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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區最好的地方
就是就是

為 先 之 地

家 庭 住 宅

起 價

展示屋
現已開放

中美關係隨著川普總統的執政

而大逆轉，而澳洲似乎仍想堅持另一

條路線。過去一週內，攜帶情報投誠

澳洲的華人王立強所披露的信息，極

大震盪了澳洲社會。12月1日澳洲《看
中國》報社在昆士蘭首府佈里斯本

舉辦了學術性論壇會，王立強案更多

內幕曝光。擔憂和焦慮籠罩著澳洲，

堪培拉政府會就此轉向嗎？

D2 「就是這個人」林志玲自曝為何嫁AKIRA
"This is the man" Lin Chi-ling reveals why she 
married AK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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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生於憂患 死於安樂
Traditional Wisdom: One Prospers in 
Calamities and Perishes in Comfort

華為前員工蹲冤獄251天 誰是下一個?A9 Former Huawei employee jailed for 251 days. 
Who is next?

王立強案

有評論稱，王立強一案是中共 70 年

來最嚴重的間諜叛逃事件，影響深遠。澳

洲各界似突然被驚醒。《紐約時報》11
月 29 日刊文評論此時的澳洲，「只想與

中國保持貿易穩定，這是他們 28 年來穩

步增長的推動力，對於這個國家來說，在

過去一週裡……北京的政治野心，及其為

之推波助瀾的間諜活動，突然變得彷彿就

在眼前，其實卻一直存在。」

事件回放

10 月初澳洲《看中國》記者意外地遇

上了一位來自中國的男子王立強，獲悉他

已經向澳洲情報局舉報中共利用香港的投

資公司進行情報活動，並在香港、臺灣和

澳洲進行大面積的滲透活動，他聲稱正在

申請澳洲保護簽證。王立強後接受了曾七

次獲得澳洲新聞大獎、澳洲九號臺著名調

查記者麥肯齊（Nick Mckenzie）的採訪。

大概同一時間，《看中國》記者也專訪了

他，報導全文獲得了王立強本人的確認。

「我們的原始採訪內容卻相當豐富和

廣泛，但在最後審核時，考慮到許多細節

需要確認……我們作了很大的刪減，並隱

藏了相關人員及機構的具體名稱。」澳洲

《看中國》主編夏言說。有關王立強的專

訪報導觸發了輿論爆炸，臺灣方面即刻展

開了連鎖行動。

王立強指，他受香港的中國創新投資

公司負責人向心的指揮，後者是北京派來

的高級情報員。雖然大陸官媒否定王立強

的說法，但王向澳洲政府提供了一份長達

17 頁的詳細陳述，目前臺灣和澳洲已經

嚴肅對待，不少分析人士認為，美國也在

密切關注此事。目前向心、龔青夫婦在臺

灣被拘捕。（下文轉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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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夏紫雲綜合報導

�六 (12 月 7 日 )  1-3 pm
212 Edgebrook Park N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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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 立 平 屋 1100 呎,於 2006 年 建 成,位
於寧��街,2019 年�屋頂,2 ��,1.5
浴廁,主層�拱 形 ���實木 ��,��
雙車�,�����學校��車站��場�
Superstore
��場� $399,900

東北 Coventry Hills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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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9,900

�市中心 Bridgeland

獨立�層屋 2046 呎,土庫�部完成,
主層�層鋪實木��,開放式設計,�
大廚�,4 個��,3.5 浴廁,���車
站�大���場
�飛�場� $489,900

東北 Harvest Hills 

西北 Arbour Lake
豪�獨立�層屋 2789 呎,Walk-out 土 庫
� 部 完 成�� � � �,� � � � 景,建 於
2004 年�主層�實木��,9 呎��高,旋
轉�梯,中���,4+1 ��,3.5 浴廁�土
庫��吧����場�
�車站���� $928,800

新
上
市

獨立�層屋 2364 呎 , 土庫�部完成�獨立
門出��廚���院朝東南,�����於
2010 年建成 ,2019 年�實木����氈�
�櫃�洗�� ,3+1 �� ,3.5 浴廁���學
校�����車站�
�場� Costco� $589,900

西北 Sherwood

新
上
市

豪�高層 16 �,�大 1053 呎栢文��,�點一�,
西南 12 大�夾 5 街,��市中心�景,步行至市
中心只� 7 �鐘,建於 2008 年,2 ��,2 浴廁,
開放式設計,��一�,包一�下停車位,�中�
���健�室�訪客套�
�洗車設���勿錯� ! $543,900

西南 Beltline �市中心

新
上
市

�點一� , 西南 17 大�夾 15 街 , 光猛向南,
單� 1 �� ,1 浴廁栢文�� , 開放式設計 ,
��一� , ���合�� , �大主人�� ,
單位��洗衣�乾衣� , 包一�下停車位�
交�方便 ,2 ��車
直�市中心� $179,900

西南 Sunalta

新
上
市

頂層 2 ���2 浴廁�� 931 呎,開放 式
設計,客� ��� 光猛開陽,廚��中�
島�不� 鋼家�,露台�� 景,單位��
洗 衣 �,一 個 停 車位,�� 學 校�� 場 �
�車站� $199,900

西北 Panorama Hills

Re/Max Real Estate Mountain View

豪�城市屋 1374 呎建於 2013 年,��天
��林 , ����景 , 光猛向南�� , 主層
��高 9 呎�實木�� ,2 個主人套� ,2.5
浴廁 , ��雙車� , ���學校 Webber �
Rundle College� $435,000

西南 Aspen Woods

2019 年� 2 ���2 浴廁栢文�� ,662 呎�
西 南 11 大 � 夾 17 街 , 開 放 式 設計 , � �
高 9 呎 , �實木���單位朝南,光猛大方 ,
廚��不�鋼家� , 大理石檯面 , 包一停車
位 , 交�方便� $309,900

西南 Sunalta �市中心

新
上
市

獨立�層屋 2305 呎 + 土庫�部完成 , ���
�� , 向南�院較�屋頂 , �水��中����
主層��高 9 呎�鋪實木�� , 家庭��壁
爐 , 廚��大理石檯面�不�鋼家��4+1 �
� 3.5 浴廁 , ���
���場��車站� $649,900

�校� Edgem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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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呎,W/O 土 庫 � 部 完
成,� 獨 立 門 出 ��於 2010 年 由 Cardel 
Homes 建成 , 位於寧��街�開放式設計 ,
��一� ,3+1 �� ,3.5 浴廁���學校�
����車站��場
��場� $519,900

西北 Panorama H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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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9,900

�校� Edgemont

新
上
市

週六開放

新
上
市

衝擊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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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接 A1）向心夫婦被

移送臺北地檢署復訊，被限製出

境出海。

不過，11 月 20 日《悉尼每

日電訊報》稱，情報部門給澳洲

政府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建議

是：王立強作為間諜所在的階層

低，對澳大利亞其實沒什麼價

值。同一天《週末澳洲人報》也

登了一篇類似內容的報導。確實

如此嗎？

王立強案的價值之一

自媒體人文昭分析說，上述

質疑王立強的媒體，屬於「澳洲

新聞集團」，老闆是媒體大亨默

多克，與中國大陸的利益關係密

切。而幾家刊登王立強爆料的媒

體如澳洲《時代報》、《悉尼晨峰

報》、《九號臺 60 分鐘》等媒體

屬於澳洲「九號娛樂集團」。澳

洲這兩大媒體集團在若干重大問

題上常針鋒相對。

他認為，王立強投誠爆料，

對於轉變西方國家公眾起到了很

大的推動作用。「王立強的爆料

對於揭開這個蓋子，讓大眾驚覺

起了很大的作用，它的後果會持

續發酵的。」

王立強案的價值之二

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說，王

立強的庇護申請將根據案情進行

評估，並將基於「在他們本國受

到迫害的合理擔憂」。澳洲工

黨和自由黨均有資深人物呼籲政

府批準王的政治庇護申請。

《悉尼晨驅報》12 月 1 日引

述王立強專訪中另一位參與者、

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 ASPI 的分

析師約瑟基（Alex Joske）的表

述稱，部分掌握機密有意叛逃的

北京官員可能會密切關注澳洲政

府如何回應王立強的庇護申請，

考慮是否跟進。

資深政論作家林保華發文表

示，向心出事，習近平會趁機對

軍情部門大洗牌而由自己人掌

控，因此相關部門會出現混亂，

也可能有人要出逃。

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的成

員、中國問題專家林蔚（Arthur 

看

Waldron）甚至建議美國方面，

應該考慮準備如何應對中共垮

臺、中共內部多方勢力的投誠和

政治體制轉型的問題。

12 月 4 日 有 報 導 稱： 美

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

（CECC）辦公室副主任麥提斯

（Peter Mattis） 指，12 月 3 日

得到消息，向心、龔青夫婦自願

選擇留在臺灣。「如果我們聽到

的消息是確實的話，王立強指證

的那對夫婦選擇自願留在臺灣，

這麼做是給自己找一條脫離的

路，因為已經有先例被暴露的間

諜被開除。」他說。

身處險境的投誠者

相對於其他一些提出庇護申

請的華人來說，王立強顯然擁有

了更好的時機。對北京親善的堪

培拉政府，對某些華人來說，卻

是極度危險的。

《60 分鐘》節目披露了 32
歲的墨爾本豪華汽車經銷商趙波

（音譯）的離奇死亡事件。今年

年初，趙波告訴他的兩名同事，

他已向澳洲安全情報局披露，中

共情報機構通過墨爾本陳姓華裔

商人向他提供了 100 萬澳元，

讓他競選奇澤姆（Chisholm）

選區的聯邦議席。今年 3 月趙

波被發現死在了墨爾本一家汽

車旅館的房間裡。「真是離奇，

這就像是一個間諜小說的情

節。」澳洲議會情報與安全委員

會主席、聯邦自由黨議員哈斯蒂

（Andrew Hastie）說。

十多年前，前中國駐悉尼總

領事館政治領事、一等秘書陳用

林的遭遇同樣離奇。 2005 年 5
月 26 日陳用林奔入悉尼市中區

的澳洲移民局，提交政治庇護申

請，萬沒料到，澳洲官員當即給

中國駐悉尼領館打電話，將此事

通報給中共官員。陳最後出現在

悉尼紀念六四及聲援 200 萬人

退黨的集會上，公布了北京在澳

洲實施的多起綁架案及特務網

路。在澳洲媒體強大的輿論壓力

下，7 月陳用林及家人獲得了澳

洲政治避難類別的永久居留權。

雖然去年夏天，澳洲已通過

《反外國干預法案》，但被一些

媒體批評，認為此法案幾乎沒有

得到執行。

澳洲自由黨華裔聯邦議員廖

嬋娥（Gladys Liu）長期以來被

質疑與北京的統戰組織有密切關

聯；9 月澳洲廣播公司在節目中

展示了這種關聯的諸多證據。但

之後，澳洲總理莫裡森發聲力挺

廖嬋娥。

左：12月1日，澳洲《看中國》報社在佈里斯本舉辦了學術性論壇會。右上：澳洲九號臺著名記者麥肯齊

（Nick Mckenzie）  右下：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分析師約瑟基（Alex Joske）(攝影：小真/看中國)

此前香港學生抗議活動被大

陸留學生粗暴干擾的現像在全球

發生，澳洲的場面亦觸目驚心。

民意共識

《紐約時報》報導稱，民調

顯示澳洲人對北京的態度，在上

週之前已變得強硬。哈斯蒂，這

位澳洲議會情報與安全委員會主

席的辦公室已經被來自全國各地

民眾的電子郵件、電話、甚至是

手寫信件淹沒了，北京政府的行

徑令澳洲大眾感到憤慨和焦慮。

12 月 1 日下午澳洲《看中

國》報社在昆士蘭首府佈里斯本

舉辦了學術性論壇會，「政府應

當重視被滲透的嚴重問題」成為

了與會者一致的心聲。

王立強事件專訪記者麥肯齊

到場，他表示，北京政府對澳洲

的滲透幾乎到了防不勝防的程

度，超越了澳洲政府的想像力。

希望華人勇敢站出來，揭露、曝

光中共的滲透力量。

其餘與會嘉賓也是澳洲頂

級的中國問題專家，包括前文

所述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 ASPI
的分析師約瑟基、洛伊國際政

策研究院學者格拉漢姆（Euan 
Graham）、前中華民國總統的

國家政策顧問、昆士蘭大學邱垂

亮教授等。哈斯蒂原計畫參加此

次論壇會，因有事無法脫身，專

門錄製了一段視頻進行發言。中

國問題研究專家楊（Wai Ling 
Yeung）女士亦通過現場連線參

加了當天的論壇。

當天有 60 多人參加了論壇

會，與會者的共識是，澳洲各黨

派、整個議會都意識到了北京的

問題，澳洲需要有更堅實的措施

反滲透，保障澳洲價值觀，保障

澳洲的主權完整。

12 月 2 日澳洲政府宣布，

將成立一個由澳洲安全情報局

（ASIO）、澳洲信號局（ASD）

和國防情報機構負責的「精英情

報特別工作組」。該工作組成

立初期，將獲得 9000 萬澳元的

撥款。澳洲廣播公司 2 日評論

指出，該工作組的成立，主要是

針對「中國間諜活動」，增加各

界對國家安全的關注。

近期各類大事件頻發，促成

一種大方向：兩種意識形態形成

對立且在角斗。堪培拉政府此前

一直試圖迴避此類角力。偏王立

強事件發生在澳洲，驚動了澳洲

人；一如孟晚舟案發生在加拿

大，看似偶然，其實必然。浩大

趨勢橫掃全球，哪個角落，還可

埋頭於沙做只鴕鳥呢？！

【看 中 國 訊】星 期 二（12
月 3 日），美國陸軍上將米利

（Mark Milley）和中國中央軍

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李作成通

話。雙方一致認為兩軍應該展開

建設性對話、有效管控分歧以及

在雙方有著共同利益的領域展開

合作。

《美國之音》報導，美軍參

謀長聯席會議發言人星期二發表

的一份聲明說，這兩位領導人的

首次通話為雙方討論建立一個建

設性的、以結果為導向的美中防

王立強案 衝擊澳洲

美中兩軍參謀長首次通話
務關係提供了機會。

兩位軍方最高官員這次通話

的前一天，中國政府以美方制定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嚴重

干涉中國內政為由，宣布從當日

起暫停審批美國軍艦和飛機停靠

香港休整的申請，並視美方的實

際行動決定何時解除這項禁令。

美國助理國防部長幫辦、五

角大樓分管中國事務的最高官

員施燦德（Chad Sbragia)11 月

13 日在華盛頓一個論壇上說，

中國單方面取消了原本安排在今

年進行的多項美中軍事交流活

動。五角大樓一位高級官員說，

中國軍方沒有說明取消這些兩軍

交流項目的原因，但他認為這可

能跟美國的一些對華政策有關。

此次美中兩軍參謀長首次通

話，外界解讀為雙方在謀求緩和

香港人權法案帶來的緊張氣氛。

美國政府 2018 年推出國家

國防戰略，將中國和俄羅斯視為

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之後，包

括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上將

在內的國防官員進一步將中國稱

為美國的頭號長期競爭對手。

五角大樓主管亞太事務的助

理部長薛瑞福 (Randy Schriver)
曾表示，美國不尋求與中國發生

軍事衝突，但美軍與中國軍方發

展兩軍關係不存幻想。他強調，

在南中國海軍事化、制裁朝鮮等

重大問題上，中國軍隊的表現繼

續令人憂慮。

時任美國陸軍參謀長米利上將

2016年8月會見時任中國陸軍司

令李作成（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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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週， 育 空 地 區 通 過 了 一

項 法 案， 將 育 空 學 院（Yukon 
College）升格為育空大學（Yukon 
University）。目前該學院提供的學

位課程，都是以南部大學的名義提供

的，一旦改成育空大學，它就可以授

予（北部地區）學位，明年春季的

第一批畢業生的文憑，將由育空大學

簽發。

育空學院校董尤利爾特（Tom 
Ullyett）說，新大學的重點在北極，

其研究領域將集中在環境保護和可持

續資源開發方面，關注原住民治理，

關注可持續自然資源，關注北部氣

候，將不會提供南方大學提供的全部

課程。學費將保持在南部同類大學最

低學費的三分之一內。

今年的黑五，對亞省零售商來說

並不好過。加拿大獨立商業聯合會

（CFIB）表示，零售商的銷售正在下

降。越來越多的消費者利用當地的實

體店作為展示廳，去試穿衣服或檢查

產品，以找到閤適的款式或型號，然

後使用這些信息，在網上尋找便宜

貨，在線購買商品。這就是所謂的

「只看不買」現象。

CFIB 對這種「只看不買」的現

象進行了首次調查，55% 的消費者

有「只看不買」行為，年齡在 18-35
歲之間的佔 75%。被調查的 1663 家

小企業主中，1/3 的業主受到了「只

看不買」的負面衝擊。亞馬遜等在線

運營商正從亞省商家抽走利潤、營業

稅和就業機會。CFIB 警告說，「只

看不買」現象會傷害社區，希望消費

者在當地購買商品。

亞省零售商黑五受衝擊

加國北部第一所大學成立

康尼發表演講
亞省簡訊

【看中國訊】11 月 29 日（週五），

聯合保守黨第二屆年度會議在卡爾加里召

開，康尼（Jason Kenney）發表演講。

週五，保守黨黨領謝爾（Andrew 
Scheer）首先進行了主旨演講。週六，約

有 1,700 名代表討論各種新的政策決議，

並表決通過一些新政策。

週六晚，康尼發表了演講。他回顧了

春季選舉，表示新政府迄今已取得的成

就，將繼續專注於讓亞省恢復工作，並讓

「亞省獲得聯邦政府公平待遇」，「這些

是政府的優先事項」。

在演講過程中，全場多次起立鼓掌，

氣氛熱烈。

康尼表示，第一筆預算將運營支出削

減 2.8%，是競選承諾的一部分，且削減

開支是適度的，對於防止省級債務陷入失

控狀態是必要的。

他談到了控制公共部門薪酬的必要

性，要求工會找到減少裁員的方法，並請

求工會避免採取對抗性的做法。目前的裁

員計畫是在財政困難情況下，非常溫和的

舉措。

「我們想與工會坐下來討論如何最大

程度地減少對勞動力的影響。如果他們準

備將他們享有的福利貢獻出來，這些福利

在私營部門通常是沒有的，那麼我們可以

在公共部門保留更多的職位。」

他呼籲，「讓我們嘗試找到合作與協

作的道路，而不是對抗」，「我們將度過

這一逆境。希望各工會以大局為重，考慮

一下目前的經濟狀況。」。

亞省勞工聯合會主席麥克高恩（Gil 
McGowan）表示，政府已向他們發送了

有關合同談判的信函，該合同共確定了

7,000 多個職位可能會受到削減的影響，

也就是說，政府僱員工會、省護士聯合

會、健康科學聯合會等機構預計將分別裁

減 5,900 個、560 個、1000 個全職崗位。

這增加了與省府衝突的可能性，可能導致

罷工。

卡城警察局宣稱，聖誕節期間將安

裝更多雷達攝像頭。應居民的要求，將

在 Crowchild Trail，Deerfoot Trail，
Macleod Trail，Anderson Road 和

Spruce Meadows Trail上安裝移動式雷

達攝像頭。

警察局將重點控管的社區有 28 個：

Auburn Bay, Bowness, Bridlewood, 
Canyon Meadows, Chaparral, 
Cranston, Deer Ridge, Diamond 
Cove, Douglasdale / Douglasglen, 
Evergreen, Lake Bonavista, McKenzie 
Towne, Midnapore, New Brighton, 
Queensland, Rocky Ridge, Royal 
Oak, Shawnee Slopes, Shawnessy, 
Shepard, Silver Springs, Silverado, 

Sundance, Tuscany, Varsity, Woodbine, 
Woodlands.

詳盡列表可上網查詢，網址：https://
www.calgary.ca/cps/Pages/Traffic/Speed-
on-green-and-red-light-cameras.aspx

聖誕節期間 將安裝更多雷達攝像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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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 YOUR HOME SEARCH 
TODAY AT MorrisonHomes.ca

Listed prices include house, lot, promotion and GST and are the starting price at time of publication. All offer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See showhomes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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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more free offers to choose from, 
it’s never been easier to build with 
Calgary’s 2018 Builder of the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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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me you want.
From the builder you 
can count on.  
The Morrison name is all about give you more. More value, 
more flexibility and more ways to redesign your life in 
Calgary’s best new communities. 

CHOICE
您想要的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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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城最好的新社區，以
更多的方式，擁有更多的價值和更大的靈活性，重新設計您的生活。

卡城西北區

卡城東北區

前置車庫獨立屋 起價 豪華獨立屋 起價

前置車庫獨立屋 起價

山景豪華獨立屋 起價

後巷車道獨立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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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

跨山公司（Trans Mountain Corp）
近日宣布，沿埃德蒙頓附近的管道擴建路

線將破土動工，公司已僱用了 2,000 多名

合同工。

12 月 3 日 , 聯邦自然資源部部長

Seamus ORegan、省能源廳廳長 Sonya 
Savage、跨山公司總裁 Ian Anderson 和

Enoch Cree Nation 原著民代表，在埃德

蒙頓以西的 Acheson 小鎮工地舉行項目

開工典禮。

這項進展可能有助於緩解亞省與聯邦

政府之間的摩擦。

擴建後管道的運力容量將增加三倍，

使其日運輸量達到 89 萬桶。

目前，該項目的成本為 74 億加元，

預計於 2022 年夏季竣工。

跨山管道開工擴建

聯合保守黨年會

康尼在演講。（網絡圖片）

Deerfoot Trail 交通繁忙。（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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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

導】美國國會眾議院週二（12 月

3 日）傍晚壓倒性通過「維吾爾

人權政策法案」，法案將要求美

國政府對中國新疆人權問題採取

更嚴厲對策。這是繼「香港人權

與民主法案」之後，美國兩黨再

次就中國人權問題聯手出擊。

「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以

407 票支持，1 票反對獲得通

過。肯塔基州的共和黨眾議員馬

希（Thomas Massie）投下這項

法案表決中的唯一反對票。稍早

前，馬希也在眾議院對「香港人

權與民主法案」投票時投下唯一

的反對票。

美國之音報導，眾議院議

長佩洛西（Nancy Pelosi）表

示：「美國要向北京發出信息：

我們正在注視，我們不會保持

沉默。」

維吾爾人權法將建立問

責，確保與勞改營有關的中外

企業的透明度。法案也將敦促

實施《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

法》和其它相關制裁，以及全面

執行《弗蘭克．沃爾夫國際宗教

自由法》。」

據維基百科，法案也要求美

國多個政府部門就新疆維吾爾人

權問題提交報告，其中包括定期

匯報新疆勞改營的關押人數、政

府監控的程度，以及勞改營是否

存在強逼勞動。法案也要求國務

院設立處理新疆人權問題的新職

位、評估是否要對參與興建新疆

勞改營的企業進行制裁，同時也

要求美國政府官員和聯邦調查局

保護在美國境內的維吾爾族人免

受各種威脅。

法案首先於今年 1 月 17 日

由共和黨議員馬可．魯比奧提

出，2019 年 9 月 11 日在美國

參議院通過。

德國之聲中文網報導，該法

案於 10月 30日進行口頭表決，

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無異

議通過後，交到眾議院表決。

而美國眾議院則在週二（12
月 3 日）通過了增強版的新疆

人權政策法案，納入了參議院法

案的內容，也結合了另外兩項眾

議院新疆法案的內容。接下來法

案需再交給參議院，在參議院再

次進行表決。

美國之音報導，法案的最

初起草者之一——美國國會湯

姆 · 蘭托斯人權委員會共同主

席、共和黨人史密斯（Chris 
Smith）呼籲川普政府應採取行

動，讓北京政府為其侵犯人權

的行為負責。

法案推動者——眾議院外交

委員會亞太小組委員會主席、

民 主 黨 人 舍 爾 曼（Rep.Brad 
Sherman）說，這項法案結合了

三項法案，是美國兩黨兩院的合

作成果。

中國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華春

瑩發表聲明，稱該案「蓄意詆毀

中國新疆的人權狀況，「嚴重干

涉中國內政」，對此表示「強烈

憤慨、堅決反對」，也說中方將

根據形勢發展作出進一步反應。

美眾議院壓倒性通過維吾爾人權法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美國商務部長羅斯表示，12 月

