：「怎麼可能？我

是他的女友，我們交往 9 年多

了。」

對方說：「我們有一雙兒

女，你若不信，可以去看他的

身分證配偶欄是不是有名字？」

女網友氣急敗壞地找男友

理論，直接翻他的身分證，看

見配偶欄真的有名字，她氣死

了！

自從 9 年前看過他的身分

證配偶欄空白後就沒有再看過

他的身分證了！男友才承認在

國外已經再婚，理由是因為對

方的家庭背景對他的公司有很

大的幫助，對方的爸爸說我要

和他的女兒結婚，資金人脈才

會全力的支持我，為了公司發

展，不得已才和對方結婚。

男友說：「因為我比較愛

你，不想和你分手，才不敢告

訴你？你能原諒我嗎？」

請問大家，你們能原諒他

嗎？這位女網友原先就是一位

業務高手，精明能幹，在經商

◎文：紫薇老師

的場合中結識了男友，她認為

男友是做生意的可造之材，認

定他是將來要結婚之人，於是

不惜成本，資金、人脈都全力

投注他，幫他建立公司，公司

也管理得很好，業績蒸蒸日上

後，就全由男友接管，現在是

金錢和感情無法分割的時候，

男友卻做出這種事，讓她情何

以堪？於是這位女網友寫信

問我：「為甚麼我會愛得這麼

辛苦？別人的愛情都順順利利

的，我的愛情為甚麼會這麼坎

坷？我該怎麼辦？」

我看了她的命盤，看到她

命盤中的桃花星大部分都忌煞

交沖，之前我在介紹桃花星時

有說過，桃花星忌煞太多時，

對於感情會有兩種現象發生，

一種是本身長得不錯，條件也

好，但是到了適婚年齡就是等

不到可人兒來敲心門；另一種

是感情剪不斷理還亂，像女網

友這樣的，感情不順遂。

其實之前女網友就曾經來

詢問 , 可不可以和這位男生交

往？

即告知：「從命盤中，他

桃花不斷，異性緣十分良好，

戀愛起來新歡舊愛都不捨得拋

棄。除了你之外，還有和別人

交往。」她才說出真相，自己

才是介入了別人的婚姻，當時

就曾勸導她說：「在不對的時間

和不對的人交往，到最後是自

己受傷嚴重，不要走一條不歸

路。」

   感情的事情，要天時地利

人和，而走錯路時，要及時回

頭，去選擇適合的人，才不會

害人又誤己，而這過程，也是

在提升自己，讓自己變得更

好，就算對方不是良配，也是

讓你生命昇華的貴客。

  幸福是要靠自己去創造、

尋覓的，要過怎樣的人生，除

了能給你建議外，決定權還

是在自己，還是要靠自己去實

現。所以，在做最壞打算，盡

最大努力的同時，請學習好聚

好散，如果緣分到此，請互相

祝福，帶著這過程中成長的養

分，或許你會遇到名為「幸福」

的下一站。

紫薇老師信箱

gogo2531@yahoo.com.tw

北村的鄭蘇仙一天夢裡到了冥

府，看見閻羅王正在審錄鬼囚。

有一名鄰村的老婦到了殿前，閻

羅王立刻變了臉色，拱手相迎並賜

茶，還命令冥吏趕緊把老婦送往富貴

人家投胎。

鄭蘇仙悄悄拉了拉冥吏問：「這個

農家老婦有甚麼功德？」冥吏說：「這

個老婦人過去一生之中從來沒有過損人

利己的念頭，即使是賢良的士大夫也不

一定能避免。然而利己必然會損人，種

種欺詐構陷因此而生，種種冤情罪行因

此而造。甚至遺臭萬年，流毒四海，都

是這利己的念頭所生出的禍害。

這名村婦卻能克制自己的私心，

和她相比，很多讀書講學的儒士都會

顯出愧色啊！所以閻羅王對她以禮相

待又有甚麼奇怪的！」

鄭蘇仙向來有心計，聽到之後警

覺得有所醒悟，也就不再深問了。

鄭蘇仙還說：「這個老婦沒來以

前，有一個穿著朝服的官員昂然入殿，

自稱生前為官清廉，所到之處只喝一杯

清水而已，所以如今死了也無愧於鬼 
神。」

閻羅王微笑著譏諷他說：『設立官

員是為了治理人民，哪怕官階低下到

譬如管理驛站車馬迎送的驛丞，負責

閘門啟閉儲洩的閘官，也都是出自各

方面的考量和他們可以起到的作用，

才設置這些官職。如果不要錢就是好

官，那放置個木偶在公堂上，連水都

不喝，豈不是比你更強嗎？』」

官員聽了又辯解道：「我雖然沒有

甚麼功績，可也沒甚麼罪行。」

閻羅王說：「你一生處處謀求自

保，某案件某案件，為了躲避嫌疑而

不發表意見，難道不是對不起百姓

嗎？又如某事某事，厭畏煩重而不去

實施，難道不是對不起國家嗎？國家

每三年要對官員進行政績考核是為了

甚麼？不作為就是有罪。」

官員聽了之後非常惶恐不安，起

初的鋒芒之氣頓時消減。閻羅王緩緩

回顧笑著說：「只是看不慣你開始上殿

時的盛氣罷了。平心而論，你也能算

個三、四等的好官，轉生還能做一個

士大夫。」隨即命令把這位官員送到轉

輪王那裡。

通過這兩件事，可知人的內心深處

有一點雜念，也能被鬼神看穿。即使不

是惡人，一念之私，也免不了受責備。

人生一念，天地皆知。鬼神時刻都在你

身邊，這話真不假啊！

鄭蘇仙夢遊冥府
◎整理：榮川

 為甚麼會愛得這麼辛苦？
紫

薇
婚戀命理

《閱微草堂筆記》故事

（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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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先生在《中國人的修

