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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刊登「黃臺之瓜，何堪

再摘」內容廣告的長和系創辦人

李嘉誠，9 月 8 日出席慈山寺活

動時，表示：「希望年輕人能夠

體諒大局，執政的亦都能夠對我

們未來的主人翁網開一面。」北

京方面的討伐隨即而至。中央政

91歲高齡香港首富李
嘉誠或沒料到，聲名卓著

幾十年，有一天他會被大

陸官方萬炮齊轟，甚至被

扣上「蟑螂王」難聽的名

號。觀察者認為，在香港

問題上，北京欲將李嘉誠

豎立為新箭靶；同時也釋

放出香港將推行「公私合

營」的信號。

看中國林佳綜合報導

A9   黃之峰何韻詩在美國會聽證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或於10月通過
Hong Kong Activists Joshua Wong, 
Denise Ho Testify Before Congress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Could Pass in October

保守黨謝爾承諾廢除碳稅法A3 Conservative Leader Andr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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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 老公外遇晴天霹靂
I Am Devastated After Finding 
Out My Husband’s Affair

炮轟

李嘉誠
北京

法委、《人民日報》、《新華社》

等大小官媒齊發文，批判李嘉誠

縱容暴徒犯罪，「揭批」其為富

不仁地歛財，是香港地產霸權，

造就香港社會動盪等等。

9 月 12 日「中央政法委長

安劍」的微信公號質問李：「到

底誰該給香港人『網開一面』？」

稱當下香港的亂局是不少年輕人

把對房價高、租金貴的不滿發泄

到了政府頭上，「不得不說，他

們搞錯了對象。」同一天《人民

日報》發文：「解決住房問題，

香港不能再等了」，給香港地產

商們指路：「釋放最大善意」配

合政府交出囤地，就是對年輕人

的「網開一面」。香港左派的工

會聯合會，其理事長吳秋北 15
日在臉書上批評李嘉誠，配以一

張「曱 甴（yuē yóu）王」( 即
蟑螂王 ) 字樣的李嘉誠肖像。

李嘉誠 13 日透過發言人的

回應綿裡藏針，稱在慈山寺言論

被曲解，表示十分遺憾，「多年

已習慣了那些莫須有的指責，永

遠會虛心接受批評」，但最為重

要是「寬容不等於縱容，不等於

無視法律程序」。

香港土地問題

有觀察者推測，李嘉誠的看

似模糊的談話，暗示了支持港民

的抗爭，可能在香港富商群中起

風向標作用，因而惹怒北京高

層。但更多分析人士認為，李嘉

誠被批非偶然事件。中共將通過

行政手段收取港商的地皮，已在

計劃中。

9 月 11 日，親北京的香港

民建聯在報章刊登頭版廣告，要

求政府引用《收回土地條例》，

收回地產商手中的囤地，廣建公

屋。民建聯的舉動，受到了大陸

官媒的熱烈肯定。

香港前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

對《美國之音》表示，港府當年

進行大規模的公共項目建設、推

動福利項目時，需要龐大財政來

源的支持，就採用「價高者得」

的方式賣土地。土地價格上漲自

然也拉升樓價、租金的上漲。如

今怪罪於李嘉誠，是「背離了經

濟學的基本常識」。

不少大陸網友也對李嘉誠給

予了理解。網名為「石」的網友

這樣質疑：「如果香港房價是社

會動亂的原因之一，那麼就無法

解釋內地北上廣深高房價沒有造

成動亂的原因。……內地卻是社

會主義制度，為何還會有老百姓

支撐不起的高房價？」

香港《明報》的一篇社評指

出，港民的五大訴求中沒有一條

是關於土地房產的，就算現在

港府有魔術棒一下子變出大量

房屋，也未必能令反修例風暴止

息。

如果土地和建房問題不能緩

解香港的危機，那麼北京政府的

真實意圖是什麼呢？

沉默的香港企業

流亡美國的學者何清漣描

述，在 1997 年香港股市市值

45% 的資產由 10 大本地企業把

持。（下文轉 A2）

李嘉誠（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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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文 接 A1） 到 2016 年

底，香港市值最高的 20 家上市

公司中，有一半是陸資，只有 4
家公司可被視為香港企業。也就

是說，香港商界一直在受擠壓。

特別是 1997 年香港回歸後，中

港企業交叉持股日漸普遍，導致

私人企業和國有企業之間的界線

變得模糊。

而李嘉誠從 2011 年開始不

動聲色地從大陸撤資，規模以

千億計，可說撤得很乾淨。當

時大陸輿論已表達不滿，有一

文《歷任中央領導人對李嘉誠提

了哪些要求》挑明：李家資本是

中央政府用政策與特殊待遇餵養

的，如今國家經濟困難初露，李

家就攜財外遷，辜負了黨的期

望。

早在 2014 年香港「佔中」

運動發生之時，香港商界富豪們

很少有人表態支持政府。《中國

日報》發表文章《香港大亨不願

意在「佔中動盪」中站穩立場》

點名批評，指香港富豪包括李嘉

誠等或模棱兩可或沉默，未曾表

態支持香港特區政府。

這樣狀態下的香港商界，北

京政府或相當不滿意。

林鄭的密會

《蘋果日報》報導稱，9 月

11 日特首林鄭月娥與逾 30 中國

央企高層在禮賓府密會。央企代

表為企業的一號人物，包括中石

化、中移動、中遠洋、招商局、

中國中鐵、保利集團等，並要求

「確保不會再發生錄音外流」。

北京政府要求大型國企在香港擁

有更多控制權，並非簡單地持有

香港公司的股份，要求擁有對企

業的掌控決策權。設定中的目標

產業包括房地產、旅遊等。

同一日，路透社也引述 3
位國企高層的話語，稱國資委在

深圳召見了 100 位最大國企的

高級代表。國企代表表示要向香

港主要行業投入更多資金，包括

房地產及旅遊等重要行業。一名

央企高層稱，香港的商界當中大

多數人「都不是我們的一員」。

此文呼應了《蘋果日報》的報導。

綜合大陸和港府各方密集的

宣傳舉動，北京解決香港問題的

方法之一似呼之欲出：結束官商

共治，啟動二次回歸，中共將全

面掌控香港經濟。

外匯危機

日本《日經新聞》在今年 6
月的報導中指，中國各階層民眾

特別是富豪，採用各種手段，悄

悄地將錢搬到了海外。因此中國

外匯急速流失，2018 年的對外

淨資產約為 2.1 萬億美元，在十

年間悄無聲息地「蒸發」了 1.2
萬億美元。

近期香港、日本和泰國的市

場中出現「假金條」，它們來自

北京的消息也在盛傳。路透社 8
月 28 日報導，在摩根大通金庫

中，發現了至少有價值 5,000 萬

美元的金條蓋有瑞士鑄商標誌，

這些金條貨真價實，但鑄商標誌

是偽造的，實際並非由這些鑄商

生產。分析認為，在外匯儲備急

劇下跌的形勢下，北京政府很可

能用「假金條」換取美元外匯，

因此國際市場上出現了數量巨大

冒充鑄金商的金條。

前景與後果

那麼，此時在香港推行「打

土豪分田地」，「公私合營」前

景如何呢？

自媒體人文昭認為，要讓

「國家隊」接替李嘉誠就更完蛋

了，香港的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力

更加集中到少數人手裡，完全是

跟著中南海的指揮棒轉，港民日

後會面臨什麼可想而知。

香港資深銀行家吳明德表

示，在港強推「鬥地主」，只會

令港商界加速撤資、套現。

意識形態環境的根本不同，

北京政府面臨的資本危機，加上

港民「反送中」風暴，令香港企

業被提上了中南海的日程中，想

是不足為奇。不過凡事皆有相生

相剋之理，香港的風雲變化中，

似乎也在印驗此說。正如香港前

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表示，李

嘉誠此次被「炮轟」反而得到同

情，讓外界對一國兩制如何執

行，有了更深層次的認識，促使

外部世界對紅色政權的終極價值

觀進行深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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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獨立�層屋 2416 呎土庫�部完成 , �屋�
大量裝��中��� , 客��家庭����層高
�� , 旋轉�梯 , 翻�實木�����氈 , 高�
廚��不�鋼家�和大理石檯面�3+2 �� ,3.5
浴廁 , ��油漆 , ���
���車站 , �勿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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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9,900$819,900

西北 Hamptons�校� Edgemont

星期六 (9 月 21 日 ) 12 - 2:00 pm

星期六 (9 月 21 日 ) 2 - 4:30 pm

星期日 (9 月 22 日 ) 2 - 4:30 pm

220 Edgeridge Place NW 2

32 Hidden Creek Green NW 4

64 Sherwood Manor NW 1

242 Hamptons Square NW 3

53 Kincora Gardens NW5 224 Covecreek Court N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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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4 呎,������步小徑,
寧��街,由 Cardel Homes 建成,��一�,
較��屋頂 ,主人套�� 5 件裝�套 , 較�
�水爐 , 家庭���層高��,旋轉�梯,�
大 3 �� + 主層書�,
2.5 浴廁������ $60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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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2 呎 Walk-Out 土庫�部完
成 , ��天��林����景�主層��高
9 呎 , 舖實木�� , 廚��大理石檯面�不
�鋼家� ,3+1 �� ,3.5 浴廁 ,Bonus Room
設計 , ��油漆 , ��
����車站� $539,900

西北 Hanson Ranch

新
上
市

獨 立 Bi-Level 1248 呎 Walk-Out 土 庫 �
部完成�廚����氈 , �裝� : 主層舖實
木�� , 客���高 12 呎 , 廚�不�鋼家
� ,3+1 �� ,3 浴廁 , ���� , �場��
車站�

獨 立 Bi-Level 1291 呎 Walk-Out 土 庫 �
部 完 成 � 廚 � , 主 層 � 拱 形 天 � ,3+1 �
� ,3 浴 廁 , 主 人 套 � � 4 件 裝 � 套 , 土
庫�獨立門出� , 較� �大陽臺 , ��學
校 ,Superstore,
����車站� $469,900$478,800

西北 Citadel西北 Panorama Hills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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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99,900

�校� Edgemont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9 月 21 日開放2 9 月 21 日開放3

9 月 21 日開放4

獨立�層屋 1973 呎 + 土庫�部完成 , 可步行
至����車站 , �油漆 , 主層��高 9 呎�
舖實木�� , 客��壁爐 , 廚��不�鋼家�
�中�島�大理石檯面 ,Bonus Room �拱形
天� ,3+1 �� 2.5 浴
廁 , ������場� $499,900

西北 Kinc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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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上
市

獨立�層屋 2159 呎 於 2013 年建 成 ,Walk-Up 土
庫�部完成�獨立門出��廚� , 主層主層��高
9 呎 , 舖實木�� , 廚��大理石檯面�不�鋼家
� ,3+2 �� ,3.5 浴廁 . 主人套��� 5 件裝�套 ,
��學校 ,Superstore,
����車站� $499,777

東北 Coventry Hills

新
上
市

9 月 22 日開放6

9 月 22 日開放5

獨立�層屋 2479 呎 +W/O 土庫�部完成 , 建
於 2013 年 , ���林 (Ravine) ��景 , 向南
�院 , 光猛開陽 , 主層��高 9 呎 , 客��壁
爐 , 廚��不�鋼家��大理石檯面 ,3+1 �
� 3.5 浴廁 , ��學校�
����場��車站� $699,900

西北 Sherwood

9 月 21 日開放1

看 北京炮轟李嘉誠

香港禮賓府（公有領域）

【看中國訊】美國總統川普 9 月 18 日

表示，美國可能在美國總統大選前與中國

達成貿易協議。

川普在從新墨西哥州前往加州的途中

對記者說，北京認為他將獲得連任，但是

中國官員更願意與其他人打交道。他說：

「他們認為我會贏。中國認為我將輕鬆獲

勝，他們感到擔心，因為我告訴他們，如

果是在大選後達成協議，條款將比目前達

成的糟得多。」

川普還表示，兩國可能在明年美國大

選前後達成協議。「我認為可能很快就會

達成協議，可能在選舉前，也可能在選舉

後一天。如果是在選舉之後，這將是一個

你從未見過的協議，這將是有史以來最偉

大的協議，中國知道這一點。」

在川普發表上述言論之際，美中副手

級貿易談判定於 9 月 20 在華盛頓舉行，

旨在為 10 月解決貿易戰的高級別會談鋪

平道路。中方臨陣換將，由中財辦副主

任、財政部副部長廖岷率隊，9 月 18 日

已經抵達美國。作為中方的貿易談判先鋒

官，廖岷意在為預設下月舉行的第 13 輪

部長級磋商「掃雷」鋪路。廖岷是劍橋工

商管理碩士，是一位「學者型官員」。從

廖岷中財辦副主任的頭銜看，與身兼「中

央財經辦公室主任」的劉鶴是「一脈相

承」。在中財辦這條線上，劉鶴是廖岷

的頂頭上司。

美中兩國近幾週均釋放了和解信號。

川普上週宣布，將推遲兩週對價值 2500
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征關稅，此前中國也

取消了對部分美國商品加征關稅。 17日川

普表示，中國已經開始購買美國農產品。

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18日表示，川普挑

戰中國貿易行為是正確的，但他的做法為

中國傷害美國農民和消費者提供了機會。

佩洛西在接受 CNBC 採訪時表示 :
「我認為，我們本應與歐盟和其他國家一

道，通過多邊途徑解決這一問題。無論他

想採取何種方式改善貿易關係，都不要讓

對方傷害你的農民和消費者。」

川普稱 貿易協議可在大選前達成

美國總統川普登上空軍一號。（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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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9 月 16 日（週

一），保守黨黨領謝爾（Andrew 
Scheer）在競選活動中承諾，廢

除碳稅，支持加拿大能源部門並

採取減稅措施。

週一白天，謝爾首先在卑

詩省的基洛納湖區（Kelowna—
Lake Country）開展競選活動。

基洛納湖區是保守黨的一個

據點，從最初的加拿大改革黨，

到加拿大聯盟，直至保守黨，自

1997 年以來每次在此地選舉都

獲勝，直到 2015 年自由黨人富

爾（Stephen Fuhr）勝出。

謝爾表示，一旦當選，將恢

復哈珀（Stephen Harper）政府

的政策，實施兒童健身稅收抵免

和藝術學習稅收抵免。為 16 歲

以下孩子的父母返回每人高達

150 元的稅款，以便孩子們參加

體育和健身課程，另外 75 元用

於藝術和學習課程，包括舞蹈課

程，繪畫或課後輔導。

哈珀政府在其任職 10 年期

間實施了相同的稅收抵免。

結束基洛納湖區的活動後，

原定轉至卡爾加里的行程卻發生

了一個小插曲。因飛機發生轉向

故障，在機場延誤了幾個小時

後，謝爾的飛機被拖到大門口。

卡城之行不得不推遲至晚間。

當晚，謝爾趕往卡爾加里東

南部的天際（Skyview）區發表

演講。他宣稱，「保守黨政府的

第一號工作就是廢除碳稅法」。

「我們將廢除 C-69 法案。我們

將著手開始在這個國家建立一個

能源走廊，以便加拿大西部能源

可以流入加拿大東部市場，這樣

我們就可以一勞永逸地擺脫對

外國石油的依賴，達到能源自

足。」謝爾的承諾引發聽眾的一

片掌聲及歡呼聲。

在卡城天際（Skyview）區

參加競選活動的，還有保守黨候

選人薩霍塔（Jag Sahota）及獨

立參選人康（Darshan Kang）。
前一天，謝爾還承諾，通過

將最低所得稅稅率從 15% 降至

13.75% 來削減每年 60 億元的

所得稅減免成本。

根據議會預算辦公室估計，

到 2020-21 年，信貸總成本將

達到 3 億元，到 2028-29 年將

增加到 3.71 億元。

謝爾計畫發布一個總成本計

算的平臺，並將教育經費和醫療

保健資金每年增加 3% 以上。

但謝爾未說明他將如何支付

減稅費用，並且仍然履行他在

2025 年之前平衡預算的承諾。

到目前為止，謝爾已經參加

了所有他想要從自由黨或新民主

黨獲得的選區的競選活動。

【看中國訊】據一項新的民

意調查顯示，超過一半的加拿

大人希望下界聯邦政府，能完

成亞省和卑詩省之間的（Trans 
Mountain pipeline expansion）
跨山管道擴建工程。

安格斯瑞德研究所（Angus 
Reid Institute），8 月份對超過

1500 名受訪者進行的在線調查

發現，53% 的受訪者希望下屆

聯邦政府推動該項目的完成，

24% 的說應該停止，支持的人

數是反對人數的 2 倍多。

去年，自由黨政府以 45 億

元收購了該管道項目，目前一些

工程已在建設中，政府表示將在

2022 年中期投入運營。

調查顯示：在所有省份中，

只有魁省反對的呼聲高於支持的

呼聲，卑詩省和安省有超過一半

的受訪者希望繼續推進該管道擴

建計畫，最大的支持者是亞省，

佔亞省受訪者的 85%；40% 的

人認為渥太華應該做更多的事情

來增加管道容量，34% 的人認

為政府已經在努力推動這個項

目。約 26% 的人表示政府採取

了平衡的做法。儘管該項目得到

了支持，但大多數加拿大人還是

希望聯邦資金，投資於可再生能

源，如風能和太陽能等，而非不

可再生能源。超過 60% 的受訪

者認為可再生能源是加拿大的

「巨大機遇」。」

安格斯里德研究員 Dave 
Korzinski 說，特魯多參選面臨

的最大挑戰之一，就是這個自然

資源問題和管道問題。根據目前

的投票意願，超過 80% 的保守

黨選民支持管道擴建。親新民主

黨和綠黨的人更有可能反對該項

目，而自由黨的支持者則較少

分裂。跨山管道擴建線路上還

有 33% 的土地，尚未獲得土地

所有者的准入。對選舉關鍵議題

是石油和天然氣的選民來說，

36% 的選民支持保守黨，19%
的選民選擇了自由黨。

【看中國訊】加拿大統計局

週二（9 月 17 日）發布報告

稱，如果加拿大的人口按中等速

度增長，預測到 2068 年，加拿

大人口將增加到 5520 萬人。而

2018 年統計的人口總數為 3710
萬人。

一些省份和地區的人口在增

加，而另一些省份和地區則在減

少。移民仍然是加拿大未來 50
年人口增長的主要驅動力。

安省和亞省的人口增長將佔

加拿大 2018 年至 2068 年預計

人口增長的一半以上。

安省的人口將在未來 25
年內增加，到 2043 年將達到

1650 萬至 2040 萬人。該省將

繼續保持為人口最多的省份。

亞省的人口增長率在未來

25 年內將是加拿大各省中最高

的。到 2043 年，亞省的人口

將在 600 萬至 730 萬之間，而

2018 年該省人口僅為 430 萬。

但加拿大的人口在未來幾年

仍將繼續老齡化。

【看中國訊】「雙非嬰」是指

在加拿大出生的嬰兒，其父母都

不是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新

數據顯示，加拿大的「雙非嬰」

8 年增 2 倍，而且一直呈增長趨

勢。在加拿大出生的人，自動

獲得加拿大公民身份，這是「雙

非嬰」不斷增加的原因。因為很

多中國母親來加拿大生孩子，

「雙非嬰」問題曾被華文媒體大

量報導。從 2008 年到 2017—
18 年度，「雙非嬰」出生率逐年

上升，在過去一年間，又增長

了 13%。 2018 年新增 4,099 名

「雙非嬰」，是加拿大同期出生

嬰兒總數的 1.4%。這些「雙非

嬰」在安省和卑詩省出生最多，

其中安省的人數一直領先全國。

為了阻止「雙非嬰」，卡爾加里

醫院今年夏天制定了一項新政

策，要求非居民母親生孩子，先

交 1.5 萬元預付款，用於產前和

產後護理。該政策在一家醫院試

用後，有效果。但是，也可能是

那些非居民孕婦轉移到其它醫院

了。多年來，加拿大政府曾提出

過要應對「雙非嬰」問題，但一

直沒有具體的行動。

保守黨謝爾承諾廢除碳稅法

過半民眾望下屆聯邦政府完成跨山管道擴建加拿大「雙非嬰」暴增

請參觀展示屋

4410 UNIVERSITY AVE NW
THEIVY@BROOKFIELDRP.COM
403.516.5950

準備好搬到大學區了嗎？

探索都市區二、三睡房鎮屋，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打造，已

建造完畢。每戶均擁有單獨的前門、連體車庫，以及超出您期望

的令人嘆為觀止的室內裝修。您可享受成熟內城區的精緻多彩生

活。

體驗欣欣向榮的
都市生活方式

        市區鎮屋
起價大 $400s

TheIvyCalgary.com

謝爾在演講。（視頻截圖）

50年內
加國人口將增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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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9 月 11 日蘋果

新品 iPhone 11 系列發布會後，

中國國內網上吐槽一片，不過消

費者的荷包向誰敞開，卻是由自

己說了算的。

據《新浪財經》報導，9 月

14 日，蘋果 iPhone 11 系列中

國市場首發報告出爐，僅京東一

家電商平臺，預售量就超過 100
萬臺，與去年同比暴增 480%。

首 單 1 秒 內 成 交，iPhone 11 
Pro 系列 5 分鐘告罄。最受歡迎

的單品為 iPhone 11 Pro 暗夜綠

色、iPhone 11 黑 色 和 iPhone 
11 紫色。

消費者的熱情與此前潑蘋果

涼水的媒體形成鮮明的反照。

9 月 11 日凌晨，蘋果發布

了三款新 iPhone，包括 iPhone 
11、iPhone 11 Pro 和 iPhone 
11 Pro Max。 其 中 iPhone 11
採用 6.1 英吋 LCD 顯示屏，搭

