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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城第48天 習近平突訪武漢
City Has Closed for 48 Days as Xi Jinping 
Visits Wuhan

A8 輿論管控 民眾拒絕沉默
Information Censorship: How Chinese 
People Refused to be Silent

張大千的藏古與摹古
Chang Dai-chien's Collections and His 
Brilliant Imitations

C5

師楊 Yang Shi

微信：yangshi0323

從 心 出 發， 為 愛 築 家

403-390-7080

卡城專業地產經紀人

yangshihomes.com

【看中國記者林佳綜合報

導】隨著武漢肺炎在全球的蔓

延，北京政府對內對外的輿論

手法得到前所未有地關注和報

導。同時北京政府大外宣系統

遭遇地震，3月2日美國宣布，要
求5家「外國使團」中方媒體削
減人員。觀察者認為，在全球公

衛系統相互影響的大局勢下，

這場疫情恐將劇烈衝擊北京體

制多年固守的宣傳體系。

美股暴跌 美股暴跌 
全球衰退恐臨全球衰退恐臨

更佳的
建房方式。

EnclaveAtTheHamptons.com
info@shanehomes.com shanehomes.com

#YourShaneHome

HAMPTONS
ENCLAVE

AT THE

HAMPTONS
ENCLAVE

AT THE

*Pricing includes house, lot, and GST. Conditions apply. See Area Managers for details.

機 會 有 限， 定 制 你 的 夢 想 家 園

就在 ��������社區的 �������

定制豪宅起價大 $800's*

�������� 社區 ������� 僅存 �� 個地塊 開建吧 不再等待

是一個小型專屬住宅開發項目，

位於卡城西北備受追捧的成熟

社區——The Hamptons。

定制一棟豪宅，背靠公園或

Hamptons高爾夫球場。盡享綠
地、社區花園以及一個擁有完

備基礎設施的成熟社區所提供

的豪華感受。

請聯繫我們的區域經理：

Jack Kushner 403-536-2304
Je�  Luif 403-536-2305

*Pricing includes house, lot, and GST. Conditions apply. See Area Managers for details.

【看中國記者林佳綜合報導】3月9日起，國際資本市場經歷了自2008年金融
危機以來最為動盪的時期。油價、股市雙雙閃跌，越來越多國家的央行以緊急降

息應對衝擊，美國總統川普在11日召見華爾街多位高管，諮詢對策。眾多分析人士
擔憂，全球經濟會因武漢肺炎疫情的遲遲不退而面臨衰退風險。（下轉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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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A1） 截 至 美 東 時 間

11 日下午 4 點收盤，道指重挫

1,464 點或 5.9%，收報 23,553
點，已較高峰回跌逾 20% 進

入熊市領域。銀行股是這波

股市暴跌中最大的損失者，都

下挫約 30%；道指 30 種成分

股 11 日全部下挫。其中波音

公司跌幅最大，跌 17.66%。 
   原油價格大戰

外界分析，本週美國股市的

大震盪的原因，除了全球擴展的

疫情造成投資人的信心之外，還

有國際油價的崩盤，而後者的比

重或許更大。在上週石油輸出國

組織與非成員國的主要產油國展

開的協調減產談判破裂，俄羅斯

拒絕降低石油產量之後，沙特決

定壓低石油價格。 3 月 9 日油

價坍塌，一度大跌逾 30%，創

1991 年以來的最大跌幅。

沙特過去一段時間一直在和

俄羅斯談判，希望原油產量份額

相當的雙方能合作減產石油，以

維持油價。自媒體人文昭分析，

比起維持油價，此時的俄羅斯更

在意維持市場份額。中美一期貿

易協議中，兩年內中國要從美國

進口兩千億美元，其中能源佔大

比例。中國進口了美國的天然

氣，必然將降低現有從俄羅斯進

口的天然氣。搶在中美貿易協議

執行之前，俄羅斯此舉或能把美

國頁岩油生產擠垮，在一定程度

上，解除中美貿易協議給俄羅斯

帶來的危機。

13 日沙特增產至每天 1300
萬桶，造成油價大跌，俄羅斯隨

即跟進，打起了價格戰。文昭分

析，沙特試圖用價格戰，將俄羅

斯逼回到談判桌上來。沙特有平

衡財政預算的壓力，若油價長期

Re/Max Real Estate Mountain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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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皮

新
上
市

�式�層城市屋 1504 呎 , ����向西南 ,
光猛開陽 , 主 層� �高 9 呎 , � 大客��
壁爐 , 廚��大理石檯面�實木�� ,3 �
� ,2.5 浴廁 , ��雙車� , ������車
站 , �理費 $275� $339,900

�校� Hamptons ����西北 Huntington Hills �裝�
獨立平� 1119 呎 , 土 庫� 部完 成 , � 大 �
皮 60 呎 x118 呎 , �屋翻� : 較�屋頂�陽
臺 , 主層�較��合�� , 土庫�較��氈 ,
較�家� , �大 24 呎 x22 呎雙車庫,3+2 �
� ,2.5 浴廁 , ��學
校 , ����車站� $42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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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9,900

�校� Edgemont  ����

獨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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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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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1 呎建於 2008 年 , ��向南光猛開陽 ,
��油漆 , 廚��較�高�不�鋼�櫃��爐 , 主層
��高 9 呎 , �實木�� , 客��壁爐 ,Bonus Room
�拱形天� , �大 3 ��設計 ,2.5 浴廁 , ���立學
校 ( 小學�初中 ), �車 #8
直�卡城大學 , �勿錯� ! $519,900

西北 Panorama Hills  �學校

新
上
市

豪�獨立�層屋 2532 呎 ,W/O 土庫�部完成�
�汽淋浴 , ������景 , 建於 2000 年 , �
屋頂 , 主層��高 9 呎 , �實木�� , 客��家
庭���高 18 呎 , 廚��大理石檯面 ,4+2 �� ,
主層書� ,3.5 浴廁 , �
��立小學 , �車站� $899,900

�校� Hamptons ����

新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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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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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98,888

�校� Hamptons  W/O 土庫

獨立�式�層屋 2024 呎 , 土庫�部完成 ,
��向西 , 客��拱形天� , �屋翻� : 較
�屋頂 , 實木�� , �磚 , �水爐 ,2017 年
� 廚 � , � 爐 , 洗 � � � � � � 櫃 ,3 �
� ,3.5 浴廁 , ���
所小學��車站�

�式假四層城市屋 1960 呎 , 土庫�部完成 , ��向
西南 , 光猛開陽 , �屋�部翻� , �屋一樣 : �廚櫃
�石�檯面 ( 廚��浴廁 ), ��油漆 , �臺��高
效率暖�爐 , ��户 , ��氈 , 家庭�� 12 呎,拱
形天� ,3 �� ,2.5 浴廁 ,
��學校 , ����車站�$519,900 $469,900

�校� Edgemont �廚� �校� Edgemont

新
上
市

新
上
市

�校� Edgemont
$0�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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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

新
上
市

10 �柏文 674 呎 ,1 �� 1 浴廁 , 開放式
設計 , 客�向南 , 光猛開陽 , 露臺��景 ,
室�自設洗衣��乾衣� , 包 1 �下停車
位 , 可步行至學校 , �書� , �場 ,C-Train
��車站� $219,900

西南 Haysboro � C-T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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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股暴跌 全球衰退恐臨美股暴跌 全球衰退恐臨

在 30 美元以下，將造成國內政

治不穩；俄羅斯市場份額進一步

收縮，在經濟已不景氣的情況

下，亦恐難持久，因此俄、沙達

成妥協的希望依然存在。

獨立智庫「天鈞政經」也認

為，看起來沙特、俄羅斯、美國

在較勁，但中共隱藏在深層；北

京素來將自身與全球經濟捆綁，

並利用俄羅斯、伊朗等國挑起事

端，通過輸送資金、武器和技術

等方式，與美國及其盟友較量。

多國央行降息救市

3 月 3 日，美聯儲決定，將

基準利率的目標區間下調 50 個

基點，同時將超額存款準備金

利率（IOER）降低 50 基點至

1.1%。這是美聯儲 2020 年以來

首次降息。美聯儲表示，降息的

理由是因為新型冠狀病毒構成了

不斷變化的經濟風險。

此外，美國聯邦基金利率

期貨顯示 2020 年還將進行更多

次降息。據 CME 美聯儲觀察顯

示，市場預測，美聯儲在 4 月份

進一步降息 25 個基點至 0.75%-
1.00% 的概率仍高達 68.6%。

英國央行 3 月 11 日無預警

大幅降息 50 個基點至 0.25%，

並宣布措施支持銀行業放貸。即

將公布的英國預算案，料將開啟

更多財政支出，以提振英國經濟

抵禦武漢肺炎疫情引發的衝擊。

英 國 央 行 表 示， 雖 然

COVID-19 病毒所造成的經濟衝

擊規模極為不確定，但未來幾個

月英國經濟活動可能大幅走弱。

供應鏈遭遇短暫但嚴重的中斷，

以及經濟活動減弱，有可能影響

現金流，推高家庭的短期信貸需

求，以及企業的營運資本需求。

日本 3 月 10 日公布了第二

套應對武漢肺炎的措施計畫，支

出規模總計約 41 億美元，計畫

重點是支持中小企業以消除企業

破產的風險。 11 日日本眾議院

內閣委員會通過了一項法案，該

法案將允許首相在必要情況下宣

布日本進入緊急狀態，以防止武

漢肺炎疫情的擴大。

但一些業內人士認為，若肺

炎疫情持續肆虐的話，最可怕的

影響或是「停滯性通膨」，也就

是在經濟停滯、甚至衰退的情況

之下，物價依然不斷上漲，就不

是單靠降息可以解決的問題了。

川普將出臺促經濟措施

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話

說，在 9 日之前的整個週末，部

分白宮和財政部官員都在研究和

商議經濟方案。 9 日有消息透

露，川普總統考慮為美國人及僱

主將薪資稅降到 0%，直到今年

年底；並考慮永久性減低薪資稅

的可能。針對俄羅斯與沙特近期

展開石油價格戰，白宮也在考慮

是否補貼美國頁岩油產業，但不

會形成紓困計畫。美股 10 日受

此激勵大漲千點。但很快傳出相

關經濟振興政策未獲得同黨議員

支持，令市場大失所望，美股 11
日開盤再度重挫；當日國際油價

也續挫，西德州原油期貨下跌超

過 3%。

CNBC 新聞網報導，11 日

川普在白宮召集了美國銀行、富

國銀行、高盛、花旗、摩根大通

和黑石集團等華爾街巨頭高管，

意在釐清這次的股市崩跌是否還

有其它非疫情的基本面因素，比

如企業獲利、利率水準、勞動市

場和經濟增長動能等。川普得到

的答案是經濟的基本面和銀行體

系依然健全。花旗執行長高沛德

（Michael Corbat）表示當前的

市場動盪源自新冠疫情，而非來

自金融體系風暴，銀行和金融體

系仍然十分健全，可隨時伸出援

手。其他的高管們也贊同類似觀

點，認為此時美國銀行體系自有

資本充足。

全美規模最大的銀行摩根大

通的共同主席史密斯（Gordon 
Smith）描述，他們的客戶仍然

持續購物並在餐廳用餐消費。

美國銀行執行長莫尼漢（Brian 
Moynihan）表示，銀行業將協助

中小企業和消費者度過這次的新

冠疫情衝擊。

外界分析，在經濟基本面

與銀行體系健全的大背景下，政

府若能全力施政於防堵、紓困疫

情，幫助受災企業，將有助於重

建投資人信心。川普也在會後推

文上表示：「我準備將動用聯邦

政府的全部力量來處理當前新冠

病毒的挑戰。」

股市下跌影響川普選情

川普總統向來將股市的上漲

當作其政績之一，自他上任以來

標普指數大漲 58%。但在近期因

疫情恐慌而殺盤中，這 58% 的

漲幅已削去一半，只剩下 26%，

對川普連任競選帶來危機。

自媒體人江峰認為，川普總

統注重簽訂中美貿易協議，有很

大原因是出於競選連任的需要，

也因而在武漢肺炎的疫情初現端

倪之時，對習近平政府抱有相當

溫和甚至友好的態度。通俄門、

彈劾門均未能衝擊到川普的總統

大位，但對極權體制的寬容和忽

視所致的「病毒門」卻對川普連

任造成了極大的威脅，使得其對

手民主黨氣勢再起，捲土重來。

雖然川普對習近平本人至今

仍保持克制態度，但白宮官員們

似已怨氣難平。 3 月 11 日美國

白宮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奧布

賴恩（Robert O'Brien）表示，

因為北京政府沒有在武漢肺炎初

期就正確處理疫情，此舉可能浪

費掉世界兩個月時間，使得病毒

擴散到六大洲，擾亂金融和石油

市場，對全球各個國家正常的社

會活動造成了干擾。

包括時政評論員橫河、國立

臺灣大學名譽教授明居正等多位

分析人士認為，隨著武漢肺炎疫

情蔓延，全球供應鏈斷裂、人員

停止流動，全球經濟活動停滯日

益嚴峻的經濟下滑形勢，或將逼

迫川普政府及其盟友各國調整對

北京政府的戰略與計畫。

川普於11日晚在白宮發表對全國人民講話，談對抗武漢病毒舉措。

(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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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ctaveCalgary.com

