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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香港議題 美國文體界持續震盪
Across the industries from sports to entertainment, Americans 
witness dramas triggered by support for Hongkong pro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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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誠教育兒子兩三事
Li Ka-shing's Parenting Stories    

巴菲特擬投2億元在亞省建風力發電廠A3 Warren Buffett's firm to launch $200M wind 
power farm in Alberta

A6

目前支持率領先的兩黨，保守黨與自由黨，

選情膠著。位列第三位的新民主黨透露意願，慾

與自由黨組成聯合政府，加大了保守黨取得執政

地位的阻力。

據 CTV 報導，從 11 日至 14 日感恩節 4 天

時間，約有 470 萬人提前投票，比 2015 年的聯

邦大選提前投票人數增加了 29%。

目前保守黨在西部，包括 BC 省、亞省以及

其它草原省份民調領先，而自由黨在魁北克、安

大略及其它東部省份民調更高。（下文轉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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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 RINGTONSO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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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管理費）

BY

鎮屋

$360s
起 價

BY

後車道
雙拼屋

$340s
起 價

BY

獨立屋
前進車庫

$440s
起 價

BY

獨立屋
前進車庫 —
池塘地段

$570s
起 價

選擇西北地區最佳地段，
公共設施聚集

公園、散步小徑、
池塘及遊玩空間

臨近購物、休閒娛樂
及更多設施

      一個全新的
西北社區，給那些想要
提升生活品質的家庭。

價格及條款若有變動，恕不另行通知。

週一 ∼ 週四

下午2點 ∼ 晚8點

週末

中午12點 ∼下午5 點

展 示 屋 開放 時 間

展示屋

現已開放

西北區最好的地方
就是

                                                              

就
在 西 北

區

                                                              

全 新

呈現

為先 之地

聯邦大選  
左右亞省

【看中國林佳綜合報導】2019年加拿大聯邦大選將於10月21日
舉行，屆時將選出第43屆加拿大國會下議院的338名議員。亞省飽
受經濟衰退之苦，油管項目因省際糾紛，東西兩端受阻。省長康尼

（Jason Kenney）與上週末奔走於聯邦選舉決勝之地安省，呼籲選
民支持保守黨，以期在未來得到聯邦政府的扶持，實現經濟突圍。

新民主黨領袖辛格

（Jagmeet Singh）

自由黨領袖特魯多

（Justin Trudeau）

保守黨領袖謝爾

（Andrew Scheer）

亞省省長康尼

（Jason Ke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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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政府？

在加拿大，如果執政黨擁

有國會下議院的過半數議席，其

政府就被稱為多數政府。民調顯

示，保守黨和自由黨目前在全國

範圍內的支持率相近，都低於

33%。按照這個比例，組建多數

政府的可能性不大。據加拿大政

治契約，政黨理論上可以合併組

成一個多數政府，即聯合政府。

6 日當記者問新民主黨領袖

辛格（Jagmeet Singh）：在沒有

政黨贏得加拿大聯邦議會過半席

位的情況下，他是否會與自由黨

聯合執政？辛格脫口而出地回答

說：「絕對會，因為新民主黨不

會支持保守黨少數黨政府」。

CBC 表示，在競選期間聽

到這樣的表態很不尋常，辛格的

這番言論標誌著新民主黨首次釋

放了可能的聯盟談判。

不過 14 日辛格對自己的表

態做了修正，稱現在還不是談組

建聯合政府的時候。自由黨目前

沒有對聯合政府事宜作出表態。

加拿大聯邦保守黨領袖謝爾

（Andrew Scheer）因此緊急呼

籲：只有保守黨才能擋住自由黨

和新民主黨執政聯盟；這樣的執

政聯盟只會讓加拿大納稅人的負

擔加重、讓工作機會流失。

謝爾現年 40 歲，而特魯多

（Justin Trudeau）領導自由黨

在 2015 年勝選時為 43 歲。

經濟議題

2015 年 保 守 黨 哈 珀

（Stephen Harper）總理執政期

間，加拿大國會預算官預計，

2015-2016 財年聯邦赤字約 10
億元。 2015 年特魯多競選勝

利，財政部 2018-2019 年度報

表顯示，截至 3 月 31 日聯邦政

府財政赤字總計 140 億元。

此次自由黨競選政綱表明，

未來 4 年內將新增 315 億元的

債務。《國家郵報》評論稱，自

由黨在支出方面，承諾了一大

堆，唯獨沒有預算平衡計畫。

保守黨的政綱強調在保護核

心服務的同時，提高政府效率，

開源節流，平衡政府預算。謝

爾承諾，如果當選，從現在到

2024-25 年度，政府將在減稅和

新福利計畫上花費 490 億元，

同時將通過開源節流獲得 690
億元，使聯邦預算恢復平衡。

亞省密切關注

謝爾公布的完整競選政綱

中，有幾點與亞省關係密切：

2030 年前實現加拿大能源自給

自足；建立各省之間的自由貿易

協議；建立一條跨越全國的能源

走廊包括恢復「北方油管」項目。

一些法案均需要通過聯邦層

面，才能得到修改或否決，比

如當前的 C-48 和 C-69 法案。

C-48 法案限制在卑詩省北部沿

海出口亞省石油產品，C-69 法

案以保護環境和保障原住民權

利之名，使管道等項目的環境

評估程序更複雜。這些法案直

接影響到跨山輸油管（Trans 
Mountain Pipe Line） 擴 建 項

目的進展，以及亞省「能源東

輸」的夢想。加拿大能源公司

TransCanada 曾提出「能源東

輸」輸油管計畫，即北方油管項

目，該項目因魁北克省的反對以

及未獲得特魯多政府的支持，於

2017 年被迫放棄。

亞省原油產能遠超其管道運

力，由於管道問題未得到解決，

極大程度限制了亞省經濟發展。

特魯多政府在亞省新民主黨

執政期間，決定購買橫山輸油管

(Trans Mountain Pipe Line)，
之後處於兩難境地。此次競選辯

論中，新民主黨和綠黨批評特魯

多，稱其違背了環保承諾。

另外，自由黨宣布的競選計

畫中，表示將在 2050 年前達到

碳零淨排放目標，但是沒有宣布

相關措施。在此之前自由黨政府

已經在全國強制性實施碳稅。碳

稅提高了生活成本，加拿大有 5
個省公開反對。亞省保守黨今年

在省選中獲勝之後，投票通過法

案，正式取消碳稅。相關的法律

訴訟還在進行中。

聯邦保守黨則在競選政綱中

明確，將取消聯邦碳稅。

�六 (10 月 19 日 ) 2 - 4:30 pm

�日 (10 月 20 日 ) 2 - 4:30 pm

212 Edgebrook Park NW1

113 Evansford Circle NW3

143 Panorama HIlls Way N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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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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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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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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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層屋 1400 呎 ,Walk-Out 土 庫� 部
完成�獨立 廚� , 客��壁 爐 , 較 �屋頂
(2017 年 ) ��合�� ,2+1 �� ,3.5 浴廁 ,
�大 Bonus Room, 位於寧��街 , ���
� , 大��超市 ,
�車站��場� $399,900

東北 Harvest H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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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2 呎 , 土庫�部完成 , �����
� 步小 徑 , 由 Arcuri Homes 於 2001 年 建 成 , �
�屋頂 , �氈�油漆 , ��一� , 主層�� 9 呎高 ,
實木 �� , 開放式設計 , 廚��不� 鋼家� ,3+1
�� ,3.5 浴廁 , ����,
學校 , �車站��場� $489,900

西北 Panorama H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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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9,900

西北 Nolan 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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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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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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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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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0,000

�市中心 Bridgeland

獨立�層屋 2208 呎 + 土庫�部完成 , 可步行至
����車站�較�屋頂 , �牆��門 , 主層舖
較�實木�� , 家庭��壁爐 , 廚��大理石檯
面�不�鋼家� ,4+1 �� ,3.5 浴廁 , 土庫�較
��合�����學校�
����場��車站� $625,000

�校� Edgemont

看

亞省省長的努力

亞省省長康尼 2 日至 4 日

期間奔往安省，在大多倫多的

905 地區幫助聯邦保守黨競選。

在此期間康尼發表了演講，稱亞

省的經濟危機是全國的一個巨

大的問題。「如果我們的經濟按

照 2014 年卑詩省的速度發展，

全國的 GDP 將會有 2.6% 的增

長。那樣的話，我們全國的赤字

縮小 130 億。」他表示支持建立

保守黨政府，因為保守黨將採取

更支持能源行業發展的立場。

薩斯喀徹溫省省長莫（Scott 
Moe）立場與康尼一致，他曾在

今年 6 月的卡城全球石油展會

期間，公開表示：「將我們的資

源與加拿大其他地區共享。這不

僅為亞省或薩省帶來繁榮，而且

也讓整個國家受益。但如果聯邦

拿走了我們的財富，卻不給予我

們生存的通道，我們也將終止他

們的份額。」

其它經濟政綱

聯邦保守黨在經濟方面的其

它舉措還包括：消除部分給企

業的撥款；把對外國援助減少

25%，削減對中、高收入國家

及敵對政權的援助。

與民生相關的舉措主要有：

將最低收入稅級的稅率從 15%
減至 13.75%；恢復允許企業主

將收入分流的政策，這對企業主

有吸引力，自由黨政府在 2018
年終止了這優惠政策；房貸還款

期延至30年，減小每月還款額；

放寬審批房貸的壓力測試。恢復

過去曾有的一些稅收福利，例如

兒童健身、藝術培訓、公共交通

等稅收抵免；節能家居裝修的稅

收抵免最高可達 20,000 元等。

10月7日，特魯多和希爾在選前進行電視辯論。（美國之音）

聯邦大選 左右亞省  
自由黨的相關舉措包括：個

人所得稅免稅額升至 15,000元；

聯邦就業最低時薪提高到15元；

就業保險疾病福利從 15 週提高

到 26 週；提高加拿大兒童福利

金；消除商家付給信用卡公司的

刷卡費；增建 25 萬個托兒服務

機構；對 75 歲以上的長者，養

老保障金提高 10%；加拿大退

休金計畫福利提高 25% 等。

根本理念之爭

北美政壇上，向傳統資本主

義理念靠攏的屬於右翼政黨；向

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靠近的屬於

左翼政黨。

可以說，右翼政黨奉行傳統

資本主義理念，包括小政府主

義、開支上量入為出等。當前聯

合保守黨主政的亞省與聯邦保守

黨面臨強大反對力量，它們均來

自一個方向，即左翼思潮。

左派政黨奉行大政府主義，

即政府通常使用高稅收的方式，

從而擁有主導社會發展力量。在

社會很多方面可以實現國家干

預，包括實施各方面的福利，以

及管制經濟。左翼執政黨為維持

大政府的運行以及高福利支出，

常常帶來高赤字財務。

左翼思潮中目前勢頭最勁的

當屬「環保主義」。「由於人類

排放溫室氣體造成了全球變暖，

並將導致危險的氣候災難。」是

環保主義運動中最重大的立足

點，並試圖將此理論變成科學定

論，由此干涉國家經濟運作以及

試圖改變國民的生活方式。但事

實上，科學界對這個命題存在的

巨大爭議。

因此亞省經濟能否突圍，與

此次聯邦大選的結果休戚相關。

10 月 21 日是聯邦大選日。

當天，投票點將 12 小時開放。

選票上列出競選局登記的各選區

候選人，在競選局網站輸入郵編

也可查看選區內候選人名單。投

票時攜帶有照片的身份證明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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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美國投資大師沃倫 · 巴
菲特（Warren Buffett）旗下的一家公司

表示，將投資 2 億元，在亞省東南部建

設 117.6 兆瓦的風力發電廠，命名為響尾

蛇崗風力發電項目（Rattlesnake Ridge 
Wind Farm， RRWF），預計明年開工。

總部位於卡城的 BHE 加拿大公

司，是巴菲特的伯克希爾哈撒韋能源

（Berkshire Hathaway Energy）公司的

子公司。據其公告，這個風力發電項目位

於梅迪辛哈特（Medicine Hat）的西南

方，其產生的電力可滿足 79,000 戶家庭

用電需求。為亞省 85% 以上的人口提供

電力的 AltaLink 公司，也為 BHE 所有。

BHE 加拿大公司稱，一家未具名的

大型加拿大公司，已簽署長期購電協議，

購買 RRWF 項目產生的電力。RRWF 項

目將由總部位於英國的可再生能源系統公

司（Renewable Energy Systems,RES）
承建，該公司今年正在建設另外兩個亞省

的風能項目，總發電能力為 134.6 兆瓦。

目前在加拿大已安裝或正在安裝的可再生

能源發電項目的總裝機容量達 750兆瓦。

巴菲特擬投2億元
在亞省建風力發電廠

【看中國訊】加拿大統計局最新報告

顯示，九月份就業市場增加了 54,000 個

崗位，大部分是全職工作，全國的失業率

從此前的 5.7% 降至 5.5%。

和去年同時期相比，全國的就業市場

增加了 456,000 個工作崗位，就業率增

長了 2.4%。

從省份來看，安省和新斯科舍省的就

業率有所上升，其他各省和地區持平，主

流工作年齡 (24 歲至 54 歲 ) 的男性和女

性就業率均有所增長；從行業來看，就業

崗位增加最多的，是醫療保健、社工及救

助行業，新增崗位 30,000 個；食品和餐

飲行業緊隨其次，新增崗位 23,000 個。

【看 中 國 訊】記 錄 片《原 油 之 上》

（Over A Barrel），在卡城和愛城放映之

後，於 10 月 8 日在網路視頻平臺 Vimeo
上發布。這部長達 32 分鐘的影片，是作

家兼研究員克勞斯（Vivian Krause）自

2010 年以來所做的研究成果——外國資

金一直資助抵制加拿大石油業的團體。

克勞斯（Krause）將抵制石油、天

然氣和管道的運動，追溯到 2010 年 6 月

【看 中 國 訊】10 月 10 日， 亞 省

南部的反墮胎組織，在萊斯布里奇

（Lethbridge）法庭上，爭取向公眾廣告

的權利。該組織有五個廣告在市內交通巴

士、車站長椅和候車棚等處刊登後，引起

了一些人的不滿，在市政府接到一百多起

投訴後，決定撤消該組織的「產前嬰兒感

到痛苦」的廣告。

萊斯布里奇的生命保護協會（LPL）
表示，如果廣告被禁止，市政府將被視為

侵犯言論和表達自由的權利。

市府認為此類廣告無益於維護安全和

包容的交通環境。其代理律師邁克爾．所

羅門（Michael Solomon）說：「他們有

權傳達自己的信息，但（市政府）必須

權衡其地點是否適當。」他說，市政府在

做出決定時權衡了很多因素，包括民眾觀

看五則廣告的背景以及聲明的準確性等。

生命保護協會稱，對第一則廣告的

許多投訴，都是用遊說集團的信件模板

寫的，其中包括亞省「支持選擇和墮胎權

利聯盟」。生命保護協會的律師克羅森

（Carol Crosson）說，市政府在做出決定

時，有義務遵照加拿大憲法執行，而不是

依據《加拿大廣告標準規範》。

這項裁決將由大法官在 12 月 16 日

宣布。

Price may change without notice. E. & O.E.

partnershomes.ca

$330’s $460’s

Crestmont Blvd SW

16 Ave NW12702 Crestmont
Blvd SW

(587) 231-1133

全新展示屋
現在開放！

盛
大
開
盤

隆
重
空
前

探索卡城西南區
最具價值的鎮屋和平房

坐落於雪峰和河谷之間，Arrive Crestmont 自開盤以來已成為卡城西南最受歡迎的住宅區之一。

石頭外牆高端大氣，色彩豐富，輝映著您歸家以及通往未來零售中心的路徑。在步入式（Walk-

out）地下室門口，還有長達 6 公里沐浴陽光的步行道。寬敞的綠地將您帶往社區內湖，夏可野餐，

冬可滑雪。未至門口，家園溫暖的氣息已撲面而來。

從豪華的鎮屋或平房選一套吧，五種獨特風格，鈞來自卡城一位頂級建築師。

價格調整，恕不提前通知。錯漏之處除外。(E. & O.E.)

鎮屋 平房起價 起價

含GST
$ S330’ 含GST

$ S460’
新展示屋開放，在美麗的 Crestmont 
西部，快來看看吧！

地址

電話

New Showhome
Now Open!

Price may change without notice. E. & O.E.

partnershomes.ca

Set between snowy peaks and the river valley, Arrive Crestmont is one of SW Calgary’s most 
sought after addresses. Premium exteriors with rich colours and stone accents mark your route 
to the future retail village and six kilometres of pathways that wind behind sunshine and walkout 
basements. Generous greenspace guides your way to the neighbourhood pond for summer 
picnics and winter skating. You’ll feel the warmth of home long before you find your door.

Choose a luxuriously appointed townhome or bungalow offered in five unique housing styles, all 
designed by one of Calgary’s premier architects.

Come view our new showhome 
in beautiful Crestmont West!

$330’sincl. GST

Townhomes from the

$460’sincl. GST

Bungalows from theDiscover SW Calgary’s best
townhome and bungalow value

Crestmont Blvd SW

16 Ave NW

GRAND OPENING

HELD OVER

ADDRESS

12702 Crestmont
Blvd SW

PHONE

(587) 231-1133

風力發電。（網絡圖片，與本文無關）

9月份就業崗位增5.4萬
全國失業率降至5.5%

紀錄片揭秘抵制加國石油業的幕後推手反墮胎組織爭取廣告權利

（網絡圖片）

偶然發現的「Tar Sands 運動」。研究顯

示，該運動主要由美國強大的團體，如汰

漬基金會（Tides Foundation）和洛克菲

勒（Rockefeller）兄弟基金會資助。她

還解說了他們是如何向加拿大各團體提供

數億美元，以反對油輪出口加拿大石油和

天然氣的。

「在加拿大，我們無法建立原油輸出

渠道。」克勞斯說，「沒有管道，加拿大

只能向美國低價出售石油和天然氣，因

此，美國對加拿大具有壟斷性。去年秋

天，情況變得如此

糟糕，加拿大的石

油生產商每桶損失

了 50 美元。建立

管道意味著要打破

美國對加拿大的壟

斷地位。」 (Fotolia)

【看中國訊】Car2Go 汽車共享公

司上月宣布，將於 10 月 31 日停止在

卡城的營運服務。

市交通部門的 Eric MacNaughton
表示，他們已經與 Car2Go 會面，商討

是否可以採取任何其他措施，使該公司

在卡城繼續經營下去。但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任何進展。

Car2Go 還退出了四個美國城市：

丹佛、波特蘭、奧斯丁和芝加哥，去

年離開了多倫多。它於 2012 年進入卡

城，擁有超過 14 萬名卡城會員。

Car2Go 月底告別卡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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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邢亞男綜合報導】10
月 15 日下午，美國眾議院「零