載 A13 Bionic 晶元，配備雙攝

像頭，其中超廣角攝像頭支持

2 倍光學變焦，6 種配色（紫、

綠、黃、白、黑、紅），續航時

間比 iPhone XR 長 1 小時，售

價為 5499 元（人民幣，下同）

（64GB）、5999 元（128GB）

和 6799 元（256GB）。蘋果還

推出了 iPhone 11 Pro（5.8 英

吋）和 iPhone 11 Pro Max（6.5
英吋），後置攝像頭為三攝像頭

設計，自帶 18W 充電器。

蘋果 iPhone11 發布會後，

大陸媒體紛紛吐槽新品「無創

新」、「價格高」，甚至將發布

會上蘋果掌門人首次將蘋果新品

手機的性能與華為手機相比的舉

動，譏笑為蘋果已經淪落到要蹭

華為的熱點，並斷言蘋果已經落

後華為。

當然，對於果粉們來說，這

些評論早已經不新鮮。然而，消

費者對蘋果的青睞卻一如既往。

尤其今年新品 iPhone11 低於

6000 元的價格，更是讓果粉們

心動。

iPhone11 系列發布不到一

天，京東上的預約量已經超過

80 萬，如果中國國內的全平臺

加起來，第一天預計就將突破

200 萬預約量。有分析師表示，

這次新機的全球銷量會突破 2
億臺，遠超去年的 iPhoneXS 系

列三款手機。

而根據此前華為高管的透

露， 華 為 Mate30 Pro 將 會 於

9 月 19 日在德國發布，該機搭

載號稱已將蘋果 A13 Bionic 晶

元「甩在身後」的麒麟 990 處理

器，依然使用安卓系統。據此前

的消息，谷歌已正式宣布禁止華

為 Mate30 系列手機以及新產品

使用谷歌所有應用程序和服務。

雖然谷歌應用和各種服務在

國內的份額為零，可能不會影響

華為在國內市場的銷售，但有消

息說，華為 Mate30 售價可能在

6000 以上，而高配版本的華為

Mate30Pro 售價或許會超過一

萬元。這樣的價格，不知消費者

能否承受。

去年 12 月，華為首席財

務官孟晚舟在溫哥華被捕，被

捕 時 她 攜 帶 iPhone 7Plus、
MacBook Air 和 iPad Pro 三款

蘋果產品，和一款華為 Mate 20 
RS Porsche Design 智能手機。

人們恍然大悟，華為「太子女」

竟然也是果粉。

iPhone11 系列預售火爆表

明，看來消費者的選擇，並不受

中美貿易戰所激發的情緒影響。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

報導】北京 301 醫院 9 月 15 日

微信廣告，宣傳中共領導人的

「150 歲長壽工程」。廣告次日

遭屏蔽。

301 醫院是中共高層領導專

屬的醫療和保健醫院。據自由亞

洲電臺取得的影片片段，其廣告

詞介紹，形成了「中國養生精華

同西方先進醫療技術深度結合」

的獨特的首長醫療保健體系，成

績顯著。「全球第一」，中共領

導人平均壽命普遍高於西方發達

國家，2008 年中共領導人平均

壽命 88歲， 2005年啟動的「981
首長健康工程」，延壽目標為

150 歲。

百度公開資料顯示，981 三

大工程：「健康促進工程（不

老）；青春再現工程（不老）；

150 歲長壽工程（長壽）」。

中共高官特權 
醫療開支驚人

香港《動向》雜誌報導，

2014 年中共退休高官年開支逾

675 億元，僅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人大委員長、國家副主

席、中顧委副主任一級的離休高

幹，公費開支達 3.26 億元，人

均 2725 萬元。其它級別逐級配

置，形成龐大國庫開支。

軍委原副主席張震 101 歲

去世時，香港親共港媒東網有評

論文章指，「張震真正的養生法

寶是他的高官身份，黨和人民

『不惜任何代價』把他養著。」

從毛時代，中共的領袖們就已開

始長壽，毛本人活了 83 歲，周

恩來 78 歲，朱德 90 歲。而當

時中國人均壽命是 65 歲。

青年的器官 
續高官的老命

被冤殺多年的聶樹斌案

2016 年「平反」後，坊間熱傳

聶樹斌被匆匆判處死刑與原中共

外交界知名人士章含之換腎有

關。章在 1995 年和 2002 年 2
次換腎。知名律師李莊曾爆料，

「聶樹斌的器官可能還活著。」

流亡美國的中國富豪郭文貴

爆料，中共領導人的長壽秘訣在

於隨時準備殺人，更換年輕人的

健康器官，並常年注射由年輕武

警提供的血清來保持更換器官的

活性。還透露，江澤民長子江綿

恆患癌，已多次換腎，意味著已

經屠殺了多條生命。

網民紛紛留言：「（廣告）

拍的不錯，相當精煉的揭示

了納稅人的錢花在了甚麼地

方。」「隨便換器官，活的能不

長嗎？」「他們都不想死，活著

繼續禍害老百姓。」「他們活摘

健康的法輪功人士和維族人的

器官，用以維持延長罪惡的生

命！」

1秒成交 5分鐘告罄

iPhone 11系列中國預售火爆
301醫院泄密 高官要活150

居住在
高端內城區
品牌鎮屋
起價中 600’S
–
www.rndsqr.ca

2212 33 Ave SW
sales@rndsqr.caALTADORE 50

蘋果iPhone 11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導】信息時代，

人們的生活更加多元化與便捷，但同時也

生出弊端，無論人們在社會的哪個角落，

都難逃信息的掌控。因此，誰能掌控信

息，誰就掌控了權力，信息戰也應運而

生。目前，中美爭端明朗化，美國盯緊來

自北京的信息巨手，再次發起行動。

美參議員：移動、電信、聯通 
「劫持」美國通訊

9 月 16 日， 美 國 兩 位 重 量 級 聯

邦參議員——參議院 民主黨領袖 舒

默（Chuck Schumer）與共和黨參議員

科頓（Tom Cotton），聯合致信聯邦通

訊 委 員 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國防部和國土安

全部，要求這些國家安全機構重審中國電

信公司和中國聯通公司在美提供電信服務

的經營許可。

舒默說，中國電信巨頭華為是美國國

家和經濟安全的威脅，另外還有兩家類似

的公司——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加上中

國移動，這三大網路電信公司為政府所有

和控制。

信中說，這些大陸國企擁有美國的電

話線路、光纖、移動網路與衛星接入許

可，或使北京有能力蒐集美國民眾、企業

以及美國政府的通訊，並將信息傳給中

國，造成電信交通被「劫持」。

今年 5 月，FCC 拒絕了中國移動在

美國的運營申請。舒默強調，在 2000 年

初被授權在美運營的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

也有類似風險。FCC 透露，正在審議以

往已經批出的許可，因為美國的國家安全

環境已經改變。

微信引發美國重視

目前，微信在美國的用戶量有近 400
萬，並正在向世界擴張。美國之音報導，

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時，微信在華人社

區發揮了很大作用，人們用微信互相聯

絡，討論選舉議題，召集組織選舉活動。

中國問題專家韓連潮表示：「美國國

會和政府的部分官員已經開始注意到微信

帶來的網路安全問題，但許多人還不瞭解

政府利用微信對信息蒐集、分析和監控的

做法，已經非常廣泛。」

百度、阿里巴巴、騰訊 
或將面臨安全審查

9月11日，負責國際安全與防核武擴

散事務的美國助理國務卿克里斯托弗 · 福
特（Christopher Ford）在參加「有關敏感

技術的多邊行動」（MAST）的會議時表

示，騰訊等科技巨頭無論是事實上還是法

律上都可以成為中共在西方的間諜工具。

他所提到的公司還有中興、百度等公司。

福特表示，只要國家對這些公司提出

要求，這些公司沒有能力拒絕。据 2017
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情報法》

第七條規定：「任何組織和公民都應當依

法支持、協助和配合國家情報工作，保守

所知悉的國家情報工作秘密。」

福特主持的相關報告目前已經發布在

美國國務院的網站，他的此番評論或將意

味著美國將進一步加緊對中國公司的安全

審查。美國可能用對華為同樣的角度來看

待報告中所提到的三家公司 BAT（百度、

阿里巴巴和騰訊的合體簡稱）。

中國科技巨頭 
實為專制的武器

除此之外，福特在會議上表示，他藉

此機會，向盟友解釋川普政府將華為列入

黑名單背後的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考量。

他強調，首先要記住的是，華為等中國科

技巨頭所帶來的挑戰最重要的並非是技術

問題，「其核心是政治和地緣政治挑戰」。

他說，儘管華為等中國公司是以私營

企業的形式在國內和國際市場上運營，但

他們並非是真正的私營公司。這涉及到今

天我們所有人面臨挑戰的一系列問題，包

括公司濫用技術貿易，幫助中共政府在軍

民融合下為軍隊開發軍事裝備。

他提到，至少早在 2013 年，一家華

為子公司向軍隊總參謀部、北京軍區、國

家安全部以及解放軍第二炮兵部隊提供技

術。從美國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這一現

象令人震驚。

他表示，這些中國巨頭公司和這些技

術有助於中共「技術推動的監控和社會控

制」，在某些重要方面或為了實現某些目

的充當了「國家的武器」，或者更準確地

說，是充當「中共的武器」。

信息戰
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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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通訊監控 信息戰升級
電信、聯通、微信、BAT信息巨手在美遭堵截

間，他會做得很棒！」

川普 9月 10日宣布開除博

爾頓（John Bolton）。

加州律師出身的奧布萊恩不

同於他的前任，他被視為低調的

忠誠者，對他的任命在華盛頓廣

泛被視為國務卿蓬佩奧的勝利。

在推特上公布奧布萊恩任命

前的一個小時，川普發推說：「我

剛剛指示財政部長大幅增加對伊

朗的制裁！」這表明，川普把經

濟打擊作為優先選項，以截斷伊

朗作惡的財源。

英國衛報報導，據說總統對

奧布萊恩在營救在朝鮮和土耳其

美國人質方面的工作印象深刻。

摩門教徒奧布萊恩是米特．

川普宣布傳統鷹派奧布萊恩為新國安顧問
羅姆尼（Mitt Romney）的競

選顧問，但他一直忠於川普。川

普曾在推特中說，已經有 20名

美國人質被救回，有些是不可能

的，但是他的政府做到了，而且

沒有花錢。

在川普執政之前，奧布萊恩

的政府生涯很低調。喬治．W．

布希於 2005年派他擔任聯合國

大會的代表，在聯合國期間，他

曾與時任駐聯合國大使的博爾頓

一起工作。奧布萊恩在布希政府

的最後一年參與了阿富汗的司法

改革。

2016年，他發表了一系列

關於外交政策的強硬論文，名

為《沉睡中的美國：恢復美國對

危機世界的領導地位》（While 

America  Slept :Restor ing 

American Leadership to a 

World in Crisis），這是對奧巴

馬政府的嚴厲批評。

奧布萊恩在書中譴責 2015

年與伊朗簽署的核協議是綏靖政

策，他嘲笑奧巴馬的做法是「從

後面領導」。他抨擊，「西方政

治正確的高潮」拖了政府打擊伊

斯蘭國的後腿。

「作為自由世界的領導者並

不意味著成為整個世界的警察。」

他寫道。「這確實意味著美國應

該利用其道德權威來促進自由的

男人和女人，還有自由市場的理

念，以改善世界。」

 看中國訊

美國總統川普9月18日
宣布，任命人質事務特

使奧布萊恩（Robert 
O'Brien）為國家安全
顧問。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導

信息時代，人們的生活

更加多元化與便捷，但

同時也生出一個引人擔

憂的弊端，即無論男女

老幼、膚色民族、職位

地位、身處何方，你都

難逃信息的眼睛、耳

朵和掌控。因此，誰能

掌控信息，誰就掌控了

權力，信息戰也應運而

生。目前，中美爭端明

朗化，美國緊盯中方

信息巨手，再次發起

行動。

司後來才知道，微信有問題。從

那之後，朋友知道微信不能用，

就把微信卸載了。

目前，微信在美國的用戶量

有近 400萬，並正在向世界擴

張。美國之音報導，2016年美國

總統大選時，微信在華人社區發

揮了很大作用，人們用微信互相

聯絡，討論選舉議題，召集組織

選舉活動。

中國問題專家韓連潮表示，

「美國國會和政府的部分官員已

經開始注意到微信帶來的網絡安

全問題，但許多人還不瞭解中共

利用微信對信息蒐集、分析和監

控的做法，已經非常廣泛。」

百度、阿里巴巴、騰訊 
或將面臨安全審查

9 月 11 日， 負 責 國 際 安

全與防核武擴散事務的美國

助理國務卿克里斯托弗 · 福
特（Christopher Ford） 在 參

加「有關敏感技術的多邊行動」

（MAST）的會議時表示，騰訊

等科技巨頭無論是事實上還是法

律上都可以成為中國共產黨在西

方的間諜工具。他所提到的公司

還有中興、百度等公司。

福特表示，只要中國政府對

這些公司提出要求，這些公司沒

有能力拒絕。據 2017年通過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情報法》第

七條規定：「任何組織和公民都

應當依法支持、協助和配合國家

情報工作，保守所知悉的國家情

報工作秘密。」

福特主持的相關報告目前

已經發布在美國國務院的網站，

他的此番評論或將意味著美國將

進一步加緊對中國公司的安全審

查。美國可能用對華為同樣的角

度來看待報告中所提到的三家公

司 BAT（百度、阿里巴巴和騰

訊的合體簡稱），這些公司今後

在美國從事商業活動將更加困難。

國家的武器： 
技術帶來控制

除此之外，福特在會議上表

示，他藉此機會，向盟友解釋川

普政府將華為列入黑名單背後的

美參議員： 
移動、電信、聯通 
「劫持」美國通訊

9月 16日，美國兩位重量

級聯邦參議員——參議院民主

黨領袖舒默（Chuck Schumer）

與共和黨參議員科頓（Tom 

Cotton），聯合致信聯邦通訊委

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國防部和

國土安全部，要求這些國家安全

機構重審中國電信公司和中國聯

通公司在美提供電信服務的經營

許可。

舒默說，中國電信巨頭華為

是美國國家和經濟安全的威脅，

另外還有兩家類似的公司——中

國電信和中國聯通，加上中國移

動，這三大網絡電信公司為中國

政府所有和控制。

信中說，這些中國國企擁有

美國的電話線路、光纖、移動網

絡與衛星接入許可，或使中國有

能力收集美國民眾、企業以及美

國政府的通訊，並將訊息傳給中

國，造成電信交通被「劫持」。

今年 5 月，FCC拒絕了中

國移動在美國的運營申請。舒默

強調，在 2000年初被授權在美

這本書的說法將奧布萊恩定

位為傳統的共和黨鷹派，與蓬佩

奧比肩。

華盛頓外交界最初的反應

是，奧布萊恩可能會恢復被博爾

頓消弱的機構間的主管會議，這

樣的話，蓬佩奧可能會佔據主導

地位。

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考量。他強

調，首先要記住的是，華為等中

國科技巨頭所帶來的挑戰最重要

的並非是技術問題，「其核心是

政治和地緣政治挑戰」。

他說，儘管華為等中國公司

是以私營企業的形式在國內和

國際市場上運營，但他們並非是

真正的私營公司。這涉及到今天

我們所有人面臨挑戰的一系列問

題，包括公司濫用技術貿易，幫

助中共政府在軍民融合下為軍隊

開發軍事裝備。

他 提 到， 至 少 早 在 2013

年，一家華為子公司向中共軍隊

總參謀部、北京軍區、國家安全

部以及解放軍第二炮兵部隊提供

技術。從美國國家安全的角度來

看，這一現象令人震驚。

他表示，這些中國巨頭公司

和這些技術有助於中共「技術推

動的監控和社會控制」，在某些

重要方面或為了實現某些目的充

當了「國家的武器」，或者更準

確地說，是充當「中國共產黨的

武器」。

運營的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也有

類似風險。FCC透露，正在審議

以往已經批出的許可，因為美國

的國家安全環境已經改變。

微信引發美國重視

另外受到關注的是微信。美

國一家奢侈品零售業公司的銷售

人員格蕾絲（Grace）日前表示，

她在多次不同的面試中，被面試

經理問到：「你有沒有微信？」

她透露：「我心裡挺有疙瘩

的，我覺得我沒有微信，會不會

影響面試結果啊？好像競爭上沒

有優勢。它不一定是面試的決定

性因素，但是它已經成為了每一

個西方人經理面試的時候都會問

的問題，這已經是一個問題了。」

格蕾絲說，有一位設計師朋

友一次給一個非常有名的品牌做

產品設計（她表示表示不方便透

露該品牌的名字），使用微信把

作品傳到中國，結果中國那邊的

公司還沒有把最新的產品發布出

來，仿冒品已經發布出來了，跟

他的設計是一模一樣的。這家公

美國總統川普 9月 18日在

推特表示：「我很高興地宣布，

我將任命羅伯特．奧布萊恩，國

務院非常出色的人質事務特使，

作為我們新的國家安全顧問，我

和羅伯特一起努力工作過很長時

舒
默

科
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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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通訊監控 信息戰升級
電信、聯通、微信、BAT信息巨手在美遭堵截

間，他會做得很棒！」

川普 9月 10日宣布開除博

爾頓（John Bolton）。

加州律師出身的奧布萊恩不

同於他的前任，他被視為低調的

忠誠者，對他的任命在華盛頓廣

泛被視為國務卿蓬佩奧的勝利。

在推特上公布奧布萊恩任命

前的一個小時，川普發推說：「我

剛剛指示財政部長大幅增加對伊

朗的制裁！」這表明，川普把經

濟打擊作為優先選項，以截斷伊

朗作惡的財源。

英國衛報報導，據說總統對

奧布萊恩在營救在朝鮮和土耳其

美國人質方面的工作印象深刻。

摩門教徒奧布萊恩是米特．

川普宣布傳統鷹派奧布萊恩為新國安顧問
羅姆尼（Mitt Romney）的競

選顧問，但他一直忠於川普。川

普曾在推特中說，已經有 20名

美國人質被救回，有些是不可能

的，但是他的政府做到了，而且

沒有花錢。

在川普執政之前，奧布萊恩

的政府生涯很低調。喬治．W．

布希於 2005年派他擔任聯合國

大會的代表，在聯合國期間，他

曾與時任駐聯合國大使的博爾頓

一起工作。奧布萊恩在布希政府

的最後一年參與了阿富汗的司法

改革。

2016年，他發表了一系列

關於外交政策的強硬論文，名

為《沉睡中的美國：恢復美國對

危機世界的領導地位》（While 

America  Slept :Restor ing 

American Leadership to a 

World in Crisis），這是對奧巴

馬政府的嚴厲批評。

奧布萊恩在書中譴責 2015

年與伊朗簽署的核協議是綏靖政

策，他嘲笑奧巴馬的做法是「從

後面領導」。他抨擊，「西方政

治正確的高潮」拖了政府打擊伊

斯蘭國的後腿。

「作為自由世界的領導者並

不意味著成為整個世界的警察。」

他寫道。「這確實意味著美國應

該利用其道德權威來促進自由的

男人和女人，還有自由市場的理

念，以改善世界。」

 看中國訊

美國總統川普9月18日
宣布，任命人質事務特

使奧布萊恩（Robert 
O'Brien）為國家安全
顧問。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導

信息時代，人們的生活

更加多元化與便捷，但

同時也生出一個引人擔

憂的弊端，即無論男女

老幼、膚色民族、職位

地位、身處何方，你都

難逃信息的眼睛、耳

朵和掌控。因此，誰能

掌控信息，誰就掌控了

權力，信息戰也應運而

生。目前，中美爭端明

朗化，美國緊盯中方

信息巨手，再次發起

行動。

司後來才知道，微信有問題。從

那之後，朋友知道微信不能用，

就把微信卸載了。

目前，微信在美國的用戶量

有近 400萬，並正在向世界擴

張。美國之音報導，2016年美國

總統大選時，微信在華人社區發

揮了很大作用，人們用微信互相

聯絡，討論選舉議題，召集組織

選舉活動。

中國問題專家韓連潮表示，

「美國國會和政府的部分官員已

經開始注意到微信帶來的網絡安

全問題，但許多人還不瞭解中共

利用微信對信息蒐集、分析和監

控的做法，已經非常廣泛。」

百度、阿里巴巴、騰訊 
或將面臨安全審查

9 月 11 日， 負 責 國 際 安

全與防核武擴散事務的美國

助理國務卿克里斯托弗 · 福
特（Christopher Ford） 在 參

加「有關敏感技術的多邊行動」

（MAST）的會議時表示，騰訊

等科技巨頭無論是事實上還是法

律上都可以成為中國共產黨在西

方的間諜工具。他所提到的公司

還有中興、百度等公司。

福特表示，只要中國政府對

這些公司提出要求，這些公司沒

有能力拒絕。據 2017年通過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情報法》第

七條規定：「任何組織和公民都

應當依法支持、協助和配合國家

情報工作，保守所知悉的國家情

報工作秘密。」

福特主持的相關報告目前

已經發布在美國國務院的網站，

他的此番評論或將意味著美國將

進一步加緊對中國公司的安全審

查。美國可能用對華為同樣的角

度來看待報告中所提到的三家公

司 BAT（百度、阿里巴巴和騰

訊的合體簡稱），這些公司今後

在美國從事商業活動將更加困難。

國家的武器： 
技術帶來控制

除此之外，福特在會議上表

示，他藉此機會，向盟友解釋川

普政府將華為列入黑名單背後的

美參議員： 
移動、電信、聯通 
「劫持」美國通訊

9月 16日，美國兩位重量

級聯邦參議員——參議院民主

黨領袖舒默（Chuck Schumer）

與共和黨參議員科頓（Tom 

Cotton），聯合致信聯邦通訊委

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國防部和

國土安全部，要求這些國家安全

機構重審中國電信公司和中國聯

通公司在美提供電信服務的經營

許可。

舒默說，中國電信巨頭華為

是美國國家和經濟安全的威脅，

另外還有兩家類似的公司——中

國電信和中國聯通，加上中國移

動，這三大網絡電信公司為中國

政府所有和控制。

信中說，這些中國國企擁有

美國的電話線路、光纖、移動網

絡與衛星接入許可，或使中國有

能力收集美國民眾、企業以及美

國政府的通訊，並將訊息傳給中

國，造成電信交通被「劫持」。

今年 5 月，FCC拒絕了中

國移動在美國的運營申請。舒默

強調，在 2000年初被授權在美

這本書的說法將奧布萊恩定

位為傳統的共和黨鷹派，與蓬佩

奧比肩。

華盛頓外交界最初的反應

是，奧布萊恩可能會恢復被博爾

頓消弱的機構間的主管會議，這

樣的話，蓬佩奧可能會佔據主導

地位。

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考量。他強

調，首先要記住的是，華為等中

國科技巨頭所帶來的挑戰最重要

的並非是技術問題，「其核心是

政治和地緣政治挑戰」。

他說，儘管華為等中國公司

是以私營企業的形式在國內和

國際市場上運營，但他們並非是

真正的私營公司。這涉及到今天

我們所有人面臨挑戰的一系列問

題，包括公司濫用技術貿易，幫

助中共政府在軍民融合下為軍隊

開發軍事裝備。

他 提 到， 至 少 早 在 2013

年，一家華為子公司向中共軍隊

總參謀部、北京軍區、國家安全

部以及解放軍第二炮兵部隊提供

技術。從美國國家安全的角度來

看，這一現象令人震驚。

他表示，這些中國巨頭公司

和這些技術有助於中共「技術推

動的監控和社會控制」，在某些

重要方面或為了實現某些目的充

當了「國家的武器」，或者更準

確地說，是充當「中國共產黨的

武器」。

運營的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也有

類似風險。FCC透露，正在審議

以往已經批出的許可，因為美國

的國家安全環境已經改變。

微信引發美國重視

另外受到關注的是微信。美

國一家奢侈品零售業公司的銷售

人員格蕾絲（Grace）日前表示，

她在多次不同的面試中，被面試

經理問到：「你有沒有微信？」

她透露：「我心裡挺有疙瘩

的，我覺得我沒有微信，會不會

影響面試結果啊？好像競爭上沒

有優勢。它不一定是面試的決定

性因素，但是它已經成為了每一

個西方人經理面試的時候都會問

的問題，這已經是一個問題了。」

格蕾絲說，有一位設計師朋

友一次給一個非常有名的品牌做

產品設計（她表示表示不方便透

露該品牌的名字），使用微信把

作品傳到中國，結果中國那邊的

公司還沒有把最新的產品發布出

來，仿冒品已經發布出來了，跟

他的設計是一模一樣的。這家公

美國總統川普 9月 18日在

推特表示：「我很高興地宣布，

我將任命羅伯特．奧布萊恩，國

務院非常出色的人質事務特使，

作為我們新的國家安全顧問，我

和羅伯特一起努力工作過很長時

舒
默

科
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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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加拿大房地產

協會（CREA）近日表示，因人

口和就業增長以及長期抵押貸款

利率下降，今年房屋銷售量將超

過此前預測。

CREA 在 一 份 聲 明 中 表

示，預計 2019 年全國房屋銷售

將達到 48.2 萬套，比 6 月份預

測值增加 1.9 萬套；預測明年的

銷量將增長 7.5%，達到 51.8 萬

套。CREA 指出，這仍然遠遠

低於 2016 年創下的 54 萬套的

銷售量。

CREA 預測全國房價將穩

定在 49.1 萬元的水平。預計

2019 年卑詩省、亞省、薩省平

均房價會下降，而安大略、魁北

克和東部濱海省份的的平均房價

將上漲。預測明年全國平均房價

將上漲 2.1%，至 50.14 萬元，

仍低於 2017 年的水平。

據該協會稱，預測今年卑

詩省的房屋銷售量將比去年下

降 5.4%。預測今年安大略和魁

北克省銷量分別增加 8.3% 和

9.7%，這兩省的銷售量增長可

以抵消西部省份銷量萎縮。

重要的是長期抵押貸款利率

一直在下降。

CREA 表示，「在草原三省

和紐芬蘭 - 拉布拉多省之外，經

濟基本面仍保持強勁，可支撐房

市。人口和就業形式都不錯，失

業率也較低。此外，市場普遍認

為加拿大央行不太可能在今年剩

餘時間內加息。」

該協會表示，卑詩省、亞

省、薩省，紐芬蘭 - 拉布拉多省

的銷售有所下降，而曼省、魁北

克省和新不倫瑞克省預計將創造

新的年度銷售記錄。

CREA 在另一份報告中表

示，在經過各種政策變化調整後

市場出現反彈，8 月房屋銷售增

長 1.4%。

據 BMO 發布的數據，8 月

新上市房屋數量增長 1.1%，房

價指數環比上漲 0.8%，為兩年

多以來的最大漲幅。 8 月溫哥華

房價有所反彈，這是去年 3 月

以來，該市的基準房價（季節

性調整後）首次出現月度增長。

今年 4 月以來，溫哥華房屋銷

售量增長了 51%，市場接近平

衡。多倫多 8 月份房屋銷售量

較去年同期增長了 12.8%，基

準房價已經恢復到 2017 年 5 月

峰值水平。

CREA 首 席 經 濟 學 家

Gregory Klump 說：「最近基準

五年期固定利率下降，以及一些

城市房價下跌，使得先前不能獲

得房貸資格的購房者可以回到房

市。即便如此，抵押貸款壓力測

試將繼續限制購房者獲得抵押融

資的機會，其對房屋銷售活動的

影響程度因地區而異。」

【看中國訊】根據房地產公

司 Altus Group 最近發布的數

據，今年迄今為止，卡城房地產

銷售額（包括酒店和工業地產

內）為 12 億元，比去年同期下

降了 26%。其中，二季度，公

寓交易共達成 17 筆，總價 8400
萬元，與同比增長了 54%。

「2019 年前兩個季度，公

寓銷售同比增長了 150%，」

Altus Group 數據解決方案經理

Ben Tatterton 說，「我們看到，

在所有投資產品類型中，公寓仍

然是投資者的首選資產類別，這

是受租賃市場需求的驅動。」

儘管與歷史情況相比，卡城

的整體房地產市場與仍處於蕭條

期，但穩定的價格和良好的投資

收益吸引了投資者。事實上，二

季度開發商住宅土地交易數量同

比下降了 52%，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現在仍為買房市場。

Tatterton 說，許多投資者

都關注市場上對租賃住房的需

求。

淨遷入人口數量對住房需

求有直接影響。今年一季度亞

省淨遷入約 1 萬人，比去年三

季度有所下降，那時遷入了 1.4
萬人。但這個數字仍算不錯，

2016 年一季度僅有約 2600 名

遷入。

Tatterton 指出，目前很多

投資者找尋的是位置優越、價格

被低估的房產。多戶型住宅出租

有利可圖，較小的個人投資者可

以考慮學習大公司做法，因為新

移民在買房之前通常得租房住。

相比之下，今年來，埃德蒙

頓的多戶型房產交易與去年同期

相比下降了 35%。然而，它仍

然是投資者的首選資產類別，佔

該市大型房地產交易的 31%。

卡城和愛城的租賃市場，具

有吸引投資者的典型特徵：租房

需求增加，房價合理，租金投資

回報率高，Tatterton 說，「雖然

我不會對經濟形勢走向作出預

測，但我們知道多戶型住宅租賃

市場的基本面依然強勁。」

【看中國訊】卡城市中心最

新的摩天大樓 TELUS Sky 即將

竣工，現已開始招租。

該大廈位於 7 Ave SW 和

Centre Street 交叉口，有 60 層

高，建築面積 75 萬平方英尺。

其下部 29 層為辦公室，辦公空

間約為 35 萬平方英尺，之上為

公寓，有 328 套住房。有業內

人士認為，目前市中心辦公樓

的空置率仍處於 25% 的高位，

TELUS Sky 辦公空間招租恐面

臨困難。

項 目 業 主 代 表 Rhiannon 
Mabberley 表示，該大廈將在

未來六到八週內完工，今年第三

季度開放。TELUS 將將把總部

搬到這裡，共佔據 7 層辦公室，

佔用 13 萬平方英尺的辦公面

積，是主力租戶。

Mabberley 表示，「現在市

場很差，但 TELUS Sky 是個非

常獨特的大廈，我們看到了很多

潛在租戶對它感興趣。我認為這

是因為 TELUS Sky 確實為卡爾

加里市場填補了一些空白。」

該塔的住宅部分共有 328
套住房，將於 11 月 1 日開始對

外出租。

CREA調高今年房屋銷售預期

今年卡城公寓銷售猛增 TELUS Sky大廈開始招租

加國房市

$280s $350s $360s $480s

evanstoncommunity.com• Broadview Homes  •  Sterling Homes  •  NuVista Homes  •  Jayman BUILT  •  Trico Homes  •  StreetSide Developments