                      165 LIVINGSTON PARADE NE 

403.516.5964   |  OCTAVE@BROOKFIELDRP.COM

C
EN

TR
E ST N

STONEY TRAIL NW

全新 2和 3臥室
聯排別墅

在卡城新北區擁有房屋
起價 20萬元

美麗的全新 2 和 3 臥室連體車庫鎮屋

明亮開放式概念戶型配以現代式裝修

距 Livingston 的 35,000 平呎休閒中心

僅幾步之遙，便捷到達

享受冰球賽場規模的溜冰場，噴水池公園，戶外燒烤爐及更多

今天就來參觀

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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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亞省的能源行業已經

因武漢病毒而遭受需求下降的困擾，本

週 OPEC 聯盟解體又造成了沙特和俄

羅斯之間的全面價格戰，全球油價暴跌

30%。高盛集團曾一度警告說價格可能

跌至每桶 20 美元。

加拿大石油勘探和生產聯合會老總古

德曼說：「這是一個非常糟糕的跡象。我

們已經在就業上遇到麻煩了，如果這種情

況繼續下去，我們可以預見亞省的失業將

會增加。」

一些亞省的石油生產商已經削減了資

本預算，或者將鑽井任務推遲到今年晚

期。還有的能源公司削減了股息。

以石油業為支柱產業的亞省，4 月份

即將開始的新年度預算是根據 WTI 原油

58 美元的均價基礎上制定的。亞省能源

部長薩維奇表示，政府將密切關注石油市

場對本省的潛在影響。她在 Twitter 上寫

道：「未來充滿挑戰，但多年來我們的能

源行業降低了成本並提高了效率。亞省人

很頑強，我們將度過難關。」

省長康尼說，省政府將竭盡全力從油

價暴跌中解救該省，他還希望聯邦政府也

加緊努力。「這不僅與亞省有關，亞省經

濟如何走向，將決定全國經濟的走向。」

康尼將於星期五在渥太華舉行的第一

次部長會議上會見特魯多總理。他將向聯

邦要求採取一系列的救濟措施。

康尼表示，聯合保守黨政府將考慮一

系列選擇，包括借錢增加投資以增加就業

機會，利用退稅激勵措施吸引高科技初創

企業，以及直接對每桶石油進行價格補貼

等。

康尼否決了 NDP 黨領諾特利要求重

新制定年度預算的建議，他說在財政狀況

變得更加明朗的夏天，政府將重新審視這

一預測。諾特利還呼籲將運營支出削減近

3% 進行重審，也被康尼拒絕。他說，鑑

於亞省的人均支出比其他省份高，這仍然

是一個現實的目標。

儘管亞省的稅收全國最低，而且沒有

省銷售稅，康尼和諾特利都同意不再增加

稅收，認為這會對已經不利的經濟造成災

難性的後果。

康尼上週曾表示，由於武漢肺炎疫情

造成的後果，亞省政府 2023 年平衡收支

的目標可能難以實現。

【看中國訊】亞省省長康尼上週五（3
月 6 日）在埃德蒙頓地區的一所小學披

露了其政府投資計畫的細節。

康尼說：「這是一項歷史性的投資，

如同聖凱特里學校（St. Kateri's）一樣，

我們還會修築道路、醫院、法院、護理設

施、養魚場、大學、博物館、水壩等。」

「我們正在建設亞省所需基礎設施，

以推動未來的經濟增長並改善亞省人民的

生活。」

最大的一塊投資是 56 億加元，用於

直接支援省內各個市政的道路、下水道和

公共交通等等。另有 27 億加元專門用於

公共基礎設施的維護和更新，還有 25 億

加元用於醫療機構，15 億加元用於學校。

政府表示，投資可以刺激就業和經濟

增長。到 2022 年，投資計畫的支出將創

造 3,000 多個新工作崗位，主要是技術工

種。秋季將引入有關如何對支出進行優先

安排和報告的立法。

【看中國訊】截至 3 月 11 日發稿時，

加拿大全國武漢肺炎確診已達 117 例，

其中安省 42 例（已治愈 4 例）、卑詩省

46 例（已治愈 4 例，死亡 1 例）、亞省

19 例、魁北克 9 例、新布省 1 例。

3 月 9 日，卑詩省宣布一位被確

診武漢肺炎（又稱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COVID-19）的患者死亡，這是加國第一

例死亡病例，病人是一名 80 歲的男子，

確診武漢肺炎前身體健康。

儘管聯邦衛生部再三強調，應對武漢

肺炎準備充足，又稱國民染病風險還低，

但加拿大醫院及醫護人員組織重申，本來

已是人滿為患的加拿大醫院體系，若不獲

政府撥出額外資源與救護物資，根本難以

應對急性呼吸道疾病爆發危機。

【看中國訊】據專家稱，加拿大人犯

下的最嚴重的報稅錯誤通常與扣減額有

關，以及對他們是否需要申報缺乏瞭解。

下面是您需要避免的五個報稅錯誤。

根本不報稅

學生、年輕人、全職父母和失業的人

最可能犯這個錯誤。無論收入級別如何，

如果不報稅會，無法索取應享有的某些

稅收抵免和福利。報稅還是獲得稅務局

（CRA）信任的必要途徑。「只要您住在

加拿大，就應該報稅。」

不申報醫療支出

省醫療計畫中不涵蓋的醫療費用支出

通常被忽略，特別是中低收入的加拿大

人。申報這些費用可以獲得一部分醫療費

用補助金。這類費用可以包括眼科檢查，

保險未涵蓋的牙科費用，醫療用品和差旅

費用。

誤報副業收入

兼職做 Uber 司機、在 Airbnb 上提

供住宿服務、或者在網上賺取額外收入，

請確保這些作為自顧收入申報。您也可根

據這些收入向退休金計畫供款。

漏報投資收益

確保收到每筆投資收益的報稅單據，

這些年度單據顯示報稅年度的總收入和總

支出，例如投資顧問的費用可以抵扣收

入。如果漏報這些收入，通常會導致個人

稅被重新評估。

過早報稅

有些人希望早報稅以便儘早得到退

稅，但他們可能漏過某些報稅文件，從而

錯報收入。這會導致您必須修改報稅申

請，而且，「如果您不能連續兩年申報正

確的收入，則可能會受到處罰。」

全球油價暴跌 亞省經濟雪上加霜

亞省將投資190億建設基礎設施 加拿大5個最昂貴的報稅錯誤

（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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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900$499,900
東南區 Radisson Height 老區新房 臨近
市區，4 臥室，雙車庫，可上下分租，
交通便利

西北區 Arbour Lake 坐北朝南，陽光充足 新屋
頂，新熱水爐，步行可至 C-train 車站，學校，
購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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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900$477,900
西北區 Brentwood 超值學區房，近大學名校
高中，雙車庫 3 臥室，精緻新裝修

陳慧琳 Cathy

www.cathychen.cawww.cathyche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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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價！

$477,900$477,900
東南區 Cranston 硬木地板，雙臥室，
雙車庫，寬敞明亮的鎮屋

新
上
市 降價！

$411,000$411,000

新
上
市

加國武漢肺炎確診過百 亞省19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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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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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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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好的主臥室設計從考慮

功能性開始。它提供了一個睡覺的地方、

一個存放衣物的空間，和一個盡情表達個

人風格的機會。

首先要做好床的選擇。床墊顯然很重

要，確保找到合適的硬度，讓您得到充分

的休息。另外，床本身提供了一個設計的

機會：從軟墊床頭到床架，再到四柱床，

有無數的選擇，可以展現您想要的外觀和

感覺。

床頭櫃和燈飾的選擇對床的修飾也起

到很大的作用。可以考慮把現代風格的床

與東方或非洲風格的床頭櫃搭配。

衣櫃是增加臥室豪華感的另一個部

分，可以從全高門和豪華修飾開始。下拉

式衣架、褲架、鞋架、內部照明和天鵝絨

內襯的儲物箱，這些都非常能吸引人和體

現奢華感。

【看中國訊】根據加拿大抵押和住房

公司（CMHC）9 日發布的數據，2 月份

房屋開工數量下降。

經季節性因素調整後，2 月份的新屋

開工率（SAAR）為 210,069 套 / 年，比

1 月份的 214,031 套 / 年下降了 1.9%。

全國市區新屋年開工率也從 1 月份的

203,220 套 / 年 降 至 2 月 份 的 199,304
套 / 年，降幅同樣也是 1.9%。在市區

新開工房屋中，多戶型房屋開工率下降

了 6.1%，至 146,072 套 / 年，而獨立屋

開工率則增長了 11.9%，至 53,232 套 /
年。據估算，農村地區按季節調整的開工

率為 10,765 套 / 年。

在過去幾個月中新屋開工率波動較

大：1 月比 12 月增加了 8.8%，但 12 月

比 11 月減少了 3%。

「2 月份由於多戶型住房開工率降

幅較大，導致全國新屋開工率下降。」

CMHC 首席經濟學家鮑勃．杜根（Bob 
Dugan）說。「多倫多獨立屋和多戶型屋

開工率均下降；蒙特利爾受多戶型新屋開

工率降低拖累整體開工率下降；抵消了溫

哥華新屋開工率的小幅上升。」

在各省中，薩斯喀徹溫省的新屋開

工率環比降幅度最大，從 1 月份的 3,270
套 / 年下降至 2 月的 1,966 套 / 年，降幅

40%。同期下降幅度第二大的當屬魁北

克省，2 月為 44991 套 / 年，而 1 月為

73304 套 / 年，下降了 39%。

另一方面，新斯科舍省的月份增幅

最大：從 1 月份的 2,378 套 / 年到 2 月份

的 7,771 套 / 年，增長了 227%。愛德華

王子島省也錄得三位數的百分比增長，從

1 月的 429 套 / 年增長 163% 至 2 月份的

1,127 套 / 年。亞省 2 月份新屋開工率為

19,659 套 / 年，較 1 月份的 21084 套 /
年下降了 7%。

在今年頭兩個月中，房屋開工活動最

活躍的主要大城市包括哈利法克斯（從 1
月份的 1,319 套 / 年增至 2 月份的 5,800
套 / 年，增長 340%），溫莎（從 1 月份

的 264 套 / 年增至 2 月份的 1,137 套 /
年，增長 331%））和漢密爾頓（從 1 月

份的 1,734 套 / 年上升至 2 月份的 7,061
套 / 年，增長了 307%）。卡城 2 月份新

屋開工率 8517 套 / 年，與 1 月份 8488
套 / 年基本持平。

二月全國新屋開工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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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tly designed homes ready when you are.

There’s so much to explore, with nearby amenities such as 
Spruce Meadows, Sirocco Golf Club, shopping, and a future 
central park. 

Discover our Quick Move-In Homes for best pricing 
opportunities, available in 30/60/90 days. Visit us today. 

