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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直接或間接封殺令涉

及：著名美國成人動畫情景喜

劇劇集《南方公園》（SOUTH 

對政治冷感？香港離

我們太遠？過去一週內，

美國以及更大範圍內的體

育迷、動畫迷以及宅在電

腦前的遊戲迷們都將視線

轉向了香港，這個結果想

是北京在發出凜冽的封殺

令時未曾預料的。有觀察

者甚至認為，此一週內觸

發的美國民眾情緒，將直

接影響2020年總統大選
結果以及中美局勢。

看中國林佳綜合報導 PARK, 又譯《南方四賤客》）、

美國國家籃球協會 NBA 以及在

個人電腦遊戲界享有極高評價的

美國暴雪娛樂公司。利益面前，

沉默是「金」還是共謀？大陸官

媒與海外民眾發出兩種聲音，形

成了巨大輿論熱點。以下是三大

事件的背景及進展：

《南方公園》另類道歉

《南方公園》製作人 10 月 7
日通過社交媒體推特向中國「正

式道歉」。製作人帕克（Trey 
Parker） 和 斯 通（Matt Stone）
在這份「道歉」聲明中說：「跟

NBA 一樣，我們歡迎中國的審

查進入到我們的家裡和我們的心

裏。我們對金錢的喜愛勝過自由

和民主。習近平看上去一點兒也

不像維尼熊。請在星期三晚上 10
點收看我們的第 300 集。偉大

的中國共產黨萬歲！祝願今秋糧

食豐收。中國，現在滿意了？」

在 1997 年首播的《南方公

園》現在已經推出至第 23 季，

黑色幽默搞笑，風格大膽。製

作人為之道歉的是第 23 季的

第 2 集《中 國 樂 隊》（Band in 
China）。此劇 10 月 1 日上線，

目前該劇全部 23 季在中國大陸

網絡遭到全部清空。那麼《中國

樂隊》講了甚麼呢？

劇中主人翁的父親蘭迪遊歷

到中國，想擴大他的大麻買賣生

意。他被逮捕並送進監獄，被強

制勞動和再教育。有一幕，蘭迪

在雨中站著，衛兵則對他進行

電擊。「我是一名驕傲的共產黨

員，」蘭迪照著一張卡片上的字

念道，「黨比個人更重要。」

之後，蘭迪被關進監獄。在

裡面他與小熊維尼和小豬皮傑進

行了對話。小豬皮傑說：「有些人

說維尼長得像中國國家主席，於

是現在我們在中國不合法了」。

蘭迪的兒子斯坦想要組建樂

隊，娛樂公司老闆建議他們到中

國發展，但需要面對言論審查，

歌詞中不能提及達賴喇嘛、器官

的字樣及自由國度。

蘭迪最終與中共達成暗箱共

識，殺害了小熊維尼獲得中國市

場份額，兒子斯坦則不願違心進

入中國市場而放棄樂隊計畫。

NBA上演 
現實版《南方公園》
《中國樂隊》故事的現實

版很快上演。 10 月 4 日休士

頓火箭隊總經理莫雷（Daryl 
Morey）在個人推特上寫到：

「爭取自由、支持香港」。隨

即，由姚明出任主席的中國籃球

協會暫停了與火箭俱樂部的合作

事宜。央視體育頻道聲明稱，立

即暫停「NBA 季前賽（中國賽）

目前的轉播安排。」

（下文轉 A2）

沉默是沉默是   ??

左：美國成人動畫情景喜劇劇集《南方公園》（網絡圖片） 中：NBA 2019 中國賽事海報（Getty Images）  右：大師職業賽香港選手「Blitzchung」接受訪問（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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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接 A1）大陸電視臺

以及網絡直播平臺表示，將不再

直播休斯頓火箭隊的比賽，並中

止一切合作。火箭隊的三家大陸

贊助商停止了與火箭隊的合作。

淘寶電商平臺全部下架火箭隊的

相關商品。中國科技巨頭中興、

騰 訊、Luckin Coffee 和 Vivo
宣布暫停與 NBA 的合作關係。

在 NBA 中國網站上列出的 25
個官方合作夥伴中，有 13 家中

國企業，除兩家合資品牌尚未發

表聲明外，另外 11 家公司全部

暫停了與 NBA 的合作。

《中國日報》警告其他公司

要學習「一個教訓：中國大市場

向世界開放，但是那些挑戰中國

核心利益，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

人無法從中獲得任何利潤。」

鑒於莫雷言論引起中方強

烈反應，火箭隊老闆費爾蒂塔

（Tilman Fertitta）5 日 發 推 文

說，莫雷觀點並不代表休斯敦火

箭隊。 6 日，NBA 首席公共關

係負責人巴斯（Michael Bass）
在中文版聲明中，指 NBA「對

達莫雷發表的不當言論極其失

望」。莫雷最終刪除了相關推

文並表示「我推文只是我自己

的，絕不代表火箭或 NBA。」

NBA 總裁轉向
美國兩黨國會議員均對

NBA 的道歉表示不滿，譴責

NBA「為了中國市場而向北京

叩頭」。

共和黨參議員馬克 · 盧比奧

（Marco Rubio）推文說，「美國

的電視網路、航空公司、連鎖酒

店、零售商和好萊塢已經在自我

審查。現在，普通公民若是冒犯

了中共，也會面臨失業的風險。」

火箭隊球迷 7 日開始發起

群眾募資，在洛杉磯湖人與洛

杉磯快艇交手的 22 日，將在主

場球場外，發送印製「STAND 
WITH HONG KONG」（挺 香

港）字樣的黑色 T 恤等。截至 9
日中午，募資金額已超過 4.3 萬

美元，超過之前 2 萬元的目標。

美國的媒體觀察家警告說，

若因對香港的個人言論，導致

NBA 罷免火箭隊總經理的話，

那會在美國引起政治風暴；美國

社會尊重 NBA 進行商業決策的

必要性，但它不能以犧牲美國的

國內自由為代價。

鑒於如此大的國內壓力，

NBA 總裁西爾弗（Adam Silver）
稱，儘管 NBA 在中國大陸的市

場已經受到影響，但他支持莫

雷力挺香港「反送中」的言論自

由，有媒體暗示 NBA 不要支持

莫雷，但 NBA 沒有這樣做。

「暴雪」遇抵制風暴

美國遊戲公司「暴雪娛樂」

旗下「爐石戰紀」大師職業賽第

二季，香港選手「聰哥」擊敗韓

國選手。 6 日賽後接受訪問時，

「聰哥」頭戴護目鏡與防毒過濾

面罩，並喊出「光復香港，時代

革命」，兩位臺灣主持人為之鼓

掌。 8 日暴雪宣布大師職業賽

除名聰哥，並取消其獎金，未來

一年不得參加相關賽事。此外也

中止與兩位臺灣主持人的合作。

事後聰哥表示不後悔，他

說：「香港輸了，就是一輩子的

事情。」但暴雪的做法引起了全

球遊戲玩家的抗議。

暴雪經典「魔獸世界」創

始 首 席 設 計 師 克 恩（Mark 
Kern），連發數篇長篇推文，宣

布加入「抵制暴雪」運動，自己

製作中的新遊戲「Em-8ER」將

拒絕任何來自中國的資金。

暴雪旗下的臉書粉絲專頁被

大批網友留言灌爆，指其違背了

公司的核心理念「每種聲音都重

要（Every Voice Matters）」。

「魔獸世界、星海爭霸……不斷

教導著我們自由的可貴，但暴雪

今天讓我知道，這一切都只是

『遊戲』。」一位網友這樣留言。

�六 (10 月 12 日 ) 2 - 4:30 pm

220 Edgeridge Place N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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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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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 Edgem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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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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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9,900

�校� Edgemont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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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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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層屋 2016 呎 , 主 層� 頂 � �實 木
�� , 客��壁 爐 , �較�中�䁔� 爐 �
� 水 爐 ,3 � � ,2.5 浴 廁 , 主 人 套 � � 4
件裝�套 , ��學校 ,Superstore, ���
�車站� $419,900

�校� Edgem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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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39,900

西北 Hamptons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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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層屋 2451 呎 , ������景 , 可
步行至����車站 , 主層��高 9 呎�鋪
實木�� , 客��壁爐 , 廚��不�鋼家�
�石�檯面 , �大 Bonus Room,3 �� 2.5
浴廁��� Costco �
場� Stoney Trail�

豪�獨立�層屋 2661 呎 Walk-Out 土庫�部完成 ,
��天��林 , ����景 , 建於 2005 年 , 開放式
設計 , 主層�� 9 呎高 , 實木�� , 廚��大理石檯
面�不�鋼家� ,3+1 �� ,4.5 浴廁 , 主人�� 6 件
裝�套 , ���� , 學校 ,
�車站��場�

$599,900

$999,900

西北 Nolan Hill

西北 Arbour Lake (Vista)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獨 立 Bi-Level 1287 呎 Walk-Out 土 庫 �
部 完 成 � 廚 � , 主 層 � 拱 形 天 � ,3+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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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000

西北 Panorama H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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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900

西北 Citadel

新
上
市

獨立�層屋 1601 呎建於 2006 年 , 位於寧
��街 , 開放式設計 , 主層�� 9 呎高 , 實
木�� , ��油漆 ,3 �� ,2.5 浴廁 , 主人
�� 4 件裝�套 , �大雙車��暖��� ,
���� , 學校 ,
�車站��場� $429,900

西北 Evanston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1

獨立�式�層 1852 呎 + 土庫�部完成��
大�皮 , 較�屋頂 , 主層舖實木�� , 客�
�拱形天� , 家庭� �壁爐 , 廚��較�
�櫃�洗�� ,3 �� 2.5 浴廁 , ��學校�
����場� 3 �
�車�站� $449,900

西北 Sandstone

看
帶 有「抵 制 暴 雪」

（Blizzardboycott）」的帖文大量

出現在推特上，網友們紛紛取

消會員，卸載遊戲應用程序。

reddit 等相關遊戲論壇湧進大量

抗議暴雪帖文，在「理念不長久

的公司」的標題下，卡城名為

「Fox---」的網友貼出了暴雪公

司，在 10 個小時裡就獲得了超

過 1 萬個讚。

加拿大約克大學副教授瀋榮

欽評論說，相較於過往無聲的滲

透，這一次是美國人直接目睹北

京政府在推特上進行言論審查。

臺灣旅韓藝人周子瑜曾因「我是

從臺灣來」一句話，被逼製作視

頻公開道歉。此次美國民眾震驚

程度，不下於當初臺灣人當初眼

見周子瑜事件的感受。此事牽涉

到美中兩國的基本價值觀差異，

「一旦對決，便難以輕易平復」。

以川普政府為首，西方政壇

開始反思數十年內對共產主義的

綏靖政策，此話題與更廣泛的北

美民眾尚有距離。此三大事件在

普及白宮的理念。有評論認為，

這將有助川普贏得連任。

香港「反送中」運動被視為

中美關係大轉折中飛出的一隻

「黑天鵝」，因其亞洲金融中心

的特殊地位，而與西方世界血脈

相連。此次北美體育圈、影視

圈、遊戲群等超級龐大的人群因

為香港而火速心意相連，試問：

誰的巧手在安排？！世界大潮趨

向如何，昭昭天意，豈不明哉。

【看中國訊】10 月 8 日大陸

知名互聯網企業愷英網絡、中天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相繼公告，被

證監會立案調查。 10 月 9 日，

愷英網絡、ST 中天跌停，兩家

公司的 13.1 萬股民苦不堪言。

愷英網絡最新市值為 61.78
億元，ST 中天的市值為 38.81
億元。《中國基金報》等媒體報

導，被立案調查前，兩家公司已

暴露出種種問題。

公開資料顯示，上海愷英

網絡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8
年，是國內著名的互聯網企業。

其以「遊戲」為核心，集遊戲研

發、運營、發行為一體。

83 年愷英網絡的實控人王

悅，曾經被稱為「白手起家的中

國最年輕富豪」，曾經身價高達

70 億元。但如今卻因涉嫌操縱

市場被刑事拘留。

從 2015 年 6 月股價最高

23.19 元（復權），到今日（9
日）收盤的 2.87 元，愷英網絡

股價暴跌了 87.62%，市值更是

蒸發了 436.88 億元。

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是一

家在清潔能源領域專注打造天然

氣全產業鏈的專業運營企業。

今年 6 月份，ST 中天的違規擔

保開始爆雷，據統計，ST 中天

違規擔保金額合計超過 8 億元；

因此在今年8月份帶上ST帽子。

不僅深陷違規擔保，公司經

營和股權方面也是問題頻出。在

去年巨虧 8 億元後，今年上半

年又巨虧 2.27 億元。公司資金

鏈問題嚴重，連募集資金都無法

歸還賬戶。

另外，據央視 8 月 9 日報

導，3674 家上市公司，516 家

竟然都有問題！比如像涉及到股

權質押爆倉或債務違約的公司，

近期全部爆雷。

大陸兩A股突爆雷
股民苦不堪言沉默是金沉默是金   ??

南方公園  南方公園  NBANBA   暴雪 暴雪

莫
雷

（Getty Images）

Tiffany & Co.也受

到了來自大陸官媒

及網民的壓力，刪

除並停用孫菲菲遮

著右眼的廣告圖。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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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10 月 7 日 ( 週一 )，聯

邦大選在 6 名主要政黨領袖的辯論中拉

開序幕。

自由黨領袖特魯多 (Justin Trudeau)
和保守黨領袖謝爾 (Andrew Scheer) 成
為爭奪領導權的主要對手。謝爾直言特魯

多失去了治理國家的道德權威。特魯多聲

稱謝爾不相信氣候變化，沒有環保計畫，

只能使最富有的人受益。

新 民 主 黨 領 導 人 辛 格（Jagmeet 
Singh）試圖表現出一種積極的態度。

綠黨領袖梅（Elizabeth May）意欲

爭取具有氣候意識的選民。

魁北克集團主席布蘭切特（Yves-
François Blanchet）堅持分裂主義路線。

人 民 黨 領 導 人 伯 尼 爾（Maxime 
Bernier）試圖爭取保守黨的右翼選票，

稱謝爾不是堅定的保守派，沒有勇氣關閉

「奶業卡爾特」聯合會和管理供應的農業

部門。他還推行削減移民計畫。

人品話題

謝爾表示，加拿大人在目睹了特魯

多一系列失誤，包括黑臉照片和 SNC-
Lavalin 事件，他的 2 位內閣女大臣遭到

了指控之後，根本不再相信他。

此後，謝爾在有關土著問題的部分辯

論中援引了 SNC-Lavalin 醜聞。特魯多

稱，他不會為自己的工作而道歉。

謝爾表示特魯多將 SNC-Lavalin 案

從自由黨核心會議中踢出，又將原住民

血統的司法部長王州迪（Jody Wilson-
Raybould）踢出自由黨之後，他從特魯多

那裡學到了處理土著問題的課程。

氣候計畫

整場辯論的中心主題之一是應對氣候

變化。

梅呼籲採取最激進的行動，提議通過

關閉該國的大部分自然資源產業，將該

國目前的減排目標翻一番，到 2030 年從

2005 年的水平降低 30% 至 60%。

綠黨政府不會批准任何新的管道、煤

炭、石油或天然氣的鑽探或開採（包括

海上油井）。該黨還宣稱到 2030 年禁止

所有以汽油為動力的內燃機汽車。

梅認為特魯多政府不應購買跨山油管

項目。

特魯多說，他對氣候行動（減排）

很認真，梅提出的建議實際上不可能在這

麼短的時間內完成。

謝爾認為，加拿大人根本不相信特魯

多依靠碳稅來抵消排放的計畫。

移民問題

人民黨承諾大幅降低移民人數。這一

種不容忍計畫招致其他政黨不滿，認為這

會損害老齡化國家的經濟。

伯尼爾堅稱，減少移民是融合新移民

的最佳方法。他引用了一項未具名的移民

調查，稱只有 6% 的加拿大人想要更多的

移民。「我們不希望我們的國家像歐洲其

他國家那樣難以融入移民」。

特魯多指控謝爾具有反移民情緒。他

對伯尼爾說：「您在現階段的作用似乎是

在公開表達謝爾先生私下的看法。」

謝爾則表示，事實恰恰相反，他相信

「公平，有序，富有同情心」的移民制度。

謝爾說：「那是伯尼爾先生和我本人

之間的區別。我們歡迎移民加入，使加拿

大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變得更強大。」

21號法案
就聯邦政府應如何處理魁北克 21 號

法案，各方進行了爭論。

該法案禁止公務員在工作中穿宗教服

裝。加拿大講英語的許多人譴責這是一項

歧視性法律，而魁北克民族主義者宣稱該

立法是保護該省宗教中立的最佳途徑。

布蘭切特呼籲其他領導人不要參與該

省的內政。

特魯多曾表示，他的聯邦政府將考慮

干預這項由公民主導的法律訴訟。他呼籲

辛格做同樣的事情。

但辛格一直對這個有爭議的法律的意

圖含糊其辭。

他說他反對任何形式的歧視，作為佩

戴頭巾的錫克教徒，他直接瞭解少數民族

的困難，但他拒絕質疑該法的合憲性。

特魯多說 :「辛格先生，您一生都在

雄辯地談論歧視，一生都在與歧視作鬥

爭。這就是為什麼聽到您像在座其他領導

人一樣說，您領導的聯邦政府不會介入

21 法案的問題，真是令人驚訝。」

「是的，這在政治上是尷尬的，因為

它很受歡迎，但我是唯一一個在台上說

『是的，聯邦政府可能必須干預。』」

在後階段辯論的爭論中，辛格說，他

現在不會介入。辛格說：「我認為重要的

是，我們不要干預法庭的訴訟，這一點我

很清楚。」

墮胎選擇

謝爾明確表示，他反對墮胎，但由他

領導的保守黨政府不會重新開始辯論。

「在這個國家，可以有不同意見」。

辛格說 :「我堅定地相信婦女有選擇

和建立更多獲得墮胎服務的權利。」

梅作為舞台上唯一的女人，她表示永

遠不會容忍任何限制權利的舉動。「我們

聯邦競選人辯論的5個關鍵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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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STON

   

$470s
LIVING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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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要的新家。

由您信任的建築商精心打造。
Morrison這個名字意味著給予您更多。在卡爾加里最好的新社區重新

設計您的生活，以更多的方式，擁有更多的價值和更多的靈活性。

卡城西北區

卡城東北區

前置車庫獨立屋 起價

前置車庫獨立屋 起價 後巷車道獨立屋 起價

豪華獨立屋 起價 山景豪華獨立屋 起價

今天就開始尋找您的新屋，請訪問

我們的網站：

選擇適合您的優惠
還有更多的免費選項供您選擇，與卡城

2018年度最佳建築商一起，建造心儀

的新家從未如此簡單。

絕不會讓這個國家的來之不易的婦女權力

退縮一寸。」

【看中國訊】2019 年諾貝爾物理學

獎，週二（9 月 8 日）在瑞典揭曉。今年

的物理學獎頒發給開創宇宙學理論架構、

以及發現第一顆系外行星的三位科學家，

其中之一是加拿大出生的科學家詹姆斯．

皮布爾斯（James Peebles）。
諾貝爾獎委員認為 ,「皮布爾斯的理

論框架，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是從大

爆炸至今，現代宇宙歷史的理解基礎。」

「他的發現證明，已知物質僅佔宇宙中所

有物質和能量的 5%，還有 95% 不為人

所知。」

1935 年，皮布爾斯出生於曼省的聖

博尼法斯（St.Boniface）市，本科畢業

於曼尼托巴大學，研究生就讀於美國普林

斯頓大學。目前擔任普大愛因斯坦科學名

譽教授和物理學教授。

【看中國訊】週二（9 月 8 日），省長

傑森．康尼（Jason Kenney）表示，將

於 10 月 24 日推出的省財政預算將會有

較大幅度的開支削減，計劃在四年內結束

前政府遺留下來的每年數十億赤字，這是

他的競選承諾。

省參議院議長傑森．尼克松（Jason 
Nixon）表示，前新民主黨統治的四年

中，亞省債務從 130 億元迅速增加到

600 多億元。重建亞省陷入困境的經濟，

為子孫後代的財政可持續性奠定基礎，這

是一個非常不容易的過程。

無獨有偶，週一（9 月 7 日）卡城新

任的市政經理達克沃思（Duckworth）在

市會議上說，應對經濟下滑，在下一年的

預算中將全面削減開支。

更新宇宙觀
加拿大裔科學家榮獲
諾貝爾物理學獎

從左至右：梅、特魯多、謝爾、蘭切特、伯尼爾、辛格（Getty Images）

亞府壓縮開支消減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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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美參議員馬可 ·
盧 比 奧（Marco Rubio）10 月

8 日告訴 CNBC，如果中國公

司不遵守美國證券法，則應將其

從美國證券交易所摘牌。

盧比奧和紐約民主黨參

議 員 吉 利 布 蘭 德（Kirsten 
Gillibrand）提出新法案——

《平 等 法 案》（The Equitable 
Act），該法案旨在加強對在美國

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外國公司的監

管。法案規定，不遵守美國監管

法規的公司，三年內將被退市。

法案針對不合規的證券公司

支持者說，這將減少在美國

上市的中國公司的違規行為，其

中有些公司以國家機密為由，不

遵循與美國公司相同的監管規

定，不提供完整的審計報告，限

制外國人查閱中國公司的商業賬

簿、記錄和審計文件。

議員們在聯合聲明中寫道，

《平等法案》將更好地告知投資

者所面臨的金融風險，將不合規

的證券發行公司摘牌，禁止中國

和其它外國公司削弱美國資本市

場，保護投資者，加強監管措施。

否認與貿易戰相關

盧比奧表示，「該法案清楚

地表明，中國共產黨無視國際資

本市場中負責任的經濟和金融參

與規則是有代價的。」

盧比奧 10 月 8 日接受採訪

時否認了新法案針對貿易戰。他

說，如果貿易協議要求美國屈

服，危及到國家安全，或危及到

一個國家的價值觀，那麼這種協

議就不是很好的貿易協議。美國

的資本市場是世界上流動性最強

的市場，美國在公開和透明度方

面有很高的標準，美國本土的公

司都遵循這些標準，其它國家的

公司要在美國籌集資金，也需要

和美國公司一樣，遵守相同的標

準，保持公開、透明，這也是在

保護美國投資人的利益。

上市中企或面臨被清理

上月有多家媒體報導稱，川

普政府正在探索限制美國在華投

資的方式，包括計畫阻止中國公

司在美國交易所上市，並通過限

制政府養老基金在中國投資的條

例。消息導致投資者大舉拋售阿

里巴巴、騰訊等在美上市中企的

股票，中國企業股指週五暴跌。

路透社 9 月 30 日獨家報

導，監管文件以及企業高管和投

行人士透露，美國納斯達克正在

加強對中國小型企業首次公開發

行 (IPO) 的限制，並放慢審批進

程。報導稱，納斯達克限制這些

股票上市的原因是，大多數中國

小公司在美國上市後的股票交易

量都很小，它們大多掌握在少數

內部人士手中。低流動性使它們

美議員提《平等法案》美議員提《平等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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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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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enwich badge should be the first choice when choosing a Greenwich logo. Only when legibility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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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編譯報