養》一書中曾說過，決定孩子一

生的不是學習成績，而是健全的

人格修養。

他認為一個孩子，在人格方

面要能正常和諧的發展，生理、

心理、道德、社會各要素也必須

統一、平衡、協調，這樣在思想

上才會成為「健全」的人。

但在許多中國父母心裏，

「成績」就是孩子的一切，更是

免死金牌。

許多中國父母就這樣，只要

一談到教育，下一句話就會跟

「成績」掛勾。

我們常常在孩子兩三歲時，

就開始讓他們背唐詩，四五歲就

趕著去學英語，上了小學就幫他

們安排好家教，再大一點就幫他

們挑好輔導班。

除此之外，我們更動輒要求

孩子成績要名列前茅，將來一定

要考上名校，只有這樣，才會有

「好未來」。

或許在我們的要求下，孩子

如我們所願成績優異，考了名

校，也拿到了令人稱羨的學位，

甚至還多才多藝。

但如果孩子的人格修養不健

全，就會變得冷漠自私、偏執分

裂、暴躁易怒、沒擔當、不懂

事，活脫脫像個社會邊緣人。

哪天如果某件事情觸發了孩

子的痛點，那麼迎來的，很可能

就是一場無法預估的災難。

馬加爵事件、復旦大學林森

浩投毒案、南方醫科大學殺人事

件中，哪個孩子成績不好？

但是他們成績再好，當他們

做出這種天怒人怨的事時，再回

頭審視他們當時的「成績」，有

用嗎？

在社會上，檢驗一個人的最

終標準，從來不是學校裡的分數

和排名。

網路流傳這麼一則故事：

有個農村家庭，五代人都是

務農維生，好不容易有個孩子考

上大學，這是能讓他們感到在鄰

里間揚眉吐氣的事情。

孩子進入大學後，60 多歲

的老父親忽然發現，迎面而來的

一切，都和自己想的不一樣。

整整一個學期，兒子打了三

通電話回家，而且每次的內容都

很簡單——要錢。

這個父親已經 60 多歲了，

為了讓孩子能在大學安心讀書，

依然拖著老邁的身軀，在工地上

搬磚、澆水泥。年邁的母親則整

天幫別人帶孩子，一天酬勞是 5
塊錢。就為了滿足兒子在大學的

一切開銷。

直到一年冬天，兒子開始頻

繁地往家裡打電話，每次張口就

要五六千。

負荷不了的父親，這時才感

到納悶，怎麼上個大學，錢卻越

花越兇。

後來託人打聽後才發現，兒

子在學校交了個女朋友，動輒會

送她各種名貴禮物不說，吃飯還

要上檔次的飯店，飲料只喝星巴

克……日子過得很快活。

而最讓父母感到崩潰的，是

兒子回家拿出下學期的學費繳費

通知單時，竟然還篡改了費用，

想從父母身上多拿點錢。

面對這殘酷的事實，老淚

縱橫的父親悲傷說道：「我的兒

子，以前那麼好的成績，怎麼在

大學裡連點良心都沒學到呢？」

美國知名的教育家戴爾．卡

耐基，曾對各界名人進行了一次

廣泛的調查，然後他發現一個

共通的結果：個人的成功，只

有 15% 是靠他們卓越的專業技

能，剩下 85% 靠的是崇高的人

格修養。

如果把孩子當做一棵樹，健

全的人格品質就像是深埋於地的

根。只有根扎得夠深夠牢靠，樹

才能長得枝繁葉茂。而學業成

績，不過是樹上的一顆果實而

已，並不代表全部。

如果根壞死了，那麼這棵樹

又能存活多久？

想給孩子更好更健全的未

來，就好好培養他們的人格修養

吧，否則成績再好，到頭來也往

往只落得一場空。

譯文
奏著樂，唱著歌，擺酒開

宴；接過酒杯，開懷暢飲。

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真是

又快樂又安康。

子孫繼承了祖先的基業，一

年四季的祭祀大禮不能疏忘。

跪著磕頭，拜了又拜；禮

儀要週全恭敬，心情要悲痛虔

誠。

矯手頓足 悅豫且康

人們手舞足蹈，快樂安康。

矯是高舉的樣子，舉手、抬頭都

可以用。

陶淵明在《歸去來兮辭》裡

有「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

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

還」的詩句。頓足是隨著音樂的

節拍跺腳，悅是喜悅，豫是心裡

面舒適、安樂，康是身心康泰、

康樂。

「矯手頓足」形容體健，「悅

豫且康」形容心悅，身心二者都

快樂康泰，才是悅豫且康。

千字文 64

弦歌酒宴，接杯舉觴。
  xián  gē   jiǔ  yàn   jiē   bēi  jǔ shāng

嫡後嗣續，祭祀烝嘗。
    dí   hòu  sì    xù     jì  sì zhēng cháng

矯手頓足，悅豫且康。
  jiǎo shǒu dùn zú      yuè  yù  qiě  kāng

稽顙再拜，悚懼恐惶。
    qǐ  sǎng zài  bài    sǒng jù  kǒng huáng

◎文：心怡

Calgary, Alberta
Tsinghua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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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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定孩子一生的 不是學習成績

(Fotolia)

植牙

口腔手術

牙病治療
各種

去智齒

牙周病

牙齒矯正

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
供供供全全全面面面牙牙牙科科科服服服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免費