Townhomes
From The Low $300s

Duplexes
From The Upper $300s

Single Family Homes 
From The Mid $400s

 mattamyhomes.com/calgary

T:10"

T:9.57"

這個春天就入住

並節省高達 $80,000。

銷售中心

傳統居所

親近自然

就在Yorkville

專業設計的家，為有需求的您準備好了。

有如此多的可探索之處，週邊擁有完善的基礎設施，比如

Spruce Meadows 多功能運動場、Sirocco 高爾夫俱樂部、購

物中心及一處未來的中央公園。

請來了解我們的快速入住房屋，以最優惠價格提供，交房期有

30/60/90 天可選。今天就來參觀吧。

鎮屋 雙拼屋 獨立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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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amyhomes.com請訪問 查詢銷售中心和展示屋開放時間

房屋視供應情況而定。所有渲染圖僅為設計師的概念詮釋。單位尺寸均為約數。

價格、規格和條款條件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錯漏除外（E.&O.E.）。

（Adobe Stock）

【看中國訊】Pacesetter by Sterling 
Homes 將 於 2020 年 3 月 28 日（星 期

六）在 Evanston 社區，正式推出全新前

進雙車庫雙拼屋展示活動。屆時將展示由

Pacesetter Homes 建造的一套令人驚艷

的雙拼屋樣板房和一套「由你打造」未裝

飾新屋。

Evanston 社區的開發始於 20 年前，

目前已為擁有完善基礎設施的成熟社區，

包括中心商業區、兩所學校（第三所在

建）、公園和遊樂場、公交通勤線路等。

社區交通便利，臨近主幹道如 Stoney 
Trail。社區之外，Creekside 商業區、

Beacon Hill 商業區、Crossiron Mills 購
物中心、Sage Hill 圖書館和面向更健康

一代的 Vivo 活動中心都可便利到達。

Pacesetter by Sterling Homes 是一

家擁有 65 年建築經驗、屢獲殊榮的建築

商。公司為客戶提供多樣化服務與多種選

擇，可根據任何預算定制和個性化房屋。

該項目房屋提供 3 臥和 4 臥戶型，面積

從 1571 到 1994 平呎，設計獨特的雙拼

屋為客戶提供了與獨立屋同樣寬敞的居住

空間和前進雙車庫，價格卻優惠很多。本

次活動僅以開盤價發售 4 套房屋。

活動時間：2020 年 3 月 28 日（星

期六），上午 11 點至下午 2 點。

展示屋對公眾開放時間：3 月 28 日

（星期六）下午 1-5 點；週一至週四下

午 2 ～ 8 點；週六、週日和節假日從中

午 12 點～下午 5 點。請訪問 evanston.
qualicocommunitiescalgary.com 了解更

多信息。

地點：9 Evansfield Gate NW
RSVP 參 加：https://evanston.

qual icocommuni t iescalgary .com/
makeityours

Pacesetter Homes將舉辦
前進雙車庫雙拼屋展示活動

Pacesetter Homes 建造的獨立屋渲染圖。

（來源：Pacesetter Homes 官網）

主臥室設計小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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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鐘靈綜合報導

最近兩周內，武漢肺炎

在除中國以外的國家確診

案例激增 13倍。3月 11日
世衛宣布定性武漢肺炎為

「全球大流行（Pandemic）」
（下稱「大流行」），而在此

前 1個月，對要求提高警戒
至「大流行」的呼聲就已經

在國際此起彼落。

【看中國訊】美國總統川普

3 月 9 日派出專員前往加拿大渥

太華，敦促特魯多政府禁止華為

涉足下一代 5G 電信網絡；另一

方面英國政府在反對聲潮下堅持

容許華為參與 5G 建設，令朝內

分歧越發激烈。

《環球郵報》引述消息指，

美國派出白宮在國際電信方面的

特別代表，將與加拿大公共安全

部長以及來自創新部、外交部及

國防部的高級官員會面，相信期

間會警告加拿大，如果允許華為

進入 5G 市場，加拿大可能會失

去獲取敏感情報的途徑。

據 BBC 報導，雖然英國首

相約翰遜早前帶領保守黨贏得選

舉，但在華為問題上黨內分歧巨

大。英國議會本週就華為問題投

票時，38 位保守黨議員投了與

保守黨政府立場相背的票，堅持

要求將華為在 2023 年前從英國

5G 建設中剔除，但保守黨政府

則憑借在議會下院席位上的絕對

優勢否決了上述修正案。

今年初，英國政府批准華為

參與英國 5G 網絡建設，同時也

規定禁止在敏感區域使用華為技

術，並且把華為的市場份額限制

3 月 12 日意大利衛生部長

Roberto Stella 感染武漢肺炎不

治死亡，消息震撼歐洲。意大利

福利部長 Giulio Gallera 批評，

中國隱瞞了疫情真實情況，病毒

傳播速度超乎尋常，「每天至少

新增 200 個重症病人」。

事實上，國際不少國家政府

及專家均表達過對世衛遲遲不

宣布「大流行」的憂慮。明尼蘇

達大學傳染病研究與政策中心

主任 Michael Osterholm 早在 2
月向媒體表示：「很明顯，我們

正處身『大流行』，我不知道世

衛組織為什麼要拒絕接受這一事

實。」愛丁堡大學全球公共衛生

教授 Devi Sridhar 也說，武漢肺

炎早已符合「大流行」的定義。

2 月 28 日世衛將疫情風險

從「高」提升至最高級別的「非

常高」，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梁

卓偉 3 月 2 日表示，武漢肺炎

在 35% 以下，但美國白宮對此

不滿意，認為將威脅已經禁用華

為的「五眼聯盟」國家的安全。

二次世界大戰後，由加拿

大、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

英國組成的「五眼情報共享聯盟

（FVEY）」，互相分享最機密的

信號與軍事情報。澳大利亞、新

西蘭早前則已下達華為禁令。目

前，加拿大是唯一仍未表態是否

禁用華為 5G 的國家。

世衛總幹事譚德塞。(Getty Images)

美禁華為行動持續 英朝野分歧

世衛定性武漢肺炎「全球大流行」                            

疫情在技術上已是「大流行」，

國家政府應實話實說及保持高度

透明，共同做好準備面對疫情。

外媒：世衛受北京擺佈

《法廣》報導，儘管中國大

陸感染人數直線飆升，世衛高層

幾乎每次聲明都要褒獎北京，尤

其譚德塞多次肯定中國政府疫情

通報清楚、公開且透明。評論

指，「那些讚美的對話令人以為

是中國宣傳部長講的話。」

此 外，《華 盛 頓 郵 報》2
月 底 引 述 世 衛 發 言 人 Tarik 
Jasarevic 坦承，世衛只是「不

定期」獲得中方提供的片段資

料，中方沒有透露關醫護人員感

染的詳細數據，所以無法估計病

毒在醫院內部的傳播情況，也難

以研究幫助第一線醫護人員降低

被感染風險的辦法。

BBC 報導，有記者向譚德

塞提問，世衛是因為遭受到中國

的施壓，才會不斷地讚美中國

嗎？譚德塞當時說，「幾乎所有

的會員國皆讚美中國，所以我才

讚美它」，他還說，「中國對於

此種病毒採取了十分有效的行

動」。此外，美媒、日媒、韓

媒、印度媒體、歐洲多國媒體均

出現質疑世衛中立度的報導。

日本每日新聞報導，譚德塞

能夠從 2007 年起擔任世衛秘書

長，主要是基於北京政府的建

議。在其任期之內，曾是世界衛

生組織觀察員的台灣，就被通知

改名為「中國台灣省」。他 2012
年擔任伊索比亞外交部長時，當

時中國還投資伊索比亞高達 55
億加元，此金額相當於國家預算

的 1.75 倍之多，譚德塞和中國

官方可能有非同尋常的關係。

逾46萬人連署 
要求譚德塞下台

加拿大華裔網友葉一森

(Osuka Yip) 於全球最大請願網

站 Change.org 發起了連署案，

該提案指出，譚德塞在 1 月 23
日拒絕宣布中國爆發的武漢肺炎

為全球衛生緊急情況，但在之後

的短短 5 天之內，此病的感染

人和死亡數卻增加超過 10 倍，

認為部分原因與譚德塞的低估武

漢肺炎疫情有關。請願人認為譚

德塞已不適合擔任 WHO 秘書

長，應該將譚德塞立即辭職。

連署書中強調，WHO 應該

保持政治中立，可是該組織卻讓

許多人非常失望，譚德塞沒有經

過任何調查，只相信北京政府所

提供的死亡人數及感染人數；另

外，不應該出於任何政治因素，

而將臺灣排除於 WHO 之外。

截至 12 日凌晨 0 時，已經有逾

46 萬人簽署。

美 國 前 副 總 統 拜 登 (Joe 
Biden) 在上一週的「超級星期

二」(Super Tuesday) 民主黨總

統黨內初選中領先，贏得了 14
個州當中的 10 州，導致其他兩

個對手放棄競爭，分別是前紐

約市市長彭博和麻薩諸塞州參

議員伊麗莎白 · 沃倫，改變了民

主黨的競爭局勢。如果下週的

「超級星期二」中，佛蒙特州聯

邦參議員伯尼 · 桑德斯（Bernie 
Sanders）沒取得密西根的重大

支持，拜登將很大可能代表民主

黨與現任美國總統川普競爭總統

大位。

土耳其在敘利亞北部邊境發

動的「春之盾」軍事行動，並打

開邊界大門讓難民可以跨境前往

歐洲，向歐盟施壓，行動造成超

過 60 名敘俄士兵陣亡。土俄兩

國高層 3 月 5 日長達 6 小時的

馬拉松談判後協議暫時收手，雙

方軍事高層並於 10 日在安卡拉

進行聯合巡邏協商。

「春之盾」的凌厲攻勢，一

度讓得到俄羅斯支持的敘利亞政

府軍在易德利卜省瀕臨潰敗，也

讓反抗軍再度集結。 11 日，俄

羅斯首先展現停火誠意，就安排

難民等細節進行磋商。

分析指，歐盟如不設法解決

彼此間的矛盾，將因此成為「春

之盾行動」的最大受害者。土耳

其在 2016 年和歐盟達成協議，

由土方阻止由愛琴海進入歐洲的

非法移民，歐盟則提供 60 億歐

元的資金資助土耳其。但土耳其

總統艾爾段表示，土耳其已履行

義務，但歐盟卻未履行承諾，目

前僅收到一半資金。

拜登或代表
民主黨參選總統

土俄談判後 
「春之盾」暫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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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存的新屋

正在熱賣

歡迎參觀 2套

起價大 $400s
TheIvyCalgary.com

全新展示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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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參觀展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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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董林杉綜合報