反對」一致通過了涉及香港的兩

大法案和一項決議案。中國外交

部發言人表示「強烈憤慨和堅決

反對」。有評論認為，三大案

是美國就香港問題使出的「殺手

鐧」。

三大案內容概要

美國眾議院一致通過的三大

案，分別是《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案》、《保護香港法案》，以及

第 543 號決議案《與香港站在一

起》。三大案在眾議院通過後，

將交由參議院審議，最終由總統

簽署成為正式法案。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被認

為是現行《香港政策法》的加強

版：包含三項重要內容：一是對

香港自治情況進行年度審查，以

確定香港是否繼續享有區別於中

國大陸的特殊待遇；二是對侵害

香港自治和人權的人員實施拒絕

入境、凍結在美資產等形式的制

裁；三是對申請美國簽證、因參

加民主抗議而有案底的港人予以

通融。

相比法案在 6 月提出時的

最初版本，眾議院通過的版本在

香港自治報告方面規定更為細

緻，制裁對象範圍更廣，對參與

抗議的港人簽證申請更為寬容。

議案保留了美國國務卿可以

出於維護美國國家利益或香港自

治而實行「豁免」的條款。

《保護香港法案》禁止美國

企業向香港政府與警隊出口任何

催淚彈和人群控制技術。眾議院

同天還通過一個涉及華為的決議

案，譴責中國以扣留加拿大公民

的方式，回應美國對華為首席財

務官孟晚舟的引渡要求。

對港府和北京的限制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要

求，香港在立法、司法、行政三

權都能做到自主決策，來衡量香

港的自治是否達標。有觀察人士

分析，比如香港特首林鄭一旦宣

布香港戒嚴或進入緊急狀態，，

相當於香港人所享有的表達自

由、集會自由被取消，也就激活

了《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香

港將不再被美國作為獨立關稅地

區看待。這將極大限制了北京和

港府的決策。

另外，如果香港的司法判決

如果有損於《中英聯合聲明》、

《世界人權宣言》、《公民權利和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裡所保障的

香港人的權利，那香港也不算自

治。當前港府擬以暴動罪檢控被

捕的示威者，而受傷害港民，也

要對政府提出民事的、甚至刑事

訴訟。因此美國強調司法是否捍

衛人權，在目前香港局勢下具有

現實意義。

人權法案發威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重

點，是授權美國政府就香港「違

反人權和民主」局勢出手，必要

時實施制裁。根據該法案，川普

政府另可根據《全球馬格尼茨基

人權問責法》，對美國國外違反

人權的個人或組織實施制裁。

談及馬格尼茨基法的制裁

效力時，赫米蒂奇資本管理公

司 CEO 布勞德（Bill Browder）
說，被美國列入制裁名單，是令

人「如此恐懼」的事情：「某人

一旦被美國列入制裁名單，世界

上的每一家銀行都會收到通知。

沒有任何一家銀行會做違反美國

制裁規定的事情，因為這些銀行

會面臨 3 倍於被制裁者商業金

額的罰款。」「被制裁者的簽證

被取消，其在全球的銀行存款被

凍結。這就是為什麼這一工具，

對應用於發生在今天中國的所有

的可怕事情上，是這麼有效。」

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黃之

鋒日前亦表示，美國通過《香港

人權民主法案》後，對黑警的清

算即將來臨：「如果美國有人權

民主法案，我們在英國、加拿

大、澳洲，世界各地每一個國家

都要有制裁機制，將那些濫權黑

警、選舉主任、政府官員，全部

制裁他們。」

參議院通過前景

共和黨參議員克魯茲最近訪

港期間對香港民主派議員表示，

法案在參院通過可能還存在變

數，有來自商界的阻力。《香港

人權與民主法案》在眾議院的提

出者、新澤西州共和黨聯邦眾議

員史密斯（Chris Smith）在接

受彭博社採訪時表示，他認為，

法案會在參議院獲得通過。

美眾院全票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看中國記者宋傑綜合報導】

蘋果的最新系統 iOS13 所搭載

的瀏覽器 Safari，會將用戶瀏覽

紀錄傳送給騰訊的消息近日被曝

光。但有外媒報導，蘋果向騰訊

傳送數據的歷史已有兩年之久。

據海外科技網站 9to5Mac
報 導， 蘋 果 系 統 iOS13 中，

「Safari 與私隱政策」的細則被

改動，其中關於「詐騙網站警

告」的部分，寫著「到訪網站

前，Safari 可能會將從網站地址

計算出的資料傳送予『Google
安全瀏覽』與『騰訊安全瀏覽』

以檢查是否為詐騙網站。這些安

全瀏覽供應商也可能會記錄你的

IP 地址」。

這一功能的本意，是為了偵

測用戶所瀏覽的網站是否為詐騙

網站、釣魚網站。報導顯示，長

期以來，蘋果都是使用谷歌的

安全瀏覽技術來防止用戶受釣

魚網站所騙。如果用戶試圖進

入 Google 標記為詐騙或惡意軟

件來源的網站，Safari 瀏覽器會

彈出警告視窗，建議用戶不要前

往。但蘋果現在使用一家中國的

公司來實現這一目的，真是令人

大跌眼鏡。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兼

加密專家葛林表示，該政策會

將用戶試圖訪問的網頁及用戶

的 IP 地址曝光。它還可能會在

用戶使用的電子設備上設置一個

cookie。通過這些數據，即可以

建立一個記載用戶的瀏覽行為的

文檔。

相關消息曝光後，迅速引發

輿論關注。蘋果很快向彭博社做

出了正式回應。蘋果表示，並沒

有與騰訊或谷歌分享實際的網站

鏈接，騰訊只是地區代碼設置為

大陸用戶的安全瀏覽提供商。蘋

果還表示用戶可以關閉有關欺詐

性網站警告的功能。

不過，不少用戶依舊擔心其

瀏覽信息會被騰訊獲得。因為即

使在美國註冊的蘋果手機用戶，

在「Safari 與私隱政策」細則中

也可以看到一樣的信息。彭博社

稱，蘋果會在其稍後更新的系統

中對此進行更新。彭博社還提

到，在過去兩年裡，蘋果一直將

數據發送給騰訊，作為 iPhone
和 iPad 安全功能的一部分，該

功能會在用戶加載惡意或不安全

的網站之前對用戶加以警告。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一段時

間，蘋果多次做出向中共屈服

的決定。就在上週，蘋果先上

架，又下架了一個協助香港示

威者的手機應用程序「HKmap.
live 即時地圖」，被外界指責其

屈服中共壓力。另外，蘋果也從

香港地區可用的圖示列表中刪

除了「中華民國國旗」的符號，

並表示此舉有香港法律依據。

另據 BuzzFeed 報導，蘋果更在

2018 年初，要求其電視 + 流媒

體服務節目的創作者，避免將中

國刻畫得不好。

根據蘋果公司的透明度報

告，在 2018 年下半年，蘋果僅

拒絕了兩個來自中國的應用刪

除請求，並應中方的要求刪除

了 517 個應用。蘋果在詢問設

備時，有 96% 的時間向北京政

府提供了客戶數據，在詢問帳戶

時，有 98% 的時間向北京當局

提供了客戶數據。在美國，這一

數字約為 80%，美國政府未提

出任何應用刪除要求。

要關閉此功能，用戶可以

進入「設定」（settings），選擇

Safari，再關閉「詐騙網址警告」

（Fraudulent Website Warning）
功能即可。

【看中國訊】《華爾街日報》

報導，人民幣近期急貶，自去年

中以來已貶值 10%，引發中國

資本外流加劇。

國際金融協會（IIF）經濟

學家 Gene Ma 分析，中國今年

上半年透過「走後門」的資金外

流創下最高紀錄，達 1310 億美

元，遠高於 2015 至 2016 年的

大規模資本外流，那時上半年平

均外流 800 億美元。

據《自由時報》報導，北京

當局從 2016 年以來雖透過嚴格

控制對外投資和其他資本流動，

成功鎖住從正常管道流出資金，

但在人民幣近期大貶後，資金

透過「後門」管道出走的壓力驟

升；人民幣兌美元今年 4 月底

以來貶值近 6%，一旦後門拉得

更開、官方貿易或投資流入枯

竭，中國恐再次被迫拋售大量外

匯儲備，以避免市場恐慌。

這意味著北京當局先前祭出

嚴格限制資本外流的措施雖有

效，仍易受非正式管道資本外

流激增的衝擊；人民幣在今年 8
月初大幅貶值後，中國大陸尚未

公布第三季國際收支數據。

【看中國訊】據美國之音報

導，中國國家郵政局 10 月 14
日召開新聞通氣會，通報萬國郵

聯第三次特別大會做出的國際小

包終端費改革的決定，承諾中國

將根據萬國郵聯今年 9 月 25 日

通過的一項協議，逐年增加向美

國以及其他國家支付的國際小包

終端費，2020 年調漲 27%，以

後每年漲 15 ～ 17%，到 2025
年將總共漲 164%。

此前，中國在國際郵件中一

直作為發展中國家享受較低的終

端費。但中國跨境電商業務近

年飛速發展，2019 年將突破 10
兆規模。許多小商家利用現有規

定，以低價郵寄國際包裹。

【看中國訊】美中貿易談

判，中方先前僅表示在數項領

域「取得實質性進展」。而 15
日，中國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耿

爽證實，美方指雙方達成「實質

性的第一階段協議」是「實際情

況」。這是中國官方首度證實，

美中貿易談判已達成「第一階段

協議」。

耿爽並針對中國企業向美

國採購的農產品數量表示，今

年以來，中國共向美國採購大豆

2000 萬噸、豬肉 70 萬噸、高粱

70 萬噸、小麥 23 萬噸、棉花 32

萬噸。中方還將「加快採購美國

農產品」。

耿爽表示，美中這份經貿協

議「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對

中國、美國和世界都有利，對經

貿與和平也都有利」。

新華社 12 日報導，中美新

一輪貿易磋商中，在農業、智慧

財產權保護、匯率、金融服務、

擴大貿易合作、技術轉讓、爭

端解決等領域「取得實質性進

展」。雙方討論了後續磋商安

排，同意「共同朝最終達成協議

的方向努力」。

中國隱形資金大出逃

美媒爆蘋果向騰訊傳送數據

銷售中心
2212 33 Ave SW
sales@rndsqr.ca

KILLARNEY 26
2804 25A ST SW

3 臥室  |  樓頂露台  |  車庫
MARDA LOOP區西側 獲獎

內城區
全新鎮屋
起價中 500’S
–
www.rndsqr.ca

中國首度證實
美中達成初步貿易協議

中國同意至2025年
調漲國際郵費164%

10月14日晚，逾13萬港人參加「香港人權民主法案集氣大會」，希望美國國會

通過法案。（看中國攝影記者：龐大偉）

（Getty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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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房地產經紀公司 Royal 
LePage 週三（10 月 16 日）發布的一項

調查結果顯示，新移民佔加國所有購房者

的 21%。

接受調查的新移民有約 1500 人，都

是近 10 年內移居加國，其中包括移民、

學生、難民和在加國工作的別國公民。

他們中的 31% 擁有家庭，20% 是單身，

25% 是學生。

調查發現，新移民一般在加拿大居住

了三年時間才買房，其中有 75% 的新移

民是用儲蓄或現金買房。有 86% 的新移

民將房地產視為一項不錯的投資。加拿

大的新移民約 32% 擁有房屋，而全體加

拿大人中有 68% 擁有房產。在購買房屋

的新移民中，有 51% 的人購買了獨立式

住宅，18% 購買公寓，15% 購買鎮屋，

13% 購買雙拼屋。新移民登陸後，有

64% 的人租房居住，而有 15% 的人直接

買房。

Royal LePage 估算，如果維持目前

的國際移民水平，新移民將在未來五年內

在加拿大購買約68萬套住房。估算依據：

加拿大統計局移民數據，新移民房屋擁有

率調查結果，加拿大房地產協會和加拿大

抵押及住房公司的銷售數據。

Royal LePage 總 裁 兼 首 席 執 行

官 Phil Soper 在接受加拿大廣播公司

（CBC）採訪時表示，調查發現，新移民

約佔所有購房者的 21%，表明該國的新

移民正在「顯著」促進房地產需求。他表

示，加拿大的新移民大約有兩、三百萬

人，而加拿大的總人口約為三千七百萬，

每年約有 30 萬人作為移民來到加拿大。

調查顯示，在全國範圍內，有 82%
的新移民仍居住在他們的落腳之地。大多

倫多地區、卑詩省低陸平原城市群和大蒙

特利爾是新移民定居的三個主要地區。有

75% 的新移民在抵達加拿大之前，不考

慮移居美國。他們認為，作為移民在加拿

大比在美國更受歡迎。

數據清楚地表明，加拿大吸引有錢人

前來定居，Soper 表示。

【看 中國訊】加拿大房地產協會

（Canadian Real Estate Association）表

示，9 月份全國大都會區的房屋銷售繼續

攀升，當月房屋銷售數量較去年同期增長

15.5%，通過 MLS（Canadian Multiple 
Listing Service）平臺銷售的房屋環比增

長 0.6%。

該協會表示，房屋銷售增長的區域，

包括卑詩省低陸平原城市群、卡爾加里、

埃德蒙頓、溫尼伯、大多倫多地區、漢密

爾頓 - 伯靈頓、渥太華和蒙特利爾。

9 月份，全國售出房屋平均價格約為

515,500 元，比去年同期上漲 5.3%。如

果不算大溫哥華地區和大多倫多地區，

全國平均房價近 397,000 元，同比增長

3.3%。

【看中國訊】省府正在修訂擁有 50 年

歷史的《機場附近區域保護法案》文稿，

如果通過，卡城三個社區的土地開發規

定將更加寬鬆，分別是：Inglewood、
Vista Heights 和 Mayland Heights。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這三個社區

中的居民，如果想把自己的土地重新劃

分，增建第二套房，或者另建一套房，都

不得不辦理繁雜的手續。

Ward 9 選 區 的 議 員 Gian-Carlo 
Carra 說，他們不僅需要獲得市政的許

可，而且還需要省政府、機場管理局、縣

和其他相關團體的批准。

卡城機場管理局表示，對於這幾個社

區的土地開發，《機場附近區域保護法案》

仍然很重要。

今年年底前，機場管理局和市政府也

將匯總一份報告，供所有卡城居民審查。

【看中國訊】大選在即，住房負擔問

題也成為熱議話題。近年來，加國房價不

斷攀升，民眾的居住成本越來越大。

由 Zoocasa 在 9 月 17 日至 29 日對

1300 多名加拿大人進行的調查顯示，絕

大多數選民都想到的一個話題是住房負擔

能力的問題。有 78% 的加拿大人表示，

下一屆聯邦政府選舉應將其作為優先事

項。其中 90% 的房客強烈認同，72% 的

房主也表示這是最重要的問題。

據調查，受訪者非常強烈地認為住房

成本已經成為影響他們生活的最重要問

題，有 84% 的人認同住房負擔能力是一

個主要問題，其中有 80% 的房主認為住

房負擔能力是一個問題，93% 的房客認

為住房負擔能力正在影響他們的生活。

調查顯示，有 76% 的房客表示房屋

成本上漲對他們的心理健康造成了負面影

響。與之相比，而 50% 的房屋所有者對

此產生了負面影響。

「但是，所有受訪者群體似乎都在很

大程度上承受著財務壓力：79% 的受訪

者表示，這是過去 12 個月中他們最大的

壓力來源，至少有 75% 的房主和 86%
的房客同意。」

有專業機構分析認為，大選可能繼續

推動全國房價上行。近日，房地產經紀公

司 Royal LePage 發布報告說，在加拿大

大選期間，承諾向購房者提供激勵計畫的

候選人可能會令本已高昂的房價躥升。

報告稱，如果經濟穩定，住房政策也

無改變，預計今年第四季度房屋價格仍將

比去年同期增長 1.5%，達 632,226 元。

住房負擔，已成為聯邦選舉中的關鍵

話題之一。特魯多（Justin Trudeau）承

諾將在溫哥華和多倫多等房價超高地區，

將政府墊付購房款 10% 的上限再提高，

至近 80 萬元。而保守黨計畫重新審視對

首次購房者的貸款壓力測試，在續簽抵押

貸款合同和延長貸款期限合同時取消它。

Royal LePage 預測，多

倫多今年四季度房價將上漲

3.1%， 至 859,301 元； 大

溫哥華區房價的下跌也將放

緩，因為許多買家認為目前

是進入市場的機會。

9月份全國房市持續升溫 省府放寬三社區
土地開發限制

加國購房者 新移民約佔兩成
調查數據

聯邦大選臨近 住房負擔被熱議

（網絡圖片）

DATE:
Oct 10 2019

Produced by

1005 - 11 Ave SW
Calgary, AB T2R 0G1
Phone: 403.287.9300

Fax: 403.287.9915

F I L E  N A M E S  A R E  F O R  I N T E R N A L  U S E  O N L Y

T H I S  F I L E  I S  P R I N T E D  I N  4  C O L O R

File Name TC-20017 Vision Times Oct17 v5.indd
Publication  Vision Times Insertion  Oct 17, 2019
Client  Trico Homes Size  10” x 9.5” no bleeds
Fonts used  Helvetica Neue LT, 
Picture info
Producer  BM Revision # 

Reference # 
Page #1 of file  DO NOT ALTER THIS ARTWORK WITHOUT CONTACTING TRICO HOMES

CALGARY • CRANSTON
31 Cranbook Terrace SE 587.352.1902

Mayfair
1837 Sq.Ft. $429900*

CALGARY • CORNERBROOK
75 Cornerbrook Way NE 403.474.7271

Wesley
1811 Sq.Ft. $459900*

CALGARY • WENTWORTH POINTE
106 Wentworth Row SW 403.460.7378

Bradford
1719 Sq.Ft. $443000*

CALGARY • CARRINGTON
90 Carringvue Manor NW 403.764.4332

Rosewood
2481 Sq.Ft. $569900*

COCHRANE • HERITAGE HILLS
15 Heritage Heights 403.981.0339

Oxford
1957 Sq.Ft. $429900*

CALGARY • CRESTMONT
73 Crestbrook View SW 403.457.1657

Westchester
2426 Sq.Ft. $649900*

2004 - 2019
2018

CALGARY • CARRINGTON
1029 Carrington Blvd NW 403.764.4332

Rosewood
2481 Sq.Ft. $659900*

COCHRANE • PRECEDENCE
16 Precedence View 403.981.0339

McKenzie
1729 Sq.Ft. $397900

TC-20017 Vision Times Oct17 v5.indd   1 2019-10-11   11:11 AM

買棟新屋  金秋入住！2019年

最優惠
價格

十一月入住

十一月入住

十一月入住

十二月入住

十一月入住

十一月入住

十一月入住

即刻入住

近公園和散步小徑

位於內圈 (cul-de-sac)

背靠湖邊

花崗岩廚房檯面

院子朝南

上層中置 Bonus Room

上層中置 Bonus Room

陽台朝南

主臥 5件套衛浴

主臥5件套衛浴，泡澡浴缸

自帶衣帽間配儲櫃

院子朝南

主層開放式設計

院子朝南

玻璃及瓷磚淋浴套間

嵌入式家用電器

地下室獨立入口

升級規格包

主臥衛生間雙洗面盆

主層壁爐

主臥 4件套衛浴

地下室樓底高 9呎

步入式(Walk-out)地下室

13呎高頂客廳

包括房屋、地、GST 和

包括房屋、地、GST 和

包括房屋、地、GST 和

包括房屋、地、GST 和

包括房屋、地、GST 和

包括房屋、地、GST 和

包括房屋、地、GST 和

包括房屋和

紅牌獎賞

紅牌獎賞

紅牌獎賞

紅牌獎賞

紅牌獎賞

紅牌獎賞

紅牌獎賞

紅牌獎賞

正在 25個社區建設房屋：前置車庫獨立屋 後置車庫獨立屋 雙拼屋 鎮屋

瀏覽所有快速入住房屋，請訪問 tricohomes.com

金秋的優惠到來啦，

如果您考慮買新屋，

現在是最佳時機。即

刻入手新屋，有 5大
理由！

最低貸款利率

價格空前優惠

多個房型可選；

30、60或 90天內入住

所有房屋均享有新屋質保

冬天到來前，您可安頓

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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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蘇菲綜合報導】

據加拿大媒體報導，有一對居住

在卑詩省本拿比的華人夫妻，丈

夫王維順（音譯） ，是一家公

司的註冊保險經紀人，妻子張靜

（音譯）是這家公司的營銷總監。

2014 年 3 月 29 日， 他 們

說服一名男子向他們工作的公

司投資了 2.5 萬加幣。不過 3 天

後，這名投資者後悔了，要求退

還他投資的錢。就在他等待回覆

的時候，投資者的母親給卑詩省

證券委員會打電話投訴，稱這筆

投資不應該。

卑詩省證券委員會稱，在工

作人員聯繫王維順調查投資者母

親的投訴後，王維順和張靜就私

下約見了投資者及其母親。見面

後，這對華人夫婦跟母子倆說，

只要該男子按夫妻倆給他準備好

的話對 BCSC 撒謊，他們就會

退還全部資金。

夫妻倆要求投資者謊稱他的

母親錯誤地把這項投資與另一項

投資混淆，母子倆對這項投資並

無任何不滿。

隨後，這名投資者當著這對

華人夫婦的面，給證監會工作人

員打電話，說出了他們事先演練

過的虛假臺詞。打完電話後，王

維順便帶著母子倆一起前去銀

行，從王維順的私人帳戶中提取

了 2.5 萬，清點後交予投資者。

雙方都以為這件事就這麼過

去了，沒想到事情其實並沒有真

正結束。卑詩省證監會不知怎的

知道了此事，現在 BCSC 要求

一個行政小組調查夫妻二人的行

為，原因是他們妨礙了司法公正

和濫用了資本市場。該工作小組

將會在 11 月就該案件進行初步

聆訊。

在此提醒華人朋友，很多西

方國家都非常注重公民的誠信。

一些華人移民海外後，也將「中

國式聰明」帶了過來，以應付一

些在日常生活或工作中遇到的問

題，卻給自己帶來很多意想不到

的大麻煩。

而該案例中，本來這對夫婦

直接把 2.5 萬加幣退回投資者就

沒事了。他們教唆投資者説謊，

聰明反被聰明誤，等待他們的可

能是一輪又一輪無休止的聆訊，

而且還不知道會不會有牢獄之

災，早知如此又何必當初呢？ 

近 日 火 箭 隊 總 管 莫 雷

（Daryl Morey）的「挺自由、

撐香港」言論，引發北京官方極

度不滿。隨後中國的 NBA 贊助

商紛紛撤銷贊助，更有不少人揚

言要抵制 NBA。

北京急速降溫

日前 NBA 在上海、深圳的

季前賽仍全場爆滿。 11 日北京

官方和境內網路社群都沒有對

NBA 進行新一輪攻擊，有關新

聞被急速降溫。騰訊也悄悄恢復

NBA 直播。

中央社報導，12 日晚間舉

行的 NBA 深圳季前賽，有民眾

攜抗議 NBA 標語前往現場，遭

到警方全數沒收；而製作 3,000
張標語的「飯圈女孩」更被深圳

警方帶走約談。

有中國官員向《紐約時報》

透露，中方在 NBA 爭議中的政

治化過激反應，有損北京當局在

全球體育界的形象，甚至會讓更

多知名運動員及其粉絲關注香港

反送中抗議，進而同情香港。

「詹皇」幫倒忙

有人權鬥士光環的美國職業

籃球聯盟 NBA 超級明星、洛杉

磯湖人隊球員勒布朗．詹姆斯被

稱作「詹皇」，在美國、中國都

是粉絲無數。

詹姆斯 15 日接受記者訪

問，當被問及莫雷事件時，他批

評莫雷給湖人隊和籃網隊在中國

造成了「艱難的一週」，之後詹

姆斯還推文試圖解釋他的言論。

他立即受到美國政界、民間和媒

體的炮轟，他的推特上湧入了大

量的諷刺和批評。

佛州參議員里克．斯科特發

推說：「NBA 上週日子不好過

嗎？」「被中共關押在再教育營

的上百萬維吾爾人的日子不好

過。為人權和自治而戰的香港

人民上週日子不好過。」

土耳其球員撐自由

在詹姆斯發出推文後的一個

小時後，另一位 NBA 球員、來

自土耳其的波士頓凱爾特人隊

中鋒坎特（Enes Kanter）在推

特上發聲，闡述自己因公開批

評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獨裁統

治而付出的代價：「五年沒見過

家人，沒和他們說過話，父親

被抓去坐牢……，受到攻擊、騷

擾，試圖在印尼綁架我。自由不

無代價。」

在一天之內，坎特的這則推

文獲得近 24 萬多點讚。他的推

文並沒有明文提到「香港」, 也
沒有直接對準詹姆斯，但媒體報

導說，這似乎是在對詹姆斯嗆

聲。坎特的個人遭遇也在香港抗

爭者和自由捍衛者中引發巨大共

鳴：「我們香港人懂你，我們也

在失去言論自由，但我們會繼續

抗爭。」

《南方公園》接連反擊

《南方公園》10 月 1 日推出

了第 23 季第 2 集《中國樂隊》，

因諷刺中共言論審查而遭到北京

方面的全面封殺。 10 月 10 日

《南方公園》又推出名為《注射》

（SHOTS）的第 23 季第 3 集。

該劇是以卡特曼避免注射疫

苗而展開，似暗諷大陸毒疫苗事

件。劇中另一角色蘭迪通過向中

國出售大麻賺進了 30 萬美元，

但當他想跟之前的商業夥伴托維

利重修舊好時，後者卻要求他別

再向北京低頭，還讓他跟著罵：

「中共是混蛋！」

葛萊美獎得主點讚 
被禁前往中國

葛萊美獎得主、著名德國

籍知名 DJ 澤德，因對《南方公

園》對北京反諷式「道歉」推文

的點讚，而被永久禁止「前往

中國」。英國資深娛樂宣傳人

格斯（Adam Guest）向 CNBC
表示，「是真的」。

目前尚不清楚「禁令」是否

意味著禁止澤德到中國演出，還

是意味著他甚至不能到中國旅

遊。對於澤德的被「永禁」，再

度激發了網友們的討論熱情。

「聽起來簡直就像開玩笑，但這

不是玩笑。」有網友說。

有評論人員認為，NBA 事

件引發的系列風波，好似美國

的第二次「珍珠港事件」，引發

了美國民間大規模討論，審視美

國公民第一權利——「言論自

由」是否受到了來自北京的嚴重

衝擊。

香港議題 美國文體界持續震盪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

綜合報導】雖然北京力圖
平息NBA風波，但此事件
在美國文體界持續發酵。
NBA超級明星勒布朗．詹
姆斯（LeBron James）
捲入其中，動畫片《南方
公園》繼續反諷，位於
全球百大D J之列的澤德
（Zedd）也被波及。

深圳NBA球賽結束後，興奮的球迷紛紛伸手想與NBA球員握手。
（Getty Images）

華人夫婦「自認聰明」捅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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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ONYHARMONY
SPRINGBANK學校 休閒湖 MICKELSON國家高爾夫俱樂部 風景秀麗的公園和散步小徑

套展示屋
今天就來參觀！

精品連排鎮屋

起價中$400s
家庭升級住宅
起價大$500s

起價大$600s
後巷車道特色獨立屋

起價大$800s
優雅車庫連體平房別墅

起價大$1Ms
高檔豪華獨立屋

起價 $1.5Ms
湖畔豪華獨立屋

全新展示屋現已開放！Show Homes
Visit Today!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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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 directional maps, information 
and more at LiveInHarmony.ca

Award-Winning Lake & Golf Living in Springbank’s Basecamp to the Rockies.
Just minutes west of the city limits, the better life in Harmony includes nearby exceptional public and 
private schools, your own lake, golf, parks, extensive trails, beautiful homes, country air, mountain views 
and so much more. 