15 日是最後期限，如果美中不

能達成貿易協議，美國將提高對

中國商品的關稅。

據美國之音 12 月 3 日報

導，美國商務部長羅斯表示，

如果美中兩國不能達成貿易協

議，美國將提高對中國商品的關

稅。「12 月 15 日是合理的最後

期限，如果從現在到那時甚麼都

沒有發生，總統已明確表示，他

將加增關稅。」

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原本

預計在 11 月完成，但隨著北京

方面不斷施壓要求消減已經加徵

的關稅，因此貿易協議的簽署被

推遲，美中關係更加僵化。

羅斯表示，美國 12 月 15
日對價值 1560 億美元的中國商

品加稅不會「干擾今年的聖誕

節」，因為零售商已經備貨。他

還說：「如果我們不得不提高關

稅，那真是一個好時機。」

羅斯認為，中國經濟放緩使

其急迫欲與美達成協議，「我們

的經濟非常強勁，他們有很多問

題。」

中國官方數據顯示，經濟在

第三季度增長 6%，其增速處於

27 年來的最低水平。並且，產

業供應鏈空心化、企業與居民的

債務水平大幅提高，消費者信心

下滑。

美國總統川普 12 月 2 日在

安德魯斯聯合基地告訴媒體，

美國支持香港抗議者的立法並

沒有使與中國的貿易談判變得更

容易，但是他相信北京仍然希望

達成貿易協議，「中方總是在談

判……但是中方希望達成協議。」

當被問及日前他簽署的《香

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將如何影響

貿易談判時，川普說：「這對它

（貿易談判）沒有好處，但是我

們看看會發生甚麼吧。」

美國上週公布的多項數據大

多顯示經濟的強勁勢頭，再加上

川普表示美中兩國接近就第一階

段貿易協議達成共識，美中高層

級談判官員也繼續通過電話溝

通，這些因素都給予美元有力支

撐，使美元維持堅挺走勢。

在 11 月 22 日，中共國家

主席習近平在北京表態希望達成

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美國財經媒體指出，這是習

近平首次對可能與川普政府簽署

階段性貿易協議發表評論。此前

的多種跡象表明，中美第一階段

性貿易協議的簽署並不容易。川

普指中國對美中貿易協議並不積

極，而美國副總統彭斯表示如果

香港反送中抗議示威者繼續遭受

暴力對待，美國難以與北京簽署

貿易協議。

【看中國訊】美國總統川普

和加拿大總理特魯多，週二（12
月 3 日）出席在倫敦舉行的北

大西洋公約組織峰會，兩位領導

人在會議舉行前進行了會談。

雙 方 就 美 - 加 - 墨 協 議

（USMCA）交換意見，川普表示

美國國會正在加緊通過該協議，

他說，要由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女

士（Nancy Pelosi）提議，然後

在國會表決。同時川普敦促民主

黨人要抓緊時間批准協議，以免

墨西哥和加拿大兩位貿易夥伴等

的不耐煩，協議已經在國會停滯

了半年多的時間。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說，加拿

大和美國的關係「從未變得如此

強大」，加拿大會繼續努力，使

新的美加墨協議盡快簽署實施。

「協議的落實，使得加美兩國關

係更加牢固」，他說。

上週，加拿大副總理方慧

蘭（Chrystia Freeland）前往華

盛頓，與美國和墨西哥的主要貿

易官員會面，為推動批准新貿易

協定。目前墨西哥已經批准了協

議，加拿大也在下議院進行了二

讀，只有美國方面停滯不前。川

普政府一直表示希望在 2019 年

底前通過新協議。

川普和特魯多還談及了與中

國有關的事務，包括 5G、華為

孟晚舟和兩名被北京扣押的加拿

大公民等。

【看中國訊】中國企業的債

券違約潮持續加速，已蔓延至最

大國有控股的校辦企業。北大方

正集團 12 月 2 日首次爆發 20
億元人民幣債券違約，消息一度

引發市場恐慌，另一家校辦企業

及中國半導體國家隊的清華紫光

集團也被波及，債券價格崩跌。

據《自由時報》報導，方正

12 月 2 日公告，因流動資金緊

張，未能按期足額償付 270 天

期、規模 20 億元人民幣的債券

「19 方正 SCP002」本息。 
方正違約震驚中國債市，

這家北京大學校辦企業總資產

3657 億元人民幣，此次違約使

其成為中國境內公募債市資產規

模最大的違約發行人。方正控股

股東為北京大學全部持股的北大

資產，業務涉及網絡、醫藥和大

宗商品交易等跨領域投資，與清

華大學控股的紫光同樣都具有國

有控股及校企背景。

方正在本筆債券到期前一

週，並未循常規做法發布風險提

示。彭博數據顯示，12月 3日下

午，北大方正集團2023年到期、

票息 5.35% 的美元債買價大跌

近 45%，至約 27.7 美分的紀錄

新低，創上市以來最大跌幅。

而被北大方正違約事件波及

到的清華紫光集團，2021 年到

期、票息 4.75% 的美元債買價

大跌 20% 至約 70 美分，2023
年到期、票息 5.375% 的美元債

買價大跌 18% 至剩 63 美分，

邁向歷史新低。

《自由時報》引述澳盛銀行

信貸策略主管賈里摩爾表示，根

據方正案例顯示，市場先前對中

國高收益債發行人可能過於樂

觀，明年還有很多中國高收益美

元債將要到期，預計還會有更多

違約發生。

• 對面是WinSport; 18分鐘到Downtown; 靠近卡城大學（UC);1小時到落基山 

• 大型農貿市場（Farmers' Market）、咖啡屋、寵物公園及更多休閒商貿場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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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區內有16英畝自然保護地（Bow River Habitat）

滑雪 就在家門口！

展示中心：151 Greenbriar Place NW, Calg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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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域銷售代表：Andreas Angellakis 403-796-3788

展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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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域銷售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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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mensions are an issue should the horizontal or vertical Greenwich logo be used instead.  

Badge

Master Brand 
& Residential

Retail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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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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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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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dge

Black

Reverse

萬元升級大禮包

+更多贈禮

憑此廣告可獲得

鎮屋渲染圖 WinSport實景 室內

川普與特魯多談美加墨協議進展

羅斯：月中是加徵關稅最後期限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非洲豬瘟疫情爆發後，中國

大陸豬肉價格飆漲。有記者「暗

訪」發現，獲得官方認證的豬肉

屠宰加工場竟「洗白」病死豬，

每日流入周邊市場的豬肉數量高

達數千斤。

廣東電視臺「今日一線」節

目記者「暗訪」發現，應該進行

「無害化」處理的病死豬竟從屠

宰場流出，不肖業者非法將病死

豬加工，賣往廣州、佛山等地的

肉市。

這些病死豬在經官方認證

的南海合誼肉聯有限公司的屠

宰場進行隱密交易，一頭約 200
元或 300 元人民幣，買豬者給

屠宰場員工「好處費」後，把病

死豬拉上屠宰區進行「洗白」加

工，然後蓋上檢疫合格印章後出

廠販售。

這些死豬一度呈暗紅色，

經過燙洗、脫毛、除內臟等程

序後，死豬立馬變成「普通豬

隻」。另外，一些外表不佳、

在屠宰場等待銷燬的病死豬，在

被分割後由貨車運走。

佛山南海區政府表示，已勒

令南海肉聯禁止生豬調入，屠宰

場停業整頓。

瘟豬被「洗白」入市

當地警方正在中國西部新疆地區和田縣的一個村莊巡邏。（Getty Images）

美國總統川普

（右）和加拿

大總理特魯多

（左）會談。

（加通社）

北大方正20億元債券違約

大陸豬瘟爆發以來，新鮮的豬肉常被

用作炫富的道具。（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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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

【看中國訊】據卡城房地產

協會（CREB）消息，上月卡城

公寓銷售回落，拖累房市，致使

全市房屋 11 月銷量同比下降。

但由於今年以來多戶型住宅銷售

增長，年初至今的總銷量仍略高

於去年同期。

同時，相對於銷量，新上市

的房屋數量減少很多，導致庫存

減少，整體上供應的過剩量比去

年同期略有下降。

「房市實現穩定，仍需時

間。銷售已穩定在較低水平，並

且可能受到經濟狀況和市場不確

定性的影響。」CREB 首席經

濟 學 家 Ann-Marie Lurie 說。

「儘管市場上的供應量繼續減

少，但持續的供過於求繼續使價

格承壓。」

截至 11 月，全市基準房價

為 419,100 元（未調整），比

10 月份的 422,900 元稍低，比

去年同期低約 2%。

室內各區房價，跟據位置、

房屋類型不同而變化。例如，今

年以來，東區鎮屋價格下跌了近

8%，而北區的雙拼屋價格則上

漲 2%。

11月份卡城房市概況

獨立屋

與去年同期相比，11 月份

獨立屋的銷量有所增長，主要是

由售價 40 至 50 萬元之間的房

屋銷售推動。但是，以歷史數據

衡量，11 月份的銷量仍處低位。

最近銷量有所增長，但年初

至今的總銷量仍與去年相當，比

長期平均趨勢低 20%。今年以

來，西北區和南區的銷售都有所

增長。

銷量的增長，加之新上市房

屋進一步減少，致庫存水平低於

去年同期。但按季節性調整後的

數據看，供應水平仍較高。

獨立屋市場正緩慢地朝著更

加平衡的狀態發展。但是，仍然

供過於求，給價格帶來壓力。

11月份獨立屋基準價格為

481,500 元（未調整），略低於

10 月水平，比去年低 2%。

公寓

本月公寓銷售回落，年初以

來的銷量與去年同期相當，比長

期平均水平低 21%。銷量下降

主要是由於市中心、西北區和東

南區的銷售回落。但是，今年以

來，北部、西部和東南區的銷售

仍同比有所增長。

全市大多數地區的新上市房

源進入市場，導致庫存增長。但

年初至今新上市數量和庫存仍低

於去年的水平。

公寓持續供過於求，導致價

格下跌。今年以來，基準價以下

跌了超過 2%。

多戶型住宅

年初至今的銷量仍比去年同

期高出 6% 以上，略低於長期平

均水平。

與去年同期相比，本月新上

市的房屋數量有所減少，銷量有

所提高。庫存繼續從去年的高位

回落。多戶型屋仍然處於供過於

求狀態，但比去年有所改善。

11 月份，半獨立屋的價格

同比下降了 2%，市中心地區跌

幅最大。

鎮屋價格與去年相比下降了

近 4%。東北區的跌幅約 7% 以

上，西北區和東部區跌幅近2%。

周邊衛星城

艾爾德裡（Airdrie）

與去年同期相比，11 月份

的銷量繼續增長。今年來，總

銷量已達 1,146 套，同比有所增

長，與多年平均水平一致。

銷量增長的同時，新上市數

量在減少，庫存下降。使得房屋

待售期縮短。 11 月份房屋待售

期接近平衡市場狀態。

供過於求的情況改善，減輕

了價格下行壓力。但是，這還不

足以抵消之前的跌幅。Airdrie
房屋基準價為 332,345 元，比

去年同期水平低 3%。

科克倫（Cochrane)

與去年同期相比，11 月的

銷售有所下降，但不足以抵消先

前的漲幅，今年來總銷量仍略高

於去年的水平。

上月，新屋上市數量顯著減

少，減少的數量足以抵消銷量的

下降。與去年相比，庫存進一步

減少。房屋待售期變化不大，但

今年以來，待售期已縮減，仍略

高於長期平均水平。

儘管供應量減少，但市場

仍然供過於求，繼續對價格造

成壓力。 11 月份的基準價格為

394,200 元，低於 10 月份，比

去年同期下降了 4%。

奧科托克斯（Okotoks）

11 月份的銷量繼續增長。

年初至今的銷量已高於去年同

期，但仍低於長期平均水平。

得益於銷量的增長和新上市

數量的減少，庫存一直在下降。

儘管市場仍然供過於求，但市場

朝著更加平衡的狀況邁進。

11 月份，房屋基準格為

412,100 元（未調整），低於上

個月，比去年同期低 2% 以上。

卡城房市

【看中國訊】上週五（11 月

29 日）晚的預算會議上，卡城

市議會最終確定在 2020 年將房

產稅提高 7.5%，以減輕全市企

業的負擔。議會以 10 票對 5 票

通過了房主支付 52%，企業支

付 48% 的市政稅的議案。該增

稅舉動引發各方關注。

市長南施（Naheed Nenshi）
週五晚上說：「對普通家庭的影

響約為每月10 元。」他認為經濟

不景氣，民眾就要做出犧牲。

市議會的黑色星期五會議並

沒有給卡城居民帶來實惠，7.5%
的房產稅增長令房主嘩然，為數

不少的市民也站出來表達自己的

反對意見。

住在卡城的亞省省長康尼也

一直在關注市府預算問題。「過

去十年來，稅率一直持續上漲，

並在繼續著。納稅人現在不能支

付更多了。」康尼同時談到所有

政治人物應該更加關注民生，削

減政府開支，發展經濟創造就業

崗位，而不是不斷壓榨民眾的腰

包。省府預算，將日常運營支出

削減了大約 3%。

市 議 員 法 卡 斯（Jeromy 
Fakas）說，「卡城人對市議會最

近的愚蠢冒險感到震驚和反對。」

面對經濟乏力而市議會又不

斷加稅的狀況，有人希望康尼省

長解散卡城市議會。康尼表示卡

城市議會是民眾選出來的，要做

的不是解僱解散議會，而是讓市

議會做好工作。

【看中國訊】加拿大央行週

三（12 月 4 日）表示，持續的

貿易衝突和相關的不確定性繼續

給全球經濟帶來壓力，因此將基

準利率維持在 1.75%。

央行在其利率公告中表示，

有早期跡象顯示全球經濟正在企

穩，並且預計未來幾年中，經濟

會小幅增長。

加拿大的經濟增長在第三季

度放緩至年率 1.3%，與加拿大

銀行 10 月份的預測相符。

11月份卡城房屋銷售走弱

明年卡城地稅將升7.5%

$280s $350s $38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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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後一期正在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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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央行
保持基準利率1.75% 不變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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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稅是中國重要稅種之

一，自 1994 年 1 月 1 日起開徵

消費稅。消費稅的徵稅對象主要

為菸、酒、汽油等。數據顯示，

1994 年至 2018 年，中國累計

徵收國內消費稅 105176 億元

（人民幣，下同），其中 2018
年徵收 10632 億元，占當期稅

收收入的約 6.8%，位列全國第

四大稅源。

12 月 3 日，中國財政部發

布消費稅法徵求意見稿，向社會

公開徵求意見。徵收環節後移、

中央與地方收入劃分等內容，在

徵求意見稿中皆有體現。

關於稅收徵管，徵收的主體

未變，依然是稅務機關，進口消

費稅由海關代徵。但管理的部分

變化較大，徵求意見稿規定，納

稅人申報的計稅價格和數量明顯

偏低，且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

稅務機關、海關有權核定其計稅

價格和數量，增加了海關作為核

定部門。

另外此前的條例顯示，納稅

人涉及生產、委託加工、進口、

銷售等多個環節。後來消費稅徵

收環節增加了批發、零售。本次

徵求意見稿統一表述為在中國境

內銷售、委託加工和進口應稅消

費品的單位與個人，為消費稅的

納稅人。

隨著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壓力

逐漸增大，「消費稅增量部分歸

屬地方」是否能為地方財政「解

渴」？

據《新京報》報導，北京國

家會計學院教授李旭紅表示，消

費稅原屬於中央稅，根據消費稅

改革的要求將收入增量部分留存

地方，可以補充地方稅源，健全

地方稅系。至於能為地方財政

「解多大的渴」，這主要取決於

增量規模所產生的收入對地方的

貢獻程度。

興業證券發表報告認為，整

體來看，消費稅改革將擴大消費

稅稅基，增加整體消費稅金額，

增量部分劃撥地方政府，直接拓

展地方政府收入來源。該報告同

時認為，此次大的消費稅品類改

革尚未涉及，先行試點的三個品

類整體貢獻的消費稅收入規模很

小，因此，行業層面短期影響不

大，但隨著後續制度推進，會將

成本轉移給消費者。

另外，增加稅負的同時，中

國民眾面臨失業的壓力也在增

加。

據路透社 12 月 3 日報導，

美國總統川普表示，目前中美

貿易談判進展良好；不過他也

稱，在貿易問題上沒有「最終期

限」，或許等到 2020 年 11 月

選舉之後更好。川普總統並稱，

只有在他希望的情況下才會和中

國達成貿易協議。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

略研究院發布報告認為，中國經

濟增長趨緩壓力並沒有消失，未

來一段時間，中美貿易戰演變可

能嚴重衝擊中國就業。

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于春

海強調，現有根據各行業銷售利

潤率進行的測算表明，加徵關稅

的幅度如果達到 21 至 24%，對

就業的負面衝擊將會迅速顯露。

他表示，如果關稅進一步提

高，通用設備製造業、電氣機械

和器材製造業、橡膠和塑膠製

品，及金屬製品等行業可能會出

現較大規模的失業，廣東、浙

江、江蘇和山東等對美出口行業

較為集中的省分，可能會面臨較

大的失業壓力。 

【看中國訊】近日，美國總

統川普 ( 特朗普 ) 在一場公開演

講中出現口誤，而這個無心之舉

竟然辦了件大好事，幫助了一大

群加拿大的無家可歸人士。

據 Global News 報 導，11
月 26 日（週二），川普在佛羅

里達 BB ＆ T 中心的一場歸鄉

活動集會上發表演講，在談到經

濟時，他誤說了兩個字：sock 
rocket，之後又糾正了一下，應

該是 stock market。
這個聽起來好似繞口令的口

誤，沒想到在社交媒體上居然火

了。有 Twitter 用戶打趣問道：

「sock rocket 是什麼？」

結果通過查找，網友發現

Sock Rocket 竟是加拿大卡爾

加里市的一間家庭制襪兼社工

企業，這一家庭企業的老闆是

Joey Zizian 和 Tommy 兄 弟

二人。他們的朋友此後發來消

息對川普的口誤開玩笑，不過

Tommy 說，「我們並沒有太在

意。」

但兩人最後還是決定按照生

意人的慣例做法，給川普發推文

表示感謝，「多謝您替我們免費

打廣告。」

而事實上，川普的這個「廣

告」，也確實給兄弟二人帶來了

可觀的生意。

Tommy 表示，他們公司在

當天受到的關注度，幾乎超過了

公司的整個歷史記錄，曝光率、

電郵數量、電話詢問量、下單的

數量……增長了 1000%。

這間小公司生意的紅火，

更給加拿大卡爾加里無家可歸

的人士帶來了好消息。因為

Sock Rocket 公司每賣出一雙

襪子，就會拿出三雙捐給當地

多個幫助最弱勢群體的機構，

例如 Calgary Drop-In Centre、
The Mustard Seed 和 CUPS 
Calgary。Sock Rocket 公司網

站顯示，自 2016 年以來，他們

已經捐出了近 30,000 雙襪子。

Drop-In Centre 的 負 責 人

Cort Bulloch 說，來自社區合作

夥伴的捐贈非常重要。該中心自

去年開始與Sock Rocket合作，

幫助卡爾加里最弱勢的人士，他

們對於 Sock Rocket 的善心和

幫助，都極為感激。

Tommy 透露，他們的生意

不僅僅是為了盈利，更是要為自

己所在的社區做一些好事，用賺

到的錢來幫助這個世界，「因為

這是所有人最終應該做的。」 

【看中國訊】隆冬將近，在

一些溫度偏高的地區，比如上

海、西安等城市，銀杏樹葉轉為

金色，在陽光的照耀下絢麗奪

目，成為冬日一景。

比如座落於西安終南山的古

觀音禪寺，距今約有 1400 年歷

史，寺內有一株千年銀杏樹。在

此隆冬之季，樹葉變黃，在青磚

黑瓦古寺建築的映襯下，更顯得

巨大的樹身通體燦爛，頗為殊

勝，引來遊人如織，觀賞美景。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中美貿易談判再次陷入僵局。對

於北京來說，當前還有一個比貿

易戰更為嚴峻的挑戰，就是糧食

安全問題。

據香港《南華早報》報導，

中國國務院發布了一份關於糧食

安全的報告，這是中國 23 年來

首次發布有關確保糧食議題的報

告。

據國際食物政策研究所

（IFPRI）研究員樂伯得（David 
Laborde）表示，氣候變遷帶來

的壓力代表農業需要技術革新，

但貿易戰提高不確定性，影響相

關領域的投資，「食物價格變高

對富國影響少，但對窮國而言是

大問題，可能引發政治動盪。」

中國從數年前便制訂政策，

確保中國稻米及小麥的自給率

在 95% 至 100% 之間，此戰略

還會延伸到未來 30 年，但另一

方面，動物飼料卻面臨嚴峻挑

戰，中國的黃豆（大豆）自給

率只有 15%，占中國糧食進口

的 70%。

因此當美中貿易戰爆發，中

國停止進口美國黃豆曾招致主導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

的前外交官龍永圖反對，稱中

國極需黃豆，封殺美國黃豆「很

不明智」；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 
助理教授 Zhang Wendong 也直

言，貿易戰暴露出了中國對美國

農產品的依賴。同濟大學教授程

國強指出，現在中國的頭等大事

應是糧食安全，並直言「中國人

不會把沒有肉吃的明天，當做是

更美好的未來」。

【看中國訊】3 年前，愛爾

蘭巴裡格拉斯海岸發現一艘「太

陽能木船」被衝上岸。這艘神祕

的太陽能木船搭載許多太陽能板

與水壺，還有一段手寫文字。

上月，負責此案的赫斯特

終於找到這艘船的主人，原來是

加拿大的發明家瑞克．斯莫。他

原本要趁著夏天，從加拿大紐芬

蘭繞過北極圈來到愛爾蘭，後來

因找不到合適的馬達，放棄了計

畫，打算將其送給有緣人，可免

掉房租、貸款、水電費。

不過，這艘船在愛爾蘭巴裡

格拉斯海岸被發現後，由於長期

沒人認領，當地民眾就把這艘船

送給附近社區改造成花園。

瑞克．斯莫笑說「它沒有沉

沒，我一定做得很好，對吧」。

北京將增加百姓稅負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

合報導】12月3日，中國財政
部發布消費稅法徵求意見

稿，將生產環節的徵稅後移

到批發零售等環節，以此增

加地方政府收入。貿易戰致

中國民眾失業壓力增大，現

在稅負又要增加。

川普演講口誤 
竟辦了一件大好事

冬季轉暖  銀杏樹
迎來觀賞佳期

神秘太陽能船 
主人現身解密

貿易戰致中國民眾失業壓力增大，現在稅負又要增加。（Getty Images）

更多病案分析及醫案醫話，請瀏覽、關注張碩博士：

卡城華人網專頁：http://www.c愀lg愀r礀chi渀攀s攀.c漀m/礀攀ll漀wp愀g攀/m愀i渀.php?t礀p攀=2&id=441
谷歌博客：http://戀l攀ssi渀gsw攀ll渀攀ss.戀l漀gsp漀t.c愀
微信公眾號：張碩博士班芙醫話（微信號：banff yihua）

接受公司保險（針灸、2200 小時
按摩資質）、WCB；首診優惠；
老人及兒童享受特惠！

11年寒窗習醫，8年從師磨礪，20餘年深研醫道，加
上數萬計的醫案剖析，永無止境的醫學探究，不斷造就

這許多的成功案例！

            病人反饋之五：

【老年性黃斑變性】一病人患老年性黃
斑變性，黃斑出血，視力下降。西醫治
療效果不顯；轉至本門診，經針灸及中
藥治療一月，視網膜出血停止，滲出吸
收，雙眼矯正視力恢復至 1.0。「真沒
想到，中醫能治黃斑變性！」她說。

            病人反饋之六：

【甲狀腺瘤】一病人頸部甲狀腺瘤一個
月內增長至雞蛋大。病人不願接受西醫
化療及手術，轉至本門診。經針灸及中
藥治療二次，腫瘤縮小一半，治療一月
半，腫瘤完全消退。「中醫真是很神奇！」
病人曾經的主治西醫感歎道。