導】武漢封城 48 天後，習近平

在 3 月 10 日搭乘飛機抵達武漢

市考察防疫工作，這是習近平第

一次親自到重災區武漢考察，引

發各方高度關注。

超級安保場面震撼

官媒新華社簡短地報導了習

近平的行程：他會見了前線醫務

人員、軍兵、社區工作者、警察

和官員。從官媒照片所見，習近

平戴上 N95 口罩前往火神山醫

院，瞭解院方建設，看望患者及

醫護人員。期間，習對現場發表

講話。

社交媒體中流傳出的信息顯

示，該社區一些居民當天收到通

知，稱武漢市各區分局會安排警

察入戶「進行安全排查，會在家

待一個小時左右」。有署名「居

委會網格員」的人稱，「因本小

區創建無疫情小區成功，上級派

人來檢查復核。」

有當地居民發布視頻並說：

「今天估計是中央的領導來了，

樓頂上全部站了狙擊手，都是

狙擊手待命，馬路全部戒嚴。」

多個視頻顯示，當地官方如臨

大敵，大批疑似「群眾演員」現

身。更有網民透露稱，每家入駐

一名警察。這是習近平要視察的

東湖庭院小區。

當地居民披露，習近平去之

前，武漢東湖這邊居民發了肉，

其他地方則沒有。

社交媒體上發布的圖片顯

示，有穿防護服的警察坐在居民

陽臺看守。疑似為了防範此前副

總理孫春蘭到武漢督導防疫時出

現的場景，當時有居民隔窗高喊

「假的，假的，都是假的」。

夭折的「感恩」運動

似在配合即將到來的習近平

視察武漢行動，隸屬武漢市委的

《長江日報》3 月 6 日報導，武

漢市委書記王忠林 5 日下令，

要對市民與幹部展開所謂感恩教

育，要「感恩總書記、感恩共產

黨，聽黨話、跟黨走……」。但

民間輿論認為在武漢死難者還

「屍骨未寒」時，這種感恩教育

是完全「沒有人性」的。

面對強大的反對聲音，《長

江日報》在一天之內將官網上關

於王忠林談話的報導、影音緊急

刪除，官方微信公眾號的文章

也被下架。有分析認為，王忠

林的表現，表面看急於邀功，但

隱約透露出習近平統治集團的某

種緊張。

內部混亂跡象

此前網上熱傳視頻顯示，天

津武清區 3 月 5 日發生軍機墜

毀事件。當天廣東深圳飛往北

京、上海等地航班也被突然取

消。網上有傳言稱，此次墜機事

件源於東部戰區發生兵變，戰機

被火箭炮擊落。截止目前，官方

尚未有相關報導。

3 月 6 日，大陸《財新》報

導，國務院副秘書長丁向陽在武

漢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稱，今年

1 月份及之前，湖北省有超過

3000 名醫護人員被感染，其中

40% 是在醫院感染，60% 是在

社區（感染）。

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明居正

認為，以上兩則消息釋放出中南

海內部極度不穩定的信息。軍隊

並非百分之百掌控在習手中，被

習拿下的兩大軍頭郭伯雄與徐才

厚，在任期間在軍中安置下自己

人，天津軍機墜毀事件雖未得到

官方證實，但風聲已出，軍變或

政變均有可能發生。而國務院副

秘書長丁向陽作為國務院總理李

克強的直接下屬，暗示中央最高

層在今年 1月份及之前就得知湖

北疫情的信息，並且知道是人傳

人型病毒，這顯得相當異常。

多方解讀

有分析人士認為，武漢疫情

發生以來，習近平一直留在北

京。「到武漢去」，已經不僅僅

是要求習親自去武漢撫恤災民，

更多了一層難以言說的憤怒。獨

立時評人何岸泉在美國之音節目

中認為，習近平到武漢，首先

體現了親自指揮親自部署這個

老話題。其次，是為了回應洶湧

的民意。

有觀察者還認為，從經濟層

面，習也試圖對復工產生一定影

響。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張登及則對中央社分析指出，習

近平選擇此時赴武漢視察，可能

是對疫情「有把握」，也可能是

一場賭博。復工帶來的人員流動

可能會為疫情帶來新挑戰，或隨

時出現「變數」。

清華大學政治學系前講師吳

強當天接受自由亞洲電臺採訪時

表示，習近平在面對各種不利

傳聞甚囂塵上之際到訪武漢，

是向海內外顯示其權力與地位

的穩固。

封城第48天 習近平突訪武漢 【看中國訊】被查傳言將近

兩年之久，陝西原首富高乃則最

終落馬。其被查疑與榆林前市委

書記胡志強、谷縣前縣長辛耀峰

等人受賄案有關。

陝西省紀委監委 3 月 10 日

通報稱，陝西興茂侏羅紀煤業鎂

電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高乃則，

涉嫌行賄罪，被省監察委員會立

案調查。陝西榆林市前市委書

記胡志強早前的起訴書顯示，

高乃則被指曾 8 次給予胡志強

逾 1000 萬人民幣現金。而胡志

強為高乃則公司在煤炭資源審

批、化工項目和協助向銀行籌組

資金等方面提供幫助。胡志強

於 2018 年 6 月 12 日落馬，兩

天後，陝西前首富高乃則被帶走

調查。高乃則在 2014 年面臨危

機，公司出現巨大缺口。同年 7
月，在時任府谷縣縣長辛耀峰的

主導下，多家國企借款給高乃則

的鎂電集團，金額高達 6 億元

人民幣。後來高乃則沒有按期歸

還錢，致該縣財政幾乎處於坍塌

狀態，眾多公職人員的工資無法

按時發出。

【看中國訊】根據陸媒《梨視

頻》報導，溫州慈善總會義工分

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王麗，2 月 5
日至 2 月 7 日在某慈善基金會

設置的疫情物資發放點盜 9500
個口罩，之後王麗將其中 5000
個口罩以14000元的價格出售，

2000 個口罩以 5600 元出售，

其餘則送給了親戚朋友。 3 月

2 日，浙江溫州鹿城法院以盜竊

罪，判處王麗有期徒刑 7 個月，

罰款 3000 元人民幣。經查，王

麗在抗擊疫情物資免費發放點盜

取 9500 個口罩轉賣獲利。王麗

曾榮登 2018 年 10 月「浙江好

人榜」。

陝西原首富被查

慈善組織副會長
盜賣口罩獲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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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獨家活動 前
5位買家

可獲額外的 $5K
折扣!

請前來Wentworth Pointe
參觀你不可錯過的亮點！

最實惠的卡城西部
豪華鎮屋

寬敞居住空間

更多儲物空間

更多臥室

奢華生活

快速入住屋

高達 1747 平呎。

前進雙車庫加地庫

2, 3 & 4 臥室可選

含高端裝修

今天立即預訂您的家！

鎮 屋

雙車庫
帶

起價

*有適用條件。錯漏除外（E&OE.）

+ 稅440$ 'S*

請訪問我們的銷售中心 803 & 805 – 85 Street SW

週六

3月14日
中午 12 點 - 下午 4 點

精品咖啡、甜點以及
贈品奉送

 警察進到居民家防民之口（推特）

樓頂安插了狙擊

手（推特）

被派往小區的安

保人龍（推特）

 習近平向小區居民招手（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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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壇高度共識

《台灣盟邦國際保障及強化

倡議法案》依據全名首字母簡稱

為 TAIPEI Act，中文簡稱《台北

法案》，去年 5 月由參議院外委

會亞太小組主席加德納（Cory 
Gardner）以及民主黨議員康

斯（Chris Coons）等跨黨派提

出。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

於去年 9 月 25 日提出修訂版，

並在 10 月 29 日以「一致同意」

（unanimous consent）方式表決

通過，其中一些涉及經貿議題的

部份再經籌款委員會審查之後，

於今年 3 月 4 日提交眾議院會，

並以高票無異議通過。這份法案

將交給美國總統川普簽署成為法

律，正式發布實施。

看中國記者鐘靈綜合報導

美國眾議院4日以全票
贊成通過《台北法案》，成為

美台關係新里程碑，法案授

權美國政府對台灣有不利行

為的國家採取外交行動，獲

得美國政壇高度共識，有議

員說，美國正藉此向那些投

靠北京的國家發出訊號：「這

麼做是有後果的」。

《台北法案》意義重大

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
強調，「今天國會通過《台北法

案》，再次重申我們對自由，開

放和民主台灣的堅定支持。」

5 日正在訪台的美國在台協

會主席莫健（James Moriarty）
也對台媒說，在蔡英文的第二任

期間，「美國將加倍努力，確保

台灣踏上世界舞台」。他也大

讚台灣嚴格，透明的防疫系統，

「這也讓全世界看到台灣可以為

國際組織帶來的價值。」

審視損台利益的國家

這份法案的通過，意味著

美國首次以國內法形式積極協助

台灣外交，不僅奠定法律基礎、

制裁協同北京壓制台灣的國家，

更提供法源加強與台灣的經貿合

作，並要求政府當局必須定期向

國會匯報工作。

中央社報導，《台北法案》

分為 5 個章節，在台灣經貿發

展、國際參與及外交關係上提出

了具體方案。法案提到，美國目

前是台灣第 2 大貿易夥伴、台

灣則是美國第 11 大貿易夥伴，

雙方互惠互利，美國貿易代表署

（USTR）應尋求機會進一步增強

美台雙邊經貿關係。

此外，美國應該支持台灣成

為所有不以主權國家為參與資格

的國際組織會員， 及取得在任何

涉及中國的雙邊互動、及國際組

織中的會員或觀察員身份。

法案第 5 節則指出，美國

行政部門應支持台灣並強化其正

式外交關係，對於以行動對台灣

安全或繁榮造成傷害的國家，美

方應考慮「改變」（alter）與該

國的經濟、安全及外交接觸，包

括授權美國國務院降低其外交級

別、改變或停止美國的援助，包

括對外軍事融資等。

加德納在新聞稿中表示﹕

「美國會以任何方法支持台

灣。... 這項法案向那些考慮轉投

中國的國家發出強烈訊號，這麼

做是有後果的。」

台灣民進黨立法委員余宛如

在社交媒體分析指，很多人不理

解美國為甚麼要幫助台灣，是因

為「北京在短期內拿下台灣邦交

國，顯示美國在南太平洋的影響

力減弱，為制衡中國在該地區的

地位，因此拉攏台灣就印太戰略

的合作」，台灣與美國有高度互

利關係，也是美國在印太地區不

可或缺的夥伴。

本月初中國大陸軍方數次演

習攻台、並兩度派戰機繞台，美

軍航母群隨即通過台海，被外界

普遍解讀為雙方互在台灣問題上

較量。本月 6 日在法案通過前

夕，美國總統川普突然在推特宣

布任用共和黨國會議員馬克梅多

斯（Mark Meadows）接任白宮

幕僚長一職，梅多斯是《台北法

案》連署人之一。

【看中國訊】台灣中研院 8
日合成能辨識武漢肺炎病毒蛋

白質單株抗體群，但是卻從大

陸傳出消息指研究是來自中方

的成果。

中央社報導，台灣中研院

8 日合成能辨識武漢肺炎病毒

蛋白質單株抗體群，接下來將

與幾家廠商談合作生產，未來

可比照流感快篩，於 15 至 20
分鐘內完成，將大大提升篩查

效能。

目前中國大陸仍面對快篩

試劑不足的問題，北京當局下

令 2 週內研發出新試劑，中國

醫學科學院校長王辰早前向陸

媒表示，該篩檢的準確率只有 
30%~50%。

不過大陸網絡隨即湧現假

新聞和假消息「刷屏」，稱台灣

的研究是中方成果，並遠播海

外網絡，引發巨大反彈。推特

（Twitter）、 臉 書（Facebook）
上也湧現各地區各種語言網民批

評有關言行。

此外，武漢肺炎疫情延燒，

全球近期確診人數不斷攀升。

北京代表李松 8 日在世衛會場

上公開宣稱，中國「很照顧台

灣」，台灣防疫措施做得好，是

與中國的貢獻良多有關，並以

「中國台灣省」稱呼台灣。

台快篩研究突破 
大陸假消息頻傳

美國眾議院（Wikipedia）

全球港人連線 爭取美國制裁警暴

EVANSTON

evanstoncommunity.com • Broadview Homes  •  Sterling Homes  •  NuVista Homes  •  Jayman BUILT  •  Trico Homes  •  StreetSide Developments  •  Pacesetter Homes

$280s $360s $380s $480s

我們創造可流傳於世的社區，它激發榮耀，豐富生活，其價值經得住歲月的考驗。

已經為您

趕快行動 — 最後一期正在發售！

準備好了！

鎮 屋
起 價 起 價 起 價起 價

雙 拼 屋 後置車庫獨立屋 前置車庫獨立屋

位於卡爾加里西北區，Evanston 提供

了一個可安居的社區，在這裡您可以

感受空間遼闊，鄰里和睦及胸懷寬廣

的生活。現在就可得到美好新居 , 它們

鄰近學校、購物中心和眾多的公共設

施。 今天就來探索 Evanston 吧！

搬進一切就緒的新家 最後的地塊已發售 有停車位

【看中國訊】美國去年底通

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下

稱人權法）後，首份針對香港

的報告將在月底公布。

3 月 10 日，來自美國 9 個

不同州份的 60 名香港人齊聚在

美國華盛頓首府國會山，遊說所

屬州份的參眾議員關注香港民主

人權狀況，這是香港人首次在美

國國會進行大規模遊說工作。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

員會主席麥戈文（Jim McGovern）
當天接見了集會的港人，並對行

動表示支持。他說，自人權法生

效後，香港的狀況並未改善，他

又批評中國不斷打壓香港和新疆

的人權，最終要付上代價。美

國共和黨眾議員史密斯（Chris 
Smith）及參議員斯科特（Rick 
Scott）也探望了集會的港人。

香港 7 名民主派議員上週

獲邀訪美，與美國副助理國務卿

Jonathan Fritz、美國駐港澳總

領事 Hanscom Smith、前國家

情報委員會主席 Thomas Fingar
等會面。公民黨立法會議員譚文

豪說，經討論後，他們更加了解

有關制裁名單的門檻，因此將盡

快整合首份制裁名單並附上證

據，警務處長鄧炳強、保安局局

長李家超等均符合制裁要求，希

望美國當局盡快啟動制裁機制。

圖為香港民眾在遊行中揮舞

美國國旗（Getty Images）

立法院長游錫堃（右）5日接見美國在台協會主席莫健（中）。（C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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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王璐綜合報導