諮詢

免費
諮詢

2008 年畢業於
UBC

粵、英語

陳守誠 醫生
DMD

2001 年畢業於
亞省大學

英語

Richard Krim 醫生

DDS
醫生

2000 年畢業於
達爾豪斯大學

1983 年開始
從事牙醫工作

國、英語

董維佳 醫生
DDS

2012 年畢業於
UBC

1992 年畢業於
華西醫科大學

國、英語

劉青青 醫生
DMD

務務務

考慮矯牙或植牙？歡迎來免費諮詢
HorizonDental

診所地址：206 5403 Crowchild Trail NW
診所時間：週二至週六上午 9:00 ～下午 6:00 電話：403-202-9295

www.horizondentalgroup.ca

矯正牙齒可分期付款矯正牙齒可分期付款矯正牙齒可分期付款
接受多種保險接受多種保險接受多種保險接受多種保險接受多種保險接受多種保險

專業嚴謹 嶄新設備 舒適環境 地點方便

有關看牙的誤區（上）

對於華人移民來說，在北美

看牙醫是不同於在中國大陸的體

驗的。那麼在什麼時候應當去看

牙醫？從孩童到老人，在護理牙

齒中有哪些認知誤區呢？卡城

Horizon Dental 診所有著從業

13 年經驗的陳守誠醫生對以上

問題進行了詳細說明。陳醫生的

解說如下：

1.何時需看牙？

很多人沒有感覺到疼痛，他

們通常不會來看醫生。他們只在

感到疼痛，或感覺牙齒鬆動的時

候才來我這裡。我們鼓勵人們定

期來看醫生，尤其在牙齒鬆動之

前，我們稱之為預防。每 6 個

月左右去看牙醫一次是比較理想

的情況；對有些人來說，可能需

要更短的週期，比如每三、四個

月左右去看牙醫。

比如牙周病有一部分是遺傳

的；但絕大部分人，通過提前預

防和治療，是可以緩解和阻止牙

齦的進一步流失，從而保護好牙

齒。如果到了後期再看醫生，很

可能我們都不再能夠照顧它們

（牙齒）了。所以，我們需要提

前照顧好牙齒。

再比如孩子。小朋友兩歲半

以上就可以出牙了，兩歲半左右

就可以常規性地來看牙醫。牙醫

會給家長建議，讓在嬰兒在成長

期間，養成好的口腔護理習慣。

牙醫給孩童看牙過程中，還會給

孩童的牙齒上氟，份量很小，是

牙齒的一個保護層。

2.照X光（X-ray） 

後果嚴重？

照 X 光通常是牙齒全套檢

查中的一環。很多人不熟悉牙醫

診所的 X 光系統而心存疑慮。

有人擔心孩子腦袋正在發育，拍

X 光會影響腦部發育，有人甚

至害怕照 X 光會減少免疫力，

促生癌症等。這些都是錯誤的。

現在有兩種 X 光，一種是

傳統的，一種是數字的，牙醫診

所使用的是後者，因為科技發展

了很多，X 光的輻射量大大減

少。可以說，你坐一趟跨洲旅行

的飛機所受到的輻射量，比在牙

醫處照一次 X 光來的輻射還要

多。拍 X 光可以清清楚楚地看

到牙齒深處牙根的情況，而不拍

X 光是發現不了的。

3.洗牙、補牙 

會造成牙齒鬆動？
很多病人情況很嚴重的時候

才來看我，就到了必須補牙的階

段，比如有人患有蟲牙。補牙後

他們會感覺到有一點不舒服，這

種不適應感可能是暫時的。

但有時候有人會感覺到從未

有過的疼痛。通常是因為那時的

牙根基非常薄弱，這顆牙幾乎快

保不住了，其實需要做根管治

療。但醫生會試著給你補一下，

但補好的牙齒就增加了牙根的壓

力，因而牙齒疼痛。不是因為補

牙造成疼痛，而後才需要做根管

治療，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誤解。

洗牙會讓牙齒變好。把牙

垢、牙結石洗乾淨，做完以後每

個人的感覺會不一樣，有的人可

能會很敏感，因為清理牙垢會刺

激到牙骨。把牙垢洗出來以後，

牙垢佔用的空間就空了，牙齒與

牙床之間的空間就會大，有的人

會說感覺鬆動或牙齦不舒服，這

是很正常的，過一段時間就慢慢

恢復了。第一天不能吃東西，第

二天可以咬一個東西，慢慢恢

復，是正常的。

（未完待續）

◎文：李元愷
資料來源：Horizon Dental 牙科診所

陳守誠醫生教小朋友護理牙齒。

小朋友養成良好的口腔護理習

慣，對一生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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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趕到林府的西廳時，只見大伯

父、二伯母、李伯、柳府的大哥大嫂、良

玉全坐在那裡了。兩人坐下，丫頭遞了熱

茶，良玉說：「都到齊了。想同大家一起

商量救災的事，今年全國災情嚴重，周圍

的災民蜂擁而至，每日都有餓死的人，眼

看就要到了咱們家門口了，咱們總要給災

民一些幫助吧。我想咱們三府聯合起來，

統一籌劃。請各位說出自己的高見。」停

了一會，寶玉說：「剛才吃晚飯時，我們

賈家商量了這件事。我想，林家是江南首

富，二公子又新近中了狀元，真是鮮花著

錦，火上烹油；柳家出了兩個大將軍，皇

寵正隆，可謂新貴。左邊一戶首富，右邊

一家新貴。唯獨夾在中間的賈府是個破落

戶——」黛玉說：「正在商量正經事，你

亂說些甚麼？」寶玉說：「我正在說正經

事，你別打岔，我剛才說到哪裡了？」二

伯母笑著說：「你說賈家是破落戶。」寶

玉接著說：「對，對，我們這個破落戶只

好給災民煮些稀粥喝了。」眾人笑了。李

伯說：「就說賈家煮粥不就完了，繞了這

麼一大圈子。」大伯父說：「熬粥好！災

民四處流浪，無家可歸，就想吃些湯湯

水水的，好！不過粥太好消化了，不抵

餓，一下子又餓了。」二伯母說：「那我

們林家就做些乾糧，蒸饅頭！」大嫂接著

說：「那我們就做菜！」「做菜？」眾人一

驚。大嫂說：「這幾年，我常做大鍋菜，

都做出花來了，甚麼大白菜燉粉條，大蘿

蔔熬豆腐，弄他一大鍋，小火慢慢燉，好

吃得很。保管災民愛吃，就怕你們也會饞

的。」良玉說：「那好，等哪一天，我們

也排在災民後邊，討你半碗大鍋菜吃。」

大伯說：「最近災民生病的特別多，大半

是餓的，還因為營養跟不上，抵抗力太

差，沒想到他大嫂能做菜，這下好了，為

了補充營養，我建議：饅頭不一定要雪白

的，加些玉米麵、蕎麥麵、高粱麵等，反

而更好；米粥裡也可加些紅豆、綠豆等，

大鍋菜裡可加些小魚乾、小蝦乾，不但提

味，還加強了營養。」二伯母說：「大哥

這郎中，真是三句話不離本行，大哥說得

對！我們照辦。」良玉說：「柳家雖然是

新貴，兩位將軍有國家的俸祿，但畢竟家

底太薄；賈家雖不是破落戶，但一場劫難

剛剛過去，最近剛緩過來，所以我想這

救災的錢就由林府出，三府只不過分一

下工而已。」大嫂說：「大好事不能只讓

你們林家做了，也分給我們一點嘛，白菜

蘿蔔我們還是能買得起的。」寶玉也接著

說：「你良玉積的德也夠多了，也分給我

們一些薄德嘛！現在我們家裡已有十石

米，明天早上再去買十石米，這二十石米

熬粥，可以熬一陣了吧。」良玉說：「那

好！這可不是十天，八天的事，要做長期

的打算。」大嫂說：「到時候實在撐不下

去了，就找你這個『林千萬』要，反正我

們背後有你林府這個大金山靠著，我們怕

甚麼！」大家都笑了。

良玉說「這件事要大量人力，事情繁

雜，隨時都有可能發生意想不到的事情，

必須三府統一調度，群龍無首不行，一定

要有個聰明能幹的人來掛帥，誰能堪此大

任。」眾人想了一回。李伯說：「只有姑

奶奶能擔此大任。」二伯母忙說：「論才

幹，當然黛玉能勝任，只是她剛生了孩

子，怕她累壞了身子。」眾人沉默。大伯

說：「誰都知道咱們林家有個有才有貌的

姑奶奶，殊不知，她身邊還有個無名英

雄，默然無聞。寶玉經過磨難歷煉，其

才幹不在黛玉之下。」眾人一致贊同。良

玉笑著說：「那就夫妻二人都掛帥吧。小

兩口一起幹活，有滋有味有情趣。」黛玉

說：「那你就和兩個嫂子一起幹，夫妻三

人更是樂趣無窮，熱鬧非凡。」良玉說：

「那當然！只是公務纏身，身不由己啊！

唉！真想辭去這個官，每日在家享受天倫

之樂；孝敬長輩，陪伴妻子，與兄弟姐妹

同樂，登仙鶴台吹笛，在大觀園吟詩，到

將軍府賞景，或者到蘇州老家小住，或者

租個大船，把三府的人帶著，熱熱鬧鬧，

沿途在揚州，無錫等地玩樂……」二伯母

說：「好了，好了，扯遠了，談正事吧。」

良玉住了口。眾人都盯著寶黛二人，二人

對視了一眼，相互點點頭，黛玉說：「看

在眾災民的份上，我們倆暫時應承下來，

如果搞得七顛八倒，人仰馬翻，你們可要

出來救場。」李伯看他們答應了，樂得眉

笑顏開。李伯說：「那指揮部還設在仙鶴

台吧。那裡敞亮，安靜，不受干擾。台上

錦閣的內間我派人放一張床，鋪上乾淨的

被褥。累了，乏了，可去躺一躺，派兩個

聰明機靈的小廝和兩個丫頭，四人服伺二

位。每日好飯好茶，時新水果，精巧點心

供著……」寶玉打斷了李伯的話：「罷了，

罷了，別吃的那麼精細了，只把大嫂的大

鍋菜盛一碗，林府的饅頭拿兩個，賈府的

稀粥來兩碗，就夠了。伺候的人也不要

那麼多。」李伯說：「要的，這四個人還

有一個任務，就是當你們的傳令兵，跑跑

腿。」寶玉說：「那好！」二伯母說：「黛

玉生孩子不久，身體還虧著呢，一定要吃

些好的，滋補身子。不用說了，他倆的伙

食，歸我管了。」李伯說：「我還要管外

面的店鋪，可這一陣子家裡的事多，我準

備上午就坐在前邊的帳房裡，下午再到各

個店裡去走走。你們有事可到帳房找我。

紫鵑也一整天都在那裡，你們要買甚麼東

西，只憑你倆的字條，記賬發錢，她認識

你們的筆跡。」

（待續）

熱火朝天救災忙 大張旗鼓齊開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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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結婚一年，我婆家距離