Visit us today to find your family home, and you’ll be amazed by the grand vision that’s
rapidly coming to life. Here, in Harmony.

SPRINGBANK SCHOOLS • RECREATIONAL LAKE • MICKELSON NATIONAL GOLF CLUB • SCENIC PARKS & PATH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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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HSTICATED TOWNHOMES 
from the mid $400s

MOVE-UP FAMILY HOMES 
from the high $500s

REAR-LANED CHARACTER HOMES 
from the high $600s

ELEGANT ATTACHED BUNGALOW VILLAS 
from the high $800s

UPSCALE ESTATE HOMES
from the high $1Ms

LAKEFRONT HOMES
from $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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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SHOW HOMES NOW OPEN!
擁有湖景 -高爾夫球場的獲獎社區，坐落於通往落基山的 大本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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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來參觀，找到您的新家吧。您會驚嘆於願景如此之快變為現實。

在這裡，在 Harmony.

查詢方向位置圖、信息及更多資訊，

請訪問 LiveInHarmon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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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日前中共外交

部發言人表示，王岐山將以習近

平特使身分訪問日本，並出席日

本天王德仁 22 日在東京舉行的

即位儀式。

王岐山對日本進行友好訪問

期間將會與日本的領導人，與各

界人士會面。

在訪問日本前，王岐山將

以特使身分先前往雅加達，出

席 20 日舉行的印尼總統佐科威

（Joko Widodo）的就職儀式。

另外，日本外相茂木敏充 9
月 26 日與中共外交部長王毅舉

行會談時，雙方確認習近平將於

2020 年春季訪問日本，預計習

近平會作為「國賓」訪日。

據悉，「國賓」規格是日本

以最高禮儀接待外國元首與準元

首等的禮儀，由內閣會議決定，

作為王室的國賓接待。

值得一提的是，習近平今年

6 月下旬出席了在日本大阪舉行

的 20 國集團（G20）峰會，日

本取消了按「國賓」待遇習近平

的計畫，改以「日中峰會」工作

晚宴招待。

然而與習近平一同參加日本

G20 峰會的法國總統馬克龍及

夫人布麗吉特，享受了「國賓」

待遇，與日本德仁天王夫婦共進

晚宴。

據報導，習近平出席日本

G20 峰會時，雙方會談後公布

了一分共識，為避免中日關係再

度惡化，將兩國關係定位為「永

遠的鄰國」。

日本時事通訊社曾報導說，

中日雖然努力營造領導人互訪氣

氛，但雙方幾乎避開在釣魚島、

東海及歷史等有爭議的問題，中

日還只是「同床異夢」。

狠話說給誰聽？

習近平近日先訪印度後訪尼

泊爾，他在尼泊爾說：「任何人

企圖在中國任何地區搞分裂，結

果只能是粉身碎骨；任何支持分

裂中國的外部勢力，只能被中國

人民視為痴心妄想。」

法廣 14 日刊文指出，習一

番表述似不合常規，習近平如此

語調，當著尼泊爾總理表述，給

人感覺中國的情形比較緊急，氣

氛比較嚴重。

文章提到，習近平的表述

還是內外有別的，對於「外國勢

力」，只用了「被中國人民視為

痴心妄想」的說法，「粉身碎骨」

顯然是針對中共政權之內而言。

文章認為，習近平需要向黨

內展示一個強硬形象。久拖不開

的四中全會很快要開了，中美剛

剛達成的部分協議給習近平提供

了一個喘息的機會。四中全會

上，習完全可以把這一第一階段

協議或者是口頭協議作為一個重

大成果向中共中央全會顯示。不

過，香港危機仍在持續，習近平

最終很難平息黨內對香港問題的

不同意見。習於是借訪問尼泊爾

之機發出強硬警告，既警告香

港；又警告黨內，別老拿香港說

事，否則有分裂之嫌，意在敲山

震虎。

貿易戰帶來的經濟後果正在

嚴重顯現。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

剛剛公布的數字，8 月很多地區

的工業企業利潤出現兩位數下

降：北京下降 14.4%、河北下

降 11.2%，山東下降 13%。中

國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的上海

則下降 19.6%。江蘇、廣東也

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法廣認為，這是經濟大衰退

前兆。經濟問題一旦嚴重起來，

不光黨內心存不滿的一派會以此

攻擊習近平。而且經濟問題一旦

導致民間騷動，後果難以想像。

這或是習近平需要跑到外國對國

內事務發聲的原因。

四中全會是看點

港媒消息說，四中全會極有

可能在 10 月 18 日稍後召開，

屆時討論提交四中全會審議的各

種文件、議題和人事決定等。報

導說，四中全會人事議題將備受

關注。

截至目前，十九屆中央委員

會成員中，原澳門中聯辦主任

鄭曉松 2018 年 10 月份意外身

亡；原證監會主席、中華全國供

銷合作總社理事會主任劉士余

2019 年 5 月份主動投案，隨即

被給予留黨察看 2 年、政務撤

職處分，降為一級調研員（正

處級），其十九大代表資格也被

撤銷，其中留黨察看處分需要在

四中全會上予以追認。

此次四中全會仍將會有中央

候補委員遞補情形，中央候補委

員中得票第一的為央企中國誠通

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馬正

武（1963 年 12 月出生），以及

得票第二的是中國工程院院士、

「中國電磁彈射技術之父」馬偉

明（1960 年出生）或將躋身中

央委員。

另外，不會出現在中央全會

公報中的「人事議題」還包括一

系列重量級的人事任免決定。此

前，大陸各省區市數十省部級官

員履新，消息稱，四中全會後將

公布「一把手」任免消息。此前

有消息說，香港中聯辦主任王志

民將在四中全會後調職。

香港《蘋果日報》刊文分析

說，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上香港

問題將成為主要議題之一，從 6
月至今，當局仍找不出妥善的解

決方案，這在四中全會將被批評

為執政無能的證據之一。

文章表示，整肅黨內不同派

系將成為習近平的當務之急。本

次四中全會上，王岐山很可能接

過處理港澳問題的大權，但即便

如此，短時間內也不見得能解決

香港危機。

旅美政治評論家陳破空對法

廣分析說，目前北京政局可以說

是非常地撲朔迷離，各種風向都

有，簡單來說，就是習近平陣營

跟反習派勢力的鬥爭。

四中全會逼近 「粉身碎骨」對誰

王歧山將訪問日本 出席德仁即位慶典

習近平13日與尼泊爾
總理奧利會談時罕有發
話，要讓搞分裂者「粉身碎
骨」。有分析認為，在四中
全會之前，習跑到國外發這
番狠話人驚疑，不僅僅是對
外，也是針對黨內政敵。

李文隆綜合報導

10月12日，尼泊爾總統班達里歡迎習近平到訪。（Getty Images）

習近平訪印度 受到奇特歡迎
【看中國訊】印度新德里電

視臺報導，習近平 10 月 11 日

訪問印度金奈，當地一間學校要

求全校 2 千名學生全部戴上習

近平面具，又排出「習近平」和

英文「Hearty Welcome」（熱烈

歡迎）的字樣。現場照片顯示，

學生蒙面後，彷彿廣場上坐著成

百上千的「習近平」。

有港媒分析認為，香港反送

中運動持續抗爭 4 個多月仍在

持續升級中，如今香港又實施了

《禁蒙面法》，港人連戴口罩上

街都被警察截查。而印度 2 千

名學生都戴上「習近平」面具，

又排出「習近平」字樣，黨媒摸

不準習對此的態度，因此不敢隨

意報導。也有網友留言表示，香

港人應該也搞一批這樣的面具

啊，以後戴著這個面具上街，就

是「習近平」被黑警抓啦，「習

近平」被黑警打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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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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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2019 年諾貝爾

經濟學獎得主 10月 14日揭曉，

美國學者巴納吉、法國經濟學家

杜芙洛和美國學者克里莫以緩解

全球貧困問題的實驗性方法，共

同獲得殊榮。在發展中國家講扶

貧，在發達國家強調對貧困群體

施以高福利，對此或許本文都提

供了一種啟發。）

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表彰

了三位得主，表彰其「在減輕全

球貧困方面所提出的實驗性方

案」。關於消除全球貧困的最

佳方式，今年的獲獎者引入了一

種新方法。簡單來說，應該先把

小問題處理了，這樣就可以引導

窮人的行為。比如在印度北部，

怎麼能提高疫苗的注射率，讓窮

人們過來打針呢？後來他們用到

了一個非常土的招，給願意注射

疫苗的家庭獎勵每家一袋小扁

豆，後來注射疫苗率從 5% 上升

到 40%。

您可能會笑了，這諾貝爾經

濟學獎也沒啥技術含量，這不是

跟超市門口給大爺大媽發免費雞

蛋，讓他們掃碼如出一轍嗎？確

實如此，方法和智慧都是相通

的，因勢利導起到了效果，達到

了目的，這要比每天喊口號有用

的多。

諾貝爾獎官方認為，當今全

世界超過 7 億人仍然生活在極

低的收入水平，其中相當一部分

在印度和非洲。每年仍有大約

500 萬 5 歲以下的兒童死於通常

可以通過廉價治療預防或治癒的

疾病。世界上有一半的兒童離開

學校時沒有基本的讀寫和計算能

力。

這次奪得諾獎經濟學獎的夫

妻在之前還寫了一本書，叫做貧

窮的本質。這本書從九個方面探

討窮人的生存、選擇和突圍，以

及援助、制度對窮人的意義。他

們也對中國的扶貧政策做了反

思：為什麼那麼多錢投給了窮

人，卻無法幫助他們走出貧窮？

說白了還是各國政府沒有找到貧

窮的根源。外部援助越多，窮人

的依賴性也就越強，最終讓外部

援助起不到作用。最後無論是國

家也好，慈善家也罷，心血付諸

東流，財富也都打了水漂。很多

地方給了扶貧款，也發到了個人

手裡，但只能暫時讓他們的生活

壓力緩解，用不了多久這些窮人

又會回到原始狀態。

這兩位經濟學家給瞭解決

方案，總結起來就是「授人以魚

不如授人以漁」，改變貧窮的現

狀，必須要想改變窮人的思維和

信念，否則你做的一切努力都是

徒勞的。比如讓他們知道營養的

重要性，要比直接發放食物給他

們要好；宣講衛生知識，要比直

接給藥品有用。與其把大量的資

金直接給他們，不如在當地建立

可以持續發展的產業。並且要著

力解決貧窮者的子女教育問題。

貧窮是有地心引力的，這個

引力就是由人的思維和知識構成

的，不跟過去的自己告別，人很

難走出之前的生活。對普通人來

說，自我疏導，主動學習，主動

改變，懂得自我激勵和自我誘

導，才是真正走在「脫貧」的大

道上。

怎麼擺脫貧窮？諾獎經濟學家：
◎文：齊俊傑

中方同意從美國大批採購農產

品，同時更大開放金融市場的准入，

同時達成了一個匯率方面的粗略協

議，還有保護知識產權方面有些口頭

上的進展。美國方面則同意暫停 10
月 15 那一波把中國輸美產品關稅從

25% 提高到 30%；至於 12 月那波

暫時沒說，大概要等著和習近平簽了

第一階段協議之後，川普把第一階段

的戰果落袋為安了才說得上。

昨天（13 號）下午的時候川普

發了兩條推文，說馬上中國就開始大

量採購農業產品了。我們把第一階段

協議達成，馬上就進入第二階段！川

普的意思是證明自己確實有進展，但

是川普所宣揚的自己的功勞也未必那

麼牢靠。習近平在一兩個星期內就把

4~500 億美元一把撒出去，極不可

能。那要什麼時候才到最後一塊錢都

兌現的程度還真不好說。至於金融方

面的開放，中共談崩了隨時可以再把

門關上，或者變著法地設置其他形式

的壁壘，它有 100 種辦法，只要政

府有對市場完全的干預力就可以，那

其實算不上實質性的進展。

川普剛說了這話，星期一就傳來

北京那邊又可能變卦的消息，彭博社

的消息說：中國方面希望在 10 月底

之前有更多的談判敲定協議細節，才

能交給習近平來簽署；另一個消息來

源說，中方提出要求，不僅把 10 月

份的加關稅推遲了，也希望把原來

12 月的那波關稅也推遲了。報導還

說，消息人士補充，劉鶴有可能 10
月底之前再來美敲定書面細節。

那有沒有可能哪怕只是第一階段

協議也生變數呢？有件事需要注意：

這都 10 月中旬了，中共還沒宣布 19
屆四中全會的日期。如果馬上又出現

大的變卦，川普再像五月那樣翻臉，

習近平在中央全會上就會很難看。但

是劉鶴前腳剛走，後腳博彭社就爆出

中共提出了更多要求，起碼說明中共

目前內部的聲音遠遠沒有一致，有人

對這個臨時休戰協定付出的代價還不

滿意。

川普確實在中美談判過程中有搖

擺，他真正想要的是」三零「：零補

貼、零壁壘和零關稅，為此要求中共

必須解決結構性問題。所謂結構性問

題，是指中美長年的巨額順差（中

國對美國的順差）是由於中美兩個

社會系統不一樣，造成中國大陸具有

單方面的優勢，比如對出口中行業的

高額補貼——有財政補貼，直接退

稅；有金融補貼，給予出口企業優惠

貸款；還有種種行政補貼，優先保障

用地。以及設置種種關稅的和非關稅

的壁壘，阻擋美國企業商品進入中國

市場、妨礙美國企業在中國經營。川

普要的中美經貿關係再均衡，所謂結

構性的改革，實質是讓中國由市場主

導，政府成為有限權力政府，遵照國

際通行的市場原則辦事。

川普從來沒有說過要削弱共產黨

的領導，但要消除壁壘，就要允許美

國企業進入中國所絕大多數行業、包

括已經被國企壟斷的行業和國企平等

競爭，當然事實上也就是削弱黨的領

導。而現在習近平所做的要無所不在

地加強黨的領導——東西南北中，黨

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這種根

本上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

—— 節 選 自《文 昭 談 古 論 今

YouTube 節目》

臨時停戰協定 
         能走多遠？

◎文：文昭

香港示威者

在街頭奮力

抵抗警方催

淚彈。（看

中國攝影）

朋友將男孩的照片發過來，是一張很令

人心酸的照片。男孩穿著薄薄的上衣和短

褲，微微捲曲了身體用手臂當作枕頭，行

裝只有一個背包而己。下車立即飛奔到那平

臺，朋友將男孩交予我後便離開。

「爸媽加了一道鎖把鐵門關起來，所以

我有鎖匙也進不到家裡，唯有在這長石凳上

渡過一夜，待天亮便上學去。」男孩淡淡的

道出真相。我們慢慢展開一場深談，「我想

做救護員，7 月中在煙霧瀰漫的抗爭現場，

有一個哥哥走來問可否替他清洗眼睛，我非

常高興能夠幫到他。」他為了證明，立馬打

開身旁的背包，裡面只有少量醫療用品，大

部分都是男孩省吃省喝用零用錢購買的。

「暑假後，每天我一定會吃光學校的午餐，

晚上未必會有晚餐吃。愛國的爸媽從暑假前

已經折斷了我的零用錢，年紀比我大 2 年的

姊姊有時會將兼職賺取的工資，分給我 $40
元作為一個星期的零用錢，那樣我便幸運的

可以買維他奶填飽肚子！」

721 敲響了男孩心中的「革命因子」，

他由救護的崗位越行越前，現在已經是一個

前線孩子。「我用受傷的手從速龍手中搶回

手足，我成功營救了他。」

迎接晨光後，我邀請男孩陪吃早餐，自

作主張的替他點了一個早晨全餐，他也只吃

得下一半的早餐，我不斷鼓勵他吃多一點，

換來男孩一句相當心痛的回應：「每天只能

吃到一頓，令我的腸胃都習慣了比較小的進

餐份量，今天這頓早餐已經很豐富，可借不

能將剩下的包起當晚餐。」……香港的孩子

被逼得要為自己的未來而抗爭，我們漠視他

們單薄又瘦弱的身軀擋在極權前面，讓孩子

們獨自面對載滿重裝的警察，有些被家人推

開，甚至連溫飽也顧不上，每次抗爭卻依舊

站得像巨人一樣。

早餐過後，男孩在我目送下成為當天第

一個等待校工打開校門的學生。他一步一步

走進校園，回頭不停揮手和我說再見。

數日後，男孩再一次於示威活動後無家

可歸，替他打點好暫宿住處。寂寞的人總是

會用心的記住他生命中出現過的每一個人，

我倆也一樣，互相記掛著對方。直至某天，

男孩失去聯絡，我心裡最擔心的事終究是發

生了：男孩在被捕名單上。

立即通知義務律師幫忙，在等待的 48
小時，不煎熬是假的，但又能如何？「我

出來了！」男孩獲保釋後向律師借電話打給

我，話筒裡有他帶著哭聲的說話。幸好，男

孩只在被捕時受了點傷，沒有在等待保釋期

間遭受到如新屋嶺禽獸不如的對待。

在報平安的電話裡，男孩平靜後說出誓

言：「再多的刑責也不能令我畏怯退縮，香

港愛了我 15 年，就用我未來的 15 年換來抗

爭的養份，我想在 30 歲完成刑滿出獄時還

會感受到這仍是我最愛的香港！我，誓不低

頭。」

孩子們以自己的方式表達對香港的愛，

都比成年人來得直接、深切，我們還要讓多

少個孩子獨自面對成年人本應承擔的責任？

（註：原文有刪節）

誓不低頭的15歲少年
◎整理：Nam Gu Leung

網
文

當今全世界超過7億人仍然生活在極低的收入水平，其中相當一部

分在印度和非洲。（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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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日前香港民間

