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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政府角力面再擴大
US and China's Wrestling IntensifiesA3 上天示警 修德免災

Hint from the Heaven: Elevating 
Morals to Survive Catastrophy

同一日，海外品蔥網突然

出現以習近平女兒「習明澤」名

義發出的帖子，稱黨內高層發

生政變，各派不同意見都將「同

歸於盡」，斷言高層內亂後，將

迎來真正意義上的民主，同時

辯稱「家父罄竹難書，但他真的

只是一顆棋子。」

習明澤從美國哈佛大學回

國後，曾利用「學習小組」新媒

體平臺替習近平傳遞聲音，其

信息與中宣部發出的內容常有

差異。目前無法確認品蔥網「習

中南海風暴將至中南海風暴將至
人類情緒可影響物質世界
Human Emotions Can Affect the Material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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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林佳綜合報導】2 月 14 
日大陸很多地方出現了罕見雷雨天氣。湖北

恩施，特大冰雹降落；在武漢和河南多地，

出現高頻率地電閃雷鳴，似在傳遞來自大地

黑暗籠罩處崩裂的聲音。

C5

明澤」身份的真假，但從近

期諸多新聞動態中，已透露出

中南海內的驚濤駭浪。

雙方「甩鍋」？

黨刊《求是》15 日刊出的

習近平講話顯示，習在 1 月 7
日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就疫情

下達指示防控。但此指示從未

見諸於任何公開報導。在大陸

官媒刊出習 1 月 20 日作疫情防

控的「重要指示」後，

地方政府和相關部

門才正式動起來。

外界注意到，

15 日《求是》習講話裡用了很多

的「我」，而不是黨中央集體，

比如「1 月 20 日，我專門就疫

情防控工作作出批示，指出必

須高度重視疫情，全力做好防

控工作，」眾多分析人士認為，

習此番講話，給人的感覺就是

面對責難而作出的「自衛」。

近期在嚴密控制的大陸微

信平台上，中共

前政治局常委李瑞

環的昔日言論被廣泛

傳播，包括「一呼百應、

一言九鼎，久而久之必犯錯

誤」等；網民呼籲習近平「好

好看看」。對此《蘋果日報》刊

文稱，此類信息「矛頭直指現

任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在此前後大陸官場出現了

非同尋常的「甩鍋」（推脫責

任）現象。武漢市長周先旺在

1 月 27 日央視《面對面》專訪中

表示，並非隱匿疫情而是「中

央不授權」。這種地方官員向

中央推卸責任，近乎冒死的言

論，能在審查極度嚴密的最高

級別官方媒體順利播出，非常

蹊蹺。

2 月 17 日港媒《明報》爆

料，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稱

1 月 6 日便上報中央要求啟動

二級應急響應，但最高層不為

所動，反要求「有關措施不要

影響節日氣氛」。此前不久的

2 月 13 日湖北官場大地震，

作為中國疫情防控部門的最高

負責人，高福前幾天也傳出落

馬，但並未坐實。在這個時間

點高福的爆料，耐人尋味。

高福 2004 年進入中國科學

院系統，2013 年當選中科院生

命科學和醫學學部院士；2011
年任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

主任，2017 年 8 月任主任。

地方官周先旺能打通中央

最高級別的宣傳機器，科學家

出身的高福能藉助大外宣系統

的「港媒」曲線甩鍋，指向表

面上在中共十九大上確立「一

尊」地位的習近平，僅僅是為

了「甩鍋」自保嗎？這種舉動需

要多少人脈資源和政治勢力才

能做到呢？（下轉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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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源頭

高福陞官的軌跡似暗合著

中科院的長期掌控者運作的痕

跡。中共前黨魁江澤民之子江綿

恆 1999 年 11 月出任中國科學

院副院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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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軍

隊醫院、研究所聯合組成的上海

幫生物工程系統利益圈，操控生

物領域重大研究項目的立項及巨

額經費劃撥。 2011 年 11 月，

江綿恆不再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

長，但依然控制著中國生物工程

系統的眾多地盤。

武漢疫情爆發後，海內外專

家們都提出證據，質疑隸屬於中

科院的武漢四級（Ｐ４）病毒

實驗所製造了肺炎病毒。中科院

武漢病毒研究所，其女所長王延

軼的丈夫舒紅兵，2011 年當選

中科院院士，被視為上海幫生工

系統利益圈中重要一員。

在 14 日，習近平主持中共

中央「深改」會議並發表講話，

首次提到「生物安全」，強調加

速推動生物安全立法，並納入國

安體系。旅美經濟學者何清漣據

此分析，北京應已有內部調查的

初步結論，武漢病毒所人工合成

了新病毒的推測大致不差。

自 由 亞 洲 電 臺 報 導， 美

國伊利諾大學法學教授博伊爾

（Francis A. Boyle）表示，習的

談話代表他意識到生物安全問題

的嚴重性，可能危及他的政治地

位。博伊爾曾負責起草美國《生

物武器反恐怖主義（1989）》。
此前即 1 月底，現任解放

軍軍事醫學研究院生物工程研究

所所長、中國首席生化武器防禦

�六 ( 2 月 2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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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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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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五層屋 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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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層屋 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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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式�層屋 2252 呎 , 較�土庫�部完成 , �
大�皮 6,560 呎 , ��向西南 , 光猛開陽 , 翻�浴
廁�大理石檯面 , �磚�����裝置 , 家庭�
�實木���壁爐 , 廚���磚�� ,3+2 �� +
主層書� ,3.5 浴廁 , ��
學校�����車站� $529,900

西北 Panorama Hills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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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六開放

1

獨 立 平 屋 1127 呎,於 2006 年 建 成,位
於寧��街,2019 年�屋頂,2 ��,1.5
浴廁,主層�拱 形 ���實木 ��,��
雙車�,�����學校��車站��場�
Superstore
��場� $389,900

東北 Coventry Hills
獨立�式�層 1852 呎 + 土庫�部完成��
大�皮 , 較�屋頂 , 主層舖實木�� , 客�
�拱形天� , 家庭� �壁爐 , 廚��較�
�櫃�洗�� ,3 �� 2.5 浴廁 , ��學校�
����場� 3 �
�車�站� $429,900

西北 Sandstone

新
上
市

中南海風暴將至

專家陳薇少將已接管了武漢病毒

研究所。此番舉動，相當於證實

了實驗室與軍方有關。

習家軍落地武漢 
朝中無人？

2 月 13 日湖北省委書記蔣

超良、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被

免，分別由上海市長應勇、濟南

市委書記王忠林頂上。同一日，

官方公布免去張曉明的中國國務

院港澳辦主任之職，由中國全國

政協副主席夏寶龍兼任。外界認

為，蔣超良與張曉明的去職是習

中央問責湖北官場、整頓港澳系

統的直接信號。

《蘋果日報》發表評論說，

應勇、夏寶龍，甚至現任中央

赴湖北抗疫指導小組副組長陳

一新，都是習近平嫡系「之江新

軍」，讓人感覺習已陷用人危

機，只能在小圈子選人。

習家軍空降湖北，對抗盤

根錯節、利益交錯龐大的湖北

官場，勝敗難測。 2017 年十九

大，助習打虎的得力搭檔、聲望

高漲的王岐山被卸下中共黨內所

有職務。有海外中文媒體分析，

這是江習交易的結果，也是習自

毀長城的開端。江派筆桿子王滬

寧自十九大進入政治局，被《美

國之音》稱為「十九大之後中共

高層風頭最健的人物」，自此大

陸文宣系統開始了大規模歌頌共

產黨、歌頌習總書記的模式。而

「習思想」寫入黨章、習修憲廢

除主席連任期限、以及大陸各類

人權迫害在持續進行等等，招致

海內外民主人士的惡評如潮。

面臨經濟衰退高壓

受到疫情影響，標普全球評

級（S&P Global Ratings） 對

中國 2020 年 GDP 的增長預期

從最初的 5.7% 下調至 5.0%。

《美國之音》報導，佔中國經濟

近三分之一的製造業受到衝擊。

許多製造商無法復工，他們無法

獲得原材料供應。中國各地抗疫

封城，工人被隔離，令工廠在獲

准復工時卻面臨無工可用。許多

公司還面臨違約處罰。

美國的蘋果公司被視作全

球供需的先導，在 2 月 17 日

蘋果公司率先表示，其智能手

機的供應或因新冠病毒疫情受

影響。市場研究機構鄧白氏

（Dun&Bradstreet）預計新冠疫

情的影響或將波及全球範圍超過

500 萬家公司。

上海美國商會 17 日調查顯

示，有三分之一的企業打算，如

果工廠不能夠開工，將把業務轉

到中國以外；受訪企業還將物流

問題和尋找替代供應作為未來兩

至四周最大的業務挑戰。

地方政府割據

對於習中央來說，此次疫情

催生了一個危險的跡象：很多消

極怠政的官員們開始積極的搞割

據。以口罩資源為例，近期發生

了多起地方政府間的紛爭。如四

川錦江政府從巴中調運了 30 萬

隻醫用口罩，由裝甲車和 30 多

名全副武裝的防暴警察負責押

送，中途被綿陽公安的幾十輛警

車攔截，被迫留下 20 萬個醫用

口罩當作買路錢；而綿陽公安滿

載戰利品往回走時，半路又遭金

堂公安的搶劫，結果被綿陽公安

強行闖關成功。

各省、市先後發布「半封

城」與「封閉式管理」的政令，

大疫 
來襲

隨意升級防疫操作，標準不一，

限制民眾活動的手段極端甚至違

法，相關人員的粗暴手段如「文

革再起」。

中國國務院在 18 日舉行的

新冠肺炎疫情新聞發布會上，提

出全面復工計畫。但各地基層官

員擔心疫情失控被追責，仍繼續

封城封路，或阻止復工。而民眾

則擔心群聚環境中被感染，導致

生命危險。

至此，大陸各級政府罕見地

陷入了一定程度的混亂，顯示著

體制內上層對下層的操控機制正

在層層失控。

川普的態度

近期國際權威雜誌《外交事

務》、《經濟學人》等均發文分

析，認為此次疫情是自 1989 年

以來對中共政權最大的衝擊事

件，北京政府的無能置全世界於

危險之中。

不過，美國總統川普數次

對習近平表現了特別的態度。

18 日川普對媒體說：「我認為

他（習）做得非常專業。我們

也在與他一道努力工作，並且

幫助他。」「習主席熱愛中國人

民，……（他在）應對一個非

常、非常艱難的局面。」川普政

府衛生官員表示，在中國瞭解疫

情的世衛組織專家組中有少數美

國專家，但未透露詳情。

《上報》作者「夏聞」曾刊文

認為，習的第一頭銜是共產黨總

書記。川普稱呼習近平是朋友，

但在二人之間卻有一個第三者，

那就是共產黨。共產黨的意識形

態是習的心魔，或許對推動習近

平走出心魔，川普還有所期待。

時政評論員鄭中原認為，習

在中共十九大前做出錯誤抉擇，

以為保黨能鞏固權力，埋下連串

大凶禍患；面臨人禍的追責、官

怨集結、及政敵勢力的剿殺，已

然凶險之極。大疫籠罩中，寂寂

鐵幕下，變革在即。

圖為昔日熱鬧的北京火車站， 

如今一片寂靜。（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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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政府角力面再擴大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導】中

國 武 漢 肺 炎（新 型 冠 狀 病 毒 肺 炎，

COVID-19）的疫情嚴峻，世界衛生組織

（簡稱：世衛組織，WHO）2 月 10 日宣

稱由艾沃德（Bruce Aylward）博士組織

先派遣專家團隊啟程赴中國。但是，團隊

到了中國後卻音訊全無，無論是去了哪

裡、見了誰、查到了什麼，全部都沒有訊

息資料；6 天後的 2 月 16 日，中國大陸

衛健委宣布，由 12 名國際專家與 12 名

中國大陸的專家組成的「考察組」，將共

赴北京、廣東、四川考察疫情。專家組考

察疫情竟然不到情況最嚴重的武漢，不僅

讓外界質疑北京當局是否怕真實疫情全貌

曝光。

WHO專家沒去重災區湖北 
外界質疑中方有意隱匿疫情

根據《新頭殼》、《聯合報》與《民

報》報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在回

應相關問題時，以「合情合理」解釋國

際專家與中國專家組成的「考察組」在

北京「現場考察」的行程，並表示國家

衛健委等有關部門及國家疾控中心、中

科院、中國醫學科學院等科研機構都在

北京，因此關於行程的安排是沒有問題

的。

然而，美國衛生部助理部長凱德雷

（Robert Kadlec）雖然於 18 日證實，多

位美國專家已抵達北京，這將有助於了解

疫情，以及該如何進一步合作管理。不

過，凱德雷也表示，目前仍然不知道疫情

的影響有多大，讓人非常不安。

對於赴廣東考察，中國官媒《環球

網》則引用了美國中國衛生政策與管理

學會會長陳希的說法，認為專家會前往

廣東考察，可能是為了與中國院士鍾南

山進行交流；此外，廣東也是在經歷過

SARS 後，衛生系統建設最為完善、人

員配備也是最為齊全的地區，與北京都

是中國的兩個標竿，在武漢肺炎疫情中

也做出了較好應對，因此專家考察組需

要了解這部分。

至於為何要考察確診人數不算最多的

四川省，陳希認為或許與現任四川省委副

書記、省長尹力的經歷有關。因為尹力曾

在俄羅斯醫學院取得博士學位，又長期在

原衛生部任職，也與美國公共衛生學界有

過交流。因此，陳希認為，專家考察組若

需要了解中國應對疫情的舉措，四川可能

是個更加符合專業要求的選擇。

至於武漢肺炎疫情最嚴重的湖北省、

武漢市不在選項內，陳希表示，主要原因

應該是湖北目前正在防控疫情的關鍵期，

接待能力有限。

各國或將推嚴厲防堵措施

然而，專家考察組不前往重災區，卻

引發外界質疑，也讓醫學專家質疑中方是

否企圖要隱瞞疫情。

有一些專家表示，世衛專家團不前往

武漢市與湖北省其他地方，是無法看到疫

情的全貌。

對此，雪梨大學的全球衛生專家康瑞

特 - 史考特（Adam Kamradt-Scott）表

示：「很不幸，這助長了中國想隱瞞疫情

的說法，這似乎很短視，而且對中國宣稱

盡一切努力控制疫情的說法會產生負面作

用。」

他表示，中方給予世人想要隱瞞疫情

的印象，可能會使得其他國家採取更加嚴

格的防堵措施，其中包括旅遊禁令。

【看中國訊】2 月 18 日，加拿大環球

事務部發表聲明稱，「鑽石公主號」郵輪

上的 256 名加拿大國民中，有 43 人確診

感染新型肺炎，患者無法隨包機返回，必

須在日本醫院接受治療。

環球事務部說，無論乘坐包機或通過

其它途徑回國的郵輪上的國民，必須接受

14 日的隔離。郵輪上的加國公民及持加

國永久居民身份的旅客，只要通過上機前

的醫學監測，都可以搭乘包機回國。

加拿大聯邦衛生部長哈伊杜（Patty 
Hajdu）表示，暫時不清楚有多少名加

拿大人搭乘包機返國，但聯邦政府已獲

知，部分國民選擇留在日本，照顧患病

的家屬。哈伊杜強調，當局會密切跟蹤

船上所有國民，瞭解他們回國前的旅遊

記錄。

環球事務部表示，一定會給留在日本

的加拿大人提供必要的全力支持。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後，數十個國

家與地區限制中國公民或近日去過中國的

旅客入境，如美國、俄羅斯、澳大利亞、

以色列、韓國、香港、台灣、澳門等。不

過，加拿大政府不打算效仿這種做法。

【記者邢亞男綜合報導】冷戰期間，

美國曾將多數在美運營的蘇聯媒體類為

「外國使團」。 2 月 18 日，美國國務院

宣布，已將 5 家中方媒體為認定為「外國

使團」，且這些中方媒體的「攻擊性越來

越強」。美國防部長 2 月 15 日表示，五

角大樓的頭等大事是對付中共。評論認

為，美中政府的角力範圍正進一步擴大。

北京大外宣主要力量 
5官媒被指外國使團

美國務院 2月18 日公告稱，根據《外

國使團法》（Foreign Mission Act），已

將 5 個中方媒體在美國的辦事處認定為

「外國使團」。 5 家媒體包括：新華社、

《人民日報》的在美辦事處——美國海天發

展公司（Hai Tian Development USA）、

《中 國 日 報》發 行 公 司（China Daily 
Distribution Corporation）、中國國際廣

播電臺（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以 及中國 環 球 電 視 網（Chin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

這 5 家中方媒體是北京大外宣傳的

主要力量。其中，新華社為國務院正部級

直屬事業單位，在紐約設有北美總分社，

下轄 9 個分社。

《人民日報》的主管單位為中共中央

委員會，屬正部級單位。美國海天發展公

司官網介紹稱，該公司是《人民日報》的

海外版美國總代理，在紐約、舊金山、洛

杉磯設有三個代印點，每天接收從北京編

輯部發來的海外版當天版面。

《中國日報》由中宣部主辦、國務院新

聞辦代管，是中國全國性英文報紙，在紐

約、倫敦、香港設有三個境外區域總部。

中國國際廣播電臺隸屬中央廣播電視

總臺，總臺為正部級國務院直屬事業單

位，由中宣部領導，其在洛杉磯設有北美

製作室，並通過多語種進行廣播。

中國環球電視網總部同樣為中央廣播

電視總臺，其北美分臺設在華盛頓。

美國相信新聞自由 
但這類組織受控於官方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對這項行動表示：

「我們決心按照北京的方式對待中方媒

體，而不是依照我們所希望的那樣。」

「正如習近平主席明確指出的那樣，在中

國，所有媒體都要為中國共產黨工作。」

美國務院一位官員稱：「這 5 家媒體

都是中方新聞宣傳機構的一部分，他們直

接聽命於最高層，這點毫無疑問。」「他

們一直都受官方控制，但這種控制正在越

來越強，攻擊性已經過大了。」「基於這

些判斷，我們決定現在是時候行動了。」

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里施

（Jim Risch）隨即發聲明說：「我讚賞將

5 家中方媒體機構指定為外交使團的決

定。在美國，我們相信新聞自由，我們知

道這類組織不是自由的，它們受到中國共

產黨的直接控制。」

必須披露僱員身分

根據 1982 年生效的《外國使團法》，

外國使團指「實質上為外國政府擁有或有

效控制」的實體，其內容涵蓋了使館車輛

牌照和外交豁免權等規定，也規範了外國

政府在美國的運作。美國務院官員表示，

雖然這些規定與美國對外國使館的規定

相同，但不代表這些新聞媒體有任何外交

地位。

美國務院官員稱，這些中方實體需要

向美國務院提交工作人員姓名、個人資料

及人事變動決定，不論是不是美國公民，

他們都必須披露在美國工作的僱員身分。

此外，被認定為外國使團後，這些媒體機

構必須註冊他們在美國擁有或租用的房地

產，要租賃或購買新的房地產時必須獲得

許可。

但新措施不帶有任何新聞報導方面的

限制，不會干涉這些媒體的報導範圍，其

記者仍可參加國務院新聞簡報會等美國政

WHO專家團考察疫情 不去湖北武漢WHO專家團考察疫情 不去湖北武漢

遏制中方在美影響力  五家中方媒體被認定為「外國使團」

$579,900$579,900
西北區 Hawkwood 6 房雙車庫，坐北朝
南陽光充足 , walk-out 地下室面向綠地

$315,000$315,000
東南區 Cranston 硬木地板，雙臥
室、雙車庫， 寬敞明亮的鎮屋

$869,900$869,900
西北區 Citadel 3 層 5 房雙車庫別墅，
精美裝修，高爾夫球場開揚風景

$249,850$249,850
西北區 Huntington Hill 頂樓公寓 2
房 2 廁 , 地下停車位，地理絕佳 , 好
學區，物超所值

$469,900$469,900
卡城東南 Chestermere 鎮 Rainbow Falls 
中央空調 4 臥室雙車庫高天花板，
靠近湖泊綠地，風景優美的獨立屋

$519,980$519,980
東南區 MoneySense 4 房 3.5 廁獨立屋，
步行 5 分鐘到 C-train，地下室獨立出口

陳慧琳 Cathy

www.chenurban.comwww.chenurban.com

陳智鵬 Jim

403-837-9328 403-968-3735專業房產投資顧問●提供置業方案●買賣全程輔導●值得信賴

「鑽石公主號」「鑽石公主號」
43名加國人感染冠狀病毒43名加國人感染冠狀病毒

府機構的活動。美國務院官員表示，認定

這些機構是意在增加透明度。

北京吊銷《華爾街日報》 
3名駐京記者記者證

2 月 19 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耿爽

表示，從即日起吊銷美國《華爾街日報》

3 名駐京記者記者證，並勒令他們在 5 天

內離開中國。原因是《華爾街日報》發表

的一篇評論文章「詆毀中國政府和中國人

民抗擊疫情的努力」。

這篇評論文章的作者是美國巴德學

院（Bard College）教授沃爾特．米德

（Walter Mead），他於 2 月 3 日在《華爾

街日報》發表專欄文章，認為中共當局掩

蓋真實的疫情規模，政府採取封城舉措也

未能有效阻止病毒蔓延。但此次被吊銷記

者證的 3 名記者，與這篇文章沒有直接

關係。

美國在抗擊疫情等方面 
與北京合作

分析認為，美國此次行動是美國應對

中共及其代言人在美影響力的又一舉措，

標誌著中美政府角力範圍進一步擴大。另

一個實例是，2 月 8 日，美國務卿蓬佩奧

在一次會議上提醒約 44 名美國州長，至

少有一個中共支持的智囊團正對他們每個

人單獨分析，以瞭解他們的「可塑性」以

及與中共合作的傾向。

蓬佩奧同時表示，雖然川普政府與中

方因貿易戰、科技戰、知識產權盜竊等一

系列議題而導致關係升溫，但美國也在某

些議題上和北京合作。他舉例，最近新型

冠狀病毒疫情蔓延，美國向中國和其他受

疫情影響的國家提供幫助，並承諾提供 1
億美元資金，幫助中國和其他受影響國家

抗擊疫情。

5家中方媒體
被認定為「外國使團」

新華社（Xinhua）

《中國日報》發行公司

《人民日報》在美辦事處

中國國際廣播電臺（CRI）









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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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日，安大略省衛生部對外表