自武漢肺炎疫情爆發

以來，當局嚴格管控民眾輿

情，除大量刪貼、關閉賬號

外，還製造謠言，把病毒來

源指向美國。但總有覺醒的

民眾，想出各種辦法突破封

鎖，使真相得以傳播。

網傳「五毛」培訓教材

據海外媒體《大紀元》報

導，近日網路上傳出一份文件，

是一則題為「新冠肺炎疫情期間

涉美宣傳指導綱要問答」的通

知，疑似對中共網路五毛和自媒

體等在網上煽動疫情對美國的影

響方面，作出方向性指導。

內容主要包括：如果美國沒

有爆發疫情，應該如何應對，

文件的煽動方向為：「應著力

宣傳病毒是美國對華人開展生

物戰，但只能讓紅色自媒體去

實施」；如果「美國民眾譴責政

府」，就強調「美國政治體制無

法反映民意」，反之，如果美國

民眾沒有譴責政府，就指出「美

國政府隱瞞數據導致民眾被欺

騙」；如果「兩黨在疫情上對立

加劇」，就指「美國政治體制是

狗咬狗」，反之如果兩黨合作抗

疫，就指「兩黨制的虛偽性和欺

騙性」……整個答案可謂「翻手

為雲覆手為雨」。目的就是把

病毒來源指向美國，轉移中國人

對當局的不滿。

「發哨人」引發反審查戰

中國人民出版社旗下《人

物》雜誌 3 月刊，10 日以《發哨

子的人》為題，發表武漢肺炎疫

情「發哨人」艾芬的訪問報導。

但沒想到，中宣布立即下達指

令，全面封殺此文，並禁止任何

傳統媒體轉發。

事件點燃民間對官方瞞報與

【看中國記者趙曉彤綜合報

導】武漢肺炎疫情持續，中國大

陸許多企業處於停業停工狀態。

企業經營難以維繫，引發的降薪

潮、失業潮，令億萬家庭收入減

少，生活陷入困境。

據報導，大陸全國各地封

城、封路、封村，四川養蜂人劉

德成因為在雲南調不到車輛無法

轉場，蜜蜂中毒，血本無歸，2
月13日在養蜂帳篷內自縊身亡。

武漢肺炎疫情對中國房地產

業造成巨大衝擊，在封城防疫的

措施下，大批售樓處和房產中介

停業。樓市冰封，銷售停滯，令

房企資金鏈斷裂風險驟增，降薪

裁員在所難免。

《華夏時報》報導，房地產

網絡平台房天下對員工採取集體

降薪的措施，管理層降薪三成，

普通員工降薪四分之一。報導還

指出，由於封城，員工必須在家

辦公，無法上班打卡，卻被視為

曠工，因此很多員工被扣數千元

缺勤費。

對於可以復工的城市，也許

情況還未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仍

有收入上的轉機。而對於封城仍

然嚴重的湖北省，很多人的日子

就沒那麼好過了。

居住在湖北黃石的趙先生之

前是在上海的一家整形醫院做代

理，月收入過萬，但他每個月有

8000 多元的房貸和車貸要還。

2 月底，公司通知他不用回去上

班了。一下子失去收入，還面對

高額的貸款，讓他寢食難安。

最難的是，由於封城和防

疫，用人單位拒絕招用來自湖北

的員工，導致失業之後，他很難

在疫情結束前找到工作。所以入

不敷出的並不只有他，他告訴媒

體，他周圍很多人和他一樣處於

入不敷出的困境。因為失去收入

來源，又無法出去找工作，車貸

房貸生活費令他們已經要「窮死

了」。

輿論管控 民眾拒絕沉默                           

封鎖消息的憤怒。截至發稿，專

訪已在社群媒體上出現英文、韓

文、日文、德文、越南文、希伯

來文及文言文等多種語言版本。

此外，口語中文版本也出現

躲避網管的各種不同排版或字

體，包括：倒讀版、豎排版、拼

音版、甲骨文版、摩斯密碼版、

盲文版，還有火星文版（符號

代替）、左右顛倒排，或以電腦

表情符號拼排的全文。短短一天

時間，網友全力將這些版本發至

微信、微博，臉書、推特等任何

能找到的平台上，以表達對中共

官方的不滿。

《發哨子的人》格外引起關注

的地方在於，文章首次公開艾芬

是「吹哨人」李文亮醫生發出的

「SARS 冠狀病毒」檢測報告照

片的拍照人。除此之外，艾芬還

向記者披露了關於疫情初期有關

部門反應的一些細節，包括醫院

及上級部門對信息的刻意壓制。

民眾拒絕沉默

《紐約時報》近期報導稱，

為了建造集體記憶，成千上萬的

年輕人正將那些可能被刪除的關

於疫情的帖子、影片和媒體報導

發到國外網路，建立數字檔案。

日前，一個名為武漢．人間

（wuhancrisis.com）的網站引起

了民眾的關注。該網站的內容主

要來自於 2 月 3 日微博開設的

「肺炎患者求助」超級話題，該

頻道內累計出現過幾千份來自疫

區的患者求助。由於大量求助信

息發布後很快被刪除，網站創建

者爬取了未被刪除的患者求救信

息，突破網路封鎖，並在海外建

立網路鏡像，使得網站得以在中

共嚴格的審查下生存。

創建者希望網站可以讓更多

的人關注和感受每一位患病的同

胞，作為一個和我們一樣的鮮活

的人，通過他們第一人稱的口

吻，體會到他們面對的困難、痛

苦、絕望、生離死別。網站願

景：他們絕不應遭此劫難；而我

們每個人，都不能說是無辜的。

留美武漢女博士羅碧雅（Pia 
Luo）在過去的一個多月中，蒐

集了 1000 篇來自武漢人的文章

以及三千多個視頻和照片，她正

在陸續把這些文字彙編成文集，

並特別為此建立了一個網站。首

頁上寫著：東隅已逝桑榆非晚—

武漢疫情給世界帶來的思考。

她在前言中寫道：「我覺得

必須讓武漢人民受到的苦難放到

全世界人民都能看到的地方，為

了讓地球上的物種受到警示，這

個災難降臨人間時的痛苦！因為

它所到之處，無數人死亡，精神

崩潰，無數絕望！我說的全是實

情……不能讓武漢人的血白流！」

輿論管控下，民眾創意無限。（網絡圖片）網傳「五毛」培訓教材

曝社區垃圾車送豬肉 武漢居民嘆糟心
3 月 11 日，微博賬號認證為

「香港文匯報北京新聞中心執行總

編輯」的「凱雷」收到武漢居民的

爆料，指儘管自中國國務院副總理

孫春蘭視察武漢社區遭到隔窗「喊

假」之後，當地愛心菜和愛心肉等

生活物資供應充足，但在民眾領取

所謂愛心肉時卻發現，運送豬肉的

車輛竟是一輛滿是污漬的垃圾車。

居民擔心該車是否有消毒，居民吃

下肚的肉，是否會有傳染病毒。

疫情下
民眾生計成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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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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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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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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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銷售：403-301-3546 ( 國 / 英 )

www.cbcfootproduc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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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 1 月底，臺灣還被預

測，其疫情將是中國大陸之外的

「第二慘」。令人訝異的是，在

武漢病毒蔓延的 100 多個國家

和地區中，臺灣的人均發病率最

低。截至目前為止，只有 48 個

確診病例和 1 人死亡，可以說

穩定控制住了疫情，那麼臺灣是

如何取得這般成果的呢？

首先是，高度警覺未雨綢

繆。早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中國通報境內出現多例未知原因

的肺炎病例的當天，臺灣疾病管

制署就下令對來自武漢航班的乘

客進行檢測；1 月下旬禁止來自

中國湖北省武漢的團客，目前原

則上中國籍人士不得入境。

臺灣嚴格執行檢疫隔離的作

法，中央流行疫情中心會發給防

疫手機進行定位監控。臺灣的健

保卡號碼也與出入境資訊連通。

也很早就訂出學校停課標準。

臺灣防疫專家認為，即便是

健全的防疫系統，也有其負擔上

限，因此疫情初期不輕忽，避免

疫情擴大，才能避免像武漢那樣

造成防疫和醫療系統的大崩盤，

否則崩盤後，再健全的系統也會

亂了套。

其次，分工有序，資訊透

明。臺灣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由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負

責，每天召開記者會，由衛福部

長陳時中擔任指揮官，指揮中心

由外交、經濟、教育、交通等各

部會的主管組成，核心是醫師、

公共衛生專家齊聚的疾病管制署。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記

者會也進行網路直播。在社群軟

體 LINE 也有帳號，每天公布的

資訊、直播的內容等，民眾都可

透過手機獲得。

再有，因地制宜迅速應對。

1 月下旬武漢肺炎開始受到關注

時，臺灣民眾也曾出現搶購口

罩、生活用品的情形。政府一方

面推動口罩的流通管理，一方面

擴大產能。

2 月 6 日起，民眾需持健保

卡在指定的藥局買口罩。並按照

身份證字號末碼的奇偶數分時

段，以分散人潮。臺灣 2 月初每

天口罩產能約 400 萬片，而計畫

3 月每天產就能提高到 1000 萬

片。臺灣的 IT 大臣、行政院政

務委員唐鳳是天才型的程式設計

師，她領導民間社群合作建置口

罩供需平臺，供民眾查詢。

臺灣防疫專家、公共衛生部

門官員們都認為，臺灣有民主監

督、政治問責體制，凡事都要透

明，是臺灣這次防疫上的最佳利

器；而給予民眾充分的知情權，

才讓人民相信政府，共同配合政

府防疫作戰。

2003 年 SARS 過後，臺灣

進行了檢討。其經驗是要將病人

分流、避免交叉感染，並尊重第

一線醫師的診斷，找出防疫破口

外的病人，即漏網之魚。臺灣只

要有疫情，就會高度重視。也因

此臺灣此次配備了足夠數量的負

壓隔離病房，各醫院急診都有

SOP（標準作業程序）。

臺灣的防疫專家無法理解

的是，中國一線醫護人員從去

年 12 月底應該就檢測出來新冠

病毒會「人傳人」，也已經知會

世界衛生組織，但官方卻遲至 1
月 20 日才願意公開承認並提高

防疫規格，這是為什麼？ !
現任臺灣總統府資政的李明

亮說，SARS 期間美國人到北京

調查，北京的醫院把 SARS 病人

用救護車載到外面晃，以空出病

床做假給美國人看，他認為這樣

作假的劣質文化深植中國官場，

正是大陸疫情蔓延的最大禍首。

臺灣前衛生署長塗醒哲認

為，武漢封城前沒有管控，5 百

萬身體狀況不明的人出逃；封城

後也沒有針對武漢人做健康管

理，讓城內原本健康的人暴露在

風險中；而為了配合政治，一線

的醫護人員嚴重暴露在染疫的高

風險中，這是臺灣絕不可能犯的

錯。臺灣前和平醫院急診科主任

張裕泰，觀察中國封城之後的配

套、火神山醫院、方艙醫院大通

鋪的設置，認為大陸防疫水準並

未達標。

更多的臺灣網民則在此時發

出了「天祐臺灣」的感嘆。民進

黨政府對中共持強硬態度而招至

「懲戒」，自 2019 年 8 月起，

北京政府全面停發赴臺自由行通

行證，導致大陸遊客銳減。但臺

灣人民在此次總統大選中，還是

選擇遠離中共的金元誘惑，堅守

臺灣民主價值。他們選出的政府

在面對疫情時，沒有被北京和世

衛釋放的信息誤導，作出了清醒

地判斷。也難怪應了那句古話，

自助者天助之！

◎文：苗青

王小波說：「所謂不理智

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頭認

罪，承認地球不轉的年代，也

是拉瓦錫上斷頭臺的年代；是

茨威格服毒自殺的年代，也是

老舍跳進太平湖的年代。」也

正是現在這個說真話要被刑拘

被訓誡、被沉默、被封號的年

代。更讓我們感到恐懼的是，

許多人看到李文亮為我們說真

話受到懲罰的報導時，不是感

到痛心和憤怒，而是為之瘋狂

點讚……

看電視新聞，除了歡歌笑

語，還在宣稱為世界防疫樹立

新標桿！總以為可以拯救全人

類主宰全世界，如同遠古的人

一樣雄心勃勃建造通天塔，視

自已為救世主，這是多麼地荒

謬。有個女生在微博上寫道：

「除了生病和死亡，我並不明白

疾病會帶來多大的影響。直到

朋友告訴我，如果疫情持續到

五月，公司會宣布破產。那一

瞬間我才明白，無論是否被感

染，每人都在這場災難裡了。」

經此一疫，許多人可能

會明白，GDP 與自己無關，

財富與自己無關……甚至那個

「崛起」都與自己無關；當災

難來臨時，你需要的只是一張

病床，只是一雙撫慰的手，甚

至是憐憫的眼神。若能逃過劫

難，無論願不願意，無論想不

想，希望從此往後，改變你的

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有

敬畏有底線，不為邪惡喝釆點

讚，唯願如此，這才是重生之

後最有意義的收穫。

疫情與理智 ◎文：佚名

臺灣防疫勝在何處？

(本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和立場)