獨家眼病專科

耳鼻喉病專科

神經肌肉專科

癌症腫瘤專科

精神心理病專科

免疫內分泌專科

其他疑難病

公益服務：張碩博士每月週日（具體日期

請致電查詢）下午 2點半於本中心開設免

費健康講座、義診，敬請電詢！

資深中醫藥專家

中醫研究生導師

國醫大師嫡傳弟子

註冊針灸師 / 按摩師

前中國中醫藥學會眼科

耳鼻喉科專委會委員

中醫博士

張碩 醫師

更多病案分析及醫案醫話，請瀏覽、關注張碩博士：

卡城華人網專頁

谷歌博客：http://戀l攀ssi渀gsw攀ll渀攀ss.戀l漀gsp漀t.c愀
微信公眾號

接受公司保險（針灸、2200 小時
按摩資質）、WCB；首診優惠；
老人及兒童享受特惠！

神經肌肉專科

癌症腫瘤專科

精神心理病專科

免疫內分泌專科

其他疑難病

前中國中醫藥學會眼科

耳鼻喉科專委會委員

            

餘年深研醫道，加

弓河康復中心 Bow River Wellness Centre  #116,738–3 Ave SW
諮詢 / 預約 / 定座電話（粵、國、英語）403-255-5288 403-255-6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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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稅難題尚未解 
糧食危機又近前

（社交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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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據陸媒報導，12 月 3 日，中共

內蒙古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前副主

任邢雲，因受賄罪被判處死刑，

緩期二年執行，個人財產全部被

沒收；緩期執行二年期滿後減為

無期徒刑，終身監禁，不得減

刑、假釋。

刑雲被指控，在 1996 年至

2017 年間，利用擔任中共伊克

昭盟委副書記、伊克昭盟行政公

署盟長，中共伊克昭盟委書記，

中共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常委、包

頭市委書記，中共內蒙古自治區

黨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內蒙古

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等職務

便利，直接或通過其近親屬非法

收受他人給予的財物，共計折合

人民幣 4.49 億余元。

現年 67 歲的邢雲是內蒙古

土左旗人，仕途未離內蒙，在

2001 年 12 月至 2012 年 2 月間

歷任中共內蒙古區黨委常委、包

頭市委書記、內蒙古區政法委書

記等職，2012 年 2 月轉任區中

共人大常委會副主任，2016 年

1 月退休。

邢雲於 2018 年 10 月 25 日

落馬；2019 年 4 月被雙開，通

報指，邢雲長期利用職務上的便

利，在職務晉升、工作調動等方

面為他人謀取利益，並非法收受

他人巨額財物，突擊提拔調整幹

部，違規干預司法活動，經濟上

貪婪成性，收受巨額禮金，與私

營企業主沆瀣一氣，利用職權和

職務影響為私營企業主謀取利

益，肆無忌憚進行權錢交易；生

活上腐化墮落，大搞權色、錢色

交易。

中共十八大後，內蒙古有 8
名省部級官員落馬，邢雲是第六

名落馬的內蒙古省部級官員。

其他 7 人分別是：內蒙古

自治區政協原黨組副書記、副主

席韓志然，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原

常委、統戰部長王素毅，內蒙古

黨委原常委、常務副主席潘逸

陽，內蒙古自治區政協原副主席

韓志然，自治區政府副主席白向

群，中共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前常

委、呼和浩特市委書記雲光中，

內蒙古自治區政協副主席、公安

廳原廳長馬明。

財新網曾引述內蒙古消息人

士指，邢雲可能與「明天系」掌

門人肖建華有關聯。內蒙古包頭

是肖建華妻子的家鄉，也是「明

天系」上市公司集中地。 2018
年 1 月陸媒曾發文起底肖建華

的發跡史，調查發現，肖早年曾

多次突擊入股包頭國企，將企業

操作上市，接著主導其發展直至

實現最終控制。邢雲在包頭經營

多年，正是肖建華麾下的明天繫

在內蒙古進入快速發展時期。

另據報導，邢雲是前內蒙古

書記儲波一手提拔起來的親信。

而儲波出身石油系統，在 1994
年被保送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期

間，由同為石油系統出身的曾慶

紅引薦給江澤民。

知情人稱，儲波得到江澤民

的提拔青雲直上 ，2001 年升任

內蒙古書記。儲波主政內蒙古

後，曾爆出「儲公子與曾公子聯

手」的傳聞。 2004 年江澤民卸

任軍委主席後，中紀委曾調查儲

波，「儲公子與曾公子聯手」倒

賣礦產資源是問題之一。當年曾

慶紅出手擺平中紀委調查，後來

儲波之子儲慧斌將內蒙古鄂爾多

斯的價值幾億的一個煤礦送給了

曾偉。 

外交壓力巨大

法廣 2 日援引美媒報導說，

儘管平安渡過「十 · 一」大閱兵

和四中全會這兩件「大事」。但

中美貿易戰至今未果，香港「硝

煙」仍未散盡，間諜「貓和老

鼠」遊戲不斷上演。

報導稱，中共四中全會的重

點議題，其實並非如會後公報內

容，中共政治局曾徹底檢討應對

內憂外患的重大失策和失誤，但

習近平仍然舉棋不定。

報導還表示，中南海對美國

總統川普簽署《香港人權法案》

頗感失望，中美貿易戰第一階段

協議仍存諸多變數。加上中美貿

易戰、香港局勢和近期間諜案

頻發，2020 美國和臺灣大選結

果，對中共而言，當然極其重

要；現在中共外交部更是壓力山

大，年底來臨，北京總部和各駐

外使領館上下，已經人心惶惶。

消息還提及，習近平已經敦

促中共外交、國安和外宣最高

層，將全面改組中共駐外機構和

情報系統。特別是中共情報系

統，將面臨重大改組，是否「忠

誠」成為最重要考核標準。

得不到真實香港情報

11 月 24 日的香港區議會選

舉，結果顯示親共派大敗，這次

外界指為變相「公投」的選舉，

讓北京和港府都灰頭土臉，據親

北京港媒「香港 01」說，中共高

層因此大驚失色。

這次香港區選令北京當局震

驚，據說也引發一個早就有的

「假情報」話題。

早在今年 7 月初，「香港

01」引述接近北京消息人士的

話，「反送中」浪潮發展到今天

這個局面，令北京高層感到錯

愕。因為當初中聯辦、港澳辦等

部門呈上去的報告寫得頗為樂

觀，但結果卻完全不是那回事。

消息人士說，為此，習近平

醞釀對香港整個工作系統展開大

徹查，同時嚴查香港假情報來

源。

中國和香港問題專家卜約翰

（John Burns）教授 9 月也曾在

港媒發文稱，北京最高層在香港

問題上得不到有關香港真實情況

的情報。

據外界此前分析，原有的中

共的港澳事務架構中，由江澤

民、曾慶紅的勢力長期把持實

權。時局分析人士何頻認為，習

江一直爭奪港澳控制系統，這就

是香港為甚麼製造這個亂局，為

甚麼會往壞的方面處理。

時事評論人士唐浩則撰文

指，習近平正被各式各樣錯誤的

假情報、編造的內參或外媒消息

所迷惑，中共十九大後，習在重

大國內外事務上，屢屢決斷失

策，累積越來越龐大的政治經濟

風險，假情報是重要原因。

王立強不是最後一個

11 月還有一個令中南海困

擾的事件，共諜王立強向澳洲投

誠，爆出許多有關北京大力滲透

港臺和澳洲的間諜信息，被指中

共特務頭子的中國創投總裁向心

夫婦，因此被扣留在臺灣。

根據王立強爆料，他所屬的

中國創新投資公司是國防科工委

的軍情系統。他的老闆向心、龔

青夫婦，原先也是該系統人員；

向心做過鄒家華的秘書，鄒家華

又是葉劍英元帥的大女婿，而葉

劍英次子葉選寧則是軍情系統的

實控人，向心得以輕易進入國防

工業部門。

資深政論作家林保華日前發

文表示，如果王立強爆料基本屬

實，這將是 1986 年中共國安部

北美情報司司長、外事局主任俞

強聲投奔美國後，暴露的最大間

諜網。

還有向心諜案曝光，即使他

能回到香港，其治軍不嚴與麻痺

大意，也會被問罪，習近平會趁

機對軍情部門大洗牌，而由自己

人掌控，如同原先的國安部那

樣。加上原來與江澤民派系關係

密切的華為，習近平也有重新洗

牌之意，因此相關部門會出現混

亂，也可能還有人要出逃，臺灣

與「五眼聯盟」應該密切關注其

中的變化。

習近平或改組駐外情報系統

內蒙古「第六虎」 邢雲受賄4.49億被判死緩

中共四中全會後，北京

當局面臨更加嚴重的內憂

外患。有消息稱，包括中共

七常委在內的中共政治局，

認為目前應對內憂外患出現

重大失策和失誤，正徹底嚴

查。習近平將全面改組駐外

機構和情報系統。

林中宇綜合報導

習近平（Getty Images）

【看中國訊】在近期 , 美國的

中國問題專家、賓夕法尼亞大學

歷史系國際關係教授林蔚（Dr.
Arthur Waldron）在受訪中說：

「我認為中國正在進入一個與當

年蘇聯解體類似的時期，並不是

說中共政權一旦垮臺，整個中國

就崩潰了。中共垮臺之時，國家

還會在，房子還會在。只是政體

發生了變化。」

林蔚認為，現中國政府因為

對現實缺乏正確的認識，根本不

知道民間實際情況，只能想到哪

兒，做到哪兒，功能極度失調，

解決方案更無從談起。

林蔚透露，一個和習近平關

係密切的中共高層幕僚曾坦率的

對他說：「林蔚，我們已經走投

無路了，每個人都清楚這個體制

已經完了，我們進了死衚衕。我

們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走，因為

這裡處處是雷，踏錯一步就可能

會粉身碎骨。」

林蔚認為，真正燒腦的問題

是如何走出共產主義這個怪圈。

林蔚建議，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和

他的團隊，應該考慮準備如何應

對中國政治體制轉型的問題。

習近平幕僚： 
我們已走投無路

診所新址：#320 3916 Macleod Trail SE    電話 : 403-592-8509 （粵 / 國 / 英） www.365acupunctureandmassage.com

365 Acupuncture & Massage
卡城大型中醫診所 原綠葉診所 11月 15日更新喬遷

付弋博士致力於打造為卡城服務的優質中醫大師團隊

主治範圍
> 婦科
月經不調、痛經、閉經、
乳腺疾病、更年期綜合症、
不孕症等

> 呼吸科
哮喘、肺氣腫、肺心病、
過敏性鼻炎等

> 免疫專科
風濕、類風濕性關節炎，
系統性紅斑狼瘡等

> 心血管科
高血脂、高血壓、冠心病等

> 消化系專科疾病
慢性胃炎、胃潰瘍、
胃神經官能症、慢性直腸炎、
腸易激綜合症、糖尿病及併發症、
肝炎等

> 精神、神經性科
失眠、抑鬱、焦慮、臆病、
精神分裂症、顛癇綜合治療管理、
中風、面癱、頭痛、偏頭痛、
三叉神經痛等。

> 痛症專科
癌症疼痛、帶狀皰征疼痛、
頸椎病、腰椎病、坐骨神經痛、
車禍後遺症等

> 皮膚科
帶狀皰疹、凍傷、濕疹、蕁麻疹、
皮膚乾燥症、皮膚搔痒症、
牛皮癬、痤瘡、
頑固性脂溢性皮炎、
頑固性脫髮、斑禿等

喬遷優惠一個月 

新病人憑此廣告
獲 10% OFF 優惠
贈送多款保健茶

減肥     脫髮     斑禿     針灸增高   

醫學美容 - 祛斑、祛皺、

青春痘、卵巢保養

另有中醫特色項目

（贈品先到先得，贈完為止）

內蒙古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邢雲受賄案一審宣判：死緩，終身

監禁，不得減刑、假釋。（網路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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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共港商遭美問話遣返 
香港建制派噤若寒蟬

川普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

法案》僅短短幾天，有「香江才

子」之稱的香港著名作家陶傑就

在《明鏡電視》爆料稱，一名在政

治上不算活躍，但持親共立場的

香港富商，日前乘私人專機飛抵

美國，被擋在入境處，官員請他

到房間問話 3 個小時後，拒絕他

入境，該富商必須原機返回。

陶傑稱，此案嚇壞香港的

一幫建制派，例如實政圓桌議員

田北辰向電臺表示，該法案一通

過，他的許多香港富商朋友都感

到非常不安，包括他自己也不敢

去美國了，因為害怕他的全國人

大代表身份會讓美國制裁他。

羅家聰 12 月 2 日受訪時表

示，近年來交銀內部氣氛緊張，

如今加上反送中運動，更令香港

與大陸員工的對立狀況加劇，這

也是他「被離職」的導火線。

羅家聰透露，交銀高層對他

某些言論特別不滿，而且中國資

方認為他這香港人的身份，不適

合代表中資銀行來發言。羅家聰

稱，自己先前就被要求避免對大

陸的經濟狀況發表評論。

羅家聰也認為，與 5 年前

的雨傘革命時期相比，現在公司

內的反應大得多，「連你的觀點

都要審查」，而他的朋友與其他

支持反送中
現大批「被離職」潮

成功診治
來自三十年的積累

 587.352.3152（英、國） 403.614.1825（國）
#109, 2308 Center Street NE Calgary  |  info@kt-lucky.com 

一週七天：上午11點∼下午6點（接受針灸按摩公司保險、WCB ）

主
治

中醫 ‧ 中藥 ‧ 針灸 ‧ 按摩 ‧ 拔罐和耳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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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工作時，提了副高後，即使限號，每天必須看病人至少60個。在中醫
實踐中，會有類似熟能生巧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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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

冼慧
女中醫師
註冊針灸師
註冊按摩師

看中國記者邢亞男綜合報導

11月27日，美國總統
川普簽署兩項香港法案，10
萬港民上街歡呼，感謝這份

最好的「感恩節禮物」。法

案簽署僅僅一週，就初顯效

應，不僅意大利、荷蘭、加拿

大、澳洲、日本紛紛跟進推

動立法，美國已就港警與香

港官員的制裁名單展開整理

討論。

美國拒絕香港富商入境

 
看中國記者盧亦新綜合報導

香港反送中延燒，不僅

導致該金融中心的政治局勢

更加緊張。10月被迫辭去中
國交通銀行香港分行首席經

濟學家職務的羅家聰，2日
在接受英媒採訪時透露「被

離職」的主因，竟然是高層

認為「由港人代表中資銀行

發言並不適合」。

【看中國訊】韓國瑜

2018 年參選高雄市市

長時擁有一批「鐵桿

韓粉」的形象深入

人心，不過執市政

不及 1 年就宣布參

選總統，也令許多人

跌破眼鏡。加上近日對

韓不利的消息一再傳出，

引發「鐵桿韓粉」倒戈熱潮。

其中原名為「韓國瑜總統 -
台灣安全人民有錢」的粉絲團，

過去緊追韓的行程、貼滿造勢照

片力挺，如今改名為「韓唬爛選

總統 - 國瑜安全佳芬有錢」。

該粉專也聲明將全力支持蔡

英文連任，並批評韓「身為一個

總統候選人盡講一堆垃圾話，深

表遺憾，我不想浪費精神支持這

種沒有格調的候選人」。

該粉專的發言人接受《民視

新聞》專訪透露，過去與有很重

的大陸口音的「老闆」連絡時，

被要求一個月平均發出 25 篇貼

文，薪水則有 5000 元。但是自

從王立強事件爆出後，「老闆」

就消失杳無音訊。因為主要的贊

陶傑還說，香港的親共媒

體，包括《文匯報》及《大公報》

等也被列入制裁名單，這些媒體

的記者已被限制簽證。

制裁人物提上討論日程

12 月 1 日，美國共和黨海外

事務組織副主席俞懷松（Solomon 
Yue）發推文，公布來自「外泄

制裁名單」內的 6 位香港官員名

字，包括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律

政司長鄭若驊、保安局長李

家超、前警務處處長盧偉

聰、警務處長鄧炳強，以及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

曾出席美國《香港人權

與民主法案》聽證會的香港

眾志秘書長黃之鋒表示，他

從華府方面瞭解到，現時仍

沒有產生最終制裁名單，但

美國行政機關已就制裁目標

人物的層級展開內部討論。

意、荷、加、澳、日連鎖行動

分析師近期都向他表示，謹言慎

行的壓力正逐漸蔓延至香港本土

銀行與外資銀行。

事實上繼反送中運動以來，

已經陸續有不少人「被離職」。

8 月，身陷政治漩渦的國泰

亦宣布離職事項，行政總裁何

杲、顧客及商務總裁盧家培也

「被離職」。有國泰員工透露，

北京的白色恐怖已經籠罩整個

集團。

同月，大陸民航局即對國

泰航空接連恐嚇，致使陸續有

14 名航空界人士因為支持反送

中「被離職」，當中 8 人更涉被

「以言入罪」，包括被國泰收購

的港龍航空公司的空勤人員協會

主席施安娜突遭解僱，職工盟則

於該月 28 日發起「譴責國泰製

造白色恐怖」集會，其訴求為：

「停止白色恐怖」、「撤回解僱

決定」和「捍衛言論自由」。

9 月初，法律團體「法政匯

思」的創辦人 Jason Ng 即因為

在臉書發文，親中示威者模仿反

送中示威者唱歌和喊口號，以

英文俗諺「Monkey see,monkey 
do（一味模仿的行為）」形容，

隨後受到大陸輿論攻擊。雖然他

後來離開法國巴黎銀行，但他說

來自北京的白色恐怖只會讓他更

堅定。

助者消失了，該小編群

最後決定「跟隨自己

的心意」，支持蔡

英文連任，也想為

過去做了「對國家

不好的事情」鄭重

道歉，趁現在社團

還有一點影響力，盡

快做些正確的事來彌補。

另外臉書社團「公民割草行

動」上也因一系列對話截圖引起

熱議，截圖中顯示網友朋友先

說「我決定倒戈了，突然驚醒覺

得為何要支持韓這種人」，接著

透露原因「其實壓垮我倒戈的最

後一根稻草是跟中國 ( 共 ) 的關

係」、「我完全不想被統一」。

該網友表示，蔡英文從政以來立

場一直都很清楚。

他也接著說「很明顯中國

（共）這個政權很有問題，根本

不能跟這個國家有什麼事關主權

的交涉」，即使自己本身對美國

沒什麼好感，但比起中共，美國

至少「還講遊戲規則」。

有關貼文引起網民熱議，並

紛紛留言「他終於醒了」。

韓國瑜粉絲現倒戈潮
轉而支持蔡英文

日本發起立法聯署

在日本，東京、大阪、靜岡、福岡、北海道等多個不同級別的議員近日

發起連署，要求國會討論日本版《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發起人表

示，美國提出《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是以立法機構實踐憲制的模

範，而日本與香港之間亦有「根據投資保護協定的最惠國待遇」等協

議，因此可以提出類似法案。

在澳洲，立法諮詢也正在展開。12月4日，澳洲議會外交丶國防及貿易

委員會David Fawcett宣布，將就澳洲應否制裁嚴重違反人權者展開

諮詢。澳洲議會人權小組委員會主席、眾議員Kevin Andrews表示，

制裁在澳洲有資產的違反人權者，可以有效打擊違反人權行為，委員會

將審視國際相關做法，包括美國的《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

澳洲展開立法諮詢

日前60名加拿大跨黨派國會議員出席了「香港關鍵時刻」研討會。大部

分國會議員接受香港監察受託人Aileen Calverley的建議，同意啟動該

國版本《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制裁侵犯人權的香港官員和警察，

並要求提供製裁名單。

加拿大啟動人權問責法

在川普正式簽署香港法案之前，荷蘭議會於11月22日通過一項議案，要

求荷蘭政府在2020年1月31日前準備好荷蘭版的《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

法》。如果歐盟在這個截止日期之前沒能通過歐盟版的《馬格尼茨基人

權問責法》，荷蘭政府將開始推動本國版本，以依法禁止侵犯人權的

中、港人士入境荷蘭，並依法凍結他們的資產。

義大利、法國等歐洲6國原本邀請黃之鋒赴歐演說，但黃之鋒遭港府禁

止出境。11月28日，義大利參議院邀請黃之鋒以視頻通訊形式在國會發

表演說。12月3日，義大利國會外交委員會通過一份聲援香港抗議的決議

案，呼籲政府透過歐盟調查香港警察濫用武力的情況，同時力挺歐盟主

張釋放示威者的立場，另要求港府給出黃之鋒被禁止赴歐的正當理由。

意大利通過聲援香港決議案

荷蘭推動人權問責法

圖為12月1日香港市民發起感謝美國保護香港大遊行。(龐大偉攝)

羅家聰。(R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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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天有一件事情很火。就