導】美國商務部 10月 9日宣布，

將 28 間中國公安機構和公司列

入貿易黑名單，其中包新疆維吾

爾自治區公安局及其 19 個下屬

政府機構，和 8 家企業。這些

單位和企業都涉及打壓新疆維吾

爾族和其他以穆斯林為主的少數

民族。

美商務部的文件指出：「這

些實體在中國對維吾爾族、哈薩

克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數群體實施

鎮壓、大規模任意拘留和高科技

監控的過程中涉及侵犯和踐踏人

權的行為。」

被列「實體名單」的政府單

位包括市、縣公安局和新疆警察

學院。而 8 家被列入名單的企

業都是中國的人工智能企業，

如：商湯科技、阿里巴巴支持的

曠視科技，以及海康威視、大華

科技、科大訊飛、美亞柏科、溢

鑫科技和依圖科技。被列入實體

名單，意味著這些公司和單位不

得在未經美國政府批准的情況

下，向美國公司購買零部件。

此前，商務部已將華為技術

有限公司和其 100 多家分支機

構列入「實體名單」。

路透社還說，監控攝像研

究公司 IPVM 的創始人約翰 · 霍
諾 維 奇（John Honovich） 表

示，海康威視和大華科技均使

用英特爾、英偉達（Nvidia）、
安 霸（Ambarella）、 西 部 數

據（Western Digital） 和 希 捷

（Seagate）供應的部件。消息傳

出後的幾個小時後，安霸公司的

股價下跌了 12%。

八月份，川普政府發布了一

項臨時規則，禁止聯邦政府從包

括華為和海康威視在內的五家中

國企業購買電信設備。

該禁令被納入去年通過的

《國防授權法》（NDAA）中，

並以國家安全隱患為由，限制使

用聯邦資金從「隱蔽的」電信公

司購買電信設備、服務以及視頻

監視設備。

中共一直以來都在大規模迫

害維吾爾族人，其國務院新聞辦

公室發表的白皮書中這樣描述，

認為新疆地區是深受「民族和宗

教極端勢力」的影響，所以必須

要對維吾爾族「進行再造」。

據 BBC 報 導，2018 年，

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表

示，他們有可靠情報，證明中共

在新疆的反極端主義中心秘密囚

禁了數以百萬計的維吾爾族人，

迫害情況非常嚴峻。海內外中國

民主人士發起聯署，抗議對維吾

爾人的野蠻暴行，要求中共立即

停止迫害。

制裁擴大到官員及親屬

繼對迫害人權的中國政府部

門和企業實行制裁後，美國也加

大了對迫害人權的官員及家屬的

打擊力度。日前，美國務卿蓬佩

奧再宣布對參與迫害新疆人的中

共官員實施簽證限制。美國務院

沒公開受影響官員身份，但美方

曾表示考慮制裁新疆黨委書記陳

全國。

據《美國之音》報導，美國

國務卿蓬佩奧 10 月 8 日在聲明

中表示，鑒於中共當局對新疆的

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及其他穆斯

林少數族裔進行大規模拘禁、高

科技監控與鎮壓，國務院現決

定，不再向據信主使或共謀虐待

新疆人的中共黨政官員發放簽

證。有關措施亦適用於他們的家

人，包括在美國留學的子女。

蓬佩奧說，國務院的這些簽

證限制是對商務部宣布對 28 個

中國實體列入黑名單這項決定的

補充。

蓬佩奧在聲明中並未具體列

明受制裁的中共官員名單，但國

會議員曾要求政府對中共新疆維

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採取

行動，包括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在

內的幾十名美國議員已呼籲制裁

陳全國。

值得關注的是，即將交由美

國參眾兩院大會審議、針對香港

局勢而推出的《香港人權與民主

法案》中也列明，對在香港侵犯

人權的港府與中共官員，美國政

府可凍結在美資產，並拒絕他們

的簽證申請，甚至可能包括這些

官員「直屬親屬」的簽證申請。

有分析認為，如果涉事官員

連旅遊簽證都不獲發，這會是相

當沈重的打擊，因為許多中共官

員的子女在美國留學，甚至在美

國有置業、隱匿財產。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近日，「先鋒系」創辦人、網信

實控人張振新被宣布在異國他鄉

猝然離世，因先鋒集團留下逾

百億人民幣債務，其死訊震驚整

個中國金融圈，也引起投資者質

疑「詐死」。

10 月 7 日，傳有投資人已

親自去英國醫院核實，醫院披露

並未接收過名為張振新的患者。

網信官微則回應稱，待獲得英國

外交部和中國大使館領事處辦理

死亡證明的雙認證文件再公布。

10 月 5 日，中國資本投資

公司中國先鋒集團深夜公告，集

團董事長張振新因多器官衰竭、

酒精依賴、急性胰腺炎，於英國

時間 9 月 18 日在倫敦切爾西及

西敏寺醫院離世，終年 48 歲。

據指，張振新是於家中突然暈

倒，經接近 8 小時搶救不治。

不過張振新到底是真死，還

是假死，卻成了十一假期茶餘飯

後的談論焦點。從先鋒披露死因

及媒體報導看，張振新酗酒嚴

重，靠吸菸和飲酒緩解壓力，幫

助睡眠。

著名自媒體人「獸爺」撰文

稱，張振新有多年哮喘，靠酒精

入眠。但有基本醫學常識的人都

知道，哮喘是不能抽菸，更不能

喝酒的。也有熟悉張振新的人

在網上指出，張本人是不喝酒

的。一個不喝酒的人，為何會

突然成了「酒精依賴」（alcohol 
dependence）患者？

其中有何隱情，人們仍不得

而知。

【看中國訊】新一輪中美貿

易談判 10 日在華盛頓展開，中

共國務院副總理劉鶴沒有以「習

近平特使」的身份赴會，令雙方

達成協議的預期大降。有港媒

報導，中國代表團可能會縮短

在華府停留時間，提前返回北

京。

香港《南華早報》8 日引述

一名參與中美貿易談判準備工作

的不具名人士表示，中國代表

團原計畫是 12 日離開華府返回

北京，但可能會提前到 11 日回

國，這意味著 11 日晚上不會有

延長磋商的機會。顯示針對談判

沒有多少樂觀情緒。

報導說，雙方在根本問題上

仍存在嚴重分歧，其中包括中國

經濟結構改革和政府補貼問題，

而這恰是華盛頓的核心訴求之

一。這意味這輪談判，難以實質

彌合中美之間分歧。

有美國學者指出，當前談

判氛圍緊張，中美貿易爭端很

難達成一致。 10 月 8 日，美國

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的研究員、

中國問題專家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接受福克斯商業電視

網採訪時表示，如果 11 日和 12
日在華府的美中貿易高級談判不

能達成協議，美國有可能會升級

其它領域對華鉗制行為。

美制裁侵犯人權機構、官員及親屬美制裁侵犯人權機構、官員及親屬

中企在美退市風險增中企在美退市風險增

對許多大投資商沒有吸引力，而

納斯達克正是要尋求迎合這些投

資者的需求。

但是，美國財政部一位官

員 9 月 28 日回應說，川普政府

「目前（at this time）」未考慮阻

止中國公司在美國上市，會平等

對待美國上市企業。白宮首席經

濟顧問庫德洛（Larry Kudlow）

也 10 月 7 日對記者說，將中國

公司退市「沒有擺在桌面上」。

整頓華爾街

中國經濟問題學者秦鵬對此

表示，美國財政部的回應暗含玄

機：一方面，「目前」還沒有不

代表以後就不會有；另一方面，

財政部並沒有回應彭博社報導的

白宮在退市、養老金和指數問題

三個大方面的考慮。

秦鵬認為，中美全面「脫鉤」

是川普政府的方向。美國正在高

科技、投資、軍事和留學生交流

等領域與共產政權國家脫鉤，

貿易上大量跨國公司也在遷出中

國。但是華爾街長期以來與中共

權貴層勾兌，大量輸血背北京政

府，顯然這樣會導致川普政府的

整個國家政策失靈，因此清理上

市的中企行動是意料之中。

張振新是否詐死 投資人去醫院核實

未談先崩？
劉鶴團隊被曝縮短訪美行程

（Getty Images）NASDAQ

陳全國（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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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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國訊】在多項國際城市排名

中，加拿大的城市以其安全性、宜居性、

教育資源豐富等特點，經常被排在前面。

最新的房價泡沫排名，加國也有兩城排在

前十。

瑞銀（UBS）全球財富管理機構，

研究了全球 24 個主要城市的房地產價格

和泡沫風險，並對其進行了排名。加拿大

多倫多和溫哥華市，均都被列為房產定價

過高的城市。瑞銀（UBS）將多倫多排

在第二位，僅次於慕尼黑，房價被嚴重高

估，且有泡沫破滅的風險。

實際上，過去三年來，這兩個城市均

在房地產泡沫風險名單中。兩個城市最近

都引入了外國購房者稅和更嚴格的抵押貸

款規則，實際上並未真正改變其風險評

級。儘管溫哥華一直是加拿大最貴的城

市，其房價已小幅下降，但仍然在 24 個

城市中名列前茅，為第六位。

瑞銀（UBS）列出的十大房地產「泡

沫風險」城市名單：1. 慕尼黑；2. 多倫

多；3. 香港；4. 阿姆斯特丹；5. 法蘭克

福；6. 溫哥華；7. 巴黎；8. 蘇黎世；9. 倫
敦；10. 舊金山。

該研究還指出，過去十年來，全球薪

資中位數增長了 25%，而房地產價格增

長了 65%。

多年來，分析師一直預測加拿大房地

產泡沫將破滅，但沒有任何實際跡象。這

家瑞士公司傾向於至少暫時同意：「鑑於

抵押貸款政策放鬆，加元疲軟和房屋供應

減少，短期內不太可能出現房價重大回

調」。但該報告還說，由於擔心該國經

濟增長放緩，因此價格狂熱的迅速增長可

能會放緩。

居住成本、房價和租金，也已成為當

前加國聯邦選舉活動中的一個熱門議題。

【看中國訊】根據地產信息平臺

Point2 Homes 發布的報告，全加拿大有

多達 134 萬套房屋空置。

該報告指出「外國買家抬高了大城市

的房價，使住房負擔加重」「投資者的投

機和短租業務發展是推高多倫多和溫哥華

等地房屋空置率的主要原因。」

多倫多有 6.6 萬套房屋空置，蒙特利

爾有 6.4 萬。空置房屋超過 2 萬套的城市

包括卡爾加里、渥太華和埃德蒙頓。

溫哥華的空置房屋雖然只有 2.5 萬

套，但空置率卻是全加拿大最高的，佔市

場房屋的 8.2%。

前溫哥華市長Gregor Robertson說：

「溫哥華已經陷入這場危機十多年了。」

「我們已經增加了出租房屋的供應，並且

專注於為最需要幫助的人群提供住房支

持，但是房地產市場的壓力繼續急劇增

長。聯邦政府對外國資本的流入沒有很好

的監管。結果是投機炒房不能得到抑制，

導致房價快速上漲，造成當地房地產市場

的動盪。」

【看中國訊】房地產公司 Zoocasa，
對加拿大 15 個城市的居民收入和房屋基

準價進行了對比分析。結果顯示：總體而

言有 8 個城市被認為是能負擔得起的，

這意味著購房者將有資格獲得涵蓋大部分

房價的貸款，並能夠在不到十年的時間內

攢夠首付。

裡賈納（Regina）被認為是最能

負擔得起住房的，其次是薩斯卡通、溫

尼伯、哈利法克斯 - 達特茅斯（Halifax-
Dartmouth）和埃德蒙頓。

卡爾加里排名第六，基準房價為

420,500 元，稅前家庭收入中位數為

99,583 元。這將使收入達到中位數買

家，有資格獲得 415,454 元的抵押貸款。

如果該買家將家庭收入的 20% 存起來，

一年多就能攢夠購房的首付（房價的

5%），約合 21,000 元。

埃德蒙頓以 321,300 元的基準價

格和 94,447 元的收入中位數排在卡爾

加里之後。潛在購房者可獲得抵押貸款

317,344 元，如果將收入的 20% 作為存

款，他們用不了一年就存夠了首付款，約

16,000 元。

雖然大多數被調查的城市被認為是能

負擔得起住房的，但有七個城市的住房可

負擔性差。其中包括：大溫哥華、大多倫

多、維多利亞、菲沙谷、漢密爾頓 - 伯靈

頓、基奇納 - 滑鐵盧和安大略省的倫敦 -
聖托馬斯。

大溫哥華地區的房價是最負擔不

起的，那裡的房屋基準價格是 993,300
元。然而，大溫哥華地區的平均收入實

際上低於大草原省份，為 72,652 元。

這意味著有此收入的潛在買家只能獲得

241,994 元的抵押貸款。「如果要完成

這筆交易，您將不得不支付 751,306 元

作 為 定 金。」Zoocasa.com 執 行 編 輯

Penelope Graham 說，這是整個房屋價

格的 76%。「對於購房者來說，顯然這

不是現實的。」以每年拿出收入的 20%
存款，支付 5% 的首付為基礎，大溫地

區的購房者平均需要 52 年才能購買基準

價格的房屋。在價格第二低的菲沙谷，買

家需要 42 年攢夠首付。而在大多倫多地

區，買家需要 32 年才能攢夠首付。

總體而言，所有城市的房屋基準均

價為 627,400 元，收入中位數為 70,336
元，可獲得的貸款額度為 280,703 元。

普通購房者如果拿出收入的 20% 作為存

款，需要約 25 年才能攢夠需自己支付的

房款部分。

加國房市 卡城仍具吸引力加國房市 卡城仍具吸引力

加國有超 100 萬套房屋空置加國有超 100 萬套房屋空置

房價最貴十城房價最貴十城
加國有兩個加國有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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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蘇菲綜合報導】

出生在澳洲墨爾本，但在英國

走紅的 51 歲昔日男歌星傑森 ‧

唐納文（Jason Donovan），近

日再次登上新聞版面，成了救火

英雄。

據英國《每日郵報》報導，

9 月下旬的一天，傑森 ‧ 唐納

文半夜醒來，突然看到街對面的

鄰居家失火，他很著急，不顧自

己當時只穿著一條內褲，拿起

兩個微型滅火器，鞋都來不及

穿，就衝到鄰居家。傑森 ‧ 唐

納文使勁按門鈴，把 40 多歲的

屋主吵醒。在消防員到達之前，

傑森 ‧ 唐納文已經幫忙把火撲

滅，事件中沒人受傷。報導稱，

起火的房子價值約 2100 萬英

鎊。消防人員檢查後表示，可能

是電線短路引起的火警。

鄰居稱傑森 ‧ 唐納文是一

個超級英雄，是世界上最好的鄰

居。傑森 ‧ 唐納文並不覺得自

己是英雄。他說在危急情況下，

相信很多人也會這樣做。之後他

還在社交媒體推特上發文，開玩

笑說：「……這件事說明，睡覺

時穿上睡衣是很必要的，更重要

的是，家裡必須有滅火器。」

報導稱，其實這並不是傑

森 ‧ 唐納文第一次見義勇為。

今年 5 月，他在小區附近跑步

時，突然看到一名女子因為身體

不適倒在地上，他趕緊跑過去，

在撥打 999 報警電話後，一直

守在那名女子身旁，直到救護人

員到達。而且，在救護人員瞭解

女子基本情況時，傑森 ‧ 唐納

文一直握著她的手，給她鼓勵與

支持。在女子被送上救護車前的

一刻，女子認出這位熱心幫忙的

男子，原來就是昔日走紅的男偶

像傑森‧唐納文。

資料顯示，傑森 ‧ 唐納文

2000 年升格當父親，但一度因

為吸毒而賠上事業和健康，不

過，多年後他浪子回頭，洗心革

面重回演藝圈。

【看中國訊】常到好市多

Costco 購物的人都知道，結完

帳之後，收據別馬上收起來，因

為門口店員在你要出門前，需要

看看你的收據，再畫上一筆。然

而，為什麼需要這麼做？

並非把客戶當小偷

當你在 Costco 把購物清單

上的商品，或者沒在清單上但是

突然想到要買的商品，放入推

車，並走到了結帳櫃檯、結完帳

之後，老練的消費者都會知道，

可以先不必把帳單收起來。

這是因為門口的 Costco 員

工會需要端詳端詳，並拿筆在上

頭做記號後，你才能夠走出店

外。然而，為什麼 Costco 要檢

查你的帳單呢？

這種感覺好像是被監督、被

檢查，彷彿店員是要檢查你是不

是確實付了錢、有沒有偷偷多拿

走什麼東西，以致蒙受損失。

據美國網路媒體 Mashed
報導，其實真的不是這樣的，

Costco 這麼做都是為了你的權

益。你可以發現，其實店員並不

會花太多時間在一一比對帳單與

推車內的商品，事實上，他們只

是大略地點一點「數量」。

MSN 生活頻道有進一步報

導，這些在出口處送走客人的店

員是要觀察，你推車中的商品有

沒有被重複計算了。比方說一盒

牛肉的條碼，是否被感應到兩

次；又或是優惠的商品有沒有真

的用優惠價計算。

門口的店員如果發現了這樣

的情況，他們就可以即時處理，

將你領到旁邊的退貨區。把你多

付的錢退還給你。

「我們不是要避免損失，店

內確實有防止損失的機制，但

那不是門口店員的工作，」一位

Costco 員工在國外 Reddit 論壇

網站上這樣說。

曾經在 Costco 上班的另一

名員工也說，門口的店員也要負

責提醒顧客，別忘記帶走付錢買

的東西，比方說會員禮物卡，又

或是「先填單再取貨」的大型商

品，像是液晶電視、冰箱等。

其實不只 Costco，在美國

只要是倉儲式量販店，門口都會

有查看收據之店員。美國零售商

沃爾瑪旗下之倉儲式商店 Sam's 
Club 便是一例。

如果顧客不拿 
收據出來會怎樣？

雖然 Costco 明言不是懷疑

顧客手腳不乾淨，但還是有人對

於收據被檢查，感到不舒服。

美國一位專欄作家便曾發起

「不拿出收據運動」，他寫道：

「如果你想加入我的行列，我想

要你們知道，不拿收據出來，不

會犯法。如果店員因此想阻擋

你，或與你發生肢體接觸，就可

能涉及非法禁錮或攻擊或其他罪

名。」

但這位專欄作家錯了。此為

Costco 的權利，並且這項條款

就寫在會員規章裡，而你在填寫

會員申請時已經簽名了。

令她驚訝的是，從國安局人

員問話中，自己的一舉一動對方

都瞭如指掌。

「（國安）瞭解我在美國有

一些朋友、熟人後，他們問我願

不願意為國家安全做點工作。」

張女士說。

調查對象有哪些？

義大利多語種雜誌《寒冬》

（Bitter Winter）獲取來自安徽

省、河南省、遼寧省的數份政府

內部文件，當中顯示，政府正在

全面展開僑情調查工作，此次調

查範圍包括海外華人華僑、歸

僑、僑眷、港澳僑眷屬、留學人

員及眷屬情況等。

簡單說，所有定居或合法居

住在國外 5 年以上的中國公民、

加入外國國籍的中國人及其外籍

後裔、回國定居的華僑、港澳臺

居民、公派或自費赴國外留學人

員的情況，政府都會通過他們在

國內的親屬關係進行摸底調查，

上述海外人員在國內的直系三代

親屬和其他主要親屬的情況也要

調查。

數份調查文件顯示，此次僑

情調查項目很多，包括海外人員

的工作單位、職務職稱、專業學

歷、聯繫方式（電話、郵箱）、

出國時間等。

此外，填表人本人（海外

人員的國內親屬）以及主要家

庭成員、重要社會關係也在調查

範圍內。調查項目嚴格保密，嚴

禁外泄。

留學生是重點

報導指出，留學生一直是政

府統戰工作的主要對象。此次僑

情調查中，留學人員無論是已歸

國，還是尚在海外，都在調查範

圍內。

有留學生透露，他們從親友

得知自己的信息正在被政府調

查。他們害怕國內的親人會被要

挾，迫使自己為政府做間諜或其

他工作。

一名在海外工作的回族人披

露，一位國外留學的回族朋友每

次回國時，當局都會向其索要更

多海外留學生的電話號碼。

他透露，他本人每次回國探

親時，都會被當地國安局人員約

談，被詢問在國外的工作情況以

及接觸人員情況，要求他為當局

提供有關海外華人的情報線索，

並承諾可為此獎勵其上萬元。

另外，港澳地區的「鄉情普

查工作」和赴臺人員情況也是調

查項目之一。

資料庫目的成謎

根據地方政府官網報導，此

次調查將建立涉僑人士資料庫，

實施「動態管理，及時更新」，

比以往的地方性僑情調查規模更

大。為什麼要展開如此大規模的

僑情調查？官方報導只是含糊表

示，是為「挖掘僑務資源，調動

廣大僑胞的愛國積極性，推動經

濟發展」。

但從文件的措辭和調查內容

來看，似乎與「統戰工作」密切

相關。 2018 年 8 月 24 日，中

美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發表的

報告《中國海外統戰工作：背景

及對美國的啟示》稱，「統戰部

教學手冊指導特工通過強調與中

國的『骨肉』關係，說服華僑站

在共產黨的一邊，目的是設法得

到其對中共在政治、道德和財務

上的支持。」

政府建華僑資料庫 海外布網
【看中國訊】最近張

女士有些焦慮，她前不

久赴美旅遊見了幾位親

友，回國當天，國安局就

「請」她去談話，詢問她

在美期間的行程。張女士

的經歷顯示北京政府正在

展開一場全國性的僑情調

查工作。

海外及歸國華人恐被中共利用成間諜（Adobe Stock）

男歌星半夜幫鄰居家救火

Costco檢查顧客收據的原因

【看中國訊】塑料廢棄物

對海洋和生態環境的汙染日益

嚴重，已危及人類健康。英國

女大學生露西 ‧ 休斯（Lucy 
Hughes），研發出一種能完全分

解的生物塑料「Marinatex」，

可以取代傳統塑料。

《designweek》報導，23 歲

的露西 ‧ 休斯是英國薩塞克斯

大 學（University of Sussex）
的畢業生。她說，傳統塑料難以

分解，大多數的產品卻用上不到

一天就被丟棄，實在不合理。一

次露西在一家漁業公司看到大量

生物垃圾，萌發了重新利用生物

垃圾的想法。經過長時間的嘗

試，露西以魚皮、鱗片和紅藻

等為原料，研發出一種「魚皮塑

料」，取名為「Marinatex」。

魚皮塑料看起來與塑料類

似，可以替代一次性塑料，製作

保鮮膜、塑料袋，衛生紙包裝等

等。魚皮塑料在低於 100 華氏

度的溫度生產，僅需 4 到 6 週

的時間就能進行生物分解。

英國女子 
發明可分解塑料

【看中國訊】「緣分」真的很

奇妙！日本神奈川縣一名男子不

久前與一家便利商店的一位女店

員相遇，兩人一見鍾情，開始交

往。有一天兩人談到兒時故事，

竟然發現他們從小就曾相識，而

且還是幼兒園的同學。

後來兩人在一堆舊照片中，

翻出一張當年的幼兒園畢業照，

發現兩人就坐在一起。男子不

由得感嘆，一切冥冥之中自有

安排，這一切都是天意啊！讀

了這個故事的網民，紛紛祝福

這對愛侶。

他和她一見鍾情 
發現兒時曾相識

高端
內城區
品牌鎮屋
起價中 600’S
–
www.rndsqr.ca

SALES CENTRE
2212 33 Ave SW
sales@rndsqr.ca

ALTADORE 50
1748 50 AVE 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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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媒《中國商報》10 月 8
日報導，接到山東省無棣縣車王