示，該省最早確診的 2 位武漢肺炎患

者，已經康復出院了，可是他們目前仍

然被隔離監測，因為在他們的體內還可

以檢測到 COVID-19 病毒。這一病例

顯示，武漢新型冠狀病毒除了傳染力超

強之外，還不容易根除，就算患者的表

面症狀已經治癒了，還同樣可能頑固的

留存在患者體內。此外根據中國南寧市

官方的內部通報顯示：武漢肺炎的病毒

在變異，無法根治。有醫療機構人士解

釋，當武漢肺炎病毒進入人體之後，主

要依賴機體免疫系統來將它消滅，所以

人們的自身免疫系統，可說是機體對抗

消滅病毒的主要關鍵。現今對於武漢肺

炎所致疾病，並沒有特別的治療方法，

亦無針對性疫苗。因為病毒沒有細胞結

構，它的主要成分是核酸與蛋白質兩

種，必須依賴於細胞才能夠生存。因

此，人類目前並沒有任何醫療手段，能

夠定點攻擊已存於人體內的病毒，僅能

依賴自身的免疫系統對付它，所以提升

自身的免疫力是最重要的關鍵。

【看中國訊】加拿大生活成本在 1
月份比去年同期上升了 2.4%，比去年

12 月份的水平上升 0.2%。

加拿大統計局週三（2 月 19 日）

報導，汽油價格上漲是價格上漲的主要

因素。一月份的汽油價格比一年前高出

11%。

道明經濟學家 James Marple 指

出，一月份亞省重新開始徵收碳稅是汽

油價格飆升的一個因素。

Marple 說：「雖然在 1 月初石油

和汽油價格上漲，但由於 COVID-19
疫情蔓延，油價又快速下跌，」他指

出，到目前為止，2 月份油價比 1 月份

的水平下降了 12%。

如果不考慮汽油的影響，1 月份年

化通貨膨脹率為 2。
新鮮蔬菜的價格上漲也是推動通貨

膨脹率上升的一個因素。在過去一年

中，西紅柿的價格上漲了 10.8%，漲

幅是其他新鮮蔬菜的兩倍以上。

統計局認為，「價格上漲是美國和

墨西哥的蔬菜種植區天氣惡劣所致。」

服裝價格也意外增長。一年內，新

衣服的價格上漲了 3.9%，是自 1991
年以來的最高年度漲幅。

目前，由於新冠肺炎 (COVID-19)
的肆虐，加航停飛了所有中國大陸的航

班，3 月份將暫停多倫多至香港的直航

航班；加之波音 737 Max 飛機，由於

接連兩宗墜機事故，導致從去年 3 月

開始在全球禁飛，加航 (Air Canada)
已經失去了大約 25% 的窄體機隊。預

計加航今年第一季度收益比去年同期減

少約 2 億元，縮水 1/3。

【看中國訊】近日，中國駐加使館發

布通知，提醒過境加拿大需要提前辦理過

境簽證，免簽過境不能超過 24 小時。

具體如下：

一、中國公民（不含持香港、澳門

特區護照人員）過境加拿大（含不出機

場）需提前辦理過境簽證，入境口岸不

辦理落地簽證。

二、持有效護照和有效美國簽證的中

國公民，搭乘加航、加航胭脂航空（Air 
Canada Rouge）、國航、南航、東方航

空、海南航空、廈門航空、中華航空公

司、國泰航空、菲律賓航空、西捷、爵

士 航 空、Sky Regional Airlines、Air 
Georgian 的航班，經停溫哥華、多倫多

皮爾遜國際機場 1 號航站樓、卡爾加里、

溫尼伯、蒙特利爾杜魯多機場（僅限加

航航班），在符合下列條件並經由機場和

航空公司申請後，可免簽過境加拿大。

（A）從美國出發過境加拿大：

1、從美國乘直飛航班赴加拿大並在

邊檢區域辦理過境通關手續或隔離中轉區

候機；

2、非遣返或驅逐出境人員；

3、持有效美國簽證入境美國且未超

期停留；

4、持有過境加拿大直飛第三國且已

確定座位的聯程機票及第三國有效簽證或

入境許可文件；

（B）過境加拿大前往美國：

1、從北京、廣州、上海、香港、馬

尼拉、臺北、東京、大阪、名古屋、首

爾、廈門、福州、成都、瀋陽、哈爾濱出

發；

2、持有過境直飛美國且已確定座位

的聯程機票；

3、過境加拿大時，持有有效的中國

護照和美國簽證；

以上 2 中情況，經停時間均不超過

24 小時。如 24 小時內因航班延誤等原因

無法直飛離加，過境人員應前往機場邊境

服務局辦公室接受審核，以獲准繼續旅

行；

三、為應對疫情，多倫多、溫哥華、

蒙特利爾國際機場通過標牌、電子屏幕和

電子入境申報書（有簡體中文版）提醒

入境國際旅客，如出現類似流感症狀，或

到過湖北省，均應主動告知邊境服務人

員。對於出現症狀者，海關檢疫人員會採

取進一步檢查；如有必要，將可能會被送

往醫院診療。請擬於近期來加中國公民，

如實提供信息，配合加方檢查，遵守相關

防範措施。

【看中國記者鐘靈採訪報導】來自

美國的大型連鎖菲律賓超市 Seafood 
City，其位於卡爾加里的第 3 家加拿大分

店將於 20 日開幕，屆時將有開幕特惠活

動。市場副總監史密斯表示，該店為本地

帶來多於 200 個職位，旨在將家的感覺

及最新鮮的貨品帶給本地居民。

1989 年第一家 Seafood City 在美國

加州納雄耐爾城開張，為當地的菲裔工人

帶來家鄉的味道，也意外收穫主流社會的

注意，其後逐漸擴張，進軍加拿大。事實

上，Seafood City 在溫尼伯及溫哥華分

店開張時都吸引了大批當地居民熱捧。史

密斯告訴我們，溫尼伯分店開張時，有人

凌晨 4 店就開始排隊，「當時氣溫只有負

30 度，我們對此受寵若驚。」

卡城是加拿大最多元化的城市之一，

根據人口統計，目前卡城菲裔約有 8.5 萬

人，華人則有約 10 萬，卡城居民對各

式各樣亞裔超市絕不陌生，那 Seafood 
City 有甚麼特別之處呢？史密斯 說：「我

們確保最新鮮、品質最好的貨源」。

她指出，菲律賓呂宋島班詩蘭以優質

海鮮名揚海外，那裡盛產肥美的虱目魚、

吳郭魚等，現在都能在這裡買到。店內還

提供免費剖洗鮮魚、還可以即場炸好讓顧

客帶回家。她也特別提到，Seafood City
在美國夏威夷擁有獨家漁場，提供刺身等

級的鮮魚，價錢則相當合宜。

史 密 斯 也 大 力 推 薦 內 部 品 牌

Jamana，「Jamana是我們從菲律賓直送、

最優質的貨品，從零食、地道醬料、調味

品到冷凍食品、果汁、飲料一應俱全」。

此外，熟食也是 Seafood City 最自豪的

賣點之一，這裡有菲律賓烤肉、各式炸

品、地道甜品及湯麵等，值得一試。

史 密 斯 說，「當 你 走 進 Seafood 
City，你會感覺到我們的用心，我們的店

會一直保持這樣嶄新和乾淨，這是我們的

原則。」

中國公民免簽經停加拿大
不能超過24小時

來自美國．為卡城創造200職位

大型菲律賓超市Seafood City開幕

店內還提供了種類豐富的

日、韓、中國、臺灣、香港品

牌調味品，乾貨，點心等。

炸雞皮是深得民心的小吃，

Seafood City為炸油品質擔

保，保障顧客健康。

店內鮮魚提供免費劏洗服

務，亦可代顧客油炸。

史密斯推薦Jamana品牌產品。（張樂攝影）

加拿大武漢肺炎病人
痊癒出院仍攜毒

一月加國通脹率2.4%

受新冠病毒影響
加航利潤或大幅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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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加拿大聯邦財政部表

示，今年 4 月 6 日起，將施行新的房貸

壓力測試計算規則，潛在購房者獲得貸款

將變得更容易。

貸款壓力測試於 2018 年 1 月實施，

借款人需通過還貸能力測試，方可取得貸

款資格。推出這項規則的目的主要是給房

市降溫。規則的施行限制了許多潛在的購

房者進入房市，一定程度上壓制了房價。

目前使用的壓力測試利率是：在借

款人的合同利率，或加拿大央行發布的 5
年基準利率中，取較高者。

將施行的新房貸壓力測試利率：在借

款人的合同利率，或有保險抵押貸款申請

中的 5 年固定房貸利率每週的中位數中，

取較高者，再加上 2 個百分點。

目前的壓力測試利率比較高，是因為

加拿大大型銀行的公布利率通常比實際提

供的利率高很多。比如目前五大銀行中，

有 4 家公布的 5 年固定利率是 5.19%，

但實際提供的 5 年固定利率低於 3%。

加拿大廣播公司報導稱，據房貸利率

比較網站 RateHub.ca 的數據，目前 5 年

期固定房貸的平均利率是 2.89%。按目

前的壓力測試政策，需要用 5.19% 的利

率去檢驗貸款申請人的還款能力。如果

使用新的壓力測試政策，使用的利率是

2.89% 加上 2 個百分點，即 4.89%，比

現政策低了 30 個基點。

RateHub.ca 聯合創始人之一 James 
Laird 解釋說，按舊規則計算，年收入為

10 萬元、首付 10% 的購房者，有資格以

2.89% 的利率獲得貸款，可買 511,424 元

的房屋。如按新規測算，這名購房者可以

負擔得起 526,632 元的房子。「對於抵押

貸款行業和消費者而言，這將是一個可喜

的變化」，Laird 說。

加拿大聯邦財政部長 Bill Morneau
表示：「這意味著如果銀行提供的利率下

降或上升，壓力測試結果就會發生變化。

它實際上會隨著借貸市場動態變化。更適

應目前的市場情況。」

【看 中 國 訊】卡 爾 加 里 合 作 社

（Calgary Co-op） 將 在 Marda Loop 社

區核心地段開發雜貨店和住宅。Co-op
將於本月底完成對 Marda Loop Village
商業區地塊的收購，該地塊佔地 1.77 英

畝，位於 33 Ave SW 和 20 St SW 交叉

口的西南側，目前這裡有商店、餐館、健

身房和停車場。

Co-op 公司發言人 Damon Tanzola
表示，擬建的 Co-op 雜貨店將不同於其

別處的傳統商店，Co-op 的傳統商店營業

面積一般較大（大多在 3 萬平呎以上），

而這個將是一家規模較小的門店，但仍提

供各種新鮮農產品、即食餐點以及更緊湊

的休息區。

關於擬議的居民樓，Co-op 正在尋求

合作夥伴來開發和管理它，並將與卡爾加

里市政府和社區協會合作，確定最適合該

空間的方案。

收購 Marda Loop Village，是繼於

2018 年收購奇努克公園廣場和 2019 年

收購 Community Natural Foods 之後，

Co-op 在最近兩年中的第三次重大收購。

【看中國訊】隨著經濟狀況的改善，

卡城房市已基本處於平衡狀態，甚至有可

能走向賣方市場。

卡 爾 加 里 市 經 濟 學 家 Oyinola 
Shyllon 表示：「五年來，人們第一次看

到工資開始增長，此外，到 2019 年，已

有超過 2.6 萬人找到了工作。」「這些人

都在尋找購房或租房的機會，這對房地產

市場而言是個好兆頭。」

據上個月發布的《2019 年四季度房

市回顧》，卡爾加里經濟區 2019 全年

增加了 26,500 個工作崗位，高於 2018
年的 8,200 個工作崗位。甚至比 2017
年更好，那年共創造了 23,300 個工作

崗位。

目前卡城失業率已降至 7.1%，為近

年來最低。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後，年平

均工資增長率為 1.4%，高於 2018 年和

2017 年（當時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後工

資下降）。

Shyllon 補充說，這些統計數字表明

住房需求不斷增長。該報告進一步指出，

2019 年的房屋銷售量為 6,979 套，比

2018 年多售出 134 套。而新上市的房屋

數量，則從 2018 年的 14,723 套下降至

13,263 套。

房屋售出量與上市量的比例，是能

反映房市狀況的一項重要指標。 2018
年，該比例是 48%，2019 年，上升到了

54%。這一比例介於 50% 至 60% 之間，

說明現在房市是平衡市場。

Shyllon 指出，平均房價連年下降，

表明很多買家仍持觀望態度。 2017 年平

均房價為 46.3 萬元，2018 年為 45.8 萬

元，2019 年為 44.2 萬元。

在 2019年開工的 10,600套房屋中，

有 26% 是單戶住宅，這是自 2006 年以

來的最低水平。

Shyllon 對卡城房市持謹慎樂觀的態

度，他指出，即使市場處於平衡狀態，仍

會有所波動。隨著 2020 年的發展，市場

狀況將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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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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得貸款更容易
房貸壓力測試新規4月施行

Co-op將在Marda Loop
開發雜貨店和住宅樓

卡城經濟向好 為房市助力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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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

華裔移民政策研究員海倫．羅利

（Helen Raleigh）17日在福克斯新
聞上發文稱，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導
致的武漢肺炎將給大陸帶來三大長

期影響，其中之一就是很多大陸人在

疫情結束後可能會移民海外。

來自中國的羅利，現在是美國科羅拉

多州百年學院（Centennial Institute）的

移民政策研究員，紅草地顧問公司（Red 
Meadow Advisors）擁有者，同時也是

《聯邦黨人》（The Federalist）雜誌之資

深撰稿人。

她在福克斯發文說：「大陸的一些高

級傳染病專家預測，新型冠狀病毒可能在

本月達到頂峰。但即使在病毒被遏制之

後，新型冠狀病毒的爆發也將會對大陸

和全球其它國家和地區帶來一個長久影

響。」以下是羅利在文中總結的三大影響

以及其主要觀點。

影響一：武漢病毒將加深 
和擴大「脫鉤」效應

羅利說，美中貿易戰引發全球兩個最

大經濟體的「脫鉤」。在貿易戰期間，美

國製造公司已開始把工廠和供應鏈移出大

陸。現在，由於病毒的傳播，眾多的大陸

工廠和企業處於延長停工狀態，包括美國

在內之許多國家對往返大陸實施旅行限

制，越來越多的行業和跟家正在重新考慮

是否也需要與大陸「脫鉤」。

例如，最近「現代」（Hyundai）汽

車製造商不得不關閉其在韓國的裝配廠，

因為它無法從大陸獲得所需的汽車零件。

全世界的企業都已意識到，依靠一個國家

來供應所需物品之弊端。不僅美中經濟

「脫鉤」不可逆，而且脫鉤也很可能擴大

到將其它國家包含進來。羅利說，外界將

會看到更多的全球供應鏈移出大陸。

影響二：大陸將無法變成 
高收入經濟體

羅利認為，「脫鉤」將會促進第二

個長期影響。也就是說，大陸可能永久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世界銀行將「中等收入」經濟體

定義為人均國民每年總收入在 1,000 美元

到 12,000 美元之間的經濟體。若按照這

個定義，大陸成為「中等收入」經濟體已

有 20 多年了。

羅利說，由於債務增加，人口老齡化

跟進一步的經濟改革步伐放緩，從 2012
年以來，大陸的經濟已從兩位數增長放緩

到 1 位數字增長。去年，美中貿易戰進

一步衝擊大陸經濟。而武漢肺炎在大陸狀

況最糟糕的時候衝擊了經濟。受疫情影

響，大陸人的國內和國際旅行大大減少；

零售店跟餐館難以營業。數百萬工人還無

法重返工作崗位。中小型企業一直是大陸

經濟的增長引擎，其中已至少有三分之一

出現了現金不足。包括武漢在內的數十個

城市仍然處於封鎖狀態，超過 6,000 萬居

民受困。若這種情況繼續下去，一些企業

可能關閉，失業的人數可能會上升。

專家們警告說，大陸避免「中等收入

陷阱」的唯一方法是：實行以市場為基礎

的結構改革，但這是北京領導層一直抵制

的措施。

武漢肺炎將給中國
 帶來三大影響 【看中國訊】武漢肺炎疫情持續，全

球航空業首當其衝，《彭博》消息指出，

原已陷入財務困境的海航集團，在疫情拖

累的壓力下，將被中國當局接管，並將其

航空資產出售，業務將遭中國 3 大航空

公司瓜分。

知情人士指出，中國政府計畫將海航

大部分的航空資產，轉售給中國 3 大航

空企業，包括中國國航、南方航空及東方

航空，無論最終商討結果如何，最快可能

於週四公佈消息。

與此同時，中國規模最大、資產超過

人民幣 3000 億元的校辦企業北大方正集

團近日被北京銀行申請重整。這家公司去

年底遭遇債務違約，展期後的 20 億元債

務在 2 月 21 日到期。

方正集團旗下 6 家上市公司 2 月 18
日發提示性公告表示，北京銀行申請對方

正集團重整，方正集團近日已經收到北京

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送達的通知。若能順

利進入重整程序，6 家公司的股權結構可

能會發生變化。這表示自 2019 年 12 月

初首次出現債務違約的方正集團，可能將

通過重整程序走出債務危機。不過，是否

重整仍有待法院審理。

看中國訊】美國國稅局質疑臉書

（Facebook）將某些獲利轉移到愛爾蘭

子公司以逃避在美國繳稅 90 億美元的爭

執，2 月 18 日對簿公堂。

中央社報導，美國國稅局稱，臉書對

愛爾蘭子公司出售技術時低估了價格，因

而減少了在美國的應課稅金額。臉書反

駁，這項技術的售價還應更低，以減少子

公司支付的金額，相對也減少在美國的應

稅金額。

將公司獲利轉移到稅率較低國家是跨

國公司的慣用手法，外界認為，法官對本

案的判決結果將成為這個手法日後是否比

較行不通的可能觀察依據。

海航被託管
北大方正被申請重整

影響三：大陸或出現移民潮

羅利說，與香港的抗議活動跟維吾爾

人的被拘留不同，新型冠狀病毒以不同的

方式影響了大陸的每個人。大陸人民受到

了最嚴重的打擊，大量人死亡或被感染。

面臨著對於病毒的恐懼和正常生活被

破壞，大陸老百姓知道，如果北京當局聽

取「吹哨人」在去年 12 月有關武漢肺炎

疫情的警告，那這一切苦難本來是可以被

避免的。李文亮醫生的去世，終於讓北京

民眾對北京政府掩蓋疫情、撒謊和無能的

憤怒跟沮喪之情釋放出來。有大陸民眾要

求為言論自由提供更多保護，但北京政府

已經讓那些敢於發聲的人得付出昂貴的代

價。近日，兩名大陸記者在發布了來自武

漢的一些令人心碎的視頻之後便「消失」

了。儘管不太可能看到數以百萬計的大陸

人像香港人那樣走上街頭，但很多人會由

於對政府的失望和氣憤，而會選擇在疫情

過之後離開，為自己和家人尋求一個安全

的港灣。因此，將預計會看到大規模移民

潮和資本外流。

羅利在最後說，有關新冠病毒對大陸

和世界的真正影響，或許在未來幾天會瞭

解到更多。

【看中國記者趙曉彤綜合報導】武漢

肺炎疫情持續，給中國經濟帶來嚴重衝

擊。 2 月 19 日，中國農業農村部表示，

疫情導致家禽業損失慘重，給二、三季度

禽肉、禽蛋市場供給帶來一定影響。不僅

家禽業損失嚴重，疫情令農民的春耕也面

臨嚴峻形勢。

據《紐約時報》報導，因為各地執行

封城封路的防疫措施，屠宰場和飼料廠都

已關門。即使尋得飼料也難以運輸，因為

封路等交通管制，很多車輛不能上路。

《新京報》報導稱，武漢一家農業公

司因飼料不足而填埋了 10 萬隻雞苗，每

天損失約 10 萬元人民幣。

禍不單行，疫情尚未可控，禽流感又

襲來。近兩個月，有三省份發生六起禽流

感疫情。據中國農業農村部官網公布的信

息，疫情分別發生在四川省 1 起，湖南

省 1 起及新疆 4 起。

中國農業農村部 2 月 17 日宣布，批

准進口美國所有的家禽和禽肉產品，不再

設任何限制。

 2015 年美國爆發禽流感，中國因此禁

美國國稅局質疑
臉書逃稅9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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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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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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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裔
專家

