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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漢
肺
炎

【看中國記者邢亞男綜合報導】最早由武漢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肺

炎持續肆虐，這場瘟疫是源於自然，還是源於人工製造？美國總統川普

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互動，是表面應付還是暗處聯手？在武漢肺炎

令人揪心地蔓延的背後，有怎樣的秘密在掩蓋？（下轉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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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A1）2 月 7 日，川普和

習近平就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進行

了通話，川普之後在推特上說，

美國正在與中國密切合作以提供

幫助。不過，美國疾病控制與預

防中心（CDC）官員和白宮官

員分別在 12 日和 11 日證實，儘

管美方多次提出加入世界衛生組

織赴華幫助調查新型冠狀病毒疫

情，仍未收到北京的邀請。

白宮要求迅速研究來源

2 月 6 日，白宮科學與技術

政策辦公室（OSTP）主任致信

美國國家學院，轉達了總統川普

的要求，要求美國科學專家們迅

速研究病毒的來源。白宮的致信

中寫到，關於疫情起源的廣泛爭

議的論文顯示了迫切需要有關該

病毒起源的準確信息。

白宮提到的廣泛爭議的論文

是指，1 月底時，印度科學家未

正式發布的科研論文。印度科學

家發現，2019-nCoV 病毒的刺

突蛋白 S 蛋白的 4 個不連續位點

插入了HIV病毒的氨基酸序列，

這 4 個插入位點在其它冠狀病毒

中不存在，這麼巧妙的變異不可

能在自然界中發生。

但刊登在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官網上的原論文後來

被作者以需要對文章重新修改為

由撤下。但之後不同國籍的生物

專家經過研究都發現武漢這次疫

情的病毒很大可能來自實驗室。

即使在中國大陸，學術界和民間

也開始廣泛懷疑病毒有可能來自

武漢病毒研究所 P4 實驗室。

「趕製百萬屍袋」

從武漢到各地，多次流出有

人突然「倒地」暴斃的視頻。對

此，歐洲病毒學專家董宇紅博士

�六 ( 2 月 15 日 )

�日 ( 2 月 16 日 )

27 Edgeland Mews NW (1PM - 4PM)1
228 Evansview Road NW (2 PM - 4:30PM)2

902 Varsity Estates Place NW (1:30PM - 4PM)3
571 Kincora Drive NW (1PM - 4PM)4

Re/Max Real Estate Mountain View

獨立�層屋 1656 呎 , 於 2003 年 Jayman 建 成 ,
� �陽台圍欄�不� 鋼�爐 , ��向東南 , 佔�
5116 呎 , 主 層 � 實 木 � � � � 木 廚 櫃 ,Bonus 
Room ��高 10 呎 ,3 �� ,2.5 浴廁 , �大 23 呎
x21 呎雙車� , ���
� , �車站��場� $449,900

西北 Kincora

新
上
市

豪�獨立�層屋 2689 呎 ,W/O 土庫�部完成 , 建
於 2013 年 , 位於寧��街 , 主層��高 9 呎 , 家
庭���高 12 呎 , �木�� , 廚��不�鋼家�
�大理石檯面 ,4+1 �� ,3.5 浴廁 , ��主人��
5 件裝�套 , ��學校�
����車站� $719,900

西北 Evanston

新
上
市

獨立�式�層屋 2637 呎 , 土庫�部完成 , �大�皮
12,600 呎 , ��向西南 , 光猛開陽 , 主層����合
�� , 客�拱形天� , 家庭��壁爐 , 廚��不�鋼
家� � 大理 石檯面 ,4+2 �� + 主 層書� ,3.5 浴廁 ,
��學校�Superstore�
���學校��車站� $635,000

�校� Edgemont

新
上
市

豪 � 獨 立�層屋 2809 呎 , 建 於 2014 年 ,
位 於寧��街 , 主 層� � 高 9 呎 , �實 木
�� , 廚��不�鋼家��石�檯面 ,4 �
� ,2.5 浴 廁 , � � 主 人 � � 5 件 裝 � 套 ,
��學校�����車
站 , �勿錯� ! $629,900

西北 Evanston

新
上
市

西北 Varsity Estates 
豪 � 獨 立 平 屋 1632 呎 , 土 庫 � 部 完 成
1157 呎 , 佔 � 9100 呎 , 主 層�翻 � � 磚
�� , 廚��高�不�鋼家��大理石檯
面 ,2+3 �� ,3.5 浴廁 , ��高爾夫球場�
學校�����車站 ,
�勿錯� ! $789,900

新
上
市

獨 立 平 � 1075 呎 , � 市 中 心 R-C2 �
段 40 呎 X100 呎 , 位 於 寧 � � 街 , �
� � � � � 亞 � � 埸 , 學 校 , � 車
#2,#3,#300,#301 直�市中心 ,3 �� ,1.5
浴廁 , 主層�
實木��� $499,900

西北�市中心 Crescent Heights

新
上
市

1 �� ,1 浴廁栢文�� , ��土建� ,627
呎 , 西北輕�步行只�五�鐘 , 交�方便 ,
五�單位朝 北�� 景 , 包一 停車位 , �健
�設 � � 綱 球 場 , ��學 校 , �� , �場
��車站� $159,900

西北 Dalhousie
2019 年� 2 ���2 浴廁
栢 文 � ��西 南 11 大 �
夾 17 街 , 開放式設計 , �
�高 9 呎 , �實木���
單位 朝 南,大 理 石 檯 面 ,
包一停車位 , 交�方便�

主層 662 呎
$299,000

二層 739 呎
$309,000

西南 Sunalta �市中心

新
上
市

獨立� 式�層屋 1905 呎 , ������
� � 景 , 位 於寧�� 街 , 較 �屋 頂 , 開 放
式設計 , 主 層客���� �家庭 ��拱 形
天 � ,3 � � + 主 層 書� ,3.5 浴 廁 , 土 庫
90% 完成,����
��車站 $549,900

�校� Edgemont

新
上
市

獨立�層屋 2122 呎 Walk-Out 土庫�部完
成 , ��天��林����景�主層��高
9 呎 , 舖實木�� , 廚��大理石檯面�不
�鋼家� ,3+1 �� ,3.5 浴廁 ,Bonus Room
設計 , ��油漆 , ��
����車站� $549,900

西北 Hanson Ranch

獨立�式五 層屋 1696 呎 , 土 庫� 部完成 , �
�向西南 , �屋�部翻� : 油漆 , �磚 , �爐 ,
洗�� , 中�暖��� , �水爐 , 屋頂 , 圍欄 ,
中��� , �屋舖實木�� , 主層�拱形天� ,3
�� ,2.5 浴廁 , ��
學校�����車站� $419,900

西北 Sandstone

週六開放

2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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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24,900

西北 Hamptons

週六開放

3

獨立�層屋 1980 呎 ,W/O 土庫 , ��向東��
��景 , 位於寧��街 , 較�屋頂 (2014), 開放
式設計 , 主層��合�� , 家庭��拱形天��
天� , �大 Bonus Room 設計 3 �� ,2.5 浴廁 ,
��高爾夫球場�學校�
��� #301 �車站� $519,900

西北 Panorama Hills

新
上
市

週日開放 �校� Edgemont ( 豪� Edelweiss �段 )

豪�獨立�式�層屋 2710 呎 ,W/O 土庫�部
完成 , 位於專貴豪� Edelweiss �段 , ��天
��林���市中心�景 , �屋九年��部翻
� , �屋頂 , ��三車� ,3 �� ,3.5 浴廁 , �
�學校�����車
站 , 不容錯� ! $1,250,000

新
上
市 獨家發售

獨立�層屋 2232 呎 , 可步行至�� , �場��車
站 , 大量�裝� : ��高�����氈 , �油漆 ,
主層��高 9 呎 , 客��壁爐 , 廚��大理石檯
面� � �不 鏽 鋼 家� , � 大 Bonus Room,3 �
� ,2.5 浴廁 , ���� ,
�場� Stoney Trail� $509,900

西北 Kincora

新
上
市 4

週日開放

美將調查病毒起源
表示非常的怵目驚心，在其從醫

生涯中，從沒見過這樣的現象。

「看起來很像心肺同時衰竭，心

臟衰竭就是沒有功能工作了，沒

有辦法把血液輸送到全身，肺臟

就是沒有辦法把氧氣輸送到全

身。如果這兩個臟器同時衰竭，

這個人就可以定為死亡了。」

但北京當局不透明的資訊引

起諸多猜測。捷克公司「Windy」
全球互動式天氣數據顯示，武漢

市充滿大量二氧化硫，推特網友

「INTELWAVE」對此分析，空

氣中增加二氧化硫通常與有機物

燃燒有關，若按照二氧化硫排放

數據推算在武漢市區內焚燒的屍

體，至少需要 1.4 萬具屍體才能

達到此排放量。

有中國紡織企業的主管向

海外華文媒體透露，他們接到政

府指令，「現在不做衣服，口罩

也不做，做屍袋。」另一名海外

企業老闆也披露，他們在中國的

合作夥伴，目前暫時不對外接訂

單，因為他們「要趕製運屍袋，

一百萬個」。

亞洲自由電台 12 日推特照

片中一群身穿制服、面戴口罩的

殯葬業人員，站在重慶市一間殯

儀館前高舉「重慶市援鄂殯葬服

務隊」旗幟。讓民間再度懷疑武

漢死亡人數究竟有多少？！

生化疑雲

美國從 2 月 2 日起實施入

境管控，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辦

公室（CWMD）也參與其中，

在機場提供醫療支持。同時，推

特上流傳的一段美國撤僑視頻顯

示，撤僑工作人員身著美軍生化

武器防護服，單獨氧氣供應。

中方於 1 月底派出軍事醫學

科學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長陳薇

少將前往武漢，她被稱為「首席

生化武器防禦專家」。網友看到

消息驚呼：「為什麼生化專家開

始進駐武漢？」「我們遭到生化

攻擊了嗎？」

YouTube 時評員路德分析

說，生化武器防禦專家到武漢，

已經防止不了病毒蔓延了，那她

去防的是什麼？是防國際社會進

入調查。陳薇少將很了解國際社

會將從甚麼證據開始入手調查、

怎麼調查，對國際的規則也很了

解，所以北京現正銷毀證據。

不久前 2 月 4 日，前加拿

大國家微生物實驗室（NML）
總監普拉莫（Frank Plummer）
在肯尼亞參加會議離奇身亡，使

對病毒起源調查更添疑雲。普拉

莫博士曾在 2013 年拿到一種新

的 SARS 冠狀病毒樣本，他也

一直致力於研究

愛滋病疫苗。而

2019 年 NML 華

裔病毒學家邱香

果被爆出曾向北

京偷寄病毒，並

且和武漢 P4 病

毒實驗室保持密

切聯繫。

北京須對病

毒起源負責

2 月 9 日，在哥倫比亞廣播

公司（CBS）的採訪節目中，共

和黨參議員科頓（Tom Cotton）
質疑病毒來自武漢 P4 實驗室，

並明確要求中國駐美國大使崔天

凱回應，崔天凱沒有一口否認，

而是說，關於病毒還有很多未知

的事。

2 月 10 日，白宮貿易顧問

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在

福克斯商業頻道的訪談中說，

2019 新冠病毒的起源問題必須

得到回答，北京必須對病毒的起

源負責。

關於病毒的起源，大陸盛傳

一種說法：「武漢肺炎病毒是美

國製造的生化武器」。在 7 日川

習通話後，這種情況有所緩解。

內蒙古衛視 8 日報導，內蒙古通

遼市民藍某，因前期在「快手」

上傳播」此次肺炎疫情是美國製

造的基因病毒武器」的謠言，被

處行政拘留10日，罰款500元。

武漢病毒研究所的背景

現在全世界都在探詢病毒來

源，武漢病毒研究所成為了焦點

中心，39 歲所長王延軼及其丈

夫舒紅兵亦被起底。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

知情人士 Q 先生 2 月 7 日向《燕

武漢 
肺炎

銘時評》證實，江澤民 1989 年

六四上臺以後，其子江綿恆進入

中科院系統，負責全院高技術研

究所的研究與發展工作。江綿恆

主導改組成立中科上海生命科學

研究院（上海生科院），建立由

中科院、上海生科院、上海高

校、上海醫院、軍隊醫院、及研

究所聯合組成的上海幫生工系統

利益圈，操控生物領域重大研究

項目的立項及巨額經費劃撥，在

醫療生物科技領域形成上海幫政

商利益團體；而舒紅兵是上海幫

生工系統利益圈中重要一員，掌

控武漢病毒所這一涉及軍工生化

武器的重要地盤。

中國問題專家李天笑博士披

露，2003 年時任國家主席和國

家軍委主席江澤民，親自下令建

造了這個 P4 實驗室，該實驗室

的建造、運行、管理，始終在其

派系的操控之下。

瘟疫出現時機蹊蹺

李天笑認為，在貿易戰和香

港事件未能擊垮習近平之際，瘟

疫橫空出世，時機非常蹊蹺。習

期望共產黨能保住他的權力，因

而對現行體制抱有幻想，使得他

在處理「終極大老虎」上猶豫不

決。若習的政敵採用貌似無意洩

漏的方式，有意而為的可能性也

不能排除。不過更多分析人士傾

向於是無意洩漏。

前白宮首席戰略顧問班農，

2 月 3 日回應「美國製造生化武

器」問題時回應，西方世界的人

民難以理解，政府怎麼可以在實

驗室創造出武器，它可能洩露殺

死自己的人民？這在人類歷史上

是前所未有的，西方政府難以置

信。所以第一步是找出武漢肺炎

是自然產生的還是人工合成的。

他說，若被證明病毒是合成的，

中國執政黨將無路可退，「世界

會轉向與它們對抗！包括那些中

國人，他們會說，再也不能讓這

種事情發生了。」

「重慶市援鄂殯葬服務隊」（Twitter）

8日武漢市每立方米的二氧化硫濃度每立方米1700微克。 
美國EPA規定，正常程度為一年平均每立方米0.03微克。

(Wi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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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區最好的地方
就是

為先 之地

展示屋
開放

                                                              

就
在 西 北

區

                                                              

全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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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那些心懷更多期許的家庭

選擇西北地區最佳地段，
公共設施聚集

公園、散步小徑、
池塘及遊玩空間

臨近購物、休閒娛樂及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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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車道雙拼屋 前進車庫獨立屋

展 示 屋 開 放 時 間

週一 ∼ 週四 週末

下午 2 點 ∼ 晚 8 點 中午 12 點 ∼ 下午 5 點

前進車庫獨立屋--
池塘地段

鎮屋

價格及條款若有變動，恕不另行通知。

起價 起價 起價起價

（無管理費）

方

推介一個全新的西北社區，

CarringtonSouth.com  

BY

$340s
BY

$360s
BY

$440s
BY

$570s

CarringtonSouth.com  

BY

$340s
BY

$360s
BY

$44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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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s

CarringtonSouth.com  

BY

$340s
BY

$360s
BY

$440s
BY

$570s

【看中國訊】加拿大國際廣播電臺記

者黎黎 12 日轉加通社報導說，加拿大的

高層衛生官員正在辯論是否應該加嚴旅行

健康監控措施，要求從中國進入加拿大的

所有人進行自願隔離，以減少傳播新型冠

狀病毒的風險。

衛生專家們表示，這是一項重大決

定，必須謹慎權衡，因為自願隔離會對當

事者在幾個層面帶來影響，甚至有可能損

害公眾對加拿大醫療保健體系的信任。

從上週開始，加拿大聯邦和省級的衛

生官員要求來自冠狀病毒爆發中心—湖北

省的旅行者入境後「自我隔離」兩個星期。

在溫哥華、多倫多和蒙特利爾的國際

機場，海關會告訴來自中國湖北省的人進

行自我隔離，若有發燒、咳嗽等症狀則需

要與衛生當局聯繫。

加拿大首席公共衛生官譚（Theresa 
Tam）醫生說，機場的入境記錄顯示，現

在每天有大約 70 至 80 人從中國的湖北

地區抵達加拿大。

隨著疫情在中國其他地區的持續蔓

延，譚醫生說，加拿大可能會把「自我隔

離」措施的適用範圍擴大到來自中國的所

有人。

「自我隔離」與聯邦規定的「強制隔

離」不同。目前，在安大略省特倫頓的加

拿大軍事基地，加拿大從湖北地區撤離出

來的數百名加拿大人和家屬正在接受強制

性隔離。

加通社報導說，在疫情爆發後，加拿

大的政策沒有其他國家（如美國，日本

和澳大利亞）那麼嚴厲，這些國家都對

來自中國的旅行者實行了全部或部分入境

「禁令」。

但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 UBC 的

兼職教授、急診科醫生邁克爾．庫裡

（Michael Curry）表示，加拿大作出擴大

自我隔離範圍的決定，將只是個時間早晚

問題。

曼尼托巴大學新興病毒研究助理教授

傑森．金德拉楚克（Jason Kindrachuk）

說，影響加拿大官員決定的主要因素很可

能是在中國以及世界其他地區人與人之間

的傳播速度，但目前衛生官員必須觀察並

等待，看情況如何發展。

他還說，官員們必須謹慎行事，因為

隔離會對當事的個人帶來經濟、社會和其

他方面的壓力，政府採取隔離措施和其他

嚴厲措施，還可以導致公眾的恐慌和錯誤

信息。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綜合報導】美國

總統川普在白宮稱，美國經濟依然是全

球第一，經濟規模遠超中國；他也談到

了 2019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又稱：武漢

肺炎）的情況。此外，川普總統為首的

美國政府正在修改美國貿易救濟法一項主

要豁免選項，取消美國給予中國、印度等

20多個國家地區的世界貿易組織（WTO）

特別優惠待遇。

美國之音報導，2 月 10 日，白宮舉

行美國州長商務會議。川普總統說，美國

經濟目前在全球範圍內依然名列第一，按

照美國經濟規模來看，現在已經遠遠領先

於中國。美國正在創造歷史上最繁榮的經

濟時期。

報導稱，美中貿易戰沒有給美國經濟

造成嚴重損傷，在 2019 年依然保持了增

長勢頭。根據美國商務部近期公布的經

濟數據顯示，與 2018 年相比，2019 年

美國全球貿易逆差減少了 1.7%。與此同

時，美國人也對美國經濟形勢持有樂觀態

度。蓋洛普日前公布一項民意調查顯示，

約 59% 美國人認為他們目前經濟狀況要

好於一年前。

《華盛頓郵報》2 月 10 日報導，美國

人信心的增加及樂觀情緒對美國經濟非常

重要，從而促使消費者增加支出，這是美

國經濟增長的最為重要的動力。川普總統

在白宮舉行的州長商務會議上稱，如果美

國人選擇了一個錯誤的人進入白宮，那麼

中國經濟規模超越美國只是時間問題。如

果選擇了正確的人入主白宮，那麼中國經

濟將永遠不會超過美國。

在談及 2019 新型冠狀病毒時，川普

總統說，目前「武漢肺炎」疫情在美國境

內的情況還行，這種病毒或許會在 4 月

天氣轉暖而消失。他說：「我們現在正在

討論新型冠狀病毒，很多人認為四月份時

天氣變熱，病毒也會隨之消失。通常情況

下，這種病毒會在四月份消失。」

臺 灣 中 央 社 2 月 11 日 引 述 美 國

財經媒體報導稱，美國貿易代表辦公

室（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USTR）發布通知，針

對其他國家通過不公平出口補貼危害美國

產業的政策，為降低調查門檻，美國減少

已認定的發展中國家與貧窮國家的數量。

美國政府有必要修改對發展中國家的反補

貼調查法規。

包括：中國、香港、新加坡、韓國、

印度、巴西、阿根廷、南非、保加利亞、

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喬治亞、印尼、

哈薩克、吉爾吉斯共和國、馬來西亞、摩

爾多瓦、蒙特內哥羅、北馬其頓、羅馬尼

亞、泰國、烏克蘭、阿爾巴尼亞和亞美尼

亞等 20 多個國家，被美國取消了發展中

國家特殊貿易待遇。

報導稱，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的通知

表明瞭，20 年來美國對發展中國家貿易

政策的一次重大改變，將對全球一些出口

貿易大國產生衝擊；也顯示中國、印度等

世界大規模經濟體享有 WTO 發展中國家

貿易優惠待遇的現象，已經引起美國的不

滿。 1 月出席瑞士達沃斯論壇時，川普

總統再次表達了自己不滿的意見，他認為

WTO 沒有公平對待美國。

美國總統川普（Alex Wong/Getty Images）

加國考慮推行從中國入境者「自行隔離」加國考慮推行從中國入境者「自行隔離」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A4 看亞省 Alberta 第 93期     2020年 2月13日—2月19日    

加軍方望禁用華為5G設備

DATE:
10 Feb 2020

Produc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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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x: 403.287.9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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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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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e Name VER-21384 Vision Times HP Feb13 v2.indd
Publication  Vision Times Insertion  Feb 13, 2020
Client  Verona Size  10” x 9.5” no bleeds
Fonts used  Helvetica Neue LT, Rockwell Std
Picture info
Producer  BM Revis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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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onatownhomes.ca 118 & 120 Sage Hill Grove NW

$300’s*

VER-21384 Vision Times HP Feb13 v2.indd   1VER-21384 Vision Times HP Feb13 v2.indd   1 2020-02-10   2:56 PM2020-02-10   2:56 PM

DATE:
10 Feb 2020

Produc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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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x: 403.287.9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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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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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e Name VER-21384 Vision Times HP Feb13 v2.indd
Publication  Vision Times Insertion  Feb 13, 2020
Client  Verona Size  10” x 9.5” no bleeds
Fonts used  Helvetica Neue LT, Rockwell Std
Picture info
Producer  BM Revis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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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onatownhomes.ca Visit our Sales Centre at 118 & 120 Sage Hill Grove NW

3

• Choose a ravine lot, walk-out or West-facing deck

• Move-in now at our lowest prices of the year

• Close to neighbouring amenities and parks & pathways

• Amazing ravine views

Verona has the ultimate location and offers the best value in NW 
Calgary. These award-winning fl oorplans include double masters
with private ensuites, fl ex rooms & attached garages. With three 
fl oorplans to choose from & more than 1500 sq.ft. of living space, 
Verona offers something for everyone.