鎮多名村民反映，該縣農村廁所

無公害化改造過程中涉嫌套取

專項補貼資金 4703 余萬元，改

廁施工中標公告顯示，全縣改

廁共計 97209 戶，中標金額為

4703.845387 萬元，中標單位

無棣縣建築公司，而具體實施改

廁的「施工隊」卻是由鄉鎮自行

組織，無任何施工資質，接受改

廁的農戶每戶需繳納 200 元的

施工費。改造後的廁所存在嚴重

的質量問題，無法正常使用，當

地百姓對此苦不堪言，農戶自己

花錢改的廁所被納入了政府的改

廁臺賬，卻並未領取到上級財政

每套廁具 1200 元的補貼款，當

地政府美其名曰「方便管理」。

陸媒記者隨機走訪了車王鎮

中挂村、後挂村、溫家廟村等

地，證實了前述情況。

報導最後質問，「廁所革命」

是一項重要的民生工程，更是一

項重大的政治任務，幾千萬元的

糞尿分級式廁具採購不招標是否

有問題？ 97209 戶改廁中減去

五保戶、低保戶不收施工費，收

費的究竟有多少？粗略算也以千

萬元計，這種無憑無據的收費是

否正常？中標的施工單位並未施

工，走招投標程序的意義是什

麼？中標金額 4703 萬去哪了？

所謂「廁所革命」是中共最

高領導人習近平 2015 年 4 月提

出要搞的，2017 年再次提出全

國性改造，但是因為不適應農村

客觀條件，官媒已報導過此項

「革命」受挫。

由於該項工作由胡春華領

導，海外知名評論人陳破空說，

習近平不喜歡胡春華，總給他最

難做的工作。失業潮讓他解決農

民工問題；現在又讓他解決豬肉

問題。胡春華完成任務了，就

是幫習近平解決問題；胡春華

完不成任務，就是給習近平提

供理由，把他從接班人的名單

中劃掉。

2012 年 9 月 20 日， 大 陸

多家媒體同時轉載了《人民日

報》海外版的文章「60 後省部級

官員將影響未來中國」。該文

匯集了 7 個時任「60 後」省部

級正職領導履歷。在履歷綜述中

聲稱，現任「60 後」省部級領導

幹部「年輕、高學歷、有實踐經

驗、有人文社科背景」，在未來

五至十年，他們不僅將對中國的

「地方治理」和「執政風格」產

生影響，而且「他們中的不少人

將有望進入更高領導層」，「影

響未來中國的走向與命運」。

對此，外界多解讀為中共官

方在為第六屆接班人草擬初選名

單。到了現在，我們可以盤點一

下這些人的現狀，他們怎樣「影

響未來中國的走向與命運」？

本來被視為江派推出的接班

人的時任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

書記孫政才，已經在 2017 年 7
月，就在十九大之前轟然落馬，

他不但有大量淫亂醜聞，並且被

貼上了「陰謀家、野心家」的標

籤，列入「重大政治隱患」，涉

「篡黨奪權」。同樣一度是入常

熱門的時任政治局委員、廣東省

委書記胡春華，或許也受這波官

場動盪影響，變得更加低調，最

後獲任副總理，一直承擔著艱苦

的任務，因而被認為是習近平不

喜之人。

努爾．白克力呢？他從新疆

這個敏感政治地帶轉任國家發改

委副主任、能源局局長之後，

2018 年 9 月 21 日已落馬，今

年 7 月白克力被控受賄 7910 萬

餘元。白克力被通報「道德敗

壞，搞權色交易」。

周強從湖南轉任最高法院院

長後，連任一屆，他被認為實際

上是江澤民的人。周領導的法院

系統開展了對 709 維權律師、

維權人士的枉法審判活動。今年

初，周強遇到了其仕途上最大的

風波，就是最高法院千億礦產案

卷宗「丟失」醜聞。王林清、崔

永元爆料直接指向了他。周強命

懸一線之下，中共政法委聯合調

查組的結論使劇情徹底反轉，舉

報者王林清成了賊喊捉賊的罪魁

禍首。周強鹹魚翻身，逃過一

劫。但公眾對官方調查結果普遍

質疑。

1967 年 6 月出生的陸昊曾

被稱為胡錦濤的「關門弟子」，

仕途一度看好。 2016 年的兩會

期間，陸昊以國有企業改革的

「成就」，爭取到最高領導人習

近平到黑龍江代表團力挺，卻因

公然以虛假匯報誆騙習近平，並

引發黑龍江煤礦工人大示威，騎

虎難下，成為該屆「兩會」最大

醜聞，陸昊的仕途也因醜聞而備

受打擊。

2018 年 3 月 19 日，51 歲

的陸昊在中共十三屆人大一次

會議上，獲得總理李克強提

名，擔任新組建的自然資源部

部長，但外界不再像過去一樣

看好他。

7 人中還有張慶偉，他屬於

航天系技術官僚，於 2017 年 4

月 1 日，任中共黑龍江省委書

記。這類技術型官員做事可以，

在現今需要站隊表忠的中共官

場，今年 58 歲的張慶偉仕途也

應到頭了，最多屆滿後轉到人

大、政協任閑職。

這批早年別人定的「接班

人」不行，那麼，是不是現在習

近平自己培養的官員就令他放心

呢？當然不會，現在他讓自己的

同學陳希管中組部，甚至連中央

黨校也管了，要培植自己人的用

心明顯。不過從最近一些習親自

把關的「百優縣委書記」紛紛倒

臺就可以看到，習不可能有自己

可靠的「接班人」。

當局於 2015 年 6 月評出一

批被認為仕途將看好的「全國優

秀縣委書記」。 2015 年 6 月

30 日，中共喉舌新華網報導，

習近平在當天上午會見了在京

開會的全國優秀縣委書記，逐

個握手，並和他們合影。但這些

「全國優秀縣委書記」至今已倒

臺 7 人。

這一現象引起輿論熱議。

連官媒「政知圈」報導也稱之為

「經典諷刺」。

據流亡美國的富豪郭文貴在

十一前爆料說，之前有臺灣朋友

去見朱鎔基，朱鎔基對當前的局

勢非常不滿。朱鎔基說：「70 年

大慶能解決美國問題嗎？大慶能

解決香港危機嗎？」「我們都要

去參加國慶慶典，我不去。他們

要讓我們去，但是我們真不想去

啊！」

有關爆料是否屬實不得而

知。而在朱鎔基缺席閱兵式的次

日，清華大學官網 2 日發布了

曾是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首

任院長的朱鎔基給該院 2019 年

MBA 新生的回信。短短的百字

回信被發布，其 「露面」時機顯

得頗為微妙。

朱鎔基有「經濟沙皇」之

稱，在中共體制內屬於有個性的

人。海外媒體曾報導，在 2017
年 10 月，中共十九大召開，習

近平辛辛苦苦做了三個多小時的

報告，朱鎔基當時硬是不給面

子，繃著臉不鼓掌。

朱鎔基曾主導中國國企改

革，但在中共體制之下，他的改

革是跛子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

革配套。

朱鎔基的國企改革讓中央政

府擺脫了國有企業嚴重虧損的巨

大負擔，卻又通過分稅制等金融

改革讓中央政府日聚萬金，也讓

李小琳等一批權貴子女一夜暴

富。同時數以萬計國企倒閉，將

近 1000 萬工人下崗。

官媒泄密的「第六代」接班人今何在

胡春華領導的「廁所革命」再爆醜聞

習近平近期頻頻警告
高官們，要做「政治上的明
白人、老實人、絕不做兩面
派、兩面人」，過去幾年官
場抓了不少「野心家」，三
令五申的，就是習找不到真
正忠於自己的所謂「接班
人」。在習近平上臺之際，由
中共黨媒披露的「第六代」
接班人7人名單，我們來看看
這些人現狀如何。

看中國訊

習近平找不到忠於自己的接班人。（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

報導】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平四年多前拍板推動的

「廁所革命」，遭遇重

大挫折。繼央視節目年初

報導甘肅武威、山東臨沭

等地，旱廁（俗稱茅廁、

茅坑）改造成沖水式廁所

後，卻因設備質量、環境

因素等問題，村民無法適

應，最後竟改回使用旱

廁，日前山東再爆改廁工

程疑涉貪醜聞。

【看中國訊】中共前

總理朱鎔基缺席北京十一

閱兵式，引發諸多猜測。不

過，隨後透過官方和民間

渠道，朱卻不同尋常的「露

面」，引人關注。有人認為，

91歲的朱鎔基以身體為由
拒絕參加大閱兵。

胡春華（左）和陳敏爾（右）。（Getty Images）

朱鎔基缺席閱兵式 第二天在網上露面

養豬數成市長 
政績考核指標
【看中國訊】十一閱兵熱點

過後，豬肉危機再次被聚焦，養

豬成了重要政治任務。據中央社

10 月 3 日報導說，為防止今年

豬肉供應短缺導致肉價狂飆，大

陸各地市長考核要看養豬成果，

多省發布目標任務量。

湖南省農業農村廳 9 月底

下達 14 個市州今年最低生豬出

欄量任務，全省總計為 4500 萬

頭。除了湖南，廣東和四川也都

給市長定下了養豬任務，四川今

年的最低生豬出欄目標是 4008
萬頭，廣東為 3400 萬頭。

報導說，北京當局以政治手

段訂下養殖任務量，並一改兩年

前因嚴格環保政策導致豬場被關

閉的做法，要求「立即清理超出

法律法規規定範圍的各類生豬禁

養限養規定」。

自今年 8 月以來，中共國

務院副總理胡春華為穩定生豬生

產，已經至少到五省調研（黑

龍江省、四川省、山東省、河北

省、河南省），並督導生豬生產

和供應保障工作。

9 月 6 日，胡春華在東北督

導豬隻生產時說，保障豬肉供

應是當前「三農」工作最迫切任

務之一，各產區要完成穩產保供

任務。

有觀察人士認為，現在非洲

豬瘟疫情仍持續的情況下，中共

號召各省大力養豬，把豬肉產量

作為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

是出於「維穩」目的不得不做，

防止因豬肉價格失控激起民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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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黨 為 Confederation區
更努力工作!

我確保

一個保守黨政府將要：
保護並強化公眾醫療健康體系

居民保健，爭取更多聯邦資金支持

社會保障體系，爭取更多聯邦資金支持

W
eb

ber 4 Confed

2019

Len Webber請再次選

有一句名言是：歷史從來不會只敲

一次門，它總會再來敲第二次、第三次

門，但不一定是同樣的打扮裝束。也就

是歷史總會重演，邏輯一致，表現形式

有些差異。

馬化騰辭去了騰訊徵信（社會信用

評分）的執行董事和法人；而李彥宏則

辭去了百度旗下的「雲計算技術公司」

的職務。自馬雲以後淡出江湖道路的

IT 業大佬先後有 9 月 20 日的馬化騰；

柳傳志，9 月 27 他卸任聯想控股（天

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然後是李彥

宏。資料顯示他卸任百度雲計算技術公

司的董事是 9 月 29 號，最近才被人發

現。金盆洗手的程度有所不同，馬雲是

全退；柳傳志算大部分退，現在還是公

司董事局的名譽主席和高級顧問，還保

持有很大的影響力。馬化騰和李彥宏是

部分地退，但趨勢明顯，這批中國 IT
業的大佬們要一步步退出舞臺了。那是

什麼造就了這股民營企業家交班走人的

大流呢？

來看最近發生的另兩件事情。 9 月

份杭州市宣布抽調一百名機關幹部進駐

阿里巴巴、吉利控股、娃哈哈等一百家

重點企業，作為政府事務代表，美其名

曰重點服務，為企業協調解決各類政府

事務。另一件事是在 9 月上旬，國務

院發文鼓勵在企業建立「吹哨人」和內

部舉報制度。這個「吹哨人」就是英文

whistleblower 的翻譯，就是通風報信

告密者的意思。

這些事情聯合起來看，可以看出

BAT（註：百度、阿里巴巴、騰訊的

縮寫）創始人們金盆洗手的模式。從去

年到今年，人民銀行取消了網上支付平

臺的銀行間清算功能，要求把支付寳等

支付平台上的備付金 100% 地轉到央行

指定的賬戶上接受監管，其實是部分地

吸收了阿里巴巴的金融業務，馬雲提出

了辭職計畫。《金融時報》批露騰訊也

抵制把自己客戶的借貸數據移交給政府

辦的徵信公司，抵制政府吸收自己的徵

信業務，然後今年 9 月馬化騰辭去了在

李彥宏卸任百度雲計算

歷史第二次來敲門
騰訊徵信公司的職務。從去年到今年李彥

宏辭去了在聯通的董事職務和百度雲計算

公司的職務，那依這種辭職的模式，比較

大的可能也是和政府要吸收百度的某些業

務有關。

辭職最大的可能是被動的，企業的創

始人很少真的有心甘情願的把自己多年的

心血白送給政府的，但你不識相走人政府

的「吹哨人制度」就來了，誰屁股上是乾

淨的？不走，就用你公司的內部舉報來治

你罪。你走人，換個配合政府步調的人上

來，讓後面的事情做得更順暢，讓你自己

辭職算是黨對你們這些曾經的有功之臣網

開一面給條出路，不識抬舉的話就來硬的。

也有可能是這些企業創始人減輕風險

的主動選擇，把自己從直接責任人的位置

上拿下來，今後有不配合政府的舉動，黨

要怪罪的話，把責任先推給下屬。但不管

是主動還是被動，都是在壓力下使然，大

環境都是政府要吸收民營企業，所以也都

是被動的。

大家注意到沒有，第一次公私合營也

是朝鮮戰爭期間和之後，中美對抗的背景

下上演的。現在建立舉報人制度不就來了，

也是鼓勵職工舉報資本家。大家覺得歷史

只敲一次門嗎？現在第二回敲門，連換身

衣服都懶得換了。中國的民營資本家們還

看不清形勢的，只能說是智商捉急了。

—— 節 選 自《文 昭 談 古 論 今》

YouTube 節目

（編者按：郭於華清華大學社會學

系教授。為了避免審查，郭於華教授化

名為「鍋魚滑」，同時並不介意人們知

道作者的真實身份。原文有刪節。）

有些事實，就在眼前，有人卻視而

不見；有些道理，直白淺顯，有人卻不

停爭辯。許多既違背常識又不合邏輯

的「歷史」，一旦注入頭腦，就不願放

棄，不會質疑，更無從反思。這究竟是

怎麼回事？

一場堪稱全民的浩劫，沒有從根本

上否定、釐清和反思，反而長期以來被

一分為二地辯證看待，更不乏對其的遮

掩和美化。歷次政治運動的是非曲直都

未加明辨….. 到今日，顯而易見的是非

判斷、善惡之辯也每每導致社會的撕裂。

在自由和奴役之間權衡；在民主與

專制之間猶疑；在文明和野蠻之間還要

徘徊；在究竟誰養活了誰的問題上拎不

清；在法大還是權大、有沒有普世價值、

應不應該走憲政之路的問題上還爭辯不

止。……難怪有人說，我們總是在吃飯還

是吃屎的問題上爭論不休、糾纏不止！

這固然有信息不透明、知識不充分

的緣由，但其中最關鍵的還在於，作為

一個人，你想不想瞭解真相、願不願接

受事實、要不要做個明白人。

寫給美國兒童的《公民讀本》開篇就

告訴孩子們：這個國家「建立在這樣一

個理念之上，就是每個人都是重要的。

它的政府制度、經濟體系、人與人之間

的關係，都建立在這樣一個理念之上。」

你作為一個人，是最重要的，所以在

這個制度下，你必須能「自由買賣和擁

有，你自己決定做什麼」。而政府只是

為你服務的機構：「當政府是你的僕人，

你是自由的；當政府成為你的主人，你

就像一個奴隸那樣，不再重要了。」如

此簡單的道理，許多人到老都不明白。

有一種邏輯：「國是千萬家，有國

才有家。」看上去似乎沒有什麼不對。

但轉換為：「牆是千萬磚，有牆才有

磚」，你看出其中邏輯的差錯了嗎？

在這樣一種邏輯錯亂之下，就會形

成缺少規則或有法不依的行為方式。人

們遭遇困境或不公無從訴諸法律，只會

乞求於權力。權力腐敗必然導致社會潰

敗和道德淪喪。其中之一是玩不過，就

破壞遊戲規則——用耍賴或用強，想法

設法破壞規則，以強權、暴力、厚黑取

勝而上位。這種人性之惡本應由規則與

信仰來約束，但兩者都缺失。而獨大的

權力又靠著謊言維持其合法性，用意識

形態迷霧加高壓，加利誘，可使得人們

習慣了「正確的輿論導向」，活得心安

理得，歲月靜好。

唯有破除被惡意程序固化了的思維

方式，睜開眼睛、打開胸懷看待世界，

明瞭常識、認同常理，才能走出陷阱，

形成正常的社會生態。邁不過這個坎，

社會就沒有希望。

我們為何 
遠離常識與天理？

◎文：鍋魚滑

9月29日，百度創始人李彥宏卸任百度雲

執行董事。（網絡圖片）

港府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在沒

立法機關審議下訂立的《禁蒙面法》10 月

5 日生效至今，仍未經過立法會審議。做

法引來多方指責。建制中人反駁，美國等

西方國家也有相關的《禁蒙面法》。自由

亞洲電臺兩位受訪專家對以上說法表示質

疑。

以下是美國司法部前副助理部長、

主 理 刑 事 檢 控 的 薩 爾 茨 堡（Stephen 
Saltzburg）教授羅斯的看法：

（港版）《禁蒙面法》絕對損害人民對

政府的信任。一個政府若非是要秋後算

帳，為何會希望辨認示威者的身份。

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美國人

民言論、集會、新聞自由等權利。《第一

修正案》列明，政府不得基於內容或觀點

禁止表達自由。縱使政府可制定合理的規

則，但必須提供合理、公開的示威場地讓

人自由表達；表達自由還包括「選擇匿名

的權利」、「匿名的表達自由」。

美國相關的《禁蒙面法》，源於 20
世紀白人至上主義的三 K 黨（Ku Klux 
Klan）運動出現。禁令的條文往往是針

對「正在犯罪的人士」，並非所有示威

者。條文通常會列出「不能遮蓋面貌去犯

案」，例如人們可以上街戴口罩活動，但

戴上三 K 黨成員的白色尖頂頭罩進行仇

殺就被視為非法。

各地的《禁蒙面法》通常是針對個別

暴力份子，不會針對普遍示威者。禁蒙面

的適用對象，只能是正在犯罪的蒙麵人

士，並非蒙面表達訴求的示威者。

港人戴口罩象徵被噤聲，這種表達的

意念，就是美國憲法中保障的「象徵性言

論」（symbolic speech）。現在香港的《禁

蒙面法》，適用於所有人，即港府把所有

人都標籤為暴力示威者，這種做法在美國

是不被允許的。

根據資料，在美國，一名伊朗裔的學

生 1978 年在加州起訴地方政府。原告要

求當局容許示威學生配戴口罩以隱藏身

份，去參加反對伊朗末代國王巴列維的活

動。理由是伊朗政府可能針對參加者的身

份，迫害他們在伊朗的家人。示威者最後

勝訴。

曾任美國司法部刑事副檢控長、喬治

華盛頓大學法學院的薩爾茨堡（Stephen 
Saltzburg）教授補充說明：美國警察很

少會蒙面執勤，但當警察逮捕極度危險犯

罪份子時，如墨西哥大毒梟古茲曼（EL 
Chapo），他們才會蒙面，以免遭受報

復。一般來說，警察的臉容和警章要被看

見，令市民可以辨別警員身份，或向其作

出投訴。

薩爾茨堡還質疑港府啟動《緊急法》

訂立《禁蒙面法》的必要性。在美國，警

察會面對生命的威脅，因為公民有持槍

權，有同等的火力；攻擊步槍等甚至可能

超越警察的火力。但在中國，只有警察和

軍人可以持槍，如果中國派兵進入香港，

後果將會是屠城，香港民主告終。這個結

局可能是北京所要，但並非是港人所要

的。

◎整理：苗青

香港市民葉先生多次參與

反送中遊行，他表示過去

一百多日都沒有戴口罩或

蒙面上街，10月5日「禁

蒙面法」實施第一日，是

他第一次戴口罩上街，表

達反對「惡法」。（美國

之音湯惠芸拍攝）

美版禁蒙面 有憲法制衡專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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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王維中採訪報導）香