是華為前員工李洪元離職索要退

職金，被公司先以商業泄密、後

以敲詐誣告，被關押了 251 天

這件事。

李洪元 2005 年進入華為，

按他自己的講述，在 2018 年

進入公司超過 12 年以後被勸離

職，是因為 2016 年他向公司舉

報自己所在的部門有業績造假，

然後被部門主管排擠穿小鞋，最

終在 2018 年被公司要求他自己

辭職。按照中國的《勞動法》，

李洪就向公司提出賠償 24 個月

工資的離職方案。在他和公司的

人事部門談判過程中並沒有發生

什麼衝突，雙方還有說有笑，在

2018 年 3 月份他和公司簽了確

認補償的協議書，很快收到錢。

可萬萬沒想到在這一年底，

他突然無徵兆地被警察逮捕，開

始的罪名是涉嫌泄露商業秘密；

隨後又變成對部門主管敲詐勒

索。最後讓李洪元脫困的關鍵是

他在被部門主管穿小鞋那段時間

內就留了個心眼，隨身攜帶錄音

筆，把他和人事部門談判的過程

錄了下來，有這個證據敲詐勒索

的說法就不成立了，最後檢查院

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符合

起訴條件為由決定對李洪元不予

起訴，隨即被釋放。他被整整關

押了 251 天，獲得了總計 10 萬

元的國家賠償。

這事也是在持續發酵，有同

樣遭遇的華為員工不只是李洪

元一個人，比如在 2005 年的一

起案件中，被判 2-3 年有期徒刑

的就有 3 個人。在 2012 年的一

起糾紛中又有兩個人；在 2017
年有 6 名前華為員工被逮捕；

2018 年又有一個叫曾夢的員工

也是因為索要退職金被公司提

告，公安的刑事拘留通知書上說

的也是涉嫌侵犯商業秘密，他被

拘留了 90 天。

李洪元在接受採訪的時候對

媒體說，在看守所裡他遇到了很

多和他有類似經歷的人，不敢說

出他們是冤枉。這次事件能曝

光，是因為李洪元拿到蹲了冤獄

的國家賠償決定書以後，把這份

文件分享到了華為維權的社交媒

體群裡，才引起了轟動，引發了

媒體的注意。有專門一個華為員

工維權的群存在，看來受到公司

打擊的人不是極少數的存在，上

面總結的那些被公司投入監獄的

前華為員工名單恐怕還是相當不

完全的。

這個經歷傳出後在網上炸開

了鍋，這事的真正可怕之處在於

華為公司有強大的影響、支配執

法機關的能力。在不能提供充分

證據的情況下，公安就按華為公

司的意志去抓人、關人，等於華

為這樣一家企業分享了逮捕權，

和它作對的人，他能很輕易地把

你送進監獄。

華為把員工入罪非常容易。

他把所謂「商業秘密」界定得極

其模糊寬泛，作為員工你總要給

開會做個筆記、幫上級列印些文

件，接觸到一些公司內部限制流

通的資訊，它通通定義為「商業

機密」。公司又和政府建立起

默契，公安表示你的事就是我的

事、公安就照單抓人！樹立起幾

個這樣的案例，就對在職的員工

起到很強的恐嚇作用，看你還敢

和公司搗亂嗎？

那這和正常的報案、警察逮

捕嫌犯有什麼區別呢？區別在

於：華為有途徑按它的意志剝奪

員工的人身自由，卻不用擔心誣

告和報假案要承擔後果。它就變

成了一項單向的強制力量，司法

機構不是中立的，只為華為所

用、不為員工做主，於是讓華為

這樣的企業分享了「專政機關」

的力量。

李洪元這個案子，在被關押

期間，一個商業泄密的輕罪，李

洪元都沒辦法得到保釋的待遇，

可見華為對執法機關的影響之

大，這都是華為公司事實分享了

逮捕權和拘押權的表現。

我相信有類似能力的企業不

只華為一家，有一批有強大背景

的企業都有這樣的能力。在一個

規則健全的社會，逮捕和拘押必

須是嚴格限定於執法機構才有的

權力。現在落實抓人、關人的行

動的還是公安機關，但是決定逮

捕權和拘留，這種強制性的權力

已擴散到執法機構以外的組織

了，這是普通中國人人身安全嚴

重惡化的表現，不知道大家意識

到這一點沒有？

你覺得機關、事業單位的保

衛部門、人事主管、黨辦主任有

逮捕權嗎？法律上他們沒有，但

其實有。比如和單位起了衝突，

不依不饒維權的人，最多公安

按《行政治安處罰條例》拘留你

幾天，出來以後你繼續和單位死

磕，所以當地政府就辦個法治學

習班，以學習培訓的名義，轄區

內各單位把對付不了的維權積極

份子送到這兒來。一關就是幾個

月，還有更長的，就達到了長時

間剝奪當事人人身自由的目的。

這個法治學習班是取消勞教

制度以後，為了轉移關押法輪功

學員的，同樣也被運用到維權人

士身上，後來又被運用到新疆和

西藏。在這個場景裡，就不需要

複雜的司法程序，機關、事業單

位的保安部門、人事部門、黨辦

他們拍板就可以把人送去關押

了，也就是逮捕權擴散到這些人

手上了。

你能相信醫生有逮捕權嗎？

那些按法律程序關押不方便的

人，醫生出一紙精神病鑑定書說

你神經錯亂危害社會，就把你關

進精神病院，一關就是一年半

載，也是長期關押。醫生一紙精

神病鑑定書，不是有期徒刑判決

書、勝似判決書。醫生兼職把法

官和檢查官的活一起干了，這是

逮捕權擴大的後果。被精神病以

後，比起傳統的「尋釁滋事」之

類的罪名更加嚴重地把你污名

化，你就更加自我約束、自我審

查了。

美國聯邦調查局共產黨滲透

問題研究專家斯考森的那本書

《赤裸裸的共產黨》裡介紹過共

產黨在美國想達成的四十五個目

標，其中之一是：把某些逮捕權

由警方轉移給社會機構，把所有

行為偏差定義為精神失常，而精

神失常唯有醫生才懂、才能治。

當逮捕權、逮捕決定權從非

常嚴格定義的執法機構手裡被轉

移以後，權力就開始逃脫約束，

公民就開始生活在恐懼之中。能

剝奪你人身自由的途徑越多，你

就越恐懼。那其他認為自己和李

洪元的故事扯不上關係的人，你

能保證自己不成為下一個李洪元

嗎？

（節選自《文昭談古論今》

Youtube 節目）

◎文：文昭

（編者按：中國自古來被讚「禮

儀之邦」。華人傳統文化中亦推崇「禮

儀」，如《禮記》所言：「凡人之所以為

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

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

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

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

義立。」但在當今大陸，粗鄙之風似已然

成氣候，為何？）

一個社會整體越缺乏是非價值，越

不正派，不知恥之人就會越發大膽地發

無恥之言、行無恥之事。 2012 年 12 月

8 日在廣州的國際慈善義賣活動中，善款

出現 4900 元假幣。有官員在微博中稱外

國人在中國義賣是「假慈善」，「其用心

就是想丟中國人的臉」，他挖苦道，丟臉

的是心懷叵測的外國人。

針對這樣的丟臉指責，比利時王國

駐廣州總領事館官方微博回應稱，該領

事館參加義賣的所有產品都是比利時企

業無償贊助的，義賣價格均為成本價，

義賣所得全部捐出，領事館人員自願星

期六加班一天，做慈善沒有什麼好丟臉

的，真正丟臉的是那些假幣。

對假幣問題是非不辨，反倒是無端

辱罵做好事的人「丟臉」，哪怕是出於為

國家「要面子」的良好動機，也是一件粗

鄙的事。

這位官員事後聲稱自己絕不後悔，

令人想起不久前一位教授為替毛主席爭

面子而打一位老者耳光的事，這位教授

也是事後宣稱絕不後悔。死不認錯其實

是在粗鄙地對待自己的粗鄙，是一種應

該被人瞧不起的色厲內荏行為。

任何一個社會裏都會有粗鄙之事，

在一個有正派價值的社會裏，粗鄙是一

件丟臉的事，對自己的粗鄙行為道歉則

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

然而，在一個丟失了正派價值的社

會裏，粗鄙變得理直氣壯，而社會中許

多人對粗鄙的人和事則要麼熟視無睹，

要麼無可奈何，粗鄙於是也就更加猖狂。

粗鄙的有恃無恐印證了邵燕祥在《普

遍粗鄙化：當代的社會病》中說的，中國

的粗鄙化已經成為一種文化病和一種社會

病。在粗鄙化的社會裏，人必須習慣粗鄙

才能生存，因此會變得很皮實，這就像

在污染的環境中，人都會變得特別能「抗

毒」一樣。這種對環境的適應雖然顯示了

非凡的生存調適能力，但未必是一件好

事。

個人的粗鄙化與公共權力的粗鄙化往

往如影相隨。人們在社會生活中被強橫的

權力粗鄙地對待（被蔑視、羞辱、沒有

尊嚴、不受尊重、公民權和財產權得不到

保障），無處說理也無理可說，久而久之

便會因人格貶損而在心理和行為上發生

「自鄙變態」。

這種變態常常表現在自鄙者的自我稱

呼上，例如，nigger（黑鬼）本是是一

個侮辱性的字眼，然而，這個字卻會頻頻

出現在地位低下的黑人們的相互交談中，

成為一種有意識的弱者群體維繫。

在大陸，「屁民」，「草民」、「屌絲」

也在成為這樣的字眼。用這樣的稱謂來自

嘲和自我矮化，也許是為了尋求一種人格

心理上的自我保護，它可以使當事人用適

應和習慣矮化的方式，來把矮化的實際傷

害降低到最低程度。

然而，這種先是對矮化的遊戲性的自

嘲和脫敏，卻可能不幸變成一種真正的麻

木和屈從，也使矮化之人變成了不折不扣

的侏儒。

社會粗鄙化當警惕
◎文：徐賁

電話：（403）259-2474 Email: cbcfoot@live.ca

可上門服務

地址：Bay 8, 6320 11 Street SE 卡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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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精準才有效！擁有認證足部矯形師 專業服務卡城 35 年   

一次投資 終身服務：兩年左右鞋墊需隨人體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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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16 / 人購買矯形鞋墊
各大保險公司認可$817 / 人購買提升按摩椅

免費 員工保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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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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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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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襪

莎莎：（780）660-2390 ( 國 / 粵 / 英 )

華為前員工蹲冤獄251天
誰是下一個?

華為前員工李洪元 （網路圖片)華為前員工李洪元 （網路圖片)

(本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照片拍攝於2019年5月31日，照照片拍攝於2019年5月31日，照

片中的設施位在新疆西北部的和片中的設施位在新疆西北部的和

田郊區，被認為是當地再教育營田郊區，被認為是當地再教育營

的其中一個設施。（網圖）的其中一個設施。（網圖）

近日中國大媽在上海「進口博覽會」哄搶試近日中國大媽在上海「進口博覽會」哄搶試

吃食物的視頻曝光。（視頻截圖）吃食物的視頻曝光。（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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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土耳其入侵敘利亞並

購買了俄羅斯導彈，而法國總統

馬 克 龍（Emmanuel Macron）
上個月訪問中國獲得約 200 億

美元的大單後，開始批評北約

「腦死亡」，使今年的會議變得

更加困難。

「非常、非常討厭」 
和「兩面人」

美國總統川普語出驚人，

他宣布法國總統「非常、非常

討厭」，稱加拿大總理是「兩面

人」，並將在國防上花費太少的

盟友形容為「習慣性拖欠」。

不過，在與馬克龍短暫會面

後，川普表示，美法兩國將在短

時間內有很好的關係。

川普週二（12 月 3 日）和

法國總統馬克龍的共同記者會上

說，他們討論了很多問題，包括

北約、貿易等議題。我們有些小

的分歧，很可能會得到解決。我

們的貿易關係很強大，我確信，

在短時間內，事情會呈現玫瑰紅

色。通常我們彼此協調得很好。

美國和法國也是長期盟友。

週二晚間在白金漢宮的一

看中國記者憶文綜合報導

北約各國領導人在倫

敦召開了為期兩天的北約70
週年特別峰會。週三（12月
4日），北約領導人擱置了相
互的指責，他們宣布將在70
週年首腦會議上站在一起，

共同抵禦俄羅斯的威脅，並

為中國的崛起做準備。

次招待會上，加拿大總理特魯

多（Justin Trudeau）被媒體拍

到他正在嘲笑川普：「你只需

看著他團隊成員的下巴掉到地

板上。」當時，特魯多與法國

總統馬克龍、英國首相約翰遜

（Boris Johnson），以及荷蘭總

理魯特（Mark Rutte）在一起。

川普說，特魯多之所以生氣

是因為他點名特魯多沒有為北約

交足佔 GDP2% 的軍費。他指

責特魯多是「兩面人」。

在峰會結束後的新聞發布會

上，特魯多表示，他的有關「掉

了下巴」的評論是指川普出乎意

料的宣布下一次 G7 峰會將在戴

維營舉行，他無意冒犯。

特魯多說：「昨天我和總統

之間舉行了一次很棒的會議。」

北約秘書長延斯．斯托爾滕

貝格（Jens Stoltenberg）在新

聞發布會上樂觀的說：「我們已

經能夠克服分歧，並繼續履行保

護和捍衛彼此的核心任務。」

就通信安全達成協議

儘管發生了爭執，官員們表

示已經做出了重要決定，包括一

項確保包括新的 5G 手機網路在

內的通信安全的協議。美國希望

盟國禁用全球最大的電信設備製

造商中國公司華為生產的設備。

該聯盟的 29 位領導人在一

份聯合聲明中說：「俄羅斯的侵

略行動構成了對歐洲大西洋安全

威脅。各種形式的恐怖主義仍然

是我們所有成員的持久威脅。」

川普在回答有關華為的問題

時說：「我確實認為這是安全隱

患，是風險。」儘管領導人的聲

明並未提及該公司的名稱。

當被問及華為時，英國首相

約翰遜說，平衡外國投資和安全

很重要，並補充說英國不會與情

報盟友做出失誤的決定。

法國、德國與土耳其

馬克龍的主要抱怨之一是土

耳其，自 1952 年以來就是北約

成員，並且是中東的重要盟友，

它越來越單方面採取行動，入侵

敘利亞並購買了俄羅斯的 S-400
防空導彈。

斯托爾滕貝格說，儘管俄羅

斯是一個威脅，但北約也希望確

保與其進行建設性對話。他在提

到土耳其時補充說，S-400 系統

北約70週年峰會在倫敦召開

何止低價，您值得擁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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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約各國領導人在倫敦召開為期兩天的北約 70週年特別峰會。（ Getty Images）

與北約的防禦系統根本不兼容。

德國有一半的貿易額來自中

國，它與法國一起支持對北約任

務進行戰略審查，該聯盟將建立

一個「智者」小組，研究該組織

未來需要如何重新定位。這可能

涉及將其姿態從東方轉移到中東

和非洲的威脅。川普此前曾批評

德國向俄羅斯購買能源，卻要美

國花錢保護德國不受俄羅斯的安

全威脅。

北約盟國 
同意增加防務預算

從 2014 年開始，北約成員

同意各國貢獻其 GDP 的 2%，

從 2016 年開始，「加拿大和歐

洲盟友增加了 1300 億美元的貢

獻，到 2024 年，北約的防衛預

算將達到 4000 億美元」。斯圖

爾滕伯格說。

首次納入中國議題

北約這個軍事同盟為抵制前

蘇聯在 1949 年成立，目前擁有

29 個成員國。美國總統川普在

會上談論「中共威脅」。為對付

前蘇聯而成立的北約似乎已經把

目標轉向了中共。

這是北約首次將中國議題納

入峰會的正式議程。北約秘書

長延斯 ‧ 斯托爾滕貝格 12 月

2 日在接受美國 CNBC 採訪時

說，討論中國崛起，「不是北約

要進軍南中國海，而是中國正在

靠近我們」，中共大舉投資北約

的基礎設施。但他也表示，北約

並不希望把北京當成敵人。

◎ 文:金唐、李若蘭 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等人近期陸續

訪韓，敦促韓國延長韓日軍事情

報保護協定。

美國國務院表示，「美國堅

定的認為，韓國和日本應將國防

和安全問題持續從兩國的其他關

係中剝離」。

除安全風險更有經濟考量

《日本經濟新聞》11 月 25
日報導稱，美國國務院負責東亞

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戴維．史迪

威 (David Stilwell)談到延長《協

定》和駐韓美軍防衛費分攤金額

問題之間的關係時說：「我認為

並不應該將兩者關聯在一起。」

這一表態，是基於除了現實的安

全風險，也是多方的經濟考量和

相互博弈。

對韓方而言，此前最令人擔

憂的是韓美關係惡化問題而影響

自身安全。路透社報導稱，美國

將《協定》視為衡量韓國對韓美

同盟重視程度的標桿；此外，

《協定》終止後，對朝安全防護

網則可能會出現漏洞。

美國軍方認為，當前朝鮮的

核武器與導彈威脅已經不能與 3
年前相提並論，安全風險大幅提

升。根據情報局推測，朝鮮目前

至少擁有 60 個核彈頭，並成功

試射了射程超過 2000 公里的潛

射彈道導彈 (SLBM)，已經有能

力直接對美國本土進行導彈打

擊。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在終止

情報分享的幾個月中，日本對朝

鮮導彈發射的偵測和預警能力已

在美國協調下 
韓日達成妥協

韓國最大的媒體《中央日

報》稱，韓國國家安全室第一次

長金有根 11 月 22 日表示，「韓

國政府決定暫停終止《韓日軍事

情報保護協定》( 以下簡稱《協

定》）通知的效力，並稱「在韓

日圍繞出口管理政策進行正常對

話期間，韓方將暫停就日本限制

出口向世貿組織提起的申訴」。

此前韓國政府一直堅持，除

非日本改變原有態度，否則終止

情報共享協定將是不可避免的。

通過與日本的協商和內部討論，

特別是在美國的協調下，韓國最

終改變了立場。

包括：美國國防部長馬克．

埃斯珀、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

印太總司令、國務院負責東亞太

經明顯削弱。《協定》一旦真的

終止，韓日之間將無法共享情

報，美國只能分別從韓日兩國獲

取情報再進行綜合分析，這樣壓

力及風險將隨之增加。

川普政府認為，韓國廢除

《協定》會導致駐韓美軍更加危

險。因此，韓國就必須為駐韓美

軍支付更高費用。而美方近期

要求韓國將分攤金額從原來約 9
億美元提高 5 倍到 50 億美元，

而韓國只願意承擔 10 億美元。

美國防部長馬克．埃斯珀近日表

示，須與韓國在年底前就提高額

度的防衛費分攤額簽訂協定。

韓國《朝鮮日報》近日引用

華盛頓外交消息人士的話報導

稱：「如果防衛費談判不能按照

川普總統的要求進行下去，美國

將考慮撤走一個旅的兵力。」

中韓防務關係靠近

中韓防務關係靠近，一石

激起千層浪。據雅虎新聞稱，

2019 年 11 月 18 日，第六屆東

盟防長擴大會議期間，韓國防長

鄭景斗和中國防長魏鳳和就軍事

安全合作簽署協議，雙方同意建

立更多的軍事熱線並推動鄭景斗

2020 年訪問中國。

據韓國《中央日報》報導，

中國已任命精通韓語的「韓國

通」—中國駐蒙古國大使邢海

明為新任駐韓大使，這是中方重

新開始重視中韓外交的信號。內

交外困下，北京方面也在多方協

調習近平訪韓的日程安排，除了

中美日韓四方博弈 東北亞局勢撲朔迷離

自今年8月分以來，韓
日兩國由於貿易爭端導致

情報共享的矛盾鬧得不可開

交。近日，韓國宣布有條件

取消終止《韓日軍事情報保

護協定》(GSOMIA)後才
暫時停歇。但圍繞美韓防衛

費用分攤，以及日韓貿易爭

端的紛爭並未消停。與此同

時，中國近日有意展開與韓

國的軍事安全合作，令東北

亞局勢變的撲朔迷離。中國

在東北亞的目標和韓國總

統文在寅的計畫能達成一

致嗎？

經濟和外交上的考慮，制衡美國

在韓國部署中程導彈，分化或削

弱美韓同盟之企圖昭然若揭。

文在寅何去何從

文在寅自身除了面臨和日本

的貿易爭端紛爭，以及與美國的

防衛費分攤的艱難談判，還得面

對國內民意支持率的大幅下降

（從早期的 80% 降到了 40% 以

下）。現在又有傳聞稱，其政治

對手、前總統朴槿惠正在籌劃復

出。文在寅可謂「四面楚歌」，

明年的國會選舉岌岌可危。

首先看經濟合作。中日韓自

由貿易協定談判於 2019 年 11
月 27 日在韓國首都首爾舉行。

談判中最大的障礙是三國產業和

經貿結構存在巨大的差異，因此

很難達成共識。此外，自由貿易

協定是一把雙刃劍，對於韓國而

言，向鄰國經濟大國開放市場也

將是機遇和挑戰並存。

再看防務安全合作。中韓雙

方經濟上走得再近，也解決不了

軍事安全合作上的巨大鴻溝。韓

國如果同中方在軍事安全上走得

太近，無疑會與美國在安保問題

上產生巨大的矛盾，並讓自身處

於進退兩難的尷尬境地，這一點

文在寅不可謂不知。在美國舉國

上下把中共視為美國和文明世界

最大安全威脅的當下，文在寅想

在安全防務上跟北京合作，並以

此為籌碼來與美方談判，對美國

說不，無疑會適得其反。拿捏不

好，小心賠了夫人又折兵。

【看中國訊】據《自由時報》

報導，谷歌（Google）母公司

Alphabet 人事震撼彈，該公司

聯合創始人佩奇（Larry Page）
和布林（Sergey Brin）放棄對

Alphabet 管理權，於 12 月 3 日

宣布卸任公司首席執行長、總裁

的職務。而佩奇在 Alphabet 的
首席執行長職務，後續將交由

Google 執行長皮查伊（Sundar 
Pichai）接任。

佩奇和布林發表聲明說，後

續他們將作為主要股東，留在公

司董事會，也會繼續積極參與谷

歌和 Alphabet 的活動。此外，

他們也計畫繼續定期與皮查伊交

流，尤其在感興趣的話題上。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

導】歷經伊拉克人民長達兩個月

的持續流血抗爭後，受伊朗當局

支持的伊拉克總理馬赫迪，在包

括伊拉克最高宗教領袖等各方壓

力下，終於在 11月 29日下臺。

而這也將改變當前中東的局勢，

伊朗勢力或將因此淡出伊拉克。

一份遭揭露的伊朗情報部門

電文，描繪了伊朗如何努力滲透

進入伊拉克經濟、政治和宗教生

活，並透過金援與武裝，試圖操

縱伊拉克大宗的什葉派穆斯林政

黨，來把持伊拉克的國家政策。

谷歌創始人宣布
卸任CEO職務

伊拉克總理下臺 
兩伊聯盟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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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新車買回來是要

渡過磨合期的，在這段時間內，

如何保養才能使新車「青春永

駐」？看看下面的貼士吧：

前兩次保養最重要

新車處於磨合狀態，機械部

件的磨合，對潤滑油需求會比較

高，這就是首次保養的重要之

處。第二次保養也不容忽視，

二次保養一般在新車里程達到 1
萬公里時進行，項目涉及發動

機、自動變速箱、冷氣系統、轉

向系統、制動系統、懸掛系統、

車身部分、輪胎等的檢測和維

護。經過這兩次保養之後，車況

會漸入佳境，行車安全也得到了

保障。

此後，此後可每 5000 公里

做一次小保養，每 1 萬公里做一

次全面體檢即可。

開高速 
提高發動機性能

新車過了磨合期後要拉高

速，以提高發動機的性能。因為

新車發動機經過初始磨合後，機

件之間運轉趨於協調，讓發動機

保持高速運轉一段時間，可以檢

驗機器的極限工作狀況，擴大機

件材料抗拉、抗壓、抗撞、抗扭

的承受範圍。

尤其是在高溫下工作，金

屬材料的強度可以得到大幅度提

高，機件的整體性能可以得到進

一步增強。

不過，開高速最好是換過機

油以後喲，第一箱機油中金屬碎

屑最多，雜質也很多，用這些帶

有大量碎屑的機油去開高速，就

會大大增加發動機的損耗，甚至

造成不正常的磨損。

2019年12月5日—12月11日

【看中國訊】輪胎是汽車上

重要的零件，如果出了問題，車

主也會存在很大的生命危險。所

以輪胎的安全顯得尤為重要。如

果輪胎出現這兩點問題，就要趕

緊換。

1. 磨損程度征兆

如果輪胎紋深度降低於 1.6
毫米，就必須更換輪胎。如果稍

高於此值，此時輪胎的制動距離

已經延長，剎車反應慢，需要及

時更換。

2. 輪胎表面征兆

如果你發現你的輪胎表面，

出現這幾個情況，輪胎鼓包，輪

側劃傷，嚴重老化脫皮，因外力

受損，龜裂紋出現，就不要用

了，趕緊換。因為問題輪胎極容

易爆胎。如果發現輪胎鼓包還

用，就非常容易爆胎，尤其高速

行駛，車速越快，致死

率越高。當時速在 160 公里

爆胎，死亡率幾乎為 100%。

日常行駛胎壓保持在正常

值很重要，過高、過低胎壓都

會損傷輪胎。

【看中國訊】駕駛或是乘客

對於汽車安全配備的正確使用態

度，對於汽車行駛時的人車安

全，是相當重要的一環，能正確

的使用車輛所賦予的安全配備，

才是保障生命的不二法門！

首先是安全帶的使用方法，

以一般車輛所配附的三點式安全

帶為例，在上車繫上安全帶的同

時，人體的背與腰部應盡量的靠

近貼緊座椅，並將煞車與離合器

踏板踩到底（手排車方有離合

器踏板），同時確保膝蓋有微幅

的彎曲，以避免車輛在遭受正面

碰撞時，腿部遭受到嚴重的二次

傷害。

而安全帶的下部則應位於胯

骨部分，以避免車輛遭受撞擊

時，使人體腹腔內的內臟受到安

全帶擠壓進而發生不可彌補的傷

害；而安全帶上部則應置於肩、

頸部中央，約略為鎖骨部位，如

果太過靠近肩膀外側，車輛遭受

撞擊安全帶自動束緊時，將會很

容易的從外部滑落，這部分的調

整則需要仰賴車輛內部 B 柱上

的安全帶高低調整機制。

經常檢查油、水

一般情況下，車主需一個星

期要檢查一次油和水，看它們夠

不夠或者漏不漏。如果不夠，要

弄清楚為什麼。一般來說，如果

下降量不大，基本屬於正常損耗。

學會看儀表盤上的故障

新手開新車，學會看儀表盤

非常重要。要經常注意看儀表盤

上的指針，隨時關注儀表盤上顯

示的圖標。凡是看到儀表盤上亮

紅燈，儘可能馬上停車熄火檢 
查。

車別洗得太勤！

洗車就像人洗澡，如果人們

洗澡過於頻繁，就會導致皮膚乾

燥、老化，愛車「洗澡」也是同

樣的道理。如果洗車過多，車漆

容易「早衰」，一段時間後甚至

引發車廂底板、車門底部等部位

銹蝕腐爛。

此外，如果自己動手洗車的

話，那在洗車前要先將發動機熄

火，避免發動機過熱而烘乾清洗

劑洗過的地方。在烈日下或高溫

天氣下，應避免一下子清洗太大

的面積。

403.291.1444  |  888 Meridian Rd NE, Calgary  |  www.tandthonda.ca

Michael Lee
助理服務經理  

403.291.1444 ext.1511
michaell@tandthonda.ca

Raymond Li
貸款經理  

403.291.1444 ext.1663
raymondli@tandthonda.ca

888 Meridian Rd NE, Calgary
www.tandthonda.ca

在獲得最優價後，憑此券可再得

$200優惠!優惠券

優惠活動截止日期：2019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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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Deerfoot Trail

