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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元月 8 日發稿時間，

美伊雙方目前均有所克制，尚

未有進一步的攻擊行動發生，

似在避免態勢擴大引爆中東大

戰。美國一些防務專家擔心，

美國與伊朗的衝突如果升級，

會分散美軍在印太地區應對北

京政府的精力。

「地獄火」終結頭號公敵

美軍於 1 月 3 日凌晨出動

無人機，在巴格達機場上空以

三枚「地獄火」飛彈精準執行

了斬首行動，炸死伊朗革命衛

隊的「聖城旅」指揮官蘇萊曼

尼少將，以及伊朗支持的伊拉

克民兵組織「人民動員」副指

揮官穆罕迪斯（Abu Mahdi al-
Muhandis）。

在斬首行動後，為防範伊朗

的報復行動，美國已派出戰功彪

炳的陸軍第 82 師的 4 千名快速

打擊部隊前往中東馳援。

美國財政部於 2007 年 10
月將「聖城旅」列為恐怖組織，

並凍結其在美國的資產。加拿大

也於 2012 年 12 月將「聖城旅」

列為恐怖組織。

2019 年 12 月 27 日位於伊

拉克基爾庫克市附近的一處軍事

基地遭到火箭彈襲擊，一名美國

承包商死亡，數人受傷。 2019
年的最後一天，親伊朗的伊拉克

美伊交火美伊交火  北京得利？北京得利？
台立委選舉 新星亮眼
Star Candidates of Taiwan 2020 ElectionA8 C2 盲人畫家的第三隻眼

Blind painter: Painting with inner vision
武漢不明肺炎 引發國際關注A4

民兵對美國駐巴格達大使館發動

襲擊。美國五角大樓近日聲明

稱，蘇萊曼尼是這一系列事件的

指揮者。

川普政府多名高級官員表

示，基於獲得的情報，有必要對

蘇萊曼尼實行空襲，來保護美國

人的生命。由於機密考量，這些

官員無法透露情報的細節，但表

示蘇萊曼尼所構成的威脅使得空

襲行動「迫在眉睫」。

路透社 6 日報導，知情人

士稱蘇萊曼尼計畫襲擊美國，是

因為伊朗干涉伊拉克的內政激發

了伊拉克的民憤，蘇萊曼尼期望

引起美國的軍事反應，以將伊拉

克的民憤導向美國。蘇萊曼尼

2019 年 10 月命令伊朗革命衛

隊將先進武器運抵伊拉克，並要

求成立一個新民兵組織，讓這個

新組織用火箭彈襲擊在伊拉克軍

事基地的美國人。

伊朗宣稱報復

蘇萊曼尼被炸死後，伊朗當

局放話，將以準軍事行動施予報

復。同時伊朗國家電視臺播出

了「聖城」庫姆的賈姆卡蘭清真

寺升起血紅色的「復仇旗幟」鏡

頭，似乎暗示伊朗對美國的一場

大戰即將來臨。（下文轉 A2）

Global alert: pneumonia outbreak in Wuhan China may be 
caused by Sars-type virus

記者林佳綜合報導

美國川普總統元月

2日下令斬首伊朗第二號
人物蘇萊曼尼（Qasem 
Soleimani），並於3日
擊殺；伊朗於8日凌晨以
22枚導彈轟炸伊拉克兩
處美空軍基地。川普的

政治對手認為，白宮此舉

將給予中俄可乘之機。

那麼美伊是否會走向長

期化戰爭關係？北京能

否坐收漁人之利？

  伊朗在伊拉克邊境試射短程
納斯爾導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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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各位客戶的支持 , 我們在 2019 年房地產銷售總額取得
超過 150 間的驕人成績 , 讓本團隊成為卡加利全西北區銷售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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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orama Hills 區 : 第一名

2020 年本團隊將繼續憑著豐富經驗及專業服務，協助各位買賣房地產。在此謹祝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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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接 A1）1 月 8 日凌

晨，被視為伊朗錦衣衛的伊斯蘭

革命衛隊，對伊拉克兩處美軍空

軍基地發動了兩波導彈襲擊。

福克斯新聞引述美國多位官

員的話報導說，伊朗發射了多達

15 枚彈道導彈。其中 10 枚導彈

擊中了阿薩德空軍基地，1 枚導

彈擊中了埃爾比勒的一個軍事基

地，四枚導彈未能擊中目標。

伊朗國家媒體稱，這次擊斃

了 80 人，造成 200 多人受傷。

川普 1 月 8 日上午，在白宮大

廳發表講話，他說伊朗這次襲擊

未造成人員傷亡，美軍基地損失

很小。挪威、丹麥和波蘭軍方均

表示，他們駐紮在伊拉克的部隊

並無人員傷亡。伊拉克也表示沒

有軍人傷亡。

中方低調反應

中共近年來與伊朗關係密

切，除了從伊朗購買石油之外，

伊朗也是中國實施「一帶一路」

戰略的關鍵國家。 2019 年底，

中國、伊朗、俄羅斯海軍在印度

洋北部的阿曼灣舉行了 40 年來

的首次聯合軍事演習。

大陸媒體如新浪網等不少文

章的論調是：「遇襲的美軍基地

是美軍在伊拉克駐紮人數最多的

基地，挨了 10 枚導彈竟然無人

傷亡？這有可能嗎？」

還有類似帖子在大陸社交媒

體上熱傳：「這次美國跟伊朗幹

起來，能不能給中國再創造 10
年的和平發展時期？」北京智囊

學者金燦榮也表示，「外部有機

遇，中國應該抓住」。

但中國官方對美伊衝突的反

應相當低調，目前僅有北京駐聯

合國大使以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出來簡短表態。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耿爽說，美國的軍事行動是

「冒險」，加劇了區域緊張，並

且聲稱中方會「客觀公正」的維

護中東和平與安全。北京這次甚

至都沒有使用「譴責」的字眼。

為何北京政府此次沒有顯露

以往對美國凌厲的譴責攻勢？

伊朗似放空炮

據中央社報導，伊拉克總

理 阿 卜 杜 勒 - 邁 赫 迪（Adel 
Abdul-Mahdi）辦公室發布聲

明，伊朗在空襲前已事先知會伊

拉克。邁赫迪將警報傳遞給駐紮

在該基地（美軍基地）的部隊。

伊朗外長扎裡夫（Javad 
Zarif）在導彈襲擊發生後迅速

發推特說，「今晚，我們採取了

自衛措施並且已經結束，不尋求

事態升級或戰爭。」

英國《衛報》評論，伊朗這

波報復攻擊似乎經過精心算計，

為避免造成美方人員傷亡，遇襲

基地早已處於高度警戒。儘管

伊朗當局給出的死亡人數「很大

概率並不屬實」，卻可自我宣布

「勝利」，足以給哈梅內伊政府

保住面子；也避免巨大傷亡造成

美伊糾紛升溫的惡果。

不過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

席米爾利在 1 月 8 日的記者會

上表示，雖然沒有人員遇難，但

是他相信伊朗原本打算進行致命

攻擊。當被問及在伊朗襲擊前，

伊拉克是否收到警告，以及是否

在襲擊發生前將消息傳達給美國

時，米爾利和美國防部長埃斯珀

說，他們對此「一無所知」。

川普隔空喊話

川普在 1 月 8 日白宮大廳

的講話明確地表示：「只要我擔

任美國總統，絕不容許伊朗擁有

核武器。」「伊朗似乎暫時停止

攻擊，這對各方來說，都是一件

好事。」他還說美國將對伊朗實

施新的經濟制裁，但沒有提到會

針對伊朗的導彈襲擊實施新的軍

事打擊。

在講話的結尾，川普向伊朗

國民和領導喊話：「我們希望你

們擁有一個美好的未來，這是你

們應該有的……美國準備與所有

尋求和平的人擁抱和平。」

伊朗溫和派或崛起

種種跡像似乎暗示雙方到此

為止。各方好奇，美軍基地挨

轟，川普為何罕見地未見大動肝

火而有所克制，或許這早在他預

料中且有所防範，戰損應在可控

範圍，同時也可避免戰火延燒至

美國本土。

而對於伊朗來說，一方面自

是憚於美軍強大的軍武攻勢將令

自身遭致滅頂；另一方面，蘇萊

曼尼的死，對於當局溫和派來

說，推動美伊和平談判，應是利

多於弊。

英國媒體指出，一向謹慎，

連智慧手機都不用的蘇萊曼尼，

此番出行竟然被美軍鎖定，實則

是遭到身邊高層的出賣。歐巴馬

投鼠忌器的姑息政策，讓蘇萊曼

尼得以橫行中東。歐巴馬時代有

數次斬首蘇萊曼尼的機會但最後

都喊停，因為歐巴馬解除制裁，

讓伊朗經濟得以養精蓄銳，蘇萊

曼尼因此獲致舉國資源從事擴

張，進而成為伊朗政壇和軍界舉

足輕重的人物。 2018 年以來，

美國的制裁幾乎掐死伊朗的經

濟，強硬派首領蘇萊曼尼的存

在，自也就成為伊朗正常發展的

絆腳石。因此斬首行動或非美方

片面為之。

另外，對伊朗而言，川普治

下的美國不僅在軍事上擁有絕對

優勢，其奉行的「能源獨立」也

使得美國不再受制於中東複雜

的政治因素羈絆。 2018 年美國

油、氣產量大增，已成為世界第

一大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國。擺脫

石油因素後，美國有能力在中東

將目標集中於反恐事宜上。而挑

戰美國在中東的地位，處於中美

貿易戰壓力下的北京尚缺乏實

力。而蘇萊曼尼之死，對當今世

界上所有罔顧民生的獨裁者來

說，都是一個巨大的震懾。

綜合以上分析，不難理解在

各界熱議「蘇萊曼尼之死究竟對

誰有利」之際，為何此次北京意

興闌珊。

據報導，澳 9 號媒體集團

的《60 分鐘》節目在播出王立強

揭露中共干涉臺灣大選內幕的節

目後，中共政府、國民黨以及向

心夫婦曾公開反駁王立強的指

控，並稱其為詐騙犯。王立強的

爆料不但震動了臺灣朝野，也加

速了臺灣當局推動「反滲透法」

的立法程序。

要求王按劇本錄影

正當臺灣 2020 年總統大

選進入最後衝刺階段，卻傳出

2019 年 12 月 24 日，正在澳洲

申請安全庇護的王立強直接受到

來自現任臺灣國民黨義務副秘書

長蔡正元與中國商人孫先生的死

亡威脅和金錢利誘。事後，王立

強向澳洲警方報案，澳洲聯邦警

察獲悉後立即開展秘密調查。

據可靠消息稱，蔡、孫兩人

在中共警方的協助下，從王立強

在大陸的親人手上獲得了聯絡方

式，他們向沉默已久的王立強提

供一個文字「劇本」，要求通過

手機錄製一段受訪的視頻，劇本

中要求王立強公開承認臺灣前民

進黨秘書長邱義仁曾給了一筆錢

賄賂於他，要求他公開撒謊，

要求他承認「指控中共給了韓國

瑜 2000 萬人民幣」是邱義仁的

指示。同時，還要求王立強在視

頻中承認：「與向心只有數面之

緣，因為向心和夫人龔青的財富

和地位，才將其扯入整個間諜故

事中。」

去年 11 月，王立強在接受

澳洲《看中國》記者採訪時，曾

公開稱，其曾受僱於向心和龔青

的公司，與向心夫婦的關係非常

近，而兩人均是中共高層委派在

香港的高級特工，多年來指揮執

行中共對香港和臺灣的滲透行動。

製造諜案圖左右大選

《時代報》報導引用消息人

士透露的信息稱，國民黨副秘書

長蔡正元在與王立強溝通時，曾

發給王立強一張蔡正元與中國國

家主席習近平的合影，蔡正元向

王立強表示，如果在本週六（1
月 11 日）臺灣總統大選之前聽

從他的指示併進行配合，王將獲

得很好的經濟援助，同時他的家

人還將受到保護，而後他還能回

到中國或到臺灣。如果他不妥

協，可能將被引渡到中國而面臨

死刑，亦或將在澳洲受到報復。

據可靠消息稱，蔡正元直接

開出的條件包括，中共當局撤銷

對王立強的指控，償還王立強的

債務，如果國民黨在大選中獲

勝，王可以選擇在臺灣定居。

蔡還承認，他是代表臺灣國

民黨中央與他談判，他的計畫也

與臺灣國民黨高層多番討論，並

獲得承諾。

《時代報》的報導稱，一系

列針對王立強的手段似乎希望讓

民進黨陷入一個涉嫌腐敗的陷阱

中，從而左右臺灣總統大選的結

果，如果民進黨和蔡英文總統敗

選，這將是中共政府的一大勝利。

本週一（6 日），臺灣新黨

不分區「立委」候選人邱毅早開

記者會並在臉書中稱，民進黨前

秘書長邱義仁涉及自導自演了王

立強「假共諜案」。國民黨更宣

稱，蔡正元將在週四舉行記者

會，公布王立強的視頻錄像，並

揭露民進黨如何收買其作假。

卻不料，澳洲媒體週四（1
月 9 日）凌晨搶先揭露了這場

國民黨創作的鬧劇。

澳洲聯邦警察發言人公開承

認與王有關的威脅，他說：「我

們已經意識到目前一位居住於澳

洲的男子受到的威脅，我們會認

真對待這樣的情況，並已經展開

調查。」

澳洲聯邦警察在一份聲明中

表示，澳洲的反間諜系統和特別

調查組的目標就是打擊一切外來

試圖干預澳洲的隱蔽勢力或間諜

活動。據悉，澳洲警方正在追查

蔡在澳洲的代理人。

台媒披露關鍵證據

據悉，《時代報》和《太陽先

驅報》曾透過代理人手續，瀏覽

部分蔡及孫發給王立強的簡訊。

其中，國民黨副秘書長蔡正元

似乎只扮演「利誘」王立強的角

色，而中國商人孫先生對王發出

的訊息包含利誘和威脅。孫向王

發出警告稱，如果他不合作，除

了將被引渡到中國執行死刑外，

他在中國的家人還將受到懲罰。

但蔡孫兩人面對澳洲媒體

的採訪時予以了否認。週三（8
日）下午，《時代報》記者 Nick 
Mckenzie 採訪了蔡正元，蔡表

示：「我一直與王有聯繫，我的

朋友孫也跟他有所接觸。」

蔡正元同時表示，自己從無

不當的舉動也沒有讓王立強錄製

企圖陷害民進黨貪腐的視頻，蔡

說：「我沒有要求他發表任何聲

明。」但是，澳媒獲得的一條對

話記錄顯示，蔡正元曾經發簡訊

給孫，提到王願意配合錄製視頻。

《時代報》和《太陽先驅報》本

週三（1 月 8 日）還採訪了中國

商人孫先生，孫承認曾經寫過劇

本讓王立強讀。孫表示，自己是

向心的密友，並稱自己從來不認

識蔡正元，也否認曾經威脅過王

立強或他的家人。此前，向心曾

否認了認識王立強，但孫卻向澳

媒稱，王和向曾見過一兩次面。

《看中國》特別評論員夏飛岩

先生認為，若王所言屬實，中共

與國民黨大大低估了澳洲警方的

耐心與能力，這不但暴露了國民

黨與中共關係匪淺，也暴露了向

心夫婦與王立強的關係。海外國

家政黨高層對王立強的重視，也

側面佐證王立強涉諜一事。

據信，王立強已經被澳洲警

方嚴密地保護了起來。

看中國記者夏紫雲綜合報導

澳洲主流媒體《時代

報》當地時間週四（1月9日）
凌晨發出一篇報導稱，2019
年11月向澳洲政府投誠的前
中共情報人員王立強，在平

安夜受到來自臺灣高級政治

人員和中國商人金錢利誘和

死亡威脅。兩人要求王立強

按照他們擬定的劇本宣讀，

並誣陷臺灣前民進黨秘書

長邱義仁，否則他將在被遣

返回中國之後遭到殺害。澳

洲聯邦警察獲悉後立即開

展調查。

王
立
強

王立強收到國民黨、
陸商「劇本」及死亡威脅

澳媒
驚爆

台北市中山區國民黨中央黨部（看中國合成）

【看中國訊】就在美中第一

階段貿易協定即將簽署之際，北

京公開表態稱，糧食進口已有一

定的全球配額，不會為了某一個

國家而調整配額。這讓外界對北

京增加進口美國農產品的承諾能

否兌現的疑慮，再次凸顯出來。

中國財經媒體財新網 1 月 7
日報導說，美中貿易談判中方團

隊成員、中國農業部副部長韓俊

受訪時表示，中國農產品進口都

有全球配額，他說：「我們不會

為了一個國家調整。」

韓俊解釋說，所謂全球配額

主要涉及小米、玉米和大米這三大

主糧的進口配額。配額內實施 1%
的低關稅，配額外的關稅是65%。

據美國之音報導，美中達成

第一階段經貿協議後，美方傳

出消息說，中國每年會購買數

額達 400 億至 500 億美元的美

國農產品。這大約是 2015 年至

2017 年中國從美國平均年進口

農產品金額的兩倍。但北京尚未

證實上述目標進口額。

韓俊早前曾表示，中國除了

擴大從美國進口大豆以外，還將

擴大進口豬肉、禽肉等，這些

是「當前穩定國內市場急需的產

品」。

《南華早報》報導，北京

拒絕取消三大主糧配額，恐有

激怒美方的風險。福四通國際

（INTL FCStone）資深亞洲商

品分析師佛萊德里奇（Darin 
Friedrichs）說：「每年採購 400
億美元農產品非常困難，若持續

這三大主糧實施嚴格的配額限

制，將使北京兌現協議支票的選

項受限」。

北京對美貿易
承諾受質疑美伊交火  北京得利？看

伊朗外長扎裡夫與中國外交部長

王毅。（Getty Images）

蔡
正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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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嬰兒潮一代退休的人數增

多，石油、天然氣管道方面的熟練工

人——機械師、焊工和特種設備操作

員，以及工程和管理方面的專業人士

嚴重短缺。

跨 山 管 道 Trans Mountain 和

Coastal Gaslink 管道項目的主承包

商 Surerus Murphys 說，目前正在

為 Coastal Gaslink 項目招攬人才，

包括項目高級工程師，分包合同管理

專家，物料管理員和初級管道工程

師。同時也為 Trans Mountain 項目

進行網上招聘，從行政人員，營地支

持到工程師、環境及安全管理、焊

接、管道安裝、木工和鋼結構等技術

工人，再加上卡車司機、機械師、設

備操作員和通勤車司機等，無論亞省

還是卑詩省，從營地到工作現場都需

要成千上萬的工人。

【看中國訊】據經濟與商業研究

中心（CEBR）發布的《2020 年世界

經濟排行榜》，加拿大再次成為全球

第十大經濟體。

韓國之前躋身十大經濟體時，曾

把加拿大擠了出去。這次由於中美貿

易戰和中國經濟下滑的連鎖反應，韓

國的排位跌至第十一名。

CEBR 認為，加拿大的經濟成

功部分是由於吸引了大量移民，移民

帶來的人口增長為加拿大的經濟實力

做出了貢獻。 2014 年到 2019 年的

人口每年增長 1.1%，2019 年，國

內生產總值增長 1.5%。報告預計，

到 2034 年，國內生產總值的平均增

長速度將達到 1.7%，加拿大和澳大

利亞的排名將分別上升至第 8 位及

第 13 位。

【看中國訊】1 月 7 日（週二），副

總理方慧蘭造訪卡城，與省長康尼和市長

南施會面。康尼首先祝願擁有烏克蘭背景

的方慧蘭東正教聖誕節快樂。他對方慧蘭

願意傾聽亞省聲音的開放態度表示感謝。

他希望會晤後不久能採取具體行動，以證

明亞省政府可以在聯邦中找到共同點。康

尼說，他們就亞省從渥太華獲得更多自治

權、能擁有自己的退休金計畫和警察部隊

等進行了磋商；並討論了大型排放企業的

省碳稅，甲烷法規和新的北美自由貿易協

定；他希望年初能看到亞省與聯邦之間有

合作的共同基礎。

自由黨在 10 月的大選後，成為少數

黨政府，並被亞省和薩省拒之門外。這兩

個省份對石油工業缺乏聯邦支持感到不

滿。方慧蘭的任務是幫助改善渥太華與西

部的關係。市長南施說，他希望新自由貿

易協定能帶來經濟發展機會，希望在基礎

設施，住房和創新方面增加聯邦投資。

近日加拿大環境部發布警告，從 1
月 13 日起，亞省將遭遇極端寒冷天氣。

環境部稱，寒流將在亞省持續整整一

週時間，氣溫最低將達 -39 度。建議亞省

居民為寒冷的天氣做好準備。

預計極寒天氣還將延伸到薩省和曼

省。同時，溫哥華也將迎來冬天第一場真

正的雪。

管道建設人員短缺

加拿大重返世界十大經濟體

加國簡訊
【看中國訊】保守黨領導組織委員會

宣布，6 月 27 日，將推選出加拿大保守

黨新一屆領導人。

組委會聯合主席諾蘭（Dan Nowlan）
表示，選舉期很短，因為「政府隨時可能

倒臺，我們需要做好準備，我們有義務這

樣做。」

在聯邦選舉中，儘管將自由黨從多

數變成少數黨政府，但謝爾（Andrew 
Scheer）的選舉表現受到廣泛批評。他在

12 月 12 日宣布辭去領導職務。保守黨核

心小組投票決定保留謝爾為領袖，直到繼

任者當選。

諾蘭與前國會議員、該黨副主席拉伊

特（Lisa Raitt）將共同主持本次選舉委

員會。

潛 在 的 競 爭 者 包 括， 現 任 議 員

（Erin O'Toole） 和 波 利 耶 夫（Peter 
Poilievre）， 以 及 前 國 會 議 員（Rona 
Ambrose） 和 麥 凱（Peter MacKay）。
魁省前省長沙勒斯特（Jean Charest）也

在考慮參加競選。

保守黨這次擬提高參選條件，尤其是

提高參選費。2017 年參選費為 10 萬元，

其中一半是可退還的押金。每個候選人的

支出上限為 500 萬元。

諾蘭和萊特表示，尚未就參選要求做

出最終決定。「我們正在努力在接下來的

7 到 10 天內完成這項工作，制定出完整

的規則」。

小組委員會尚未確定正式辯論的時間

表及投票制度是否會改變。投票將在多倫

多會議中心舉行。

2017 年的競選持續了 1 年，在 6 個

月內進行了 16 次辯論，其中 5 次是由組

委會組織的。候選人需要全國各地的廣泛

支持，吸引其他候選人的支持也是至關重

要的。

保守黨將選舉新黨領

週五  1月10日

每週七天營業

出示此優惠券可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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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邢亞男綜合報導】自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武漢爆發「不明