臺灣外交部臉

書近日整理出

3 4個外媒報

導臺灣防疫經

驗來與國人分

享，同時幫臺

灣 與 世 界 打

氣。（圖片來

源：臺灣外交

部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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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反饋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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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反饋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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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家眼病專科

耳鼻喉病專科

神經肌肉專科

癌症腫瘤專科

精神心理病專科

免疫內分泌專科

其他疑難病

公益服務：張碩博士每月週日（具體日期

請致電查詢）下午 2點半於本中心開設免

費健康講座、義診，敬請電詢！

資深中醫藥專家

中醫研究生導師

國醫大師嫡傳弟子

註冊針灸師 / 按摩師

前中國中醫藥學會眼科

耳鼻喉科專委會委員

中醫博士

張碩 醫師

更多病案分析及醫案醫話，請瀏覽、關注張碩博士：

卡城華人網專頁

谷歌博客：http://blessingswellness.blogspot.ca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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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肌肉專科

癌症腫瘤專科

精神心理病專科

免疫內分泌專科

其他疑難病

前中國中醫藥學會眼科

耳鼻喉科專委會委員

            

餘年深研醫道，加

弓河康復中心 Bow River Wellness Centre  #116,738–3 Ave SW
諮詢 / 預約 / 定座電話（粵、國、英語）403-255-5288 403-255-6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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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FEE
DEALER

T & T HONDA is a NO FEE DEA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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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 T HO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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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 解釋權歸 T&T Honda所有

(403)291-1444
（英/粵/國）

(403)291-1444

僅存的2019款新車

選定的2020款新車

國際車展大優惠國際車展大優惠
節省高達

利息低達

OAC(經批准的信貸)，2020年3月31日截止。

$4,000

本車行二手車
有大優惠！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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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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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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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降低想要降低

月付款嗎？月付款嗎？

我們來幫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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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兌現承諾兌現承諾

服務亞省服務亞省

超過超過 3131年年

3.5L六缸發動機 · 四驅 · 自動擋 · 27562 km

2018 Toyota Tacoma TRD Off Road Double Cab

   僅售 : 加稅 $39,998 $39,998   僅售 : 加稅 $38,900 $38,900   僅售 : 加稅 $35,388 $35,388
3.5L 六缸發動機 ·四驅 ·自動擋 ·73284 km

2017 Lexus RX 3502017 Lexus RX 350

2.5L 四缸發動機 · 自動擋 · 19451 km

   僅售 : 加稅 $16,800 $16,800

2017 Ford Fusion S

   僅售 : 加稅 $17,800 $17,800
3.6L 六缸動機 · 自動擋 · 38462 km

2016 Dodge Grand Caravan SE

   僅售 : 加稅 $26,800 $26,800
3.5L 六缸發動機 · 自動擋 · 94610 km

2015 Honda Pilot EX-L AWD
# 200354A

現任豐田
車主們：

2508  24th  Avenue NE2508  24th  Avenue NE2508  24th  Avenue NE2508  24th  Avenue NE2508  24th  Avenue NE
(403) 291-2111(403) 291-2111(403) 291-2111(403) 291-2111(403) 291-2111

2508  24th  Avenue NE2508  24th  Avenue NE2508  24th  Avenue NE

   僅售 : 加稅 $26,800 $26,800
2.5L 四缸發動機 · 自動擋 · 37079 km

2018 Toyota RAV4 AWD

   僅售 : 加稅 $28,900 $28,900

   僅售 : 加稅 $17,888 $17,888

2.5L 四缸發動機 · 自動擋 · 23672 km

1.8L 四缸發動機 · 自動擋 · 23102 km

2019 Toyota RAV4 LE AWD

2015 Honda Civic Coupe EX
#200462A#200462A

3.5L 六缸發動機 · 自動擋 · 46830 km

2019 Toyota Sienna 7P

   僅售 : 加稅 $32,400 $32,400

3.5L 六缸發動機 · 自動擋 · 35476 km

2016 Toyota Highlander XLE AWD2016 Toyota Highlander XLE AWD

Toyota Certifi ed

Toyota Certifi ed

# 200265A # 200415A# 200415A

# 200354A # 9033A

# 9027A

# 9018A# 9007A

# 9027A

Toyota Certifi ed

 # 200314A

Toyota Certifi ed

# 9007A

# 892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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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經濟」很大程度上就是透過實

際體驗，讓消費者對產品產生更深刻的了

解，並提升品牌的附加價值。最知名的典

範如瑞典 IKEA 家具，透過賣場不同空

間的陳設與規劃，讓消費者實際感受到產

品呈現的效果與運用，從而大大增加了經

濟效益。

只有大品牌才有「體驗經濟」嗎？近

年來，手作蔚為風潮，坊間可以找到越

來越多的烘焙、手工皂、木作、精油等

各式課程與教室。這類型的教學著重技

術的教授，除了當作興趣、休閒，不少

人將其作為第二專長來發展，甚至從玩

票變成主業。

在發展技術與專長的手作課程之外，

隨著社交網站的蓬勃發展，還有一種更

具「社交型態」的體驗與手作進入市場。

Funsiamo，就是一個以「體驗」與「社

交」為主題的手作工房，這裡不銷售甜

點，而是讓消費

Funsiamo，由英文 Fun（樂趣）加

上義大利文 Siamo（我們）組合而成，

意味 Let's have fun together.（讓我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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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戎真  圖：Funsia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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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五、 週六：早 9 點 - 晚 6 點 週五、 週六：早 9 點 - 晚 6 點

終生免費更換機油
每出售一輛車 *

$0 首付及無需付款直到
2020 年 9 月份 - 提供延期

付款貸款計劃 OAC*

ONE DAY LEFT! DON’T MISS THIS EVENT!!

GUARANTEED TRADE VALUE
$2000 AND UP TO 125% OF
CANADIAN BLACK BOOK*

LIFETIME OIL CHANGE
OFFER ON EVERY SALE*

2019 CAMRY LE LOADED NEW

#P901105#P901105

WASWAS $30,446$30,446**

NOWNOW
$$$$$$26,99822226666,,,999999998888**

2019 C-HR LE NEW

2019TACOMA LTD DEMO

#P900337#P900337

WASWAS $57,225$57,225**

NOWNOW
$$$$$$49,99844449999,,,999999998888**

2019 HIGHLANDER HYBRID LTD DEMO

#P901636#P901636

WASWAS $61,674$61,674**

NOWNOW
$$$$$$$52,9985555522222,,,999999999988888**

2019 RAV4 LTD DEMO

#P900897#P900897

WASWAS $46,256$46,256**

NOWNOW
$$$$$$$40,9984444400000,,,999999999988888**

2019TUNDRATRD DOUBLE CAB

#P9C2246#P9C2246

WASWAS $52,115$52,115**

NOW
$$$$$44442222,,,111111115555*

$$$$$$$10,000!!1111100000,,,000000000000000!!!!!!!!!!SAVE

$$$$$$$8,676!!88888,,,666667777766666!!!!!!!!!!SAVE $$$$$$$5,258!!55555,,,222225555588888!!!!!!!!!!SAVE

403.567.8888 11500-35St. SE
BARLOW TR. & DEERFOOT TR. SE

*All prices include all fees and taxes and are plus GST only. All offers have conditions and only one offer per customer. The 0% offer has term and down payment restrictions. All advertised prices have any and all factory rebates applied. Low
TFS rates cannot be combined with some advertised vehicles. See dealer for complete details. Cash back offer is a combination of factory rebates, discounts and in some cases the $ are added to the price of the vehicle financing.

ON EVERY SALE OR FREE WINTER TIRES AND
ONE YEAR STORAGE ON EVERY SALE*

$1000 FREE
FUEL

$0 DOWN PAYMENT AND
NO PAYMENTS UNTIL

SEPTEMBER 2020 – DEFERRED
PAYMENT FINANCE OFFER OAC*

0%FOR
84 MONTHS
STOCK# P9C2246

#P902145#P902145

WASWAS $25,980$25,980**

NOW
$$$$$$2222233333,,,444448888800000*IFYOULEASE / FINANCEIFYOULEASE / FINANCE

DEMO

ONE DAY SALEONE DAY SALE
HELD OVER MONDAY 9AM-9PMHELD OVER MONDAY 9AM-9PM

不要錯過這次特賣活動 !   週五、 週六  ：早 9 點 - 晚 6 點

% 84 個月0 STOCK # P9C2246

$1000免費加油卡
每出售一輛車或者免費贈送

雪胎及一年免費儲存 *

以舊換新承諾價格不低於
$2000 及高達加拿大黑皮

書估價的 125%*

週末清倉大特賣週末清倉大特賣

地很美、很乾淨，器材都在推車裡

面很方便。」

一手打造 Funsiamo 的心玩藝國

際有限公司創辦人暨品牌總監謝依

倩，一語點出品牌精神：「我的商品

是快樂，人人都需要快樂。」

據此，Funsiamo 成立了。英文

Fun（樂趣）加上義大利文 Siamo
（我們），形成了 Let’s have fun 
together.（讓我們一起玩樂吧）的

好寓意。

讓顧客專注享受美好

自幼在加拿大念書的謝依倩表

示，烘焙在西方國家是生活中的日

常，一般家庭經常親子一起動手

做，學校也開設有烘焙課。但回到

台灣後卻發現與歐美有很大的差異，

烘焙在台灣變得有點麻煩，「但烘焙是一

件可以令人開心的事，短短一兩個小時

就可以有一個成品，很有成就感。」

了解台灣市場後，謝依倩發現台灣

烘焙市場其實很成熟，麵包已是一般人

主食之一，且生日、母親節、情人節等

的蛋糕市場很大，美、法、義等國甜點

品牌也都紛紛進駐。

台灣人對甜點有其需求，但是烘焙

的過程、手續繁雜。Funsiamo 就幫顧

客抽離最麻煩的那部分──事前備料與

事後清潔，並提供相應的器材、食譜、

專業解說，以及人員適度的協助，提高

成功率，讓新手或第一次做的人都可以

成功，享受烘焙的美好。（下轉 C1）

起玩樂吧）。不同於烘烤教室，這裡不教

你成為甜點大廚，而是讓你體驗快樂、

感受新型態的時尚社交。Funsiamo 2017
年 7 月光復店開幕、11 月京站店開幕。

2018 年 8 月新加坡店開幕。 2019 年開

放台灣加盟。

以「快樂」為產品

走進 Funsiamo 位於台北市光復南路

巷弄裡的門市，大約 50 坪的開放式空間

明亮寬敞，大理石桌面潔淨舒適，桌下放

置擺放材料與用具的推車，整片牆面還設

置了 24 台烤箱，燈光柔和、氛圍沉靜的

整體環境，兼具社交與學習的功能。在此

處，顧客可以從眾多品項的選單中挑選想

要製作的甜點，在 3 個小時內從容地完

成，不需備料，也不需事後的整理。

採訪當天，店內兩位少女身穿圍裙，

正依照平板電腦上的影片示範與文字敘

述，逐步做出當天的甜點「馬卡龍」。這

是從美國回台度春假的高中生張韻妍與張

恩嘉。過去，張恩嘉只要段考一結束，就

會與朋友相約一起做蛋糕，這是她第二次

到 Funsiamo。
她們表示，年輕族群很多人喜歡來

這裡做甜點，「因為大家都已經逛街逛

膩了，做蛋糕要花比較多時間，而且很

放鬆。」第一次到 Funsiamo 的張韻妍

則表示，「這是一種滿好玩的體驗，場

顧問公司岱凱（Dimension 
Data），訪問了110家企業，跨及
全球59個市場、13個產業，在今年
1月發布一份《2019 客戶體驗基
準研究報告》，該報告指出，現在公

司的客戶體驗存在脫軌問題。而實

體店在這個方面大有可為。

實體店無可取代的利器：體驗！體驗！
(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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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siamo第一家門市於 2017 年 7 月