疫情影響供給 中國解禁美國禽肉品進口 止進口美國家禽和相關肉製品。中美雙方

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後，履行協議的一

部分，中國取消了該禁令。路透社報導，

中國畜牧業協會成員李景輝稱，該解禁令

還包括，允許進口美國的活禽。外界分

析，中國這次解除美國所有禽類產品的進

口禁令，應是為滿足國內禽肉、蛋類等產

品的需求量，提供更多供應來源。防止禽

流感對國內消費產業影響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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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美國教育部表

示，正在對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

展開調查，理由是這兩所常春籐

名校涉嫌隱瞞來自中國等外國的

捐贈。

美國之音報導，教育部日前

在一份聲明中說，耶魯沒有申報

的外國資金可能至少有 3.75 億

美元，而且在過去四年沒有申報

任何捐贈。

聲明還說，教育部擔心，哈

佛可能缺乏對外國資金的恰當控

制，並且沒有按法律要求充分申

報所有外國捐贈和合同。

瞞報漏報達65億美元

2 月 11 日教育部官員致信

要求學校提供與中國等外國政府

有關的捐贈或合同，及披露與外

國公司和機構有關的任何捐贈或

合同，並點名中國的華為和中興

公司、孔子學院。其中教育部要

求學校詳細說明耶魯大學法學

院蔡中曾中國中心和耶魯傑克

遜全球事務學院的外國資金來

源。

這是正在進行的一系列調查

的一部分。教育部說，自去年 7
月以來的調查發現，美國高校沒

有披露的外國資金達65億美元。

根據規定，美國的院校在一

年中接受外國捐贈單筆或總額超

過 25 萬美元，就需要向教育部

披露。

教 育 部 長 德 沃 斯（Betsy 
DeVos）說：「不幸的是，我們

越深挖，就越發現，很多都少

報，甚至根本沒報。」

疑受外國影響

《華爾街日報》認為，有關

高校披露外國資金的法律存在了

數十年，但是教育部最近才開始

嚴格執法，其背後的推動力是對

外國試圖利用美國學術環境施加

影響的擔憂。

教育部在聲明中說，美國高

校正積極從可能與美國政府敵對

的政府、機構和個人那裡獲取資

金，而這些外國捐贈者可能在尋

找機會竊取研究成果和「散布有

利於外國政府的宣傳」。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2 月 12
日在一個電視節目中就再次發出

這樣的警告。他說，美國人還沒

有深刻意識到中國正在逐步滲透

到美國社會和國家結構中，並繼

續允許這種滲透。

文 / Melanie Wen

在中國的加拿大 
簽證中心持續閉館

鑒於目前新型冠狀病毒傳播

發展情況，在中國的加拿大簽證

申請中心（VFS Global）將持

續閉館至 2020 年 2 月 23 日，

中心恢復運營的日期不排除進一

步調整。我們要提醒想申請孩子

中小大學 2020 年 9 月入學的家

長們：申請簽證的基本流程是：

1. 從加拿大的學校獲得錄取，

申請學校的時間在 2-4 週。2. 向
聯邦移民局遞交學簽申請 3. 申
請提交後你才會用到簽證中心。

所以我們目前還能繼續做第一和

第二步。

中國公民身份過期 
可暫留加拿大 

加拿大聯邦政府 2 月 7 日

宣布實施特殊新政，幫助受疫情

影響的中國留學生和中國訪客。

目前在加拿大中國公民，本

應馬上要離境，但由於冠狀病毒

爆發，加拿大移民部開啟一個特

殊新政，以幫助受疫情影響的中

國人在加拿大境內、合法身份即

將到期但由於旅行限制而不能前

往中國大陸的中國遊客、留學生

以及外國勞工，如果符合資格，

可以申請延期。

加拿大移民部早前宣布，在

加拿大臨時居民身份過期的人可

以旅遊簽證身份延長停留加拿大

時間，如果你符合再申請工作簽

證或學生簽證資格，則可在境內

提交申請；持旅遊簽證停留時間

本為 90 天，現在政府允許延長

停留時間，期間如果你符合資

格，也可遞交申請工作簽證或學

生簽證，成為臨時居民。

對國內緊急情況 
申請人的政策

自從爆發新型冠狀病毒後，

加拿大在中國大陸的 11 個簽證

申請中心暫時關閉，直至另行通

知，目前僅處理一些緊急申請，

導致諸多不便。在中國境內的旅

遊簽證、學簽、工簽、永久居民

申請者如果遇到緊急情況，或需

要緊急前往加拿大的申請人，可

以通過電子郵件發送至加拿大駐

華簽證處，電子郵件為 beijing-
immigration@international.
gc.ca。

正在申請旅遊簽證，工作許

可證，學習許可證或永久居留

權，但由於中國大陸的情況而無

法按時完成下一步的申請者，將

不會因為簽證申請未完成而成為

拒簽的依據，還需耐心等待。

那些受旅行限制影響並且想

要撤回其臨時居留申請的人必須

填寫在線表格。如果其申請未開

始處理，移民局將在提交申請後

24 小時內退款。

中國大陸媒體近日廣泛報

導，來自甘肅省婦幼保健院的女

護士「自願剃光頭」去往武漢防

疫前線，不過大批網民質疑女醫

護痛苦的表情顯示可能並不是

自願，更發現男醫護都不用剃

光頭，紛紛怒批「不能給留個短

髮嗎？」、「男的為甚麼不用剃

光？」、「官方還拿來作秀也太

過份了吧？」

《中國船舶報》報導，中國

南京早前優化「垃圾和動物屍體

處置方艙」，並運送至武漢，每

日可燃燒 5 噸醫療垃圾，也能

立即處理「動物屍體」，2 秒就

能將屍體焚燒化灰，其數量多達

40 台，引起網民質疑「到底死

了多少人，太令人難過了！」

美教育部調查哈佛和耶魯

新冠肺炎對移民簽證的影響
網熱傳武漢女醫護剃光頭

 「移動式屍體焚化爐」進駐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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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上門服務

地址：Bay 8, 6320 11 Street SE 卡城

專業精準才有效！擁有認證足部矯形師 專業服務卡城 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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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精準才有效！擁有認證足部矯形師 專業服務卡城 35 年   

一次投資 終身服務：兩年左右鞋墊需隨人體變化
卡城
獨家

我的腰不痛了！

我的膝蓋不痛了！

我的關節不痛了！

我的脊椎不痛了！

我的腳板不痛了！

我的腳踝不痛了！

CBC   F o
ot Products

Lt
d.  CBC 足部保健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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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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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歲以上長者均可
申請亞省長者輔助計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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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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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
牌
矯
形
鞋

品品
牌牌
矯
形
鞋

升
降
按
摩
椅

品
牌
矯
形
鞋

升
降
按
摩
椅

按
摩
椅

矯
形
鞋
墊

終
身
保
修

足
部
按
摩
器

壓
力
襪

華語銷售：403-301-3546 ( 國 / 英 )

www.cbcfootproducts.com

Facebook

Twitter

Instagram

@

社交 . 購物 .

與我們建立聯繫

哈佛大學一景（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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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中國外交部

發言人華春瑩近日在新開的

Twitter 賬號「Hua Chunying 華

春瑩 @SpokespersonCHN」首

次發文，被中國媒體和微博轉

發，但後來因點讚了一則呼籲

「習近平下台」的文章，引發輿

論。

華春瑩推特賬號 14 日發文

表示，「No winter lasts forever, 
every spring is sure to follow

（沒有一個冬天不可逾越，沒有

一個春天不會到來）」，《中國經

濟網》等媒體率先在微博轉載，

直指華春瑩推特賬號正式開通，

這是首個由中國新聞發言人開通

的推特，因此外界普遍認為這確

實是華春瑩開設的官方帳號。

不過，這個帳號被發現點讚

了六四前學生領袖、美國民主

大學校長唐柏橋 16 日在社交平

台推特上貼出了一張將習近平

的頭像與伊拉克前總統侯賽因

（Saddam Hussein）被處決的照

片並排合成的圖片，該貼文更

稱，「習近平，請你下台，向天

下蒼生謝罪！」引發軒然大波，

媒體紛紛猜測其動機。

作為涉事一方的唐，事後在

社交媒體證實了華春瑩的帳號點

讚了上述內容，他認為，最大可

能性是華春瑩或其管理推特帳號

的團隊，並不知道點讚功能是對

外公開的，而在中共內部「討厭

習近平的人大有人在」，不料擺

了個大烏龍。

不少網友仍紛紛猜測，有人

認為「華春瑩實名打響倒習第一

槍！」，也有人認為華春瑩是故

意所為，反映北京權鬥激烈，此

舉是對習近平的威嚇。

事實上，習近平上臺後，北

京推行「戰狼外交」，早前大外

宣媒體曾歸類三大類「戰狼」，

其中第一類是「火力全開的轟炸

式反擊型」。這類代表被指最

為凸出的群體便是中共外交部的

一眾發言人。代表人物包括華春

瑩、耿爽。

華春瑩作為中共建政後第五

位女性外交部發言人，就任以來

曾有多次引起爭議的外交發言表

現。其擔任北京外交部發言人僅

一年後，就被列入中國網民評選

的「2013 年度中國人渣榜」，

居百名人渣中第 32 位。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把「中科

院武漢病毒研究所」推到了全中

國、乃至全世界的聚光燈下，該

所 39 歲女所長王延軼及其院士

丈夫舒紅兵成為了輿論焦點。

近日網路一篇文章《武漢病

毒所所長原來竟是北大藝術特長

生？》在網路上瘋傳，文章爆料

1981 年出生的王延軼是 2000
年陝西籍的一名考生，高中時能

歌善舞，是一名藝術特長生。最

後憑藉藝術特長被北京大學錄取

為 2000 級大一新生。專業並不

是藝術類，而是生物科學。之後

王延軼被保送美國留學、武漢大

學博士畢業、獲多項國際重要發

現以及獎項，直至擔任中國最頂

尖的病毒研究所所長，正廳級待

遇。

日前一個名「私銀」的微信

公號，提供了極其翔實的數據材

料，顯示了王延軼的上位史。王

延軼是舒紅兵的北大學生，兩

人年齡相差 14 歲。王延軼大學

一畢業，就和老師舒紅兵結婚

了。 2010 年 11 月，剛剛拿到

博士學位 5 個月的王延軼，直

接成了武大的副教授，主營生命

醫學，此時的院長，是他丈夫舒

紅兵；2012 年，王延軼到武漢

病毒所，任病毒所分子免疫學

學科組，研究員 / 學科組長，此

時的舒紅兵，已經是中科院院

士；2014 年，舒紅兵任武大副

校長，全國政協委員。

2018 年 12 月，王延軼升

任中科院武漢病毒所所長，同時

又是武漢市政協委員。王延軼被

指是靠副部長級的丈夫舒紅兵只

花 6 年就從基層升任所長。

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前身是中

國科學院武漢微生物研究室，

在 1956 年創建，在 1978 年的

時候，改為中國科學院病毒研究

所，屬於中科院的下屬單位。熟

悉中南海政情的消息人士 K 先

生向《燕銘時評》披露，中共軍

隊及中央、地方醫療生物科技系

統除攸關中共生化武器研製外，

還與中共高層最關切的生命健康

息息相關；江澤民上臺後至今，

通過其子江綿恆及上海幫勢力，

一直牢牢操控這一領域。K 先

生表示，武漢病毒研究所所長王

延軼只是前臺木偶、小角色，其

任職是江綿恆通過中科院系統多

個重要馬仔操控所致，其背後除

了其丈夫、江綿恆馬仔舒紅兵，

還有江澤民家族及上海幫在上海

和軍隊生工系統的重要代理人。

據稱，2019 年 11 月 29 日

北大生命科學前院長饒毅實名舉

報上海生科院裴剛院士等人學術

造假等，事件都不單純，是派系

間展開搏殺的徵兆。

饒毅，首都醫科大學校長、

北京腦科學中心主任、北京大

學麥戈文腦科學研究所所長、

2007-2013 年曾任北京大學生命

科學學院院長。在 2011 年中國

科學院新增院士評選活動，舒紅

兵與饒毅一同參選中科院院士，

最後饒毅落選，舒紅兵當選。饒

毅還曾致信舒紅兵，建議他的夫

人王延軼辭職，以免耽誤中國科

學院。網傳的信中，饒毅稱王延

軼不適合領導武漢病毒所所長，

有三點原因：專業不符、水平比

較差、年資太低。

【看中國訊】因武漢肺炎疫

情失控，引發湖北省和武漢市人

事地震。 2 月 13 日，大陸官方

宣布：上海市長應勇出任湖北省

委書記，濟南市委書記王忠林出

任武漢市委書記。同時，蔣超良

不再擔任湖北省委書記、常委、

委員職務，馬國強不再擔任湖北

省委副書記、常委、委員和武漢

市委書記職務。

《聯合報》2 月 13 日報導

稱，上海台商圈傳出風聲，中宣

部副部長、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

任徐麟將接棒上海市長一職。香

港《明報》也表示，隨著上海市

長應勇接替蔣超良出任湖北省委

書記，上海市長的空缺將由中宣

部副部長、國新辦主任徐麟補

上。徐麟是上海人，被視為習

近平的親信，兩人曾在上海共

事，如果此次任命成行，他將

成為 25 年來上海首名生於本土

的市長。

【看中國訊】因武漢肺炎疫

情持續蔓延，一年一度的中共

「兩會」將推遲召開。這也是

「兩會」歷史上首度因公共衛生

事件而延期，可能於下半年召

開。自由亞洲電臺指出，大陸

定在每年 3 月召開「兩會」，約

40 年未曾間斷，包括 2003 年

SARS 爆發時間，同樣舉行會

議。

由於疫情持續擴散，北京

自 2 月 10 日起已進入半封城狀

態，採取「社區封閉式管理」，

嚴控外來人員進入。有消息說，

武漢疫情早已攻入中南海，令北

京高層人心惶惶。此外，已有多

名官員因感染新冠病毒而喪命。

此消息在網上傳出後，引髮網友

熱議，紛紛指責中央官員「怕死

連會都不敢開，卻要強制老百姓

復工。」「戲越來越難演了，開

會吧，立於危牆之下，不開吧，

怎麼忽悠韭菜和外資。」

王延軼：女所長的魔幻人生

華春瑩反習推特掀軒然大波

傳國新辦主任 
將任上海市長

中共兩會
推遲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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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反饋之十三：

【胃痛反酸】中年男性，胃脘部疼痛伴
反酸 3年，西醫診斷為慢性胃炎及胃酸
返流，經西藥治療後仍症狀反復，遷延
不癒。來本中心治療 3次，胃痛、反酸
減輕，治療一個半月後，胃痛、反酸完
全消失，經西醫檢查，痊癒無恙。

           病人反饋之十四：

【失眠】中年女性，患失眠 10 餘年，
近來伴煩躁，口幹。患者拒絕服用安眠
藥，經介紹來我中心就診。經針灸結合
點穴治療 6次，失眠顯著改善，繼續治
療 6次並予以口服中藥後，可持續熟睡
6小時，餘症消除，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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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tter）

（Getty Images）

2018年中共兩會。

（Getty Images）

徐麟或接任上海市長一職。

 王延軼（左）及丈夫舒紅兵（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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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6 日，香港財政司司

長陳茂波在網誌中說，這波疫

情對香港的經濟會造成「海嘯

式」的衝擊，可能大於 2003 年

SARS 疫情，且不只是零售、

餐飲或旅遊業受到衝擊，不少

企業都面臨「斷崖式」萎縮，

導致失業率急速惡化。他還表

示，政府推出逆周期紓困措施

將令新財政年度的預算赤字將

升至歷史最高。

 《彭博社》預估，香港 1 月份

失業率料升至 3.4%，為 2016 年

以來的最高水平。香港旅遊發展

局的數據顯示，2 月初每日平均

訪港旅客流量下降至不足 3,000
人次。根據彭博匯總的數據顯

示，這比去年同期的每天近 20

看中國記者何佳慧綜合報導

中國武漢肺炎疫情對

香港經濟構成重大衝擊，

旅客數字暴跌99%至低於
2003年SARS時水平，零售
業首當其衝，生意額跌九

成。政府18日公布失業率
創3年來最高位、就業人數
減少1.5萬人。

香港經濟受「海嘯式」重創 

萬人次下降了 99%。進入 2 月

以來，已陸續有企業公布裁員、

減薪及停業等措施。料 2 月的失

業情況也不樂觀。

連鎖集團停業結業 
18 日匯豐公布去年業績，

利潤大減 33%，並宣布未來 3
年裁員 3.5 萬人。本地化妝品連

鎖店莎莎宣布旗下港澳地區 21
間零售店停業之後，早前再宣布

公司全線裁員，同時對高級管理

層將減薪約 40%，基層員工減

薪 10% 至 15%。海皇粥店則執

行八成支薪，後勤員工每月放無

薪假，經理級放 6 日，普通員工

放 3 日。國泰航空及香港航空也

於月初宣布將會裁員 400 人，同

時要求員工放無薪假。此外，九

巴等運輸公司、連鎖集團實惠、

美心、翠華、富臨、太興、周大

福等都宣布部份停業、結業、全

線裁員及減薪。

雖然零售業受到重創，但

香港樓市仍不見疲態，租金仍然

高企。約 50 個國際品牌、超過

200 個零售店舖組成的群組，19
日發動罷市抗議，要求以大發展

商為首的業主擴大減租，以助度

過經濟寒冬。

不過地產代理並未受惠於高

樓價。地產代理監管局表示，僅

港台簡訊

美國航母群 高調穿越台海
【看中國記者鐘靈綜合報

導】上週中國大陸軍機繞台，引

發區域情勢升高。美國羅斯福

號航母群，1 月中旬從美國聖地

亞哥港啟程，執行印太地區巡

航任務。日前美艦羅斯福號上

的一架預警機，在台灣南端的

巴士海峽上空飛行，代表航艦

正通過巴士海峽。

根據 AirNav 網站 17 日資

料顯示，一架美國海軍羅斯福號

航母上的 E-2C 預警機通過巴士

海峽上空，而羅斯福號航母日前

宣布結束與美利堅號兩棲突擊航

艦在台灣東部菲律賓海北方的指

揮操演，引起輿論猜測。

軍事評論員施孝瑋判斷，這

架由羅斯福號航艦上起飛的預警

機朝巴士海峽飛，代表羅斯福號

航艦戰鬥群即將通過巴士海峽。

他分析，美軍要部署航母到西太

平洋地區或之後要去中東做部

署，一定會經過臺灣周邊海域，

預警機升空主要目的是當航母群

通過時，防止意外發生，也提醒

周邊閑雜船舶、機艦勿太靠近。

美國釋對台外交訊息

北京政府早前數度釋出「武

統台灣」訊息，9、10 日兩度派

出軍機飛越台海中線，不過美

軍隨後陸續派出包括 P-8A 反

潛機、EP3 偵察機等在台灣附

近空域盤旋，並派出特戰運輸

機 -MC130由北往南通過台海，

和兩架 B52 轟炸機巡弋台灣東

部空域。 16 日，美軍第七艦隊

更公開飛彈巡洋艦「昌塞勒斯維

號」由東海航向南海的照片，期

英語
語言課程

春季學期

全日制課程 2020年 4月1日開始
請於3月25日前到mru.ca/ApplyEnglish網站申請

2020 年 1 月就有 84 間地產代理

結業。香港中小型代理的地產代

理業聯會主席郭德亮警告，若疫

情持續多二至三個月，行業將約

有 10% 人失業。

港府推250億援助救市
港府於 2 月 14 日提出 21

項措施紓困，主要用於支援基

層家庭及零售服務業，包括向

低收入家庭平均每戶發放 5,000
元；學生學習津貼加碼至 3,500
元；持有「大牌」的食肆發放

20 萬元，小食店、旅行社和零

售行業，可獲 8 萬元；為建築

商提供一次性撥款，並為地盤

工、清潔工、保安提供一次性

津貼。亦會向醫管局額外發放

47 億元，以及資助私營企業在

本港建立生產線。

由於有關措施僅惠及小部分

基層市民及商戶，不少港人對此

表示不滿，尤其反對直接撥款支

持零售及旅遊業認為港府資源錯

配，製造社會分化。林鄭月娥日

前否認是「亂派錢」，並表示將

會向財委會申請不少於 250 億元

撥款。

間行經台海。

事實上，美國國防部前印太

安全事務的助理部長薛瑞福自

17 日起訪問台灣，並出席國防

安全研究院演講。

台灣《全球防衛雜誌》形

容，「這有可能是美國航空母艦

例行性的返港行程，順便經過巴

士海峽來表達對臺灣的支持。航

空母艦是打擊力很強的艦艇，一

般不會靠近狹窄海域，如果經過

狹窄海域又特別宣布的話，其實

就有外交跟政治的意涵。」

2017 年因朝鮮核危機，美

國 3 大航母群曾齊聚日本海。

危機解除後，美軍僅保留列根號

航母在日本常駐，外加一艘新型

兩棲攻擊艦。此次，羅斯福號航

母被專門部署到印太地區巡航，

反映美軍顯著提升在太平洋地區

的軍事力量。

菲律賓撤回對台禁令

受 武 漢 肺 炎 疫 情 影 響，

菲律賓總統杜特蒂（Rodrigo 
Duterte）2 日發布命令，禁止

菲國人民前往中國與其特別行

政區，此外，14 天之內曾赴上

述區域的外籍人士不得入境菲律

賓。菲衛生部 10 日卻將台灣納

入該針對中港澳實施的旅遊禁令

中。菲國 14 日下午召開內閣會

議討論此事，會上經激烈辯論之

後決定解除對台灣的禁令。菲律

賓駐台辦事處立刻轉知總統府聲

明，內容提到菲國內閣確認傳染

病管理特別工作組（IATF）將

即刻解除對台旅遊禁令，台菲雙

方從此刻起將能互相通航。

台灣日產口罩千萬片 
躍升第2大生產國

亞洲各國陷入口罩荒，台灣

經濟部早前緊急投資 1.8 億元建

立 60 條產線，同時遴選口罩業

者進行生產。台灣行政院長蘇貞

昌 14 日宣布，在政府及民間協

力之下，原本需要半年時間才能

夠交機，目前已經大幅縮短至 1
個月以內，15 日第一批產線已

經投入生產，令台灣口罩 1 日

產量高達到千萬片，躍升成口罩

第 2 大生產國。

港持械劫匪不搶錢搶廁紙 引外媒關注
【看中國訊】武漢肺炎疫情

在香港掀起了一場物資搶購潮。

2 月 17 日清晨，有持刀匪

徒從旺角一家超市搶走 600 卷

廁紙（總值約 1,695 港元）。警

員接報到場後，在附近兜截匪

徒。據報警方其後根據附近閉路

電視追蹤到一家賓館，最終在案

發 6 小時後到該賓館逮捕兩名

涉案男子，尋回該批「贓物」。

其中一名疑犯仍然在逃。

香港的廁紙劫案甚至引起了

外媒關注，英國 BBC、《金融時

報》、《衛報》、美國 CNN、《時

代雜誌》網站紛紛以「持械劫匪

搶廁紙」為題報導了這宗事件。

近日武漢肺炎疫潮下，香港

市民人心惶惶，擔心防疫和生活

用品出現短缺，連日到處搶購口

罩、衛生紙等。超市目前已限制

每名顧客只能買兩條廁紙，但往

往貨一上架即被搶光。

《衛報》報導指，中國大陸

的武漢肺炎疫情在香港引起一

場恐慌性搶購潮；僅管港府一

再重申物資供應不受影響，但

衛生紙仍成為了這個商業都市

中炙手可熱的商品。

該報指此一現象反映香

港人經歷過 2003 年北京掩

蓋 SARS 疫情、導致 299 名

港人染病死亡後，在公共衛

生問題上已不再信任政府。

美軍第七艦隊公開飛彈巡洋艦「昌塞勒斯維號」15日由東海航向南海的照片。

(Facebook)