我家大概要一小時的車程，我娘

家和我們家則是住在同一棟樓，

我先生在教書，有時候晚上還會

有些家教，所以回來的時間都比

我晚。

因為我回家只有一個人，加

上我媽媽會打電話說有煮飯一起

過去吃，所以我也都會一起和爸

媽吃晚飯。可是老公會覺得我太

常回娘家，比去婆家的時間還

多，可是如果老公可以不用上

課，想回婆家我當然是很樂意一

起回去。而且，最近我發現他也

會用一些藉口避免來我娘家吃

飯，即使他後來不做家教了，他

也會自己去外面吃。如果我勸他

一起來娘家吃飯，他就會說不確

定、再看看。我覺得他不想和我

家人親近，連帶也對我常回娘家

起了反感。這些情緒也開始多少

影響了我們的感情。我想問曼麗

夫人，這是我先生太傳統， 還是

我自己的問題呢？

先生是不是太傳統，這還不

能只從是否排斥陪老婆回娘家吃

飯可以論定。但是我想，先生或

許希望多一些和你相處的時間，

是純粹屬於兩個人的浪漫晚餐，

並且得到回家後全然的紓解壓

力。

我們站在先生的角度想一

下， 剛 剛 下 完

班，拖著一身的

疲憊，還要陪老

婆回娘家，回到

岳父家，畢竟面

對的是丈母娘、

丈人，再怎麼熟

悉或者關係密

切，還是要有長

幼尊卑之觀念，

長期下來，不能

說可以完全沒有

壓力啊！那麼，

在未獲得充分溝

通之前，與其當

面拒絕你，他只好說「不確定」

之類的含糊話了。

曼麗建議，或許，你可以找

一天出其不意的邀請他，記得回

家吃晚飯，雖然兩個人的晚餐弄

起來挺費事，但是，一來可以練

練廚藝，抓住老公的胃，直達他

的心；二來讓婚姻生活不會是變

成戀愛的墳墓。或者，你也可

以跟他說，今晚你想去哪家餐

廳吃飯，問他有沒有加班之類

的。當老公的心情獲得適度的

調適，他也會想到，偶爾陪老

婆回家吃飯是一種體貼，不是

壓力。

總之，婚姻生活需要用心

去經營，雖然有

些事情看在自己

的眼中，沒甚麼

要緊，但是，完

全不顧對方的感

受，就會種下矛

盾的導火線。你

想想，如果每天

跟先生回婆家吃

晚飯，你的心情

會是如何？很多

事情，將心比心

就單純多了。

當然，你們

剛剛新婚，對於

雙方原生家庭或多或少存陌生

感，適度的參與對方重要的家庭

聚會，可以讓彼此更融入對方的

家庭生活，增進感情，相信下次

見面就是期待，不是恐懼了。然

而，這需要兩人的用心溝通及某

些程度上的用心才能達成的喔！

祝福你如意順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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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
生活需要用心去
經營，雖然有些
事情看在自己的
眼中，沒甚麼要
緊，但是，完全不
顧對方的感受，
就會種下矛盾的
導火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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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七回

上

◎ 文：黃靚  畫：清・孫溫

黛玉後傳

先生排斥我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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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日提供正宗越南

餐

(Chinese & Vietnamese Cuisine)

每日午市粥粉面飯特價純魚骨熬製
原汁鮮味

純魚骨熬製

卡卡卡卡城城獨獨一家家

Steamed Fish
清蒸老虎斑 $23.99

Country Style Eel Fried Rice
家鄉黃鱔飯 $29.99

 BBQ Combo on Vermicelli
特色越南檬粉 $12.99

Oxtail Casserole
牛尾煲 $22.99

Chinese Artichoke Mushroom Geese Casserole
秘製冬菇支竹鵝乸煲 $28.99

$16.99極品補鈣魚湯米線
House Special Fish Soup with Rice Noodle

名廚推薦特價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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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膳醉雞窩 $2699

Chicken Pot with  Chinese Herbs

東坡肉
Dongpo Pork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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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
月