肺炎」的消息首次公布以來， 疫情持續擴

大。 1 月 5 日，武漢市衛健委稱，有 59 
名不明病毒性肺炎患者。但知情者爆料，

其實武漢有近萬人感染「不明肺炎」。截

至 1 月 6 日，香港有 30 人從武漢市返港

後，出現發燒、呼吸道感染肺炎症狀。

1 月 5 日，有大陸民眾爆料，家中有

兩位親人感染「不明肺炎」，其中一人器

官衰竭已被隔離。同日，新加坡衛生部也

首次發現一例疑似病患。 7 日，有醫學

背景的香港立法會議員郭家麒敦促港府即

刻派員到武漢，取得病毒基因排序和確診

的方法，「你就要告訴別人是哪一類的，

為甚麼這個重要呢？你去對抗一個傳染

病，你一定要有方法去診斷。」

臺灣方面也提出要派專家訪問團到武

漢，自己去瞭解這個病的傳播途徑、起源。

7 日，美國駐中大使館發出健康警

告，提醒美國公民在前往武漢後若感到身

體不適，應選擇就醫。大使館同時表示，

針對武漢不明肺炎，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

中心已發布「監視級別 1 級警報」。

7 日，加拿大多倫多公共衛生局就

武漢尚未確診的病毒性肺炎疫情發布聲

明說，考慮到多倫多皮爾遜國際機場是

國際旅行中心，多倫多公共衛生局與各

省和全國的衛生機構正在積極監測這一

局勢。

除了香港、臺灣、美國、加拿大，新

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國家都採取措

施，要求對從武漢來的中國大陸遊客做進

一步檢測等。

不明肺炎主要症狀為 
發燒、呼吸困難

引發該「不明肺炎」的病因仍是謎

團。世界衛生組織表示，該病主要症狀是

發燒，一些病人呼吸困難，胸部 X 光片

顯示雙肺有浸潤性病變。武漢市衛生委員

會表示，病原已排除流感、禽流感、腺病

毒、傳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和中東

呼吸綜合症（MERS）等呼吸道病原。彭

博社報導說，大量未經證實的報導提到了

一種來自冠狀病毒家族的新型 SARS 樣
病毒。

儘管中方表示沒有發現該病毒有確

實的人傳人證據，但武漢市專門治理及隔

離患者的「金銀潭醫院」，全體醫護人員

已經取消休假，並更換有更強防護效果的

N95 口罩。

從香港診斷病患的情況估計，此次

「不明肺炎」的潛伏期可能要到 2 週，

比 2003 年的 SARS、2015 年的 MERS
（中東呼吸道綜合症）潛伏期要長。

疫情信息不透明 引發專家擔憂

微生物學博士、前美軍陸軍研究所病

毒學研究員蕭恩先生表示，從 2003 年爆

發 SARS 起， 過去 15、16 年以來，整個

病毒監測的手段已經有了實質性的飛越。

他表示，武漢病毒所是中科院下面最強的

一個病毒所，他們的基因測序和檢測病毒

的能力非常強，而且這些測序的結果，都

很容易跟其他國際研究機構，或者是公共

衛生機構分享。蕭恩相信，北京當局瞭解

的情況遠遠超過對外公布的情況。

他表示，世界各地對此次「不明肺

炎」的關注合情合理，但是反過來說，中

國大陸的其他的地區，武漢周邊的城市等

等應該採取甚麼樣的防範措施？目前的情

況十分引人擔憂。

他提到，2015 年「中東呼吸道綜合

症」（MERS）在韓國爆發的時候，整個

韓國政府、媒體、民間，全部積極地應對

這些事情，而且信息透明，對防疫起到了

積極的作用。

武漢不明肺炎 引發國際關注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編譯報導】每一

年都有無數的中國公民想到美國一遊，中

國公民李青山（音譯）也不例外，他在

2019 年 6 月 28 日持著美國旅遊簽證在

南加州下機，準備照原定計畫遊玩個 10
天就返國，結果被識破是北京政府刻意安

排的「沙子間諜」。

甚麼是「沙子間諜」？美國聯邦調查

局（FBI）前中國分析師 Paul Moore 兩

年前在《紐約時報》專欄文章揭露，由中國

推行的「千粒沙」間諜活動，即派出 1000
名遊客到指定國家，每人被「囑咐」須蒐

集一粒「沙子」（情報），當這些遊客回國

後，向政府呈上所蒐集的情報，「聚沙成

塔」，北京最終得到所想要的情資。

據石英網站（Quartz）1 月 5 日報

導，看似一般遊客的李青山，抵達美國後

的第二天，就馬上租車前往聖地亞哥地區

的一個倉庫，跟一個在美國法庭文件中被

稱為「AB」的神秘賣家碰面交易。

李青山之前已跟「AB」聯繫，購買

此人擁有的 Harris Falcon III AN/PRC 
152A寬帶聯網收音機。有關聯網收音機

屬美國國防敏感軍事裝備物品，並受國際

武器販運條例約束，必須得到美國國務院

簽發的特別許可證才可交易出口。

李青山當天與「AB」會面，接過收音

機後放進手提包，並交上首款項 600 美

元，FBI 特工出現將李青山現場攔住。

李青山過後被審訊時，承認曾有一名

中共軍方官員聯絡他，並交了一份清單給

他，包括所述的軍備收音機。李青山被捕

後兩週內遭聯邦大陪審團起訴，罪名是企

圖非法出口國防物品，他過後認罪。一旦

罪成，李青山將被處以 100 萬美元罰款

和 20 年監禁。

泰國疾病管制局加強對來自武漢旅客的檢查。（Getty Images）

「沙子間諜」被美國法院判處20年監禁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北京

當局嚴控意識形態及思想行之有年，繼去

年底下令清查中小學圖書館後，教育部 1
月 7 日再發通知，要求義務教育學校「不

得使用境外教材」，而普通大學、技術職

業院校等，如需選用境外教材，必須依照

相關規章所規範的意識形態執行。

國家教材委員會 7 日印發《全國大中

小學教材建設規劃（2019-2022 年）》，

這是 1949 年以來首次推出統一管控法

規。該規劃稱，要全面推動「新時代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進入課程教材，

該規劃還列出政治審核規定，既「凡編

必審、凡選必審、誰編寫誰負責、誰選

用誰負責」。

澳洲正面臨史上數一數二嚴重的野

火肆虐，目前野火焚毀的面積近 600 萬

公頃。由於 1 月底至 2 月初才是通常的

野火季高峰，因此預料至少還得再延燒 1 
個多月。濃煙已經飄至 1600 公里外的新

西蘭，濃厚的煙柱連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

總署（NASA）衛星在太空都能拍到。濃

煙已成為火勢以外另一災難。坎培拉空氣

汙染空前嚴重。

專家們表示，在極端條件下，消防員

幾乎是束手無策，只能任火勢將易燃物燒

盡後自行熄滅。雪梨大學保守估計，自

去年 9 月以來單是新南威爾斯就已有 4.8 
億隻動物死於野火。由於澳洲是包含無尾

熊在內 244 個物種的唯一家園，野火對

澳洲獨有的生態系統衝擊甚鉅。

【看中國記者唐峰綜合報導】1 月 8
日（週三），烏克蘭國際航空從德黑蘭飛

往基輔的波音 737-800 客機起飛後不久

突然起火，幾分鐘內墜毀。機上所有 176
名乘客和機組人員全部遇難，其中有加拿

大公民 63 人， 82 名伊朗公民，9 名機組

人員為烏克蘭公民。

飛機起飛之後機組並未留下任何預警

信息。因為墜機事故發生在伊朗向伊拉克

的美軍基地發射導彈後的幾小時，這引發

了有關飛機是否可能被導彈無意間擊中的

疑問。

伊朗官員最初說墜機是由於技術問

題，後來說是引擎起火使飛行員失去控

制，導致前後有一些矛盾和混亂。據《紐

約時報》報導，伊朗民航組織負責人阿

里．阿貝扎德隨後告訴伊朗梅爾通訊社

（Mehr），稱沒有存在任何技術問題的證

據。他還說，飛機在緊急情況下並未與管

制塔台聯繫。

烏克蘭駐伊朗大使館起初表示，恐怖

主義或襲擊不是飛機墜落的因素，但後來

從其官方網站上刪除了該聲明，取而代之

的說法是——現在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對於發動機故障導致飛機墜毀的說法

令人懷疑的原因是，商用飛機的設計原則

是在一個引擎發生故障的情況下使用單引

擎飛行。

據航空公司稱，這架飛機只使用了 3
年，在墜機前兩天還接受了維修檢查。

該航空公司還表示，機組人員經驗豐

富，由于飛行時間較長還增加了一名飛行

員，飛行員失誤不太可能成為墜機的因素。

政治障礙可能使調查困難

《國際民用航空芝加哥公約》第 26 條

規定，每當涉及商用飛機的事件發生時，

調查均由事件發生的國家（在本例中為

伊朗）領導。由於這是烏克蘭航空公司，

因此烏克蘭也將參與其中。

調查通常還涉及飛機製造國的調查人

員以及飛機製造商，他們都提供技術支持

和專業知識。

除了在墜機現場協助調查外，飛機的

製造商還通常會對記錄飛行數據的飛機黑

匣子進行分析。

但自從美軍炸死了伊朗少將索萊馬尼

以來，美伊之間的緊張局勢陡然升級。

報導稱，伊朗方面表示不會將黑匣子

交給飛機製造商和美國人。

1月8日，基輔鮑里斯波爾機場擺放了客機失事

受害者照片。（Getty Images）
教材排查風暴

大中小學全包括

澳洲野火肆虐
焚燒面積600萬公頃烏克蘭民航伊朗墜毀 176人遇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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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2019 年下半年

卡城房屋銷售增長強勁，推動年

銷售量同比增長 1%。

「房價下跌，抵押貸款利率

下降，以及全職工作崗位的適度

增長，推動了房屋市場需求。供

應量的減少也有助於房市逐步達

到均衡狀態。預測房價會進一步

穩定。但是，目前市場仍對買家

有利。」

12 月未經調整的房屋基準

價 為 418,500 元， 比 11 月 略

低，比2018年同期水平低1%。

2019 年的平均房價比 2018
年下降了 3%。自 2014 年能源

業蕭條以來，房價總下降幅度約

10%。

卡城房市概況

獨立屋

下半年銷量的增長抵消了上

半年銷量下滑。 2019 年總銷量

與 2018 年相當。價格低於 50
萬元的房屋銷量增長了近 9%；

50 萬元以上的房屋的銷量卻下

降了 11%。

如按區考量銷售量，大多數

區的銷量基本保持穩定，或略有

下降。但是西北和南部地區的年

銷售量都有增長。

供應量總體上有所減少，但

全市庫存總量並無持續的變化，

因為西部和市中心區的庫存有所

增加。

12 月份獨立屋基準價格為

480,100 元，使全年平均價達

484,808元，比2018年低了3%。

2019 年獨立屋價格下跌幅

度，東北區最小，約 1%；市中

心區最大，約 5%。

公寓

12月份公寓銷售強勁增長，

將2019年度總銷量推高至 2,672
套，剛好高於去年的水平。

銷量增長主要是由北部、西

部和東南區的銷售推動的。這抵

消了東北、西北和東部地區的大

幅下降。

除東南區外，所有區的新房

源繼續減少。東南區的新房建設

有所增加，可能導致新房源和庫

存增長。

房源供應過剩量減少，有助

於緩解公寓價格的下降速度。但

是，12月的平均價格仍比去年同

期低 1%；西區的價格下降幅度

為 5%，東南區價格則長了1%。

多戶型住宅

與其他房屋類型相比，鎮屋

的銷售量增長幅度最大。年銷售

量增長了近7%，總計3,780套。

鎮屋和雙拼屋的銷售均增

長，新上市房屋數量和庫存量均

有所減少。

12 月份，雙拼屋的平均價

格為 388,200 元，鎮屋均價為

283,000 元。這兩類房屋的年價

格跌幅均超過 3%，仍遠低於之

前的高點。

不同區域，雙拼屋和鎮屋的

價格波動差異很大。 2019 年，

東區鎮屋價格跌幅達 7%，而北

區雙拼屋價格增長了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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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國訊】據卡爾加里政

府稱，卡城住宅資產價值較去年

同期顯著下降，最新房地產評估

結果顯示，全市房產價值縮水了

五十億元。

2020 年 1 月，獨立住宅中

位數價格為 455,000 元，顯著

低於去年同期的 475,000 元。

公寓單元呈現相似降幅，中位數

價格從 2019 年的 255,000 降至

今年的 245,000 元 .
獨立屋市場正如其他部門緩

慢朝向平衡狀況發展，但仍供過

於求，銷售活動處在較低水平，

並可能受到經濟狀況和市場不確

定因素影響。該趨勢繼續給價格

帶來壓力，要達到穩定狀態仍需

時間。CREA 首席經濟師 Ann-
Marie Lurie 補充說。

與此同時，非居住物業價

值，出租及工業房產的價值年增

長為 2%。

據 CBC 新聞報導，「卡爾

加里倉儲物流業發展，為專門服

務於油氣業的商家帶來了商機，

吸引了投資者的青睞。」「總體

而言，在一個許多企業經歷困難

的年份之後，我們看到了非住宅

市場回到了一個穩定和價值增長

的狀況。」

【看中國訊】如今，天氣已

經進入了數九寒冬，也就是一

年中最寒冷的時期。雖然今年

冬天較為溫暖，但是在寒冬時

節，保持家中溫馨的氛圍，仍

然是冬天生活中一個必要的組

成部分。

營造冬季溫馨的家居生活有

很多辦法，通過不同色彩的搭配

和組合來實現是其中之一。為了

讓居家布置在整個冬季都能持續

使用，可利用深色森林綠搭配鮭

魚紅，或是酒紅色搭配淡雅的鼠

尾草綠，另外像是金色、淺珊瑚

紅，也都是很美麗的色彩。

在局部搭配上，也可以使用

象徵聖母的藍色與代表神聖感的

紫色，搭配金色的裝飾性元素，

營造高雅美麗的感受。在布置

時，建議將地毯、牆壁維持中性

色，再點綴性的加入紅色、綠

色、金色的元素，例如：軟墊、

靠枕、帶框畫、水果盆與多肉植

物盆栽等，讓空間裡增加一些有

機元素，帶進溫暖的活力。

隨著溫度下降，利用中性色

與大膽的寶石色調，可以使居家

維持高雅的親密感。寶石色調是

一種飽和度很高的色調，以寶石

命名，包括：藍寶石色、紅寶石

色、紫水晶色、松石綠和水晶黃

等。在使用上，只要適當使用深

色調，增加沈穩的感受，就可巧

妙的讓寶石色物件，為家裡帶來

充滿活力的亮點，例如：你使用

了藍寶石色的沙發，可以考慮低

彩度、低明度的床單，以及深海

軍藍的燈具。

另外，由於寶石色的飽和度

很高，在牆壁、地板、壁櫃都可

多搭配飽和度低的中性色，讓視

覺聚焦於彩度高的亮點。另外，

如果擔心室內太過昏暗，可以維

持蛋殼白的牆壁，並使用象牙白

地毯。

可以利用原木色、米色、

柿子橙、淡杏黃、奶油黃等顏

色，搭配局部的暖色光源，都

能讓房間的視覺溫度大大提

升。建議在牆壁和天花板上保

留明亮的冷色系，讓房間看起

來更寬敞通風，並在家具、照

明、飾面和配件上營造溫暖的

氛圍，例如：在電視牆上選用

米色、原木色或咖啡色文化石

磁磚，就能增加室內的質感。

也可在沙發、臥室裡擺放暖

色的針織毯、抱枕、地毯、蠟

燭，或是添加一些黃銅飾品，甚

至將插花換成天然乾棉稈，都讓

人感覺更溫暖放鬆。

中性色永不過時，可適應

於四季的經典設計。在冬天，中

性色平和、寧靜的效果，適合想

要長時間坐在沙發上、靜靜閱讀

的人們。為了達成這種安定的效

果，可以使用乳白色、灰色、棕

色和奶油色為基礎來配色。

為了增加視覺效果，可以使

用格子、條紋、花卉或動物圖

案，讓視覺上產生變化性與趣味

感。搭配中性色也可以多使用自

然材質，像是藤籃、木製家具、

羊毛地毯和竹製品等。

【看中國訊】在居家生活

中，巧妙的裝潢能夠讓房間的檔

次看起來有明顯的提升。那麼在

裝潢過程中，如何才能巧妙提升

房間檔次呢？對於不同的房間應

該使用不同的策略。以下是專家

的建議：

客廳

選用大窗戶可以讓任何房間

變得開闊。與普通窗戶相比，大

的落地玻璃門可以讓室外的美景

融入室內。

提高地面的質量也可能會大

大改善生活區的感覺。用實木地

板可以提高耐用性；地磚的選擇

則可以增大尺寸，以營造出更奢

華的外觀、更大空間的感覺。

臥室

主臥室與其他臥室的區分十

分重要，要讓主臥室看起來更舒

適，可以選擇高床頭、大的床頭

櫃和獨特的照明燈，這是提升臥

室品質的簡單辦法。

如果臥室的空間足夠大，可

以考慮擺放腳凳，腳凳能夠有效

提高臥室的檔次。

廚房

要提升廚房的檔次，第一步

是升級設備，要讓它們看起來閃

亮，還更能有效節省能源。廚房

的檯面使用石質材料，做出流水

邊緣，可以讓廚房看起來非常時

尚。使用吊燈照明也可提升整體

效果。

浴室

高天花板和牆瓷磚可以立

即讓浴室面貌一新。再加上石

質檯面、獨立式浴缸和無框淋

浴，看起來就會像星級酒店的

浴室。

12月份卡城房市現企穩跡象

（Adobe Stock）

卡城房產估值
縮水50億元

冬季營造溫馨家居五招冬季營造溫馨家居五招

（網圖）

（網圖）
（Adobe Stock）

提升房間檔次小竅門提升房間檔次小竅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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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通地產具備中國一級開發