右圖：香港旅發局公布遊客數字大跌99% (彭博製圖)

龐大偉攝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A10 看世界 World

Finance

第 94期     2020年 2月 20日  —2月 26日    

寰宇新聞

【看中國訊】近期，東非多

國及印度、巴基斯坦等正經歷

25 年來最嚴重蝗災。聯合國糧

農組織（FAO）早在 2 月 11 日

就發布預警，呼籲全球戒備，因

為一旦蝗蟲入境，1 平方公里的

蝗群就可吃掉 3.5 萬人的糧食。

目前，東非蝗災在印度和巴

基斯坦境內肆虐。印、巴已動用

數百架飛機噴灑農藥試圖攔截蝗

蟲的行進，但結果堪憂。據報

導，印度空軍在西部拉賈斯坦邦

測試最新無人機對抗蝗禍，但是

當天測試的 3 架無人機，全部

被蝗蟲「擊落」，估計是蝗蟲太

多令飛機墮毀。

若現在這批蝗蟲繼續往東抵

達緬甸，對中國的危害程度就會

進一步升級。而目前最令人擔心

的是，一旦印度無法控制蝗災，

東南亞國家可能都受到波及。

這次東非蝗災的主角——沙

漠蝗蟲，生存能力和繁殖能力超

強，偏偏又食量驚人。印度專家

認為，蝗災將會造成糧食減產

30-50%。到 6 月，蝗蟲會擴張

600 倍，也就是有 300 萬億隻

蝗蟲。

與此同時，因為中醫記載吃

蝗蟲主治肺結核，引起中國網友

在蝗災未到就開始討論如何吃蝗

蟲，不過蝗蟲真的能吃嗎？

蝗蟲在群居高密度的刺激

下，會生成苯乙腈，英文簡稱

PAN。PAN 是一種嗅覺警告

訊號，會使他的天敵鳥類產生

強大的排斥性，而當群居蝗蟲

受到攻擊時，PAN 又能透過

CYP305M2 轉化為具有劇毒的

氰化氫 HCN。

所以群居的蝗蟲是有毒的，

即使沒有 HCN，各國政府也是

以噴灑農藥的手段，蝗蟲也漸漸

產生耐藥性，所以不要去吃蝗災

的蝗蟲，因為他們體內很有可能

殘留了許多農藥毒素。

看中國記者鐘靈綜合報導

中國科技公司華為對

英國 5G網絡建設當中的
角色爭議持續發酵，BBC
報導，儘管美國方面一直呼

籲盟國重視國家安全、拒絕

使用華為，英國當局上月仍

決定讓華為繼續留在英國

5G系統建設網中。

英澳兩國出現外交裂痕

澳洲早前宣布禁止華為參與

5G 建設，15 日澳大利亞議會高

級議員宣布取消原定訪問英國的

行程，官方原因為「英國在去年

12 月大選之後尚未在議會任命

相對應的委員會」。

不過《悉尼先驅晨報》報

道，英國外交事務大臣多米尼

克 · 拉布 (Dominic Raab) 上周

訪問澳洲，據悉會上一名澳洲議

員就英國有關華為的決定訓斥

了拉布。澳情報委員會副主席

Anthony Byrne 說，「允許中國

建設英國的 5G 通訊基礎設施是

等同於讓俄羅斯（前共產主義

國家）來建設」，他也說，「如

果讓俄羅斯人來架設你家網絡的

設施，你會有什麼感覺？這就是

我們對華為的感覺。」

報導引述 Raab 指，允許華

為參與是一個「艱難」的決定，

是出於「技術」而不是「政治」

原因。

澳大利亞與英國均是國際

情報分享團體五眼聯盟（Five 
Eyes）的成員，該聯盟成員還

有美國、新西蘭和加拿大。

美或切斷華為晶元供應

路透社 18 日引述消息指，

本週和下週美國高層會議將討

英國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 (Dominic Raab)與澳洲外交部長Marise Payne。（Getty Images）

論進一步限制華為商業活動的

措施，包括修改《外國直接產

品 規 則》（The Foreign Direct 
Product Rule）、要求使用美國

晶元製造設備的外國公司在給華

為供貨之前必須向美國政府申請

許可證等。美國商務部發言人表

示，美國最近對華為公司提出的

華為5G之爭 英盟友關係現裂痕

【看中國訊】日媒報導，日

本對武漢肺炎的「阻絕境外」邊

境防疫並未奏效，造成日本境內

疫情擴散；日本政府做出將所有

鑽石公主號旅客與船組員留置船

上的判斷，也遭指「反而惡化群

聚感染」。

日本時事通信社報導，對日

本政府因應武漢肺炎所採取對

策，日本國內出現愈來愈多的批

評聲浪。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主導採取

「阻絕境外」的邊境防疫並未奏

效，造成日本境內疫情擴散。對

泊靠在橫濱港的鑽石公主號，日

本政府做出將所有旅客與船組員

留置船上的判斷，也遭指「反而

惡化群聚感染」。

日本民眾對「未知傳染病」

的不安情緒，也為內閣支持率籠

罩一層陰影，強化政府與執政黨

的危機感。

日本在野黨共同會派昨天舉

行有關武漢肺炎聯合對策總部會

議，國民民主黨政調會長泉健太

談到政府因應措施說：「想讓事

態看起來不嚴重，而在邊境防疫

遭致失敗」。

日本政府起初的因應措施是

針對有發燒症狀、曾前往中國武

漢市、或與居住武漢市人士有接

觸者，作為病毒檢查對象。但進

入 2 月後，在日本境內陸續發

生掌握不到感染來源的病例。

安倍身旁人士說，只能在一

月時禁止全中國旅客入境，但現

在已經太遲。

日本政府相關人士說，隨著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將以國賓身分

訪日，中方希望日本不要過於放

大疫情，這可能也是日本政府防

疫措施緩慢的重要因素。

有關發生武漢肺炎群聚感染

的鑽石公主號因應作為，日本政

境內武漢肺炎延燒 日本政府防疫遭批
府高層官員反駁外界批評說，

「當初如果讓 3700 人全部下

船，將會引發恐慌」；只不過，

一名閣員說，其實真的應該讓船

上人員早點下船，但卻苦無可以

安置所有人員的設施。

安倍內閣受到國會過去一段

時間追究「賞櫻會」責任影響，

支持率在各項民調都呈現下滑；

原本希望能透過展現對武漢肺炎

的危機管理能力來扭轉局面的政

權幹部，也因此感到灰心。

自民黨總務會長鈴木俊一

18 日說，民眾對政府因應並非

都給予正面評價；日本內閣官房

長官菅義偉也說，會檢討做得好

的地方跟做得不夠的地方，希望

下次能夠改進。

◆韓國前總統李明博針對涉

嫌貪污受賄案提起上訴，今天

遭到二審判處有期徒刑 17 年，

當庭收押。 2008 至 2013 年在

位的李明博，2018 年 10 月在

一審被判有期徒刑 15 年、罰金

130 億韓元後，曾短暫入獄，但

在上訴後獲准交保。李明博被控

貪污 349 億韓元，並收受 163
億韓元的賄賂。首爾高等法院加

重判刑，指李明博對自己的犯行

「未有自責跡象或責任感」。

◆英國在 1 月 31 日正式脫

歐之後，即不必再繳交每年超過

百億歐元的費用給歐盟，作為僅

次於德國的歐盟第二大的資金來

源之一，造成歐盟的財務缺口。

2 月 20 的高峰會上，歐盟理事

會主席米歇爾提議開徵塑膠稅及

碳排放的交易以補足未來資金的

缺口。歐盟官員表示，塑膠稅的

收入和碳交易計畫中的收入（也

包含運輸部門），估計每年可以

產生 140 億至 150 億歐元，足

以彌補這一缺口。歐盟也考慮對

於數位經濟、航空、金融交易及

進口的一些高碳排放產品徵收其

他稅。

◆美國駐伊拉克首都巴格達

的大使館 16 日凌晨遭多枚火箭

彈襲擊，沒有造成人員傷亡，只

是造成輕微損失。伊拉克軍方的

消息說，有三枚火箭彈擊中了美

國大使館所在的綠區。這是四個

月以來美國在伊拉克的設施第

19 次遭到襲擊。

指控，包括圖謀盜竊美國貿易機

密等，「再次說明在許可證申請

問題上有必要保持謹慎。美國繼

續對華為持有嚴重關切。」

中國的光大證券公司去年發

布的一份報告說，在晶元製造行

業，大部分公司都使用美國公司

生產的設備。報告說：「中國沒

有只使用國產設備的生產線。離

開美國設備，中國很難生產任何

晶元組產品。」

早前法國、德國聲明將在

優先考慮使用歐洲營運商的前

提下，允許華為有限度參與 5G
網絡建設，法國經濟財政部長

Bruno Le Maire 表 示：「法 國

會採取預防措施，以保護主權利

益，特別是在核子和軍事相關設

施附近，優先採用歐洲營運商是

合乎情理的」。

美國駐德國大使 Richard 
Grenell 16 日表示，美國總統川

普表明任何國家若選擇使用不值

得信賴的 5G 業者，將大大危及

我們分享情報和資訊的能力，被

外界解讀為美國可能取消與這些

國家機密敏感情報的分享機制。

船內多人感染武漢肺炎的鑽石公

主號。（Getty Images）

4千億蝗蟲大軍肆虐 東非南亞恐釀糧食危機

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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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紐約神韻藝術團

的票房奇蹟和如潮好評，

已引發了業界的關注。2019
神韻藝術團的全球巡演，

總體覆蓋百萬人次觀眾；

在 2020 年新演季，神韻再

度擴大演出規模，預計演出

七百餘場。在傳統的舞蹈演

出日漸式微的大局勢下，為

何神韻能逆流而上，創造票

房奇蹟？ 

純正的中國古典舞

很多華人觀眾能感覺到來自

大陸的演出，也有著華麗的舞

臺、服裝和熟練的舞蹈技藝，但

總體上和神韻藝術團的演出有不

同的氣質。

對此議題，北京舞蹈學院畢

（北舞）畢業生、現神韻藝術團

2020年 2月 20日—2月 26日    第 94期

主要領舞演員古韻在接受媒體採

訪說，幾十年前，「北舞」的老

師是蘇聯請來的芭蕾舞老師，把

他們從芭蕾舞中學到的教學方

法，帶到中國舞的教學中，並被

複製到全國。「即上半身都是遵

循著中國舞的動作，然而腳的部

分則幾乎全部都是芭蕾舞。」

古韻在中國時，曾獲首屆全

國大學生舞蹈比賽專業組一等

獎。來到美國後，在洛杉磯舞蹈

學校教書的古韻 2009 年首次觀

看了神韻演出，在震驚之餘，加

入了神韻藝術團。古韻發現，無

論在訓練、表演，還是節目的編

排上，神韻真正走在純正中國古

典舞的路線，沒有摻進一點芭蕾

舞的元素。

「所以剛一開始時，我還有

點不適應。」古韻說，隨著他對

中國傳統文化的鑽研，他認識

美國神韻 美國神韻 
何以創造票房奇蹟？何以創造票房奇蹟？

到，舞蹈真正的美是舞蹈整體的

美。為了表現這種正宗性，神韻

的編舞者需要深入研究歷史，尋

求那些在宮廷中、敬天敬神的儀

式上，或者給皇帝及國外貴賓欣

賞的古老舞蹈形式，借鑑其在中

國的民間、戲曲和戲劇中歷代流

傳著的身法和身韻。中國古典舞

的動作，是真正的自然的動作，

可以從太極、八卦、中國武術、

中國古代的藝術作品中看到這些

動作。「在中國古典舞的表現手

法上，神韻演員看似純真、簡單

的動作，實際上真的是要從內心

而來，運用不同的表現手法來表

現。」古韻說。

曾經師從上個世紀舞蹈大

師格麗特 • 莫里斯 (Margaret 
Morris) 的 前 舞 蹈 演 員 黑 根

(Avril Hagan) 澳洲觀看神韻演

出後激動的表示：「我現在才知

道，這才是真正的中國古典舞，

儘管我在臺灣和新加坡都住過，

但是我從沒見過這樣的演出和如

此傑出的舞蹈藝術家。」

神韻藝術團並不諱言，演

員的藝術靈感來源於法輪大

法，在神韻的網站上這樣介紹：

「縱觀歷史，幾乎在所有民族

的文化中，人類都期望從神佛

那裡獲得靈感和創造力。藝術

不止是為創作者和受眾帶來快

樂，更重要的是為了提升人類

的精神境界。這就是神韻藝術

家們的核心價值理念。」

神韻藝術團舞蹈演員，三

次「全世界中國古典舞大賽」的

金獎王琛告訴《自由時報》記者：

「人的心一動，身體的骨骼、肌

肉已經開始發生一些微妙的變

化，這時候已經把信息傳遞出去

了，不需要刻意去做，觀眾就已

經感受到了。」

從眾多視頻中，可以看到全

球觀眾對此的積極反饋：三度艾

美獎得主、美國著名的電視主播

科斯比（Rita Cosby）說：「百

分百感受到慈悲。神韻演員通過

打坐、修煉而展現出內心的平

和，這個力量非常強大，越過中

國邊界，他們展現出的精神力

量，可以戰勝任何魔難。」

傳遞普世價值觀

神韻的舞台上呈現了多彩的

故事，包括佛、道、儒家的故

事，時間線貫穿幾千年，創世

之初、漢唐、明清等各朝到當

代；同時也展現了中華大地上多

個民族獨特風情的舞蹈，比如藏

族、苗族、蒙古族等。不過，

最令北京當局不安的是，舞台

上呈現了中共對法輪功團體的

迫害，在其主導的海外宣傳中

將神韻稱為政治或宗教「宣傳」

（propaganda）。《寒 冬 雜 誌》

（Bitter Winter）報導，「神韻每

一次有新的演出都會令中國共產

黨手忙腳亂。中國各領事館和大

使館紛紛致信各國大劇院，要求

劇院取消神韻的演出。」

事實上，神韻表現信仰的

節目並沒有令觀眾們感受到「冒

犯」，相反眾多觀眾深為感動。

「有關信仰自由和宗教寬容的主

題在今天的演出凸顯出來，這非

常符合美國人的理念，引起了現

場觀眾的強烈共鳴。」美國威斯

康星州前副州長麗貝卡．克萊菲

施（Rebecca Kleefisch） 在 觀

看了 2020 年度神韻演出後說。

一位名叫比爾．比奇特爾（Bill 
Bechtel）的傳教士看過演出後

表示：「通過藝術來傳遞真相非

常好，真正的藝術是來表現深層

的真相的。」

筆者以為，海外政府對遭受

迫害的法輪功團體持同情和庇護

的態度，因而中共的干擾絕大部

分時候不起作用。每年神韻主辦

方會收到眾多國家政要發來的賀

信，如加拿大聯邦文化遺產部長

吉爾伯特（Steven Guilbeault)
在對 2020 年神韻巡演的賀信中

寫道「神韻已經贏得了全世界的

讚譽，好評如潮，（加拿大）觀

眾也必定會對這獨一無二的演出

讚歎不已。」

好的信仰故事能傳遞一種崇

高的情懷，激發大眾心理共鳴。

比如西藏密教修行者密勒日巴的

故事至今仍啟迪著廣大讀者；西

方出現多部以耶穌為題材的熱

門電影，亦非基督徒專屬，如

2004 年《耶穌受難記》當年在普

通影迷中的關注度甚至蓋過同期

舉行的奧斯卡典禮。中華文化有

著幾千年綿長深厚的積澱，承載

著對天地、宇宙和人生的智慧，

這深邃豐厚的精神財富，驚艷了

世界各個角落的人們。

因而神韻傳達的價值觀得到

了東西方觀眾的共鳴。臺灣合

唱團創辦人及指揮吳宏璋認為：

「整個社會、整個世界潮流，大

家都往次級文化走，好像人活著

的那種價值觀都不見了、靈魂

都散走了，但神韻幫我們找回

我們最高的靈魂！」德國廣告界

名人、國際廣告集團麥肯公司

德國總裁森德爾邁爾（Helmut 
Sendlmeier）也說：「我們生活

在一個非常膚淺的時代，（神韻）

能夠重新碰觸到人的靈魂，喚醒

潛藏在每個人心底的價值觀，例

如自由、善良、仁慈，對現今的

時代非常有意義。」

神韻藝術團將於3月8日 -10
日卡爾加里金禧劇院（Southern 
Alberta Jubilee Auditorium）

演 出， 購 票 可 致 電 855-416-
1800，或登錄神韻網站。

神韻擁有專利的3D天幕，使觀

眾彷彿置身實境之中，巧妙銜接

天幕和演員表演，生動展現了跌

宕起伏的故事情節。

神 韻 的 服 裝 是

建立在傳統審美之上

的，包含了歷朝歷代的式樣和天人神

佛的裝扮，採用的色彩搭配出乎想

像，令人目不暇給。

神韻受全世界觀眾歡迎，圖為2019年4月美國墨西哥城國家禮堂演出，全場

爆滿。（主辦單位提供）

生活那麼艱難   但辦法還是有的
……

這幾天，死亡者似乎離自己

越來越近。鄰居的表妹死了。熟

人的弟弟死了。朋友爹媽和老婆

都死了，然後他自己也死了。人

們哭都哭不過來。平時不是沒見

過親朋的死，得病而治療無效死

亡的，誰沒見過？親友盡力，醫

生盡職，回天無術，雖然無奈，

但人們往往可以承受，病人自己

也會慢慢認命。但這一次災難，

對於早期的感染者，不止是死

亡，更多是絕望：是呼救無用，

求醫無門，尋藥無著的絕望。病

文/方方

人太多，床位太少，醫院也猝不

及防。剩下的，除了等死，又能

如何？多少病者都一直以為歲月

靜好，有病看醫，毫無死亡的心

理準備，更無求醫不得的人生經

驗。他們死前的痛苦和絕望感，

比深淵更深。今天跟朋友說，天

天聽到這樣的信息，心情怎麼可

能不壓抑不難過？「人不傳人，

可控可防」這八個字，變成了一

城血淚，無限辛酸。

親愛的有關部門：有些話，

你們還是得讓武漢人說出來。說

出來，心裏會好受一點。我們都

已經被封在這裡十多天了，見到

那麼多的慘絕人事。如果連發泄

一下痛苦都不准，連幾句牢騷或

一點反思都不准，難道真想讓大

家瘋掉？

算了。瘋掉也解決不了問

題，死了他們也不會在乎。不說

這些。剩下的日子，還將繼續。

我們依然會全力配合政府，關門

閉戶，堅持到底。只期待拐點更

快到來，期待武漢盡快解封，更

祈禱病人們悉數痊癒。

時間長了，吃飯的問題，

總歸要凸顯出來。有意思的是，

好多小區的能幹人，彷彿一夜

之間就冒了出來。我小哥說，他

們小區自動成立了買菜群。大家

入群後，編上號，由買菜群集

體採購。一家一袋。小袋菜放在

小區空地，各自順號來取，互不

接觸。如果嫌菜不滿意，先拿了

再說。再找個空地，給負責人打

電話，爭取調換。他們還做了買

菜攻略，讓事情更加有條有序。

這樣，大家就不用都跑超市，一

下子解決了人們吃菜的問題。今

天，同事的小區也建了採購群，

團購豬肉雞蛋等物。有各種套餐

搭配，列出肉絲、肉糜、精瘦

肉、排骨等，份量和價格，標明

清晰。只要湊足二十人，就會有

人分好了，送貨過去，大家去取

即可。同事問我要不要？這麼好

的事，怎麼會不要？畢竟還有兩

週的時間要過。我要了一份 C 套

餐的豬肉，共 199 元。生活那麼

艱難，但辦法還是有的。

（文章有刪節，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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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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88 $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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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88 $27,488 $13,498 $13,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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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國訊】2019 年在加拿