人士製作出一份名為《香港警隊

的法定權力及監管》獨立調查報

告書，其中明列從 6 月 10 日至

8月 10日，香港警隊在鎮壓「反

送中」示威者的過程中，涉嫌違

法的暴力行為及法律條例。

該份獨立調查報告書連同附

錄長達 300 多頁，主要包含四

個部分：探討香港警隊的法定許

可權、投訴警察及監管警權機

制、警隊執行職務時涉嫌違例的

資料一覽，以及建議及總結。

編者開篇聲明稱：「本報告

僅供公眾參考。在編寫報告內容

時，所用到的資料全屬公開。報

告已力求資料正確無誤，惟報告

不保證此等資料之全部或任何部

分在各方面均絕對正確。」

編者強調，報告書中提及的

一切「皆從客觀事實出發，希望

能做到鐵證如山。不論最後結果

如何，我們絕不輕言放棄。」

在報告書附錄《警察涉嫌濫

權資料一覽》的部分，全部使用

公開視頻影片，並附有影片來源

及相關網址，以及事件發生的時

間、地點，和警員涉嫌違反的法

條，並對該事件做出了精確的簡

述。

報告指出，從網上收集的媒

體片段可見，「警隊涉嫌多次違

反警隊通例／其他法例，當中涉

及過份使用武力 ( 甚至有可能觸

犯侵害人身條例 )；在執行職務

時不出示委任證；阻礙傳媒採訪

等等。」

另有許多影片均反映部分

警員的做法「絕非無心之失」，

「並隨著示威行動升級而變本加

厲」，這反映出香港警方「警權

過大失去制衡的問題日益嚴重。

長此下去，香港的法治精神將嚴

重受損，後果不堪設想。」該報

告指出，「從影片的數量及所反

映警隊涉嫌濫權的趨勢，我們有

理由相信本報告所披露的，只屬

冰山一角。」香港問題的癥結「在

於政制」。因此，港府必須回應

民間「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目前，該獨立調查報告書的

英文版，也於 10 月 15 日在連

登討論區正式公開。

【看中國訊】臺灣前行政院長

賴清德最近展開美國輔選之旅，

在當地時間 15日晚間向舊金山

僑胞演講，並懇請海外鄉親回來

投票，讓總統蔡英文能再次高票

當選。他說，蔡英文一定比國民

黨總統參選人韓國瑜更有能力來

帶領國家，讓臺灣繼續壯大。

舊金山演講過後，賴清德於

臉書上發文表示，此行目的是向

大家傳達初選結束了，現在是團

結的時候。敬請大家全力捍衛本

土的政權，讓蔡英文高票當選

連任、立委過半，使臺灣繼續

壯大。賴清德說：「今天我來美

國，或回去後在臺灣幫小英助

選，乃民主之必然！責任之所

在，和任何職務無關！」

賴清德強調，「再次拜託大

家一定要回來投票，每一票都很

珍貴，總統一定要當選！國會也

一定要求過半。否則國家被少數

人所左右，絕非臺灣之福！」賴還

說，這次投票除了選擇好的執政

團隊，以持續壯大臺灣之外，也

是在確立「捍衛主權、守護民主」

的國家方向，大家都不應缺席。

賴清德認為，明年 1 月這

場選舉全世界都在看，他們都要

看臺灣的下一任國家領導人能否

站穩國家的主權獨立、捍衛民主

自由、強化國防安全、防範中共

武力鞏固台海和平、與全球民主

陣營站在一起。

賴清德表示，在過去 3 年

多蔡英文已經證明她有這個能

力，「因此我再次懇請大家為壯

大臺灣、民主臺灣、團結臺灣、

世界的臺灣，一定回來投票，讓

總統當選，國會過半！」

【看中國訊】紐西蘭 19 歲

臺裔青年王費雪這個月改寫歷

史，成為紐西蘭北島羅托魯市

（Rotorua）史上最年輕的市議

員。紐西蘭總理阿爾登親自致電

鼓勵，與這名政壇新星分享經驗。

紐西蘭新聞網站 stuff.co.nz
在 15 日報導，王費雪（Fisher 
Wang，音譯）在這次市議會選

舉獲得 7058 票，在 10 名市議

員中排名第 7。
12 日晚間王費雪也接獲總

理阿爾登來電，總理跟他通話約

15 分鐘，詢問他競選過程，並

談及她自己的政壇崛起歷程。她

也給這名新手市議員一些建議，

要他不要害怕為自己發聲。

根據「紐西蘭前鋒報」（The 
New Zealand Herald）， 王 家

20 多年前從臺灣移民紐西蘭，

王費雪在距離羅托魯市 20 公里

左右的小鎮卡哈羅亞（Kaharoa）
一座農場出生長大。

【看中國訊】生前參與「反修

訂逃犯條例」抗爭的 15 歲學生

陳彥霖失蹤多日，10 月 9 日香

港警方證實，9 月 22 日在油塘

魔鬼山一帶海面發現的全裸浮屍

為陳彥霖。陳的屍體已在 10 日

早上被倉促火化和出殯，11 日

港警稱死因無可疑，但是外界的

質疑聲不斷。

陳彥霖的死震驚香港社會，

不少的分析和市民意見都認為警

察的說法非常可疑；包括陳彥霖

有對朋友表示要重新開始，而接

觸她的社工也形容陳彥霖是位開

朗的女孩，不像是準備自殺的

人。也有分析指，陳彥霖是游泳

健將，深諳水性，本能反應很難

以跳海方式自殺。另外如此快速

火化屍體，也是疑點之一。

校方不公布 
完整監視器畫面

陳彥霖生前就讀於香港職訓

局創辦之專校香港知專設計學

院。 14 日上午，學生和抗議人

士齊聚校內，要求該學院交出監

視器畫面片段。 14 日下午校方

安排播放部分的監視器畫面，引

發了不少爭議。

現場人士發現到畫面右上角

的時間在「18:58:56」時，跳至

57 秒，卻又再跳回 56 秒。學生

們質疑畫面經過剪輯，而校方也

承認有畫面時間跳躍的情況，不

過僅表示可能是訊號問題，不涉

及修改。

另外，每當播到電梯門正在

開啟時（時間在 17:51:06），連

續三次畫面卻都不再繼續。學生

質疑為什麼三次都停在同樣的時

間，而且未有陳彥霖出電梯的畫

面。

警方 11 日曾稱，學校監視

器拍到，陳彥霖失蹤當日已放下

財物，然後赤腳前往海濱，但在

校方展示的視頻中卻是穿著鞋。

所以港警是說錯還是在撒謊？

現場人士要求校方持續播放

該片段，校方堅決不肯。最後更

拔除設備線以及筆電的外接硬

碟，並接著聲稱外接硬碟在混亂

中遺失。

知專學院的一名女生表示：

「從學院去海邊大概 10 分鐘，

你看這樣的路面，不穿鞋一定腳

會很痛的，所以校方必須要交

CCTV（視頻）出來。儘管我

跟她不認識，但是畢竟發生在我

們學校，我會覺得很難過。所以

我今天站出來罷課，希望校方可

以回應。」

AI公司曝黑幕
日前美國一家名為「The AI 

Organization」的權威人工智慧

研究機構，在網站刊登了一篇文

章，標題是《人工智慧的面部識

別技術尋找香港年輕人，並用以

抓捕、強姦和所謂的自殺》。

文章說，「情報界反饋給我

們的報告說，北京政權已在香港

的警局內部署了自己的準軍事部

隊，並通過人工智慧的面部識別

技術定位學生後，他們將女性學

生拘禁在警察大樓跟警車內。」

「我們得到很多報告顯示，

這些女孩們被香港警察多人強

姦。而這些所謂「港警」，實際

上是被派往香港並且得到港府

批准的大陸警察和安全機構人

員。」

此篇文章還揭露，香港的學

生，包括男孩和女孩皆被宣稱是

跳水或跳樓自殺。實際上，有一

些女性是強姦受害者。而當局這

麼做的目的是，恐嚇學生群體退

縮，以使北京完成對香港的接

管。

另據網友最新爆料，逾 2
萬名大陸公安、武警及秘密特

工，已經進入香港進行「地下執

法」，當中分成 2 股力量，一是

冒充港警執行捉捕及清場；另一

支來自中共國安人員組成的「秘

密特工」，執行竊聽、綁架及謀

殺棄屍等。

浮屍女陳彥霖案震驚香港

香港警察暴打街頭示威者。（Getty Images）

臺灣：兩類人禁止入境

香港女學生變成了一具海上冰冷冷的屍體，港警卻冷血聲稱死因無可疑，校方

公布的監視器畫面也不完整。死者如今繼續含冤待雪，希望隨著越來越多的資

訊釋出後，真相能夠還她清白。(圖片來源：網絡)

何止低價，您值得擁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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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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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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 Webber請再次選

300頁港警濫權獨立調查報告出爐

臺裔青年成為紐國
最年輕市議員

紐西蘭19歲臺裔青年成為該國北島羅

托魯市史上最年輕的市議員，總理還

親自致電鼓勵。(圖片來源:FB)

賴清德：讓蔡英文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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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院與白宮罕見攜手制裁

自美國從該地區撤軍之後，

土耳其於 10 月 9 日開始對庫爾

德武裝分子進行襲擊。據副總統

彭斯透露，川普已經直接與土耳

其總統埃爾多安交談，並獲得不

會襲擊位於邊境的庫爾德族重鎮

科巴恩（Kobane）的承諾。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一份聲

明中說，制裁適用於參與土耳其

政府「危害平民或破壞敘利亞東

北部的和平、安全與穩定行動」

的個人、實體或同夥。據美國財

政部稱，土耳其國防部長、內政

部長和能源部長三位高官被列為

制裁黑名單，凍結了他們在美國

的資產，並禁止與他們與美國進

行交易。

此外，美國國會參、眾兩院

也罕見地達成一致共識，與白宮

一起對土耳其進行制裁。美國眾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針對土耳其9日對土敘
邊境庫爾德族所發起的攻

擊行動，美國總統川普14日
宣布對土耳其實施制裁，並

呼籲該國立即停火。川普在

制裁聲明中表示，他將終止

與土耳其達一份價值1000
億美元貿易協議談判，並將

鋼鐵關稅提高至50%。總
統還對三名土耳其高級官員

施加了制裁。

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說，她和共和黨參議

員林賽．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同意共同擬定一項制

裁土耳其的方案，其措施可能比

白宮的制裁更為嚴厲。

美國呼籲談判                  
艾爾段執意出兵

彭斯警告說，除非土耳其

「願意實行停火，來到談判桌前

並結束暴力」，否則美國將會繼

續加大制裁力度。

川普在做出聲明後的隔日，

旋即指派副總統彭斯和國務卿龐

佩奧，以及甫上任的國安顧問奧

布萊恩，於 17 日前往土國進行

最後的停火談判；不過土耳其總

統艾爾段態度強硬，表示沒有剷

除恐怖組織前，絕對不會停火，

甚至考慮將軍事行動擴展到伊拉

克邊境。同時，即便是俄羅斯已

揚言不惜派出重兵進駐敘北邊

境，強行隔離土耳其與敘利亞部

隊，土軍依然不為所動的揮軍圍

攻另一個邊境要塞曼比季。

分析指出，為了對抗國內反

對陣營日趨高漲的聲勢，艾爾段

不惜挑起民族主義的矛盾，將矛

頭對向庫爾德族以轉移抗爭焦

點，進而讓這股無法駕馭的民族

情結，成了他此番軍事豪賭的最

大動因。揮軍敘北如若失利，艾

爾段將無法對國內支持者有所交

代，也將終結他的政治生涯。

艾爾段挾難民迫歐盟噤聲

除了美國，歐盟也對土耳其

的行動發出強烈譴責。 12 日，

法國、德國與意大利表示，他們

已經停止向土耳其出口武器，以

免變相支持土國的軍事行徑。不

過歐盟內部目前並未達成一致性

的制裁措施，很大的原因是目前

土耳其總共接納了逾 360 萬名

來自於敘利亞的難民，土國此前

同意阻止難民進一步跨越歐亞陸

橋進到歐洲，並以此來換取歐盟

金援。艾爾段 10 日揚言，歐盟

若是持續譴責安卡拉，並將軍事

行動定調是一種「侵略占領」，

「我們會開門放行，將 360 萬難

民送至你們那裡」。

川普：擺脫無休止的戰爭

對於撤軍決定，川普表示，

撤軍的決定是因為他想讓美國擺

脫「無休止的戰爭」。他曾說，

當總統最難做的事，就是致函在

戰爭中陣亡美軍士兵的家屬。

美軍在圍剿 ISIS 的後期，

為了維護庫爾德「敘利亞民主

軍」（SDF）的安危，實則已經

陷入俄羅斯、土耳其、敘利亞政

府軍等三方夾擊的危機。奧巴馬

時代所縱放入敘利亞的俄羅斯勢

力，早已成為左右敘境局勢的關

鍵；而土耳其北約盟國的身分，

更讓美軍無法在後 ISIS 時期再

在敘境施展身手。

在阿拉伯錯綜複雜的部落派

系裡，稍一不慎，即刻陷入泥淖

難以自拔。要想維繫美土關係，

且不致使俄羅斯過度介入的解決

敘北問題，藉由制裁迫使土耳其

進行談判，或許才是王道。 

土耳其揮軍敘北 美啟動制裁 寰宇新聞

突尼斯素人或將高票執政

◆諾貝爾委員會 10 月 11
日在奧斯陸宣布，2019 年諾貝

爾和平獎授予去年 4 月出任衣索

比亞總理的阿比 ‧ 艾哈邁德 ‧

阿里（Abiy Ahmed Ali)，以表

彰他對建立和平的努力。 43 歲

的阿里採取果斷倡議，於去年 9
月促成埃塞俄比亞與厄利垂亞簽

署歷史性和平協議，解決雙方長

達 20年的血腥邊界衝突。阿里在

國內進行的諸多改革措施也獲得

高度肯定。他上任後幾個月內釋

放了國內的政治犯，並對他們受

到的酷刑表示譴責，還釋放了被

關押的記者。他積極與政治反對

派對話，邀請流亡海外人士回國。

◆美國 10 月 11 日宣布向

沙特阿拉伯增派美軍，加強沙特

阿拉伯的防禦能力，以對伊朗起

到震懾作用。據路透社報導，這

次的大規模部署包括：戰鬥機中

隊、空中遠征聯隊和防空人員。

連同 9 月宣布向沙特阿拉伯派出

的 200 名部隊，美國在沙特總

共部署了約 3000 名部隊。白宮

表示，另將再派出愛國者防空飛

彈連，和一個終端高空區域導彈

防禦系統「泰德」（THAAD）。

◆墨西哥發生計畫性的大屠

殺，一支巡警隊 14 日接獲民眾

的報案抵達現場後，卻遭裝甲四

輪驅動卡車伏擊，一共造成 14
名警員殉職。當地媒體報導，這

極有可能是賣毒集團做的，也成

為新總統去年 12 月上任以來，

最嚴重的治安事件。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14 日在議會復會前發表演講表

示，英國的要務是在 10 月 31
日離開歐盟，並尋求在自由貿易

的基礎上與歐盟建立新的夥伴關

係。一個由英國和歐盟組成的脫

歐會談，由 12 日持續到 14 日

黃昏，但分歧仍然顯著。主要仍

是脫歐後，在愛爾蘭和北愛爾蘭

之間的邊境安排。

【看中國訊】突尼斯 10 月

13 日舉行總統大選第 2 輪投

票，民調顯示，已經退休的保守

派學者薩伊德（Kais Saied）囊

括將近 77% 選票，可望取得壓

倒性勝利成為新總統。

突尼斯於 9 月 15 日舉行

總統大選第一輪投票， 26 位候

選人中，薩伊德以 18.4% 居

首，媒體大亨卡魯伊（Nabil 
Karoui）則以 15.6% 居次，兩

人因此進入第 2 輪決選。

突尼斯自 2008 年金融海嘯

後，於 2012 年爆發茉莉花革命

推翻專制，但仍飽受高失業率與

經濟停滯的蹂躪至今。

背負著選民深厚期望的政

治素人薩伊德，在慶賀感言中

表示，自己承載著 2011 年革命

的信息，「每個人都自由的做出

了選擇，突尼斯今後的計畫建

立在自由的基礎之上，屈服的

時代結束了，突尼斯進入了新

的篇章」。

阿拉伯革命後仍然堅持和平

與民選的突尼斯，再次和平舉行

全國選舉。民眾評論，這是歷史

上最為透明且自由的大選，突尼

斯人民以壓倒性票數，選出了心

目中最為乾淨廉潔的總統。

10月15日，敘利亞民眾正倉惶逃離敘北戰區。(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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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或者是你很愛

你的車，或者是手頭不寬裕，總

之，因為各種理由，你駕駛的是

一輛舊車，那麼它把你留在半路

上的概率就會越來越大。不過，

如果你能及早注意這 10 個症

狀，或者能讓你撿回一條寶貴的

生命也未可知。

1、檢查引擎燈亮起
檢查引擎燈常被稱為「白

痴燈」，因為它常常「謊報軍

情」，明明車沒甚麼毛病，還能

開，它也會亮起來。但是呢，

你還真不能把它當作撒謊孩子在

喊「狼來了！」。每次都要認真

對待，最好買個汽車故障閱讀

器，看看到底是甚麼問題。有時

只是簡單的油箱蓋沒擰緊，自己

動動手就解決了，有時還真是大

問題，要到車行找老師傅的。不

過有一點千萬注意：如果檢查引

擎燈是閃動而不僅僅是亮起，那

就得趕緊關閉引擎，找個拖車公

司把車拖到車行去檢查修理，否

則，後果很可能是引擎報廢。

2、總要添加機油
機油是用來潤滑發動機的，

它不應該漏到車道上，或變成藍

煙從排氣管排出。通常在兩次換

機油期間不用添加，如果不是這

樣，那就是有問題了，最好立即

請教一下車行老師傅，看是發動

機老得不行了，還是有別的毛

病。

3、任何液體的洩漏
汽車要保持正常運行，需要

多種液體。如：冷卻液、機油、

轉向助力油、變速箱油、以及擦

窗水。通常這些液體很少需要經

常添加（除了冬季的擦窗水），

但需要經常檢查，比如每月一

次。如果每次檢查都要添加，

那就是說明哪兒漏了。要找出原

因，及時解決。

4、排氣顏色不正常
汽車正常排氣是無色的，如

果排出有顏色的廢氣，不管是藍

的還是白的或其它顏色，都表明

你的車存在嚴重問題。如果廢氣

是藍色，這是典型的機油燃燒不

完全造成的，意味著活塞、活塞

環、氣門導管或密封磨損了。冒

藍煙雖然還不影響行駛，但會導

致氧感測器和催化轉換器過早損

壞、失效，而後者的更換相當昂

貴。

如果排氣管冒出的是濃重的

白色氣體（注意不要和冬季排出

的較清淡的白色氣體混淆），這

可能說明冷卻液滲入了氣缸。這

通常是氣缸密封墊破損造成的，

更嚴重的情況是，氣缸蓋內部也

有了裂紋。有時變速箱油也會

進入氣缸，冒出白煙。兩者的區

別是，後者會伴有換檔方面的問

題。

還常看到有的汽車排出的廢

氣是黑色的，甚至帶有火星。如

果有這種情況，絕對不要開到有

禁止煙火的地區，如加油站或處

於森林防火期的地區，否則後果

不堪設想。黑色煙多是因為燃料

燃燒不完全就被排出來了。及早

檢查排除絕對有必要。

5、正時皮帶還是正時鏈？
發動機工作時，活塞的運動

和進排氣門的開啟以及點火時間

都必須嚴格協調，差一點都不

行。這一切都是由正時皮帶或正

時鏈來完成的。比較老舊一點的

車用的是含橡膠的正時皮帶，一

般里程壽命只有 5 萬英里或接

近 10 萬公里，新車絕大多數改

為金屬的正時鏈，壽命延長 3 倍

多。最好請教一下你的機師，你

車用的是哪種正時帶。如果是皮

帶，里程又接近 10 萬公里，那

麼最好儘早更換。正時皮帶老化

損壞往往沒有先兆，但損壞結果

可能是整個發動機報廢，因此絕

不能掉以輕心。

6、聽到咚咚聲
汽車的發動機是個巨大的金

屬塊，裡面每分鐘都上千次爆

炸，這些震動波會被發動機固定

座、諧波平衡器所吸收，再加上

巧妙的工程設計，司機應該聽不

到發動機的雜音。但是隨著時間

推移，這些支撐部件難免老化，

漸漸的發動機的雜音就大起來

了，司機會感受到震動，甚至

聽到咚咚聲。如果再沒給予適當

的潤滑，發動機內部的連桿、

軸承、凸輪就有可能破損。在高

速轉動時，甚至能把發動機的外

殼打破。因此，對於舊車，如果

感覺發動機有這種雜音，要及早

修理，否則將有一筆大開支等著

你。

7、最終繡爛
加拿大汽車難免受融雪鹽的

腐蝕，生鏽是常見的現象。如果

只是腳踏板、擋板、引擎蓋和行

李箱蓋生鏽，那還好辦。要是鏽

到了底盤框架、避震器支撐座、

油門線和剎車線，或懸掛支點，

那你車的壽命也差不多到頭了。

這時不用別的車來撞你，一個路

坑就足以讓你的車趴下。

8、車總也走不直
如果你的車是前輪驅動的，

只要輕輕把正方向盤，車就應該

走直線，懸掛系統會吸收路面的

坑窪不平，因此不用太費力。但

如果你需要經常轉動方向盤來保

持直線行駛，而且有雜音來自輪

子，轉彎時更有碰碰聲，這就是

說車的前懸掛出毛病了。這對避

震器、拉桿、轉向齒條和球接頭

都有不良影響。發生這種情況，

要及早維護，拖時間長了，總

的修理費用可能就會超過你的預

算。

9、總要掉檔 變速箱老化
變速箱使用時間長了或保養

不當，齒輪就會老化磨損，造成

經常掉檔。也許猛踩幾下油門它

還能跑幾步，但也是勉為其難。

這時，如果手頭還寬裕，就只有

把整個變速箱換掉，否則還不如

讓你的車老實趴窩裡算了。

10、電的毛病不大 
但可能不值得修

車老舊了，哪都會出問題，

特別是電的問題，還很難排查。

有一天，可能你的車經常啟動不

了，你的修車師傅告訴你可能是

電方面的問題，可你換了蓄電池

又換了啟動馬達，問題還是沒解

決。你可能還抱著一線希望接著

修，直到花了幾千元，又換了一

大堆零件，最後發現只是儀錶盤

後一個配電線束老化開裂。

如果你的車本身也就值幾千

塊，這種修理一點也不能提升你

車的使用年限，與其勞民傷財還

真不如早點出手。

 汽車保養

(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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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cedes-Benz
The best or nothing.