資格，旗下有至少 10 家控股子

公司，是馮侖一手打造的巨型企

業，在中國房地產行業中屬於龍

頭開發商。作為最賺錢的行業老

闆，馮侖的突然引退掀起業內

一片問號，不過日前他在《2019
年風馬牛年終秀 ‧ 認真說話》

節目中自爆，自己是被「一個

組織」告訴說：「你必須來辦手

續，你退休了！」令他十分不

解，自己怎麼就被退休了？對方

則說他的檔案已經「呈交上去人

才交流中心」，讓原本打算大鬧

一場的他放棄了，「他強迫你退

休，你非得退。」

不僅如此，從自己公司退休

的馮侖本來想著還可以領到薪

水，不過人才交流中心給他的數

字令他大跌眼鏡，「8000 元（人

民幣，下同），這個數不足以讓

我在廣場舞上抬起頭來」，因為

連跳廣場舞的大媽都看不上我，

廣場舞大媽看得上的退休金至少

得每月 1 萬元人民幣」。

今年 60 歲的馮侖畢業於西

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是「文

革」後首批大學生，曾任職中央

黨校、中宣部、國家體改委、武

漢市經委和海南省委；1991 年

創建了萬通集團，更曾參與創建

民生銀行，並出任創業董事。

他曾獲選「十大最具人氣企業

家」、胡潤「2003 房地產影響

力人物 50 強」等。對於官商關

係，他曾發表不少出格言論，例

如私營企業家要「聽黨的話」，

和政治家「保持精神戀愛，而不

是嫖娼關係」等，也曾發文批評

中國政府濫發貨幣、推高房價，

導致社會不公，被人視為「地產

思想家」。

事實上，自中美貿易衝突

爆發以來，中國經濟環境越發

不景氣，不過奇怪的是，多個

民企老闆都出現被離職、被退休

的情況，更出現「國進民退」的

現象。此前陸媒報導，馮侖曾感

嘆有不少民企的高層突然失蹤，

過一陣又回來了，其實是被中共

中央找去「學習了」。他還笑

稱，「很多平時見不到的名人都

見到了，特別是 P2P 的專家，

見得挺多。而且，原來還有一些

哥們要約，沒約著，最後到這兒

見著了」。

自由亞洲電台引述貴陽學者

曾寧說，「馮侖是民營企業家，

他的財富屬於個人資產，但是現

在卻要退休：民營企業家也被要

求退休，這聽起來有點莫名其

妙。因為所謂的民營企業實際上

屬於他個人的，他自己的企業不

會談得上什麼退休不退休。」他

指出，馮侖被退休反映了當前中

國社會民營企業所遭遇的現實困

境，「這就是黨要領導一切，包

括私人企業。民營企業家也要無

條件的接受黨的領導。」

《蘋果日報》引述時事評論

員劉銳紹指：「政府凍結銀行存

款，會招致官逼民反，政治成本

太大」，故近年在經濟下行時，

民企首當其衝「被共產」，並形

容「這種手法未來或會用在香港

富豪身上」。

【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近

日有消息傳出杭州市余杭區號召

全民屯糧，引發外界關注。

近日，一份杭州市余杭區糧

食安全工作協調小組辦公室的

「倡議書」在網上流出，內容顯

示，杭州市余杭區商務局（余

杭區糧食和物資儲備局）呼籲

余杭市民參與屯糧行動。

文件稱，余杭是糧食銷區，

產不足需，而糧食市場易受自然

災害、突發事件等影響發生波

動。因此「廣大城鎮居民家庭爭

取存糧 10 天以上（人均約 7 斤

以上）；農戶存糧 20 天以上，

稻穀等原糧 3 個月以上」。

與此同時，全區黨政機關、

企業單位、學校和糧食企業都要

參與社會儲糧。「糧食企業要執

行必要庫存量制度，伙食單位保

持 10 天以上消費量庫存」。

目前，對於相關消息官方未

做出回應。不過，翻查杭州市政

府公開的信息，杭州市糧食和物

資儲備局於 2019 年 7 月已成立

「社會化儲糧」項目。而 2018
年初，浙江溫州已是全省社會化

儲糧唯一試點地市。事實上，中

國糧食問題早已出現危機跡象。

2019 年 9 月 17 日習近平

在河南鄭州視察當地煤礦機械產

業，隨後，習談到要高度重視

「三農」工作，同時強調糧食生

產問題。

據大陸官方統計局網站

2019 年 2 月 發 布 的《2018 年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

報》顯示，中國全年糧食種植面

積 11704 萬公頃，比上年減少

95 萬公頃。而全年糧食產量為

65789 萬噸，比上年減少 371
萬噸，減產 0.6%。全年穀物

產量 61019 萬噸，比上年減產

0.8%。

此外，2019 年大陸官方還

表示，「糧食殺手」草地貪夜蛾

已入侵中國大陸並定殖，2020
年恐進入爆發階段。

「有錢沒錢，回家過年」，

黃曆新年曾是無數遊子每年期盼

的最重要的節日，收拾包袱擠滿

一趟趟的列車回家，似乎是中國

一道必然的風景。不過如今這個

「習俗」正發生著變化。

《南方都市報》報導，「反向

春運」正在中國悄然流行，就是

不回老家過年，而選擇離家旅

遊。南都旅遊指數團隊聯合南都

NDX 實驗室「熱點站站隊」早

前以「今年過年，你會選擇『反向

春運』嗎 ?」為主題發起在線互

動投票，有超過 2000 名網友參

與話題討論，結果近半數參與者

表示今年過年不返鄉，還會選擇

「反向春運」，超 6 成網友表示

過年期間有出遊計畫。

事實上，不少網友都表示

並不是不想回家過年，而是返鄉

「一票難求」；而在沒有選擇出

遊的網友中，也有不少人表示會

考慮接父母家人來城市過年，不

過父母難以接受。有網友直言：

「票太難買了，真的不想再跑了，

父母不用請假，時間可以自己掌

握，哪天來都行」。

該報記者還發現，各大訂票

平臺看準機遇，紛紛推出「反向

春運」特惠機票，基本以熱門旅

遊線路為主，尤其是從東部沿海

城市飛往中西部地區的航班票價

折扣較大。其中 1月 25日前，鄭

州飛上海的機票不含稅費經濟艙

最低票價在 200 元（人民幣，下

同）左右，而鄭州到上海的高鐵

二等座車票的價格為 447 元，也

就是在節前從鄭州到上海，坐飛

機比高鐵還便宜。而年關過後，

上海飛鄭州的機票不含稅費經濟

艙票價最低僅為 344 元，算上機

建燃油費還是比坐高鐵便宜。

隨著「反向春運」崛起，「年

味」也成了關鍵詞之一，不少

網友還是認為，家鄉有家人、親

人，有傳統習俗，不一定很美，

但總是很熱鬧，這是大城市中難

以感受到的。

【看 中 國 訊】1 月 7 日 下

午，特斯拉創始人埃隆．馬斯

克（Elon Musk）專程從美國洛

杉磯來到中國上海，出席特斯拉

中國製造 Model 3 向社會用戶

的首次交付儀式。選在這個日子

並不是偶然，2019 年 1月 7日，

特斯拉開始在上海建造「超級工

廠」（Gigafactory），這是美國

之外的首個特斯拉工廠。得力於

中國政府的扶持，特斯拉在一年

內實現了動工、生產、交付，創

下汽車製造商在中國的記錄。

按照特斯拉方面的說法，首

批交付的國產 Model 3 國產化

率為 30%，到 2020 年年中，國

產化率將達到 70%，年底將實現

國產化率 100%。據外媒統計，

特斯拉在加州盤活 20 億美元規

模的直接供應商（2000 多家）

及 8 億美元規模的間接供應商。

同理而言，隨著上海工廠的投產

及國內新能源車產業鏈的發展，

或給銷量下滑嚴重的中國車市帶

來些許亮點。

交付儀式上，馬斯克興奮地

現場即興起舞，隨後還在自己的

推特上發布了這一視頻。馬斯克

同時透露了 Model Y 的到來，

以及可能會有中國設計的特斯拉

誕生。

【看中國訊】據加拿大中文

媒體報導，溫哥華 14 歲的華人

小姑娘 Yoshier Hu，是列治文

Hugh McRoberts 中學九年級的

學生。她和另一位華人小姑娘

Sarah Lin，在寒冷的冬日前往

列治文的一些車站，向街上的行

人發放傳單，為無家可歸者收集

禦寒的衣物、毛毯等。

這 2 名小姑娘表示，她們

在網上看到一篇新聞報導，講的

是多倫多一位女孩，在聖誕節為

流浪者送包裹的故事。她倆因此

想到了溫哥華的流浪者。她們知

道，一些無家可歸者在冬天會去

庇護所，但有的無家可歸者可能

因為某種原因不願去庇護所，寧

願露宿街頭。冬天的夜晚特別

冷，她倆希望能幫助這些無家可

歸者做點甚麼。

於是 2 個小姑娘自己印製

了傳單，在街頭派發給來往的路

人，希望人們把用不上的衣服、

手套、襪子和毯子，放到列治文

的收集箱裡，捐贈給無家可歸

者。她們的善舉得到了很多市民

的支持。

【看中國訊】餐館點評網站

Yelp 公布的數據顯示，過去五

年中，美國前 20 大城市的中餐

館減少了 1200 家。主要原因是

許多中餐廳都是家庭餐廳，老一

代退休了，後代人不願繼承父輩

的事業。許多中國移民來到美國

後，以開餐廳謀生。而他們的子

女在美國讀書，長大，畢業後都

不會接管父輩的餐廳。

《紐約時報》一篇文章講

述 了 紐 約 一 個 華 人 湯 姆 ‧

薛（Tom Sit） 的 經 歷。 湯 姆

買下了在哈德遜谷（Hudson 
Valley）的吳氏餐廳（Engs）。
他經營了 40 多年餐廳，和妻子

每天工作 12 小時，每週七天。

今年 76 歲的他每週仍工作 80
小時。他想退休了，把餐廳交給

別人。他的女兒們在美國出生，

長大，受過良好的教育，有了自

己喜愛的高收入工作，湯姆感到

欣慰。他希望女兒們的生活比自

己好，他說，她們做到了。

馮侖自爆「被退休」 月領八千

杭州呼籲全民屯糧 中國人現在流行「反向春運」

特斯拉上海新車交付 

馮侖（網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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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反饋之一：

【漸凍人症，即肌萎症】一位病人患肌萎
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即漸凍人症近一年，
求治西醫無效。轉至本門診，經治二個月
後，肌肉逐漸長起；七個月後，肌肉形態
及功能基本恢復，行動自如；十個月後，
西醫認為已基本康復。患者感慨「我覺得
自己又活過來了！」

              病人反饋之二：

【視網膜脫離】一位病人高度近視，突發
視網膜脫離，手術後視網膜水腫，視覺模
糊，影響精確視力，不能開車。病人來本
門診，經過二個月針灸及中藥治療，雙眼
矯正視力達 0.8。「（開車中）我能看清
路邊的樹葉了！」病人興奮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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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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女孩 
冬日行善暖人心

美國中餐廳 
5年關1200家

 特斯拉 Model 3 （Tesla）

【看中國訊】中國近年

出現各大民企巨頭創辦人

及高層退休潮，繼阿里巴巴

創辦人馬雲、騰訊公司董事

會主席馬化騰、「中國IT教

父」之稱的聯想控股董事長

柳傳志先後從自己創辦的公

司退休，中國知名地產萬通

集團創始人馮侖也自爆「被

退休」。

一位女孩問候無家可歸者，示

意圖（Adobe Stock）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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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

導】吉林省原反貪局長吳長智去

年底一審宣判，吳被以受賄罪判

入獄 8 年。吉林省通化中級法

院判決指：2008 年至 2018 年

10 月，吳長智在擔任吉林市委

組織部副部長、松原市檢察院檢

察長、吉林省檢察院反貪汙賄賂

局局長及副檢察長期間，非法收

受財物共計摺合人民幣 1907 萬

餘元。

吳長智 1962 年出生，吉林

磐石人，仕途一直在吉林省。除

官方公布的受賄之外，此前有海

外消息指，吳長智出事或涉及兩

大有關央視主持人的案子。

央視前主播被輕判

2014 年 7 月 11 日， 央 視

前主播芮成鋼因涉行賄、受賄被

檢方帶走。有關芮成鋼案的傳言

指他與 20 多名高官夫人有染，

其中包括已被判刑的前統戰部長

令計劃的妻子谷麗萍。

中國社科院研究外國、反

恐、軍事問題專家王國鄉曾發微

博稱，芮成鋼被捕原因是充當外

國間諜，向多個西方媒體泄露中

共高層親屬的私人資料。

芮成鋼一度傳可能判死刑。

但 2017 年 2 月 6 日曝光的一份

吉林省蛟河市法院執行通知書顯

示，芮成鋼因行賄受賄獲輕判 6
年。此前傳出芮成鋼的涉間諜罪

等其他多項罪名均未提及。

外界盛傳芮成鋼的調查和審

理一直受到某種「神秘力量」持

續干擾。據香港《蘋果日報》報

導，有央視官員透露，北京當局

發現有涉及芮成鋼犯罪的證據材

料神秘失蹤，最後導致檢方對

芮成鋼的指控和法院量刑都非

常輕。

消息指，負責芮成鋼案件調

查的就是時任反貪局局長吳長

智。由於吉林反貪局提供的芮成

鋼涉嫌犯罪的證據有瑕疵，檢方

無法用這些證據來指控芮成鋼，

使芮成鋼案件定性和刑罰大縮

水，最終芮僅被判囚 6 年。

劉芳菲丈夫刑訊致死

另外，央視女主持人劉芳菲

的丈夫、香港富商劉希泳 2017
年 3 月在大陸離奇死亡，官方

同年 9 月證實是遭刑訊逼供致

死。據指也牽涉吳長智。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導，

2018 年 10 月 23 日，天津市第

一中級法院裁定負責審訊劉希泳

案的吉林延邊 9 名檢察官以故

意傷害罪獲刑，其中審訊小組負

責人被判 13 年，其他人分別被

判監 1 至 5 年。報導形容，此

為中國罕見有審訊人員因使用酷

刑而被懲處。

《明鏡郵報》消息稱，劉案

涉及大批政法系高官，包括：時

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

書記、前任政治局常委和最高檢

察長等，其死亡或涉有人想殺人

滅口。劉希泳的後臺是前政治局

常委、國務院前副總理李嵐清，

以及前最高檢檢察長賈春旺。

其中，也牽涉吉林省檢察院

吳長智。而據《蘋果日報》稱，

吳長智的舅舅是曾任中央書記處

書記和政協副主席的杜青林。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1 月 8 日，中共全國人大前內務

司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陝西省

委前書記趙正永，以及陝西省政

府前副省長陳國強被逮捕。陳國

強被指是趙正永的「大管家」。

1 月 4 日，趙正永「嚴重違

紀違法」被立案審查調查。他是

中共十九大以來首名被查的前任

省委書記，也是 2019 年官方證

實落馬的首名正省部級官員。

當天，中共官方通報措辭

極嚴厲，指其「對中央決策陽奉

陰違、是典型的『兩面人、兩面

派』；大搞特權活動；培植個人

勢力，搞團團夥夥，肆無忌憚聚

錢斂財，大搞權錢交易」等。

現年 69 歲的趙正永曾浸淫

陝西官場 15 年，歷任省委常

委、政法委書記、常務副省長、

省長、省委書記等職。《財新週

刊》披露，他有很強的江湖大佬

做派，他有三個主要的交際圈

子：網球圈、老鄉圈、學友圈，

重用自己人，排除異己。有企業

家透露，趙正永的球友圈大約有

70 人，「廳級領導、部級領導不

在少數，也有少數企業家。」

趙正永的落馬被指牽涉「秦

嶺別墅案」和「陝西千億礦權

案」兩宗大案。習近平自 2014
年以來曾六次就「秦嶺違建」案

做批示，但時任陝西省委書記趙

正永遲遲不作為，甚至試圖上報

虛假材料蒙混過關；他曾被「陝

北千億礦權案」當事人凱奇萊的

老闆、原告趙發琦實名舉報。

趙正永被查後，陝西前後陸

續有上百名廳局及處級官員被約

談，包括陝西省委前常委兼秘書

長錢引安、榆林市委前書記胡志

強、陝西原副省長陳國強等人都

是趙正永「圈子」成員。

其中陳國強頗受趙正永器

重，兩人共事多年，公私交情都

很深厚。趙任職陝西省長時，用

陳國強換掉了時任陝西省政府秘

書長秦正，因此被視為趙正永的

大管家。

陳國強被指「為謀求個人職

務晉升大搞政治攀附和人身依

附」，貪慾膨脹，收受禮品、禮

金，甘於被「圍獵」，將公權力

作為謀取私利的工具，在企業經

營、幹部職務調整等方面利用職

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利，並非法

收受巨額財物等。 

【看中國訊】民政部下轄的

福利彩票發行管理中心（下稱

「福彩中心」）前主任王素英，

因濫用職權導致 7.5 億餘元人民

幣彩票業務費流失。北京第二中

級法院已做出一審判決，王素英

以犯受賄罪被判刑 3 年；犯濫

用職權罪被判刑 5 年；犯鉅額

財產來源不明罪被判刑 5 年。

三罪並罰，王被判刑 11 年，

現年 58 歲的王素英，從

2008 年 9 月起，先後任中共民

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

副司長、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

事業促進司副司長兼民政部社會

福利中心黨委書記（正司級）。

2015 年 1 月 至 2017 年 5 月，

任福彩中心主任。

福彩中心是民政部直屬事業

單位，負責全國的福利彩票發行

和組織銷售工作。

2018 年 11 月 9 日， 中 紀

委網站發布了中國福利彩票發行

管理中心 4 名原負責人懺悔視

頻。這 4 人分別是中國福利彩

票發行管理中心原主任鮑學全、

原主任王素英、原副主任王雲

戈、原副主任馮立志。

駐民政部紀檢監察組負責人

說，福彩中心共有 14 名責任人

違反管理條例，造成資產鉅額損

失，12 人被立案審查。出面「懺

悔」的 4 名負責人只揭出了福彩

腐敗的冰山一角。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新上任的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

1月 6 日在中聯辦與傳媒記者會

面。被香港媒體拍到，駱惠寧講

話時神情有些緊張，雙腿在情不

自禁的顫抖，見面會只有 5 分鐘

就快閃走人。對於他能否擺平香

港困局，外界頗多質疑。

前香港中聯辦主任王志民 1
月初被免職，已經退居二線的前

山西省委書記駱惠寧罕見接替。

駱惠寧在履新記者會上還引述習

近平的新年賀辭說，「沒有和諧

穩定的環境，怎會有安居樂業的

家園，真誠希望香港好、香港同

胞好」。不過他隻字未提「止暴

制亂」引起香港各界輿論關注。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香港理

工大學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鍾劍華

形容，前中聯辦主任王志民，以

前只會說「止暴制亂」，並用強

硬手段去解決事件，而駱惠寧在

會見傳媒時，完全沒有提及「止

暴制亂」的字眼，給人感覺較緩

和，或對解決現時困局存有一

絲的希望。不過他提醒：「換人

可能是一種策略上的安排，並不

代表轉路線，也可能是北京希望

以另一種方式處理反修例的衝

突。」

《南華早報》稱，任命駱惠寧

為下任中聯辦主任是出人意料的

選擇。此外，駱惠寧 12月已經到

65 歲的退休年齡，12月 28 日卻

被任命為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

委員職位。

駱的背景複雜，似與北京各

派系都有交集。有法媒稱，選擇

駱繼任，這也是習近平與港澳

頗有影響力的曾慶紅人馬達成

的妥協。

香港《蘋果日報》披露，65
歲的駱惠寧是浙江人，浸淫北京

官場近 40 年間，和江派、團派

均有接觸。 1982 年，駱惠寧大

學畢業後先到安徽省政府辦公廳

任秘書，在當地政壇深耕 30 多

年，官至省政府秘書長，成為江

派人馬、時任省長回良玉的「大

內總管」。在安徽期間，駱惠寧

又與團派代表、時任安徽常務副

省長汪洋有交集。

調任青海副書記後，駱惠

寧又遇「貴人」趙樂際，兩人搭

檔共事多年。趙升任中組部部長

後，駱也水漲船高，接任青海省

長、書記。直至去年 12月底，駱

惠寧卸任省委書記後不到一個

月，就改任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

員會副主任委員。任人大新職一

個星期後，毫無港澳工作經驗的

駱惠寧，就被北京當局任命來接

任香港中聯辦主任。

駱惠寧接掌中聯辦打破了

諸多常規。從履歷上來看，駱惠

寧過去沒有香港工作經驗，他曾

擔任山西省委書記，履新前是全

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等職，這樣

的資歷到香港任職，是前所未有

的。從97年香港主權移交以來，

這是第一次有曾任地方一把手的

官員出任中聯辦主任。

中國問題專家鄧聿文分析，

駱惠寧原本不是習近平的考慮人

選，而是由習的親信推薦後臨時

決定的。最終這位新官對香港的

影響如何，仍有待時間證明。

駱惠寧接「燙手山芋」 任港中聯辦主任

吉林原反貪局長判8年 傳涉案兩央視主播

陝西前書記趙正永 
和前副省長陳國強被逮捕

官員導致7.5億彩票費流失

新任中聯辦主任駱惠寧1月6日正式走馬上任，當天會見傳媒記者。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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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素英被判刑11年（視頻截圖）

被民間戲稱為

「大褲衩」的

北京央 視大

樓。（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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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委議席舉足輕重

日前台灣多家媒體均就

立 委 選 情 進 行 民 調， 其 中

《ETtoday 新聞雲》結果顯示國

民黨及民進黨各自在 4 選區暫

時領先；台灣民意基金會民調

則顯示 34.2% 受訪民眾表示會

投給民進黨，26.1% 投給國民

黨，3.8% 投給民眾黨，2.8%
投給時代力量，1.6% 投給親

民黨，4.3% 投給其他小黨和

無黨籍。基金會表示，民進黨

立委支持度不及「蔡賴配」，

而國民黨立委的支持度則超越

「韓張配」，出現「分裂投票」

的情況，立委選情將前所未有

地激烈。

香港《蘋果日報》指出，

藍綠陣營均聲稱可以獲得過半

議席，但其實雙方選情均不明

朗。無論任何一個政黨候選人

贏得總統大位，在立法院中若

未能得到過半議席，都將對未

來 4年施政帶來非常大的阻力，

因為大部份議案或決議都需要

立法院過半或三分之二票數贊

成才能通過生效，而藍綠兩黨

也都在歷史上面對過上述困境。

新星亮眼挑戰傳統票倉

這次立委選舉中不乏年輕

新星，或將為台灣政壇帶來重

大改變。其中最受觸目的，無

非是擁有「高顏值、高學歷」的

看中國記者鐘靈綜合報導

11日舉行的台灣大選在世界局勢日
益複雜的情況下，引起國際高度重視。分

析指出，除了第15任總統及副總統選舉
外，立委也面臨更激烈選情，並將直接影

響總統未來施政。其中多名年輕新星異

軍突起，非常觸目。

台立委選舉 新星亮眼

民進黨候選人吳怡農，他將在

台北市第三選區對壘國民黨候

選人蔣萬安。吳在美國出生，

畢業於耶魯大學經濟系，並曾

擔任高盛集團執行董事，2013
年放棄美籍回流台灣服役，並

先後在行政院、國安會工作，

但為人非常低調，因此沒有引

起關注。《天下雜誌》形容，

面對對手是蔣家後代子孫以及

國民黨票倉優勢，吳要勝選猶

如攀登喜馬拉雅山般困難。不

過，在香港問題越演越烈的情

況下，吳主張守護台灣主權、

經濟、國安、民主、法制等制

度，並提出支持台灣長遠經濟

發展的具體方案，贏得了年輕

一代的支持。

「大文山選區」新北市第

十一選區一直以來被視為國民

黨鐵票倉，這次代表民進黨出

選的新人張銘祐，將挑戰六

連霸的國民黨現任立委羅明

才。《ETtoday 新 聞 雲》引 述

分析指，自 12 月開始張就表現

出驚人爆發力，張不但因為其

年輕形象為選民帶來新鮮感，

也以自身實際行動回應選民的

期待，不但頻頻出現在社區聆

聽意見，更經常出現在坪林、

石碇、烏來等較偏遠地區，為

選民帶來很大驚喜。作為三個

孩子的父親，他說自己對幼兒

教育、長照、青年創業等方面

都有深刻感受，他的六大政見

中，以長者、兒童、青年跟地

方發展為重心，照顧每個世代

的需要。

台中第二選區一直以來都

是顏清標顏家的「地盤」，這次

顏寬恒接棒父親參選，卻遇上

來自南台灣的「抗韓悍將」台

灣 基 進 黨 的

陳 柏 惟 挑 戰

地 位。 陳 柏

惟 曾 在 電 影

電話：（403）259-2474 Email: cbcfoot@liv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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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Bay 8, 6320 11 Street SE 卡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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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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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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平足、X 型腿、內八字、足外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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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工作，也因為經常把「thank 
you」當語助詞，網路人稱「三

Q 哥」。不同過往的挑戰者，

陳個性豪爽、直言不諱，曾多

次以直播、拍片等方式挑戰高

雄市長韓國瑜的「愛情摩天輪」

等政策而知名，他也經常直指

時弊，引起不少選民共鳴，網

絡人氣高漲，從 2019 年 8 月正

式宣布至今年 1 月 2 日為止，

粉絲專頁的按讚人數，就從 6
萬多暴漲到超過 20 萬。對於地

方政策，陳認為過去中央政府

均沒有重視該地區發展，而地

區政治在顏家長期坐大下，也

缺乏多元性和新思維，他說：

「在某種程度上，我希望我的參

選可以為這個地方，帶來更多

的討論度與能見度。」

此外，新北市第十二選區

民進黨候選人賴品妤，靚麗形

象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雖然

經常被質疑是花瓶，但賴品妤

曾很肯定地回答：「我當然很感

謝對手肯定我的外表，但我也

不只外表這個優點」。事實上，

賴自大學開始參與學生運動，

經常身處抗爭第一線，頗有巾

幗不讓鬚眉的氣勢，更被媒體

於太陽花運動中形容為「社運

女神」。在加入民進黨前，她

也曾為時代力量林昶佐輔選。

《UDN》引述賴表示，台灣民主

是前輩用血淚，用很多付出換

來的，得來不易，2020 選戰非

常關鍵，期望台灣人民能用選

票決定自己的未來，她也會以

最大的熱誠服務鄉親。

港區議會通過成立小組調查721恐襲
【看中國訊】香港新一屆區議會陸續

召開首次會議，元朗區議會則於 7 日開會

投票，選出正、副主席，分別由民主黨黃

偉賢及民主陣線麥業成在無競爭

的情況下當選。會議上亦通

過成立「721 元朗西鐵站白

衣暴徒無差別襲擊市民事

件工作小組」，以及要

求港府成立獨立調查委

員會的決議。

《立場新聞》報導，元

朗區議總共有 39 名民選區

議員，有 6 名不同的鄉事委員

會主席，出任當然議員；其中，

民主派有 33 人，建制派及鄉事派有 12
人。 7 日舉行元朗區第一次會議。會議

一開始，民主派就為反送中的犧牲者默哀

1 分鐘，不過部分建制派及鄉事派區議員

沒有響應。隨後區議員麥業成、鄺俊宇、

黃偉賢、陳美蓮及杜嘉倫提出成立「721
元朗西鐵站白衣暴徒無差別襲擊市民事

件工作小組」動議，在獲得民主派一致

支持後通過。

元朗區議會事前就曾經

去信警方，要求警方回應

成立工作小組事宜，可

是，香港警方今天並沒

有派遣人員出席會議，

僅提供一份書面資料。

警方藉由書面資料回應

表示，正針對 721 事件進

行調查，至今已經拘捕 37
名相關人士，其中有 7 人被以暴

動罪起訴。警方同時表示，該事件已進

入司法程序，不便進一步討論。

另外，區議會要求政府成立獨立

調查委員會的動議，最終也獲得大比

數通過。

陳柏惟

賴品妤

吳怡農

張銘祐

台首投族增118萬 回台投票或創新高
自由亞洲電台報導，台灣今年的選

民人數預計約 1934.7 萬人，20 歲到 23
歲首投族人數、也就是第一次參加

投票的人數約有 118.7 萬人，

比率約占 6.14%。很多在海

外的台灣人表示回台投票。

如加拿大台灣僑胞，回台

投票人數就已經比上一屆多

了約一倍，或創新高。

《SETN》報導，一名旅美

台灣女孩日前特地提前回台灣為

蔡英文站台，她說在美國深刻體會到蔡

讓台灣在國際間的地位提升，尤其蔡是

個讓人「安心的總統」，值得用選票支持

她。今年 21 歲的 Elaine 不僅人長得漂

亮，也很有自己的看法：「過去 3 年，小

英團隊的執政，讓我看到了，台美關係

又走向新的巔峰。其實台灣不像是韓市

長所說的，被世界忘記，我在美國華府

看到恰恰相反，這 4 年，台灣在世界舞

台上，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

她也坦言「有一定的憂

心，因為我們也確實見證

到，一國兩制在香港是個

失敗的實驗，然後蔡總統

是這樣一個很令人安心的

總統，然後她對於台美關

係也好、兩岸關係也好，這

樣一個很審慎的態度。」17 歲

便旅居海外的她在美國史密斯學院畢

業，這次決定把人生中第一張的選票獻

給小英。Elaine：「用美國國務卿龐佩奧

講的一句話來形容台灣，對於國際間台

灣的形象，『台灣是一個民主的成功故

事，是可信賴的合作夥伴、是世界造福

人民的力量』。」

721警察縱容白

衣人襲擊市民。

(視頻截圖)

Elaine

(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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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原因肺炎」再度出現