Last Chance 
to Buy in Verona!

From 
The

Plus
GST

$300’s*

VER-21384 Vision Times HP Feb13 v2.indd   1VER-21384 Vision Times HP Feb13 v2.indd   1 2020-02-10   2:56 PM2020-02-10   2:56 PM

僅
存

套
快
速
入
住
鎮
屋

DATE:
10 Feb 2020

Produc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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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x: 403.287.9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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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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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e Name VER-21384 Vision Times HP Feb13 v2.indd
Publication  Vision Times Insertion  Feb 13, 2020
Client  Verona Size  10” x 9.5” no bleeds
Fonts used  Helvetica Neue LT, Rockwell Std
Picture info
Producer  BM Revis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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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onatownhomes.ca Visit our Sales Centre at 118 & 120 Sage Hill Grove NW

3

• Choose a ravine lot, walk-out or West-facing deck

• Move-in now at our lowest prices of the year

• Close to neighbouring amenities and parks & pathways

• Amazing ravine views

Verona has the ultimate location and offers the best value in NW 
Calgary. These award-winning fl oorplans include double masters
with private ensuites, fl ex rooms & attached garages. With three 
fl oorplans to choose from & more than 1500 sq.ft. of living space, 
Verona offers something for everyone.

Verona

VER-21384 Vision Times HP Feb13 v2.indd   1VER-21384 Vision Times HP Feb13 v2.indd   1 2020-02-10   2:56 PM2020-02-10   2:56 PM

在 購房
最後的機會！

起價
加稅

DATE:
10 Feb 2020

Produc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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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x: 403.287.9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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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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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e Name VER-21384 Vision Times HP Feb13 v2.indd
Publication  Vision Times Insertion  Feb 13, 2020
Client  Verona Size  10” x 9.5” no bleeds
Fonts used  Helvetica Neue LT, Rockwell Std
Picture info
Producer  BM Revis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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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onatownhomes.ca Visit our Sales Centre at 118 & 120 Sage Hill Grove NW

Only 3 Quick Possession 

Townhomes Remain

• Choose a ravine lot, walk-out or West-facing deck

• Move-in now at our lowest prices of the year

• Close to neighbouring amenities and parks & pathways

• Amazing ravine views 

Verona has the ultimate location and offers the best value in NW 
Calgary. These award-winning fl oorplans include double masters
with private ensuites, fl ex rooms & attached garages. With three 
fl oorplans to choose from & more than 1500 sq.ft. of living space, 
Verona offers something for everyone.

Last Chance 
to Buy in Verona!

From 
The

Plus
GST

$300’s*

VER-21384 Vision Times HP Feb13 v2.indd   1VER-21384 Vision Times HP Feb13 v2.indd   1 2020-02-10   2:56 PM2020-02-10   2:56 PM

銷售中心地址

Verona 位於卡城西北區最佳地段，物超所值。獲獎的房屋佈局

設計包括，雙主臥室各帶單獨衛浴，多功能房間和連體車庫。

除了超過 1500平呎的居住面積，三種房屋佈局可選，Verona

鎮屋還為每個人提供更多所需。

選擇溪谷地塊，配備Walk-out或朝西的露台

現在入住，享受全年最低價

鄰近社區公用設施、公園和步行小徑

驚艷的溪谷美景

【看中國訊】近期，英國宣布「有限

度」使用華為 5G 設備後，華為公司再一

次引起人們的關注。加國是否禁用華為

5G 網路設備以及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

引渡案的進展，也是熱門話題。

據《環球郵報》報導，來自加拿大聯

邦政府的內部消息稱，鑒於中國華為公司

的「商業行為」，加拿大軍方希望加拿大

政府禁止國內 5G 網使用華為設備。

加拿大的國家安全機構、軍方和創新

部正在進行網路安全審查；以確定華為的

5G 設備是否對加拿大構成安全隱患。但

加拿大高級軍官，包括國防部首席參謀長

萬斯（Jonathan Vance）將軍已對政府

高層表示，他們相信華為構成對國家安全

的威脅。

軍方認為，華為不是值得信賴的供應

商，因為其 5G 設備可能會在國際危機期

間為中共的間諜活動服務，或會破壞加拿

大的關鍵基礎設施。同樣令人擔憂的是，

允許華為進入 5G 網可能損害加拿大與美

國、澳大利亞、紐西蘭及英國等五眼夥伴

國之間的安全合作及情報共享。

加拿大安全情報局也將華為視為網路

安全威脅，並希望加拿大的 5G 網路不使

用華為設備。

圍繞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引渡案，

上個月還發生了一起鬧劇。

1 月 20 日，引渡案在卑詩省法庭首

次庭審的當天，一群年輕西人舉牌抗議，

要求釋放孟晚舟，讓被中共關押的兩名加

拿大人質回家，要求美國不要干預加拿大

事務。

theBreaker 新聞網的最新調查發現，

這些西人受雇於兩名華人女子。溫哥華製

作公司華裔女主管周海倫（Helen Zhou，
或 Jiaming Zhou，周佳明，音譯）以時

薪 50 元，共 2 個小時的條件，通過溫

哥華影視製片人急聘臨時人員。喬伊．張

（Joey Zhang）負責發錢。此事件背後真

正的老闆和動機，目前還是個謎。

而被雇年輕人很多都不知道來此的真

實目的，以為是拍電影。其中一名叫哈

克斯塔夫（Julia Hackstaff）的年輕女演

員，明白自己被騙後，氣憤不已，一分錢

沒拿憤然離場。她說，她覺得背後有幾層

組織，非常想知道背後真正的操控者到底

是誰。有人瞭解真相後，當場離開。

截至此文發稿時，周女和張女均拒絕

媒體採訪要求。

1月20日，一群年輕人在法庭外抗議孟

晚舟引渡案。有媒體曝光，這些年輕

人受僱於兩名華人女子，薪資標準是2

小時100至150加元。（視頻截圖）

▲

【看中國訊】2 月 10 日（週一），

警方逮捕了堵塞溫哥華港口和三角洲港

口入口的 57 名抗議 Gaslink 天然氣管道

項目者。這些抗議者封堵港口後，在溫

哥華和維多利亞遊行示威，以支持濕地

（Wet'suwet'en）原住民反抗管道建設。

在維多利亞市，示威者在午後高峰時段阻

斷了約翰遜街和灣街的橋樑；在溫哥華，

示威者穿越十字路口到達市中心，造成了

交通擁堵、延遲；同時，在卑詩省史密瑟

斯以西的新黑澤爾頓的抗議者繼續封鎖

鐵路，CN Rail 的執行副總裁兼首席法律

官肖恩．芬恩（Sean Finn）說，貨運和

乘客都無法進出，消費品滯留在港口，

穀物和煤炭無法推向市場，這種破壞正

在影響國民經濟。最近幾天，小規模的

抗議活動在加拿大各地爆發，以聲援濕

地（Wet'suwet'en）原住民反對天然氣管

道建設。上週末，加拿大皇家騎警逮捕了

21 個阻止 GasLink 項目建設工人進入現

場的抗議者。警方說，所有被捕的人都必

須遵守禁令，才能獲釋。

Gaslink 天然氣項目，東起卑詩省與

亞省交界處的 Dawson Creek 鎮，西至

海邊 Kitimat 鎮，長約 670 公里

【看中國訊】自上個世紀 80 年代以

來，入侵物種歐洲綠蟹一直給加拿大東海

岸一帶的生態造成影響，使鰻草和軟體蛤

數量大幅減少。綠螃蟹於 1800 年代首次

乘歐洲船隻的壓艙水抵達加拿大，後來迅

速繁殖，現在加拿大大西洋沿岸幾乎所有

的景點都能看到它們的身影。

加拿大公園與麥吉爾大學副教授奧黛

麗．摩爾斯（Audrey Moores）合作，

開發了一種無毒的方法，可以將令人生厭

的綠螃蟹的殼變成可生物降解的塑料，用

於製造餐具，杯子或盤子。與常規塑料不

同，摩爾斯的材料會在海洋中被降解。摩

爾斯壓碎了貝殼，得到關鍵的幾丁質材

料。然後，她使用自己開發的特殊方法將

聚合物轉變為可以耐水的材料 , 所產生的

塑料材料像玻璃一樣堅硬。但摩爾斯說，

她的團隊希望找到一種使其可彎曲的方

法，以便可以將其製成一次性餐具和其他

一次性用品。目前尚不清楚每個杯子需要

多少隻螃蟹。

但自 2010 年以來，由於採取了「螃

蟹走開」（Gone Crabbin'）生態旅遊活動

等舉措，已在凱吉姆庫克（Kejimkujik）
海濱公園的打撈了 200 萬隻綠蟹。

有些民眾認為，用螃蟹做塑料還是第

一次聽說，是個新思路。

大溫地區數百人集會抗議天然氣管道建設

抗議現場（網絡圖片）

綠螃蟹的新用途——製造生物降解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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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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景圖實景圖 示範單位圖示範單位圖

Artis 連排鎮屋 Artis 連排鎮屋 

978~1920 平呎、單 / 雙車庫可選978~1920 平呎、單 / 雙車庫可選

2.52.5萬元大禮包萬元大禮包

• $15,000免費升級室內配置
•$5,000房價優惠
• 贈送價值$5,000窗簾

面對 WinSport 滑
雪
場

面對 WinSport 滑
雪
場

45 分鐘直達班

夫45 分鐘直達班

夫

18
分

鐘到市中心

18
分

鐘到市中心 滿分地段！滿分地段！
滿足你所有夢想滿足你所有夢想

卡
城

第
二
座
農
貿

市
場 Farmer's Market

卡
城

第
二
座
農
貿

市
場 Farmer's Market

3535$$ 萬萬 起起

憑此廣告可獲憑此廣告可獲

現代風格內裝現代風格內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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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展示中心：151 Greenbriar Place NW, Calgary | 區域銷售代表：Andreas Angellakis  403-796-3788

◎文：鄭貝

GreenwichGreenwich的的ArtisArtis鎮屋：鎮屋：

三全齊美美

紐約風範

2020 年 的 卡 城 公 寓、

鎮屋市場仍有海量的選擇，

由於供過於求，不少新公寓

甚至鎮屋轉為了出租房。由

Landmark Homes 公司打造

的鎮屋 Artis 卻因擁有獨特的

優勢，逆勢而「熱」，「2020
年 1月份，我從度假歸來後，

就忙得不行，每天的銷售日

程都排得滿滿的。」Artis 鎮

屋的區域銷售代表 Andreas 
Angellakis 向記者介紹說，

「我們開盤有 40 套新鎮屋，現

在已經售出了 27 套，也就是

說第一階段開盤的新屋，還有

13 套待售。在今年夏天，我們

可能會開盤第二期。」那麼，

Artis 到底有何出眾之處呢？

地段  地段  地段

整個 Greenwich 社區在設

計上遵循的就是紐約風範，或許

是想將紐約這個既舊日又新潮的

大都市風範引入這個新興社區

吧。Landmark Homes 打 造 的

Artis 鎮屋從外觀上就直白地顯

示了紐約鎮屋的氣質：紅磚、石

塊、台階、玻璃圍欄的陽臺、屋

前屋後齊整的方塊綠地……

「當你回家時，你視線所到

之處要麼是綠地，要麼是市中心

的風景。室內設計和觀看到室外

的感受，對我們來說二者是同樣

重要的。」Angellakis 說，「所

有在 Greenwich 的新屋都是比

較高端的，我們的更為實用，我

們提供的新屋沒有一寸地方是浪

費 的，Landmark Homes 公 司

打造的新屋，最大的特色就是注

重空間實際有效地使用。」

Artis 鎮屋實際上是地面上

的三層，雖然第一層被稱為低

層（Lower）。低層通常為車庫

和一個寬敞明亮的起居大廳。

Artis 鎮屋帶有雙車庫，是這套

新鎮屋廣受歡迎的原因之一。

主層通常是廚房、餐廳和起

居室，有的帶臥室有的不帶臥室；

第二層是臥室。鎮屋的面積從

978 平呎到 1695 平呎，價格從

35 萬元起。目前發售的第一批鎮

屋多為方正的南北朝向，室內因

為較多的大窗戶而通透明亮。

Angellakis 介紹說現在前

來看房的買家主要是年輕的專業

人士以及 40-50 歲尋求大換小

的人們，還有父母為孩子來看房

的。他認為現在購買 Artis 鎮屋

正當其時，「我們可以為客戶提

供 10 種戶型和裝修方案。並且客

戶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選擇何時

入住。我們有可以立即入住的新

屋，有 30 天內入住的，還有春天

可入住型的，夏天可入住型的，

甚至今年年底可入住型的。我可

以滿足買家各種入住時間需求。」

另外，當前還有大特惠：高

達兩萬五千元的大禮包！包括

1 萬 5 千元免費升級裝修、房

價再優惠 5000 元以及贈送價值

5000 元的高檔窗簾。「這真的

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得到這麼有

價值的新屋」Angellakis 說，

「我也知道華人客戶是相當聰明

的，希望更多的華人客戶來看

看。」Angellakis 之前在西北區

賣新房時就有很多華人客戶，所

以雖然他不會說中文，但是和華

人客戶溝通完全沒有障礙，心態

也很輕鬆，「有時候我放慢些語

速就是了」Angellakis 笑著總

結道。

風起於青萍之末，聰明的買家們，搶佔先機吧。

如同所有的地產物業，最有

價值的是地段。Artis 鎮屋是卡

城西北大型新興社區Greenwich
的一部分，Greenwich 社區於

卡城主幹道 16 Ave 夾繞城高

速 Stoney Trail 區域附近，交

通十分便利。 16 Ave 東向通往

市中心 25 分鐘車程，西向通往

班夫國家公園 45 分鐘車程；從

Stoney Trail 去往西北各華人聚

集的社區、國際機場或北部大商

業中心 CrossIron Mills，一路

沒有紅綠燈，迅捷快速。

Greenwich 是個令人驚嘆

的新社區，它佔地 59 英畝，

集住宅、商業零售和辦公區與

一體。卡城著名的農貿市場

（Calgary Farmers' Market）第

二個市場就設置在 Greenwich
社區內，新市場預計在今年春夏

之季開放，新市場將有力地支持

本社區及周邊企業和家庭，將提

供 200 個就業崗位，經濟影響

預計每年將超過千萬。新市場包

括私人活動室，戶外活動空間、

寬敞的室內外兒童遊樂區，以及

生日聚會空間。

更 添 地 段 價 值 的 是，

Greenwich 社 區 馬 路 對 面 正

對著卡城著名的奧林匹克公園

滑 雪 中 心 WinSport Canada 
Olympic Park；並如前文所述，

從 Greenwich 社區至班芙國家

公園僅 45 分鐘車程。

我們再將地段範疇擴大到

Greenwich 所在的 Bowness 社

區。它是個既老又新的社區，彎

彎的弓河從其北界川流而過，樹

林茂盛，水潤豐澤，空氣清新。

這裡有卡城最受歡迎的公園之

一：Bowness 公園，與東南部

的 Edworthy Park 接壤，公園

坐落在弓河和潟湖之間，是野

餐、夏季運動、冬季滑冰和划船

的好場所。

在 1964 年被納入卡城地界

之前，Bowness 社區曾經是離

卡城最近的小鎮，因此這裡有

不少汽車旅館、加油站和各類

快餐店，還保留不少 50 年代的

住宅，瀰漫著幾分舊日小鎮風

情。而在近十幾年的舊區重建過

程中，特別是包括 Greenwich
在內的幾大新社區的興建，讓

Bowness 社區方方面面都得

到了提升，一掃往日老舊的形

象。加之靠近大學和山麓醫院

（Foothill Hospital）， 更 使 得

此地得到越來越多投資者的重

視。根據 2016 年的人口調查，

這裡的房屋業主自住為 52%，

租賃物業為 48%。在 2019 年

Bowness 社區被《Avenue》雜誌

評為榜首第三名。

「Artis 將有都市氛圍的新社

區與冬季運動區（Winsports）

以及山區（班夫公園）三者做

一個很好的綜合。WinSport 就
在馬路的對面，班夫公園僅 45
分鐘的車程。在西北沒有任何

一個社區可以綜合這三者的，

所以是一個非常獨特的社區。」

Andreas Angellakis 說。

作為買家，可以想像一下：

上述的種種地段優勢，滿足了人

們生活、工作和休閒三者的需

求，也使得此地的住宅適合各種

人群：上班組、自僱族、養老族、

熱愛運動族以及熱愛山區自然

族……因為適合的人群比較大，

住宅除了自住外，還可以出租。

不僅可作長租，還可做短租，每

年有大量去往班夫國家公園的遊

客，將住宅整體或部分借住給短

期遊客也是個不錯的選擇呢。

Artis 內景

本地精品店

生活休閒

農夫市場 弓河美景弓河美景 Artis 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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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鐘靈綜合報導

武漢肺炎疫情重挫中國經濟，北

京下令要求全國10日復工復產，當日
沿海各地工廠企業已陸續開始「名義

上的復工日」，不過為了防堵疫情，官

方仍在重度管控「勸返」工人，許多

產業復工遙遙無期。

經濟數據嚴峻 官方改口風
在中國經濟增長已經降到 30 年來最

低水平之際，武漢肺炎的爆發令情況雪上

加霜。路透社引述多位消息人士的話說，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2 月 3 日的內部