月
圓  

人
團
圓

【看中國訊】）9 月 8 日，9 歲

的小黛西（Daisy-May Demetre）
登上半年一次的紐約時裝周和巴黎

時裝周舞台，她是第一位在紐約時

裝周上走秀的雙腿截肢兒童。

出生那天起，小姑娘就被發現

腿骨畸形。 1 歲半，父母終於不

得不選擇做手術，將她膝蓋以下的

部分截肢。父親備受打擊，開始了

酗酒和賭博。但小黛西一次次用笑

容敲開了爸爸的心門。「孩子在激

勵我，我不能退縮，我也想成為那

個給她力量的人。」從那之後父親

開始戒酒戒賭，泡健身房練出了堅

實的臂膀。

小黛西喜歡跑跑跳跳，像風一

樣。她甚至被允許在有人看著的情

況下，進了健身房。有天爸爸注意

到面向殘障兒童的模特招募節目。

一家人就開始幫著申請，就這樣黛

西走上了模特之路。她不止一次登

上過倫敦的兒童時裝周。

今年 3 月，黛西被當地的社

會組織評為 2019 年度「勇氣之

子」，爸爸差點老淚縱橫。他見

證過黛西為了追夢所淌下的所有

淚水和汗水。黛西父親

在接受採訪時說：當

他們認為她永遠無

法享受運動的快

樂時，她在「翱

翔」，像鳥一樣自

由。

無腿女孩走秀紐約時裝周

【看中國訊】近年來大陸歌手李健參

加了《我是歌手》節目和擔任《中國好聲

音》導師，迄今保持超高人氣。日前有

網友偶遇歌手李健與妻子孟小蓓兩人牽

手逛街，隨意又幸福。

據報導，當年李健剛滿 10 歲，孟小

蓓才 5 歲，只因為李健的爸爸誇了一句

她長得像俄羅斯姑娘，李健從此便記住

了。兩人第二次見面是在一場婚禮上，

當時李健在讀高中，孟小蓓長成了亭亭

玉立的姑娘，無意間兩人對視了一眼，

就這樣緣定一生。就像李健最知名的歌

曲《傳奇》的歌詞：「只是因為在人群中

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沒能忘掉你容顏」。

在後來李健的每一張專輯裡，都有

一首專門寫給太太的歌曲：《傳奇》、《戀

人》、《小鳥睡在我身旁》...... 而在孟小

蓓的微博，洋溢著暖暖的文字。李健被

冠以各種先生，如「出差先生」、「休假

先生」，「午餐準備了牛排番茄面地中海

沙拉，我說今天營養充足了晚上素吧，

健身先生說，我感覺身體裡缺魚」……

李健曾經說，好的婚姻讓人如虎添

翼，自己現在就是一隻飛虎，希望有更

多的朋友加入幸福的行列，加入飛虎隊。

李健夫婦生活成詩
【看中國訊】「來，這還是你喜歡

的吧？」在豪華酒店客房裡，中國高官

夫人谷開來給英國商人海伍德遞上一杯

威士忌，開始了生意談判。鏡頭一轉，

是一個鮮活人體心臟和眼角膜摘除特寫

鏡頭。驚心的轉折，令觀眾席上一片驚

呼之聲。這不是記錄片，而是好萊塢新

片《洗鈔事務所》（The Laundromat，
又譯《自助洗衣店》）中的片段。

9 月 9 日，該片在多倫多進行了

北美首映式；9 月 27 日起將在美國

的多個影院公映。之前該片參加了第

76 屆威尼斯電影節。知名影星史翠普

（Meryl Streep，梅姨）在電影節上介

紹了此片。電影以 2016 年曝光的巴拿

馬文件為題，梅姨飾演的退休婦人，因

搭船出遊時先生不幸死亡卻無法理賠，

意外追查出一連串洗錢的駭人內幕。

「這是以十分幽默的方式，講述一個非

常非常黑暗的笑話。」梅姨說。

96 分鐘影片裡包含驚人情節，從美

國紐約、法國巴黎到巴拿馬，從俄羅斯

到中國，從大富豪家庭矛盾到離奇謀殺

場景。影片中「第五個秘密：殺人」，

展現了中國政壇上的重大事件：重慶前

市委書記薄熙來和妻子谷開來活摘法輪

功學員器官、販賣屍體謀取暴利。 2012
年，谷開來因涉嫌謀殺英國商人海伍德

被捕。同一年警察走進會場，逮捕了正

在台上發表反腐講話的薄熙來，幕後傳

出谷開來苦苦哀求的聲音。

很多觀眾喜歡這部大腕雲集的電影

其幽默的表達方式，但也大都震驚於

影片中提及中共高官的情節。該片根

據《金錢密界》一書改編。多倫多首映

式上，《金錢密界》作者伯恩斯坦表示：

「影片中的一個場景發生在中國，那是

一個真實故事。」

北美首映涉中國機密
好萊塢大片《洗鈔事務所》

近日，有網友偶遇歌手李健與妻子孟小

蓓兩人牽手逛街。兩人全程甜蜜高興，

且沒有戴墨鏡和口罩，隨意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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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現腫塊是得腫瘤？
別輕忽身上的 9 處腫塊