在武漢市。 12 月 30 號晚上，

一封武漢衛生健康委員會醫政醫

管處蓋章的紅頭文件突然在網

上火了起來。標題叫《關於做好

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急

通知》，因為事關傳染病，又是

「緊急通知」，消息一冒頭就成

了熱點。文件裡說：「根據上級

緊急通知，我市部分醫療機構陸

續出現不明原因肺炎病人……」

然後佈置了幾項任務，第三條是

嚴格信息上報，文件說，各醫療

機構要及時跟蹤統計救治情況，

並按要求及時向轄區疾控部門上

報有關信息……關鍵是末了最

後一句，「未經授權任何單位、

個人不得擅自對外發布救治信

息」。

這裡說的「未經授權」說的

是誰的授權，是必須得到武漢的

衛生健康委員會的授權？或者是

得到宣傳主管部門的授權？黨文

化的特點是語法殘缺，主謂賓缺

胳膊少腿，所以「未經授權」實

際解讀就是「不許」的意思，一

線醫護人員壓根就別說話，只由

政府一個渠道發話。第一條官方

通報倒是來得挺快，12 月 31 號

就出來了，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

會說：目前發現的肺炎是病毒性

肺炎，沒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

目前發現的病例和華南海鮮城有

關，通過病例搜索和回顧性調

查，目前發現 27 個病例，其中

7 例病情嚴重，其餘病例病情穩

定可控，有 2 例病情好轉擬於

近期出院。

對這第一條疫情通報有幾

個可以解讀之處：第一是把頭

一天紅頭文件裡說的「不明原

因肺炎」，改成了「病毒性肺

炎」。「不明原因肺炎」這個詞

不知道道有多少朋友記得它上

一次出現的時間，沒錯，關於

薩斯的第一份專家調查報告就

叫做《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調查

報告》，是 2003 年 1 月份完成

的，而中國大陸所稱的「非典型

肺炎」的另一稱呼就是「不明原

因」。所以 12 月 30 號武漢市

衛健委文件裡說的「不明原因肺

炎」基本也就是非典型肺炎的意

思，但是 2019 年的「非典」和

2003 年「非典」是不是一樣的

呢？這目前還是個謎。在 30 號

當天多個醫護人員的微信群組

裡流傳，病原體就是 SARS 冠

狀病毒，還有醫生說 SARS 基

本確定，但是聊天截圖中所出

現武漢市中心醫院又對媒體闢

謠說沒這回事。

那麼第一份官方通報中說

的「病毒性肺炎」到底是什麼？

SARS 是不是病毒性肺炎？也

是冠狀病毒引發的、SARS 是

病毒性肺炎之一。所以通報是

故意迴避了紅頭文件裡的「不明

原因肺炎」這個說法，目的就是

避免人們直接聯想到 2003 年的

SARS，但其實也沒有排除這回

的「病毒性肺炎」是 SARS 這

種可能。這算是「名詞維穩」，

只要你把「非典型」換成「病毒

性」三個字，老百姓就認為不是

一個東西了。大眾的思維就是

這麼簡單，不會拐彎的。通報

中說：對病原體的檢測和感染

原因的調查正在進行中。說正

在調查中，但是最起碼有個初

步結論，就是：病毒引起的，

而非病菌。如果是已知的、常

見的、容易防控的病毒大可以

盡早透露，讓大家安心。就算

還不便於透露更詳細信息，最

起碼你說一句：排除了是冠狀

病毒，人民大眾也可以情緒平

穩了。可是又雲遮霧繞，看來

情況也不那麼簡單。

還有一個可解讀之處，就

是說「沒有明顯發現人傳人現

象」。那 27 例感染都是從哪兒

來的呢？都是在海鮮商城裡接觸

了某一類水產品 ? 請恕我孤陋寡

聞，我檢索的結果是：水產品、

海鮮通常是傳播食源性疾病。有

的時候海鮮所攜帶的病毒、病菌

也會通過傷口感染血液。但是通

過海鮮傳播呼吸系統疾病的，確

實很少聽說，水裡生活的東西攜

帶肺炎病毒這事兒還挺新鮮，應

該蠻小概率。

所以我的疑問是：傳染源是

海鮮商城裡的海鮮呢，還是海鮮

商城裡的人？如果是後者，那麼

這起事件從一開頭就是一起人傳

人的疫情了。

因為我和大家完全處於同一

條時間線上，大家知道的消息就

是我所知道的，我這裡只是做梳

理和分析。一段時間如果消息本

身出現反轉，你扭著我說：文昭

造謠，必須出來謝罪道歉、那我

不背這個鍋。

（編者按：武漢不明肺炎持

續蔓延。 1 月 5 日武漢當局宣

布案例增至 59 例；而香港 1 月

6 日已經有 21 個疑似案例。但

武漢當局稱已排除是 SARS。
2002 年由於疫情被當局瞞報、

遲報，SARS 最終蔓延到全球近

30 個國家，8 千多人受到感染。）

◎文：文昭

1 月 2 日臺灣便發生了一起空難。一架

黑鷹直升機在由臺北往宜蘭的途中，發生不

幸的空難。機上十三名乘客，包括了參謀總

長瀋一鳴上將在內有多名將官，還有位階最

高的士官長。不幸的是，瀋總長與其他七名

軍士官罹難，舉國哀悼。

目前飛機的黑盒子已經被找到，預料很

快會完成資料判讀，釐清事故發生的原因。

但是，由於發生的時間點實在太敏感，機上

又正巧「眾星雲集」，而且沒有特殊天候，

該架黑鷹直升機又是最好的機種，飛行時數

才幾百小時，這麼完好的條件下發生空難？

正巧上面坐了參謀總長？這些都是「巧合」

可以解釋的嗎？

為了不影響選情，目前臺灣媒體基本上

把「空難」和「選舉」分為獨立事件來看待，

沒有劃上任何關聯性。

不過親民黨總統參選人的炮火卻異常猛

烈。宋楚瑜指出，蔡政府強硬通過「反滲透

法」，將中國視為敵國，黑鷹發生意外時，

最高指揮官竟 3、4 個小時行蹤不明，「挑釁

對岸又如此大意，把我們的命開玩笑嗎？」

宋楚瑜質疑國防部未做過妥善的風險評

估，更轟蔡政府花了 846 億元採購，卻發

生重大事故，訓練或裝備的環節顯然出了問

題。尤其重要的是，他說：美國在臺協會今

罕見降下半旗，很難不讓人聯想其中關聯，

美國政府必須給臺灣一個交代。

我們再來看美方的態度。美國在臺協會

（AIT）第一時間在臉書發文，更降半旗以示

哀悼。美國國防部參謀首長也用官方臉書發

函致哀，文末還注記了美國國防部，表達美

國軍方與行政部門的態度，是將瀋總長視為

「盟友」。AIT 聲明中有一句非常關鍵：「美

國在臺協會已準備好，隨時就此一事件為臺

灣提供協助。」

前外交官劉仕傑提到，「臺灣參謀總長因

公殉職，作為沒有正式邦交但實質上最重要

的盟邦（ally），AIT 這句話意思是，『臺灣

的敵國』在此時莫輕舉妄動」。他說，這是

外交訊息，也是美國戰備訊息。「也就是說，

這段聲明前大半部分，寫給臺灣人看。但最

後這一句，卻是寫給習近平看。」

值得注意的是，美方高規格的弔念瀋總

長與罹難的我國軍官。除此之外，英國、

德國、日本、澳洲與波蘭等國，也透過其

駐台辦事處表達哀悼。唯獨北京當局沒有

任何表態。

臺灣軍方，早期由蔣介石帶來臺灣的主

要就是黃埔軍。這批軍隊的成軍有蘇聯的影

子。來到臺灣之後，中華民國國軍用的是美

式裝備，如今瀋一鳴將軍這批軍人，幾乎是

美軍所培養與訓練出來的。作為美國來說，

瀋一鳴將軍是臺美協同防務中最信任的一

員，不僅過去如此，未來臺美間的軍事往

來，包括軍售與各類合作，這批高階軍事將

領更扮演重要角色。講更白一點，就是臺灣

軍隊之美國化，就由瀋一鳴這種畢業於美國

戰爭學院的軍事將領來主導。這對於中共來

說，等於是敵軍，是非常不樂見的。

所以，瀋一鳴將軍等高階軍官殉職，最

高興的是誰？獲得戰略利益的是誰？雖然不

知凶手是誰？但是直覺上是知道的，否則不

會有那句：「美國在臺協會已準備好，隨時就

此一事件為臺灣提供協助」。

從臺灣選前空難看各方態度
香港警司江永祥奉勸記者，評論

香港警方行為，要將畫面拉闊來看。

此言甚是。歷史教科書，就是要將畫

面拉闊看。

香港的 2019 年，將來的歷史學

家怎樣寫？

正如法國大革命，一個瑪麗安東

尼皇后，成為全國鄙視和憎恨的焦

點。當然香港的女特首百年之後，在

香港甚至世界歷史書中（視乎香港的

動亂如何蝴蝶效應地與美國川普改組

世界秩序的重大舉動雙交合），未來

史學家之述評，亦必類似。

華文中學歷史課本，多不會將

十九世紀英中貿易戰爭之後，清國每

一頁動盪與西方當時的新聞一齊拉

闊，看大畫面。

十九世紀是以英法殖民主義的第

一波人類全球化，銅山西崩，洛鐘東

應，十九世紀中葉之後，沒有一件中

國的大事是孤立發生的。

譬如所謂火燒圓明園：一八五六

年十月，英軍已經因阿羅號事件開始

對清國部署軍事行動，攻下炮臺，並

炮擊兩廣總督衙門。那知道一八五七

年中，英軍忽然中止對清國的戰爭。

此時兩廣總督葉名琛不知就里，

問道於扶乩。乩仙嚴正指出：若今年

過了陰曆十五，英軍還不再回頭，則

這場戰爭即不會繼續。

葉名琛滿心歡喜。豈知英軍中止

的原因，是時值一八五七年五月，印

度發生兵變。英國海軍將領額爾金下

令將本來由英國調來進攻清國的大

兵，中途新加坡停行，轉調往印度半

島，優先平亂。

半年之後，印度叛亂鎮壓平息，

英軍再調頭赴清，於十二月與法國聯

合攻下廣州，將兩廣總督葉名琛抓捕

歸案，運到印度加爾各答。

若不打通世界大勢來看，則英法

聯軍之前這足足一年的中斷，就講不

通。但若印度叛亂一發不可收拾，英軍

則不會來，葉名琛的那個乩仙即刻千靈

萬靈，接受萬民膜拜，擁有退兵之術。

十八世紀末的法國革命與美國獨

立催生的人權，還有工業革命進入成

熟階段、產業革命、英國議會民主投

票權之普及，與清國之太平匪亂和八

國聯軍，然後是日清戰爭，雙線進行。

要瞭解中國此時發生的事，必須

西顧英國歐洲，東瞰日本。因此一時

期，中國人經歷了亙古未有的大變。

但是中國人的歷史觀，此一時期卻

以非常簡單的「民族屈辱」一言以貫

穿，將英法和美國貶為十足妖魔化的

帝國主義，不向下一代介紹世界同期

發生之人權和民主的巨大進步。

此單一內向的落後史觀，延續到

二十一世紀方塊字的歷史教科書中。

難怪香港中產階級家長有點辦法都將

子女送去英國寄宿學校。香港的小孩

一去英國升學，眼前一亮，讀高中一

開始，覺得心靈釋放，飛越了一座知

識的監獄，由歷史課始。

畫面拉闊一點看
◎文：東洲 ◎文：陶傑

「不明原因肺炎」:名詞維穩？

兩廣總督葉名琛被英軍擒獲情景。

（維基百科）

(本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武漢爆發的不明原因肺炎持續擴散（Getty Images）

何止低價，您值得擁有更多。

加怡保險

汽車保險

商業保險

房屋保險

旅遊 / 探親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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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y Chang, CRM CIP
Branch Manager - 商業保險

手提 : 403-875-8879
achang@lloydsadd.com

Kitty Kong
Account Executive - 個人保險

手提 : 403-408-9233
kkong@lloydsadd.com

1月2日臺灣一架黑鷹直升機在由臺北往宜蘭的

途中，墜毀。機上包括參謀總長瀋一鳴上將在

內的13名乘客罹難。（圖：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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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

數據顯示，中國大陸去年各地

方政府合計公告620次房地產調控
政策，刷新歷史紀錄。其中，一些地

方政府試圖放鬆調控的聲音夾雜其

間。50個大城市的地方政府去年賣地
超過4萬億。分析指出，中國樓市在
2020年將有五大趨勢。

在剛剛過去的 2019 年，中國房地產

市場出現了微妙變化，在調控持續的同

時，一些地方政府試圖放鬆調控的聲音夾

雜其間。

中原地產研究中心統計數據顯示，

2019 年全年，中國合計頒布的房地產調

控政策次數達 620 次，刷新歷史紀錄，

比 2018 年的 450 次上漲 38%。

據中原地產研究中心表示，2019 年

第四季度，也成為全年房地產調控最密集

的時期，調控次數達 205 次，包括：10
月 67 次、11 月 72 次、12 月 66 次，同

樣刷新歷史紀錄。

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分析認

為，2019 年可以說是房地產市場的「政

策年」。

2019 年，各地房地產調控先後頒布

出力度不同、方向不同的調控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在 2019 年的 620
次調控中，所謂的人才引進政策在 2018
年的基礎上繼續增多，有超過 170 個城

市發布了不同的政策，比 2018 年上漲

40%。

張大偉對「中新經緯」稱，目前大部

分城市的人才政策，只考慮用降低門檻的

方式吸引人才，並沒有留住人才的措施。

同時影響房地產市場的另一個因素，

是 50 個大城市土地市場拍賣總量仍然

創下新高，達到 4.41 萬億元，同比上漲

19.33%，刷新了歷史紀錄。部分城市賣

地收入超過 2000 億元。城市之間分化明

顯，房地產開發商紛紛重回一、二線城

市，三、四線城市土地市場進入低迷。

土地供應和投資的變化，將導致未來

樓市供應、供求關係的變化。

除了深圳住宅供應稀缺，在絕大部分

城市，供求平衡或供大於求開始出現，例

如：2019 年北京房地產市場低迷，一大

原因就是限競房供應、庫存巨大。

從整體來看，在北京當局「房住不

炒」的基調下，未來房價上漲的空間進一

下午 1 點 - 4 點就在 Family Park & Food Court

加入我們，就在週六，1 月 25 日
一起慶祝中國新年

表演  卡城華人社區服務中心  兒童手工

2020年中國樓市五大趨勢

分析指出，中國樓市在 2020年將有五大趨勢。（Adobe Stock）

【看中國訊】中國大陸百

年老店近來頻頻傳出負

面消息。繼北京百年

老店同仁堂因為造

假，失去消費者信

任；全聚德的烤鴨

業績全面倒退，營運

岌岌可危後；天津狗不

理包子也因為遭到消費者

大量負評，失去百年老店的光環。

根據《自由時報》報導，狗不理包

子的業績不算差，2019 年上半年營收

將近 9000 萬（人民幣，下同），卻因

為價格太貴且品質未到位、工作人員

服務態度差，遭到消費者大量負評。

狗不理包子近年來在北京關了 11 家

門市，僅剩王府井、前門 2 家門市，前

者累積了 900 多條負評，後者招來 5000
多條吐槽，甚至被貼上「世界上最黑、

最貴的包子」標籤。

在狗不理包子王府井

門市，一籠包子的價

格介於 50 至 120 元

之間。其中，經典

百年醬香包子要價

120 元，被戲稱是

「包子界的 LV」。

除了包子，狗不理包

子門市一盤花生要價 58
元，豆漿要價 48 元。

消費者批評，狗不理包子本身的技

術含量不高，既沒有高檔食材，也沒有

獨特口味，敢開高價，全靠百年老店的

名號硬撐。此外，狗不理包子門市的工

作人員服務態度差，面對消費者的大量

負評，公司的處理方式竟然是「大不了

就關店」。

如今，狗不理包子已不把重心放在

餐館經營，而是開始販賣冷凍包子、冷

凍麵食等產品，占其總營收的 68%。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導】

白宮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近日在福克斯新聞網上撰文

表示，恢復美國生產世界上最好的無人

機系統的能力，不僅增強國家安全，還

可以通過創造良好就業機會，促進經濟

繁榮。正如川普 ( 特朗普 ) 總統經常指

出的那樣，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發

展無人機行業以讓兩者獲得保障，是美

國的當務之急。

納瓦羅也說，大疆創新生產的無人

機佔據美國大部分無人機市場份額。

「各種各樣的不公平的中國貿易慣例已

經使許多其他美國行業讓位給中企，從

消費電子產品和機械產品，到太陽能電

池板和風力渦輪機等行業領域，都出現

了這種現象。」

為了在這個新興的高科技行業中擊

敗競爭對手，大疆創新大幅度降低產品

價格，以迅速建立其市場主導地位。結

果，美國最具發展潛能的無人機製造商

之一 3D Robotics 被迫停產。更糟的

是，3D Robotics 為了生存，被迫將其

專有的Site Scan技術轉移給大疆創新。

納瓦羅透露，前朝政府完全忽略了

大疆創新在美國市場（包括美國政府

採購市場）的滲透，以致對美國國家

安全造成重大影響。

去年 6 月，川普總統發布了《總統

決定》，確認小型無人機系統（UAS）
的國內生產能力對國防部的重要性，並

授權使用《國防生產法》第三章來加強

無人機的生產能力。 11 月，國防部正

式啟動了「信託資金」項目，推動購買

美國產無人機，同時限制外國對手使用

關鍵國防技術。美國內政部宣布，除少

數緊急情況外，他們將停飛其無人機編

隊中的全部中國產無人機，包括他國

產、含有中國造部件的無人機。

《華爾街日報》引述美國內政部言

論表示，該部出於對中國間諜和無人機

輔助網路攻擊的擔憂，將停飛該部門

800 多架無人機。

美國擔憂這些無人機是否會傳輸有

關美國基礎設施的敏感數據，這些數據

可能成為未來網路攻擊的目標。

《紐約時報》說，美國一直擔心，

中國產的無人機可能會截取數據，並將

數據傳遞給中共。數據傳輸可以通過後

門或無人機製造商進行。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綜合報導】近年

來，中國大陸經常傳出非法金融活動。不

法分子利用很多民眾不懂投資、不知道追

問平臺是否合法、急需賺錢的心態，誘使

民眾陷入傳銷犯罪等騙局，從而導致血本

無歸，甚至自我了斷的悲劇。

近日，中國大陸一家名為「普頓

PTFX 外匯」的地下外匯交易平臺，突

然崩盤倒閉、跑路，受害民眾近 200 萬

人，涉及金額逾 1000 億元（人民幣，下

同）。微博上有人爆料稱，甚至有會員因

為無法接受事實而選擇自殺。

據《中國基金報》報導，2019 年 12
月 24 日晚，福建省莆田市一名陳姓女子

報案，稱她自 2019 年 2 月底開始，在

PTFX 普頓外匯平臺進行外匯託管交易。

但 12 月 19 日晚間，她發現該平臺網站

突然數據異常，會員無法登陸，且所有戶

頭資金虧空，次日，該平臺又發出公告，

稱數據遭到黑客攻擊。報導稱，陳姓女子

帳戶內的 50 萬元全部歸零，扣除賺到的

5 萬利息，一夜之間虧損 45 萬。

據悉，普頓 PTFX 外匯平臺自 2016
年開始運作，對外自稱是印尼十大券商之

一的普頓公司（Pruton）旗下新成立的一

個子公司。有業內人士指出，盤面的外匯

交易數據只是掩人耳目，作為拉人頭入

金的幌子。這本質上又是一場「拆東牆補

西牆」的投資騙局。實際上，該平臺早在

2017 年就被馬來西亞央行列為示警黑名

單。然而，該平臺利用信息的不對稱性，

在中國境內大肆行騙。

報導說，PTFX 普頓外匯平臺從

2016 年開始運作到案發，僅註冊會員就

達到 175.9 萬人，涉及中國 31 個省、自

治區，以及直轄市，主要集中在福建、山

東、浙江、河北、江蘇和四川等地，涉案

金額總計逾 1000 億元。

近年來，中國特色「龐氏騙局」金融

詐騙，以各種方式層出不窮，令千萬老百

姓損失慘重、血本無歸，成為被收割的

「韭菜」。而中國金融的市場，也因此早

已搖搖欲墜、滿目瘡痍。

狗不理包子店 百年光環不再

又一平臺爆雷 
近200萬民眾被坑

步被壓縮。

中國指數研究院認為，房地產市場將

出現五大趨勢：

趨勢一：全面落實「因城施策」。

2019 年樓市整體較為平穩，2020 年力求

維持現階段的狀態，從全局看不太可能有

新的收緊政策出現。

趨勢二：房地產金融繼續從嚴監管。

2019 年絕大多數企業的融資成本都在上

升，主要是因為境內外的融資成本在今年

都在持續走高，尤其是境外發債成本。從

月度走勢來看，房企未來融資成本可能仍

將保持在較高水平。

趨勢三：房價下降城市繼續增多。

2019 年 1 ～ 11 月，官方監測的 70 個大

中城市中，有 44 個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價

格環比上漲，33 個城市二手房價格環比

下跌，這是連續兩個月超過 30 個城市二

手房價格出現下跌。

趨勢四：房企拿地回歸一、二線城

市。土地市場降溫，一方面是受房企融資

難度增大影響，另一方面則是房企放緩在

三、四線以下城市拿地，規避風險。

趨勢五：棚戶區改造將拉動投資。

從棚改量來看，預計在 2020 年棚戶區改

造量還剩約 550 萬套，將會帶來超過 1.5
萬億元的投資。

北京狗不理包子店

（網絡圖片）

大疆低價搶佔美國無人機市場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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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edes-Benz 
Country Hills

品牌專家

聘

積極的態度

書面和口頭溝通技巧

出色的多任務組織能力

在快節奏中獨立工作

與客戶建立並保持良好的關係

亞省 5級駕駛執照（AMVIC 註冊）

工
作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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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rdrie Honda
卡城北部最快到達的Honda車行

 誠聘汽車銷售
主動進取，無需銷售經驗，有

完善培訓計劃，待遇優厚。懂

英語，國語或粵語。

聘RECRUITMENT

地址：2971 Main St. SW Airdire

電話：403.945.4820
電郵簡歷至Jason Hansen 
jason@airdriehond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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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車電池安置在底盤中央，

