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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專業地產經紀人

康熙大帝與路易十四的文化藝術交流
Culture and Art Exchange between Emperor 
Kangxi and King Louis XIV of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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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真相 解決危機——從《冰雪奇緣2》談起
Frozen 2 Inspired: Finding the Truth and Solving the 
Crisis

康尼向聯邦提五項要求A3 A9Premier Kenney Urging Federal Support for 
a 5-Point Plan for Alberta

覆蓋 1.2 萬億美元貿易額的

美墨加貿易協議（USMCA）是

美國歷史上最大的貿易協議，在

被美國眾院擱置一年多之後獲得

啟動，通關在即。美國商務部長

羅斯稱，預計 USMCA 將在美

國北部創造超過 17.6 萬個新就

業機會，為美國汽車業注入 340
億美元資金，5 年之內將創造

58.9 萬個就業機會。川普總統

稱美墨加新協議是「美國有史以

來最好、最重要的貿易協議」。

同日，三國貿易代表在墨西

哥的北美國家宮廷簽署了新的協

議。這項協議需要三國國會都批

准之後方能生效，墨西哥率先通

過了該協議，美國眾議院將在下

週進行投票表決，而加拿大此前

則表示在等待與美國同步進展。

2017 年 5 月，川普政府通

知國會，表示將重啟北美自由

貿易協定談判。 2018 年 9 月，

USMCA 內容上全面替換了克

林頓時代的舊版北美自由貿易協

定（NAFTA）。

USMCA議題廣泛

12 月 10 日，USMCA 協

議在國會得到推動後，川普發推

文表示讚許。（下文轉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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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iday Bonus: Buy now & move in this year to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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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ch home comes pre-stocked with Santa-approved 

interior finishes — from toasty fireplaces to hang your 

stockings, chef-worthy kitchens, cozy great rooms to 

watch holiday movies in & bathrooms that sparkle! 

Santa only comes once a year... so purchase today 

before they’re all g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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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 25個深受歡迎的社區建房：前置車庫獨立屋 後巷獨立屋 雙拼屋 鎮屋

：現在購房，今年入住假日紅利 即可省錢！

聖誕老人每年只來一次…… 趕在全部售出之前 , 今

天就購房吧！

每棟房屋都配備了最好的室內裝修——包括大廚級

廚房，帶大窗戶的溫馨客廳，和閃閃發光的衛浴！

購買快速入住新屋，獲得數千元
額外節日優惠！

聖誕老人送豪禮
大省錢！

更多信息請訪問 有適用條件，錯漏除外。

《美墨加協議》通關在即

重塑北美 影響全球
12月10日美墨加協

議出現關鍵進展。當日美

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宣

布支持川普政府達成的

美墨加協議。同一日，三

國貿易代表重新簽署更

新版本的協議。多方媒體

報導稱，此協議將推動

北美經濟圈趨於穩定，

美墨加三方均感滿意。不

過，此協議將深刻影響到

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

的角色，目前北京尚未對

此做出評議。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導

美墨加貿易代表12月10日在墨西哥重新簽署更新版本的USMCA。（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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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接 A1）川普表示，

該協議對所有人都有好處，將會

給農業、製造業、能源產業和工

人等方面提供巨大支持。

舊 版 NAFTA 有 22 個 章

節，新版 USMCA 包含 34 個

章節、附件及附函，議題更加廣

泛。USMCA 包含汽車及零配

件原產地要求，生物藥物專利，

數位貿易，海關與貿易便捷化，

能源，紡織，技術性障礙，勞

工，貨幣，農業，智慧財產權保

護，反對匯率操縱，反對國企補

貼，爭端解決，日落條款等內容

和機制。

以 汽 車 製 造 業 為 例，

USMCA 要求 75％的汽車零部

件必須在美、墨、加生產，才會

享受免除關稅的待遇。USMCA
同時要求 40％至 45％的汽車部

件需要在高工資地區生產，也

就是到 2023 年，這些地區工人

的時薪至少為 16 美元。協議要

求製造汽車的鋼和鋁，需要有

70％在北美融煉和澆鑄。

解決美加奶業爭端

此前加拿大對美國奶製品徵

收超過 200% 的高關稅，並通

過乳製品成分定價體系，使美國

的同類產品在加拿大喪失競爭

力。新協議允許美國佔有 3.5％
的加拿大奶製品國內市場。美國

還可向加拿大出口更多的雞肉和

雞蛋，加拿大還同意放棄「7級」

乳製品成分定價體系以放行美國

產品。另外，美國還得以增加了

加拿大火雞、孵化蛋及小雞的市

場份額。

而美國也做出讓步，同意保

看

(Getty Images)

持現存貿易爭端仲裁製度—也就

是兩國間的貿易糾紛由美加雙方

組成的仲裁小組來解決，不通過

當地法院。

美國商會對該協議表示讚

賞，會長托馬斯．多諾（Thomas 
Donoh） 表 示：USMCA「將

使美國農民、製造商和小型企業

特別受益。」

當然對加拿大來說，在農業

上做的讓步換來的最大收益是美

國汽車關稅豁免。此前加拿大總

理特魯多表示，新協議的達成

「這意味著加拿大工人及其家人

將享有前所未有的更多機會。」

汽車關稅豁免同樣也是墨西哥最

大受益之處。

該協議將持續 16 年。加墨

談判官員都提到，如果只有短期

的比如 5 年期限，協議不確定

性會損害在加墨的投資。

影響中國鋼鋁加工業

12 月 10 日美國貿易代表

萊特希澤在協議中加入了墨西

哥方面最後一刻的要求，即

在 USMCA 的汽車原產地規則

中，鋼和鋁產品需要在北美「融

煉和澆鑄」，這意味著這三個國

家在未來的汽車生產中不會在中

國與其他地區進行鋼鋁加工。

在此之前，雖然 USMCA
要求在北美汽車生產中使用

70％來自北美地區的金屬，但

它沒有指定生產方法，這一度為

第三國加工留下後門。現在新的

修定修改了這一問題。

鋼鐵業為國家建設的基本工

業，具有高度產業關聯性，因此

通常被稱為「工業之母」，不論

是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都會基

於經濟發展與國家安全理由，積

極支持鋼鐵業的發展，以提升國

家競爭力。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鋼鐵

和鋁生產國。 2016 年中國生產

8.08 億公噸鋼品，佔全球生產

總量的 50%，大於美、歐盟、

俄羅斯及日本生產量的總和。

2017 年美國在鋼、鋁方面的貿

易逆差為 5,660 億美元，其中

3,750 億美元來自中國。美國鋼

結構協會（AISC）投訴，加拿

大和墨西哥正在以 30％的折扣

向美國傾銷一些鋼產品，中國對

美國鋼製品出口的傾銷幅度則高

達 222%，2019 年 2 月美國商

務部應此投訴啟動調查。

川普政府一直堅稱，中國生

產過剩的鋼鋁產品，壓低全球價

格並迫使美國冶煉廠倒閉；並且

認為對中國鋼品課徵反傾銷稅或

反補貼稅等懲罰性關稅，不足以

遏阻中國鋼品湧入美國。「中國

鋼品的問題不限於直接來自中

國大陸的進口，而是通過其它

國家的轉運。」商務部部長羅斯

（Wilbur Ross）在 2018 年夏天

說，當時川普政府決定不再對歐

盟、加拿大、墨西哥延長鋼鋁稅

豁免，統一加徵 25% 關稅，以

封堵中國鋼鋁品繞道進入美國。

毒丸條款

對中國經濟更嚴重的影響是

USMCA 中 的 32.10 條 款， 被

美國商務部長羅斯形容為「毒丸

條款」（poison pill），這則條款

被視為華盛頓對付北京的最新武

器。該條款規定，如果 USMCA
中的任何一國跟「非市場經濟

體」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其它成

員國可以在 6 個月後退出並建立

自己的雙邊貿易協定。

美墨加三國元首2018年11月30日在二十國集團布宜諾斯艾利斯峰會期間

簽署該協議。(Getty Images)

獨 立 平 屋 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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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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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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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獨立�式�層屋 2480 呎,W/O 土庫�部完成,
�屋於 2012 年�部翻��Cherry 實木��,18x18
�磚,油漆,高�廚��不�鋼家��大理石檯面,
2010 年較�屋頂,拱形天�,3+1 �� + 主層書�,
3.5 浴廁,��學校����
�車站��勿錯� ! $739,900

西北 Hamptons
獨立�層屋 2560 呎,Walk-Out 土庫�部完
成,�大�皮��天��林���廚��不
�鋼家��大理石檯面 ,4+1 ��,3.5 浴廁 ,
主人套�� 6 件裝�套��� Tom Baines
學校,Superstore,
����車站� $799,900

�校� Edgemont

新
上
市

獨立�層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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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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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目前全球「非市場經濟

體」僅有中國、古巴、朝鮮、委

內瑞拉等少數國家，因此外界普

遍認為，這一條款實則是針對中

國。香港中文大學助理教授胡榮

認為，「毒丸條款，是美國試圖

削弱中國在全球貿易和產業供應

鏈地位的重要一步。」

加拿大從 2016 年開始與中

國進行自由貿易磋商，然而，這

一計畫可能被美國輕鬆阻斷。去

年，USMCA 簽署時，中國駐

加拿大使館譴責 USMCA 中的

「非市場國家」條款，稱這是美

國「公然干涉別國主權的霸權行

徑」。

華盛頓的美國企業研究

院（AEI）中國問題專家思賽

（Derek Scissors）表示，毒丸

條款能讓川普政府有效否決加拿

大或墨西哥與中國簽訂任何貿

易協議。該條款將有效防止中

國利用加拿大和墨西哥作為「後

門」，將產品免關稅銷往美國。

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將

USMCA 稱為美國政策的「範

式轉換模板」。目前，正在與

美國談判自由貿易協議的經濟體

包括：日本、歐盟、英國。

亞洲開發銀行前高級顧問維

納嘉（Ganesan Wignaraja）認

為，如果美國決定在未來跟日本

和歐盟的自由貿易協定中加入

32.10 條款，那麼將讓貿易遠離

中國等非市場經濟體，導致中國

在全球貿易系統中被孤立。

中國著名獨立經濟學人鞏勝

利表示，USMCA 不但消除了

北美爆發貿易戰的可能性，也提

高了北美的投資吸引力。鞏勝利

認為，近些年來，WTO 使中國

深深受益，但 WTO 目前也面臨

生死大關，因為 WTO 對全球

40 多個高收入國家來講，已經

沒有任何經貿發展的引擎能力與

作用了，而美國通過 USMCA
搭建了國際貿易新規則模板，至

少為未來十年布下了全球大局。

《美墨加協議》通關在即

重塑北美 影響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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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加統計局報告，全國 11 月份

失去了 71,200 個工作，失業率上升

了 0.4% 至 5.9%。亞省的失業率從

6.7% 升至 7.2%，其中批發和零售

行業，18,000 人失業。愛城的失業

率從 7.1% 上升至 7.7%；卡城的失

業率從 7.2% 略降至 6.9%。

上週五，省長康尼對記者說：

「當聽到經濟上有任何失業的消息

時，我們總是很不高興。但亞省經歷

了四年的就業危機，一直處於衰退之

中。我們是無法在一夜之間，就將這

一局面扭轉過來。」他還說，關鍵是

石油管道或鐵路運輸遇到了瓶頸，以

削減產量來防止價格暴跌。他預計這

種情況將很快改變，跨山管道正在向

卑詩省海岸擴展，從亞省到威斯康星

州的 Enbridge 3 號線項目也正取得

進展。「我相信我們將在 2020 年達

到一個轉折點。」康尼說。

《航空旅客法規》中就「延遲及

取消航班賠償」第二階段的規定，

將於 12 月 15 日起生效。若乘客到

達最終目的地的時間，比預期時間

遲 3 小時以上，大型航空公司（如

AirCanada、WestJet 等），須向受

影響乘客賠償 400 至 1,000 元，小

型航空公司賠償金額 125至 500元。

第一階段已於 7 月 15 日生效，

內容包括航空公司出售超出班機座位

上限，而導致乘客未能登機的，最高

賠償為 2,400 元，若遺失或損壞乘客

行李，最高賠償額為 2,100 元。

法規規定，因不可抗拒因素（如

惡劣天氣或例行機械故障檢修等）

而出現延誤或取消，航空公司不作出

賠償。

【看中國訊】上週五（12 月 6 日），

亞省環境部長詹森．尼克松表示，他對渥

太華接受「亞省製造」碳排放價格系統的

決定感到高興。亞省將對大型工業設施的

溫室氣體排放徵稅，2020 年的稅率為每

噸二氧化碳 30 元。

這項新計畫被稱為技術創新和減少排

放（TIER）法規，它將使一些碳排放最

高的設施更容易達到其排放目標。當前的

碳排放標準是按行業設定的，例如，所有

油砂設施都是同一個排放標準，而 TIER
將根據最近的排放量，為每個設施制定獨

自的排放標準。據估計，到 2020 年，改

用新系統將為製造行業節省超過 3.3 億元

的碳稅。

聯邦環境部長喬納森．威爾金森

（Jonathan Wilkinson）表示，環境部門

認為『亞省製造』計畫與聯邦政府對油砂

作業，天然氣生產商，化學製造商和化肥

廠等大型排放企業的要求相符。

總的來說，「亞省製造」計畫將適用

佔亞省溫室氣體排放量的 55% 至 60%
工業企業；碳排放價格計畫將與聯邦碳稅

並行運行。 2020 年，亞省居民仍可獲得

來自聯邦政府的碳稅退稅。

退稅的計算方法如下：

• 單身成人或夫婦中的第一位獲得

444 元。

• 夫婦中的第二位獲得 222 元。單親

父母的第一個孩子獲得 222 元。

• 家庭中每個孩子獲得 111 元。單

親家庭，從第二個孩子起每個孩子獲得

111 元。

無論您支付多少碳稅，退稅金額是固

定的。

經濟學家說，這有助鼓勵減少化石

燃料的消耗，因為燒越少，支付的碳稅

就越少。

2020 年，將以每頓二氧化碳 30 元

的標準徵收碳稅，相當於每升汽油需交碳

稅約 6.63 分。

週二（12 月 10 日），卡城教

育局投票通過了，動用 1500 萬基

礎維護和更新基金（Infrastructure 
Maintenance & Renewal Grant) 來

支付工資，保住了原計畫裁減的 317
個教師職位。但其仍面臨 3200 萬資

金短缺，教育局說，校車的節支是必

要的。因此校車政策有了變化，新規

是，乘坐校巴的學生每人每年要繳

費 365 元，原來可以免費搭校巴的

6000 名學生也不例外，卡城公交補

貼也被取消。

省府在一份聲明中稱，假教師

和孩子之名作為政治工具是不會湊

效的。省教育廳的新聞秘書 Colin 
Aitchison 說，「正好相反，教育局

採取的這種行動，加重了家長和 317
名教師及其學生們的經濟壓力。」

卡城教育局承認這幾週走訪學校

和轄區時，面臨了深刻的挑戰，但聲

明他們的教職員工們士氣高漲。

保守黨正在敦促自由黨政府盡快

決定，是否允許中國科技巨頭華為加

入加拿大 5G 無線網路建設，而聯邦

政府一直在審查 5G 網路技術的安全

隱患。同時，因為擔心它將向中國情

報部門傳送數據，美國也在推進其國

際盟友拒絕華為參與新的 5G 無線網

路建設。最近任命的白宮國家安全顧

問羅伯特．奧布賴恩上個月在哈利法

克斯重申了川普政府的立場。當被問

及允許華為在加拿大擴展是否會危及

加拿大與盟國的情報共享關係時，奧

布萊恩說，如果我們的親密盟友讓特

洛伊木馬進入城市，情報共享將受到

影響。他說：「這項技術使中共政府

可以收集每個中國男人，女人和孩子

的最私密的個人細節。當華為進入加

拿大或其他西方國家時，他們將瞭解

每個人的健康記錄，銀行記錄，社交

媒體帖子；他們將瞭解每個加拿大人

的一切。」與加拿大，美國，紐西蘭

和英國同為五眼聯盟成員的澳大利

亞，目前已阻止了華為在其 5G 網路

建設中提供設備。

保守黨促禁用華為5G設備

11月份失業率暴漲

航班延遲最高賠償達1000元

卡城三百多教師職位保住

亞省簡訊
【看中國訊】12 月 9 日，亞省省長康

尼在渥太華提出「亞省公平交易」計畫，

以求獲得聯邦支持，幫助亞省恢復經濟。

康尼表示，數十年來，亞省一直是加

拿大經濟和聯邦財政的重要貢獻者，現在

該渥太華來給亞省提供支持了。

鼓勵土著參與油管建設

康尼的第一個要求是，要求聯邦承諾

為跨山擴建管道項目的完成設定「堅定、

確定和快速的期限」。管道擴建完成後，

將使進入卑詩省海岸的亞省石油數量增加

2 倍，但多年的延誤和法律糾紛困擾著這

一項目。

康尼希望渥太華鼓勵與項目有關的土

著民族參與跨山管道建設。通過向受影響

社區提供就業和支持金，使土著人民成為

該項目的「最大受益者」。

提高援助上限

康尼還正式要求聯邦政府提高對財

政困難省份援助資金的上限。「均衡退

稅」，即取消財政穩定計畫的上限，並追

溯過去 4 年應得的款項，以幫助亞省處

理短期資金緊縮狀況。

目前該計畫規定，聯邦向其非資源

收入同比下降超過 5% 的省份提供財政

援助。但援助資金上限為每位居民 60
元，鑒於油價暴跌後亞省面臨的預算赤

字規模，這一數字是不夠的。上週各省

和地區都同意支持亞省，提高該計畫的

上限。

康尼說，在亞省經濟好的時候，亞省

支付大量資金給聯邦，那時候就不設上

限，到了亞省需要援助的時候，就設立上

限，顯然不合理。

廢除C-48法案 修訂C-69法案

康尼提的第三個要求是廢除 C-48 法

案。該法案禁止載有原油的船舶在卑詩省

北部港口停靠。康尼認為，該立法嚴重限

制了亞省石油的出口潛力。

此外，康尼要求對 C-69 法案進行

「實質性修訂」。如果 C-69 實施，將由

聯邦決定哪些自然資源項目需通過聯邦政

府的環境審查。

擴大資金池規模

康尼提的第四項要求是擴大 Flow-
Through Share 資金池的規模，這是資源

公司用來籌集資金的一種金融工具，以便

公司可以籌集更多資金來建設碳捕捉等設

施，或幫助支付廢石油和天然氣井的復墾

費用。

接受亞省提議的甲烷減排規程

康尼希望渥太華接受亞省的甲烷減

排規程。亞省提議的抑制油田甲烷揮發

方案與聯邦政府規定的措施一樣有效，

卻成本更低。

康尼表示，亞省對渥太華的要求不是

「自私或狹隘的」，是出於實際的考量。

由於油價暴跌和管道產能受限，估計有

80,000 名高薪能源工人失業。

在星期一討論期間，保守黨議員回應

康尼的要求，稱自由黨政府在幫助亞省方

面做得還不夠。

曼尼托巴省議員卑爾根認為，政府

「對這個國家的一半視而不見」。

但是副總理、政府間事務部長弗裡蘭

德表示：「我想向對面的成員和所有加拿

大人保證，我們的政府非常重視大草原省

份面臨的經濟挑戰。」

【看中國訊】聯邦保守黨週二（12 月

10 日）成功聯合新民主黨及魁人政團，

以 171 票對 148 票通過一項動議，成立

特別委員會以全面審視中加關係。

在兩名加國公民康明凱和斯帕弗遭中

國扣押一週年之際，國會議員奧圖爾提出

該動議，呼籲特魯多政府拿出實質行動來

處理加中關係。

奧圖爾說：「中共在全球事務中的影

響力日益增長。我們需要一個專門的委員

會，來審查加中關係，以確保本國政府能

應對兩國關係危機和本國公民遭扣押情

況，也為決策華為可否涉足 5G 網絡建設

提出建議。」

奧圖爾說，這個委員會將幫助制定一

種「專業化、多學科的方法」，來應對雙

邊關係中的挑戰。

Memorial Drive & 36th St NE ~  403.272.9233

 Marlborough Mall 
慶祝節日

就在

兒童娛樂

與聖誕老人相約

玩具捐贈

與我們一起歡度節日就在 Family Park

12 月 1-24 日的每個週末
就在 Family Park

週六，12 月 7，14，21，28 日

下午 1 點 - 3 點

週五及週六

上午 11 點 - 下午 5 點

週 日

下午 12 點 - 4 點
聖誕夜（12 月 24 日）

上午 10 點 - 下午 4 點

下午 2 點 - 2 點半休息

捐贈給玩具天使一個新的，無包裝的

玩具，捐贈處位於 H & R Block 旁邊

11 月 19 日 -12 月 15 日

明年碳稅標準議定明年碳稅標準議定
每噸二氧化碳收30元每噸二氧化碳收30元

康尼向聯邦提五項要求

康尼在渥太華演講。（視頻截圖）

國會成立特別委員會  審查中加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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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憶文綜合報導】