醫師表示，摸到身體有腫

塊，最有可能是 4 種常見的淺

表腫塊：脂肪瘤、各種囊腫、淋

巴結腫大、皮膚癌。

脖子和耳後的腫塊問題

「Bright Side」網站告訴我

們，如果脖子或耳後出現腫塊，

有可能引發以下一些問題：

檢查腫塊是否有癌細胞

頸部後方發現腫塊，要警惕

鼻咽癌的可能，因為鼻咽癌容易

擴散到頸部後方的淋巴系統，並

且會產生不痛的腫塊，還會出現

頭痛、視力模糊、臉部疼痛麻

木、流鼻血、經常性鼻塞、聽力

受損等症狀。耳後腫塊可能是皮

膚癌或其他良性腫瘤。

檢查淋巴是否腫大

淋巴系統可以摧毀、過濾體

內的細菌和毒素，當淋巴系統受

破壞時，淋巴結就會腫大，就是

「淋巴腺病」，此病可能導致身

體不同部位的淋巴結腫大。但若

出現頸部、手臂下方、腹股溝處

的淋巴結腫大，就要特別注意，

有可能誘發「霍奇金氏淋巴瘤」。

檢查身體是否受到感染

頸部和耳朵周圍出現腫塊可

療養

保健

能是病毒和細菌感染所導致，引

起耳後腫塊最常見的有：感染水

痘、麻疹、單核細胞增多症、鏈

球菌性咽喉炎等。乳突炎或乳突

骨炎也可能導致耳後的骨頭突

出，並產生腫塊。

檢 查 腫 塊 是 否

    由皮脂腺囊腫引起
我們身上的刮傷、小傷口、

痘痘都可能讓皮脂腺受到傷害，

導致囊腫產生，而囊腫會在受損

或是阻塞的皮脂腺中形成，故耳

朵和頸部後方出現腫塊的話，也

可能是皮脂腺囊腫所引起的。

9處腫塊要注意
口腔腫塊

口腔出現白斑是一種口腔癌

的癌前病變，如果白斑用任何方

法都無法消除，斑塊粗糙，尤其

是白斑中央或周圍出現紅斑，或

紅斑的中央變白，斑塊變硬，甚

至出血、潰瘍等，感覺有異物

感，或是味覺改變等症狀，應該

盡速就醫。

脖子腫塊

脖子出現腫塊大多是由皮脂

腺囊腫所引起，通常不會致癌，

但也有可能是白血病或霍奇金氏

淋巴瘤的先兆，其特點是質地堅

硬，常位於脖子的一側。如果發

現長在喉結附近的腫塊持續增

大，3 週還不消，就要去甲狀腺

專科門診就醫。

肩部腫塊

肩部腫塊多數為脂肪瘤，表

面光滑，質地柔軟，是由增生的

成熟脂肪組織形成的良性腫瘤。

但是脂肪瘤若是壓迫到神經造成

疼痛，則需要以手術切除。

乳房腫塊

乳房腫塊是女性非常普遍的

現象，其中約有八、九成的腫塊

都屬於良性，常見的良性問題，

包括：疼痛、腫塊和乳頭有分泌

物。雖然大部分良性疾病和癌症

的關連不大，但也有一些會造成

干擾，必須就醫檢查是否與癌症

相關。

手臂下腫塊

腫塊的質地柔軟富彈性，一

碰觸就會痛，而且喝酒以後更

痛，有可能是乳腺癌或霍奇金氏

淋巴瘤的先兆。女性患乳腺癌的

話，在乳房周圍和腋窩可摸到腫

大的淋巴結。淋巴結遍布我們的

身體，在較表淺的部位，如：頸

圖片：FOTOLIA 部、頜下、鎖骨上窩、腋窩、腹

股溝等，最容易摸到。

手腕上腫塊

手腕上出現腫塊最常見的是

腱鞘囊腫，只要由外科醫師用注

射器將其中的液體抽走即可，很

快就能恢復。如果腫塊不會痛，

但越來越大，則有可能是肉瘤，

較為罕見。

肛門腫塊

通常以痔瘡最常見，但也有

可能是由腸癌引起的。如果還伴

隨有昏睡、陣發性眩暈、不明原

因體重減輕、便秘、腹瀉、腸道

排空感異常等症狀，務必就醫。

腹股溝腫塊

腹股溝的皮膚出現無痛腫塊

要警惕是霍奇金氏淋巴瘤，症狀

還包括：夜間疲勞、發燒、盜

汗、出疹子、皮膚發癢、不明原

因的體重減輕等。霍奇金淋巴瘤

（HL）的病變主要發生在淋巴

結，以頸部淋巴結、鎖骨上淋巴

結最常見，是惡性淋巴瘤的一個

獨特類型，好發於青年人。

腿上腫塊

如果發現腿上有腫塊，同時

伴有發癢、疼痛、流血或長時間

不癒合，就要警惕為皮膚癌（鱗

狀細胞癌）的先兆。若是水腫

的情形，則要考慮靜脈曲張、淋

巴水腫、下肢深靜脈血栓形成等

可能性。

「Bright Side」提醒大家，

不管哪個部位莫名出現腫塊，均

應盡快就醫，由醫生研判治療。

雖然很多腫塊都是對

身體無害的，不過我們也

不能大意，通過觸摸可粗

略判斷腫塊的好壞，再經

由醫師的診治做判斷。

◎  文：余玉文

每

日
午市粥粉面

飯

特
價

林寶記台灣牛肉麵館

正宗台灣牛肉麵

營業時間：
週天∼週四 11:30am - 9:30pm
週五∼週六  11:30am - 10:00pm
每週三休息

地址：#7, 222 - 16 Ave NE Calgary

電話：403-454-3880

②

③

④ ❷

❹

❸

❽

❺

❾

❻

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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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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桌上的「菜」色
文：邊吉 圖：Fotolia

蔬菜料理的好處說不盡，既有清淡飲食與高纖營

養的優點，也有為餐桌增添色彩的功能。

作法

食材



備料：蒜頭去膜切末。秋葵清洗瀝

乾，切除頭部。雞蛋攪拌均勻備用。

鍋熱下油，油熱下蛋汁，轉小火。

蛋稍微固化，炒散立即盛起備用。

原鍋下一點兒油，下蒜末，小火炒

出香氣。

爐火轉中火，續下秋葵，翻炒均

勻，淋上一點兒熱開水。燜蓋煮30
秒。加調料，翻炒均勻。

倒回碎蛋，淋一點兒香油，翻炒均

勻，即可起鍋上菜。

秋葵6根、雞蛋2個、大蒜2瓣、青菜

絲適量。

調料：鹽、白胡椒粉、香油適量。

抓住夏季的尾巴品嘗秋葵，不用

複雜的調味就很可口。可以熱水

汆燙後沾醬吃，或是與蔬菜丁、

雞蛋同炒成繽紛菜色。

秋葵炒蛋
蠔油的鹹度較低且帶有鮮甜，能

夠讓蔬菜料理吃起來更醇厚，經

典粵菜蠔油芥蘭如果改用其他醬

料，就很難帶出鮮味。

蠔油芥蘭

作法

備料：芥蘭切除底部，視嫩度削除

菜梗粗硬的皮，切分梗、葉。

煮醬料：高湯加蠔油煮滾，倒入芡

水調勻，最後灑點兒香油。

煮油菜：煮滾一鍋水，加少量鹽、

油，菜梗先下鍋，30秒後葉子也下

鍋，煮滾轉中火續煮30秒，先取出

葉子，熄火。30秒後取出菜梗。

擺盤：芥蘭排列整齊，切除兩端不

規則，取整齊部分擺盤。淋上醬料即

可上菜。

芥藍菜。

醬料：無鹽高湯3大匙、蠔油2大匙、

蓮藕芡水2大匙、香油少量。

食材



作法

備料：西芹去除粗筋。紅蘿蔔去

皮。所有蔬菜食材放滾水汆燙，取出

冰鎮，瀝乾備用。

水煮蛋、鮪魚撥散成小塊狀。西

芹、火腿、紅蘿蔔切小丁。櫻桃蘿

蔔、小黃瓜切薄片。

沙拉醬與食材混合均勻。

紅蘿蔔150g、櫻桃蘿蔔150g、小黃瓜

1條、西芹150g、玉米粒2大匙、水煮

鮪魚150g、火腿肉50g、水煮雞蛋1
個。

沙拉醬：蛋黃醬1杯、鹽1/2小匙、黑

胡椒粉1/4小匙、洋蔥末2大匙、蒜末

1/2大匙。

食材

根莖類蔬菜可提供人體多種營養

及膳食纖維，還可當做主食，是

我們三餐重要的蔬菜，各種根莖

類美味食譜值得收集。

蔬果沙拉

作法

醬料混合攪拌均勻，冷藏備用。

鮮蝦去殼對剖切半。米線放滾水軟

化撈起瀝乾。米紙用飲用水噴濕。

食材從米紙下方開始放，盡量不超

過2/3範圍。依序放生菜、米線、黃

瓜絲、香菜、鮮蝦。

米紙兩端往中間摺包，然後從下方

拉起米紙往上捲緊，搭配醬料即可。

乾燥米紙及米線、生菜、黃瓜絲、香

菜、白灼鮮蝦適量。

醬料：蒜末1小匙、鮮辣椒末2小匙、

白糖4大匙、熱開水3大匙、檸檬汁2
大匙、魚露1大匙。

食材


如果偏好清爽口感，可以多使用

越式生春捲的形式，將喜歡的蔬

果食材做成捲，再搭配適當的醬

料帶出蔬菜鮮甜。

生春捲

蔬菜怎麼吃更健康

蔬果富含多種營養，是每天

不可或缺的動力來源，掌握蔬菜

的鮮度辨別法及保存法，是健康

飲食的第一步。其次，大部分蔬

菜烹調時間不宜過長，以免營養

流失。

蔬菜怎麼切更好吃

蔬菜的刀工很精彩，可以切

末、切花、切絲、切片、切段，

還有邊切邊轉動食材的滾刀塊。

怎麼切更好吃？可以根據搭配食

材、加熱時間、喜好的口感決定

切法。

蔬菜怎麼煮更鮮甜

料理蔬菜的能力，在於瞭解

蔬菜特性。具有苦味、澀味的蔬

菜，利用熱水汆燙、擠去水分，

可有效去除苦、澀味；或是紅蘿

蔔只要煮透軟，就會較生吃更加

香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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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你吃飯的時候