會議上警告，不要再採取更多威脅經濟的

限制措施，並指一些措施不切實際，且還

在公眾中引起恐慌。

中國商務部在 6 日發布了通知，要

求各地商務部門「在做好商貿企業疫情防

控工作的同時，要組織符合條件的商貿企

業復工營業，保障市場供應」；商務部市

場營運司副司長王斌 9 日表示，疫情嚴

重的地區要優先組織生活必須產業復工；

疫情不那麼嚴重的地區，則應適當擴大多

業態經營範圍，「不能再搞『一刀切』、

『一關了之』」。

瑞士銀行報告指出，中國各地採取

的「封城」和「封閉式管理」措施也讓復

工時程延宕，對經濟的影響可能會更甚於

SARS。該行因此也將中國今年的 GDP
成長率預測從原有的 6% 下調為 5.4%。

各市封閉復工難

武漢肺炎在中國新年期間迅速蔓延，

北京當局下令進行封閉式管理，期間經濟

活動幾乎完全停頓。 1 月 31 日起，當局

下令物資、民生相關產業優先復工復產，

但能復工產業仍寥寥無幾。

目前返程潮下的北京南站人流和去年

同期相比少六至七成。北京市交通委副主

任容軍表示，從數據來看，返程潮開始後

14 天，通過鐵路民航出京的超過 1000
萬人中，目前還有 800多萬人仍未回京。

根據官方指示，返城人士被要求自行

隔離 14 天，但許多民眾不但在小區樓下

被保安阻止無法回家、想尋找容身的賓館

也大多暫停營業。江蘇無錫等工業重鎮甚

至在交通重要點篩查，對湖北、浙江、廣

東、河南、湖南、安徽和江西等 7 個省

的人員「一律勸返」。

上海有同樣問題。 10 日上海楊浦區

長陽創谷園區 300 餘家企業的 2.5 萬名員

工，1.3 萬人復工，但只有 1200 人到園

區上班。園區不少商務樓停止了供暖、關

閉中央空調，並將入口處大門保持敞開通

風，食堂不開放，樓內到處設有測溫點，

白領也遭遇了非一般的「困難時期」。此

外，廣東省流動人口約為 4000 萬人，目

前深圳廣州已成為疫情高發地。

不僅本地企業受到衝擊，日經中文網

報導，普利司通輪胎位於無錫和天津的工

廠都因無法卻確保員工人數，而延期復

工。而另一家日企沖電氣工業在深圳生產

印表機的工廠，也因當地復工企業太少，

影響採購，而將復工時間再延後一週。

疫情經濟兩頭忙 
中國企業「復工」難 【看中國訊】美聯儲主席鮑威爾 2 月

11 日表示對美國經濟前景感到樂觀，但

他提到中國的冠狀病毒疫情對全球經濟增

長造成潛在威脅。

鮑威爾在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作

證時表示，在 2019 年下半年，美國「經

濟似乎抵禦住了去年夏天加劇的全球逆

風」。他說：「我們發現美國經濟形勢很

好，表現良好。我們看到全球增長觸底回

升的跡象。我們看到貿易政策的不確定性

降低。總的來說，我們看到強勁的就業增

長，持續的溫和增長。」

鮑威爾的言論呼應了美聯儲上週向美

國國會提交的半年度貨幣政策報告。報告

重申了美聯儲的觀點，即當前短期借款

成本的目標範圍 1.5 ～ 1.75% 是「適當

的」，可使經濟擴張維持正軌。

鮑威爾表示，美聯儲正密切關注中國

的冠狀病毒疫情，這可能對全球經濟造成

衝擊，但目前評估對美國經濟的影響還為

時過早。

儘管中國已經下調利率並增加流動性

來支持經濟，緩解病毒疫情的影響，但外

界擔心長時間的供應中斷可能已經給全球

經濟增長帶來不利後果。

【看中國訊】據《自由時報》報導，中

國武漢肺炎疫情已使石油價格下跌，石油

輸出國組織（OPEC）2 月 12 日發表月

度報告，將 2020 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長預

期下調每日 23 萬桶，至每日 99 萬桶，

消息一出後，布蘭特原油價格即上漲逾

2%。OPEC 另將 2020 年全球石油需求

預期，下調每日 20 萬桶，至每日 2930
萬桶。

CNBC 指出，OPEC 修正後的預測，

可能會給 OPEC 及其盟國的石油生產商

帶來壓力，儘早實施額外減產。消息一

出，國際原油價格則隨之上漲，布蘭特原

油 4 月交割價上漲 2.09%。

美聯署：冠狀病毒
威脅全球經濟

中小企難過兩個月

武漢肺炎疫情將原本期望從長假提振

銷售業績的企業再次拖入「寒冬」。北京

當局下令在各地實行封閉管理，商場關

門、道路阻隔等措施使眾多企業在此期間

的營業收入直線下降。

橘子水晶酒店創始人吳海在微信發文

披露了其投資帳目，指企業在不營業的情

況下只能再支撐 2.176 個月。吳海認為目

前各級政府出台的扶持中小微企業政策沒

甚麼用，這些政策包括緩交社保、中小微

企業貸款、國有物業減免租金等。在吳海

看來，能租到國有物業的基本上是國企的

三產及「有關係」的人，再轉租出去給民

企後，民企並不會受惠政府減租政策，依

然要背負不開業狀態下的租金成本。

中國交銀金融研究中心發佈報告，指

如果中國消費需求難以恢復、加上節後返

工延期，將嚴重影響企業營收增長，部分

中小型生產和服務企業可能面臨生存壓

力。一旦發生大面積企業倒閉，將可能造

成債務違約潮，再傳導至銀行體系，系統

性引發金融危機。

OPEC下調今年
石油需求增長預期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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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存的新屋

正在熱賣

歡迎參觀

2套全新展示屋
起價大 $400s
TheIvyCalgary.com

體驗住在 Ivy的生活

美觀的 2 & 3臥室佈局，配以現代化裝飾

大學區核心優越地段

高天花板，高品質 Bosch家電，以及連體車庫

距Market Mall和卡爾加里大學僅幾個街區

【看中國記者鐘靈綜合報導】

2 月 6 日率先披露武漢肺炎疫

情、並在第一線與疫情博鬥李文

亮醫生病逝消息傳出，震撼了中

國大陸，民眾不僅痛悼李文亮的

離世，更紛紛喊出一直以來被北

京政權視為禁忌的口號：「我們

要言論自由！」

2 月 6 日李文亮感染肺炎病

危時，社交媒體上流傳中宣部的

命令，要求媒體對李文亮醫生去

世的消息「穩妥控制熱度」、「逐

步撤出熱搜」。有醫護人員披

露李死後，院方進行「象徵性搶

救」，激起又一波民憤。

當日晚上，微博話題「我們

要言論自由」席捲大陸。大批網

民憤慨留言，其中被大量轉發的

貼文包括：「追求真相、敢說真

話的烈士誕生了。『平反不平反

不重要，真相最重要！』成了中

國網絡刷屏的一句話，一字一句

拷問政權，高呼中國政府欠李文

亮一句道歉！幾十年來，因講真

話的冤魂無數，中國政府欠的道

歉，何止一人！ # 我們要言論自

由 #」
《端傳媒》統計，截至 2 月 7

日凌晨 1 點 12 分，微博話題「我

們要言論自由」共計收穫 202.5
萬閱讀量，超過 8,000 條微博，

該話題被官方刪除後，網民又迅

速開闢了另一個話題「我們要求

言論自由」繼續發聲。

民眾發聲被禁聲

2 月 10 日，北京當局要求

各地復工，為防控疫情帶來極大

挑戰，不僅如此，當地民眾透露

各小區廣播通知，近兩天開始局

部斷網，理由是「網上負面消息

過多，會影響世界衛生組織專家

對疫情的判斷」。

多個消息渠道也證實，曾親

赴武漢第五醫院紀錄在短短 5 分

鐘內搬出 8 具屍體的武漢市民方

斌，於 2 月 10 日被當局抓捕。

此前方斌的手機和家裡wifi或已

經全部遭中斷、直播也中斷。方

斌曾在互聯網多次號召：「全民

反抗，還政於民」。

早前進入武漢進行第一線報

導的公民記者陳秋實，11日也被

證實遭當局單獨軟禁監視。民眾

阿明（化名）向《美國之音》表

示，自己與陳秋實最後一次聯繫

是 2月 6日，當天陳秋實去拍攝

了武漢國際會展中心改建的、收

治輕症患者的「方艙醫院」後失聯。

「中國人權律師團」、「清

華大學部份校友」等團體日前也

在網絡發表聯合聲明，呼籲將 2
月 6 日訂為「全民真話日」，表

示「堅決反對把政治安全放在首

位」、「堅決反對封群封號」等。

有北京某大學教職員 9 日透露，

參與上述「言論自由」連署的學

者及人士，已有人被安全部門上

門關切，並被留下聯絡方式。

英國《衛報》9 日獨家披露，

2003 年披露 SARS 疫情的蔣彥

永醫生，從 2019 年 4 月起一直

被關在 301 醫院治療，軍方嚴

控其出入，甚至家人也都被禁止

探親，導致蔣彥永的情緒煩躁不

安，爆料友人還補充，「蔣彥永

在 301 醫院進行藥物治療之後，

記憶力有嚴重受損的跡象。」

近日上海市一名戴著口罩的

短髮女子，在上海復旦大學旁的

大學路、錦創

路口高舉「言

論自由 FREE 
SPEECH」 的

紙牌。這張照

片 8 日 起 在

海內外迅速流

傳，許多海外

華人大讚女子

的勇氣，但不

少人也擔憂其

人身安全。

【看中國訊】《美國新聞與

世界報導》雜誌（U.S.News & 
World Report）最新公布「最

安全國家排名」，加拿大僅次於

瑞士，高居全球第 2。
報告稱：「安全是世界各國

的頭等大事，涉及在大街上更好

地保護公民，保護他們抵制不正

當行為，甚至保護他們防範網路

犯罪。」

在上個月公布的 2020 年世

界生活質量最佳國家排名中，加

拿大再奪第 1，還贏得了 2020
年度全球最佳國家第 2 名，最

適宜女性國家第 5 名，招商引

資排名全球第 3，公民身份全球

排第 2。
此次調查基於 4 個地區的

2 萬多名全球公民。受訪者按照

65 個評估指標，表達了對 73 個

國家的看法。

2020年世界最安全國家 

首10名：

1.瑞士

2.加拿大

3.挪威

4.丹麥

5.澳大利亞

6.紐西蘭

7.瑞典

8.芬蘭

9.奧地利

10.荷蘭

「我們要言論自由」 
席捲大陸網絡

世界最安全國家 
加拿大獲第二名

民眾自發悼念李文亮醫生（Getty Images）

圖片新聞：文革風範 口號救國？
【看中國訊】在武漢肺炎蔓延期間，湖

北各地各類標語湧現，充滿鬥爭氣息，

頗像文革再現，引起民間百姓討論。

不少民眾感嘆「這是口號救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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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李文隆綜合報

導】武漢肺炎疫情形勢惡化，湖

北官場近日掀起大震盪。湖北

省衛生健康委員會黨組書記張

晉、湖北省衛生健康委員會主

任劉英姿雙雙被免職，由新到

任的省委常委王賀勝兼任；習

近平浙江系舊部、中央政法委

秘書長陳一新也證實獲任中央

指導組副組長並南下武漢；2 月

13 日上海市長應勇接任湖北省

委書記。

習舊部接任省委書記

2 月 13 日官方宣布：應勇

任湖北省委委員、常委、書記，

蔣超良不再擔任湖北省委書記、

常委、委員職務。應勇原任上海

市委副書記、上海市長。官方報

導未提及應勇職位誰接任，蔣超

良將調任何職。應勇是習近平的

舊部，曾在浙江任職多年，與習

共事多年。

習派政法繫心腹 
坐陣武漢

2 月 10 日，中央政法委官

方公號長安劍披露消息，早在 2
月 8 日，陳一新已經以中央指

導組副組長的身份南下。據稱，

陳一新一到武漢就通過武漢市

各區官員微信群向眾人「約法三

章」。

生於 1959 年的陳一新，長

期在浙江從政，具有「浙江系」

官員的標籤。他曾與擔任過浙江

省委書記的習近平有過交集。

在習近平任職期間，陳一新於

2003 年 7 月，被提拔為浙江省

委副秘書長，後又兼任省委政策

研究室主任。從 2012 年開始至

今，每年，陳一新都有晉升。

2012 年，陳一新下到地

方，任金華市委書記；2013 年

6 月，調任溫州市委書記，並

於 2014 年 12 月躋身浙江省委

常委；2015 年 12 月，任中央

深改辦專職副主任；2017 年 1
月，陳一新履新湖北省委副書

記、武漢市委書記。 2018 年 3
月，陳一新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員

會秘書長。

對於此次任職，官方報導特

別強調，陳一新曾有五年時間在

浙江省委辦公廳任職黨群政法處

處長；近年來，也多次以市委書

記的身份參與主導政法工作會

議。鑒於中央政法委是掌握整套

維穩系統的機構，當局讓其秘書

長坐陣武漢，真實意圖引人猜

測。

湖北省衛健委黨組書記

和主任雙雙被免職

2 月 10 日，湖北省衛生健

康委員會黨組書記張晉、湖北省

衛生健康委員會主任劉英姿雙雙

被免職。上述兩職務，由新到任

的省委常委王賀勝兼任。

王賀勝，1961 年生，河北

清苑人。曾任天津市委常委、宣

傳部部長；任中國國家衛生和計

畫生育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醫

改辦主任；以及任中國國家衛生

健康委員會副主任等。

此前，武漢市長周先旺 1
月 27 日接受央視採訪時，則公

開把隱瞞疫情的事「甩鍋」中

央。周先旺承認披露疫情「不及

時」，但希望外界理解地方政府

公布訊息的難處，又指地方政府

需要獲得「授權」才可以披露，

暗示疫情隱瞞是中央的責任。

周先旺的做法在中共官場內

很不尋常，疑似中共內訌跡象顯

示。有海外媒體報導說，習近平

對武漢之事惱怒至極，數週前就

已經決定對「湖北幫」動手。消

息人士透露，「湖北幫」人數眾

多包括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不

少是江澤民時期提拔的高官。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

導】武漢肺炎疫情持續擴散，軍

隊、武警疫情日益嚴重，最新消

息是海軍爆發疫情，潛艇部隊更

加高危。已知 26 名軍隊武警官

兵確診（另有20名隨軍家屬），

超過 2500 名軍警被隔離。

近期中央軍委已下發 12 個

緊急通知想控制疫情擴大。據

報，當局有機密文件規定，軍

方疫情可以不呈報當地省市政

府，故此軍隊、武警疫情秘而

不宣。

軍委下緊急通知

總部在香港的中國人權民

運信息中心 2 月 11 日報導，

近期中央軍委已下發 12 個緊急

通知，對「疫情工作領導」、

「營區和家屬區疫情」、「隔離

觀察」、「春節後大客流大返

營」、「訓練中疫情防控」「心

理疏導」和「政治紀律」等方面

作出嚴格規定，違反規定會受到

黨紀，軍紀甚至是免職的處分。

目前空軍全部設立飛行員隔

離區，地勤人員不允許接觸飛

行員，而執行重要訓練的飛行

員，已被要求暫時不回家同家

屬接觸。

報導指出，海軍已出現疫

情，位於海南三亞市的海軍潛艇

部隊有一名軍人確診新病毒肺炎

後，有 300 名海軍被隔離，而

原定本月開始的核潛艇重點訓練

項目已暫停。位於三亞的解放

軍總醫院（海南）醫院準備為

3000 名人員做新病毒肺炎樣本

測試，重點是近期有出海訓練任

務的潛艇人員。

據悉，海軍屬於高危軍種，

但近日各地許多測試出現「假

陰性」，而潛伏期可能高達 24
天，故即使出發前全部人員測試

「陰性」仍可能有人帶病毒。

潛艇部隊就更加屬於高危，

密封的潛艇如果一人有病毒，絕

大部分人可能染病，而核潛艇

出任務的地方回航到基地可能

需要至少一星期，染病官兵可

能死亡。

多名軍警被確診

另外，該中心 10 日報導，

目前在湖北有 10 名軍人、15 名

武警已被確診新病毒肺炎，這些

被確診的軍人、武警分別在孝感

的空降兵軍醫院，武漢的中部

戰區總醫院（漢口院）及襄陽

的解放軍 991 醫院住院。襄陽

991 醫院的一名工作人員證實有

確診新病毒肺炎武警正住院。

據報，當地已有 1500 名軍人、

1000 名武警正被隔離。

還有空降兵軍醫院，武漢中

部戰區總醫院（漢口院）這兩

家醫院也有共 20 名隨軍家屬確

診住院。

【看中國訊】中國最高檢 2
月 10 日發布消息稱，中國傳媒

大學原黨委常委、副校長蔡翔

（副局級）涉嫌貪污一案，由北

京市監察委員會調查終結，移送

檢察機關審查起訴。日前，北京

市檢察院以涉嫌貪污罪對蔡翔作

出逮捕決定。該案正在進一步辦

理中。 1 月 8 日官方通報蔡翔

因「嚴重違紀違法問題」被雙開。

蔡翔被指與他人長期保持不

正當性關係。 2018 年 7 月，一

名中國傳媒大學 2012 屆畢業生

在微博發文舉報說，過去因父親

與蔡翔熟識，又是同鄉，於是將

她託付給蔡翔照顧，沒想到在

2008 年遭到蔡翔性侵。

湖北官場起風暴 習心腹空降武漢

軍警疫情擴大 海軍成高危 中國傳媒大學 
原副校長被捕

TOLL FREE  1-877-956-8473      skilouise.com

冬季洛磯山遊玩 就這麼簡單
觀光觀光雪鞋漫步雪鞋漫步雪道滑雪雪道滑雪

學滑雪學滑雪 美食美食

SightseeingSightseeingSnowshoeingSnowshoeingTubingTubing

Learn to skiLearn to ski DiningDining

免費註冊 或全家一起參加有趣的冬季運動，沿途觀賞如詩如畫的美景，還可免費停車。

 
403.750.5357  |  ywcalgary.ca/LINC

免費
為新移民開設

語言培訓課程

掌握實用的英語交流技巧。

今天就註冊吧！

有空位

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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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反饋之十一：

【月經紊亂、停經】中年女性，近 1 年
來月經時常推遲，近 5 個月，未有月經 ,
且情緒緊張，易疲勞。來我中心就診，
經 5 次治療，月經複來，但量少；繼續
治療1個月，次月，月經如期而至，經量、
經色正常，且體質改善，不易疲勞。

           病人反饋之十二：

【蕁麻疹（風疹）】中年女性，近一年
來皮疹反復發作，累及全身 , 皮膚瘙癢
異常，時作時止，乾燥脫屑。經西醫診
為蕁麻疹，但治療無效。來我中心就診，
治療 2 次，瘙癢停止，治療 8 次後，全
身皮疹消退，膚質改善，隨訪未復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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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勇（左）、王賀勝（右上）、陳一新（右下）。（看中國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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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防部 9 日表示，

大陸軍方殲 11、空警 500，以及

轟 6 等型機，上午 11 時許經過

巴士海峽，再由西太平洋進入宮

古水道，接著飛返原駐地，期間

貼近台方 ADIZ 防空識別區端。

台灣國軍派出 F-16 戰機掛載實

彈緊急升空伴飛，並近距離進行

監控。

對此，大陸國台辦發言人

馬曉光 2 月 10 日回應記者稱解

放軍軍機繞台是「警告和打擊台

獨，防止台美勾連的新動作，奉

勸民進黨當局不要玩火。」

看中國記者許天樂綜合報導

大陸軍方9日、10日在
24小時內兩度派出了戰機
飛越台灣海峽中線、繞台

飛行。台灣也派出掛載實

彈軍機升空近距離監控，

局勢一度緊張。美國國務

院罕有呼籲北京立即停止

脅迫台灣，並和台灣民選

政府恢復對話。

中國大陸軍機 繞台飛行

美國國務院於當地時間 11
日回覆記者表示，美方對於兩岸

和平、穩定有著深切利益，台海

兩岸都應該了解其重要性，並努

力建立使兩岸和平、穩定能持續

的基礎。國務院表示，北京企圖

片面改變台海現狀的作法是有害

的，對區域穩定沒有助益，也破

壞了數十年來促使和平、穩定及

發展的架構，「北京應立即停止

脅迫行徑，與台灣民選政府恢復

對話。」

上一次大陸軍機繞台飛行的

日期為 2020 年 1 月 23 日，當

日上午大陸派出空警 500、轟 6
等型機，飛行路線與 9 日雷同，

行經巴士海峽航向西太平洋，並

在進行遠海長航訓練活動之後，

循原航線返回駐地。

美軍戰機繞台

在大陸軍機繞台後第 3 天，

美 軍 MC-130J 特 戰 運 輸 機、

B-52 轟炸機於 2 月 12 日分別在

台灣海峽、東部空域飛行，與中

方巡航時間間隔罕有地短。

《BBC》12 日以「疫情期間

中國軍機連續繞台灣飛行」為題

報導事件，並引述分析指「中國

軍方在武漢疫情還在蔓延之際，

大動作繞行台灣，穿越台灣海峽

中線，意在針對台灣候任副總統

賴清德剛結束的訪美行程。」此

前中國官媒《環球時報》就曾特別

批評賴清德訪美一事。

報導引述華府研究東亞軍事

部署的重點智庫「2049 研究所」

研究員易思安（Ian Easton）指

出，F16 對於中國軍機多次圍繞

台灣周圍領空的挑釁有「窒息性

的壓迫性戰略有喝止作用」，但

「中國針對台灣的軍事部署已經

搶快，但美國和台灣仍未嚴陣以

待，才剛起步」。易思安也提

及，美國國防部最近測試了兩種

武器的原型，一種是陸射巡弋飛

彈，一種是陸射彈道飛彈，「 似
乎都是為了協防台灣、抵禦中國

入侵量身訂做。」

《聯合報》也引述台灣前海軍

教官呂禮詩指出，1 月 31 日美

軍 B-52H 轟炸機從關島起飛，

以飛彈攻擊航線進入台灣防空識

別區，反擊中國的意味濃厚，引

起印太區域各國高度關注，也可

能是中國這次派機繞台的原因。

賴清德走進白宮 
與川普同台

2 月 6 日在美國訪問的中華

民國副總統當選人賴清德獲邀參

加「全國祈禱早餐會」，與美國總

統川普、副總統彭斯、美國國務卿

蓬佩奧等多位重量級美國官員等同

台；7 日賴進入白宮，與「哈德遜

研究所」智庫人士及多名美國官員

進行會談，創下自台美斷交以來眾

多外交里程碑。

美國國務院回應 美軍戰機兩日後繞台

Email: cbcfoot@live.ca

可上門服務

地址：B愀礀 8, 6320 11 匀tr攀攀t 匀E 卡城

專業精準才有效！擁有認證足部矯形師 專業服務卡城 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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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精準才有效！擁有認證足部矯形師 專業服務卡城 35 年   