EVANSTON 

我們創造可流傳於世的社區，它激發榮耀，豐富生活，其價值經得住歲月的考驗。

已經為您

趕快行動 — 最後一期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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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有領域）

卡城公寓 即將完工的TELUS 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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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據 CBC 報導，

週一，一名來自大溫哥華地區素

裡市的華裔媽媽隋小寧，因為美

國大學入學醜聞案在西班牙被

捕。隋小寧被控犯有串謀欺詐

罪，她成為此案中的第 2 名來

自溫哥華的家長，目前被拘留在

西班牙，美國當局正在尋求將她

引渡到美國波士頓。

據 法 庭 文 件 顯 示，48 歲

的隋小寧為了讓兒子進入美國

頂尖名校加州大學洛杉磯分

校（UCLA），通過「中間人」

威 廉． 辛 格（William Rick 
Singer）給了 40 萬美元，向當

時的 UCLA 校男足主教練豪爾

赫（Jorge Salcedo）行賄，最

後兒子順利被該校錄取，學校還

給了他獎學金。但問題是，她兒

子根本不會踢球。

據 悉， 在 2018 年 8 月 至

10 月期間，隋小寧向「中間人」

威廉．辛格發送了兒子的成績

單和打網球的照片。一位名叫

Laura Janke 的人隨後幫隋小寧

的兒子製作了一個虛假的足球檔

案，謊稱他是加拿大兩傢俬人足

球俱樂部的頂級球員。

2018 年 10 月 24 日， 威

廉．辛格要求隋小寧支付他 10
萬美元，他說這筆錢將「支付給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教練」。

兩天後，隋小寧將 10 萬美

元打入馬薩諸塞州的一個銀行賬

戶，該銀行賬戶名是威廉．辛格

開辦的全球基金會 (KWF)，不

過是一個虛假的慈善機構。

2018 年 11 月 5 日， 隋 小

寧的兒子被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錄取，同時還獲得了 25% 的獎

學金。兒子被錄取之後，隋小寧

在 2018 年 2 月將剩餘的 30 萬

美元也打入了 KWF 的賬戶。

報導稱，中間人辛格已經認

罪，他曾經「幫」過很多家長，

其中 52 人已經被逮捕，他們都

是讓孩子通過代考或偽裝成運動

員進入名牌大學的。

除了隋小寧，另一名來自

溫哥華的家長是當地知名商人

David Sidoo。 59 歲 的 Sidoo

被指控兩次支付 10 萬美元，代

替他的兩個兒子參加 SAT 考試

並拿下高分數，順利將兒子送入

美國名校。

據悉，將有十幾名家長會在

未來數月陸續出庭，他們的孩子

都通過各種手段，進入了包括耶

魯大學，喬治敦大學，斯坦福大

學，維克森林大學和南加州大學

等世界級知名學府。

而在上週五，好萊塢明星

Felicity Huffman，成為入學醜

聞中第一位被判刑的家長，她

被指控支付了 15000 美元，找

人修改女兒的 SAT 考試成績。

她被判處 14 天監禁、3 萬元罰

款，緩刑一年，以及 250 小時

的社區服務。 

加拿大媒體報導，根據加拿

大稅法，一些明顯收入如薪金或

營商收入等，當然要納稅；一些

不太明顯的收入，例如全球的租

金或投資收入等，也需要納稅。

即使新移民從原居地獲取的退休

金收入，都要納稅。

近日加拿大稅務專家 Jamie 
Golombek 專門發表文章，舉了

2 個實例，告誡大家不要瞞報海

外退休金。

案例一： 
澳大利亞退休警察

一名澳大利亞警察，1991
年 -2013 年間在澳大利亞工作，

工作期間一直在澳大利亞交養老

金。 2013 年 1 月，該名警察退

休，並移民到加拿大養老。

退休後，警察叔叔每兩個星

期領取一筆澳大利亞的退休金。

該名警察也很誠實，在 2015 年

向加拿大稅務局（CRA）報稅

時，他如實申報了 6.1 萬澳元的

海外退休金年收入。

但是他申請了免除這筆退休

金的個稅，警察叔叔認為，這筆

退休金都是他在澳大利亞工作時

積攢的，和加拿大也沒什麼關

係，為什麼還在給加拿大交稅

呢？

2016 年，加拿大稅務局拒

絕了他的免稅申請，6.1 萬澳元

的退休金被計入警察叔叔 2015
年在加拿大的個人收入，因此也

需要繳納 income tax。
根據加拿大的 Income Tax 

Act，海外退休金收入也屬於

income tax 的收稅範疇。

因此警察叔叔辛苦攢下的每

年 6 萬 1 澳元的退休金，扣完

稅後可能只剩下不到 4 萬了。

案例二： 
哥倫比亞的公務員

一名哥倫比亞男子，在

2007 年之前，他一直在哥倫比

亞工作，是一名公務員。後移民

到加拿大。 2014 年開始，他收

到來自哥倫比亞的退休金。

2014 年和 2015 年，該名

公務員男子也如實申報了來自海

外的退休金，2014 年約為 7 萬

加元，2015 年約為 2.4 萬加元。

公務員叔叔同樣申請了免稅，結

果加拿大稅務局仍然拒絕他的免

稅申請。

公務員叔叔於 2017 年和稅

務局打官司，結果公務員叔叔敗

訴。公務員叔叔不服，2019 年

初提出上訴，近日法院再次判他

敗訴。法院認為，哥倫比亞和加

拿大雙邊稅收協定已經說明，實

際居住國有權收稅，即使是來自

海外的退休金收入也包括在收稅

範疇。

領取中國退休金的 
華人朋友要小心

部分領取中國退休金的移

民，為取得政府補助金，虛報零

收入，或者沒有海外收入，企圖

矇混過關。但是由於這樣的人越

來越多，加拿大政府已經開始懷

疑，並於近 2 年逐步收緊審批，

甚至翻查可疑個案。

在此提醒華人朋友，該拿的

可以申請，但不該拿的福利就不

要硬拿。按法律交稅，這樣心裏

也坦蕩，不用時刻擔心什麼時候

稅務局來查，因為在國外查稅可

是一件無比麻煩的事。如果為了

那點錢，弄得自己整天提心吊膽

的，就得不償失了。 

移民領中國退休金 須向加申報
【看中國訊】移民加

拿大，哪些海外收入必須

納稅，哪些收入可以不納

稅，是困擾很多新移民的

問題。最近，加拿大稅務

局有新規，現在新移民領

取海外退休金，必須向加

拿大申報，並且需要交納

加拿大收入所得稅。 

中國老人（示意圖，Getty Images）

民宿成村民脫貧路徑

UCLA Royce Hall Westwood (Pixabay) 

行賄進名校 華人母親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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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國訊】據報導 2018 年

年底中國大陸尚有 1600 多萬貧

困人口。在貧困的農村，經營民

宿成為可以嘗試的一條出路。重

慶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縣潤溪

鄉的建卡貧困戶晏忠熹，經營民

宿成功脫貧。

潤溪鄉位於彭水苗族土家族

自治縣西南部，屬於摩圍山風景

核心區內，距縣城約 38 公里。

這裡的青年人多外出打工，留守

當地的居民僅依靠種植玉米、菸

草等維持生計。巴渝民宿集團

與當地的村民合作，採取「以房

聯營」和「以地入股」的利益機

制，將農戶的房屋土地資源變為

資產，資金變為股金。村民晏忠

熹是加入的其中一戶。在櫻桃村

像晏忠熹這樣的民宿主人共 14

戶，其中貧困戶 3 戶 7 人，共

有民宿 21 棟、客房 200 間。

巴渝民宿集團將原本居住的

木屋進行整修，晏忠熹一家也從

最基本的服務開始學起：客房整

理、接待、提高廚藝等。晏忠熹

家的拿手菜是大腳菌燉雞。大腳

菌是自己去樹林中揀的，雞是圈

養的。

晏忠熹表示，自己有田，種

了白菜、黃瓜、茄子等蔬菜，客

人要吃什麼都可以現摘。除了提

供客房和餐飲外，作為民宿主

人，晏忠熹還可售賣土雞、大腳

菌、蜂蜜等農副產品。

據報導，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櫻桃村的民宿累計接待

遊客 5.78 萬人次，聯營農戶經

營收入最高可達每年 20 萬元。

【看中國訊】天文學家在一

顆代號為 K2-18b 的太陽系外行

星的大氣中發現了水。K2-18b
的溫度與地球類似，可能在零度

和 40 度之間。K2-18b 是一顆

紅矮星，繞行獅子座，每 33 天

繞一圈，一年約是地球上的一個

月。

K2-18b 距離地球大約有

111 光年之遙，人類需要新一代

太空望遠鏡，才能鑒定那裡是否

有生命存在。

太陽系外行星（簡稱系外

行星）就是太陽系以外的行星。

這些系外行星以近距離圍繞其恆

星旋轉。

天文學家在 1992 年發現了

首顆系外行星，2015 年發現了

K2-18b。到目前為止，一共發

現了 4000 多顆系外行星。K2-
18b 是其中第一個已知有岩石表

面，以及大氣含水的行星。

科學家發現 
系外行星有水

示意圖（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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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鶴為習保留妥協選項

按照常理，在這種情況下，

中共副總理劉鶴作為中方主持貿

易談判的最高官員，至少應該被

認為是辦事不力。中共宣傳部門

此前已經有文章影射劉鶴賣國，

中共黨內也有攻擊劉鶴的聲音，

但卻沒有跡象表明習近平本人對

劉鶴有任何責備。

而且在今年北戴河會議結束

後，習近平突然出行甘肅，隨行

的中央大員中除了中辦主任丁薛

祥之外，就是劉鶴。習近平甘肅

之行和劉鶴主管的經濟方面並無

多大聯繫，劉鶴隨行就更突顯了

習近平對劉鶴的肯定態度。

在貿易戰一直失利的情況

下，習近平是在肯定劉鶴的哪一

點呢？

如果站在習近平的角度上，

其實不難想到答案。北京在貿易

戰中反覆無常，忽冷忽熱，即使

在這樣的情況下，川普卻仍然沒

有把這怪罪於習近平個人，而是

幾乎一直稱習近平是好朋友，甚

至表揚習近平等，這裡面除了川

普看重大局的談判技巧之外，恐

怕也少不了劉鶴在歷次談判中或

明或暗傳遞給美方的一些信息，

從而讓川普相信習近平對談判是

有誠意的。

在習近平看來，這很可能就

是劉鶴的最大成功之處。設想一

下，如果是一名習對立陣營的官

員去談判的話，在美方面前吹吹

另一種風，那麼川普現在對習近

平的態度，很可能就會不一樣。

比如把孫政才放出來，讓他去和

美方談判，這一年半下來，川普

會對習近平是何種態度就很難說

了。

川普對習近平的態度，決定

了習近平多大程度上能保持與美

方妥協的選項，看來習近平並不

願意失去這一選項。

再離開談判桌 
有嚴重後果

劉鶴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

因為川普對習近平的善意並不是

無限度的。在 8 月 23 日，北京

突然宣布對 750 億美元的美國

產品加徵關稅後，川普在一天之

內就宣布對中國 5500 億美元的

商品加稅。他在當天的推文中

並且有把習近平視為敵人之意

（who is our bigger enemy，
Jay Powel or Chairman Xi?）。
在當天另一條推文中，他還責問

習近平沒有兌現禁止芬太尼毒品

輸入美國的承諾。川普並要求美

國公司盡快撤離中國，立即開始

尋找替代中國的地方。

在這種情況下，劉鶴在 8
月 25 日再次打電話給美方，要

求重新回到談判桌，這顯然是得

到了習近平的授意，不可能是劉

鶴的個人行動。

劉鶴的關係修補暫時發揮了

作用。在北京先宣布暫停對 16
種美國商品增加關稅後，川普 9
月 11 日發表推文宣布把對一部

分中國商品徵收新關稅的時間，

從 10 月 1 日推遲到 15 日，並

說明是來自於劉鶴的要求。

川普隨後接受採訪時則表

示，推遲加稅是出於對習近平

的尊重（in honor of President 
Xi,we gave them a two-week 
reprieve.），又一次給了習近平

面子。儘管黨媒經常強硬威脅，

但北京並沒有敢在香港公開出動

軍隊鎮壓，也沒有敢和美國經濟

硬脫鉤，顯示習近平並不敢真的

和美國強硬攤牌。

在此前的貿易戰中，北京每

一次離開談判桌後，都導致了川

普增加關稅和外資企業的加速撤

離，然後北京又不得不再次回到

談判桌。這種模式已經重複了好

幾次。

對於 10 月分將舉行的第 13
輪美中貿易談判，如果北京仍只

是想用臨時協議之類的辦法來進

行拖延，拒絕結構性問題的話，

很可能將導致這種模式的重複。

貿易戰開始以來，川普在對

北京強硬的同時，也一直在伸手

善意邀請習近平共舞，但前提是

必須要踩著對雙方都公平的舞

步。習近平既不拒絕川普的邀

請，但同時卻被共產黨意識形態

牽著不放，就像在同時和兩個舞

伴跳舞，結果是舞步屢屢變形走

樣，兩邊不討好。

從最近北京在香港和貿易戰

上的軟化來看，習近平已經難以

再承受進一步升級的美中對抗。

劉鶴之前小心翼翼的維護了美方

對習近平的印象，但如果習近平

繼續腳踩兩隻船的話，劉鶴也終

將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

導】中共已故元老葉劍英之子、

中共全國政協原副主席葉選平 9
月 17 日中午在廣州去世，年 95
歲。作為中共太子黨家族重要一

員的葉家，其家庭成員近況備受

關注。

葉選平生於 1924 年，廣東

梅縣人，在中共建政前一直在延

安，最初是機械廠幹部，1949
年中共建政後，曾任瀋陽第一機

床廠副廠長兼總工程師、瀋陽市

機械局副總工程師、北京第一機

床廠生產技術副廠長兼總工程

師、北京市機械局領導小組副組

長，文革後擔任中共國家科委三

局局長，廣東省副省長兼省科委

主任，中共廣州市委副書記、市

長，中共廣東省委副書記、省

長，全國政協副主席。

葉劍英是中共建政元老，在

1976 年 10 月曾輔佐華國鋒抓

捕了「四人幫」。 1986 年 10
月 22 日，葉劍英去世。葉家在

廣東被認為是本土「客家幫」的

靠山，其家族在中共政商界根基

深厚，影響頗大，但在葉劍英孫

輩已逐漸凋零。

據陸媒盤點，葉劍英後人現

在有 50 多口，有人從政，有人

從商，也有人從藝。其中這次去

世的葉劍英長子葉選平官至副國

級。葉家後人中從政的還有葉劍

英長女葉楚梅和丈夫鄒家華，葉

楚梅曾任機械工業部機床局副局

長，其丈夫鄒家華曾任中共副總

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從政者

還有葉劍英次子葉選寧、曾孫葉

仲豪。

葉選寧曾任廣州警備區作訓

處副處長、副參謀長，空軍聯絡

部副部長，總政聯絡部副部長、

部長。葉選寧於 2016 年 7 月

10 日去世，身後哀榮倍至。習

近平親自向葉選寧妻子錢寧閣發

去唁電錶示慰問。葉選寧生前最

高軍銜不過一介少將，死後居然

三位總書記和四任總理，以及所

有在位政治局常委齊送花圈至哀

的禮遇，政治規格等同於一位國

家領導人的悼念級別。而且，葉

選寧的喪儀上還有一個即使是去

世的中共的「黨和國家領導人」

都不可能有的特殊待遇：習的叔

叔習正寧專程前往代表習近平及

全家致哀，葉選寧遺體左上方懸

掛的習近平母親齊心的悼念紙

牌。

自由亞洲今年 7 月 5 日刊

發高新的專欄文章指出，葉選寧

死後被習近平予以高規格待遇，

這明白地昭示了葉家特別是葉選

寧生前在對習近平及他整個家庭

的重要程度。

據悉，1976 年 10 月「四人

幫」倒臺後，就是葉劍英幫助還

在洛陽勞動改造的習近平的父親

習仲勛協調恢復工作，葉選寧當

時充當了「聯絡員」的角色。

葉劍英的曾孫、葉選平孫

子葉仲豪，生於 1983 年，2011
年 6 月，葉仲豪出任廣東省雲

浮市發改局副局長，兼任雲浮市

投資建設項目代建服務中心主

任。 2012 年 8 月，葉仲豪升任

正處級的共青團雲浮市委書記。

2013 年 4 月，葉仲豪成為共青

團廣東省第十三屆委員會委員、

團中央「十七大」代表。

2016 年 2 月 2 日，中紀委

通報稱，共青團系統涉及「機關

化、行政化、貴族化、娛樂化」

等問題被要求整改，在這前後，

葉仲豪不再擔任共青團雲浮市委

書記，轉而擔任雲浮新區黨工委

副書記、管委會主任。

葉劍英後人從商者 5 人，

葉劍英三子葉選廉、么女葉文

珊、侄子葉選基、孫子葉新福

（葉選平之子）、孫女葉明子

（葉選廉之女）。

葉選廉曾任保利集團下屬凱

利公司董事長兼總裁、深圳國葉

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葉選基曾

任中信香港集團總經理、正天科

技集團控股公司董事長等職務，

2015 年 11 月 26 日去世。

葉文珊曾任香港亞太奔德有

限公司董事長，海南華僑投資有

限公司副董事長。葉劍英之孫葉

新福 1992 年曾在香港創立萬信

證券，現任廣東南湖高爾夫球會

董事長。葉明子的一個公開身份

是高級服裝設計師。

劉鶴最大貢獻 保留妥協選項

太子黨葉選平故去 葉家五十多人近況曝光

美中貿易戰走到今天，
已歷經了12輪雙方高級官員
的會談，卻沒能達成任何協
議，北京不但沒有得到任何
便宜，而且對美出口產品已
經被加了幾輪關稅，大批海
外企業正在將生產線移出中
國。

專欄作家夏聞

今年4月4日，川普在白宮會見副總理劉鶴。（Getty Images）

李源潮近露面 
曾傳家中自殺

李小琳請和尚 
為李鵬超渡

【看中國訊】據大陸微信透

露，中共前國家副主席李源潮於

14 日在上海復旦大學亮相，參

加其老師孫芳烈去世兩週年追思

會並且發言。

李 源 潮 生 於 1950 年 11
月，被指背景複雜，具有「太子

黨」、「共青團」、「江蘇幫」等

多重色彩﹔另有報導指，李源潮

的父親李干成與江澤民的叔叔江

上青關係密切，是曾慶紅父親曾

山的下屬。

李源潮早年在共青團系統和

中國文化部任要職，此後主政江

蘇。中共十八大後，李源潮連任

政治局委員，並改任中國國家副

主席一職。 2017 年中共十九大

上，時年 67 歲的李源潮未能再

次進入中共領導層序列。

而在 2018 年 3 月的中共

全國人大會議上，李源潮「裸

退」，其國家副主席職務罕見由

比他年長的王岐山（1948 年 7
月生）接替。

近年來李源潮的負面消息不

斷，特別是被指涉嫌與令計劃搞

「團團伙伙」。近年來海外媒體

不斷傳出李源潮有受查的傳聞。

今年 6 月 25 日，海外社交

媒體曾熱傳李源潮在家中自殺的

消息，但隨即就有李源潮閱讀 6
月 24 日版《人民日報》的照片被

傳出。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因鎮壓六四備受民間詬病的中共

前總理李鵬，於 7 月 22 日在北

京過世。他的死訊受到數萬人點

讚，而且《北京青年報》在他訃

告下面，似乎特意貼出一幅歡慶

的大照片，被宣傳當局視為重大

政治事故。

9 月 16 日，推特用戶「華

人新聞熱推」發消息稱，李鵬託

夢給女兒請和尚超渡。所附現場

視頻顯示，大批身穿黃衣的和尚

吹吹打打的做法事，而疑似其女

李小琳的一位女士，身捧祭典物

品跟在和尚後面。

不過，視頻中現場的布景不

太像靈堂，倒很像是一處寬敞的

佛堂。據說李小琳本身是信佛之

人，上述視頻中的和尚，是否是

佛堂為李鵬超度尚未確認。李家

也沒有人為此闢謠或證實。

在李鵬遺體告別儀式上，習

近平和七常委以及王岐山都有到

場，為其送上「國葬待遇」。

法廣報導認為，當局是要通

過這個葬禮向全世界反對 89 年

「六四」屠殺的人們示威，是別

有用意，也是向那些不願為維護

共產黨的統治「幹髒活」和「背

鍋」的高官與對李鵬不滿的民眾

發出雙重信息。

快來參觀我們的售樓中心：151 Greenbriar Place NW, Calgary, Alberta（WinSport對面）
展示屋開放時間: 週一～週四: 下午1點～晚7點 •  週五: 休息 • 週六/週日/節假日: 下午12點～5點

* 以上優惠條件2019年11月1日前有效

• 優雅聯排別墅 978～1920平呎 • 單車庫及雙車庫供選 

• 低密度、寬敞光猛及無敵美景 • 社區內擁有16英畝Bow River Habitat
• 對面是WinSport，1小時到達落基山山區

窗簾+萬元升級大禮包！

Andreas Angellakis
區域銷售代表

403-796-3788

起價

$30萬

VISUAL IDENTITY 39

44

The Greenwich badge should be the first choice when choosing a Greenwich logo. Only when legibility or 
dimensions are an issue should the horizontal or vertical Greenwich logo be used instead.  

Badge

Master Brand 
& Residential

Retail

Office

For print, use the specified 
Pantone as a first choice to 
match colour wherever possible; 
CMYK as a secondary option.

The reverse badge can be used 
only on a black background or the 
coloured background of one of 
Greenwich's three distinct offerings: 
Residential, Retail and Office.

BLACK AND REVERSE
Black and reverse versions of the badge are provided for use in one-colour applications.