有沒有玩手機？走路的時候有沒

有玩手機？是不是總想拿著手機

上網、看電影、聊天、遊戲、刷

社交軟件？如果手機沒在身邊，

還會感覺坐立難安？

如果這些症狀你都有，表示

你已經患上「手機依賴症」。醫

生稱，長期過度使用手機會造成

不同程度的身體疾病症狀和心理

疾病症狀。身體疾病症狀包括：

眼球脹痛、視物模糊、視疲勞、

眼乾、眼澀；頸部疼痛、肩僵脖

痛、手指發麻、腰痠背痛；焦躁

不安、睡眠不穩、失眠、情緒低

沉、無精打采、暴躁易怒等。

如何戒掉手機癮？

1、減少手機作為 
工作工具的時間

如果有重要的事情找你，他

們一定會打電話！

與其為了「秒回」那些不緊

急的信息，浪費了自己大量的注

意力，還不如關閉通訊、社交軟

件的新消息提醒。

2、消息打開免打擾功能
建議對所擁有的群進行一次

精簡整理，將非工作群打開「消

息免打擾」。關注的公眾號內

容，在閒暇時間翻看一下推送，

好的文章收藏起來反覆看。

3、刷社交軟件 
不如約見面

每天不刷社交網站，生怕跟

不上朋友們的節奏。但當你習慣

不看社交網站之後，你會發現：

其實你錯過的都是無關緊要的消

息。假如真的關心某位朋友的近

況，那就偶爾專門點開他的社交

網站頁面查看一下就好，但更好

的方式是約出來聚一聚，更能增

進感情。

4、學會給自己斷網
放下手機，和爸媽聊聊家

常，與伴侶一起做飯、散步，與

孩子一起讀書、玩遊戲。面對面

地與所愛的人溝通和交流，這才

是真正幸福美好的事情。還有就

是早起和睡前不要碰手機。

【看中國訊】多數人喜歡在

忙碌完一整天工作或是家務後，

在睡前洗個熱水澡，以舒適安

眠。從養生的角度看，晚上洗

澡，最好以耗時較短的淋浴為

宜，特別是臨睡前最好不要洗

髮。有些女孩子頭髮長，洗後不

易乾，經常是頭髮濕漉漉的就睡

了，這是極不好的生活習慣。

溼頭髮睡覺的危害

一、容易誘發面癱

面癱，學名面神經麻痹，它

是一種常見病、多發病，不受年

齡限制。一般症狀是口眼歪斜，

患者往往連最基本的擡眉、閉

眼、鼓嘴等動作都無法完成。

洗個頭為何會洗出面癱？醫

生分析認為，一般晚上睡覺時，

面部神經處於最鬆弛、抵抗力最

低的時候，如果受到溼髮的冷刺

激，很容易影響耳後的面神經，

導致局部痙攣，從而誘發面癱現

象。夏天氣溫高時，可能沒那麼

明顯，而冬天天氣寒冷，造成面

癱的機率就很大。

二、致使傷風感冒

中醫認為，人的陽氣在午夜

最弱，特別是女人經過一天的消

耗，很容易身心疲憊，抵禦風寒

的能力也降低。所以，如果睡前

用熱水洗頭後，已擴張的毛細血

管受到外界的刺激，頭部的陽氣

遇冷而凝時，就會使機體受凍。

另外，洗頭後，頭部會有大

量水分蒸發出去，會帶走體內很

多熱量。如果免疫力低下，散熱

會使上呼吸道毛細血管收縮，局

部的血流量減少。如果上呼吸道

抵抗力降低，細菌和病毒就可能

趁虛而入，造成上呼吸道感染，

出現感冒症狀，如：流涕、鼻

塞、頭痛，甚至發燒等，因此，

頭髮未乾的情況下睡覺，更容易

感冒。

三、可能頭痛、頭暈

造成頭痛最主要的原因就

是——水分長期滯留於頭皮表

面，會致使頭皮溫度變低，影響

大腦的血液循環，因而睡到半夜

的時候，就可能感到頭皮局部有

麻木感，還伴有綿綿隱痛的情

況。在次日清晨，更易出現莫名

的頭痛或頭暈現象，嚴重者感覺

噁心。

長此以往，甚至有可能引發

一種名為「頭皮下靜脈叢炎」的

疾病。

四、枕頭細菌滋生

枕頭長期放在室內很容易滋

生細菌。假如頭髮不乾就去睡

覺，溼漉漉的頭髮上的水分將滲

透到枕芯裡。時間久了，枕芯會

變黃。

人們常睡的枕頭材料，屬於

容易受潮和發黴材料，溼潤的環

境更利於細菌生長，這樣一來，

枕頭就成了細菌培養器，其危害

可想而知。

五、損傷髮質、髮型

頭髮溼著睡覺，對髮型自然

是毀滅性的打擊！第二天早上

起來，會發現頭髮一團糟，打

結是必然，甚至「剪不斷、理還

亂」。

為甚麼？因為睡覺時，頭髮

會產生摩擦擠壓，很容易被彎曲

變形。頭髮乾後，柔軟度下降，

於是被定型，變得不是一梳便能

解決的大問題。而且，在這種狀

況下梳頭髮，也更容易造成頭髮

斷裂，損傷髮質，更嚴重的，會

導致掉頭髮增多。

醫生建議，洗完頭髮後，應

該及時用浴巾等吸乾浴後的水

分，最好待頭髮完全自然風乾

後，再上床睡覺。如果因為時間

緊張等原因來不及讓頭髮自然風

乾，可以使用吹風機把頭髮吹乾

後再睡覺，但長此以往必然會對

髮質有所影響。下面就介紹幾個

使頭髮盡快風乾的方法：

1、洗頭不用護髮素
護髮素對於乾性頭髮的人來

說，或許是離不開的，但是對於

其他髮質的人來說，並不是每日

必須的。洗頭時使用護髮素，在

使你的頭髮獲得滋潤的同時，會

讓水分蒸發比較慢。如果臨睡前

洗頭，可以適時省略護髮素的使

用。

2、洗完頭髮盡量擰乾水
將頭髮攏成一束，先將多餘

的水分捏出，隨後再將頭髮打

散，讓頭髮間相互吸附的水珠也

可以流下來，此時也可以用梳子

梳開，然後再攏回一束重新捏出

水來。

3、多用一條大毛巾吸水
當毛巾比較溼的時候，換一

條大毛巾重新將頭髮包起來，注

意要把頭髮打散一些，讓毛巾能

充分吸收頭髮殘留的水分。這樣

包著頭也可以防止頭吹到風受涼。

4、用手梳頭髮
大毛巾能吸收的水分有限，

不可能會溼透，所以大家可以根

據自己情況，通過用手梳頭髮將

頭髮打散，再用毛巾按壓頭髮吸

收水分。同時，也可以當做是對

自己的按摩。

臨睡洗頭危害多

手機依賴症 你有沒有？ 

（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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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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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特價
9月12日∼ 9月18日

本地小黃瓜

紅 / 黃甜椒

* 所有特價貨品售完即止，廣告價格如有錯漏，以店內標示為準 *

購物滿       即可免費獲得 3 磅洋蔥。$30

大量
免費停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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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Green Seedless Grapes 無籽綠提

亞省玉米

Local Mini Cucumbers

$098
ea

亞省捲心菜Alberta Green Cabbage  

088
lb

$

BC Gala Apples BC 基拿蘋果

BC Bartlett Pears BC 啤梨

Spend $30 and get a free Local 3lb bag of onions.

Alberta Corn Red or Yellow PeppersLocal Hot House Tomatoes 本地蕃茄

$088 lb

$0 12
lb

$088 lb$148 lb488
12

$

平價  新鮮

$

$068
lb

99¢大特賣

Freestone Produce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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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磅 折扣，每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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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
下列價格為過往記錄，僅供參考。當日價格請查詢我們的臉書頁面（ Facebook）。
The following prices were historical records and are for reference only. Please check our Facebook for sales items of the day. 32 Ave. NE

27 ST N
E

29 ST N
E

Barlow
 Trail N

E

36 ST N
E

N

更多商品

本週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早 9:30- 晚 7:00    週六：早 10:00- 晚 6:00   週日：早 10:00- 晚 5:00

$5 箱 (40 磅 )/00

香蕉 Banana

9 月 11 日商品

淘果蔬
就到 Freestone!