© 2019 Mercedes-Benz Canada Inc. Lease and finance offers based on the 2019 GLA250 4MATIC/2019 GLC300 4MATIC SUV are available only through Mercedes-Benz Financial Services on approved credit for a limited time. *Total 
price of $35,672.89/$47,827.68 for advertised vehicle includes MSRP plus all applicable dealer fees. **Lease example based on $369.80/549.00$per month for 45/45 months. Down payment or equivalent trade of $5,000/$5,000 
and applicable taxes due at lease inception. MSRP starting at $35,672.89/$47,827.68. Lease APR of 1.29%/0.49% applies. Freight/PDI of $2,995, dealer admin fee of $695, air-conditioning levy of $100, EHF tires, filters, batteries 
of $20, PPSA of $27.96/$27.96 and AMVIC fee of $6.25 are due at signing. Total obligation is $22,710.00/$31,19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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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tober 19, 2018.

Max Tomilin  Joe Seto  Kent Chow  
Pheobe Ku  

2019 GLA 250 4MATIC SUV                   : $35,672*

$369** $3,500†
  

0.49%**

 

2019 GLC 300 4MATIC SUV                      : $52,166*

1.29%** $544** $4,000†

金秋，享受炙手可熱的優惠。
來吧！享受炙手可熱的優惠。選定的2019車款，租賃利率0.49%起，我們還為您短期墊款 (Cash Credit)。

總價 總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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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付為您墊款 為您墊款45 4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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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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ILLING® Five Star 7” Santoku Knife 
MSRP $200  75% Off  B-Stock 30048-180-5 

4999
PLUS AN ADDITIONAL 15% OFF

ZWILLING® Four Star 2pc Starter Set 
MSRP $280  64% Off  35175-000 

9999 PLUS AN ADDITIONAL 15% OFF

ZWILLING® Sorrento Plus 2pc Double Wall 
Coffee Glass Set MSRP $48  50% Off  39500-112 

2399 PLUS AN ADDITIONAL 15% OFF

ZWILLING® Marquina 2pc Frypan Set 
MSRP $235  70% Off  66309-001 

6999 PLUS AN ADDITIONAL 15% OFF

ZWILLING® Marquina 2pc Frypan/Wok Set  
MSRP $290  68% Off  66309-004 

8999 PLUS AN ADDITIONAL 15% OFF

BALLARINI Cortina 2pc Frypan Set   
MSRP $165  76% Off  75001-611 

3999 PLUS AN ADDITIONAL 15% OFF

STAUB 5.5Qt Round Bordeaux Cocotte 
MSRP $430  60% Off  40502-277 

16999
PLUS AN ADDITIONAL 15% OFF 

4Qt MSRP $380  60% Off 14999 40502-294

ZWILLING® Four Star 6pc Block Set  
+BONUS MSRP $745 66% Off  35150-007

24999 PLUS AN ADDITIONAL 15% OFF

BONUS 
4-Stage
Pull-Through  
Sharpener  
$100 Value 

TWIN® Gourmet 10pc Knife Block Set 
MSRP $575 65% Off  31699-001 

19999
PLUS AN ADDITIONAL 15% OFF

ZWILLING® Quadro 10pc Cookware Set 
MSRP $670  70% Off   65060-001 

19999 PLUS AN ADDITIONAL 15% OFF

FREEGIFT 

Offers apply to ZWILLING J.A. Henckels  CF Chinook Centre and CrossIron Mills in-store only purchases; before taxes; may not be redeemed on past purchases; limited quantities;  
some exclusions may apply; not valid with use of promotional codes or other discounts. Sale valid October 24-28, 2019 or while supplies last.

www.zwilling.ca

Grand Opening Oct 24th ZWILLING® CF Chinook Centre | 6455 Macleod Trail, Calgary 
Now Open ZWILLING® CrossIron Mills | 261055 Crossiron Blvd, Rocky View

ZWILLING® Four Star 8” Chef ’s Knife 
MSRP $195  74% Off  B-Stock 31071-200-5 

4999 PLUS AN ADDITIONAL 15% OFF

50% Off msrp 
All ZWILLING® Sorrento 

ZWILLING. SINCE 1731.

BALLARINI Cortina Non-Stick 8” Frypan  
with a minimum purchase of $250,  

before tax, in-store only. 
$65 Value  75000-349
WHILE QUANTITIES LAST

EVERYTHING ON SALE AT ZWILLING  
CHINOOK CENTRE & CROSSIRON MILLS 

UP TO 75% OFF PLUS AN ADDITIONAL 15% OFF

所有商品特價銷售就在 ZWILLING

高達 75%折扣再加額外15%折扣

盛 大
開 業

6件頭刀具連座套裝 10件套不銹鋼鍋具

市場價 $575 節省 65% 市場價  $670 節省 70%

免費贈送

贈品

再加額外15%折扣 再加額外15%折扣

10月24日盛大開業

現已開業

4 級

磨刀器
價值 $100

贈送

市場價 $745 節省 66%
10件頭刀具連座套裝 稅前，僅限店內。

圓形櫻桃紅鑄鐵鍋 2件套不粘鍋 2件套不粘煎/炒鍋 2件套不粘鍋
市場價 $430 節省60% 市場價 $235 節省70% 市場價 $290 節省68% 市場價 $165 節省 76%

4Qt 市場價 $380  節省6 0%

主廚刀
市場價 $195 節省74%

多用途刀
市場價 $200 節省75%

2 件套刀具
市場價 $280 節省64%

2 件套雙層
市場價 $48  節省50%玻璃咖啡杯

再加額外15%折扣

再加額外15%折扣

再加額外15%折扣

再加額外15%折扣

再加額外15%折扣

再加額外15%折扣

再加額外15%折扣

再加額外15%折扣

 ZWILLING® Five Star 7” Santoku Knife 
MSRP $200  75% Off  B-Stock 30048-180-5 

4999
PLUS AN ADDITIONAL 15% OFF 

ZWILLING® Four Star 2pc Starter Set 
MSRP $280  64% Off  35175-000 

9999 PLUS AN ADDITIONAL 15% OFF 

ZWILLING® Sorrento Plus 2pc Double Wall 
Coffee Glass Set MSRP $48  50% Off  39500-112 

2399 PLUS AN ADDITIONAL 15% OFF 

ZWILLING® Marquina 2pc Frypan Set 
MSRP $235  70% Off  66309-001 

6999 PLUS AN ADDITIONAL 15% OFF 

ZWILLING® Marquina 2pc Frypan/Wok Set  
MSRP $290  68% Off  66309-004 

8999 PLUS AN ADDITIONAL 15% OFF 

BALLARINI Cortina 2pc Frypan Set   
MSRP $165  76% Off  75001-611 

3999 PLUS AN ADDITIONAL 15% OFF 

STAUB 5.5Qt Round Bordeaux Cocotte 
MSRP $430  60% Off  40502-277 

16999
PLUS AN ADDITIONAL 15% OFF  

4Qt MSRP $380  60% Off 14999 40502-294 

ZWILLING® Four Star 6pc Block Set  
+BONUS MSRP $745 66% Off  35150-007 

24999 PLUS AN ADDITIONAL 15% OFF 

BO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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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ll-Through  
Sharpener  
$100 Value 

 

TWIN® Gourmet 10pc Knife Block Set 
MSRP $575 65% Off  31699-001 

19999
PLUS AN ADDITIONAL 15% OFF 

ZWILLING® Quadro 10pc Cookware Set 
MSRP $670  70% Off   65060-001 

19999 PLUS AN ADDITIONAL 15% OFF 

FREEGIFT 

Offers apply to ZWILLING J.A. Henckels  CF Chinook Centre and CrossIron Mills in-store only purchases; before taxes; may not be redeemed on past purchases; limited quantities;  
some exclusions may apply; not valid with use of promotional codes or other discounts. Sale valid October 24-28, 2019 or while supplies last. 

www.zwilling.ca

ZWILLING  
CF CHINOOK CENTRE  

OCT 24-28

Grand Opening Oct 24th ZWILLING® CF Chinook Centre | 6455 Macleod Trail, Calgary 
Now Open ZWILLING® CrossIron Mills | 261055 Crossiron Blvd, Rocky View

ZWILLING® Four Star 8” Chef ’s Knife 
MSRP $195  74% Off  B-Stock 31071-200-5 

4999 PLUS AN ADDITIONAL 15% OFF 

50% Off msrp 
All ZWILLING® Sorrento  

ZWILLING. SINCE 1731.

GRAND  
OPENING

BALLARINI Cortina Non-Stick 8” Frypan  
with a minimum purchase of $250,  

before tax, in-store only. 
$65 Value  75000-349 
WHILE QUANTITIES LAST

EVERYTHING ON SALE AT ZWILLING  
CHINOOK CENTRE & CROSSIRON MILLS 

UP TO 75% OFF PLUS AN ADDITIONAL 15% OFF 

 ZWILLING® Five Star 7” Santoku Kn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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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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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99 PLUS AN ADDITIONAL 15%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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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pe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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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N® Gourmet 10pc Knife Block Set 
MSRP $575 65% Off  31699-001 

19999
PLUS AN ADDITIONAL 15% OFF 

ZWILLING® Quadro 10pc Cookware Set 
MSRP $670  70% Off   6506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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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WILLING  
CF CHINOOK CENTRE  

OCT 24-28

Grand Opening Oct 24th ZWILLING® CF Chinook Centre | 6455 Macleod Trail, Calgary 
Now Open ZWILLING® CrossIron Mills | 261055 Crossiron Blvd, Rocky View

ZWILLING® Four Star 8” Chef ’s Knife 
MSRP $195  74% Off  B-Stock 31071-200-5 

4999 PLUS AN ADDITIONAL 15% OFF 

50% Off msrp 
All ZWILLING® Sorrento  

ZWILLING. SINCE 1731.

GRAND  
OPENING

BALLARINI Cortina Non-Stick 8” Frypan  
with a minimum purchase of $250,  

before tax, in-store only. 
$65 Value  75000-349 
WHILE QUANTITIES LAST

EVERYTHING ON SALE AT ZWILLING  
CHINOOK CENTRE & CROSSIRON MILLS 

UP TO 75% OFF PLUS AN ADDITIONAL 15% OFF 

優惠僅限於 ZWILLING J.A. Henckels  CF Chinook Centre 和 CrossIron Mills 店內購買；稅前價格； 不可用於之前的消費； 數量有限； 物品需視庫存情況而定；

限制條件若干； 不適用於其他優惠碼或折扣。 本次特賣期限2019年10月24～28日，或貨品售完為止。

10月24 ～ 28日

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價值 $65

購物滿 $ 2 5 0
 BALLARINI Cortina 8'' 不粘鍋 

再加額外15%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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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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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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上一期）可嘆局面剛剛

打開，漢明帝駕崩，匈奴夥同西

域幾國，分兵進攻東漢使節，漢

章帝以班超孤立無援，下令歸

國。西域王侯、百姓抱班超的馬

腳，哭求漢使駐留，班超仰天長

望，他會何去何從呢？

疏勒立王 聲威更盛
班超出使西域，以高超的勇

謀和雷霆手段，先後降服鄯善、

于闐兩國，逼退匈奴勢力，西域

諸國聞風大震，紛紛遣子入侍洛

陽。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

班超又幫助疏勒人趕走龜茲所立

之王，更立疏勒故王之子為王，

疏勒全國歡顏，班超聲威更盛。

這年，竇固、耿秉、劉張大

軍出敦煌郡的崑崙塞，前、後車

師國畏懼歸降。大軍凱旋還師，

竇固上書請求復置西域都護及戊

己校尉。漢明帝准奏，任命陳睦

為都護，耿恭、關寵為戊己校尉。

風雲不測 陷入困境
二年來，東漢討匈奴、通西

域的行動推進得卓有成效，不

料，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

漢明帝駕崩，形勢急轉直下。

焉耆夥同龜茲圍殺西域都護

陳睦及二千餘吏士；北匈奴圍關

寵於柳中城；因朝中大喪，救兵

不至，車師也反叛，與匈奴圍困

耿恭，耿恭被迫由金蒲城移駐到

疏勒城；駐在疏勒盤橐城的班

超，也數次遭到龜茲、姑墨發兵

進攻，班超手下士吏不多，守城

一年有餘。

另一邊，耿恭、關寵二人情

勢更加危急，也各自堅持了一年

多。建初元年（公元 76 年），

二人均上奏章請求朝廷派兵增

援。彼時漢章帝剛即位，又遇旱

災，御前會議上，文武大臣對是

否出兵救援，意見不一。權衡之

下，漢章帝決定暫時放棄西域，

但大漢忠臣一定要救，於是調張

掖、酒泉、敦煌三郡人馬，以及

班超收服的鄯善國騎兵，去救援

耿恭、關寵。

臨行歸國 官民嚎哭

漢軍軍至柳中，北匈奴驚

走，車師復降，這時，駐守柳中

城的關寵已經殉職。耿恭所在疏

勒，路途遙遠，等到救兵時，城

中只剩 26 吏士，與援兵相扶痛

哭，次年回到玉門關時，僅剩

13 人，形容枯槁，也是一段泣

血迴腸的動人故事。在西域的漢

使僅剩班超，漢章帝擔心他孤立

無援，於是詔令班超返回洛陽。

班超接旨，與隨從出發返

漢。消息一出，疏勒舉國憂愁恐

慌。（下文轉 C2）

漢武帝時，西域始通；王莽篡漢，西

域怨叛；東漢明帝，遵漢武帝故事，

討匈奴，通西域，臣子班超效張騫、

傅介子，立功絕域，西域復通。

◎ 文：趙長歌

平生慷慨班都護

班超 下

背景：FOTOLIA；插畫、地圖：WINNIE WANG



莊子可能是最喜歡魚的哲

學家了。「授人以魚，不如授人

以漁。」他將生活所領悟到的智

慧，用三條魚的故事表現出來。

讀明白了人生就能過得更自在。

北冥之魚

莊子在《逍遙游》裡寫的第

一條魚，是北冥有一條名為鯤的

魚，能化作鵬，遨遊於九天。它

會乘著六月的風，飛去南冥。可

是莊子卻說它不自由，一旦沒有

風，就只能從高空墜落。

那時候有一個名叫列子的

人，能夠駕著風在天上飛，跟神

仙一樣。但是沒風，他也要發愁。

站在風口，誰都能飛起來。

這樣的自由，靠的是外物。是靠

著財富、名聲，才能夠填補自我

莊子的三條魚 人生的三重境界
◎  文：曉嵐 的空虛。

陶淵明說過一句很有名的

話，人不能為五斗米折腰。他情

願種豆南山下，戴月荷鋤歸。官

場再好的錦衣玉食，也不如手中

一杯菊花酒。吳宮深處埋荒草，

晉代衣冠成古丘。榮華富貴轉眼

就成了別人口中的笑談趣事，又

有甚麼好在乎的呢？

在莊子的智慧中，不為物所

累，是人生的第一層境界。

濠梁之魚

莊子在《莊子．秋水》說的

第二條魚，叫作儵，是濠河之

魚。有一天，莊子和惠子路過

濠水的橋上。莊子說：「你看這

些儵魚在下面游得多麼快樂。」

惠子卻說：「你又不是魚，怎麼

知道魚快不快樂？」莊子立刻答

道：「你又不是我，怎麼知道我

不知道魚的快樂呢？」

生活就像一齣戲，我們不在

別人的曲目裡，怎麼能知道別人

的悲歡。魚的快樂是自由嬉戲在

水中，人的快樂是能夠自然生長

在世間。人最大的悲哀就是：你

明明與眾不同，卻總希望和別人

一樣。好的快樂從來都是自己

的，不是別人眼裡的。與其絞盡

腦汁去想著活成別人喜歡的樣

子，倒不如努力去活成自己喜歡

的樣子。

在莊子的智慧中，人生的第

二種境界就是：不為別人的評價

所累。人生最大的快樂，就是選

擇一種喜歡的方式活著。

江湖之魚

莊子在《大宗師》裡寫的第

三條魚，叫作鮒，是車轍的小

魚。一塊池塘干了，兩條小魚暴

露在陸地上。兩條小魚互相吐

沫，互相濕潤，勉強維生。莊子

卻說，與其這樣互相熬著，不如

放生彼此，去大江大河裡過自己

的新生。天命無常，人如風絮。

不知道哪一天你的水就乾涸了，

和你相伴的人總有一天會離場。

人與人都是相伴而行的旅者，只

有自己才能走完全程。

杜甫曾經和李白結伴而行，

策馬江湖。杜甫羨慕李白的灑脫

和瀟灑，崇拜他的天賦與才華。

可惜我心向山，君心向水，他們

終究揮手而別。

杜甫成不了李白，可那又如

何？寫不出「人生得意須盡歡，

莫使金樽空對月」，那就寫「國

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在莊子的智慧中，人生的第

三個境界是：找到自我。尋找自

我的路上，或許會顯得孤獨。

擁有自我的人，才會久處不

厭。我們結伴而行走過江湖，但

總還是要一個人去看天空和海

洋。莊子說：「魚相忘於江湖，

人相忘於道術。」

活得通透舒服的人，都能讀

得懂莊子的三重人生智慧：不滯

於物，不困於心，不亂於人。身

體可以戴著鐐銬跳舞，心靈則要

插上自由的翅膀。

（上文接 C1）疏勒國都尉

黎弇（音「掩」）悲痛的說：「漢

使棄我國而去，我國必將再次

為龜茲所滅。誠不忍見漢使離

去。」說罷以刀自刎。

班超一行心中悲痛，啟程向

東，走到先前斬巫收服的于闐國。

這裡的王侯、百姓聽聞消息，全

都出來攔阻班超繼續東行，他們

抱住班超的馬腳，嚎哭挽留說：

「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

班超的馬不得行，心中感觸，

自己當年曾說過：「大丈夫無他

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

異域，以取封侯。」天命召喚，

壯志激盪，他仰天長望，做出決

定，撥轉馬頭率使團回到疏勒。

再入虎穴 復平疏勒
班超返回疏勒，風險極大，

西域都護陳睦、戊己校尉關寵已

殉職，戊己校尉耿恭歷經九死

一生，返回漢廷，班超率僅有

的 36 名吏士再入虎穴，前途未

卜，死生難測。

而疏勒自班超離去後，就有

二城投降了龜茲，還與尉頭連

兵。班超回來後，立即展開行

動，捕斬反叛者，出兵攻破尉

頭，擊殺 600 餘人，疏勒又恢

復了安定。

成果輝煌 漢廷振奮
建初五年（公元 80 年），

班超孤守疏勒已經 5 年，期間，

他曾率疏勒、康居、于闐、居彌

一萬兵力，攻破姑墨國石城，斬

首 700 級。他對胡夷情數，已

了然於胸，認為蕩平西域的時機

已到，於是向漢章帝上疏請兵。

在奏章中，班超描述了現

在西域的面貌：「今西域諸國，

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

欣欣，貢奉不絕。」又介紹了

當前的形勢：「唯焉耆、龜茲獨

未服從。」「今拘彌、莎車、疏

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

附，欲共併力，破滅龜茲，平通

漢道。」他向漢章帝獻計：「以

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又

為漢章帝解除出兵的後顧之憂：

「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

故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

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最

後班超又說明，平定西域將是皇

帝的千秋功績：「臣超區區特蒙

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

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

廟，布大喜於天下。」

漢章帝見奏書，知西域之功

可成，即刻召集群臣，商議給兵

之事。班超孤身在西域的成功外

交和輝煌行動，讓漢廷為之鼓

舞。平陵人徐幹欽佩班超，與他

有共同志向，上疏請往西域，願

奮身輔佐班超，平定西域。於是

漢章帝任命徐幹為假司馬，率領

自願從軍者及因罪獲刑者共幾千

人，趕往西域受班超調度指揮。

班超上疏等朝廷派兵期間，

莎車以為漢朝不會派兵前來，就

投降了龜茲，疏勒都尉番辰也開

始反叛，這時，正好徐幹領軍趕

到，班超遂與徐幹大破番辰。

義解毀謗 以直報怨
為擊破兵力強盛的龜茲，班

超希望藉助龜茲北面的烏孫之

力。出身史家，班超向漢章帝諫

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武

帝時，烏孫親我漢朝，烏孫王以

良馬千匹為聘禮，希望能娶我朝

諸侯女兒做妻子，同漢結親，共

抗匈奴。武帝先後將細君公主、

解憂公主嫁給烏孫王，之後烏孫

成為我們的重要盟友。武帝的策

略，到宣帝時發揮了作用，當我

們攻打匈奴時，烏孫出兵 5 萬

助攻。如今，應當派使節招慰烏

孫，與共合力。」

漢章帝認為班超的建議可

行，於建初八年（公元 83 年）

拜班超為將兵長史，准許他出行

時可以有儀仗隊，鼓樂相伴，任

命徐幹為軍司馬。漢章帝還派遣

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回國，帶

上錦帛，賜給烏孫王及其臣僚。

因焉耆、龜茲在絲路北道，

李邑一行只能沿班超打通的南道

去烏孫。當李邑到達于闐的時

候，正趕上龜茲攻打疏勒。李邑

畏懼不已，不敢再往前走了，於

是就給漢章帝寫奏章，說西域情

況複雜，功不可成，又大肆詆毀

班超，說他在西域擁愛妻、抱愛

子，在國外安樂，沒有心思為大

漢效勞。

班超聽到李邑接二連三誹謗

他，心中擔憂見疑於聖上，不能

繼續西域大業。可幸，漢章帝素

知班超忠誠，責備李邑說：「縱

使班超擁愛妻、抱愛子，那又如

何？倘若他不是一心要立功異

域，那上千名思歸之士，怎麼能

全都與他同心同德呢？」

同時，漢章帝還給班超下

詔，讓他指揮調度李邑。出乎意

料的是，班超當即讓李邑護送烏

孫侍子返還洛陽。徐幹對班超

說：「李邑之前詆毀您，想破壞

大漢及您在西域的事業，如今您

為何不按陛下的詔書，留他在

此，反而這麼寬大，讓他護送侍

子回去呢？」

班超聽後說：「是何言之陋

也！正因他之前詆毀我，如今才

讓他走。班超內省不疚，何必顧

慮別人說甚麼！如果快意把他留

下，那不是忠臣所為。」

威震西域 莫不賓從
後來，班超又發動了一系列

成功的軍事行動，以絕倫的膽

魄、高超的用兵、寬大的胸襟，

威震西域。永元三年（公元 91
年），龜茲、姑墨、溫宿諸國皆

降。當年，大漢復置西域都護，

以班超為都護，徐幹為長史。到

永元六年（公元 94 年）時，西

域 50 餘國悉遣送質子到洛陽，

以示歸附，四萬里外的國家，全

都仰大漢威名，前來朝覲貢獻。

永元七年（公元 95 年），

漢和帝封班超為定遠侯，詔書褒

揚他：「……出入二十二年，莫

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

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

之和，同異俗之心，……《司

馬法》曰：『賞不逾月，欲人速

睹為善之利也。』其封超為定遠

侯，邑千戶。」

功成事遂 蒼天可鑒
永元九年（公元 97 年），班

超派甘英使大秦（羅馬帝國），

所到之處皆前世所不至，中西

間，不僅奇珍異物相通，藝術、

文化、商貿交流更盛。班超通西

域，還促使西域高僧相繼來到中

原，使佛教盛行，功在千秋。

壯士久在異域，歷經三朝帝

王，從壯年到歲暮，每有攻戰，

輒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

亡，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功成

事遂，蒼天可鑒。永元十四年

（公元 102 年），班超終於踏上

闊別 31 年的神州故土，落葉歸

根，時年 71 歲。（完）

台灣製造

平生慷慨班都護班超 下

班超經營西域

東漢

北匈奴
烏孫

大宛
鄯善

焉耆 前車師

敦煌 酒泉

張掖

武威

後車師

龜兹

于闐

莎車

疏勒

尉頭 姑墨

西域都護府

戊己校尉

班超出使西

域，西域各

國遣子到洛

陽，以示歸

附大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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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Empresses of China – Role Models for Traditional Women (Part 1)
Standards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women were  der ived  f rom anc ien t 
people's ideals of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humankind, and the subsequent traditional 
moral values. The I Ching (Book of 
Changes) says that yin and yang means “the 
way.” “Yin” and “yang” are two different 
substances, and each naturally has different 
properties. “Qian” (The Creative, Heaven) 
and “Kun” (The Receptive, Earth) are 
typical examples of yin and yang. "The 
movement of heaven is full of power. Thus, 
the gentleman makes himself strong and 
tireless. The earth's condition is one of 
receptive devotion. Thus, the gentleman 
who has breadth of character carries the 
outer world." Feminine and masculine 
are manifestations of its characteristics. 
Corresponding to  humans,  men are 
masculine, women are feminine; hardness 
and softness are interdependent and thus 
in harmony. This is the code of ethics and 
etiquette formed after the Great Way was 
implemented in the world.