港民意研究所 10 月 9 日公布最新調查結

果，特首林鄭月娥民望再創上任以來的新

低，分析指高官問責制已「完全破產」，

港府沒有權威，只有威權。另外調查也顯

示有近七成人反對訂立《禁蒙面法》。

香港民意研究所並公布林鄭月娥及其

班子最新的民望調查。調查是在林鄭公布

訂立《禁蒙面法》前進行，於上月底至本

月 3 日訪問 1004 名市民，結果顯示，林

鄭的評分再創其就任以來的新低，再跌

2.6 分至 22.3 分，支持率淨值為負 65 百

分點，有八成人反對她出任行政長官。

其餘問責官員也創上任以來的新低，

包括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最新評分為

14.7 分，支持率淨值為負 69 百分點，比

林鄭更低。

浸大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客席講師

黎恩灝在記者會上表示，今次民調顯示

高官問責制已「完全破產」，港府沒有權

威，只有威權。足證早前所謂的「社區對

話」，仍是「意見接受、態度照舊」，無

法挽回中間派市民的信心。

他還批評港府才是真正的「攬炒派

（同歸於盡）」。他強調，現屆政府已無

道德、政治基礎，「（現屆政府）一日繼

續留任，社會矛盾加劇，不會停止」，他

認為香港需要新的管治班子。

香港民意研究所主席及行政總裁鐘庭

耀表示，特首與其問責班底已長時間低民

望，每次在記者會上都會建議當局把握時

機改善民望：「但是過去一個禮拜我見不

到事情的發生，我見到一些措施反而有點

類似『火上加油』，令危機更加深。」他

質疑外界包括港府在內，已對政府的民望

「不當一回事」，出現目前的「攬炒」格

局。

林鄭 8 日早間見記者時稱，《禁蒙面

法》是新法例，都要一段時間才能看到成

效，不能說這幾天看不到成效，就說法例

無必要存在。她還笑著說，不排除中國干

預以結束抗議活動。目前無計畫再動用緊

急權力制定新法律應對抗議運動。

另外，10 月 4 日《禁蒙面法》實施

後，香港 18 區的民眾上街表達不滿，

次日 10 月 5 日港人再發起「全民蒙面遊

行」，抗議惡法。之後的抗爭不斷，警方

今日公布由上週五至 8 日，共拘捕 241
人，年齡介乎 12 至 54 歲；當中有 77 人

涉及用物品蒙面被捕，亦有 74 人因身處

非法集結蒙面，以及涉嫌不合作，沒有遵

從要求脫去蒙面物品被捕。

【看中國訊】臺灣移民署入出國事務

組 10 月 2 日在立法院接受立委王定宇質

詢時表示，曾經有迫害過法輪功，或者是

曾經在臺灣有違規、違法的人士都會被禁

止入境。

總統蔡英文 3 日表示，臺灣是法治

的社會，對於部分來自中國的民眾破壞臺

灣的連儂牆甚至發生毆打港生的行為，不

容許這些不法的事情發生；未來將研擬相

關人員在入境時，進行一定程度的管制。

10 月 8 日晚間來臺旅遊的中國籍男

子李紹東被強制搭機遞解出境，並管制 5
年內不得再入境。這是臺灣發生的外籍人

士涉嫌毀連儂牆標語，結果遭強制遞解出

境的首例案件。李紹東 7 日在臺灣大學

撕毀連儂牆標語，遭警方以現行犯移送臺

北地檢署，並接受複訊。臺北地檢署做出

緩起訴處分，並決定將其強制遞解出境。

臺灣法輪功人權律師團發言人朱婉琪

4 日受訪時表示，「我們對於移民署在立

委質詢時表態中華民國政府禁止迫害法輪

功的人士入境臺灣，表示肯定。」

她說，6 月 4 日她把《追查迫害法輪

功國際組織》歷年來蒐集的超過 10 萬個

迫害法輪功的人員名單，親自交給陸委

會，希望政府禁止這些榜上有名的人權惡

棍入境臺灣。她表示，海外中領館除了蒐

集法輪功人士及親友的生活資料及海外活

動訊息外，還利用打手組織對付在香港、

臺灣及美國觀光景點上講清真相的學員。

【看中國記者鄭貝綜合報導】中華民

國 108 年雙十國慶 10 日登場。在中美貿

易戰以及全球對共產主義反思的大背景

下，臺灣的政治、經濟與外交各方面各方

面得到了提升，歡樂氣氛勝於往年。

今年臺灣國慶大會共分為「序幕暖

場」、「國慶大會」及「主題表演」三大

階段。在主題表演項目，由三軍樂儀隊與

憲兵指揮部快反連的重機表演開場，隨後

由各單位的花車出場展演，其中臺船及漢

翔公司也首度有花車參與國慶展演，分別

以潛水艇及飛機造型登場，宣示政府致力

國艦國造及國機國造的決心。

最受國人注目的軍機衝場表演，今年

仍是壓軸演出，由經國號及雷虎戰機衝

場，在天空中留下縷縷彩煙，為國慶預演

畫上完美句點。

1949 年共產黨在大陸建政，國民黨

政府退守到臺灣，兩岸形成各自分立的局

面，蔣介石與毛澤東政權相互以「匪」稱

之。不過隨著大陸紅色力量對臺灣的全面

滲透，臺灣政壇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形成

了親共政黨與反共政黨對峙的局面，這種

態勢在 2020 年臺灣大選之際，表現尤為

明顯。

台商大回流

經濟部長瀋榮津 9 月 7日表示，美中

貿易戰給臺灣一個機會，台商回流熱烈。

他預期今、明兩年可望落實投資 4,000 億

元（台幣），超過經濟部原定預期，是很

高的比例，可以提高就業機會，並帶動周

遭產業，如物流業、設備業、及餐飲等。

瀋榮津強調，這波台商回流將臺灣推

向「高階製造中心」地位，搭配政府相關

措施，中小企業從自動化往數位化發展，

大企業則要從數位化往智慧化發展，企業

回臺勢必往高階製造，「臺灣會重新被定

位為全球高階製造中心」。

美臺關係大進展

2019 年 10 月 9 日，美國聯邦參議

員特德．克魯茲（Ted Cruz）9 日抵臺訪

問兩天，是第一位出席中華民國雙十國慶

活動的美國聯邦參議員。克魯茲長期站在

友臺的立場，參議院的友臺法案、草案他

幾乎都參與連署，例如《臺北法案》、《臺

灣旅行法》、《臺灣保證法》等。

9 月 27 日 美 國 公 民 及 移 民 服 務

局（USCIS）更新了一項備註，表示

未來臺灣人入籍美國時，只要持臺灣

護照，就可在申請文件上的國籍區，

填上「臺灣（Taiwan）」。同時，美國

政府簽發的證書上，也將只顯示原國

籍為臺灣，並不會採用「中華民國臺灣

（Taiwan,Republic of China）」、「中華

人民共和國臺灣（Taiwan,PRC）」、「中

臺灣雙十國慶 歡樂勝往年

「中華民國 國慶讚」臉書首度公開了2019

年、民國108年國慶LOGO, 設計理念為「攜

手世界 台灣躍飛」，主色調以「大地綠搭

配熱情紫」，特別將雙十的符號設計成如箭

頭般往右上前進，象徵台灣追求進步的腳步

不曾停歇，好，還要更好。（臉書圖片）

週六，10 月 26 日   下午 12 點 -4 點 

盡情享受手工、畫臉、娛樂活動及更多！

10 月 31日下午 2點～ 6點，
加入我們的「不給糖就搗蛋」
活動；6點～ 7點到兒童遊樂
區觀看魔術師克里斯的

精彩表演！

*僅限於參與活動的商店。12歲及以下的裝扮萬聖節服飾的兒童可參與。

墨西哥 亡靈節

不給糖

就搗蛋

臺灣：兩類人禁止入境

臺灣：兩類人禁止入境

調查:近七成港民反《禁蒙面法》

國臺灣（Taiwan,China）」等名稱。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這段備註的文

末還有這麼一段文字：「中華人民共和

國」是給持有中國護照的人申請的國家

名稱。

美國政府此項新舉措，將美臺邦交正

式化的議題再度推成熱點。北京政府目前

尚未有表態。

美國在共產黨建政 30 年之後才給予

北京外交承認，但華盛頓持續維持與臺北

的非正式關係，提供包括軍售在內的安全

援助。

對於美臺是否有可能建立正式外交關

係一事，前美國副總統切尼的國安助理葉

望輝（Stephen J.Yates）說，川普政府

正在從許多方面將美國與臺灣的關係「正

常化」，他預期未來還有更多朝此方向發

展的空間。

臺灣總統蔡英文 9 日接見美國國務

院亞太副助卿暨亞太經濟合作 (APEC)
資深官員奧德柯克 (Sandra Oudkirk) 時
表示，臺灣願意全力與美國以及其他理念

相近的國家加強合作。

奧德柯克上個月出席美國聯邦眾議院

外委會亞太小組聽證會時指出，臺灣是民

主的成功故事、可信賴的夥伴以及世界良

善的力量。

哈珀訪臺受歡迎

在雙十節前，應邀宣傳新書《此時

此刻》，加拿大前總理史蒂芬．哈珀

（Stephen Harper）10 月 9 日訪問臺灣，

順便作為特邀嘉賓出席玉山論壇，與臺灣

總統蔡英文會談。

臺灣外交部長證實，哈珀是首位訪臺

的加拿大前總理。哈珀在總理任職期間，

加中關係相對冷淡。在國際政治舞台上，

加拿大對臺灣有諸多支持，如支持臺灣加

入國際民航組織 ICAO，招致北京政府不

滿。哈珀此次雖作為私人身份訪臺，但仍

受到臺灣各界熱烈歡迎。臺灣政論人士認

為，加拿大前總理訪臺，對臺灣政府來說

非常重要。

典禮序幕由三軍樂儀隊操槍、海軍陸戰隊反恐操演（視頻截圖）

2019年10月9日，美國聯邦參議員克魯茲

（Ted Cruz）抵臺訪問，克魯茲在記者會上

表示，很榮幸參加臺灣的雙十慶典。

10月6日，防暴警察逮捕一名抗議者。（路透社）

臺灣移民署（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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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揮軍敘北  
急建安全帶

美軍於今年 8 月與土國達

成安全帶建置協議，藉以爭取庫

德族生存空間。土耳其也重申設

置安全地帶可以消除源自庫德工

人黨和人民保衛軍的威脅，並創

造必要條件讓敘利亞難民重回自

己國家。土耳其境內現有逾 360
萬敘利亞難民，艾爾段計劃將其

中 200 萬人重新安置到安全地

帶，以減輕土耳其的經濟負擔。

土耳其官方將此前受到美國

支持的敘利亞庫爾德人武裝「敘

利亞民主軍」（SDF），與國內

反政府的庫爾德組織 (PKK) 同
樣視為恐怖分子機構。有報導

稱，從 5 日開始，大批土耳其

軍隊已經抵達敘利亞前線，土軍

方共出動了數萬人大軍，清理敘

利亞邊境的庫爾德武裝，準備將

敘利亞東北部大片領土畫成縱深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川普6日在與艾爾段通
電話討論敘北問題後，決定

撤離駐敘美軍。此前俄羅斯

軍事專家指出，美國撤軍的

決定具有「深意」，是美國

全球戰略大轉移的一部分，

顯示川普具有高超的戰略

眼光。同時有分析指出，川

普從敘國撤軍，主要是為了

集中精力對付北京。

約 32 公里的「安全區」。

不過白宮發言人葛里夏

（Stephanie Grisham）6 日聲明，

美國部隊「將不會支持或參與

（土耳其的）軍事行動」，「不會

再出現在鄰近地區」。不過，不

清楚這是否意味華府將完全撤

離在敘北的大約 1000 名美軍。

6千IS戰俘問題拋向土國
專家同時也擔心，由美軍和

「敘利亞民主軍」統管的 6000
名伊斯蘭國戰俘的動向，將會成

為土耳其與西方世界最頭疼的問

題。葛里夏在川、艾通電話後就

立即表示，土耳其得負起監管遭

到俘虜的伊斯蘭國外國戰士之

責，就算 ISIS 殘黨真的因此大

逃亡，後續追捕責任，也將由土

耳其政府「全權承擔」。特朗普

也表示，土耳其、歐洲、敘利

亞、伊朗、伊拉克、俄羅斯和庫

爾德族人，他們要怎麼處置在他

們那裡被俘虜的伊斯蘭國戰士，

現在得自己去解決目前的局勢。

美方聲明表示：「美國不會

扣留他們，那得費時多年且所

費不貲，用的是美國納稅人的

錢。」法國、德國和其他歐洲國

家等上述外國戰士的母國已拒絕

美方所提讓他們返國的要求。

撤軍陷俄羅斯於泥淖

俄羅斯法學專家茨普連耶夫

向俄當局發出警告說，川普的決

定具有深意，是美國全球戰略大

轉移的一部分，展示了其「高超

的戰略眼光」。他分析稱，那

裡的民族矛盾和宗教爭端「非常

複雜」，土耳其明確反對庫爾德

人獨立並對其全力絞殺，而莫斯

科一直都支持庫爾德人；與俄羅

斯合作的是阿拉維派精英和伊朗

什葉派，但土耳其和沙特在遜尼

派集團中處於領導地位，而且該

地區的宗教爭議不可調和。現在

川普決定「起身走人」，讓俄羅

斯自己去解決身邊的這些問題，

這是 「非常務實的戰略」，而俄

羅斯要想擺平該地區那些複雜的

矛盾和爭端，將是非常困難的一

件事，代價會很「昂貴」。

聯俄制共 回防亞洲
俄羅斯官方媒體《衛星通訊

社》則發表評論文章稱，川普宣

布從敘利亞和阿富汗撤軍的背

後，有很多的利益考量。美軍從

敘利亞的泥潭撤出，收攏分散在

中東地區的軍事力量，是為了在

更重要的亞太戰場投入力量。

有觀點認為，前幾任美國總

統任職期間，美軍被中東局勢和

伊斯蘭武裝份子牽制了主要精

力，這給了中共 20 年的發展機

遇期。現在，川普正在就此作戰

略調整，重新集中精力來應付對

美國威脅越來越大的中國。

美軍撤離敘利亞的決定，

也讓美俄雙方圍繞敘利亞問題發

生的分歧與 「爭鬥」告一段落，

從而讓美俄關係也得到改善。在

美中貿易衝突進入「拉鋸戰」的

關鍵時刻，美俄在敘利亞問題上

「休兵」，無疑會起到提升美方在

貿易談判中的戰略優勢的作用。

駐敘美軍撤軍 戰略轉移亞太 寰宇新聞

聯合國陷危機 赤字2.3億

美軍與土國軍隊於今年8月達成土國安全帶建置協議。(Getty Images)

菲律賓總統杜特蒂出訪俄羅

斯時公開透露，自己在神經方面

出問題，也就是罹患了慢性神經

疾病，可能會損害到視力和四肢

神經，目前還沒有治癒的方法，

但如果以藥控制，就不會引起生

命危險。現齡 74 歲的杜特蒂曾

經自己開玩笑地說，他可能會活

不過 2022 年 6 年的任期結束。

美國同日本於 10 月 7 日簽

訂新貿易協定。白宮在聲明中

稱：「對於美國農民來說，這是

一次巨大的勝利，因為他們將擴

大他們的出口產品使之進入更公

平市場。日本是我們的第三大農

產品出口市場，2018 年食品和

農產品出口額達到 141億美元。

美日電子貿易協定包括解決關鍵

電子貿易問題的高標準條款。該

協議符合總統簽訂的具有里程碑

意義的《美國 - 墨西哥 - 加拿大

協議》（USMCA）設定的電子

貿易規則的黃金標準」。

伊拉克爆發反政府示威活

動迄今，已經造成至少 99 人死

亡及近 4000 人受傷。當局仍遲

遲無法取得共識，而做出回應，

且多個地區示威活動也沒有停

歇。聯合國伊拉克援助團團長

普 拉 斯 查 特（Jeanine Hennis-
Plasschaert）表示，這 5 天以來已

釀成太多的傷亡，必須要立刻停

止。據悉，伊拉克有許多年輕男

性因為不滿高失業率及政府貪污

問題，才發起了這次示威活動。

英國預定於數週內脫離歐洲

聯盟，要求針對蘇格蘭脫離英國

獨立再次舉行公投的呼聲高漲。

超過 20 萬支持蘇格蘭獨立民眾

在首府愛丁堡示威遊行。許多示

威抗議者高舉蘇格蘭旗幟，他們

從市中心聖十字公園出發，前往

愛丁堡老城主要幹道皇家一英里

（Royal Mile）。一些民眾沿途高

喊「我們要什麼？獨立」等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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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活動截止日期：2019年10月31日 解釋權歸 T&T Honda所有

(403)291-1444
（英/粵/國）

誠聘銷售代表
語言要求：英語、
國語 和/或 粵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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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田車
行最貼心華人團隊

Robert Cheung
新車銷售代表

403.667.7618
robertc@tandthond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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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ain conditions and exceptions may apply. All off er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See dealers for all inventive details. 

為您服務

2019 Honda Pilot LX

2019 年美國公路安全保險協會

（IIHS）頂級安全車款

2019 年 ALG 保值獎

2019 年美國製造索引前10名
2019 年最佳中型 SUV

2019 年最佳 SUV 品牌

$4,000 現金返贈 現價 $43,639 *

【看中國訊】聯合國秘書長

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
10 月 7 日表示，聯合國的赤字

已高達 2.3 億美元，到 10 月底

之前將無錢可用。

據法新社報導，古特雷斯在

發給聯合國 3.7 萬名員工的信函

中說，必須採取更多停止擴大缺

口的措施，才能確保支付員工的

工資及權利。為了節省開支，一

些會議與會談將被推遲；一些服

務項目將被消減；一些沒有必要

的出差將被限制；並採取節約能

源的措施。一名聯合國官員說，

古特雷斯今年年初曾要求會員國

增加捐獻，但遭到了拒絕。

聯合國有 193 個成員國，除

了維持和平任務的經費，聯合國

在 2018～ 2019年的預算近 54億

美元，其中美國就分攤了22%。

建立之初，聯合國及其各

機構在堅持與貫徹《世界人權宣

言》的一系列方面發揮了中心作

用。然而時至今日，聯合國已經

變質，其人權理事會更淪為政治

工具。北京輸出腐敗，拉攏窮國

選票，利用多數人的優勢，在

聯合國與西方國家分庭抗禮。

2018 年 6 月，川普政府宣布退

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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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edes-Benz 
Country Hills

品牌專家

聘

積極的態度

書面和口頭溝通技巧

出色的多任務組織能力

在快節奏中獨立工作

與客戶建立並保持良好的關係

亞省 5級駕駛執照（AMVIC 註冊）

工
作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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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rdrie Honda
卡城北部最快到達的Honda車行

 誠聘汽車銷售
主動進取，無需銷售經驗，有

完善培訓計劃，待遇優厚。懂

英語，國語或粵語。

聘RECRUITMENT

地址：2971 Main St. SW Airdire

電話：403.945.4820
電郵簡歷至Jason Hansen 
jason@airdriehond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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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bo 以及 Turbo S。動力系統上，保

時捷 Taycan 在前、後軸各搭載 1 具高

效電動馬達建構出 4 輪驅動系統，旗

艦車款 Taycan Turbo S 輸出動力高達

560kW，Taycan Turbo 則為 500kW。

Taycan Turbo S 可 在 2.8 秒 內 完 成

0-100 公 里 / 時 加 速，Taycan Turbo 
0-100 公里 / 時加速則可在 3.2 秒內完

成。兩款車型極速皆為 260 公里 / 時。

續航能力方面，Turbo S 車型續航

力高達 420 公里，Turbo 車型則超過

450 公里。

充電效率方面，Taycan 性能電池升

級 系 統 (Performance Battery Plus) 的
鋰電池輸出功率高達 93.4kWh 與高效

800V 電能架構，在 270kW 快充裝置

下可於 22.5 分鐘充滿 80% 電量；而在

150kW 直流快充站時，則可在 36 分鐘

達成 80%。此外，車主也可在家使用最

高 11kW 功率的交流電充電。

Taycan 提供四種駕駛模式：「續

航」、「普通」、「運動」、「運動升級」，並

「個人化」模式使個別系統得以依照需求單

獨設定。現已在加拿大預售，Taycan Turbo 
S 起 價 21.39 萬 元，Taycan Turbo 起 價

17.39 萬元。

【看中國訊】保時捷正式推出了宣傳已久
的首部純電跑車 Taycan。這款四門轎跑車擁
有保時捷一貫的性能表現與車聯網功能，同
時具有高度日常實用性。

響系統、智能語音辨識系統等。

Taycan 的內裝除傳統皮革與布料

材質外，更提供多種運用高科技環保概

念開發的材質選項。如，保時捷的工程

師在前後排座椅之間的地板並沒有安裝

電池模組，保留稱為「足部空間」（foot 
garage）的空間，以讓後座的乘員享有

良好的足部空間。

另外，還配有車界首創可產生「虛

擬氣流」的恆溫空調系統。獨特的整流

控制技術可以提供全新的擴散式吹送

方式，能讓平穩的氣流均勻在車室內循

環，有效調整車室溫度，增加乘員乘坐

的舒適性。此外，全新的隔紫外線全景

玻璃車頂亦在Taycan的配備選單之中，

乘客盡可享受開闊的乘坐氛圍。

Taycan 共有兩款車型，分別是

Taycan，是土耳其語中「活潑年輕

之馬 (spirited young horse)」的意思，

與保時捷廠徽上的躍馬圖案相呼應。該

車基於保時捷的概念車 Emission E 打

造，車頭導入了非常銳利的 LED 頭燈

組以及設計較為運動化的前下保險桿，

車尾保留了保時捷貫穿式 LED 尾燈組。

Taycan 車內結合了科技、奢華以

及運動化。中控台有 10.9 吋的多功能觸

控式熒幕，上方的多功能觸控式熒幕是

多媒體娛樂系統以及查看汽車狀況的熒

幕主機，下方的多功能觸控式熒幕則是

主要用來操作冷氣系統等功能。此外，

Taycan 採用 Alcantara 以及真皮面料的

記憶電動座椅，多功能方向盤、高級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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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RVATIVE CONSERVATEUR

RON LIEPERT
CALGARY SIGNAL HILL

587-353-4757

MICHELLE REMPEL
CALGARY NOSE HILL

403-667-5813

JASRAJ HALLAN
CALGARY FOREST LAWN

403-890-6005

PAT  K E L LY
CALGARY ROCKY RIDGE

403-452-6933

JAG SAHOTA
CALGARY SKYVIEW

587-816-2284

請於 10 月11日 ∼ 14 日（週五∼週一）

到 提 前 投 票 站 投 票

您當地的保守黨候選人，將為您省更多的錢：

收入的前 $46,000 一律免稅

廢除碳稅

建成能源走廊，推動輸油管道項目，創造更多優質就業崗位。

#Trudeaumustgo

VOTE
是時候了 !