美國重量級參議員於 12 月 5 日

發聲明指責中共政府活摘器官

後，新疆官員 12 月 9 日隨即舉

行記者會稱「再教育營」學員已

全數結業。 
據美國之音報導，中國國

務院新聞辦公室 12 月 9 日舉行

記者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

席扎克爾稱，再教育營（被海

外稱作集中營）教培學員已經

全部結業，下一步將以「尊重

意願、來去自由」原則，對農牧

民、初高中未就業畢業生等進

行培訓。 
他還說，參加職業技能教育

培訓的人數是動態的，海外一

些媒體稱人數達上百萬甚至 200
萬，毫無根據。他說，中國的反

恐、去極端化措施，與許多國家

本質上沒區別，美國一些人不要

雙重標準。 
分析認為，新疆官員稱再

教育營結業，似與之前的 12 月

5 日，佛羅里達共和黨籍的聯邦

參議員里克 · 斯科特的一份聲明

有關。斯科特參議員在這份聲

明中談美中貿易戰問題時，提

到了活摘器官。他說，中共把

百萬民眾以宗教信仰和人權問

題為由投入監獄。 「被拘禁後，

中共可能摘取你的器官。中共

曾同意在接管香港後將給予港

人基本權利，但是，現在中共

試圖剝奪港人的這些權利。習

近平還承諾奧巴馬不會把南中

國海軍事化。 面對一個從來都

不信守承諾的傢伙，你怎能和

他去簽約？ 我真不相信美中會

達成任何協定。」

斯科特參議員強調：「你們

還要和那些撒謊成性、不可信

賴的人簽多少協定？ 前腳和你

談，達成協議後，接著反悔。 
不能和這類人打交道。 」

臺灣「眾報」6 月 23 日報

導，曾在英美國會作證中共活摘

死囚器官暴行的英國維吾爾協會

負責人、腫瘤外科醫師安華托

帝 · 柏格達，在接受專訪時，拿

出一張新疆烏魯木齊機場地上

貼著「人體器官運輸通道」的圖

片，並質疑，「你得需要多大的

器官量，才會讓一個機場，專門

給你設一個特殊通道、快速通

道」。 
報導說，最新畫面顯示，新

疆烏魯木齊機場和青海省的西

寧曹家堡國際機場都開通「人體

器官綠色通道」，外界揣測，恐

與「新疆再教育營」輸出器官有

關。 該媒體指，中國南方航空、

中國東方航空都已開闢「人體器

官運輸」服務。

醫界人士透露，其他國家

都沒有在機場開闢「人體器官通

道」。 美國透過直升機載運，

且為了保持器官新鮮，通常不會

跨州運送，中共大量在機場開闢

「人體器官通道」，顯然有問題。

在川普總統簽署了《香港人

權與民主法案》，和美國眾議院

通過了《2019 維吾爾人權政策

法案》之後，中方進行了幾項反

制措施：（1）暫停審批美國軍

艦停靠香港的申請；（2）對一

些在香港運作的美國非政府組

織進行制裁；（3）香港美國商

會主席葛理福和會長早泰娜 12
月 7 日在前往澳門出席美國商

會舉辦的一次活動時，被澳門

當局拒絕入境，但沒給出任何

理由。 
有分析認為，美國眾議院

12 月 3 日通過的《2019 維吾爾

人權政策法案》更加切中中共的

經濟利益。 該法案明訂美國總

統得對迫害穆斯林的行為予以譴

責，並要求中共關閉新疆大規模

集中營，還直接點名制裁新疆自

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 
《環球時報》的總編胡錫進

幾天前發推說，中方正在考慮對

那些在新疆問題上「表現惡劣」

的美國官員與國會議員進行簽證

限制。 他還說，中方可能禁止

所有持美國護照的人進入新疆。

隨著美國重量級議員的發

聲，新疆官員已經在表面上服

軟，稱「再教育營」學員已全數

結業。 有分析認為，中共的所

謂反制措施是因為它在國內不能

示弱，在國外又要克制。

新疆官員稱再教育營結業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河北承德市及唐山市近日爆

出多人疑使用「清潔煤」後中毒

身亡事件，其中唐山一個多月就

有 6 人身亡，數十人被送往醫

院搶救。當地居民披露，政府沒

有告知使用須知，也沒有清潔煤

的配套設備。

據報導，今年 10 月下旬，

家住河北省唐山市開平區窪里鎮

西尚莊村的葉姓村民在村委會的

統一安排下，以每噸 600 元人

民幣的價格購買了幾袋冬季供暖

所需的「清潔煤」及配套鍋爐。

葉男透露，往年家中都是通過燒

散煤供暖，但今年冬季開始後，

當地村委會告知他們，出於環保

考慮，當地政府要求不允許村民

使用散煤取暖，要統一使用「清

潔煤」。但是沒想到，河北唐

山隨後傳出 6 名村民因使用「清

潔煤」而中毒身亡，另有數十位

村民仍在醫院搶救。

《新京報》報導，10月 31日，

唐山開平區窪里鎮西尚莊村村

民嚴金鳳發現 13 歲的女兒一氧

化碳中毒，經醫院搶救無效後死

亡。嚴金鳳說，當地不允許燃燒

「散煤」，今年他們家第一次使用

「清潔煤」，結果釀成悲劇。

中國之聲則引述唐山市玉田

縣林頭屯鄉後戶部莊村村民黃先

生的話說，今年 10 月，他父母

購買當地政府推廣的清潔煤，但

由於天氣寒冷，家中使用清潔煤

取暖時，沒有做好通風措施，結

果造成慘禍。據黃先生披露，村

裡推廣使用清潔煤時，沒有發放

宣傳手冊、囑咐注意事項和配置

報警器。

還有一些村民表示，今年冬

季開始後，村委會通知村民不得

用散煤取暖，政府和警察甚至還

到村裡檢查家中所存的散煤，稱

「有散煤也不讓燒，要強制性拉

走，換成政府推廣的清潔煤」。

對此，涉事村鎮官員回應，

配發的清潔煤是根據上級領導的

口頭指示，購買自指定廠家的清

潔煤。

但調查資料卻顯示，造成大

量村民出現中毒的清潔煤來源不

一，價格也不相同。其中名為唐

山白馬山型媒的供應企業，已於

11 月被註銷；另一家唐山博瑞

型煤則在今年 9 月成立，對於

其「清潔煤」質量是否合格，職

員僅稱是村民使用不當造成，與

企業無關。

據瞭解，所謂「清潔煤」，

按照官方說法是指對經過配選的

低硫低揮發無煙煤末，加入黏

合、助燃、固硫、防水等添加

劑，通過機械方法加工成型的煤

製品，坊間稱為「煤球」。

這種煤主要提供給農村居民

燒煤取暖，但由於清潔煤比散煤

要貴，且不耐燒，許多農戶並不

喜歡使用，因此政府才大力進行

推廣。

【看中國記者享利綜合報導】

香港作家陶傑近日爆料，一名向

來親北京的香港富商飛抵美國，

在被問話 3 個小時後，被拒絕

入境美國，當場遣返。人們猜測

是剛剛通過的《香港人權與民主

法案》正在發揮作用。

後來有香港建制派立法會議

員證實，被遣返的富商即是《星

島日報》老闆何柱國。陶傑說何

柱國一向都是親北京立場，在政

治上不算活躍。他乘坐私人飛機

抵達美國，被擋在入境處，官員

請他到房間談話，3 小時後正式

被拒入境，須原機返回。

之後，亦有消息顯示《文匯

報》及《大公報》等香港的親北京

媒體被列入制裁名單，這些媒體

的記者入美時亦被限制。

陶傑說，《香港人權與民主

法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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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法案一通過，他的許多

香港富商朋友都感到非常不安，

至少他自己也不敢去美國了，因

為害怕他的全國人大代表身分會

讓美國制裁他。

此外，臺灣《自由時報》引

述《南華早報》消息指出，《香港

人權與民主法案》正式成為美國

聯邦法律後，美國商務部在半年

內將會提交報告，評估香港是否

有執行美國實施的軍民兩用高科

技產品出口管制法令，避免這類

產品進入大陸市場，讓中共在國

內實行大規模監控。

香港《蘋果日報》11 月報

導，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

發布的年度報告中，特別建議美

國商務部在科技出口管控政策

上，檢討將香港和中國大陸視為

兩個關稅區域的政策，以限制軍

用化的高科技從香港流入中國大

陸的潛在可能性。

香港中文大學全球研究社會

科學學士課程講師陳偉信表示，

以香港外國記者會（FCC）副

主席馬凱被拒續簽證事件為例，

美國最關注的是香港政府是否能

獨立執行出入境管制。他舉例，

譬如說一個香港商人去美國購買

科技產品，貨物到香港時究竟如

何進行清關手續？有無可能這些

產品可以直接從高鐵西九站送往

中國大陸？這些流程美國一直無

法跟蹤。

時事評論人士盛傑表示，身

為香港菸草大王何英傑長孫的何

柱國身兼各種大陸公司的頭銜，

從其言行來看屬中共的合格代理

人，因此他成為香港人權法的制

裁對象也不冤。

原本屬於中立偏右的《星島

日報》在 2001 年被何柱國收購

後，即與新華社啟動合作關係，

建立了「新華在線」，把北京方

面的政治意圖、意識形態傳遞到

海外。此後，《星島日報》在重

大問題上開始與北京保持高度一

致。在今次「反送中」運動中，

何柱國把抗爭者誣陷為「港獨」

分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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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enwich農貿市場 室內

香港法案或已生效？傳星島老闆被拒入境美國 用「清潔煤」河北中毒頻傳

新疆集中營內的被關押者。（公有領域）

機場人體器官綠色通道。（網絡圖）

香港的和平抗爭者（龐大偉/看中國）

何柱國（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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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卑詩省政府週

二宣布將於 12 月 31 日將外國

業主和衛星家庭的投機稅和空

置稅從 0.5% 增至 2%。該省表

示，他們的大部分收入未在加拿

大納稅申報表中報告。增稅獲得

的 1.15 億元收入將用於經濟適

用房項目。在新的稅收豁免被引

入時，其他現行的稅收規則將逐

步被淘汰。

財政部長卡羅爾．詹姆斯

表示，投機和空置稅的推出，

正值卑詩省處於房市危機最嚴

重階段，該舉措有助為房市降

溫。而據第一年數據，政府認

為當時的稅收政策能起到應有

的作用，但那正吸引著投機

者，外國房產所有者和擁有空

置房屋的人。

下一階段稅收伴隨著一些新

政策，如：對加拿大武裝部隊現

役成員及其配偶財產的豁免；對

擁有只能通過水路進出的房屋所

有人的豁免；到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對外國所有人空置土

地的豁免。

到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將逐步取消在禁止出租的建築

物中的空置物業的豁免。根據

新法規，如果公寓或聯排別墅

有部分物業無人居住，即使該

建築物的章程禁止出租，也將

徵空置稅。

該稅於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推出，針對卑詩省人口最多的地

區，一年內至少三個月未成為主

要居住地或未出租的房屋。詹姆

斯稱 9 月份已有 11,783 名物業

所有者，為 9,386 處物業支付了

該稅。超過 99% 的卑詩省民被

豁免。

她還表示，有關投機和空置

稅的觀點多種多樣。「有些人反

對這項稅收，有些人則想實施額

外的稅收。在我們共同努力解決

住房危機的過程中，我期待繼續

進行討論。」

據悉，該省越來越多地要求

外國所有人、公司和信託機構在

其豁免申請中提供身份證明和其

他信息，這些改變旨在提高合規

性並防止逃稅。

【看中國訊】總部位於埃德

蒙 頓 的 ONE Properties 地 產

公司，為埃德蒙頓市中心 ICE 
District 項目的主要合作夥伴之

一，並以此聞名。該公司看好卡

爾加里市場，正在卡城大展身手。

該公司目前正在市中心

南側的 Beltline 區建設 Curtis 
Block 項 目， 位 於 12Ave SE
和 Macleod Trail SE 交叉口附

近，共建 3 棟高層商住樓，擁

有 1,030 套出租房。目前正在建

設的是一期工程，包括兩棟商住

大樓，分別為 34 層和 37 層，

共 650 套住房，一樓商業零售

面積約 16,500 平呎，並有三層 地下停車場。第三棟大樓，仍在

設計階段。一期工程將在 20 個

月內建成。

Curtis Block 項目的附屬設

施，包括最先進的健身房、瑜伽

館和室外籃球 / 冰球場。在頂層

將設立室外溫泉浴池、陽台和休

憩室。另還將建設室外影院、健

身設施和大型室外廣場。

「毫無疑問，它將是迄今為

止，我們在單個項目中投入的最

大的便利設施空間。」

ONE Properties 的總經理

Durstling 說。

Durstling 表示，由於公寓

市場放緩，ONE Properties 目

前專注於卡爾加里的租賃市場。

「我們是卡城 Beltline 區居

民人口增長的推動者，這裡距離

市中心很近」他說。

「項目東部的項目開發也令

我們感到興奮 - 會展中心擴建、

活動中心建設、Victoria Park
公園河流復甦項目，另外，未來

的綠線輕軌也會在我們門前經

過，並且在這裡有站點。」

「在全國各地，出租房對人

們來說越來越有吸引力。它比買

房靈活性更大，負擔小。」

幾年前，該公司在 Beltline
區 西 端（10 Ave SW 和 9 St 
SW 交叉口附近）完成了一個

名為 VERSUS 的項目，兩棟大

樓，共 444 套公寓。「進展非

常順利，」Durstling 說。

Durstling 表 示，ONE 正

計 畫 在 Sarcee Trail 和 Trans 
Canada Highway1交叉口附近

建設商業零售中心。項目佔地約

15 英畝，建設面積約 15.7 萬平

呎，Loblaws 雜貨店將入駐。

ONE 的另一個未來重要項

目是位於 9Ave 和 10 St SW 路

口附近，原來是 Metro Ford 車

行，該處將建設兩棟商住大樓

（含 816 套公寓房），可供約

1,225 位居民居住；兩層商業零

售空間，將達 109,400 平呎。

ONE Properties 還計劃在

卡城建設更多項目，儼然成為了

卡城的活躍開發商。

【看中國訊】購房是一個複

雜的過程，對首次購房者來說，

尤其如此。以下是一些購房過程

中常出現的名詞，希望給您在購

房中帶來方便。

按揭預批 
Mortgage Pre-Approval

看房前，經紀都會提醒，一

定要事先拿到貸款機構預批函。

按揭預批，實際就是銀行根據申

請人提交信息批准的貸款金額說

明文件。銀行根據申請人提交的

收入、資產和信用評分等基本情

況，可確定申請人是否能拿到貸

款和具體貸款金額。注意，按揭

預批只是預批，並不保證最後

真能拿到貸款批准，預批 90 ～

120 天後失效。

固定利率按揭 
Fixed-Rate Mortgages

按揭利率決定按揭成本多

寡，利率越低，按揭成本越低。

固定按揭，就是按揭期限內利率

固定不變。如利率近期看漲，最

好是簽固定利率，如此就能趁利

率還在低位時鎖定。有些買家，

為方便日常預算，喜歡按揭還款

能在可預測控制範圍內，也最好

簽固定按揭。

浮動利率按揭 
Adjustable-Rate 

Mortgages
浮動利率按揭，是指貸款期

間利率會波動。通常，新客戶初

始浮動利率比固定利率低，如此

才能吸引客戶。初始期一過，利

率就可能上下波動。

第三方託管 Escrow

第三方託管，是指賣方接受

買方開價到最後交割期之間的託

管期，在此期間，房屋買賣交易

所有相關文件和金額均由第三方

託管，確保所有條件滿足後，合

同能如期履行。

公寓房 Condominiums

共管公寓，是指由共管公寓

協會管理的公寓，共管公寓協會

制定規章，規定所有公寓單元和

公寓大樓使用方式，公寓業主每

月得交管理費，支付公攤區域管

理成本。

銀行估價 Appraisals

銀行貸款前，為確保要買的

房子的確值買方開出的買價，一

般會在正式批按揭前，派估價師

上門評估物業市值。如物業估價

比買價低，銀行要麼拒受貸款審

批，要麼減貸款額。

卑詩房產投機稅增至2%
豁免規則趨嚴厲

ONE Properties看好卡城地產市場

（網絡圖片）

Curtis Block項目渲染圖（網絡圖片）

Curtis Block項目建設中（網絡圖片）

VERSUS 項目（網絡圖片）

地產小知識

購房常見術語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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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灰姑娘的故事

在一位來自中國天津的姑娘林曉

靜身上真的發生了：她嫁給了愛

爾蘭伯爵的第一繼承人，成為歐

洲歷史上第一個來自中國的伯爵

夫人，婚後便住在愛爾蘭島中心

最大的私人城堡 - 比爾城堡。而

當年林曉靜遇到他的丈夫包柏德

時，對方卻只是個普通職員。

千里姻緣一線牽

林曉靜出生於天津的一個普

通家庭，父親是一名工程師，母

親則是在家負責相夫教子的全職

太太。從小林曉靜就成績優異，

芭蕾也跳的非常好。

Patrick， 中 文 名 為 包 柏

德，意為像柏樹一樣公正、正

直，而德代表道德，他迷戀中華

文化，一心就想娶個中國女人，

當然有錢的他自然桃花不斷，卻

發現這些女孩都只是愛上他的身

份，就像朵牽牛花一樣攀附。幾

次下來後，他決定了要隱瞞身

份，偽裝成普通的公司職員，希

望能找到不貪圖錢財的真命天

女。

他們在公司的一次會議上相

識，包柏德給林曉靜提出了她方

案中的不足，林曉靜覺得他說的

有道理，便悉心接受了。倆人開

始拍拖，包柏德吃飯從不搶著買

單，而且每一次都開著那輛半舊

的捷達，這一度讓林曉靜覺得奇

怪，不過也沒多想，跟包柏德的

相處倒也愉快，在外逛街血拼時

也從不主動讓對方付錢。林曉靜

此種獨立自主的性格，倒是使一

旁默默觀察的包柏德格外欣賞。

但當時已決定去澳洲讀書的

她，還是覺得此段異國戀無法有

結果。包柏德得知之後，看似不

經意的約林曉靜去吃飯，然後準

備一場浪漫的求婚驚喜。在搖曳

的燭光、鮮紅的玫瑰和動人的情

話下，幾乎沒有任何女孩子能抵

擋這種攻勢。確定關係以後，包

柏德提出帶她回去愛爾蘭見自己

的父母。結果林曉靜卻被帶到愛

爾蘭最大的私人城堡——擁有

1000 公頃花園、28 間臥室與

6000 平方米居住區域的比爾城

堡門前，林曉靜徹底震驚了！

包柏德家人得知消息後也曾

反對這門婚事，但正如奧黛麗赫

本主演的《窈窕淑女》，林曉靜

用自己的談吐行為贏得了他們的

接納。「我並不覺得貴族家庭是

高高在上的，我覺得先生的親戚

都很善良、誠實，這點和我的父

母親完全一樣，在這一點上我們

是平等的。」林曉靜如是說。

Radio-Canada 記者 Sophie 
Langlois 不久前採訪了加拿大

的幾名反送中支持者。除了一個

人以外，他們都使用了化名並在

接受採訪時戴著口罩。

其中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留

學生更是小心，他和記者會面時

幾次更換時間地點，如同從事地

下工作。到了約定的咖啡館後，

他又因為店內有兩個華人顧客而

要求把座位換到離他們遠一點的

地方。整個採訪過程他都用背對

著攝像機，並要求記者不要公開

任何可能泄露他的身份的信息。

對這位化名為「讓」的大陸

留學生來說，支持香港反送中確

實是一種地下活動。他擔心自己

的立場如果被發現，回國後會被

抓起來，在國內的父母也會丟掉

工作。

他告訴記者，中國留學生互

相監視，如果他們發現你有一丁

點兒被他們視為背叛的跡象，就

會舉報你，並且在社交媒體上騷

擾你。麥吉爾大學和康考迪亞大

學的親北京中國留學生有多種騷

擾方式。「他們衝擊支持香港的

集會，進行網路霸凌，叫罵，指

控我們是國家的叛徒。」

他說，來到蒙特利爾以後，

他看到了加拿大人享有的言論自

由，但是認為來自大陸和香港的

移民並沒有同樣的言論自由。

兩個星期前，兩個香港女生

在麥吉爾大學教育學院的樓裡辦

了一個只持續四個小時的小展

覽，介紹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她

們在前一天收到了一封郵件，寄

件人也是學生，反對她們辦這個

展覽，指責她們鼓吹暴力。展覽

期間來了兩個中國女生，憤怒地

聲稱香港示威者殺人。

辦展覽的女生之一朱莉（化

名）說，她們可能遭到網路霸

凌，在香港的家人可能遭到報

復。但是她們所做的只是為了引

發思考。

由於害怕自己和家人遭到報

復和網上攻擊，幾乎所有香港反

送中的支持者在公開活動中都戴

口罩，即使是那些已經獲得永久

居留權或加拿大國籍的人也不例

外。在記者採訪到的幾位支持者

當中，只有在麥吉爾大學任教的

本杰明．馮願意在攝像機前露

臉。

馮 是 蒙 特 利 爾 港 人 團

體「Action Free Hong Kong 
Montreal」的成員。今年 9 月

底，該團體組織的一次支持香港

的遊行受到十幾個中國政府支持

者的衝擊。馮說，遊行隊伍中有

一人受到攻擊，幸虧有警察在

場，及時制止了暴力行為。

作為網路安全專家，馮認

為，加拿大如果讓華為參與 5G
網路建設，等於是向中國情報機

構敞開了大門。「在網路安全領

域，我們總是說，一個安全的系

統離變成一個間諜軟體只差一次

更新。有那麼多選擇，我看不出

我們為什麼非要冒這個險。」

記者問馮說，他覺得自己的

言論自由在加拿大受到保護了

嗎？他回答說，到目前為止還

好，「但是這個採訪播出後，我

就不能肯定了。」 

【看中國訊】被伊朗當局以

「間諜罪」判刑的美籍華裔學者

王夕越已經獲釋。美國總統川普

與國務卿蓬佩奧 12 月 7 日早上

對此發表聲明，感謝瑞士協助談

判釋放王夕越，並強調美國政府

將努力不懈，把在海外遭到不公

正拘禁的所有美國人帶回美國。

美國之音報導，川普總統的

聲明說：「在伊朗被關押 3 年多

後，王夕越正在返回美國。普林

斯頓大學研究生王夕越自 2016
年起被伊朗當局以莫須有的間諜

罪名關押。我們感謝瑞士夥伴與

伊朗談判協助使王夕越獲釋。美

國公民的安全與福祉是美國的當

務之急。使被囚禁的美國人獲釋

對我的政府至關重要。我們將繼

續努力，讓所有在海外被不法拘

禁的美國公民回家。」

美國國務卿彭佩奧也在一

份聲明中說：「又一名美國人回

家了。王夕越被伊朗以虛假的指

控扣押了三年多，現在他已經獲

釋，在返回美國途中。王先生不

久將和他的妻子和兒子團聚。他

們十分想念他。美國將繼續不懈

努力，讓每一位被伊朗和其他國

家扣押的美國人跟他們的親人團

聚。」出生在中國但已加入美國

籍的王夕越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歷史系的博士生，2016 年赴伊

朗從事學術研究期間，被德黑蘭

當局逮捕，以「間諜罪」判刑十

年。

一位美國政府高級官員說，

王夕越獲釋後將在德國接受醫生

的健康檢查，並為此將在德國停

留幾天。

普林斯頓大學發表聲明表

示，對王夕越獲釋感到欣喜，期

待他回到曾經就讀的校園。

【看中國訊】去年初因一張頭

頂冰花的照片而引起全國關注的

雲南高寒山區小學生王福滿，近

日因為家裡申請貧困戶被拒再次

引發輿論關注。

王福滿的父親王剛奎目前在

離家 100 多公里的魯甸縣城工地

上打工， 一個月有 3000 到 4000
元左右的收入。因為不懂技術，

王剛奎只能做小工。王剛奎的兩

個孩子都在讀書，還有一個弟弟

也在上學，母親和愛人沒有工

作，都需要照顧，只能在家附近

找工作，不能去城裡打工。

王剛奎的母親和妻子想申請

村裡的掃路工作，這樣每個月可

以得到 500 元的補貼，但也遲

遲申請不到。「 雖然每個月只

有 500 元，但是對我們農村人來

說，有了這筆錢可以解決很多問

題。 」王剛奎說。

王剛奎認為，申請不到貧困

戶資格是因和村主任有矛盾。

【看中國訊】又有 11 名中國

人偷渡美國夢碎。美國海關人

員 12 月 7 日在美墨邊境入境處

攔截了一名 42 歲的美國貨車司

機，赫然發現有 11 名中國偷渡

客藏身在車上的舊傢俱中。

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

(CBP) 聖地亞哥分局的負責人

皮特．弗洛雷斯表示，「這些人

是偷渡者，他們的生存條件極

其惡劣，可能會對生命造成威

脅。」「幸運的是沒有人受到重

傷。」「我們一再強調偷運人口

的是一項十分危險的舉動」。

據報導，這幾名偷渡客將被

提起刑事和移民訴訟。這是美國

海關和邊境保護局一個月來攔截

的第二起案件，大約在一個月

前，美國海關總署同樣在聖伊西

德羅入境處，攔截了 6 名中國

籍偷渡者，他們當時正藏身在卡

車車廂的夾層中。

加拿大華人言論自由受威脅
【看中國訊】加拿大是

香港移民最多的國家，而香

港也是加拿大公民最多的

亞洲城市。幾個月來的香港

反送中運動在加拿大引起

巨大反響。但是魁省蒙特利

爾市的一些香港反送中支

持者說，他們的言論自由因

大陸留學生的騷擾受到威

脅，而加拿大政府對此視而

不見。 

天津灰姑娘搖身成伯爵夫人

中國人為偷渡藏身於物

加拿大撐香港集會（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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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garychinese.com/yellowpage/main.php?type=2&id=441
谷歌博客：http://blessingswellness.blogspot.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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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反饋之七：