There were more detailed descriptions 
in ancient times on the standards for 
women. The Book of Rites, Rites of 
Zhou, Classic of Poetry, Biographies of 
Exemplary Women, and other classics 
laid out clear standards and requirements 
and also contained role models of ancient 

women. A traditional woman should be 
gentle and virtuous, kind and restrained, 
and should possess an elegant grace that 
emerges naturally from inside to outside 
because she has a beautiful heart. What 
makes a woman truly beautiful is her good 
virtue. Below are three examples from 
China's ancient empresses to use as models. 
They set good examples as virtuous wives 
and empresses for later generations.

I. Empress Yin Lihua of the 
East Han Dynasty

Yin Lihua (5 – 64 AD) from Xinye 
County1, Nanyang City, was the second 
empress of the Founding Emperor, Liu Xiu,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25 – 220 AD). 
She was a descendant of Guan Zhong (720 
– 645 BC), famed prime minister of the 
State of Qi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Five years after Emperor Liu Xiu 
unified the nation, Yin Lihua was made 
empress.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Empress Yin was benevolent and devotedly 
pious. She was full of compassion and 
kindness. Her father died when she was 
seven. She cried whenever her father was 
mentioned although several dozen years 
had passed. Empress Yin was dignified 

and gentle, modest and thrifty. She set a 
good example as a virtuous wife and good 
empress for later generations.

Shortly after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was founded, the Emperor did not yet have 
an empress, so both Guo Shengtong and 
Yin Lihua were crowned Imperial Consorts 
(the Ladies). At that time, Guo gave birth 
to a son, Liu Jiang, the crown prince (heir 
apparent), but Emperor Liu Xiu wanted 
to name Yin as empress because of her 
“motherly role-model of virtue.” In ancient 
times, the highest glory a female could 
achieve is to become an empress. Yet, 
Yin was so humble that she declined the 
position of empress, citing that she was not 
fit for the important role. Liu Xiu therefore 
made Guo Shengtong empress. Afterward, 
Emperor Liu Xiu wanted to make Yin 
Lihua's brothers marquesses, but Yin again 
declined, citing that according to etiquette, 
brothers of someone who is not the 
empress should not be made marquesses. 
The Emperor then tried to reward Yin with 
jewelry, but she declined this also, saying 
that the nation had just been stabilized, 
many things still needed to be done, and 
wouldn't having so much jewelry be 
extravagant?

After 17 years, Emperor Liu Xiu 
deposed Empress Guo because “she had 

continuously complained about her lack of 
favor,” and made the Lady, Consort Yin, 
empress instead.

Empress Yin was still humble and 
pleaded with Liu Xiu to treat the deposed 
Empress  Guo Shengtong ,  who had 
slandered her many times, with lenience 
and compassion. Moreover, Empress 
Yin greatly favored and cared for the 
deposed crown prince, Liu Jiang, and 
Guo's youngest son Liu Yan, the Prince 
of Zhongshan. Empress Yin often told 
her sons and grandchildren to treat Guo 
Shengtong's family kindly. She reminded 
them that Guo Shengtong had been their 
imperial mother or grandmother of 17 
years, and should be treated as such.

Emperor Ming of Han dynasty Liu 
Zhuang (28 – 75 AD) did so, and Yin's 
grandson Liu Da (57 – 88 AD), Emperor 
Zhang of Han dynasty, was ever mindful of 
treating them with compassion. Throughout 
the Han Dynasty's subsequent imperial 
families, there were no incidents of deposed 
crown princes and princes not born to the 
empress being killed. This moral behavior 
and practice is inseparable from Emperor 
Liu Xiu and Empress Yin Lihua's model 
behavior an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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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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女性的標準來源於古人

的天人合一思想和由之衍生出的

傳統道德觀念。《易經》曰：「一

陰一陽謂之道」。「陰」、「陽」

屬於兩種不同的物質，自然有其

不同的屬性。「乾」、「坤」兩

卦則是陰、陽的典型代表。「天

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

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陰柔

與陽剛是其特性的表現，對應於

人，則男性屬於陽剛，女性屬於

陰柔，剛柔相濟，相互依存，方

能和諧相處，這是大道落實於人

後形成的道德規範與禮儀要求。

古代對於女性的標準有比較

詳細的描述，《禮記》、《周禮》、

《詩經》、《烈女傳》等典籍中，

既有明確的標準要求，也有歷代

婦女的榜樣和典範。傳統的女性

標準應該是溫柔賢淑、善良含

蓄，有因擁有美好的心靈而自然

散發出來的由內及外的優雅，美

好的德行才是女性的真正美麗之

處。我們不妨從古代的母儀天下

的賢后中選取三例作為典範。

一、東漢陰麗華皇后

陰麗華，南陽新野人，東漢

開國皇帝劉秀的第二任皇后，為

春秋時代著名的齊相管仲之後。

劉秀統一天下之後的第五

年，陰麗華被冊封為皇后。史

載：陰后性仁孝，多矜慈。七歲

失父，雖已數十年，言及未曾不

流涕。在位之時，端莊賢淑，有

母儀之美。皇后內持恭儉，外抑

宗族，為一代賢后。

東漢建立之初，有帝無后，

郭聖通、陰麗華二女同封貴人。

當時，郭聖通已誕下皇長子劉

疆，但劉秀以陰麗華有「母儀之

美」，欲立陰氏為后。古之女

子，未有不以登后位為人生至

榮，可陰氏卻非常謙卑，堅辭不

受，「自陳不足以當大位」，後

劉秀封郭聖通為皇后。之後，劉

秀要封陰麗華的所有兄弟為侯

爵。陰麗華仍然婉言謝絕，說按

自己的身分，她的兄弟們怎麼能

夠越禮做侯爵呢？劉秀又賞賜珠

寶給陰麗華，她依然拒絕，說如

今國家剛剛穩定，百廢待興，自

己要那麼多珠寶有甚麼用呢？

建武十七年，光武帝因郭皇

后「數懷怨懟」廢皇后郭氏，立

貴人陰麗華為后。

已經是皇后的陰麗華依然謙

恭，對多次中傷她的廢后郭聖通

並沒有採取落井下石的態度，反

而為她求情，讓劉秀本著寬厚仁

慈的態度來處理郭聖通。不僅如

此，陰麗華還對廢太子劉疆及郭

氏的小兒子中山王劉焉極盡關愛

與照顧。陰麗華常常叮囑她的兒

孫們善待郭聖通的家族，而且要

牢記她曾經做過他們十七年的嫡

母、嫡祖母。因此必須將郭聖通

視作母親、祖母來看待。

這一點，不但明帝劉莊做到

了，連陰麗華的孫子漢章帝劉炟

都牢記在心。後來的東漢皇族，

確實再沒有發生過殺害、廢太子

和非己所出皇子的事情。這不能

不說與劉秀和陰麗華的身體力

行、傳為家訓分不開。

 （待續）

◎文：紫霞

母儀天下的賢后（一）

陰
麗
華
皇
后
畫
像

(公有領域)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C4 看命理 Fortune 第 76期     2019年 10月17日—10月 23日    

ί 捫 ൩ 楲 ❠ ≯ 륥 빼 ΄      捰 حمل ₐ   콫 퉶 㔀 　 最  把ڳ熊㨀  㐀　㌀ⴀ㈀㔀㈀ⴀ㈀㔀㠀㘀

 慓㹲ꁒ첑桳뙛ٴ   

㈀　㈀㈀　　 䈀愀爀挀氀愀礀 倀愀爀愀搀攀 匀圀⠀䔀愀甀 䌀氀愀椀爀攀 䴀愀爀欀攀琀⤀ ⼀ 唀渀椀琀 䨀㈀Ⰰ ㈀㘀　㌀　　 圀爀椀琀椀渀最 䌀爀攀攀欀 䌀爀攀猀挀攀渀琀Ⰰ 䈀愀氀稀愀挀 ⠀ 一攀眀 䠀漀爀椀稀漀渀 䴀愀氀氀 ⤀

뭓撖奲첃酥İꉗİ陔慕İ㚃İ
鑩犂⁽İ쒞톞罧奲İŭ奲
蹿絶ᾐ䡥⥮豔ൎ큳մ⢍ʐࡔ
羕ὧ罏⡵

娀攀渀 ☀ 䄀挀挀攀猀猀漀爀椀攀猀꩹

䠀攀愀氀琀栀 䌀愀渀愀搀愀 䌀漀猀洀椀挀 一甀洀戀攀爀  ⌀　㈀㔀㌀　㐀㈀  ⌀　㈀㔀㈀㐀㘀㔀

我生不有命在天乎？
周文王降服黎國，

勢力迫近殷(商)京畿，
殷大臣祖伊恐懼奔告紂

王：「大龜無法占出吉

兆，上天恐怕是遺棄商

朝了。」紂王回答：「我

有天命在身，誰能奈我

何？」

紂王的信心哪裡來的？

遠古的三皇五帝時期是一個

人神共處且充滿神奇色彩的時

代。《尚書大傳》中指的三皇是

燧人氏、伏羲氏和神農氏，這個

時期的人類蒙昧如白紙，由三皇

傳授人類特定的生存技能與知

識。比如說 : 燧人氏教人類使用

火；伏羲氏教人類結網捕魚、馴

服野獸；神農氏教人類種植農作

物與分辨毒、藥草，使人類漸漸

步入農業社會，穩定生活狀態。

三皇之後是五帝時期，《史

記》裡所載的五帝是黃帝、顓

頊、帝嚳、堯和舜，時間軸上，

他們處在夏朝之前。

「帝」在古文獻中指「天

帝」，具有神通，此時已有文字

紀錄，有許多神跡被記載下來。

這些記載在漫長的歲月中大

量遺失，但留下的少部分仍成為

華夏文明的基石。五帝之一的帝

嚳是黃帝的曾孫，生來極有靈氣

◎編輯整理:宋伂文

且道德高尚，他順天之義且知民

之急，百姓都歸服他。

帝嚳的次妃是有娀氏的女

兒，名叫簡狄。傳說簡狄到河邊

沐浴，見玄鳥墜下一枚卵，簡狄

吞下那個卵，然後懷孕生下了

契。契長大後協助大禹治水有

功，成為殷商的始祖，有詩經為

此傳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宅殷土芒芒。」

紂王是契的後裔，氏族淵源

可追溯至天帝，他自持承受天命

又天命不可變易，所以當周文

王威迫商朝京畿時，紂王猶言：

「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乎？」

結果是亡國的下場。

紂王沒有理解到的事

周代殷二年後，繼位的君主

是幼弱的成王，當時天下未寧，

周公、召公成為托孤大臣，肩負

輔佐重任。

有鑒於夏、商都曾是天命所

保的大邦，如今卻落得覆滅的下

場，周公二人從夏桀、商紂誇大

天命卻又滅亡的教訓中警覺到：

天命因「德」而轉移；在接受天

命後，還要知道天命無常，謹慎

自己的德行，以德治為務，國家

才能長久不廢。於是在《尚書‧

康誥》中可以看見，當武王之弟

康叔受封於殷商故地，周公擔心

康叔年少，於是告誡他要「明德

慎罰」、「丕則敏德」( 努力施

行德政 )。又在〈召誥〉中看見，

當召公在今瀍河兩岸營建新都洛

邑時，其間，周公前來視察，召

公託周公轉告成王：「惟不敬厥

德，乃早墜厥命」( 不敬重德，

將喪天命 )。洛邑竣工後，成王

將殷商遺民遷往那兒，周公以成

王的名義告誡遺民：殷的大命是

上天終結的，然後轉賜給我們，

否則我們小小的周國怎敢擅奪你

們大邑商的王位。

你們之所以喪天下，乃因紂

王驕奢淫逸，而「惟天不畀不明

厥德」──上天不會將大命賜予

不勉行德政的人──所以別怨恨

了，順從周朝吧！

國之所以為國者 德也
後來周公奉成王之命留守洛

邑，加強對殷遺民及東方地區的

監督與管理，為了讓「德」成為

具體的力量，達到綱紀天下的目

的，周公制定一套禮文制度，

稱為「周禮」。學者王國維云：

「周之制度典禮，乃道德之器

械，其旨則在納上下於道德，而

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

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體。」

周人依據各項禮制，如：嫡

長子繼承制、宗法制、分封制、

喪服制、廟數制……可以「尊

尊」、「親親」、「賢賢」及「男

女有別」之通義上治祖禰、下治

子孫、旁治昆弟、縱治官吏，人

倫禮義盡顯其中。

想當初，周武王選定營建洛

邑的地方被稱為天下的中心，四

方入貢的路程均等；周公在洛邑

制禮作樂，將敬德的觀念從中心

之地向四方擴展，並一代接一代

的向下傳承，憑藉重演的歷史反

覆告誡：國之所以為國、人之所

以為人者，德也。

清雍正年間，浙東有一位

術家史瞎子，可以揣骨聽聲之法

斷人吉凶，遇男子則揣骨，女子

則聽聲，皆能切中事實。徐元

夢 (1655-1741 年 ) 就任浙江巡撫

時，請史瞎子為二人揣骨，一位

是自己的孫子舒赫德；另一位是

私塾老師汪由敦。

史瞎子說：「皆居高位也。」

舒赫德是宦官子弟，會顯達是意

料中的事，而汪由敦出生寒門，

應該達不到這種高度才是，所以

認為史瞎子是因著學生的面子把

老師也往好處講。

當晚，史瞎子獨自到書塾對

汪由敦說：「你好自努力，將來

官職名聲會在你主人之上。」汪

由敦惶恐不敢當。史瞎子又說：

「這不是胡亂說的，你的身分卑

微，我奉承你有甚麼好處？我命

中注定將來會有一場災厄，但有

解脫的機會。算算那時你已經當

大官了，我的大難或須仰賴你拯

救，所以在此鄭重地拜託你，請

先生不要忘記今日的話。」

之後，有人向雍正皇帝推薦

史瞎子，史瞎子回答皇上的問題

後就被發放到遼東落戶。

到雍正登基的第十年，下

了一道詔令：軍流以下的罪等都

減等發落。當時汪由敦任刑部尚

書，檢閱史瞎子的舊案，得知史

瞎子遭皇上特旨流放，檔案中沒

有記載犯罪事由。刑部中的同僚

為此感到為難，汪由敦則認為史

瞎子的罪過沒有超過軍流的罪

等，符合恩詔的條件，於是奏請

將他釋回。

史瞎子回京後，居住在汪由

敦的府第，從此隱藏才能，不輕

易言人禍福。

後來，汪由敦的長子承沆要

參加科舉考試，汪夫人對長子有

很高的期望，便請史瞎子斷言考

試結果。史瞎子說：「當得六品

官。」六品者，惟翰林修撰及部

主事。當時汪由敦是近侍皇上的

臣子，子弟如果考中進士，不可

分發到六部，因此推測承沆將中

狀元，擔任翰林院修撰之職。

不料，汪由敦卻擔任科主考

官，其子必須迴避，不得參加考

試，大家認為史瞎子的推斷不準

了。到了冬季，皇上特旨汪由敦

得庇蔭一子，承沆果然得到主事

官，官正六品。

（事據《簷曝雜記》）

「至德之人無俗累，樂天知

命復何憂」，說的大概就是斐度

這個人吧！相士二次看相斐度，

一斷壞，二斷好，斐度皆泰然處

之，以德為本，隨遇而安。

唐朝晉公斐度 (765-839年 )
發跡前一貧如洗，功名失意，

相士就其相貌判斷他的命途說：

「有關功名之事，你就不必問

了。我有句話，如不見怪，我才

敢直言。」斐度答：「我如今在

迷途之中，還望你指點迷津，豈

敢見怪！」

相士道：「你騰蛇縱理紋入

口，再過幾年必將餓死在溝渠

中。」斐度是個知命君子，未把

相士的話放在心上。

一日，斐度偶然至香山寺閒

遊，見那供桌上光華耀目，走近

一看，是一條寶帶。他撿在手中

想：「這冷僻的地方怎會有這個

東西？」又想：「必是有貴人到

此禮佛更衣，侍候的僕役不小

心遺留下來，也定然會回頭尋

覓。」於是坐在廊廡下等候。

不一會，有一女子走入寺

院，慌慌張張直往殿上走去，向

供桌上看了看後就哭倒在地。斐

度向前問：「為何哭泣？」

那女子道：「父親被人陷於

死罪，無門申訴。我之前到這兒

懇求佛祖庇佑，近日幸得從輕贖

鍰，但因家裡貧困，拿不出錢來

贖回父親，是以求遍高門。

昨日總算得到一位貴人的憐

惜，救助我一條寶帶。我認為是

佛祖的庇祐，所以攜寶帶呈於佛

前稽首叩謝，又因急於贖回父親

而匆忙離開，走到半路才發覺

寶帶留在供桌上，趕緊倒回來

取，卻沒找著。我的父親出獄無

望了。」說完又大哭起來。斐度

說：「別哭，寶帶是我收起的，

在這裡等候失主呢！」

過了數日，斐度偶遇相士，

相士驚道：「你曾做過好事了？」

斐度答：「沒有。」相士又說：

「你今日的面相改變了，陰德紋

大顯，定當位極人臣，壽登耄

耋，富貴不可勝言。」斐度仍是

未把相士的話放在心上。日後斐

度果然出將入相，歷事四朝，封

為晉國公，年享上壽。

（《醒世恆言‧第十八卷》）

德人無累 
知命不憂

◎文：蕭湛

◎文：吳天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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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請記得救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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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亞大學精神病醫生布魯