全車系提供 Select、Premium、

First Edition、California Route 
1、GT Performance 五種車型，

結合不同的電池以及輸出功率，

共有九種車款。入門級的 Select
車型只提供 75.7kWh 電池，四

輪與後輪驅動最大輸出功率皆為

190kW，續航里程後輪驅動車

型為 370 公里、四輪驅動車型為

340 公里，兩種電池 0-100 公里 /
時加速為 5.5 秒至 6.2 秒。

Premium 車型如果裝配的是

98.8kWh(ER) 電池，後輪驅動車

型最大輸出功率可有 210kW 與

248kW，最大續航里數達到 370
公 里、430 公 里 及 480 公 里。

如果選裝 75.7kWh 電池，則是

全輪驅動系統，最大輸出功率為

190kW，續航里程 340 公里。兩

種電池 0-100 公里 / 時加速為 5.5
秒至 6.5 秒。

First Edition、California 
Route 1 與頂配的 GT 車型皆裝載

98.8kWh(ER) 電 池。 其 中 First 
Edition 擁有四輪驅動系統，最

大輸出功率 248kW、續航里程為

430 公里，0-100 公里 / 時加速為

5.5 秒。

California RT.1 車 型 僅 有

後輪驅動車型，最大輸出功率

210kW、續航里程為 480 公里，

0-100 公里 / 時加速 6.5 秒。

至於最頂級的 GT 車型最大出

力達到 342kW、0-100 公里 / 時加

速僅需 3.5 秒左右，這指標已經可

以和保時捷 911 GTS 媲美，該車

最大續航表現為 375 公里。

外 觀 造 型 上，Mustang 
Mach-E 傳 承 了 許 多 汽 油 版

Mustang 的設計元素，比如車

頭與車身的比例，以及六邊型

水箱罩、頭燈等等，都彰顯著

出野馬的影子。而在頂級的 GT 

Performance 車型上，更配有專

屬空力套件，搭配 20 吋鋁圈，

整體運動氛圍更加濃厚。在車頭

部分有特別的設計，傳統燃油車

型的引擎室改為容量約 136 升

的置物槽，內部還擁有排水孔 
設計。

車 尾 部 分 則 可 以 看 到

Mustang 車系相當經典的直列尾

燈設計，並結合了動態方向燈，

而車頭、車尾也都採用 Mustang
車系專屬的野馬徽標。

在座艙部分，採用與 Tesla
相似的極簡化風格，中控台延續

野馬車系一貫的對稱式設計，駕

駛座前方仍有一具液晶儀表板顯

示車輛的駕駛資訊。中央的 15.5
吋直立式觸控螢幕集成了新世代

的 SYNC 4 多媒體系統，具備

AI 學習功能、能快速學習車主的

使用習慣，外加全新的 Co-Pilot 
360 2.0 安全科技系統。

Mustang Mach-E 車系中的

Premium 和 First Edition 將率先

於 2020 年底推出，其餘車型則至

少要等到 2021 年。

（本版圖片來源：福特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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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福特發布了旗下

野馬車系（Mustang）首款純電動

SUV車Mustang Mach-E，這是該車

系1964年誕生以來首次擴大車型陣

容。

Mustang Mach-E由福特愛迪生

團隊（Team Edison）研發，採用全

新電動車平台打造，採用是永磁電

動馬達，提供後輪驅動或者四輪驅

動，以及75.7kWh(SR)、98.8kWh(ER)

電池選擇。觸控螢幕具備AI學習功

能、能快速學習車主的使用習慣。

其Performance車型的引擎室改裝為

容量約136升的儲物槽。

JIANYU HOU

電話：
手提：

（英、國語）

jhou@2toyota.com

403-968-5036
587-968-5036

MINGPAN SO

電話：
手提：

（英、粵、國語）

mso@2toyota.com

403-984-0661
403-821-1911

LEO LI

電話：
手提：

（英、國語）

lli@2toyota.com

403-984-0627
587-439-9066

接受微信支付和支付寶付款

2.5L 四缸發動機 · 自動擋 · 114236 km

2013 Toyota Camry Hybrid XLE
# 200305A

   僅售 : 加稅 $17,600 $17,600
1.8L 四缸發動機 · 自動擋 · 53395 km

2018 Toyota Corolla LE

現價 :原價 :$19,498 加稅 $16,998 $16,998
節省：$2,500$2,500

原價 :
1.8L 四缸發動機 · 自動擋 · 48327 km

2018 Toyota Corolla LE
#8919A

現價 :$18,998 加稅 $16,998 $16,998
節省：$2,000$2,000

原價 :
1.8L 四缸發動機 · 自動擋 · 59371 km

2017 Toyota Corolla LE
#8844A

現價 :$18,498 加稅 $15,898 $15,898
節省：$2,600$2,600

Toyota Certifi ed
Toyota Certifi ed

Toyota Certifi ed
Toyota Certifi ed

# 8798A

2.5L 四缸發動機 · 自動擋 · 22528 km

2019 Toyota RAV4 AWD LE
# 8910A

   僅售 : 加稅 $23,998 $23,998
2.5L 四缸發動機 · 自動擋 · 68971 km

2018 Toyota RAV4 AWD LE

現價 : 現價 :原價 : 原價 :$29,498 $31,998加稅 加稅 $25,188 $25,188  $28,888 $28,888
節省：$4,310$4,310 節省：$3,110$3,110

原價 :
2.5L 四缸發動機 · 自動擋 · 64452 km

2018 Toyota RAV4 AWD LE
#8919A1

現價 :$29,498 加稅 $24,888 $24,888
節省：$4,610$4,610

2.4L 四缸發動機 · 自動擋 · 54957 km

2016 Honda CR-V SE
#200301A

Toyota Certifi ed
Toyota Certifi ed

Toyota Certifi ed

#8865A

   僅售 : 加稅 $34,800 $34,800
3.5L V6發動機 · 自動擋 · 53009 km

2018 Toyota Highlander AWD LE 

#8976A
Toyota Certifi ed

   僅售 : 加稅 $36,998 $36,998
3.5L V6發動機 · 自動擋 · 57259 km

2017 Toyota Tacoma SR5

#8912A
Toyota Certifi ed

4.0L V6發動機 · 自動擋 · 48668 km

2018 Toyota 4Runner SR5

# 8891A

   僅售 : 加稅 $42,198 $42,198

Toyota Certifi ed

   僅售 : 加稅 $37,198 $37,198
3.5L V6發動機 · 自動擋 · 30469 km

2019 Toyota Sienna AWD LE

Toyota Certifi ed

#8936A

All prices are based on cash or bank fi nance deals. All incentives to dealer, cannot be combined with any other offer.  Vehicle may not be exactly as shown.

想要降低月付款嗎？我們來幫忙！
現任豐田車主們：現任豐田車主們：

All prices are based on cash or bank fi nance deals. All incentives to dealer, cannot be combined with any other offer.  Vehicle may not be exactly as shown.

2508  24th  Avenue NE
(403) 291-2111

我們期望
贏得您的

生意

您會看到
我們的真

誠及

您會看到
我們的真

誠及

兌現承諾兌現承諾

服務亞省服務亞省

超過超過 3131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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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朋好友的聚會，往往是聊工作、聊

學業、聊婚姻，或聊聊是非的好場合。在

一次親友的聚會中，一位二十歲出頭的年

輕人，談到了他近期的離職心情，並大篇

幅的控訴老闆、同事及公司的不是。

「老闆太過小氣，薪水給的非常少。」

「同事太難相處，總是在扯我後腿。」「公

司太沒前景，看不到未來方向。」「良禽

擇木而棲，所以我才會離職。」良禽要擇

木而棲，似乎是不少人離職的好理由，因

為這代表不是自己的問題，這位年輕人也

毫不客氣地將自己離職的理由，完全歸咎

於老東家、老同事，認為因為自己是良

禽，所以才會離職。聽起來似乎有點道

理？！

但這位年輕人對於老東家的控訴戲

碼，其實已經不是第一次上演了。他經常

換工作，只要每次一換，都會忍不住在親

友面前大肆的批評及抱怨。老實說在大家

眼中，這位年輕人橫看豎看，也不像個人

才，只是大家不說破罷了。試問不滿老東

家，大肆抱怨後選擇離職，真的就叫做

「良禽擇木而棲」嗎？

不滿老東家，大肆抱怨後選擇離職，

真的就叫做「良禽擇木而棲」嗎？

良禽擇木而棲 
劣禽嫌巢而離

離職及流動本來就很正常，不少經營

連鎖餐廳或是百貨櫃位的公司，因為配合

門市的調動及調整，流動率更是高。如果

仔細觀察，當中不乏人際關係佳、工作認

真表現好、顧客及同事都稱讚的人才。然

而人際關係差、工作散漫不負責、顧客及

同事都搖頭的人力也是有的。

這兩種人的差別，主要反映在工作能

力，除了績效外，離職時的態度亦天差地

別。被稱讚的人才離職時常說：「公司及

同事都不錯，只是我另有其他規劃，大家

還是會保持聯絡。」好的人才會決定離職

或轉職，通常不是因為他們不能適應這份

工作，而是他們有明確的職涯規劃，或是

有足夠條件爭取到更好的工作待遇，因此

離職時，不會有太多的負面語言，只會留

下一個良好的離職印象。

被搖頭的工作者離職時常說：「公

司、老闆及同事太爛了，所以老子不想幹

了。」這一類人決定離職，通常不是因為

他們能夠找到更好的工作，而是對於原先

的工作產生了不適應，混不下去，並喜歡

大肆抱怨公司及同事的不是，他們將離職

◎ 文 :  紀坪
的原因歸咎於他人，不是自己。

「良禽擇木而棲，劣禽嫌巢而離」一

樣是離職，是良禽還是劣禽，其實差別就

在於離職時的態度，究竟留下的是正面的

印象，還是負面的言語。良禽通常是衡量

完自身條件及大環境後，作出最適選擇，

並掌控自己可以的方向，多數是屬於「內

控型思維」。劣禽是將自己的不順，歸

咎於外在環境，認為自己的不順都是外在

環境的錯，多數是屬於「外控思維」。

傻瓜的心在嘴裡 
聰明人的嘴在心裏

很多時候，情緒成本並不是他人帶來

的，而是自己的心態及行為決定了情緒成

本的多寡。面對不順遂，習慣以批評、抱

怨來取代作為者，帶給自己及他人的情緒

成本永遠高出一截，也注定不容易有太大

的長進。無庸置疑的，爛公司、爛老闆、

爛同事真的不少，有時候在心裏罵上兩句

無可厚非，但是如果抱怨及批評已經決定

要離開的公司，並不能為我們帶來什麼好

處，還會為我們帶來往後的負面風評時，

就不應該浪費太多的力氣在這種地方。

一個浪費大量時間及精神在批評老東

家的人，在他人眼中，從來就不會像是個

人才，更像是個不適任者。

我們當然可以在心中想著，並對自己

期許一定要當個擇木而棲的良禽，但最好

別將這些言語掛在嘴巴上，因為在他人

的眼中，將「良禽擇木而棲」掛在嘴巴上

的人，看起來其實更像是「嫌巢而離的劣

禽」。

班傑明．富蘭克林曾說：「傻瓜的心

在嘴裡，聰明人的嘴在心裏。」如果要在

職場上當個聰明人，就別當一個將傻話掛

在嘴巴上的笨蛋。

本文整理、節錄自紀坪《情緒成本

Emotional cost》一書，文章僅代表
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由時報文化授權轉

載，欲閱讀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Adobe Stock

良禽擇木而棲 劣禽嫌巢而離良禽擇木而棲 劣禽嫌巢而離

為下一份工作留下

好口碑，離職時請

好好說再見延續職

場好人脈！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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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上高跟鞋，穿著裙裝，演繹女裝品

牌「露比午茶」浪漫甜美風格的洪怡芳，

是品牌的最佳代言人。 2019 年剛剛搬遷

至台北辦公室，補進三位專職營運同仁，

個性膽大心細、重視用數據溝通的洪怡

芳，帶領承載自身夢想的露比午茶站穩台

灣市場之外，更插旗日本、香港、泰國等

地，「我想把露比午茶帶到很遠的地方。」

她笑稱。

關鍵決策1：行銷出身 
創業三月業績破百萬

大學畢業那年一心想出國，英文不好

的她苦讀兩年後考上 MBA，卻在出國前

夕發現不幸罹癌。為了不成為父母的負

擔，洪怡芳決定先上網做個小生意，就這

樣在人生低谷踏進女裝市場。

沒想到無心插柳，靠著從小跟家人

在夜市擺攤的經驗，和曾任味丹食品公

司行銷企劃的市場敏銳度，2011 年開

始做網拍後，第三個月營業額就突破百

萬，一年不到就有五百萬業績。很早就

了解 CIS（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

企業識別系統）重要性的她，創業不到

半年，就花了兩萬塊找插畫家畫品牌的

Logo ── 一隻穿著蕾絲蓬蓬裙的兔子，

象徵露比午茶是《愛麗絲夢遊仙境》裡的

兔子，用自己最愛的華麗公主風格，把

女孩帶進一場奇幻旅程。

洪怡芳明白必須鎖定商品的屬性，

行銷才能精準。創業初期因拍賣的流量

集中，她用漂亮的照片殺出重圍，鎖定

中國某位模特兒，要求賣家拍出她要的

照片，和其他網拍做出區隔，創業一年

多就擠進平台女裝前 10 名。

當時從淘寶進貨，隨生意做大後，

發現其他品牌找上同家廠商進貨，於是

她直接談下總代理，把淘寶賣場上華麗

公主風格的商品幾乎買斷，成為獨家。

洪怡芳的業績很快超過五百萬，她的事

業就是從這個護城河開始。 

關鍵決策2：數據驅動 
商品部門用數字說話 

2013 年洪怡芳開始導入「數據驅

動」，成為露比午茶的企業文化，進入創

業的第二個階段。（下文轉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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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曾允盈

*ALL PRICES INCLUDE ALL TAXES AND FEES AND ARE PLUS GST ONLY. ALL PAYMENTS ARE BASED ON A 64 MONTH LEASE TERM, ARE PLUS GST AND ACCESSORIES AND HAVE A 24,000KM PER YEAR ALLOWANCE AND ARE OAC. THE 0% OFFER
VARIES IN TERM BY MODELS AND CERTAIN MODELS HAVE DOWN PAYMENT REQUIREMENT. THE $0 DOWN AND NO PAYMENT UNTIL MAY 2020 IS A BANK FINANCE PAYMENT DEFERRAL PROGRAM AND INTEREST ACCRUES FROM DAY ON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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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 Yang
銷售顧問（國 / 粵 / 英語）

電話：403-650-8382
Cyang@ southpointetoyota.com

HOWARD  LUM
銷售經理（粵語 / 英語）

座機：403-365-4532
手機：403-969-9238

hlum@southpointetoyo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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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高達

折扣 +現金返贈2020 年 5 月份 OAC *

首付 +

無需付款直到
$0 成本 *

僅限租賃

首付
僅限租賃

首付
僅限租賃

首付

僅限租賃
首付僅限租賃

首付
僅限租賃

首付

每輛豐田庫存車 *

*ALL PRICES INCLUDE ALL TAXES AND FEES AND ARE PLUS GST ONLY. ALL PAYMENTS ARE BASED ON A 64 MONTH LEASE TERM, ARE PLUS GST AND ACCESSORIES AND HAVE A 24,000KM PER YEAR ALLOWANCE AND ARE OAC. THE 0% OFFER
VARIES IN TERM BY MODELS AND CERTAIN MODELS HAVE DOWN PAYMENT REQUIREMENT. THE $0 DOWN AND NO PAYMENT UNTIL MAY 2020 IS A BANK FINANCE PAYMENT DEFERRAL PROGRAM AND INTEREST ACCRUES FROM DAY ON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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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ED WITH LOW RATE TFS OFFERS. SEE DEALER FOR COMPLETE DETAILS.

11500 - 35 STREET S.E.
BARLOW TR. & DEERFOOT TR. S.E.

403.567.8888
www.southpointetoyota.com

0% $10,000*

2020 COROLLA LE

#0P00177 OR 0%BI WEEKLY*
$$$

ONLY

2020 COROLLA HATCH S

#0P00499 OR 0%BI WEEKLY*
$$

ONLY

2020 SIENNA LE

#0P00278 OR 0%BI WEEKLY*
$$$

ONLY

NEW - LOADED - AUTOMATIC AUTOMATIC LOADED - 8 PASSE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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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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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 . . . . 免費雪胎 * 再加 . . . . $1,000 免費加油卡 *

週五 :早 9 點 -晚 66 點 + 週六:早9 點 -晚 6 點
不要錯過這次特賣活動！ - 不再延期

特賣活動 !特賣活動 !

看商道

$   建立建立數據管理數據管理文化文化  
「露比午茶」年營收破億「露比午茶」年營收破億

膽大心細的洪怡芳，建立用

數據溝通的企業文化，拆解每一

個數字，決策營運的下一步，帶

領女裝品牌露比午茶年營業額

衝破1.2億，更在2018創立副牌

RCha，並在東區開設第一家實體

店面，屢創佳績。

2018年露比午茶成立副牌RCha，走偏向簡約

的甜美風格。（露比午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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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接 C1 版）創業三個月之後，