【青少年近視】一男性患兒，13 歲，
患真性及假性近視 1年，伴視疲勞，睡
眠不佳，食慾差。在本門診經針灸治療
8次，並結合中藥調養，假性近視及視
疲勞消除，視力明顯提高，睡眠及消化
功能改善，隨訪一年視力穩定。

            病人反饋之八：

【梅尼埃氏病】一女性患者，嚴重眩暈
反覆發作 2 年，診為耳水不平衡，即
梅尼埃氏病。予以西醫治療，症狀未得
緩解，眩暈仍頻繁發作。患者於本門診
經針灸及中藥治療 3 次，眩暈消除，
治療 1月，平衡功能恢復，未復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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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essingswellness.blogspot.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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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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伊朗扣押的 
王夕越獲釋

昔日冰花男孩
申請貧困戶被拒

天津姑娘成為歐洲史上第一個來

自中國的伯爵夫人。(網路圖片)

比爾城堡  (Wikipedia)

一人藏在洗衣機中，一人藏身在老舊梳妝臺的櫃子中。（美國CBP工

作人員 San Diego 的推特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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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系統直接介入港務

據港媒報導，香港警務處

處長鄧炳強於 12 月 6 日到訪北

京，當天會見公安部部長趙克志

後，7 日又會見了主管政法系統

的最高官員郭聲琨，及港澳事務

辦公室主任張曉明。

郭聲琨宣稱香港警方在反

送中運動中「做了大量有效工

作」，政法委「全力支持香港警

方」盡快恢復社會秩序，繼續

「止暴制亂」。

趙克志會見鄧炳強時曾明確

表示，政府和公安部永遠是「香

港警隊的堅強後盾」。

此前，港媒曾披露政法委書

記郭聲琨介入處理港澳事務。郭

聲琨於 11 月 28 日在黨媒《人民

日報》發表文章說，要堅決捍衛

「國家政治安全」、要「高度警

惕、堅決防範和嚴厲打擊敵對勢

力的滲透、破壞、顛覆、分裂活

動」等，這是中共政法委書記首

次公開對香港事務表態。

除郭聲琨、趙克志外，政法

系統還有國安部長陳文清據報也

參與了香港事務。跡象顯示，北

京正持續加緊控制香港，無論是

港警內部，還是獨立調查委員會

背後的角力，都有中共政法委的

影子。

港警背後有黑手

11 月 19 日，北京當局通

報，國務院任命鄧炳強為香港警

務處處長。

鄧炳強作風強硬，網友曾在

香港連登論壇上爆料，鄧炳強與

元朗黑幫勾結，策劃 7.21 白衣

人恐怖襲擊元朗地鐵站事件，

同時也被稱為「西環（中聯辦）

契仔」。 10.1 荃灣有警察開真

槍射擊示威者，鄧亦力撐警察開

槍合理合法。此外，鄧炳強與曾

在添馬公園參加「撐警集會」的

何君堯結拜為兄弟，並與元朗鄉

紳關係複雜，接受賄賂。

有港媒報導，元朗事件後，

香港廉政公署宣布調查有沒有警

務人員涉及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香港「反送中」運動自 6 月

9 日爆發以來，一波又一波的市

民走上街頭抗議。半年間港警

抓捕民眾近 6000 人；不少港人

「被自殺」、「被跳樓」、「被失

蹤」，從 6 月至 9 月的 3 個月

中，警方共接獲 2537 宗發現屍

體個案。

民眾懷疑港警濫暴濫捕的背

後隱藏著北京黑手，香港儼然變

成了大陸的一個城市，北京政法

系統對付國人的那套頻頻在香港

上演。

一名要求匿名的紅二代曾對

海外媒體表示，港警如此瘋狂鎮

壓港人，看起來港警完全受北京

控制，特首林鄭月娥對這些人都

控制不了。

這名紅二代透露，香港警隊

裡面混入了很多大陸警察，香港

警察就三萬人，實際上應付不了

這個局面，到處都有假警察。

【看中國訊】中共中央紀檢

委 10 日發布公告，金融領域官

員除了收受賄賂，還利用職務

之便，在清理網貸（P2P 借貸）

等案件上「特權挽損」，讓自己

先抽身。

根據這篇在官網發布的公

告，駐銀保監會紀檢監察組依據

查處到的案例，整理出 17 項在

金融領域常見的特色賄賂「名貴

特產」和賄賂資源。

這些有形的賄賂品包括：高

級信用卡、紀念幣、金融機構宣

傳品、授課費、薪酬獎勵，金融

機構非公開定向發行的存貸款、

信託、理財和保險產品等。無形

的資源則包括：金融監管或經營

服務相關的審批權決定權、可獲

利的內部資訊和機會等。

這份公告首次提到，有公職

人員在清理網貸、打擊非法集資

案件查辦中，利用職務之便「特

權挽損」。

這樣的作法，形同「出事，

讓領導先跑」。財新網報導指

出，近兩年持續的 P2P 和私募

基金爆雷潮中，不少受害投資者

都反映過類似情況。

例如，2019 年 5 月，有投

資者稱，金誠集團 2018 年被證

監會查處、出現兌付逾期後，有

當地政府公職人員在金誠集團被

因涉嫌集資詐騙罪立案前，提前

拿回了投資。但相關投資者未提

供明確證據。

P2P 早期因中國政府的鼓

勵和放任而興盛，2016 年初一

度有約 3000 家平臺。此後官方

為風險管控要求清退這些業者，

到今年 10 月只剩下 400 餘家。

出現「爆雷」的平臺，很多是涉

及非法集資，受害者面臨血本無

歸的情況。

財新網報導指出，人數眾

多、範圍甚廣的非法集資案受害

投資者中，確實有檢察院幹部等

相關領域的公職人員或其家屬，

中間可能存在潛在利益衝突問

題。 

兩條秘密通道

李一平 12 月 8 日在自媒體

頻道《一平快評》中表示，習近

平上臺以前，體制內的大家族就

已經形成共識，把子女安排到海

外，整個家族已經安排好了後

路；而老一代在國內搞政治，進

行統治。等船要沉了，大家就一

起逃亡。一起逃亡之路已經安排

好了，習近平上臺後也不敢堵

絕，因怕這些人和他拚死一搏。

比如曾慶紅的兒子早已身在澳

洲，在那裡買了著名的豪宅。剩

下兩個老的在中國與習近平鬥

爭。

北京最高層的逃亡之路有兩

條：一條是從中南海到西山的空

軍基地，有一條秘密通道。另一

條秘密通道是從中南海到人民大

會堂，再到北京國際機場。

秘密通道曾被啟用

李一平說，這兩條通道其中

的一部分在 1989 年的時候曾啟

用過一次。當時，鄧小平把全國

各地的軍隊召集到北京去鎮壓北

京的學潮。幾十萬軍隊來到北

京，如果其中有一支部隊嘩變，

就可能造成整個局勢的失控，軍

隊可能雪崩式的叛變。如果是那

樣，下令去屠殺的人就有生命的

危險。因此那時老謀深算的鄧小

平就在北京國際機場準備了多架

民航飛機，飛機上裝了很多黃

金，準備一旦大勢已去，就駕機

逃跑。

李一平還透露，若西山軍用

機場遇到叛軍嘩變，民用機場會

作為備胎。一旦美國或其它國家

來攻擊中共的高級領導人，或者

國內嘩變進攻當權者，一般都不

會打擊民航，因為這在道義上站

不住腳。

中共高層現在非常擔心在內

部鬥爭中失勢，官員們一旦被關

進秦城監獄就難以逃往國外。因

為通常揹負的是貪腐罪名，在任

何的政權之下，貪腐都是重罪，

即使將來變了天，也沒有出頭之

日。現在國內高層成員如坐針

氈，想辦法逃跑；如果逃不了，

就想辦法在鬥爭中鬥贏。

現在習近平不僅要防止高層

的人叛逃，也要防止中下層官員

的人叛逃。雖然中下級官員沒有

掌握最高機密，但在風雨飄搖的

階段，即使一個小官員的叛逃也

會對其整個政權造成重大衝擊。

黨內離心離德

外界分析，新疆有關集中營

密件近期連續外泄，顯示中共內

部分裂。自稱王立強的共諜向澳

洲投誠，於上月下旬爆出許多有

關港臺澳洲諜戰資訊，被指中共

特務頭子的中國創投總裁向心夫

婦因此被扣臺灣。有報導稱，向

心、龔青夫婦是自願選擇留在臺

灣的。

資深政論作家林保華髮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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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原先的國安部那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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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有人要出逃。

《悉尼晨驅報》12 月 1 日也

引述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研究

員周安瀾（Alex Joske）分析指

出，澳洲政府如何回應王立強的

庇護申請，部分有意叛逃的中共

官員會密切關注，考慮是否跟

進。

《看中國》專欄作家鄭中原

撰文分析認為，在內憂外患和內

部清洗加劇之下，分屬不同派系

的中央委員會成員向自由社會投

誠的情況也可能出現，並由此拉

開紅色政權不推而倒的序幕。美

國中國問題專家林蔚日前對媒體

透露，一個和習近平關係密切的

中共高層幕僚透露，他們已經走

投無路了。

多方勢力投誠潮將起？

郭聲琨見鄧炳強  北京緊控港

全民共振平臺發言人

李一平日前披露，中南海最

高層有兩條逃亡的秘密通

道。多方分析認為，中共出

走的官員級別將會越來越

高。

林中宇綜合報導

（Getty Images）

【看中國訊】近日天津市濱

海新區寨上街道原工委書記陳玉

慧因貪汙、受賄、挪用公款、濫

用職權罪一審被判處有期徒刑

18 年。陳玉慧案件涉及金額高

達 3.17 億元，他被指每天躺在

錢上睡覺，就連惡勢力頭目也因

他 「太貪」而與他絕交。

陳玉慧是濱海新區建區以

來，查處涉案金額最大、涉罪最

多的正處級官員。據辦案人員

稱，案件涉及金額高達 3.17 億

元，調查人員在其家中搜出玉

器、紫砂壺、名人字畫共 300
多件，茅台、五糧液十餘箱。他

更把貪汙得來的上百萬元現鈔鋪

在床褥下，每天躺在錢上睡覺。

2019 年 4 月，天津通報 17
起充當黑惡勢力「保護傘」典型

案例，1959 年 4 月出生的陳玉

慧是其中之一。

通報稱，陳玉慧利用職務便

利，為惡勢力組織頭目劉洪飛承

攬拆遷工程，默許縱容暴力拆

遷。陳又總計挪用公款上億元為

劉洪飛成立公司，從中索取、收

受賄賂。為答謝陳，劉洪飛每逢

過節除給對方送禮、送紅包，名

酒名畫古玩玉器紫砂壺等物件沒

個數。從 2005 到 2016 年，陳

玉慧受賄索賄 573 萬元，當中

445 萬元便來自劉洪飛。

在陳玉慧的操縱下，劉洪飛

組建了拆遷隊，幹拆遷沒有資

質，陳玉慧便運作原漢沽區某工

程公司，把資質證借給劉使用。

此後，陳玉慧負責的所有拆遷工

程，都交給了劉實施。這支拆遷

隊指哪拆哪，時常鬧得雞飛狗

跳。對村民，他們強拆、逼拆、

誘拆，村民們見之如瘟神。

2016 年，劉洪飛決意跟陳

分手。他回憶當時的動因：覺得

陳玉慧這麼個搞法遲早要出事。

這個人太貪，「吃」相也不講究。

陳玉慧被指為求官運，身

上常帶著從五臺山求來的「護身

符」。陳玉慧又在人前佯裝生

活簡樸，住在上世紀 90 年代的

老房子，但調查發現他利用收賄

得來的金錢購買多套房產，又將

大量現金用他人名義代持。

街道書記 
涉案3億 睡在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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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

導】持續半年的香港反送

中運動如火如荼之際，剛

剛履新的香港警務處處長

鄧炳強到訪北京，接連受

到公安部部長趙克志和中

共政治局委員、政法委

書記郭聲琨會見。評論認

為，這顯示中共政法委已

全面介入港務。

P2P倒了領導先跑 中國金融反腐藏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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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官媒《環球時報》4 月

份發表的一篇社評稱：「臺海問

題不需要通過一場真正的戰爭

來解決，但大陸可以有各種手

段將民進黨統治的臺灣『黎巴嫩

化』。」日前《紐約時報》發表文

章《中國已經失去了臺灣》，作

者 NatashaKassam 認為，北京

正試圖從內部侵蝕臺灣的政體，

北京認為可以讓臺灣的各個民

族、政治和社會團體互相鬥爭。

儘管北京在努力破壞，但臺灣的

民主制度正被證明很健康，而且

很活躍。

值得注意的是，境外資金

介入臺灣大選。據臺灣最高檢察

署統計，境外資金多來自中國大

陸，且針對總統候選人部分是

100%。據統計，截至 11 月 30
日，相關單位共受理 378 件、

586 人涉案，其中賄選及暴力案

【看中國訊】香港反對修訂《逃犯條例》

風波持續逾半年，警方使用武力的情況一

直備受國際重視。香港特首林鄭月娥一直

堅拒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有關情況。

被廣泛批評為「無牙老虎」香港監警會，

早前聘請五名海外專家協助其審視近日示

威活動中的警務工作及程序。

有關專家組星期三發表聲明，指過去

幾個月，雖然在資料搜集和分析方面，取

得有意義的進展，但小組認為，監警會不

論在權力還是獨立調查能力方面，都出現

明顯缺陷；考慮到專題研究牽涉甚廣和問

題的複雜性，監警會需要先處理調查能力

及權力不足的問題，才能滿足香港市民對

監警會的要求。不過，小組發現與監警會

溝通後仍無法取得進展，因此「現階段無

法繼續有效地支持相關研究」，最終決定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導

中華民國第15任總統、
副總統選舉，將於2020年1
月11日舉行，與第10屆立法
委員選舉共同構成2020年
公職人員選舉。當選人將於

2020年5月20日宣誓就職。

大選在即 臺政府加強防守

件分別有 170 件和 34 件；而其

它包含假資訊、選舉賭盤及境外

資金介入等案件共有 174 件，

264 人涉案。

另外，正在澳洲尋求政治庇

護的中國籍男子王立強接受媒體

採訪稱，他曾經參與香港銅鑼灣

書店綁架案。並稱 2018 年九合

一選舉期間曾捐款幫助韓國瑜選

舉；從香港以海外名義，捐款給

韓國瑜 2,000 多萬人民幣。韓國

瑜競選辦公室對此否認。

臺灣立法院 12 月 4 日邀請

陸委會、內政部、國安局等十

個機關首長，報告「境外勢力影

響、操作、干預大選」。陸委會

主委陳明通指，選前會嚴格審查

中國大陸人士來臺，內政部則加

強收集情報，防止中國大陸以暴

力、賭博、假資訊影響大選。

全體辭職（formally stand aside from its 
role），除非「監警會能夠取得必要的權

力」，小組才願意繼續支持監警會。

小組成員接受《華爾街日報》訪問

時，認為監警會應有權力辨認及保護警隊

內外的證人，要達至這個基本要求，才能

有效化解香港目前的危機。

今年九月成立的國際小組以曾擔任

女王陛下警察監察局總督察 Sir Denis 
O'Connor 為首。其他四位成員為：新

西蘭警察行為獨立調查局（IPCA）主席

兼法官 Colin Doherty、澳洲新南威爾

斯州執法與行動委員會 （LECC）總監 
Hon Michael F Adams QC、英國基爾

大學自然科學研究院院長兼教授 Clifford 
Stott，以及加拿大公民監察執法協會

（CACOLE）前主席 Gerry McNeilly。

2020臺灣總統候選人左起國民黨韓國瑜、民進黨蔡英文、親民黨宋楚瑜(合成圖)

電話：（403）259-2474 Email: cbcfoot@liv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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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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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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莎：（780）660-2390 ( 國 / 粵 / 英 )

陳明通表示，北京以各種方

式影響民主國家選舉，也介入臺

灣民主機制正常運作，已經是國

際社會普遍認知和公認的事實。

陳明通表明將增加查核密度與

管理強度，「若有違法違常的情

事，政府也會嚴正執法，確保兩

岸交流正常有序的進行，避免影

響干預明年的選舉。」

天鈞政經團隊發文認為，北

京改變策略攪局臺灣大選：由於

民進黨政府採取「親美抗中」的

政策，因此，北京推出的「惠臺

26 條」在臺灣產生影響力更多

的是體現在國民黨不分區立委名

單中，並且基本撕裂了國民黨內

部。如果親北京人士進入了立法

會，那麼他們可以利用合法方式

調閱、獲取相關的政府機密文件

和信息，後果不堪設想，體現出

北京的黑手正在接近臺灣政界最

核心的部分。

加拿大渥太華大學 11 月

27 日 舉 辦「臺 灣 2020 年 總

統大選」座談會，渥太華大學

ScottSimon 教授表示，臺灣是

東亞民主國家及亞太和平基石，

2020 年總統及立委選舉攸關臺

灣及區域的未來。中國大陸統一

臺灣及介入選舉的意圖明顯，蔡

英文堅守臺灣主權及現狀，韓國

瑜則主張更緊密的兩岸關係，但

也曾反對過「一國兩制」。十月

底高雄市警方截獲百餘個中國大

陸金融憑證Ｕ盾，轉帳金額近

六億元人民幣。Ｕ盾是新型態地

下匯兌工具，警方追查流向，嚴

防中國大陸透過地下匯兌，匯入

大量資金來臺介入選舉。

國際人權日80萬香港人遊行
12月8日香港民間人權陣線（民陣）四個多月來首次取得警方不反對通知書、發起「國際人權日遊

行」，港島區再現潮水一般的遊行人群，一直到入夜點起手機光繼續前進，民陣宣布有80萬人遊

行，呼籲港府回應反送中的五大訴求。

(攝影：龐大偉)

港監警會缺權力
國際專家組集體辭職

【看中國訊】 香港律政司長鄭若驊 11
月 14 日前往英國出席講座並發表演說，

抵達現場時被數十位挺港人士包圍，混亂

中她跌倒受傷，左手腕脫臼骨折。消息

指，鄭若驊其實希望辭職留在倫敦，但北

京方面下令要她回到香港，因此外界戲稱

她是「被送中第一人」。

鄭若驊 12 月 3 日回到香港時透露，

她在英國接受手術後，被中國駐倫敦大使

送到北京，媒體問其為何不回港治療，鄭

僅稱「是大使館的安排」，並對「中國中

央政府與領導的關懷及支持」表示感謝。

值得留意的是，就在鄭若驊返回香港之後

不久，其丈夫潘樂陶旗下安樂工程公司亦

被港府調查。

大陸富商郭文貴在網絡媒體爆料指，

面對香港當前亂局，鄭若驊曾兩度請辭，

都遭到高層拒絕。北京察覺其意圖後，隨

即派出專案組及駐英大使劉曉明與鄭若驊

會面，告知鄭若驊必須回到香港。最終她

被迫以「治療」為名搭專機前往北京與中

共領導會面。

港律政司長欲辭職留英觸怒北京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Forum A9看論壇第 84期     2019年 12月12日—12月18日