大車市可說車款銷量間大相徑

庭，光 Toyota RAV4 一款，每

週就賣出 1,250 台，而銷售最差

的這 10 款車一整年卻總共才賣

出 980 台。

這 10 款車其實都算是豪華

車款，儘管現在被競爭對手拋得

看不到尾燈，從前卻也曾暢銷

過。也就是說，這些本來應該是

會相當成功的車款。本次甄選的

條件如下：首先，每台車的基本

價必須低於 $100,000；必須至

少有兩個座位；已經停止生產及

2019 年一台都沒賣出去的也不

算，這樣就可以排除那些原本就

沒打算好好競爭的車款。

以下是2019年加拿大
銷售最差的十款車：

第十名：凱迪拉克 Cadillac 
CT6，賣出 175 台，下跌 26%

CT6 其 實 是 典 型 的

Cadillac，該有的都有；大型轎

車、豪華，空間寬敞，還有相當

有力的驅動系統。這些在幾十年

前很受歡迎，不過在當今 21 世

紀已不吃香。

Cadillac 在加拿大 90% 以

上的銷售都是 SUV 及跨種車。

相對而言 CT6 自 2016 開始販

售以來才賣出 1,015 台，根本不

值一提。

第九名：捷豹 Jaguar XE，
賣出 157 台，下跌 73%

這款車乍看之下滿吸引人，

有 Jaguar 的豪華感，卻附帶較

低廉的價格，然而卻不受市場青

睞。就算在 2017 年銷售最高峰

時，XE 也才賣出 858 台。同年

Mercedes-Benz C-Class 卻賣出

了 11,000 台。 2019 年 XE 的

銷售比 2017 年更大跌了 82%。

第八名：奧迪 Audi A8，
賣出 137 台，下跌 6%

A8 的 價 格 僅 略 低 於

$100,000， 賣 不 好 並 不 令 人

意 外。 在 2019 年 與 A8 同 位

階 的 車 款 有；Jaguar XJ 停

產，BMW 7 系列跌了 15%，

Mercedes-Benz S-Class 大 跌

18%。

A8 也被自家的車子排擠；

下位的 A7 銷售躥升 9%(608
台 )，新的 Q8 SUV 也大賣，賣

出 2,072 台。

第七名：凌志 Lexus GS，
賣出 114 台，下跌 46%

Lexus 三十幾年前以旗艦

LS 大獲成功，ES 持續這熱潮，

目前賣得最好的是 IS 系列。GS
則一直是家族中的異類，雪上加

霜的是它的銷售一直不理想，自

2012 年以來慘跌 88%。

第六名：捷豹 Jaguar XF，
賣出 106 台，下跌 39%

Jaguar 放棄了歷史悠久的

旗艦 XJ，以 XF，XE 及 F-Type
來主打客用車市場，銷售卻不

如 預 期。 2019 年 Jaguar XF
在 2013 至 2017 年之間僅賣出

五百多台，過去兩年更糟，共只

賣出 279 台。

第 五 名： 沃 爾 沃 Volvo 
S90，賣出 92 台，下跌 70%

Volvo 的 S90 在 市 場 上

不受歡迎，這點就算在它創

下 2019 年的敗績之前，也已

經 很 明 顯 了。 在 2018 年，

Mercedes-Benz 每 賣 出 11 台

E-Class，Volvo 僅 賣 出 一 台

S90。
Volvo 的車整體在 2019 年

其實賣得不錯，上升了 10%，

唯有 S90 被冷冷地拋在後頭。

Volvo 的客用車銷售上升 8%，

但這是拜全新的 S60 及 V60 成

功所賜。V90 銷售跌了 61%，

只賣了 203 台。

第四名：Genesis G90，賣

出 82 台，上升 1%
Hyundai 在前兩年賣出了

116 台 Equus，這是拜它龐大的

經銷網路所賜，再加上當時市

場對豪華轎車的接受度也還算

高。不過，就算 Equus 的後繼

車Genesis G90能撐住這場面，

它仍是加拿大賣得最差的車款之

一。看來 Genesis 想靠這種直銷

模式有所斬獲，得指望它的第一

台 SUV—GV80 了。

第 三 名： 謳 歌 Acura 
RLX，賣出 55 台，下跌 14%

跟 Acura 其它的車一比，

RLX 的存在感簡直低到可笑的

地步。最暢銷的 RDX 在 2019
年賣了近 10,000 台，一跳就跳

了 9%；MDX 是加拿大賣的最

好的三排座豪華多功能車，去年

TLX及 ILX合起來總共賣5,000
餘台。

RLX 在 2014 年曾賣出 200
台，自那以後沒有一年能賣超

過 100 台。 2019 年還不是最慘

的，2012 年它只賣出 29 台。

第 二 名： 菲 亞 特 Fiat 
500X，賣出 50 台，下跌 37%

Fiat 本期盼 500X 能一反

500L 的失敗，但配上很平凡的

外觀及全驅，500X 感覺像一

元商店裡賣的便宜貨。前三年

500X 總共才賣出 2,231 台，比

上一代 500L 還糟。在 2018 年

銷售慘跌 91%，2019 年更是每

況愈下，大跌 37%。

第 一 名： 菲 亞 特 Fiat 
500L，賣出 12 台，下跌 8%

加拿大 Chrysler 基本上已

放棄這款車，500 在加拿大剛上

市時其實挺受歡迎的，但後繼

車 500L 從一開始就無法激起消

費者的熱情，Fiat 卻固執的不肯

放棄。Fiat 在 2014 年賣超過了

200 台 500L，這本來就談不上

是甚麼佳績，但至少還比現在好

了 20 倍。

Fiat 500在加拿大剛上市時其實挺受歡迎的，但後繼車Fiat 500L

從一開始就無法激起消費者的熱情，2019年僅賣出12台。（網圖)

謳歌Acura RLX 2019年賣出55

台，而最暢銷的Acura RDX在

2019年賣了近10,000台。（網圖)

車市新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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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質3》環境適應性強

印度國土面積廣，擁有豐富地形，各

地生活型態、宗教、種族差異性極大。光

是印度官方公布的語言就有 22 種，行政

區域分為 29 個邦，有 8 種以上的宗教。

在路上看到各式各樣的人種、服裝、語

言，對印度人來說，司空見慣。

「即使是在最小的村裡，穆斯林（回

教徒）和印度教徒比鄰而居，白領階級

與紡織工人同住一區。語言、服裝、生活

習慣都完全不同。」現任「印度投資協會」

矽谷分會長的風險資本家維克提什 ‧ 舒

克（Venktesh Shukla）解釋，印度人從

小就習於面對外型不一樣的人，「尊重多

元習俗對印度人來說是非常自然的生活方

式，這在單一民族社會反而被視為一種技

能。」多元環境，讓印度人不管到哪裡都

能迅速適應當地文化。

就連最基本的飲食問題，都難不倒印

度人。目前正在臺灣清華大學就讀材料工

程學系的 Abhishake Goyal 說，當他要

來臺灣時，只問了朋友一句話：「宿舍裡

有廚房嗎？」雖然有茹素習慣，人生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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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Pixab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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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VATE SALE EVENT
週四：早 9 - 晚 9  週五、 週六：早 9 - 晚 6

再加 !! 家庭日達成最好的交易後還可獲得 $1,000 現金

尊貴特賣活動尊貴特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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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四：早 9 - 晚 9   週五、 週六  ：早 9 - 晚 6

 特質5》混亂中迅速下判斷

去過印度的人，很難不對一團混亂的

街道印象深刻。汽車、嘟嘟車、卡車、公

車……各種交通工具與生物（人、牛、

馬、雞）交錯通行，兩線道被當成四線

道，過馬路像打仗，高速公路都可能出現

「倒車」奇景！鳳凰衛視駐印度記者尤芷

薇表示，雖然外人可能難以理解，但其實

對印度人來說，守規則不是第一，「找出

路」才是關鍵。沒有路了，往右鑽一下就

好；高速公路開過頭了，倒車下交流道就

沒事。「我覺得在印度你不懂得變通的話，

會活得非常痛苦，因為它基本上就是一個

沒有甚麼秩序的國家。」混亂，訓練出印

度人的快速判斷力。（下轉 C2）

熟，語言又不通，但對他來說只要能自己

開夥，就甚麼都不怕。

 特質4》競爭意識強烈
現代印度仍有「唯有讀書高」的觀

念，非常重視「菁英教育」。看過印度

賣座電影《三個傻瓜》（3 Idiots）的人，

對此現象都有深刻體會。從 1961 年開

始就有工商管理學科，兩間知名學府

──印度理工學院（Indian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簡稱 IIT）和印度管理學院

（Indian Institutes of Management，簡稱

IIM）專門培育出高階科技與管理人才，

更是國際企業最愛用的畢業生。目前在印

度擔任鳳凰衛視特約記者的尤芷薇說，在

印度理工學院，還沒畢業就直接被國外企

業訂走了，甚至整班的畢業生都不用面

試，直接錄取。

印度理工學院的入學考試，被稱做是

世界上最難考的考試，錄取率只有 2%，

許多學生沒考上，寧可回補習班苦讀重

考。先前一則印度家長不惜攀牆遞小抄給

孩子作弊的新聞，在媒體上引發討論。駐

印度代表大使田中光也曾遇過印度員工因

為孩子要考大學了，每天提早下班回家陪

讀，甚至聽過不惜變賣祖產也要讓孩子讀

大學的案例。可見上一間好大學，背後承

擔著多少印度家庭的期許。如此激烈的競

爭下，可想而知能畢業於印度理工學院或

印度管理學院的學生，都是萬中選一的優

秀人才。

印度被稱為「頂尖人才的搖

籃」，國際大企業CEO成了印度特
產；這與發展中的印度所呈現的混

沌混亂現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更

令人好奇，是什麼特質令印度人在

全球市場上脫穎而出？

全球競爭 印度人憑甚麼勝出？
(下)

無論家境如何，印度人都會傾盡全力，

給孩子最好的教育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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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6》困乏中找出解決方案

（接 C1）基礎建設不足、政府行政效

率低落、無預警斷水斷電……混亂無序和

甚麼都缺的生活環境，在印度，與其期待

別人來幫忙，還不如自己先找辦法解決。

美國資訊業知名創投、升陽電腦（Sun 
Microsystems）創辦人維諾德 ‧ 柯斯拉

（Vinod Khosla）說：「在困乏的資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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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競爭 印度人憑甚麼勝出？（下）全球競爭 印度人憑甚麼勝出？（下）

暢銷書作家朗達．拜恩曾在她的一本

書中提到一個「吸引力法則」的理念：你

生命中所發生的一切，都是你吸引來的。

如果你抱怨，吸引力法則將強力帶來

更多讓你抱怨的狀況。如果你聆聽他人的

抱怨，並且把焦點放在上面，同情他們，

贊同他們，你就是在吸引更多的抱怨情境

給自己。

愛抱怨的人更容易錯過機遇，導致運

氣差。另一方面，運氣越差，又會使得他

們更愛抱怨。如此反覆，就會陷入一個惡

性循環。所以我們常常看到，那些愛抱怨

的人，境遇都不怎麼好，他們的麻煩總是

層出不窮。

許多人抱怨的初衷都是為了博取他

人的同情或獲得他人的認可，但這卻是

一項消耗自己同時消耗他人的最無意義

的舉動。

對於聆聽者來說，當時的贊同或認可

或許是有的，但若長期作為傾訴者的情緒

垃圾桶，不僅會對自己的友情價值產生懷

疑，而且會不可避免的受到一些消極觀點

的影響，從而導致自身也走向消極。

對於傾訴者來說，抱怨讓人把精力聚

集在問題層面，而不是去想辦法解決問

題。最終，除了把不滿的情緒放大以外，

對抱怨者的境遇不會有任何改變。

富蘭克林有句名言說：「我未曾見過

一個早起勤奮誠實的人抱怨命運不好。」

良好的生活習慣和堅強的意志，永遠是好

情緒和好運氣的最佳保障。只有善於管理

自己情緒和心態的人，才能無往不利。

愛抱怨的人
運氣都不太好
文：溫迪

一、睡眠

研究發現，成功人士平均每晚睡

眠時間為 7 小時 29 分鐘。其中美國軟

件公司微軟（Microsoft）創始人蓋茨

（Bill Gates）、2017 年世界首富、電商

亞馬遜（Amazon）創始人貝索斯（Jeff 
Bezos）、社交網絡推特（Twitter）創始

人多西（Jack Dorsey），以及美國蘋果

（Apple Inc、）總裁庫克（Tim Cook），
他們四人分別表示，每晚的睡眠時間至少

是 7 個小時。

工作日如果經常加班加點，那麼週末

就是補充睡眠的好機會。因為身體和大腦

在充分休息的情況下，才能保持最佳的工

作狀態。

二、與家人、親友共度

工作日太繁忙，無法陪伴家人、親

友，常常會在心裡產生負疚感，這種感覺

也會造成巨大的心理壓力；用週末的休閒

時光和他們團聚、互動，來彌補這份歉

疚，也能給下一周的工作心情有效減壓。

在週末，如果非得加班加點不可，那

麼週六早上陪伴家人、好友也是不錯的選

擇，因為在小聚之後，還有時間安排其他

娛樂，來放空一週的疲憊。

和家人、親友的情感互動，那種溫馨

和溫暖，也會是下週勤奮工作的動力。

◎ 文：肖品  
圖：Adobe Stock

成功人士的週末是怎樣度過的呢？

暢銷書作家斯波爾（Benjamin 

Spall）採訪、研究了商界領袖、大

學校長、奧林匹克獎牌得主、藝術

家等三百多位成功人士，總結出他

們在週末共同做的六件事，更輕

鬆、有效的處理下一週的工作。

職場
心理
成功人士的周末
會做這    件事

三、規劃下周的工作

推特（Twitter）創始人多西（Jack 
Dorsey）曾在接受採訪時說道：「我通常

會在週六休息，步行、健身。而在週日，

我則會用來回顧、反饋、準備，為下週的

工作做好籌劃。」

在週日，抽取一段時間，哪怕就 10
分鐘的時間，用來思考下週的工作議題和

日程，並把想法記錄下來。等到週一時，

已經是做好了 110% 的準備和謀劃。

四、做激發活力的事

蓋茨（Bill Gates）曾在 2014 年提

到三種鍾愛的放鬆活動。

（1）「打橋牌是很老派的娛樂，但我

恰巧就是喜歡這種娛樂活動。」

（2）「這個週末我去觀看女兒騎馬，

這個聽起來也是很老套，但我覺得那真的

非常有趣。」

（3）「我每天都會洗碗，我覺得我洗

得非常好，所以不給其他主動要求來替換

者的機會。」

蓋茨說，自己會用這種柔和的方式來

度過閒暇時光。放鬆自己，也是成功人士

做週末安排的重點。

五、處理雜務

成功人士一般不會將雜務全都安排在

週末處理。比如逛超市、洗衣服、處理賬

單等，而是利用工作日的零星時間，比如

入睡前，今天一件、明天一件的分批處理

掉。這樣到了週末就所剩無幾了，只需再

抽出一到兩個小時即可。

雜務如果不主動處理，累積成山，如

密佈的烏雲揮之不去。將雜事處理完畢，

隨之而來的輕鬆感覺，從繁瑣小事中也能

體驗到：生活盡在掌控中。

六、獨處和自省

成功人士在週末都會獨處，用來自

省。自省的內容會是哪些呢？例如：

（1）重要的事，以及怎樣能夠安排

出時間用在重要的事上。

（2）困擾的事，及妥善處理的辦法。

（3）事業，如何增進技能。

文章指出，哈佛大學的一項研究發

現，用 15 分鐘自省過失的方式結束一天

的被研究者，比缺少自省者工作表現提高

23%。而另一個研究結論是，自省有助

於提升幸福感和生產力，也能夠降低精疲

力盡，減少不良情緒。

6

找出解決方案，是印度人的優勢。」

知名創業家、現擔任卡內基美隆大

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教授

的維韋卡 ‧ 沃德瓦（Vivek Wadhwa）
長年研究美國印度裔創業家生態。出生

於印度孟買的他直言不諱：「政府腐敗、

噪音、污染、交通……你做的每件事都

會遇到問題、問題、問題。要生存下

去，你就必須有創造力。」

在印地語有個專有名詞「juggad」，

形容運用手邊有限的資源，重新組裝後

解決生活需求，例如拿熨斗煮開水、

把鋤頭綁上手機充當自拍棒。即

使在印度旅居多年，尤芷薇仍

然常被印度人的「juggad」搞得

哭笑不得，她無奈笑道，有時候印度

人想的解決方法很蠢很好笑，但是你

不得不佩服他們的挑戰精神與無限

創意。 

 特質7》拒絕標準答案

因為混亂、因為資源不足，

印度人習慣自己找方法，標準

答案對他們來說只是參考。

尤芷薇舉例，如果要求印

度人工作以 ABCD 順序執

行，定會換來印度人詢問：

「為甚麼不用 ACBD ？」、

「BADC 可以嗎？」、「有

沒有可能用 CBAE 比較好？」等令人近

乎抓狂的提問。「對印度人來說，你的方

法不一定對，我可以去試試看有沒有別的

可能性，因為對他們來說解決當下那個問

題非常重要。」

社會規則不健全，很多事情因「人」

而異，今天不行的事情，明天或許就可

以。對印度人來說，多嘗試、多挑戰，才

有可能達成目標。

 特質8》勇於表達尋找共識

1998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

瑪 蒂 亞 ‧ 瀋 恩（Amartya Sen） 曾

出版一本書《好思辯的印度人》（The 
Argumentative Indian-Writings on 
Indian Culture,History and Identity），

書名明確點出印度人特性。臺灣駐印度代

表田中光說，印度人非常擅長聊天，口若

懸河。「臺灣人講話都比較含蓄、謙虛，

明明知道十分卻只說自己知道七、八分。

印度人則是把這十分都講出來，而且能言

善道。」

尤芷薇表示，印度資源少，人又多，

為了要爭取資源，或是找到最有利自己的

方式，必須透過不斷和對方溝通協商。雖

然這個過程在她這個臺灣人眼中，跟吵架

沒甚麼差別，但印度人相信唯有把內心想

法、目的都說出來，雙方才有可能取得最

終共識。抬價不成，沒關係，最後買賣

成交就好。許多人因此認為印度人「臉皮

厚」，但尤芷薇卻認為，其實這是因為印

度人將重點放在最終共識，談判溝通只是

一個過程，所以印度人勇於表達意見，也

開放接受他人意見。

 特質9》熱愛交際經營人脈

印度人非常熱愛交際活動，性格上也

外向活潑，很容易拓展交際圈。加上印度

人重視家庭、朋友，有些留學生出國時甚

至會攜家帶眷；到了國外，也很快就會成

立印度社交圈。

在美國有個笑話說，「一家公司聘了

一個印度人，就會引來一群印度人」，

原因是他們「內舉不避親」。維克提什‧

舒克提到，印度裔人士這些年在美國 IT
業等領域不斷突破，除了自身努力，關

鍵在於他們透過行業協會等組織，建立

起強大的人脈關係網路和支持體系。這

些早年成功的企業家在矽谷或美國長期

推動並建立有助於印度裔發展、創業和

融資的「生態環境」，例如 1992 年成立

的矽谷印度企業家協會，形成強而有力

的人脈網。

勇於挑戰制度、充分表現意見、優

秀的溝通交際能力以及豐富的人脈資

源，先不比語言與智慧，光是這些「外

顯」優勢，印度裔員工比起華裔員工，

更容易引起主管注意。

Adobe Stock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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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思邈，又被稱為藥王孫天

醫，是中國古代著名的醫生，亦

是氣功養生的實踐家。他在西魏

時代出生，相傳他活到 141 歲

才仙遊。孫思邈少時因病學醫，

博通經史百家學說，他 7 歲時

就能「日誦千言」，每天能背誦

上千字的文章，被人稱為「聖

童」；到了 20 歲，他就能侃侃

而談老子、莊子的學說，並對佛

家的經典著作十分精通。隋唐

時，孫思邈曾推拒當官，唐太宗

更親自上山拜會。不過，更為出

名的，是他總結了唐代以前的臨

床經驗和醫學理論，編成兩部醫

學巨著：《千金要方》和《千金翼

方》。

孫思邈的傳世著作

 孫思邈一生著作 80 餘部，除

了《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

還有《老子注》、《莊子注》、《枕

中素書》1 卷、《會三教論》1
卷、《福祿論》3 卷、《攝生真錄》

1 卷、《龜經》1 卷等。

 《千 金 要 方》三 十 卷， 分

二百三十二門。他認為：「人命

至重，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

逾於此。」故以「千金」兩字命

名。全書合方、論五千三百首，

集方廣泛，內容豐富，是我國唐

代醫學發展中具有代表性的巨

著，對後世醫學，特別是方劑學

的發展，有著明顯的影響和貢

獻；並對日本、朝鮮醫學之發展

也有積極的作用。

《千金翼方》三十卷，書名

取「輗軏相濟」、「羽翼交飛」

之意，屬孫思邈晚年作品，係對

《千金要方》的全面補充。全書

分一百八十九門，合方、論、法

二千九百餘首，記載藥物八百多

種，尤以治療傷寒、中風、雜病

和瘡癰最見療效。

行醫理念與醫學貢獻

孫思邈把醫為仁術的精神

具體化。他在其所著的《大醫精

誠》一書中寫道：「凡大醫治病，

必當安神定志，無慾無求，先發

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救含靈之

苦，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

其貴賤貧富，長幼妍媸，怨親善

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

至親之想……」寥寥片語，已將

孫思邈的高尚醫德情操，展示在

人們面前。

他堅持辨證施治的方法，認

為人若善攝生，當可免於病。只

要「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針

劑」，「體形有可愈之疾，天地

有可消之災」。他重視醫德，

不分「貴賤貧富，長幼妍媸，

怨親善友，華夷愚智」，皆一視

同仁。聲言「人命至重，有貴千

金」。他極為重視婦幼保健，

著《婦人方》三卷，《少小嬰孺方》

二卷，置於《千金要方》之首。

（待續）

我們跟你一樣關心家人

讓你從此愛上看牙

兒童牙齒保健

牙冠及牙橋修復

拔牙及根管治療

牙齒美白美容

矯正及隱形牙套

醫學美容 Botox 除皺針

種牙及活動型假牙

保險直接結算服務
Dr. Jef f Chen
BSc,DMD

Dr. Verena Lam 
BSc,DMD

週一至週四 : 早 9 點 ~ 晚 7 點 | 週五 : 早 10 點 ~ 晚 5 點  週六 : 早 9 點 ~ 晚 5 點 | 週日 : 早 10 點 ~ 晚 5 點

(587)333-3208www.metrodentalcare.ca

多元服務
安心開心！

兒童工作坊

鬆弛按摩

現舉辦 
終身美白牙齒

活動
歡迎來電查詢

7 天營業
提供緊急會診

牙醫診所

鄰近豐山大統華

我們作為父母，

最明白你的需要，

你來看牙，

我們來看護孩子！
    免費托兒

    免費零食和遊戲

    全家可同時洗牙

藥王孫思邈

Sun Simiao, who is also called 
“King of Medicine” and “Heavenly 
Doctor Sun,” was a famous doctor 
in Chinese history. He was also a 
qigong practitioner who achieved 
the preservation of health. Sun 
was born during the Western Wei 
Dynasty. Legend has it that he 
lived for 141 years. Sun decided 
to learn medicine because when he 
was young, he often got sick. He 
was versed in the Chinese classics 
and history, as well as the thoughts 
of a hundred schools. He could 
"memorize thousands of sentences 
each day" at age seven. For his skill 
of memorizing a daily article of 
over one thousand words, he was 
praised as a "sacred child." At age 
20 he could expertly discuss the 
theories of Laozi and Zhuangzi, 
and was also good at the Buddhist 
classics. Sun refused to become a 
government official during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Emperor Tang 
Taizong even personally traveled up 
a mountain to greet him.