Badge

Black

Reverse

贈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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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幾 年 在 Home Depot
發 生 的 網 路 攻 擊 , 造 客 戶

資料外洩的事件不知各位

是否記憶猶新 ? 這個事件

對 Home Depot 造成了最少

$179 million 加幣相關的賠償

損失。一般 CGL( 商業綜合

責任險 ) 是不保網路責任的 ,
除非您有投保網路責任險。

Home Depot 是一個很大的企

業所以當類似的情況發生時賠

償金額也可觀 , 但那不代表小

型企業就不會受到網路攻擊 ,
事實上從 Barkly 的報告裡

58% 的網路攻擊是發生在小

型企業裡面的。小型家庭醫生

診所、牙醫、會計師事務所、

律師事務所裡儲存的病人及客

戶資料都是黑客攻擊好目標。

因黑客攻擊造成的資料遺失或

毀損也是不被 CGL 投保的 ,
您需要網路 IT 專門的保單來

因應這方面風險。

以下是 CGL( 商業綜合

責任險 ) 裡不被保的部分和常

美聯儲再次宣布降息

在經過為期兩天的政策會議

之後，美聯儲宣布將聯邦基準利

率降至 1.75% 至 2% 的目標區

間。此外，美聯儲將隔夜逆回

購利率下調 30 個基點至 1.7%；

超額準備金的利息減少 30 個基

點至 1.8%。此舉旨在將基金利

率維持在目標範圍內。

美聯儲稱，勞動力市場依然

強勁；經濟增長依然溫和。美聯

儲對 2019 年 GDP 增速預測中

值為 2.2%；2020 年為 2%；美

聯儲官員對通貨膨脹的預測中值

與 6 月份一致。

這是美聯儲史上首次在美國

失業率低於 4% 的情況下降息 --
在之前美聯儲所有的降息中，失

業率最低的是 4.2%。當前美國

失業率為 3.8%。美聯儲主席鮑

威爾表示：目前的降息決定不意

味著漫長的降息週期的開始；採

取更加寬鬆的政策是合適的；沒

有理由說經濟擴張不能持續下

去；經濟發展非常均衡；從來不

考慮政治因素。

對於美聯儲的這次降息，中

金公司研報認為，降息帶來的短

端利率下行、以及對其它資產價

格包括股市、信用息差及美元的

影響，有望推動金融條件進一步

轉松，有助於消費動能的修復，

或顯著緩解經濟增速放緩過快、

甚至陷入衰退的風險。

中金公司研報表示，美聯儲

正進入節奏加快的降息路徑，預

計 9 月降息後，今年四季度將

再度降息 25 基點；2020 年前

兩個季度再各降息 25 基點。

高盛預計，美聯儲 10 月會

議上降息 25 個基點的概率為

50%，降息 50 個基點的概率為

10%，不降息的概率為 40%；

12 月會議上，由於通脹預期大

致達到 2% 的目標，美聯儲可能

停止降息。

美聯儲官員 
對降息意見分歧嚴重

本次降息有 7 位官員投贊

成票，也有三位美聯儲地區官

員投否決票。不同意降息 25 個

基點的官員包括：堪薩斯城聯

邦儲備銀行行長艾斯特．喬治

（Esther George）、波士頓聯邦

儲備銀行行長埃里克．羅森格倫

（Eric Rosengren）和聖路易斯

聯邦儲備銀行行長詹姆斯．布拉

德（James Bullard）。喬治和羅

森格倫表示，他們更傾向於保持

基金利率不變，而布拉德則主張

降息 50 個基點。

這是自 2014 年 12 月以來

美聯儲官員對降息最大的一次分

歧。此外，美聯儲官員對年內是

否會繼續降息也同樣存在從未有

過的分歧。根據美聯儲事後公布

的「點陣圖」，這是預測美聯儲

未來降息的重要參考資料，有五

位官員認為美聯儲應該將利率保

持在先前的 2% 至 2.25% 的範

圍內，也有五位官員贊成本次降

息後保持年內利率，剩下的七位

官員認為，年內至少還要再降息

一次。

美國總統川普（特朗普）

再次推文對美聯儲選擇再次微調

利率表示不滿。「沒有膽量、沒

有意義、沒有遠見」，他寫道。

川普一直希望，美聯儲能夠通過

降息來保證美國經濟強硬增長，

同時應對美中貿易戰的衝擊。

市場正在消化美聯儲的最新

聲明，因未來利率政策方向不明

晰，週三下午美國股市走低。道

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下跌 200點，

或 0.8%；標準普爾 500 指數下

跌 0.8%，納斯達克綜合指數下

跌 1.1%。

投保CGL 何處須謹慎？

美聯儲再降息25個基點

◎文：Andy Chang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

導】中國財政部公布財政數據，

比較罕見的是 1-8 月全國稅收

收入同比下降 0.1%。政府財政

收支平衡壓力增大，北京當局

聲稱要過「緊日子」，個別省份

已實施或計畫實施預算調整。

中國財政部 9 月 17 日公布

財政收支情況 :1-8 月累計全國

一般公共預算收入 137,061 億

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

長 3.2%。其中，全國稅收收入

117,134 億元，同比下降 0.1%；

非稅收入 19,927 億元，同比增

長 27.3%。

稅收收入同比下降的情況

比較罕見，從主要稅種來看，

增值稅增長 4.7%，增幅同比回

落 8.9 個百分點；企業所得稅增

長 3.6%，增幅同比回落 9.3 個

百分點；進口貨物增值稅、消

費稅下降 6.9%；個人所得稅下

降 30.1%。

一位接近財政部的人士向

官媒表示，中央預算收支平衡

可以得到保障。個別地區受重

點行業利潤下降、產業結構調

整等因素影響，完成收支預算

存在一定困難。從目前了解的

情況看，個別省份和部分市縣

已實施或計畫實施預算調整。

稅收收入下降是減稅的作用。

不過，中國人民大學國家

發展與戰略研究院 9 月 18 日

發布報告認為，要維護財政穩

定，尤其當前地方政府債務問

題特別突出，應倍加關注。

3 月 7 日，中國財政部部

長劉昆在兩會記者會上表示，

要求地方過「緊日子」不允許發

生新的地方政府隱性債務。但

是，各地方政府從年初以來就

在中央的授意之下，加快了萬

億元額度地方債的發行。

目前各個地方政府基本提

前完成全年債券發行總額，有

消息指中央計畫提前下達 2020
年的地方債額度。往年新增地

方債務額度，有在 3 月中共政

府「兩會」後下發的慣例，再經

過層層下達命令，正式開始發

債一般在 5 月之後。如今，已

經著手提前下達 2020 年新增債

務限額，各級政府寅吃卯糧。

而將有 3.8 萬億元債務到期，專

家指這是中國經濟真正的定時

炸彈。

進入 2019 年，北京當局不

斷發聲表示要樹立「過緊日子的

思想」。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去年的公開講話中提到，中國

未來將面臨「難以想像的驚濤駭

浪」。

稅收1-8月同比為負  過緊日子迎驚濤駭浪

何止低價，您值得擁有更多。

加怡保險
 

汽車保險

商業保險

房屋保險

旅遊 / 探親保險

營業時間 : 星期一至五 9:00 am - 5:00pm; 星期六須預約Unit 420, 1110 Centre ST NE地址 : www.calgarychina.info網址：403-474-3700電話：

Andy Chang, CRM CIP
Branch Manager - 商業保險

手提 : 403-875-8879
achang@plbinsurance.ca

Kitty Kong
Account Executive - 個人保險

手提 : 403-408-9233
kkong@plbinsurance.ca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週三（9月 18日）下午 2點，
距離上次降息還不足兩個月，

美聯儲再次宣布聯邦目標基

金利率區間下調 25個基點至
1.75% ~ 2.00%。

美聯儲宣布聯邦目標基金利率區間下調25個基點。（Getty Images）

中國煉油廠上調油價  
【看中國訊】沙特國家石

油公司阿美的兩處石油設施

遭受無人機襲擊，9 月 16 日

國際油價大漲至近每桶 72 美

元，創 1991 年海灣戰爭以來

最大日內漲幅。而幾乎所有的

中國煉油廠都趁勢上調油價。

美國總統川普宣布美國

將釋放戰略石油儲備，該消

息讓油價的漲幅有所收窄。

據星展銀行估計，目前美國

的戰略油儲為 6.45 億桶。

隆眾資訊的一位行業分

析師介紹，中國煉廠的石油

採購週期一般長達數月甚至半

年，沙特油田遭襲事件實際的

石油供給減少的影響尚未波及

到國內，國內煉廠紛紛漲價更

多的是心理預期所致。

穆迪將香港信用評級 
展望下調為「負面」

【看中國訊】根據美國之

音報導，全球三大信用評級

機構穆迪公司（Moody's）9
月 16 日把對香港的信用評級

展望從「穩定」調降至「負

面」，並確認香港的長期信用

評級為Aa2（第三最高級別）。

穆迪公司表示，評級下

調反映出了風險的上升，「下

調評級可能是因為當前香港

特區與中國的經濟接近程

度，與中國的法律和監管差

距之間的平衡發生了變化，

儘管香港政府最近採取了一

些措施來滿足示威者的部分

要求，但將香港前景改為『負

面』的決定表明了人們越來越

擔心這種轉變。」

財經簡訊

見的須謹慎之處：

1.Professional Liability, 
E r r o r s  a n d  O m i s s i o n 
Liability( 專業人士責任險 ): 有
些專業人士因為工作的合同要求

CGL，所以就買了 CGL，殊不

知真正會出現需要保險理賠的情

況下 CGL 是不賠的 !
專業人士比如會計師、工程

師、律師、顧問等……因為工作

上的疏忽或是犯下的錯誤而造成

客戶的財務損失是被 CGL 所排

除的。

回顧之前文章提到 CGL 保

的項目只限於直接第三者人身傷

害 (Bodily Injury) 以及第三者財

物損失 (Property Damage)，因

為紙上作業的錯誤 , 又或是提供

了不正確的建議而造成的第三者

財物損失是 CGL 所不保的 , 您
需要一個 Professional Liability 
Insurance(Errors&Omission) 來

應對這方面的風險。許多市面上

的保險公司當知道您從事專業工

作時 , 都不會只賣單獨的 CGL

保險給您 , 在保單上通常都會加

上最低限度 E&O 的保險 , 以應

對可能發生E&O理賠時的開支。

2. 商業財物險 :CGL 不會

主動包括財物 , 雖然市面上有

許多的 package policy 會幫您

的企業自動投保少許的財物險

(Eg:$25,000) 可用於一切屬於

您企業裡的財物 ; 比如說辦公

室裡的電腦、傢俱、裝潢、貨

物……等等。但不代表您要理

賠的時候就能拿到這 $25,000，
因為每份保單都有所謂的 co-
insurance clause( 共同保險條

款 ), 在沒有保足該投保的財

務保險金額時就算保單上寫了

$25,000 也會被保險公司因 co-
insurance 而扣款 , 最後剩下能

到手的賠償金也所剩無幾。

*Co-Insurance Clause 因

為複雜 , 以後會單獨寫一篇關於

co-insurance clause 以及詳細的

財務保險注意事項跟各位分享。

3.Cyber Liability: 這一期的

例子就是網路責任險。小賠償從

到需要支付顧客的信用評分服務

費用，大到政府相關部門的罰款。

4.Environmental Impairment 
insurance( 環境污染責任險 ): 普
通的 CGL 也是排除因環境污染

而造成的損害理賠。常見的例子

有 : 車行的回收油洩漏 , 加油站

地下油槽破裂 , 挖掘工程意外破

壞了污水管……等等。加拿大政

府對環境污染很敏感 , 通常會要

求一大筆費用去恢復受損害的地

方，有時也會有罰款。

5.Employers Liability(僱主責

任險 ): 員工因工作而受傷。大部

分的企業須購買 WCB 來保障員

工的人身安全 (某些企業除外 )。
有些保險公司可以選擇額外購買

僱主責任險加在 CGL 保單上。

6. 因為交通工具而造成的

第三方損害 ; 需要獨立的保險

(Eg: 汽車保險 )。
7.Damage to your own 

work( 自身工程的損害 ): 當您

的工程完工後 , 過了一段時間因

為工程質量的問題而造成建築需

要拆除或重建 (Eg: 露臺、圍

欄等等 )。CGL 不會保需要

拆除現有建築以及重建所需

的費用 , 但是如果有第三方因

為有問題的建築而受到傷害

時 ,CGL 會賠償第三方的醫療

費以及所需的律師費。

下一期會講解Co-Insurance 
Clause( 共同保險條款 ) 對商

業財產險的影響，保持聯繫 !
作者介紹：Andy Chang，

加拿大特許保險專員、認識風

險管理專員，擅長的領域是商

業保險。Andy 在 2009 年因

為經融風暴而誤打誤撞地由銀

行轉戰保險業，從事保險行

業轉眼超過十年了。曾有客

戶說，Andy「你是我見過最

不像銷售卻做著銷售工作的

人」。Andy 認為工作的意義

是，為客戶發現風險，降低和

轉移風險的技巧。在保險業裡

成功的定義不是保單的成交金

額 , 而是能讓客戶學習好和運

用好保險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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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憶文綜合報

導）美國國會及行政部門「中國

委員會」9 月 17 日就對香港政

策舉行聽證會。獲得美國兩黨參

眾議員支持的《香港人權與民主

法案》是聽證會討論的焦點。港

人代表們敦促美國國會議員通過

立法打擊香港政府侵犯人權的行

為。

黃之鋒何韻詩出席

「這不是對所謂的外國干涉

的懇求。這是對民主的呼籲，」

香港歌手何韻詩在聽證會上說。

如果香港的民主訴求失敗，中共

將把其集權擴散到世界其他地

方。美國及其盟友應盡其所能保

護香港的自由開放。

何韻詩說這是一個全球的戰

鬥，為的是保護普世價值，香港

正在這個戰區的前沿。我們沒有

什麼可畏懼的，唯一懼怕的是我

們靜默不言。

香港眾志秘書長、前學生領

袖黃之鋒表示，現在香港已經惡

化到了「一國一制」。北京正在

受益於香港的特殊經濟地位，但

同時又否認「我們的自由。」原

來的香港市民反送中條例，已經

演變成為爭取民主法制的抗爭。

參加的聽證的人士還包括，

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發

言人張崑陽、中國人權執行主

任、紐約城市大學榮譽法學教授

譚竟嫦、作家丹．加瑞特博士。

證人小組也敦促該委員會成員採

取可能的影響香港經濟的行動，

以加大港府壓制民眾的成本。

法案或在下月通過

港人擔心北京政府正醞釀更

大的鎮壓，以威脅、賄賂和美色

誘使各國政客不採取實際行動，

挑起群眾鬥群眾，將港人稀釋、

各個擊破，再秋後算賬。

今年早些時候美國參議院和

眾議院提出了立法，要求每年審

查華盛頓給予香港的特殊待遇，

包括 1992 年美國香港政策法案

規定的貿易和商業特權。《香港

人權與民主法案》還將使中國和

香港的官員受到制裁，這些官員

破壞了香港的自治權。

該立法尚未進行投票，但參

議院外交關係和眾議院外交事務

委員會本週都在舉行聽證會，預

計會討論美國與中國的關係，包

括香港在內的問題。

共 和 黨 參 議 員 盧 比 奧

（Marco Rubio）是參議院《香

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提案人之

一，他在16日對《大西洋》（The 
Atlantic）表示，預計該法案能

夠輕鬆在國會通過，並由總統簽

署成為法律。但參議院通過可能

要到 10 月中旬，眾議院也會在

短時間內通過其版本。按照國會

標準來看，這很快。他說，他曾

與總統川普私下討論過該法案，

並認為川普對通過法案沒有表現

出抗拒，而白宮也表明會簽署法

案。

佩洛西明確支持

9 月 18 日美國國會兩黨議

員和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一

起在國會會見了黃之鋒等幾位來

訪的香港活動人士。佩洛西當天

發推文表示，她支持香港人權法

案。她說：「通過《香港人權與

民主法案》，我們將會明確我們

向香港人民傳達的信息：美國支

持對正義和自由的追求。」美國

媒體表示，這向北京發出信號，

美國國會支持抗議者長達數月的

人權運動。

但與此同時，香港可能發生

變局，包括非大規模軍事鎮壓等。

目前還不清楚美國將如何應對。

【看中國訊】臺灣總統蔡英文 9月 16日

晚舉行記者會，回應索羅門群島與臺灣斷交

事件，強調臺灣不會和中國競逐金錢外交，

應付不合理要求。此前，外交部長吳釗燮 9
月15日宣布臺灣與索羅門群島即日起斷交。

他證實，中國大陸砸五億美金拉攏所羅門

「與我們掌握的情資一致」。

蔡英文強調，過去幾年中國一再透過金

錢、政治壓力打壓臺灣的國際空間，不僅是

對臺灣的威脅，更是對國際秩序公然挑戰，

面對中國的介入打壓，臺灣絕不妥協。

所羅門民眾上街

臺灣媒體報導說，索羅門群島總理索加

瓦雷9月16日當天召開內閣會議。內閣會議

以27票贊成、6票棄權，決定中斷與臺灣的

外交關係，與北京建交。索羅門群島一個跨

黨派小組提出的報告建議，在中國10月1日

慶祝建政70週年之前，即本月中與中國建交。

《所羅門之星》的消息報導，17日有大

批馬萊塔島（Malaita）奧基省（Auki）民眾

走上街頭，抗議政府與有 36年情誼的臺灣

斷交，對政府所為表達不滿。

索羅門群島是臺灣在南太平洋地區最大

的邦交國，有人口 60萬。自臺灣總統蔡英

文就任以來，因中共打壓臺灣國際空間，臺

灣已經失去了 6個邦交國。目前臺灣的邦交

國還有 16個。

【看中國苗青綜合報導】臺灣大選一波

三折。鴻海創辦人郭台銘先前宣布退出國民

黨，被外界解讀或許會在中秋連假後登記參

選，沒想到在連署登記截止日前一天（16
日）深夜，卻意外發表重大聲明，宣布不參

加2020連署競選總統。隨著郭台銘的退出，

大選回到藍綠對決。韓國瑜代表國民黨與尋

求連任的蔡英文競選下任臺灣總統。

根據綠黨（民進黨）18日公布的最新

民調，在總統支持度部分，總統蔡英文以

49.1%贏過韓國瑜的 32.25%，大勝近 17個

百分點。綠黨也表示，此為歷次調查以來最

大的差距。

外界分析，香港「反送中」運動的進

行，喚起了臺灣年青一代前所未有的危機意

識，臺灣全社會的注意力集中到臺灣主權問

題上，由此主權議題成為了 2020年臺灣大

選的焦點。越來越多的臺灣人，尤其是年青

選民牴觸國民黨的親中傾向，造成藍營在民

調中節節下滑。

八組申請人

9月 16日前副總統呂秀蓮表態將參選

明年總統大選。9月17日是中華民國總統、

副總統被連署人領表登記截止日，據中選會

表示，有八組申請登記，名單包含前槍擊要

犯、親共成員等。另外，臺北市長柯文哲也

被目擊出現在中選會附近，引發各界熱議。

臺北市長柯文哲被視為沒有藍綠傾向

的「白色」，但因為今年 7月與中國國台辦

主任劉結一在上海會面，以及之後的模糊言

論而被稱為「白裡透紅」。他一度現身中選

會，原來是友人帶著柯父母希望說動柯，並

且由前立委黃文玲代柯領表登記。柯得知之

後急忙趕往，親自向父母親解釋自己不選的

立場，並且帶走他們，才讓他的幕僚鬆口氣。

（看中國訊）9月 17日早晨 8時半左

右，港鐵紅磡站一號月臺發生罕見列車出軌

事件，導致 5人送院治理、多人輕傷，香港

火車服務因此中斷。

事故後路軌處發現三處裂痕，機電署署

長薛永恆認為需要深入調查，並預估三個月

至半年才能完成事故報告。但大陸傳媒已將

事件與此前反送中抗爭者扔障礙物入露天軌

道事件聯繫起來。香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

帆就記者問及內地網路瘋傳的有示威者丟物

件落路軌時，他回應「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此評論隨後受到了立法會議員林卓廷和立法

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公民黨譚文豪的

批評，認為陳作為高官有責任制止流言。

郭文貴在近日的網路直播中爆料，中共

將在香港自編自導自演高鐵出軌，並嫁禍給

香港反送中示威者，然後港鐵就真出軌了，

有網民感嘆，真是驚人吻合。

【看中國訊】香港證券交易所 9月 11日

宣布，計畫以 390億美元並購倫敦證券交易

所。但倫敦證券交易董事會一致拒絕了香港

證券交易所的建議，認為沒有戰略價值，並

說考慮到港方提議存在根本缺陷，雙方「沒

有必要進一步接洽」。

但香港交易所回應說，將繼續跟倫敦交

易所的投資方進行接觸。

倫敦證交所在一封信中還對港交所說，

港交所與香港政府的關係將「使問題複雜

化」，而且香港目前的形勢也增加了股東們

的不確定性。

黃之峰何韻詩在美國會聽證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或於10月通過

北京五億挖走所羅門

港鐵出軌純屬巧合？

港交所收購倫敦證交所被拒

何韻詩與黃之峰在美國國會聽證。（Getty Images）

根據綠黨今（18）日公布的最新民調，在總統支持度部分，總統蔡英文（右）以49.1%贏

過韓國瑜（左）的32.25%，大勝近17個百分點。（資料照）

免費全家歡

下午1點在 Family Park

9 月 21 日
畫 臉 活 動

FREE Family Fun

1PM at the Family Park

Memorial Drive & 36th St NE ~ 403.272.9233

MAY 18  FACE PAINTING

JUNE 15 CRAFTS

美加快推動《臺北法案》

路透社引述一名匿名美國高級官員稱，

索加瓦雷與美國副總統彭斯原定 9月 17日

在紐約舉行的聯合國大會進行場邊會談，「但

索羅門群島決定與臺灣斷交、轉而在外交上

承認中國是有後果的。他們傷害了過去一直

牢固的關係」。彭斯已拒絕與索格瓦雷會面。

美國國會多位議員發聲，表示對所羅門

的做法感到失望，並呼籲通過《臺北法案》。

《臺北法案》的目的是加強臺灣在世界各國的

地位，並要求美國採取行動與各國交涉，支

持臺灣的外交，承認或加強非官方關係。如

果有國家採取不利於臺灣的行動，法案將授

權美國國務院降低與這些國家的外交關係，

暫停或改變相關援助，包括軍事、融資等。

主權議題成焦點臺灣
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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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襲擊使得沙國原油日產

量損失約 570 萬桶。沙國對此表

示，將需要好幾週才能夠完全恢

復供油。沙特阿美每天 500 萬桶

的產量接近該國產量的一半，佔

全球石油供應的 6%。國際油價

16 日因此而一度狂飆 19.5%，

一口氣衝破每桶 71 美元價位。

之後因火勢已獲得控制，全球原

油庫存充足，且沙國表示受創的

設施 16 日可恢復約三分之一的

◆ 西 伯 利 亞 柯 爾 茲 沃

市（Koltsovo） 的 俄 羅 斯 國

家病毒學和生物技術研究中心

（Vector），16 日驚傳發生爆炸

事件，該中心是世界上唯二儲存

天花病毒的實驗室，同時也存放

著令人聞之色變的伊波拉病毒。

研判是建築工程瓦斯外泄所導致

的氣爆，其詳細原因仍有待調

查，目前尚無偵測到任何有毒病

毒外泄的情形。該研究中心為全

球唯二儲存天花病毒的實驗室，

並以研發伊波拉、肝炎及流行病

疫苗聞名，甚至於冷戰時期被外

界認為是蘇聯生化武器計畫的一

部分，此即意味著該中心內存放

著大量危險病毒，例如：炭疽病

（anthrax）等。現今天花病毒除

了在 Vector 存放外，還有一個

是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其

位於亞特蘭大的高安全性實驗

室。

◆美國網絡科技巨頭谷歌

（Google）在法國因涉稅務欺詐

而遭調查，最終同意會向法國政

府支付約 10 億歐元達成和解。

由於谷歌將歐洲總部設立在愛爾

蘭都柏林（Dublin），利用愛爾

蘭政府所提供的稅收優惠政策申

報經營收入，但谷歌在歐洲大部

分國家繳納稅金極少。因此，法

國政府認為谷歌公司這是利用國

際稅法漏洞進行稅務欺詐，因而

對其展開調查。

◆ 位於英國牛津伍德斯托
克的世界文化遺產「布倫海姆

宮」（Blenheim Palace），也常

被稱為「邱吉爾莊園」，英國前

首相邱吉爾即出生於此。 9 月

14 日當地時間凌晨 4 時 50 分，

一群竊賊闖入布倫海姆宮，強行

破壞宮中所展示的名為「美國」

（America）的 18K 金馬桶並盜

走。據英國警方表示，由於這座

金馬桶並非裝飾品，而是完整連

通管線以供使用並固定在牆上的

設施，因此竊賊強行破壞，對牆

面、地板都造成了重大傷害及淹

水。目前警方已逮捕一名 66 歲

嫌犯，正積極搜索金馬桶及其同

夥下落，布倫海姆宮暫停對外開

放。此金馬桶是義大利概念藝術

家卡特蘭的作品。

看中國記者苗青報導

全球最大的石油公

司沙特阿美所屬的阿布

蓋格（A b q a i q）石油處
理設施及第二大的胡賴斯

（Khurais）油田，於9月14
日遭到十架無人機攻擊。也

門胡塞反抗軍表示是他們

所發動的攻擊，但美國國務

院公開聲稱伊朗才是開火真

凶，更有美國重量級政界人

士對福克斯新聞表示，中共

站伊朗的身後。不少分析人

士認為，伊朗已經成為中美

交火的地帶。

供油能力，同時還將動用庫存，

油價漲幅縮小到約 10%。

美國總統川普表示可以從美

國的戰略儲備中，釋放部分來保

證市場供應充足。

伊朗才是開火真凶

目前與沙特仍在交戰中的也

門胡塞反抗軍（Houthis）公開

表示是他們所發動的攻擊，但美

國國務院、國防部都指控「伊朗

才是開火真凶」。美國官員分

析指出，聯合國也門問題專家小

組，在 2018 年的一份報告中也

曾提到，胡塞反抗軍自伊朗獲得

組件所組裝的 Qatef-1 無人機，

無論在設計、尺寸和性能上和伊

朗的 Ababil-T 幾乎如出一轍，

屬低端產品，最遠航程僅 150
公里左右。而沙烏地阿拉伯和也

門邊界最短的距離也有 770 公

里，因此判斷也門的無人機根本

無法做到這次的襲擊行。

一度對伊朗政府釋出和解

風聲的川普總統，16 日也透過

推特表示：「我們手中已掌握了

『足以確認真凶』的真實證據。」

針對沙特煉油廠遭無人機襲

擊事件，前美國五角大樓參謀長

聯席會議主席的首席中國戰略專

家、國家安全委員會白宮高級戰

略規劃師斯伯丁（Spalding）將

軍接受福克斯採訪時表示，「中

國的銀行和公司一直支持伊朗極

其恐怖行動。」「中國目前在無

人機市場處於領先地位」。

美為何不對伊開戰？

上週被解職的美國前國家安

全顧問博爾頓是對伊朗的強硬

派，主張用戰爭手段解決伊朗問

題。但在伊朗問題上，川普主張

極限施壓手段，換句話說就是全

面戰爭之前的，包括軍事打擊在

內的所有制裁手段。外界分析，

川普認定全球秩序的最大破壞者

是中共，這是其戰略方向，與伊

朗的戰爭將分散美國的精力。而

伊朗則期望將美國拖入一場新的

中東戰爭。因此在 6 月伊朗襲

沙特遭襲 伊朗成中美交火區
擊兩艘游輪以及擊落美國海軍無

人機，現在又發動了對沙特油田

的襲擊，將美國的注意力轉移到

朝鮮及中東地區，北京可減緩自

身深陷的經濟和外交壓力。

北京千億投資恐打水漂

中國最近同意在未來 25 年

內向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氣、石

化、運輸和能源相關製造業投資

4000 億美元。伊朗外交部長今

年 8 月份訪問北京期間，簽署

了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協議。

福布斯資深專欄作家雷普

拉（Kenneth Rapoza）16 日撰

文說，華盛頓可能通過懲罰購買

伊朗石油的公司，來加強對伊

朗的強硬態度，「如果川普總統

對伊朗真的『彈藥上膛』進行打

擊，如果其中一個目標是伊朗油

田、以此報復伊朗對華盛頓的盟

友沙特的行為，那麼中共在伊朗

的投資可能跟著著火。」雷普拉

寫道，他還反問：現在伊朗看起

來更像中美之間經濟戰爭的交火

區，對不對？

【看中國訊】由反對派掌控

的委內瑞拉國民議會 9 月 18 日

表決，批准瓜伊多擔任臨時總統

直到舉行新大選為止。而由原總

統馬杜羅領導的委國政府前一天

才剛表示，3 年前出走的執政黨

議員將重返國民議會。

由於瓜伊多（Juan Guaido）
的議長任期將到明年 1 月 5
日，因此國民議會（National 
Assembly）的這項新決議，也

意味著瓜伊多將繼續帶領國民議

會。獲得華府支持的瓜伊多，在

今年初宣布出任委國臨時總統，

截至目前已獲全球 50 多個國家

承認合法性。

對於國民議會這個決議，

華府也表示歡迎，並認為此舉

反映出「民主的反對派力量與團

結」。

對話機制早已結束

在 2016 年選舉中，社會主

義執政黨代表由於失去控制權而

出走國民議會。隨後總統馬杜

羅（Nicolas Maduro）政府則

另行設立制憲會議（Constituent 
Assembly），與反對派掌控的

國民議會分庭抗禮。

9 月 18 日馬杜羅政府剛宣

示，「為了加強與擴大（與反對

派）對話的利益」，他將率執政

黨代表重返國民議會。只是在這

項宣布後數小時，瓜伊多也隨即

宣布，為了化解國家長期政治危

機的會談，其實早就已經結束。

委國朝野會談原本預定在挪

威奧斯陸舉行，之後再移往巴貝

多（Barbados），而馬杜羅則於

上月 7 日取消雙方會談，藉此

回應美國對馬杜羅政府的制裁。

對此，瓜伊多表示，馬杜羅

政府拒絕繼續會談已長達 40 多

天，所以可確定的是，巴貝多

（對話）機制早已結束。

馬杜羅施計 離間反對派
就在國民議會確認瓜伊多

擔任臨時總統不久，委內瑞拉

司法部長沙柏（Tarek William 

Saab）也隨即宣布釋放關鍵

反對派人物讚布拉諾（Edgar 
Zambrano）。

曾任委內瑞拉國民議會副議

長的讚布拉諾，由於支持反對派

領袖瓜伊多（Juan Guaido）籌

畫的 4 月 30 日起義，在遭到政

府逮捕後，被馬杜羅政府監禁在

軍事監獄。

沙柏在聲明中表示，由於

委內瑞拉政府與國家反對陣營

派系達成部分協議，因此政府

請最高法院釋放讚布拉諾。反

對派國會議員提摩提．讚布拉

諾（Timoteo Zambrano）在推

特認為，讚布拉諾的獲釋，象徵

「釋放政治犯程序已經展開」。

外界評估，馬杜羅此舉的目

的，在試圖將瓜伊多邊緣化，因

為國民議會在今天稍早才確認瓜

伊多為議長。

而今年 5 月時，委內瑞拉

最高法院才對外表示，讚布拉

諾入獄的原因，是「公然犯下叛

國、密謀與內部叛亂罪」。

寰宇新聞寰宇新聞

【看中國記者憶文編譯】美

國總統川普週三（9 月 18 日）

宣布，任命人質事務特使歐布萊

恩（Robert O'Brien）為國家安

全顧問。

川普 9 月 10 日宣布解僱

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John 
Bolton）。因博爾頓對伊朗態度

強硬，主張通過戰爭對其進行打

擊，這似與川普希望專注於中美

博奕相悖。在推特上公布奧布萊

恩任命前的一個小時，川普發推

說：「我剛剛指示財政部長大幅

增加對伊朗的制裁！」這表明，

川普把經濟打擊作為優先選項，

以截斷伊朗作惡的財源。

彭佩奧的勝利

加州律師出身的奧布萊恩不

同於他的前任，他被視為低調的

忠誠者，對他的任命在華盛頓廣

泛被視為國務卿蓬佩奧的勝利。

英國衛報報導，據說總統對

奧布萊恩營救在朝鮮和土耳其美

國人質方面的工作印象深刻。

在川普執政之前，奧布萊

恩的政治生涯很低調。 2016
年，他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外交

政策的強硬論文，名為《沉睡中

的美國：恢復美國對危機世界

的領導地位》（While America 
Slept:Restoring American 
Leadersh ip  to  aWor ld  in 
Crisis），這是對奧巴馬政府的