你的權益該優先。
CONSERVATIVE

投票
AUTHORIZED BY THE OFFICIAL AGENTS FOR RON LIEPERT, 
MICHELLE REMPEL, JASRAJ HALLAN, JAG SAHOTA, and PAT KELLY

投票保守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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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請電：
403-276-3288 約見

惠食街

經驗企檯（需會英語）

幫廚 (有越南餐經驗優先 )

誠聘：

HOWARD  LUM
銷售經理（粵 / 英語）

座機：403-365-4532
手機：403-969-9238

hlum@southpointetoyota.com

小時大特賣小時大特賣小時大特賣不要不要不要
錯過錯過錯過

「就在今天，10 月 12 日 - 早 9 點 - 晚 6 點」

999999999
最大的特賣活動 - 僅 9 小時 - 有史以來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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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製造商建議零售價的基礎
上再優惠 25%，對選定的

每買一輛車

免費贈送雪胎及輪轂 *

免費贈送
遙控啟動裝置 *

免費加油卡 *

5 年免費
預付款  保養 *

2019車款 *

0

$1,000

每輛
庫存
豐田車 *

原價

現價
節省

再加

原價

現價
節省

再加

原價

現價
節省

再加

原價

現價
節省

再加

原價

現價
節省

再加

原價

現價
節省

或

再加！3M
禮包及
啟動器

hlum@southpointetoyota.com

銷售顧問（國 / 粵 /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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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FOTOLIA；插畫、地圖：WINNIE WANG；漢明帝：三才圖會；東漢假司馬印章：國立故宮博物院

「秦時明月漢時關」，大漢軍威，

氣魄長雄。漢武帝曾云：「蓋有非

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東漢班

超，就是一位非常之人。

◎ 文：趙長歌

平生慷慨班都護

班超 上

班超長駐西域 31 年，先後

擊破被匈奴控制的西域諸國，揚

漢威、傳漢德，直至中亞，開拓

了東西文化的交流通道。一位西

方史學家說：「班超對中亞的影

響幾乎無所不在，而他進行的征

戰又幾乎是常勝不敗的。」

東漢班氏 名動汗青
班超（公元 32～ 102年），

字仲升，右扶風平陵縣（今陝

西省咸陽市）人，東漢著名將

領，開拓和維持漢代與西域關係

的重要人物，官至西域都護，封

定遠侯，世稱班都護、班定遠。

班超出生在文仕家庭，他

是史家班彪之子、史家班固之

弟、才女史家班昭之兄、西域

長史班勇之父。西漢成帝的賢

妃班婕妤，善作賦，是班彪的

姑母。班超年少時就有大志，

他孝敬恭謹，居家常執勤苦，

不恥勞辱，審察事理，博覽群

書，口辯出眾。

馬馳京師 為兄辯冤
永平五年（公元 62 年），

有人舉報班固私修國史，地方官

將他抓起來，抄沒書稿，移送到

京師監獄。因國史要流傳千古，

一向由官方撰錄，擅自篡改要受

到嚴查法辦。班超見事態緊急，

擔心班固在獄中不能為自己辯

明，騎馬星夜兼程趕到京師洛

陽，向漢明帝上書奏冤。

漢明帝召見班超，班超稟明

兄長著述《漢書》的前因後果。

班超口才極佳，氣度雍容自信，

給漢明帝留下很好的印象，班超

陳述時，班固的書稿也被呈送御

覽。漢明帝一看，真好史筆也！

班固文風醇正，辭章典雅，凝練

嚴謹，事備詳贍，這種行文風格

必當為後世楷模，於是立刻釋放

班固，命他擔任蘭臺令史一職。

投筆從戎 志在萬里
班固因禍得福，赴洛陽為

官，班超與母親隨之遷居京城。

因家中清貧，班超為官府抄寫書

籍，賺取微薄俸祿，貼補家用。

一天，班超抄書抄累了，

投筆感嘆道：「大丈夫無它志

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

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

乎？」西漢赫赫有名的傅介子和

張騫，都因出使西域立功封侯。

左右皆笑他癡人做夢，班超說：

「小子安知壯士之志哉！」

（下文轉 C2）



提到瓜果，你會聯想到甚

麼？是電視卡通片裡的可愛造

型，還是市場裡各式各樣鮮甜味

美的水果模樣呢？

在中國人的心目中，瓜果除

了是可口的食物，也常融入於文

學之中，並且它們還是古人用來

表達愛意的定情之物，是一種中

華民族特有的「瓜果文化」。成

語中的「瓜田李下」就是一則與

中國「瓜果文化」有關的典故。

瓜田不納履 李下不整冠
「瓜田李下」這句成語出自

《樂府詩集 ‧ 君子行》：「瓜田

不納履，李下不整冠。」

話說南北朝時期，北齊的

尚書郎袁聿修是一位非常受人

愛戴的清官，百姓曾為他立

碑，頌揚他高尚的品德，稱他

「瓜田李下」的故事◎  文：曉嵐

為「清郎」。

有一次，袁聿修到外地考察

地方官吏，經過克州時，與在那

裡做刺史的朋友邢邵相聚，暢敘

友情。分別後，邢邵送給袁聿修

一匹白綢做紀念。袁聿修沒有

收，並解釋說：

「這次我到你這兒是辦公

事，瓜田李下，容易讓人起疑

心。越是這樣的時候，越應遵從

古訓，小心為妙。防止別人說閒

話，就像防止河流決口一樣，不

能馬虎。」

袁聿修用「瓜田李下」表明

自己愛惜名譽，小心謹慎，以保

持自己的清名的良苦用心，而

「瓜田李下」也因此成為後人常

用的一句成語。

瓜果傳情自古有之

在古代，瓜果除了是食物、

常融入於文學之中，還是古人用

來傳情之物，只是與現代不同的

是，古代瓜果可是女生送給男生

的定情物。

《詩經 ‧ 衛風 ‧ 木瓜篇》

就有如此的描述：「投我以木

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

為好也。」古時候的未婚女子常

會投擲木瓜、桃子、李子這些瓜

果給喜歡的男子，以吸引他的注

意，被投瓜果的男子，如果也中

意人家，便會解下腰間的瓊琚

（佩玉）來定情，表示願意與她

永結連理，白頭偕老。

另外，古代女子每到七夕的

夜晚，便會在瓜果架下祭拜織

女，以求得智慧和巧藝，更求賜

予美滿的姻緣，孟元老詩曰：

「至初六日七日晚，貴家多

結綵樓於庭，謂之乞巧樓。鋪陳

磨喝樂、花、瓜、酒、炙、筆、

硯、針、線、或兒童裁詩，女郎

呈巧，焚香列拜，謂之乞巧。」

這首詩中記載了古代風俗與市民

生活習俗的有趣連結。

為甚麼古代女孩子要用投擲

瓜果來表示愛慕之意呢？或許與

遠古時候的生活條件、背景有

關。由於男人養家以狩獵為主，

而女人則負責採集根莖果實的植

物，瓜果就成為古代女子比較容

易取得的東西，因此當女生想對

男生示好時，往往就用贈送果實

來作為定情物。男士如果也中意

對方，就會回贈隨身佩玉，接下

來就等著大婚了。

所以，女子擲瓜果以傳達

愛慕之情的風俗，在我國源遠

流長已留傳幾千年的歷史了。

如果你也有個心儀的對象，不

妨也來學學古人的浪漫，送給

自己意中人一個特別的瓜果來

當作定情之禮吧！

（上文接 C1）這便是「投

筆從戎」的典故由來，後世更有

眾多英豪以此明志，演繹出不同

的「投筆從戎」之動人故事。

後來，班超拜訪了一位看相

人，相者告訴班超，今後他「而

當封侯萬里之外」，班超詢問原

因，相者說：「生燕頷虎頸，飛

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

過了一段時間，漢明帝想起

曾在朝堂上表現脫俗的班超，就

問班固：「卿弟安在？」班固告

訴漢明帝，班超在抄書以奉老

母，漢明帝就下令，讓班超同哥

哥班固一道任蘭臺令史。不過，

班超志不在此，命不在此，沒多

久就因出差錯被免官。

首戰告捷 出使西域
秦漢時期，北方匈奴為患，

故秦始皇築長城，秦將蒙恬曾擊

敗匈奴，令其十多年不敢南下。

秦滅，楚漢相爭之際，匈奴捲土

重來，漢高祖親征卻困於白登。

漢武帝臨朝，武功強盛，河西之

戰打通河西走廊；漠北之戰，匈

奴王庭被迫遠遷漠北；漢再聯合

烏孫，制定「斷匈奴右臂」戰略。

西域本 36 國，在匈奴以

西，烏孫以南，東接漢土，扼以

玉門、陽關，西限以蔥嶺（帕

米爾高原），河西走廊一通，就

到了西域。西域原在匈奴控制

下，漢武帝擊退匈奴，張騫三使

西域，兩條經由西域的絲綢之路

開通，一路風情、一路繁華。

漢宣帝時，西域都護一職初

設，職責主要是保護西域各小

國。漢哀帝、漢平帝年間，西

域自相分割為 55 國。王莽新朝

時，西域怨叛，北匈奴趁勢侵

入，絲路漸絕。

東漢初期，匈奴在西域徵重

稅，西域諸國不堪其苦，遣眾國

王子到洛陽請求重新設置西域都

護。但當時國內初定，漢光武帝

無暇顧及西域。

漢明帝劉莊，欲效法漢武

帝，出兵擊匈奴，望再通西域。

永平十六年（公元 73 年），

漢明帝命竇固、祭肜、耿秉、

來苗四路大軍，長驅征伐北匈

奴。其中，奉車都尉竇固軍至

天山，任命班超為假司馬，派

他攻打伊吾（今新疆哈密市一

帶），班超在蒲類海（今新疆巴

里坤湖）大勝。

竇固看出班超文武雙全，也

知他口辯極佳，此時漢軍大敗匈

奴，正是再度聯繫西域各國的好

時機，他便派出這位非常適合當

外交官的手下，率團出使西域。

火燒敵營 收服鄯善
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

假司馬班超與文官從事郭恂率

36 人先來到鄯（音「善」）善

國，這裡本名樓蘭，傅介子當年

斬樓蘭王，更名鄯善。該地位於

塔里木盆地最東，接敦煌，是漢

通往西域諸國的第一站，也是南

北兩條絲綢之路的共同起點。

漢光武帝時，鄯善就曾多次

請求漢置西域都護，以守護絲路

諸國。這次，東漢剛剛大敗匈

奴，又派來使者，贈給他們絲

綢、茶葉等諸多禮物，因此鄯善

王廣招待漢使十分殷勤，禮敬甚

備。但沒過幾天，鄯善待漢使突

然間疏懈怠慢了。

班超判斷事出有因，一定是

北匈奴使者也到了鄯善，他立即

把侍者叫來，詐之曰：「匈奴使

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者惶恐

的稟以實情：「到已三日，去此

三十里。」班超聽完，把侍者關

起來，以防走漏消息。

他立即召集所有兵士 36 人

共飲，酒酣之際對眾人說：「卿

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

求富貴。現今匈奴使者才來幾

日，王廣禮敬即廢，倘若鄯善將

我們送與匈奴，骸骨將長為豺狼

食，這該如何是好？」

眾人皆說：「如今在危亡之

地，死生都聽從您調遣。」班超

見勢激勵大家：「不入虎穴，焉

得虎子。當今之計，唯有趁夜以

火攻敵虜，使匈奴使者不知我們

有多少人，其必然震怖，可殄盡

也。一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

成事立矣。」這便是名句「不入

虎穴，焉得虎子」的由來。

班超說完，有兵士提出，此

事當與從事郭恂商量一下。班超

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是

個文人，聽聞這個計畫必然會驚

恐，致使謀泄，我們死無所名，

非壯士也！」吏士們這次皆應諾

曰：「善。」

正逢當夜大風，班超令 10
人持鼓藏於匈奴使者營房後面，

約定「看到火起，全部鳴鼓大

呼」。班超開始順風縱火，前

後鼓噪，一時間，鼓聲大震，匈

奴驚亂。班超親手格殺 3 人，

吏士斬殺 30 多人，剩下 100 餘

人均被燒死。

第二天，班超一行回來，將

事情告訴郭恂，郭恂大驚，臉

色也變了，班超說：「您雖沒有

同行，可是超怎麼敢獨吞功勞

呢！」郭恂聽了十分高興。

班超又召見鄯善王廣，將匈

奴使者的首級拿給他看，鄯善舉

國震怖。班超告之以大漢威德：

「自今以後，不要再與北匈奴暗

通。」王廣忙叩頭說：「願屬漢，

無二心。」遂納子為質。

班超返回竇固大軍駐地，

將此事稟告，竇固大喜，立即

上奏章闡述班超此行的戰功和

外交功勞，並在奏書中請求漢

明帝更選出使西域的使節。漢

明帝看了奏章，讚許、欽服班

超的志節，傳詔給竇固說：「像

班超這樣好的官吏，何故不

遣，而要另選呢？今命班超為

軍司馬，令遂前功。」

于闐斬巫 西域復通
有了漢明帝的正式任命後，

奉車都尉竇固再命班超出使于闐

（音「田」）。于闐地處於塔里木

盆地的南緣，是絲路南道中部之

必經大國，著名的和闐玉即產於

此地。這次班超出使，竇固想為

他增加一些人手，班超回答說：

「仍願僅率先前 30 餘人，如果

有甚麼料想不到的事發生，人多

了反而不好。」

於是，班超一行前往于闐。

于闐是當時的西域強國，于闐王

廣德剛攻破莎車，在絲路南道有

雄名，北匈奴也遣使監護其國。

與之前在鄯善備受禮敬的情形不

同，廣德待班超使團禮意甚疏。

該國風俗信巫，巫師對廣德說：

「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黑嘴

的黃馬，應取之向『天神』祭

祀。」於是廣德派人向班超請馬。

班超私下已經知道這件事，

假意答應給馬，讓巫師自行來

取。不一會兒，巫師來到，班超

即斬其首，送予廣德。廣德震怖

不已，先前已經聽說班超在鄯善

誅滅匈奴使者的壯事，這次立誅

巫師，果然有雷霆手段，於是下

定決心歸漢。廣德馬上攻殺了匈

奴使者，向班超表明心跡，班超

於是重賜廣德和其他大臣。

強國于闐的歸降，大大震動

了西域諸國，各國紛紛遣子到洛

陽入侍，與大漢斷絕了 65 年的

西域，再度聯通。（待續）

台灣製造

平生慷慨班都護班超 上

奉車都尉竇固任

命班超為假司

馬，圖為東漢軍

假司馬印章。

隴西
（臨洮）

伊吾
（哈密西）龜兹

（庫車）

疏勒
（喀什）

甘英出
使大秦

于闐
（和田）

鄯善
（若羌）

羌

北匈奴烏孫

大宛

西域
南匈奴

東漢

洛陽

班超出使西域

敦煌
玉門關

陽關

渤海
黃河

東海公元 73年

公元 94年

公元 97年

公元 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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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oid Eloquent Speakers
Employ the Honest and Dutiful

Emperor Wen, Liu Heng (202 – 157 
BC), was the f if th emperor of the Han 
Dynasty (202 BC – 220 AD). Over his reign 
of 23 years, Emperor Wen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most benevolent r u lers in 
Chinese history. His reign and that of his 
son, Emperor Jing, are often collectively 
known as the “Rule of Wen and Jing.” Their 
governing was renowned for its general 
stability and relaxed laws. 

Zhang Shizi was a minister in charge of 
judicial matters during Emperor Wen’s rule. 
He was from Duyang County, Nanyang City, 
which is now called Fangcheng County.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Zhang 
once escorted Emperor Wen on a horseback 
tour. When they passed a bridge, a person 
appeared f rom underneath the br idge. 
This startled the emperor’s horse and he 
almost fell off. Emperor Wen was furious. 
He ordered the person to be arrested for 
punishment by Zhang Shizi. After Zhang 
questioned the person, he sentenced the 
person to pay a fine. Emperor Wen was quite 
dissatisfied with this outcome, thinking that 
the person should be given the death penalty 
for almost killing the emperor.

Zhang explained that, the emperor 
had the right to execute the person on the 
spot. However, if the person was sent to 
me, then I must abide by the law and decide 
accordingly. The country has clear laws. 
As the enforcer of the law, how could I 
not follow the law? Based on the law, this 
person’s mistake should be punished by 
a fine, and that is what I have sentenced. 
It is definitely not a light sentence. After 
Emperor Wen found Zhang’s explanation 
reasonable, so he agreed with the decision.

Another story comes from <Records 
of the Han Historian: Biography of Zhang 
Shizi>. This story describes Emperor Wen's 
ability to accept criticism, whereby he 
avoided the mistake of choosing an articulate 
speaker over someone who possessed the 
proper capabilities and talents.

One time, Emperor Wen visited the 
royal park to look at the animals. While he 
stood in front of the tiger cage, he asked the 

park ranger questions about the animals. 
The ranger was unable to provide the 
answers immediately. The animal caretaker 
was nearby, and he quickly pushed his way 
forward to answer the emperor's questions. 
Emperor Wen was very pleased to hear the 
answers, and he ordered his minister, Zhang 
Shizhi, to promote the animal caretaker and 
replace the park ranger.

Zhang Shizhi said to the emperor, “Both 
Zhou Bo and Zhang Xiangru hold important 
positions at the royal court and are well 
respected by others. However, neither of 
them are eloquent speakers. If your majesty 
promotes the animal caretaker only because 
he is an articulate speaker and knows how 
to please his superiors, then others might 
follow suit. Everyone might try to improve 
their speech and not be as mindful of their 
duties. I ask your highness to consider 
the consequences.” Emperor Wen thought 
Zhang Shizhi's words made sense and thus 
withdrew his order.

There seems to be an on-going issue 
since ancient times in regards to employing 
the proper person for a job. One often 
gauges a person's ability by the way he 
speaks, which can sometimes be a serious 
mistake. Some people utilize their ability 
to speak in order to flatter their superiors. 
Others attempt to uncover their boss's likes 
and dislikes and then speak to them with 
the intention of fulfilling their own self-
interests.

The animal caretaker was that kind 
of person. He overstepped his superior and 
spoke on his boss's behalf to the emperor. 
He was showing off his knowledge, and 
instead of being humble and kindly to help 
his superior, he almost replaced him. He 
failed to act out of kindness and did not 
know when to back down. Zhang Shizhi 
was selfless, observant, fair, and not easily 
swayed by smooth talkers. The emperor was 
fortunate to have Zhang by his side, and 
his timely reminder kept the emperor from 
falling for the deception.