斯 ‧ 格雷森博士，從 70 年代開

始進行瀕死體驗的相關研究。他曾

在世界最頂級醫學雜誌《柳葉刀》

上，發表研究報告稱，經他研究的

134 例瀕死者中有 96 人經歷了瀕

死體驗。

報告指出，所有人都經過標準

化檢查以測定其意識分離的頻率。

結果證實，瀕死體驗與意識分離的

感覺相關，而不是精神紊亂。加

州的物理學家胡格諾（Alan Ross 
Hugenot）博士，曾經因為一場車

禍，經歷了「瀕死體驗」。 1970
年，胡格諾在一次摩托車事故中嚴

重受傷。甦醒後，他說，他在昏迷

中靈魂去到了一個地方，見到了一

個由光構成的生命體。

所有人都認為車禍使他的精

神出了問題。在被關進精神病院

前，他的骨科醫生為他換了一個

人工膝蓋骨，並幫助他溜出了醫

院後門。從此，他再也沒有和任何

人說過。

直到瀕死體驗被越來越多的人

談起，他才開始重提往事。他說：

「我昏迷了 12 個小時，但我的靈

魂離開了身體，出去了。在那邊我

看到由光構成的生命體，彷彿我認

識他幾千年了。我可不想回來，這

邊和那邊比真是差遠了，但是我必

須得回來，有一種使命的召喚。當

我猛然落入身體，那種沉重感真

讓人難受，倒不是傷痛，而是此

界的存在。」

他說，那個生命體讓他感覺溫

暖，難以形容，「我回到家了，你

可能難以置信，就是回到最奇妙

的家中，就是那樣的感覺。」

此後，他花了八年時間，在

2012 年之前完成了用量子力學和

實驗來證實人的精神會影響物質世

界的著作。他在書中告訴人們，物

質世界其實是個假相，就像許多人

描述過的那樣，在瀕死狀態下經歷

的一切，那種「回家」的喜悅，比

現實更感真實。

《史 記》記載，樓蘭有鹽

池，盛產美玉，是一個蘆葦蔥

蔥、楊柳繁茂的國家。大漢朝開

闢絲綢之路後，為必經之路上的

樓蘭古國帶來了豐富的物質文

明，與多元的文化。

「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

蘭終不還。」「願將腰下劍，直

為斬樓蘭。」

樓蘭，一個曾經頻頻出現在

古詩文中的西域古國，從西元 4
世紀開始，彷彿一夜間就從世界

上消失了。一千多年來，只剩下

一個美麗夢幻般的名字，以及各

種神奇的傳說留在人間。 
1900 年 3 月初，瑞典探險

家斯文．赫定和探險隊沿著乾枯

的孔雀河左河床來到羅布荒原，

在穿越一處沙漠時才發現他們的

鐵鏟遺落在夜宿營地中。赫定的

維吾爾嚮導在返回去尋找的過程

中，發現了一座高大的佛塔和密

集的廢墟，不但有精美的木雕半

埋在沙中，還有古代的銅錢。嚮

導找回鐵鏟並揀回幾件木雕殘

片。就是這些木雕殘片，讓被風

沙掩埋了一千多年的古樓蘭，重

新出現在陽光之下。

發掘出的樓蘭古城，掩藏在

厚厚的流沙之下，也證實了古樓

蘭王國一夜間被風沙掩埋，消失

於世的傳說。一直以來，對樓蘭

消失的原因眾說紛紜。

據《水經注》記載，東漢以

後，由於當時塔里木河中游的注

濱河改道，導致樓蘭嚴重缺水。

後世都認為是樓蘭人違背自然規

律，盲目濫砍亂伐致使水土流

失，風沙侵襲，河流改道，氣候

反常，瘟疫流行。

西元 400 年，高僧法顯西

行取經途經樓蘭，他在《佛國

記》中說，此地已是「上無飛

鳥，下無走獸，遍及望目，唯以

死人枯骨為標識耳」。

樓蘭城這座絲綢之路上的重

鎮，在歷經了近 500 年的輝煌

後，已經沒有了人煙。在人丁折

損之後，樓蘭又遭遇了一場前所

未有的大風沙，鋪天蓋地的流沙

一瞬間將這座城池徹底埋葬。

在人類的發展歷史中，像樓

蘭一樣消失在毀滅性的災難中的

王國很多，例如亞特蘭蒂斯、 古
羅馬帝國等等。這些古代文明的

毀滅，都有一個共通之處，就是

不敬神佛不敬天，甚至迫害佛家

弟子。人們在物質享樂中向大自

然肆意索取，最終因道德淪喪遭

到天譴。

唐代高僧玄奘在《大唐西域

記》中，記述過一個消失在沙漠

之中的曷勞落迦城的故事。

曷城物產富饒，人民生活安

樂，但並不相信佛法，對佛像也

不敬重。

有一天，一位羅漢前去禮拜

佛像，當地人對羅漢奇特的服裝

和容貌感到驚奇，就跑去報告城

王。城王於是下令，用沙土塗抹

這位羅漢，不給他飯吃。只有一

個曾禮拜過佛像的人心中不忍，

暗中給羅漢吃食。

羅漢在離開曷勞落迦城之

際，對那人說：「七天以後，天

空將要降下一場沙雨，把這座城

市埋沒，不留一個生靈。望你

早作準備，提前離開這裡。」說

罷，就忽然不見了。

那人隨後把這消息遍告自己

的親朋好友，但沒有人相信他的

話。第二天，忽然颳起大風，天

上降下了各色珍寶，人們大喜過

望，紛紛咒罵那人出言不利。那

個人堅信羅漢的話一定是真的，

災禍必然要降臨。他悄悄地開鑿

了一個地下通道，直通城外。

到了第七天的夜半時分，城

裡的人們都已進入了夢鄉，沙土

從天而降，沒有多久就填滿了城

中，那人從地下通道出城，向東

來到了媲摩城。曷勞落迦城就這

樣消失了，到唐代時該城已經變

成了一個大土丘了。

天道循環，歷史無時無刻不

在提醒著人們，物質的安逸與享

樂，並非是人類的終極目標。注

重道德的修養、保持善良之心，

人類才能保持文明的長久。

◎ 文：青蓮 圖：Fotolia

瀕死體驗—「回家」的感覺    

漢朝使者張騫出使西

域後，樓蘭的名字第一次被

中原人知道。西元4世紀之
後，樓蘭國忽然間消失得無

影無蹤，人們甚至懷疑，這

個神秘夢幻的西域古國是

否真的存在過。

◎ 文：紫雲

神秘消失的樓蘭

樓蘭遺址

樓蘭的木梁雕刻，花紋帶有西方

文化的風格。

(World Imaging /

Wikimedia/CC BY-SA 3.0）

半個世紀前，談

論瀕死體驗被視

為是精神錯亂。

而今，這一現象

已經普遍被科學

家所接受。

您全家人的牙齿护理 

 3B-3735 Rundlehorn Dr NE,
Calgary, AB T1Y 2K1

www.RundleDental.com/ch
(587) 329-8483

七天营业

儿童牙齿保健   牙齿矫正及隐形牙套
拔牙及根管治疗  牙齿美容
牙冠及牙桥修复  种牙及活动型假牙
Botox肉毒杆菌除皱针      保险直接结算服务

每位新成年病人检查及洗
牙即可获得免费电动牙刷
一部请来电咨询活动详情

陈忠豪医生 许明娟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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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誠，可謂是全世界華人中家喻戶

曉的人物，只有上過小學的他，在事業上

卻獲得了巨大成功。 2019 年 3 月《福布

斯》雜誌公布的全球富豪排名，李嘉誠的

淨資產總值高達 317 億美元，全球排名

第 28 位。

李嘉誠不但自己非常重視學習，對孩

子的教育也十分認真對待。他曾說過這樣

的話：一個人事業上再大的成功，也彌補

不了教育子女失敗的缺憾。他不但是這樣

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帶兒子擠巴士

李嘉誠的兩個兒子，李澤鉅和李澤

鍇，在他們小的時候，李嘉誠很少讓他們

坐私家車，卻常常帶他們坐電車、巴士。

李家兄弟在香港聖保羅小學上學，這

是所頂級的名校，許多孩子都是車接車

送，名牌加身，可他們卻常常和爸爸一起

擠電車上下學。

兩個孩子也會問父親：「別的同學都

有私家車專程接送，而您為甚麼不讓家裡

的司機接送我們呢 ?」
李嘉誠笑著解釋：「在電車、巴士

上，你們能見到不同職業、不同階層的

人，能夠看到最平凡的生活、最普通的

人，那才是真實的生活，真實的社會，而

坐在私家車裡，你甚麼都看不到，甚麼也

不會懂得。」

一次，李嘉誠看到一個小女孩在路邊

擺報攤——邊賣報紙邊捧著課本學習，就

特意帶兩個兒子路過這個報攤，讓他們看

到小女孩讀書的態度和條件，從而學習和

珍惜。

教兒子學習做人

李嘉誠自幼家境窘困，沒讀完小學，

但他勤奮、積極地學習，努力拓寬自己的

知識面。他也是這樣熏染、帶動兒子們去

勤奮學習。

李澤鉅和李澤鍇的童年時期，每天晚

上，李嘉誠都會坐在書桌前閱讀、自學外

語。

星期日，李嘉誠就會帶兄弟倆一起出

海游泳，游泳後，他會拿出隨身帶著的

《老子》、《莊子》等書，讀給兒子聽，解

釋給兒子懂。

時間一長，李澤鉅和李澤鍇自然就記

住了那些傳統的做人準則，比如良善，比

如誠實，比如信義。

逼兒子磨練能力

後來，李澤鉅和李澤鍇都以優異的成

績從美國斯坦福大學畢業。

當他們想進入父親的公司時，父親卻

說：「我的公司不需要你們！」兄弟倆愣

住了，說：「爸爸，別開玩笑了，您有那

麼多公司，就不能安排我們工作 ?」
李嘉誠斬釘截鐵地說：「別說我只有

兩個兒子，就是有二十個兒子也能安排工

作。但是，我希望你們先去打自己的江

山，讓實踐證明你們有資格到我公司來任

職。」

兄弟倆再次離開了香港，來到加拿

大，白手起家，一切從零做起。

對於兒子們，李嘉誠是慈愛的，他的

慈愛是基於一個父親的本性；對於兒子們

的成長與培養，李嘉誠是清醒而理智的，

這種清醒和理智是藏匿在慈愛之中的思想

教育和身體力行。

李嘉誠用行動詮釋了：父母是孩子最

好、最重要的老師。（來源：看中國網）

這一生，多少人輸在了這個字上？

「等」

人這一生，總是在等。等將來，等不

忙，等下次，等有時間，等有條件，等有

錢了。

可是後來，等來等去，等沒了緣分，

等沒了青春。

等到最後，等沒了健康，等沒了機

會，等沒了選擇，等來了遺憾，等來了後

悔。

尤其是「中國式父母」：

等我們會走路，他們就會安心了；

等我們上學，他們就會安心了；

等我們考上大學，他們就會安心了；

等我們找到工作，他們就會安心了；

等我們找到好的對象，他們就會安心

了；

等我們結婚，他們就會安心了；

等我們生孩子，他們就會安心了；

等孫子會走路，他們就會安心了；

等孫子上學，他們就會安心了；

等孫子找到工作，他們就會安心

了……

就這樣等到最後，父母可能根本沒機

會享受他們的人生，就離開我們了。

因此對他們而言，最經不起的往往就

是「等待」。

人生的6個不能等

1、貧窮

貧窮不能等，因為時間久了，我們就

會習慣。一旦習慣，就會感到麻木，無法

振作起來。

2、健康

健康不能等，因為如果身體垮了，人

生的一切就都失去了意義。

3、教育

教育不能等，因為幼苗一旦歪了，長

大要再扶正就難了。

4、孝敬

孝敬不能等，因為父母如果走了，為

人子女想再孝敬，也沒有任何機會了。

5、友情

友情不能等，因為友誼一旦失去，就

只剩孤獨陪伴自己到老。

6、青春

青春不能等，因為時光易逝，再多錢

也買不回了！

人生太匆匆，千萬不要為自己留下遺

憾。把握眼下的時光，珍惜當下所擁有

的，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能夠珍惜緣分，珍惜在一起的時光，

就是珍惜我們自己的人生！

Calgary, Alberta
Tsinghua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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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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白（701 年－ 762 年），字太白，

號青蓮居士，唐朝詩人。有「詩仙」、

「詩俠」、「酒仙」、「謫仙人」等稱呼，

活躍於盛唐，為傑出的浪漫主義詩人。

譯文

青翠的山巒橫臥在城牆的北面，波光

粼粼的流水圍繞著城的東邊。

在此地我們相互道別，你就像孤蓬那

樣隨風飄蕩，到萬里之外遠行去了。

浮雲像遊子一樣行蹤不定，夕陽徐徐

下山，似乎有所留戀。

揮揮手從此分離，友人騎的那匹將要

載他遠行的馬蕭蕭長鳴，似乎不忍離去。

註釋

⑴ 郭：古代在城外修筑的一種外牆。

⑵ 白水：清澈的水。

⑶ 一：助詞，加強語氣。名做狀。

⑷ 別：告別。

⑸ 蓬：古書上說的一種植物，乾枯

後根株斷開，遇風飛旋，也稱「飛蓬」。

詩人用「孤蓬」喻指遠行的朋友。

⑹ 征：遠行。

⑺ 浮雲遊子意：曹丕《雜詩》曾以浮

雲飄飛無定喻遊子四方漂游，後世以此為

典。遊子，離家遠遊的人。

⑻ 茲：聲音詞。此。

⑼ 蕭蕭：馬的呻吟嘶叫聲。

⑽ 班馬：離群的馬，這裡指載人遠

離的馬。班，分別；離別，一作「斑」。

賞析

這首送別詩寫得新穎別緻，不落俗

套。詩中青山，流水，紅日，白雲，相互

映襯，色彩璀璨。班馬長鳴，形象新鮮活

潑，組成了一幅有聲有色的畫面。自然美

與人情美交織在一起，寫得有聲有色，氣

韻生動，畫面中流蕩著無限溫馨的情意，

感人肺腑。

詩
詞
賞
析

李嘉誠教育兒子兩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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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字 讓太多人虛度一生
◎文：蔡璇璣

李嘉誠（中央社）

送友人
唐代 / 李白

青山橫北郭，白水繞東城。
此地一為別，孤蓬萬里征。
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
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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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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需要付一次款，就可以獲得終

生保修的矯正鞋墊。整個北美，能做出

這樣承諾的，應該只有我們一家。」在卡

城經營超過 35 年的 CBC 足部保健品店

（CBC Foot Products Ltd.）創辦者柯林

斯 (Lance Colins) 這樣說。這家足部保健

品店在全球範圍內已擁有了20 萬個客戶。

真正的終生保修

「很多店會說，我們提供保修，但是

客戶常常會被要求再換另外一雙矯正鞋

墊，需要再支付 600 元；或者告訴客戶，

你需要交 400 元的調整費。那叫甚麼保

修？！」柯林斯說。

隨著年齡的增長，人們的身體情況也

處於變化中，矯正足部的鞋墊通常兩年就

需要調整一次，「當鞋墊需要調整時，如

果按照 600 元一雙新的矯正鞋墊來算，

那麼 20 年來，你可能需要支付 6000
元。」但在 CBC 足部保健品店，顧客只

需要支付第一次購買矯正鞋墊的費用，之

後就是真正的免費保修，柯林斯說，「我

們有的客戶第一次購買矯正鞋墊在 25 年

前。過了一些年後他再回來，我們發現

他的矯正鞋墊已經破損了，就給他定制了

一雙新的，他不需要再付一分錢。終生他

只需要付一次錢。這才是真正的終身保

修！」

一生的事業

為甚麼柯林斯創辦的 CBC 足部保健

品店要堅持「終生保修」這獨一無二的原

則呢？！這與柯林斯對這個行業的強烈

熱情與使命感有關。「我在早年做過很多

生意，從來沒有損失過錢，甚至在青少

年的時候，冬天在農場賺的錢都比我父

母還多。但我一直在尋找能夠熱愛上的

工作，等我找到了這個行業的時候，我告

訴自己：就是它了，我哪也不會去了，

只要我還能呼吸，我就會一直堅守這一

行。我想我會終老於這個店面裡。」柯林

斯說，「如何照顧好足部以避免相關的身

體問題，40 年裡亞省的醫療界似乎在這

方面沒有太多地改善。我的使命就是幫助

人們瞭解足部健康的重要性，並去解決問

題。」

柯林斯執著地研究足部矯正的各

類 產 品， 他 在 1982 年 就 擁 有 了 The 
Shoemate® 矯正鞋墊這個專利產品。

CBC 足部保健品店的經理理查德．

卡山諾瓦（Richard Casanova）是柯林

斯的志同道合者，或者說繼任者：「理查

德對足部的 52 塊骨頭、60 處關節、214
處韌帶以及 38 處肌腱和肌肉等構成了然

於心，對非常細小的問題他都能精準地探

知，因為您足部非常微小的不平衡都可能

導致身體巨大的疼痛。」在 CBC 的網站

上這樣介紹卡山諾瓦。

兩個對足部富有責任感的人湊到一

起，會呈現怎樣的姿態呢？

保護足部以及健康

「當人們來到這裡，我們會花上一個

小時或兩個小時，告訴人們足部保健的知

識。」柯林斯說，「有些同行的店需要收

取大概 120 元左右來做評估。在我們這

裡都是免費的。」

柯林斯說，很多人對足部的保健存在

誤區，比如很多人會說身體確實存在疼

痛，但說他們的腳並不酸疼，所以腳沒問

題。但其實這些疼痛很可能是雙腳不平衡

引發的，「足部離大腦最遠，所以身體的

這一部分是最容易被人們忽視和疏於照

顧。」他說。

另外，還有一個誤區有關柔軟，「有

些店裡提供的矯正鞋或鞋墊，非常柔軟，

這類鞋子或鞋墊的目的是讓足部感覺到舒

服，而不是矯正足部。你必須在鞋子或鞋

墊某些部位使用一些硬質的材料，才能達

到矯正的效果。否則，腳的問題還在拖延

和增長。」柯林斯說。

至於市面上提供的通過電腦測試，在

網路上訂購矯正鞋，柯林斯認為這很難真

正解決問題。「這類標準化的設置，怎麼

可能解決千變萬化的不同情況呢？你需要

量身定做。」柯林斯說，矯正鞋真正的價

值在於針對顧客獨特情況定制和正畸。

哪些人需要矯正足部？

「一些資料說 87% 的人可以從矯正

足部中受益，我敢說 95% 的人都需要一

定程度的矯正。」柯林斯說。

他解釋，如果足部不平衡，小腿及膝

蓋兩側韌帶會受到不同的張力，而身體為

終生保修的矯正鞋墊

文：鄭貝  圖：CBC Foot Products Ltd.

John Chen( 國 ) 587-585-7747
Email: cbcfoot@live.ca電話：403-259-2474

可上門服務

地址：Bay 8, 6320 11 Street SE Calgary 

專業精準才有效！擁有認證足部矯形師 專業服務卡城 35 年   

矯正鞋墊終身免費保養
一次投資 終身服務：兩年左右鞋墊需隨人體變化
而調整，您可節約高達數千元調整或置換費用。

卡城
獨家

我的腰不痛了！

我的膝蓋不痛了！

我的關節不痛了！

我的脊椎不痛了！

我的腳板不痛了！

我的腳踝不痛了！

CBC     F
o

ot Products 
Lt

d.  CBC 足部保健品店

健康始於「足」下的平衡
有效緩解：足底筋膜炎、跟骨骨刺、拱痛、
跖骨痛、脛骨痛、膝關節痛、腰痛、糖尿病

矯正：骨架平衡、骨盆不正、脊柱側彎、高低肩、
扁平足、X 型腿、內八字、足外翻等

65 歲以上長者均可 
申請亞省長者輔助計劃 *

$800 / 人購買矯形鞋墊
各大保險公司認可$800 / 人購買提升按摩椅

免費 保險
* 有少許條件限制，
請來電查詢。

免費足部掃描 / 免費身體平衡測試 / 免費政府福利申請 / 無需押金

品
牌
矯
形
鞋

升
降
按
摩
椅

矯
形
鞋
墊

終
身
保
修

足
部
按
摩
器

壓
力
襪

CBC 足部保健品店經理Richard Casanova（左）和創辦者Lance Colins（右）

足部掃描後，在電腦上分析足部受力情況。

北美唯一

正常型 O 型 X 型 K型-左長右短 K型-左短右長 D型-左長右短 D型-左短右長

（本文系廣編稿，信息來自商家，與本報社無關。）

了保持平衡，就會產生一系列的連鎖反

應，比如骨盆歪斜、脊椎側彎和高低肩，

而當身體發出了疼痛的信號，追本溯源，

很可能來自足部。矯正足部，可以有效緩

解足底筋骨膜炎、跟骨骨刺、拱通、脛骨

疼痛、膝關節疼痛、腰痛和糖尿病等。

並且矯正足部適合於各個年齡層的人

們。「不是這些病症出現以後才去治療。

可以提前找到問題成因，然後去解決這個

問題。」「為了行動，人們會購買昂貴的

車子，但是對腳掌這樣的行動元件，照顧

得實在是太少了。」柯林斯感嘆到。

亞省福利

所幸亞省政府對足部保健比較重視。

65 歲以上長者可申請亞省長者輔助計

畫，有多項免費福利。比如每人擁有 800
元福利，可用於購買矯形鞋墊。很多公司

為員工提供的健康保險中也含有足部矯正

這一項。

CBC 足部保健品店為顧客提供免費

的福利申請，免費的生物力學評估，也無

需押金。並且還為華人客戶提供華語服

務，以及上門服務。

萬事具備，改善健康之行，就從「足

下」開始吧。

足部矯正鞋

足部矯正鞋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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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寒戰》系列香港警匪電