嚴厲批評，奧布萊恩在書中譴責

2015 年與伊朗簽署的核協議是

綏靖政策。

對台友善

奧布萊恩被認為是一名對中

國和俄羅斯鷹派的傳統共和黨

人，從他曾撰寫的文章中可見，

他讚賞臺灣實行自由民主，對臺

灣友好，且中共的香港模式不可

能在臺灣問題上成功。

華府外交圈人士透露，奧布

萊恩長年活躍於共和黨外交圈，

對臺灣立場與國會共和黨十分接

近。他也與川普政府立場一致，

對臺友好，瞭解臺灣面臨來自北

京的軍事威脅，也認為臺灣應當

強化自我防衛能力，以抵禦來自

中共的軍事威脅。

奧布萊恩曾於 2016 年訪問

臺灣，他還曾撰文表示，中共在

香港實行的「一國兩制」是遮羞

布。他寫道，臺灣正在發展成為

成熟的民主國家，人民將自己視

為自由國際經濟秩序的一部分，

美新國安顧問歐布萊恩是誰？

沙特阿美遇襲。(AFP/Getty Images)

委國動亂或露曙光 委國動亂或露曙光 
瓜伊多任臨時總統瓜伊多任臨時總統

並將其視為「自由世界」的一部

分。他們將日本、韓國、美國和

歐洲視為盟友，而不是中國。臺

灣的網際網路是未經審查的。如

此充滿活力的人民不可能心甘情

願地投入中國共產黨。

他文章中還說，在蔡英文拒

絕承認「九二共識」後，中共將

企圖策動臺灣邦交國轉向，也可

能會在臺灣海峽舉行大規模軍事

演習。他認為，中國外交壓力使

新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歐布萊恩（Getty Images）

2019年7月12日，在布倫海姆

宮陳列的黃金馬桶。 (Getty 

Images）

委內瑞拉臨時總統瓜伊多（Getty Images）

臺灣的外國軍事採購極為困難，

時任奧巴馬政府對臺灣防禦幫助

不足；他鼓勵臺灣增加國防預

算，以增強自我防衛。他認為臺

灣應該靠自身力量發展國防工業。

支持港民

奧布萊恩在文章中還表示，

一些人認為，香港可能成為可能

實現（兩岸）統一的典範，但

在近期歷史中，這看起來極不

可能。曾經或許可行的「一國兩

制」遮羞布（fig leaf）對香港

來說並不奏效，北京幾乎在（香

港）每一個關鍵問題上都進行

滲透。因此很清楚：臺灣已經看

到了香港現狀並學到教訓。

與尖銳的博爾頓相比，奧布

萊恩似乎能夠與不同政見的人

相處。奧巴馬國防部前高級官

員安德魯．埃克蘇姆（Andrew 
Exum）在推特上寫道，奧布萊

恩「是一個非常非常善良的人，

我希望他在這一個顯然具有挑戰

性的角色中一切順利。」

奧布萊恩則表示，和總統一

起共事是一種榮幸，並期待美國

通過實力實現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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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中 國 訊】 近 日， 梅

賽 德 斯 - 奔 馳 母 公 司 戴 姆 勒

（Daimler）和全球汽車部件供

應商博世（Bosch）宣布，雙方

已經獲得德國斯圖加特當局的批

準，將在當地梅賽德斯 - 奔馳博

物館內展開自動代客泊車系統的

測試。

戴姆勒表示，經德國 TUV
（德國技術監督會）檢測之後，

斯圖加特行政管理局為其頒發了

許可證，獲準在日常使用。

2015 年以來，戴姆勒和博

世就已經開始了自動代客泊車系

統的研發。 2018 年 9 月，這項

測試就已經在北京（望京）梅賽

德斯 - 奔馳乘用車中國研發中心

的地下停車場內進行。

車主首先要通過智能手機的

APP 選擇這項服務，當車輛日行

燈、轉向燈變為藍色，表示該車

輛已經進入自動代客泊車模式，

將開啟自動尋找車位並停車入庫

的功能。

取車時的操作也差不多，一

樣是通過手機 APP，車輛就會自

動開到指定區域讓乘客上車。全

程無須有人在車內，因此讓這套

系統成為全世界首款官方正式核

準的 Level 4 全自動停車功能。

該自動停車系統靠的不光是

自動駕駛技術而已，還需要博世

提供基礎設施。停車場的基礎設

施，如激光雷達這類傳感器以及

通信技術都由博世提供，也就是

說，只有裝備了博世激光雷達的

停車場，才能自動泊車。通過這

項技術在北京場景的測試發現，

整個地下車庫的區域內，每隔幾米

就會有一個博世的激光雷達，而且

進行了冗余設置，對範圍內的區域

重疊覆蓋，即使有個別雷達失效也

依然可以保證場地的正常使用。需

要註意的是，整個行駛的流程中，

並不需要使用到車輛本身的雷達或

者攝像頭等硬件，依靠的僅為場地

內的激光雷達。

除了停車、自動代客泊車服

務中，還會增加許多其他相關服

務，比如自動代客洗車、自動繳

費等。

【看中國訊】怎樣的駕駛不當

會造成輪胎鼓包？這些下面的開

車習慣都會給輪胎造成傷害：

1. 在平坦的道路上急速行

駛，突然遇到坑窪，也不減速，

直接原速駛過。

2. 路的前方有凸起的沙井

蓋、減速帶或凸起的障礙硬物，

不減速，保持原速通過。

3. 把車開上人行道，直接從

人行道台階加油衝上台階。

因輪胎受到意外衝擊時，內

部會承受不住巨大的壓力，使內

部結構的材料斷裂，氣壓就會向

斷裂的地方擠，逐漸將包鼓起，

且日益變大，所以說，大多數

輪胎鼓包都是自己不當駕駛造成

的。

一旦發現或懷疑輪胎鼓包，

我們開車就要養成良好的習慣，

應盡量避免撞擊或衝擊凸凹坑和

台階。無法避免的路面盡量放緩

車速，慢速駛過。輪胎的保養還

要注意定期檢查輪胎氣壓，胎面

磨損情況及胎側有無鼓包。

特別是自駕遠足，出發前一

定要自己做好檢查或到輪胎店作

安全確認。

首款官方正式核準的四級全自動停車系統，

代客泊車，還能自動駛向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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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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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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眼睛能看見這個五彩

斑斕的世界，但是我們的眼睛並

不是萬能的，這個物質世界裡還

有很多東西，我們看不見，比

如：自然界的各種射線、人工發

射的無線電波等等。如果我們能

夠看到這些，世界在我們眼裡，

會是另一種模樣。

美國宇航局（NASA）的費

米（Fermi）伽馬射線太空望遠

鏡觀測到，月球發出大量伽瑪射

線，輻射水準竟然遠高於太陽。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的眼睛可以

看到月亮的伽瑪射線，那麼月亮

看上去會比太陽更亮，而且沒有

陰晴圓缺的變化，一直都是一輪

滿月。

費米望遠鏡是幫助天體物理

學家探索超大黑洞、脈衝星和觀

測宇宙射線的，自 2008 年啟用

以來，作為瞭解宇宙射線的方法

之一，意大利國家核子物理研

究所的 Mario Nicola Mazziotta
和 Francesco Loparco 一直利用

費米望遠鏡對月球發出的伽瑪射

線進行研究。

宇宙射線是在宇宙中快速移

動的帶電粒子流，主要由質子組

成，由高能天文事件發出並加

速，比如：星體爆炸、活躍星系

核（AGN），或黑洞吞噬天體產

生的噴流等。由於宇宙射線是帶

電的，遇到磁場將發生偏轉，因

此地球的磁場幫助地球上的生物

擋住了大部分宇宙射線。

月球沒有像地球一樣的磁

場，宇宙射線就會直接撞擊月球

表面，並與月球表面的塵土作用

後形成伽瑪射線。即便很弱的宇

宙射線，遇到月球也會產生伽馬

射線。

Mazziotta 和 Loparco 在數

年內彙集整理能量超過 3100 萬

電子伏特（eV）的伽瑪射線數

據，發現月球伽瑪射線的能量

是可見光的 1000 多萬倍。「從

這個能量水準的射線來看，月

亮沒有月相的變化，一直是『滿

月』。」Loparco 說。

不過宇宙射線、伽瑪射線、

月球和太陽之間的相互作用很複

雜。費米望遠鏡數據生成的圖

像，針對的是能量略高於 3100
萬電子伏特的伽馬射線。在這個

能量級別上，太陽因磁場的關

係，不能如月球那樣產生類似能

量的伽馬射線，因此月球要比太

陽亮。

但由於伽馬射線的能量範圍

很廣，在能量達到數十億、甚至

數萬億電子伏特的時候，高能宇

宙射線就能穿過太陽的磁場，產

生高能伽馬射線。因此，對於

10 億電子伏特以上級別的伽馬

射線來說，太陽就比月球亮。

但研究者們通過對太陽 11
年活動週期的觀測發現，太陽的

磁場也會發生變化，並影響撞擊

月球的宇宙射線量也有浮動，

月球產生的伽馬射線也隨之變

化，浮動量達到 20%。月球發

出伽瑪射線，對人類的登月任務

是一項阻礙，因為宇宙射線和

伽瑪射線都是有巨大穿透力並

具有電離能力的輻射（ionizing 
radiation），即便是低能伽瑪射

線，如果暴露在其中的時間太

長，對人體也是有害的。

宇航員們登上月球，不僅要

防禦來自宇宙空間的宇宙射線，

還要防護月球發出的伽瑪射線。

即使是在地球的低空軌道活動，

也會暴露在超量輻射的風險中。

在月球上工作的時間越長，接受

的輻射達到身體可承受輻射上限

的風險越大，因此，他們需要

高原子數（原子核內質子數量）

的材料作為防護層，比如鉛（原

子數為 82）。
人類一直夢想著有一天能夠

移民月球，但研究者的發現，使

得人類的月球移民計畫似乎又多

了一個新的障礙。但科學家們通

過費米望遠鏡蒐集的數據，幫助

人們瞭解月球上伽馬射線和宇宙

射線的風險，發現月球伽瑪射線

的浮動週期，使得人類可以有意

識地把太空活動安排在輻射較低

的時期進行。

◎ 文：青蓮 圖：Fotolia

隨著高科技技術的發

展，人類在探索宇宙的道

路上，已經邁出了長足的一

步。越來越多的宇宙奧秘

展現在人類的眼前，原來

那遙遠的世界，並不是像

我們的眼睛所能看到的那

樣。

月球竟比太陽更亮

CALGARY

考慮就讀私立學校？
一年一度卡爾加里私立學校展。專家們為您解答關於私校的所有問題。

深入了解頂級學校：從幼兒園到大學預科

教育專家分享內行經驗

與校長和學校管理團隊面對面接觸

了解更多與抵稅、獎學金和補貼有關信息

▲
▲
▲
▲

9月 29日，週日
Hyatt Regency Calgary

700 Centre Street South

Get the inside scoop at the annual Calgary Private School Expo. 
One day. One location. Get all your questions answered. 

  Explore top schools: pre-K to university prep   
  Receive insider tips from education experts
  Meet with school heads and admissions teams  
  Learn about tax credits, scholarships and aid

Considering Private School? 

Sunday September 29th, 2019
Hyatt Regency Calgary, Calgary

50% OFF TICKETS: OURKIDS.NET/EXPO    

CALGARY

上網購票，五折優惠！

不容錯過的教育盛會不容錯過的教育盛會

物質世界裡還有很多東西，我們

看不見，比如自然界的各種射線。

英國薩里大學（University 
of Surrey）的一項最新臨床

研究發現， 15 位非肌層浸潤

性膀胱癌（或稱表淺性膀胱

癌）患者在腫瘤移除手術前一

週，通過導管接受克沙奇病毒

（coxsackievirus）注射後，一

位膀胱癌徹底消失，另外 14 位

癌細胞明顯減少。

薩里大學負責該研究項目

的 Hardev Pandha 說，「所有患

者都見到癌細胞明顯減少的效

果，其中一位患者在僅一週的治

療後，病症完全消失。這證明

了它（克沙奇病毒）的療效。」

Pandha 強調，沒有在任何一位

患者身上見到明顯的副作用。

克沙奇病毒是一種常見腸道

病毒，流行於夏秋季，感染者會

出現咽痛、發燒等類似「感冒」

腸道病毒可治膀胱癌

一種普通腸道病毒被發現可以殺死膀胱癌細胞，這項新研

究有希望讓一些癌症患者採用免疫療法，而免於接受化學療法。

◎ 文：藍月 圖：Fotolia

的症狀。研究者發現，癌細胞感

染了克沙奇病毒後會死亡，而健

康細胞卻不受影響。

Pandha 說：「病毒侵入這

些癌細胞後觸發了一種免疫蛋

白，激發其他免疫細胞也來到

這裡一起對付癌細胞將它們殺

死。」正常情況下，膀胱內的癌

細胞處於一種「冷」態，不會觸

發人體免疫系統的圍剿，但在被

克沙奇病毒感染後，癌細胞轉為

「熱」態，很快就能被免疫系統

「發現」，從而啟動免疫機制攻

擊這些癌細胞。

Pandha 表示，以前研究中

也用過這種病毒對付皮膚癌，

但這是第一次用於臨床膀胱癌

研究。另一位研究者薩里大學

的 Nicola Annels 說，克沙奇病

毒有希望讓一些患者免於接受化

療。非肌層浸潤性膀胱癌是英國

高發癌症之一，每年新增一萬個

被確診案例。

傳統療法不但併發症嚴重，

且復發率高，治療成本高。研究

者們表示，他們計畫將此療法與

一種免疫藥物搭配使用，擴大試

驗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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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成泣鬼神 千古詩仙李白
李白（公元701年∼762年），字太白，號青蓮居
士，享有「詩仙」、「詩俠」、「酒仙」、「謫仙

人」等美譽，不僅是中國歷史上最傑出的詩人，也是

華人世界中知名度最高的人物。

◎ 文：雲中君

李白存世詩文有千餘篇，代表作

有〈早發白帝城〉、〈月下獨酌〉、〈靜

夜思〉、〈蜀道難〉、〈行路難〉、〈夢

遊天姥吟留別〉、〈將進酒〉等，並有

《李太白集》傳世。他的作品猶如天

馬行空，意境奇異；詩句如行雲流

水，宛若天成。

李白在詩歌上的藝術成就，被認

為是中國浪漫主義詩歌的巔峰，宋代

詩論家嚴羽撰《滄浪詩話》云：「人言

太白仙才，長吉（李賀）鬼才，不

然，太白天仙之詞，長吉鬼仙之詞

耳。」明代詩詞大家楊慎的《升庵詩

話》則說：「李白神於詩，杜甫聖於

詩。」李白一生留下了許多優美的詩

歌，絕句、古詩、律詩，還有樂府詩

都有很高造詣，其中尤以絕句成就

最高。清康熙年間，曹寅主持編撰

的《全唐詩》，收錄了李白的五言絕

句八十六首。明高柄選編的《唐詩品

彙》，選錄了李白的五言絕句二十三

首，並把李白列為五言絕句的正宗詩

人。《唐詩三百首》選錄李白五言絕

句三首。李白的「五絕」是精美絕倫

的藝術奇葩，歷來廣受人們喜愛，有

許多「五絕」，如：「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等，達到了膾炙人口、

婦孺皆知的程度。

天生奇才十歲吟詩 
文武全才少年遊俠

根據傳說，李白的母親快要分娩

時，夢見太白星從天空中突然落入她

的懷裡，驚醒之後，當晚她就生下了

李白。因此，後來有很多人認為，李

白是太白星下凡。李白大約五歲時，

隨父親李客遷居四川。他自幼天資聰

慧，異於常人，十歲時就能吟詩作

對，他的父親指導他誦讀漢代司馬相

如的〈子虛賦〉時，他一讀便能領悟。

李白少年時代也廣泛閱讀諸子

百家、楚辭、古樂府及漢魏六朝著

名詩人的作品。他在青少年時期，

學習範圍相當廣泛，自述「十歲觀百

家」（〈上安州裴長史書〉），「十五觀

奇書」（〈贈張相鎬〉），並「好劍術」

（〈與韓荊州書〉），接受了多方思想

和知識。李白在十五歲時，文章寫得

已經非常出色；二十歲時，當時著名

的文學家蘇頲到蜀中做地方官，看到

李白的作品，曾大加稱賞，認為將來

必能大成。（下文轉 C2） 插畫：WINNIE WANG；廬山、酒壺：FOTOLIA

九
日
龍
山
飲

九
日
龍
山
飲
，
黃
花
笑
逐
臣
。

醉
看
風
落
帽
，
舞
愛
月
留
人
。

有意請電：
403-975-1688 約見

惠食街

炒鍋、執碼、油爐
企檯（服務員）
幫廚洗碗

誠聘：

大特賣！車款

首付僅 租賃僅需： 首付僅 租賃僅需： 首付僅 租賃僅需：

首付僅 租賃僅需：首付僅 租賃僅需：首付僅 租賃僅需：

雙 週 *       或

雙 週 *       或

雙 週 *       或

雙 週 *       或

雙 週 *       或

    
或雙 週 * 或 節省

再加 !
再加 !
再加 !

超過 50 輛展示車清倉 !

展示車節省高達 30% ! *展示車節省高達 30% ! 
每輛 2019 款 0% 利率 ! *

不要錯過這次特賣活動！
週四 : 早 9 - 晚 9 ． 週五 : 早 9 - 晚 6 ． 週六 : 早 9 - 晚 6

或

不要錯過這次特賣活動！

HOWARD  LUM
銷售經理（粵 / 英語）

座機：403-365-4532
手機：403-969-9238

hlum@southpointetoyota.com

Charles Yang
銷售顧問（國 / 粵 / 英語）
電話：403-650-8382
 Cyang@ southpointe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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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樂皇帝朱棣。（公有領域）

( 上文接 C1) 讀書之餘，李白還拜師

學習劍術，時常撫劍揚眉，吟嘯起舞，是

名符其實文武全才的少年遊俠。他生平

總是「劍不離身，身不離劍」，《宣和書

譜》中說李白：「卯歲知通書，及長好擊

劍，落落不羈束。」〈五月東魯行答上翁〉

中說，李白在三十五歲時「顧余不及仕，

學劍來山東」。李白的詩中有很多寫到

劍，如：「抽劍步霜月，夜行空庭遍」、

「起舞拂長劍，四座皆揚眉」、「長劍一

杯酒，男兒放寸心」、「不然拂劍起，沙

漠收奇勛」等，可見劍在李白的生活和心

靈中的位置非同一般。

李白二十歲以後，開始在蜀中漫

遊，曾登峨眉、青城諸名山。這些生活

經歷對其豪放的性格和詩風的形成，有

重要影響。李白二十六歲時，為了實現

政治理想，「奮其智慧，願為輔弼，使寰

區大定，海縣清一」（〈代壽山答孟少府

移文書〉）。他「仗劍去國，辭親遠遊」，

開始了漫遊兼求仕的時期。他浮洞庭，

歷襄漢，上廬山，東至金陵、揚州，復

折回湖北，以安陸為中心；又先後北遊

洛陽、龍門、嵩山、太原；東遊齊魯，

登泰山；南遊安徽、江蘇、浙江等地，遊

蹤遍及半個中國。

供職翰林 不媚權貴 
緣遇杜甫 一段佳話

李白雖是曠世奇才，詩文蓋世，然而

他的官運卻一直不甚亨通。直到天寶元

年，李白已經四十二歲，才得到當時的皇

帝 —— 唐玄宗下詔徵赴長安。這是因為

京都詩人官任祕書監的賀知章，讀了李白

的詩章之後，大為讚歎，向唐玄宗推薦的

結果。

李白初到長安時，賀知章一見，歎為

「謫仙人」，聲名益振。唐玄宗召見時，

也「降輦步迎，如見園、綺」。但是唐玄

宗所賞識的只是李白的詩文才華，把他看

作點綴歌舞昇平和宮廷生活的御用文人，

並非賞識他的政治抱負。這時李白才感到

他的政治理想破滅，同時他也看不慣帝王

權貴的傲慢作風，正如其詩云：「揄揚九

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青瑣賢。」他的恃才

傲物，又招致了當朝權臣們的讒毀，使他

感到長安終非久留之地。

李白應唐玄宗之召入京城後，供奉翰

林不到三年，就決定離開，再度開始了他

的漫遊生活。他遊河南、山東、東南各

地，「一朝去京國，十載客梁園」。在洛

陽他遇見了杜甫，在汴州又遇見了高適，

這三位詩人便一同暢遊梁園（開封）、濟

南等地。

李白和杜甫更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這

兩位互相慕名的大詩人，在一生中只相見

了一次，但是情同手足：「醉眠秋共被，

攜手日同行。」（杜甫〈與李十二同尋范

十隱居〉）天寶四年秋，李白和杜甫分手

後，又南遊江浙，北涉燕趙，往來於齊魯

之間，其中以遊梁宋時間最久。這個時

期李白的生活是非常窘困的 ——「歸來

無為業，生事如飄蓬」；他的心情也很悲

憤 ——「摧殘檻中虎，羈拽為上鷹」。

但是他始終沒有喪失他的樂觀和自信，也

沒有放棄自己的理想，他相信自己「才力

猶可倚，不慚世上英」。

筆落驚風雨 詩成泣鬼神
李白在〈將進酒〉中曾說：「古來聖賢

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這首詩歌以

氣勢豪邁的「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

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

朝如青絲暮成雪」開篇，名句「人生得意

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

用，千金散盡還復來」，也出自於這一首

詩歌。李白的美詩與他的豪飲嗜酒不無關

係，詩聖杜甫曾有〈飲中八仙歌〉讚之：

「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

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在中國五千年的文明歷史中，詩達

意，酒傳神，寫盡人生。詩酒之中有陶淵

明的悠然南山，有劉伶的自在竹林，有王

翰的邊關琵琶，還有曹操的滄海雄心。然

如論及詩酒之道，當首推李白，他愛詩若

痴，愛酒成狂，既具有俠客豪飲之風，也

不失文人品茗之氣。他經常處於微醺的狀

態，卻睜著一雙世事洞明的眼睛，心中迸

發出來的激揚文字中，流淌著指點江山

的豪情。杜甫所作的五言古詩〈寄李太白

二十韻〉中說：「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

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這四句

詩最能表現曠世詩仙李白的狂放不羈和搖

驚風雨的才華。

在酒的世界裡，李白顯得悠然自得，

豪邁奔放，不受任何束縛。「安能摧眉折

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所以「古

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逍

遙、自在、豪邁、無怨，人生歲月被李白

的詩情釀造成一壺壺醇樸厚芳、沁人心脾

的甘醇，流傳千年而不衰。

誤投永王 詩仙獲罪 
殺賊無力 謫仙回天

天寶十四年（公元 755 年），安祿

山叛亂爆發後，李白由宣城避地剡中，不

久即隱居在廬山屏風迭。公元 756 年 12
月，永王李璘以抗敵平亂為號召，由江陵

率師東下，過廬山時，堅請李白參加幕

府，李白出於一片愛國熱情，便接受了邀

請。不料，李璘暗懷與其兄長唐肅宗（李

亨）爭奪帝位的野心，不久即被消滅，

李白也因而獲罪，下潯陽獄。後由於名將

郭子儀出面為李白說情，才使其免於死

罪，改為流放夜郎（今貴州省桐梓縣一

帶）。

乾元二年（公元 759 年），李白西

行至巫山，因遇大赦，得放還，此時他已

五十九歲。上元二年（公元 761 年），

李白六十一歲，聞李光弼率大軍征討史朝

義，特地由當塗北上，請纓殺敵報國。但

行至金陵，就因病折回，對此他說：「天

奪壯士心，長吁別吳京。」

在安史之亂期間，李白所寫的詩歌含

有濃濃的關愛國家社稷的情懷，他的作品

中，其實還兼有遊俠、隱士、道人、策

士等等的氣質和思想。縱觀他的作品，

有儒家「兼善天下」的思想，要求「濟蒼

生」、「安社稷」、「安黎元」，並認為

「苟無濟代心，獨善亦何益」；另一方面，

他又接受了道家的思想，一生與道教徒交

往甚密，求仙訪道的行為貫穿始終。

寶應元年，李白病死在他的族叔當塗

令李陽冰家中。初葬采石磯，後人遵其遺

志，改葬青山。中國古人多追求讀書入

仕，而李白卻沒有走成這條路，他有超眾

的詩歌才華，也有報國之心，但是報國無

門。李白一生雖然仕途不得意，卻留下不

少優美詩篇。晚年他年華耗盡、生活窘

迫，幸而一生的心血集結成近千首詩稿，

在民間廣為流傳，成為中國文學寶庫中的

最璀璨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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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成泣鬼神 千古詩仙李白