Sun Simiao made a name for 
himself for having summarized the 
clinical experiences and medical 
theories prior to the Tang Dynasty 
and  compi led  them in to  two 
renowned medical books, Qian 

Jin Yao Fang (Prescriptions Worth 
a Thousand Liang of Gold) and 
Qian Jin Yi Fang (Supplement to 
Prescriptions Worth a Thousand 
Liang of Gold).

 1. Sun Simiao's books passed 
onto future generations

 Sun Simiao authored over 80 
books in his lifetime. Besides 
Qian Jin Yao Fang and Qian Jin 
Yi Fang mentioned above, he also 
wrote Lao Zi Zhu (Notes to Laozi), 
Zhuangzi Zhu (Notes to Zhuangzi), 
one volume of Zhen Zhong Su Shu 
(Book on the Bed), one volume of 
Hui San Jiao Lun (On the Three 
Religions Buddhism, Taoism, 
Confucianism), three volumes 
of Fu Lu Lun (On Fortunes and 
Happiness), one volume of She 
Sheng Zhen Lun (Advice on Health 
Cultivation), one volume of Gui 
Jing (Canon of the Tortoise), and 
others.

Qian Jin Yao Fang consists of 
30 volumes and covers 232 medical 
subjects. Sun Simiao believed: "A 
human life is extremely precious; 
more valuable than one thousand 
liang [an ancient Chinese unit 
of weight] of gold. A life cured 
provides more virtue than one 

thousand liang of gold." Because 
of this belief, he titled his book 
with the two characters "Qian Jin," 
which means one thousand liang 
of gold. The entire book collected 
5,300 prescriptions, covering a 
wide range that is rich in content. 
It is a colossal work, representative 
of medical science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It had a great impact on 
and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 o  m e d i c a l  d e v e l o p m e n t s , 
especially prescriptions for later 
generations. The scholarly text 
also made contributions to medical 
advancements in Japan and Korea.

Qian Jin Yi Fang also consists 
of 30 volumes. Sun Simiao wrote 
it in the later stages of his life. It 
is a comprehensive supplement to 
Qian Jin Yao Fang. He divided the 
entire book of Qian Jin Yi Fang 
into 189 subjects, covering over 
2,900 prescriptions. It describes 
over 800 medicinal drugs and 
provides effective ways for treating 
especially febrile diseases, strokes, 
miscellaneous diseases, acne, and 
carbuncles.

2.  Sun Simiao's medical 
ethics and further contributions 
to medicine

Sun Simiao expressed his 
belief that medicine is an art of 
kindness. In his book Da Yi Jing 
Chen (Sincerity and Devotion of 
Great Doctors), he wrote, "When 
a great doctor treats a patient, he 
must focus, calm down, and be 
free of desires and pursuits. He 
first needs to have a compassionate 
heart to devote himself to freeing 
the patients from the suffering 
of illnesses. If patients come for 
treatment, whether they are of high 
or low social status, rich or poor, 
elderly or young, beautiful or ugly, 
enemies or relatives, the Han race 
or other ethnic groups, intelligent 
or unintelligent, the doctor should 
treat them the same as if they were 
all dear..." 

This short paragraph is a clear 
representation of Sun Simiao's 
noble character as a doctor.

He adopted a holistic approach 
to treating illnesses. He believed 
t ha t  by  sk i l l f u l  nu r s ing  and 
recuperating successfully, one could 
be free of illnesses. As long as "a 
good doctor treats the illnesses 
with prescriptions and acupuncture, 
the patient's illness will be curable 
and disasters on the earth will be 
avoidable." He stressed medical 
ethics and treated all patients the 
same. As already stated above, he 
declared, "a human life is precious, 

and  more  va luab le  t han  one 
thousand liang of gold."

S u n  S i m i a o  a l s o  p a i d 
great attention to gynecology 
and  ped ia t r i c s .  He  au tho red 
three volumes of Fu Ren Fang 
(Gynecology) and two volumes 
o f  Shao  Xiao  Ying  Ru  Fang 
(Pediatrics), which were placed as 
the starting volumes of Qian Jin 
Yao Fang.

Qian Jin Yao Fang is  the 
earliest medical encyclopedia in 
China. It covers a broad range of 
categories – from basic medical 
theor ies  to  d i fferent  c l in ica l 
subjects, and from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 to prescription 
formulas and drugs. The book 
covers materials from the classics 
in one segment, while another 
category includes the empirical 
formulas and prescriptions that were 
circulated among the populace. 
This book included the merits of 
different schools and was suitable 
for people of different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It is popular even 
today. Much of the book's content 
still plays a guiding role, making it 
of great academic value. It is indeed 
a monumental asset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文：白雲飛

King of Medicine – Sun Simiao (Pa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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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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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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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周病涉及人群廣泛，它是

一种破坏性疾病，由積聚在牙齦

邊緣的牙菌膜所分泌的毒素令牙

周組織發炎所致。在早期一般並

無任何症狀，可能會出現牙齦紅

腫及口臭。但到了病情嚴重時，

會出現牙齒鬆動、牙縫增闊、

牙齦萎縮，到最後更可能整顆

牙齒鬆脫。因此，有必要了解

牙周病，以預防牙周病和更好

地保護牙齒。卡城西北 Horizon 
Dental 診所為客戶提供全面牙

科服務，也包括檢查和治療牙周

病。對牙周病的諸多誤區疑問，

Horizon Dental 診所資深牙醫

陳守誠醫生來為我們解答。

牙周病會自己好起來嗎？

牙周組織就像房子的地基，

一旦被破壞流失，少了一分就是

一分，永遠都補不回來了。很多

人因為怕麻煩或怕痛而不看牙

醫，自己在家裡努力刷牙、用漱

口水、甚至採用偏方、中醫療法

等，但其實這些方法不僅無效，

還會錯過最佳治療時機。

牙周病的成因是由於細菌在

牙齒表面、牙齦與牙肉之間形成

了一層細菌膜，這層細菌膜非常

難以去除，每天刷牙也功效有

限，就如人體動脈出現栓塞時，

如果不進行搭橋手術，是很難憑

自身改善病情的。

牙周病不嚴重 
不用看牙醫？

牙周病是一種慢性疾病，初

期病徵不明顯，甚至沒有感覺，

但牙床可能已經在萎縮。陳醫生

告訴我們，對於前來洗牙或應診

的患者，他都會對其進行牙周評

估，方式上是以一支非常細小的

標尺量度牙齦至牙床的距離，並

記錄下來，以及時發現。不過，

由於從小接受牙齒保

健知識不足，許多亞

洲人或因保險不覆

蓋、或嫌麻煩、或覺

得沒必要原因等錯過

了最佳治療時機。然

而隨著情況惡化，患

者就可能要面對更加

進取的治療方法，帶

來的痛苦也會越大，

費用也更加高昂。

牙周病治療是一場

長期抗戰，需要患者積極配合

牙醫的治療，治療期間需要多

番回診、每次治療也會令人感

到不適，但這場抗戰七分在患

者，三分在醫師，患者的堅持

才是最重要的。治療手法包括

洗牙、牙根整平、牙齦沖洗、

牙菌斑抑菌凝膠、咬合調整、

牙周雷射等，目前健保也覆蓋

其中不少範疇。陳醫生說，在

初期到中期的患者，如果積極

配合治療，有一半的患者可在

1-2 年穩住病情，4 年左右就能

進行植牙。

手術很可怕，不如拔牙吧？

當牙齒開始位移、牙齦發黃

發黑、牙齦藏食、出現持續性的

口臭時，患者就已經進入到牙周

病中期或末期，這時牙醫可能會

推薦前往專科接受牙肉手術，以

制止情況惡化。許多人一聽說牙

肉手術的程序和價錢，就嚇得不

敢做，甚至覺得拔牙裝上假牙就

能解決問題。其實拔牙的痛苦遠

超治療和手術，而且即使拔了

牙，細菌仍持續腐蝕牙床骨骼，

不但無法植牙，還可能引發身體

其他病變。華人有句話叫「民以

食為天」，其實不少拔了牙的人

都後悔不已，因為假牙的質感與

真牙天差地別！預防勝於治療，

及早發現、及早治療，是治理牙

周病的金科玉律，趕快與你的牙

醫聯繫，了解更多資訊吧！

誤區牙周病      多 你知道嗎？（下）

世界上最著名的金字塔，就

是開羅郊區吉薩的三座金字塔。

大金字塔是第四王朝第二個國王

胡夫的陵墓，建於西元前 2690
年左右。第二座金字塔是胡夫的

兒子哈佛拉國王的陵墓，建於西

元前 2650 年，塔前建有廟宇等

附屬建築和著名的獅身人面像。

第三座金字塔屬胡夫的孫子門卡

烏拉國王，建於西元前 2600 年

左右。故事就發生在這第三金字

塔中。

傳說在第四王朝門卡烏拉國

王時期，有一天天氣晴好，陽光

撒落在王宮的庭院中。年輕國王

門卡烏拉在王宮的庭院裡與法官

們暢談，突然一隻鷹飛過來，從

國王的頭頂上飛過，鷹爪抓著的

童話故事一直被認為是

作者基於豐富的想像創

作出來的，其實並非如

此。很多童話故事的靈

感來源於流傳很久的民

間傳說。格林童話中的

《灰姑娘》，就是以古

老傳說為基礎創作的。

「灰姑娘」（Cinderella）是

格林童話中的一個人物，講述一

個心地善良的女孩，遭遇惡毒繼

母及異姓姐姐們的欺凌，最終得

遇神仙幫助，與王子成就一段美

滿姻緣的故事。這個故事，因滿

足了人們對善惡有報的美好期

待，而在全世界廣為流傳。

善良女孩變成王妃

平凡而善良的女孩辛德瑞

拉，由於親生母親去世，遭到了

心地不良的繼母及其帶來的女兒

們的百般欺負。繼母和姐姐們吃

喝玩樂，而辛德瑞拉卻要整天不

停的勞動，渾身沾滿灰塵。仙女

決定幫助這個善良的女孩，借助

魔法之力，辛德瑞拉變身為高貴

的女子，穿著最漂亮的衣服和水

晶鞋去王宮參加王子的舞會。

王子對高貴美麗的辛德瑞拉

一見鍾情，但因魔法的時限，辛

德瑞拉在變身前慌忙逃走時，失

落了一隻水晶鞋。王子就憑這只

水晶鞋，尋找自己心儀的女孩。

最終，王子沒有嫌棄辛德瑞拉滿

身的灰塵，讓她成為了王妃。

到了現代，「灰姑娘」一詞

已經成為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詞

語，意指身分卑微、默默無聞的

小人物，或是「未得到應有注意

的人或事」。有電視臺還專門

開闢相關的節目，專門報導那些

社會上的一般公司職員或所謂

「小人物」，名稱就是「灰姑娘」

（Cinderella）。
有學者考證，《灰姑娘》的

故事，其實是以一個從遠古時期

就開始流傳在歐洲大地的民間傳

說為基礎創作。它的故事原型可

以追溯到遙遠的古埃及時期，與

吉薩第三金字塔的來歷有關。

老鷹帶來女孩的毛皮拖鞋

◎ 文 ：青蓮 圖 ： 公有領域 東西掉下來，落在了國王的腳邊。

門卡烏拉國王驚奇地將腳旁

之物撿了起來，原來是一隻小巧

的女子毛皮拖鞋，裡面塞滿了沙

子。在當時，拖鞋是生命的象

徵，國王認為從天而降的拖鞋是

一種吉兆，他馬上吩咐他的臣民

去尋找拖鞋的主人。

此時遠在 800 公里以外的

尼羅河畔，有一位名叫洛多庇斯

的年輕姑娘正在懊惱不已。因為

當她在河水裡愉快地洗浴時，放

在岸邊的毛皮拖鞋，被俯衝下來

的鷹當作獵物抓走一隻。鷹很快

飛得無影無蹤，洛多庇斯只能赤

著腳回家。

毛皮拖鞋變成水晶鞋

王宮的使者們四處尋找拖鞋

的主人，幾天以後，他們來到了

洛多庇斯的村子。拖鞋與洛多庇

斯的腳尺寸一般大小，使者們將

她帶進王宮去見國王。年輕的門

卡烏拉國王對這個女孩一見鍾

情，兩人順利成婚。平凡的洛多

庇斯成為了王妃，並得到了國王

的一生鍾愛。

多年以後，洛多庇斯王妃去

世，國王哀痛不已。為了紀念王

妃，他下令建造了兩人共同長眠

的金字塔，就是吉薩第三金字塔。

考證者認為，這個傳說中的

毛皮拖鞋後來演變成水晶鞋，應

該是翻譯者的筆誤。在法語中毛

皮是「vaire」，但翻譯這個故事

的時候，譯者錯用了「verre」這

個詞。「verre」是玻璃的意思。

所以後世以訛傳訛，到格林以此

為基礎創作童話故事《灰姑娘》

的時候，玻璃鞋就成了作者筆下

美麗的水晶鞋了。

中國有一個成語「推己及

人」，即站在他人的角度，設身

處地為別人著想，去瞭解別人、

體諒別人。

晏嬰（公元前 578 年～公

元前 500 年），春秋時期齊國大

夫，他輔佐過三位國君，素來忠

貞敢言。有一年冬天，齊國境內

連降大雪，齊景公披了一件白色

的狐皮裘衣，坐在廳堂的窗前欣

賞雪景。這時，齊國大夫晏嬰

晉見，齊景公高興地對晏嬰說：

「真是奇怪！一連下了三天大

雪，可是天氣一點都不冷。」

晏子問道：「天氣真的不冷

嗎？」齊景公邊笑邊看著晏子，

似乎晏子的問話有些多餘。晏子

看到齊景公不明白他的意思，於

是直接了當地說：「大王，我聽

說古代的聖主賢君，在自己吃飽

的時候，會想到也許此時有人正

在挨餓；當自己穿暖的時候，會

想到此時有人正在挨凍；當自己

享受安逸的生活時，會想到此時

有人正在遭罪受苦。可是，君上

您為甚麼不知道這一點呢？」

齊景公這時才明白，晏子問

他「天氣真的不冷嗎」這句話的

言外之意。更為可貴的是，齊景

公並沒有因為自己的無知而惱羞

成怒，而是從善如流，立即踐行

善意的提醒。下令拿出皮衣，派

發糧米，賑濟飢寒困苦的百姓。

後來，人們就把這個故事引

申為一句成語「推己及人」。

在《鬼谷子．反應篇》講到，「故

知之始己，自知而後知人也」，

要想瞭解別人，就應該先瞭解自

己。當一個人瞭解自己時，才能

體諒別人、理解別人，很好地調

節人際關係。

灰姑娘童話源自古埃及的傳說

灰姑娘辛德瑞拉

晏子的愛人之道
◎ 文 ：杜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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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dleRundle Dental Dental
        牙醫診所        牙醫診所
牙醫世家 

你一家人的牙齒護理美容專家你一家人的牙齒護理美容專家

兒童牙齒保健

拔牙及根管治療

牙冠牙橋修復

牙齒矯正及 
隱形牙套

牙齒美白美容

種牙及活動型假牙

注射 Botox 除皺針

保險直接結算服務

6 種語言服務 給你如家感覺6 種語言服務 給你如家感覺
英文、廣東話、普通話、菲律賓話、 
泰文、阿拉伯語

提供緊急會診提供緊急會診
我們明白你的焦慮 放心交給我們我們明白你的焦慮 放心交給我們
* 不同時間可能有不同醫生當值* 不同時間可能有不同醫生當值

免費牙齒矯正諮詢免費牙齒矯正諮詢
歡迎來電諮詢詳情歡迎來電諮詢詳情

新診所 3 月中旬開張Chinook Village Dental 

77 天應診天應診
週一至週五 9am - 8pm週一至週五 9am - 8pm
週六、週日 9am - 6pm週六、週日 9am - 6pm

3B-3755 Rundlehorn Dr Ne, Calgary, AB T1Y 2K1
(587) 329-8483

www.RundleDental.com/ch

Google ReviewGoogle Review
全 5 星評價！全 5 星評價！ (238 條評論 )(238 條評論 )