影票房紅火，原計畫今年底開拍第三集。

但因「反送中」運動越演越烈，警民關係

緊張，劇組認為現時開拍《寒戰 3》時機不

合適，因此打算延後開拍。

2012 年香港警匪題材電影《寒戰》叫

好又叫座，曾拿下了「金像獎」最佳影片、

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等 9 個獎項，被視

為與《無間道》比肩和香港電影復興的標

誌。 2016 年《寒戰 2》票房超過了 6.6 千

萬港幣，成為香港史上華語電影票房的冠

軍。在大陸拿下了 6 億多人民幣的票房，

而臺灣票房最終也達到了 1.4 億新台幣。

因此，《寒戰 3》的拍攝馬上就被提上了議

事日程。

香港警察素來口碑良好，從 1960 年

代起，曾被國際刑警組織及國際社會評定

為「亞洲最佳」。香港警察入職時須宣誓：

「本人（姓名），謹以至誠作出宣言（或謹

向全能的主發誓），不徇私、不對他人懷

惡意、不敵視他人。」但在今年的「反送

中」運動中，香港警民關係越來越對立。

香港警察被質疑混入了來自大陸的警察，

過度使用暴力鎮壓民眾，甚至被懷疑性侵

殺人，因此成為了市民眼中的「黑警」。

據香港《蘋果日報》報導，原計畫年底

開拍的《寒戰》系列第三集，除原有班底周

潤發、郭富城、梁家輝外，劉德華將出演。

不過香港警民關係今非昔比，《寒戰 3》押後

開拍就成為一種無奈選擇。周潤發太太發嫂

（陳薈蓮）日前在回應媒體時證實：「一直未

收到開拍通知，詳情你們去問電影公司。」

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會長田啟文也坦承：「今

後的警匪片不知如何拍，再加上大陸對電影

題材審查更嚴格，有的戲想開又無法獲得批

文，這些都是導致開戲少的原因。」

【看中國訊】韓國傳媒報導，韓

國警方 10 月 14 日收到前女團 f(x)
成員雪莉的死亡報告，終年 25 歲，

震驚臺韓演藝圈，並再次引起對於網

路霸凌以及精神健康的討論。

韓國城南市警署透露，當地時間

下午 4 點半左右，經理人未能與雪

莉聯絡，遂到雪莉位於城南市的寓

所，發現雪莉已經輕生斷氣，經理人

隨即報警。雪莉為閨密 IU 客串演出

的電視劇《德魯納酒店》成為最後遺

作。

雪莉生前以直言不諱的言行贏得

讚賞，也惹來網路霸凌。雖然不清楚

崔雪莉何故選擇結束生命，但是從生

前的一些情況來看，疑似和網路霸凌

有關。她去年曾經告訴媒體，自己罹

患恐慌症以及社交恐懼症。

臺灣歌手楊丞琳在 Instagram 發

文：「不要再網路霸凌了！你們知道

這可以影響一個人的一生嗎？」「為

什麼要對你不瞭解的人，評斷他這個

人呢？大家都一樣是個『人』啊！」

雞排妹（鄭家純）也寫下哀悼文：

「祝福所有正在心碎的人，能夠快點

看見隧道出口的那一點光。」蔡依林

則用三個「很難過」來表達自己的悲

傷惋惜之情，同時還不忘呼籲抑鬱症

的患者，再給自己一次機會。大陸影

星娜紮在深夜發文：「希望這個世界

多一些溫暖和善意」。

韓國流行音樂（K-pop) 女明星雪

莉（Sulli）10月14號過世，終年25

歲。雪莉去年曾經告訴媒體，自己

有恐慌症以及社交恐懼症。(Getty 

Images)

《寒戰2》中的三大影帝郭富城、周潤發和梁家輝。（臉書截圖）

藝人吁終止網路霸凌

韓星雪莉殞落

【看中國訊】日前迪士尼公布了

動作冒險電影《叢林奇航》的首支中

文預告片。《叢林奇航》是根據迪

士尼樂園最受歡迎的人氣遊樂項目

「叢林巡航」（Jungle Cruise）改編

的電影，也是繼《加勒比海盜》之後

又一個以遊樂項目為靈感改編的電

影系列。

「叢林巡航」是迪士尼樂園開園

時就存在的遊樂項目，於 1955 年 7
月 17 日正式運營，時至今日依舊受

廣大遊客青睞。作為遊樂項目改編

電影，《叢林奇航》的預告片中展現

了一些該航線在娛樂效果方面的設

計。主角們在探險過程中將會遇上

許多危險可怕的生物，以及奇異的

超自然現象。驚險刺激的亞馬遜探

險之旅，將帶給觀眾宛如《國家寳

藏》般的探險劇情，以及融合了《神

鬼奇航》般的冒險旅程。

本片由西班牙名導佐米．希爾

拉（Jaume Collet-Serra）執導，好

萊塢動作巨星道恩．強森（Dwayne 
Johnson）搭配艾米莉．布朗特

（Emily Blunt）領銜主演。影片預

計將於 2020 年 7 月 24 日在美國上

映。

迪士尼項目新改編成電影

《叢林奇航》公布中文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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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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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片港片

《寒戰《寒戰33》》
延後 
開拍

《叢林奇航》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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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料理蛋料理
◎文：米娜 圖：Fotolia

蛋是平凡的家常食材，也是百變萬用食

材，各國都有代表性的蛋料理。

韓式蛋捲

雖說是家常菜，透過配料與擺

盤，韓式蛋捲也可是餐桌上的亮

點。口味上，韓式蛋捲吃起來不

偏甜，相當開胃下飯。

作法

紅椒、黃椒、節瓜切細小丁備用。

準備大碗，放雞蛋、蔬菜丁，加

1/4小匙鹽調味。雞蛋和蔬菜丁攪打

均勻，讓空氣進入到蛋液中，蛋捲口

感才會鬆軟。

熱油鍋，1/3的蛋液先下鍋，均勻

布滿鍋面。蛋邊緣成型即用鍋鏟慢慢

推成捲，空出來的鍋面，再倒入剩下

的蛋液，邊緣熟了後繼續包捲，加厚

蛋捲。

放涼再切片，搭配黃瓜、火腿擺

盤，美味又美觀。

雞蛋4個、紅椒100g、黃椒100g、節

瓜100g、小黃瓜1條、火腿適量。

食材

西紅柿烘蛋

作法

備料：西紅柿、彩椒、洋蔥、蒜頭

切碎。

平底鍋放少許橄欖油，下洋蔥與大

蒜炒軟，加彩椒、西紅柿炒軟；加調

料繼續炒；加紅醬以中小火煮滾，小

火燉煮醬汁至濃稠，關火，打入雞

蛋，送進烤箱烤至雞蛋熟（烤箱預熱

170攝氏度，約烤5分鐘）。

出爐後灑上香菜末，風味更佳。

雞蛋2個、西紅柿（中）1個、意大

利麵紅醬1杯、洋蔥1/4個、時蘿（ 
Green dill）、小蔥、彩椒、蒜頭。

調料：鹽、紅椒粉、孜然粉、辣椒粉

各1/4小匙。

食材

這是地中海風的蛋料理，以酸香

美味的西紅柿醬襯托雞蛋，滋

味豐富，美味營養。醬料事先準

備，做成早餐很方便。

西班牙蛋餅

備料：洋蔥切丁，土豆去皮切片。

準備較深的平底鍋。先炒香洋蔥，

盛起備用。加橄欖油，中火煎土豆至

表面金黃，轉小火燜煮至土豆熟軟。

倒回洋蔥，加調料，再加些橄欖

油，攪拌均勻，倒入蛋液，翻動土

豆，使蛋液均勻流入底部鍋面，充滿

土豆的縫隙中。

蓋上鍋蓋，以小火烘蛋10分鐘。翻

面繼續烘烤至蛋餅兩面金黃。

雞蛋5個、洋蔥1/2個、土豆3個、橄

欖油3大匙。

調料：鹽、胡椒適量。

西班牙傳統蛋料理看起來平凡，

裡面的餡料卻多彩多姿，即使基

本款煎焦香的土豆和洋蔥，也足

以令人回味無窮。

天津飯

作法

備料：木耳、魚板切絲，雞蛋打

散。

炒熟軟切絲料，加蛋汁，轉中小

火，蛋汁、炒料均勻分布。蛋汁稍凝

固成蛋皮即可熄火。

飯裝碗裡，倒扣在盤上，蛋皮蓋在

飯上。

調料加300c.c.水煮滾，熄火加芡

水，攪拌均勻，煮滾，淋在作法
上。灑上香油、蔥花，風味更佳。

雞蛋2個、白飯1碗、濕木耳1小朵、

魚板1片、芡水（太白粉、水比例1：
3）2大匙。

調料：蠔油1大匙、日式醬油1大匙、

味醂1大匙。

食材

天津飯是一道在日本誕生的中華

料理，結合了西方歐姆蛋與中國

燴料理的特色。嘗試多元的雞蛋

料理，不妨試做看看。

五香滷蛋

作法

五花肉表面煎至金黃，加調料，中

小火煮至五花肉上色。續加水2L，放

滷包，煮滾轉小火，煮至豬肉熟軟。

剝好殼的水煮蛋放入滷汁中，中火

煮滾即熄火，用燜泡的方式讓蛋入

味；待滷汁冷卻後，把蛋連同滷汁一

起放入冰箱冷藏一天，隔天食用前再

加熱即可上菜。

水煮蛋10個、五花肉塊適量。

五花滷料：以棉布裝八角5粒、花椒1
小匙、桂皮4片、小茴香1小匙、丁香

1小匙。

調料：米酒150c.c.、醬油120c.c.、冰

糖1大匙。

食材

「滷」是一門功夫，若能滷出香氣

濃郁，入味順口的滷蛋，化平凡

雞蛋為各種滷汁風味美食，廚房

手藝也算不凡。

清真新鮮牛腱
清真新鮮牛肉捲 清真牛百葉（冷凍）

清真新鮮

小背脊牛排

芭莎
清真肉類

國際食品超市
查詢每日特價，請訪問：www.bashafoods.ca/daily-deals/

* 圖片僅供參考

羊腱清真 羊肩排
清真新鮮 

帶骨牛肉
清真新鮮 

牛里脊
清真新鮮 

清真新鮮
整雞

清真新鮮 連骨

雞胸肉

清真新鮮

牛肉沙威瑪

清真新鮮

牛眼肉扒

去骨

清真新鮮

頂級西冷牛排

清真新鮮等量混合

牛 /羊絞肉

2019 年 10 月 15 日～ 10 月 27 日

2717 Sunridge Way N.E 
403.280.6797

七天營業  早 9:00 ～晚 9:00

冷凍

清真新鮮

雞肉沙威瑪

十月份
 果蔬部

裝修

食材

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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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大米、小麥、玉米

是人類不可或缺的主食，能為人

們提供日常所需的 60% 能量，

不過這些仍然不夠。

由 德 國 食 品 公 司

（Knorr）、英國世界自然基金會

（WWF UK）聯合撰寫的一份

新報告中，列出了 50 種既健康

又環保的「未來食品」（future 
foods），以下介紹其中 5 種鮮

為人知的「超級食品」。

 裙帶菜（Wakame）
裙帶菜即營養豐富的海藻

植物「海帶芽」，除自然繁殖之

外，也有人工養殖，日本養殖裙

帶菜已有數百年的歷史，稱其為

「天然螺旋藻」，不但可以常年

收穫，且不用化肥或殺蟲劑，還

可以晒乾，做成乾海菜。

裙帶菜含豐富多醣類和海藻

酸、馬尾藻糖，有助於增加免疫

力，提升抗癌能力；含有藻膠，

能促進體內製造維他命Ｂ、乳酸

菌，幫助排除多餘的膽固醇；有

一種棕色裙帶菜中含有大量褐藻

多糖硫酸酯（fucoidan），根據

動物研究指出，此種膳食纖維能

降血壓、抗血液凝固，甚至具有

抗腫瘤的潛力。

裙帶菜是 ω-3 脂肪酸和碘

的重要來源，尤其對肉類食品吃

得不多的人，更是良好的補充食

品。如果每天都吃，以少量為

宜，避免因為吃太多而引起碘過

量，且由於海洋汙染問題，重金

屬含量也會過高。

  辣木（Moringa）

辣木營養豐富，被譽為「奇

蹟樹」、「生命之樹」、「植物中

的鑽石」，廣泛使用於一些地區

的傳統醫學中。

辣木全身是寶，其根有辣

味，可食用；辣木葉富含維他命

A 和 C、鈣和鉀，可煮湯、做煎

餅，也可以磨成粉末，製作湯、

調料、茶、思慕雪（smoothie）
等；豆莢中富含一種油酸，有助

於提高人體內好膽固醇的水準，

可做咖哩和湯的調料；辣木的花

和樹皮可製成藥材，其種子即辣

木籽，有治療許多疾病的功效。

班巴拉豆 
  （Bambara bean）

班巴拉豆是非洲傳統的豆

類，在泰國、馬來西亞也有種植

和食用。

班巴拉豆可以在貧瘠的土壤

生長，且通過向土壤中釋放氮

肥，能讓土壤更肥沃。它長得有

點像花生，但比花生甜，且含油

量較小。

班巴拉豆富含蛋白質，也

是人體必需的氨基酸中蛋胺

酸（the essential amino acid 
methionine）的重要來源，對促

進人體新血管生長、吸收鋅等，

是不可缺少的。烹調班巴拉豆的

方法可煮、烤、炸，或加工成細

麵粉。東非的人們喜歡把它磨成

豆泥後做湯，很適合素食者食

用。

  非洲穀物（Fonio）

Fonio（福尼奧米）是一種

很古老的非洲穀物，抗乾旱，

60、70 天左右就能成熟，古埃

及人早在5千年前就已經種植了。

福尼奧米口感細膩，美味

健康，容易烹調，又稱蒸粗麥

明明剛剛才確定瓦斯已經

關了，但現在又再擔心——

到底瓦斯有沒有關？最後，

受不了了，又跑回去看到底

有沒有關。這種讓人簡直快

瘋掉的狀況，西醫稱之為強

迫 症（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OCD），亦有譯作沉

溺，是一種神經官能症，是焦

慮症的一種，患有此病的人總

是被一種強迫思維所困擾。患

者在生活中反覆出現強迫觀念

及強迫行為，但患者自知力完

好，知道這樣是沒有必要的，

甚至很痛苦，卻無法擺脫。

心裡明明知道是沒有必要

的，還是放不下，這種情況在

日常生活中實在是太常見了。

宗教中都講「要人放下」，人

才會自在；但放不下，而且太

嚴重的，就會伴隨強迫行為，

也就是忍不住內心的焦慮，一

定要去做才放心，但這放心也

撐不了多久，很快又執著得不

行，非要再來個強迫性行為，

才能讓自己鬆口氣。

西醫治療強迫症沒有甚麼

特別的好辦法，仍是從心理治

療最有效，服藥頂多是給予鎮

定安眠劑，看能不能讓病人「放

下」，但終究效果不彰。久治不

癒的患者，西醫還考慮使用神

經外科手術，但需嚴格掌控病

患對象，而使用手術治療，有

可能會對大腦造成一些未知的

損害。

中醫經典《黃帝內經》中提

到，五臟功能與情緒的關係：

「心主喜，肝主怒、肺主悲、脾

主思、腎主恐。」其中的脾主

思，「思」就是過度思慮的人，

這類人脾胃就會出現問題，常

常覺得腹脹悶痛、食慾不好；

而脾胃出問題的人也容易過度

的思慮，遇事猶疑難決，反覆

躊躇。也有調查發現，75% 強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迫症患者有高智商，且多為白

領階級。很多整天坐辦公桌的

人，一直在動腦，埋首於案頭

思慮，坐著不動，常常也消化

不良，肝氣不舒，心情鬱卒，

若個性鑽牛角尖，就容易思慮

過度，強迫症就容易出現。

中醫面對強迫症的患者，

除了心理疏導之外，還要調理

身體，讓生理影響心理的因素

減少。解鈴還須繫鈴人，放不

下的終究還須放下，否則只是

自尋煩惱。放下的當時很苦，

但放下後，感覺就輕鬆多了。

另外，任何可幫助放鬆的

技巧，或對大腦有益的營養

品，配合藥物或認知行為治

療，多少還是有幫助的。

放不下的病症

粉（couscous），有點像堅果的

味道。它富含鐵、鎂，可以像大

米、古斯米一樣拿來吃，也可以

釀製啤酒。

福尼奧米不含麩質（gluten 
free），所以麩質過敏或消化有

問題的人都可以放心食用。

仙人掌葉 
（Nopales cactus）

仙人掌在墨西哥飲食中經常

見到，可以生吃、熟食，或製作

成果醬、果汁、冰激凌等，常見

的水果「火龍果」，就是一種仙

人掌的果實。

根據一些臨床試驗指出，仙

人掌所含的纖維，能幫助人體代

謝出更多的脂肪，也有研究稱其

可以降血糖，以及緩解飲酒後的

宿醉不適等，但專家對這些結論

尚持保留態度。提醒大家，如果

從未吃過仙人掌，不要一下子吃

得太多，因為有些人可能會不適

應，出現輕微瀉肚、噁心、腹脹

感等副作用。

其他未來供給人類食用的

健康食物，還包括：黃豆、

蕎麥、藜麥、紅薯、蓮藕、紅

小豆等。未來的世紀，我們需

要一些容易種植，不需太多肥

料，且營養豐富的食物，來供

給人類飲食所需。

有一種狀況，心裡總

是放不下，剛剛瓦斯已經

關掉了，回家看，真的已

經關了，但一出門，又開

始想：「我瓦斯關了沒？」

心裡一直嘀咕著。

醫  師  講  堂 

「民以食為天」，每

個人都希望能吃飽、吃好，

但隨著自然資源的減少、

氣候變遷和人口增加等因

素，人類也面臨糧食不足

的問題。

裙帶菜

  5種健康環保的 帶您面對未來
「超級食品」

◎  文：高義

❶

❷ ❸

❹

❺

◎  文：鄧正梁

  （正梁中醫診所院長）

保健

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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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生菜

Romaine Hearts
紅薯

Sweet Potatoes
花椰菜

Caulifl ower
連莖蕃茄

Tomatoes On Vine
啤梨

Pears
本地胡蘿蔔

Local Carrots

淘果蔬
就到 Freestone!

超低價
折扣高達 75%!

西芹
Celery

$        .00/ 箱10 (25 磅 )

$      .99/ 袋4 (10 磅 )
$     .49/ 磅0 $     .49/ 磅0

更多商品

            週三 （10 月 16 日）特價商品

超低價
折扣高達 75%!

October 16 Power Sale

$     .00 / 21 $     .00/ 個1 $     .00/ 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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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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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10月23日

無籽綠葡萄

蕃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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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南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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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jou Pears 啤梨 Green Seedless GrapesPersimmons 

0 88
lb

$

Navel Oranges 臍橙

Zucchini Squash 意大利瓜

Spend $30 and get a free pumpkin.

Red beets Hot House TomatoesAmbrosia Apples 聖芳蘋果

$068 lb088
lb

$

平價  新鮮

$0 98
lb

$ 068 lb

$1 28 lb
$088

lb

紅甜菜

柿子

$ $

$088 lb

獲得 1 個南瓜。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耿耿於懷，讓

我現在和丈夫的相處變得很不快樂。

主要是一年前我懷孕時，有一天和先

生外出時突然發現自己大出血，結果

老公竟然只皺著眉頭說，如果孩子沒

了，她媽媽會很難過。當下我聽了覺

得怪怪的，但只是趕快去醫院安胎，

後來想起來我才真正覺得痛心，原來

我老公只在乎孩子保不保，她媽媽會

不會難過，而我的生命安危他卻一點

都不在意。

我曾把我的疑慮跟先生說，但他

避而不談地表示他當然會擔心，只是

沒講出來。可是我覺得他眼神閃爍，

一點都沒有誠意，事後我跟他的相處

變得很彆扭，我發現我開始不愛他

了，這也讓我們兩人變得越來越沒有

話說。

我無力改變這種狀況，因為我覺

得他只是把我當生孩子的機器，他也

不想多做什麼，每天只是沉默冷淡，

我應該如何是好？

我們不得不承認婚姻的維繫除了彼此的感

情之外，也包含衍生下一代的任務，這點在傳

統觀念中更可能排在第一順位，面對這不爭的

現實問題，是不容我們否認與逃避的。

在此前提下，我們再回過頭來看問題，對

於先生與婆婆的態度可能就不會太過在意。關

鍵是老公處理事情的態度確實不夠體貼，也許

他在婚後默默承受著來自婆婆的巨大壓力，他

不方便跟妳表達，卻在這次意外事件中顯露出

來。老實說，一個新生命如果不保，所有的人

都會難過與不捨的，從正面意義來看又何嘗不

是一種善意的關心；一件事妳可以看見光明的

一面，也可以往悲觀負面去聯想，不同的感受

完全取決於妳的心態，令人遺憾的是妳為這件

事耿耿於懷，甚至影響到你們夫妻的感情生

活，那真的就很不值得了。

雖然妳所產生的不快樂感受是正常反應，

那是源於女性敏感細膩的感情特質，只能怪丈

夫一時疏忽，沒能體會妳的心情並做適時的安

慰，無法適時的將一切不滿和傷害減到最低；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其實很多男人是無法體察

這份心思，因為他們沒有像女人一樣細膩的感

情，這點是男女在先天性別上的差異所致。

妳因為這個事件便懷疑老公的誠意，就開

始不愛他了，讓人覺得妳的憤怒和失望掩蓋了

妳的理智，如此片面否定你們曾經的相知相

惜，未免有些可惜。想想當初你們走進婚姻的

初衷，相約白首偕老的承諾，如今卻如此輕易

變卦，是否表示你們的感情基礎太過脆弱了一

些？所以請妳試著一如既往的去愛他、關心

他，用信任和包容對待他，妳將會發現雙方仍

舊可以回復到從前的幸福與甜蜜。只要調整好

自己的心態，美好的未來完全掌握在妳的手

中，祝福你！

“曼麗小語：想想當初你們走進婚姻的初衷，相約白首偕老的
承諾，如今卻如此輕易變卦，
是否表示你們的感情基礎太過
脆弱了一些？所以請妳試著一
如既往的去愛他、關心他，用
信任和包容對待他，妳將會發
現雙方仍舊可以回復到從前的
幸福與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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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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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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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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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看清先生的愛

 讀者來信  曼麗回信

地址：357520AvenueNECalgary
(SunridgeSuper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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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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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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10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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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冬季而熱身

開放接待，歡迎來到 North Mount 
Pleasant 藝術中心的藝術工作室，觀看講

師展示他們的天賦。

時間：週五，10 月 18 日晚 6 點～ 8
點

地點：North Mount Pleasant Arts 
Centre

地址：523, 27 Avenue NW

開放接待日 
Delta West Academy
三角洲西部學院是一所經認可的私

立學校，適合於低齡學前班～ 12 年級的

學生。帶領您的家人，準備好要問的問

題，參觀我們豐富和挑戰性的學習環境。

時間：週六，10 月 19 日上午 10 點

半～中午 12 點

地點：Delta West Academy
地址：414, 11a Street NE
網站：deltawestacademy.ca

卡城藝術社秋季展賣

誠邀公眾參加這個受人歡迎的展賣。

45 位本地藝術家的各種原創畫作。各種

尺寸、介質和主題的裱框藝術品。這是免

費活動，免費停車。

時間：週六，10 月 19 日上午 10
點～下午 4 點

地點：Parkdale United Church 
地址：2919 8th Avenue 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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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