漢文帝劉恆（前 203年－前157年），

西漢第五位皇帝，在位二十三年，勵精圖

治，興修水利，使漢朝進入強盛安定的時

期。當時百姓富裕，天下小康。漢文帝與

其子漢景帝統治時期被合稱為文景之治。

張釋之是漢文帝時期的大臣，官任廷

尉，負責管理全國司法方面的事務。

史書記載，有一次，張釋之隨同文帝

騎馬外出，經過一座橋，這個時候一個人

從橋下出來，文帝的馬因此受了驚，文帝

差點摔下來。文帝十分氣憤，於是下令把

他逮捕，交給廷尉張釋之來處理。張釋之

問明詳細的情況之後，只是判這個人交納

了一定的罰金。文帝對這樣的處理結果很

不滿意，認為這個人驚嚇了自己的馬，差

點害死自己，實在是判處得太輕了，應該

判處死刑。

張釋之解釋說，如果陛下因為他驚

駕，當時便就地處決了他，是完全可以

的。但是將這個人送到我這裡來處理，我

就必須執法公正才是。國家有明確的法律

規定，我作為執法者，怎麼可以不按照法

令隨意處置呢？這個人的過失，按照法律

就是應該判處罰金，所以才這樣處理，而

絕不是輕判。漢文帝聽到後，認為他說得

有道理，於是就遵照他的處理方法去執行

了。

本則故事，出自《史記．張釋之馮唐

列傳》。這個故事，講述了漢文帝善於納

諫，從而避免了在任用人才的時候因為

人的「利口」而提拔不當，這樣的一件事

情。有一次，漢文帝在上林苑看動物。他

登上虎圈看虎時，向陪同的上林尉（官

職名）詢問有關動物的情況，例如包括

一些禽獸的數目之類的問題。上林尉一時

答不上來。這時，在一旁的管禽獸的嗇夫

（下級小官）就擠到前面，取代上林尉，

回答皇帝的問題，而且把各種禽獸的數目

以及相關的情況，一口氣說得清清楚楚。

漢文帝聽完後非常高興，便對身邊隨行的

大臣張釋之，下令要任命這個嗇夫去代替

那個上林尉，提拔這個嗇夫，去當上林

令，讓他參與管理上林苑的事情。

張釋之就對文帝說道：「周勃、張相

如都是德高望重的長者，在朝廷裡擔當重

任。可是，這兩個人都不是能言善辯的。

如果皇上因為這個嗇夫的伶牙俐齒、善於

言說而取悅於人，就把他破格加以提拔的

話，那麼恐怕天下人知道以後，就會紛紛

仿效，都去誇誇其談而不務實事，世風就

會變壞。請陛下仔細考慮才是。」文帝聽

了張釋之的這些話，認為很有道理，於是

就決定收回成命。

古往今來，很多人在用人這件事情

上，始終存在一個問題，那就是：往往過

於通過一個人的言談，來判斷這個人能否

勝任某個職位，事實上這是一個很大的誤

區。某些人就是抓住了上級官員的這個漏

洞，憑著自己的能言善辯、花言巧語，而

伺機逢迎、鑽空子，對上司的好惡進行揣

摩，以自己的伶牙俐齒，最終滿足了自己

的私利、私心。

故事當中的那個虎圈嗇夫，就是一個

這樣的人。這個人越過他的上司在皇帝面

前代答，顯示自我，而不是低調的、厚道

的提醒和幫助在上司位置上的人，並差點

取而代之，其實不是厚道的做法，至少是

不知進退。此事正是因為有張釋之這樣一

個不用私心、不受個人情感好惡影響、明

察秋毫、公正嚴明的人，在皇帝身邊及時

提醒，才使得皇上沒有被這個賣弄口舌的

小吏所矇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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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歲以上長者均可申請亞省長
者輔助計劃免費 FREE

可上門服務

緩解足底筋膜炎、跟骨骨刺、拱痛、跖骨疼痛、脛骨疼痛、膝關節疼痛、腰痛、糖尿病

我們全家都穿上矯正鞋墊

穿上矯正鞋墊，
站得穩、走得快！
腳痛、腰酸、背痛，全部遠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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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膝蓋不痛了！
我的脊椎不痛了！

我的關節不痛了！我的腳踝不痛了！

我的腳板不痛了！

我的腰不痛了！

地址：Bay 8, 6320 11 Street SE Calg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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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部保健品店

一次投資
終身服務

鞋墊獨家

終身保修

不用利口 本分厚道

《二十四孝》中的第二則故事——<親嘗湯

藥>，是講述漢文帝孝行的故事。文帝生母

薄太后，帝奉養無怠。母長病，三年，帝目

不交睫，衣不解帶，湯藥非口親嘗弗進。仁

孝聞天下。有詩頌曰︰仁孝聞天下，巍巍冠

百王；母后三載病，湯藥必先嘗。後人為了

紀念漢文帝的偉業和仁政以及他的孝道，將

其列為二十四孝之第二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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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將軍王贍 
被貶房州自盡方休

王贍，北宋中晚期的將軍，

因為字形相近的關係，現在有的

文章中將其錯寫為「王瞻」。宋

哲宗親政後，盡逐了所有反對變

法的舊黨大臣，恢復王安石的新

法，任用支持王安石變法的新黨

首領章惇為相。在軍事上，宋哲

宗開始謀劃出兵討伐西夏。提到

西夏，就不得不說到青唐地區。

青唐位於今甘肅省，在北宋時期

是宋朝和吐蕃、西夏的交界。青

唐地區在唐朝時屬於中原王朝，

後來被吐蕃和西夏所有，境內有

黨項、吐蕃、羌等眾多民族。

當時青唐的吐蕃等當地部族

在宋與西夏的戰爭中兩面搖擺，

很多時候傾向於西夏，給宋朝製

造麻煩。王贍等將軍建議乘吐蕃

內部分裂之際，收復青唐，經略

河湟，對西夏形成戰略包圍，同

時打通被西夏阻斷的絲綢之路，

這也是漢朝通西域斷匈奴右臂之

策。假使宋朝能由此滅西夏，那

麼就可以取得對遼國的戰略優

勢。

建議得到了宰相章惇的全力

支持，於是宋哲宗決定出兵。王

贍很快就領軍渡黃河，作戰順

利，攻取邈川，之後吐蕃首領瞎

征自青唐脫身來降，宋軍收復青

唐。之後宋朝以青唐為鄯州，以

邈川為湟州，對西夏取得了戰略

優勢。

然而，就在此戰之後的第二

年，宋哲宗去世，宋徽宗繼位。

宋徽宗又開始大量任用反對變法

◎文：張德惠

的大臣。王贍因為曾得到章惇的

支持，被視作支持變法的勢力，

因此成為被彈劾的對象，被貶房

州（今湖北房縣）。可反對變法

的舊黨大臣並沒有放過他，繼續

彈劾王贍，甚至提出要處死他以

安撫吐蕃勢力。王贍最後絕望自

殺而死。不久後，宋徽宗便下令

為王贍平反昭雪，追贈保平軍節

度觀察留後。

後人評價此事，認為王贍只

是一個單純的將軍，有功於國，

竟因為朝廷內部變化而受到牽

連，無辜而死。很多人提到此

事，都為王贍感到不平。然而北

宋支持或反對變法的新舊兩黨，

的確經常爆發爭鬥，但一般都是

將對方趕出朝堂，貶到地方，趕

到偏遠的地方就夠了。像這樣不

依不饒逼死方休的並不尋常。

背後的原因是甚麼？

據宋代古籍《畫墁錄》記

載，王贍被貶房州後，要在當地

買房居住，可他拿出來換錢的都

是被肢解的佛像。原來青唐等地

的吐蕃部族都信佛教，他們用很

多黃金來裝飾佛像，所以王贍便

把很多這樣的佛像肢解，當成戰

利品帶回來。當地人一看，都不

買，說不是純金，純度不夠（人

們都知道敬佛，不敢購買，說純

度不夠只是藉口而已）。

王贍為證明這些被肢解的佛

像可以煉出金子來，便拿出一隻

佛手，讓工匠放到熔爐裡去熔

化。工匠不得已，只好生火，把

風箱開到最大，火也燒到最大，

熔煉了很久，拿出來一看佛手竟

然絲毫未損。看到這奇蹟，大家

都更加確信王贍犯了肢解佛像，

得罪神佛的大罪，給他起了個外

號叫「歌利王」。「歌利王」是

佛經中記載的惡世無道王，曾經

起大惡之心，割截仙人肢體。

原來王贍被逼死，北宋朝廷

的新舊黨爭只是表面原因，實質

是因為他犯了毀佛像的大罪。回

顧從古到今，凡是對佛法行惡的

人，沒有不遭報應的，只不過形

式多樣罷了，有丟官的，有生大

病的，有遭遇飛來橫禍，有子孫

遭逢不幸的，林林總總難以盡述。

滄州舉人劉士玉先生，發

現家園中的書房被狐狸精給占據

了。狐狸精大白天就會和人對

話，甚至還會扔磚頭瓦塊傷人，

可又看不見牠的形跡，很是煩人。

董思任知州聽說了這件事，

自告奮勇去為劉家驅逐狐精。到

了書房，董知州在書房中對空

大講「人妖殊途，不可亂來、越

界」的道理。

說得正帶勁兒的時候，忽然

聽見房簷那裡有人說話，聲音十

分清亮，說道：「您做官很愛護

百姓，也不貪取錢財，所以我不

敢冒犯您。但您愛護百姓是圖好

名聲，不貪取錢財是怕有後患，

所以我也不會怕您。您就不要再

多說了，以免自找麻煩！」這個

董知州一時面紅語塞，說不出話

來，狼狽的走了，回家後好幾天

悶悶不樂。

這劉士玉先生家裡有個女

僕，沒有讀過書，也不識字，人

們都認為她是個粗人，可偏偏這

些狐狸從來不攻擊她，不給她搗

亂，人們覺得奇怪。

有一次和狐狸對話時，就問

狐狸為甚麼對那個女僕不同？

狐狸說：「別看她是個下人、奴

僕，可是她是個真正的孝順媳

婦，對公婆真心孝敬。她的身上

正陽之氣很足，我們避之還唯恐

不及，還怎麼敢去冒犯呢？」劉

舉人知道了，就讓這個僕婦住到

這間書房裡，那些狐精當天就離

開了。

（事據《閱微草堂筆記》）

隋朝京師的智興法師住在大

莊嚴寺修行，曾跟從禪定寺的首

律師誦經持律，昏曉不停。到隋

煬帝大業五年的冬天，輪到智興

去撞鐘。

同寺裡的一個叫三果的和

尚，他有個哥哥跟隨煬帝南下

江都，中途身亡，但凶訃還未

報，他給妻子託夢道：「我行至

彭城，不幸病死。由於生前無善

行，如今墮入地獄，備受各種罪

苦。幸賴這個月初十日，禪定寺

僧智興，鳴鐘發響，聲振地獄，

諸受苦者，都受到解脫。如今，

我將投生於快樂之處，想報答智

興的恩惠。你可準備十匹布送給

他，並表達我的報答之意。」

他妻子醒後，對別人講起，

沒人相信。緊接著，她又做了同

樣的夢。

過了十多天，凶信送到，與

夢相同，她便把布奉送給智興。

全寺的長老都來問智興：「為甚

麼你鳴鐘就會有此感應？」智興

道：「我沒有別的法術，只是見

佛經上說，罰膩吒王受苦，因鳴

鐘而停止，《增一阿含經》上，

也說『鳴鐘作福』。所以，我每

次敲鐘開始時都祈禱，替佛傳

聲，救度眾生。嚴冬時登上鐘

樓，皮都凍裂開了，掌內出血又

凝固，也不以為苦。每次鳴鐘之

始，先發善願，禱求諸賢聖同入

道場，同受法食，願諸惡鬼魂，

聞此鐘聲，俱離苦難，獲得解

脫，如此願得以實行，當加意奉

佛修行。所以我才得到如此感

應。」

（事據《太平廣記》）

智興撞鐘  
與眾不同
◎文：言心整理

史海
鉤沉

邪不侵正
狐狸精大白

天的就會和

人對話，還

會 扔 磚 頭

瓦 塊 的 傷

人。

◎文：榮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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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年畢業於
唀䈀䌀

粵、英語

陳守誠 醫生
D䴀D

㈀　　1 年畢業於
亞省大學

英語

Richard Krim 醫生

DD匀
醫生

㈀　　　 年畢業於
達爾豪斯大學

198㌀ 年開始
從事牙醫工作

國、英語

董維佳 醫生
DD匀

㈀　1㈀ 年畢業於
唀䈀䌀

199㈀ 年畢業於
華西醫科大學

國、英語

劉青青 醫生
D䴀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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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㘀:　　 電話：4　㌀-㈀　㈀-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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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贍貪圖黃金，肢解佛像，遭報應被逼死方休。（網絡圖片）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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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病人客戶跟我說，我很

多年都不敢來看你們診所，你裝

修得這麼好看，肯定很貴。進來

看牙後，發現和其它診所的費用

差不多。」卡城必定順牙醫診所

（Beddington Dental）負責人黎

醫生說。

必定順牙醫診所是卡城一家

老資歷的診所，擁有超過 25 年

的歷史，位於卡城中央街北部的

Beddington 社區，看上去確實

氣派：佔地面積超過 6,100 呎，

有 14 個治療室，潔淨時尚，醫

療清潔程度都符合全國最高標

準。診所還配備先進設備和儀

器。診所內擁有多名華人牙醫，

前臺也提供粵語和國語服務。

有一位姓高的小朋友看完牙

後，說：「我非常喜歡黎醫生，

他技術非常棒，人又細心輕聲細

語，在這裡治療牙齒毫無壓力。

護理人員也超親切的，會細心提

醒刷牙忽略的地方，並給予鼓

勵。每次回診都很開心 , 洗牙的

過程也感覺良好。」

黎醫生認為診所受歡迎的首

要因素是，必定順牙醫診所提供

全套的牙醫服務，包括：檢查、

洗牙、美白到植牙等各類牙科手

術。「大部分牙醫問題我們都可

以處理，如果一個牙醫處理不

了，另外一個牙醫可以補上。」

除此外，必定順牙醫診所還

一些獨特之處，或許能讓您感到

意外的驚喜。

先進設備

必定順牙醫診所還擁有業內

最新的 3D-X 光掃瞄器，可全方

位定位牙齒神經、牙床位置，可

用於根管、智齒、植牙等。對於

沒有配備 3D-X 光掃瞄器的診

所，顧客倘若需要這種服務，要

到第三方機構掃瞄，既耗時又耗

錢。在必定順牙醫診所，顧客可

以免費使用 3D 掃瞄器。

還有 3D 印模技術，5 分鐘

即可完成，整個過程輕鬆舒適，

無副作用，可大幅度緩解病患的

不舒適感。其成像還可存檔作為

歷史記錄。

另外，診所新增了激光設

備，對治療牙周病有重大提升作

用。黎醫生介紹說，牙周病常常

是因細菌感染，靠傳統方式清潔

不到牙根很深的地方或隱藏的區

域，而細菌就藏在那裡，用激光

設備就可以清理到那些區域，這

樣可以延遲牙周病的發展。有些

植牙手術，也可用激光消毒被病

菌感染的區域，然後植牙。

這些先進的設備在卡城牙

醫診所並不多見。「一部機器

要 10 萬塊錢，很多保險不包括

這部分的服務。我們有時就為客

戶免費做這部分。從成本的角度

上看，是不划算的，因為不知何

年才能回本。但先進的設備能提

高我們診所的水準，給病患更好

更舒適的治療，所以我們願意投

資。」黎醫生說。

高端技術

必定順牙醫診還能做比較高

難度的手術，比如處理複雜的牙

骨、牙齦再生手術。黎醫生介紹

說，很多人掉了牙齒後牙床萎

縮，牙齦也萎縮。如果要做植牙

手術，牙床和牙齦的厚度不夠，

就難以穩定住植入的牙齒。對這

類客戶，首先要讓牙骨、牙齦長

回來。

這類手術，難度較大，不是

所有的牙醫都能做。黎醫生能做

這類手術是因為常年不斷的學

習。黎醫生畢業於加拿大學府麥

吉爾大學，獲得微生物學和免疫

學理學學士，後在麥吉爾大學牙

科學院進修。是阿省和 BC 牙科

協會、加拿大牙科協會註冊成

員，學習是黎醫生的專業熱情所

在。

他介紹說，對於牙醫，通常

要求一年裡有 30 個小時的持續

學習，如果只是為了完成這個要

求，一年投資在學習上 700 元

就可以了。但他一年在學習上

的投資達到五、六萬，「這個錢

一定要花，我願意改善自己的

技術，可以處理更有難度的問

題。」他說。

平價服務

黎醫生認為自己診所定價錢

是按照比較低的水準定的，「特

別是植牙，我們在全亞省的平均

價格算是其中最便宜的。但是診

所植牙手術使用優質的瑞士品牌

Straumann，絕對不會偷工減

料。我們可以做到價格便宜，原

因是我們有很多客人需要植牙服

務，做多了自然就熟能生巧，降

低營運成本，對診所、對病患都

是雙贏。」

他還提醒，亞省政府對牙齒

保健的補貼項目比較多。比如對

低收入的人群，有不少補助。如

果是低收入的新移民，可以查看

有關孩子的補助；失業人群也可

以申請臨時的看牙補助（Dental 
card），享受免費的基本的洗牙

和拔牙等；對低收入的長者，有

高達每 5 年 5000 元的政府補助

等。

「雖然政府支付給我們診所

只有全額價錢的 70%。但客戶

不必擔心會被另眼看待。我們診

所每個人的理念都很相近，學醫

的時候要求對待病人有道德心。

所以對病患，我們都是一視同仁

的。」黎醫生說。

譯文
如此心地坦然，方可以昂頭

邁步，應付朝廷委以的重任。

如此無愧人生，盡可以整束

衣冠，莊重從容地高瞻遠望。

後四句為作者的結語，意

為：我學識淺薄，見聞不廣，愚

笨糊塗，難復聖命，只有等待聖

上的責問和恥笑。至於我的學

識，也就是知道幾個謂語助詞，

焉、哉、乎、也，僅此而已。

詳解

矩步是邁著方步，引領是伸

著脖子。「矩步引領」，等同於

現代漢語的「昂首闊步」，代表

了一個人心胸坦蕩無欺，行為正

大光明。

俯仰是一低頭、一抬頭。廊

廟是指朝廷、國家。廊在古代指

廳堂周圍的屋子或有頂的通道。

廟是祭祀祖先的宗祠。「俯仰廊

廟」的意思是：你日常的一舉一

動都要謹慎檢點，要像在朝廷上

臨朝，在祖廟中參加祭祀大典一

樣，莊嚴肅穆、恭謹敬畏，不敢

有分毫的輕忽之舉。

束帶矜莊的意思是：衣冠嚴

整，舉止從容。古今中外穿衣服

都講究內外有別，居家的服飾要

寬鬆、舒適，現在講要休閑。對

外的服飾要嚴整、要符合你的身

份。衣冠嚴整是對他人的尊重，

舉止從容是對自己的尊重。

束帶是整飾衣冠，束的本義

是在木頭上加繩圈，即捆綁之

義。帶是紳帶的簡稱。古代的士

大夫階層，在大衣外面要束一條

大帶，叫紳，所以稱士紳。紳

的長度是有尺寸限制的，按《禮

記．玉藻》所載，「紳長制士三

尺，有司二尺有五寸」，普通人

系的就叫帶。

徘徊瞻眺：徘徊是欲進又

止、小心謹慎的樣子。謹慎是將

一件事考慮透徹以後再決定做還

是不做。瞻是仰視，俗稱高瞻；

眺是遠望，即是遠矚。沒有豁達

的胸懷，就不能高瞻遠矚，也不

可能擔當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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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步引領，俯仰廊廟。
     jù  bù  yǐn  lǐng   fǔ yǎng láng miào

孤陋寡聞，愚蒙等誚。
    gū  lòu guǎ wén   yú méng děng qiào

謂語助者，焉哉乎也。
   wèi  yǔ  zhù zhě   yān zāi   hū   yě

束帶矜莊，徘徊瞻眺。
  shù dài jīn zhuāng      pái huái zhān tiào

◎文：苗青 圖：必定順牙醫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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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李 賀（約 公 元 791 年 - 約

817 年），字長吉，漢族，唐代

河南福昌（今河南洛陽宜陽縣）

人，家居福昌昌谷，後世稱李昌

谷。有「詩鬼」之稱，是與「詩

聖」杜甫、「詩仙」李白、「詩佛」

王維相齊名的著名詩人。

譯文

平沙萬里，在月光下像鋪上

一層白皚皚的霜雪。連綿的燕山

山嶺上，一彎明月當空，如彎刀

一般。

何時才能受到皇帝賞識，給

詩
詞
賞
析

我這匹駿馬佩戴上黃金打造的轡

頭，讓我在秋天的戰場上馳騁，

立下功勞呢？

賞析

前兩句展現出一片富於特

色的邊疆戰場景色：連綿的燕山

山嶺上，一彎明月當空；平沙萬

里，在月光下像鋪上一層白皚皚

的霜雪。對於志在報國之士卻有

異乎尋常的吸引力。「燕山月似

鉤」，「鉤」是一種彎刀，從明晃

晃的月牙聯想到武器的形象，也

就含有思戰鬥之意。作者所處的

貞元、元和之際，正是藩鎮極為

跋扈的時代，而「燕山」暗示的

幽州薊門一帶又是藩鎮肆虐為時

最久、為禍最烈的地帶，所以詩

意是頗有現實感慨的。思戰之意

也有針對性。平沙如雪的疆場寒

氣凜凜，但它是英雄用武之地。

三、四句借馬以抒情：甚麼

時候才能披上威武的鞍具，在秋

高氣爽的疆場上馳騁，建樹功勛

呢？「金絡腦」 屬貴重鞍具，

都是象徵馬受重用。顯然，這是

作者熱望建功立業而又不被賞識

所發出的嘶鳴。

看牙之旅輕鬆又安心必定順
牙醫診所

必定順牙醫診所配

備先進的3D掃描 / 
印模機，精準立體

定位，對症施治。

403-275-4000

3D 掃描
激光治療儀3D 印模 激光治療儀

113-8120 Beddington Blvd NW （華埠坐 3、300、301 巴士直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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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定順牙醫診所
BEDDINGTON DENTAL CLINIC

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admin@beddingtondentalclinic.com

為方便西南區和 Airdrie 
客戶，歡迎預約黎醫生
在 Richmond 和 Sonata 

診所應診。

華語熱線

看牙植牙
比想像更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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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方位一條龍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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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餘平呎寬敞診所 國、粵、英語醫生團隊 接受所有保險擁有最好的設備及儀器

精準立體定位
方可對症施治

深度潔牙，更有效
治療牙周病及植牙

Dr. Lai     黎柱峰 醫生 ( 粵 / 國 / 英語 )

Dr. Wong 黃順欣 醫生 ( 粵 / 英語 )

Dr. Chan  陳沾亮 醫生（粵 / 英語）

僅必定順診所即有 5 位主治醫生

均畢業於加拿大學府。

專業醫療團隊

必定順診所內景

馬詩二十三首．其五
唐代 / 李賀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鉤。
何當金絡腦，快走踏清秋。

（注：本文屬廣編稿，相關信息由
商家提供，不代表本社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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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文學家袁枚在《子不