一次投資 終身服務：兩年左右鞋墊需隨人體變化
卡城
獨家

我的腰不痛了！

我的膝蓋不痛了！

我的關節不痛了！

我的脊椎不痛了！

我的腳板不痛了！

我的腳踝不痛了！

CBC   F o
ot Products

Lt
d.  CBC足部保健品店

健康始於「足」下的平衡
有效預防及緩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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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免費 員工保險員工保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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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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403）259-2474 ( 英 )
    

聘   華人客服
     國 / 粵 / 英
良好溝通能力
請來電或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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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診治成功診治
來自     年的積累來自     年的積累
中醫‧中藥‧針灸‧按摩‧拔罐和耳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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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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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治

#109, 2308 Center Street NE

8 年卡城中醫師

8年北京中醫藥大學醫療系8年北京中醫藥大學醫療系
學士碩士學士碩士

23 年北京大學第一醫院

冼慧
女中醫師
註冊針灸師
註冊按摩師一週七天：上午11點∼下午6點

587.352.3152（英、國） 
403.614.1825（國）

info@kt-lucky.com

（接受針灸按摩公司保險、WCB）

港台簡訊

台灣獲准「線上」

世界衛生組織（WHO）下

週舉辦針對武漢肺炎疫情的論

壇，過去該組織一直以中國提出

的「一中原則」拒絕台灣參與。

這次台灣面對疫情風險相當高，

但也被排除在外。不過日前美國

駐日內瓦大使及由德國代表的歐

盟 27 國發言聲援台灣，台灣最

終獲准以「線上」方式參加。台

灣方面表示，將爭取更大程度參

與 WHO。

模式參加WHO

台藥廠研發新藥
有助抗疫

台灣伊莉特生技公司 8 日

宣布在中國及泰國研究基礎上，

開發出藥效更佳之「利托那韋

2.0」，有效抑制武漢肺炎病毒

（COVID-19），且本來是普遍使

用於治療愛滋病的藥物，安全度

較高，目前正進行測試，有信心

用於臨床治療。美國早前宣布新

藥瑞德西韋有效抑制武漢肺炎病

毒，媒體發現，主導該藥研發工

作的吉利德執行副總裁楊台瑩，

也是來自台灣。

香港政府處理疫情不當挨轟
【看中國訊】武漢肺炎蔓延，

香港截至 12 日確診 50 宗感染個

案，隔離營也陸續爆滿，營內人

手不足。

《蘋果日報》收到讀者報料，

指民政事務局向制服團體發信

「邀請」到隔離營提供協助。信

中提到每名義工每天工作 8 小

時，包括到非香港居民隔離營服

務。有不願透露姓名的童軍領袖

指多人收到「總監級」邀請，但

目前報名的人寥寥可數。他透露

大部分人均擔心隔離營的安全問

題，憂慮在沒有足夠保護裝備之

下受感染；而由於工作屬義務性

質，一旦染病亦不獲保險賠償，

也擔心在隔離營服務後再出席童

軍活動，會把病毒帶入學校，傳

染學生，他們要求民政局和總會

交代更多細節，才作考慮。

醫護保護不足 港民批評
立法會議員林卓廷批評港

府不但沒有承諾提供足夠保護裝

備，還要求市民做義工；本身為

醫生的立法會議員郭家麒指，即

使是有足夠防疫裝備，童軍亦不

適合在隔離營擔任義工，因為醫

護穿著保護裝備時均經過訓練，

並非普通人能勝任。

此外，香港青衣長康邨有居

民確診武漢肺炎後，大廈居民被

安排前往醫院或隔離營隔離，其

中一幕引起港民關注，紛紛批評

港府資源錯配：救護員、防護中

心人員和消防員在前線負責疏散

居民，警察則在較遠位置駐守大

廈出入口和通道，但警察穿著名

為「特衛強」（Tyvek）、通常用

作處理伊波拉病毒及核生化事故

等情況的保護裝備，全套包括保

護衣、N95 口罩、眼罩、手套、

護目鏡及腳靴；而接觸居民的救

護員及消防員則穿著圍裙般的藍

色薄袍、面罩和外科口罩。

(直播截圖)

中華民國國防部提供F-16近距離監控中方戰機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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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紐約時報》稱，「武漢

肺炎」對中共的合法性絕對是一

大震撼，疫情衝擊程度僅次於

1989 年北京「六四」事件，也

是對中共體制與管理能力的重大

考驗。

針對北京與世界各國處理武

漢肺炎的方式與舉措，《看中國》

記者採訪了旅居加拿大自媒體評

論人士張新宇、美國時政評論家

陳破空和歷史文化學者章天亮。

張新宇認為，對北京當局來

說，把維持政權穩定看作是最重

要的，他說「疫情發生後，武漢

市政府，包括當地防治疫情的部

門和醫療單位，他們要想做任何

事情都必須要先上報，由他們來

決定要不要做什麼事。所以，本

來應該從 2019 年 12 月 1 日就

應該處理的事請一直拖後了 50

天。」

相比之下，西方民主國家處

理類似武漢肺炎疫情會是怎樣的

情況？張新宇表示，在加拿大溫

哥華、美國洛杉磯及臺灣，他們

都是內行管內行，其特點是沒有

任何領導，任何位置上的人員都

是經過優勝劣汰。「一個行業的

領頭人在本行業都是最專業的，

沒有必要去請教任何人，而是所

有人都要請教他的。」

例如，在加拿大溫哥華

Richmond 醫院出現一例用任何

一種抗生素都沒有療效的肺炎，

醫生就會認為是 SARS 或類似

SARS 的疾病，他就可以決定將

病人隔離，然後再進行研究治

療。與此同時，溫哥華新聞媒體

採訪以後，立刻就可以決定將此

新聞放在頭版，無需找加拿大總

理或省長去批准。民主社會特點

就是每個人都有一個角色，每個

人也知道自己該做什麼，不需要

事事都要去請示別人。

旅美歷史文化學者章天亮教

授表示，在美國，政治跟經濟是

分開的。對美國政府來說，類似

武漢肺炎疫情對其執政合法性不

會造成任何挑戰。「民主國家，

如果你要是對人民的這種安全不

能提供有效保護的話，那老百姓

肯定會把你選下臺的。所以這種

制度的話就決定了它一定會盡

快、盡全力把疫情的影響縮到最

小。」

旅美作家、政治評論家陳破

空認為，美國是一個民主大國和

社會，如果發生任何的公共危

機、天災人禍，就會是整個社會

的動員。美國新聞自由、司法獨

立，與政府所受到的監督和制衡

必然表現出整個社會一種同心協

力、一種全方位的關注。新聞媒

體上也會以頭版頭條進行報導。

這跟中國就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對

照。

陳破空還提及民間力量和公

民社會在美國的重要性。他認

為，尤其最近這幾年，中國社會

自救能力也完全被削弱、被剝

奪，只能坐等中共政權採取行

動。另外，通常在正常國家中，

軍費本來是作為國防用途，這是

真正的軍費。但中國的軍隊，就

像這次武漢發生事情一樣，軍方

人員去接管醫院，中部戰區軍隊

圍困武漢及湖北，實際上是防止

民變。

因此在當前中國體制下，如

果說發生天災，那上面會疊加人

禍；如果說發生人禍，就會人禍

加人禍。

◎文：茱莉、聞天清

廣東省人大常委會 11 日召

開緊急會議，決定「授權縣級以

上人民政府，必要時可緊急依法

徵用房屋、設施、物資作緊急防

疫應變。」

因為戰爭、災害等等原因公

權力徵用私有產於緊急應變，各

個時代、各國都有。但是必須符

合兩個條件：一個是公益性，

這個大家都理解；第二是補償

性，就是必須給財產所有者以

適當的補償。美國憲法第五修正

案規定：「人民私有財產，如無

合理補償，不得被征為公用。」

在所有條件中，補償是最關 
鍵的。

所以「徵用」不是市場的自

由買賣，但仍然是一種買賣行

為，得由社會獨立機構來估價，

按市場價來徵用，不能是政府自

己估價賤買。這一點是必須的。

一個法治完善的國家，保險業者

就是介於政府和個人之間的一個

中間社會力量了，它是獨立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

倒是對徵用私有財產做出了規

定，說要給補償。但相關法律

這裡的貓膩在於，不管是損毀

還是補償定價是政府說了算，個

人就沒有可以依賴的力量保護自

己的權利。在中國，社會中間力

量是不存在的，估價的機構、保

險公司形式上有但都不是獨立

的力量，也都得按政府的命令 
辦事。

政府可以徵用你家的房子、

也可以徵用隔壁老王家的。你就

得托關係、送錢送禮，領導看你

孝敬錢給夠了，就放過你徵用老

王家的房。比如徵用你們賓館的

房間用來隔離疑似病人。他可以

早兩星期還給你、也可以晚兩個

星期還給你。你要想早點恢復營

業就得出錢，政府可以隨時立個

名目：評審費，評審你這個賓館

達到了防疫的要求，可以重新開

張了。你要不給他交錢呢，他就

說我們一直都有隔離疑似病人的

需要，就一直給你佔著。

粉紅群眾們又會很自覺地出

來逼你做出選擇：你就別瞎 bb
了、要錢還是要命你來挑。要命

就讓政府徵用你家的財產，要錢

就去得肺炎吧。可是明明就有既

能保全生命、財產又不受損失的

方法。比如成立獨立的監督委員

會。抗疫和推動社會的公開透明

本來就可以兩不耽誤，這才是正

能量好吧。

接下來還有一個更悲觀的猜

測，2019 年 1-12 月廣東省各市

的一般公共預算收支情況表，全

部都是財政支出大於收入，全都

是赤字財政，包括廣州和深圳。

2018 年一篇網文說全國只有六

省一市有財政盈餘，六省裡就包

括廣東省。現在看，連廣東省都

是財政赤字了。

連號稱富甲天下的廣東省都

要緊急立法徵用私有財產了，其

他財政捉襟見肘的省份一看，更

有必要這麼做。開了政府以抗疫

為名徵用私人財產的口子，對於

已經財政收入暴跌、缺錢缺紅了

眼的各個地方政府來說，會衍生

出什麼後果，恐怕不難想像吧。

——節選自《文昭談過論今

YouTube 節目》

徵用私人財產抗疫 餓獸出籠

防疫：北京與世界距離有多遠？

(本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武漢肺炎疫

情蔓延速度

超出想像，

北京當局現

在 開 始 以

「 戰 時 狀

態」實施軍

管 嚴 控 。

（網圖）

談古論今文昭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World A11看世界

看中國訊

自 1951年美國和菲律
賓簽訂《共同防禦條約》以

來，雙方在區域安全合作關

係被視為如鐵一般堅固。但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上臺

後改變了方向，主張與中國

和俄羅斯建立更緊密關係。

他最近更決定解除與美國

間的《訪問部隊協議》，這

可能徹底翻轉過去幾十年

的立場。

寰宇新聞

據美國之音報導，菲律賓總

統杜特爾特週一（2 月 10 日）

晚正式通知美國，廢除《訪問部

隊協議》。此前，他一再威脅要

把兩國的軍事同盟降級。該協議

於 1998 年簽署，准許美國以輪

調方式在菲律賓駐紮數千軍人，

以便參加每年幾十次的軍事和人

道救援演練。

支持者認為，這個協定阻止

了中國南海軍事化的行動。自

1998 年以來，美國提供給菲律

賓共 13 億美元的國防援助。這

對資源不足的菲律賓部隊來說非

常重要。

美方對此表示失望，美國國

防部長馬克．埃斯珀說，菲律賓

此舉「將是朝著錯誤方向邁出的

一步」。

杜特爾特已經表示，他更願

意與中國和俄羅斯，而不是和美

國發展關係。其發言人週二（2
月 11 日）說，廢約可讓菲律賓

軍隊更加具有獨立性。

此前，在一名批評杜特爾特

的菲律賓參議員被拘捕後，美國

撤銷了杜特爾特的首席稽毒官、

前警察總監羅納德．德拉．羅莎

的簽證。

終止《訪問部隊協議》實際

上將廢除 2014 年的《美菲加強

防務合作協議》，並使 1951 年

的《美菲共同防禦條約》基本名

存實亡。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高

級研究員格雷戈裡．波林認為，

菲律賓作為美國最長期的盟友退

出安全協定，對在該地區提供安

全的美國信譽，將是一大打擊。

分析人士說，若美軍不能

進入菲律賓，將造成四個不利因

素：（1）美軍無法對中共在南中

國海的威脅做出迅速回應；（2）
將削弱美國在該地區的反恐和情

報收集能力；（3）破壞美國保護

海上自由航行的能力；（4）限制

了美國對抗中共在南中國海脅迫

行為的能力。

美國之音報導說，這可能是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公有領域）

◆南韓知名度最高的脫北

者太永浩 11 日宣布參選國會議

員，他說：藉著參選，可突顯他

在這個新故鄉享有的民主自由。

太永浩 2016 年 8 月在任職北韓

駐英國公使期間叛逃之後，就

是針對平壤以及南韓總統文在

寅「接觸政策」最不遺餘力且最

知名的批評者。太永浩批評指

出，文在寅對北韓，以及統一議

題採取鴿派政策是「方向上的錯

誤」。他強調，基於他對北韓

瞭解程度的深且廣，他會提出

有別於「無條件協助或無條件對

抗」的「務實」做法。他表示，

如果順利當選，對北韓人將是一

大鼓舞。

◆泰國 8 日下午發生一起

重大槍擊案，一名泰國軍隊士官

長賈克潘持槍闖進泰國東北部呵

叻府一座購物中心內進行濫射，

已經造成至少 29 人喪生，多人

受傷，最終槍手被安全部隊射

殺。第一個被槍殺的是賈克潘所

任職的第 22 彈藥營指揮官。當

時因財產糾紛與他的指揮官發生

爭吵。在爭吵之後，賈克潘開槍

射殺指揮官及其親戚，接著到基

地內朝著其他人開火之後，就帶

著槍枝與子彈，駕駛一輛悍馬車

到軍營附近的購物中心，隨後在

物中心內開槍濫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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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討價還價的戰術。菲律賓

在發出廢約通知後的第二天，總

統府發言人薩爾瓦多．佩尼洛在

記者會上說，美國和菲律賓的關

係「保持友好」，而且「希望變

得更加友好」。

協議的終止將在 180 天後

生效，但在協議失效之前，很多

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美國總統川普已邀請杜特爾

特和其它東盟成員國領導人參加

今年 3 月在拉斯維加斯舉行的

美國 - 東盟峰會。不過，杜特爾

特已表示他不會參加。

2016 年 10 月 18 日，杜特

爾特赴北京會見中共主席習近

平。杜特爾特「盛讚」中方後，

他特別指出，希望中國成立的亞

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

能在菲律賓經濟發展中發揮更大

作用。會談後，兩國當場簽署涵

蓋經貿、農業、旅遊、禁毒等領

域的共 13 個雙邊合作協議，總

值達 135 億美元，其中不包含

漁業合作。

杜特爾特在北京人民大會堂

公開發言：「我們更加傾向於從

中國貸款，因為有時候中國給我

們長期貸款，到後來因為我們的

友誼，他們就忘了讓我們還錢。」

菲總統要求與美廢除協議菲總統要求與美廢除協議

【看中國訊】德國圖林根邦

議會僅佔 90 個席位中的 5 席最

小黨—自民黨的凱默里希，在 5
日的邦總理選舉中，借助反伊斯

蘭和反移民的保守派「德國另類

選擇黨」（AfD）議員的支持下

當選總理。最讓政壇無法接受的

是，德國政壇的基石——基督教

民主聯盟黨其地方黨部，竟公然

違抗其黨魁凱倫鮑爾的指揮，於

選戰中與 AfD 合作，支持自民

黨凱默里希，從而促使其當選。

此舉打破了德國戰後防堵保守派

的政治防線，成為戰後第一次。

受到自家地方黨員在 5 日

圖林根邦總理選舉時背離黨綱與

保守派「德國另類選擇黨」議員

合作的重大衝擊，德國總理默克

爾接班熱門人選、基督教民主

聯盟（CDU）黨魁克朗普 ‧ 凱

倫鮑爾，10 日宣布辭去黨魁一

職。而該次選舉因此被拱上大位

的自由民主黨（FDP）凱默里

希總理，則在輿論壓力下，於 6

We don't charge any administration or documentation fees when you purchase a new or used vehicle.
It's just another way that T & T Honda steers you straight!