永樂大帝——朱棣下令建造

的南京大報恩寺琉璃寶塔，採用

的是彩色琉璃，不是僅僅頂瓦採

用琉璃，而是全塔採用琉璃。

一般有用石頭建房子、有用

木頭建房子，您有聽說過用琉璃

建房子的嗎？永樂寶塔就是一座

通體琉璃造的塔，除塔頂有一根

「管心木」外，整個建築「不施

寸木」。其內、外表層全部用

各種造型、各種顏色的琉璃構件

榫合而成，是世界罕見的琉璃建

築。

如此大量採用琉璃，不是因

為朱棣偏愛琉璃，而是因為琉璃

色彩明亮、有光澤，能更好的以

藝術形式展現神佛世界的輝煌。

永樂寶塔的琉璃磚，先以浮

雕的藝術形式，雕塑立體的荷

花、神獸、天人等圖案，再以高

溫燒製出彩色、燒出釉的光澤，

而且不是一塊磚僅有一種顏色，

而是每塊磚都有多種顏色，稱為

「五彩琉璃」。

琉璃浮雕，不同於在紙張、

畫布上作畫創作起來那麼方便；

也不同於像凡爾賽宮天棚上的壁

畫那樣，有廣闊的創作空間。每

塊琉璃磚太小了，很難進行藝術

創作，展現宏大的場面，但即使

在如此小的創作空間，永樂寶塔

的琉璃浮雕上，仍把很多神的世

界的景象表現出來。我們知道，

西方建築上有長翅膀的天使、

長翅膀的馬，但人們不知道的

是，在永樂琉璃寶塔上也有。比

如：永樂琉璃磚上有長著翅膀的

天人，還有長著翅膀的天馬、長

著翅膀的羊（一種神獸）、威武

的獅子、溫順的大象……這些神

獸，還有荷花、菡萏、荷葉，栩

栩如生，精美絕倫。

您知道現代的窗戶上用玻璃

採光，古代窗戶上糊的是紙，富

貴人家糊的是絹紗（所謂「茜紗

窗下」），但您知道永樂寶塔的

窗戶上用的是甚麼嗎？是蚌殼！

整座塔的窗戶，全部用磨製得

極薄的蚌殼進行封閉，叫作「明

瓦」，是玻璃引進之前，中國最

好的建築採光材料。在明、清二

代，每逢夜晚，約 89 米高的寶

塔，燈火通明，透過蚌殼做的明

瓦，散發出如夢般的明亮光芒，

宛若仙宮。人們無論在南京的哪

個角度，都可以看到，以極強的

視覺衝擊，使人們時時意識到佛

家文化的存在。

外國來朝的使節，更是對寶

塔所呈現的中華傳統文化，崇敬

彩色琉璃之美——永樂琉璃寶塔
◎  文：明時

古人繪製的大報恩寺琉璃寶塔圖

（網絡圖片）

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到清朝

時，歐洲貴族幾乎沒有人不知道

南京瓷塔（The porcelain tower 
of NanKing）。來到中國瞻仰瓷

塔，是很多歐洲貴族的夢想。

1856 年，太平天國發生天

京之變，琉璃寶塔毀於戰亂。這

個中國歷史上的建築奇蹟、藝術

瑰寶就此消失在歷史長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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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Confucianism, in order 
to maintain social order, morality and 
relationships, one needs to follow the Three 
Cardinal Guides (ruler guides subject, father 
guides son, and husband guides wife) and 
the Five Constant Virtues (benevolence, 
righteousness, propriety, wisdom, and 
sincerity). More specifically, the family is 
the cornerstone of any society. As such, 
harmony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is 
critical to achieving social stability.

A Cozy Home
As the saying goes,  “A lone yin 

does not grow, and a solo yang does not 
prosper.” In other words, yin and yang 
are interdependent and are both part of a 
dynamic system. Marriage between a woman 
and a man signifies the sacrednes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complementary 
opposites, that is, to create future generations 
that allow humankind to survive and thrive.

Acco rd ing  t o  t r ad i t i ona l  mora l 
principles, a legitimate marriage calls 
for matchmakers’ arrangements, parents’ 
approval, and Heaven’s blessings. Certain 
formalities are required of the wedding 
ceremony, at which the newlyweds need to 
kowtow to different entities: first to Heaven 
and Earth, then to their respective parents, 
and lastly to each other. Only when a man 
and a woman get married this way will 
their newly-established family have a solid 
foundation upon which to grow as a pillar of 
society.

The Taoist principle of the harmony 
between Heaven and man implies that the 
husband in a family is yang and the wife 
is yin. He is in charge of the household’s 
external affairs and she of the internal 
affairs. He works hard to support his family, 
and she strives to be the understanding wife 
and loving mother. She creates a sanctuary 
that, regardless of whether he is far or 
near, he always longs to return to. They 
both understand that it is a predestined 

relationship that brings them together, so 
they have a deep appreciation for each other. 
Despite the differences, they know how to 
be tolerant and considerate of each other. 
Built on mutual respect, their marriage 
is indestructible, their home is warm and 
welcoming, and their life colorful and 
harmonious.

The Three Cardinal Guides and Five 
Constant Virtues are the moral standards 
that our ancestors passed down to us to 
help maintain familial and social order. 
These standards conform to the Heavenly 
principles and are blessed by Gods and 
Buddhas.  During the  5 ,000 years  of 
Chinese history, those who have followed 
the standards have been able to build 
prosperous, wealthy, and virtuous families. 
Those who violate the standards have only 
seen their wealth dwindle and their families 
shrink. Just as the saying goes, families that 
practice benevolence have plenty of fortune 
to pass down to future generations, whereas 
those that do evil leave endless retributions 
for their offspring to face.

Moral standards,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bestowed by 
Heaven, are the basis of human civilization. 
As such, mankind should comply with 
the arrangements of nature and behave 
accordingly. As the anchors of society, each 
family should ensure its healthy growth and 
maintain a sustainable existence. Observing 
the moral standards will enable both husband 
and wife to keep calm amid the chaotic 
secular world, enjoy each other, and live a 
long life.

A Tomb of Unhappiness
Since it came to power more than 60 

years ago, the Chinese Community Party 
(CCP) has been worshiping the communist 
ideology and promoting the advanced 
science it imported from the Western world. 
To tighten its control, the CCP completely 
abandoned the traditional ethical standards 

and the principle of harmony between 
Heaven and man (which is the foundation 
of advanced ancient science), and at the 
same time brainwashed the Chinese people 
with atheism. The loss of righteous belief 
in Gods and Buddhas eventually led to the 
destruction of the moral foundation upon 
which normal families and society grow and 
flourish.

In today’s China, one can no longer 
find any tra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nor the purity derived from it. The collapse 
of morality, the pursuit of sexual freedom 
and selfish interests is the current status quo. 
Meanwhile, modern science has provided 
all the conveniences for people to pursue 
hedonism. There is a so-called “two haves 
and two have-nots” rule popular among 
young people in China today when it comes 
to seeking a spouse. Namely, they want their 
mates to have a house and a car, but with 
no mother or father to worry about. Such a 
standard goes completely against the purpose 
of marriage, that is, to produce offspring.

The liberation of people’s selfish nature 
has the cascading effect of causing families 
and subsequently the entire society to decay. 
Many families become just a formality with 
no real marriage existing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A once cozy home instead becomes 
a tomb of unhappiness in which to bury their 
minds and souls.

Families are the cornerstones of society. 
If there are no cornerstones, is there any 
hope for the rest of the structure of society? 
If all the countries in this world turn out 
this way, this earth will go bad like a rotten 
apple. Where is the way out for human 
beings? 

Reinforce the Three Cardinal 
Guides and the Five Constant 

Virtues
T h e  e x i s t e n c e  a n d  p r o g r e s s  o f 

humankind is determined by the laws of 

nature and everything is pre-arranged by 
Heaven. A man and a woman will never get 
married if they are not destined to become 
husband and wife. It does not matter how 
one finds his or her mate, be it through their 
own efforts, introduction by other people, 
or arranged by parents, he or she will surely 
settle on the very same person if they are 
destined to become husband and wife. How 
the marriage will turn out all depends on 
the predestin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usband and the wife. Whether it is a success 
or failure, it is the couple’s virtue and karma 
that accumulated in their previous’ lives at 
play.

In addition to affection, there is also 
the sense of indebtedness that a husband 
and wife have to each other. We should be 
thankful for such indebtedness bestowed 
by Heaven. The man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woman, who entrusts her whole 
life to him. The woman, on the other hand, 
should be caring towards her husband. 
During endless reincarnations, no one 
can take fame and material interests with 
them, but virtue and karma will always 
carry over. The most evil among all the evil 
things in the world is promiscuity, which 
will accumulate huge karma. As soon as 
one becomes promiscuous, his or her good 
fortune will be reduced, and the karma may 
even hurt future offspring. However, one’s 
thoughts determine one’s behavior. It would 
be invaluable if one could restrain the evil 
thoughts and stop doing bad things.

To rediscover virtue and righteousness, 
we must reinforce the Three Cardinal Guides 
and the Five Constant Virtues to help repair 
and strengthen families. Only when each 
building block becomes healthy again can 
the whole society regain its long-lasting 
hope. After all, families are the strength of 
our future.

儒家思想用三綱五常——君

臣義、父子親、夫婦順（君為

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仁、義、禮、智、信，信守忠孝

節義、敬天地君親師，規範人的

道德、行為，維繫家庭、人際關

係，維持社會秩序。家庭是社會

的細胞，夫婦順是維護社會穩定

的重要因素。

溫馨的家

俗話說：孤陰不生，獨陽不

長。婚姻結合包含著男女之間關

係的神聖：為人類繁衍後代、延

續香火。

按傳統道德理念，男婚女

嫁，要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要明媒正娶；要拜天、拜地、拜

高堂、夫妻對拜；要得到雙親的

允諾、上蒼的認可，這個新家庭

的存在才合理合法，小小細胞尚

有在社會機體中誕生的基礎。

天人合一的道家理論告訴我

們：一個家庭中，男為陽，女為

陰；外為陽，內為陰；男主外，

女主內；男人養家糊口，女人相

夫教子；肝膽相照，牢不可破。

同舟此生皆因緣，伉儷共撐一片

天，妻子會用勤勞的雙手闢出一

方樂土，為飽經風霜、身心疲憊

的丈夫安身立命。無論遠遊天

涯，還是近在咫尺，夫婿的心底

總對守望家園的賢妻存留一份眷

戀；夫妻之間也常會做退一步之

想，謙讓隱忍，和光同塵，日子

總能過得遊刃有餘、從容自在；

家庭生活才幸福溫馨、和諧美

滿、豐富多彩。

奉行三綱五常是神傳文化道

德體系中老祖宗留給中華大地後

代子孫維護家庭、社會穩定的準

則，是符合宇宙法理得神佛護佑

的大善、大德之舉。五千年來，

凡遵循此準則者，無不家道興

旺，富而有德；反其道而行之，

則家業敗落，貧困潦倒、正所謂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

有餘殃。

構成神傳文化的道德體系和

生態體系是人類文明的基石。人

就應該順應大自然的安排，自律

自己的行為，從每個家庭做起，

保持社會細胞的健康成長，保持

人類自己的良好生存狀態。這

樣，在紛繁忙亂的凡塵濁世，只

要把握上蒼賞賜的那份溫馨，總

能讓人擺平心境，與摯愛風雨同

舟、共享天倫。

憂鬱的塚

中共上政後，將西來共產主

義常祭上神壇，誤導國人在學習

西方先進技術的同時，拋棄了老

祖宗留下的傳統倫理道德思想和

古代天人合一的生態理論精髓，

倚仗共產主義和現代科學灌輸，

用「無神論」徹底顛覆了國人對

神佛的正信，破壞了正常的家

庭、社會的道德基礎。

當今中國，古風無存，清純

不再。道德淪喪、縱慾、自私是

人類的現狀，而科學又給人對物

慾的貪婪，提供、創造了及時行

樂的市場。目前社會上流行的擇

偶標準（二有二無——有房、

有車；無父、無母），完全違背

了神安排男女婚配為人類傳宗接

代、延續香火的初衷。

人的私性解放的結果，造成

了社會細胞的連鎖性解體，導致

多數家庭名存實亡，本應美滿的

婚姻成了埋葬身心的墳墓，本應

溫馨的「家」變成了憂鬱的塚。

家庭是社會機體的細胞，細

胞都爛掉了，這個社會還有希望

嗎？各國都如此，這個地球就成

了爛蘋果。人類的出路何在？

重啟綱常

 人類的生存與未來和自然

規律息息相關，一切都是上蒼

有序的安排。不是一家人，不

進一家門；自己通過戀愛或經

人介紹認識的那一位，和父母

包辦的是一個人。至於婚姻幸

福、美滿與否，那是天意、命

運使然，是自己應該承擔的果

報。古聖先賢講得好：欲知前世

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

今生作者是。

其實，夫妻之間除了情，還

有一個恩在，做人要感激上蒼賜

予的夫妻之恩。男人要對託付終

生的女人負起責任，女人要體

貼、關愛自己身心歸依的丈夫。

人在生生輪迴中，功名利祿帶不

走，唯有德業隨身行。萬惡淫為

首，淫亂作惡造大業。只要沾上

「淫」字，命中福祿受損，甚者

會殃及子子孫孫。然一切福田，

不離方寸；吉凶禍福，皆由心

起；行止一念，全憑自己；保住

道德操守，卻彌足珍貴。

匡扶道義，呼喚古風。要

恢復家庭原生態，必須重拾三

綱五常，從夫婦順做起，從內

部修復爛蘋果，讓人類由裡及

外換新顏。每個細胞都健康

了，社會這個大機體長治久

安，才有希望。

◎文：紫霞

Reinforce Virtue to Ensure Harmony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重啟綱常夫婦順重啟綱常夫婦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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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定順牙醫診所 全科
牙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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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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生的親人回來託

夢，相信很多人都有這

樣的經歷，我也有這樣

的親身經歷。

爺爺託夢說冷

記得讀高中的時候，我爺爺

90 多歲高壽過世，家人沒有太

大的悲傷，因為爺爺生前，子孫

們都很孝順，且高壽才走，我們

以喜悅的心情送他到西方極樂世

界去修行，所以沒有難過太久。

爺爺往生 4 ～ 5 年後，我經常

夢到爺爺說他很冷，我告訴媽

媽，媽媽就帶著幾件爺爺生前的

衣服去墳前燒給他，後來就沒夢

見爺爺了。

一般土葬 6 年有撿骨的習

俗：就是在祖先埋葬若干年後，

選定吉日掘開墳墓，由拾骨師傅

撿出遺骨，把骨頭上的泥土擦拭

乾淨，放在陽光下晒乾，然後裝

進骨罈裡，重新遷葬他處。

近年，多數人都是把骨罈放

置在納骨塔，以節省土地空間的

使用。

我爺爺 6 年後選黃道吉日

要撿骨，打開棺材，卻發現爺爺

部分身體浸在水裡，經由撿骨師

的幫忙，才讓爺爺舒服的換住納

骨塔，這才明白為甚麼爺爺會託

夢給我，說他很冷，你們說這是

不是很驚奇的託夢。

民間傳說，去世的親人會回

來託夢，有的是放不下親人，有

的是想告訴親人他們的需求，有

的是人間的親人對往生的人生前

有所虧欠，經由託夢來彌補過

錯。以前心理學談過，夢是人潛

意識的延伸，它藉由自己的心智

可以延伸到很多層面，看你如何

去詮釋它，讓你的心理得到撫

慰，走出康莊大道。

我的爸爸往生已經是第 3
年了。我從未夢見他，每年忌日

都叮囑他要回來看看我，他只有

回來看媽媽。媽媽說，每當她生

病的時候，就會夢見爸爸站在床

邊向她微笑，似乎在守護著她，

因為爸爸生前最放心不下的人就

是媽媽。啊有一陣子，好想去觀

落陰看看爸爸過得好不好？

後來打消念頭，想想父親已

演完在人世間的角色，不要罣礙

人間，是好事。 更明白此世能

以「人」的樣貌生活是很大的福

分，要正面、積極地去看待生

命，嚴肅走正一生中的所作所

為，且尊重天地間一切可見及不

可見的生命。

想想在世上，唯有恪守傳統

道德，行善積德才能遠災近福，

從而得到眾神的庇佑，擁有更美

好的未來。

◎文：紫薇老師

案例一

有位 50 多歲的女案主，到

現在還是孤家寡人一個，問我她

是不是會孤獨終老一生？

我看了命盤後，跟她聊聊

她的父親，她的父親 80 多歲往

生，我問她，父親往生後，你有

沒有常常夢見爸爸？

她說：「有啊！你怎麼會知

道？我常夢見我爸，向我要東

西，要我帶他去哪兒玩。」

我說：「在紫微斗數星曜

裡，『太陽』代表生命之起源，

是父系之星。在女子未嫁時，太

陽代表父親。你的太陽忌煞交沖

受剋嚴重，有可能是對父系親情

的疏離，或對男生比較沒有交

集，她才說，跟父親生前互動並

不好，到父親往生才覺悟，已經

來不及了！」她敘述著自己的成

長歷程。

她生來家庭富裕，父親是營

造商，上面有 3 個哥哥，她排

行最小。出門都有司機載，大小

姐脾氣不小，被寵壞了，只有缺

錢時才會對父親說話客氣一點，

其餘的時間是不理父親的。因為

父親都忙於工作，沒空理她，以

至於她長大了也不想理會爸爸。

父親很早就為子女們各買一

棟房子。但是好幾年前，房地產

大崩盤，父親的公司周轉不靈，

快要破產。撐到最後，只好把給

女兒的房子賣掉來還債，讓女兒

很不諒解。因為只有女兒未婚，

房子還在女兒名下，其他哥哥們

已經成家立業，早已把房子轉賣

給別人獲利了。所以女兒就很

氣，為甚麼爸爸都偏心，只有她

最倒楣，房子無法保留，所以跟

爸爸的關係降到冰點。

她離開家，自己去租房子，

留下爸爸自己獨自生活，要哥哥

們負責照顧父親，她不想管。一

個人若是沒有生活重心會老得更

快。她爸爸自從事業垮了之後，

在家裡鬱鬱寡歡，沒有人可說

話，比實際年紀更老了許多。

有一次，他在客廳跌倒，爬

不起來，求救沒人聽到，到了晚

上，下班時間，隔壁鄰居回來聽

到，才被人送往醫院治療，撿回

一條命，女兒也只來醫院探望一

下就走了。第二次，父親在浴室

跌倒，撞到頭，呼救也是聽不

到，因為離客廳太遠了。隔了兩

天，兒子打電話回家，沒人接，

回來看看，已經太晚了，父親已

經往生了！讓子女們萬般不捨，

讓我覺得是老年悲歌的真實呈

現，覺得遺憾！

最近她同事有事情，無法照

顧她年邁且行動不便的父親，要

女案主幫忙去照顧幾天。她幫老

人打理一切後才知道，照顧一個

獨居老人是多麼不容易的事情。

更讓她想起自己的不孝而淚如雨

下，所以常常夢見父親，有可能

是心裡想替父親做些甚麼？藉由

夢的延伸得到補償的效果，也有

可能是父親最放不下她，想跟她

再續一下父女情吧！

往生的親人託夢，一定要完

成他所託之事，讓他了卻凡塵，

心無罣礙，這樣他的一生才會圓

滿完成，幻化成風，並按自己累

世的因緣業報，再度進入輪迴。

紫薇老師信箱

gogo2531@yahoo.com.tw

 託 夢  
  

紫
薇命理

（FOTOLIA）

民間傳說，

去世的親人

會經由託夢

來彌補過錯

及 虧 欠 。

(Fotolia)

古今中外，人類汲汲營營的不外

乎是命運好一點，壽命長一點；但很

多研究都顯示，人的一生似乎早已注

定，除非大善與大惡之人，芸芸眾生

一般都很難跳出命運安排的既定軌

道。即便如此，世人普遍還是會趨吉

避凶，盼能「五福臨門」，所以大家

幾乎都知道「五福臨門」這個成語，

都希望能享有「長壽、富貴、安康、

善終、多子多孫」這五福。

可其實很少人知道「五福」源於

〈書經．洪範〉：「一曰壽、二曰富、

三曰康寧、四曰修好德、五曰考終

命。」翻成白話分別是長壽、富貴、

康寧、好德、善終這五福。

「長壽」是命不夭折而且福壽綿

長；「富貴」是錢財富足而且地位尊貴。

「康寧」是身體健康而且心靈安

寧；「好德」是生性仁善而且寬厚寧

靜。

「善終」是能預知自己的死期，

不會遭遇天災橫禍，身體沒有病痛，

安祥離世，能得善終。

「五福」臨門構成幸福美滿的人

生，但是往往天不從人願。有的人雖

然長壽卻沒有福氣；有的人長命百歲

卻貧賤度日；有的人富貴而短命；有

的人富貴卻健康狀況不佳；有的人雖

富貴但十分操心；有的人過著貧賤但

悠閑的生活；有的人雖貧賤但能善

終。

其實，「五福」當中，最重要的

是第四福——「好德」。有著生性仁

善、寬厚寧靜的德，是最好的福相，

因為德是福的原因和根本，福是德

的結果和表現，以此敦厚純潔的「好

德」，廣積陰德，可以培植其他四

福，使之不斷增長，迎五福全部臨門。  

五福臨門
◎文：黃娟

仁善、寬厚寧靜的德，是最好的福相。因

為有德是有福的原因和根本。(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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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一個小故事，品味教育孩