她就把屏東老家的透天厝拿去抵押，做

了第一套官網。她笑著說：「六年前是買

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企業資源規劃）系統送一個官網。」當

時就知道有 GA（Google Analytics）的

她，和全部同事搭國光號從屏東到台北，

找老師來上課，自此導入數據概念。

隔年露比午茶從拍賣轉到「垂直電商」

（Vertical E-Business），也就是進入細分

市場深化運營的電子商務模式，網站旗下

商品都是同一類型的產品。

「門店品牌」和「電商品牌」完全不

同，洪怡芳知道電商的優勢就在對數據的

掌握。露比午茶非常強調數字管理，不僅

每週會議營運部門必須整理出各式報表，

小編、企劃、商品部門一律都要看懂數

據，用數字說話。

創業第三年，洪怡芳不再自己採購商

品，而是要求商品部門透過數據規劃所需

商品。她舉例就像知名的著色本《祕密花

園》，先有框架之後，每個人塗起來都會

很漂亮。採購也是一樣，必須每季都先把

產品類別和販售數量交叉比對，得出需求

的比例，上衣、洋裝、下身、外套數量如

何配比，一目了然。

另外還要做商品分析，如 V 領、圓

領、襯衫領，加上版型、袖型、布料、工

藝、價格帶交叉分析，知道大多數消費者

喜歡哪一類，哪一類賣出的數量超過進

貨。到了下個年度，便會參考去年同時期

的數據進行採購，透過自己在供給和需求

上的比較，把商品規格建立起來。

之外，近兩年除了鑽研數據，另一個

重心則是商品開發。非本科系出身的她，

原先不會做衣服，自己買樣衣來打版，

第一次就找來日本三麗鷗公司的 Hello 
Kitty 聯名。實際製作的過程十分曲折，

例如 Hello Kitty 的眼睛一定要橢圓形，

必須先刺繡臉的輪廓才能再刺鬍鬚，三麗

鷗還會用描圖紙描出細微的距離，要求合

作的品牌不斷修正，直到精準。

露比午茶 2016 年初次和三麗鷗合

作，就幸運地得到三麗鷗授權商大賞。洪

怡芳強調露比午茶的團隊風氣就是一步一

腳印，遇到問題繼續再試，直至找到解決

方法為止。

關鍵決策3：活用數據管理 
團隊決策理性客觀

網拍女裝屬於快時尚，對新品的依賴

度很高，一季 90 天中，新品前兩個禮拜

的銷量就會占一季的三分之一，剩下的

75 天才賣另外三分之二，因此前兩週是

黃金期。

黃金期主打甚麼因而非常重要，以前

沒有導入數據分析時，露比午茶的官網、

小編、企劃、廣告投手四方會各自找最喜

歡的款式推薦，造成資源的分散。現在

的做法是商品拍照之後，商品部會選出 6
款推薦款，也就是每週 30 款中的前 20%
做推薦。這 6 款有沒有選中，一至兩天

就知道消費者的反饋，每週四上架之後，

隔週一團隊就會做首試日報表，分析這 6
款商品反饋的數據。

洪怡芳會把商品分成甲、乙、丙、丁

四組，甲組代表瀏覽量高、轉換率高，是

爆款；乙組瀏覽量高、轉換率低，代表曝

光很多，消費者不喜歡；丙組瀏覽量低、

轉換率高，是遺珠；丁組是瀏覽量低、轉

換率也低，也就是雞肋，這組就不會再

推，也不會再進貨。

首試日之後，所有人開始推甲、

丙組，「如果一樣商品要花 1,000 元行

銷，30 樣要花 3 萬，現在我一樣花 3
萬，可是只主打 6 樣商品，每樣商品就

可以花 5,000 元去行銷，而且這些是消

費者已經幫我們篩選好的。透過這個運

作，業績就有大幅度的成長。」洪怡芳表

示，這樣的方式是要讓推薦款的命中率更

高，且讓團隊中的所有人都做一樣的事。

此外，雖然快時尚中 3% 的新品可以

創造 30% 的業績，但新品廣告預算也同

樣占了 30%。商品數超過一千款的露比

午茶，如果新品沒有做到 30% 廣告預算

該有的成效，洪怡芳就會思考是不是過

於重視新品卻沒有經營舊品，導致頭重

腳輕。

她會把新品的瀏覽數和長賣爆款的瀏

覽數抓出來分析，發現許多熱銷品雖然瀏

覽數只有新品的一半，但平均瀏覽數除以

下單數，竟多達兩倍以上。她開始回頭檢

視，不一定要全力主打新品，應該要推薦

成交率高的商品，ROAS（Return on Ad 
Spend，廣告投資報酬率）才會高。

「長賣爆款就像起火的火種，可以燃

燒更多的煤炭。新客要用已經被驗證的爆

款溝通，舊客則用新品溝通。」洪怡芳強

調：「老客戶不需要太多，平均下來一、

兩千個就可以做成一億元的生意。」

推薦爆款還有另一個優勢，以往小編

做企劃時，會先有主題再去想商品，不一

定能精準命中。可是有推薦爆款這個概念

之後，會先看幾款爆款的最大公因數是甚

麼，才去發想主題。「這是完全不一樣的

思維，從憑感覺的浪漫想像，變成有根有

據的以終為始。」

關鍵決策4：優化管理 

DMP系統建立客戶模型

從 2013 年 ERP（企業資源規劃）

系統開始，現在的露比午茶正在做的是

DMP（Data Management Platform）資

料管理平台，除了可以外接官網，把客戶

的資料、軌跡、購買資料和購物車全部

導入 DMP，還可以串接 LINE@ 官方帳

號，把消費者在官方帳號的點擊和瀏覽

行為傳到 DMP，篩選出一個「NASLD」

（New，新客戶；Active，活躍客戶；

Sleep，曾經活躍，但半年到一年之間沒

有回購；Lost，一單客戶，半年到一年之

間沒有回購；Dead，一年以上沒有回購）

模型，看出哪一些是活躍客戶，哪些是沉

睡客戶，進行再行銷。

洪 怡 芳 強 調， 她 分 類 中 的 SLD
（Sleep、Lost、Dead）客戶，都是曾經

買過的舊客，怎麼把 SLD 找回來重新成

為顧客非常重要。目前露比午茶有約 10
萬人的 SLD，至少知道這個品牌，「SLD
的轉換率比純新客多 5 倍以上，他們是

金礦。我會用 FB 和簡訊和這群人互動，

而且是深度高、頻次少互動，如雙 11、
週年慶才傳訊息，但是給他們比較高的折

扣，希望他們回來。」

對洪怡芳來說，數據是一種語言，讓

內部溝通更加順暢，可以提升優化的速

度，降低溝通的成本，建立浪漫品牌背

後的理性思維。年營業額 1.2 億的露比午

茶，也在 2018 年創立副品牌 RCha，鎖

定較簡約的浪漫風格，並在東區開設第一

家實體店面。

建立用數據溝通的企業文化後，洪

怡芳如願讓露比午茶的業績繼續向上成

長。 

在羅浮宮和大英博物館裡，都陳列

著美國畫家約翰．布朗布利特（John 
Bramblitt）的作品，那些作品精美絕倫，

令人讚歎。但更讓人震驚的是，這位半路

出家的畫家，竟然是一個盲人。

11 歲那年，約翰．布朗布利特得了

癲癇症。隨著病情的不斷加重，他的視

力也逐漸退化。 30 歲那年，他徹底失明

了。布朗布利陷入消沉絕望之中，他把自

己關在家裡整整一年。一年後，他接受了

命運的安排，開始嘗試適應盲人的生活。

有一天，布朗布利特牽著導盲犬走在

的盲人道上，盲道凸起的紋路讓他突然靈

光一閃，盲道可以指路，盲文可以閱讀，

貝多芬變成了聾子也能作曲，為何自己不

試著作畫？

一個 30 多歲，沒有一點繪畫基礎的

盲人，想要成為畫家，這個想法聽起來過

於荒唐。但布朗布利特似乎是個言出必行

的人，有了這個想法之後，立即付諸行

動，而且不管遇到甚麼樣的困難，從不輕

言放棄。

在一個看似偶然的情況下，布朗布利

特發現了一種畫布顏料（Fabric Paint），
它乾了之後不是平面光滑的，而是會突出

畫布，可以讓他觸摸到。於是，他就使用

這種顏料在畫布上構圖，利用觸覺來確認

位置與線條，再根據這些線條來上色。

布朗布利特的眼睛失明之後，他發現

自己的觸覺變得異常敏銳。在經過無數次

的失敗之後，他漸漸的學會運用自己的觸

覺去分辨顏色，他能從畫布上突出的顏

色，摸出不同的手感。白色濃稠、黑色稀

疏、藍色順滑……這種神奇的感覺，彷彿

打開了一扇通往另一個世界的大門。沒有

視覺不再是他繪畫的障礙，反而激發了他

的巨大潛能。

因為眼睛看不見，布朗布利特畫一幅

肖像畫不需要花時間觀察，他只需用手指

觸摸一遍，清晰的人物形象就出現在腦海

裡，他畫他的導盲犬、妻子、兒子和其他

被他觸摸過的人，每一幅肖像都逼真到令

人驚歎。

朗布利特終於成為一名出色的畫家，

不但連續 3 年獲得美國總統獎，作品被

30 多個國家的藝術博物館收藏，還出版

了兩本畫冊，並受邀到美國大都會博物館

演講。他的故事被拍成了紀錄片《視線中

的線條》(Line of Sight)。
朗布利特 30 歲失明，他畢竟還見過

這個世界，知道甚麼叫做顏色。而一個從

未見過光明的人，竟然也能畫出五彩斑斕

的風景，不能不令人震驚。

2005 年 4 月的《科學》雜誌上，刊登

了一幅彩色風景畫。不可思議的是，這

幅畫出自一位先天盲人埃斯弗．阿瑪根

（Esref Armagan）之手。

現年 66 歲的埃斯弗．阿瑪根出生在

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貧民區，生下來就是盲

人。 18 歲後，他開始用手指在紙和畫布

上作畫。他畫山川、湖泊、房屋、人物和

蝴蝶，儘管從來沒有感知過這些景色和物

體，但他卻好像有一隻看不見的眼睛，並

且從未學過繪畫的他，對物體及其色彩、

陰影和透視比例的處理竟非常專業。

阿瑪根的特殊能力驚動了科學界。心

裡學家、神經學家們紛紛邀請他進行測

試，他的每一次現場作畫都讓專家們驚訝

到不能呼吸。科學家無法解釋這種超常現

象，他們在阿瑪根作畫時，利用儀器掃描

了他的大腦，發現在視神經這一區域，阿

瑪根和正常視力的人一樣發光。也就是

說，實際上他能看到，但不是用人們所熟

知的眼睛，而是用第三隻眼。

醫學解剖中早就發現，人的兩眉之間

前半部分被稱為松果體或第三隻眼的部

位，具備著眼睛所有的組織結構。哈佛大

學的神經學學者阿爾瓦羅 • 帕斯庫爾 • 勒
奧納認為，有正常視力的人兩隻眼睛所感

知的外部資訊太強，所以第三隻眼的能力

就消失了。阿瑪根生下來就雙目失明，所

以第三隻眼的功能就發揮出來了。

◎ 文：青蓮 圖：Adobe Stock

世界是奇妙的。因為這個世界

上有一些事情，是科學無法解釋的。

譬如我們擁有明亮的眼睛，卻並不一

定能看到世界的真相，而那些生來不

幸的盲人，他們的世界也並不僅僅是

黑暗。

盲人畫家的第三隻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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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布朗布利

特失明後作畫，

成為著名畫家。

示意圖示意圖

理性與感性兼具的露比
午茶創辦人洪怡芳。

NASLD 
模型

洪怡芳建立用數
據溝通的企業文
化 後，促 成 露 比
午茶的業績繼續
向上成長。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C3看博談Bilingual2020年 1月 9日— 1月15日      第 88期

（接上期）幾年後，漢朝與

匈奴關係好轉，蘇武得以歸國。

李陵聞訊為之送行，席上他

高歌起舞送別，同樣的場景，卻

是不同的心情。

他說道：「現在你已揚名於

匈奴，功顯漢室。古籍的記載、

畫家所畫的英雄也比不上你啊！

如果漢朝沒有治我的罪，我原本

也一直希望能劫持單于立功贖

罪。但皇上卻嚴格地治了我及家

族的罪，我已經沒有甚麼可留戀

的了。如今說這些只是想讓你知

道我的心。今後我們就是異國之

人，今日一別，恐怕再也沒有相

見之日了。」

一失足成千古恨！李陵這時

已進退兩難，千言萬語難以描述

他此時的複雜心情，他舉起衣袖

開始起舞而歌：「直渡萬里的沙

漠啊，我做將領奮戰匈奴。箭射

盡了、刀折斷了，沒路走，軍隊

都被敵人消滅了，名譽就此掃

地。我的老母親已死，雖說要報

恩，又能怎報呢？」歌罷連嘯數

聲，掩面而去。

辭賦家宋玉曾言：「歌以詠

言，舞以盡意。」

跳舞是表達內心的最好方

式，李陵在舞蹈中展現了他從軍

至今的一段歷史，述說了他內心

的悔恨。二位至交好友，一個是

叛將，一個是忠臣，二人戲劇性

對比的一刻成了永恆的歷史畫面。

蘇武回國後，漢昭帝頒賜厚

禮，封地給他，並且任命他為

「典屬國」（負責少數民族事務

的官員），倍極禮遇。然而蘇武

還是過著簡樸的生活，並把大部

分財富送給別人。

蘇武在 83 歲那年安然而

逝，他北海牧羊留下的忠貞信念

也一直流傳於世，直至今日。

◎文：白雲飛

Dr Jeff Chen
BSc, DMD

Dr. Verena Lam
BSc, DMD

每位新成年病人檢 查及洗
牙即可獲得免費電動牙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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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陵起舞 揮淚泣別蘇武（下）
明太祖朱元璋每一次向各地

派任官員前，都將他們帶到皇宮

的一口水井旁說：「做清官、靠

俸祿過日子，就像守著一口井，

井水雖不滿，但可養活一家老

小。如果從外面取水灌入井裡，

滿了就要加高井臺，一旦臺破水

溢，就會殃及你的烏紗帽。」面

對井的警示，許多官員都能恪守

例律，廉潔為官。

例如：常州郡守許度，他最

愛吃太湖白魚。有一次，一個漁

夫為了能打贏官司，挑了幾條又

大又肥的太湖白魚送給他，結果

被許度謝絕了。

漁夫不解地問：「您不是喜

歡吃魚嗎？為何不收？」

許度回答說：「收了你的

魚，我就是受賄，就可能被革

職，官職、俸祿都沒了，我以後

還拿甚麼買魚呢？不如這樣，等

打完官司以後，你傳授我織網、

捕魚的技術吧！」

等到案子審完後，許度真的

向漁夫學習怎樣織網、捕魚，並

且掌握了織網、捕魚的技術。

有一次，朱元璋巡訪到常

州，許度大擺魚宴招待他。

朱元璋有些納悶，問道：

「靠你現在的俸祿，哪來的銀子

買這麼多魚呢？」

許度說是自己下湖捕來的，

朱元璋不相信，便與許度一起下

湖，只見許度撒網、捕魚的動作

嫻熟，幾乎和經驗老道的漁民差

不多。朱元璋的疑慮頓時消除

了，龍顏大悅，當即賞了許度紋

銀百兩。

因為朱元璋給官員們警示的

「守井」哲理和他嚴格的治吏律

法，後來便催生出一大批名垂史

冊的清官、廉吏。              

Years lat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an Dynasty and 
Xiongnu improved.  Su Wu was 
allowed to return to China and Li 
Ling went to see him off.

During the farewell,  the 
two good friends feasted and Li 
Ling sang and danced.  It was 
the same set up as the last time 
when Li Ling first visited Su in 
the North Sea where Su was held 
in captivity by the Xiongnu; but 
this time, Li Ling was bidding 
farewell to Su who would be 
returning to their homeland.

Li Ling told Su; "Now you 
have become famous in Xiongnu 
and a hero in Han.  You will be 
recorded in history books as 
a hero that i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e heroes depicted by the 
painters!  If the court of Han 

did not punish me, I also hoped 
to capture Chanyu, the ruler of 
Xiongnu to redeem my crime but 
the Emperor of Han had severely 
punished me and my entire clan.  
I have nothing left in Han that I 
care about. I am telling you these 
to let you know my true feelings. 
From now on, we are parting 
separate ways serving different 
states and this will be the last time 
we see each other.”

One false step can cause a 
lifelong regret!  Li Ling at this 
point was in a situation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No words 
could describe his complicated 
feelings. He rolled up his sleeves 
and began to dance and sing; 

“Heading ten thousand li 
straight into the desert;

As General, I led the fight 

with the Xiongnu;
Our arrows depleted and 

knives broken backing us to a 
corner;

My armies were wiped out 
and my reputation went down the 
drain;

My mother is dead and there 
is no way I could repay.”

A f t e r  s i n g i n g ,  L i  L i n g 
howled several times, began 
crying and then left.

Song Yu, an ancient Chinese 
poet once said; "A song is to 
convey one's feelings in words 
and a dance is to convey one’s 
meaning in movements."

Dancing is the best way 
to reveal one's true feelings.  
Li Ling's dance displayed his 
experiences from the day he 
joined the army until  today, 

and expressed his deep regret 
for the decision he made.  Two 
good friends, one was a traitor 
of a country and the other was a 
faithful servant of a country. The 
stark contrast between the two 
has now been engraved in history 
forever.

After Su returned to China, 
Emperor Zhao of Han rewarded 
him with an abundance of gifts 
and land; and appointed him as 
the official in charge of minority 
states. Su continued to live a 
simple life and gave away most of 
his wealth.  

Su Wu died at the age of 83.  
Su Wu's story of devotion and 
loyalty to his homeland, despite 
the hardships in captivity has been 
passed down for generations of 
the Chinese people to look up to.

The Regret of a Traitor (Part 2)

蘇武與李陵

「守井」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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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畢業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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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守誠 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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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畢業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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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

Richard Krim 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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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畢業於
UBC

1992 年畢業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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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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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餌取魚 魚可殺
太公道：「使用細微的釣

絲，魚餌也很少，但能吸引小魚

來上鉤；使用中等粗的釣絲，魚

餌稍多，味道香甜可口，就會吸

引中等大小的魚來上鉤；當使用

粗大的釣絲時，魚餌更加豐富，

味道更加香甜美味，就會吸引大

魚來上鉤。

魚要貪吃魚餌，當然就會被

釣絲牽絆；人也一樣，如果要得

到君王的俸祿，就要服從君王的

使喚。因此，用香餌釣魚，魚便

三千多年前（西元前11
世紀），周武王滅商，

建立了長達三百多年的

西周王朝。

西周是中華文化的全盛時期

之一，包含典章制度、經濟活

動、文化藝術、科技發展等各項

成果斐然，至今來看都令人目不

暇給，並留給後代深遠的影響。

其中，若要論及奠定周朝長足發

展的基礎是甚麼？姜子牙的治國

智慧功不可沒。

姜子牙，又名姜尚，亦稱姜

太公。姜子牙的生卒年無明確

記載，依據史料推估約為西元

前 1128~1026 年。他輔佐周文

王、武王伐紂滅商，成就了天下

朝宗的西周王朝的興盛。

姜子牙的故事很多，最有名

的是「姜太公釣魚」，記述在古

代兵書《六韜》（相傳為姜子牙

所著）的開篇。文章講述姜子

牙與周文王初遇時的一段對話，

耐人尋味，意義深遠，揭示了王

朝興亡的重大歷史命題，至今仍

歷久彌新。

王朝重大命題 歷久彌新
一日，周文王準備去狩獵，

太史作了占卜之後告訴文王：

「此次到渭河北岸打獵，將會有

巨大的收穫。但收穫非龍、非

螭（一種無角的龍）、非虎、非

熊，而是會得到一位公侯良才。

他將會是上天給您安排的老

師，將輔助您成就大業，使國家

昌盛，並會惠及後三代君王。」

文王問道：「真有如此好的

事嗎？」

太史回答說：「我的祖先曾

經為大禹占卜，那時占卜結果是

會得到皋陶。而今天的吉祥徵兆

正與當年一致。」

於是文王齋戒三天，乘駕著

狩獵的車馬，到渭河北岸一帶去

打獵。在那邊，文王見到了正坐

在河邊釣魚的姜太公。

君子樂其志，小人樂其事

文王便上前詢問：「先生，

您很喜歡釣魚嗎？」

太公答道：「我聽說君子真

正高興的是在於他心中懷著遠大

的志向，而一般人高興則是在於

把目前的事情做好。我釣魚，與

這個道理很類似，我並不是真正

喜歡釣這個魚啊！」

文王問：「這兩者間有何相

似呢？」

太公答道：「釣魚有三種權

術：第一種，用厚祿收買人才，

就如同用餌引誘魚上勾；第二

種，用重金收買壯士，也如同用

餌釣魚；第三種，用官職招攬人

才，也如同用餌釣魚。雖都是釣

魚，目的也都是為了得魚，但其

中的道理十分深奧，不是一般人

能懂得。」

文王說：「願聞其情。」

姜子牙從釣魚引申出治國的

道理。

太公答道：「水的源頭很

深，水就川流不息，水川流不

息，魚就能生存下來，這是大自

然的道理；樹的根扎的很深，枝

葉就長得茂盛，枝葉如果茂盛，

果實就結實纍纍，這也是大自然

的道理。

那麼，君子志同道合，就能

有默契合作，有默契合作，事業

當然就能成功，這也是符合自然

之道。人們平時說話應對，很多

是用來遮掩真情的。能說真話表

露真情，這才是最好的。現在我

說的都是真話，沒有半點隱諱，

您聽起來是不是有些反感呢？」

文王道：「只要是具備高尚

品德之人都應能接受坦直的規

諫，而且不厭惡說真話的人。我

怎麼會反感呢？」

◎ 文 ：古勁松

會被烹煮；用俸祿官爵網羅人

才，人才會被竭盡使用；以一時

旺盛的家族為基礎來拿取國，國

就能被據為己有；以一時旺盛的

國族為基礎來爭奪天下，天下就

可被全部征服。

可悲的是：雖然土地廣大，

國祚也算長遠，但它所積聚起來

的東西，還是有煙消雲散的一

天；而那些默默無聞，不動聲色

在暗中準備的人，他必會有光芒

萬丈、撥雲見日的時刻。

奇妙的是：聖人的德澤感

化，往往是在潛移默化中感召著

人心，使人心嚮往之。啊！聖人

應該顧慮的事情，就是如何使天

下百姓人人各得其所，民心歸向

才對啊！」

仁之所在 天下歸之
文王問道：「該制定甚麼辦

法才能使天下歸心呢？」

太公答道：「天下不是一個

人的天下，而是天下所有人共有

的天下。能同天下所有人共同分

享天下利益的，就可以取得天

下；獨占天下利益的，就會失掉

天下。

天有四時，地有財富，能和

人們共同享用的，就是仁愛。仁

愛所在，天下之人就會歸附。免

除人們的死亡，解決人們的苦

難，消除人們的禍患，解救人們

的危急，就是恩德。

恩德所在，天下之人就會歸

附。和人們同憂同樂，同好同惡

的，就是道義。道義所在，天下

之人就會爭相歸附。人們無不厭

惡死亡而樂於生存，歡迎恩德而

追求福利。能為天下人謀求福利

的，就是王道。王道所在，天下

之人就會歸附。」

文王聽後深受感動，一再拜

謝道：「先生您講得太好了。我

怎敢不接受上天的旨意啊！」

於是，文王把太公請上車，

一起回到國都，並拜他為師。

姜太公治國興邦之正道

姜子牙輔佐文王，勵精圖

治，後來又輔佐武王伐紂，一統

天下，開創了中國歷史上最長的

一個朝代，成就了中華古典文明

的全盛時期。姜太公治國興邦之

正道亦為後世留下參照：「天下

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

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

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下

歸心」須政以「仁」、「德」、

「義」、「道」以至政通人和。

資料來源：《六韜•文韜•文師》

三千年前姜子牙的治國智慧

戴進〈渭濱垂釣圖〉（臺北故宮博物院）

◎  文：允嘉徽

「龜兔賽跑」的故事很多人

熟悉，要義在於鼓勵人要持之以

恆。即使是習文一日千里的歐陽

脩，也都是先痛下一番功夫才有

驚人的成果。

良馬一日千里駑馬十駕

《莊子．秋水》說良馬特長

在奔馳，一天千里，「騏驥驊

騮，一日而馳千里」。騏驥、

驊騮都是駿馬、良馬，常常用來

比喻才華出眾的人。

《荀子．勸學》以「駑馬十

駕」之說勉勵人勤能補拙，天天

歐陽脩習文一日千里的啟示
勤奮不捨，也能達到目標：「駑

馬十駕，功在不舍。」

駑馬是跑不快的馬。馬拉車

一天叫做一駕，十駕就是拉十天

的路程。良馬一天能跑千里，駑

馬雖然跑不快，積十天的努力也

能跑千里。

荀子並不著重在速度上爭

強，也不以競爭為尚，而是強調

學習要持之以恆，努力不捨，朝

著目標堅定前進。即使是駑馬，

累積十駕、百駕、千百駕的功

夫，也能達成目標。

歐陽脩一夕十駕

北 宋 的 歐 陽 脩（1007 ～

1072），是一代文壇領袖，他非

常好學又嚴謹。歐陽脩父親早

逝，小時候家中一貧如洗，母親

在地上灑石灰，折來荻草莖當筆

畫地寫字，教歐陽脩學習認字。

二十歲時，歐陽脩的聲譽已經遠

傳，文章名冠天下。

要論起歐陽脩的資質當非良

馬莫屬，然而，在他學作文章的

過程中，曾經展現過駑馬一夕十

駕的勤奮。《湘山野錄》記載了

這件事情：

歐陽脩年輕的時候居住在洛

陽。當時洛陽有位官員錢惟演，

那時驛站館舍不夠用，於是就新

蓋了一座驛館──臨轅。臨轅落

成時，錢惟演找了當時的俊彥

──謝希深、尹師魯和歐陽脩三

人，為驛館寫文誌慶。

他們三人都是一晚就各自寫

出文章來了，彼此心中有著較量

的意味。謝希深的文章僅有五百

字，歐陽脩的文章有五百多字，

另一位尹師魯只用了三百八十多

字就寫成了臨轅記，語言洗練又

面面俱到，敘事完備，重典故、

文章構成有法有則。謝希深和歐

陽脩兩人看了之後，都想把自己

的文章藏起來，心裡覺得獻醜了。

歐陽脩一日千里

然而，歐陽脩並沒有因此氣

餒，他帶著酒去請教尹師魯，一

整個晚上請益他怎麼把文章作

好。

尹師魯不藏私，很熱心也很

客氣地告訴他：「你的文章格調

高，然而，就是在篇章格局氣勢

上稍微弱了些，在文字精煉還有

點不足。」

歐陽脩聽到了他的指點，心

情振奮，謹記要點，立馬另作了

一文。這一次寫出來的比尹師魯

那篇文章少用了二十個字，字字

珠璣，要再增減任一字都難，展

現出精純粹煉的光彩。

事後，尹師魯告訴人家說：

「歐陽脩進步真快，真是一日千

里啊！」從歐陽脩的故事來看，

一夜十駕超前的努力，也能帶來

一日千里的奇變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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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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免费牙齿正畸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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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来电咨询详情

很多人喜歡在家裡擺放一些

植物，因在家裡擺放植物不但可

以淨化空氣，又可以綠化環境。

但植物擺放也有一定的講

究。現在就談談在家中擺放植物

有哪些禁忌，需要注意的事項？

注意植物的品種選擇

不是所有的植物都適合放在

家中或辦公室之內，如果品種選

擇不慎會帶來不好的運勢。

通常最為適合的是寬葉的植

物，像轉運竹、發財樹、滴水觀

音、蘭花等這些都是很好的開運

植物。爬籐類的植物和帶刺的植

物如仙人掌、鐵海棠之類的最好

少用。否則可能犯小人、會有口

舌是非。

植物擺放的位置

植物通常擺在客廳一側，書

房也可以擺放，但是臥室最好避

免擺放，因為植物五行上屬陰

性。另外，也不要將植物與廚房

擺放在一條線上，因為廚房五行

屬火，容易導致植物枯黃。

注意修剪植物

植物是有生命的，平時我們

要注意修剪和呵護植物。

如果植物葉子因缺水而枯

黃，都要及時把這些黃葉殘花修

剪掉，否則植物氣衰，居住者也

容易遭受牽連。

植物上面的紅色絲帶

植物拿回來時，像金桔、發

財樹、滴水觀音等植物，通常上

面都有紅色絲帶。還有「福」、

「發」字字樣，意喻升官發財、

好事多多。

但是，有些人會覺得俗氣，

會刻意將紅色絲帶拆掉。

殊不知如此一來，植物少了

紅色的暖陽味，又會回到原來的

陰性，導致陰盛陽衰，不但財運

沒旺到，反而會先失財，甚至霉

運連連。

避免過於濃烈的花草香味

一般花草香味過於濃烈的，

如：夜來香、鬱金香、五色梅等

香味，會讓人難受，甚至產生不

良反應，這些都不太適合擺放居

室中。與此類似，像：月季、洋

繡球、天竺葵、紫荊花等，若不

慎碰觸到它們，往往會引起皮膚

過敏，甚至出現紅疹，奇癢難

忍。這些也要謹慎擺放為宜。

可根據自己五行擺植物

講究的話，最好是能夠根據

自己的命理五行來擺放盆栽植

物。比如：你五行屬木，那麼，

將盆栽植物擺放在屋宅的東邊為

宜。需要注意的是，植物避免擺

放單株，因為容易在屋宅內形成

「困」字，即屋中一棵樹是不合

適的。

植物擺放的風水禁忌 ◎文：采昕

◎文：貫明

徽宗趙佶是第七位皇帝哲宗

的弟弟，由於哲宗無子，本非嫡

出的趙佶是無資格繼承皇位的。

這趙佶卻被向皇后看重而立為皇

帝，幸運的登基使他更加信命並

尊崇道教，並自稱為教主——道

君皇帝。

宋徽宗在位 25 年，北宋末

年，金軍南侵，長驅直入，逼近

汴京，徽宗驚慌之中，將皇位傳

給了太子趙桓，做了一位太上

宋徽宗測字

皇。傳說，退位後的徽宗曾在一

日帶隨從微服出宮。

當徽宗看到宮門外沿街乞討

的難民充斥大街，京城內外一片

狼藉的景象，他內心頓覺萬分悲

涼。正待轉身回宮之際，卻見紛

亂之中的街邊有個卦攤顯得格外

突出，一位鬚髮皆白的老者正悠

閑地靜坐卦桌之前。此時，徽宗

又動了占卜算命之心。於是，徽

宗來到掛攤之前，他心想，自己

貴為天子，生辰八字是不能隨便

對外人說的，便讓算命先生給測

個字。

當算命先生為徽宗遞過紙、

筆時，徽宗怕自己的「瘦金體」

被猜出身分，便在思忖片刻後，

讓算命先生代寫一個「馬」字。

算命先生端詳「馬」字片刻後

竟臉色大變，誠惶誠恐地站起

身來，對徽宗稱：「閣下絕非凡

人。」徽宗不相信自己說出來而

由別人代寫的一個字會暴露身

分，沒想到算命先生後面的話更

是讓他吃驚。「『馬』字乃是一

『主』字倒置，旁有三折，下有

四點。『主』字倒置，說明閣下

已非真主；旁有三折，預示閣下

前景不順，必將經歷一波三折之

苦；下面四點互不相連，則預兆

閣下會有多年的離亂之災。」

這位一貫寵信奸臣且虛榮、

輕佻的徽宗聽後，雖臉色陰沉，

卻沒敢在大街上發作，只是扔下

一把碎銀拂袖而去。

徽宗回宮後，找來道士郭

京，希望這位會點小法術的道士

真能以其自吹的「六甲法」打敗

金兵，而保住這被自己糟蹋得已

經搖搖欲墜的江山社稷。

果然，既定的命運是無法改

變的，郭京的六甲神兵大敗，汴

京很快就被金兵從四門攻破，徽

宗和欽宗被俘後，被押往北方五

國城（今黑龍江省依蘭縣城北

舊古城）。

一路上，徽宗飽受折磨，後

又被軟禁在五國城中，受盡凌

辱，後因抑鬱致病而死，終年

54 歲。在囚禁期間，宋徽宗所

受的精神折磨以及他的悔恨、哀

怨與淒涼完全可以從他的詩句中

體現出來，如：「徹夜西風撼破

扉，蕭條孤館一燈微。家山回首

三千里，目斷山南無雁飛。」

從徽宗測字的故事中可以看

出，人的命運是有定數的，不管

你的才氣與能力大小，也不論你

是普通百姓還是權力至高的皇

帝，即使是採用妖異法術，終究

是無法改變命運的。

北宋第八位皇帝宋徽宗才華橫溢，在書畫藝

術上有很高的造詣，尤其是他所創的瘦金體更在古

今書畫界獨樹一幟、無人匹敵。這位信奉道教的徽

宗也是相信命運的皇帝，經常請道士看相算命。

宋徽宗（故宮博物院）

「施粥之報」

北宋時期，在延平沙縣有

個出名的大善人，名叫祝染。

他靠勤勞致富，雖然家資富

有，但生活卻十分儉樸，捨不

得穿華貴的衣服，捨不得吃精

美的飯食，常年樂善好施，主

動的周濟、幫助諸多窮人。

每當遇到饑荒年歲，他看

到流離失所的災民就心生憐

憫，想方設法的幫助他們。他

在院外搭起了敞篷，安上幾口

大鍋，安排專人成天煮粥、做

飯，救濟四方貧困災民百姓。

有生病的，甚至贈送金錢給其

看病治療。數十年來，數萬人

得到他的救濟，脫離了被凍餓

而死的悲慘命運。所以，人們

一提起祝染的善心善行，都不

禁發自內心的稱讚、敬仰。

善心感動天和地，在中年

的時候，上天特意恩賜獎賞，

使他妻子生了一個兒子。這個

孩子從小就聰明好學，青年時

以舉人身分入京應試。春季即

將發榜前，很多鄉里人都夢到

黃衣天使手持狀元榜，豎於祝

家門外，上面寫著四個金光閃

閃的大字：「施粥之報」。等

到發榜一看，祝染的兒子果然

中了頭名狀元。人們也更加相

信善有善報的天理。

（事據《太上感應篇例證》）

◎文：如一整理

（Fotolia)