一個很常見的問題是：沒了

共產黨，中國怎麼辦？往往提問

的人不是在要方案，而是在要一

個保證：天下不能亂、社會不能

崩潰。至於坐在中南海裡的叫

共產黨、或是叫別的什麼黨，他

是不在意的。

《冰雪奇緣 2》是一個尋找真相和解決

危機的故事，這個童話主題其實就和我們

今天講的現實掛上了。故事的結局是，縱

然有千般危險、萬種危難，但災難並沒有

降臨到有勇氣選擇真相的人。地、水、

火、風四大元素歸於和諧，籠罩在魔法森

林的霧之牆消失，清澈的天空再度出現，

Arendelle 王國和森林部落重歸於好，這時

最後的謎題揭曉，原來 Arendelle 王國的長

公主愛莎（Elsa）就是傳說中存在的，在

地、水、火、風之外更高境界的第五元素。

我們在童話故事裡學習，造就一代一

代人的品格。在今天的故事裡：選擇真相

有現實的危險，安於謊言有眼下的安全。

我們仍然要選擇真相，拆穿謊言，推倒那

堵謊言的紅牆。

要拆穿了偉大、光榮、正確、社會主

義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中國人就不

能有民主，這一系列謊言之後，共產黨恐

怕真是很難保持現在的地位。沒了共產黨

誰能保證中國不亂、洪水不來嗎？這個保

證就在提問題的人自己。

從童話回到真實的歷史，在共產黨國

家崩潰的案例裡，民眾主動參與程度越高

的，轉型後的社會就越穩定。蘇聯的政治

宣傳一直堅持說：波羅的海三國立陶宛、

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加入蘇聯是他們自己

的選擇。二戰以後紐倫堡國際法庭審判

的供詞顯示，這其實是《蘇德互不侵犯條

約》秘約中的一部分，是蘇聯與納粹德國

私下交易的一部分。蘇聯得到波羅的海三

國是取之於不義，但蘇聯堅決不承認。

1989 年波羅的海三國的民眾發起

「波羅地海之路」的人鏈行動，200 萬人

手拉手組成人鏈長達 600 多公里，穿越

波羅的海三國，以行動拆穿蘇聯的謊言：

我們不是自願加入蘇聯的，我們自己出來

表達自己的意願，莫斯科的喉舌不代表我

們！這個極富勇氣又極為震撼世界的舉動

給蘇聯製造了極大的尷尬，蘇共還沒好意

思說這兩百萬人全是廢青！波羅的海三國

是蘇維埃鐵鏈最早崩裂的一環。脫離共產

黨統治之後，波羅的海三國沒有天下大

亂，反而社會穩定、民生富足。在歐洲目

前普遍沒擺脫經濟衰退的情況下，立陶宛

還是少有的經濟有健康增長的國家。

捷克、波蘭都是人民主動地以和平方

式參與社會變革，捷克有 1968 年布拉格

之春被蘇聯鎮壓改革的傷痛；1989 年捷

克人也仍然沒有被恐懼所嚇退，主動出來

推倒紅牆。 1989 距離 1968 二十一年，

那時候的共產黨已經沒有人有膽量再上演

一次布拉格之春了。天鵝絨革命就是指捷

克 1989 年瓦解共產黨的革命，後來泛指

以和平方式推動的社會轉型。

共產黨政權崩潰的國家，出現天下大

亂的機率比較小，在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大

多數都沒有發生。這是因為共產黨的極權

統治，使得國家沒有次一級的權力中心，

軍閥這種東西在共產黨國家是高度不可能

出現的。黨指揮槍的原則，讓共產黨有著

人類史無前例的監軍體系，就是政工系

統。在黨崩潰的時候，將軍自己心裏也沒

底士兵聽不聽自己的。

而且共產黨社會末期，官僚體系高度

腐敗和低能，那些官員平時看起來威風八

面，你讓他割據造反、幹點有風險的事就

腿肚子抽筋了。極權體制就偏好這些軟弱

無能的人來充當官僚，這些人你與其讓他

們割劇造反爭皇帝、幹這種腦袋別在褲腰

帶上拼了的事，他覺得還不如嬌妻美妾、

坐擁萬貫家財來得實惠。

蘇聯、東歐共產黨國家的轉型多數反

而沒有經過動亂。南斯拉夫是一個特例，

它的民族矛盾是歷史上長久存在的。民眾

選擇真相、拒絕謊言主動性越高的，社會

轉型就越平穩，野心家和陰謀家看到了：

大勢所趨，這樣的人民是難以再像以前那

樣被欺騙和操縱了。童話故事裡，經歷了

尋找真相、選擇真相的過程愛莎公主更強

大也更自信；在現實中，經歷了尋找真

相、主動選擇真相過程的民眾也更強大。

——節選自《文昭談古論今 Youtube
節目》

◎文：文昭

第 18 屆北京國際航空展覽

會上，展出了被大陸媒體稱為

中國「首款擁有自主知識產權」

的商用幹線飛機 C919，其曾於

2017 年 5 月在上海浦東機場進

行了首飛。但據美國商業技術新

聞網站 ZDNet 報導，美國網路

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日前發布

的一份最新報告，揭示了 C919
「成功」中隱藏的秘密。

CrowdStrike 的報告指出，

在 2009 年最初宣布時選用了美

法合資公司 CMF 國際 (CMF 
International) 的 Leap 渦輪發動

機。同款發動機也被用於波音

737MAX 和空客 A320Neo。從

那時起中國國安部針對擁有這些

關鍵技術的外國公司，開始發起

網路黑客和間諜行動。

報告稱，中國國家安全部

當時指派江蘇省國家安全廳實

施這些黑客攻擊。在 2010 ～

2015 年間，這些黑客攻擊了美

國電子儀器和機電設備公司阿

美特克 (Ametek)、美國多元化

高科技製造企業公司霍尼韋爾

(Honeywell)、法國航空航天及

防務安全高科技跨國公司賽峰集

團 (Safran)、美國燃氣輪機及渦

輪製造商凱普斯通（Capstone）
和通用公司 (GE)，以及其它諸

多公司，獲取了所需商業機密。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當局實

施的這些黑客攻擊與以往的黑客

行動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主要

招募和利用中國地下黑客團夥成

員，而以往他們使用的是軍事單

位的網路特工。

這些黑客的任務是尋找進入

目標公司網路的通道，然後安裝

惡意軟體，並利用這些軟體尋找

目標公司的專屬知識產權和商業

機密，隨後再把這些信息輸送到

遠程伺服器上。有惡意軟體名

為 Sakula，由一個名為俞平安

（音）的國家安全研究員開發。

另一個國家安全部團隊就會

設法招募在目標公司裡工作的中國

人，並通過他們在公司電腦網路上

安裝惡意軟體，通常是通過U盤。

報告稱，他們追蹤到的名

為渦輪熊貓的黑客團夥非常成

功。 2016 年中國航空發動機集

團推出了 CJ-1000AX 發動機，

用於 C919 飛機，取代了此前由

外國承包商製造的發動機。行

業研究報告指出，CJ-1000AX
發動機具有與 CFM 國際生產的

LEAP-1C 和 LEAP-X 發 動 機

的多種相似性。

不過來自江蘇的黑客們追

求的目標有點太大了——比如

入侵美國第二大醫療保險公司

Anthem 和美國人事管理辦公

室。 2015 年 3 月，Anthem 公

開聲明遭黑客入侵，近 8000 萬

用戶數據洩露。

此後不久，美國政府就理出

了頭緒。首先被關注的對象是公

司內部間諜，因為他們是最容易

被追蹤的。在此之後，Sakula 惡

意軟體的創建者俞平安（音）在

洛杉磯被捕，隨後被指控參與

Anthem 和美國人事管理辦公室

黑客攻擊行動。對渦輪熊貓最大

的打擊發生在 2018 年末，負責

招募內部間諜人員的江蘇省國家

安全廳官員徐延軍（音）被捕。

總部位於美國的航空市場調

研公司 Teal Group Corp. 副總

裁 Richard Aboulafia 對《華 爾

街日報》表示，C919 技術比競

爭對手落後 10 ～ 20 年。也就

是說，中國商飛的 C919 飛機還

沒有獲得政府所預期的成功。因

此報告指出，外國航空公司遭受

的黑客攻擊在可預見的未來還會

繼續。

《上報》近日刊登了作者

為藍弋豐的文章，講述了烏拉

圭的變天背景，和亞省的困境

有幾分相似呢。

文章介紹，在左派廣泛陣

線 15 年長期執政下，烏拉圭

貧富差距低，推動同婚、墮胎

合法、解禁大麻等種種「進步

價值」，是左派理論家中夢想

中的應許之地。

不過在今年年底的烏拉圭

總統大選中，投票雙方差距極

近，左翼聯盟廣泛陣線候選人

承認敗選，並恭賀對手右派聯

盟拉卡耶（Luis Lacalle Pou）
獲勝，中止 15 年來左翼執

政。民調透露左派敗選的最大

原因：僅 22% 人民對經濟滿

意。

烏拉圭的天然資源得天獨

厚。全國面積 17.6 萬平方公

里，幾乎都是肥沃的平原；人

口只有 345 萬人；用臺灣做

對比，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

過 655 人，且大部分面積是

山地。人口不多，一切能自給

自足，光是憑著農業與畜牧業

就足以讓人民富到流油，這也

是兩次大戰與之前的烏拉圭景

象。並且可再生能源時代豐

富，烏拉圭 2017 年 98% 電

力來自可再生能源，三分之

一電力來自風能，太陽能則

達 42%，其他的則為水力，

不僅不用花錢買能源，在滿足

自己的用電之餘，還能出口

23% 電力給鄰國。

但烏拉圭的現狀是通貨膨

脹率高達 7.5%，失業率高達

9%，犯罪率高漲，謀殺案大

增 45%，政府預算赤字高達

9 億 美 元， 佔 GDP 的 5%；

2010 到 2019 年執政穆西卡

總統任內把最低薪資提高了

250%，給了工會幾乎全球最

高的談判權，以及最自由的罷

工權。可以想像，這裡的僱主

對工會是多麼恐懼，一個僱主

把僱用當洪水猛獸的國家，如

何會有高就業率？

剛上任的拉卡耶總統必須

面對與解決這些問題，也很可

能被這些問題解決。因為他接

下的是燙手山芋，要是無法額

外削減支出 4 億美元，他就

面臨或加稅，或調漲公共服務

價格的兩難境界。不少歐美媒

體嘲諷說：右派上臺別得意，

財政赤字拖垮你，超高失業看

你怎麼辦！但是，追根究底，

這些問題是誰留下來的呢？

大客機C919背後之謎 左派天堂 
烏拉圭也變天

◎文：李若蘭、金唐 ◎整理：苗青

尋找真相 解決危機
——從《冰雪奇緣2》談起

《冰雪奇緣2》劇照（網路圖片)《冰雪奇緣2》劇照（網路圖片)

看中國，開卷有益

Reading is good...

www.visiontimescalgary.ca VISION TIMES

(本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C919大型客機（網絡圖片)C919大型客機（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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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1 2月10日，中國國家
統計局發布經濟數據，11月 
CPI上漲4.5%，其中豬肉
價格漲110.2%。中國經濟下
滑，中美貿易戰前景不明，

學者指中國已進入停滯性

通貨膨脹時期。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12月9日，中國商務部
官員表示，希望能盡快同美

國達成貿易協議，中方還會

進一步降低關稅。中國經濟

不斷下行，出口增速連續四

個月同比為負，12月15日的
關鍵日期臨近，這都是讓北

京態度軟化的因素。

何止低價，您值得擁有更多。

加怡保險
 

汽車保險

商業保險

房屋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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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ch Manager - 商業保險

手提 : 403-875-8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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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tty Kong
Account Executive - 個人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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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中國進入滯脹期

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

示，2019 年 11 月分，CPI（居

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上漲

4.5%。其中，城市上漲 4.2%，

農村上漲 5.5%；食品價格上漲

19.1%，非食品價格上漲 1.0%；

消費品價格上漲 6.5%，服務價

格上漲 1.2%。CPI 在 1 ～ 11
月比去年同期上漲 2.8%。

在所有食品中，畜肉類價格

上漲 74.5%，其中，豬肉價格

上漲 110.2%，影響 CPI 上漲約

2.64 個百分點；蛋類價格上漲

10.1%；鮮菜價格上漲 3.9%；水

產品價格上漲 2.4%；糧食價格

上漲0.7%；鮮果價格下降6.8%。

豬肉價格同比翻番，繼續推

高 CPI 漲幅並創近八年新高。

預計未來幾月，在豬肉供給短缺

因素未完全解決的情況下，中國

通貨膨脹還將高位運行。

其他七大類價格同比表現

六漲一降。其中，其他用品和

服務、醫療保健、教育文化和

娛樂價格，分別上漲 4.5%、

2.0% 和 1.7%；衣著、居住、

生活用品及服務價格，分別上漲

1.1%、0.4% 和 0.4%；交通和

通信價格下降 2.8%。

在經濟學上，CPI 是反映與

居民生活有關的產品及勞務價格

統計出來的物價變動指標，以百

分比變化為表達形式。它是衡量

通貨膨脹的主要指標之一， 一般

定義超過 3% 為通貨膨脹，超過

5% 就是比較嚴重的通貨膨脹。

CPI 往往是市場經濟活動與政府

貨幣政策的一個重要參考指標。

CPI穩定、就業充分及GDP增長

往往是最重要的社會經濟目標。

有分析人士指出，仍需警惕

豬肉漲價向其他商品傳導，貨幣

政策寬鬆空間一定程度上受抑

制。豬價上漲，除帶動食品漲價

外，還可能推升生活成本，加大

生產和服務價格上漲壓力，導致

通脹形勢的不確定性上升。成本

推升的通脹中樞抬升後較難回

落，使得通脹在高位停留時間可

能較長。中性情景下，CPI 未來

兩個月繼續抬升，明年 1 月出

現跳升，升破 5% 的概率較大，

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經濟數據，11月分 CPI上漲 4.5%。（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編譯】儘

管全球電子支付和在線轉帳的金

額有所增加，但現金鈔票依然是

消費者主要的支付方式。然而，

全球最大的印鈔商——英國德拉

魯（De La Rue）公司，卻因財

務狀況不佳，瀕臨破產的困境。

據美國 NBCNews 報導，

自從 1860 年開始為英國中央銀

行——英格蘭銀行印刷鈔票以

來，德拉魯公司已經為 140 個
國家地區印刷當地的鈔票，還為

40 個國家地區印製護照，並設

計了36%目前流通的鈔票圖案。

然而，德拉魯所公布的財務

報告顯示，該公司經營狀況不

佳，僅在過去一週內市值就蒸

發了 20%。對此，英國投資公

司 A.J.Bell 的投資總監莫爾德

（Russ Mould）認為 De La Rue
財務狀況看起來非常不穩定。

德拉魯在過去一年中遭遇了

2 次公司業務重大挫折，導致

該公司的前景受到質疑。 2018
年，德拉魯失去了印製脫歐之後

英國新版藍色護照的合同。

如果最壞的情況發生的話，

德拉魯在 2020 年破產倒閉，那

麼將意味著該公司結束其長達

200 多年的歷史，也將迫使 140
個國家地區政府尋找其他商業印

刷公司印刷鈔票。

世界上最大印鈔
公司瀕臨破產

從國際市場看，需求增長乏力，

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經合

組織將明年全球經濟增速的預測

下調至 2.9%，世貿組織也下調

了全球貨物貿易量的增速預測。

中國商務部官員的表態也和

中國外貿情況有關，中國 11 月

出口連續第四個月同比增速為

負，並沒有如市場預期回歸正

值，其中對美國出口降幅也進一

步擴大。

根據中國海關總署 12 月

8 日公布的數據顯示，11 月出

口金額 2217.4 億美元，同比下

降 1.1%。從國別和地區來看，

中國商務部部長助理任鴻斌

12 月 9 日表示，希望中美雙方

本著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原

則，推進談判和磋商，照顧到彼

此的核心關切，盡快取得各方都

滿意的結果；中國還會適時更進

一步降低關稅和制度性成本，激

發和釋放進口潛力。

任鴻斌是在國新辦關於推進

貿易高質量發展專題發布會上做

出上述表述的。中國商務部外貿

司司長李興乾在同一場合表示，

明年中國外貿會有相應的變化，

【看中國訊】世界貿易組織

（WTO）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解

決國家間的貿易爭端，但從 12
月11日起，這項功能正式停擺。

負責處理貿易爭端的 WTO
上訴機構通常配有七名法官，至

少需要三名法官才能保證正常運

轉。但在 12 月 10 日，WTO 上

訴機構的兩名法官正式結束任

期，只剩下一名中國籍法官趙

宏，已無法達到最低三人的議事

和審查人數。因此停擺。

新法官的任命需要得到

WTO164 個成員的一致同意，但

由於美國政府過去兩年來對法官

納新及連任程序與其他成員存在

異議，沒有新的法官可以接替。

歐盟駐 WTO 大使馬查多

（João Aguiar Machado） 稱，

世貿組織出現一個前所未有的情

況，它將再也沒有能力對貿易爭

端提出具有約束力的決議，也將

不再保證上訴評審的權利。

美國的不滿很大程度是因

WTO 讓其在應對中國時束手束

腳。WTO 在具約束力的裁定

中，在補貼問題上對中國採取罪

疑惟輕的態度，駁回美國的傾銷

處置。

除了阻礙新法官人選，川普

政府還在世貿組織預算問題上施

壓。在本月初步批准的預算中，

大幅減少 2020 年預算案，尤其

是上訴機構的運營費用限制，只

有此前的 5%，為上訴機構的運

轉雪上加霜。

目前，WTO 的下級法院仍

然可以審理案件。但是，如果敗

訴的一方提起上訴，案件將無果

而終。

歐盟和其他國家一直在努力

建立一個代理上訴機構，攬括現

有上訴委員會的一些前成員，以

仲裁未來的貿易爭端。但這只是

權宜之計，目前還不確定有多少

國家加入。

除了 11 月單月對美國出口降幅

擴大外，對歐盟出口增速轉負

（-3.8%）。

這表明在中美貿易戰並沒有

實質性緩和、全球經濟也不景氣

的情況下，中國出口很難有實質

好轉。中國的進出口增速今年以

來，一直在低位徘徊，目前距離

美國原定 12 月 15 日對中國新

一批商品加徵關稅的計畫僅剩幾

天，兩國的貿易談判還在進行。

另一方面，11 月中國對東

盟出口同比增速高達雙位數，路

透社的報導說，這也可能反映了

中國在一定程度上的規避美國關

稅的轉口貿易行為。

據分析人士認為，最關鍵還

是看中美貿易談判進展，倘若中

美能達成協議，中國購買大量美

國農產品，以及其他產品，那麼

中國明年進口可望實現正增長，

否則內需恐怕獨木難支，進口增

速還將在負值徘徊。 

北京盼與美簽協議的背後隱情 WTO上訴機構正式停擺

甚至不排除升破 6% 的可能；明

年 2 月 CPI 可能逐步回落，但

仍要在 4% 附近停留兩個季度 
左右。

據自由亞洲電臺 12 月 10
日報導，中國金融學者賀江兵

接受採訪時說，11 月分的 CPI
按年上升至 4.5%，表明停滯性

通貨膨脹（滯漲）已經來臨：

「滯漲已經正式到來，就是經

濟停滯，通貨膨脹率同時發生， 
4.5% 絕對是通脹。為甚麼會出

現這樣的情況呢？主要有以下幾

個原因：第一、經濟下滑主要是

稅收等各種亂收費，導致民企出

現問題。民企沒有國家補貼，又

要承擔就業壓力 80% 以上。」

賀江兵分析，當經濟下滑

時，就會出現消費降級，也就是

居民會選擇物美價廉的商品，導

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下滑。不

過，目前中國的物價不降反升，

一個重要原因是豬肉價格上升所

造成。賀江兵說：「物價上漲還

有一個原因，就是運輸成本太

高，過路費收得太高，它反應在

產品上就是價格上漲；第三、通

脹問題在短期內，還是難以解

決。主要是基礎的農產品價格，

包括食品價格漲得比較高。」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中國農業農村部發布消息，秋行

軍蟲今年入侵中國並定殖，2020
年進入爆發階段。中美貿易戰尚

未解決，這些都暴露中國糧食危

機更近一步。

2019 年 1 月，中國雲南首

次發現秋行軍蟲入侵，5 月開始

快速傳播蔓延。

12 月 9 日，中國農業農村

部網站發布「推進重大植物疫情

阻截防控暨啟動南繁基地產地檢

疫聯合巡查」的會議信息。會議

強調，2020 年要努力確保新發

疫情不造成大面積蔓延危害，確

保老疫情不大面積暴發成災。

沙特阿美掛牌首日漲停 
市值飆至1.88兆美元

【看中國訊】據《自由時報》

報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於 12
月 11 日正式在沙特證券交易所

掛牌上市，一開盤股價即上漲

至 35.2 利雅爾，較發行價飆升

10%，也讓該公司估值衝高至

1.88 兆美元。

沙特阿美先前宣布，將完成

全球規模最大的首次公開募股

（IPO），融資額高達 256 億美

元，打破 2014 年阿里巴巴上市

時，創下的 250 億美元 IPO 紀

錄，成為全球最有價值公司，超

越微軟和蘋果公司。

不過美國 CNBC 報導，儘

管衝破 1.88 兆美元，目前的市

值仍低於該公司的預期目標。

據《新京報》報導，中國農

業農村部表示，秋行軍蟲今年入

侵中國並定殖，明年進入爆發階

段，預計明年北遷進入江淮、黃

淮地區的時間更早，防控形勢更

加嚴峻。雲南、廣西、廣東、海

南等週年繁殖區，要控制當地危

害，壓低北遷蟲源基數，減輕北

方防控壓力。

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

究所農業昆蟲研究室主任王振營

向《新京報》透露，2020 年秋行

軍蟲發生情況可能要比 2019 年

更複雜。

他 解 釋 稱，2020 年 境 外

蟲源的持續遷入和本地蟲源的

生長，導致種群數量遠遠超過

2019 年北遷蟲源。此外，2020
年春季向長江流域遷飛的時間，

會比 2019 年提前 1 個月左右，

因此，蔓延到黃淮海地區、東北

地區遷飛的時間也會提早，此時

正是黃淮海的夏玉米苗期、北方

春玉米的新葉期，造成的危害預

中國官方確定2020年蟲害爆發

（Getty Images）

計會比 2019 年更大。

王振營說，今年秋行軍蟲

主要發生在西南山地玉米區，

其中雲南有 930 萬畝，占全國

見蟲面積的 60%；廣西約 200
萬畝，占 12%；四川 110 多萬

畝，占 7%。

資料顯示，秋行軍蟲對於

各種農作物而言，都會造成重大

災難，在中國會對稻米、大豆與

玉米等重要農作物，帶來嚴重的

影響。目前尚未發現大規模撲殺

這種害蟲的方法，所以一旦遭入

侵，幾乎無法根治，對糧食危機

日益加重的中國而言，無疑雪上

加霜。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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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在持續推

動乘用車環保化的同時，有

的車廠已經開始重視商用車

輛甚至是重型運輸車輛控

制污染與二氧化碳排放問

題。在特斯拉與沃爾沃相繼

推出電動貨車頭後，韓國

品牌現代也發布了 HDC-6 
Neptune 貨車頭與 HT Nitro 
ThermoTech拖車概念產品。

HDC-6 Neptune 是 在

美國屬於第八級（Class 8）
最高等級重車頭。外觀不像

多數貨車那樣方正簡單，而

是融入 Art Deco 裝飾藝術

風格，再把科技感元素與 30
年代的 Streamliner 火車復

古造型結合，看上去未來感

十足。座艙結構簡潔，並且

空間靈活性很大。

該車使用氫燃料電池，

相比純電力系統，氫燃料電

池是一種很適合用於運輸重

車頭的動力，除了環保和載

重能力優異外，補充燃料速

度快也是很重要的優勢。

與 HDC-6 Neptune 配

備的 HT Nitro ThermoTech

拖車搭載了與法國液化空氣

公司 (Air Liquide) 合作開發

的低溫製冷系統，可將卡車

的碳排放量減少 90%。該系

統能使溫度降低的速度比傳

統的製冷裝置要快，並能精

確控制所需的溫度。智能控

制系統和獨立的冷卻電源，

使熱效率最大化。

它的結構也很獨特，側

壁、前壁和車頂都是由纖維

增強聚合物 (FRP) 構成。這

些材料無需安裝柱子和車頂

的拱起。整體的泡沫板設計

創造了更輕的拖車重量、更

高的車壁強度和熱效率。

此外，該車的冷卻裝置

幾乎是無噪音的，這大大降

低了司機和交貨點的噪音污

染。

根據現代此前的「FCEV 
2030 Vision」 計 劃，2030
年氫燃料電池車銷售預期達

到 25% 的市占率，以及年

產量 70 萬氫燃料電池的目

標。現代汽車公司不只將目

光放在乘用車上，商用車同

樣也是它積極爭取的市場。

（本版圖片來源：現代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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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山谷的禪房裡有一位