無論您購買新車還是二手車，我們都不收取任何手續費。
這是我們引領你邁向康莊大道的又一貼心服務。

NO FEE  DEALER
無隱性費用車行

Robert Cheung
新車銷售代表

403.667.7618
robertc@tandthonda.ca

Michael Lee
助理服務經理  

403.291.1444 ext.1511
michaell@tandthonda.ca

Raymond Li
貸款經理  

403.291.1444 ext.1663
raymondli@tandthonda.ca

888 Meridian Rd NE, Calgary
www.tandthonda.ca

在獲得最優價後，憑此券可再得

$200$200優惠!優惠!優惠券

優惠活動截止日期：2020年2月29日 解釋權歸 T&T Honda所有

(403)291-1444
（英/粵/國）

(403)291-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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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千元
尚存的 2019 款新車

節省我們正在裝修
但是依然

開門營業開門營業
清倉熱賣

Civic: $2,500*
Accord: 節省高達 $3,500
HR-V: $1,500
CR-V: $2,500

Odyssey: $2,500
Passport: $3,000
Pilot: $4,000
Ridgeline: $3,000

*Does not include the Type R         * 不包含 R 型車

德地方選舉  解構默克爾布局
日立即宣布辭職。

德國政界與輿論

界之所以如此在乎圖

林根邦本次的選舉結

果， 是 有 其 歷 史 原

因。左翼黨候選人拉

梅洛推文指出，90 年

前 的 1930 年， 極 右

的納粹黨前身正是透

過圖林根邦選舉，第

一次堂堂邁入德國政治體系，

踏出掌權德國的第一步。而圖

基民黨克凱倫鮑爾（右）宣布辭去黨魁。(AFP)

林根的布亨瓦德集中營，更是德

國境內最大的勞動集中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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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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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圖片來源：福特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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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NSON LAM

電話：
手提：

（英、粵、國語）

vlam@2toyota.com

403-869-9459
403-984-0620

接受微信支付和支付寶付款

2.0L 四缸發動機 · 手動擋 · 136695 km 1.8L 四缸發動機 · 自動擋 · 85874 km

2011 Kia Soul 2u
# 8927B

   僅售 : 加稅 $8,800 $8,800    僅售 : 加稅 $9,980 $9,980   僅售 : 加稅 $8,800 $8,800   僅售 : 加稅 $5,888 $5,888

2008 Toyota Corolla CE
# 8998B

1.8L 四缸發動機 · 自動擋 · 238339 km 3.6L V6發動機 · 自動擋 · 152479 km

2008 Honda Civic Sedan LX 2012 Dodge Grand Caravan SE
#200301B # 20039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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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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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微信支付和支付寶付款接受微信支付和支付寶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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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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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0857A

   僅售 : 加稅 $12,088 $12,088
1.8L 四缸發動機 · 自動擋 · 195906 km

2015 Toyota Corolla S

#8866B

   僅售 : 加稅 $12,300 $12,300
3.6L V6發動機 · 自動擋 · 140512 km

2013 Dodge Journey R/T

3.6L V6發動機
自動 6擋 
109819 km

2012 GMC Acadia SLT1

   僅售 :   僅售 : 加稅加稅  $28,488 $28,488 $14,398 $14,398

4.0L 236馬力 
V6發動機 
自動擋

125885km

2014 Toyota Tacoma SR5 V6

 # 200287A

   僅售 : 加稅 $12,800 $12,800
2.0L 四缸發動機 · 自動擋 · 88897 km

2015 Hyundai Elantra GLS

   僅售 : 加稅 $12,888 $12,888
1.6L 四缸發動機 · 自動擋 · 52845 km

2016 Kia Rio EX

# 8903C # 9000A

2011 Kia Soul 2u
# 8927B # 8998B

#8866B # 8903C # 190857A # 9000A

   僅售 :
 # 20028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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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售 :

2014 Toyota Tacoma SR5 V62014 Toyota Tacoma SR5 V6

# 190929AB

現任豐田車主們：

2508  24th  Avenue NE

GLA

馳最新的MBUX操作系統。此外

還有全彩色抬頭顯示器、增強現

實衛星導航系統以及奔馳語音輔

助功能。GLA35配有帶回正標的

AMG方向盤、真皮及絨面皮裝飾

運動座椅、AMG專屬儀表顯示、

紅色內飾元素以及AMG Track Pace

賽道數據系統。

全 新 G L A 安 全 輔 助 系 統 豐

富，提供自動緊急剎車、車道保

持輔助、盲點監測、迴避轉向輔

助、交通標誌識別以及智能自動

緊急剎車系統，該系統可以在接

近交叉路口或轉彎時根據導航數

據調整車速。

動力方面，GLA200搭載1.3

升渦輪增壓四缸汽油引擎，最大

功率120kW，峰值扭矩250Nm，

搭配七速雙離合自動變速箱和前

驅系統，從靜止加速到百公里時

速需要8.7秒。搭載2.0升渦輪增壓

四缸引擎的AMG GLA 35最大功率

225kW，峰值扭矩400Nm，配有

【 看 中 國 訊 】 奔 馳 發 布 了

全新第二代豪華休閒旅行車款

GLA，該車將於今年春季率先在

歐洲上市。

奔馳第二代GLA基於MFA II平

台打造，與A級掀背車、轎車、B

級MPV、CLA四門轎跑、獵裝車以

八速DCT變速箱和前偏置4Matic四

驅系統，零百加速時間5.1秒，電

子限速下最高時速250公里/時。

所有四驅車型標配Off-Road 

Engineering越野工程套件，提供越

野專用外部LED大燈模式、側傾角

和坡度遙測信息、陡坡緩降以及

上述駕駛模式。而AMG GLA35提

供引擎下方額外的車身支撐、共

有濕滑、舒適、運動、運動和個

性化五種駕駛模式。

今年奔馳還將推出更多的汽

油、柴油和插電混動版本，以及

高性能車型GLA45和GLA45 S。

（本文圖片來源：奔馳官網）

及GLB共享生產平台。外觀上，全

新GLA借鑒了奔馳B級、CLA以及

GLC上的許多設計元素，如纖長的

LED尾燈、雙凸起引擎蓋以及獵裝

風前臉。GLA35車型設計更加運

動化，前部設有專屬格柵裝飾搭

配豎條狀格柵，尾部配有專屬擾

流板及雙出式排氣管。

座艙內，中控配有雙10.25吋

顯示屏，支持觸摸功能，提供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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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1》印度正夯的原因 
天時地利「人和」

寶萊塢、香料咖哩、混亂的街道、貧

窮、落後、性侵。這些片面式的描述，是

台灣人提到印度時，粗淺的主觀印象。

2014 年前，印度二字，對外界幾乎構不

成吸引力。

沒想到才短短時間，印度忽地一個翻

身，成為世人眼中的經濟新星。就土地面

積而言，印度是世界第七大國；就人口而

言，印度 13.3 億多的人口，緊追在中國

13.7 億人口之後；就消費力而言，印度

目前中產階級約有 3 億人，未來只會越

來越多；就勞動力而言，印度有高達六成

的青壯年人口，平均年齡只有 27 歲，遠

低於中國的 37.1 歲及美國的 37.9 歲。

昔日金磚四國（BRICs，巴西、俄羅

斯、印度及中國）的老三，如今脫團單

飛，在國際市場舉足輕重。

如此劇烈的轉變，很大原因來自

2014 年上任的新總理──納倫德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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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真正實惠大特賣！= 真正實惠大特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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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家庭日特賣活動
週五、 週六  、週一：早 9 點 - 晚 6 點

再加 !! 家庭日達成最好的交易後還可獲得 $1,000 現金

家庭日週末大特惠家庭日週末大特惠

不要錯過這次特賣活動 !

%

$2,000

24~84
個月 *

免費加油卡 *

0

$0首付 +

無需付款直到

2020年8月份OAC*

OAC*

家庭日特惠
SOUTH POINTE 
TOYOTA 將為您代
付首四個月供款

P800288

P900345

週五、 週六  、週一：早 9 點 - 晚 6 點

籍 CEO，其中印度人就占了 10 名。

印度專業人才的普及率，在矽谷尤其

明顯。據美國移民政策研究所（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統計，目前有 8.9 萬名

印度人居住在矽谷地區，且大部分都從事

科技產業；另外有 8.6 萬名印度人居住在

矽谷北部的舊金山和奧克蘭地區。

美國的高科技人才工作簽證（H-1B，
每年約有 8 萬 5,000 個名額）也有將近一

半的名額發給印度人。不少學者預言，未

來十年內，印度人將稱霸矽谷。這些印度

裔 CEO 和頂尖人才，大都出身貧寒，靠

智慧和努力，突破重重競爭進入印度精英

大學，然後藉由獎學金來美國深造，再在

美國公司一步一腳印，嶄露頭角。他們是

「美國夢」的標準示範。（下接 C2）

莫迪（Narendra Modi）。莫迪在競選之

初就不斷以發展經濟、鼓勵外資、革新

舊政為號召，誓言要帶領印度改變。他

大膽描繪施政願景，說要成為「印度的

CEO」。挾著強大優勢，莫迪帶領的印

度人民黨與聯盟 2014 年在印度大選中獲

得壓倒性勝利，入主國會，成為第 14 任

印度總理。

莫迪與世界各國領袖接觸，介紹印

度投資環境，大張旗鼓提出「印度製造」

（Make in India）計畫。這一連串高調作

為，很快地在國際間形成一股印度熱。

台灣駐印度代表田中光如此形容認

為，莫迪的平民背景，讓他在從政路上必

須不斷爭取資源，他知道如何獲取民意，

了解百姓的渴望。相較於保守的執政黨，

莫迪的巨型國家藍圖，面對全球經濟市場

與外交戰略的積極和強硬，對印度百姓更

具吸引力。

鳳凰衛視駐印度記者尤芷薇這樣形

容：「他就是會賣一個你現在還看不到的

東西，但是全部人都相信。」

賣茶家庭出身，一路往上爬，樂於

溝通、能言善道、主動出擊，莫迪的奮

鬥過程與鮮明人格特質，無不讓人聯想

到印度長年在國際間的特產── CEO。 

觀察2》CEO製造機 

印度人才稱霸美國企業

美國知名財經雜誌《Fortune》在 2015
年選出的美國五百大企業中，有 75 名外

印度，是全球投資熱點也是人

才熱點。挾著龐大人口利基，一股

印度熱正席捲全球。昔日行動遲緩

的巨象，正化身雄獅堅定前行。而

我們也常聽到印度人有著顯著的缺

點，比如厚臉皮、愛狡辯、不守規

矩、喜歡攀關係……那麼，印度人縱

橫國際職場的重要關鍵是什麼？

全球競爭 印度人憑甚麼勝出？

Sundar Pichai

Google現任首席 

執行長兼董事長。

Shantung 

Narayen 

Adobe執行長

Indra Nooyi 

百事可樂執行

長，為該公司首

位女性執行長。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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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C1）這些印度裔 CEO 和頂尖人

才大都出身貧寒，靠智慧和努力，突破重

重競爭進入印度精英大學，然後藉由獎學

金到美國深造，再在美國公司穩步爬升，

嶄露頭角。他們是「美國夢」的標準示範。

研究印度多年、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

心助理教授方天賜教授說：「對印度人而

言，出去和不出去差別很大。印度每年有

50 萬人出國唸書，出國動力強烈。」國內

生活環境差，逼得印度人更願意離鄉背井

追求優渥生活。

2014 年，全球最大職業社群網站

LinkedIn 公布一項統計數字，印度是全世

界人才外流人數最多的國家，其中移民去

美國的比例將近四成。

觀察3》向印度學習

從人才訓練開始

印度培育不少高階經理人與頂尖科

技人才，多年來強勢占領全球人才市

場。現在，就連中階技術人才，國際間

都搶著要。

Google 從 2016 年開始，計畫透過

大學、技職學校系統，在印度培訓 200
萬 Android 系統開發人員，推展手機應

用程式的創新，並協助印度成為全球手

機程式開發的領導國家之一。

蘋果也積極與印度政府接觸，執行

長庫克（Tim Cook）就曾當面向總理莫

迪表示，希望在有「印度矽谷」之稱的海

德拉巴（Hyderabad）建立研發中心。

這些積極搶點的行動，無一不是看中印

度有培育出高水準技術人才的能耐。

莫迪也沒放過這好機會，在 2015 年

7 月推出「Skill India」，計畫每年輔導

1,200 萬人，目標到 2022 年止將訓練共

4 億名技職人才。

那麼，為何印度培育出來的人才，

廣受國際喜愛，有何值得學習、借鑑之

處？關鍵就在印度特殊的人文環境，所

培育出的鮮明特質。

台灣駐印度代表田中光說，台灣與

印度文化雖然差異甚大，但很多職

場觀念其實頗為接近，例如勤勞、

肯吃苦、有毅力，而且重視家庭、

人際關係。如果是這樣，那麼為何

在如今越來越全球化的時代，即使

優秀的華裔人士不斷出現，仍沒有

辦法像印度裔頂尖經理人一般，在

國際企業間引起注目？

特質1》英語優勢

雖然官方規定印度國語為「印地

語」，但因為各邦語言不同且複雜，光

是鈔票上就得印上 17 種文字供辨識。在

國語無法統一使用的情況下，英文成了

印度人通用語言，就連新聞報紙都以英

文發行。充分的英語環境，讓印度人習

慣以英語對外溝通，也形成印度人才的

國際優勢。

特質2》勇於出走的決心

因為國內資源不足、生活環境不佳，

印度人口外移相當嚴重。根據牛津經濟研

究院（Oxford Economics）2015 年公布

的「2021 年全球人才報告」指出，印度

是全球人才過剩排名第一的國家，供給遠

高於需求。對印度年輕人來說，出走，才

能有更好的生活。

曾到印度旅居多年、擔任過印度外交

官並從事印度研究，清大通識教育中心助

理教授方天賜認為，印度人「很勇敢」。

清大理工科系多，吸引不少印度留學生前

來，是台灣目前印度生最多的學校。方天

賜觀察到，很多印度生都是第一次來台

灣，來之前連台灣在哪都不見得清楚。

「常有老師來找我，說有印度生因為

在網路上看到他們寫的論文，就決定來台

灣申請留學，請我判斷一下真偽。」方天

賜表示，因為一紙論文、學長的一句話而

決定離鄉背井，是台灣人難以想像的勇

氣。（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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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砍柴的，他是放羊的，你

和他聊了一天，他的羊吃飽了，你的

柴呢？這個故事有著許多個不同的

結局：

1、放羊的回去了，砍柴的只剩下半

天了，只能砍到一半的柴了。砍柴的陪不

起放羊的…

——請放棄你的無效社交，趕快去工

作吧！

2、砍柴人陪放羊人聊了一天，表面

上他一無所獲，但是砍柴人通過放羊人聊

天，知道了哪個山的柴多，哪個山的路好

走，哪個山佈滿荊棘，第二天收穫多多回

家了。

——溝通很重要…找對人聊天少走彎

路更重要

3、你是砍柴的，他是放羊的，你和

他聊了一天，如是你學會了放羊技巧，原

來羊是這麼放的，他學會了砍柴技能，原

來柴要這樣砍。

——三人行必有我師，永遠保持空杯

的狀態

4、你是砍柴的，他是放羊的，你和

他聊了一天，他決定把他的羊跟你的柴交

換，於是你有了羊，他也有了柴。

——等價交換，不要看不起任何人，

天生我才必有用

5、你是砍柴的，他是放羊的，你和

他聊了一天，他把他買羊的客戶介紹給了

你，你把你買柴的客戶介紹給了他，於是

你們各自的生意越做越大。

——資源整合很重要

6、你是砍柴的，他是放羊的，你和

他聊了一天，你們決定合作一起開個烤全

羊的店，你的柴烤出來的羊很美味，他的

羊純天然的，幾年後你們公司上市了。

——沒有完美的個人，只有完美的

團隊

總結版

其實面對同一件事物，心態不一樣，

結果就會不一樣。

放羊人和砍柴人 
的故事
文：溫迪

我的客戶進門時，我會透過手勢展

現出對他們的興趣，並解讀他們非語言

的訊息。要是他們趕時間，那我當然就

不會占用他們的時間，但我會說：「瓊斯

太太，剛好有新進的產品，能幫妳省點

錢。我知道妳趕時間，所以拿一些資料

給妳帶走做參考。」

瓊斯太太可能會說：「噢，不會，現

在跟我說吧。」或者：「好吧，下次再見。」

解讀他們的肢體語言，能讓我知道

他們是否有時間、是否感興趣，以及他

們的感受。就算他們什麼都沒說，但看

起來不開心，我也會問：「還有什麼我可

以幫忙的嗎？」或者「一切都順利嗎？」

一旦問了，對方通常就會告訴你。你可

以用這樣的方法幫助客戶，建立起良好

的工作關係。

要是我看到有人走進銀行，看起來

很沮喪，我也很自然地會開始感到沮

喪。跟大多數人一樣，我會立刻開始反

映出他們的行為舉止。後來，我開始研

究肢體語言的時候，才明白原來是因為

我們有一種腦細胞叫鏡像神經元，這種

腦細胞在某人展現出某種情緒或動作的

時候，或者我們看到某人正在經歷那種

情緒或動作的時候，都會有所反應。這

是我們對他人展現同情心的一種表徵。

我開始意識到，這一切與我無關，

而是和客戶的感受有關，完全是因為對

方，而我不需要反映他們悲傷或困惑的

感受，如此才能夠幫助他們。甚者我會

傾聽他們說話，然後想想我能為他們做

些什麼。我發現，在別人沮喪的時候告

訴他們該怎麼做，並不是個好主意。相

反地，我會想辦法讓他們覺得好一點，

並幫助他們解決問題。只有這樣，我才

能勸導或告知他們往前邁進，也只有在

適當的時機點才能這樣做。

我會詢問是否出了什麼問題，並專

心傾聽他們的回答。我會注意著自己的

肢體語言，保持眼神上的接觸，讓自己

呈現出支持對方、但不支配他們的態度。

我會對他們全神貫注，然後冷靜地

說：「瓊斯先生，我很抱歉你遇到這種

狀況。請告訴我怎麼做才最能夠幫助

到你。」

瓊斯先生可能不清楚銀行的流程，

那就是他感到沮喪的原因。他可能會說

自己不知道，就算我已經告訴過他，或

者聽別人跟他說過，我也從來不會那樣

說。反而我會聽他說話，透過話語跟

手勢展現尊重，不會傷了誰的面子。然

後，等到問題解決了，我會再用適當的

方式再次知會他相關資訊。

不要火上加油。這跟你對不對、生

氣與否或是否沮喪並無相關，而是為了

能幫助對方，讓他們知道有人認真看待

他們。請傾身向前、稍微傾斜頭部，並

保持眼神接觸，展現出你在傾聽，以及

對他們感興趣，然後盡你所能就好。

◎ 文：凱薩琳．莫洛伊  
圖：Adobe Stock

大約二十二歲時我在銀行工作，

我開始觀察起客戶的肢體語言，

並也開始察覺到自己的動作，以

及我在別人面前呈現出來的樣

子。我很快就明白，人們會依著

我的肢體語言給我不同的回應。

我讓自己保持直挺：抬頭挺胸，

同時面帶微笑，我覺得自己變得

較為正面積極，周遭的人也開始

覺得更為正面積極和快樂。

職場
技巧
用「同理心」了解
客戶需求

Nitin Nohria

哈佛商學院校長， 

哈佛首位印度裔院長。

Satya Nadella

Microsoft

現任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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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世界上信史最長、最完整的國

家。中國人可以根據歷史來判斷現實。唐

代的史官劉知幾說：「蓋史之為用也，記

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

載。」（《史通》），也就是說，歷史是用

來記錄功績、糾正過失，分清善惡、辨別

好壞。那麼這就要求做史官的人，必須做

到如實記錄。

在黃帝時期，就有史官了。沮誦、倉

頡就是史官，他們那時負責造字。據說倉

頡通過眼睛觀察到萬物的形狀，模擬出

牠們的聲音、形狀，創造出了象形字和形

聲字，通過一些事物表達意思，創造了會

意字。

「史，記事也。從又持中。中，正

也。」（《說文解字》）就是：史，是記

事，堅持公正直筆。所以對於史官的要求

也就一目了然了，就是要如實地記錄，不

得偏私。而且古時還有一個規定，君王不

許觀看當朝史書。

唐太宗李世民在魏徵死後曾說過：

「人們用銅做成鏡子，可以用來整齊衣

帽，將歷史作為鏡子，可以觀察到歷朝的

興衰隆替，將人比作一面鏡子，可以確知

自己行為的得失。魏徵死去了，朕失去了一

面絕好的鏡子。」從這句話我們知道，李

世民是通過歷史、人言，來知道自己行為

上的過失。所以貞觀二年，他在門下省設

立了兩名起居郎。貞觀十年，褚遂良做上

了起居郎一職，專門記錄皇帝的一言一行。

在《史館雜錄上》李世民和褚遂良（他

的父親褚亮是秦王李世民文學館的十八學

士之一）有這麼一個故事：一日，李世民

很想看《起居注》，想知道自己的言行上有

甚麼過失，從而可以改正。就問：「你記的

那些東西，君王本人可以看嗎？」

褚遂良回答說：「今天所以設立起居

之職，就是古時的左右史官，善惡必記，

以使皇帝不犯過錯。我是沒有聽過做皇帝

的自己要看這些東西。」

李世民又問：「我如果有不好的地

方，你一定要記下來嗎？」

褚遂良回答說：「我的職務就是這樣

的，所以您的一舉一動，都是要寫下來

的。」

黃門侍郎劉洎說：「即使您下令讓褚

遂良不記錄，天下的人也會記錄的。」

李世民問房玄齡：「為甚麼君王不能

看看國史？」

房玄齡說：「國史是善惡必記的，擔

心自己所記錄的事會觸犯了聖意，從而篡

改歷史，所以才規定君王不許看當朝史

書。」

李世民說：「但是我和歷代君王想要

看史的想法是不一樣的，史書記錄的是我

的功績，那就不要提了，我的過失當然可

以記錄在史書上，只是我希望你一定能告

訴我，這樣我才能注意自己的言行，不犯

同樣的過錯。」

中國的歷史之所以能保存的如此完

整，是因為在古代不乏有史官因公正撰寫

歷史而遭受刑罰，甚至是丟掉了性命的例

子。正因為古時規定，君王不能觀看當朝

歷史，史官要公正如實地記錄，才能使我

們今天能看到古代的真實歷史，才能知道

聖賢的德行，小人的奸詐，才能知道如何

面對個人的榮辱與得失，才能看到幾千年

的朝代更替和起落興衰。

Dr Jeff Chen
BSc, DMD

Dr. Verena Lam
BSc, DMD

您 全 家 人 的 牙 齿 护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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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 210, 40 Country
Hills Landing NW,

Close to new T & T Supermarket

七天营业

www.metrodentalcare.ca(587)333-3208
周一至周四：上午 9 点 ~ 晚 7 点 | 周五：上午 10 点 ~ 晚 5 点 | 周六：上午 9 点 ~ 晚 5 点 | 周日：上午 10 点 ~ 晚 5 点

现举办终身美白牙齿活动
歡迎來電諮詢

近新大统华 

 說 「史」

China as a nation has the longest and 
most complete recorded history in the world. 
The Chinese people can use history to judge 
contemporary affairs. Liu Zhiji (661 – 721 
AD), an official historian from the Tang 
Dynasty, said, "The purpose of history is to 
record achievements, point out mistakes, 
promote the kind and suppress the wicked. 
So the achievements and mistakes of one 
dynasty can become the glory and shame 
that will be passed down for thousands of 
years." (Shi Tong, A Survey on History) 
Along these lines, it is then imperative that 
historians truthfully record history.