家居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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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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高適（700 年—765 年 )，漢族。唐

代邊塞詩人，世稱「高常侍」。作品收

錄於《高常侍集》。高適與岑參並稱「高

岑」，其詩作筆力雄健，氣勢奔放，洋溢

著盛唐時期所特有的奮發進取、蓬勃向上

的時代精神。

譯文
冰雪融盡，天空清明，入侵的胡兵已

經悄然返還。月光皎潔，笛聲悠揚，吹奏

《梅花落》曲子，迴盪在戍樓之間。

試問飽含離情笛聲飄向何處？它彷彿

像梅花一樣，一夜之間隨風落滿了關山。

註釋
塞上：指涼州（今甘肅武威）一帶

邊塞。此詩題一作《塞上聞笛》，又作《和

王七玉門關聽吹笛》。

雪淨：冰雪消融。

胡天：指西北邊塞地區。胡是古代對

西北部民族的稱呼。

牧馬：放馬。西北部民族以放牧為

生。牧馬還：牧馬歸來。一說指敵人已被

擊退。

羌（qiāng）笛：羌族管樂器。

戍樓：報警的瞭望樓。

梅花何處落：此句一語雙關，既指想

像中的梅花，又指笛曲《梅花落》。

關山：這裡泛指關隘山嶺。

賞析
這首七言絕句，由雪淨月明的實景寫

到梅花紛飛的虛景，虛實相生，搭配和

諧，共同營構出一種美妙闊遠的意境。詩

中的思鄉之情含蓄雋永，委婉深沉，令人

咀嚼不盡。

仔細聽，潺潺的流水聲從山間歡

快的、或漫步、或小跑流淌下來，叮

叮咚咚在歌唱著這人間仙境，四周各

種小灌木正躲在松林下休息，安閒而

舒適。這就是中國極北之地——美麗

的大興安嶺，我的小窩從此就扎根在 
這裡。

一陣清風吹來，枝葉扶疏的哥哥、姐

姐們跟我打著招呼：「歡迎小妹的到來，

讓我們並肩而立，牽手長成參天之材，好

嗎？」我快樂的像隻小鳥，搖擺著枝葉連

聲應著：「好啊！好啊！這裡有清涼的風

兒吹拂我的皮膚，叮咚的溪水潤透我全身

的血脈，甘甜而清冽，連骨骼都變得純淨

如玉啦！還有那麼多的哥哥、姐姐的陪伴

提點，這日子過得真是舒心幸福啊！不用

擔心自己能不能長成參天大樹啦！」日子

一天天愜意的過著，時不時的哥哥、姐姐

們，也會傳授一些生命的經驗，我也有一

搭沒一搭的聽著。

有一天，暴風雪撲天而降，厚厚的大

雪重重的壓在了身上，我短小瘦弱的臂膀

不斷折斷，痛徹骨髓，腳下的泥土如極地

的冰川，凍僵了我的小腳，我小小的身體

抖成一團，不住的顫抖著幾欲暈倒。淚

水，痛苦的淚水順著兩腮滑落，我大聲的

呼喊著：「天吶，不要下雪啦！好冷！好

冷！我需要陽光和溫暖！」我顫抖的聲音

透出極度的恐懼：「嗚嗚……哥哥、姐姐

們，我要回家，我要回到從前的故鄉，我

受不了啦！」

突然，我感到雪不再落到我的身上，

仰頭望去，大家正手牽著手伸出了自己的

臂膀，共同為我抵擋著厚厚的積雪，同

時語重心長的話也在我耳邊響起：「妹妹

啊！不要怕吃苦，在成長的路上，會有清

澈的泉水、芬芳的空氣，也會有嚴寒的歷

煉啊！只有在嚴冬下的考驗，你才能骨質

堅實，性格剛強。」我繃緊著小臉聽著，

淚水中已經漸漸的有了一點力量。張開稚

嫩的小嘴，我問了一個同樣稚氣的問題：

「那，這種歷煉甚麼時候才能結束呢？」

大家聽了都搖著身子呵呵的笑了起來，

「妹妹，當你在寒冷中歷煉到堅韌果敢能

夠超越一切殘酷的魔難時，在你面對任何

巨難之中，也就能輕鬆快樂的如同在清風

之中、在溪水之畔了。」我抬頭看著大家

愉快的笑臉，沒有半分魔難中的痛楚，我

終於明白了，成長的路上那份艱辛的付出

是為了成就自己。

從那一天開始，我就一點點的、默

默的忍了下來。曾經在極度痛苦中哭泣

過，也曾經被寒風吹斷過枝蔓，雖然不

止一次的痛苦呼喊，但我那堅定的信念

再也沒有動搖過一次。我仰向蒼天，彷

彿感受到那無比浩遠的欣慰和默默無言

的鼓勵與讚許。

在我忍受極度的痛楚時，有時哥哥姐

姐們也為我共同分擔一些，尤其是那堅定

的鼓勵與支持的話語一直都沒有間斷過。

我是後生長起來的小樹，但我也要像大家

一樣長成堅實之材。慢慢的，一切都在變

化著，那種在嚴寒中的痛楚在一點點的減

弱，而我卻密密實實的長出一圈堅實的骨

骼。走過了第一個寒冬，我的本質發了巨

大的變化。我知道哪怕我現在還很弱小，

但我已經是一棵真正的小松樹了。

春天又如約而至，夏日的溪水和去年

一樣的流淌在我身邊，但我的感受卻不同

了，不再是從前虛浮的快樂，取而代之的

是一種寧靜的心靈，我能夠靜心傾聽小鳥

的心聲，也能感應身邊灌木的心境，溪水

的歡快不能再讓我的心動盪不停，而我也

開始漸漸的給予它們我的溫暖關懷。

日子還是像從前一樣過著，這個冬天

的狂風暴雪仍舊與從前一樣的肆虐，我不

再有從前的淚水，在雪壓身軀的情形下，

我也不再需要哥哥姐姐的幫助，我能夠微

笑著面對這突如其來的痛苦，而我小小的

軀幹又密密匝匝的多了一圈年輪。

春華秋實，時光如梭，不記得過了多

少個年頭，又迎來了一個大興安嶺的冬

季，在暴雪中，我卻驀然間看到了美麗的

雪花，六角形的晶瑩閃爍著純淨的光澤，

美麗的像天女散花一樣從天空飄飄灑灑的

落下，狂風從枝葉中吹過，瑟瑟的已經不

再是我，而是散落了一地灰塵，強勁的筋

骨舒展開來，翩翩起舞。而我也漸漸的長

成了一棵參天大樹，如同身邊的哥哥姐姐

一樣，再也沒有絲毫的分別。在寒冷的冬

季，我彷彿也感受到了上天對我生命的恩

賜。

又一個春暖花開，我的身邊也多了一

棵稚嫩的小松樹，今天我也能像從前哥

哥、姐姐一樣，講我成長的故事，我也能

夠給予它深深的鼓舞。就這樣，我們肩並

肩的生長著，茂密的松林覆蓋了整個大興

安嶺，冬天的銀裝素裹遮不住我們鬱鬱蔥

蔥的身姿，全世界都知道了我們那不屈的 
靈魂。

終於到了收穫的季節，山上來了許多

採伐工人，我微笑著面對他們，就如同一

顆成熟的果實靜靜的等待採摘。他們在山

間不斷的走走看看，突然眼中放出異彩，

我剛勁英挺的身姿印入了他們渴望的眼

簾，我被人們興高彩烈的抬回了家，又經

過了一番精雕細琢，我變成了一棟建築中

刻有花紋的美麗梁柱。人們在我的支撐之

下遮風避雨，享受溫暖的天倫之樂。

而我直到今天才真正明白了生命的真

諦：那種堅毅的勇氣和無畏的氣概、那種

完美而堅實的身軀，絕對不是為了展示和

自我陶醉，而是為了給予其他生命永恆的

付出，不能放棄自我而無私的為別人存

在，生命將失去了他的真正意義所在！

而如今我也終於懂得了，我與兄弟姐

妹的成長是上天有意的慈悲栽培，那溪

水、那空氣、那雨露、那嚴寒之中飽浸了

多少上天的恩澤，深深的感恩湧動在我整

個身體之內，從無私清淨的靈魂到今天我

成為其他生命的支柱，從人們的幸福笑臉

到整個世界的欣欣向榮，永恆的生命感

恩、永恆的世界美好，只願這樣的靜好永

駐於寰宇之中！

恍惚中記不清是哪一年的哪一

天，一個填滿土的小小塑膠袋

裹著兒時的我，來到了這裡。

我悄悄的睜開眼睛，啊！這裡好

美啊！碧空萬里如洗，空氣通

透清新，離開了汙濁的世間，

這裡就像一片世外桃源一樣純

淨。我抬頭望去，遠山層層疊

疊，那麼多的哥哥、姐姐已經

排著隊站在那裡，整整齊齊的

長成了參天大樹。

◎文：司徒鳳

童 話 樂 園 小松樹長大了小松樹長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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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光設備

治療牙周病

植牙材料使用瑞士品牌

Straumann
提供牙骨牙齦

再生手術服務

全科牙醫服務，包括普通家庭保健、明星牙美容、根管治療、隱形正牙、牙橋、智慧齒拔除、植牙、牙周病及兒童牙痛治療等。

6000 餘平呎寬敞診所 國、粵、英語醫生團隊 接受所有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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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位主治醫生

醫生團隊

均畢業於加拿大學府。

彈性營業時間
接受新症及急症

403-275-4000
華語熱線

(Adobe Stock)

詩
詞
賞
析

塞上聽吹笛
高適（唐代詩人）

雪淨胡天牧馬還，月明羌笛戍樓間。
借問梅花何處落，風吹一夜滿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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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麗夫人好：

我今年 35 歲， 雖然比起

現在的年輕人，我好像已經很

大了，但我一直覺得自己保養

的很好，有一個還在付貸款的

房子，也有正常工作，所以也

覺得自己條件很好。我的爸媽

一直都在催我趕快結婚，不過

其實我心中已有屬定的對象，

對方條件非常好，就是我想要

的女孩，不過不管我怎麼表態

和追求，對方似乎都不理我。

尤其對方和家人現在住在

紐約，她不可能來台灣，我也

不太可能拋下自己的工作和父

母去紐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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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情人遙不可及？
●文：曼麗夫人 
●圖：Adobe Stock

樺你好：

一個人從小就會在不知不覺

中建立起自己所喜歡的異性標準

和類型，並且會在成長過程的實

際交往中修正和調整，直到最後

找到適合自己的人生伴侶。你之

所以蹉跎至今是因為你太堅持那

份鍾情，始終沒有去認真學習如

何與異性相處的哲學，仗勢自己

的年輕和優越條件，執意抱著憧

憬和夢想不放，越是得不到的就

越讓人渴望，在渴望中就越加美

化對方，很遺憾的是，繼續維持

這種心態的話，在現實生活中你

將再也找不到理想的伴侶。

人不能永遠生活在幻夢中，

明知道是自己的單相思，而且明

顯的你們之間確實存有許多無法

克服和超越的客觀困難，如果你

依然固執己見，不改初衷，這終

究是一場沒有結局的戀情。其

實你已經陷入了「越是得不到，

越捨不得放棄」的迷思中不能自

拔，然而解鈴還須繫鈴人，唯有

跳脫自己的盲點才能走出愛情的

曼麗小語：正因為得不到，所

以你始終將心中重要的位置

保留著，你給自己所塑造的

美好幻象是一個任何人都無

法取代的理想戀人，這種想法

很可能會誤了你的一生幸福。

迷宮。

愛情是雙方的事，單向的迷

戀如同「鏡中花、水中月」，正

因為得不到，所以你始終將心中

重要的位置保留著，你給自己所

塑造的美好幻象是一個任何人都

無法取代的理想戀人，這種想法

很可能會誤了你的一生幸福。在

這裡要誠心的建議樺：看清楚自

己的問題點，拋棄幻想，回歸現

實才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不要因為自己矇蔽了雙眼卻

埋怨上帝只讓你活在黑夜裡，拿

開那遮住你眼睛的眼罩，你將會

看見幸福正在前方向你招手，放

下心結走出迷惘，只有打開心扉

你才看得見美好的一面，才有資

格追求自己的幸福，試著去接受

身邊有緣的對象吧！你會發現上

蒼並沒有將你遺棄。勇敢地去追

求自己的真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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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心中隱約知道不可

能，但還是覺得只有她才是我

最想要的伴侶。我身邊有很多

朋友會幫我介紹，但怎麼介紹

都覺得沒有她來得好，我心中

一直都有她，但條件卻不允

許，就這樣蹉跎了好幾年，心

中一直有她的影子讓我無法全

然接受別的女孩，可否請曼麗

夫人教我怎麼解開我的心結？

如果上蒼不讓我們在一起，為

何又要讓我遇見她，讓我心中

一直有她？

樺

《婚戀專題》系列轉載文章，文章內容經作者及相關媒體授權。歡迎讀者來信交流，來信可以不需附上真實姓名與聯繫信息，我們發表文章時也會將真實姓名替換，以維護個人

隱私。來信內容版權將屬媒體所有，編輯部保留來信刪改及是否刊出的權利。郵箱：fh.sally.223@gmail.com。歡迎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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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第 77 屆金球獎頒獎典禮

5 日早上在美國加州洛杉磯舉行，眾星雲

集，電影類完整得獎名單出爐。

《從前，有個好萊塢》拿下音樂及喜

劇類最佳影片、最佳男配角以及最佳劇

本，成為大贏家。好萊塢巨星布拉德．皮

特（Brad Pitt）本片獲得金球獎電影類最

佳男配角，這是他的第七個提名，第 2 次

獲獎。

本屆拿下兩項獎排名居次的一共有

三組，分別是《1917》、《火箭人》以及呼

聲很高的《小丑》。其中《1917》拿下最佳

【看中國訊】去年 10 月才在東

京國際電影節官宣喜懷二胎的大陸

女星章子怡，3 日下午在微博發文

報喜，宣布她與汪峰的第二個孩子

在元旦平安出生，是個男孩，她在

博文中寫道：「我們的生命中多了一

個他，從此我們的世界又多了一份

幸福的牽掛！這是上天賜予我們的

最美新年禮物，感恩！」。

隨後汪峰也開心轉髮妻子的帖

文，留言道：「第二次站在妻子身

邊，緊握著她的手，迎接寳寳的降

臨。再一次感受到母親的艱辛與偉

大。謝謝老婆，謝謝你在 20 年代第

一天這麼好的時刻帶給我帶給這個

家一個超級健康，嗓音嘹亮，七斤

二兩的大胖小子，開心極了，順產

母子平安。祝大家新年快樂。」

雖然大多數粉絲都恭喜她再添

一子，但有眼尖的網民發現，章子

怡不僅在美國生子，還用 iPhone
發出微博帖子，此舉立即觸動一些

「愛國」小粉紅的神經，衍生在美國

生子愛不愛國的話題。

早在 2016 年大陸爆發黑心假

疫苗事件後，章子怡就在微博發

文，表示她帶 3 個月大的女兒醒醒

到美國接種疫苗，引來小粉紅批評

她「不愛國」；2018 年時，大陸再

度爆出黑心疫苗事件，章子怡當時

在微博憤怒寫道：「告訴我給孩子的

疫苗都造假，還有什麼不可以！？」

汪峰也痛心表示：「這個時代缺的不

是財富，而是良心！！！」

【看中國訊】王子與公主的童話

故事不敵現實，蔣家第 4 代、橙

果設計創辦人蔣友柏與女星林姮怡

2003 年結婚，育有一對兒女，近日

就爆出已經離婚，還為了贍養費鬧

上法庭。

蔣家第四代中最為出眾的蔣友

柏因為外型高大英俊，在設計方面

又頗有才氣，一直被譽為現實版的

王子。當年他對臺灣演員兼模特林

姮怡一見鍾情，苦等一年才追到。

林姮怡長發飄逸，氣質出眾，父親

是醫院院長、神經外科領域的權威

專家。「她讓我知道，能在懸崖上

站多久，證明我有耐心。」蔣友柏

曾經愛的宣言迷倒了萬千少女。結

婚之後，蔣友柏也不吝在各個場合

透露對妻子堅定的愛。他說自己一

眼就認定了林姮怡，「我這輩子就

兩個女人，一個是我老婆，一個就

是我女兒。」

可惜，據《毅傳媒 iWAKE》報

導，婚姻生活磨滅了當初的浪漫激

情。在結婚第六年時，蔣友柏告訴

媒體，「每天都是在工作、家庭兩

點一線的跑，覺得生活很乏味。」

第九年，蔣友柏出版了自傳《第

十九層地獄》。他自認，在小孩哭

鬧、做家務、打電話所交織的生活

縫隙中，自我能存活的空間，其實

是不容易被發現的第十九層地獄。

一年前傳出了蔣友柏與公司特助兼

發言人關係曖昧的消息，之後蔣友

柏對林姮怡提出了離婚訴訟，結束

17 年的婚姻，而不久後林姮怡又反

告蔣友柏「積欠扶養費」。

在與蔣友柏結婚後，林姮怡為

愛息影，過去長發飄逸的造型、氣

質都已不見，現在出現在公眾的鏡

頭中，早不復往日在螢幕前的光

採。

第第
7777
屆屆
金金
球球
獎獎
揭揭
曉曉

《
從
前
，
有
個
好
萊
塢
》

成
最
大
贏
家

章子怡二胎生子湊成「好」章子怡二胎生子湊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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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日-1月31日

* 每人限一份

需持本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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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國訊】澳洲野火肆虐，已擴散至袋

鼠島保護區，救難單位 1 月 5 日表示，島上

無尾熊恐怕有半數死亡，還有許多重傷。科

學家估計，光是新南威爾斯省就有近 5 億只

動物喪命。演員、流行歌手和英國王室成員

紛紛提供援助，已經募款數千萬美元。

據《中央社》報導，澳洲東部昆士蘭省、

新南威爾斯省及維多利亞省的無尾熊有許多

都感染衣原體。只要受到這種細菌感染，會

造無尾熊成失明、不孕和死亡。位於南澳省

外海的袋鼠島因自然生態的特色而成為熱門

觀光景點，是許多野生動物的家，袋鼠島上

約有五萬隻無尾熊，它們是澳洲唯一未感

染衣原體的一群，被視為此物種存續的「保

險」，這次也難逃野火的威脅。

澳洲女星妮可．基嫚（Nicole Kidman）
在 IG 上貼出她和鄉村歌手夫婿齊斯艾本在

雪梨港灣大橋前的合照，顯示兩人在雪梨跨

年，妮可．基嫚承諾，將代表她的家人捐款

50 萬美元給新南威爾斯省鄉村消防局。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和她的孫兒威廉

及哈利王子對於澳洲野火災情也共同表達震

驚，並向冒著生命危險拯救他人的打火弟兄

表達感謝。美國流行歌手紅粉佳人（P!nk）
及來自雪梨北方遭野火影響地區的饒舌歌手

伊姬阿潔莉亞（Iggy Azalea），也紛紛募款

來幫助消防人員和動物救援。

好萊塢成名的澳洲影星羅素．克洛

（Russell Crowe）去年 11 月在 IG 上表示捐

出了20萬澳元給鄉村消防局地區分隊。素．

克洛在雪梨北方約 550 公里名為納納格倫的

小村莊擁有一片土地，當地也遭野火威脅。

群星募款千万救灾

澳洲野火肆虐，估計燒死過半無尾熊（Koala）（網圖）

《從前，有個好萊塢》拿下音樂及喜劇類最佳影片、最佳男配角以及最佳劇本，成為第

77屆金球獎最大贏家。(Getty Images)