開幕，主要消費族群為 18 至 34 歲的女

性。當她們在社群平台上分享了自己做的

蛋糕後，受到很多關注，透過社群網站的

擴散，第二個月的顧客量即突破一千人

次。目前 Funsiamo在台灣的兩個門市每

月平均來客數約 1,500 至 2,000 人次。

 隨著口碑的傳播擴散，Funsiamo也成

為一些企業團訓、慶生、聯誼的場所，發

展成一種新型態的社交模式。「平常同事

間在公司互動以公事為主，私交不深，但

來這裡之後，一起完成作品，必須要溝通

協調，要交流、討論、交換意見，過程中

有助於彼此了解，看到在職場上看不到的

另一面。」謝依倩說。

一個美好的過程

 除了社交的功能，不少來 Funsiamo的
顧客是為了傳達心意，特別在親人、朋友

生日或各種節慶時。

 謝依倩提到一對令她印象深刻的母女。

那是一個平日的上午，一位母親特地幫女

兒在學校請假，母女倆搭高鐵從台中北

上，因為他們要做一個蛋糕幫哥哥慶生。

哥哥獨自在台北準備律師高考，身心壓力

巨大，她們希望給他一個驚喜。

 也有不少家長帶著小朋友前來親子同

樂。Funsiamo的工作人員表示，由媽媽

陪同而來的小朋友年齡從 3 歲到 12 歲都

有，一些較為簡單的蛋糕，小朋友可以只

做擠奶油、擺糖果等裝飾的步驟，他們很

快樂，經常一邊做一邊吃。

 此外，三代同堂的畫面也經常出現。

三代人的文化、成長背景雖有差異，但在

這個共同的活動中卻能彼此交融。有趣的

是，即便是在廚房身經百戰的婆婆媽媽，

在把蛋糕送進烤箱後，也往往如孩童般按

◎ 文：劉仕祥  
圖：Adobe Stock

捺不住，頻頻探視、詢問：「蛋糕有沒有

長大？」而當烤箱傳出香味時，一家人都

會湊到烤箱前期待觀望。蛋糕出爐的剎

那，那份成就感與喜悅，很令人難忘。

環繞消費者的感受

 在地點的考量上，Funsiamo主要設立

在交通便利的都會區，店面最好位於鬧中

取靜的環境，「過度吵雜的環境不適合，

因為做烘焙要稍微靜心下來。」

 除了地點的選擇，門市的裝潢也必須以

服務消費者體驗為主，環境的布置則偏向

簡潔、明亮。Funsiamo的品牌主色為黃

色，代表「明亮、快樂、希望」，多數器

材則是以能讓人沉靜的白色為基調；大理

石材質的桌面便於操作，給人沉穩、踏實

可靠的感覺；燈光則做了一些巧思，透過

美肌燈光，便於客人拍出好看的照片，滿

足社群網路發文的需求。

在安全性的考量上，服務人員會特別

加強刀具使用的解說，使用烤箱時，也會

從旁協助。在動線設計上，會讓出爐的甜

點轉身就能放到桌上，減少傳遞過程中造

成燙傷。

 Funsiamo現場人員的「體驗管理」主

要以提供服務為主，而不是教學。顧客剛

到時既緊張又興奮，服務人員第一步就要

透過解說或引導讓他們放輕鬆；過程中為

了製作出成功的糕點，也必須在關鍵時刻

適度關心與協助，讓整個體驗充滿快樂。

 當來客量多時，在開放式的空間中，

現場的工作人員必須像一個樂團的指揮，

與所有顧客一起創造和諧的樂音。

   對於一般企業想要發展體驗經濟，謝

依倩的中肯建議是，要回歸「人」這個主

體，對目標客群做更多的消費者行為研

究，找出他們的真實需求，才能提供真正

滿足消費者的體驗，創造出更多的商機。

實體店無可取代
的利器：

禮服捐贈特賣活動

捐贈一套正式的禮服，用以幫助一個學生
在畢業典禮上大放異彩。每捐贈一套禮服
都會收到一張抽獎卡，有機會贏得
$250 Marlborough Mall 禮品卡。

2月18日至4月22日期間，您可以將禮服交付給客戶服務中心 。

所有捐贈的禮服都將在4月25日Gowntown Suit Up 

義賣活動中出售給畢業生。

更多活動詳情，請訪問 marlboroughmall.com

所有禮服應不超過五年，且成色良好。

正式禮服薈萃

Gowntown meets Suit UpGowntown meets Suit Up體驗！體驗！
(下)

!



The Vision Times Calgary

C3看博談Bilingual2020年 3月12日— 3月18日      第 9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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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dscape paint ing is  a 
special area of study in art; it 
mainly depicts natural scenery. It 
developed during the Wei, Jin, and 
South-North periods (220 – 589 
AD) but it remained secondary to 
figure painting as it was often used 
only as a backdrop. During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581 – 907 
AD), landscape painting became 
an independent art.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period (960 – 1127 
AD), landscape painting soared 
in popularity to reach its apex, 
and many artists took to this art 
form. The painters aligned into a 
southern and a northern faction 
that competed with each other 
to excel in landscape painting. 
Despite the differences in life 
experiences, accomplishments, 
schools and methods, landscape 
painters could all demonstrate the 
beauty of nature on paper through 

their brush, ink, color, skills and 
sketches. In the Yuan dynasty 
(1271 – 1368 AD), landscape 
painting inclined towards freehand 
expression with an emphasis on 
beauty through brush strokes. 
Tradit ional  classif icat ion of 
landscape painting includes six 
categories. 

Before the Wei, Jin, and 
South-North periods, flowers and 
birds in Chinese art only appeared 
figures and patterns on pottery 
and copperware.  Oftentimes 
birds and animals are painted as 
a connection to mythical beasts. 
Flower-bird painting became an 
independent category of painting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The Ideology of "Heaven and 
Man Are One"

Chinese painting attaches 
importance to conception, and it 

is particular about forming the 
concept first before painting. 
It  emphasizes the subjective 
a n d  o b j e c t i v e  u n i t y  o f  t h e 
ar t i s t ic  image and does  not 
pursue  prec ise  resemblance 
in form; instead, it strives for 
"the ingenious effect that lies 
between resemblance and non-
resemblance" and "resemblance 
in non-resemblance." Chinese 
painting uses unique brush and ink 
techniques to depict the object and 
express feeling, and by means of 
point, line, and surface depicts the 
shape, framework, texture, light, 
and the bearing of the object in the 
painting. The brush and ink serve 
not only as techniques to depict 
objects and to convey feelings, 
but also serve as carriers of the 
object of painting. At the same 
time, they, themselves, are a form 
of connotation, displaying tasteful 

charm in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ossessing unique aesthetic value. 
Chinese painting emphasizes 
the fact that the painting and the 
calligraphy are homologous. 
Moreover, it pays attention to the 
character and accomplishment of 
the artist. In a particular piece of 
work, particular attention is given 
to the harmonic combination 
of poem, calligraphy, painting, 
and seal. Through writing the 
poem, preface, and postscript on 
a painting, the artist expresses 
his understanding of society, life 
and, art. These not only enrich 
the theme of the painting, but also 
form part of the composition.

Chinese painting reflects 
the philosophical and aesthetic 
concepts of the Chinese in its 
observation, image creation, and 
expression. In its observation of 
reality, it adopts the method of 

seeing what is small from what is 
big, and from what is small to see 
what is big. It observes reality in 
real life or even directly becomes 
part of the reality, instead of 
just observing as an outsider or 
limiting itself to a particular point 
of view. Even when painting 
pure natural objects, such as 
landscapes, flowers, and birds, 
the artist may also link them with 
people's social consciousness and 
aesthetic interest, using the scenes 
to express feelings or express 
one's aspirations through depicting 
a particular object.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is not only time-honored, but also 
serves as a mirror to reflect China's 
traditional arts, demonstrating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Heaven and Man are one."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Part 2)

描寫山川自然景色為主體的

山水畫是專門的藝術學科，山水

畫在魏晉、南北朝已逐漸發展，

但仍附屬於人物畫，作為背景的

居多；隋唐始獨立，如 : 展子虔

的設色山水、李思訓的金碧山

水、王維的水墨山水、王洽的潑

墨山水等；五代、北宋山水畫

大興，作者紛起，如 : 荊浩、關

仝、李成、董源、巨然、范寬、

許道寧、燕文貴、宋迪、王詵、

米芾、米友仁等的水墨山水；王

希孟、趙伯駒、趙伯驌等的青綠

山水，南北競輝，形成南北宗兩

大派系，達到高峰。自唐代以

來，每一時期，都有著名畫家，

專尚從事山水畫的創作，儘管他

們的身世、素養、學派、方法等

不同，但是，都能夠透過筆墨、

色彩、技巧，靈活經營，認真描

繪，使自然風光之美，欣然躍於

紙上，其脈相同，雄偉壯觀，氣

韻清逸。元代山水畫趨向寫意，

以虛帶實，側重筆墨神韻，表現

上講究經營位置和表達意境。

傳統分法，有 : 水墨、青綠、金

碧、沒骨、淺絳、淡彩等形式。

在魏晉南北朝之前，花鳥作

為中國藝術的表現對象，一直是

以圖案紋飾的方式出現在陶器、

銅器之上。花鳥畫較多的是畫一

些禽鳥和動物，因為它們往往和

神話有一定的聯繫，有的甚至是

神話中的主角，如 : 為王母搗藥

的玉兔、太陽中的金烏、月宮中

的蟾蜍，以及代表四個方位的青

龍、白虎、朱雀、玄武等。一般

來說，花鳥畫在唐代獨立成科，

屬於花鳥範疇的鞍馬在這一時期

已經有了較高的藝術成就，現在

所能見到的韓幹的〈照夜白〉、

韓滉的〈五牛圖〉，以及傳為戴

嵩的〈半牛圖〉等，都表明了這

一題材所具有的較高的藝術水

準。而記載中，曹霸、陳閎的鞍

馬，馮紹正的畫鷹，薛稷的畫

鶴，韋偃的畫龍，邊鸞、滕昌

佑、刁光胤的花鳥，孫位的畫松

竹，不僅表現了強大的陣容，

而且各自都有傑作。如 : 薛稷畫

鶴，杜甫有詩讚曰：「薛公十一

鶴，皆寫青田真。畫色久欲盡，

蒼然猶出塵。低昂各有意，磊落

似長人。」         

「天人合一」的思想

中國畫在創作上重視構思，

講求意在筆先和形象思維，注重

藝術形象的主客觀統一。造型

上不拘於表面的肖似，而講求

「妙在似與不似之間」和「不似

之似」。中國畫以其特有的筆

墨技巧作為狀物及傳情達意的表

現手段，以點、線、面的形式描

繪對象的形貌、骨法、質地、光

暗及情態神韻。這裡的筆墨既是

狀物、傳情的技巧，又是對像的

載體，同時本身又是有意味的形

式，其痕跡體現了中國書法的意

趣，具有獨立的審美價值。中國

畫在創作中強調書畫同源，注重

畫家本人的人品及素養。在具體

作品中講求詩、書、畫、印的有

機結合，並且通過在畫面上題寫

詩文跋語，表達畫家對社會、人

生及藝術的認識，既起到了深化

主題的作用，又是畫面的有機組

成部分。

 中國畫在觀察認識、形象塑

造和表現手法上，體現了中華民

族傳統的哲學觀念和審美觀，在

對客觀事物的觀察認識中，採取

以大觀小、小中見大的方法，並

在活動中去觀察和認識客觀事

物，甚至可以直接參與到事物中

去，而不是做局外觀，或侷限在

某個固定點上。它滲透著人們

的社會意識，從而使繪畫具有

「千載寂寥，披圖可鑑」的認識

作用，又起到「惡以誡世，善以

示後」的教育作用。即使山水、

花鳥等純自然的客觀物像，在觀

察、認識和表現中，也自覺的與

人的社會意識和審美情趣相聯

繫，借景抒情，托物言志。

國畫不僅歷史悠久，還是折

射中國傳統藝術的一面鏡子，體

現了中國傳統文化「天人合一」

的思想。

◎文：白雲飛

歷史悠久的國畫 下

〈五牛圖〉局部（唐韓滉，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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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籌藏資  
初賞石濤八大