B
arlow

 Trail N
E

Trans - Canada Hwy
Meridian Rd NE

10 Ave NE

7 Ave NE

T & T HondaT & T Ho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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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V LX

2019 年美國公路安全保險協會（IIHS）頂級安全車款

2019 年 edmunds 最受買家歡迎車款

2019 年最佳緊湊型 SUV

獲得$750 優惠 現價 $32,5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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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經營一家小餐廳，就是家庭式的那

種，賣各種套餐。由於口味還不錯（例

如我的筍干排骨飯很受歡迎），但是總覺

得客人多時就一團亂。還有就是物料管理

也不太順。請問我該如何做讓生意做得更

好？需要去上管理課程或找管理顧問嗎？

我看很多連鎖店都是找顧問後，才有更大

的發展，例如變成連鎖集團。像我們這種

小餐廳適合這樣嗎？

403-282-2217  #1 3616 52 Ave NW Calgary 
( 丘吉爾高中對面）

Noodle & Grill    Korean Style Fusion Chinese Kitchen

糖醋里脊

韓式炸醬麵

辣海鮮湯麵辣海鮮湯麵

韓式炸醬麵

辣海鮮湯麵

煙熏口味
卡城獨家

新鮮食材

11月1日-12月31日

* 每人限一份

限時優惠

僅售
$9

新鮮食材

新
人
事

更
多
新
菜
等
您
品
嘗
！

新
裝
修

韓式炸雞
香脆

經營小餐廳如何增進管理方法？

Adobe Stock

「如果一句話可以改變一間企業的命運，

我願當說那一句話的人。」 不論您是企業

老闆、中高階主管、團隊領導者，還是基

層工作者，都會在工作中遇到一些問題，

《看》雜誌特約企管顧問戴士杰為您提供

創新的解決方案建議。經《看》雜誌授

權，特此選刊，但願對您亦有所幫助。

商場上，「禮儀」一直是許多成功的

企業人士非常重視的一環。無論是交換名

片、穿著、開會、宴會、乘車等，這些看

似簡單的應對方式，其實裡面都包含著許

多的學問。

一些看似簡單的事，不一定職場人所

做的都正確，嚴重的話，還會影響人緣和

人際關係。

一般禮儀可分為電話禮儀、乘車禮

儀、生日禮儀、餐會禮儀等。這些禮儀進

行時，身為不同的立場和所扮演的角色。

同時也蘊藏許多不同應對的方式。

在商場上盡量不要隨意地打招呼，如

說「嗨」，應該要說「您好」或「幸會」。

握手正式招呼、交換名片的同時，要清楚

簡短的介紹自己。握手時，如果女士沒有

伸手，男士絕對不能要求握手，因為女士

是有權利不進行握手禮的。

電話已經是現代的人最基本的溝通工

具。電話盡量要在三聲以前接起來，拿起

電話先報出公司或機構的名稱。在職場電

話禮儀中，應該注重的是禮貌、客氣和溫

馨的氣氛。言談中，要明確簡短地告訴客

戶自己的想法。電話轉接時，則要熱忱地

和客戶表達，才能進行轉出的動作，不要

讓客戶有突兀的感覺。電話結束時，要讓

客戶透過電話感覺到你的誠意、活力以及

工作的熱忱。

另外，適切的服裝打扮，也已經不再

只是成功者的必備條件，有越來越多的職

場人懂得運用服裝的打扮來建立個人的形

象以及職場魅力，同時留給客戶美好的第

一印象。在職場上建立起良好的形象，不

只是職場生涯必備，同時也能讓所屬的公

司增光，所以知名的企業都會嚴格要求所

屬員工重視自身以及公司的形象。

除了上述一些基本禮儀外，當然還有

更多的職場禮儀並未談到。其實，從日常

生活當中去培養好的氣質，這是筆者認為

身為職場人必須要有的基本素養。但是，

過度的虛假，也會讓客戶感到不夠真誠實

在，箇中分寸的掌握，就有待職場人的智

慧拿捏了。

（ 選自台灣《看》雜誌，文章有刪節）

◎ 文 : 方文朝

讀者來信       

編按：       

筆者回信       

千萬不要急著找顧問。

我知道自己幹這行出來還講這種話有

點不得體，但真的不要急著找顧問。

第一個，您說您是間小餐廳，而顧問

是靠服務費用維生的，做了台積電就不可

能去做小吃店，所以一流的顧問，您可能

請不到；而且很多真正一流的顧問是進去

當總經理的，有成績了再出來。三流的顧

問很多，真正的身分是在當講師，但講師

很會講，會不會做是另外一件事；有沒有

實踐可行的 SOP 或制度可以讓貴公司拿來

用，又是另一件事。

再者，幾乎所有解決問題的人，都是

希望您問題不要解決，他們才有飯吃，所

以呢，不要急著找顧問，除非您真的認識

很棒很棒、很有良心、很有經驗、腦筋又

好又負責的那種。

還有另外一個重點是，一間餐廳物料

和制度等等，其實才是餐廳的競爭核心，

如果這些能力不是自己長出來的，而是跟

著人走的話，就算是這個顧問真的很行，

您也會變得像吃嗎啡一樣，要一直仰賴

他。這長期對組織是不利的，尤其您又想

要連鎖化，或變成大型集團。

有些老闆是自己對管理有 sense，或

是組織內沒有人才，所以找一些顧問來，

他自己拚命吸收學習，等於是付錢找國

師，趁機偷學其他成功組織的作法，融合

自己的成功哲學。如果您有這種本事，那

找顧問也不失為一個辦法。

去上課也是同樣道理，如果您對管理

有 sense，那去上課真的是如魚得水，我

覺得可以試試看。也許您只是花比較少的

時間思考制度面的問題，只要專注去想，

或許靠自己也可以成功。但如果說您對管

理沒啥興趣，興趣就是研發美食，那可能

要想一想，因為去上課不一定可以實質解

決甚麼問題（但也許可以認識一些其他

業界的管理高手）。

如果您真的不擅長管理，沒關係，您

就聘一個高手進來，專業經理人、餐飲集

團出身的管理階層都可以，不要吝嗇待

遇，但要看對方有沒有實績、做過甚麼大

案子或改善過甚麼問題。給他一個期限，

讓他改善，其實這個人有沒有本事，大概

損失一、兩個月的薪水就看得出來了。

改善有效，就要他建立制度、標準

化，把 SOP 留下來，然後想辦法留住這

位高手，這樣想變成連鎖體系才有望。

最後一言，要奉勸您多想想。連鎖餐

飲的核心在制度，單一餐飲的核心通常在

食物本身。美味的食物可以一再複製也需

要有穩定的制度。是您自己研發成功的，

所以制度您最好也要花心思自己去想辦法

解決。當然人會抄、會學習、會模仿、會

改善，需要外在刺激給您靈感，但請永遠

記住，真正有競爭力的核心，絕對是別人

模仿不走的、絕對是自己經過苦思而悟到

的、絕對跟經營者的思考方式有關。大家

都抄王品的制度就會變成第二個王品？大

家都抄台積電的製程就會變成台積電？那

是不可能的，所以別小看制度，它是一個

組織的靈魂。

 戴士杰簡介：

他，看多了企業內反覆發生的故事。

24 歲，寫了第一本管理書，從此開

展專欄作家生涯。

25 歲，放棄念博士，創辦顧問公

司，並在多家知名企業、大專院校授課。

33 歲，看見自己的侷限，離開自己

創辦的公司，現任軟體業策略長一職。

職場禮儀

Adobe Stock

蒜香
炸雞

甜辣醬
炸雞



廣告洽詢專線：1-403-988-1836  Email: sales.calgary@visiontimes.com 投稿與反饋：editor.calgary@visiontimes.com

Business, Culture & Education
博文廣識 

2019年12月5日—12月11日第83期  C版卡爾加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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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
一個電話，     速到迅 達

顧客好評96%種服務15+年經驗10+

顧客滿意小時內快速反應 100%1
價錢公道 專業持牌技師服務 幫助申請政府補貼，長者補貼

熱水爐 靜電除塵器

暖氣爐 水管煤氣管

冷氣機 商業冷庫

加濕器 商業屋頂機加拿大商譽局

A+ 級 認 證

電話：403-921-4186
杜生 （粵、國、英語）

www.pnbfasterheating.com

集客式行銷從顧客的需求出

發，讓顧客主動找上門，被認為

是一種長尾效應的行銷策略。提

供顧客需要的內容，做好 SEO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搜尋引擎優化），使用 Email、
LINE 等工具，經營公關等，讓

不同階段的顧客，取得不同的訊

息，都是集客式行銷的一環。

廣告費不斷上升的年代，花

費越少的成本聚集越多消費者，

是每個老闆的願望。

「集客」和「推播」 
有何不同？

以往企業總是向外尋找顧

客，包括在人潮眾多的地方建立

大型看板、在街邊發傳單，或透

過網路媒體曝光促銷、優惠內容

等，目的是在潛在客戶心中建立

印象，未來顧客有需求時，有機

會想到這個品牌。這種傳統的行

銷手法，被稱做「推播式行銷」

（Outbound Marketing）。
但這可能只是理想中的情

況，因為品牌商家無法知道這些

人是不是需要你的產品。例如把

車用商品的資訊推給高中女生，

把寵物清潔用品推給家裡沒有寵

物的人，可能只會讓消費者覺得

被打擾，企業也必須花費更高的

成本才能達到預期效益。

美國知名企業 HubSpot 執
行長暨共同創辦人哈利根（Brian 
Halligan）提出了有別傳統行銷

模式的「集客式行銷」（Inbound 
marketing），能讓潛在消費者

在搜尋引擎中主動找到你，並且

能把對的潛在顧客留下來。

相對而言，推播式行銷是

企業從自己的角度出發，思考

要「推銷」甚麼產品和服務，訂

定多少折扣才能讓顧客買單；集

客式行銷則是反過來從顧客的需

求出發，讓顧客主動接觸，自行

找上門，被認為是一種「長尾效

應」的行銷策略。

提供需要的內容 
讓顧客找上門

台灣原創彩妝品牌「UNT」
共同創辦人簡士傑，十分熟悉

集客式行銷操作。簡士傑曾經

談到，業界普遍投入非常多資

源經營「Outbound」，靠打廣告

拉流量，卻忽略了應該要配合

「Inbound+ 公關 +CRM」，效

益才會更好。

「集客式行銷的本質，在於

提升品牌本身的內容。」那麼有

哪些方式可以讓顧客主動上門？

創造符合顧客取向的內容很

重要。 2004 年創立的 UNT，
彩妝產品銷售超過全球上百個國

家，簡士傑與共同創辦人妹妹簡

士晶，於 2009 年推出孕婦也可

以使用的無毒指甲油。當時指甲

油市場很大，UNT 不以數字訂

定色號，而是用文字替顏色分

類，讓每一個顏色的指甲油彷彿

有了生命，例如：「愛的小發癲

事件簿系列」、「搖滾歌手的夢

境系列」，不同顏色還有專屬文

案，色號「絲絨．鰭」，文案是

「女孩們，即使被海嘯洗劫，讓

我們用絲絨般的鰭，高雅游過縫

隙。」文案為指甲油增添意義，

很多女孩感覺上是買了「自己的

故事」。 2011 年後，UNT 指

甲油的在台銷量，遠超過競爭品

牌 OPI 的 10 倍。

網站內容要考慮SEO
簡士傑談到，除了提供有幫

助的內容之外，讓顧客在搜尋引

擎很容易找到商家的網站，是很

重要的關鍵。「要注意流量直接

回到官網本身，或是想要顧客

看到的地方。」簡士傑強調必須

以 SEO（搜尋引擎優化）、SEM
（搜尋引擎行銷）的方式，去製

作受眾喜愛或有興趣的內容，讓

潛在消費者在搜尋時自然而然就

能接觸到品牌。也必須要優化網

站結構、注意網站內部與外部連

結建立、網站關鍵字優化等。

「關鍵字」排名很重要

透過 SEO 關鍵字的建置、

維護、優化來提高關鍵字排名，

能使潛在消費者搜尋的時候，讓

你的網站很容易出現在他們面前。

簡士傑以知名電商平台「小

三美日」官網為例，每一個商品頁

下面都會有關鍵字，這些關鍵字

除了是商品本身的關鍵字，還會

變成標籤。那麼要選哪些關鍵字？

「你必須知道哪些關鍵字是真正

有人搜尋的，量體越大越好，這

些標籤再點進去，官網就會出現

所有同樣關鍵字的相關產品。」

這樣的做法，能幫公司產生

上萬頁的網頁，是原本用人力沒

辦法創立的。簡士傑強調，「這

也是 SEO 很重要的地方，網站

頁面量體越大，權重越重。所有

競爭條件都一樣的網站，只有

十頁網頁和有一百頁的網頁，

Google 會傾向推薦一百頁的。」

簡士傑強調，做集客式行銷

時，消費者打的關鍵字不一定是

集客式行銷
◎文：曾允盈 你的品牌，很有可能是品牌或商

品的關鍵字，例如搜尋天然、有

機、洗髮精，而不一定會直接搜

尋「綠藤生機」，「但是你要確

保，如果你的潛在顧客，主動去

接觸相關詞彙的時候，他要很快

能找得到你，而不是被你的競爭

對手拉走。」因此分析自家產品

要主攻哪個關鍵字格外重要。

除了 SEO，用 Email 等工

具，維繫和顧客的關係，設定自

動化行銷，讓不同階段的顧客，

取得不同的訊息，也是集客式行

銷的一環。

簡士傑表示，集客式行銷卻

也考驗老闆的耐心，網站通常必

須經營累積超過一年以上的時

間，才會開始有所成果，但是長

期穩定的流量和效果，絕對值得

花時間投入研究。

（文章轉載自《看》雜誌第

204 期，原文有刪節）

集客式行銷 推播式行銷

和顧客建立信任關係 企業角度出發，推播折扣、商品資訊

顧客獲得想要的資訊 不會和顧客互動

減少廣告成本 顧客收到廣告訊息可能認為被打擾

流量品質好 流量品質不穩定

▲集客式行銷 vs. 推播式行銷

讓顧客找上門讓顧客找上門

▲跨國電商UNT共同創辦人簡士

傑，嫻熟集客式行銷。吳長益攝影

看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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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懂諸葛亮這篇評論

桓公以管仲為霸

春秋時期，齊桓公任管仲為

相，成就霸業。管仲從經濟、農

業、稅賦等方面入手，使齊國區

區海濱之地，通貨積財。管仲提

出「倉廩實而知禮節」「四維不

張，國乃滅亡」，禮、義、廉、

恥是為四維，國家富足了，還要

教化百姓遵循為人之道。管仲繼

而輔佐齊桓公「尊王攘夷」，南

征北戰，九合諸侯。管仲主張尊

重民意，「政之興，在順民心；

政之所廢，在逆民心」。管仲

為相三十載，嘔心瀝血，為後世

相者之典範。

秦王以趙高喪國

秦始皇在沙丘駕崩時，趙高

與公子胡亥、丞相李斯，合謀篡

改秦始皇遺詔，立胡亥為帝，賜

死公子扶蘇，囚禁大將蒙恬兄

弟。胡亥繼位後，在趙高的慫恿

下，殺虐宗室大臣，其中也包括

李斯。李斯一死，趙高升任中丞

相，他勸二世盡情享樂，自己獨

攬朝政，肆意橫行，做出指鹿為

馬之事。二世以趙高為相，自己

最終慘死，斷送了秦朝基業，也

使天下再度陷入戰火。

結語

相似的事件，結果卻截然相

反，原因在於本質的不同。這些

歷史事件，在後人的解讀中，或

中肯、或偏邪，偏邪的解讀大多

錯在只看事物表面，忽略事物本

質，辱沒聖賢，反為惡者辯護。

本文雖按〈論讓奪〉原文結構，

兩兩進行了對比，但若把十個故

事放在一起概括，卻並非易事。

諸葛武侯以俯覽世間之勢，用

「明者以興，暗者以辱亂也」一

句，洞穿事物本質，使人慧光瞬

間明亮。不知您認真思考後，是

否也感到豁然開朗了呢？

可您知道諸葛亮達到了甚麼

層次嗎？他的一篇〈論讓奪〉，

僅用 88 字，對比了 10 則歷史

典故，釐清了連很多帝王將相、

史家名流都容易混淆的道理。那

麼，如果我們用心讀懂這篇評

論，是否將智慧大增呢？〈論讓

奪〉的原文是這樣：

「范蠡以去貴為高，虞卿以

含相為功，太伯以三讓為仁，燕

噲以辭國為禍，堯、舜以禪位為

聖，孝哀以授董為愚，武王以取

殷為義，王莽以奪漢為篡，桓公

以管仲為霸，秦王以趙高喪國，

此皆趣同而事異也。明者以興，

暗者以辱亂也。」

看到不熟悉的人名和歷史，

您可千萬不要畏難，把它們講成

簡明易懂的小故事，加以對比，

您便可以從中有所領悟。

范蠡以去貴為高

范蠡（音「禮」）是與越王

勾踐深謀二十餘年，幫助勾踐滅

掉吳國的謀士。成功之後，他深

知勾踐為人，可與共患難，難與

同安樂，於是改姓更名，帶諸子

與門客出走，墾荒經商。沒幾

年，就積累了數千萬家產。齊王

聽說了范蠡的賢明，便拜他為

相。范蠡悟道，嘆曰：「居家則

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

之極也。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

祥的徵兆。」他於是歸還相印，

散盡家財，再次隱退。

虞卿以含相為功

虞卿是戰國時期趙國的上

卿。長平會戰，趙國大敗，秦軍

退兵，向趙國索要六城。趙郝、

樓緩建議趙王割地，虞卿再三勸

諫趙王不要割地給秦國，以使趙

國陷入被諸國瓜分的境地。虞卿

定計，把六城割給與秦國有仇的

齊國，一則趙、齊聯手，天下可

以看到趙國依然大有可為；二則

秦國得知，必然會與趙國修好；

三則韓、魏聞之，亦會敬重趙

王，這樣對趙國而言，是一舉而

結三國之親。猶豫不定的趙王，

最終下定決心，從虞卿計，馬上

派虞卿出使齊國。不出所料，秦

國聽聞後，立即派使者到趙國修

好，虞卿為趙國立下大功。

後來，虞卿因好友魏齊之

故，卸下萬戶侯卿相之印，離開

趙國。虞卿解相後，終不得意，

乃著書曰《虞氏春秋》。

太伯以三讓為仁

太伯，也作泰伯，是周太

王古公亶（音「膽」）父的長

子。古公亶父知道三子季歷的兒

子 —— 姬昌有聖德，就想傳位

給季歷。泰伯知道後，便與二弟

仲雍一同逃往荊蠻之地採藥，

並且斷髮紋身，這樣就徹底斬

斷了自己的繼位之路，此為「一

讓」；古公亶父過世後，泰伯與

仲雍回來奔喪，季歷想讓位給長

兄泰伯，泰伯堅辭，「再讓」；

季歷不從，泰伯於是「三讓」，

說自己已斷髮紋身，不再適合當

社稷之主，季歷不得已而繼承王

位。後來季歷傳位給姬昌，是為

周文王，到文王之子 —— 武王

時，周滅殷商，一統天下。孔子

稱讚說：「泰伯，其可謂至德也

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

焉。」

燕噲以辭國為禍

燕王噲（音「快」），是戰

國時期的燕國君主。齊國的使者

蘇代來到燕國，對燕王噲說，齊

宣王因不信任大臣，一定不會稱

霸，於是燕王噲聽信蘇代之言，

厚任宰相子之。

鹿毛壽進一步向燕王噲進

言，說：「您不如把國家讓給子

之。人們說堯賢德，是因為他曾

想把天下讓給許由，而許由沒有

接受，於是堯有讓天下之美名，

但實際上卻沒有失掉天下。如

今，您把國家讓給宰相子之，子

之必不敢接受，這樣，您就可以

與堯齊名了。」

燕王噲於是將國家讓給子

之，短短三年，燕國大亂，引發

了國內戰爭，國難持續數月，死

者達數萬之眾。

堯、舜以禪位為聖

堯看兒子丹朱的德才不足以

繼承帝位，於是向四岳徵詢誰是

天下賢人，四岳推舉了以孝悌聞

名的舜。

堯見到舜，先詢問他的為政

理念，選定舜做繼承人後，堯又

從各方面考察舜。堯命舜任司

徒，舜推行五典教化，理順父

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五種倫理道德，天下安寧，百姓

和睦；堯任舜為司空，總理天下

政務，舜把各種複雜、棘手的事

情都處理得井井有條，百官樂

從；堯讓舜接待四方諸侯，舜做

得莊重，又合乎禮儀；堯派舜入

山林川澤，考察洪水情況，舜遇

到暴風雷雨，卻不迷行，堯以為

聖。堯禪讓帝位給舜時，得到了

上天祥瑞的回應，才隆重地舉行

大典，傳位給舜。舜禪位給禹

時，同樣任人唯德。堯、舜禪

位，德被蒼生，光照日月，垂範

萬世。

孝哀以授董為愚

董賢是西漢孝哀帝的寵臣，

以儀貌得寵。董賢於國無功，卻

在年僅 22 歲時，就位列三公。

匈奴單于來漢朝覲時，看見年少

的董賢統領百官，怪而問之，漢

哀帝說：「大司馬年少，以大賢

居位。」單于於是拜賀漢得賢臣。

哀帝無子，屢次想將帝位讓

予董賢。一次，哀帝在麒麟殿宴

請臣下，正喝著酒，哀帝笑看董

賢說：「我想效法堯禪舜，怎麼

樣？」王閎進諫曰：「天下乃高

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

承宗廟，當傳位給子孫。統業至

「諸葛大名垂宇宙」，杜甫名句絕非過獎之言。如果有

人給您出這樣一道題目－－「請用1個歷史故事說明一
個道理，字數要求是100字以內」，您是否需要思考一
會兒？如果把這個題目增加難度，「請您對比4個歷史
故事，並闡明一個道理，字數要求仍是100字以內」，
您是否覺得這個題目太刁鑽？

◎  文：趙長歌

太
伯

帝
堯

帝
舜

文
王

武
王

管
仲

您將智慧大增

重，天子不可戲言！」哀帝默然

不悅。不久，哀帝過世，董賢當

即被罷官，畏懼自殺了。

武王以取殷為義

武王取殷，上天早有安排。

堯禪位給舜時，有龍馬銜甲飛躍

祭壇之上，甲上以文字書寫，堯

之後將有虞、夏、商、周、秦、

漢當受天命。周文王被囚羑里

時，夜觀天象，明瞭伐紂乃天

命，於是推演八卦，布置了伐紂

的每一步。

商紂王輕慢鬼神、好酒淫

樂，唯妲己之言是從；厚賦稅以

實鹿台之錢，酒池肉林，男女裸

逐其間，施炮烙酷刑，誅賢臣，

親妖小，諸侯紛紛叛紂，往歸西

伯。周武王德行淳厚，以太公望

為師，周公旦為輔，興師伐紂，

殷民大悅，天下歸心。

王莽以奪漢為篡

王莽為人頗具迷惑性。他早

年孝謹謙恭，勤身博學，王太后

器重這個內侄，王莽愈加位高權

重。但王莽並非真賢德，他經常

做欺世盜名之事，比如讓妻子待

客時，穿得像傭人；比如在封自

己為「安漢公」，把女兒推為皇

后時，都做出天下人心所向之

狀，其實全是巧詐之術。

王莽奪漢時，漢室氣數未

盡，新朝建立後，天降瘟疫，盜

賊叢生，四海之內，喪失樂生之

心，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叛軍

四起，王莽派兵鎮壓，部隊十之

六、七患疾疫而死。後來綠林軍

攻入長安，王莽死於亂刀之下。 范蠡去相，世人以

為高明；虞卿辭相，眾人皆

為惋惜。天地有清濁，人世

分高低，身居高位能濟天下

蒼生，是為功德，只顯自身

榮華當為警戒，順應天意，

進退得宜，方為明智。

          武王取殷，受天眷
命，法度彰明，遐邇悅服；

王莽奪漢，沽名釣譽，威詐

虐民，流毒華夏。

對 比

 管仲為相，齊成霸

業；趙高為相，禍國殃民。

對 比對 比

 太伯順天意讓位

於聖德，心中無名，是謂

至德；燕噲辭國，托國於非

人，圖聖賢之名，君臣綱

亂，生靈塗炭。

對 比

 堯、舜禪位，心繫

蒼生，奉天承命，托天下於

大德大賢，為萬事景仰；孝哀

欲禪位寵臣，為一己之私，

卻自比堯禪舜，是為愚昧。

對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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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於公元前三百多年時就告誡人