老禪師，他發現自己有一個徒弟

非常勤奮，不管是去化緣，還是

去廚房洗菜，這個徒弟從早到

晚，忙碌不停。

但是這小徒弟內心很掙扎，

他的眼圈越來越黑，終於，他忍

不住來找師傅。

他對老禪師說：「師傅，我

太累，可也沒見什麼成就，是什

麼原因呀？」

老禪師沉思了片刻，說：

「你把平常化緣的缽拿過來。」

小徒弟就把那個缽取來了，

老禪師說：「好，把它放在這裡

吧，你再去給我拿幾個核桃過來

裝滿。」

小徒弟不知道師傅的用意，

捧了一堆核桃進來。這十來個核

桃一放到碗裡，整個碗就都裝滿

了。

老禪師問小徒弟：「你還能

拿更多的核桃往碗裡放嗎？」

「拿不了了，再放核桃進去

就該往下滾了。」

「哦，碗已經滿了是嗎？你

再捧些大米過來。」

小徒弟又捧來了一些大米，

他沿着核桃的縫隙把大米倒進碗

裡，竟然又放了很多大米進去，

一直放到都開始往外掉了。小徒

弟才停了下來，突然間好像有

所悟：「哦，原來碗剛才還沒有

滿。」

「那現在滿了嗎？」

「現在滿了。」

「你再去取些水來。」

小徒弟又去拿水，他拿了一

瓢水往碗裡倒，在小半碗水倒進

去之後，這次連縫隙都被填滿

了。

老禪師問小徒弟：「這次滿

了嗎？」

小徒弟看着碗滿了，但卻不

敢回答，他不知道師傅是不是還

能放進去什麼東西。

老禪師笑着說：「你再去拿

一勺鹽過來。」

老禪師又把鹽化在水裡，水

一點兒都沒溢出去。

小徒弟似有所悟。老禪師問

他：「你說這說明了什麼呢？」

小和尚說：「我知道了，這

說明了時間只要擠擠總是會有

的。」

老禪師卻笑着搖了搖頭，

說：「這並不是我想要告訴你

的。」接着老禪師又把碗裡的那

些東西倒回到了盆裡，騰出了一

隻空碗。老禪師緩緩地操作，邊

倒邊說：「剛才我們先放的是核

桃，現在我們倒著來，看看會怎

麼樣？」老禪師先放了一勺鹽，

再往裡倒水，倒滿之後，當再往

碗裡放大米的時候，水已經開始

往外溢了，而當碗裡裝滿了大米

的時候，老禪師問小徒弟：「你

看，現在碗裡還能放得下核桃

嗎？」

老禪師說：「如果你的生命

是一只碗，當碗中全都是這些大

米般細小的事情時，你的那些大

核桃又怎麼放得進去呢？」

小徒弟這次才徹底明白了。

如果您整日奔波，異常的忙

碌，那麼，您很有必要想一想：

「我們怎樣才能先將核桃裝進生

命當中呢？如果生命是一只碗，

又該怎樣區別核桃和大米呢？」

如果每個人都清楚自己的核

桃是什麼，生活就簡單輕鬆了。

我們要把核桃先放進生命的碗裡

去，否則一輩子就會在大米、芝

麻、水這些細小的事情當中，核

桃就放不進去了。

正如在職場中，一定要弄清

楚自己最重要的工作是甚麼，做

事分清主次，才能有條不紊，不

至於搞得一團糟。

◎ 文 : 方文朝

◎ 文 : 凌平

無論如何，所謂「福兮禍所

倚，禍兮福所從」；在職涯發展

的某些階段，遇到一位「壞老

闆」，從日後看來，或許會覺得

未嘗不是件「幸運」的事情。因

為「好老闆」固然可能帶領自己

學習，「壞老闆」可能逼自己學

得更快！特別是，當自己以後有

機會帶領別人時，如果能將心比

心，那麼從「壞老闆」處得到的

一些刻骨銘心教訓，就會有助於

自己更快成為一個能夠「帶人又

帶心」的好上司。

不過，有時候我們所以會覺

得一位上司「壞」，其實不是對

方真的「心地不好」，而是其人

一些做事的習慣很難讓人配合。

在這種情形中，學著怎麼處理

「壞老闆的不好習慣」，其實也

是在大幅強化自己的管理能力。

舉例而言，如果你的上司有

著「在最後一分鐘才又指派一堆

故事一：生命的價值   
假期的一次討論會上，一位

著名的演說家沒講一句開場子

白，手裡卻高舉著一張 20 美元

的鈔票 . 面對會議室裡的 200 個

人問：「誰想要這 20 美元？ 」
一隻隻手舉了起來。他接著說：

「我打算把這 20 美元送給你們

中的一位，但在這之前，請允許

我做一件事。」他說著將鈔票揉

成一團，然後問：「誰還要？ 」
仍有人舉起手來。

他又說：「那麼，假如我這

樣做又會怎麼樣呢？」他把鈔票

扔到地上，又踏上一隻腳，並且

用腳碾它。而後他拾起鈔票，鈔

票已經變得又髒又皺。

「現在誰還要？」 還是有人

舉起了手來。

「朋友們，你們已經上了一

堂很有意義的課。無論我如何

對待那張鈔票，你們還是想要

它，因為它並沒有貶值，它依舊

值 20 美元。人生路上，我們可

能會無數次被自己的決定或碰到

的逆境擊倒、欺凌甚至碾得粉身

碎骨。我們覺得自己似乎一文不

值。但無論發生什麼，或將要發

生什麼，在上帝的眼中，你們永

遠不會喪失價值。在他看來，骯

髒或潔淨，衣著齊整或不齊整，

你們依然是無價之寶。」

生命的價值不依賴我們的所

作所為，也不仰仗我們結交的人

物，而是取決於我們本身！我們

是獨特的——永遠不要忘記這 
一點！ 

故事二：昂起頭來真美

珍妮是個總愛低著頭的小女

孩，她一直覺得自己長得不夠漂

亮。有一天，她到飾物店去買了

只綠色蝴蝶結，店主不斷讚美她

戴上蝴蝶結挺漂亮，珍妮雖不

信，但是挺高興，不由得昂起了

頭，急於讓大家看看，出門與人

撞了一下都沒在意。珍妮走進教

室，迎面碰上了她的老師，「珍

妮，你昂起頭來真美！」老師愛

撫地拍拍她的肩說。

那一天，她得到了許多人的

讚美。她想一定是蝴蝶結的功

勞，可往鏡前一照，頭上根本就

沒有蝴蝶結，一定是出飾物店時

與人一碰弄丟了。自信原本就是

一種美麗，而很多人卻因為太在

意外表而失去很多快樂。

無論是貧窮還是富有，無

論是貌若天仙，還是相貌平

平，只要你昂起頭來，快樂會

使你變得可愛——人人都喜歡

的那種可愛。 

故事三： 
為生命畫一片樹葉   
美國作家歐 · 亨利在他的小

說《最後一片葉子》裡講了個故

事：病房裡，一個生命垂危的病

人從房間裡看見窗外的一棵樹，

在秋風中一片片地掉落下來，病

人望著眼前的蕭蕭落葉，身體也

隨之每況愈下，一天不如一天，

她說：「當樹葉全部掉光時，我

也就要死了。」一位老畫家知道

後，用彩筆劃了一片葉脈青翠的

樹葉掛在樹枝上。最後一片葉子

始終沒掉下來，只因為生命中的

這片綠，病人竟奇蹟般地活了下

來。

人生可以沒有很多東西，卻

唯獨不能沒有希望。希望是人類

生活的一項重要的價值。有希望

之處，生命就生生不息！

 故事四：成功並不像
你想像中的那麼難

1965 年，一位韓國學生到

劍橋大學主修心理學。在喝下午

茶的時候，他常到學校的咖啡廳

或茶座聽一些成功人士聊天。這

些成功人士包括諾貝爾獎獲得

者，某一些領域的學術權威和一

些創造了經濟神話的人，這些人

幽默風趣，舉重若輕，把自己的

成功都看得非常自然和順理成

章。時間長了，他發現，在國內

時，他被一些成功人士欺騙了。

那些人為了讓正在創業的人知難

而退，普遍把自己的創業艱辛誇

大了，也就是說，他們在用自己

成功的經歷嚇唬那些還沒有取得

成功的人。

作為心理系的學生，他認為

很有必要對韓國成功人士的心態

加以研究。 1970 年，他把《成

功並不像你想像的那麼難》作為

畢業論文，提交給現代經濟心理

學的創始人威爾 · 布雷登教授。

布雷登教授讀後大為驚喜，

他認為這是個新發現，這種現象

雖然在東方甚至在世界各地普遍

存在，但此前還沒有一個人大膽

地提出來並加以研究。驚喜之

餘，他寫信給他的劍橋校友——

當時正坐在韓國政壇第一把交椅

上的人——朴正熙。他在信中

說：「我不敢說這部著作對你有

多大的幫助，但我敢肯定它比你

的任何一個政令都能產生震動。」

後來這本書果然伴隨著韓國

的經濟起飛了。這本書鼓舞了

許多人，因為他們從一個新的

角度告訴人們，成功與「勞其筋

骨，餓其體膚」、「三更燈火五

更雞」、「頭懸樑，錐刺骨」沒

有必然的聯繫。只要你對某一事

業感興趣，長久地堅持下去就會

成功，因為上帝賦予你的時間和

智慧夠你圓滿做完一件事情。後

來，這位青年也獲得了成功，他

成了韓國泛業汽車公司的總裁。

人世中的許多事，只要想

做，都能做到，該克服的困難，

也都能克服，用不著什麼鋼鐵般

的意志，更用不著什麼技巧或謀

略。只要一個人還在樸實而饒有

興趣地生活著，他終究會發現，

造物主對世事的安排，都是水到

渠成的。（選自《看中國》網站）

新工作」的習慣，不斷干擾與破

壞你的工作（與休閒）計畫，

除了「暗譙在心內」之外，能怎

麼辦？一個可能的處理之道是，

試著反過來，主動管理上司可能

指派的工作。在自己的本分工作

之外，更積極一些，表現出自己

對於上司目前最在意、認為最具

優先性的專案有參與興趣，也可

以先自願與別人合作，加入這

些專案。在這樣「主動出擊」之

後，應該就可以大幅降低被意外

工作「突襲」的風險。

再舉一個例子，有些上司

有著「事必躬親，甚麼細節都要

管」的習慣，讓人覺得一直遭到

掣肘，沒辦法放手做事。面對這

種情形，除了消極抵抗（甚麼

事都要管，就甚麼事都等到被指

示才來做），另一個可能的處理

之道是：先認識你的上司所以這

麼做，其原因往往是出於「缺乏

信任與安全感」，而在這種情形

中，光只是空口說「請對我有信

心」，大概是不夠的。我們不妨

主動建立一份詳細完整的「工作

檢查清單」，並在每次報告的場

合，都讓上司能夠一一確認目前

各個工作的進度與執行情形，同

時也讓上司清楚知道每次指示事

項的事後執行情形。透過這種

「資訊完整揭露」的過程，讓上

司逐漸建立足夠信心，願意漸漸

放手，讓你有權決策做事。

當然，我們可能還是遇到

「讓人實在無法長期在其麾下做

事的上司」，特別是如果這樣的

上司可能帶領整個組織走向困境

與失敗。不過，即使是這樣的上

司，還是能讓我們學到一個非常

重要的功課，那就是：只有讓自

己具備足夠的競爭力，成為可以

「擇木而棲」的「良禽」，才不

會一再淪入「遇人不淑」的悲情。

有一種失敗叫瞎忙
「壞老闆」
讓你快成長

在工作上，可以幸

運遇到一個能力強、有

擔當、EQ高、肯授權、
勤教導、指令清楚明

確，善於傾聽整合，並

且不吝分享功勞與提

攜後進的「好老闆」，

顯然是許多「吃人頭

路」者的共同願望。不

過，只要進入職場一段

時間之後，應該就會發

現，在這件事情上，往

往是「天不從人願」。 Adobe Stock

人生最值得思考的四個故事

迎向陽光．永不放棄迎向陽光．永不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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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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一直是企業營利的基礎

與關鍵，具有產品力的產品所帶

來的口碑效應，能讓企業以較低

的行銷成本創造更高的營利。

2014 年以一支三腳自拍棒創造

銷售奇蹟的美極品，爆強的產品

力讓網紅、直播客都真心推薦。

爆品三要素：市場獨有、

切中需求、價錢合理

因為單一產品熱銷而創辦公

司，這樣的傳奇畢竟是少數，如

何續寫傳奇也需仰賴後續產品的

產品力。自拍棒的成功雖然始料

未及，但王家揚卻窺出端倪，最

主要的原因是它「解決了消費者

的需求」，以及「市面上沒有類

似的同等級競爭產品」。

此外，自拍、直播風潮的興

起，也成為產品熱銷的原因。王

家揚坦言，美極品很幸運，隔年

就遇上直播熱潮，當時市面上的

腳架與自拍棒都是橫夾，無法滿

足直播需求，因此那時幾乎全部

開直播的人都使用美極品的自拍

棒，等於是眾多網紅免費為其做

了口碑行銷。

有了第一個成功案例，美極

品陸續開發三十幾個品項。重

要的是，美極品每一個品項的

推出，都是在消費者的「許願」

下產生，例如補光燈、背景包、

旅行用手機支架等，都有相當的

「產品力」。

一路走來，王家揚歸納成為

「爆品」的基本元素有三：市場上

獨有、很多人需要、價錢合理。

產品開發步驟：評估需求

→市調→行銷→開發

目前美極品的產品開發，集

中在拍照、旅行用品門類，某種

程度上，像是為粉絲客製商品。

擁有九萬粉絲的美極品臉書專

頁，有超過一萬名社團成員，成

為美極品的基本盤。當粉絲們在

社團上提出願望時，就是美極品

開發商品的源頭。王家揚據此歸

納出開發產品的要素：

1. 需求：

需求是產品開發的首要原

因。王家揚表示，很多粉絲會在

社團許願，表達自己希望美極品

推出甚麼樣的商品；同樣的，美

極品也會先在社團透露接下來要

推出何種商品，從粉絲的反饋，

即可判斷是否符合市場需求。

 2. 市場調查：

然而，並非所有的需求都

可以轉換成商品，必須先做市場

調查，了解現在市場上有沒有類

似的商品？這些競爭品的銷售情

況、售價？如何與競爭品差異化？

王家揚建議，如果是主打美

國市場，可以在 Amazon 上進

行了解。如果是台灣市場，他建

議到其他類似競爭品的粉絲團觀

察其廣告與留言，尤其要注意對

該產品的負面評價，「當有人說

這東西怎樣不好時，就是最關鍵

的地方，因為你可以針對這些不

好的地方進行修改。」

 3. 如何銷售：

了解消費者需求後，接著就

要思考如何賣。王家揚表示，唯

有確認產品與需求之間的連結

後，美極品才會開始生產。而創

造情境以及說故事，是王家揚十

分擅長的行銷模式，從產品影

片、目標客群情境與故事的塑

造，到推出甚麼樣的內容行銷，

找哪些網紅、部落客合作等，都

是需要考慮的。當這些都規劃好

後，美極品才會開始進行產品的

開發與生產。

4. 商品的開發：

掌握了市場需求，對市場有

所了解，以及明確了行銷方式

後，是否具備開發商品的能力，

則是另一個關鍵。由於創業前任

職於貿易公司，王家揚經常與生

產工廠接觸與溝通，因此對於產

品的開發相對有較高的掌握度。

「需求產生了，我就會去找

相對應的工廠。」例如補光圈找

手電筒的工廠，背景板就找印刷

工廠。然後先出平面圖，再由工

廠繪製 3D 圖，之後討論結構並

進行打樣，樣品經過測試，再進

行量產。

多平台行銷操作：增加產品

「續航力」與品牌曝光度

王家揚認為，「產品力」固

然是成功的第一要素，但一開始

能否成功將商品行銷出去，也是

商品是否有「續航力」的關鍵。

因此，王家揚也很重視行銷。

目前美極品主要仰賴社群的

經營。商品推出後先在社團預告

與預售，之後在粉絲團發布，然

後是 Line@ 以及 EDM 等。IG
上則以生活類即時動態為主，與

消費者建立情感連結。

為了更精準行銷，美極品近

來也透過機器人對消費者進行標

籤化。透過臉書、Line@ 與客

服聊天的消費者，機器人會給予

不同標籤，例如：折扣、抽獎、

對某一產品感興趣、已購買某項

產品等。之後，針對這些消費者

就可提供更符合其需求的商品或

知識文，達到精準行銷的目的。

從 2018 年開始，為了增加

消費者的廣度以及品牌曝光率，

美極品也開始在其他電商平台

上架。王家揚表示，2018 年雙

十一讓他見識到其他平台如蝦

皮、MOMO 的銷售熱況後，認

為這些流量有助於增加美極品的

觸及面。

此外，不同的平台各有其綁

定的第三方支付，並透過紅利回

饋讓消費者更習慣到該平台消

費。由於這部分族群過去並非美

極品既有的顧客，在與現有消費

族群不衝突的情況下，王家揚認

為線上平台的布局，對美極品起

到加分作用。實際成果也顯示，

上架其他平台後，美極品官網的

業績並未下降，甚至還有成長。

因為善用社團掌握消費者需

求，且擁有開發商品的能力，美

極品推出了不少爆品。然而，王

家揚也指出，有些產品雖然令消

費者驚豔，卻因定位不對而銷售

不如預期。（轉載自《看》雜誌

第 202 期，有刪節）

▲透過情境的塑造，有利於消費者看

到需求。臉書擷圖

◎文：楊戎真

美極品打造自拍「爆品」美極品打造自拍「爆品」看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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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GIPEA美極品」  
 創辦人王家揚。