語》中講了一個修身拒色的故

事。

山東某地有個秀才名叫林長

康，頗有才華卻屢試不第。一直

到了四十歲還沒考中舉人，漸漸

便有些心灰意冷。

有一天，他心裡正想著不再

走仕途，忽然聽到旁邊有聲音高

呼：「不要灰心！」林秀才驚問：

「何人？」只聽那聲音回應：「我

乃陰間魂魄，這幾年來一直跟在

先生您身邊，守護著您。」林秀

才要他顯形，他不肯。在林秀才

的堅持下，魂魄說：「先生當真

想見我也行，只是你見到我不要

心生恐懼。」秀才點頭答應。魂

魄隨即跪立於秀才面前，只是流

血卻看不見面孔，說：「我是藍

城縣的平民，掖縣的張某人將我

謀害了，屍首就壓在東城門外的

石磨底下。先生您日後要官升掖

縣縣令，所以我常侍奉在您左

右，請求日後為我破案申冤。」

冤魂告訴林秀才，甚麼時候

會中鄉試舉人，哪一年要進士及

第，說完就不見了。果然到了那

一年，林秀才舉了孝廉，但是到

了中進士那一年卻沒有應驗。林

秀才感嘆：「世間功名事項，鬼

魂也有不知啊！」話音未落，空

中忽有聲音大聲的說：「先生您

自己行為有不端啊，不是我誤

報！先生在某月某日與某孀婦有

私通不軌之事，幸好沒有胎孕，

世上無人知曉，但陰司已經記下

您的惡行，只是寬恕了罪，將您

本應通過的兩科科考推後了。」

林秀才大驚，方知世上的一切，

都瞞不過神靈的眼睛。於是自那

時起，他誠心悔過，謹言慎行，

戒色拒淫，時時修身。後來，他

如期通過了兩科考試，擢取進

士，授官掖縣。上任後，他立刻

巡城，在東城門外看見了一個石

磨，當即命手下啟開，發現石磨

下果然有具屍體。林進士立刻傳

訊拘捕了張某，經審問，張某交

代了自己殺人始末，沉冤昭雪，

凶手伏法。

現代人大都受不得一點委

屈，常常因為一點小事就大打出

手。古人遇事講忍，認為忍一時

之辱，能消大禍。

清朝時，吳中閭門人徐受

天一日在街上行走，迎面被一個

挑著糞擔子的人撞上，汙穢潑了

他一身，衣服和鞋子都髒了。徐

受天非常生氣，剛要發火讓他賠

償，轉念一想，幹這樣營生的人

一定是貧窮家庭的，如果他生活

都很困難，又哪有能力賠償自己

的衣服鞋子呢？想到此，徐受天

忍下了這口氣，一言沒發轉身想

要離開。沒想到，那人卻出言不

遜，反賴徐受天撞翻了他的糞

桶，沖他出拳打罵。徐受天顧不

上與他爭吵，急忙逃走躲避，可

那人不依不饒竟追出一里多遠，

連圍觀的人都為徐受天鳴不平。

徐受天好不容易才脫身回

到家，妻兒見他如此狼狽，渾身

又髒又臭，追問起來，徐受天訴

說原委，妻兒俱說不該忍這樣的

人，並且抱怨說，被髒汙了是個

不祥的兆頭。徐受天無辜受此一

遭，心情本就不好，再被家人埋

怨，心情更是糟透了。

這天半夜時分，徐受天突

然聽到急促的敲門聲，他想：三

更半夜，誰這麼急著敲門呢？於

是，趕緊披衣下床，開門一看，

門外站著一個人嚇了他一大跳，

竟然是白天遇到的那個追打他的

挑糞人！

徐受天看他氣色陰沉，不禁

說道：「你白天撞了我，弄我一

身髒，我沒叫你賠。你追打我，

我可憐你，一再忍讓。你深更半

夜還跑我家門口來找麻煩？」

挑糞人說：「我前世與你有

仇，這世選好時機來報仇，因你

白天忍讓，我的仇消除了。因我

壽命到此，所以今天死了。我家

裡很窮，沒錢埋我，如果你能幫

我入土為安，那我們的仇怨就完

全化解了。

如果您還能幫我的妻兒，我

會報答您。」這人說完，便痛哭

起來。原來，他白天追打徐受天

後，回家就死了，靈魂上門告知

徐受天他們之間前世的恩怨。徐

受天聽了很害怕，但還是答應了

他的請求。挑糞人把姓名和住的

地方告訴他後，哭著離去了。

第二天，徐受天按地址找到

那個人的家。發現事情果然如昨

晚那人所說的那樣。徐受天出錢

埋葬了他，並給他兒子一些錢，

讓他做點小生意養活他母親。徐

受天後來對身邊的人說：「我如

果因受到羞辱與打罵，忍不了一

時之氣，和他爭吵並動手，盛怒

下打那個挑糞人，事情就麻煩

了。他定好找我報前世的仇在那

時死去，我一還手就變成我打死

他了。他死在我手上，我肯定被

報官償命，那我可能就死定了或

已在刑場上了。」

《增廣賢文》中有「忍得一時

之氣，免得百日之憂」，徐受天

因為忍一時的氣而消除了宿怨，

給自己免除了更大的災禍，古人

對待衝突的方式，的確值得我們

借鑒。

盤古開天地，女媧補天造

人，黃帝教化人倫，在現代人的

眼中只是神仙傳說。但朝代的建

立，為後人留下了有跡可循、有

據可信的歷史。神奇的是，幾

乎每一個朝代的天子身邊都有

道士，也留下了許多對未來的

預言。從周朝丞相姜子牙的《乾

坤萬年歌》，蜀漢丞相諸葛亮的

《馬前課》，到唐朝李淳風、袁

天罡的《推背圖》，宋朝邵雍的

《梅花詩》，再到明朝劉伯溫的

《燒餅歌》，這些預言精準的定

位了四千多年的中國歷史，而這

些預言家無一不是修道之人。古

代修道，就是修成神仙。所以修

道之人，是離神最近的人。

姜子牙，是道教最高神三清

之一元始天尊的弟子，在昆崙山

修道。《歷代神仙通鑒》稱元始

天尊為「主宰天界之祖」。在太

元（即宇宙）誕生之前便已存

在，所以尊為元始。在無量劫數

來臨之時，用玄妙的大道來教化

眾生，故而尊為元始天尊。

商朝氣數將盡，姜子牙奉師

命下昆崙協助周文王成就大業。

渭水垂釣等待文王，文王以師

禮待之，姜子牙許諾將保周朝

八百年江山。並寫下了中國歷史

上第一個系統性預言《乾坤萬年

歌》，預言了從周代以後數千年

的王朝更替。 
東漢末年，黃巾起義、董卓

亂國，諸侯割據，天下再度大

亂。諸葛亮隱居隆中，醉心於

道。《三國志 ‧ 諸葛亮傳》上

記載，諸葛亮有經天緯地之才，

「未出茅廬，先定天下三分」。

漢皇室後裔劉備其時勢力薄弱，

三顧茅廬請其出山，最終奠定三

分天下的局面。

諸葛亮不但是一位傑出的政

治家、軍事家、文學家、書法

家、發明家，鮮為人知的是，他

也是一個預言家。

中國歷史上第二個系統預

言身後朝代興衰的《馬前課》即

為諸葛亮所著。《馬前課》十四

卦，每一卦講述一個朝代。與

《乾坤萬年歌》一樣，《馬前課》

預言之準令人驚訝。然而在中華

悠久的歷史長河中，這樣偉大的

預言家幾乎是每個朝代都會出

現。其中最負盛名的莫過於唐朝

太宗皇帝手下的司天監李淳風

和隱士袁天罡共同寫下的《推背

圖》和明朝明太祖手下的大謀士

劉伯溫的《燒餅歌》，以及宋朝

易學家邵雍的《梅花詩》。

唐朝和五代年間，《推背圖》

在民間已極為流行。在正史《舊

唐書》中記載，李淳風推算到

三十年後，李氏江山將會被太宗

後宮的一個女人篡奪。太宗想要

殺掉可疑者，李淳風說天命如

此，不可逆轉。李淳風隨後將未

來推算到了一千多年以後，幾乎

如親歷一般的準確，使得後人一

直懷疑是有人在後來偽造的。但

清朝順治年間的才子金聖歎親手

註釋的《推背圖》卻否定了這一

說法。金聖歎死於清朝初年，當

然無法批注身後 200 年所發生

的一系列大事。

另一部精確預言未來的，是

宋代易學大師邵雍，他以十首詩

預言了身後直至今天的歷史大

事，名為《梅花詩》。

說到預言，《推背圖》之外，

就是大明軍師劉伯溫的《燒餅

歌》的影響最大了。有一次太祖

正在吃燒餅，剛咬一口，劉伯溫

求見。太祖就把燒餅扣在一個碗

下，待劉伯溫進來便問他碗中是

何物，劉伯溫說：「半似日兮半

似月，曾被金龍咬一缺，這是個

燒餅啊。」太祖大驚，遂向他詢

問身後大事。劉伯溫從大明朝一

直推算到今天，將歷史上要發生

的大事一一陳述。

在人類歷史上，其他民族也

有預言家，但如中國這般系統

的、連續的、眾多的預言家，卻

是絕無僅有。

串聯起歷朝歷代的預言，幾

千年後回頭看，原來歷史就像是

掌控人類命運的神精心策劃的一

個劇本，只不過讓人類在這片土

地上一幕幕依次上演而已，而我

們每個人，都是其中的一個角

色。只是我們不知道接下來的劇

情，而有人知道，那些離神最近

的人，他們能夠跨越時空看到神

的安排。神，從來就沒有離開過

我們，只是我們視而不見。

◎ 文：青蓮 圖：Fotolia

製作出人類首張黑洞圖像的

研究團隊，日前獲得第 8 屆基礎

物理學「突破獎」及 300 萬美元

獎金。

國 際 合 作 項目「事 件 視

界 望 遠 鏡」（Event Horizon 
Telescope），在今年 4 月公布了

史上第一張黑洞圖像，這個團隊

擁有 347 位來自世界各地的科學

家，由美國哈佛 - 史密松天體物

理 中 心（Harvard-Smithsonian 
Center for Astrophysics） 的

天體物理學家多爾曼（Shep 
Doeleman）所領導。

該團隊在過去 10 年來一直

致力於黑洞研究，最終捕捉到室

女 A 星系（M87）中央超大質

量黑洞的圖像。該黑洞與地球相

距 5500 萬光年，其質量為太陽

的 65 億倍。

多爾曼說：「我們現在身處

一個黑洞可精確成像的時代，我

們可以接近其事件視界，並首次

繪製時空。」所謂黑洞的事件視

界是指某個點，此處黑洞的重力

影響強到光線都無法逃脫。

「突破獎」由硅谷的企業家

所發起與捐款支持，頒獎典禮

將於 11 月 3 日在美國國家航空

航天局（NASA）位於加州的埃

姆斯研究中心（Ames Research 
Center）舉行。

一個非先天性盲人，大腦的

視覺皮層通常是完好無損的，視

覺皮層也能正常運作，只是它無

法從眼睛接收到任何信息。

而在一項非凡的醫療試驗

中，新技術設備 Orion，讓六位

盲人已經部分恢復了他們的視

力。這是一種將攝影機影像直接

送入大腦的新設備，未來能幫助

更多盲人恢復視力。

Orion 裝置直接向佩戴者的

大腦提供視覺信息，完全不需要

眼睛。它有兩個部分組成：腦植

入物和一副眼鏡。植入物由 60
個電極組成，植入物從安裝在眼

鏡上的相機接收信息。

Yoshor 表示，「理論上來

說，如果我們在大腦中有數十

萬個電極，我們就能產生豐富

的視覺影像。想像一幅點描派

(pointillism) 的畫作，成千上萬

個小點聚集在一起創造出一個完

整的圖像。我們可以透過刺激大

腦枕葉部位的數千個點來做同樣

的事情。」

研究參與者 Benjamin James 
Spencer自 9 歲以來就一直失明，

如今 35 歲的他表示，他現在有

能力看見妻子的臉形和他的孩子

跑來他身邊給他擁抱，他驚喜的

感歎這是多麼不可思議。

黑洞圖製作團隊
獲「突破獎」 

◎ 文：天羽

修身拒色 有志方成

忍一時氣 消前世怨

中國，古稱神州。五千

年來，人類在這片神奇的土

地上，上演了一幕幕劇情跌

宕的大戲，每個人都是戲中

的一個角色卻不自知。只有

離神最近的人，才能看到神

給人類安排的劇本。

◎ 文：紫雲

離神最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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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科技拯救盲人

◎ 文：藍月

徐受天因為忍一

時的氣而消除了

宿怨。值得我們

借鑒。

◎ 文：秀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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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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卡城中央街獅子大橋以

北，弓河河畔有個一家中餐館名

叫「惠食街」。其開業時間還不

到三年，已成為各方食客喜愛的

去處之一。有哪些特色吸引了大

家的光顧呢？今天就讓小編帶您

一起來探訪一下吧！

開門至晚間1點 

越南粉+宵夜

步入「惠食街」，感覺到一

片清新雅緻。午市特別為工作緊

張的上班族提供特價量足且種類

豐富的粥粉麵飯，試想在冬日的

中午，有陽光斜灑入室，和同

事、朋友一起在此吃個午飯工作

餐，再搭配一杯奶香濃郁的珍珠

奶茶，融合著軟 Q 粉圓，讓人

感受到暖意融融的放鬆。

惠食街每週七天營業，從上

午十一點至翌日凌晨一點。夜間

供應各種宵夜，這裡又可謂是卡

城的「深夜食堂」之一。

無論午餐還是晚餐，惠食街

都供應美味越南粉。其中招牌的

K & B Noodle House (Chinese & Vietnamese Cuisine) Open 7 days / week  11 am ~ 1 am (morning)

（403）276 - 3288訂餐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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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天營業 ． 每天 11 點至凌晨 1 點 每晚 9 點後打冷、宵夜

純魚骨熬製
原汁鮮味

$2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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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9清蒸老虎斑
Steamed Fish

特色越南檬粉
 BBQ Combo on Vermicelli

$12.99

牛尾煲
Oxtail Casserole

$2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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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9家鄉黃鱔飯
Country Style Eel Fried Rice

卡城獨一家

全
日提
供正宗越南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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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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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廚推薦特價菜品

每日
午市粥粉面飯特價

惠食街

客人都成了我們的朋友」Kelly
說，「看著客人滿意而去，心裏

就高興，有實現價值的感覺」。

濃濃家鄉味

熱騰騰的瓦煲裡熬得濃濃的

湯汁、大盤中豐富的蔬菜配料、

燉得鬆軟入味的大塊肉……美味

與營養的合理搭配，透出的是絲

絲來自家鄉的味道。

比 如 特 色 菜「家 鄉 黃 鱔

飯」。黃鱔飯是臺山傳統的養

顏補身的暖胃生肌飯，又名黃鱔

焗飯，或叫黃鱔煲仔飯，是廣東

臺山一款極具家鄉特色的地道主

食 , 主要材料包括泰國香米、黃

鱔等，其用料、製作、口味都充

分體現到臺山人口味喜香濃的特

色。黃燦燦的蛋炒飯配以略微爆

香後的鱔魚片，嫩嫩的鱔魚片與

蛋炒飯，加調料燜在一起。揭開

蓋子，濃郁的香味撲面而來，鱔

魚片因為無骨，大快朵頤之際有

人怕是覺察不到鱔魚片的存在，

只覺得炒飯異常鮮香而已。

再看「秘製冬菇支竹鴨煲」：

大塊鴨、大塊荔浦芋頭、大片支

竹（也稱腐竹）、大片冬菇……

配以秘製醬汁，長時間煲制，配

料和主料香味融入一體。粉粉的

荔浦芋吸收了鴨子的油膩，留下

的鴨肉，鬆鬆軟軟，滋味醇厚。

其中最好吃的當屬支竹，油光透

亮的支竹，除了自帶豆香外，有

深深侵潤了鴨肉的醇香、冬菇甜

香和芋頭的清香，口感變得異常

豐富深厚。煲底留下的濃湯，用

來澆白飯，保管米飯一掃光！寒

冷冬夜裡，來一份暖暖的秘製冬

菇支竹鴨煲，美味又滋養！

最後來看倍受誇讚的「極品

補鈣魚湯米線」。這可是以新

鮮純魚骨慢火 12 小時熬製而成

的。富含魚骨鈣質的濃湯，添加

翠綠的青口貝，再調以獨家秘製

醬料，米線湯透著乳白色，香味

濃厚。鮮甜的青口貝和大蝦，配

以清爽的西紅柿，滋味恰到好

處，平和不膩。富有彈性的米線

依然是主角，掛著湯的鮮味，爽

滑入肚，不要太快哦。

卡城的冬季即將來臨，在寒

冷而又漫長的季節中，歡迎來到

「惠食街」聚聚，清酒、奶茶、

熱飲相伴，一品滋補的暖暖家鄉

味。

的味道
「極品補鈣魚湯米線」據說還曾

獲得某位客戶大力讚賞：「這是

我吃過的最好的魚湯，沒有魚腥

味兒，只有鮮香」。而能在深

夜提供越南粉的餐廳，卡城也只

此一家。

老闆娘 Kelly 性格爽朗，服

務員也同樣熱情週到，讓顧客有

賓至如歸的感覺。

各類炒菜份量足

Kelly 介紹，除了越南粉和

各種宵夜點心之外，「惠食街」

提供豐富的正宗粵菜、北方菜，

以及各類酒水、飲料。

菜品份量足、價格實惠是

「惠食街」的一大特色。Kelly
介紹，兩年前開辦這家餐館時，

起名為「惠食街」就源於此。

「菜品份量足，花一樣的錢可以

吃更多的東西；吃的好，更省

錢；讓顧客得到真正的實惠才是

做生意的長遠之道。來我們店的

客人，很多都是熟客，然後他們

再不斷介紹親朋好友前來，這樣

我們的穩定客人越來越多，很多

好吃又實惠好吃又實惠——訪惠食街——訪惠食街家鄉

家鄉黃鱔飯

支竹鴨煲 羅漢齋

京都骨

◎文：唐楚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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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寶記台灣牛肉麵館

正宗台灣牛肉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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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7, 222 - 16 Ave NE Calgary

電話：403-454-3880

青椒凹陷的果蒂會積聚農

藥，清洗時應先將蒂去除。如果

烹調青椒前，先將白色的囊狀組

織和籽去除乾淨，吃起來會非常

香甜。

以下介紹一道青椒家常料

理——青椒鑲肉：

食材：

絞肉 200 克、青椒 2 個、

蘑菇 50 克、蔥 1 根、薑 1 塊。

調料：太白粉 3 匙、鹽 1
匙、酒 1 匙、胡椒粉 1/2 匙、醬

油1/2匙、醋1/2匙、糖1/2匙。

做法：

1. 青椒去蒂頭，洗淨，縱

向切開，去籽、去膜備用。

2. 蘑菇切碎丁，熱油鍋，

放 1/4 匙鹽，炒香後，冷卻備

用。

3. 薑切末、蔥白切末、蔥

綠切絲。

4. 絞肉放入 1/4 匙鹽、1 匙

酒、1/2 匙胡椒粉、蔥白、蘑菇

和 3 匙太白粉，攪拌均勻。

5. 青椒內填入肉餡，抹平 
備用。

6. 熱油鍋，肉餡朝下放入

油中，煎至金黃色，翻面。

7. 加 醬 油 1/2 匙、 醋 1/2
匙、糖 1/2 匙和少量太白粉，炒

均勻，燜煮 3 分鐘。

8.灑上蔥綠絲，燜一會兒，

即可上桌。

美食秘訣：

1. 肉餡向下放入油鍋，確

保肉餡煎熟，並釋放肉類鮮美 
滋味。

2. 調料分量和種類可以根

據食材多少和個人口味，彈性 
調整。

整版圖片：FOTOLIA

◎文：紀夢君
青椒是常見的蔬菜，富含維生素 C、維生素 K，以及微量元素等，新培育出來的品種有紅、

黃、紫等多種色彩，適合幫菜餚提味和配色，同時它還有許多養生保健功效。

防癌抗老助消化
          ——青椒

選購青椒的方法

青椒頂端的柄呈現鮮綠色

才是成熟的，而蒂頭翠綠則是

青椒新鮮的象徵。成熟的青椒

外表呈現漂亮的綠色，表皮

平滑、有光澤，果實厚重。

選購時，觀察一下青椒

的形狀是否完整、飽滿，

以手指輕壓，新鮮者雖會

變形，但拿起手指很快

就彈回；不新鮮的青椒

顯得疲軟、皺縮，顏色

暗，蒂頭也枯萎、腐

壞，不宜購買。

青椒的養生功效

預防癌症

青椒含有抗氧化物質，能夠

阻止有關細胞的新陳代謝，終止

細胞組織的癌變過程，從而降低

癌症細胞的發生率。

預防老化

青椒所含的維生素 C、E，
對於提升人體免疫力、抑制黑色

素的產生、清除自由基等都有幫

助，因此可以延緩人體老化。

解熱鎮痛

青椒辛溫，食之能通過發汗

來降低體溫，緩解肌肉疼痛，具

有較強的解熱、鎮痛作用。

緩解疲勞

青椒含有能促進維生素 C
吸收的維生素 P，即使經過加熱

以後，維生素 C 也不會流失，

故有消除疲勞的效果。

減少掉髮

青椒富含矽元素，可以幫助

強化我們的毛髮和指甲，經常食

用青椒，可以滋養髮根，減少掉

髮的現象。

治療壞血病

青椒可防治壞血病，對於貧

血、牙齦出血、血管脆弱等，都

有輔助治療的作用。

淨化血液

青椒的綠色來自於葉綠素，

葉綠素可防止腸內吸收多餘的膽

固醇，故能幫助將膽固醇排出體

外，達到淨化血液的功效。

促進食慾助消化

青椒含有辛辣的辣椒素，可

以促進食慾，幫助消化。所含維

生素 P 能強健毛細血管，預防

胃潰瘍、動脈硬化等疾病。

飲食
健康

青椒鑲肉

青椒炒肉，營養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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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料理烤料理

清真新鮮西冷牛排
清真新鮮雞腿 清真草羊粒（冷凍）

清真新鮮

肩胛牛排

芭莎
清真肉類

國際食品超市烘培特價  口袋餅

買五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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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9 月 30 日～ 10 月 13 日