們：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但現代人往往

任由惰性主導，貪圖享樂而逃避苦難，結

果錯失人生。

據《孟子 · 告子下》記載，上古五帝之

一的舜是從農耕的田野中被發現的，殷商

時期著名賢臣傅說是從泥水匠中被選拔出

來的，周文王推薦給紂王的重臣膠鬲是從

魚鹽販子中被選拔出來的，鮑叔牙推薦給

成為齊桓公重臣的管夷吾是從獄官手裡

釋放出來加以任用、成為中國歷史上著名

宰相的，春秋時期楚國名相孫叔敖是從隱

居的海邊被提拔上來的，秦穆公手下的賢

臣百里奚是從奴隸集市場被贖出後加以重

用的。

孟子說，上天將要降臨重大責任在這

個人身上，一定要先使他的內心痛苦，使

他的筋骨勞累，使他經受飢餓而體膚消

瘦，使他缺乏錢財、受貧困之苦，使他所

行不順、做事錯亂，用這些來使他的內心

受到震撼，使他的性格堅韌，增長他過去

所沒有的才能。

孟子認為，人常常犯錯誤，這樣以後

才會改正；心意困惑，思慮堵塞，然後才

能奮發；（心緒）顯露在臉色上，表達在

聲音中，才能被人瞭解。憂慮患害使人發

展，安逸享樂使人滅亡。

現代中國，由於物質條件提高了，很

多人幾乎從出生就沒吃過甚麼苦，大多數

獨生子女更是在蜜罐中長大的，逐漸的養

成了自私、霸道、強勢的性格，更不懂得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道理。在很多

人的觀念當中，追求享樂是理所當然的，

錯把「不勞而獲」、「一夜成名」、「窮奢

極欲」等當成價值取向。很多人年紀輕輕

就不願努力付出，而且還愛抱怨，生活中

遇到點苦難或者工作上稍微多做點事就開

始憤憤不平，覺得自己吃了很大的虧。

其實吃苦並非甚麼壞事。從現實上

說，苦難可以磨鍊一個人的意志，使之內

心變得堅強、能夠成事。

事實上真正對人有益的事情，多半都

是不太讓人舒服的。例如，晨練等運動雖

然辛苦，但卻可以讓身體健康；上司對下

屬嚴厲讓人心有不快，但卻可以培養人做

事嚴謹高效的習慣；良藥苦口利於病，忠

言逆耳利於行。

再往深層去探討，人是有業力的。有

業力就有苦難，人在吃苦時就可以消業。

如果一個人活在世上只是享福而從不吃

苦，結局多半會很糟糕的。說句笑話，

「有難早消，有病早治，有苦早吃」，是

好事不是壞事。

明代萬曆年間，山東青州的趙僖為

人剛正無私、勇於維護正義且不求任何

回報。在他任邑掾的時候，有位正直的

指揮使因遭人暗算，被冤枉入獄。趙僖

對指揮使的為人一清二楚，知道他是被

冤枉入獄，決心要為他洗清罪名。他通

過各種渠道，瞭解事情的來龍去脈，多

方搜集證據，反覆向上司提出申訴。最

後終於為指揮使洗清了罪名，冤案得以

平反昭雪，無罪釋放了那位指揮使。

事後，這位指揮使非常感恩，覺得

無以為報，想把自己的女兒送給趙僖作

妾，以報答趙僖的救命之恩。趙僖聽

後連連搖手說：「使不得！」指揮使堅

持想使趙僖接受，趙僖又搖手，連說：

「使不得！使不得！」義正詞嚴的拒絕

了指揮使的請求。

趙僖後來官至禮部右侍郎。又過了

幾年，趙僖的兒子趙秉忠，坐轎去參加

應試大考，途中聽到空中傳來聲音說：

「『使不得』的中狀元。」連說好幾遍，

他不解何意。趙秉忠殿試時出的題目

是「問帝王之政和帝王之心」，趙秉忠

論述了：「人君法天之治……一法之置

立，曰吾為天守制，而不私議興革；一

錢之出納，曰吾為天守財，而不私為盈

縮。一官之設，曰吾為天命有德；一奸

之鋤，曰吾為天討有罪……」並提出了

只要有一種符合天理的想法萌生了，就

要儘快見於行動；一種錯誤欲望出現

了，就要立即清除殆盡；像唐堯、虞舜

等古代聖王那樣，以身作則，善化民

眾，提高和規範民眾的道德水平，才能

招致吉祥世道……

大考結束後，趙秉忠果然高中頭名

狀元，時年二十五歲。回家後，他把赴

京趕考途中遇到的「使不得」的神奇聲

音這件事講給了父親。趙僖感慨的說：

「這是我二十年前親身經歷的事情，從

來都不曾告訴過別人，不知是哪位神明

告訴了你。」由此看來，善有善報的天

理真是真實不虛呀！奉勸世人要多行善

事，只有種下福因才能結出福果。

◎文：白雲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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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憂患 死於安樂

The philosopher Mencius told people in 
300 BC that one prospers during calamities 
and hardship and that one perishes when 
living at ease and comfort. However, in 
modern days, people tend to be led by inertia 
and laziness. People try to seek pleasure and 
escape from suffering, and thus they live a life 
in vain.

Mencius said that when Heaven is about 
to confer great responsibilities to a man, the 
individual must learn about suffering and 
physical hardship, be exposed to hunger and 
poverty, and experience disorder in his life. 
All these methods stimulate the mind, harden 
the nature, and develop his great potential.

Mencius believes that humans make 
mistakes but can correct themselves based on 
past experience. When they are distressed and 
perplexed, they will rise and achieve great 
accomplishments.

When men have seen, heard about, and 
experienced hardship, they can understand and 
rise to new heights. Hardship and calamity 
help one develop great skills and abilities, 
while ease and comfort have the opposite 
effect.

In  modern  China ,  because  of  the 
improvement of material benefits, many 
people have not experienced hardship, 

especially those who grew up under the one-
child policy. These children have gradually 
developed selfishness and a domineering 
character.

In many people’s minds, pursuing 
pleasure and happiness is the primary aim of 
human life. They want to reap without sowing 
and pursue overnight success and extreme 
luxury. Many young people are not willing 
to work hard and complain a lot about their 
lot in life. They feel resentful whenever they 
encounter a little difficulty in life, refuse to 
excel in the workplace, and feel that they have 
been taken advantage of by others.

Hardship is not a bad thing, as one can 
develop a strong will, and it can strengthen 
one’s mind and help one succeed. In fact, 
most things that are good for people are less 
comfortable. For instance, morning exercises 
and other sports are tiring, but they are good 
for one’s health.

Strict supervisors may not be pleasing 
but can help subordinates develop efficiency. 
Good medicine tastes bitter because it results 
in a cure, and unpalatable advice helps people 
see their faults and do things better.

People have karma, which leads to 
hardship. Enduring the hardship can eliminate 
karma. If a person has never endured hardship 

but only enjoys happiness, the outcome will 
probably be the opposite.

"Eliminating the calamity earlier, curing 
the illness earlier, and enduring the hardship 
earlier" is a good thing.

Ancient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ials 
From Humble Backgrounds

According to Mencius, in the chapter of 
Gaozi II, Mencius spoke of Emperor Shun, 
one of the ancient Five Emperors. He was 
discovered while working on a farm.

Fu Yue was promoted from a laborer 
skilled in building defensive walls to the 
position of a government minister in the 
Shang Dynasty.

Jiao Ge was a fish and salt trader before 
he became a Grand Counselor during the 
Shang Dynasty under King Zhou.

Guan Yiwu, also called Guan Zhong, 
became a famous prime minister under Duke 
Huan of Qi. He became a prime minister after 
he was released from prison. He was known 
for his reforms and skillful diplomacy.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Sunshu 
Ao became the well-known prime minister of 
the Hegemony of Chu. He was a hermit before 
he was selected to serve the country.

Baili Xi was a slave who later became a 
very important minister under Duke Mu of Qin.

Mencius: One Prospers in Calamities and Perishes in Comfort

父親解冤獄
兒子中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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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一項大

型研究的初步成果顯示，每天緊盯屏幕逾

兩小時的兒童，在語言、推理測驗上的表

現確實較為落後。

研究表明，長時間使用手機和平板電

腦的九歲和十歲兒童，其大腦處理感官資

訊的皮層有提早變薄的跡象，但兩者間是

否存在正向關聯性，仍需數年時間才能得

出結論。

NIH 斥資三億美元進行的「青少年

大腦認知發展研究（ABCD 研究）」，

在全美二十一個地點記錄逾一萬一千名

九歲和十歲兒童的腦部核磁共振成像

（MRI），試圖瞭解「屏幕時間」對大腦結

構的衝擊，這項研究預計持續十年。

研究主持人陶林（Gaya Dowling）

近日在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
新聞節目「六十分鐘（60 Minutes）」中

解釋，大腦皮層是大腦最外面的皮質，負

責處理感官資訊，而皮質變薄是大腦逐漸

「成熟」的跡象之一，通常是在九或十歲

以上年紀才開始發生。

美國「小兒科學會（AAP）」近期發

表的方針也建議家長，除了視訊聊天工

具，避免讓一歲半至兩歲的兒童使用數位

媒體。

最近，一項針對 3 萬 1 千個病例的

研究發現，治療心血管疾病的他汀類藥

物，在某一個臨界點——70 毫克 / 分升

（mg/DL）－－之下，效果不明顯。

德國魯爾大學（Ruhr University）
的科學家研究結論表明，聆聽莫扎特

（Wolfgang Amadeus Mozart）、施特勞

斯（Johann Strauss）的古典音樂作品，

對降低血壓有效，相當於從飲食中減少鹽

分或在做運動。

科學家對 60 名志願者進行測試，分

別播放莫扎特的 40 號 g 小調、施特勞

斯和 ABBA（瑞典流行音樂組合）的歌

曲，發現受測者在聽完莫扎特作品後，心

臟的「收縮壓」（systolic BP；心臟在跳

動時的血管壓力）下降了 4.7 毫米汞柱

（mm Hg），「舒張壓」（diastolic BP；
心臟在暫停跳動時的血壓）下降 2.1 毫

米汞柱。聽斯特勞斯作品後「收縮壓」下

降 3.7 毫米汞柱，舒張壓下降 2.9 毫米汞

柱。而在聽 ABBA 流行音樂時，血壓則

沒有變化。

該研究報告主撰人 Hans-Joachim 
Trapper 表示：「音樂對人類產生影響，

這是幾百年前就知道的事了。在古代，

音樂還用來改善奧運選手在賽場上的表

現。」

這份發表在《德國國際醫學學報》上

的研究報告表明，莫扎特 40 號 G 小調中

的特殊編曲，以及施特勞斯舞曲結構簡

單，旋律朗朗上口，週期重複的形式，有

益於人體心臟的血液循環系統。與古典大

師用音符來傳達情緒不同的是，ABBA
的音樂用歌詞表達情緒，該研究指出，口

語可能在控制高血壓上有反效果。

美國佛蒙特州的格拉斯滕伯

里山區，有一個神秘的三角形區

域，被稱為「本寧頓三角」。這

個區域曾發生多起離奇失蹤事

件，因此被人們叫作陸地「百慕

大」。這裡還有著關於大腳怪

的傳說，更為這些失蹤事件增添

了一些神秘色彩。

本寧頓三角區最初引起人們

的關注，是因為 1949 年的一起

神秘失蹤事件。詹姆斯．泰德福

德（James Tedford）是一名退

伍 軍 人，1949 年 12 月 1 日，

泰德福德從本寧頓軍人公寓乘坐

巴士回到本寧頓縣與家人過感恩

節，然而當巴士來到本寧頓縣站

時，泰德福德卻不見了蹤影，只

剩下行李留在巴士上。

乘客及司機都證明，一路上

沒見泰德福德下車，甚至一些乘

客還表示，在本寧頓縣站的前一

站仍然看到他坐在車上，沒有人

知道他是怎麼離開巴士的，直到

今天，他依舊下落不明。

自從詹姆斯．泰德福德事件

後，當局開始接到多起在本寧頓

三角區裡神秘失蹤人員家屬的報

案，而大部分失蹤者幾乎都是在

同一位置失蹤的。

1950 年 10 月 12 日，本寧

頓縣的一名母親到當地警局報

案，她將汽車停在本寧頓 9 號

公路旁下車休息，但她回到車

上後，發現坐在車裡的 8 歲兒

子保羅．傑普森（Paul Jepson）
不見了。

警方派出搜救隊對附近的地

區進行了搜索，結果搜救犬隨著

傑普森的味道蹤跡，在本寧頓 9
號公路附近的一處河邊處停了下

來。而就在這條河邊，5 年前發

生過一起同樣的神秘失蹤案。

1945 年 11 月 12 日，一個

名叫米迪．里弗斯的職業獵人，

在本寧頓 9 號公路附近打獵時

神秘失蹤，人們在附近的一處河

邊找到了里弗斯的獵槍，獵槍裡

的子彈一發都沒用，而里弗斯再

沒有出現過。

同一條河邊，米迪．里弗斯

與傑普森都人間蒸發了。而另一

位失蹤者，卻在半年後，被發現

拋屍在這條河邊，死因不明。

保羅．傑普森神秘失蹤的兩

週後，一個名為弗里達．傑克遜

（Frieda Jackson）的女子在格

拉斯滕伯里山區徒步旅行時也莫

名消失。 1951 年 5 月，人們在

本寧頓 9 號公路附近的那條河

邊，發現了她的屍體。看起來就

像是被拋屍在那一樣，並且無法

查明死亡原因。

其實該地區發生神秘失蹤事

件並不是從泰德福德開始的，只

不過因為泰德福德涉及到退伍軍

人的身分而備受關注。

1946 年 12 月 1 日， 一 名

18 歲的女大學生韋爾登（Paula 
Jean Welden）在本寧頓附近徒

步旅行時失蹤。據一對目擊老夫

婦的描述，當時他們在她身後距

離約 90 米的地方，看見她走進

了前面的一條小路，但等他倆到

達那裡時，她已失去了蹤影。

韋爾登再也沒有回到大學校

園，事發後，她所就讀的本寧頓

學院進行了廣泛的搜索，甚至懸

賞 5 千美元搜尋她的下落，並

尋求聯邦調查局的幫助，但是

一直都沒有找到有關她的任何

線索。

本寧頓地區是一個神秘地

區，印第安人說本寧頓三角區

是一個「鳥飛不出」、「風吹不

進」的危險地區，嚴禁部落裡

的人進去。最早有資料記載的

失蹤事件發生在 1892 年，一個

名叫亨利．麥克道爾（Henry 
MacDowell）的精神病人從本

寧頓精神病院裡逃了出來，在被

追到本寧頓三角區後，突然消失

得無影無蹤。

另外，本寧頓三角區還有著

大腳怪的傳說。根據當地民間

傳說記載，在 19 世紀的某一個

雨夜，一輛馬車在現今的本寧頓

9 號公路上行駛途中，雨突然變

大，馬車無法繼續前行。馬車上

的人便決定在附近露營，等雨小

了再趕路。當他們把帳篷支起來

後，卻突然從樹林中竄出一隻全

身長滿毛髮且身高約 2.3 米的人

形生物，這個生物把他們的馬車

推翻後，跑進樹林裡消失不見了。

最近的一起大腳怪目擊報

告，發生在 2003 年。據目擊者

稱，他們在本寧頓三角區附近看

到一個全身紅色毛髮且直立行走

的高大人形生物。

那麼這些神秘失蹤事件，到

底是與時空隧道有關，還是與大

腳怪有關呢？

◎ 文：青蓮 圖：Adobe Stock

盯屏幕影響兒童語言推理 古典音樂能降血壓   
◎ 文：紫雲 ◎ 文：清風

人類投入大量人力

物力研究太空、宇宙，但

是迄今為止，地球上還有

許多令科學家無法解釋的

事情，存在著許多未解之

謎。

「本寧頓三角」神秘事件

植牙

口腔手術

牙病治療
各種

去智齒

牙周病

牙齒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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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諮詢

免費
諮詢

2008 年畢業於
UBC

粵、英語

陳守誠 醫生
DMD

2001 年畢業於
亞省大學

英語

Richard Krim 醫生

DDS

2012 年畢業於
UBC

1992 年畢業於
華西醫科大學

國、英語

劉青青 醫生
DMD

務務務

考慮矯牙或植牙？歡迎來免費諮詢
Horizon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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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horizondentalgroup.ca

矯正牙齒可分期付款
接受多種保險

專業嚴謹 嶄新設備 舒適環境 地點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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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顯示，手機、平板電腦對兒

童的語言推理有影響，使其表現較

其他孩子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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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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天营业
周一至周五：早 9 点 ~ 晚 8 点

周六 、日：早 9 点 ~ 晚 6 点

本次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

有 38 處世界遺產申報項目接受

審議，包括：30 處文化遺產、6
處自然遺產、2 處自然和文化混

合遺產。中國有兩處世界遺產

申報項目：「黃（渤）海候鳥棲

息地（第一期）」申報世界自然

遺產；「良渚古城遺址」項目申

報世界文化遺產，兩個項目都

成功獲准列入。

世界遺產委員會表示，良

渚古城遺址展現了一個存在於

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以稻作

農業為經濟支撐，並存在社會

分化和統一信仰體系的早期區

域性國家形態，印證了長江

流域對中國文明起源的傑出貢

獻。遺址真實地展現了新石器

時代長江下游稻作文明的發展

程度，揭示了良渚古城遺址作

為新石器時代早期區域城市文

明的全景，符合世界遺產的真

實性和完整性要求。

在當天大會審議階段，世

界遺產委員會多個委員國代表

先後發言，對良渚古城遺址突

出的普遍價值、真實性和完整

性給予高度評價。隨後，所有

委員國一致同意將該項目列入

《世界遺產名錄》。

中國常駐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代表說，經過 25 年的準備和

努力，實證中華 5000 年文明史

的聖地、具有極其重要意義的

良渚古城遺址終於被列入了《世

界遺產名錄》。

良渚古城遺址是人類早期

城市文明的傑出範例，是實證

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聖地。此

次申遺成功，標誌著中華五千

年文明史得到世界的一致認

可，是中華子孫堅定文化自

信、探索中華文明起源取得的

又一重大成就。

以申遺成功為新起點，恪

守國際遺產公約，高標準、全

方位保護好良渚古城遺址這一

文明瑰寶，高水平研究和發掘

良渚文化的獨特價值，進一步

擦亮良渚遺址這張世界級文化

金名片，為保護和利用人類文

化遺產、傳承和弘揚中華文明

做出新的更大貢獻。

《良渚：神王之國》中寫道，

良渚的玉器數量巨大、種類豐

富，在中國史前玉器中獨樹一

幟，是史前玉文化發展的最高

峰。

其中，良渚古城是良渚文

化的權力和信仰中心古城的主

體，結構分為三重，中心為莫

角山宮殿區，其外環繞的是城

牆和外郭，堆築高度由內而外

逐次降低，顯示出明顯的等級

差異。

考古學家推算，良渚古城

總土方量超過 700 萬立方米，

古城外圍水壩工程總土方量超

過 288 萬立方米，如此浩大

的工程需要高度集權、精心規

劃、統籌組織、長期營建才能

完成，這是良渚社會進入文明

階段的重要標誌。

南方多雨，容易形成水

患，「排水」十分考驗先民們的

智慧。良渚古城外圍還有規模

宏大的水利系統，其年代距今

約 5000 年。

從良渚文化高度發達的社

會生產力、明顯分化的社會階

層、神王合一的權力體系，特

別是出現了城市文明等現象分

析，可以看出，這一史前文化

已具備了早期的國家形態。

1936 年，杭州良渚，一個

名叫施昕更的年輕人的考古發

掘，掀開了良渚遺址的一角，

開啟了中華文明之光。此後，

歷經數十年搶救性發掘，良渚

因良渚遺址命名的

良渚文化，距今5300

至4300年，持續發展

約1000年。良渚文

化有發達的犁耕稻作

農業和以精美玉器、

漆器等為代表的系統

化、專業化的手工

業。

【看中國記者鍾華

綜合報導】今年在阿塞

拜疆巴庫舉行的第43屆
世界遺產大會上，中國

浙江杭州的良渚古城遺

址被正式列入《世界遺

產名錄》，成為中國第

55處世界遺產。

左圖：良渚瑤山祭壇單節獸面琮；右圖：良渚瑤山祭壇神人獸面玉琁璣（攝影：鍾華）

良渚申遺成功

證實五千年文明

遺址出土了大量灰黑陶、玉

琮、玉璧、玉鉞等玉器。 2007
年，300 萬平方米的良渚古城重

見天日，複雜的水利系統、成

熟的稻作生產、統一的文化信

仰、分化的社會階層等，呈現

了一個文明古國的物質文明和

精神世界，實證了中華五千年

文明史。

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

認為，良渚遺址一個墓裡，往

往有上百件隨葬品，還有製作

非常精緻的武器——玉鉞，有

的短柄鉞上下還有玉質裝飾，

顯然是軍事指揮權力的象徵。

他解釋，從良渚遺址墓葬

出土的隨葬品、規模宏大的水

利工程等來看，反應了良渚文

明當時已經有了很高的社會分

化程度，以及高超卓越的手工

技藝。一些「糧倉」的遺址，也

能證明當時稻作農業的發達。

「良渚遺址考古發現的種種

證據都能表明，距今五千年左

右，長江流域已經進入『古國文

明』階段。同時期，中華大地各

個區域中，良渚文化的發達程

度是具有領先地位的。」王巍解

釋。

王巍認為，良渚古城遺址

成功申遺，讓全世界瞭解到我

們中華五千年文明並非虛言，

而是一個歷史的真實，其意義

也正在於此。最後，良渚文化

融入了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中

華文明滾滾洪流之中。

良渚申遺成功後，復旦大

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教授、曾

兩次主持良渚博物院策展的當

事人高蒙河對媒體表示：「國際

學術界曾長期認為，中華文明

只始於距今 3500 年前後的殷商

時期，良渚古城被列入世界遺

產，這意味著中國文明起源和

國家形成於距今五千年前，終

於得到了國際承認。」

中國考古協會會長、故宮

博物院原院長張忠培先生生前

認為，良渚古城在國內獨一無

二，其意義與價值可比殷墟，

可稱為「中華第一城」。

（待續）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C6 看教育 Education       第 83 期    2019 年 12 月 5 日—12 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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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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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