 吳長益攝影

▲  美極品產品展示



路易十四為蒙特斯潘夫人建造的特里亞農宮被稱之為「中國宮」。

下來，總是要嘉獎那些才能出

眾、工作勤奮、精益求精的工藝

師，甚至給他們加官晉級，並欽

賜黃馬褂。」

康熙年間在如意館工作的法

國傳教士、機械師陸伯嘉，一七

零一年來華後一直在內廷為皇帝

及親貴製造物理儀器、計時器與

其他器物，技藝高超。他在華生

活了十七年。此外，因康熙大帝

的喜好和實際的需要，清宮造辦

處也仿製了一些器具，主要是

供皇帝個人使用。據《清史稿》

記載：「聖祖天縱神明，多能藝

事，貫通中、西曆算之學，一時

鴻碩，蔚成專家，國史躋之儒林

之列。測繪地圖，鑄造槍炮，始

仿西法。」

在康熙大帝刻苦學習西法之

際，在法國，路易十四確對舞蹈

如痴如醉，他先後出現在 21 部

芭蕾舞劇之中。耶穌會士們還撰

寫了大量介紹中國歷史、地理、

社會制度以及天文、醫學、動植

物學和文學等方面的著作。中國

的《論語》、《大學》（以《中國

的智慧》為名，於 1662 年在法

國翻譯出版）、《中庸》（以《中

國政治道德學》為名，於 1663
年在法國巴黎翻譯出版）、《孟

子》等四書，以及《詩經》、《書

經》、《易經》、《禮記》、《春

秋》等五經，還有《樂經》、《孝

經》、《幼學》等著作，被翻譯成

西方多種文字在西方發行。

另一方面，經過法國耶穌會

士們近百年的傳播，於一六八五

年到一七八九年，在歐洲形成了

一百年的「中國文化熱」，法國

的巴黎大學成了「中國文化熱的

中心」。中國、孔子及儒學，

在歐洲獲得了前所未有過的知名

度。儘管十八世紀是英國的世

紀，但是，中國的文化與藝術似

乎比英國更受青睞。

1699 年（康熙 38 年），法

國傳教士白晉著《中華帝國史》一

書，此書的序言中寫到「儒學預

示著一種普遍的全球性道德觀的

可能性；漢字也蘊含超越方言、

地形的全球性語言的希望」。

而在 300 年後的今天，他的預

言又給了我們怎樣的啟示呢？

身居輝煌的凡爾賽宮中的路易十四，與生活

在雄偉的紫禁城中的康熙皇帝，幾乎處在同

一個時代。他們同是幼年繼位，君臨一國，

又同樣有著豐富的治國經驗，使各自的國家

繁榮昌盛。300多年前，兩位勵精文化薰陶的
東、西方睿智君主，本著海納百川的遠見卓

識和瞭解對方文明的強烈願望，開啟了兩國

交流的大門。

 ◎  文：  戴東尼 圖：公有領域

法國對東方的熱愛

17 世紀前期，由於法國不

是海上強國，中、法兩國之間尚

無商船直接往來。法國的「東印

度公司」與中國沒有任何直接聯

繫，他們的船隻僅僅通過印度，

將一些中國的貨物運到法國。當

時，法國宮廷刺繡匠師瓦爾利特

和園藝家羅賓已創建了刺繡協

會，專門向宮廷刺繡匠師提供具

有東方風格的刺繡圖案，可見當

時法國人對東方的熱愛。

17 世紀中期，中國瓷器在

中國以外地區，仍被視為罕見的

珍玩，只有凡爾賽這樣少數大宮

廷，才大規模陳列收藏瓷器。

當時，宮廷生活裡的中國影

響幾乎到處可見。路易十四本人

習慣使用中國或按中國式樣製造

的家具；凡爾賽宮內，王后有一

整套中國家具；王太子的辦公室

內，擺放著四把中國扶手椅和若

干折疊椅；甚至國王的僕人家

中，也有中國的漆桌、花瓶與掛

毯等物品。

西元 1670 年，路易十四為

蒙特斯潘夫人建造特里亞農宮，

該宮模仿中國建築風格，被稱為

「中國宮」。凡爾賽宮中舉行的

慶祝娛樂活動，經常包括中國題

材，國王與王后多次直接參與。

如，西元 1667 年狂歡節時，凡

爾賽宮舉行舞會，路易十四主持

開場儀式，他的裝扮像中國人。

西元 1685 年狂歡節時，王

弟菲利普最後出場，他身上穿著

中國大臣的服裝；西元 1700 年

1 月，凡爾賽舉行盛大舞會，路

易十四乘坐中國式的轎子出場。

路易十四還曾設想將羅浮宮建成

「國際宮殿」，其中包括中國廳

與意大利廳等等。

關注對華事務雖不是路易

十四的主要對外工作，但他卻力

圖與中國直接聯繫。

路易十四力圖法中交流

路易十四掌權初期，法、中

兩國接觸有限，瞭解甚少，在他

統治的數十年內，兩國的交流逐

漸加強。他和宮廷曾派遣人員與

商船前往中國，建立對華貿易公

司，舉辦與中國相關的舞會，接

見與中國有聯繫的人員或抵達法

國的中國人。

西元 1684 年，比利時傳教

士柏應理從中國返回歐洲，其同

行人員包括中國教徒沈福崇。該

年 8 月，他們到達巴黎。 9 月

15 日，路易十四在凡爾賽宮接

見他們，並以晚宴款待。沈福崇

應路易十四的要求，用漢語朗讀

祈禱詞、用筷子進食。

中國瓷器風行歐洲

中國瓷器進入歐洲，最初為

上層人士裝飾家居所用。 17 世

紀晚期，中國外銷瓷的歐洲市場

形成且種類繁多，除了有茶具、

餐具、茶葉罐、糖盒、奶罐、汙

水碗、剃鬚盆、痰盂、壁爐裝

飾、手杖柄等之外，還有各種鳥

獸和人物的瓷像，尤其是瓷佛

像，西方人特別喜好蒐集，而餐

具和咖啡用具則是在歐洲最暢銷

的品目。當時，路易十四曾命人

到中國訂製帶有法國甲冑、軍

徽、紋章圖案的瓷器，因此「紋

章瓷」風氣大興，用瓷成風。

西元 1698 年法國建立「中

國公司」，法國第一艘商船「昂

菲特里特」（Amphrityite）號，

直接駛往中國。於 10 月 24 日

停泊在澳門，31 日抵達廣州，

採購瓷器就開始了，除了從商人

手中購買存貨，還把訂單送往景

德鎮。那裡有專門從事外銷瓷生

產的陶工及畫師，他們很熟悉這

類加工訂貨的工作，能夠依照客

人所提供的繪畫或實物，準確的

模仿所需，並在很快時間內完成

「訂燒瓷」。該船在西元 1700
年回法國，西元 1701 年再次來

華，於西元 1703 年再返法國。

兩次從中國運去大量絲綢、瓷

器、漆器（法語因而把漆器叫

做「昂菲特里特」），一時法國

風行穿著絲綢，擺設瓷器、漆

器。瓷器主要為青花瓷、伊萬里

瓷（Imari，仿日本瓷）及琺瑯

彩瓷。西元 1705 年，該公司改

稱「皇家中國公司」，可見路易

十四對於中國的重視。

對瓷器的鍾愛，以及銷售瓷

器的高額利潤，也使法國很早就

開始想方設法仿製中國瓷器。因

為法國商人必須用金銀幣支付東

方瓷器的進口，致使法國金銀庫

存迅速空竭，所以在本地生產瓷

器則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路

易十四時期，法國成為試製瓷器

的中心，法國色佛（Sevres）窯

長期以來，以軟質瓷的生產而具

有與德國的邁森（Meissen）相

匹敵的地位，所產瓷器在技術和

外觀紋飾上模仿中國，而又有所

創新，體現出法國人力圖理解中

國文化所做出的努力。瓷器成為

向法國傳遞中國形象的橋梁。

法國鍾愛中國漆器刺繡

路易十四時代晚期，隨著各

式中國漆器進口量增多，漆器在

法國開始廣為流傳，而且東方式

的設計幾乎獨占領導地位，家

具、轎子、車子、手杖，無處不

用漆畫上中國圖樣。貴族們還以

轎子為彰顯身分之物，故而在上

層社會盛極一時，連轎子顏色和

乘轎規定，也完全模仿中國。

與此同時，在路易十四時

代，中國的刺繡品與染色、愅絲

等技術，也傳入法國，成為時

尚。路易十四時代的宮廷服飾，

無論男女都普遍飾以刺繡、摺

襉、蝴蝶結等，連貴婦們的高跟

鞋鞋面，也是以中國絲綢、織錦

為面料，飾以刺繡圖案。貴族家

中則陳設著典雅、精緻的中國刺

繡床罩、帷幔、插屏、窗簾等。

許多普通家庭主婦都繡製家居所

需的枕袋、靠墊、檯布、墊布

等。路易十四的公主也熱衷於飛

針走線，路易十四有時還親自為

公主挑選最美麗的刺繡圖案，可

見其對刺繡的鍾愛。如同仿製瓷

器一樣，法國人在模仿中國紡織

品的過程中，創造出一種中西結

合的風格。不僅如此，中國的金

銀線刺繡和中國漆器上的金漆彩

繪，也對 17、18 世紀的法國繪

畫、手工藝，以及建築藝術、室

內裝飾等，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王室貴族的引領下，中

國風風靡 18 世紀的法國上流社

會，並傳布到德國、英國等國

家，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支配了

歐洲人的審美情趣。

傳教士促進東西方交流

十七世紀法國傳教士們奉路

易十四之命來到中國，主要目地

是為法國國王服務，他們學習中

國觀象臺的建設，並經常向法國

政府呈送關於中國各方面的信

息。其次，他們的活動是傳教。

法國傳教士之一白晉在呈送路易

十四的報告中曾寫到，他幻想康

熙大帝改信天主教，他以為，這

樣當時人數堪與歐洲匹敵的中國

將改變信仰，繼而，中國周圍各

國民眾歷來崇拜中國文化，也將

效仿中國，皈依天主教。幻想畢

竟是幻想，行不行的通，那不是

他說了算的。開明的康熙大帝明

確的告訴各國傳教士們，他不是

反對西方的宗教，但不希望天主

教到中國來傳。康熙大帝沒有對

傳教士們採取任何強硬措施，而

是巧妙的讓他們留在皇宮中服

務，這樣既阻止了他們傳教，又

把西方的文化藝術等留在了中

國。白晉便較快地學會了漢語和

滿語。他在華近 50 年之久，於

北京去世。

法國傳教士當時帶到中國還

有許多西洋器物，其中包括西洋

鐘錶、千里眼（望遠鏡）、顯微

鏡、寒暑表（溫度計）、西洋刀

劍、地球儀、八音盒、各式測量

儀器等。許多器物至今還收藏在

故宮博物院。當時，尤以西洋鐘

錶最令康熙大帝及后妃們喜愛。

白晉在寫給友人的信中作過這方

面的介紹說：「康熙大帝還經常

提出要以歐洲的，其中包括巴黎

的各種製品作為樣品來複製。由

於皇帝對各類新奇製品都有強烈

愛好和深刻瞭解，他在北京時，

每天都要讓人按時送來出自新建

研究院（當時稱為如意館 ) 院士

之手的作品，若在某個寓所時，

就兩天送一次。皇帝總是檢驗這

些作品，指出其中的不足，該表

揚的就表揚。他把手中的傑作留

西元1654年∼1722年

中華民族數以百計的

皇帝中，清朝康熙皇

帝——愛新覺羅玄燁，

是其中最出類拔萃者之

一。他的過人之處，不

僅僅是其叱吒風雲的統

治，而且他還是一位精

通文學和藝術的學者。

他遍閱聖賢經傳、精研

帝王道法，旁通詩文書

畫、滿漢蒙藏文字等學

問，成為清帝中學識最

為淵博之人。

康熙皇帝

西元1638年∼1715年

法國國王路易十四被稱

作「歐洲的主人」、「世界

上最偉大的國王」。他

在位時期被形容為「偉

大時代」、「最開明的時

代」、「最接近盡善盡美

的時代」，同時，路易

十四還有更高的稱謂，

如：「天賜之子」、「邱

比特」（羅馬神話的主

神）、「陽光之王」、「太

陽王」。

路易十四

康熙大帝與路易十四
的文化藝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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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士帶到中國許多西洋器物，促進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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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莊王於公元前 613 年即位，即位

前三年，他甚麼都不做，只知道吃喝玩

樂，且不許大臣進諫，稱「有敢諫者，殺

無赦」。但是大臣伍舉還是進諫了，伍

舉問道：「有一隻鳥，三年不飛、不鳴，

是甚麼鳥？」莊王答：「三年不飛，飛將

沖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但莊王仍

然舊習不改。於是蘇從又冒死進諫，並表

示如殺了自己，能讓莊王改過，自己情願

去死，莊王很是感動，於是罷去淫樂，任

用賢人，改革政治，國力增強。

楚國先在江淮流域鞏固勢力後，晉、

楚開始爭霸，雙方互有勝負。公元前 597
年，楚莊王率領大軍和晉國發生了一次大

戰。晉國從來沒有打過這麼慘的敗仗，人

馬死了一半，另一半逃到黃河邊。有人勸

楚莊王追上去，把晉軍趕盡殺絕。楚莊王

說：「楚國自從城濮失敗以來，一直抬不

起頭來。這回打了這麼大的勝仗，總算洗

刷了以前的恥辱，何必多殺人呢？」說著，

立即下令收兵，讓晉國的殘兵逃了回去。

春秋中葉以後，晉、楚兩國平分了霸

權。楚莊王能取得這樣的成就，就在於他

是一個非常寬容大度之人。一天，楚莊王

宴請文武百官，大家一起飲酒作樂，聽歌

賞舞，宴會一直進行到傍晚，天色漸黑，

但是君臣興緻越來越高，都不想散去，於

是，楚莊王命令在大廳裡點上蠟燭，繼續

喝酒狂歡。楚莊王興起，就讓自己最寵愛

的兩個妃子麥姬和許姬來到大臣座前，輪

流的給各位大臣敬酒助興。

忽然，一陣風吹來，廳上燭火全被吹

滅了，眾人都陷入了黑暗之中。這時，許

姬感到有人拉住她的手撫摸了一把，許姬

很是惱怒，順手就扯斷了那人帽子上的纓

飾，然後趕緊回到楚莊王身邊，悄悄的

對楚莊王說：「剛才有人調戲我，我已經

扯斷了他帽子上的纓飾，一會兒點燃了

燭火，大王看看誰的帽子上沒有纓飾，

就治他的罪。」誰知楚莊王聽完許姬的話

後，卻高聲說：「先別點蠟燭了，乘著黑

喝酒，多有意思。」於是，大家就在黑暗

中繼續飲酒玩樂。過了一會兒，楚莊王

問：「今天我請大家喝酒，各位喝得高興

嗎？」楚莊王還讓大家拽斷帽纓，以表示

盡興。大臣們一聽，紛紛摘下帽子，扯斷

帽子上的纓飾。這時，楚莊王才吩咐把蠟

燭點燃。眾人互相一看，各自的帽子都已

面目全非，無一完好，形狀非常有趣，不

禁都哈哈大笑起來，喝得更加痛快，直到

天亮，君臣才心滿意足的散去。

許姬回到宮裡，埋怨楚莊王故意包庇

調戲她的人。按照當時的法律，調戲王妃

的人是要被處以死罪的。楚莊王說：「我

請大臣喝酒，目的是為了讓大家玩得盡

興。酒後失態，是人之常情，如果我為了

這點小事而治大臣的罪，不僅讓宴會大煞

風景，而且會讓大臣覺得羞辱，這就不是

我設宴的本意了。」

後來，楚莊王攻打鄭國，有一位名叫

唐狡的將軍特別勇敢，率領楚軍取得了勝

利。原來唐狡就是在宴會上被許姬扯斷

帽纓的人，他奮勇殺敵，正是為了報答

楚莊王的寬容大度。「楚莊絕纓」這個成

語，也因此產生，人們用這個成語勸誡大

家——要寬容待人。

◎文：白雲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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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鳴驚人的楚莊王

Chu Zhuangwang ascended the throne 
in 613 B.C. During the first three years of his 
reign, he did nothing other than eat, drink, 
and have fun. He forbade his courtiers from 
giving him any advice regarding it. He said: 
“Whoever dares to give me advice shall be 
killed.” One courtier named Wu Ju still dared 
to give his advice in the form of a metaphor. 
He said: “There is a bird that has not flown 
for three years. Do you know what kind of 
bird it is?” Moved by his words, Emperor 
Chu Zhuangwang replied: “Although it has 
not flown for three years, once it flies, it will 
surge into the sky. Although it has not sung 
for three years, once it sings, it will amaze 
the world.”

After the Chu Kingdom was settled 
in the valley between the Yangtze and 
Huai rivers, it started fighting with the 

J in  Kingdom.  Each 
encounter  could  go 
e i ther  way,  as  bo th 
might win or lose a 

battle. In 597 B.C, Chu Zhuangwang led his 
army and fought a victorious battle against 
the Jin Kingdom. The Jin Kingdom had 
never lost so miserably. Half of the soldiers 
were killed, and the other half escaped to the 
river banks. One of his advisers suggested to 
Chu Zhuangwang that he should follow them 
and exterminate them. Chu Zhuangwang 
said: “The Chu Kingdom was humiliated by 
our defeat at the hands of the Jin Kingdom 
in the battle of Pu. Now, we have vindicated 
ourselves by this victory, so why kill 
unnecessarily?”

After the middle term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 Chu Kingdom and the 
Jin Kingdom shared administrative control 
of the area. Chu Zhuangwang achieved 
this feat because he was very generous by 
nature. One day, he invited many courtiers 
to a feast where they listened to songs and 
watched dancers perform. It was getting late 
but everyone was still in high spirits and 
did not want to leave, so Chu Zhuangwang 

asked candles to be lit and they continued 
on with the feast. On a whim, he asked his 
concubines Mai and Hsu to have a drink 
with each courtier in honor of them.

Suddenly a burst of wind blew out 
the candles and all was in darkness. At that 
time, Concubine Hsu felt somebody grasp 
her hand and touch her. She was annoyed 
and immediately grabbed the ribbon of his 
hat and pulled it apart. She hurried back to 
Chu Zhuangwang and whispered to him: 
“Somebody just harassed me. I have pulled 
apart his hat ribbon. When the candle is lit 
again, please check whose hat does not have 
the ribbon and then punish him.” Hearing 
this, Chu Zhuangwang said loudly: “Do 
not light the candles. It is fun to drink in 
the dark.” Later, he asked: “Are you having 
fun today?” He asked each courtier to pull 
apart his hat ribbon to show that he was 
having fun. Hearing what he said, each 
courtier pulled apart his hat ribbon. Then 
Chu Zhuangwang asked the candles to be 
lighted. Seeing that each one’s hat was in 
a strange shape they laughed at each other 
and had a new round of toasts. The feast did 

not end until daybreak and each courtier left 
contentedly.

After they returned home, Concubine 
Hsu complained that Chu Zhuangwang 
protected the person who harassed her 
on purpose.  According to the law at 
that time, those who harassed a king’s 
concubine should be punished by death. 
Chu Zhuangwang said: “I invited them to 
the feast to have fun. 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one might lose control of himself after 
drinking. If I punished someone for it, the 
feast would be spoiled and the courtiers 
would feel humiliated. It was not why I 
invited them.”

Later, the Chu Kingdom attacked the 
Tseng Kingdom. A general named Tong Jaw 
was especially gallant and led the army to 
defeat the enemy. He was the person whose 
hat ribbon was pulled apart by Concubine 
Hsu. He strove to beat the enemy to repay 
Chu Zhuangwang for his tolerance. The 
event eventually resulted in the saying: “Chu 
Zhuangwang had the hat ribbons pulled 
apart,” which advises tolerance in human 
relationships.

The Outstanding King Chu Zhuang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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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白光是由各種頻率（顏色）的

單色光混合而成，因而此信號的這種具有

平坦功率譜的性質被稱作是「白色的」，

此信號也因此被稱作白色雜訊。

人耳對高頻敏感，這種聲音聽上去是

很吵耳的沙沙聲。

德國巴塞爾大學的研究人員最新發

現，白噪聲與其他噪聲不同，白噪聲不但

不會干擾影響人的聽力，反而會改善人的

聽力。研究人員在實驗中，在安靜的背景

環境中加入白噪聲，結果發現大腦區分細

微音調差異的能力得到了改善，與安靜的

背景環境相比，白噪聲有助於改善人的聽

覺感知。

研究人員表示，他們的進一步實驗表

明，白噪聲能夠抑制聽覺神經細胞的活

動，這使得聽覺神經元群體之間發生的重

疊較少，而正是這種對聽覺神經元的抑

制，導致了對不同音調的更精確的感知。

研究人員表示，這一發現表明，可以

在助聽器中加入白噪聲來抑制人的聽覺神

經細胞，以改善對聲音的解析度，從而改

善人的聽力。

白噪音是一種「嗡嗡嗡」的規律聲

音。在美國，許多人都會利用它來幫助睡

眠，因為白噪音能夠掩蓋環境中大部分的

聲音，讓淺眠的人比較不會受到干擾，改

善睡眠質量。

因為人在睡覺時，大腦還是會持續接

收聲音，只要環境的聲音有了變化，大腦

就會產生警覺性而睡不著。任何突發的噪

音，如關門聲、狗叫聲、車聲都會影響到

人的睡眠，甚至可能會改變心跳速率、血

壓，讓人在睡夢中不自覺翻身，或甚至醒

來。而在淺眠的時候，這些影響則會更加

明顯。

 如果房間太安靜，那些小小的噪音反

而會更明顯、更突出。而白噪音能夠掩蓋

這些突發的噪音，讓人察覺不到環境聲音

的變化睡得更好。根據多項研究顯示，在

受試者睡覺時播放白噪音，他們會有較平

穩的腦波，並且能增加穩定睡眠的時間，

使人白天狀態更佳。

研 究 者 之 一 法 國 波 爾 多 大 學

（Université de Bordeaux）的 Francesco 
D’Errico 說，中國河南許昌靈井遺址原

來有一條泉水，可能吸引了各種動物和來

此狩獵的遠古人類。

考古隊在這裡挖掘到了成千上萬個骨

頭碎片，包括馬、已滅絕的名為 aurochs
的野牛、驢的亞種 onagers 等。

許多骨頭上都劃有狩獵行為的印記，

是在骨頭仍新鮮的時候畫上去，周圍還發

現多種石頭工具，其複雜度令考古學家驚

訝。

在這些骨頭的旁邊，有兩片只有成人

大拇指那麼大的骨頭，上面的劃痕引起了

考古學家的注意。研究者仔細分析後發

現，這些刻印較淺，說明是骨頭已經半化

石狀態時候刻畫上去的；劃痕延伸進骨頭

的凹槽，說明劃痕製造者使用一種磨尖的

石頭工具進行刻畫。

這些劃痕上使用的顏料尤其令考古學

家興奮。

顯微鏡圖像顯示，上面的紅色顏料帶

有氧化鐵的成分，與骨頭另一邊上的沉積

物的成分不同，說明這些顏料不是意外沾

染在骨頭上的，是刻畫者專門用赭石顏料

抹上去的，目的是使劃痕更明顯。

在這些骨頭旁邊，發現了一種未知人

種的頭骨化石。這意味著這些刻印不是考

古學家熟知的智人所作。是誰刻畫了這些

印痕？研究者稱這目前仍是一個謎。

這些會移動的石頭大小不

一，移動的路線有的筆直，有的

曲折，有的甚至能轉彎。不過他

們所走過的路線都留下了一條條

的痕跡，因此引起了許多人與科

學家的好奇。

由於這些會移動的石頭都是

比較大型的石頭，所以會讓人猜

想可能是重力造成的滑行吧？不

過，答案是否定的。因為這個地

方的地面非常的平坦，而且可以

觀察到有一些原來很靠近的石頭

在一段時間之後，彼此的行徑是

分開的。也有人在連續的幾天觀

察中發現這些石頭的移動是不會

互相碰撞的。

最 早 在 1955 年， 一 位

名 叫 喬 治． 史 坦 立（George 
M.Stanley）的研究者曾經提

出死亡谷的石頭移動是因為冰

溶化後造成的滑動現象。但

是，1976 年，加州理工學院

（CalTech）的地質學教授夏普

（Robert Sharp）和卡雷（Dwight 
Carey）的研究發現，石頭的移

動不是因為冰溶化而造成的。因

為如果是冰溶化後使石頭移動的

話，那就應該會有兩塊以上的石

頭向同一個方向做平行的移動，

然而在死谷卻找不到平行的石頭

軌跡。

夏普教授除了觀察石頭移動

的痕跡之後，並選了三十塊形

狀、大小不一樣的石頭，逐一貼

上標籤，並在原來的位置旁邊打

下金屬樁作為記號，結果發現除

了有兩塊還留在原位之外，其餘

的都離開了原來的位置。

雖然夏普教授認定石頭的移

動是風雨的作用，可是在 1990
年麻州漢斯爾學院（Hampshire 
College in Massachusetts） 的

教授約翰．雷德（John Reid）
帶領一群人重新回到死谷測量，

結果推翻了夏普教授的理論。因

為他們發現要移動任何一顆不怎

麼大的石頭都需要至少時速是

500 英里的風速，但是在地球上

根本就沒有任何地方能產生這麼

大的風速。

美國宇航局科學家布萊恩．

傑克遜對這一區域的奇怪現象進

行四年多的深入研究。 2010 年

夏初，包含美國宇航局月球與行

星科學研究院的一群年輕人來到

死亡谷進行研究，搜集了大量

的 GPS 測量數據。綜合分析後

發現：在冬天裡，這個乾鹽湖會

變得潮濕和異常寒冷，它的溫度

和濕度使得石塊表面可以形成冰

層，因此容易滑動。

在沙漠地帶，到冬季山區就

會有降雪。冰雪融化後就會流下

山，聚集到乾鹽湖區域，在夜間

降溫時就會結冰。在冬天最冷的

幾週中，在湖床的水剛好漫過石

頭底部而石頭還突出湖面時，且

在寒冷的溫度將湖面的水凍結成

薄冰層時，一陣微風就能將石頭

吹動。風起、風停，這些石頭就

會走走、停停。有時風突然轉

向，石頭就轉向了，留下了煞車

急轉向般的滑動軌跡。

有的石頭的移動即使在大白

天也會發生，只要此時的氣候、

水量、冰層、風速等等條件符合

需要。也就是碰到乾鹽湖中一切

大自然因素「巧合」了，符合了

「石頭走路」的條件了，那麼這

些幾十年來困擾大眾和科學家的

奇景也就發生了。

其實，會走路的石頭並不是

只有死谷才有。在 17 世紀初的

時候，就曾經有人在前蘇聯普列

謝耶湖東北處發現有一塊能夠自

行移動位置的藍色巨石。它的直

徑約有 1.5 米，重量高達數噸。

一開始人們在阿列克賽山腳

下發現這塊會移動的巨石之後，

曾經有人把它移入附近一個大的

坑洞裡。但是在數十年之後，這

顆藍色巨石卻不知道什麼原因移

動到了大坑洞的邊緣上了。

到了 1785 年冬天，當地的

人們本來想要用這塊巨石建造一

座新的鐘樓，卻不小心在冰面上

移動它時，讓它沉降到了湖底。

可是令人驚訝的是在 1840 年

時，這塊巨大藍石竟然已經躺在

普列謝耶湖的岸邊了。如今，它

又再向南邊移動了數公里。 

◎ 文：青蓮 圖：Adobe Stock

白噪聲對人有益處 未知人種的文明 
◎ 文：藍月 ◎ 文：輕風 圖：Adobe Stock

美國加州死亡谷「會

走路的石頭」（Sliding 
Rocks）聞名世界，神態
各異的巨大石塊縱橫乾涸

湖底留下移動軌跡，成為

死亡谷中一大奇觀。

奇觀：會走路的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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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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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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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噪音，是指一段聲音中的頻率

分量的功率在整個可聽範圍（0 ～

20KHZ）內都是均勻的。是一種功

率頻譜密度為常數的隨機信號或隨

機過程。

人類刻畫藝術起於何時？研究者發

現一種未知人種的刻畫藝術，比之

前東亞地區發現最早的人類刻畫作

品還要早六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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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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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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渚古城遺址 
重要遺址點介紹

1.規模宏大的城址
城址屬於良渚古城遺址的核

心所在，也是展現遺產城市文明

價值特徵的主要載體；位於大遮

山與大雄山之間的河網密集地

帶。

內城由牆體圍合，設 8 座

水城門、1 座陸城門；外城由

17 處斷續分布的臺地構成半閉

合的外郭輪廓。城址周邊分布著

大量同期遺存，城址外的同期遺

存與城址形成城、郊分野的空間

形態。

2.功能複雜的 
外圍水利系統

外圍水利系統為良渚古城建

設之初統一規劃的城市水資源管

理工程，由谷口高壩、平原低壩

和山前長堤的 11 條人工壩體和

天然山體、溢洪道構成。初步估

算，整個水利系統形成面積約

13 平方公里的水庫，庫容量超

過 6000 萬立方米，是中國迄今

發現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遺址，

也是目前已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

堤壩系統之一。

水利系統在壩址選擇、地基

處理、壩料選材、填築工藝、結

構設計等方面表現出較強的科學

性，具有防洪蓄水、灌溉運輸、

調節水系等多種功能，是東亞地

區人類早期開發、利用溼地的傑

出範例。

3.反山遺址
反山墓地是一處修建於人工

特意營建的獨立高臺之上的高等

級墓地，位於內城西北部，與莫

角山相鄰。目前，已發現 11 座

墓葬，均為豎穴土坑墓，分南、

北兩排。等級最高的 12 號墓在

南排居中，迄今所見的完整「神

人獸面」神徽都出自該墓。

反山遺址出土器物包括：

玉、石、陶、象牙、嵌玉漆器等

珍貴文物 1200 餘件（組），玉

器占 90% 以上，種類豐富，製

作精良，許多雕有精細的紋飾。

反山墓地出土隨葬品數量之多、

規格之高、製作之精，為其他良

渚文化所未見，是迄今所見等級

最高的良渚文化墓地，推測應是

王陵。

4.瑤山遺址
瑤山遺址位於城址外東北方

向約 5 公里的一處山丘頂部，

是一處祭壇和高等級墓葬的複合

遺址，屬於良渚文化早期。瑤山

祭壇是先於瑤山墓地和城址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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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餘杭為中心的