There were official historians dating 
back to even during the Yellow Emperor's 
(Huangdi) time around 2600 BC. Ju Song 
and Cang Jie were two of the Yellow 
Emperor's official historians. They were 
responsible for  creating the Chinese 
characters. It was said that through observing 
the shapes of natural objects and imitating 
their sounds and forms, Cang Jie created the 
pictograms and pictophonetic characters. 
By understanding what meanings certain 
natural objects can convey, he created the 
ideograms.

"History means recording things in 
an impartial and truthful way." (Shuo Wen 
Jie Zi, Explaining Simple and Analyzing 

Compound Characters). These words clearly 
describe the requirements for historians 
dating back to ancient China. Furthermore, 
there was a rule regarding the recording of 
history, that an emperor was not allowed 
to read the official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current dynasty.

After Wei Zheng (580 – 643 AD), an 
official in the Tang Dynasty who was famous 
for his criticisms of the emperor, passed 
away, Emperor Taizong of Tang, Li Shimin 
(598 – 649 AD), said, "People used bronze to 
make mirrors that can help people tidy their 
clothes. With history as a mirror, one can 
see the rise and decline and the prosperity 
and demise of dynasties. With individuals as 
mirrors, one can assess what one has done 
correctly and incorrectly. As Wei Zheng has 
gone, I have lost a perfect mirror." From 
these words, we know that Emperor Taizong 
used history and other people's words to 
assess what mistakes he had made. In the 
second year of the Zhen Guan Period, 628 
AD, which represents the period when 
Emperor Taizong governed China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he appointed two imperial 
chroniclers (Qi Ju Lang) to record the 
emperor's words and deeds. In the tenth 
year of the Zhen Guan Period in 637 AD, 
Chu Suiliang (597 – 658 AD) was appointed 

chronicler, responsible for recording the 
words and behavior of the emperor.

The book of Shi Guan Za Lu (a history 
book) recorded a story about Li Shimin and 
Chu Suiliang (whose father was Chu Liang, 
one of the eighteen scholars in Emperor 
Li Shimin's Literature Center). One day, 
the emperor wanted to read the Diaries of 
Activity and Repose (Qi Ju Zhu) about 
himself, so as to learn what mistakes he had 
made in order to correct them. He said, "Can 
the emperor read the things that you have 
recorded?"

Chu Suiliang replied, "The position 
of Qi Ju Lang is the same as the official 
historian of the emperor in the past. They 
record everything, good or bad. I have not 
heard of an emperor who wanted to read 
these things. 

The emperor then asked, "If I have 
done something wrong, will you definitely 
noted it down?" Chu responded, "That is my 
due responsibility. I will note down every 
word and act of yours."

Liu Ji, who was a Men Shi Lang (an 
official who was re-sponsible for taking care 
of the emperor and conveying the emperor's 
orders and instructions), said, "Even if you 
had ordered Chu Suiliang not to record it, 
the people in the nation will record it."

The emperor asked Fang Xueling 
(another famous official and scholar), "Why 

can't an emperor read the history of his 
dynasty?"

Fang replied, "Historical records 
include both good and bad. If historians are 
worried that what they have recorded may 
offend the emperor, they may thus want to 
modify the historical record. So there is such 
a rule of not allowing the emperor to read 
the historical record of the current dynasty."

Emperor Taizong answered, "But my 
wanting to read the record is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emperors in the past. If the record 
is about my achievements, I do not want to 
mention it. My mistakes should, of course, 
be recorded, but I just hope that you can tell 
me the mistakes so that I can pay attention 
to my words and acts and not repeat those 
mistakes."

Chinese history is so com-plete, in 
part because of the many historians who 
dared to impartially record history, even 
when they were penalized or even lost their 
lives for doing so. Because of this rule, that 
the emperors could not read the history of 
their respective dynasties, historians could 
truthfully record history. It is because of this 
rule that we can today see the real records of 
history, know the virtues of the ancients, the 
treachery of the wicked, and se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various dynasties.

About Chinese History

◎文：白雲飛

魏徵與唐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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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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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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 ：鐘靈

中國古代皇帝的服飾，基本上分為三大類，即

禮服、吉服和便服。我們常說的龍袍主要是吉

服的一種，衣服上繡紋以龍為主，故得此名。

◎ 文 ：戴東尼  圖 ： 公有領域

龍袍的特點是盤領、右衽、

黃色為主，此類龍袍比禮服略低

一等，是皇帝在普通吉慶宴會、

朝見臣屬時穿的服裝，也是我們

最常見的皇帝服飾。漢文帝劉恆

穿的龍袍，第一次採用了黃色，

這種顏色一直延用到明、清。

據明代的地方志集《蘇州府志》

卷 147 記載，在明代萬曆 29 年

（公元 1601 年），宦官孫隆到

蘇州充當稅監，督造龍袍。真正

的龍袍傳世不多，1957 年在北

京十三陵定陵發掘的出土文物

中，就有用緙絲製成的龍袍。

古時稱帝王之位，為「九五

之尊」，九、五兩數，通常象徵

著高貴及神聖而不可侵犯，在皇

室建築、生活器具等方面，都有

所反映，清朝皇帝的龍袍，據文

獻記載也繡有九條龍。從傳世龍

袍實物來看，四條正龍往往繡在

龍袍最顯要的位置——前胸、後

背和兩肩，在前、後衣襟部位各

有二條行龍，這樣前後望去都是

五條龍，寓意「九五之尊」。五

爪正龍是只有皇帝才能用的龍

紋，龍身盤旋，頭居其中，正視

前方，姿態威儀無比。這樣，前

後總共只有八條龍，與文字記載

不符，缺一條龍，有人認為還有

一條龍是皇帝本身。其實這條龍

確實存在著，只是被繡在衣襟裡

面，一般不易看到，要掀開外面

的衣襟才能看到，這樣一來，每

件龍袍實際為九龍，與九五之數

正好相吻合。

除了這九條主龍外，在龍袍

的腰部、袖口、雲領上也繡有龍

紋，不過體態較小而已。另外，

龍袍的下擺，斜向排列著許多彎

曲的線條，名謂「水腳」。水腳

之上，還有許多波浪翻滾的水

浪，水浪之上，又立有山石寶

物，俗稱「海水江涯」，這寓意

「福山壽海」，它除了表示「綿

延不絕」的吉祥含意之外，同時

也隱含了「江山一統」和「萬世

升平」的寓意。

皇帝服飾上繡有各種寓意吉

祥、色彩豔麗的紋飾圖案，除了

龍紋，還有鳳紋、富貴牡丹紋、

吉祥八寶紋等等。在龍袍上的龍

紋之間，多繡以五彩雲紋、蝙蝠

紋、十二章紋等吉祥圖案。龍、

鳳紋向來是帝、后的象徵，除了

帝、后之外，任何人不得使用。

十二章紋圖案是中國圖紋中

出現的最高統治者的專有紋飾，

只應用在帝、后和少數親王、

將相的服飾上，從未在民間出

現過。它們是日、月、星辰、

山、龍、華蟲、宗彝、藻、火、

粉米、黼、黻等，通稱「十二

章」，繪繡有章紋的禮服，稱為

「章服」，明代稱為「補服」。

「日」即太陽，太陽當中常

繪有金烏，這是漢代以後，太陽

紋的一般圖案，取材於「日中有

沒有先兆、難以察覺的頭號

牙齒殺手－－牙周病，你對它了

解有多少？據報導，中國人罹患

牙周病的比例高達 70~90%，其

中 40% 需要專業的牙周病專科

醫師診治；而中國人牙周病就醫

的比例極低；北美也有 80% 以

上的人患牙周病，但因為注重看

牙醫可以提早發現，多數是程度

輕微的病人，因此北美人大多擁

有一口整齊健康的牙齒。所以普

及對牙周病的認識，很有必要。

帶著有關牙周病的疑問，我們走

訪了卡城西北 Horizon Dental
診所資深牙醫陳守誠醫生。

陳醫生拿出牙齒的模具給我

們展示，牙周組織如同地基，一

但破壞便不可逆。「牙周」指支

持牙齒的組織，包括牙齦、齒槽

骨、骨頭的骨質、牙周的韌帶等

等。如果潔牙不當，細菌在牙齒

與牙齦接縫處漸漸堆積，產生肉

眼看不見，透明而黏稠的牙菌

斑。細菌產生的毒素會刺激牙

齦，造成牙齦發炎、浮腫、易出

血。牙菌斑日積月累，連同唾液

中的物質會形成牙結石，然後牙

結石上方再蓋一層牙菌斑，不斷

地交互堆疊。

發炎的牙齦遭到破壞後，與

牙齒分離，形成容易藏污納垢的

囊袋，牙周的健康更形惡化。若

不清除，囊袋就像細菌進入齒槽

骨和體內的大門，除了可穿過牙

根表面外，也可藉著血流跑到全

身，侵害到身體的其它部位。破

壞到達一定程度時，就像房子的

地基被掏空，牙齒就會因不穩固

而搖動，甚至脫落。另外，牙

齦、牙基遭破壞，讓齒縫隙變

大、甚至往外暴出，影響美觀。

以下是陳守誠醫生提醒讀者

需要注意的幾大誤區：

年紀大才會有牙周病？

錯。牙周病患者年齡層相當

廣，從青少年到老年都有可能發

生，這除了與生活習慣、是否吸

煙、喝酒有關之外，遺傳因素也

影響重大。此外，糖尿病等長期

病患者、患有骨質疏鬆的都屬於

高危人群。醫學研究指出，很多

人以為人老了就是會掉牙齒，因

此把中老年掉牙當作自然現象，

但其實這通常是牙周病所造成，

其實如果口腔保養得宜，年老也

可以保有一整排健康牙齒。

 刷牙流血只是 
「火氣大」？

錯。牙周病是一種受細菌感

染引發的慢性病，病情分為初

期、中期、末期階段。大多數人

在牙周病初期並不會有明顯症

狀，但隨著病情惡化，就會出現

急性腫痛、牙齦萎縮、出現牙

石、牙縫變大發黑、嚴重口臭、

牙齒看起來變長、最後牙齒動搖

脫落的情況。刷牙時，如果持續

發現牙齦紅腫或是流血，以及吃

冷熱食物時感到牙齒酸軟、牙

齒無力，千萬不要以為只是「火

氣大」，這正是牙周病的初期徵

兆。（未完待續）

烏」、「后羿射日」等神話傳說；

「月」即月亮，月亮當中常繪有

白兔；「星」即天上的星宿，常

以幾個小圓圈表示星星，各星星

之間以線相連，組成一個星宿。

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代

表三光照耀。

「山」即群山，其圖案亦為

群山形，取其鎮也，代表著帝

王之性格穩重，治理四方水土；

「龍」為龍形，取其變也，龍變

化多端，象徵善於審時度勢，妥

善處理國家大事；「華蟲」，即

是雉，取其文（紋）也，雉是

鳥類，但有細毛似獸，紋理華

美，象徵文采昭著。

「宗彝」，是古代祭祀的一

種器物，作尊形，取其孝也，

「宗彝」通常是一對，每只各有

虎紋和猿紋，虎，取其忠猛；長

尾猿猴，古人傳說其性孝，象徵

帝王忠、孝的美德。「藻」即水

藻，為水草形，取其潔也，象徵

品行高尚，冰清玉潔。「火」即

火焰，為火焰形，取其明也，象

徵處理政務光明磊落。

「粉米」即白米，為米粒

形，取其養也，象徵著安邦治

中國古代傳統龍袍的內涵
清
高
宗
乾
隆
帝
朝
服
像

國，重視農桑；「黼」是黑白相

次的斧形，刃白身黑，取其斷

也，象徵做事幹練果敢；「黻」

為兩個「己」字相背，取其辨

也，代表著帝王明辨是非、背惡

向善、知錯就改的美德。

這十二章包含了至善、至美

的帝德，其權力「如天地之大，

萬物涵覆載之中；如日月之明，

八方囿照臨之內」。十二章紋

自出現開始，雖歷經兩千多年的

朝代更替，因其意義深刻，始終

保持著原始的形態，幾乎沒有改

變，這也是其他普通裝飾圖案無

法比擬的。

五彩雲紋也是龍袍上不可缺

少的裝飾圖案，它既表現祥瑞之

兆，又起襯托作用。紅色蝙蝠紋

即「紅蝠」，其發音與「洪福」

相同，也是龍袍上常用的裝飾圖

案。龍袍以明黃色為主，也可用

金黃、杏黃等色。

一些王公大臣的衣服上也有

龍的紋樣，但和皇帝用的龍是不

同的。龍袍專供皇帝穿著，其他

官員是不能隨便穿的，只有得到

皇帝親賜才能穿，但在穿著前必

須挑去龍的一爪，以示區別。在

明朝，經改制後的龍袍，稱為蟒

袍，為明朝官員的常服，皇帝的

衣服稱龍袍，臣子的衣服叫蟒

袍，一字之差，天壤之別。龍和

蟒的區別有很多種說法，比如：

龍是五爪，而蟒卻是四爪、三爪

或乾脆就沒爪；另外，龍頭上有

角，而蟒卻沒有，這些差別雖然

細微，但身分的差別大不相同。

龍袍上的紋樣，以及所在的位

置，絕對不能有絲毫差錯，許多

紋樣只限於用在皇帝服飾之上，

這是皇權至高無上的象徵。

牙周病      多 你知道嗎？ （上）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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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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版圖片：網圖）

【看中國訊】中國文物大量

流失海外，其中日本得到中國國

寶最多。日本 1000 多座公、私

立博物館裡，中國文物的數量達

到 200 萬件之多！下面盤點一

下流失至日本的中國十大國寶。

一、螺鈿紫檀五弦琵琶

螺鈿紫檀五弦琵琶是唐朝的

一種鑲嵌質地樂器，琵琶一般都

是四弦，而這個是傳世唯一一個

五弦的琵琶，確切而言，這件樂

器和四弦琵琶並不是同一種樂

器，四弦琵琶是「曲項」，而這

件五弦琵琶是「直項」，即琴軫

和相，以及琴面處在同一平面

上。現藏於宮內廳正倉院北院。

二、曜變天目茶碗

曜變天目茶碗乃南宋的傳世

孤品，是宋代黑釉的建盞，宋人

鬥茶用的。日本人形容這個碗，

都是用「碗中宇宙」這種詞，說

裡面彷彿是深夜海邊看到的星

空，高深莫測。現藏於日本東京

靜嘉堂文庫中。

三、漢倭奴國王金印

東漢初年， 日本國王遣使入

漢都洛陽進貢，願為漢臣藩。求

漢皇賜名，漢以其人矮，遂賜

「倭國」。其王又求漢皇賜封，

漢光武帝賜其為「倭奴王」。當

時，日本想藉著臣屬於漢王朝，

樹立自己權位和王位，因此舉國

大喜，並受賜「漢倭奴國王印」

（1784 年，在日本北九州地區博

多灣志賀島，出土一枚刻有「漢

倭奴國王」五個字的金印。金印

為純金鑄成，印體方形，長寬各

2.3 釐米，高 2 釐米，蛇紐，陰

刻篆體字）。現收藏於日本福岡

市博物館。

四、南宋李氏 
〈瀟湘臥遊圖〉

〈瀟湘臥遊圖〉是南宋時

期，由與李公麟同鄉的李姓畫家

所作的山水作，這幅畫是乾隆皇

帝最喜愛的山水畫，整幅長卷淡

墨皴染一氣呵成，不施勾勒，不

露筆痕。大片的留白、朦朧的山

水、山色空濛，水到天際，大氣

磅礡，讓觀者一時筆法墨意盡

忘，完全沉浸在畫家營造的那片

廣闊的境界之中，恍惚有神遊天

外的感覺。現收藏於東京國立博

物館。

五、王羲之〈喪亂貼〉

〈喪亂帖〉為唐摹王羲之尺

牘，行草書。硬黃響拓，雙鉤廓

填，白麻紙墨跡。〈喪亂帖〉筆

法精妙，結體多欹側取姿，有奇

宕瀟灑之致，是王羲之所創造的

最新體勢的典型作品。收藏於日

本宮內廳三之丸尚藏館。

六、牧溪法師                   
〈觀音猿鶴圖〉

〈觀音猿鶴圖〉是南宋時期

由牧溪法師所畫的禪宗畫作品，

這套圖畫三幅一組，是宋代禪宗

畫的極品，此人畫法極具禪意，

每幅畫皆隨筆點墨而成，意思簡

當，不費裝綴。現收藏於收藏於

京都大德寺。

七、猛虎食人卣

猛虎食人卣是中國商代晚期

的青銅器珍品，也是日本藏中

國青銅器中最重要的兩件之一

（另一件為永青文庫的狩獵紋銅

鏡），通高 35.7 釐米，造型取

踞虎與人相抱的姿態，立意奇

特。現藏於京都泉屋博古館。

八、〈無準師範像〉

〈無準師範像〉是南宋時期

的無準師範禪師肖像畫，創作於

1238 年，這幅肖像畫特別重視

面部的表情細節，不經意的傳達

了禪師智慧風趣的風範，是宋代

肖像畫的代表作，而且明、清以

前的人物肖像畫，也無一幅能出

其右。現收藏於收藏於京都東福

寺。

九、李迪〈紅白芙蓉圖〉

李迪是南宋具有代表性的畫

家之一，其作品〈紅白芙蓉圖〉

畫紅、白芙蓉各一幅，線描有黃

筌畫風的精神。本畫的描寫極為

寫實，用筆纖細且色彩層次微

妙，因而富於情趣。善用餘白的

畫面空間也顯得自然而靜謐，原

藏於圓明園，1860 年「火燒圓

明園」後被掠奪並流失海外，現

收藏於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十、〈菩薩處胎經〉五貼

這卷經書來源很深，它是人

世間手手相傳的最古老的經卷，

而且可能也是世上僅存的西魏墨

跡，價值無可估量。

此卷為西魏大統十六年陶仵

虎寫造，字大如豆，書法為北碑

一派，筆意自如，全無石刻方拙

之態，其超凡入聖之處，實有不

可思議之妙。現藏於京都知恩 
院。

流失日本的中國十大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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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白（701 － 762 年），字太白，號