澳洲野火重創无尾熊

蔣友柏（左）與女星林姮怡2003年

結婚，育有一對兒女。近日爆出已經

離婚，結束17年的婚姻。（網圖）

劇情類影片、最佳導演兩項大獎，成

績相當斐然；《小丑》瓦昆．菲尼克斯

（Joaquin Phoenix）毫無懸念的拿下劇

情類最佳男主角。

韓國導演奉俊昊執導的《寄生上

流》奪得第 77 屆金球獎最佳外語片

大獎，成為韓國電影首次在金球獎摘

冠的電影作品，為進軍奧斯卡更往前

一步。不僅如此，該片票房表現相當

優秀，在美國達到 2200 萬美元的記

錄，全球票房則已累計達到 1.26 億 
美元。

第 77 屆金球獎主辦方好萊塢外國

記者協會已於早前宣布，授予湯姆．漢

克斯（Tom Hanks）2020 年金球獎終

身成就獎。這位在演藝圈身經百戰，榮

譽無數的好萊塢巨星，在台上竟激動得

落淚。他趕緊解釋，可能是受傷風影

響，因為他在家裡排練時不是這樣子

的。此話令全場哄堂大笑。湯姆．漢克

斯，曾先後兩次拿下奧斯卡影帝，三次

奪得金球獎影帝，63 歲獲金球獎終身

成就獎可謂實至名歸。

蔣友柏離婚 前妻控拖欠扶養費蔣友柏離婚 前妻控拖欠扶養費

章子怡對汪峰與前妻的女兒「小蘋果」視

如己出，一家四口生活相當幸福美滿，如

今家中成員再添一兒子。（微博擷圖）



◎ 文：斯玟

鮮香
美味

鮮魚1尾、薑片10片、蔥末 1大匙、
蒜末1大匙、辣椒切粒1大匙、烏醋1
大匙、新鮮香菜 1小把。
調料：醬油 1大匙、糖1大匙、米酒1
大匙、水1/2碗。

食材

備料：鮮魚洗淨用紙巾擦乾，兩面
各劃二刀，。

起油鍋，以少量油先煸香薑片，放
鮮魚入鍋，二面煎金黃，取出備用。

原鍋放蔥末、蒜末、辣椒粒，炒香
後加入調料，燒煮1分鐘後，把魚放
入煮滾，將魚翻面，繼續燒煮至湯汁

濃稠，淋上烏醋，最後撒上切碎的香

菜，即可上菜。

作法

大家都知道「新年吃魚，年年有

餘」。烹調一條魚的方法很多，

炸過再醬燒，很適合年夜飯餐

桌，慢慢吃，不怕變味。

香蒜燒魚

雞1隻約1.5Kg、紹興酒及鹽胡椒。
去腥料：蔥 1株、薑 1塊、料酒 3大
匙。

食材

雞洗淨、擦乾水分。燒一鍋滾水，
雞放入鍋裡，加去腥料，中火煮滾 5
分鐘，轉小火再煮 5分鐘，熄火。不
可打開蓋子，燜 20∼ 22分鐘。
取紹興酒及鹽胡椒拌勻加上煮雞湯
上的油水約二大湯匙，拌勻後，均勻

塗抹全雞。

放入冰箱冷藏，取出剁塊擺盤即可
上菜。

美味秘訣

選購小一點的雞，不僅口感好，斬成

塊的時候也容易些。

作法

經典年菜白斬雞，因沾醬而口味

豐富精彩。有人偏好九層塔辣椒

醬油；有人喜歡蒜頭醬油；抹鹽

吃原味，也大有人在。

白斬雞

大白菜 1個、紅蘿蔔片 300g、蒜片
1大匙、薑片 5片、高湯適量。
獅子頭材料（6顆）：細絞肉 600g、
薑蒜末各 1小匙、鹽 1/4小匙、白胡
椒粉少量、米酒 1大匙、蛋白 1個、
太白粉 2小匙。

食材

大白菜梗葉分離切塊備用。
獅子頭：混合所有材料，慢慢加
水，打出黏性，捏成6個肉糰。以
150攝氏度油溫炸至表面金黃即可。
爆香蔥、薑片，下菜梗，翻炒均
勻；放入菜葉和獅子頭，加高湯，煮

滾，轉小火燉40分鐘即可。

作法

冬季是大白菜的季節，以肉丸子

燉菜，可以品嘗到白菜的鮮甜與

清爽的湯頭。獅子頭外型喜氣，

讓年菜餐桌更加圓滿。

白菜獅子頭

墨西哥大明蝦 8尾、粉絲泡軟 1把、
蔥 1株。
調料：蒜蓉醬 2大匙、蒸魚豉油 3大
匙、糖 1小匙、白胡椒粉適量。

食材

蝦去鬚、去除腸泥；蒸魚豉油、白
胡椒粉、糖攪拌均勻；蔥白切小段、

蔥綠切絲備用。

準備蒸盤，依序放粉絲、蝦、蒜蓉
醬、蔥白、蒸魚豉油。

蒸鍋水滾，架上蒸盤，蒸 3分鐘。
灑上蔥綠絲，再蓋上鍋蓋，小火蒸 2
分鐘，澆一杓熱油，即可上桌。

作法

只要有新鮮的大蝦和鹹香好滋味

的醬料，同時，加上幾個簡單的

烹調步驟，在家也能輕鬆做出美

味的餐廳級料理。

蒜蓉蒸蝦

5

1

3

豬五花肉600g、冰糖 50g、蔬菜適
量。

調料：醬油 1碗、蔥 2 株、薑片 6片、
紹興酒 1碗。

食材

作法

東坡肉以色澤紅潤的討喜外觀，

常常出現在婚宴喜慶餐桌上；自

己在家做這道料理，可依自家口

味調整油、鹹程度。

東坡肉

親友聚餐需要一桌好菜，注意湯頭、菜色，在家也能煮出餐廳級的佳餚。

主菜提案年菜
大器上桌

鮮甜清爽
喜慶佳餚

蒜
蓉
蒸
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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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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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肉切方塊（寬度4cm），汆燙除腥
與定形備用。

炒冰糖：鍋裡放 1小匙冷油和 1/2
冰糖，小火炒冰糖融化成焦糖色，然

後熄火。

豬肉皮朝下，放入冰糖醬汁中煎
煮至均勻上色；肉煎約 2至 3分鐘，
檢查有無均勻上色。

剩下的冰糖全部加入，加紹興酒、
水淹過肉，大火煮滾，讓酒精揮發。

小火燜滷 3小時，加上青菜擺盤，即
可上菜。

清真肉類

新鮮蔬果

Bananas 

七天營業  早 9:00 ～晚 9:00

免費成為會員 ,
無論購物多少，
再享 5%折扣 !

另花費滿 $300
贈 3L橄欖油

2020 年 1 月 7 日～ 1 月 12 日（週二～週日）特價商品 1 月 7 日～ 1 月 10 日

2020 年 1 月 7 日～ 1 月 9 日（週二～週四）特價商品

請上臉書查詢ffacebook.com/basha
internationalfoods.

每日特價每日特價

芭莎國際食品超市

2717 Sunridge Way N.E 

403.280.6797403.280.6797
bashafoods.ca bashafoods.ca 

果蔬高達

70%
折扣

Barlow
 Tr  N

E

23 Ave NE

23 Ave NE

23 St N
E

Sunridge WayNE

數量有限 售完為止

Caulifl ower 
花椰菜花椰菜香蕉香蕉

1.25
/ ea

Romaine HeartsJumbo Eggplant

1.29

Satsuma Mandarins 
with leaves 

1.49
/ lb

Cilantro or 
Italian Parsley

1.00
/ 20.49

/ lb

Jumbo Eggplant

1.29 5.00
/ 4

羅馬生菜羅馬生菜

/ lb

香菜 /歐芹香菜 /歐芹蜜橘蜜橘 大茄子大茄子

Beef Ribs Korean Style

5.99
/ lb

莎朗尖牛排莎朗尖牛排
Sirloin Tip Steak  

2.29
/ lb

整雞整雞
Whole Chicken 

8.99
/ lb

牛里脊牛里脊
 Beef Tenderloin

1.99
/ lb

雞翅雞翅
 Chicken Wings 

5.99
/ lb

帶骨羊腱（冷凍）帶骨羊腱（冷凍）
Lamb Shank Frozen Bone in

5.99
/ lb 5.99

/ lb

板腱牛排板腱牛排
Blade Steak

Chicken Drumsticks

韓式牛仔骨韓式牛仔骨

Chicken Drumsticks

0.99
/ lb

小雞腿小雞腿

1 月 7 日～ 1 月月 10 日月

5.00
/ 45.00

/ 3

5.00
/ 3  Probiotic Yogurt

 Organic Yogurt 

 Plain Yogurt 

益生菌酸奶

有機酸奶

原味酸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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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

總監何栢良在香港商業電臺節目

中表示，由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

會 3 日的通告內容來看，有充

分理由相信此不明肺炎涉及新型

病毒。

他指出，個案數在短時間

內，就由 27 例增加至 59 例，

很有可能病毒已經可以人傳人。

因此何栢良總監特別呼籲港府，

應在邊境口岸採取最嚴謹的檢疫

措施，防範病毒傳入香港。

2003 年 SARS 疫 情 爆 發

時，在患者的糞便中發現大量冠

狀病毒，病毒在正常糞便中可

存活 6 小時，在腹瀉病人的糞

便中，病毒可更穩定存在長達 4
天。因此何栢良總監也提醒大家

針對武漢不明肺炎疫情，香

港衛生防護中心提醒，如要預防

肺炎及呼吸道傳染病，必須時刻

保持良好的個人及環境衛生，相

關預防措施如下：

1. 經常保持雙手清潔，尤

其在觸摸口、鼻或眼之前；觸摸

扶手或門把等公共設施後；當手

被呼吸道分泌物汙染時，如：咳

嗽或打噴嚏後。

2. 洗手時，應以洗手乳和

清水清潔雙手，搓手最少 20
秒，用水洗淨並用擦手紙、乾手

機弄乾雙手。如沒有洗手設施，

或雙手沒有明顯汙垢時，使用含

70 ～ 80% 的酒精搓手液潔淨雙

手，亦為有效方法。

3. 打噴嚏或咳嗽時，應用

紙巾掩蓋口鼻，把用過的紙巾棄

置於有蓋子的垃圾箱內，然後徹

底清潔雙手。

4.當出現呼吸道感染病徵，

防疫

常識 專家推測武漢肺炎可人傳人

   防疫重要須知
中國大陸武漢市於

2019年 12月 31日爆出不
明肺炎疫情，數日內就由

27例上升至 59例，有專
家質疑當局隱瞞疫情，且

該病毒可能已經人傳人了，

應採取最嚴謹的檢疫防疫

措施。

要高度警覺，如去商場洗手間，

務必做好清潔衛生工作，民眾也

要提高個人的衛生防護，到人多

的地方和到醫院時，一定要配戴

口罩。近期若到中國大陸，也應

避免前往傳統市場，並隨身攜帶

口罩和消毒液，防止將病毒帶

回。

預防肺炎及呼吸道傳
染病

痛，如：頭痛、喉嚨痛及肌肉痛。

3. 腸胃道症狀：約有 10%
患者出現噁心、嘔吐，以及腹瀉

等腸胃道症狀。

4. 其他：發燒造成的倦怠

感、流鼻涕（較不明顯），以及

咳嗽等等。

流感的併發症

流感之重要性在於其爆發流

行快速、散播範圍廣泛，以及嚴

重的併發症，常見的併發症有肺

炎、腦炎、中耳炎、鼻竇炎、心

包膜炎等等。若出現下列危險徵

兆，應盡速就醫，降低併發症的

發生率。

1. 呼吸道症狀：呼吸急促、

呼吸困難、血痰或痰液變濃。

2.高燒：持續高燒72小時。

3. 其他：胸痛、意識改變。

預防流感的要點

 接種流感疫苗

注射流感疫苗是最有效的預

防方式，世界衛生組織建議，高

風險族群應施打疫苗預防流感，

而高風險群類別有：

（1）年齡群：孩童與老人。

（2）疾病別：有氣喘、糖

尿病、心血管疾病病史的慢性病

患者和免疫力低下者。

（3）職業類別：健康照護

工作者，如：醫護人員。

施打流感疫苗，除了可以預

防感染外，也可降低肺炎等併發

症機率。

但流感疫苗施打後，約需 2
週才能產生保護力，因此在流行

季節來臨前，應及早施打。 

 加強個人衛生習慣
勤洗手，減少病毒停留在手

上的機會；避免以手觸碰眼、

口、鼻，就能降低感染風險。如

家中或身邊有流感患者，洗手時

應使用肥皂搓泡泡 20 秒以上，

再沖刷掉。

 戴口罩
外出時戴上口罩，並避免

到人多擁擠的場所，可降低飛

沫傳染的機會。此外個人應注

意咳嗽禮節，於咳嗽或打噴嚏

時，以手帕或衣袖捂住口鼻，

避免病毒傳播。

 空氣流通
不去人潮聚集、空氣密閉的

場所，保持室內空氣流通，降低

病毒散布的機會。

 養成規律良好作息
平時注重保健、均衡營養、

不熬夜且適度運動，提升身體抵

抗力。

流感的治療照護

 藥物治療

感染流感病毒後，大多數患

者可自行痊癒，部分抵抗力較差

的族群，容易出現併發症。目前

針對流感併發症患者之治療方

法，仍以支援療法為主，或給予

抗病毒藥劑治療。

若出現發燒等流感症狀，應

盡速就醫，由醫生評估是否服用

抗病毒藥劑及退燒藥，服用抗病

毒藥劑時，務必依照醫師指示，

服用完整療程。此外退燒藥的最

如何預防流感？流感疫苗要施打嗎？
短使用間隔為 4 小時，避免對

身體有不良作用，所有退燒藥使

用都應遵照醫師囑咐，切莫為了

急著退燒而併用數種退燒藥，不

同藥物之間應至少間隔 1 小時。

16 歲以下的孩童，應避免使用阿

斯匹靈（Aspirin）成分藥物來退

燒，以避免出現雷氏症候群（一

種會造成肝臟損傷的致命疾病）。

  飲食注意事項

多喝溫水，以簡單清淡飲食

為宜，避免吃生冷、油膩等食

物；幼兒如正值高燒不退時，勿

強迫進食或餵奶，以免造成嘔

吐；成人則應避免飲酒與吸菸，

以提高身體自癒的能力。

 休息療養

流感患者應在家休息，除了

給身體適當的恢復空間，也能落

實自主隔離，降低群聚感染的機

率。在服用退燒藥或吃熱食等，

出現身體流汗情況時，應及時更

換乾爽衣服，以免再吹風受寒。

療養
保健

隨著流行性感冒疫情

升溫，流感病患不斷增，

流感病毒迅速轉變，每個

季節的情況都難以預測，

我們平日應該如何預防流

感？流感疫苗是否應該施

打呢？

辨別流感症狀

流行性感冒（Influenza，簡

稱流感）為一種由流感病毒造成

的傳染性疾病，好發季節為秋、

冬季，通常均在 2 ～ 7 天內會康

復，主要症狀有：

1. 發燒：突發高燒 38 ～

39℃以上，持續 3 ～ 4 天。

2. 痠痛：發燒造成全身痠

◎  文：林孟欣 應戴上外科口罩，不應上班或上

學，避免前往人多擁擠的地方，

並盡早向醫生求診。

外出旅遊應注意的 
預防措施

1. 避免接觸動物、禽鳥或

其糞便。

2. 避免到溼貨街市、活家

禽市場或農場。

3. 避免近距離接觸患者，

特別是有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狀的

患者。

4. 注意食物安全和衛生，

避免進食或飲用生、未熟透的

動物產品，包括：奶類、蛋類

和肉類，或食用可能被動物分

泌物、排泄物（例如：尿液）

汙染的食物，除非已經煮熟、

洗淨或妥善去皮。

5. 身處外地時，如身體不

適，特別是有發燒或咳嗽，應

戴上外科口罩，立即通知旅店

職員或旅遊領隊，並盡快求診。

6. 從 外 地 回 家 後， 若 出

現發燒或其他病徵，應立即求

診，告訴醫生最近曾到訪的地

方，並佩戴外科口罩，以防傳

染他人。

◎  文：芯榆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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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售、批發無任歡迎
提供批發送貨服務

                                                                                       Unit 441-3508 32 Ave NE Calgary  (403)291-3232
週一至週五：9am-8pm     週六：9am-7pm     週日：10am-6pm

本週特價
2020年1月9日∼1月15日

捲心菜

 Lemons 檸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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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可免費免費獲得一袋羅馬生菜。$30$30
大量大量

免費停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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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W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Honeycrisp Apples 蜜脆蘋果 Green CabbageYellow /orange peppers 黃 / 橙甜椒

Spend Spend $30 $30 and get a and get a freefree 3 pack romaine hearts 3 pack romaine hearts ..

BeetsCelery 芹菜

平價 新鮮

$0 9898
lb

甜菜

08888
lb

$ $09898 3

0 5858
lb

$

 Cilantro 

$00 9898 2

香菜

$08888
lb

Caulifl ower 花椰菜

$19898 ea
$

Honeycrisp Apples

$$ 18888 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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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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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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 產聖芳蘋果BC Ambrosia Apple 澳洲青蘋果Granny Smith Apple

超級蘋果週！！ 週一～週日 1 月 6 日～ 12 日

4499¢ ¢ //磅磅
各類蘋果

整 熱賣熱賣
$         .00/ 箱10
(40磅 )

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迅達冷暖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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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廳細節

1、電源插頭不要少
有些人認為，省一個插頭

就等於省一些電線，所以在裝

修時盡量節省安裝電源插頭的

數量。其實這種做法是錯誤

的，因為現在的家用電器和電

子產品越來越多，特別是電視

機背景牆的插座需求量很多，

一旦插座不夠用，想要再安裝

就很麻煩。

另外，使用電源插頭時，

盡量不要幾件電器設備同時使

用一個插頭，以避免發生事故。

建議大家根據住房面積和

專業電工的設計，然後再綜合

家庭實際電器的數量，合理安

置電源插頭，並留有一些待用

插頭，方便擴容。

2、燈飾的選購
客廳燈飾選擇眾多，很多

都是設計感十足。選購奢華水

晶燈和羽毛燈時要慎重，不僅

價格高昂不實用，而且造型過

於複雜，不容易清洗。

客廳吊燈最好選購風格簡

單、容易清洗，燈泡質量好的。

廚房細節

1、廚房地面材料
廚房是每天烹飪的地方，

油煙比較大，所以在地面選材

上要格外注意。最好選擇防滑

耐髒，耐水性高的材料，並且

選擇啞光深色的瓷磚，因為淺

色系瓷磚容易使廚房看起來髒

亂且難清理。

2、灶具與牆壁之間的距離
廚房的灶具和牆壁之間的

距離不要太近，最好留有十公

分以上的距離，否則炒菜時很

容易碰到牆壁，時間長了牆壁

會非常難清潔。此外，燃氣灶

與牆壁之間應採取有效的防火

隔熱措施，避免發生危險。

衛生間細節

1、做好乾溼分離
衛生間做好乾溼分離，可

以避免洗浴室水花四濺，保持

淋浴區以外的空氣乾燥與地面

乾燥，以防止滋生細菌。

乾溼分離的另一個好處是，

避免水和水汽濺到或侵蝕衛生間

幹區設施，使其壽命延長。

2、地漏
衛生間的地漏最好位於地

磚的一邊，否則容易出現積水

的問題。因為地漏如果在中間

位置，無論地磚怎麼傾斜，地

漏都不會是最低點。

此外，衛生間的地漏下面

的管道必須要有 S 彎，否則衛

生間容易有臭味，再好的地漏

也不管用！

3、洗漱盆
衛生間的洗漱盆一定要足

夠深，否則水會濺得到處都

是，洗手時會把地面弄溼。

洗漱盆的材質也要慎重選

擇，最重要的是實用性。玻璃

材質雖然外表美觀，但是非常

難打理，不建議大家選購。

臥室細節

1、吊頂高度
如果臥室吊頂過低，不僅

讓人產生壓抑感，還會減少空

間的利用率。如果有身高比較

高的家庭成員，活動起來也不

方便。

2、隔音
為了擁有安靜舒適的睡眠

環境，在家居裝修中，作為休

息重要場所的臥室，隔音措施

必不可少。家具在房間中是最

自然的吸收、擴散體，由於木

質家具有纖維多孔性的特徵，

所以它的吸音效果最好，能夠

有效減少噪音污染，建議臥室

裡可以擺放一些木質家具。

3、門窗必加密封條
在家裡安裝門窗時，一定

要記得加裝密封條，否則冬季

不保暖、夏季不隔熱，一旦遇

到暴雨天氣，雨水滲進家裡後

會損害木地板。而且加裝密封

條後，隔音效果也更好一些。

4、窗簾材質
臥室窗簾的選擇非常重

要，在安靜無光的夜晚，才能

夠保證睡眠質量和身體健康。

所以窗簾一定要選擇能夠有效

遮擋光源的，窗簾的材質一定

要好。

別讓小地方毀了重金打造的居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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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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9日～1月15日 七天營業 OPEN SEVEN DAYS   8AM - 7PM  有效期：2020年1月9日～1月15日

豬扒
Pork Chops

原價$2.99/l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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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價 $1.99/lb
特價 $1.29 /lb

豬肝
Pork Liver

原價 $1.99/lb原價 $1.99/lb
特價 $0.99 /lb

火雞脖
Turkey Neck

原價 $2.99/lb原價 $2.99/lb
特價 $1.99 /lb

 原價 $2.99/lb 原價 $2.99/lb
 特價 $1.99 /lb

雞翼槌
Chicken Drumettes

原價$2.99/lb原價$2.99/lb
特價 $1.99 /lb

牛肚
Beef Tripe

原價$5.99/lb原價$5.99/lb
特價 $4.79 /lb

原價 2.99/lb原價 2.99/lb
特價 $1.99 /lb

豬脾瘦肉

Pork Leg

原價原價 $3.99/lb$3.99/lb
特價 $2.59 /lb

排骨
Pork Ribs

原價$3.19/lb原價$3.19/lb
特價 $2.99 /lb

雞脾肉
Deboned 

Chicken Thigh

108-3AVE SE CALGARY 108-3AVE SE CALGARY 

豬心
Pork Heart

原價$2.99/lb原價$2.99/lb
特價 $1.49 /lb

原價$2.99/lb原價$2.99/lb
特價 $1.29 /lb

新鮮牛骨髓
Beeef Bone

 Marrow

was 原價$7.99/lbwas 原價$7.99/lb
Now 特價 $5.99 /lb

豬脛骨
   Pork Neckbone

原價 $2.99/lb原價 $2.99/lb
 特價  $1.49 /lb

帶骨五花腩
Pork Belly

Bone-in

 原價 $4.99/lb 原價 $4.99/lb
特價 $3.15 /lb

原價 $2.19/lb原價 $2.19/lb
特價 $1.59 /lb

連背雞腿
Chicken Legs

w/Back

新鮮牛尾
OX TailOX Tail

卡城冬季兒童活動

擁抱冬天，和家人一道出去玩。為

3-10 歲兒童設計冬季活動，讓孩子們探

索，創造和想像。會提供基本的材料，激

發獨立性和創造性的玩法。

時間：週六及週日，1 月 11 下午 1
點～ 3 點

週六地點：New Brighton Athletic 
Park: 5801, 130 Avenue SE

週日地點：South Glenmore Park: 
8415, 24 Street SW

卡城雪上瑜伽課程

冬季室外活動，持證的瑜伽教練帶領

大家進行一系列的暖身運動。請帶著瑜伽

墊、水壺，穿著適當的服裝。適合 13 歲

以上年齡段。

時間：週日，1 月 12 日中午 12 點～

12 點 45 分

地點：South Glenmore Park
網址：8415, 24 Street SW

班芙國家公園白雪節

班芙和路易斯湖魔幻魅力等待您來發

現。除了世界級的滑雪和野生環境，還有

國際冰雕競技，雪塑展等等活動。訪問網

站了解更多活動時間表。

時間：1 月 15 日～ 26 日，每日。

地點：Banff National Park
網址： banfflakelouise.com/

snow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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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