2717 Sunridge Way N.E
403.280.6797

七天營業  早 9:00 ～晚 9:00

（去骨帶皮）

肉眼牛排清真
新鮮 

雞腿絞肉清真
新鮮 

雞肝清真
新鮮 

西冷
牛排

清真
新鮮 

清真新鮮連背雞腿

清真新鮮

小雞腿
清真新鮮 雞翅

清真新鮮帶骨

亞省羊肉

清真新鮮

西冷三叉牛排
清真新鮮瘦

牛絞肉

清真新鮮

十字肋牛排

十月份
果蔬部裝修

◎文：米娜 圖：Fotolia

烤箱料理很多，蔬菜、海鮮、肉類菜餚

到甜點，試著做做看。

作法

結球甘藍用滾水煮2分鐘備用。

玉米切塊，紅蘿蔔切條，甜菜根去

皮切片，彩椒切條，小西紅柿剖半。

將所有食材放在烤盤裡，灑上調

料，也可依照自己喜愛口味調整。加

完調料，攪拌均勻。

烤箱預熱200攝氏度，作法�放入烤

箱內烘烤，烤箱溫度設定上下火200
攝氏度，時間設定20分鐘。

玉米2支、紅蘿蔔1根、甜菜根1個、

結球甘藍 15 顆、彩椒 1 顆、新鮮小

西紅柿10個。

調料：意式香料1小匙、鹽1小匙、橄

欖油4大匙、黑胡椒1小匙。

食材

烤蔬菜的香味和甜度，比起炒蔬

菜更加濃郁；同時，烘烤烹調方

法突顯香草的香氣，更豐富了烤

蔬菜的口味。

烤蔬菜

作法

備料：鮭魚片解凍，洗淨。用紙巾

把水吸乾。

烤箱預熱200攝氏度。

醃料攪拌均勻，均勻抹在魚的兩

面。在烤盤上鋪上薑片，鮭魚放上烤

盤，送入烤箱。烤25分鐘。

烤魚出爐，搭配主食及配菜擺盤上

菜。食用前在魚肉上擠些檸檬汁，風

味更佳。

想要魚肉軟嫩，可用烘焙紙包鮭魚

烤，不僅保營養，還可以烤出鮭魚的

美味及香氣。

鮭魚尾巴1片、薑3片、檸檬汁適量。

醃料：白酒2大匙、鹽、黑胡椒。

食材

烹調鮭魚不得法，吃起來可能有

腥味，也可能口感太乾柴。用烤

箱烤鮭魚，只要溫度設定好，就

可以坐等美味烤鮭魚。

烤鮭魚

作法

青花菜去粗皮，切小朵，汆燙斷生

備用。

彎管麵煮軟，快速過一下冰水，瀝

乾備用。

白醬：奶油放鍋裡，小火融化奶

油，下麵粉炒香，一邊慢慢加牛奶，

一邊攪拌均勻，加鹽、黑胡椒調味。

烤盤內放入青花菜、意大利麵，倒

入白醬。灑上起司粉，舖滿起司絲。

�烤箱預熱180攝氏度，將烤盤送進烤

箱，烤約20分鐘即可出爐。

青花菜300g、彎管麵1杯、麵粉5大
匙、牛奶1.5杯、起司粉3大匙、起司

絲適量。

食材

蔬菜上灑滿起司烤至融化，品味

的是蔬菜的鮮甜，以及起司的鹹

香口感。若要吃得飽，可加些意

大利麵一起焗烤。 

起司烤青花菜麵

香甜蔬菜
口味濃郁

作法

大香菇去蒂，以濕巾擦拭；香菇裡

外均勻塗橄欖油，灑些鹽、黑胡椒。

烤箱預熱180攝氏度。香菇烤10分
鐘後取出。

香菇表面朝下，內面鋪上起司絲

後，雞蛋打在起絲上面。

香菇再放烤箱，以200攝氏度烤10
分鐘，烤至蛋白硬化、蛋黃初凝即可

出爐，灑上香料即可上菜。

美味秘訣：將香菇的內面挖除一

些，可加大裝蛋的體積。

大香菇6朵、雞蛋6個、起司絲適量。

調料：意式香料、黑胡椒、鹽適量。

食材

這道料理有兩個特色，一是烤填

餡香菇，一是烤雞蛋；兩者都可

以各別發揮，變化出其他好菜，

不妨試著自己設計菜單。

鮮菇烤蛋

作法

備料：雞肉切大丁。節瓜切片狀，

洋蔥、彩椒配合雞肉大小切塊備用。

用竹籤將雞肉與其他食材間隔串起

來備用。

雞肉入鍋稍微煎一下，封住肉汁。

烤箱預熱180攝氏度。

將雞肉串均勻排在烤盤上，送進烤

箱烤6分鐘，翻面再烤6分鐘。

雞肉熟即可出爐，灑上一些香菜葉

子，風味更佳。

雞胸肉、節瓜、洋蔥、彩椒適量。

醃料：醬油3大匙、洋蔥末1大匙、蒜

末1大匙、味醂1大匙、糖1大匙、清水

2大匙。

食材

低脂肪、高蛋白質的雞胸肉是許

多追求健康的人熱愛的食材之

一，如能有美味的烤雞胸肉廚

藝，將使健康飲食更加方便。

烤雞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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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日常輻射危害預防日常輻射危害66招 招 
【看中國訊】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都會受到一定的輻射，雖然

微量的輻射不會對人體造成傷

害，但對於已經離不開電子設備

的現代人來說，幾乎時時刻刻都

在與輻射「親密接觸」，電視、

電腦、微波爐、手機⋯⋯特別是

經常使用電腦、辦公自動化設備

的職場白領，就更不用說了。

減少日常輻射6種方法

1、不要把家用電器擺放得

過於集中或經常一起使用，特別

是電視、電腦、電冰箱不宜集中

擺放在臥室裡，以免使自己暴露

在超劑量輻射的危險中。

2、各種家用電器、辦公設

備、移動電話等都應盡量避免長

時間操作，如：電視、電腦等電

器需要較長時間使用時，應注意

每一小時離開一次，採用眺望遠

方或閉上眼睛的方式，以減少眼

睛的疲勞程度和所受輻射影響。

3、當電器暫停使用時，最

好不讓它們處於待機狀態。很多

人都有一個習慣，電子產品不用

的時候，會讓其處於待機狀態。

這裡建議，上班族在中午睡覺的

時候，要把電腦關上，減少輻射

傷害。

4、對各種電器的使用，應

保持一定的安全距離，如：眼睛

離電視熒光屏的距離，一般為熒

光屏寬度的 5倍左右；微波爐開

啟後，要離開 1米遠，孕婦和小

孩應盡量遠離微波爐。

5、手機接通瞬間釋放的電

磁輻射最大，所以最好在手機響

過一、兩秒或電話兩次鈴聲間歇

中接聽電話。通話時，應盡量使

頭部與手機天線的距離遠一些，

最好使用分離耳機和話筒接聽電

話。

6、調節電腦屏幕亮度。一

般來說，屏幕的亮度越大，電磁

的輻射也就越大，但太暗的亮度

也會造成眼睛疲勞，所以屏幕亮

度要適當，可以調節成護理模

式。

減輕輻射危害的食物

一、木耳

味甘，性平，有排毒解毒、

清胃滌腸和血止血等功效。木耳

富含碳水化合物、膠質、纖維

素、葡萄糖、木糖、卵磷脂、腦

磷脂、胡蘿蔔素、維生素 B1、

維 生 素 B2、 維 生 素 C、 蛋 白

質、鐵、鈣、磷等多種營養成

分，被譽為「素中之葷」。木耳

所含的一種植物膠質，有較強的

吸附力，可將殘留在人體消化系

統內的灰塵雜質集中吸附，再排

出體外，從而起到排毒清胃的作

用，因此，從事粉塵環境中作業

的人，特別應多食木耳。

二、辣椒

辣椒之類辛辣食品屬於常用

調料，同時也是抵禦輻射的天然

食品。吃辣椒不但可調動全身免

疫系統，辣椒、黑胡椒、咖喱、

生薑之類的香辛料，還能保護細

胞的 DNA，使之不受輻射破壞，

因此，經常吃辣，身體健康。

三、海帶

味鹹，性寒，有化痰、消

痰、平喘、排毒、通便的功效。

海帶富含藻膠酸、甘露醇、蛋白

質、脂肪、糖類、粗纖維、胡蘿

蔔素、維生素、尼克酸、碘、

鈣、磷、鐵等多種成分，尤其是

含豐富的碘，對人體十分有益，

有研究發現，海帶的提取物——

海帶多糖，因抑制免疫細胞凋亡

而具有抗輻射作用。

四、苦瓜

味甘、苦，性平，中醫認為

苦瓜有解毒排毒、養顏美容的功

效。苦瓜富含蛋白質、糖類、

粗纖維、維生素 C、胡蘿蔔素、

維生素 B1、維生素 B2、尼克酸

鈣、磷、鐵等成分。苦瓜中存有

一種具有明顯抗癌的活性蛋白

質，能夠激發體內免疫系統防禦

功能，增加免疫細胞的活性，清

除體內的有害物質。苦瓜雖然口

感略苦，但餘味甘甜。

【看中國訊】玉米是全世界

公認的「黃金作物」，也是很多

人喜愛的食物。中醫認為玉米有

開胃、健脾的好處；現代醫學也

證明，玉米中豐富的膳食纖維有

助於刺激腸胃蠕動，可以緩解腸

胃不適，預防便秘、痔瘡等疾

病。

在中國人傳統的印象中，玉

米一直是一種顏色——黃色，而

現在市場上玉米的顏色可謂五花

八門，白玉米、紫色玉米、紅色

玉米等，更奇特的是，一種玉米

有好幾種顏色。這種彩色的玉米

禁不住讓人懷疑是不是轉基因？

其實，白玉米是早已存在的

品種，口感更黏糯，而紫色玉米

又名黑玉米，原產地為安第斯

山，也不屬於轉基因。至於那些

五彩繽紛、看起來那麼不正常的

玉米，都是雜交來的，也不是轉

基因。

那麼我們經常在市場上見到

的甜玉米呢？ 甜玉米也是經過

人工培育雜交的產物，但並不是

轉基因的產物。

玉米在成熟過程中，會通過

光合作用產生葡萄糖，並把它們

運送到胚乳中，以澱粉的形式儲

存起來，但澱粉本身吃起來沒有

甜味。我們吃的普通玉米味道不

甜，就是這個原因。

而甜玉米的不同之處在於，

它的胚乳中不只有澱粉，還有相

對含量很高的水溶性多糖，這就

賦予了其不同於普通玉米的甜

味。

值得注意的是，甜玉米的甜

不是轉基因造成的，這並不意味

著所有的甜玉米都不是轉基因。

而意思是，有的甜玉米是非轉基

因，而有的甜玉米可能是轉基

因，為甚麼呢？

我們先來瞭解甚麼是轉基因

玉米：轉基因玉米就是利用現代

分子生物技術，把種屬關係十分

遙遠且有用植物的基因導入需要

改良的玉米遺傳物質中，並使其

後代體現出人們所追求的具有穩

定遺傳性狀的玉米。也就是說，

轉基因玉米與普通玉米的區別，

不一定在外觀上表達出來，外觀

上看，轉基因玉米與普通玉米是

一模一樣的。

據 gmoanswers.com 網 站

2015 年估計，美國大約有 10%

的甜玉米是轉基因玉米。另外，

ewg.org 網站建議，雖然美國大

部分市場上出售的甜玉米不是轉

基因食品，但最安全的方法，還

是選擇有「非轉基因」（「Non-

GMO Project Verified.）或「有

機 食 品 」（USDA ORGANIC）

標籤的玉米。

煮玉米小竅門

煮玉米，在街頭小巷非常常

見，味道香、口感黏糯。很多人

奇怪，為甚麼自己煮的玉米達不

到這樣的效果呢 ?除了和玉米本

身的品種有關，下面介紹幾個讓

玉米口感更好的竅門。

第一、連皮一起煮

購買回來的新鮮玉米，剝皮

時留下裡面的一層，有保溼、保

鮮作用。煮的時候，連皮一起

煮，可增加玉米的清香味，口感

更嫩。

第二、加點鹽

煮熟的玉米中可以加入少量

的食鹽，味道更好，也可以更好

的突出玉米的甜味。不過，煮好

的玉米不宜過早拿出鍋，因為表

面容易被風乾變硬。

第三、加點小蘇打

穀物中的澱粉一般以澱粉顆

粒的形式存在，外層有含有蛋白

質的一層膜包裹，添加鹼可以促

進澱粉溶出、糊化，這樣煮出來

的玉米更加軟糯，也容易煮熟。

此外，添加小蘇打，可以促

進玉米中煙酸的溶出，更容易被

人體吸收，增加了玉米的營養價

值。

第四、提前浸泡、冷水煮

這樣煮出來的玉米更軟糯，

容易咀嚼。至於市面上的甜玉

米，一種是玉米品種決定，另

一種是由於添加了甜蜜素。家

庭中煮玉米，如果想要甜糯的

口感，可以添加一些冰糖。

彩色玉米是不是轉基因食品？ 

【看中國訊】小蘇打、醋、

漂白水⋯⋯個別看，清潔效果都

很好，但要小心，很多清潔劑混

在一起可能造成眼、鼻、皮膚刺

激，甚至爆炸。有些產品單獨使

用時安全，與其他產品混合使用

卻可能產生冒煙或其他化學反

應，就算兩種產品混合起來並無

毒性，也難保這些混合物對家具

表面或布料纖維不會產生傷害。

使用清潔劑時應注意下列幾

點：

1.不同的排水管疏通劑

不要一起使用

清潔排水管時，不要同時使

用兩種以上不同的疏通劑，不要

倒了一種疏通劑進入排水管後，

發現浴缸或廚房的水管仍然阻

塞，就想說再試另一種疏通劑可

能會比較有用。

專業人士警告，接連使用兩

種不同的水管疏通劑可能會產生

意想不到的化學反應。

2.別在小口玻璃罐內 

調製小蘇打與醋

這兩種物品的天然潔淨力是

許多家事達人的最愛，不過，醋

加入小蘇打會造成起泡的現象，

如果是在窄瓶口的玻璃瓶中調製

兩種物品的混合液，有可能引起

瓶子爆炸。

3.別同時使用 
雙氧水和醋

同樣不適合裝在同一個容

器的還有雙氧水與醋，兩種成

分的混合物會產生過氧醋酸

（peracetic acid）， 會 刺 激 皮

膚、眼睛與呼吸器官。

家用清潔劑

不可隨意混合使用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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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重磅商品發布在臉書頁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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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
32 Ave. NE

27 ST N
E

29 ST N
E

Barlow
 Trail N

E

36 ST N
E

N

本週營業時間：    數量有限 售完即止週一至週五：早 9:30- 晚 7:00    週六：早 10:00- 晚 6:00   週日：早 10:00- 晚 5:00

茄子 紅甜椒

Red Pepper紅薯 Sweet Potatoes
連莖蕃茄

Tomatoes On Vine
橙 / 黃甜椒

Orange & Yellow Pepper

淘果蔬
就到 Freestone!

超低價
折扣高達 75%!

Eggplant

$     .29/ 磅0 $     .29/ 磅0$     .49/ 磅0 $     .49/ 磅0

更多商品

週一 ∼ 週五特賣 週二 ∼ 週四特價商品

超低價
折扣高達 75%!

$         .00/ 箱15 (40 磅 )

10 月 7-11 日 
October 7-11 Power 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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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麗小語：處於困境之中，人往往會因為靜心反思而生出智慧、或者做出對的決定，遏止厄運的苗頭繼續猖狂，取而代之的是迎向
烏雲背後的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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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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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城北 45 分鐘車程
小鎮餐館

薪優糧準 包食宿

炒鍋

有意請電：
403-975-1688 約見

誠聘：

(587)-619-4229

sales.calgary@visiontimes.com

惠賜廣告請電：

逢週四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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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0日∼10月16日

旭蘋果

黃洋蔥

* 所有特價貨品售完即止，廣告價格如有錯漏，以店內標示為準 *

購物滿       即可免費獲得 1 個大花椰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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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lery 西芹 Mcintosh ApplesYams 

0 58
lb

$

red / russet potatoes 紅/褐皮土豆

5lb Carrots 胡蘿蔔

Spend $30 and get a free  jumbo Caulifl ower.
.

Assorted Hard Squash 3lb Yellow onions Green Cabbage 捲心菜

$198 ea088
lb

$

平價  新鮮

$5 98
ea

$ 038 lb

$0 48 lb
$148

ea

$5 磅裝
3 磅裝

lb

20 磅裝

$ $148 ea

什錦硬南瓜

番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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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與老公結婚 12 年育有

一個兒子，一直以來他的工作

都在大陸，聚少離多。我對老

公雖保持著相信的態度，可

是，五年前他竟也發生外遇這

樣的事。他最後回頭選擇了家

庭，我選擇了原諒他，但我也

得了恐慌症，開始對他疑神疑

鬼。

三年前，經濟正不景氣，

他所工作的部門面臨收編，先

生最後決定離開，但是他回來

後對我態度都很冷淡（想跟

我離婚）。我因受不了，整個

人徹底崩潰，精神科醫生說我

有憂鬱及恐慌症。因病的關

係，他才改變對我的態度（同

情）。後來他再找的工作還是

在大陸廣東，一樣又是只剩我

與兒子一起生活。

去年他帳戶裡的錢在期貨

市場裡全賠光了，去年 12 月

中，我在 Skype 上不留情面

地責備他，他回給了我一句

「抱歉」，並說他確定賠掉的

錢無法從股市裡取回了，他也

完全放棄了，叫我放了他，給

他自由（要我跟他離婚）。 

他告訴我想離婚的理由，

不只因為他將自己搞成一無所

有，在婚姻中我不是他想要的

那種溫柔體貼的女人。 2 個

多月了，他父母、我的家人們

都叫我不要理他，讓他自己去

冷靜思考，可是這樣有用嗎？

躲在大陸的他今年過年就

沒回來，在我不同意離婚的情

況下，他告訴我一切叫我自己

看著辦，生活費一毛不匯給

我。我為何要放過對我傷害到

如此的他，我要跟他耗去嗎？

我好無助喔！

感謝你的來信！婚姻遇到如此

的困境，相信你一定很無助。現

在，讓我們冷靜的想想，是不是還

有轉圜餘地？

首先，你問一下自己：不想離

婚的理由是什麼？是仍然深愛著

他？還是為了孩子著想？或者因為

旁人的規勸？如果不想離婚的理

由是正面的，或許你還有決心或

力量扭轉局面；如果此刻的「不甘

心」、「恨意」和「忿懣」之情已

經超過以上任何可能的原因，那真

有回天乏力之感了。

夫妻之間有衝突實所難免，往

往遇到重大事故時，正是考核兩人

情感默契與堅定的時刻。當年他外

遇，你選擇原諒，然而，卻未見兩

人的關係藉此從新建構或修補起

來。他當時的理由是你不夠溫柔、

揶揄他……。這些看似是他推託之

詞， 但也絕非空穴來風。

沒錯，外遇的是他，犯錯的是

他，但是，中國女子自古講究的婦

道是溫柔，當我們選擇寬容、智

慧、理性、溫和、堅定的態度應對 
時，那柔和及善意的力量會讓對方

慚愧不已、並懸崖勒馬珍惜身邊所

有。

相反的，過激的言語，只有一

再地傷害彼此的關係，甚至因為無

理智的謾罵而弄得彼此傷痕累累，

反目成仇。看來忍一時之氣可以解

決的事情，卻因為成一時口舌之快

而弄得體無完膚，真的很可惜。想

想當初為什麼會選擇共結連理，或

許在傷害彼此的話一出口的當下，

都要理智的三思而後言。

當失業、投資失敗已成事實的

時候，當事人心裡的壓力不亞於旁

人，此時，如果有一雙溫柔的眼神

或雙手予以支持和引導，兩人同

心，難題或許有解決的可能。然

而，一方已是戰敗的公雞，回家要

面對妻子失望眼神甚至一句無心的

重話指責，將心比心，你會選擇樂

意回家嗎？

曼麗想建議你，醫生診斷出你

的精神狀況稍微出現問題，這是從

醫學上給我們的警訊。或許此刻，

面對經濟的問題、婚姻觸礁的問

題，已經讓你無暇去思考，那麼，

我們不妨停下焦慮的腳步，認清眼

前亟待解決的問題：身體狀況、精

神的穩定、工作的穩定、孩子的學

習及心靈等等，把我們可以掌握的

事情處理好，會連帶改變懸而未決

的棘手事情。所謂「事緩則圓」，

有些事情因為形成的原因複雜，急

於求成反而容易把心緒搞的更混

亂。

夫妻關係走到這一步，其實並

非無轉圜餘地。期望你先保重身

體，我們在各方面把自己調整好，

才有力量面對外在的考驗。你的孩

子需要你，你的未來掌握在你的手

裡，現在看似一團亂，但是說不定

這將是否極泰來的開始。因為處於

困境之中，人往往會因為靜心反思

而生出智慧、或者做出對的決定，

遏止厄運的苗頭繼續猖狂，取而代

之的是迎向烏雲背後的藍天。曼麗

深深為你祝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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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的人傷我最深
 曼麗回信

 讀者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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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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10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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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lb
特價 $1.59 /lb

新鮮蹄膀
Pork Hock

原價 $2.19/lb
特價 $1.59 /lb

連背雞腿
Chicken Legs

w/Back

牛仔骨
   Beef Short Ribs

卡城愛樂樂團（CPO） 
迪士尼音樂會：瑪麗·波平斯

卡城愛樂樂團為聽眾奉獻迪士尼經典

佳作。奧斯卡金像獎得主 Julie Andrews
和 Dick Van Dyke 出演，萬勿錯過。請

訪問下面網站購買門票。

時間：10 月 11 日晚 7 點半～ 9 點

半；12 日下午 2 點。

地點：Jack Singer Concert Hall
地址：205 8 Ave SE
網址：calgaryphil.com/event/mary-

poppins/2019-10-12/

女孩聯繫大會

卡城婦女中心的女孩聯繫大會已經

開放註冊。該大會是為 10 ～ 12 年級女

孩組織的免費會議，探討他們生活相關

的話題。

時間：週六，10 月 12 日上午 10 點

半～下午 4 點

地點：The Women's Centre of 
Calgary

地址：39 4 Street NE

Bow Habitat探索之夜
夜晚學習的機會。每月第三個週四門

票僅 $5 元。

時間：週四，10 月 17 日晚 5 點～ 8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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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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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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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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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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