青蓮居士，唐朝傑出的浪漫主義詩人，生

於四川廣漢（今彰明）青蓮鄉。與杜甫

合稱「李杜」，被賀知章驚呼為「天上謫

仙」。

李白的作品想像奇特豐富，風格雄奇

浪漫，意境獨特，清新俊逸。詩句行雲流

水，渾然天成。李白在詩歌的藝術成就被

認為是中國浪漫主義詩歌的巔峰。有《李

太白集》傳世。

譯文

蘭陵美酒甘醇，就像鬱金香芬芳四

溢。興來盛滿玉碗，泛出琥珀光晶瑩迷

人。

主人端出如此好酒，定能醉倒他鄉之

客。最後哪能分清，何處才是家鄉？

註釋

⑴客中：指旅居他鄉。

⑵蘭陵：今山東省臨沂市蒼山縣蘭陵

鎮；一說位於今四川省境內。鬱金香：散

發郁金的香氣。郁金，一種香草，用以浸

酒，浸酒後呈金黃色。

⑶但使：只要。醉客：讓客人喝醉

酒。

⑷他鄉：異鄉，家鄉以外的地方。

賞析

這首詩讚美了美酒的甘醇、主人的熱

情，表現了詩人豪邁灑脫的精神境界。

「蘭陵美酒鬱金香，玉碗盛來琥珀

光。」蘭陵，點出作客之地，但把它和美

酒聯繫起來，便一掃令人沮喪的外鄉異地

淒楚情緒，而帶有一種使人迷戀的感情色

彩了。著名的蘭陵美酒，是用香草郁金加

工浸製，帶著醇濃的芬芳，又是盛在晶瑩

潤澤的玉碗裡，看去猶如琥珀般的光艷。

詩人面對美酒，愉悅興奮之情自可想見了。

詩人也並非沒有意識到是在他鄉，當

然也並非絲毫不想念故鄉。但是，這些都

在蘭陵美酒面前被沖淡了。一種流連忘返

的情緒，甚至樂於在客中、樂於在朋友面

前盡情歡醉的情緒完全支配了他。由身在

客中，發展到樂而不覺其為他鄉。

全詩語奇意也奇，形象瀟灑飄逸，充

分表現了李白豪放的個性，並從一個側面

反映出盛唐時期的時代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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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ly Zhou (Google Review)

食物和服務都是一級棒！

家庭日快樂！節日晚餐優惠

BO   RI       

OFF
各式豬骨湯

BORI 原味、醬油、泡菜
僅限晚間堂食   

50%50%韓式燒烤韓式燒烤 

牛仔骨
牛柳、甜辣雞肉、甜辣
豬肉、牛肋骨、豬肚、
薄牛肉片

$30$30

$24$24

點任何燒烤均
免費附送炒粉條

1717年經驗韓國大廚

    正宗地道口味

一試難忘！

營業
時間

週一至週日
11:30-14:30
17:00-21:00

地址：3616 52 Ave NW, Calgary, AB T2L 1V9          電話：(403)282-6551       

韓食新風尚

$30$30
$15$15

競賽一開始，擁有各路英雄雲集的電

二甲果真在大家預料中，連續三週勇奪最

後一名，其他班級因有了電二甲就像吃了

定心丸，暗自雀喜。電二甲導師則憂心忡

忡的逐一拜託任課老師嚴格管理班上的秩

序，學生則抱怨連連。

某一天，我到電二甲班上課，趨近時

聽到學生的談笑聲，心想：電二甲不怕積

分被扣光嗎？不怕週六到學校打掃嗎？一

踏入教室門口，全班突然安靜驚訝地看著

我，齊聲問道：「老師你從哪裡進來的？」

我詫異的回問他們：「當然走樓梯上來

的，難道還有另一條路可走嗎？你們問得

真奇怪，還有不要太吵了，你們再有一次

最後一名，班長就要被記過了，全班也會

被申誡，這樣你們導師會跳腳的！」

惟學生七嘴八舌，要求我將手機、

筆、書取出放下，再重新下樓、上樓一次

進教室後，答應保證安靜。我狐疑的看

著他們，說：「你們為何要我再下樓？上

樓？」說完，我出教室門再走一趟，上來

問他們：「啥事呀？」學生們卻吵著我再

走一次，並要班長看著我，我心想：這群

孩子的葫蘆裡賣啥膏藥呢？

當我再次進來，學生們以驕傲好奇的

態度告訴我：「老師，我們這學期才工廠

實作，但研究創新改變電子迴路，並反覆

測試成功在教室的樓梯口前，安裝了無線

感應響報器，只要巡查的主任們經過就會

響鈴通知我們，這樣就不會被扣分，不會

得最後一名了。安裝了這幾天，狀況良

好，可是你經過時，感應器竟不會響？奇

怪極了。」接著他們開始提出問題交叉討

論，剛要叫他們安靜時，鈴聲突然響起，

班長立即說：「安靜，巡查的來了。那些

夢周公的、發呆的、遊魂的，快幫忙叫起

來，大家坐好。」全班立即挺直上身，手

握筆，用勤奮學習的表情及專注的眼光看

著我，看著他們實在好笑，忍俊不禁，真

有點「貓來了」的意味。

班長緊張的將食指放在嘴唇上向我示

意，臉上寫著——不要笑，要配合；旋即

主任的身影出現在走廊上，巡視一番關心

上課情況，他的眼神寫滿「真乖」，再對

我點頭，愉悅地離開。不久，鈴聲又響，

班長喊著：「解除警報。」班上現出輕鬆

活潑的氛圍，同學們好奇詢問：「為何響

報器對你無作用？」

我開玩笑說：「你們為了生活競賽真

是絞盡腦汁，動歪腦筋將平日所學用到這

裡來了。」學生自滿的說：「老師，你忘了，

我們班可是有電子、電機、資訊三種學程

的人才，大家集思廣益才做成功的，不求

第一，只求不最後，而且現學現賣，學以

致用耶！」聽著他們興奮的你一言我一語

敘述如何找書、找資料、找材料一同製

作，最後突破學校的地理環境成功安裝；

心想這是這群聰明常搗亂，不愛讀書的孩

子們，第一次這麼團結用心去做，先不要

否定他們，跟導師商量後再如何處理吧！

連續幾週，電二甲不再得最後一名，

而感應器對我依然無作用，學生反覆推敲

研究感應器，還是找不出原因。上課時，

學生問：「老師你平常會煉功，學習佛

法，會不會和感應器不響有關係？」另一

名學生提出不同想法說：「校長也和老師

學一樣的啊，還不是照響！」

我笑著說：「老師雖不清楚感應器不

響的原因，只覺得你們用電子器的方式躲

開生活競賽，這樣對其他班級是不公平

的，若學校知道，怕也會處罰你們的。」

「沒辦法啊！他們沒有我們的技術呀！更

何況評分是很主觀的，像有次我們在討論

電子鳥迴路的設計，只是熱烈討論，就被

扣分了，得了最後一名，週六還被處罰來

學校，沒有人喜歡來勞動服務啦！大家都

想放假呀！」

「是啊！別班也想放假。我們應該想

一個共贏的方法，讓大家都好，而不是

只想避開處罰而損人利己，對吧？」「老

師，若別班也這樣，我們定會抗議的，也

許我們應該跟學校反映。」「是的，一套

制度設計下來，原本是好的，學校本意是

想讓大家靜心讀書，結果實施下來卻惹來

怨天尤人，適得其反。那你們覺得真正的

問題在哪呢？」「老師是人，人是最大的

變因，機器比較好搞定！」「是啊，在這

個組織中的每個人想法不一樣、需求不一

樣、認知不一樣，而大家不一定會願意負

起個人應有的責任，如：行政人員、導

師、學生的角色及暢通的溝通渠道，這

些都會影響制度成敗的因素。但取巧的

事，肯定是不能做的，感應器請拆下來，

好嗎？這樣做也是為了你們好。我們請

班長蒐集大家的意見，開班聯會時將這

些想法提出並和主任討論；我們再等等

一些時間，相信學校會檢討一下生活競 
賽規則的。」

幾週後，學校更改了競賽規則，以鼓

勵為主，前幾名的可以得到獎金，最後一

名不低於標準分數也無須到校來勞動服

務，多日來的紛擾，終歸於平靜。

事後，電二甲覺得研究發明挺有趣

的，後續還發明了電動吊籃，將纜線

安裝在餐廳方便購物，從此不用下課

時間去擠餐廳買東西，並將對我不起

作用的感應器送給了我，看著這感應

器，我突然好奇其他感應器的反應會 
是啥……

校 園 風 情
◎文：小荷 我們不要最後一名  我們不要最後一名  
學校為了更好管理班級上課的

秩序，這學期開始制定了一套

生活競賽的積分評比辦法，其

中規定各年級每週排在最後

一名的班級，週六需到學校做

「愛校活動」。規則一公告，

就引起陣陣漣漪，積分評比實

施後，師生與管理層的衝突增

加，更是在班聯會議中最常被

提出的議題，如：抗議評分的

不公平、評分人員應有誰擔任

較公平，各班為了分數斤斤計

較，火花四處飛濺。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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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中行
唐代 / 李白

蘭陵美酒鬱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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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 Guide
生活指南

2020年2月13日—2月19日第93期 D版卡爾加里版

曼麗夫人好：

我想詢問的是我哥哥的問

題，我哥已有 36 歲，個性極度

內向，不知如何和異性相處，之

前也沒有交往的經驗，目前薪水

四萬多（台幣），若加班可以到

五萬。最近他同事介紹一個女

生，快三十歲，有點胖，長相普

通，工作薪水兩到三萬，同樣也

不活潑，沒有什麼異性緣。

據我所知，女生覺得男生沒

有幽默感、很木頭，但因這樣可

能可以防止婚後外遇花心，所以

才勉強考慮在一起，但提出的條

件是要有房子登記在她名下，且

婚後可以將她媽媽接來住。

我母親覺得以哥哥的條件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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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訥哥哥好想結婚？
●文：曼麗夫人 
●圖：Adobe Stock

偉杰你好：

你關心哥哥的感情與婚姻，

可見你和哥哥的感情很好。雖然

老哥想婚，但是，我們都知道在

利益交換下的感情或者婚姻，基

本上很難維持圓滿。如果是古

代，男女雙方信守媒妁之言，即

便未曾見過一面，也是誓言要和

對方白頭偕老，這是另當別論，

然而，人心不古的當代，有多少

人還能做到？

所以，現代道德下滑，婚

姻往往不再純粹是古訓的海誓山

盟，或者單純的建構在互信互愛

的基礎上，所以開始有外配結

婚、騙婚等社會現象的產生，這

樣的婚姻造成的傷害，有時不是

男女雙方，甚者，會牽連無辜的

孩子或者家人。

因此，當務之急，不是隨便

找一個人結婚就了事，而是鼓勵

哥哥，去參加正式機構辦理的男

女美滿婚姻聯誼的機構，大家雖

然都是想婚一族，但是卻是透過

正常聯誼活動認識、了解才有進

曼麗小語：婚 姻 非兒 戲， 
為了想結婚而結婚，彼此沒

有足夠的認識，為了達到目

的，不惜交換利益而非真情，

那麼一天張燈結綵喜洋洋之

後，換來的恐怕是無盡的惡

夢和災難的開始啊！

一步的交往。

此外，你還可以鼓勵哥哥多

參加人際溝通的諮商團體，從中

建立自信，並探索出屬於自我的

人生觀，這是更務實的方法，當

你清楚認識自己是誰？想要和什

麼樣的女孩共組家庭？或者了解

人活著還有其他更多可以去做得

事情，去完成的夢想等等，當這

一切都水到渠成，心目中的理想

伴侶自然就會出現喔！

婚姻非兒戲，為了想結婚

而結婚，彼此沒有足夠的認識，

或者弄清楚自己想婚的原因為

何，對雙方都是不公平、也都是

貿然、草率的作為。為了達到目

的，不惜交換利益而非真情，那

麼一天張燈結綵喜洋洋之後，換

來的恐怕是無盡的惡夢和災難的

開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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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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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以後也找不到適合的，所以答

應了。但我哥哥答應後，卻又

覺得女生其實不愛他，只是想

要房子，所以答應後又後悔，希

望女生不要有條件。想當然爾，

女生也認為沒有房子就沒什麼好

談的。我哥哥其實很渴望成家，

所以一直想要結婚，遇到這種情

況，我該怎麼給他建議呢？

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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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法

半雞汆燙洗淨；蔬菜去粗硬外皮，
切適口大小備用。

水煮滾，放入雞肉，煮滾撈除浮
沫，加白酒。

放迷迭香、月桂葉，煮滾轉小火，
煮20分鐘。
加紅蘿蔔煮滾，小火燉 10分鐘；
加西芹煮滾；再加入青花菜煮滾，加

入調料。

取肉沾鹽或醬料食用，雞湯撒巴西
里葉末食用，風味更佳。

半隻雞、白酒 30c.c.、西芹、青花
菜、紅蘿蔔適量。

香草：迷迭香1株、月桂葉 2片、巴
西里葉 1小把。
調料：海鹽、黑胡椒酌量。

食材

香草入菜，可以去腥添香；迷迭

香雞湯清香美味，有助消除胃氣

脹、提神醒腦、促進血液循環，

孕婦食用須注意。

 迷迭香蔬菜雞湯

作法

調料攪拌均勻，均勻抹在雞肉上。
續加入胡蘿蔔塊、土豆塊、洋蔥絲
一起，攪拌均勻。密封冷藏一晚上。

作法加水（水量淹過食材，視需
要的湯量決定水量），煮滾，轉小火

燜煮一小時。

加入蔥段，加一小匙糖，攪拌均
勻，煮滾即可。

半雞切塊、胡蘿蔔塊 300g、土豆塊
300g、洋蔥絲200g、蔥段100g。
調料：醬油2大匙、糖1大匙、辣椒
粉 1大匙、蒜泥 1大匙、韓式辣椒醬
2大匙、胡椒粉少許。

食材

韓式辣湯頭，喝起來辣中帶甜；

添加很多蔬菜的辣湯，清爽美

味，吃了之後身子暖呼呼，很適

合在冷冷的天食用。

 韓式辣燉雞湯

◎ 文 :邊吉

多食清爽美味的蔬菜雞湯，可攝取豐富營養及補充水分，加強自身免疫力。

蔬菜雞湯暖胃
湯品

秘訣3
各種蔬菜食材要切的大小平

均，不要大小落差太大，這

樣熬煮的時間比較容易控

制。蔬菜湯不要煮太久，

一般只需要20∼40分鐘左
右，蔬菜才不會過度軟爛。

秘訣2
清湯和濁湯作法不同，差別

在於燉煮的火候，煮滾高湯

後，轉開小火細火慢熬，就

能煮出清湯，至於濁湯，就

要用大火維持煮滾的狀態，

才能煮出濃郁的濁湯。

秘訣1
肉骨清洗，汆燙去除血水，

再移到另一個鍋中燉煮。因

為食材中的血水、蛋白質、

脂肪等，一開始加熱食材

時，容易出現浮渣，要撈除

才能煮出清澈乾淨的湯。

作法

高湯：昆布加水，泡 30分鐘，煮
滾取出昆布。放柴魚片，煮 3分鐘熄
火，濾渣備用。

雞肉蒸熟切丁；蒸出來的雞汁加高
湯煮滾。

續放紅、白蘿蔔、蒟蒻煮透；加豆
煮軟；加金針菇煮滾。

加調料攪拌均勻，放雞肉丁、蔥花
即可熄火上菜。

雞胸肉 1副、紅白蘿蔔片各 200g、
豆皮 100g、金針菇200g、蒟蒻、
青蔥適量。

高湯：昆布 10g、柴魚20g、水 1L。
調料：日式淡味醬油 2大匙、味霖 1
大匙、鹽適量。

食材

這道湯品是很好的常備菜，趁有

空煮好雞肉與高湯，冷藏保存，

方便隨時取用。至於蔬菜種類，

根莖類煮湯清甜美味。

 和風蔬菜雞湯

作法

雞肉抹鹽蒸熟切丁，雞汁保留。
蔬菜去皮切丁。
橄欖油小火煸香蒜末，放蔬菜丁，
翻炒出水。

續加入西紅柿糊，翻炒出香氣，加
雞汁、水（淹過食材）煮滾。

轉小火煮至蔬菜熟軟，加調料、雞
肉丁，攪拌均勻。

上菜前撒香菜、滴檸檬汁。

雞胸肉 300g、洋蔥 1/2個、節瓜
300g、紅蘿蔔 150g、西紅柿糊、蒜
末 1大匙、新鮮香菜、檸檬汁適量。
調料：孜然粉 1/4小匙、黑胡椒、鹽
少量。

食材

西紅柿煮雞肉湯，酸香開胃；湯

頭以孜然粉調味，口味獨特。惟

孜然屬甘溫藥材，身體發炎或體

質躁熱者不宜多食。

 西紅柿蔬菜雞湯

用紅白蘿蔔

煮雞湯，湯

頭味道清甜

美味。

煮出雞湯
真滋味

整版圖片
：ADOBE STOCK

新鮮蔬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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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1 日～ 2 月 17 日（週二～下週一）特價商品

2020 年 2 月 11 日～ 2 月 17 日（週二～下週一）特價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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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特價
芭莎國際食品超市

果蔬高達

70%
折扣

清真肉類

Beef Brisket
牛胸肉

Beef Back Ribs Lamb Shank Bone-in Lamb Shoulder

Beef with Bone Chicken Breast Strips

3.49
/ lb

雞胸肉雞胸肉
Chicken Shawarma Cow Tripe (Frozen)

2222..0000
24 24 CountCount

Kale
羽衣甘藍羽衣甘藍

Field Tomato
田園蕃茄

新鮮蔬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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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日～ 1 月 24 日（週一～週五）特價商品

2020 年 1 月 20 日～ 1 月 24 日（週一～週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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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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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Chinese New Year ! 新年大吉！

清真肉類

日（週一～週五）新鮮蔬果芭莎國際食品超市

Ground Chicken

3.49
/ lb

雞絞肉雞絞肉
Regular  Ground Beef 

2.99
/ lb

牛絞肉牛絞肉 Chicken Legs 
Back Attached 

1.49
/ lb

連背雞腿連背雞腿

Beef Liver

3.49
/ lb

牛肝牛肝
Whole Chicken

2.29
/ lb

整雞整雞 Lamb Shank 
Frozen Whole

5.99
/ lb

冷凍羊腱冷凍羊腱
Beef Stew

5.99
/ lb

燉牛肉燉牛肉

1.99
/ ea 3.00

/ 9

 Lamb Chops 

/ lb 9.99
/ lb

羊排羊排

Jumbo Eggplant 
大茄子

0.99
/lb

Jumbo Eggplant 
大茄子大茄子

00/lb1.
/ ea

Seville Oranges
塞維利亞橙子塞維利亞橙子

3.49
/lb

Kiwi
獼猴桃

Pineapple
菠蘿菠蘿

1.00
/ 2

Curly Parsley 

130.00
60 count

捲葉歐芹捲葉歐芹

15.00
 9kg

15.00
8count

Lemons
檸檬

33/ 9

檸檬檸檬

20.00
38 lb 0.49

/ lb

Banana
香蕉

/ lb
10.00

40 lb NEWNEW

Beef Ribs Korean StyleBeef Ribs Korean Style
韓式牛仔骨

Beef Tenderlion
牛柳

Whole Chicken
整雞

小背脊牛排小背脊牛排

Green / Red Cabbage
捲心菜 /紫甘藍

Aloe Vera
蘆薈

Celery
芹菜芹菜

牛胸肉牛胸肉

Chicken Shawarma

5.99
/ lb5.99

/ lb

3.99
/ lb 5.99

/ lb

帶骨羊腱帶骨羊腱

4.99
/ lb

羊肩肉羊肩肉

4.99
/ lb

牛百葉牛百葉雞肉沙威瑪雞肉沙威瑪

2.49
/ lb

帶骨牛肉帶骨牛肉

1.00
/ ea/ ea0.99

/ lb
2525..0000

25 lb

韓式牛仔骨韓式牛仔骨韓式牛仔骨

55/ lb

整雞整雞

2.49
/ lb 7.99

/ lb

5.99
/ lb

00/ lb25 lb25 lb

1414..9999
25 lb25 lb

捲心菜 /紫甘藍捲心菜 /紫甘藍捲心菜 /紫甘藍捲心菜 /紫甘藍捲心菜 /紫甘藍捲心菜 /紫甘藍

2525..0000
45 lb45 lb

Aloe Vera
蘆薈蘆薈

4.99
/ ea/ ea 1.00

/ ea/ ea

LE Cucumber
長英青瓜長英青瓜

1.69
/ ea/ ea1.29

/ ea/ ea0.99
/ lb/ lb

Oranges
橙子橙子

1.29
/ ea/ ea

Head Lettuce
西生菜西生菜

Watermelon
西瓜西瓜

Red Onions
紅洋蔥紅洋蔥

新鮮蔬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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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日～ 1 月 24 日（週一～週五）特價商品

2020 年 1 月 20 日～ 1 月 24 日（週一～週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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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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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Chinese New Year ! 新年大吉！