良渚文化的年代大

約在公元前3300

年到公元前2000

年，以玉器發達為

特徵。有證據表明

良渚文明已經達到

相當高的程度，但

突然消失，原因至

今沒有定論。（網

圖）

良渚申遺成功

證實五千年文明

的重要祭祀遺址，頂部平整，平

面呈方形，有裡外三重土色，四

周包有石坎，可能是用來祭祀天

地、神靈、祖先，觀天象的場

所。祭壇上共清理、打破祭壇的

13 座良渚墓葬，均為豎穴土坑

墓，分南、北兩排埋葬，其中南

排居中的 7 號墓與北排居中的

11 號墓等級最高。出土隨葬品

754 件（組），其中玉器共出土

678 件（組）。

據介紹，良渚古城遺址的出

土器物包括：玉器、陶器、石

器、漆器、竹木器、骨角器等，

總量達 1 萬餘件。其中，玉器

主要作為隨葬品出土於分等級墓

地，總數不少於 7000 件，材質

以透閃石為主，器型包括：玉

琮、玉鉞、玉璧、三叉形器、冠

狀飾、錐形器、玉璜、半圓形

飾、柱形器、玉鐲、玉織具、玉

紡輪等，以及圓雕的鳥、龜、

魚、蟬等動物形玉器。

良渚古城遺址公園網上預約

系統已經開放，遊客進入園區需

通過良渚古城遺址公園微信公眾

號或小程序進行預約。為了保護

世界遺產，每天預約人數不超過

3000 人。

園區具體開放時間為 9：
00 ～ 17：00，入園時間為每天

9：00 ～ 16：00。參觀者除了

遊覽文物，還有機會看到現場考

古。

下

 城址由宮殿區
（39公頃）、內城
（含宮殿區約280
公頃）、外城（約
351公頃）呈向心
式三重布局組成，
古河道貫穿其間。
宮殿區居於城址中
央，建有三座獨立
的 宮 殿 臺 基 、 沙
土、廣場、大型糧
倉 及 3 5 座 房 屋 基
址，是良渚時期最
高統治者居住和活
動的主要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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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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

詞

賞

析

李商隱（西元 813 年～ 858 
年），字義山，號玉溪生，懷州

河內（今河南沁陽縣）人，晚

唐詩人。 17 歲時，他以文才見

知於牛黨令狐楚，引為幕府巡

官。 26 歲時，李黨王茂元惜其

才，任他為書記，並將女兒嫁給

他。此後李商隱陷入牛李黨爭

中，其際遇乖蹇不遂，仕途坎

坷。他和杜牧合稱「小李杜」，

與溫庭筠合稱為「溫李」，與段

成式、溫庭筠風格相近，三人在

家族裡都排行十六，時人稱他們

的作品為「三十六體」。

「錦瑟」的原意在歷史上眾

說紛紜，有的說是悼人，有的說

是思念錦瑟侍兒的，或是自比文

才的。從全詩內容來看，似是追

懷往事的詩。

在這首詩的開頭中，詩人從

音樂引入，當夜深人靜、萬籟俱

寂時，聽見哀傷的樂曲，便會追

懷往事而觸動愁思。詩人回想一

生的往事，其中有「莊生曉夢」，

人生若夢之感；有「望帝春心」，

希望青春永駐之情；有往日的悲

痛，如「滄海月明」；有往日的歡

喜，如「藍田日暖」之境。

在他的詩作裡，呈現了很多

的情感，如熱切的追尋、深情的

眷戀、悲傷的失落，和沉迷的執

著，作品中記憶著自己嘔心泣血

的一生。但就因為是這樣，他的

痴迷、執著，卻陷在情中無法超

越，而令人萬分的悲憫，人世間

的苦難和悲哀，用人的智慧是看

不透的，所以也只能「此情可待

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了！

 
打開錦瑟一看，它竟也有

五十條弦，瑟上的每一根柱每一

條弦，都令我想起黃金年華。在

我一生之中，就如同莊周夢蝶

般，似真似幻，大有人生若夢的

感覺。我也曾有過望帝一樣的情

感，期望青春永駐，於是化作杜

鵑鳥喚住春天，但春天畢竟離我

而去。回憶往事，使我想起悲痛

的事，不禁愴然淚下，彷彿置身

在滄海月明之下，是珠光或是淚

影呢？有時，想起舊時的樂事，

也抑不住要喜氣洋洋，就如同藍

田日暖，玉氣生煙。但是這些情

感，只能成為回憶中的資料罷

了，只是當時為甚麼遇事茫然若

失，以致一步錯，步步舛錯呢？

二十餘年來，我一直和青少

年生活在一起，於教育現場裡我

經常臉不紅、氣不喘的向學生們

推薦自己的「紳士」影像；但最

讓學生受不了的是，我偶爾會調

侃卻不失誠摯的問孩子：「您愛

我嗎？」

在八月底，我接到了調至新

學校服務的派令，因為已非初

任，所以沒有任何排場與交接的

介紹會，隔天，我就單槍匹馬的

上班去了。到了學校，才發現昨

夜的一場急雨，竟然讓校園變成

水波微興的湖泊。時值暑假期

間，又是清晨，校內、外悠悠然

杳無人跡，瞧著腳下全新的阿瘦

皮鞋正猶疑的當兒，適時的，接

我的榮華老爹打著赤腳的在彼岸

招呼著，他準備拋過來一雙拖鞋

解我的圍。

這場景有些幽默，瞻前顧後

遐思之際，海風輕送，眼前的湖

泊漣漪陣陣，念頭一下子又轉了

回來：既然下了海，哪有怕褲子

浸濕的理。當我發亮的新鞋子才

涉入及膝的水中時，竟聽見背後

傳來嘿嘿的笑聲，我回頭看見有

位頂著一頭黃髮、右手指夾著一

支菸，直覺上是遊蕩了一整夜的

瘦高少年正轉身準備離去。

過了些天學校開學了，我特

別到後門去迎接也同時認識下烏

麻園的孩子們。招呼了一群群的

學生後，有位染了髮而似曾相識

的孩子，他穿雙拖鞋卻空著手兩

眼迷茫的晃了過來。我迎了上

去，熟門熟路、優雅而正式的

自我介紹：「我是新來的校長，

很高興認識您，請教您的名字

是？」黑黑瘦瘦的孩子咧著嚼多

了檳榔的黃板牙，困惑地睨著我

並告訴我他叫「章仔」。

章仔接著不吭聲的打量起我

的新領帶、畢挺的襯衫、西褲，

當視線移至皮鞋上時，他又發出

熟悉的嘿嘿笑聲。我也笑容可掬

的告訴他：「我是口湖社區的紳

士，很有學問又喜歡學生，章

仔，我會很疼愛您的！」他一臉

糊塗，我想他還真搞不清新校長

到底是哪一路的？但我還不放過

他，續道：「兩個月後，我要把

您調教成一個紳士！」當章仔還

沒回過神來的時候，我輕輕對他

施了個禮，便飄然離去，繼續尋

找新的搭訕對象。離開時，我的

眼睛餘光看見章仔疊著右手的食

指與中指在太陽穴旁扭轉著，

指著我用唇語告訴他的同學： 
「瘋仔！」

這是我第二回和章仔照了

面。後來，我得知章仔一直是

學校頭痛的學生，綽號叫「小鋼

砲」，他脾氣暴躁，拗得很，上

個學期就經常性的逃課、喝酒、

抽菸，晚上總是一、二點鐘才回

到家，很難預料他會闖出甚麼禍

來！ 三個星期過去了，章仔穿

上了鞋子、染回頭髮、多數日子

能準時上下學，但是仍然抽菸、

上課打瞌睡、晚上遊蕩、嘴角偶

留有檳榔殘渣。顯然地，他還不

像個紳士。

有日，章仔在校園裡遊蕩被

我碰上了，他身上散發出的菸

味引起我的注意，我叫住了他：

「謝謝您這些天來能準時到校上

課，章仔您愛我嗎？」他的表情

很奇怪，因為這種問話實在是聞

所未聞，可那小鋼砲的心防卻即

刻的瓦解了。他的臉扭曲一紅，

略為遲疑的說：「愛！」這單字

似乎是從黃板牙縫中蹦出來的。

「太好了，既然愛我，您願 
意為您所愛的人做兩件事情

嗎？」我得寸進尺的一口氣提

出兩項請求。章仔則小心翼翼

地思考著，當聽了其一是要為

他所愛的人把菸戒了，其二是

跑五圈操場練練身體等兩件事

後，他開始犯猶疑了。見此，

我深情款款的又說：「您剛剛

才說過愛我的，怎麼……」我

的話還沒說完，小鋼砲那雙澇

過倒灌海水的腳快跑如飛，他

似兌現誓約般老老實實的跑了

五圈操場，身體是練了，但後

來我知道菸他還是照抽不誤。

顯然的，小鋼砲愛我是不夠深 
刻的。

又有一次小鋼砲逃課，逃了

課依照家長到校伴讀的程序，他

的桌椅先是被搬到了校長室，很

快的他也被找了回來。師徒此時

相見，我以無限婉惜的口吻詢

道：「章仔，您還愛我嗎？」小

鋼砲氣呼呼的不搭理我，他知道

只要回說不愛我，我會糾纏的說

理直到他說愛我為止；如果說愛

我，小鋼砲更是清楚，我底下的

話必然是：「您怎麼忍心讓您所

愛的人傷心！您願意為您所愛的

人去把二樓的大、小便斗刷洗乾

淨嗎？」三個月來這樣的對話與

工作輔導，我們已經演練了無數

次了，所以，小鋼砲深知「此時

無聲勝有聲」的道理。

有天，章仔搭我的便車回

下崙，我別有用意的問他：「閣

下喜歡哪位老師的課程？」他很

高興我沒有問他愛不愛我的選

擇題，因此，輕鬆愉快地，他

還沒回答前卻先提出問題：「甚

麼是擱下？」我看著後視鏡中小

鋼砲閃動的眼珠，便神采飛揚

的教起書來：「是閣下，沒有提

手旁，它是紳士用語，因此，

我稱呼您閣下。」章仔似乎懂

了，他回應我：「校長閣下，我

喜歡吳明姿老師的歷史課。」章

仔和我一下子都找到了改變的

力點。

翌日放學後，章仔在馬路上

公然抽菸，又被逮到了，主任溫

和卻不免失望的和章仔一起整理

這幾天的帳目。我們正深深地嘆

氣時，吳老師剛好經過，她停了

下來並低柔的問道：「怎麼啦？」

這一回章仔沒有提問，卻一把鼻

涕、一把眼淚英雄氣短地哽咽起

來。順了勢，主任攀著章仔的肩

膀和他聊了開來，兩個男人的聲

音低得讓我聽不清楚談話的內

容，但是，我知道這必然也和教

育與輔導那檔事有關。

章仔真的被許多師長疼愛

過，可惜的是，章仔於三上時，

因為家庭經濟的需要中途輟學做

生意去了，這期間學校透過許多

管道協尋，但還是沒把他找回

來。匆匆四年，一屆屆的孩子們

來了又走了，章仔卻是我任內至

今唯一中輟的學生，因此，我常

會溫馨的想起他來。

上週三中午，我拜訪友人後

趨車回校，當車子欲轉入學校大

門前，忽然看見一騎摩托車載著

太太和孩子的年輕人，他應是刻

意的放慢了車速轉過頭去眺望著

校園，那神采似乎正在敘說著某

段時光、某個故事。會車時我心

頭不由得一震，那黃板牙……是

章仔！我快速的放下車窗，瞧著

後視鏡並拉開嗓門大聲地呼喚：

「章仔！您還愛我嗎？」只是，

窗外海風獵獵，而那青年早去的 
遠了……

◎文：吳雁門

校 園 風 情 老紳士與小鋼砲

(Adobe Stock)

編輯 |雲書

錦瑟無端五十弦，

一弦一柱思華年。

莊生曉夢迷蝴蝶，

望帝春心托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

藍田日暖玉生煙。

此情可待成追憶，

只是當時已惘然。

錦瑟

語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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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麗夫人好：

我有一個交往七年多的男

友，我們兩個都是佔有慾很強的

人，但我覺得他更可怕。我有朋

友，也有正常的社交，會跟朋友去

吃飯、唱歌等等，剛好上個月活動

比較多，朋友結婚、生小孩、同學

會等等，朋友將我和男同學拍的合

照貼在臉書上，我覺得這沒有什

麼，可是他卻雷霆大發。我真的覺

得沒有那麼嚴重，但是他卻跟我開

條件，說一個月只能出去一次，希

望以後我可以辭職在家，不然就和

他一起工作，我聽得很荒謬，他卻

講的很認真。我和他有結婚的規

劃，但如果他的個性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我結婚後的生活一定更可

怕，可以告訴我該怎麼辦嗎？溝通

如果有效果，我也不會寫信給曼麗

夫人了，我怕失去他，也怕失去我

的自由。這中間只能選一個嗎？還

是我選錯人了？

安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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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有說不完的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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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情與自由二選一？
●文：曼麗夫人 
●圖：Adobe Stock

安娜你好：

當一對戀人走進婚姻建立小

家庭後，難免都會失去一些個人

的自由，這是無可避免的事實，

在互相尊重、互相信任，有堅實

的感情基礎的情況下，一般都能

夠很快的彼此適應。而過分強烈

的佔有慾卻往往會讓感情出現裂

痕，甚至造成無法挽救的遺憾，

所以，雖然適度的妒忌和佔有可

以理解為愛的表現，但卻必須是

在信任的前提下溫柔的表達。

男友對於你和男同學的合照

放在臉書上有意見，可能表示他

在乎你，珍惜你們的感情，但只

是因為這類團體活動的相片而大

發雷霆則有些嚴重了。

你們已經交往七年，相信這

不會是第一次的類似反應，對事

件發生後的不同理解正好是彼此

溝通的契機，男友提出不合理的

要求表面看來似乎是強烈的佔有

慾所致，也可能是對事件不滿的

情緒過度反應，此外，是否他對

你們之間感情的穩定性也抱持懷

疑呢？這些疑慮都需要安娜靜下

心來認真思考。

曼麗小語：從改變自己的

態度入手，當你的心態和

想法先有了改變，

結果就會不一樣，

對男友多一些理解和包容，

多一些肯定和支持，

善的力量下，很可能就會有

不同的結局。

你跟男友曾就這個問題溝通

過，但不知道你們是否在寧靜的

環境下，以平靜的心態開誠佈公

地進行過理性的交談？而一次溝

通沒有正面結果的話，也不表示

不能再做第二次、第三次的溝

通——如果我們重視問題的嚴重

性，溝通確實是可以重複進行，

而且是相當必要的！如果男友的

立場和態度始終堅持的話，確實

就要做做壞的打算了。

當然，安娜不一定只能在男

友和自由間只選一個，是否選錯

人了也別急於下結論，可以確定

的是你可以繼續努力，從改變自

己的態度入手，當你的心態和想

法先有了改變，整個磁場和結果

就會不一樣，對男友多一些理解

和包容，多一些肯定和支持，他

的個性也不是說不可能改變，善

的力量下，很可能就會有不同的

結局。曼麗祝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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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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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婚姻中
一起成長

感情
真諦

夫妻是我們一生中最親密、

最重要的關係。兩個人選擇畢生締

結，建立家庭，共同教育下一代，

協力面對生活中的挑戰，也共享歡

樂時光，一起開拓未來，當中蘊含

著多麼深刻的意義。更重要的是能

促進雙方不斷成長。可惜大部分夫

妻都錯失了這寶貴的機會，甚至從

互相傾慕變為互相憎恨，感情越來

越差。

比如，一天太太用心煮了一

頓好菜色，滿心歡喜等待丈夫下班

一同享用，也期望獲得他的一聲稱

贊，但卻收到丈夫因加班要遲些回

家的訊息。經過一番等待，丈夫終

於回來了，卻太疲累沒有胃口，轉

身便走進睡房倒頭大睡。太太一氣

將飯菜倒掉了。一覺醒來，先生要

求太太為他準備早餐，但太太忍不

住向先生大發雷霆，兩人立刻吵起

來，弄得很不愉快。

其實，如果他們利用這機

會，還真能學習到不少道理。太

太可明白到，他人的讚美固然令

人愉快，但她並不需要太著重丈

夫的表現，這只會減低了她心靈

的獨立和自主能力，令自己容易

自卑，也容易因情緒失控傷害大

家感情。先生也應該想到，對情

緒不穩的太太反唇相向是缺乏自

制能力、傷害太太的表現。

更好的做法是多了解太太心

情，然後表示理解，並建議一個補

償方案，讓事情完滿解決。如他們

能持之以恆地以這態度相處及不斷

成長，對周圍的人必定能帶來積極

的影響，真是最好不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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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家住洛杉磯的美

國七年級生馬騰．埃文（Matan 
Even）已經是個小名人了，他登上

了美國《時代週刊》，因為其機靈的

「搶鏡」能力。

《美國之音》報導，10 月 23 日

在洛杉磯舉行的快船對湖人的 NBA
比賽間隙，觀眾席中一位揮舞著快

船隊紅色 T 恤衫嗨翻天的小男孩吸

引了攝像的注意。就在他的模樣被

切到大屏幕的一剎那，小男孩突然

使出「調包計」，把紅色 T 恤換成

了一件黑色 T 恤，上面寫著：為自

由而戰，與香港同在——這是 10
月初，火箭隊總經理莫雷（Daryl 
Morey）那條引發軒然大波的推文。

這短短几秒鐘的鏡頭引爆了網際網

路，引來數百萬次的觀看。

這個小男孩就是馬騰，他也因

此登上了美國《時代週刊》。「我

以前上過幾次大屏幕，我知道怎麼

能上大屏幕，這方面我比較擅長。

我覺得這一次我應該做些對他們意

義重大的事，」馬騰對《美國之音》 
說。

幾天後，在遊戲玩家的年度

盛事「暴雪嘉年華」（BlizzCon）
上，馬騰又來搶鏡了。暴雪娛樂

（Blizzard Entertainment）不久前也

因為禁賽一名支持民主抗爭的香港

玩家被推上風口浪尖。全場年紀最

小的馬騰旁走過主席臺和觀眾席，

【看中國訊】港星鍾

欣潼（阿嬌）、賴弘國夫

婦最近上節目《花花萬物

2》，接受主持人蔡康永與

小 S 的訪談，讓觀眾看到婚後阿

嬌兩口子更為真實的模樣，在阿嬌

夫婦感情溫度方面，現場的觀眾給

予了高分評價。

賴弘國在節目中坦言與鍾欣潼

結婚時面臨非常大的壓力，透露太

太最大的堅持是婚禮相關的她不出

錢，阿嬌則回應，「不希望我拿錢

把我自己嫁出去。」

阿嬌還回憶：「他剛跟我在一

起時，就說我的卡任你刷！」但當

她去了一天商場後，賴弘國連忙說

「卡還是放我這邊好了！」為何會

刷爆了卡，阿嬌解釋：「從來沒遇

過一個人叫我任刷他的錢財。」賴

弘國後來直接把存摺給老婆看，蔡

康永打趣調侃說，「這樣反而讓阿

嬌倒抽一口冷氣！」賴弘國說，「我

覺得我還算是不錯的。」

賴弘國又說兩人有簽婚前協

議，包含了婚前財產、兒女養育等

問題，他表示這也讓女方放心自己

不是因為錢而想娶她。

鍾欣潼提到之前因為自己的黑

粉惡意評論丈夫賴弘國，讓賴弘國

突然登上熱搜，直說：「網路暴力太

可怕！」小 S 表示和這自己家庭的

遭遇差不多，因此深深理解和同情。

《花花萬物 2》節目最後，現場

觀眾給阿嬌夫婦的感情溫度打了

95 的高分。不少觀眾說，讀熱搜

新聞得到的信息和看到兩口子本人

太不一樣了，「看了這期節目後，

我覺得他倆的感情特別好」，一位

觀眾說。

【看中國訊】漫威系列《美國隊長》上映後，

演員克里斯伊凡（Chris Evans）外型高大帥

氣，因飾演「美國隊長」一角爆紅，尤其他靠

著那一頭標誌性的金髮，令人印象深刻。是近

來一名幕後假髮造型師，在 IG分享數張照片，

揭露原來劇中克里斯伊凡竟然是以假髮上陣，

令人驚訝不已！

克里斯伊凡在拍攝期間全是戴上假髮拍

攝，造型師以 9 種不同顏色，打造出屬於美國

隊長細膩的發流和完美的咖啡偏金的髮色，化

妝師再依照他的臉型稍做修剪，讓髮型看起來

更加服貼逼真。

事實上，克里斯伊凡原本的髮色就偏黑，

發量依舊是相當茂密。但製作方面認為他的髮

際線不夠整齊，整體不太符合美國隊長的霸

氣，再加上拍攝期長，要維持同樣髮色和長度

也是一大麻煩，才會決定為他打造假髮，希望

呈現出最完美的美國隊長。

全程戴假髮

阿嬌夫婦上節目
感情溫度獲高分

正宗越南卷 卡城第一
家

#132, 40 Country Hills Landing NW (403) 453-0168Country Hills 店 堂食．外賣

#2110, 4 Royal Vista Way NW (403) 241-5511新店 堂食．外賣

週三 / 週四：11am ∼ 9 pm  週五 / 週六：11am ∼ 9 : 30 pm 週日 / 週一：11am ∼ 9 pm  週二：休息

每週七天營業 週日∼週四：10 : 30 am ∼ 9 pm  週五 / 週六：10 : 30 am ∼ 10 pm

堂食．外賣

越南美食店VIETNAMESE RESTAURANT

來品嚐
一碗有內涵的越南粉吧

美味高湯、新鮮的九層塔、
雪白順滑的米粉，分量超多哦！

更有各式越南小食、檬、面、
飯、爽口甜點、精選越南咖啡以

及特色越南飲品
......

S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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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e NW

Country Hills Blvd NW

Royal Vista Dr NW

Royal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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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賀 Royal Vista店隆重開業

新店

12月9日已開業
12月14日（週六）特惠
12月21日（週六）特惠 #1A 特色招牌小食

限新店

Van Pho Ritto Special

飯、爽口甜點、精選越南咖啡以
及特色越南飲品

......