超低價
折扣高達 75%!

Freestone!

75%!

箱 (25 磅 )$15 /00

西紅柿 Roma Tomatoes

9 月 11 日商品

$0 磅/99

青辣椒 Green Thai Chili

9 月 11 日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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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級草羊

仙女牌泰國香米 2019

大番茄

杜富貴大芒果

泰國玫瑰牌粿條

豬耳 / 牛腩

BC 產四季豆

李錦記海鮮醬

牛眼肉扒（原袋）

BC產黃玉米

BC產上海白菜

大滿牌法式菊苣咖啡

去皮無骨叉燒肉

BC產紅莧菜

加州產特級紅蘋果

生猛藍蟹 新鮮碧古魚

新鮮雞腿球 牛心 / 肝 / 腎

BC 產綠 / 白空心菜西生菜

加州產哈密瓜墨西哥產超大呂宋芒果 加州產茂谷柑

原箱
$1.49/ 磅

清真

抽獎日：2019 年 11 月 30 日

抽獎日：
2019 年 9月 30 日

有效期

9月 13 日∼ 9月 19 日

抽獎日

2 輛豐田卡羅拉汽車

熱帶風情二人遊套票

有效期一年的超市購物代金券

2019 年 11 月 30 日及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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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migration@higgertylaw.ca  |  www.higgertylaw.ca

高成功率，高效率移民，提供免費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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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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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各界人士來電查詢一切有關法律事宜

鍾守信律師樓

晚上 /週末需預約

國/粵語服務

我們承諾為你提供優質服務與理想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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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道主義與同情

● 逾期逗留

● LMIA申請

● 雇主 LMIA/Owner
● 免費諮詢

   把ڳ熊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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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名菜梅干扣肉是一道色香味俱全

的傳統功夫菜，也是許多人的家鄉味，光

是聞香就讓人垂涎，入口鹹鮮開胃，令人

白飯一不小心就多吃了好幾碗。關於梅干

扣肉的起源，有許多故事傳說，其中有一

說是出自宋代大文豪蘇東坡。

蘇東坡是中國歷史上知名度最高的美

食家，不僅留給後世經典東坡肉，一首

〈豬肉頌〉更是啟發世人做菜與做人的境

界。梅干扣肉據說就是蘇東坡被貶到廣東

惠州時所發明的。

北宋蘇東坡為人耿直，官場沉浮幾經

升遷，多次被貶謫外放，宋紹聖元年（西

元 1094），蘇東坡被流放到現今廣東的

惠州地區。傳說中，蘇東坡選派兩位名廚

遠赴杭州西湖學習廚藝。學成後，蘇東

坡請兩位仿杭州西湖「東坡肉」作法烹調

豬肉，因而催生「梅干扣肉」，並廣為流

傳，遠近馳名。

有了東坡肉的鋪陳，烹調梅干扣肉需

要的細膩與火候就不難了。更特別的是這

道菜還融合了梅菜干的風味，豬肉經過水

煮、上色、油煎，最後蒸煮程序與梅菜干

的風味融和，呈現豬肉的絕佳口感與滋味。

關於這道菜的另一個主角── 梅干

菜，也流傳了一個故事。著名的梅干菜是

惠州的客家人的傳統食物，香味獨特，久

蒸不爛、易貯存，被譽為「正氣菜」。傳

說梅干菜是老天爺留給世人的佳物。

明末兵荒馬亂，大批中原客籍人士舉

家南遷。書香門第出身的盧公原也攜妻兒

隨南遷人群定居惠州，離鄉背井，生活過

得極為清苦。盧夫人何氏出身於名門，知

書達理，為人善良，但不擅農事。盧夫人

生有五子，年尚幼，嗷嗷待哺，戰亂奔

波，積蓄花銷殆盡，僅憑夫君一人耕作，

日子半飢半飽。一日她在河邊洗衣，孩兒

們飢腸漉漉，哇哇地哭著要吃飯，夫人

不禁心酸，淒楚淚珠滾落河中。一陣清

風，飄來彩雲一朵，見一姑娘立於眼前，

慈眉善目，仙風道骨。姑娘上前撫慰她

道：「夫人休得傷心，善心人自有皇天護

佑，今我百年修煉、育有菜種一包，是廣

濟蒼生之物，你等將菜種播下，春節前可

收穫，屆時神州多一物，孩兒可得溫飽

矣！」言畢仙姑即抽身前行，盧夫人急急

拜謝，問姑娘姓甚名誰，日後好生報答，

姑娘笑答：「廣濟蒼生，何勞報答，姓梅

是也。」隨即騰雲而去。

盧夫人照著姑娘的話去種菜，到了臘

月，果然大豐收。菜長得又大又肥，一顆

重幾斤，採來煮食，鮮甜嫩滑，分外可

口，孩子們終得溫飽。菜已成熟抽芯開

花，於是叫左鄰右舍都來採收，吃不完的

菜則仿照醃臘，醃漬晒乾，因而創造出金

黃臘色，香氣四溢的菜乾。於是，盧夫人

把梅仙姑所贈菜種叫做梅菜，其所醃晒的

菜干，後世稱之為梅菜干、梅干菜。

值得一提的是，菜名梅干扣肉中的

「扣肉」，說的是蒸碗倒扣在另一個盤

碟，掀開碗，只見菜餚外觀被碗塑成圓

形，外觀喜氣，令人賞心悅目。時至今

日，這道象徵圓滿的料理仍是年夜飯的熱

門選項。

中 國 名 菜 故 事

梅干
扣肉
經典豬肉料理梅干扣肉，

肥豬肉與醃菜完美融合，互相襯托出風味，相得益彰。

◎ 文：斯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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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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9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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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城家庭節牛仔競技

攜家人在家庭節觀賞 Stamps 和

Ticats 同台競技。早些到體育場，在

11 點可以免費參加 Gridiron Gardens
舉辦的賽前家庭派對，有 Paw Patrol
的 Chase 和 Skye、鋼鐵俠、蜘蛛俠等

角色出場，還有蹦床城堡、噴塗紋身、

音樂、美食卡車等。

時間：週六，9 月 14 日下午 2 點～

5 點

地點：McMahon Stadium
地址：1817 Crowchild Trail NW

返校慶祝活動

適合全家人的免費活動。BBQ、

臉部彩繪、蹦床城堡、氣球藝術、現場

音樂等等。可以向亞省兒童醫院基金會

捐款。

時間：週日，9 月 15 日上午 10 點

半～下午 1 點半

地點：Cardel Rec Centre 西入口

地址：333 Shawville Blvd SE

探索之夜

夜晚學習的機會。每月第三個週四

下午 5 點以後，可以每人 $5 元門票入

場。 3 歲及 3 歲以下兒童免費。

時間：週四，9 月 19 日晚 5 點～

8 點

地點：Bow Habitat Station
地址：1440 17A Street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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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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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評估  專業設計

地庫裝潢  廚房浴室

全屋翻新  一步到位

SUNLIT RENOVATION LTD.

新亮裝修有限公司

200萬工程保險 員工保險WCB

陳生：403-708-6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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