許明娟醫生許明娟醫生
超過 20 年經驗資深牙醫
國際牙科矯正協會成員

陳忠豪醫生陳忠豪醫生
8 年經驗 獲獎牙醫
美國牙科榮譽畢業

技術保證 用料上乘 
真誠服務 暖心之選

幸運兒

謝石是四川成都人氏，生

活在兩宋之交。

一生以測字為業，留下了

許多神奇的故事和傳說。

宋徽宗曾經寫「問」字，

令一小吏拿去向測字先生謝石

求測，該字筆勢兩豎分開。

謝石將預測結果封於密封

內，讓小吏回去後再拆開。

小吏回去後，皇上開啟，

看上面寫著：「左看是君，右

看是君，聖人萬歲！」

後來，有個道士聽說了這

件事，也寫一個「問」字去求

測。謝石說：「門雖大，只有

一口！」道士愕然，因為他那

道觀，就只他一個道士。

但他仍不服氣，於是又寫

一個「器」字，讓其他人去問

謝石，謝石說：「人口雖多，

都是不入流的戶外之人啊！」

道士這才大為嘆服。

（事據《夷堅志補》卷十九）

明朝有位應考的書生寫了

「串」字測吉凶，測字先生說：

「你不但能考中鄉試，也能考

中進士，以寓二個『中』的串

字。」

一旁的書生聽到後，也寫

了串字給先生測，先生卻說：

「你不但不會中鄉試，還會大

病一場。」 那書生問：「為何

同一個字測得的結果不同？」

先生說：「他寫串字是無心的；

你寫串字是有意的，串字加上

心，就是『患』字。」後來，

果然如先生所料。

（事據《志怪錄》）

謝石測「問」字

拆「串」字

◎網文

◎文：明思

也出現彗星，齊景公問晏子原

因，晏子說：『主公你挖掘池沼

唯恐不深，建築臺榭唯恐不高，

實施刑罰唯恐不重，所以天見彗

星，這是在警戒主公啊！』

齊景公畏懼而重修德政，結

果十六天後彗星就沒有了。陛下

如果不修德政，就算屢見麒麟、

鳳凰，終是無益處，只要朝政清

明，百姓安樂，即使有災變，在

盛德之下也不會造成災害。希望

陛下不要因為功高古人而驕矜，

因太平已久而縱逸，如果能始終

如一，彗星出現也沒有甚麼好擔

憂的。」

太宗說：「我治理國家，沒

有犯過齊景公的過失。但朕十八

歲便治理國家，北滅劉武周，西

平薛舉，東擒竇建德、王世充；

二十四歲時平定天下，二十九歲

位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內昇

平，頗有點自負之意，這是我的

錯誤啊！上天出現異變，正是因

為這個緣故嗎？」

魏徵說：「臣聽說自古帝王

都遇到過災變，但如果能修德

政，災變就會自己消失。陛下因

為天有異變，隨即能夠戒懼，

反覆思量，深刻自責反省，雖

然有異變，也必定不會成為災 
禍。」

視聽不明 陰陽錯亂
又貞觀十一年時，天降大

雨，山洪暴發，大水沖過洛陽城

門，進入洛陽宮，水深平地五

尺，毀壞宮寺十九處，沖毀民房

七百餘。

太宗對侍臣說：「朕缺乏德

行，皇天降災。原因是視聽不

明，刑罰失度，致使陰陽錯亂，

雨水反常。矜物罪己，載懷憂

惕。朕有何臉面，獨自享受美

味？可命令尚食（負責帝王膳

食的官吏）斷絕肉料，只上粗

食。文武百官都上密奏，趕快告

訴朕的過失。」

清朝的康熙大帝在位時，有

一年，北京發生地震。康熙對大

臣說：朕自己缺失德行，政事方

面有缺失，以至於上天地震示

警。我惶恐不安，急切尋找導致

災害的原因。是不是治民之官苛

虐榨取百姓的錢財，用來獻媚

呢？大臣有沒有結黨營私，任用

私人呢？

是不是領兵之官焚燒搶掠沒

有禁止呢？是不是免除租稅和徭

役沒有落到實處呢？問刑官處理

訴訟有沒有冤枉百姓呢？是不是

王公大臣不能管制屬下而導致他

們欺凌百姓呢？這類事只要有一

樣，都足以導致災禍發生。重

視朝廷根本法令而在小事上廉

潔，政治清平而沒有冤案，希

望能夠感通蒼天，止息消除災

禍。因此，朕昭告公布自己內心

所想，願與中外大、小臣工共 
勉之。

「天人合一」是中華傳統文

化中的一個重要特徵。人們認為

天高高在上，他左右著人世間歷

史的興衰和人間的禍福。君王受

命於天，如果君王不能順天意而

行，有錯誤和過失，那麼上天就

會以怪異天象和異常天災，給予

警示和譴責。自古以來的明君都

非常重視天意，視天時而布政

令，察災祥而省得失；人們都說

以史為鑑，現在讓我們看一看史

書中記載的事例。

山東久雨 恐有冤獄
唐太宗貞觀八年，山東及

江、淮經常發大水。唐太宗問侍

臣原因，秘書監虞世南說：「山

東久雨，江淮大水，恐怕是有冤

獄，建議審查獄中囚犯，或許符

合天意。妖不勝德，唯有修德才

能消除災變。」太宗深以為然，

立即派遣使者賑濟災民，明辦冤

獄，從寬處理。

驕矜縱逸 天見彗星
同年，有彗星出現在南方，

長六丈，經百餘天才消失。

唐太宗對侍臣說：「天見彗

星，是因為朕德行有虧，施政不

明，這是甚麼凶兆呢？」

虞世南說：「以前齊景公時

文︱清言

漢儒學大師董仲舒

言：「國家因失道而將

要敗亡之前，上天會先

以天災來譴告，若不知

反省，又以怪異來警懼

之，再不知改變，真正

的敗亡就將會到來。」

上天示警　修德免災
唐
太
宗

董
仲
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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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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

冠冕衣裳，至黃帝而始備；桑麻蠶

織，自元妃而始興。

【字詞義解釋】

（1）冠冕：帽子。冕，古代卿大夫

以上官員所戴的禮帽。（2）元妃：指黃

帝的妻子嫘祖。

【譯文參考】

一直到黃帝時，各種冠服衣著的等級

制度才趨於完備；黃帝的妻子元妃嫘祖發

明了採桑養蠶治絲的方法，並教導民眾如

何織布製衣。

【讀書筆談】

中華民族歷史，被稱為五千年文明

史，中華民族又叫做華夏民族，只因先

祖黃帝，是這五千年人類文明的開創

者，這五千文明，最突出的外在特徵就

是華夏二字。華就來自漢服的華美，夏

就是禮儀之大。正所謂「漢民族有其章

服之美，而稱為華，有其禮儀之大而稱

為夏，固而稱漢民族為華夏民族。」而黃

帝就是創製漢服並規範其禮儀制度的先

祖。漢服之華美，來自黃帝正妃嫘祖發

明的絲綢。

也就是說，黃帝承天命代替炎帝成為

天下之主，就意味著他要系統完成華夏為

外在特徵的文明歷史的根基。因此漢服的

系統創建必然是神傳文化的特點，註定與

華美的絲綢相配，同時誕生。而這件事也

就自然交給了他的正妃嫘祖來完成，於是

絲綢被嫘祖發明並傳授給百姓。黃帝既然

以道德治國，也意味著服飾不再僅僅具備

禦寒美觀和遮羞的功用，天人合一、人倫

道德的文化內涵也必將蘊涵其中，表現為

服飾禮儀，有統一規制，明身分，定位

置，和天道，比如上衣下裳的規制，上衣

象徵天，在上，下裳象徵地，長至腳踝幾

乎貼近地面，也就是從那時開始，中國人

將衣服稱作了衣裳，衣裳便是傳統漢服的

基本樣式。以此教化百姓，治理天下，使

得中華民族從此變得舉止有度，彬彬有

禮，氣度非凡。

自此，中華漢服，以五行的顏色作為

正色，從顏色到樣式，根據不同的身分和

場合，有嚴格的規制。

從黃帝開始，直到堯舜，就是孔子最

為敬仰的具有五行之德，以德教化天下的

五帝。黃帝具有五行中的土德，屬於黃

色，所以稱為黃帝。孔子的仁孝信義之

說，就來自五帝治國的道德實踐。因此，

外在的服飾與禮儀，是與德相配的外化形

像。因文字在黃帝時期的開創，使得五千

文明外表華美有度、彬彬有禮，而其核心

是道德仁孝的歷史被完整保存了下來，這

也絕非偶然。

值得一提的是，帝王的行為是道德

教化的表率，娶妻娶賢，這也是黃帝留

下的傳統，他的正妃教人養蠶製衣，品

德高尚，他的次妃嫫母長相醜陋，但德

行高尚，配合正妃一起輔佐黃帝，深受

黃帝敬重。黃帝說：「重美貌不重德者，

非真美也，重德輕色者，才是真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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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瓶子的父母親都在大學執教，家庭

功能良好；她的學習能力相當優異，國

中時就通過全民英檢的中級考試了。分

坐後，孩子要我叫她的暱稱「小瓶子」就

好，瓶子媽媽瞧著孩子略胖的身材朝我點

點頭會心一笑，並優雅地取出筆記本來，

她準備摘要記錄下我的意見。

「這五分鐘裡，您聽見不同空間的聲

音嗎？」沒有特別暖身，我直接請教小瓶

子，我預備解構母女倆從醫生處或自己查

找網絡信息，關於聽幻覺，這段時間來被

強化了的精神分裂病知識。

「沒有，沒聽見！」小瓶子接著沮喪

地說，醫生要她有心理準備和聽幻覺和平

共處一輩子，小瓶子知道醫生的話意味著

精神分裂病預後並不理想，而和平相處將

是絕無可能的。孩子失望地述說著，小瓶

子媽媽的臉色也隨之凝重起來。

「分計一下，整天裡，您聽到那多餘

的、干擾的聲音時間多或者是沒聽到的

時間多？」我尚未回應她的答案，接著又

詢問。小瓶子不假思索地回道：「沒聽到

的時間多！」「所以，小瓶子您本來就有

能力可以抵制、抗衡那多餘的、干擾的

聲音！」我試著鼓舞小瓶子的信心，而同

時重複地提示多餘與干擾的字眼，小瓶

子媽媽即刻瞭解了我的意思，她溫柔地

看著孩子恍然大悟道：「小瓶子的確把多

餘和干擾的聲音當作是一種能力，特殊

的能力！」

「媽媽的意思是？」小瓶子媽媽敏銳

的覺察功夫令我驚奇。她告訴我小瓶子常

會猜著她當下的心思，腦子裡想的事情常

常會被說中；小瓶子因而會炫耀此項能

力，剛開始，可以聽見一群同學說她胖、

言行怪異等談話內容時，也沾沾自喜地認

為自己擁有某些能力。後來，不知不覺地

「聽幻覺」的次數增多了，困擾也擴大了。

我稍稍整理一下思路和所談的內容

時，見小瓶子媽媽以重重的筆跡寫下我的

幾點提議，這表示她深切同意我的觀點：

「將它視為功能追求，那些聲音就會緊緊

的糾纏您；那不是功能，是干擾！要不留

情面的拒絕它！」「小瓶子您可以繼續接

受醫療處理，但是要與聽幻覺共處一輩子

的說法不正確，反過來必須大力度的清除

它。」我闡述了和醫生不同的認識點，小

瓶子母女倆聽的頻頻點頭，看得出來，兩

人對我的論述深感在理。我又道，不同空

間確實有它存在的形式，而幻覺是診斷為

精神分裂的重要診則之一，前面我說過要

解構的正是診療室的診斷。小瓶子她的確

聽見了不同空間聲音的說法，乍聽之下雖

然有些玄，但一點也不妄。這時適巧有兩

位同事經過辦公室走廊，我揚聲邀請了她

們進來。

我有多位同事、朋友有類似卻不相

同的經驗，他們不只曾聽見不同空間的

聲音，也曾經看過另個高層空間的景物；

但是，感受卻是祥和愉悅的，更無造成

任何的困擾。待坐定，我請兩人簡單地

聊聊這方面的經歷。一位提到她打坐時

所見另一空間的殊勝景象，但自己從不

起執著心，也少向別人提過這些體驗。

另一位則談了某天黃昏，她還在學校上

班，清楚地聽見有個聲音兩度提醒她回

家一趟；另外，家裡廚房瓦斯爐上的鍋

子也在眼前的另個空間場以沸騰的影像

出現，她相信其有的快速回到家，並及

時關閉了已經煮了一下午湯的爐具開

關，結果避開了一場火災的故事。兩人

雖然沒說明那聲音及影像是怎麼來的，

但媽媽與小瓶子已大大的鬆了口氣，原

來，她聽到的聲音應是真實存在的。

小瓶子與媽媽鄭重的表示要掙脫

精神分裂症的診斷。「但是，該怎麼辦

呢？」媽媽殷切期盼地問。我婉轉地指

出，糾纏小瓶子的那些聲音都是負面、

批評的信息，它透露出小瓶子在現實的

人際關係適應上遇到了困難，而保持身

心平衡的防衛機轉於此際不自覺地選擇

了「代罪羔羊」式的退回反應，這中間還

滲透進了帶有撫慰性質、放大自己的「超

能力」。但這超能力僅是滿足了人際間

矛盾時預知或感知的需求，事實上，它

對於人際能力的提升不僅僅是無效的，

還起了破壞性作用。

我發現自己於理論上似乎說的太超過

了，母女倆已然聽得一頭霧水。於是，我

具體地說，第一階段不要對干擾的聲音做

任何回應，包括：轉頭、瞪眼、停頓或是

回嗆都免了。另也約略介紹了下回協談時

準備執行的認知治療與恢復人際自信、自

尊的社會技巧訓練課程。

送走了小瓶子和她媽媽，我為自己沏

了一壺珠露，思索著個人從事輔導工作近

三十年了，真的，從來沒有像此刻如此真

實地理解了諮商的限制，不，正確的說是

人的侷限！

◎文：吳雁門

校 園 風 情 瓶子的第三隻耳朵瓶子的第三隻耳朵
高一開始，小瓶子在平時腦

筋清明的時候，也經常會聽

到有人批評她的對話，醫生

診斷為「聽幻覺」，因為演變

成了人際與學習適應上的困

難，她被學校要求停學在家

休養一段時間。帶著精神分

裂的病名，母女倆絕望地來

到我的辦公室。

(Adobe Stock)

《幼學瓊林》筆談：

黃帝規制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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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2月26日第94期 D版卡爾加里版

曼麗夫人您好：

我今年 35 歲，算是朋友口

中的黃金單身漢吧，收入高、職

等高，長相也比一般人優，對女

生很體貼，所以交往過很多對

象，也常常有女生投懷送抱。最

近我認識一個女生，25 歲，非

常漂亮，我們是在交友網站認識

的，當天她有電腦上的問題，我

說要幫她，她便答應讓我去她

家。見面後她確實非常美麗，我

們也聊得很盡興。第二天她還是

答應讓我去她家，那天我親她

了，她也沒有拒絕，之後我們發

生了關係。

但我覺得不可思議，對她也

產生疑問？我覺得她怎麼會這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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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為甚麼沒有拒絕我？
●文：曼麗夫人 
●圖：Adobe Stock

Jerry 你好：

Jerry 過去的交友經驗中可能

很少遇到如此快速發展的戀情，

所以心中才會產生疑惑。——對！

不要懷疑你的判斷力，此刻的你

確實需要「停，看，聽」。

表面上看來，你所擁有的條

件是優越的，是許多女孩心中的白

馬王子，但對你來說，更重要的是

要找到伴你一生的真命天女。從你

的敘述中可以明顯看出這個女生確

實不很單純，因為就算非常喜歡一

個人，這樣的速度和輕率的行為也

確實有違常理，對你如此，對別人

難保不是同樣的表現。

愛情快餐的風險非常大，

現在正是考驗你的智慧，也是自

省的時刻。人與人的認識交往需

要相當的誠意和時間、事件的磨

合，只有相處時間長一點，彼此

才會真正了解。婚姻不是兒戲，

不可隨便示愛，也不要因為年紀

大就急著找對象結婚，否則就可

能被一些美麗浮華的表相所蒙

蔽。要知道配偶是跟你走一輩子

的人，與其由於草率結合而在婚

後痛苦的離異，不如在婚前睜大

只有自己先端正了婚姻觀、擇

偶觀，才能以心換心，結交到

可以相濡以沫、白頭偕老的好

伴侶，一顆良善誠摯的心才

能召感來同樣頻率的好女孩。

眼睛，停下腳步認真的正視問

題，多聽聽她朋友的看法，也多

參考你的朋友和父母的意見。

你懷疑對方是否真心，而

她可能就是迎合你玩玩的心態。

親密關係的發生多數還是男人主

動，所以在你示愛之後，對方會

認為你很隨便，並非真心交友，

現代開放的女生也同樣的玩弄男

性。如果不幸中了圈套，你將會

為此付出代價。

所謂「娶妻要娶德」，賢淑勤

快的品德比起美麗的外表更能長

久，Jerry 的年紀已不適合在感情

世界中做個盲目的狩獵者，珍惜

自己的羽毛，重視自己的感情付

出。常言道，「己不正何以正人？」

只有自己先端正了婚姻觀、擇偶

觀，才能以心換心，結交到可以

相濡以沫、白頭偕老的好伴侶，

一顆良善誠摯的心才能召感來同

樣頻率的好女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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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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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就讓男生……而且我發現她

手機都不留簡訊，好像每天都會

整理刪除，薪水不高，但出手都

很大方。我見過她爸媽，小康家

庭一切都很正常，我問過她怎麼

會這麼快就和我在一起，她說因

為她很喜歡我。

可是我心裡還是覺得很不踏

實，總覺得她有沒有對我說出口

的話。我在想我不知道要不要請

人調查她，因為我真的還無法完

全信任她，我怕我即使和她在一

起或者結婚，我依然對她充滿懷

疑，可否給我一些建議？

J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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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東興海鮮
(Yum Yum Seafood)

正宗越南米粉、燒烤和捲餅

MASTER DESSERT  甜點 $3.50$3.50
GREEN MILK TEA  鮮奶綠茶 $1.95$1.95

出示此優惠券可獲

不含 飲料 / 雞翅

每週七天營業

11am - 9pm

沙爹河粉
SATE NOODLE SOUP

$6.95$6.95

$12.00/$12.00/磅磅

蝦仁
海鮮湯

FISH CAKE  魚排

SEAFOOD SOUP 
WITH SHRIMP 

【看中國訊】近期一則「賈躍亭妻子甘

薇提出離婚訴訟並要求索賠近 40 億元」

的新聞登上微博熱搜。而賈躍亭債務處理

小組已回應此事，稱案件仍在處理中，具

體離婚細節尚存異議。

賈躍亭曾是樂視控股集團創始人，曾

以個人財富 113 億元人民幣位列中國富

豪排行榜第 78 名。 2016 年 11 月，「樂

視」陷入資金鏈危機，債臺高筑。賈幾年

來滯留美國，未處理他在大陸留下的大量

債務，因此被大陸官方列入「全國失信執

行人名單」。

破產代理公司 Epiq 網站 2 月 12 日

報導賈躍亭破產文件顯示，已申請離婚的

甘薇向賈躍亭提出了約 5.71 億美元（折

合人民幣 39.89 億元）的索償。值得注

意的是，聲明中稱，相關協議生效後，債

權人應在任何司法管轄權下，放棄對甘薇

的債務的追索，撤回對甘薇的任何訴訟或

仲裁，並且向中國法院通過已經和甘薇

達成和解，把甘薇從被執行名單中移除出

來。而在 2018 年，甘薇就曾因未支付欠

款，被法院列為失信人。所以，不少網

友質疑賈甘二人在上演一出「假離婚」鬧

劇，應對之前廣泛流傳的「賈躍亭技術性

離婚」的說法。

【看中國訊】韓劇《愛的迫降》16 日

晚上播出大結局，�述北韓男子為愛投

奔自由，劇情精彩，創下最高收視記

錄。在臺灣 30 年前竟然也有真人版的

《愛的迫降》，就是北韓知名柔道選手李

昌壽與臺灣柔道選手陳鈴真的戀愛故事。

《愛的迫降》故事講述有一天因為狂

風而發生滑翔傘事故，南韓財閥繼承人

尹世莉（孫藝真飾）被迫在北朝鮮降

落，機緣巧合下與軍官李正赫（玄彬

飾）相遇而發展出一段不尋常的愛情故

事。

男女主角之間的相處，因為「南北

韓」文化差異鬧出了不少笑話，而暖男

李正赫用默默的愛與關懷，溶化了心中

充滿怨恨的尹世莉，劇情感人浪漫。在

第 16 集結局中，先是李正赫現身在 38
度停戰線，沒想到迎接他們的是驚險場

面的離別，糾人心結，後來峰迴路轉，

又在瑞士重逢，賺盡粉絲眼淚，編劇

送上完美結局讓劇迷如願以償，而單曲

〈Flower〉推出後更是廣獲好評！

日 前， 南 韓「油 管 網 紅」

（YouTuber）「BBangjin」李包進在影

片中分享了他父母的愛情故事，被喻為

《愛的迫降》真人版。李包進的父親，

北韓前柔道選手李昌壽，18 歲代表北

韓在 25 次國際比賽中獲得 17 個國際

獎牌。 1989 年李昌壽代表北韓，參加

世界柔道比賽時，認識臺灣柔道選手的

陳鈴真，一見鍾情，二人約好要在隔年

的北京亞運會見面，在離別前，李昌壽

還偷偷的親了陳鈴真的臉頰。兩人在北

京亞錦標賽再度見面，李昌壽拿下銀牌

回國。但回國後卻慘遭陷害，被抓去勞

改，挖煤礦，李昌壽深感被國家背叛，

非常憤怒，加上思念情人決心脫北。在

1991 年他搭上巴塞隆拿回北韓的火車

上跳車，直奔到韓國大使館尋求庇護，

同年 8 月 4 日成功投奔南韓。

李昌壽脫北後便公開尋找女友，透

過報紙陳鈴真知道了來龍去脈，聯絡上

後見了 4 次面，兩人決定廝守終生，在

韓國結婚了，兩人《愛的迫降》亦是充

滿艱辛感人過程，才得以圓滿結局。婚

後育有 3 男，韓臺混血兒的李包進正是

大兒子，是 2019 年世界美男大會的冠

軍，也是一位知名 YouTuber。

【看中國訊】橫店片場 2
月 13 日宣布復工，引發趙麗

穎和楊冪的粉絲齊抗議。據報

導，橫店影視城近日通過公眾

號公布《復工指導意見》，宣

布從 2 月 13 日起分階段進行

影視企業復工。由趙麗穎、王

一博主演的《有翡》，楊冪、

白宇主演的《謝謝你醫生》及秦

嵐、吳謹言的《傳家》已陸續申

請復工。因為停工期間，製作

公司每天仍要向工作人員發薪

資，如果繼續停工對劇組損失

太大。雖然主創人員對復工頗

有微詞，在疫情還無緩解的情

形下，6,000 多人一起開工，

風險極大。同時，演員的粉絲

們對對復工令也表示反對。特

別是趙麗穎和楊冪的粉絲，紛

紛在網上發文抗議劇組妄顧演

員的生命。因為北京、廣東、

重慶多個省市的工人就是因為

復工感染了武漢肺炎疫。

根據官方文件，劇組復

工後一旦出現新冠病毒確診病

例，官方將追究製作公司的責

任；在疫情期間，影視製片從

業人員、演員有權拒絕拍攝工

作。《蘋果日報》報導，身在

橫店復工的王姓製作人表示，

除非真的發現劇組有確診病

例，否則不會停止拍攝，還未

聽到主創人員不肯复工，因為

演員也明白製作公司的難處。

賈躍亭離婚案藏玄機？

日前傳出賈躍亭和甘薇已提出申請離婚（網圖）

粉絲齊抗議

真人版為愛跳車脫北《愛的迫降》完美
結局 

左圖韓劇《愛的迫降》播出大結局，講述北韓男子為愛投奔自由，劇情精彩，創下最高收視記

錄。右圖《愛的迫降》真人版，李陳二人在世界柔道比賽相遇，締結相似的奇妙姻緣。（網圖）

趙麗穎楊冪橫店復工 被甘薇索賠 被甘薇索賠 
40億元4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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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日～ 2 月 24 日（週二～下週一）特價商品