子方式的差異。

去年暑假，一個中國朋友把

自己 13 歲的兒子送到了澳洲的

朋友瑪麗家，說要讓兒子見見世

面，請瑪麗照顧一下。

因此，瑪麗就開始了她對一

個未成年男孩的「照顧」。

剛從機場接回男孩，瑪麗就

對他說了一番話：「我是你爸爸

的朋友，在澳洲一個月的暑期生

活，你爸爸託我照顧你。

但我要告訴你的是，我對照

顧你的生活並不負有責任，因為

我不欠你爸爸，他也不欠我，所

以我們之間是平等的。

你 13 歲了，基本生活能力

都有了，所以從明天起，你要自

己按時起床，我不負責叫你。

起床後，你要自己做早餐

吃，因為我要去工作，不可能替

你做早餐，吃完後你得自己把盤

子和碗清洗乾淨，因為我不負責

替你洗碗，那不是我的責任。

洗衣房在那裏，你的衣服要

自己去洗。

另外，這裡有一張城市地圖

和公共汽車的時間表，你自己看

好地方決定要去哪裏玩，我有時

間可以帶你去，但若沒時間的

話，你要弄清楚路線和車程，可

以自己去玩。

總之，你要盡量自己解決自

己的生活問題。

因為我有我自己的事情要

做，希望你的到來不會給我增添

麻煩。」

13 歲的小男孩眨著眼睛聽

著這位不許自己叫她阿姨，堅持

要他直呼其名——瑪麗的一番言

語，心中肯定是有所觸動的。

因為在北京的家裏，他的一

切生活都是爸爸媽媽全盤負責。

最後，當瑪麗問他聽明白了

沒有的時候，他說：「明白了。」

是啊！這個阿姨說得沒錯，

她不欠爸爸，更不欠自己，自己

已經 13 歲了，是個大孩子了，

已經能做很多事，包括自己解決

早餐，以及自己出門，去自己喜

歡的地方。

一個月之後，他回到了北京

的家。

家人驚訝地發現，這個孩子

變了，變得甚麼都會做，他會管

理自己的一切：起床後疊被子，

吃飯後會洗碗筷，清掃屋子，會

使用洗衣機，會按時睡覺，對人

也變得有禮貌了……他的爸爸媽

媽對瑪麗佩服得五體投地。

問她：「你施了甚麼魔法？

讓我兒子一個月之內就長大懂事

了？」

寵愛，不是真愛。

中國的父母大多過於溺愛孩

子，只要自己有的，全都給了孩

子。自己沒有的，也總想要把世

上最好的一切提供給孩子，甚至

恨不得把下輩子的也幫他們準備

好，卻忽視了孩子自己的能力和

選擇。

很多父母對孩子生活全包

辦，為孩子選擇好了一切，吃甚

麼，住甚麼，用甚麼，過甚麼樣

的生活……一切的一切。

而實際上父母們更應該做

的，是教孩子如何做人。這是必

須的。

孩子有他們的自己的未來，

靠自己尋找，靠自己創造。或許

他們自己找到的未來，比父母提

供的更好。

作為父母，要學會放手，讓

孩子了解自己的責任和義務，在

履行這些責任和義務中成長，不

要做生活全包的父母，避免教出

只會讀書的孩子。

來源：看中國網

譯文
給別人寫信要簡明扼要，回

答別人問題要詳細週全。

身上有了污垢，就想洗澡，

好比手上拿著燙的東西就希望有

風把它吹涼。

家裡有了災禍，連牲畜都會

受驚，狂蹦亂跳，東奔西跑。

對搶劫、偷竊、反叛、畏罪

逃亡的人不僅要聲討其罪行，還

要抓捕歸案，依律定罪。

詳解

箋牒是書信的代稱，箋是信

紙，如便箋、手箋等。牒是古代

書寫用的木片或竹簡，小的曰

牒，大的曰冊；薄者曰牒，厚者

曰牘。

「箋牒簡要」的意思是說：

寫給他人的書信要簡明扼要，不

要囉嗦。洋洋灑灑寫上一大篇，

真正想說的東西反而被淡化了。

朱元璋當了皇帝以後懷念起當年

的小夥伴，想請他們到皇宮來玩

玩，就讓手下的學士們給寫一

封信。信寫完了，有好幾大篇

紙。朱元璋一看之乎者也的就火

了，說：「哪裡用得著說這麼多

廢話，他們也看不懂啊！就兩行

字，我想你們了，來看看我吧！

不就完了嘛！」

骸是骨骼，人體有骨有骸，

大的骨頭叫骨，小的叫骸。

「執熱願涼」是說，人捧著

熱東西就希望它快點涼。這都是

人之常情，是人的共同心理。

小牛為犢，父牛為特。駭是

驚駭，受到驚嚇；躍是跳起來

了；超是一個跳到另一個前面

去；驤是騰躍不已。這句話更深

一層的意思是居家謹慎小心，要

注意安全。

秦漢以前，賊指叛國作亂、

危害人民的人，如有亂臣賊子，

故有討賊一稱。盜是竊貨曰盜，

偷人家東西的叫盜。「偷」字在

古文裡的意思是苟且、沒皮沒

臉。比如成語「苟且偷生」，不

是偷偷地活著，而是該死沒死，

湊合活著的意思。

千字文 65

箋牒簡要，顧答審詳。
   jiān dié  jiǎn yào   gù   dá shěn xiáng

驢騾犢特，駭躍超驤。
    lǘ   luó  dú   tè   hài yuè chāo xiāng

骸垢想浴，執熱願涼。
  hái gòu xiǎng yù      zhí    rè yuàn liáng

誅斬賊盜，捕獲叛亡。
  zhū zhǎn zéi dào      bǔ  huò pàn wá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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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羽毛球 / 太極 / 7～ 8 月暑期夏令營
◆ 中國舞考級課程（北京舞蹈學院專業舞蹈老師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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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孩子方法不同 效果迥異

作者

岑 參（約 715 年 —770
年），漢族，原籍南陽（今屬河

南新野），遷居江陵（今屬湖

北），是唐代著名的邊塞詩人，

去世之時 56 歲。其詩歌富有浪

漫主義的特色，氣勢雄偉，想像

豐富，色彩瑰麗，熱情奔放，尤

其擅長七言歌行。

譯文

您快看一看吧，那遼闊的走

馬川緊靠著雪海邊緣，茫茫無邊

的黃沙連接雲天。

輪臺九月整夜裡狂風怒號，

到處的碎石塊塊大如鬥，狂風吹

得斗大亂石滿地走。

這時匈奴牧草繁茂軍馬肥，

侵入金山西面煙塵滾滾飛，漢家

的大將率兵開始征西。

將軍身著鎧甲夜裡也不脫，

半夜行軍戈矛彼此相碰撞，凜冽

寒風吹到臉上如刀割。

馬毛掛著雪花還汗氣蒸騰，

五花馬的身上轉眼結成冰，營幕

中寫檄文硯墨也凍凝。

敵軍聽到大軍出征應膽驚，

料他不敢與我們短兵相接，我就

在車師西門等待報捷。

註釋

⑴走馬川：即車爾成河，在

今新疆境內。行：詩歌的一種體

裁。封大夫：即封常清，唐朝將

領，蒲州猗氏人，以軍功擢安西

副大都護、安西四鎮節度副大

使、知節度事，後又升任北庭都

護，持節安西節度使。西征：一

般認為是出征播仙。

⑵輪臺：地名，在今新疆米

泉境內。封常清軍府駐在這裡。

⑶匈奴：借指達奚部族。

《新唐書．封常清傳》：「達奚諸

部族自黑山西趣（趨）碎葉，

有詔還擊。」

⑷金山：指天山主峰。

⑸漢家：唐代詩人多以漢代

唐。【漢家大將：指封常清，當

時任安西節度使兼北庭都護，岑

參在他的幕府任職。】

⑹戈相撥：兵器互相撞擊。

⑺五花：即五花馬。連錢：

一種寶馬名。五花連錢：指馬斑

駁的毛色。

⑻草檄（xí）：起草討伐敵

軍的文告。

⑼車師：為唐北庭都護府治

所庭州，今新疆烏魯木齊東北。

賞析

詩人抓住有邊地特徵的景物

來狀寫環境的艱險，極力渲染、

誇張環境的惡劣，來突出人物不

畏艱險的精神。詩中運用了比

喻、誇張等藝術手法，寫得驚心

動魄，繪聲繪色，熱情奔放，氣

勢昂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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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tolia)

詩
詞
賞
析

走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
岑參（唐代詩人）

君不見走馬川行雪海邊，平沙莽莽黃入天。

輪臺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鬥，隨風滿地石亂走。

匈奴草黃馬正肥，金山西見煙塵飛，漢家大將西出師。

將軍金甲夜不脫，半夜軍行戈相撥，風頭如刀面如割。

馬毛帶雪汗氣蒸，五花連錢旋作冰，幕中草檄硯水凝。

虜騎聞之應膽懾，料知短兵不敢接，車師西門佇獻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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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伯母也說：「我也常到台上看看，

有些小事我能辦的話就辦了，也減輕你

們一些擔子。」黛玉笑著說：「太好了！

有你們幫襯，我倆心裡踏實多了。」良玉

說：「我家那一口子沒事幹，她會急得跳

腳。懇請兩位元帥分給她點事做。」大

伯說：「你是說碧華吧，她也不會做飯，

可到前邊掌勺，給災民盛粥。」寶玉說：

「那不行，不行，災民一看如花似玉的一

個小媳婦盛飯，都擠過來，準得把粥鍋擠

翻。」眾人大笑。黛玉說：「我倒給她想

了個好差使，到時，門口的災民可能有幾

百上千人，甚至有些地痞無賴混進來，製

造事端。須有人每日巡邏，要找武藝高

強的人，碧華可以做這件事。」良玉說：

「太好了，她有用武之地了，她武藝高

強，對付三、五個男人，手到擒來，不在

話下。」黛玉說：「別誇了！娶個元帥的

千金，看把你興頭的。」眾人都笑了。

黛玉說：「快談正經事吧。」良玉

說：「每日都有餓死的人，咱們如果早開

張一天，就多救幾個人，所以必須爭分奪

秒。」黛玉說：「是的！眼下三府頭等大

事就是救災，其他事一律讓路。我想到了

立即要做的幾件事：

一、從明日起，藏書閣，學堂暫時關

閉。

二、 一 旦 開 張， 要 連 夜 做 
飯，一天十二個時辰都要忙，要組織人

力，分派任務，各就各位，因此明日，各

府要把參加的人數一律交上來。

三、明日三府均要出動一輛大馬車，

所有的男丁都組織起來，三輛馬車，分頭

採購。除採購米麵蔬菜，油鹽醬醋外，還

要採購大量的柴薪。還要填置大鍋、大蒸

籠、飯桶、瓢勺等。大哥、大嫂你們倆位

合計一下，一共要多少，開個條子給我

們。

四、我想把三府門前的廣場連成一

片，搭個大大的棚子，萬一刮風下雨，災

民也有遮風擋雨的地方。

五、要加強治安保衛，三府門前要加

強崗位，由李貴負責，分成二班；碧華組

織巡邏隊，也分成兩班，保護災民。

我暫時想了這幾件事，爭取後日開

張，明天就要加緊準備。」大伯說：「我

忘了一件事，懷玉的仁壽堂從明日開始，

不再坐診。全天只對災民開放，給災民

義診，但缺少人手，問咱們能否支援。」

寶玉問：「要多少人？」大伯邊想邊說：

「要十個人吧，明天我和璞玉就要到那邊

去。」二伯母說：「璞玉能獨當一面嗎？」

大伯說：「璞玉這孩子有行醫的天份，這

一陣子進步很快，一般的病能看。正好趁

這機會歷練歷練。」

李伯說：「姑奶奶的腦子真是好用，

一時間竟想到這麼多事，想得很周全。搭

棚子的事交給我辦。上次裝修林府，我認

識一個包工隊，明日我去找他們，讓他們

包工包料，三日內把大棚子搭起來。」柳

大哥說：「我們院子裡堆了一大堆破爛桌

椅，這幾日我找一找，有些缺胳膊少腿

的，補一補就管用，修一修，放在棚子

下，一些老人家坐著吃飯也舒服些。」寶

玉笑著說：「太好了！讓災民們一到了咱

三府門前，就像到了家一樣。」寶玉停了

停又說：「明天最要緊的是採購，我們認

為賈府的興兒精明能幹，讓他當採購的

頭。李伯，明日你支給他些銀兩，把賬記

清楚，以後再三府細細算。」「好！我明

早在帳房等他。」良玉說：「說甚麼以後

細細算，算甚麼？應該林府出。明日我和

兩位小將軍還要上朝，賈璉他們三人還要

照常上班，家裡這一大攤子事就交給你們

了。天也很晚了，大家回去休息吧。」眾

人散去。

第二天是忙忙碌碌的一天。寶黛夫婦

匆匆地吃了早飯，眼看著興兒帶著眾小廝

分別登上三輛馬車，分頭向街上駛去，

才匆匆地向仙鶴台走來。台上的樓梯口

處，丫鬟、小廝四人已恭恭敬敬站在兩

邊，見到他們，立即喊：「姑爺好！姑奶

奶好！」黛玉笑著說：「你們早！不要這

樣拘謹，隨便些。以後腿要跑勤些，嘴頭

子要利索些，傳達事情時，要簡潔，準

確，不得有誤。辦完事情，要立即回到台

上，免得臨時找不到人。閒時，你們可在

台上坐坐，玩玩，渴了，餓了，這桌上

的茶水，點心可以隨便吃喝。」四人都笑

了，齊聲說：「是！」兩人邊說邊走，到

台上各處看看。只見地面上、欄杆上一塵

不染，錦閣的四面琉璃窗擦得錚明透亮；

鶴台中央張了一把碩大的布傘，傘下擺了

一張烏木雕花大長桌，桌後放了兩張烏木

雕花椅，椅上都搭了藍緞軟墊。錦閣內的

外間，放了同樣的桌椅。兩人又進了錦閣

內間，只見臨窗放了一張雙人床，床上鋪

設了簇新的枕褥、被子，掛了蔥綠紗帳，

床前的腳踏上，端端正正地放了兩雙繡花

拖鞋，旁邊還有一個小小梳妝台。寶黛二

人相視而笑。寶玉說：「李伯大概想讓咱

倆在這睡，替他值夜班吧，難為他老人家

想的細緻周全。」兩人轉了一圈，來到台

中央桌後坐下，丫環畫兒連忙遞過來一杯

香茶。這時桌上已擺了一大盤水果，一大

盤各色精巧小點心。畫兒說：「李伯說，

你們可以在閣內也可以在閣外做事，所以

設了兩套桌椅。」兩人喝了茶，黛玉問寶

玉：「現在是甚麼時候了？」寶玉掏出懷

錶：「已是巳辰了。」黛玉一招手，四人

連忙走過來，黛玉說：「畫兒留在此處，

你們三人分別到三府，去把名單要來。」

「是！」三人答應著，飛也似的下了樓

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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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老公從大學愛情長跑了十

年，結婚四年，上星期發現他有外

遇，已經半年了。回頭想起，他在我

懷孕末期就開始對我冷淡許多。上個

月我看到曖昧的簡訊，他辯說只是網

路上認識的，沒甚麼。儘管他不斷地

欺騙隱瞞，終於還是被我查証出他的

外遇，他也承認了，說那個女人願意

當地下情人。我的心真的好痛，孩子

還那麼小怎麼辦？離家、哭泣、威脅

離婚，也試著用公婆的力量想勸他回

頭，他說他不要離婚，說會回來，不

會跟她聯絡了。但前天我偷聽到他們

講電話，忍不住又吵架了，我又提離

婚，他還是不要， 說他都願意放棄他

愛的女人，我還想怎樣。

我試著跟他溝通，現在他加班少

了，回家也會乖乖把手機交給我，但

我總是疑神疑鬼，因為他從沒認錯，

我也感覺不出他有想悔改的心。這麼

狠心的男人，真的會回頭嗎？是不是

應該離開他？我只是看著才 4 個月

大的兒子，真的不想讓他沒有爸爸，

總是幻想著一個完美的小家庭，這樣

是不是在欺騙自己？他如果堅持不

離，我該怎麼辦？

任何一個女人，遭遇到類似

的事情都會和你一樣無助。然

而，你也和大多數的女人一樣，

在矛盾的心情中困惑不已。其

實，你的母親天性告訴你孩子的

成長需要完整的愛，你的感性卻

又因丈夫不忠的陰影不時地在拉

扯你。該如何做呢？

夫妻之間打

從走上紅毯那一

刻起，就要有真

心相愛、廝守終

生 的 決 心 和 忠

心。你和先生愛

情長跑多年，想

必是在互相了解

的情況下共結連

理。那麼，在很

多事情上，應該

有足夠的默契和

智 慧 來 解 決 問

題。

先不論先生

說你們之間的親密關係頻繁與

否，你可以回想一下，結婚後到

懷孕前你們小倆口的生活是如何

經營的？有時候，因為愛情長跑

多年，夫妻之間的互動少了很多

的「尊重」，卻多了許多的「理

所當然」。

其實，會有矛盾正因為你們

是如此的熟悉而忘記尊重，而如

果能均衡一下，在瞭解的基礎

上，用愛和包容灌溉婚姻的種

子，才能預約美滿家庭。

不妨偶爾回到婚前戀愛的約

會地點、喝杯甜蜜的下午茶等

等，就會在柴米油鹽醬醋茶的婚

姻生活注入活力，永保新鮮。相

反的，如果兩人是信仰「婚姻是

戀愛的墳墓」，那麼，無論你變

得多性感，他下

次還會有其他理

由為自己的偷吃

找開脫之詞。

所以，當務

之急，不是要不

要離婚，而是你

們願意給彼此和

孩 子 一 次 機 會

嗎？從零出發，

如果在你們未做

嘗試改變之前輕

言劃上休止符，

我想這對於「百

年修得同船渡」

的緣分而言，是相當可惜的。

他已經在改變了嗎？你已經

放下忐忑的疑心了嗎？寬容是最

好的醫治！或許，先試著放下自

己的懷疑和委屈、怨忿和妒忌，

不為自己，而是為了你們的婚

姻、孩子的家園、丈夫的感受好

好地談一談，便能邁向重建美滿

婚姻的第一步。加油！曼麗祝福

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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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容是最
好的醫治！或許，先
試著放下自己的懷
疑和委屈、怨忿和妒
忌，不為自己，而是
為了你們的婚姻、孩
子的家園、丈夫的感
受好好地談一談，
便能邁向重建美滿
婚姻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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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黃靚  畫：清・孫溫

黛玉後傳

老公外遇 晴天霹靂

下

 曼麗回信

 讀者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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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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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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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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日午市粥粉面飯特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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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純魚骨熬製
原汁鮮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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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國訊】）多家媒體近日

多指中國著名演員章子怡可能在

美國生下第二胎。所屬章子怡的

工作室被詢問，只以屬於私人生

活信息回應。有網民指愛國宣傳

緊要當口，章子怡在美國生孩子

顯得微妙。有消息傳在她懷孕期

間，所有服務人員都要簽保密協

議，不可外泄喜事。

據有網友爆料，40 歲的章

子怡已在美國順利生下二胎兒

子，集滿好字，對此，章子怡工

作室曖昧回應：「藝人的私事不

太清楚。」未否認產子傳聞。

章子怡和大她八歲汪峰結婚

四年，兩人育有一女醒醒。章子

怡和汪峰先前上電視節目便證實

兩人有再生一胎計畫，主持人

在節目上問：「一兒一女就齊全

了」，汪峰回應：「對！」

4 月港媒爆料章子怡有喜，

並私下訂好頂級月子中心，但當

事人未正面回應。據報導說，受

到最近中美貿易戰影響，反美情

緒高漲，所以章子怡今次赴美產

子，亦變得相當低調。有傳在她

懷孕期間，所有服務人員都要簽

保密協議，不可外泄喜事，媒體

求證後，章子怡身邊工作人員沒

承認也沒否認，僅說不清楚藝人

私事，引發外界好奇。

章子怡因出演李安的《臥虎

藏龍》和王家衛的《一代宗師》等

電影走紅國際影壇，曾有過的緋

聞對象經常是富貴人士。但最終

嫁給了當時名氣與之懸殊的大陸

歌手汪峰，兩人的感情並不被外

界看好，但婚後的兩人一直幸福

甜蜜。

章子怡曾在生日感嘆道：

「四十歲的我，很滿足也幸福，

有了家的女人才逐漸懂得幸福就

是內心的一種穩定。」經歷了風

風雨雨，或許她明白人生中最需

要的不是錢財，不是名聲，而是

一個溫馨的家庭。

傳章子怡在美產子

【看中國訊】改編自風靡全球的電視影集

《唐頓莊園》，電影版由原電視劇演員回歸領

銜主演。導演恩格勒認為全球觀眾都會期待看

到他們熱愛的《唐頓莊園》，「包括愛情關係、

懸疑劇情、喜劇橋段，以及回到一個輝煌的年

代，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在社會體系中創造屬於

他們自己的榮耀。」

《唐頓莊園》編劇兼製片朱利安費羅斯說：

「我們希望讓觀眾覺得，你不一定要是電視劇的

死忠粉絲才能享受這部電影。但你若是電視劇

的鐵粉，或是偶爾看過這齣電視劇的話，就會

對於這部電影呈現的角色和他們之間錯綜複雜

的關係感到非常滿意，也絕對會看得很過癮。」

《唐頓莊園》英國獨立電視臺（ITV）製作

的時代迷你劇，時間設定在 1910 年代英王喬

治五世（George V）在位時，約克郡一個虛構

的莊園——「唐頓莊園」。 2010 年 9 月 26
日，該劇在 ITV1 臺首播。該劇獲得的收視率

極高，成為自 1981 年劇集《故園風雨後》後最

成功的一部英國時代劇，並且在 2011 年榮膺

健力士世界記錄大全的 2010 年「全球最受好

評的電視劇」，這是首個獲此殊榮的英國電視

劇。該片將於 9 月 20 日在臺灣上映。

【看中國訊】）53 歲韓星金義聖曾演電影

《屍殺列車》、《雞不可失》，在作品中多飾

演狡猾、心機角色，現實生活的他可全然相

反。最近透過金義聖社交媒體力挺香港「反

送中」運動，是韓星第一人，儘管引來中國

大陸網友攻擊，他仍持續表態。 9 月 15 日

金義聖更身體力行和韓國 MBC 新聞節目《探

查企劃 Straight》到銅鑼灣示威區支持。他

到場隨即被港民認出，不少港民搶著和他合

影，他也十分親民，對要求合照皆來者不拒。

金義聖接受香港《蘋果動新聞》訪問，他

表示韓國是一個民主社會，香港和韓國很相

近，為了讓韓國人更清楚知道港民訴求，親

自到港瞭解。他大讚年輕人爭取民主是一件

開心又好的事情，現場十分和平，不解港警

為何以武力對待抗議者。他坦言雖會擔心自

身安全，仍會關注到最後。如果他不幸被捕

會如何處理？他表示：「如果我被人抓，更

加顯示香港濫捕情況好嚴重，我也感受到年

輕人對未來的憂慮。」

原班人馬《唐頓莊園》現大銀幕

《屍殺》金義聖勇闖香港

4 0 歲 的 大 陸
女星章子怡與
歌手汪峰結婚
四年，兩人育
有 女 兒 「 醒
醒」。陸媒9月
14日爆料，章
子怡已在美國
低調產子。

韓國男星金義聖資料照。

《唐頓莊園》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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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度空汙危害心臟 
簡單幾招自我保護

一般常見的空氣汙染物，包

括：臭氧、懸浮粒子、一氧化

碳、二氧化氮、二氧化硫和鉛

等，這些汙染物對健康造成的影

響視多個因素而定，包括：氣候

情況、空氣中汙染物的濃度和化

學特性、接觸汙染物的時間長

短、排放源頭和接觸者之間的距

離，以及接觸者的年齡與健康狀

況等，都會對我們的健康構成不

同程度的影響。

空氣汙染對健康的影響

空氣汙染對健康的影響很

多，有些潛在的風險雖然不會立

即顯現，但在身體裡都會產生細

微的生理變化。空氣汙染對兒童

和老年人的影響會更大。

空氣汙染所造成的病徵有：

鼻子、喉嚨發癢、咳嗽、氣喘、

胸痛、胸悶等。尤其哮喘或慢性

呼吸系統疾病患者更要盡量避

開，否則病情恐會加劇。

研究指出，因為呼吸系統和

保健
常識

心血管疾病入院，以致過早死亡

的人數和嚴重空氣汙染間有重要

的關連。

2012 年 6 月，國際癌症研

究機構將柴油引擎產生的廢氣

從「可能致癌」（第 2A 類）重

新改列為「人類致癌物」（第 1
類）；也在 2013 年 10 月，把戶

外空氣汙染列為人類致癌物（第

1 類）。

低度汙染對心臟不利

低度汙染可能給心臟帶來的

變化和心臟衰竭早期的症狀頗為

類似。英國專家表示，只要我們

經常處於低度汙染的狀況下，都

可能會對心臟造成不利的影響。

英國一項研究得出結論，對

於那些居住在繁忙的公路旁邊或

暴露於高度噪音中的人們，他們

的心臟比住在汙染程度較低處的

居民平均要大，即使他們居住環

境的汙染程度未超過英國的安全

指南（PM2.5 25 微克 / 每立方

米），但汙染和心臟肥大之間仍

存在明顯的關聯。據估計，英國

每年因空氣汙染導致心臟衰竭的

死亡數以千計。

國際權威醫學雜誌《柳葉

刀》對中國、英國、美國等 12
個國家的 35 項專題研究綜合分

析發現，車輛排放的廢氣、空氣

粉塵等空氣汙染和心臟病間有明

顯的聯繫。

數年前，一項大規模國際調

查也指出，空氣汙染對心臟衰弱

者造成的威脅最大，甚至可能導

致死亡。

關於PM2.5
我們常聽到的 PM2.5 是空

氣中的微小顆粒，直徑小於 2.5
微米，約是我們頭髮的 1/30。
可能來自於汽車尾氣、爐子煤煙

或其他一些汙染氣體相互作用產

生的化學反應而生成的副產品。

研 究 發 現， 空 氣 中 的

PM2.5（測量標為微克 / 每立方

米）含量每增加 10 微克，人體

心臟就增肥 1%。其顆粒足以穿

透到肺部和心血管系統，尤其會

對老年人和年輕人的心、肺造成

傷害。

2018 年世界衛生組織的

空氣品質指南，呼籲各國將其

PM2.5 年平均值降到 10 微克 /
每立方米）。專家也呼籲各國政

府應及時採取緊急措施，來治理

空氣汙染，保護環境和大眾的健

康。

自我保護之道

預防空氣汙染的自我保護之

道就是減少在戶外停留的時間和

戶外體力的消耗，如果無法避

免，一般人可以戴口罩出門，尤

排毒小竅門

1. 飲食：常喝綠茶、果

汁、蔬菜汁，吃雜糧、海藻、

薯類等食物，皆能排毒。每週

吃 2 天素食，能讓腸胃休息。

2. 沐浴：在家裡泡澡時

加入精油，例如：迷迭香 3
滴＋檸檬草 3 滴＋馬鬱蘭 3
滴，有幫助除宿便，排解毒素

的功效。

民間

妙方
生活養生小妙招

日常生活中，常常會遇

到一些小問題、小狀

況，如果知道如何處

理，您就會覺得得心

應手，輕鬆許多。以下

介紹一些生活養生小妙

招，提供您參考。

其是兒童、孕婦、老年人和過

敏、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慢性

呼吸道疾病等人群，更要配戴。

但是，外科口罩或 N95 防

護口罩其實對預防吸入臭氧、一

氧化碳、二氧化氮、二氧化硫等

氣體汙染物的作用不大。外科口

罩雖然能過濾較大的懸浮粒子，

但無法有效過濾 10 微米以下的

懸浮粒子，更不能過濾 2.5 微米

以下的微細懸浮粒子。

至於使用防護口罩，例如：

N95 防護口罩時，其過濾功能

和口罩能否緊貼臉部相關，但使

用時須加倍用力呼吸，且長時間

佩戴會令人不舒服。也就是說：

一般的口罩沒有甚麼用，真正有

用的面具，戴起來又太麻煩。

因此，我們應該盡量避開交

通繁忙的公路，因為公路汙染物

最集中，而交通流量越少的小

道，空氣品質相對而言比較好。

特別要避開馬路上的骯髒空氣，

如：交通堵塞時，車子靜止下

來，但發動機仍然在轉動，就會

造成高度汙染源。

當我們等待過馬路時，最好

退後一步，離車輛遠一點。步行

上坡路時，最好走車輛下行馬路

的那一邊道路，因為車爬坡時耗

油，尾氣多，空氣更糟。

空氣品質不佳時，應減少在

戶外活動或運動的時間，運動型

態最好改為室內運動。當我們由

室外進入屋內時，應加強個人衛

生防護，例如：洗手、洗臉、清

潔鼻腔等，適當關閉窗戶也是必

要的。

此外，日常生活作息規律，

維持適當運動的習慣，增加免疫

力，也有助於自我保護，讓身體

更健康。

空氣汙染是健康大

敵，大多數人又難以選

擇居住環境，那麼身處

空氣汙染愈來愈嚴重的

環境，我們應該如何自

我保護呢？

整版圖片：FOTOLIA

現在世人的持齋觀
念，往往被以前吃齋的
概念所誤導，這是為甚
麼呢？只是吃素，卻不
知道齋戒的本意，以為
吃素可以消災積福、袪
病延年，這實在是荒謬
啊！

養生

之道 齋說
《玉華子》說：「齋者，齊

也。齊其心而潔其體也，豈僅

茹素而已。」所謂齊其心，就是

在心志上要恬靜寡慾，減少外

在物質慾望的追求，對於得失

看得很淡，勤於自我反省，遠

離葷食、酒肉；而潔其體，就

是不要走入邪門歪道，不看邪

惡的事物，不聽淫穢的聲音，

不為物質所誘惑。進入室內關

閉窗戶，燒香靜坐，這樣才可

稱之為齋戒。如果真能做到這

樣，那麼身體中的神明自然

安寧，氣血的升降運行便無阻

礙，如此便可以袪病，可以接

續福址而消除罪業。

齋戒的重點是要「齊其心，

潔其體」，也就是要淡泊寡慾，

勤於內省，遠離聲色酒肉及各

種物質誘惑，修煉心性，靜坐

實修，這才是消除疾病，增加

福壽的最好方法。

出門時戴
上口罩保
護自己。

N95防護口罩

◎  文：吳國斌

  （心醫堂中醫診所院長）

◎  文：小萍

◎  文：黃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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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排蕃茄BC 產哈密瓜

BC Cantaloupe
大西瓜

Large Watermelon
亞省西芹

Alberta Celery
亞省大胡蘿蔔

Alberta Local Carrots
大菠蘿

Large Pineapple

淘果蔬
就到 Freestone!