清真肉類

日（週一～週五）新鮮蔬果芭莎國際食品超市

Ground Chicken

3.49
/ lb

雞絞肉雞絞肉
Regular  Ground Beef 

2.99
/ lb

牛絞肉牛絞肉 Chicken Legs 
Back Attached 

1.49
/ lb

連背雞腿連背雞腿

Beef Liver

3.49
/ lb

牛肝牛肝
Whole Chicken

2.29
/ lb

整雞整雞 Lamb Shank 
Frozen Whole

5.99
/ lb

冷凍羊腱冷凍羊腱
Beef Stew

5.99
/ lb

燉牛肉燉牛肉

1.99
/ ea 3.00

/ 9

 Lamb Chops 

/ lb 9.99
/ lb

羊排羊排

Jumbo Eggplant 
大茄子

0.99
/lb

Jumbo Eggplant 
大茄子大茄子

00/lb1.
/ ea

Seville Oranges
塞維利亞橙子塞維利亞橙子

3.49
/lb

Kiwi
獼猴桃

Pineapple
菠蘿菠蘿

1.00
/ 2

Curly Parsley 

130.00
60 count

捲葉歐芹捲葉歐芹

15.00
 9kg

15.00
8count

Lemons
檸檬

33/ 9

檸檬檸檬

20.00
38 lb 0.49

/ lb

Banana
香蕉

/ lb
10.00

40 lb NEWNEW

Barlow
 Tr  N

E

23 Ave NE

23 Ave NE

23 St N
E

Sunridge WayNE

七天營業  早 9:00 ～晚 9:00
2717 Sunridge Way N.E 

403.280.6797403.280.6797
bashafoods.ca bashafood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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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楊若曦

③④⑤⑥

3. 醫用或外科口罩：一般

醫療用，有呼吸道症狀、前往

醫院等密閉不通風場所，或前

往有呼吸道傳染病流行地區配

戴，可阻擋大部分 5微米顆粒，

應該每天更換，如有破損、潮

溼或弄髒時，應立即更換。

4.N95 口罩：可阻擋 95%
以上的次微米顆粒，適合第一

線醫護人員使用，不適合一般

民眾長時間配戴，且應避免重

覆使用。

就醫、人多、 
密閉空間才須戴

榮總兒童感染科主任陳伯彥

指出，2019 新型冠狀病毒（武

漢肺炎）屬於大顆粒的病毒，

為飛沫傳染，戴上一般外科口

罩，讓口沫不噴濺，可阻擋

70% 以上 5 微米顆粒，就足夠

防護，不同於麻疹、水痘、德

國麻疹是空氣傳染，所以民眾

不必搶購 N95 口罩。

陳伯彥表示，N95 口罩可

阻擋 95% 以上的次微米顆粒，

適合第一線醫護人員使用，因

此處置急診、發燒、有武漢肺

炎旅遊史、疑似或確診病例等

特殊情形時，才會使用。N95
透氣性差，一般人戴上 5 分鐘

就會覺得呼吸困難，他在看一

般門診時，也僅戴一般外科口

罩就足以防護。

陳伯彥指出，現在口罩一

片難求，健康民眾一天用 1 至

2 片，不用戴一次就丟掉，也

不用一直配戴，在人多的地方

或密閉空間才要戴上，戴口罩

時也盡量少講話，減少口水噴

濺、沾溼，減少汙損，延長使

用時間。

勤洗手 正確配戴口罩
配戴口罩前後必須洗手。

戴口罩時，應拉上兩側鬆緊帶

掛上耳朵，鼻梁片固定鼻梁，

口罩拉到下巴，平常避免雙手

觸碰到口罩表面，減少汙染口

罩，不用時可拿下口罩對摺（深

色面朝外）放置在乾淨、透氣

的容器，如紙袋保存，或是把

口罩掛起來（深色面朝外），等

要用時，再拿出來戴上，不過

口罩仍應每天更換。

不須搶購P95、 
R95級口罩

由於市面難買一般外科口

罩，有民眾甚至搶買 P95、R95

口罩難求 醫師：健康人一天用1∼2片

防疫

常識 打過疫苗仍可能染上麻疹 
如何預防「麻」煩？

麻疹為傳染力很強

的病毒性疾病，僅靠空

氣就能輕易快速傳染，

在疫苗尚未使用前，超

過 99%的人都會被感
染，幾乎每個人的一生

中都難逃麻疹侵襲。

口罩。陳伯彥指出，P 級、R 級

比 N 級口罩更增加油性微粒的阻

隔，而 P 級又比 R 級使用壽命更

長，一樣具有阻隔病毒的效果，

不過一般民眾不需使用這類防護

級的口罩，而且因為透氣太差，

配戴不舒適。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兒童

急診科主任、小兒感染科醫師謝

宗學表示，防疫除了戴口罩外，

也要勤洗手，而且手部不要挖

鼻孔、揉眼睛，還要正確使用口

罩，深色防水層朝外、親水層朝

內，如果有髒汙或潮溼，口罩防

護力就會大幅失效，必須更換。

陳伯彥也說，防疫期間民眾也要

注意衛生、多喝溫開水，如果口

乾舌燥，也會使黏膜免疫力變差。

接種疫苗可使大部分人產生免疫。

武漢肺炎疫情蔓延，

民眾搶購口罩，市面上

一片難求。

（參考資料：臺灣疾病管制署）

醫師提醒民眾配戴一般外科

口罩即可，也不用一直戴著，在

人口密集及醫院等密閉空間，才

須戴口罩，不用時，可拿下以紙

袋盛裝或先掛在牆上，健康民眾

一天使用 1 至 2 片即可，不需

要每次換新。

口罩的正確用途

1. 棉布或紗布口罩：僅能

過濾較大顆粒，可作為保暖用。

2. 活性碳口罩：可吸附有

機氣體、惡臭分子及毒性粉塵，

不具殺菌功能，適合騎機車、噴

漆、噴農藥時使用。 （轉載自自由時報）

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高

傳染性疾病，潛伏期7～18天。

認識麻疹傳染力

麻疹可經由空氣、飛沫傳

播或接觸病人鼻、咽分泌物而

感染。由於病毒可藉由空氣傳

染，傳染力極強，而且出疹前

後 4 天都具傳染力，在沒有疫

苗施打的年代，幾乎人人都會

被感染。

哪些人可能感染麻疹

不曾得過麻疹或不曾接種

麻疹疫苗的人，都可能感染麻

疹。得過麻疹的人，具有終身

免疫力，但曾接種麻疹疫苗的

人也可能會感染麻疹。研究顯

示，幼時接種疫苗所產生的抗

體，有可能已隨時間而衰退，

致使保護力降低，造成曾經接

種過麻疹疫苗的人也會有感染

麻疹的現象。

麻疹出現的症狀

星，並持續 4 ～ 7 天；皮疹退

了後，會出現鱗屑性脫皮及留

下褐色沉著。

4.併發症：約 5 ～ 10%
之患者因細菌或病毒重覆感染

而產生併發症，併發症包括：

中耳炎、肺炎與腦炎。

如何預防染上麻疹

1.勤洗手
平時勤洗手，注意手部清

潔。

2.戴口罩

出入人潮密集或空氣不流

通之公共場所，應戴口罩，以

降低感染風險。

3.接種疫苗

注射含麻疹活性減毒的疫

苗後，可以使 95% 以上的人

產生主動免疫。由於麻疹疫苗

的效力大約注射 15 年後會開

始下降，因此臺灣疾管署建

議，1981 年後出生的人，近

期可能前往麻疹疫情高風險

區，以及從事醫護工作的人，

可先就醫諮詢、評估，是否需

自費接種疫苗。另外，50 歲以

上的民眾幾乎都感染過麻疹，

1. 典 型 的「3C」 症 狀：

結 膜 炎（conjunctivitis）、

流 鼻 水（coryza） 與 咳 嗽

（cough），但曾接種過麻疹疫

苗的人，感染後不一定會出現

「3C」症狀。

2.發燒：發高燒（體溫

達攝氏 40 ～ 41 度）3 ～ 4 天

後，下臼齒內頰處腔黏膜出現

柯氏斑點（Koplik spots）。
3.紅疹：病人出疹時病

情最嚴重，仍會繼續發燒；典

型的斑丘疹從耳後，再擴散到

整個臉，接著蔓延至全身。暗

紅色斑丘疹密密麻麻，如同繁

多數有抗體，可不須補打疫

苗。

接觸感染者或 
出現疑似症狀之處理

1.注意個人健康狀況，包

括：早晚量體溫、留意是否出現

呼吸道症狀，假使有呼吸道症

狀，則要戴口罩，避免造成飛沫

傳染。

2.避免到公共場所，尤其

若出現疑似感染症狀，應戴口

罩，盡速就醫，並告知醫師旅遊

史及接觸史。

3.接觸麻疹病人後，72 小

時內可以補接種疫苗，以避免發

病或降低疾病嚴重度。

多數人感染麻疹後會自行痊

癒，但目前尚無針對麻疹的抗病

毒藥物，而年幼時接種疫苗所產

生的抗體，可能隨著時間而衰

退，仍有感染麻疹的風險，因此

須特別注意預防感染麻疹，如計

畫前往麻疹流行地區，出國前

2 ～ 4 週，可先就醫諮詢、評

估，是否需自費接種疫苗。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防疫

常識

◎  文：蔡淑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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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2月19日

羅馬生菜

Parsley 歐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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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菠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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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brosia  Apples 聖芳蘋果 3pk Romaine Hearts5lb Carrots 胡蘿蔔

Head LettuceRed Seedless Grapes 無籽紅提

平價 新鮮

$2 9898
ea

西生菜

$08888 2

2 4848
ea

$

Beets

$$00 8888 lb

甜菜

$08888
lb

Navel Oranges 臍橙

$08888 lb

SpendSpend $30 $30 and get a and get a freefree pineapple.pineapple.
H&W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09898
ea

$

5 磅裝 $5 磅裝

$ 14848 l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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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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9¢¢大特賣大特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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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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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
下列價格為過往記錄，僅供參考。當日價格請查詢我們的臉書頁面（ Facebook）。
The following prices were historical records and are for reference only. Please check our Facebook for sales items of the day. 32 Ave. NE

27 ST N
E

29 ST N
E

Barlow
 Trail N

E

36 ST N
E

N

更多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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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淘果蔬
就到 Freestone!

超低價
折扣高達 75%!

超低價
折扣高達 75%!

芹菜
Celery

$    .99/ 棵0
茄子

Eggplant

$    .49/ 磅0
富士蘋果
Fuji Apple

小黃瓜
Mini Cucumber

$    .00/2件2
圓生菜

Head Lettuce

$    .99/ 顆0 （22 磅）

蜜橘
Mandarin

$        .99/ 箱 $        .00/ 箱18 10(22 磅 ) (40 磅 )

香蕉
Banana

2月 13日（週四）特價商品展示

$        .00/ 箱10 (40 磅 )

2月10-16日特賣

Noodle & Grill    Korean Style Fusion Chinese Kitchen

糖醋里脊

辣海鮮湯麵辣海鮮湯麵

煙熏口味
卡城獨家

新鮮食材

上午 11:30 - 下午 2:00

新品特惠

僅售
$499

新
人
事

更
多
新
菜
等
您
來
嘗
！

新
裝
修

韓式炸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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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煙熏口味

新鮮食材

僅售
$

雞米花 +百事可樂

(＊三種口味可選 )

◎ 文：青蓮 
◎ 文：紫雲

哈佛醫學院的一項新研究顯

示，人類大腦活動與壽命有關。

少一點腦活動，可能是延長壽命

的關鍵之一。

一般認為，隨著年齡的增

長，讓身體和大腦多活動具有

許多好處。但研究顯示，「多用

腦」並不是抑制大腦衰老的最佳

方法。過度的活動，至少對腦細

胞來說可能是有害的。

大腦中有一種叫做 REST
的蛋白質，可以抑制激發大腦活

動的基因，減少腦活動。REST
亦可預防阿滋海默症。哈佛醫

學院的研究員將年齡 60 歲至 70
歲人與年齡超過 100 歲人瑞的

大腦組織進行比對分析。結果顯

示，在 85 歲之前死亡的人，大

腦中REST的蛋白質水準較低。

神 經 科 學 家 Michael 
McConnell 表示，這項新研究

結論令人震驚和困惑，大腦活動

原本被認為是保持認知正常的東

西，但出乎意料的是，「限制神

經活動在防衰老中是一件好事，

這與預期相反。」

但研究者並不確定，REST
是否會以某種方式保護人們免於

死亡，還是只能推遲大腦進一步

老化的跡象。蛔蟲 REST 測試顯

示，當大腦活動減少，蛔蟲的壽

命更長。如果在壽命很長的蛔蟲

中禁用類似 REST 的基因時，蛔

蟲的神經活動增加，壽命大幅縮

短。小鼠測試中也有同樣結論。

哈佛研究員研究 REST 的大腦部

位，被稱為前額葉皮質，當人們

變老並接受大腦掃描時，前額葉

皮質的活動會發生許多變化。這

種變化的含義尚不清楚，或者是

因為老年人的大腦效率較低，是

系統試圖進行補償的行為。

大腦活動過多

影響壽命真人張三丰的預言

將死，隨後做詩唱頌而逝。但在

第七日埋葬時，他又活了過來。

歸來後給了弟子楊軌山一偈，

預言元朝滅亡明朝誕生。偈云：

「元氣茫茫返太清，又隨朱雀下

瑤京。剝床七日魂來復，天下齊

看日月明。」（張三丰的《雲水

集》）

兩年後（1368 年），朱元

璋率討元義軍北伐，元朝覆滅，

大明王朝建立。

張三丰的預言得到了印證。

而魂遊七日重新歸來的他，也在

人間開始完成自己未竟的使命：

將道家修煉文化發揚光大。

明洪武初年，已經一百三十

多歲的張三丰，率眾弟子登上武

當山，在天柱峰祭拜過玄武大帝

後，鋤荊棘、清瓦礫，在廢墟上

建起了簡單的道觀，開始廣授道

法。這期間，因張三丰的種種神

跡，使其道名遠播，吸引了很多

人前來武當山拜師學道。

洪武二十三年（1390 年），

張三丰吩咐弟子們好生守護武

當香火，預言「此山異日必大

興。」之後便翩然遁隱，從此不

知所蹤。這句預言也很快得到了

驗證。

自明太祖朱元璋起，明朝歷

代皇帝都信奉道教，因張三丰仙

名廣傳，太祖、成祖都想親自接

見這位奇人，但都不得遂願。

明成祖登基後，對道教的尊

崇達到頂峰。據說明成祖在出師

「清君側」之前，軍營中發生一

樁奇事。建文元年（1399 年）

七月初五，成祖在軍前祭旗，天

空中忽然烏雲密布，士兵們近在

咫尺卻看不見對方。

成祖披髮仗劍，神態像極了

武當山上的大神玄武大帝。那一

刻人們相信，成祖一定是玄武大

帝的化身。

張三丰，是中國歷史上一位

影響深遠的修煉大成就者，他發

揚了中華道家文化，創立了武當

派道統和武功，在元、明、清以

至後世，都留下了許多傳唱不衰

的神奇。

據史料研究，張三丰於南宋

淳佑七年（公元 1247 年，時為

元定宗丁未二年）四月初九日，

出生在遼東懿州（今遼寧彰武

西南，現在的阜新蒙古族自治縣

塔營子鄉）。 5 歲時患眼疾，得

道長張雲庵治癒，遂隨張道長習

道經七年，兼讀儒釋兩家之書，

聰慧敏學，過目成誦。 
張三丰又名全一、君寶、玄

玄。 32 歲時棄官離家，雲遊訪

道。先在陳倉山結廬修道，後在

寶雞陵源山金台觀隱居數年，自

號「三丰居士」。他自稱是張道

陵天師的後裔，不論寒暑，都是

一頂斗笠一件道袍，雨雪天披一

件蓑衣。吃飯亦與常人不同，不

論一升還是一斗，一頓吃完。有

時幾日吃一餐，有時二、三個月

吃一次，並無異樣。 67 歲（公

元 1314 年）時，張三丰在終南

山遇火龍真人而得大道真傳。

《明史》和《微異錄》中都記

載，張三丰曾經魂遊七日：張三

丰居寶雞金台觀時，曾預知自己

現在人很多不相信預

言，認為不過是一些無稽

之談。其實真正的得道高

人，所預言的事情都會兌

現。那些流傳千百年，至

今還未證實的預言，也並

非是危言聳聽，只不過是

時機未到。

在那場著名的「靖難之役」

中，成祖以八百人的戰隊，對抗

整個朝廷大軍，雖實力懸殊，但

在交戰過程中，果然得到玄武神

的庇佑，戰場上多次出現狂風突

起、飛沙揚塵的天象。最終，成

祖成功登基稱帝，並成為中國歷

史上最偉大的統治者之一，開創

了「永樂盛世」。

永樂九年至二十二年（1411
年 —1424 年）， 成 祖 耗 資 百

萬，召集 30 多萬軍民與工匠，

大舉翻修武當。他們依據玄武大

帝修行的故事，建成「遇真宮」

等九宮八觀 33 座宮殿群，並作

為「皇室家廟」，封武當山為

「太嶽」，位居五嶽之上。

現在人很多不再相信預言，

其實真正得道高人的預言都會兌

現。那些流傳千年、百年，還未

證實的預言，並不是危言聳聽，

不過是時機未到罷了。

Adobe stock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D6 看資訊 Information 第 93期     2020年 2月13日—2月19日

GLOW 冬季嘉年華
免費活動，彩燈、冰雕、冰滑梯、篝

火，還有三個舞台的各種表演，各種可口

美食和飲料，適合全家人參加。

時間：2 月 14 日～ 16 日 下午 4 點～

10 點

地點：Downtown Calgary, Stephen 
(8th) Avenue, between 1 Street SE and 
3 Street SE

網址：glowyyc.com

Heritage Park 活動
歡迎攜全家人參加 Heritage Park 的

Gasoline Alley Museum 探索和娛樂活

動，包括經典的競速遊戲，組裝賽車，乘

坐 RC 鐵路列車兜風等等。

時間：2 月 13 日～ 17 日，上午 10
點～下午 4 點

地點：Heritage Park Historical 
Village

地址： 1900 Heritage Drive SW
網址：heritagepark.ca

週末免費家庭釣魚活動

每年舉辦兩次的家人釣魚 , 是簡單有

趣的適合家人和朋友們參加的活動 , 無需

釣魚執照，但仍需遵守釣魚規章。

時間：2 月 15 日～ 17 日

地點 : 亞省各個釣魚點，詳情參見下

面網址

網址：mywildalberta.ca/fishing

(587)-619-4229

sales.calgary@visiontimes.com

惠賜廣告請電：

逢週四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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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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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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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美食店VIETNAMESE RESTAURANT

慶賀慶賀 Royal VistaRoyal Vista 店隆重開業店隆重開業
新店歡樂時段特惠！新店歡樂時段特惠！

沙律捲 SALAD ROLLS
$7.50 烤雞、豬、牛肉

$6.00
蝦

$6.00
素菜

$5.50

春捲 SPRING ROLLS
每份 4 件

$ 6.00

洋蔥餅 ONION CAKE

每份 2件

湯雲吞 WONTON SOUP

  各式珍珠奶茶

特價 $350
/ 杯
起

$ 7.00

米粉捲 PHORIT TO
$ 7.99

越南咖啡
VIETNAMESE COFFEE

$ 4.50

$ 7.99

炸雞翅 FRIED 
CHICKEN
WINGS (8 件 )

$ 8.50

斑蘭烤雞 
GRILLED CHICKEN 
IN PANDAN LEAF

每份 
6 件

#36  Van's Sepcial 
Rice 特別招牌飯

#52   Masago w/ 
Shrimp Fried Rice 
蝦仁魚子炒飯

#53   HUE Style 
Noodles 順化瀨粉

#55   Seafood Sate 
Noodle Soup 
          海鮮沙爹湯河粉

St
on

ey
 Tr

ail
 N

W

112
 Ave NW

Country Hills Blvd NW

Royal Vista Dr NW

Royal V
ista

 Pl N
W

地址： #2110, 
4 Royal Vista Way NW

(403) 241-5511新店新店

堂食．外賣堂食．外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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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址：#132, 40 Country Hills Landing 

(403) 453-0168 堂食．外賣堂食．外賣

 週三 / 四：11am ～ 9 pm  週五 / 六：11am ～ 9 : 30 pm 
週日 / 一：11am ～ 9 pm  週二：休息

老店老店

優惠時段：11am - 1pm ;  
              7 pm - 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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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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