       玉不琢，不成器。

       人不學，不知義。

       為人子，方少時。

       親師友，習禮儀。

【字詞義解釋】

（1）琢：以雕刻或磨的方

式來加工玉石。如：雕琢。（2）
成器：製作成可使用或精巧美好

的器物，也可以用來形容一個人

成材、可造就。（3）義：合宜

的事情或正道、正理。

【譯文參考】

一塊玉石，如果不經過仔

細的雕琢，就不能成為精美有 
用的器具。人也是一樣，即使先

天有很好的資質，但是如果不努

力學習，就無法明白做人處世的

道理。

做子女的人，要趁著年少的

時候多親近良師、結交益友，虛

心接受教導和規勸，並學習待

人、處事、應對、進退的禮儀。

【課文講解】

因語言淺白，這幾句話的含

義幾乎一讀就懂，頭四句是承上

啟下的過渡句，也是直接對孩子

的勸導，是在前三課闡明教育以

德育為本，父母和老師要重視教

育的基礎上，開始正式進入具體

的面對孩子的教導，用玉石需要

工匠的精心雕琢方能成為有用之

器物，來比喻人的成長需要精心

的培育和教導，否則無法成為有

用的人才。其核心依舊在於告訴

孩子，學習和受教的重要性，而

學習就是為了懂得做人的正確道

理，也就是說，學習的終極目標

是為了懂得「義」理。

傳統的學問，核心在於明

理，而非在於懂得多少知識和見

聞，擁有多少本事，並以此來傲

視於人。所以《三字經》反覆強

調這一點，如果這一點無法理

清，就會失去做學問的意義，變

成酸腐文人、心胸狹隘，所學的

一切知識和擁有的才華本事，甚

至可能變成危害社會的利器。這

就是為何傳統學問，始終把「仁

義」二字擺在首位的主要原因。

「仁、義、禮」一直是國學

的核心、儒學的核心，也就是傳

統中國人做人的核心，這裡以

一個「義」字，代表了具體的德

育。孔子強調「仁義」二字，而

「禮」是「仁義」的外在表現和

具體規範，民族不同具體的禮儀

不同，但都是為了表達對人的敬

意、尊重、感恩、問候、關懷等

人對人的善意。

舉個例子，路上碰到行人，

如果是認識的人，對方對你視而

不見，把視線錯開，你一定會感

覺不舒服，有種被人忽視的感

受，自然會在感情上受到傷害而

生氣，相反對方打個招呼、問你

近況，你就會感到被人關心重

視，所以重視傳統禮儀的人，即

使是陌生人，也視為有緣人，會

相互問候。問候的禮儀，會根據

場合、對象、長幼親疏等關係的

不同，具體形式不同，但是歸根

結底是為了表達人對人的善意。

所以懂得了「仁義」的重

要，懂得了學習是為了明白做人

的正理，以此善待他人，那麼必

然第一步就是做到後四句的要

求，作為人的子弟，從小要打好

做人的基礎，就要親近良師益

友，學習基本的待人禮儀，為的

是言行舉止能合情合理地表達各

種善意。否則，就會因傷害了別

人而引發各種矛盾、誤會和爭

端，人生必然受挫。

「玉不琢……習禮儀」這段

話講的是學習的第一步：從小首

先跟良師益友學禮儀，學習禮儀

是日常生活與人交往應對時具體

踐行義理的方式。否則，即使想

要做到仁義，卻沒有具體行為方

式，就會在不經意中產生誤會或

傷及他人，甚至結下惡緣，遭人

非議和排斥，對人對己都沒有半

點益處。而從小養成以禮待人的

習慣，會讓人一生受益，非常重

要，否則，形成惡習想要再改，

就很難了。（待續）

《三字經》讀書筆談 4

停好車子，一隻黑色的中型

箱子小心翼翼地從車後座被提了

出來。遠遠地，在二樓我看不清

楚兩人臉上的表情，但由王太太

和婷婷走起路輕快便捷的身影上

看來，雖然是奔馳了六十里路，

但可以推知這第三回的見面，母

女倆應是載欣載奔而來的……

近半年前，首次接到王太太

無助而哽咽的電話，她告訴我監

護權歸她的婷婷「拒學」在家已

經有兩個月的時間了。孩子彷彿

是自囚般，整日守著電視、電

腦，就是極少出房門來；平時脾

氣卻忒大，回話的內容常常充滿

了敵意而難以溝通。孩子從臺北

轉回來後，原本明朗的個性不見

了，在新學校裡少有朋友，功課

自然是大大地退步，最後索性就

中輟在家了。

婷婷的情況讓我想起了初至

口湖國中服務時，帶回中輟生維

謙的往事。維謙已經接近一個學

期未至校上課，第一回於事先通

知下準備請回孩子，可惜的，因

為與維謙從未見過面，我雖然在

緊閉的房門外舌粲蓮花地吹彈良

久，結果還是吃了閉門羹，大夥

兒悵悵然無功而返。

改日，因有前車之鑑，我、

主任和導師三人與維謙家人裡應

外合、掩旗息鼓地，我們一號人

摸上他的房間，久不見生人的孩

子見狀大驚失色，維謙雙手抱頭

蜷曲著身子，無論怎麼用力翻轉

也轉他不過來。直到孩子回校

後，我們才發現因為作息晨昏顛

倒，致使維謙臉上滿布紫黑的大

青春痘，此刻，方瞭解孩子避不

見人的主要原因了。我猜著，婷

婷莫非也有相似的困擾？

八月中旬暑假間我們約好的

見了面，媽媽期待新學期伊始，

孩子能結束自我放逐的日子回校

上課。下午二時許，王太太與婷

婷如約地來到我的辦公室，一見

面，我差些將「教授」二字叫出

口來。婷婷一派都會區長大深富

教養的舉止與清秀的學者型外

表，令我即刻以貌取人；也只有

我自己知道，這是諮商關係中

我的獨門秘技「新標籤」的破冰 
技巧。

但我尚不擬發此驚歎句式的

辭彙，震懾了已有兩個月未上學

的孩子。因而，我選擇優閒而雍

容地先幫遠來的客人上了茶，當

婷婷緩過神來之後，我大獻誠懇

的說道：「我是否可以稱呼您教

授，您的氣質，我的學生們沒

有幾位能比得上的！」利用學生

們不在現場之際，我將婷婷的

人際心理地位不著痕跡地拉抬

了數級，但我確信自己是說了 

真話。

「校長，我想轉學到你的學

校來！」我投了桃，婷婷俐落的

回了李，我知道是教授的讚辭起

了作用。孩子的家在數十里路

外，自然不可能轉到海角來的，

繼而我又夾施內勁：「教授您如

果真的轉來，一定會被很多老師

和同學們喜歡的！」孩子和媽媽

聞得邀請，不約而同地笑開懷，

王太太還特別趨過身徵詢婷婷轉

學的意願。我不準備與孩子探討

父母親關係生變的事實和轉至新

環境後對她的負面影響，我深

知，原因分析只會讓孩子繼續陷

在「問題」當中，我要孩子知道

她有能力被許多人喜歡，同時，

也有能力喜歡別人和學校的。

話匣子一打開，我驚異地直

讚歎婷婷不僅是談吐優雅，思路

更是清晰；另方面，她也喜歡閱

讀小說和拉小提琴。我會習慣性

地搜尋個案的亮點，此次得來竟

不多費功夫，一下子就找著了。

「小說我還略知一二，小提琴我

只有崇拜教授的份了！」我教授

長、教授短的經營悅納的情境之

外，也預備將促成孩子改變的機

會置於可見的潛能上；所以，我

接著表示非常期待能聆聽到孩子

的小提琴獨奏。後來我得知兩個

月來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婷

婷，外出找她的小提琴老師練 
琴去了。

學校尚未開學，婷婷催著媽

媽要再次來找我聊天。於溫馨的

氣氛裡，我們將改變的重點擺在

與同學、家人的互動過程中的信

息處理，學會正向的解讀上，藉

以提升婷婷對自己、對他人、對

未來能抱持著發展性的看法，此

項的學習安排對孩子而言，收穫

頗大。

開學後兩個月，我一直沒有

婷婷的消息，因此，有天特意利

用出差的空檔到婷婷就讀的學校

探訪她。在謝校長的辦公室裡看

見了身心愉悅、適應良好的婷

婷；也瞭解了開學以來，孩子不

僅僅是能正常的上、下學，成績

更有大幅度的進步，她本來的英

語程度就好，而原先討厭的數學

科的學習成就竟然出格的優異。

婷婷的改變著實令人感到驚喜與

安慰。

上週五婷婷的學校舉行運動

會，她特別請了下午的假，攜著

小提琴，跟著媽媽，第三度到口

湖來，目的是要兌現她先前的承

諾，另層意思是要送我一項禮

物：「謝謝您叫我教授，而我有

此榮幸為教授的校長拉首小提琴

嗎？」孩子表面上似回贈了我一

頂尊榮的帽子，具體的說，是孩

子學會了表達「積極情感」的技

巧。適值下課時間，我隨即禮邀

了近二十位學生歡喜入座，持

著琴的婷婷怡然而出，美籍教

師 Mark 先生為她翻譜。稍後琴

聲忽起，那柔美的樂音直發人 
遐思……

當二十位小嘉賓陶陶然之

際，我想著婷婷表演前的最新

決定：「大學時我想唸諮商與輔

導或心理系，立志當個諮商心理

師，幫忙有身心困擾的人；開業

時，我會邀請校長當諮商中心的

顧問！」想著、想著，我不由自主

地笑出聲來，竟也同時悟到：這

才是教授她真正送給我的禮物！

◎文：吳雁門

校 園 風 情 教授的禮物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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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麗夫人好：

看您的版已有一段時間，這

回是我自己的問題。簡單敘述如

下：大學時認識一個學妹，很漂

亮，那時就很喜歡她，但因她有男

朋友，所以僅止於學長學妹的關

係。分開十年後，我們在臉書上相

遇，聊天之下才知道她跟大學的男

友去年已經分手，目前單身。可能

因為之前回憶的關係，我們約出來

見面，彼此感覺很有默契，並朝著

男女朋友的方向穩定進展。

直到上禮拜，我們相約去東

部玩，旅館由我來訂，結果發生

了一些意見不合的情況。學妹很堅

持要訂一個晚上一萬的房間，如果

兩間加上兩個晚上，就要我一個月

的薪水了！當然學妹因為也有工

作，所以她說她的房間她會自己負

擔，但我的觀念是，房間只要乾淨

就好，一個房間五六千其實就很好

了，沒有必要訂到一萬塊的，我不

是花不起，而是覺得沒有必要。

其實之前也有過類似的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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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者來信

 曼麗回信

金錢觀不同能走下去嗎？
●文：曼麗夫人 
●圖：Adobe Stock

小田你好：

感謝長期支持本專欄。對於

你信中提出的問題，可以看出你

有理性的一面，但也有感性看問

題的一面。

理性的一面在於，你意識到

兩人金錢使用的觀念不同，會是

日後情感持續發展後的不穩定因

素。尤其，你嘗試溫和的溝通，

發現學妹的堅持難以撼動，兩人

的不同調就像各居天秤的兩端，

誰都不想被誰壓下去。況且，對

金錢的支配的確是個人自由，但

如果是共組家庭時，對婚禮、房

子、車子等等的金錢開銷，就不

是單一方面的問題了。所以，你

在此時能緩下腳步思考問題，的

確不能不說你很理性。

那麼，感性在哪裡呢？在

於你念舊的態度。學妹是你學生

時代的夢中情人，原因如信中所

言－－很漂亮。血氣方剛的年紀

看問題直接，常被第一印象被動

建構自己的喜惡。但冷靜想想，

你還是可以分析出來，你愛戀的

是學生時代的那個女孩，而她已

不是 10 年前的她，就如同你也不

曼麗小語：建議先放慢腳步，

觀察彼此的默契和價值觀，

在沒有成為男女朋友之前，

作出理性正確的判斷，這不僅

是為婚姻負責，也是為學妹

的青春與情感負責。

Gamjatang / 
Pork-on-the-Bone
Soup with Potatoes
豬大骨、土豆和蔬菜吸取湯汁精華，辣辣的。

【韓式豬骨湯】

Seolleongtang / Ox Bone Soup
牛骨、牛肉長時間燉製，享受純正骨膠原。

【牛骨牛肉雪濃湯】

Galbitang / 
Short Rib Soup
順喉香甜，補血增力。

【牛小骨湯】

Gimbap / Dried Seaweed Rolls 
滋味豐富，爽脆紫菜皮，無需
醬油等調味。

【韓式紫菜飯卷】

Topokki / Stir-Fried Rice 
Cake 年糕、辣椒醬、配菜，
又辣又甜又香！

【辣炒年糕】

Sundubujjigae /Spicy Soft 
tofu Stew 豆腐蔬菜與肉，濃
稠湯品，湯中食料是主角。

【辣豆腐鍋】

Yukgaejang/Spicy Beef Soup
開胃爽口，配米飯，吃到飽！

【辣牛肉湯】

優惠券
消費超過 20元，優惠 20%（限堂食）。
20% Off  over $20 order (Dine In Only).

1204 17th Ave SW Calgary tasteofkorea.ca(403) 245-8979

週一：休息

週二∼週四：11：30 ∼ 9：00
週五∼週六：11：30 ∼ 10：00
週日：11：30 ∼ 9：00(403) 245 8979      1204 17th Ave SW Calgary

N

傳統韓餐 調和五行
來吧，享受撫慰人心的滋養膳食！

消費超過 20元，優惠20%（限堂食）
韓之味

【辣炒年糕】

免費停車 Free Parking

免費停車 Free Parking

【鐵板牛仔骨】 LA Galbi / Grilled Beef Short Rib
外焦內嫩多汁不膩

Soup with PotatoesSoup with Potatoes

(403) 245 8979      1204 17th Ave SW Calgary

是 10 年前的你。

如果，10 年前你們認識也相

戀，她可能不會在意住宿要多少

錢（學生時代大家都沒有經濟能

力），你也或許不會在意花多少錢

（年輕人談戀愛有時很熱血）。但

是，10 年讓一個人從校園踏向社

會，思想觀念不會改變嗎？這改

變造成的不同，才是男女感情要

相互磨合的一大考驗，哪裡還是

學生時代單純的喜歡，就可以談

一場清澀的純純之戀呢？

雖然你對過去學生時代的學

妹有期待也有想像，但能真正可

以和另一半走入婚姻的關鍵，卻

不在過往的回憶與單純的外在所

能維繫。建議您先放慢追求的腳

步，也緩和一下對學妹再度相遇

時的衝動和愛意，多多觀察彼此

的默契和價值觀，好在沒有成為

男女朋友之前，做出理性正確的

判斷，這不僅是為自己走入神聖

婚姻的態度負責，也是為學妹的

青春與情感負責。祝福你！

執，就是我覺

得這樣的價位就

可以，她卻希望要更好的。其實她

並沒有特別花用我的錢，但我是很

認真想經營這段感情走向婚姻，畢

竟能遇到以前的夢寐以求的對象真

的很幸運，但我也是很理智的人。

我發現經過我溫和地溝通

後，她並沒有認同我的想法，我們

在金錢的價值觀念上真的很不一

樣，學妹也不是會妥協的人，很有

自己的堅持，我擔心婚後，這個問

題會成為我們相處的障礙。所以我

是想是不是發現彼此不同處的時

候，在進入交往前理性踩剎車呢？

因為照我們的進度下去，似

乎很快就會成為男女朋友，我並不

想交往之後又分手，這樣真的很耗

心力。請您給我建議，萬分感謝！

小田

惠食街

炒鍋、執碼、油爐
企檯（服務員）
幫廚洗碗

有意請電：403-276-3288

誠聘：
STAMPEDE
豐田車行 等你加入！
要求：熟練國、粵、英語

2508 24th Avenue Calgary

有意者請發簡歷至：lchui@2toyota.com

誠聘華語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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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德嫻：

【看中國訊】林志玲和

AKIRA 婚後接受《VOGUE》
雜誌專訪，曝光了如何愛上

對方的甜蜜往事。

林志玲說，第一次看見

AKIRA 是 EXILE 的演唱會

上，第一次正式交談則是在

舞台劇「赤壁 · 愛」的會議

上，AKIRA 相當善解人意，

「我很喜歡他的笑容，感覺當

他笑的時候，眼睛都會笑。」

真正讓林志玲下定決心

的，是去年祖母過世的時

候。她當晚回到家之後，

難過到覺得快要無法呼吸，

這時候第一個想到的就是

AKIRA。「我 拿 起 了 電 話

打給他，我只說了，我的祖

母……，他就說，祖母怎麼

了，過世了嗎？聽到他講這

句話之後，我開始大哭，……

哭到不知不覺就睡著了，我

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醒

來的時候，發現自己還在電

話上時，迷迷糊糊的就說了

聲，哈囉，然後，他在電話

那頭說，我在這裡。」

「就是這個人了吧」林志

玲想著，「他僅僅只是在電話

的那頭陪著我，我卻可以感

覺他就在我的身旁，那是一

種陪伴，是我一輩子都不會

忘記的感動瞬間。」

AKIRA 回 憶， 第 一 次

知道志玲是在電影版「赤壁」

的時候，當時在電視上看到

來日本宣傳的她，就覺得世

界上怎麼會有這麼漂亮又有

氣質的女生，如果人生中能

遇到這種女生的話，該有多

好。AKIRA 坦言，在舞台劇

結束之後，就已經開始對林

志玲產生情愫。

在「赤壁 · 愛」殺青酒的

時候，林志玲送了 AKIRA
袖扣當禮物，AKIRA 很好

奇，查了一下，發現送袖扣

似乎有「想訂終生對象的人」

的意思，「當下就覺得是不是

志玲對我有意思，心中小鹿

亂撞了下，真的是有種又期

待又怕受傷害的感覺。」但卻

沒敢問出口，後因為各自工

作忙碌，一直維持著友情關

係。

認識了八年，共同經歷

了許多事，AKIRA 覺得，林

志玲應該是自己共度餘生的

另一半。「去年我們兩人見了

面好好討論了未來，深刻感

受到在我們未來的藍圖裡，

都有對方的存在，於是，我

們決定結婚，在一起。」

【看中國訊】自修例風波起，

曾多次參與遊行的藝人葉德嫻

（Deanie）接受《JET Magazine》
訪問時，感嘆欠了年輕人的。

葉德嫻自嘲自己已經「老

嘢」，能為香港年輕人做的其實

不是太多，稱擔心自己會連累

年輕人。譬如每次看到年輕人

上街，她也很想追上前，但又

會想到「如果你衝上前，人家可

能還得花力氣保護你」，這樣按

捺自己，警惕自己，以免連累

了他們。

葉德嫻說，自己並不是什

麼大人物，也從來沒想過要說

什麼特別有影響力的話，只是

秉持著要坦白、直言。看到現

在香港年輕人出來做的事情，

感覺到他們真的是「由心而

發」，令人不得不佩服他們，也

都很感激他們。如果不是這些

年輕人挺身而出，這個「送中」

惡法可能早就已經通過了。對

年輕人「我覺得香港人永世就欠

了他們的」，葉德嫻說。

她還表示，我們老一輩的

香港人在溫水煮青蛙的政策

下，做錯了很多事，需要去彌

補。對於這些錯誤，不能只回

應：當時不知道就算了。這些

錯誤不是一句當時不懂就能帶

過，這些錯誤是需要彌補的。

葉德嫻是香港女歌手和演

員。 2004 年憑與許志安合唱的

歌曲《美中不足》獲頒叱吒樂壇

至尊歌曲大獎；2011 年憑電影

《桃姐》分別獲得第 68 屆威尼斯

影展、第 48 屆金馬獎及第 31
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影后。

【看中國訊】臺灣藝人高以

翔 11 月 27 日在浙江衛視錄製

節目《追我吧》時倒地，送醫搶

救仍宣告無效。遺體 12 月 2 日

下午在女友 Bella 及二哥高宇橋

搭機陪同下運回臺灣。粉絲哭

著說：「用這種方式送他回家，

我們真的很傷心！」

事發至今，不少網友指節

目製作單位並未有效急救，還

持續在拍攝，延誤黃金救治時

間；更有陸媒披露指，事發當

時，現場不僅救護車因為路障

無法第一時間到位，連最重要

的黃金救援 4 分鐘內，也沒有

急救設備及專業醫護人員，粉

絲提出多項訴求，希望能為高

以翔討公道。

據《鏡週刊》報導，微博

上流傳一張自稱是浙江衛視的

工作人員的對話記錄，該工作

人員對友人透露了想離職的心

境，並稱除了頻繁的緊急會議

外，衛視部長甚至說出：「高以

翔真的中看不中用，沒跑兩下

就猝死了，現在多了那麼多麻

煩事。」引來網友罵

聲一片，「你配當人

嗎？！」

高以翔的不幸遭

遇，讓網友翻出香港

藝人黃秋生之前的言

論。黃秋生在 2013
年接受《鳳凰娛樂》

專訪時就直言《中

國星跳躍》這類綜

藝節目：「貿然叫藝人去跳水，

這麼高撞入水，根本就是收買

人命！」大陸導演趙薇也在《演

員請就位》節目中，因拍片進度

太趕，缺少睡眠時間而吐槽：

「這絕對是個『鐵人三項』的項

目，不是個綜藝節目，上賊船 
了。」

【看中國訊】近期騰訊視

頻播出的《演員請就位》定位

是「中國首檔導演選角真人

秀」，頗受關注。在最新一期

的導演親自執導短片的比拚環

節，口碑最好，又讓人意外的

非趙薇的短片《面具》莫屬。

《面具》改編自大陸知名

古裝劇《大明宮詞》，用戲中

戲的方式，演繹了一對新人演

員的傷感愛情故事。網友對此

一片叫好：「唯一看的掉眼淚

的，是趙薇的戲。」「趙薇組

最驚艷。」「《面具》拍的真的

太好了，看一次哭一次，每次

音樂一響眼淚就流」…..
《面具》出人意料地設定

了犀利情節：造成身為演員的

一對戀人不得不分手，其原因

竟然是大陸娛樂圈的潛規則。

比如「三個（人競爭飾演）太

平（公主）。第一個，是出品

人的；第二個，是導演的；第

三個，確實不錯，但是誰的

人？」鏡頭還展現了為了競爭

「太平公主」一角，第二個候

選演員離開現場時與導演拋了

媚眼，導演接收到訊息後，一

臉「嘚瑟」和「暗喜」的表情，

但很快就有種見怪不怪的不

屑。這則短片反映出很多新人

演員的無奈：雖多次試鏡，但

很難成功，因為主角和重要配

角因為關係，幾乎早已內定。

另外短片還揭示的是，對

新演員，片方不可能白捧他，

要簽長時間的合同，源源不斷

地從其身上榨取商業利益；並

且為了保持所謂流量，不許偶

像談戀愛等。

「就是這個人」

我們欠了年輕人

林志玲自曝為何嫁AKIRA

感人愛情透現實無奈

 粉絲超憤怒

葉德嫻說︰「我覺得做正事是對

的，做正確的事是最重要的！」

（網圖）

高以翔驟逝，疑似浙江衛視高層對話遭瘋傳，

引發粉絲眾怒。（微博擷圖）

高以翔驟逝背後

趙薇導演短片《面具》

趙薇和演員在拍

短片的現場。

(視頻截圖)

林 志
玲說：曾經我對

婚姻一直充滿著憧憬，
有各種的想像。然而在決
定兩人攜手共度未來時，
我突然發現愛情，它不能準
備、不能等待，它是一
種遇見，它應該來到的
時候，它就會如期
而至。

因您而

中國民族風

髮簪步搖

民
族
風
連
衣
裙

油紙傘

民
族
風
連
衣
裙

各種風格·隨心所搭
批零兼營·歡迎光臨

絲巾新品

春上新

蕾絲扇

ZenZenZenZenZenZen & Accessories & Accessories & Accessories & Accessories & Accessories & Accessories & Accessories & Accessories & Accessories & Accessories & Accessories & Accessories 
禪禪禪禪禪禪禪禪禪

電話：(403) 252-2586  (587) 719-9788
地址：202, 200 Barclay Parade SW, Calg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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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新鮮
羊肩排

清真新鮮西冷牛排 清真羊肉粒（去骨）

清真新鮮

雞絞肉
雞胸

芭莎
購物有

花費滿 $300

3L 橄欖油
FREE

Olive oil

免費獲得

禮

限時優惠

清真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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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肚
清真冷凍 