2020 年 2 月 18 日～ 2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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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n Ground Beef Ground Chicken Breast Beef Ox Tail Lamb Mix Bone-in

Bone in Shank Beef Chicken Wings
雞翅

Beef Shawarma Cow Feet (Frozen)

3838..0000
40 40 lblb

Lemons
檸檬檸檬

Broccoli Crowns
無莖西蘭花無莖西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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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b Eye SteakBeef Rib Eye Steak
肋眼肉排

Beef Tenderlion
牛柳

Chicken Breast 
無骨去皮雞胸肉無骨去皮雞胸肉

雞胸絞肉 牛尾

牛蹄牛肉沙威瑪帶骨牛腱

3.99
/ 9/ 9pcspcs1.49

/ lb
2727..0000

25 lb25 lb

7.99
/ lb

LE Cucumber
長英青瓜長英青瓜

Russet Potatoes
土豆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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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rge Pomergrantes
大石榴大石榴

2727..0000
25 lb25 lb

2525..0000
25 lb25 lb

2828..0000
40 count40 count

Green Bell PeppersGreen Bell Peppers
青椒青椒

2.49
/ 5 lb/ 5 lb 0.59

/ lb/ lb

Banana
香蕉香蕉

1.00
/ ea/ ea

Celery
西芹西芹

0.69
/ lb/ lb

Green CabbageGreen Cabbage
捲心菜捲心菜

Jumbo Eggplant
大茄子大茄子

5.00
/ 3/ 3

8.99
/ lb

4.99
/ lb

雞胸絞肉 牛尾

雞翅 牛蹄帶骨牛腱

3.49
/ lb 3.49

/ lb 7.99
/ lb 5.99

/ lb

帶骨羊肉

3.99
/ lb 1.99

/ lb

牛肉沙威瑪

5.99
/ lb 3.99

/ lb

瘦牛絞肉

Lily Zhou (Google Review)

食物和服務都是一級棒！

為感謝顧客 推出特別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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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 :邊吉

春寒料峭，不妨空下一段時間，細火慢燉，為家人準備

一鍋溫暖的燉菜料理。

作法

處理梅乾菜：梅乾菜以清水浸
泡，換清水數次，葉片完全舒展

開來時，清洗乾淨，切段備用（使

用冷水才不會使菜乾熟成，失去

了菜乾原本甘甜的味道）。

五花肉逆紋切厚片。熱油鍋，
肉片兩面煎焦黃，取出備用。

原鍋放入薑片，小火煸香。加
入梅乾菜（在下鍋之前，擰乾水

分），並炒出香氣。

肉片放回鍋裡，加入調味料，
翻炒均勻，加水淹過食材，大火

煮滾，加入捲心菜，煮滾，轉小

火，燉煮40分鐘，至湯汁濃稠。

五花肉600g、梅乾菜 1小球、薑
片5片、捲心菜600g。
調味料：醬油 1.5大匙、糖 1/2大
匙、料酒 1大匙。

食材

梅乾菜是由芥菜醃漬後晒乾而

成，在燉煮過程中，慢慢釋放

出陽光與時間的精華，並與肉

類的油脂融合出美味的湯頭。

梅乾菜燉肉1

作法

西紅柿、洋蔥切片；茄子切段；紅
椒、黃椒切塊；櫛瓜輪切備用。

準備炸油鍋，以低油溫（筷尖伸入
熱油，周圍冒小泡）將茄子炸金黃

（燉煮不散）。

熱油鍋，煸香洋蔥、蒜末。加入其
他食材，轉中大火，翻炒均勻，加入

水至蓋過食材，煮滾，轉中小火，食

材煮熟軟，加入調味料，拌炒均勻。

最後將白酒倒進鍋中，增加香氣。

嘗嘗味道，酌量以鹽、黑胡椒調
味，起鍋前灑一點兒巴西里葉碎，風

味更佳。

茄子1條、西紅柿2顆、紅椒 100g、
黃椒 100g、櫛瓜（zucchini）1條。
爆香料：洋蔥 1顆、蒜末 1小匙。
調味料：意大利綜合香料 1大匙、葡
萄酒醋 2大匙、酸豆（capers）1大
匙、橄欖（olives）切片5顆。

食材

這道燉菜可以趁熱吃，或冷食當

開胃菜。加長燉菜時間，食材煮

透軟到融為一體，則是享受口感

滑順，醬香濃郁的滋味。

西西里燉菜2

整版圖片：FOTOLIA

作法

洋蔥切絲；白蘿蔔、櫛瓜、菇類切
適口大小；青蔥切段及切末；豆腐切

塊備用。

準備洗米水：倒掉第一遍淘米水，
保留第二遍淘米水（800cc）備用。
熱油鍋，洋蔥煸炒出香氣。加白蘿
蔔，拌炒均勻。加入洗米水，以中大

火煮滾。

大醬以熱水調和均勻，和蒜泥、辣
椒粉同時加到湯鍋裡，煮滾。

續加入豆腐、蟹腳、櫛瓜、菇類、
蔥段，煮熟透，嘗嘗味道，味道淡再

加大醬，味道過濃，再加點水。有澀

味，就再加一點糖，起鍋前加蔥末。

豆腐300g、蟹腳300g、洋蔥半
顆、白蘿蔔300g、櫛瓜（zucchini）
300g、新鮮菇類 100g、青蔥3株。
調味料：大醬 4大匙、糖 1大匙、蒜
泥 1大匙、辣椒粉2小匙。

食材

以黃豆發酵而成的大醬，具有開

胃助消化的功能。大醬湯加上各

種海鮮與肉類配料就是豐富的主

菜，一鍋就能搞定一餐。

蔬菜海鮮大醬湯3

燉菜料理
溫暖

芥菜醃漬晒

乾後，與肉

類在一起烹

煮，釋放美

味湯頭。

趁熱吃，或

當冷食開胃

菜均可，口

感滑順，醬

香濃郁。

大醬可開胃

助消化，加

上海鮮及配

料，一鍋搞

定一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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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云：「飯吃七分飽，健康

活到老。」已有研究表示，「吃

太飽」會對身體造成負擔。

諺語：少餐申後飯

有句養生諺語：「避風如避

箭，避色如避亂，加減逐時衣，

少餐申後飯。」申時為下午 3 ～

5 點，「少餐申後飯」是建議人

們晚飯要少吃或別超過申時才

吃。古人夜間沒有太多照明設

備，就寢時間比較早，若太晚吃

飯，吃飽就上床睡覺的話，胃裡

面的食物很難消化。

儘管現代人夜生活較長，但

晚飯後的工作量、活動量比白天

少，加上混合型的食物胃排空需

要耗費 4 ～ 6 小時，若在晚上

7 點過後才吃晚餐或消夜，容易

影響消化。因此晚上 7 點過後，

就應該盡量少吃或不吃，以免影

響消化及睡眠質量。

養生家石成金：

飲食八宜

清代養生家石成金著有《長

生秘訣》、《長壽譜》、《食愈

方》、《延壽方》等。他提倡「善

養生者當以德行為主，而以調養

為佐，二者並行不悖」，人如重

德可以延年，並以食療、食補為

輔。

石成金在《傳家寶》中提到：

雜食，螞蟻找到甚麼就吃甚麼，

吃得少又細嚼慢嚥，不只營養均

衡，也減少腸胃的負擔。雜食也

就不會挑食，攝取各類食物才能

獲得食物中的各種營養素，維持

身體功能正常。

林靜芸醫師： 
空腹12個小時 
讓腸胃休息

林靜芸出書分享《不老的幸

福：活得健康熱情不顯老》，她

發現養生很簡單，只要睡得好、

起得早、七分飽、整天忙，就可

以愈活愈有勁。

美國聖地牙哥沙克學院發表

的老鼠實驗發現，兩組老鼠同

樣給高糖、高脂飼料，一組老

鼠整天 24 小時都可以進食，在

38 週後會變胖且有高血壓、高

血脂或糖尿病的新陳代謝疾病；

另外一組老鼠一天只有 12 小時

可進食，但這組老鼠卻不會肥

胖，也不會得到新陳代謝疾病，

可見讓腸胃休息有多麼重要。因

此林靜芸醫師認為，理想的第一

餐與最後一餐應距離 12 小時，

也就是每天有 12 個小時空腹，

可以讓腸胃休息，有助於生命時

鐘變慢，自然而然地也就不容易

顯老。如果一天當中，進食的時

間愈長，細胞的生命時鐘也就愈

快，身體變胖，健康狀況變差，

容易造成新陳代謝疾病。

民以食為天，人的健康與否

與個人的養生習慣有著重要的關

聯。中醫觀點認為「飲食自倍，

腸胃乃傷」，口腹之欲易滿足，

但若飲食沒有節制，可就傷了腸

胃。養成良好的飲食習慣，才能

常保健康，或許我們不用再問：

「您吃飽沒？」，得改問候：「您

吃得健康嗎？」

冷氣房、暖氣房、新裝潢的房

間待太久、抽菸，還有遇到過

敏原都會引起咳嗽。

老人家晚上容易咳，不一

定是感冒，是聲門肌較鬆弛，

容易關不緊，口水跑到氣管嗆

到了。風池、內關、合谷、曲

池、中渚、足三里等穴都可治

咳嗽。

咳聲陣發，一咳就連續咳

的，按曲澤穴；咳到會喘的，

按魚際穴；咳到頭痛的，按列

缺穴；咳到喉嚨痛的，按中渚

穴；咳到想吐的，按內關穴或

足三里穴；遇冷空氣就咳的，

按風池穴或魚際穴。

咳嗽時最忌冰品，會讓你

咳咳停，一直好不了；重口

味和有發性的食物也要減少攝

取，才不會有痰都咳不完的感

覺。

久咳可用香蕉去皮燉少量

冰糖或酒；用金桔燉冰糖；蒸

整顆洋蔥，碗內勿加水，外鍋

放一杯水。一入夜平臥就咳，

用生薑片含口中半小時，所出

的汁液，慢慢吞下，三十分鐘

後把薑吐掉再去睡。

老乾咳無痰的，用空拳搥

鎖骨下，連續三十六下，有利

痰崩解。

列缺穴：位於手腕內側橫

紋外，將拇指、食指分開，兩

手交叉，食指盡頭處離腕關節

一寸五分。此穴又可治咳嗽及

因咽喉腫而引起的發燒。

魚際穴：位手拇指掌面，

肌群隆起像魚肚的邊緣，第一

掌骨橈側中點。魚際穴和中渚

穴一齊按，可治療講話太多而

引起的失聲。

曲澤穴：位於手肘內側橫

紋正中，動脈旁。此條經絡圍

繞心臟附近，咳到胸痛，咳得

很煩，按一按喉頭就鬆了，效

果很好。

咳嗽

養生

之道吃得健康又長壽的秘訣

以前的人見面總

問：「您吃飽沒？」

在現代便利的社會環

境中，吃飽不是問題，

吃太「撐」的飲食習

慣，倒是容易出現毛

病。

「大略飯食宜多，肉蔬雜味宜

少。食宜早些，不可遲晚；食宜

緩，不可粗速；食宜八分，不可

過飽；食宜淡些，不可厚味；食

宜溫暖，不可寒涼；食宜軟爛，

不可堅硬；食畢再飲茶兩、三

口，漱口齒，令極淨。」石成金

認為用餐不可吃得太飽，八分飽

為宜，吃的時候不可吃得過快，

他也提到用餐後不要馬上躺下或

動怒，以免消化不良。

百歲中醫干祖望： 
倡導蟻食

百歲中醫專家干祖望，90
歲時仍然可以爬樓梯，100 歲

時思維依舊敏捷，可以自行讀

報。老中醫留給大眾八字養生秘

訣——「童心、蟻食、龜欲、

猴行」。

干祖望談的「蟻食」是甚

麼？即吃的時候要像螞蟻一樣吃

按 穴 療 法

最好的醫生是自
己，最聰明的醫生是預
防疾病。忙碌的現代人
學得簡易按穴法，許多
初發的疾病即可自行調
癒，享受中醫的生活
化、簡單性、即時性，
以及便宜性。

養生功—靜坐
吐納利身心

首 先， 清 晨 洗 漱

後，在室內閉目靜坐，

牙齒閉合 36 次，再用

舌在口中攪動，待口中

津液充滿後，將津液分

三次嚥下。

然後稍停片刻，慢

慢做腹式深呼吸。吸氣

時，舌頭頂住上齶，用

鼻子吸氣。

再將氣慢慢從口中

呼出，呼氣時要默念

「口四」字，但不要出

聲，如此反覆做 36次。

堅持做此養生功，有保

肺健身的功效。

還可將兩手搓熱，

敷 在 眼 部 3 秒， 反 覆

做 8 次。堅持此功，不

僅可以明目，且對肝、

肺、心都有益處。

中醫說五臟六腑皆令人

咳，咳嗽由感冒引起的最多，

另外鼻涕倒流、食道逆流、在 （轉載自《按開人體的竅》）

穴位圖：溫嬪容醫師提供；其他圖片：ADOBE STOCK

列缺穴

魚際穴

曲澤穴

◎  文：溫嬪容 

  （明慧中醫診所院長）

◎  文：郭菡鈴

民間妙方

生活養生
小妙招

日常生活中，常常

會遇到一些小問題、小

狀況，如果知道如何處

理，您就會覺得得心應

手，輕鬆許多。以下

介紹一些生活養生小妙

招，提供您參考。

◎  文：小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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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2月26日

捲心菜

 Cilantro 香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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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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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ccoli Crowns 無莖西蘭花 Green CabbageGreen Peppers 青椒

CeleryAmbrosia  Apples 聖芳蘋果 

平價 新鮮

西芹

$08888 2

0 6868
lb

$

 Jumbo Avocadoes

$$00 6868 ea

大牛油果

SpendSpend $30 $30 and get a and get a free free 3 pack of 3 pack of 
romaine hearts.romaine hearts.

H&WH&W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購物滿       即可免費免費獲得三顆羅馬生菜。

14848
ea

$$

$0 9898
lb$04848 lb超低價

$0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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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蘋果
Granny Smith Apple

茄子
Eggplant

$    .49/ 磅1
椰青

Young Coconut

$    .00/2枚5
泰國辣椒
Thai Chilli

$    .99/ 磅2
富士蘋果
Fuji Apple

$        .00/ 箱 $        .00/ 箱10 10(40 磅 ) (40 磅 )

2 月 1 9 日（週三）特價商品展示

白油桃
White Nectarine

$        .00/ 箱10 (20 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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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印度喜馬拉雅山高

山 上 的 路 普 康 湖 (Roopkund 
Lake)，因湖裡有好幾百人的骨

頭，又被稱為人骨湖 (Skeleton 
Lake)。

科學家透過古 DNA、穩定

同位素飲食重建和放射性碳定年

分析，結果顯示，這些人骨似乎

來自不同的族群，有些遙遠到來

自地中海，他們在 1000 年的時

間裡多次來到這座湖。

通過全基因定序測試，科

學家們將 38 個人骨的全基因體

DNA，與來自世界各地 1521
個古代人，和 7985 個現代人

進行比對。顯示出三個不同的

族群，最大的一個由 23 個人組

成，他們的 DNA 與現今印度人

相似，但沒有遺傳關係。第二大

的族群，由 14 個人組成，他們

的 DNA 與當今克里特島人和希

臘人最相似。最後的族群，一個

人的 DNA 含有東南亞血統。

哈佛大學進化生物學家

Éadaoin Harney 表 示：「我 們

對路普康湖人骨的基因學感到非

常驚訝。發現與地中海東部有關

聯的人暗示，路普康湖不只是一

個當地人感興趣的地方，它吸引

了來自全球各地的訪客。」

這些族群在西元 7 世紀到

20 世紀之間交錯到達，還未測

試的人骨可能包括其他時間和其

他地區的其他族群。

路普康湖到底隱藏著甚麼秘

密？ 

人類情緒可影響物質世界  

低點，DNA 的反應與第一項實

驗一樣，會在相同時間呈現相

同的反應，即兩者之間的反應

沒有時間差，傳輸也不耗費任

何時間。就算將其 DNA 放到相

距 50 英尺的兩個地方或是更遙

遠的地方，還是會得出相同的結

論。這項實驗讓科學家得出另一

個結論，個體與其 DNA 可以相

互交流，不受時空的限制。

三.DNA可對 
物質世界產生影響

光子是組成物質世界的基本

粒子，第三個科學家團隊將一些

光子置於真空管中觀測，但其位

置不能被準確測定。

然後將人類的 DNA 放到同

樣的真空管裡。令人震驚的事情

發生了：那些光子不再隨機漂

浮，它們精確地隨著 DNA 的幾

何結構移動。執行實驗的科學家

表示：「那些光子的行為在我們

的意料之外，可以說與我們估算

的大大相反。」

科學家說：「現在，我們必

須承認，可能有某個未知的能量

場存在。」

這項實驗得出的結論是：人

類的 DNA 實實在在地影響了光

子的行為，而光子則是組成現實

世界的基礎！

當科學家將這三個科學實驗

的結果合併起來檢視的時候，完

全顛覆了之前的物質觀。如果我

們的情緒影響著 DNA，DNA
影響著光子，光子形塑著物質的

世界，那麼，人類的喜怒哀樂，

人類的情緒會不會影響我們

所處的物質世界？讓我們先來看

三個科學實驗：

一.DNA隨主體 
情緒的變化而變化

測試者將受試者的 DNA 單

獨存放在一個密封的容器中。然

後讓 DNA 的主人在另一個房間

中接受情緒刺激。奇蹟發生了，

那個被隔離的 DNA 竟然會隨著

主人情緒的變化而變化。

當受試者顯示正面情緒時，

DNA 的螺旋便會放鬆。受到負

面情緒衝擊時， DNA 也隨之緊

縮起來。這一實驗，讓科學家得

出一個結論：「人類情緒所產生

的影響，甚至可以推翻傳統的物

理定律。」

二.DNA與主體互動可
超越時空限制

另一個科學家團隊從受試者

身上抽出白血球細胞，放在一個

測量室中。細胞主人被安排在另

一個房間，觀看一些短片，接受

「情緒刺激」。

再將白血球細胞裡染色體的

DNA 放置在同一棟建築的不同

房間裡。

數據顯示，不論受試者在電

訊信號下反應出情緒的高點或是

所謂「一念一世界」，

我們的眼睛看到的一切，

正是我們內心世界的呈現。

而看似不經意的一個念頭，

或許就能改變整個物質世

界，這不再是虛妄的幻想，

而是已被科學證明的事實。

便有改變物質世界的能力。

而且人類與自身 DNA 的連

結，是超越時空的。

其實科學證實的這個結果，

早在幾千年前就已經被神佛以及

先賢所告知。

我們和宇宙究竟是怎麼樣的

關係？佛經中說一念一世界，相

由心生，境隨心轉，就是指人所

處的物質世界以及人的命運，都

取決人的內心一念。

南宋著名哲學家、教育家和

思想家，始創「心學」一派的陸

九淵也說過，「宇宙便是吾心，

吾心即是宇宙。」

我們與宇宙萬物本來是一體

的，我們心中一念就能影響物質

世界。如果這一念是正面的，這

個世界就會變得更加美好。 

Adobe stock

怪異的「人骨湖」  

路普康湖（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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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高 Ninjago 主題活動
孩子們可以搭建 LEGO 汽車，然後

在「LEGO Ninjago 障礙道場賽道」上試

駕。到「道場」來試車吧！參加者可以免

費獲得 LEGO Ninjago 頭帶。

時間：週六，2 月 22 日，上午 11
點～下午 1 點

地點：以下 Toys"R"Us 門店

地址：2929 32 Ave NE; 3625 Sha-
ganappi Tr NW; 261055 Crossiron 
Blvd, Unit 4; 10450 Macleod Tr SE

免費煎餅晚餐會

提供煎餅和香腸，晚餐後有攤煎餅接

力賽跑活動。接受對食物銀行捐贈的食物

和現金，但並非必須，歡迎所有人參加。

時間：週二，2 月 25 日，晚上 6 點

開始晚餐，晚上 6:30 開始賽跑活動。

地點：Grace Presbyterian Church
地址： 1009, 15 Avenue SW

卡城免費擊劍活動

活動適合 7 ～ 14 歲的孩子，有經驗

的教練指導，提供裝備，在線註冊，位置

有限。

時間：週三，2 月 26 日晚 5 點半～

6 點半

地址：5432 Dalhart Road NW
網址：fencingcalgary.com/try-

fencing-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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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5149 Country Hills Blvd. NW

403.286.6824
403.288.9677 info@calgaryregistry.com

calgaryregistry.com

車牌
駕照
實習駕照
交罰款
駕照路考
留置權搜索

出生證
結婚證
註冊公司

宣誓公證人
健康卡
地產證

週一至週五：9 am - 6 pm 週六：9 am - 5 pm 週日：休息

Calgary

RegistryRegistry
ServicesServices

政府授權
註冊機構

Country Hills Blvd. NW
Registry

Crowchild 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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