超低價
折扣高達 75%!

淘果蔬
就到 Freestone!

超低價
折扣高達 75%!

Beefsteak Tomatoes

$     .00 /21 $     .00/個1$     .00/個1 $     .00/棵1

9 月 17 日（週二）- 9 月 18 日（週三）特價商品

$    .00/ 箱5 (25 磅 )

$    .00/ 袋1 (2 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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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新鮮西冷牛排 清真新鮮雞肉碎 清真新鮮板腱牛排

清真新鮮

牛肉碎
清真新鮮

帶骨牛肉

清真新鮮

雞胸肉
無骨，去皮

清真新鮮

小背脊牛排

芭莎
facebook.com/basha
internationalfoods.

七天營業  早 9:00 ～晚 9:30
2019 年 9 月 16 日～ 9 月 29 日

2717 Sunridge Way N.E
403.280.6797

清真肉類

國際食品超市

清真新鮮

去皮羊肉

清真新鮮

牛腱 帶骨

清真新鮮 

小背脊牛排

清真新鮮

整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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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鮮西蘭花

新鮮小黃瓜

新鮮大茄子

新鮮紅甘藍

新鮮
蘆薈

新 鮮 蔬 果

購物有

花費滿 $250

FREE

免費獲得
一份禮物

禮

限時優惠

gift

新鮮
蘆薈

新鮮蘋果
基拿 /蛇果 /金帥

新鮮

南瓜
胡桃南瓜
日本南瓜

意大利面瓜

新鮮

各類
辣椒

核桃仁

秋日和風料理
文：米娜 圖：Fotolia

暑氣退去，秋意漸濃，不妨試試新的菜色，讓餐桌和心情也隨季節增添活力。

作法

備料：翅小腿洗淨擦乾，醃料均勻

抹在表面，冷藏30分鐘備用。

熱油鍋，翅小腿以中小火煎出焦香

味即翻面，繼續煎至每一面都金黃。

原鍋下調料，快速翻炒，使沾裹醬

料均勻，加熱水1碗，煮滾轉小火，

蓋鍋蓋燉煮30分鐘，過程中翻動翅

小腿數次，使其均勻受熱。

大火收稠湯汁，即可盛盤上菜。

翅小腿6支。

醃料：清酒1匙、醬油2匙、鹽微量。

調料：清酒1大匙、柑橘醬或柚子醬2
大匙、醬油2大匙、鹽微量。

食材


如果想為醬燒雞肉變換口味，利

用果醬增添酸甜滋味，是個不錯

的選擇。柑橘類果醬襯托魚類料

理，表現也很出色。

果醬燒雞腿

作法

備料：雞蛋打散。調料攪拌均勻。

鰹魚肉撕小條狀備用。

熱油鍋，轉小火，下蛋汁，蛋汁初

凝固即取出備用。

原鍋下鰹魚、蔥末，煸炒出香氣，

取出備用。

原鍋下白飯，倒回全部食材，淋上

調料，翻炒均勻。試嘗味道，加鹽及

白胡椒粉調味。

持續翻炒大約2分鐘，即可熄火盛

盤，灑上白芝麻及1/2蔥末。

冷白飯1碗、熟鰹魚肉適量、青蔥1大
匙、雞蛋1個、白芝麻1小匙。

調料：淡味醬油1匙、柴魚片2匙。

食材


這是一道營養又美味的飯食，可

同時享用魚肉及炒飯的美味。若

鰹魚肉不好取得，可以鮭魚、鮪

魚肉替代，各有特色。

鰹魚炒飯
此道料理備料容易，作法也簡單

快速，前後只要半個小時，就可

完成鮮美濃郁的湯頭。搭配白飯

或粉絲都是美味的晚餐。

鯖魚豆腐煲

作法

備料：紅蘿蔔、洋蔥、木耳、青蔥

切絲。豆腐切塊。打開罐頭，分離鯖

魚與醬汁。

熱油鍋，下蒜末，煸炒出香氣，依

序下洋蔥、紅蘿蔔、木耳、青蔥絲炒

軟，下醬汁，翻炒均勻，煮3分鐘入

味，取出備用。

高湯對水煮滾，放豆腐煮透，續放

入鯖魚煮滾，將作法�的蔬菜絲鋪在

鯖魚上面，蓋上鍋蓋小火再燜煮3分
鐘，融和入味即可起鍋。

罐頭茄汁鯖魚1罐、豆腐1塊、高湯1
杯、紅蘿蔔、洋蔥、木耳、青蔥。

辛香料：蒜末1大匙。

食材

作法

備料：洋蔥和絞肉一起順時針攪打

出黏性。

絞肉團整成一個個圓形、中央較薄

的肉餅球。一面撒上胡椒鹽備用。

熱油鍋，轉中大火，漢堡排調味的

那面朝下下鍋，煎金黃、定形後翻

面。蓋鍋蓋，以小火續煎5分鐘。

起鍋前用筷子插入漢堡排中央，若

流出透明的肉汁，就表示已全熟。

漢堡肉盛盤，放醬料即可上菜。

豬絞肉300g、洋蔥末1/2杯、鹽、胡

椒粉少量。

醬料：白蘿蔔泥1.5杯、醬油、柚子醋

各1大匙。

食材

自己做漢堡排，美味又健康。多

汁的絞肉排搭配酸香的醬料，風

味清爽開胃，即使胃口不好的孩

子，也可能多吃一碗飯。

 漢堡排佐蘿蔔泥

作法

備料：無鹽奶油隔水加熱融化；獼

猴桃去皮切丁備用。

做吐司盅：用長刀在吐司側面伸入

吐司部份切開底部；在厚片吐司頂

面，用小刀從吐司邊向內2cm劃開吐

司，取出切開的吐司。

吐司盅內部均勻刷上無鹽奶油，取

出的吐司兩面都刷上無鹽奶油，放回

到吐司盅中。

吐司放進烤箱，以攝氏200度烤10
分鐘；奇異果丁、砂糖均勻鋪在表

面，再烤3分鐘融化砂糖即可。

厚片吐司（厚度約3cm）1片、獼猴

桃1個、無鹽奶油適量。

食材


蜜糖吐司的魅力在於巧思，香甜

奶油吐司加上水果，甜中帶鮮，

層次豐富，平凡的吐司，也能化

身精緻華麗的甜點。

水果蜜糖吐司

和
風

鰹
魚
炒
飯
示
意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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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睡眠質量好是

保證我們精力充沛和身體健康的

根本，有一句老話說：「人睡三

覺，命比紙薄。」說的是三個睡

眠習慣對人體健康不利，究竟是

哪三覺呢？古人認為有三種睡眠

習慣會影響我們的身體健康，

「三覺」指的就是睡懶覺、飯後

睡覺和睡覺黑白顛倒。

1、喜歡睡懶覺
從前的社會人們生活比較規

律，老人們常說：「早睡早起精

神好。」這話可一點兒不假。現

在的人各種壓力比較大，工作

非常忙碌，一到週末假日就經

常「睡懶覺」，賴在床上，沒有

按時起床。但是，往往在補覺之

後，身體反而會感覺更加疲累，

其實這就是身體在告訴你，睡懶

覺對健康不利。

建議早上最好的起床時間是

在六、七點，太陽剛剛升起的時

候，起床活動一下，有利於補充

陽氣，讓你一整天都能保持良好

的精神狀態。

2、飯後立刻睡覺
夏天悶熱，午飯後小睡一下

是好事，能夠緩解下午工作容易

打瞌睡的現象。但是，要注意一

下睡午覺的時間，很多人有吃完

午飯立刻睡覺的習慣，殊不知這

種習慣對身體健康是不利的。

因為我們吃完飯之後，食物

需要一些時間進行消化和吸收，

最好在吃完午飯 15 ～ 20 分鐘

之後再進行午睡，你會睡得更舒

服，如果不注意的話，恐會影響

到腸胃的健康。

3、睡覺時間顛倒
中國人傳統的生活作息是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符合

自然界的規律，形成了人體的生

物鐘。人在晚上睡覺，光線暗，

環境也安靜，就更容易入睡，睡

得更香。

現代研究也證實，人在晚上

睡覺的時候，體內的腎上激素和

其他生長激素會自然分泌，促進

我們身體的生長發育，讓身體更

健康。如果經常熬夜，作息時間

顛倒，非常不利於身體健康，各

種疾病可能就會紛紛找上門了。

為了健康，如果你有這三種

不好的睡眠習慣最好及時糾正，

選擇適合自己的睡覺時間，以保

證身體健康和精力充沛。

幫助入睡的小竅門

告訴大家一個幫助入睡的小

竅門，就是在睡前泡 15 分鐘的

腳。泡腳不但能促進全身的血液

循環，還能讓人出現睏意，入睡

更加容易，減輕失眠多夢的現象。

說話的藝術
【看中國訊】有時候一句

話，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命運。言

語的力量遠遠超乎你的想像，一

念之間，一句之言，就是天堂地

獄之別。好好說話，是我們一生

之中最重要的必修課。

因為在意，你的話語有力

量；因為關心，你的語氣有意

義。好好說話，冷靜但不冷漠，

堅定但不堅硬。

請記住：說，是一種能力；

不說，是一種智慧。

1、急事 慢慢的說
遇到急事，如果能沉下心思

考，然後不急不躁地把事情說清

楚，會給聽者留下穩重、不衝動

的印象，從而增加對你的信任度。

2、小事 幽默的說
尤其是一些善意的提醒，用

句玩笑話講出來，不會讓聽者感

覺生硬，他們不但會欣然接受你

的提醒，還會增強彼此的親密感。

3、沒把握的事 謹慎的說
對那些自己沒有把握的事

情，如果你不說，別人會覺得你虛

偽；如果你能措辭嚴謹的說出來，

會讓人感到你是個值得信任的人。

4、沒發生的事 不要胡說

人們最討厭無事生非的人，

如果你從來不隨便臆測或胡說沒

有的事，會讓人覺得你為人成

熟、有修養，是個做事認真、有

責任感的人。

5、做不到的事 別亂說
俗話說：「沒有金剛鑽，別

攬瓷器活。」不輕易承諾自己做

不到的事，會讓聽者覺得你是一

個「言必信，行必果」的人，願

意相信你。

6、傷害人的事 不能說
不輕易用言語傷害別人，尤

其在較為親近的人之間，不說傷

害人的話。這會讓他們覺得你是

個善良的人，有助於維繫和增進

感情。

7、傷心事 不要見人就說
人在傷心時，都有傾訴的欲

望，但如果見人就說，很容易使

聽者心理壓力過大，對你產生懷

疑和疏離。同時，你還會給人留

下不為他人著想，想把痛苦轉嫁

給他人的印象。

8、別人的事 不要說
人與人之間都需要安全距

離，不輕易評論和傳播別人的

事，會給人交往的安全感。

9、自己的事 
聽別人怎麼說

自己的事情要多聽聽局外人

的看法，一則可以給人以謙虛的

印象；二則會讓人覺得你是個明

事理的人。

10、尊長敬老的事    
多聽少說

年長的人往往不喜歡年輕人

對自己的事發表太多的評論，如

果年輕人說得過多，他們就覺得

你不是一個尊敬長輩、謙虛好學

的人。

11、兩個人的事 
商量著說

夫妻之間，最怕的就是遇到

事情相互指責，而相互商量會產

生「共情」的效果，能增強夫妻

感情。

12、孩子的事 開導著說
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非常

叛逆，採用溫和又堅定的態度進

行開導，可以既讓孩子對你有好

感，願意和你成為朋友，又能起

到說服的作用。

水深則流緩，語遲則人貴。

我們花了兩年時間學說話，卻要

花數十年時間學會閉嘴。

人睡三覺 命比紙薄 

【看中國訊】秋季養生要防

秋燥、秋乏、秋悲，食物對健康

影響也是很大的，在秋季選擇對

了合適的食物，對於一些疾病也

有幫助治療的功效。總之，秋天

養生重在滋陰祛燥，在平常生活

中要多加注意，多吃養生滋補的

食物。

適合秋季吃的食物

1、芹菜

芹菜性涼，味甘辛，無毒，

平肝健胃，富含蛋白質、糖類、

胡蘿蔔素、維生素 C、氨基酸

等，它能興奮中樞神經，促進胃

液分泌，增進食慾，並有祛痰作

用。芹菜可與香乾、肉絲等炒

食，味道清香。

2、花菜

花菜含有豐富的維生素類

物質，每 200 克新鮮花菜可為

成年人提供一天所需維生素 A
的 75% 以上。其維生素 C 的含

量更為突出，每百克可達 80 毫

克，比常見的大白菜、黃豆芽菜

含量要高 3 ～ 4 倍，比柑橘的

含量要多出 2 倍。中醫素來有

「色白入肺」之說，秋天是呼吸

道感染疾患多發季節，潔白的花

菜無疑是一種適時的保健蔬菜。

3、萵筍

萵筍肉質細嫩，生吃、熱炒

均適宜。常吃萵筍可增強胃液和

其他消化液的分泌，增進膽汁

的分泌。萵筍中的鉀是鈉的 27
倍，有利於促進排尿，維持水平

衡，對高血壓和心臟病患者有很

大的裨益。萵筍中所含的氟元

素，可參與牙釉質和牙本質的形

成，參與骨骼的生長。

4、南瓜

南瓜吃起來有點甜，因此很

多人以為它的脂肪含量比較高，

事實上，相比其他秋季蔬菜，每

100 克南瓜可食部分的脂肪含量

只有 0.1 克。過多食用南瓜會引

起血糖增高，糖尿病患者要謹慎

選擇。實在愛吃的人，最好將南

瓜製成南瓜粉，以便長期少量食

用。

5、胡蘿蔔

胡蘿蔔味甘平，食之補脾健

胃。胡蘿蔔以燉食最好，炒食為

良。燉食能保持胡蘿蔔素 93%
以上，炒食也可保持胡蘿蔔素

80% 以上，而生食、涼拌，人

體僅能吸收 10%。

6、蓮藕

蓮藕性甘、味平，富含鐵、

鈣等微量元素，還有植物蛋白

質、維生素，以及澱粉含量豐

富，具有很高的營養價值，此

外，蓮藕還含有大量的單寧酸，

有收縮血管作用，可用來止血、

涼血，秋天多吃蓮藕能起到明顯

的補益氣血、增強人體免疫力作

用。

適合秋季喝的粥

1、小米地瓜粥

小米地瓜粥最適合老人或孩

子，味道香甜可口，而且容易消

化，老幼都喜歡，也容易接受。

小米地瓜粥裡，地瓜的甜味，加

上小米的香味，兩者相融合，恰

到好處，健脾養胃、通便。

2、黑米黑豆粥

黑米黑豆粥推薦給男性朋

友，顧名思義，黑米黑豆粥是由

黑米、黑豆，再加上黑芝麻一起

煮，不僅可以補腎，還對頭髮很

好，尤其是頭髮容易白的人，經

常吃這個粥，可以讓頭髮漸漸恢

復濃密、烏黑，效果很好。

秋季養生秋季養生

食材很關鍵食材很關鍵
【看中國訊】獼猴桃不但清甜

可口，而且營養價值很高，因此

一直深受人們歡迎。有針對糖尿

病患者的研究指出，餐前 30 分

鐘吃金獼猴桃，有助於抑制餐後

血糖。那麼在飯前，還是飯後吃

水果會較合適呢？

營養師表示，一般人無論餐

前或餐後吃水果都適合，並有助

消化，但有人若患有腸胃炎、胃

食道逆流等問題，應避免在飯前

吃水果，以免刺激胃酸過度分

泌。餐前吃水果可增加飽足感，

減少正餐攝取量，也可以減少飯

後可能攝取的零食；若在飯後吃

水果，則可幫助消化，並有助鐵

質與維生素等吸收。

專家又指，無論在飯前或飯

後吃水果，重點在於所攝取的水

果種類與數量，並應攝取高膳食

纖維，而非高水分的水果。另

外，部分水果含有偏高的糖分，

若在餐前進食太多，而正餐量卻

未有減少，更可能變胖。

獼猴桃屬於低升糖指數的水

果，具備緩減血糖上升的效果，

並含有豐富膳食纖維，可刺激腸

道蠕動、排便順暢，也有助減輕

體重，因此有人在早上會以獼猴

桃取代早餐。然而，專家則建

議，應同時進食一顆茶葉蛋，以

免蛋白質攝取不足。

餐前一個獼猴桃
可控制血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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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 9 月 25 日

西生菜

墨西哥辣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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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磅胡蘿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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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lantro 香菜

菠菜

Head Lettuce 

$098
2

BC 產歐洲李BC Prune plums

088
ea

$

Honey Murcott mandarins 茂谷柑

25lb Onions 25 磅洋蔥

Spend $30 and get a free 5 lb  Carrot bag.

Bunch Spinach JalapenosCelery 西芹

$398 ea
$088 lb098

ea
$

胡蘿蔔。

5 lb  Carrot bag.5 lb  Carrot bag.5 lb  Carrot bag.

平價  新鮮

$0 88
lb

$098
lb

$098 ea

$15/ CS
20 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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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斯帶骨牛腱（原袋）

三小姐牌泰國香米 2019

加州產菠菜

BC 產短紹菜

媽媽牌即食杯麵

牛坑腩（原袋）

加州產中國茄子

海燕牌米粉

雞全翼

夏威夷紫薯

台灣椰菜

三小姐牌魚露

大排骨

紅 / 橙 / 黃大甜椒

BC 產特級基拿蘋果

雞嘜罐頭嫩波羅蜜 特價生猛肉蟹

小背脊牛排（原袋） 山水農場特大龍崗雞

加州產蜜篤橙墨西哥產大芋頭

水晶梨泰國香蕉 中國冬瓜（切塊）

原箱
$2.29 磅

各種口味

清 真

抽獎日：2019 年 10 月 30 日

抽獎日：
2019 年 9 月 30 日

有效期

9 月 20 日∼ 9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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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婆豆腐是用絞肉燒豆腐，如一般的

家常豆腐料理。然而，如果專稱為川菜經

典料理 ──麻婆豆腐，調味上就要多講究

一些，必須燒出這道菜的麻辣鮮香川菜特

色。據傳，麻婆豆腐的創始者陳麻婆，做

人秉持人情與義理，用心烹調簡單食材，

才成就這道家喻戶曉的經典川菜。

麻婆豆腐飯店創始於 150 多年前的

清同治初年，地點就在成都北郊的萬福

橋邊，原名陳興盛飯鋪。店主陳春富早

歿，小飯店便由老闆娘經營，女老闆面上

微麻，人稱「陳麻婆」，她烹製的豆腐又

麻、又辣、又香，獨具風味，生意越做越

興隆，遠近聞名。顧客為了區別於其他的

燒豆腐，遂稱其為「麻婆豆腐」。後來，

為了招攬更多的顧客，該店乾脆改名為

「陳麻婆豆腐店」。

對於這道菜的起源還有另一種說法：

據傳陳麻婆原名溫巧巧，年輕時出落很漂

亮，有著一雙水汪汪的眼睛，特別靈巧。

臉上的麻子倒也令她更加俏麗、嬌美。巧

巧在 17 歲那年，嫁給成都陳家木材行四

掌櫃，新婚以後，小倆口恩愛異常。分家

後，兩人自謀生路，她的丈夫在油坊工

作，而巧巧則替人縫補衣服來補貼家計。

四掌櫃對賣苦力的油擔子「挑伕」們

非常體恤照顧，絕不會少算給他們一銖血

汗錢。因此，贏得了挑伕們的敬重。

後來四掌櫃的妹妹淑華也來投靠他

們，從此姑嫂相依做伴，日子過得也算順

心。但好景不常，十年後四掌櫃意外過

世，巧巧痛失心愛的丈夫，生活也陷入無

依無靠，從此姑嫂倆不得不為生計而打

拼。過去受惠於四掌櫃的窮挑伕們，大夥

都想幫助她們，便約定好每天挑油經過巧

巧家時，就帶點自家的青菜、白米，空手

的人就去隔壁店鋪買點羊肉、豆腐，再從

油簍子裡舀些菜油要求姑嫂代為加工。大

夥不僅打發一餐，還故意省下一口飯菜，

如此一來，姑嫂的三餐也就有了著落。

挑伕們的協助令巧巧感恩，因此更加

用心烹調，以溫暖的飯菜回饋大夥的情義

相助，不知不覺練就一手「羊肉辣豆腐」

的好廚藝。同時，在挑伕們的口耳相傳

下，「羊肉辣豆腐」流傳愈來愈廣，許多

人不遠千里而來，就想一嚐這道豆腐菜。

就這樣，巧巧燒豆腐的店面，一年一

年擴大，生意愈來愈興隆。民國二十三

年，姑嫂先後病倒離世。即使人生落幕，

她們的奮鬥精神卻留在人們心中。後世尊

稱巧巧為「麻婆」，據成都的人說，「麻」

是代表巧巧臉上的白麻子，「婆」則是對

她的尊稱。其拿手豆腐菜，自然就叫「麻

婆豆腐」。

中 國 名 菜 故 事

麻婆
豆腐

歷史悠久的中國菜「麻婆豆腐」，是世界知名的豆腐料理，也是

川菜的經典菜。

◎ 文：斯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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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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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亞匯款服務

手續費低廉

提供配鑰匙服務
多種優質鑰匙坯可選

     萬個營業網點遍布       個國家和地區

收受款項、貨幣兌換、支票兌現

快捷國際匯款：十幾分鐘完成
35 149

看中國

發行點

為您提供專業可靠的

Melanie Wen

403.889.5575

國/粵/英語服務

ICCRC 理事

加拿大留學移民方案

403.614.7099

經驗豐富的老師。 
各類數學輔導，包括：大學、
高中（IB/AP/普通），課外競
賽及提高。老師本地學歷，中
英雙語，口碑好，質量高。

詳情聯繫：

數學老師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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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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9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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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城嬰幼兒用品展

展出 100多項展品，互動式玩耍區，

教育區、教育講座。觀賞舞台表演 Bob 
and Builder，並和 Paw Patrol 的 Rubble
見面。 12 歲及以下兒童免費入場，欲購

買折扣門票請訪問網站。

時間：週六，9 月 21 日上午 9 點

半～下午 5 點半；週日，9 月 22 日上午

11 點～下午 5 點。

地點：BMO Stampede Park
地址：1410 Olympic Way SE
網站：calgarybabyshow.com

亞省產商品集市

選購亞省本地出產的商品。獲得今年

「亞省製造」獎項的本地製造商將展出他

們的創意產品，「亞省製造」獎旨在表彰

優秀的亞省產品、企業和獨創精神。

時間：週六，9 月 21 日上午 9 點

半～晚 8 點

地點：Southcentre Mall
地址：100 Anderson Road SE

公園嘉年華

卡城公園基金會邀請您和家人參加各

種遊戲活動，觀賞舞台表演。您可投票選

出最受歡迎的社區項目。

時間：週六，9 月 21 日下午 1 點～

3 點

地點：Haultain Park
地址：225, 13 Avenue 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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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樽罐回收  押金全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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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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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274.2111ww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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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週好去處一週好去處
Community Calendar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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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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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