#3
#53

#55

#36#25

#3    Wonton Soup 雲吞湯
#25  Grilled Shrimp, Beef, 
          Spring Rolls Vermicelli 
          烤蝦，牛肉，春卷檬
#36   Van's Sepcial Rice 特別招牌飯
#53   HUE Style Noodles 順化瀨粉
#55   Seafood Sate Noodle Soup 
          海鮮沙爹湯河粉

僅

奶茶特價

$999
可選辣味

$5/ 杯

15%折扣新
店

/ 杯

12歲男孩成名人12歲男孩成名人

他為誰搶鏡？

美國隊長

美國隊長演
員克里斯伊
凡 ,  被曝劇
中全是以假
髮 上 陣 。
（網圖）

12歲的馬騰用自己的方式支持香港民主

運動。（視頻截圖）

連聲高喊「自由香港」，搞得一屋子

成年人面面相覷。

馬騰說，支持香港並非受他人

影響，完全是自己的決定。「人權

這件事對我來說很重要，可以發

聲，可以說你想說的話，可以有自

己的觀點，」他說。這些視頻得到了

來自世界各地的熱烈回應：「我們都

愛你！」被北京當局封殺的香港歌手

何韻詩在推特上對他說。

（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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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脆蘋果

Honeycrisp Apples

金帥蘋果

Golden Delicious Apples
澳洲青蘋果

Granny Smith Apple

花椰菜

Caulifl ower
花椰菜

Caulifl ower

更多商品

週四∼週日（12月 12∼ 15 日）特價商品

$     .00 /2 個3 $        .00/ 箱15 (40 磅 )
$        .00/ 箱15 (40 磅 )

$        .00/ 箱15 (40 磅 )
$        .00/ 箱15 (12 個 )

淘果蔬
就到 Freestone!

超低價
折扣高達 75%!

低GI飲食的好處很多，可幫助穩定血糖，避免飲食過量，還可降低負面情緒。

低GI料理週末
廚房

GI 值 (Glycemic index)，中文是「升糖

（葡萄糖）指數」，指食物被吃進肚子後，在

體內造成血糖上升的快慢指數；GI 值低於 55
的食物，稱為低 GI 值食物。

如何辨別食物的 GI 值？低 GI 食物為高

纖、較粗糙、未加工、緩慢消化吸收的食物；

中高 GI 食物為低纖高糖、越精緻、越加工、

越容易消化吸收的食物。

低 GI 飲食的好處很多，主要是：一、較

有飽足感且較不容易餓，可避免吃過量；二、

協助管理好血糖值；三、可降低血中胰島素

值，減少熱量產生及脂肪形成。

若想藉由低 GI 飲食控制血糖、降低血脂

及實施減肥，就要在一定的總熱量範圍內，

盡量挑選纖維含量多、食物精緻度低、糊化

程度低，需要多咀嚼的食物。

意大利麵（Spaghetti）1人分、鮭

魚切塊150g、菠菜100g、橄欖油1大
匙、蒜末1大匙。

調料：鹽、黑胡椒適量。

食材

煮麵：依麵條包裝袋指示，烹煮時

間到之前1至2分鐘開始試吃，十幾秒

試吃一次，直到麵條可以咬斷，但麵

心又不會太軟的狀態。

以橄欖油爆香蒜末，鮭魚下鍋煎

熟，取出備用。

原鍋加3大匙煮麵水煮滾，加入煮

好的麵條、菠菜，翻炒均勻，再加入

調料。

麵條盛盤，鋪上鮭魚即可上菜。

作法

細嚼慢嚥可減緩血糖上升的速

度。意大利麵為全穀類製品，屬

多咀嚼食物類型，加入蔬菜、鮭

魚拌炒，健康又熱量低。

原則3/需要咀嚼程度高3 鮭魚意大利麵

西蘭花200g、節瓜200g、蘑菇10
朵、雞胸肉200g、蒜末1小匙、白芝

麻適量。

調料：辣椒醬、鹽、白胡椒粉少量。

食材

西蘭花沖洗乾淨，削去的粗硬外

皮，改刀切小朵；節瓜切片；蘑菇切

片；雞胸肉斜切片狀，抹薄鹽抓醃均

勻備用。

以少量油小火爆香蒜末，下雞胸肉

煎金黃，取出備用。

原鍋下蔬菜及蘑菇，加3大匙熱

水，以中小火燜煮5分鐘。

雞肉倒回鍋裡，加調料，翻炒均

勻，盛盤後灑上白芝麻，即可上菜。

作法

除了部分根莖類及南瓜，大部分

蔬菜屬低GI食物。低GI蔬菜搭配
烹調肉類，可幫助血糖穩定，對

減重也有幫助。

原則1/膳食纖維含量多1 辣炒蔬菜雞肉

燕麥粒（whole oat groats）1杯、牛

奶、樹梅、黑梅、椰子片適量。

調料：糖少量。

食材

燕麥粒加水淘洗瀝乾，加水浸泡1
小時備用。

煮燕麥時，用0.8L的水，煮滾後放

燕麥粒，再煮滾，轉小火燜煮至燕麥

粒熟軟，即可熄火（如使用砂鍋或鑄

鐵鍋，可運用熄火後餘熱燜煮）。

事先煮好燕麥冷藏保存後，第二天

從冰箱取出需要的量，加上牛奶加

熱，酌量加糖提味，並添加喜歡的梅

果、椰子片。

最後放幾片薄荷提味。

作法

燕麥屬低GI，然而隨加工愈多，
其升糖指數也提高；完整穀物的

燕麥粒GI值最低，而細碎的即食
燕麥片偏中高。

原則2/愈加工GI值愈高2 燕麥粥

燕麥片加
牛奶和水
果，健康
又美味。

酥軟
可口

土豆300g、適量的橄欖油、迷迭香1
小把。

調料：鹽、黑白胡椒粉。

食材

土豆皮刷洗乾淨，放進冷水鍋中

（水量淹過食材），開中大火，煮滾

轉小火，燜煮至土豆熟軟（筷子可插

入最厚部位）。

預熱烤箱180攝氏度。

取出土豆，瀝乾水分，放涼後送入

冰箱，冷藏半天以上。

土豆從冰箱取出，切粗條，均勻鋪

在烤盤，灑調料、迷迭香，淋上橄欖

油，然後送進烤箱。以180攝氏度烤

15分鐘。

出爐後，稍微降溫再上菜。

作法

土豆屬於高GI 值蔬菜，但土豆的
GI值有可能降低。土豆經過烹
飪、冷藏、再加熱的過程，GI值
會大幅度下降。

原則4/抗性澱粉吸收慢4 烤土豆

◎ 文：米娜 圖：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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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有發病急、病程短、死

亡率高、傳染性強、傳播迅速的

特徵，曾在中世紀引發大規模死

亡，即著名的「黑死病」。儘管

媒體引述朝陽醫院相關負責人

稱，「沒有必要恐慌，一切盡在

掌控中」，仍然有不少民眾感到

憂慮——疫情是否有被隱瞞，重

演 SRAS失控的歷史。

歷史上的3次大流行
鼠疫傳染病從來沒有絕

跡，在歷史上有過多次鼠疫嚴

重流行的記載，其中包括 3 次

大流行，而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報告，全世界每年仍有 1000 ～

3000 個病例。

首次大流行發生於 6 世紀，

起源於埃及的西奈半島，進而波

及歐洲國家，近 1 億人死亡。

第二次大流行發生於 14 世

紀，起源於美索布達米亞，由於

十字軍遠征，波及了歐亞及非洲

的北海岸，單是歐洲死亡人數就

高達 2500 萬人，即史上著名的

「黑死病」。

在中國，明代萬曆和崇禎年

間的瘟疫，被認為是全球第二次

大流行的一部分。據估計，華

北三省人口死亡總數，至少達

1000 萬人以上。在《明史紀事

本末》卷 78 中，記載著當時的

慘況：「上天降災，瘟疫流行，

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傳

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

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數百人，甚

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門

逐戶，無一保全。……一人染

疫，傳及闔家，兩月喪亡，至今

轉熾，城外遍地皆然，而城中

尤甚，以致棺蒿充途，哀號滿

路。」

第三次大流行發生於 19 世

紀末至 20 世紀初，死亡人數約

1200 萬人。

三次大流行致死人數雖然逐

漸下降，仍然可以看出其傳染的

迅速和奇高的死亡率。

鼠疫按照症狀分3類
人 類 感 染 鼠 疫 是 嚴 重

疾 病， 致 病 原 為 鼠 疫 桿 菌

（Yersinia pestis），被攜帶病

菌的跳蚤叮咬後，就會感染鼠

疫。鼠疫感染按照症狀，主要

又可分為以下 3 種：

腺鼠疫

由被感染跳蚤叮咬，吸取人

類血液，或是人類處理被感染動

物或鼠疫感染者屍體的組織時，

不慎接觸膿液而感染，主要感染

部位為淋巴結。腺鼠疫常見症狀

為淋巴結腫脹、疼痛，位置多在

腹股溝處。

肺鼠疫

肺鼠疫又可分為原發性肺鼠

疫及次發性肺鼠疫。原發性肺鼠

疫即吸入其他肺鼠疫病患的痰

與飛沫感染疾病，或不慎接觸

膿液、餐具、口罩、唾液飛沫而

感染；次發性肺鼠疫即先得腺鼠

疫，經血行蔓延至肺部，造成肺

炎或引起胸膜滲液。肺鼠疫症狀

與腺鼠疫相同，但有較嚴重的病

徵，同時伴隨與普通呼吸道疾病

相似的症狀，如：咳嗽、呼吸短

促、深呼吸時胸部疼痛等，後期

還會惡化為咽炎和頸部淋巴腺炎。

敗血性鼠疫

鼠疫桿菌經由血液感染全

身，出現發高燒、腹痛、腹瀉及

噁心等腸胃症狀，皮膚則會出現

血斑或臉部腫脹，最後全身布滿

黑斑，這也是鼠疫被稱為「黑死

病」的原因。

鼠疫的感染症狀類別中，肺

鼠疫可藉由飛沫傳播，造成人群

中傳播風險增加，此次北京朝陽

醫院確診的兩例，正是肺鼠疫。

鼠疫的治療方法

鼠疫患者在出現症狀後，若

立即治療，則治癒率高。治療方

式以抗生素治療為主，並且需要

適當隔離，一般療程為 10 天，

或持續治療至病患退燒後 2 天。

鼠疫的主要症狀

由於未經治療的鼠疫患者死

亡率極高，及時診斷和治療相當

重要，如曾經前往疫區，或與病

患、動物、病媒接觸過，出現發

燒、寒顫、頭痛、疲倦症狀時，

應及早就醫診治，並告知醫護人

員去疫區的旅遊史。鼠疫的主要

症狀如下：

1. 高燒。

2. 發癢性淋巴結炎。

3. 出血性化膿性炎症。

4. 肺炎及漿液性血痰。

預防鼠疫感染的方法

我們不可能滅絕世界上的

老鼠，只能從生活環境與習慣

中著手預防鼠疫感染，預防方

法如下：

避免前往鼠疫疫區

避免前往有肺鼠疫病人活動

地區；如在疫區活動，可以戴口

罩來自我保護。

預防被跳蚤叮咬

預防感染最主要為避免被跳

蚤叮咬，因此到戶外、野外或老

鼠較多的地方時，應穿著長袖衣

褲，並在外露的皮膚及衣服上，

噴灑含有 DEET 的驅蟲劑，來

防跳蚤叮咬。

清除鼠類及蚤類

老鼠死亡時，其寄生之跳蚤

有可能跳到新的宿主身上，繼續

吸血，因此滅蚤須在滅鼠之前，

或同時進行。居家環境周圍應清

除老鼠可能藏匿之處，保持地方

清潔，特別是垃圾存放處，以及

樓梯清潔，避免堆積雜物。另

外，應妥善儲存食物和寵物的糧

食，以免成為老鼠的食物。

不接觸可能感染的動物

勿直接接觸及處理可能因感

染而生病或死亡的動物，以避免

與病菌接觸。

接種死菌疫苗

鼠疫死菌疫苗可提供數月防

護力，但疫苗須連續接種 2 ～ 3
劑，且保護期約半年而已，一般

不建議注射。疫苗較適用於高發

病率地區的民眾、旅客及防疫人

員，同時仍須做好其他鼠疫防護

方法。

如要到鼠疫流行地區旅行或

活動，應採取適當的保護措施，

防止被跳蚤叮咬，遠離老鼠出沒

的地方，並且切勿接觸齧齒動物。

北京驚現致命「肺鼠疫」
   及時瞭解預防要點

療
養
保
健

編寫︱林孟欣

內蒙古衛健委官網在 11月
27日晚間證實，有4人經
診斷為「肺鼠疫」病例，

患者已在北京市朝陽區相

關醫療機構救治。

飲食護肺小妙招

想要擁有一個超人般的肺，

就學學巴西人——多吃堅果。堅

果富含硒元素，是癌症的剋星，

而且從胡桃、核桃或芝麻種子中

獲取的 1 微克（百萬分之一克）

維生素 E，就能抑制致病因數，

所以只需要一天吃3顆，就夠了。

豆芽菜是常見的平價蔬

菜，可別小看它，根據美國的

研究指出，豆芽菜富含植物性

硫配醣體（Glucosinolate），能

防止煙霧和空氣中的其他汙染

物引發的肺癌。

每天服用 120 毫克的維生

素 C，或吃一個獼猴桃，也可以

把空氣汙染對肺造成的損傷，降

低一半。

感冒患者多喝 
薑茶、檸檬水

檸檬富含維生素 C，有抗氧

化性，能促進免疫系統健康，緩

解發燒時的肌肉酸痛症狀；生薑

是天然解毒劑和鎮痛劑，有抗感

染、消滅流感病毒的作用；溫熱

開水能讓毛孔打開、發汗。感冒

後，多喝薑茶、檸檬水等，有助

於感冒症狀的緩解。

民間妙方

生活養生
小妙招

日常生活中，常常會遇到一

些小問題、小狀況，如果知道

如何處理，您就會覺得得心

應手，輕鬆許多。以下介紹

一些生活養生小妙招，提供

您參考。

文︱小萍

堅果是癌症的剋星。

感冒患者多喝薑茶或檸檬水。

1918 年的西班牙流感，讓

五千萬以上的人喪生。歷史上不

論在哪個地方，翻開一頁頁的抗

瘟疫血淚，無不令人辛酸。中國

歷史上有不少抗瘟疫的醫家，

如：清朝的吳又可，一生從事

中醫傳染病學研究，著有《瘟疫

論》一書，給後人研究瘟疫的治

療方法，留下許多蛛絲馬跡。

每次疫病的特點都不同

余師愚，清代乾隆年間醫

家，中年時，父親感染時疫，被

人誤診而亡，乃歸里奔喪，檢視

父親所使用過藥方，令其重新思

考疫病治療的方向，同時也參考

了《瘟疫論》的學說。隨後京城

大疫，四門不時有死人抬出，余

師愚勇敢地前往京城觀察，發現

病人皆出現表裡俱盛的火熱實

證，如：高熱汗出、大渴飲冷、

口乾咽痛、頭痛如劈、乾嘔狂

躁、神昏譫語、吐衄發斑、四肢

抽搐或厥逆、舌絳唇焦等。

當時，許多大夫仍是遵從

張仲景傷寒方治，所用藥不夠

全備或溫燥，不知變通。余師

愚觀後多有感慨，回家思考

後，創立了歷史上極為特殊的

名方——「清瘟敗毒飲」，此

方所用藥物有：生石膏、生地、

犀角、川連、梔子、桔梗、黃

芩、 知 母、 赤 芍、 玄 參、 連

翹、竹葉、牡丹皮、甘草等，

略懂中醫藥之人皆可知，此方

是集寒涼之大全。分析一下，

有《傷寒論》白虎湯、《外臺秘

要》引《小品方》之芍藥地黃

湯、《外台秘要》引《崔氏方》之

黃連解毒湯，三方合而為一，

並把這次疫病的特點用「燥疫」

來形容，非重用清熱解毒不為

功。他大大推廣了這個方子，

救人無數，這令人不可思議的

超級寒涼的藥方，瞬間就這樣

傳播開來了。

余師愚所創立的「清瘟敗毒

飲」，用藥劑量很重，還分成大

劑、中劑、小劑。大劑單位藥都

是好幾兩，如：石膏重至八兩，

聞之令人咋舌，但偏偏在病人身

上就是能救活，一般人卻別去嘗

試，試了就完蛋。疫病本來就是

極重病，重病不用重劑，如隔靴

搔癢、羽毛搧涼，不起作用。但

是每次疫病的特點都不同，例

如：近代醫家蒲輔周就用簡單

的白虎蒼朮湯（知母、石膏、

蒼朮、甘草），治好當時所謂的

「溼瘟」，可說是救人無數。

上蒼警世人類

當瘟疫來時，不管是甚麼身

分地位、家財萬貫，又如何的健

康保養自身，都不是護身符，該

得的還是會得，瘟疫自己會找上

門。但是有些人就偏偏可以躲過

劫難，沒受閻羅王的召喚。

人類近代的劫數可說是越來

越多，剛過了一個，又來一個，

每次的瘟疫要折騰多久，沒有人

知道。或許災難就是上蒼在警世

人類，要好好的自我反省——哪

裡做錯了。具有良善心腸的人，

或能得到上蒼的眷顧，說不定比

較能逃過劫難，因為惡有惡報，

不是不報，這是天理啊！

防流感上身 重溫余師愚「清瘟敗毒飲」

文︱鄧正梁 

（正梁中醫診所院長）

流感時不時的在各地爆

發，死亡人數又不時出

現，讓人不禁有自危之

感，紛紛把口罩戴起來。

醫 師 講 堂 

(Adobe Stock)

(Adobe Stock)

(Adobe Stock)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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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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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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12月18日

意大利瓜

 Bosc Pears 波士克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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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袋羅馬生菜。$30
大量

免費停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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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Navel Oranges 臍橙 Zucchini Squash Green Peppers Ambrosia / Gala Apples 聖芳/基拿蘋果

Green Cabbage 捲心菜

Spend $30 and get a free  package of romaine hearts.

Anjou PearsRed Onions 紅洋蔥

$058 lb

平價  新鮮

$0 88
lb

$ 058 lb

$0 98 lb
$088

lb

安茹梨

青椒

088
lb

$ $088 lb

0 78
l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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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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安縣位於湖南省西南部，自古為南

北交通、湘桂兩省聯絡的必經之地。

東安雞誕生於此，歷史上與其相關的

故事也不少。

據傳，西晉時期，東安地區的縣令為

縣衙掛匾，慶祝宴席請來當地名廚掌勺。

依照當時的習俗，正規酒席的第五道菜是

雞肉，叫「雞開口」。當日「雞開口」的

口味異於往常，吃起來有點酸麻，賓客的

胃口都被酸開了，緊接的各道菜都被吃

光，使得賓主盡歡。

縣令十分好奇。散席後，他找來廚師

問怎麼會想到在雞肉中加醋 ? 廚師以為縣

令不喜歡這道雞菜，立刻跪地求饒。沒想

到縣令不但不是生氣，反而稱讚這道菜酸

的正好，大大地嘉獎廚師。

原來，廚師錯把陳醋當料酒使用，把

酒雞煮成了醋雞。縣令恍然大悟，廚師誤

打誤撞，竟也意外煮出美好佳味。這道醋

雞的作法也開始在民間流傳，後世演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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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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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嘗
！

新
裝
修

韓式炸雞
香脆

蕾絲扇

髮簪步搖

各種風格·隨心所搭·批零兼營·歡迎光臨

油紙傘

新店
開張大酬賓

民
族
風
連
衣
裙

Zen & Accessories 

Downtown店地址：
202, 200 Barclay Parade SW, Calgary

電話：(403) 252-2586  (587) 719-9788

新店地址：Unit J2, 260300 Writing Creek 
Crescent, Balzac ( New Horizon Mall 內 )

絲巾新品

東安雞

東安雞。

第二個起源故事則是發生在唐朝。

相傳，唐玄宗開元年間，三位老婦人在

湖南東安縣城開了一家小飯館，有一天

晚上來了幾位經商的客人，可是店裡的

菜都賣光了。於是老婦人就地宰了院子

裡的雞，很快地做出一道雞菜。只見成

品紅亮好看，香味撲鼻；客人吃後讚不

絕口，都說滋味美妙，口感鮮嫩。

這道菜的美名很快在經商的客人中

傳開了，很多人慕名來吃這道雞菜。後

來，連縣太爺都知道了，也親自到店品

嘗，並為這道菜取名為東安雞。由於東

安雞歷史悠久，號稱是湖南最著名的菜

餚之一。

其實，東安雞的起源也算有其地理

因素。湖南氣候潮濕，溫差較大，人體

容易有風寒濕熱，因此飲食發展成以辣

椒來祛除風濕內熱。在潮濕悶熱的環境

下，酸味可以大開食慾，與辣味結合，

還可調和酸勁，提升風味。

流傳至今，東安雞的作法有回鍋炒

法，以及生炒作法。回鍋炒法，顧名思

義先將雞肉蒸煮軟嫩再熱炒燜煮，生炒

則是新鮮雞肉略醃過直接烹煮。特別的

是，這道菜結合多種辛香料，如何讓辛

香料釋放出香氣與滋味，是火候掌握的

一大挑戰。

家庭製作東安雞，除了雞肉，至少

要準備蔥、薑、蒜、辣椒，調味料必備

米醋、花椒粉、料酒、香麻油，至於調

味比例可依喜好增減。能夠享受濃郁酸

香的人，不妨多加些醋，好好品味安東

雞的酸辣風味。

◎ 文：山平

在中國菜眾多美味的雞肉料理

中，湖南名菜 ── 東安雞以其辛
香濃郁，及豐富多層次的酸辣麻

滋味，獨樹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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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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12月18日

豬扒
Pork Chops

原價$2.99/lb
特價 $2.29 /lb

梅頭肉
Pork Shoulder 豬脊骨

Pork Backbone

原價 $1.99/lb
特價 $1.29 /lb

豬肝
Pork Liver

原價 $1.99/lb
特價 $0.99 /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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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lborough Mall 
聖誕娛樂活動

12 月的每個週六，歡迎兒童參加超

棒的娛樂活動，全部免費！

時間：12 月 14 日、21 日、28 日

地點：Family Park, Marlborough 
Mall

地址：3800 Memorial Drive NE

系列電影放映活動

圍坐在 Food Lodge 的火爐旁觀賞系

列聖誕節電影，座位先到先得。

時間：週四，12 月 19 日晚 6 點半～

8 點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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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rdrie彩燈節
Airdrie 彩燈節是以聖誕為主題的戶

外燈節，免費參加，免費停車，歡迎您的

捐贈。

在篝火旁享用熱巧克力或者蘋果酒，

每人 2 加元可以乘坐火車。12 月 16 日、

22 日和 23 日的晚 6 點半～ 8 點，聖誕

老人會到訪。在聖誕老人禮物店購物，孩

子們可嘗試特別的購物體驗。

詳細信息請訪問網站。

時間：12 月的每天晚 6 點～ 9 點

地點 : Nose Creek Park
地址：Airdrie, AB
網址：airdrieligh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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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MPEDE 豐田車行

誠聘華語汽車銷售
要求：會英語、國語或 / 和粵

語，勤奮，努力，熱情充滿活力，
有汽車銷售經驗者為佳。

要求：能說英語、國語、粵語，

具備良好的溝通能力。
福利：底薪 + 提成，每月和年

度獎，牙醫和健康保險，眼科
保險等。

Lucas Cui，銷售經理

請發簡歷至：lchui@2toyota.com

招
聘

CBC Foot Products Ltd.

誠聘 客服人員

足部保健品店

請發簡歷至 : cbcfoot@live.ca
或致電 : (403) 259-2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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