帶骨牛肉
清真新鮮

清真新鮮

雞小腿

清真新鮮

牛絞肉

清真新鮮

牛肉沙威瑪

清真新鮮

肋眼牛排
清真新鮮帶骨

牛腱
清真新鮮

嫩炒牛肉

2019 年 11 月 25 日～ 12 月 8 日

2717 Sunridge Way N.E 
403.280.6797

七天營業  早 9:00 ～晚 9:00

雞胸肉
無骨去皮

牛肉粒
清真新鮮

果蔬部正在裝修

季節美食

南瓜300g、土豆2個、馬蘇里拉起司

絲適量、香腸300g。
調料：鹽1/4小匙、黑胡椒少量。

食材

香腸切塊，小火煎香腸直至表面金

黃，散發焦香。

南瓜去皮、去籽，水煮熟軟切塊；

土豆去皮，水煮熟軟，切塊備用。

取南瓜和一半土豆，用叉子搗成泥

狀，拌入調料，攪拌均勻。

準備深烤盤，裝南瓜土豆泥至六分

滿，再均勻放土豆、香腸，最後均勻

鋪上起司絲。

烤箱預熱至200攝氏度，將烤盤送

入烤箱，烤至起司表面呈現金黃，即

可出爐。

作法

這是一道美味又有飽足感的主

食，滑順綿密的南瓜泥沒人可以

拒絕，若加上濃濃起司香的焗烤

作法，更是令人垂涎。

南瓜醬
焗香腸 4

南瓜去皮、去籽，切片備用。

預熱烤箱至 200攝氏度。

核桃、杏仁果放入乾淨布袋敲碎。

烤盤均勻鋪放南瓜片，均勻淋上橄

欖油、鹽與黑胡椒。

烤盤送進烤箱，烤約 15 分鐘，翻

面2次，即可出爐。

南瓜片均勻放盤中，均勻鋪放芝麻

葉。灑上堅果碎粒、鹽、黑胡椒，最

後淋上巴薩米克醋。

南瓜300g、核桃1大匙、石榴1碗、杏

仁果1大匙、芝麻葉適量。

調料：食鹽、黑胡椒、適量的巴薩米

克醋。

食材

作法

米150g、南瓜丁200g、無鹽奶油1小
塊、蒜末1大匙、洋蔥末100g、高湯

500c.c.、起司絲、迷迭香適量。

調料：鹽、黑胡椒少量。

食材

米淘洗好備用。

熱鍋，加1大匙橄欖油，以中小火

炒香洋蔥末、蒜末；加入米翻炒均

勻，再加300c.c.高湯；最後加南瓜

丁翻炒均勻。

分次慢慢增加高湯，小火燜煮，直

至煮到自己喜歡的米軟度，湯汁收

乾，即可熄火。

加調料混合均勻，起鍋前加入奶

油、起司絲、迷迭香，南瓜焗飯的風

味會更佳。

作法

金黃的南瓜不僅染黃了米飯，其

香甜滋味也融入其中；香醇滑順

的口感，帶給人溫柔而樸實的撫

慰，暖胃又暖心。

南瓜
焗飯3

沙拉能暖胃健康，可以冷吃，也

可以在南瓜出爐後，立刻上桌。

以芝麻菜的微辣襯托南瓜的香

甜，口感豐富而協調。

南瓜 
溫沙拉 5

當冰箱有吃不完的南瓜，或是悠

閒的假日午後，都是吃南瓜煎餅

的好機會。可享受南瓜的原味，

或是加配料豐富口感。

南瓜
煎餅1

南瓜200g、鹹蛋1個、雞蛋1個、蒜末

1/2大匙、青蔥2株。

調料：鹽、白胡椒粉、香油適量。

食材

南瓜去皮去籽，切1.5公分小丁；鹹

蛋取蛋黃壓碎；青蔥切末備用。

熱油鍋，放蒜末、鹹蛋黃，煸炒出

香氣；加入打散的雞蛋，炒成碎蛋，

暫取出備用。

原鍋放南瓜丁，翻炒均勻，加熱水

3大匙，水滾燜煮4分鐘。

將作法的食材倒回鍋裡，翻炒均

勻後，酌量加調料，繼續翻炒均勻。

最後灑上青蔥末，翻炒均勻，即可

起鍋盛盤。

作法

蔬菜炒蛋千變萬化，各有特色，

南瓜炒蛋的美味在於蛋香融合

南瓜的鮮甜，菜餚的湯汁甘甜順

口，是下飯的家常好菜。

南瓜
炒蛋2

細火
慢燉

南瓜300g。
麵糊材料：雞蛋3個、水400c.c.、砂

糖2小匙、中筋麵粉200g。

食材

南瓜去皮去籽後，取100g切丁蒸

熟，200g刨細絲備用。

蒸熟的南瓜用叉子壓成泥。

製作麵糊：麵粉過篩；南瓜泥和麵

糊材料混合拌勻。

熱油鍋，南瓜絲分為數分排列在鍋

面，灑一點兒鹽，炒完拌勻。舀麵糊

逐一覆蓋南瓜絲。以中火兩面煎定

型，再以小火煎至焦香，即可起鍋。

南瓜煎餅可以佐鮮奶油食用，風味

更佳。

作法

秋冬盛產的南瓜，美味又健

康，不妨趁此嘗試多樣化的

南瓜料理，品嘗各種滋味。

南瓜
料理
◎ 文：米娜 圖：Adobe Stock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D4 看養生 Health 第 83 期  2019 年 12 月 5 日—12 月11日   

整版圖片來源=Thinkstock

春季養生做得好 
一年保健沒煩惱

◎  文：楊潔瑛

❻

（轉自《明慧診間―容光必照》/
博大出版）

（摘自《中醫養生 受益一生》）

有了這個步驟 
使用牙線更有效

平時注意儀容是一種

禮貌，而口腔衛生也是相

當重要的一環，否則穿得

再華麗，張口飄出異味，

也會令人尷尬。

現在人越來越重視口腔衛

生，注重刷牙和使用牙線，而用

牙線潔牙時，卻有不少人忽略了

牙線的正確使用方式，如果少了

一個正確步驟，牙線使用的效果

就會大打折扣。

潔牙不能只有刷牙

研究指出，進食後不到 20
分鐘，細菌就會和食物殘渣裡的

碳水化合物產生作用，最後形成

牙菌斑。牙菌斑會以口腔內剩餘

的食物殘渣或糖為食，同時釋放

出一些物質，侵蝕牙齒表面，並

且讓人出現口臭。如果沒有徹底

清潔牙齒上的牙菌斑，它會隨著

時間的推移而鈣化變硬，最後變

成牙結石，這種黏附在牙齒上的

結石，無法藉由刷牙或用牙線清

除，只有牙醫師才能協助清除。

大多數人都把口腔清潔的重

點放在刷牙，不少人每天認真的

刷牙，最後卻還是蛀牙了，其實

問題就出在刷牙只能清潔牙齒表

面，如果要達到牙齒整體的清

潔，還須要搭配牙線或牙間刷，

用牙線時，要注意牙線在牙縫間

「上下移動」，另外，當牙線在

牙縫中應該緊靠在牙齒側面，再

上下移動幾次，同時最下面要拉

到牙齦處，然後把牙線緊貼另一

邊側面，再次重複上下拉動的動

作。當做到這個步驟，才能把牙

齒與牙齒間的表面細菌清潔乾淨。

使用牙線通常不會造成疼痛

或流血，除非力道過大或牙齦出

現發炎的情況，才會有流血的現

象，注意力道的拿捏和持續使用

牙線，便能改善牙齦流血的問

題，如果幾天下來都有流血，若

不是力道過大所造成的流血，就

應考慮看牙醫，檢查牙齒。

使用牙線的步驟

正確的使用牙線，才能夠清

除牙縫間的牙菌斑，每天花個幾

分鐘就能預防齟齒和牙齦疾病，

保有一口好牙。

1. 取出大約 20 ～ 25 公分長

的牙線，一端纏住食指，一端控

制在另一隻手的大拇指上，兩指

之間間隔約 2.5 公分長的牙線。

2. 將牙線放在牙縫上左右

拉動，慢慢地讓它滑進牙縫內。

3. 牙線緊貼住一顆牙齒側

面，接著上下拉動，並且拉到牙

齦處。注意勿硬拉牙線，避免傷

害牙齦。

4. 牙線緊貼住另一邊牙齒

側面，上下拉動。

溫馨小叮嚀

1. 每個牙縫都要使用牙線

清潔，也別忘了摩擦最後一顆牙

齒的背面。

2. 牙線在牙縫中，不要像

鋸東西一樣前後移動，而是要上

下移動，把牙齒與牙齒間的表面

細菌清下來。

3. 用過的牙線其實已沾滿

細菌，因此每次都應該使用新的

一段牙線來清潔牙齒。

4. 若是牙縫較寬，可用牙

間刷代替牙線，清潔牙縫。

才能將牙縫的牙菌斑和食物殘渣

清除乾淨。

使用牙線幫助潔牙，越來

越受到重視，不過牙線要正確

使用，才可達到效果，美國紐

澤西州的一名牙醫卡洛斯（Dr.
Carlos Meulener）曾經拍一部

影片，希望糾正錯誤的牙線使用

習慣。卡洛斯表示：「刷牙雖然

很重要，但許多牙縫中藏的細菌

是牙刷清不掉的，這時牙線就派

上用場了。」影片中強調的一點

是許多人所忽略的，就是使用牙

線時，要注意牙線在牙縫間不要

像鋸東西一樣前後移動，而是要

「上下移動」才對。

使用牙線要「上下移動」

曾有朋友說，以前使用牙線

都錯誤了，所以還是蛀牙，原來

他在使用牙線時，只有將牙線

「滑」進牙縫內就拉出，沒有正

確的清潔牙縫。

誠如牙醫卡洛斯分享，使

中醫
保健

蒺藜子、胡桐淚、青鹽，多數對

中藥有些知識的人都會說：「這

些是入腎、堅筋骨的藥物。」海

桐皮、露蜂房，聽到的人又會

說：「啊！這個是殺蟲藥！」

不錯，如果把這幾味藥合在

一起使用，就可以用來治療牙

病。

古代中醫對牙痛的看法，

認為有「風痛」、「腎虛」、「蟲

痛」、「風熱痛」……因此，治

風的、治腎的，以及治蟲的藥，

對於牙病都有所幫助。

牙齒屬腎、屬骨

中醫累積了幾千年的經驗，

治病方法非常多，內科病可以

治，外科病也很行，治療牙齒也

很有效，例如：竹茹，用醋浸泡

以後，含在牙齒上，可以治療牙

齦流血。古中醫認為牙病屬於陽

明，上牙疼痛屬足陽明，下牙疼

痛屬手陽明，如果牙齒本身有

病，則為腎病，因為腎主骨，齒

為骨之餘，所以骨骼有病，從牙

齒的狀況可以先知道。

從中醫的觀點看，牙齒屬

腎、屬骨，反過來說，骨骼

與腎表現在外面的器官，就是

耳朵與牙齒。所以當一個人的

牙齒上表現了不好的情況時，

中醫可以很容易斷定這個人骨

骼不好，也能立刻斷定他的腎

虛，腎虛就該補腎。

中藥與牙痛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1.漱口：光緒皇帝為
保健牙齒的漱口秘方，石

膏 2錢、薄荷 1錢、川椒

1錢、紫荊皮 2錢、獨活

2錢、食鹽1包，加水煮，

晨起、睡前、飯後漱口。

一般也可以用食鹽水或食

鹽加茶水漱口。

2.防蛀牙：此乃清代
宮廷秘方，獻出此方者的

家人到往生時，牙齒都未

少 1顆，其母在 80歲時，

牙齒全部都不曾鬆搖。

骨碎補、熟大黃、生大

黃、生石膏、熟石膏、杜

仲、青鹽、食鹽各 1兩，

明礬、枯礬、當歸身各 5

錢，十一味藥磨成細粉，

每早晨起床用藥擦牙根，

留置 5至 10分鐘，再用

清水漱口吐掉。

3.牙齒潔白：明代皇
帝宮廷秘方，石膏 4兩、

香附 1兩、白芷 7錢半，

甘松香、山奈、藿香、

沉香、川芎、雲陵香各 3

錢半，細辛 5錢、防風 5

錢，研成粉擦牙，不但牙

白，還滿口芳香。還有一

種方法更簡易，牙膏上滴

2滴醋刷牙。

4.牙齦浮腫：茄子用
鹽醃和海帶烘培至將焦未

焦，塞入浮腫牙床。

5.蛀牙：白蘿蔔磨成
泥，放入痛牙根部；或是

棉花沾蘿蔔泥滴對側耳

孔，疼痛立刻停止。

6.牙痛：酸梅乾燒至
快焦，塗痛牙；或晒乾柿

子燒至快焦，研成粉擦牙

床；或茄子蒂燒至焦，塗

痛牙；或鹽醃茄子，用痛

牙咬；或棉花沾薄荷油，

擦痛處；或用食鹽水直接

塗痛牙；或痛牙用力咬花

椒粒。牙痛到臉浮腫，用

芭蕉根 1兩，煮水喝；白

芷研粉加點冰糖，沾棉花

塞入痛牙同側鼻孔。

咬牙切齒

從中醫的觀點看，

牙齒屬腎、屬骨。

中藥能治牙痛嗎？

獨活、升麻、蒺藜子、松

節、殭蠶、海桐皮，聽到這些藥

名時，曾經學過中藥的人大概都

會說：「這些都是風藥。」對！

它們都是風藥，而這些風藥中，

中 醫 祕 方

牙痛不是病，痛起

來要人命。牙醫診所的

儀器，令許多人害怕，

因此，牙齒保健很重要，

小毛病有小偏方適用。

◎  文：胡乃文

口腔
衛生

◎  文：溫嬪容 

（明慧中診所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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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淘果蔬
就到 Freestone!

超低價
折扣高達 75%!

   數量有限 售完即止

超低價
折扣高達 75%!

有機澳洲青蘋果 金帥蘋果
Golden Delicious Apples

有機基拿蘋果
Organic Gala Apples

臍橙

Navel Oranges

墨西哥辣椒

Jalapeno Peppers

Organic Granny Apple

超大菠蘿
Jumbo Pineapples

茄子

 Eggplant

小西紅柿

Grape Tomatoes 

哈密瓜

Cantaloupe
小黃瓜

Mini Cucumbers

$        .00/ 箱15 (40 磅 )
$        .00/ 箱15 (40 磅 )

$        .00/ 箱15 (40 磅 )

$        .00/ 箱15 (35 磅 )
$        .00/ 箱10 (6×2磅)

$     .99/ 磅0$     .99/ 磅0 $    .00/個1 $    .00/個1

本週熱賣

$     .99/ 磅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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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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能已經聽說過大西洋省移民

試 點 項 目（Atlantic Immigration Pilot 
Program）。該項目是為了方便大西洋省

的僱主招聘合資格的申請人。該項目分為

三類，每一類對僱主和申請人都有自己的

要求。上兩期我們介紹了大西洋省國際畢

業生項目以及高級技術移民項目。這一期

我們將詳細介紹中級技術移民項目。該項

目申請人可以是海外人士。

（4）在過去的三年內，申請人必須

工作了至少 1560 小時以上。該工作必

須是同一個職業但可以是不同的僱主，

自雇不算，工作經驗可以是加拿大境內

或境外的，工作經驗的累積必須是 12 個

月以上，也就是說如果你一週工作 40 小

時，工作 39 週就能滿足 1560 小時的時

間，但是仍然需要再工作 13 週才能滿足

要求。你可以通過兩種途徑來滿足經驗要

求：

Option 1：
NOC C 類以下其中一種工作，而

NOC C 的工作往往要求一些技術培訓，

比如：長途卡車司機；工業屠夫；餐飲業

服務員等。

Option 2：
你的工作經驗是以下其中一個：

（i）註冊護士或者註冊心理護士

（NOC A3012）
（ii）或持牌護士（NOC B3233）
同時你有以下其中一個 Job Offer：
（i）護士助理或病人看護（NOC 

C3413）或

（ii）家庭看護 NOC C4412。
（5）學歷要求是等同加拿大高中畢

業水平，如果是海外的學歷必須通過加拿

大認證機構的認證；

（6）在申請前的兩年內通過英語考

試並取得 CLB4 以上（等同於雅思閱讀

3.5，寫作 4，聽力 4.5，口語 4）；
a) 你需要有足夠的金錢來支持你在

加拿大的生活，資金要求按家庭成員數量

不同，家庭成員包括你、你的配偶、你和

你的配偶雙方的孩子：

b) 雖然不要求工作經驗但要求有符

合要求的 Job Offer，Job Offer 要求如

下：

i.Job Offer 必須是通過 IMM5650
發的，如果你自己找到僱主可以聯繫我們

做文件包括髮 offer、工作合同等；

ii. 僱主必須是大西洋省省政府通過

指定的僱主之一；

iii. 工作時間必須是每週 30 小時以

上；

iv. 工作必須不是季節性的，必須全

年工作每週 30 小時以上；

v. 工作是 NOC O,A,B,C 類的；

vi. 工作 offer 必須是永久的。

在過去的三期我們詳細介紹了大西洋

省移民試點項目的三個類別。希望您能找

到一個適合自己或者你海外的親戚朋友的

移民項目。

大西洋省移民
試點項目（三）

中級技術移民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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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5日∼12月11日

日本蜜橘

Broccoli Crowns 無莖西蘭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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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白蘭瓜或哈密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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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mbo Caulifl ower 大花椰菜 Japanese mandarins Gala Apples Roma Tomatoes 羅馬蕃茄

Green Peppers 青椒

Spend $30 and get a free  honeydew or cantaloupe.

20lb Russet Potatoes Celery 西芹

$098 lb

平價  新鮮

$0 88
lb

$ 188 ea

$0 68 lb
$298

ea

土豆

基拿蘋果

498
ea

$ $138 lb

1 28
lb

$

20 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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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電話，     速到迅 達

顧客好評96%種服務15+年經驗10+

顧客滿意小時內快速反應 100%1
價錢公道 專業持牌技師服務 幫助申請政府補貼，長者補貼

熱水爐 靜電除塵器

暖氣爐 水管煤氣管

冷氣機 商業冷庫

加濕器 商業屋頂機加拿大商譽局

A+ 級 認 證

電話：403-921-4186
杜生 （粵、國、英語）

www.pnbfasterheating.com

作者：Melanie Wen，溫曼琴女士是加拿大持牌移

民顧問，移民顧問監督委員會 ICCIC理事。

文女士有多年留學移民諮詢經驗。專注於加拿大留

學申請、留學移民申請及企業家移民。

家庭成員
資金要求
(加元)

1 3,167
2 3,943
3 4,847
4 5,885
5 6,675
6 7,528
≥7 8,381

【看 中 國 訊】前 不 久， 亞 非 銀

行 (AfrAsia Bank) 和 New World 
Wealth 共同發布了《2019 年世界財富

遷移報告》。其中最吸引中國人眼球的

當屬 2018 年中國移民海外富豪人數再

破記錄：

1、移民海外富豪總人數 1.5 萬，

比 2017 年的 1 萬增長 50%。

2、比移民海外富豪人數排名第二

的俄羅斯高出一倍。

（數據來源：New World Wealth)

亞非銀行指出，2018 年全球富豪

擁有的總資產達到 204 萬億美元，其

中有 10.8 萬富豪選擇移民其他國家，

其中的 13.9% 來自中國大陸。

而中國富豪最青睞的移民國家分別

是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瑞士、紐

西蘭、新加坡、葡萄牙。不得不說，中

國富豪對移民目標國的價值判斷非常統

一，那就是：

1、良好的生存環境

2、健全的法律體系

3、安全的資產管理

如果按照大洲區分，則北美仍然是

中國富豪的首選定居之地。

報告指出 2017 年選擇移民海外

的中國富豪人數還只有 1 萬人，到了

2018 年卻飆升到 1.5 萬人，1 年的時

間新增的富豪人數不會很多，富豪的財

富狀況變化不會很大，但選擇移民的人

數卻陡增。

報告中估算，中國富豪的總資產已

經達到 23.6 萬億美元，以資產總量計

只比美國的 60.7 萬億低，排名世界第

二。而未來 10 年中國富豪的財富增速

預計可以達到 120%-130%。

在這新一輪的海外移民浪潮中，移

民身份被賦予了更為多元化的意義，不

僅僅是合理的海外身份配置，同時也能

夠解決財富規劃、資產配置、子女教

育、醫療等一系列人生難題。

您怎麼看呢？（以下是一些網路

評論）

當一個地方不適合生存，族群就會

開始大量遷移！生物的本能。

美國的購買力是中國的十到十五

倍也就是說美國拿一千塊錢，相當於

中國一到兩萬然而美國拿一千塊錢還

要吃補助，中國拿一萬覺得很滿足，

按照美國標準，中國大部分人都是特

困人口，中國人民根本沒有消費能

力，有的只是人口。

老婆孩子早已經出國了，我就等退

休了。

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這是客

觀規律，無可厚非。

張教授說了「他們會後悔的」，我

也好想後悔！

中國富豪
去年移民全球第一

富人流出 
國家排名

高淨值人群
淨流出人數
（2018）

高淨值人群
淨流出比例
（%）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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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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天營業 OPEN SEVEN DAYS   8AM - 7PM  有效期：2019年12月5日～12月11日

豬扒
Pork Chops

原價$2.99/lb
特價 $2.29 /lb

梅頭肉
Pork Shoulder 豬脊骨

Pork Backbone

原價 $1.99/lb
特價 $1.29 /lb

豬肝
Pork Liver

原價 $1.99/lb
特價 $0.99 /lb

火雞脖
Turkey Neck

原價 $2.99/lb
特價 $1.99 /lb

 原價 $2.99/lb
 特價 $1.99 /lb

雞翼槌
Chicken Drumet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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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lb
特價 $2.59 /lb

排骨
Pork Ribs

原價$3.19/lb
特價 $2.99 /lb

雞脾肉
Deboned 

Chicken T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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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s 原價$7.99/lb
Now 特價 $5.99 /lb

豬脛骨
   Pork Neckbone

原價 $2.99/lb
 特價  $1.49 /lb

帶骨五花腩
Pork Belly

Bone-in

 原價 $4.99/lb
特價 $3.15 /lb

原價 $2.19/lb
特價 $1.59 /lb

連背雞腿
Chicken Legs

w/Back

牛仔骨
   Beef Short Ribs

聖誕老人講故事

聖誕老人講故事活動，還有手工和唱

歌等，最適合 2 ～ 5 歲小孩。

時間：12 月 6 日、13 日、20 日，

上午 10 點半～ 11 點半

地點：Deerfoot city - Food Lodge
地址：901 64 Ave NE

綠色聖誕遊戲活動

免費參加年度聖誕遊戲日活動，有很

多適合各個年齡段的活動，包括蹦床城

堡，坐馬車，篝火，聖誕老人合影，還有

孩子們準備的免費玩具。

時間：週六，12 月 7 日早 8 點～下

午 1 點

地點：Cervus Equipment John 
Deere Calgary

地址：292177 Crosspointe Road, 
Rocky View County （距 CrossIron 
Mall 2 分鐘車程）

Okotoks聖誕節活動

年度聖誕家庭娛樂活動和為臨終關懷

協會籌款活動，參觀驢子，參加抽獎，品

嚐蜂蜜酒等。捐款 2 加元就可以體驗蜂

蠟蠟燭的製作和其他蜂蜜相關的活動。

時間：週六，12 月 7 日上午 10 點～

下午 5 點

地點 : Chinook Honey Company
地址：386079, 16 St W, Okotoks
網址：chinookhon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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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週好去處一週好去處
Community CalendarCommunity Calendar

恒昌冷恒昌冷恒昌冷暖氣暖氣暖氣工程工程工程
專業維修、安裝、保養
政府專業持牌技師

工商業、住宅之冷暖氣
安裝維修保養工程

凍房 冷庫冰櫃 空調
暖氣爐 加濕器 製冰機
餐館鮮風、抽氣系統

24 小時服務  價錢合理

請致電 403-988-9121 恆記

免費評估  專業設計

地庫裝潢  廚房浴室

全屋翻新  一步到位

SUNLIT RENOVATION LTD.

新亮裝修有限公司

200萬工程保險 員工保險WCB

陳生：403-708-6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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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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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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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5 20 Avenue NE Calgary
多種優質鑰匙坯可選

其他服務：收受款項、貨幣兌換、

看中國

發行點

www.HomeCareRealty.com

師楊 Yang Shi

掃描添加 微信號：yangshi0323

從 心 出 發， 為 愛 築 家

403-390-7080

卡城專業地產經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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