由於祖上留下的寶貝並不

多，張大千收藏古字畫主要是靠

賣畫所得的經濟收入，而藏畫也

是為了更好地「師古人」，他的

其中一方收藏印「不負古人告後

人」道出了此中原因。張大千最

初是受曾熙、李瑞清的影響，偏

愛購藏石濤、朱耷的作品。張大

千晚年曾對友人說他收藏石濤真

跡最多時約有 500 幅，美國的

傅申先生在《大千與石濤》中說：

「大千是歷來見過和收藏石濤畫

跡最多的鑑藏家，絕對不是誇張

之詞，不要說當世無雙，以後也

不可能有。」

當然，大千對八大、石濤作

品的研究也相當到位，特別是

對他們的生平以及各時期的用

墨、用筆、構圖、紙張、用印、

題款、繪畫題材、書法乃至交

友瞭如指掌。鑑藏家王季遷曾

說，他看石濤、八大只能到「七

層」，但在接受張大千的點撥以

後，提升到了「九層」。民國時

期，大千的偽作就騙過了黃賓

虹、羅振玉、陳半丁、程霖生等

諸多行家，並留下許多趣聞軼

事。民國時期的掮客、藏家朱省

齋 (1901—1970) 認為，在現當

代的鑑藏界，能夠鑑定出張大

千「高仿」的石濤作品真偽者極

稀。現當代諸多鑑藏名家在張大

千的「高仿」面前走眼，這倒並

非是鑑別者無能，而實在是張大

千的摹仿水平登峰造極。實際

上，張蔥玉 (1914—1963) 與朱

省齋觀點頗為一致，他曾預言：

「張大千偽古前無古人，今無來

者」，並和曹大鐵 ( 大千弟子 )
說過，凡喜好收藏石濤、八大的

藏家要特別當心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真正把

師法石濤和八大的取向轉化為當

時藝術潮流的人物，非張大千莫

屬。這股風潮橫掃當時畫壇的陳

腐局面，直接影響了齊白石、傅

抱石、李可染、潘天壽、蕭謙

中、石魯、李苦禪、朱屺瞻、沈

子丞、丁衍庸、來楚生等一批

畫家。這場潮流的見證人、已

故美術史家俞劍華在《七十五年

來的國畫》中作了有力的證明：

「自蜀人張善孖、張大千來上海

後，極力推崇石濤、八大，搜求

遺作，不遺餘力……於是，石

濤、八大之畫始為人所重視。價

值日昂，學者日眾，幾乎家家石

濤、人人八大。連類而及，如：

石溪、瞿山、半千，均價值連

城。」

除了石濤、八大，張大千在

收藏其他古代精品時也絲毫不手

軟，一擲千金。一則趣聞提到，

張大千 28 歲時 (1926 年 ) 在上

海灘與一批遺老們「混」，他們

時常聚在一起玩「打詩鐘」，這

是一種以猜詩謎方式進行「雅

賭」的文人遊戲。在一次賭博

中，張大千輸給了海上文人江紫

塵，為了抵銷 1200 兩黃金的賭

資，忍痛拿出了〈曹娥碑〉( 原
為清王府收藏，畫上所書題跋中

僅唐代墨跡就有 7 處 )。這也從

一個側面體現出了張大千資產的

雄厚。後來，此作又被葉恭綽所

得，這便有了葉恭綽慷慨返贈珍

寶，善孖和大千叩首拜謝的千古

動人一幕。

廣會藝友 
為藏畫一擲千金

上世紀 30 年代以後，張大

千已不滿足於學習石濤、八大、

石溪、唐寅等人畫藝，而是上溯

到宋元，如：傅申所說「血戰古

人」。因為龐萊臣、吳湖帆、

溥心畬、葉恭綽、周湘雲等好友

都藏有不少宋元名跡，張大千絕

不甘心在收藏上落於人後。

1936 年，當徐悲鴻在《張

大千畫集》序中寫下「五百年來

一大千」的評語時，張大千表

示：「徐悲鴻說我繪畫是五百年

來第一人，我不敢當，若要說

五百年來第一精鑑人，則非我莫

屬。」張大千愛畫成癖，搜求無

止，有時為購一幅古代名跡，不

惜傾囊以付。北平字畫掮客一旦

得知大千在北京琉璃廠鑑定字

畫，會爭先恐後前往排隊，請他

鑑定，大千遇上喜歡的，一般都

會以較高價格吃進。掮客也很樂

於與他交易，因為與豪爽有錢的

大千交易往往收益不菲，大千也

從中獲得不少古代名跡。難怪

有北京琉璃廠的古玩商認為，一

般畫家都是被琉璃廠「吃」的，

只有張大千可以「吃」琉璃廠，

可見其在北平的能量之大。到

1938 年，大千從北平虎口脫險

後，費盡周折，將存放在北平約

200 件古畫運至成都。 20 世紀

40 年代初，他收藏的古字畫已

很可觀，曾命門人子侄將一批書

畫編了一本《大風堂畫錄》，並

詳記尺寸題詠。其中有畢宏、文

湖州、易元吉等唐宋大家繪畫 8
件，趙孟頫、梅道人、黃公望、

王蒙等元人畫作 17 件，石濤 40
件，八大 31 件，共計 194 件。

1944 年他曾在成都舉辦了

「張大千收藏古書畫展覽」，觀

者如雲，甚為轟動。共展出所藏

唐、宋、元、明、清歷代精品

170 餘件，其中有巨然、蘇東

坡、趙孟頫、黃公望、文徵明、

沈周、唐寅、仇英、陳老蓮、八

大山人、石濤等大家的傑作。馮

若飛以「富可敵國，貧無立錐」

贈大千，大千觀後又加八字：

「一身是債，滿架皆寶」。

大千還利用他在古玩界的

人脈，從著名的古玩商蘇永乾、

趙盤甫、蕭靜亭、靳伯聲、周殿

侯、馬霽川、馬寶山等人處大肆

收購宮廷流出的名跡，花費資金

之多當時恐無人比肩，出手之闊

也遠超張伯駒、龐萊臣。張伯駒

曾花費 230 兩黃金 ( 將李蓮英別

墅賣給輔仁大學，摺合 2.1 萬美

元，另加夫人潘素金銀首飾 ) 購
進隋代展子虔〈遊春圖〉，這已

經是不可思議的天價了，而大千

用 500 兩黃金加 20 張明畫從一

位國民黨軍官手中換來五代董源

〈江堤晚景圖〉; 用 700 兩黃金從

北平玉池山房 ( 老闆馬霽川 ) 購
進五代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

董源〈瀟湘圖〉、宋人〈溪山無盡

圖卷〉、宋人〈群馬圖〉、元錢舜

舉〈明妃上馬圖〉、姚廷美〈有餘

閒圖〉、周砥〈銅官秋色圖〉、明

沈石田臨〈銅官秋色圖〉、姚雲

東〈雜畫〉等 9 件名跡。

其中，張大千先後請溥心

畬、龐萊臣、葉恭綽、吳湖

帆、謝稚柳等人鑑賞〈江堤晚景

圖〉，並作題跋，也在畫上加蓋

上平時難得一用的收藏章，如：

「至寶至寶」、「大千之寶」、

「張氏寶藏」、「球寶圖」、「骨

肉情」、「南北東西只有相隨無

別離」，可見這幅名作在他心目

中的地位。此幅作品大千遺贈給

台北「故宮博物院」。而他得到

董源〈瀟湘圖〉後，立即邀請方

介堪等好友來家中共賞，又將齋

名改為「瀟湘畫樓」。方介堪篆

「瀟湘畫樓」象牙大印以賀。該

印為鳥蟲體，朱文，線條繁密謹

嚴，動靜對比鮮明，得漢印遺韻

而又過之，乃方介堪平生治印之

傑作。這方印 2007 年曾在西泠

印社拍賣，受到熱烈追捧，最後

以 99 萬元被畫家任重收購，創

當時印章最高價。

有趣的是，大千在內地期

間，並沒有置甚麼房產，有一次

在北平看上親王府別墅時，恰恰

又遇上五代顧閎中〈韓熙載夜宴

圖〉。在大千看來，房子不一定

賣得出，日後還可買，但畫錯過

了就沒有機會了，遂買下這幅曠

世名作。

1949 年大千去國後，為謀

棲身之地，不得已陸續變賣了

不少字畫，其中〈韓熙載夜宴

圖〉、〈瀟湘圖〉、元代方從義

的〈武夷放棹圖〉等十多件名跡

和一些敦煌卷子以半賣半送方式

(2 萬美金 ) 賣給大陸文物機構，

當時的文物局局長鄭振鐸得知這

些真品書畫的價格如此之低，可

謂欣喜若狂。

張大千的藏古與摹古
◎文：朱浩雲

朱耷〈松鹿圖〉，張大千舊藏，

香港佳士得於2014秋拍成交價

904萬港元。

石濤〈番人秋狩圖〉，張大千舊

藏，2010年保利春拍獲價3248

萬元。

張大千除了畫家
的身分，還是 20 世
紀中國書畫收藏大
家。筆者認為他甚至
可與龐萊臣、張伯
駒、吳湖帆、張蔥
玉、王季遷並稱「20
世紀字畫收藏六大
家」。

植牙

口腔手術

牙病治療
各種

去智齒

牙周病

牙齒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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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諮詢

免費
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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唀䈀䌀

粵、英語

陳守誠 醫生
D䴀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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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省大學

英語

Richard Krim 醫生

DD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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唀䈀䌀

199㈀ 年畢業於
華西醫科大學

國、英語

劉青青 醫生
D䴀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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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㘀:　　 電話： 4　㌀-㈀　㈀-9㈀95

www.horizondentalgroup.ca

矯正牙齒可分期付款
接受多種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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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大千（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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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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評如潮！好評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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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smin Hammad 醫生Yasmin Hammad 醫生
經驗豐富的牙科手術博士

Jayne 洗牙師Jayne 洗牙師 (Hygienist)(Hygienist)

開朗有耐心 熱心服務 

東晉顧愷之的《女史箴圖》是中國繪畫史上

早期人物畫的代表作。現存《女史箴圖》最早的

畫本是唐代摹本，現藏於英國大英博物館，在

中國繪畫史上擁有極高的地位，也是世界上尚

存的中國最早的專業繪畫作品之一，被譽為中

國美術史的「開卷之圖」，曾被歷代宮廷收藏。

◎ 文 ：戴東尼

《女史箴》是在顧愷之生活

的那個年代，流行於上層社會女

性之間的一篇文章，成書於顧

愷之出生前 50 年左右。當時晉

惠帝司馬衷是歷史上有名的「愚

帝」，他最出名的就是當年全國

鬧饑荒，大臣們向這位皇帝報

告災情，說百姓沒有食物都餓

死街頭，這位皇帝卻疑惑地問

道：「沒有飯吃，為甚麼不吃肉

呢？」正是這樣的一位不務正業

的皇帝，大權被皇后賈氏獨攬。

賈氏為人妒忌、多權詐，荒淫放

恣。朝中大臣張華實在是看不過

去，又不便直接說，於是蒐集了

歷史上各代先賢、聖女的事跡，

寫成了《女史箴》，來勸誡和警

示皇后。

「女史」是負責后妃禮儀教

化的宮廷女官，後來成為對有知

識婦女的尊稱，「箴」是一種規

誡性的文體。以女史的口氣寫

成宮廷規箴，通過古代婦女的

「忠、孝、節、義」來規勸、教

育宮廷中的女子應遵循道德。對

主當忠、對神當敬、對夫當從的

女性箴條，是被當世奉為「苦口

陳箴，莊言警世」的名篇。全文

300 餘字，有敘述、有舉例。顧

愷之的《女史箴圖》採用的手卷

形式，與當時書本的形式是一致

的，而且它按原文內容將手卷分

為幾段，每個單元單獨成畫，讓

人在欣賞畫作的同時，欣然記住

了張華的教誨。

這幅作為大英博物館東方藝

術品鎮館之物的唐摹本，最能體

現顧愷之的畫風與《女史箴圖》

原貌，因而被後人奉為經典摹

本。此摹本曾被宮廷，以及許多

文人墨客收藏過，畫面上有唐初

開始收藏和校理中國古代典籍的

官署唐弘文館之「弘文之印」，

還有宋徽宗趙佶瘦金體書《女史

箴》詞句 11 行。畫作本身及裝

裱部分壓有宋、金、明、清內府

藏印，以及明、清歷代收藏者的

私人鑒藏印，還有明代大收藏家

項子京題記。清朝時，這件作品

被收藏在圓明園。

《女史箴圖》蘊涵了中國傳

統婦女應當遵守的基本道德信

條，通過對婦女梳妝打扮等日常

生活的描繪，真實而生動地再現

了中國古代婦女的嬌柔、矜持，

無論身姿、儀態、服飾，都合乎

她們的身分和個性。其中女性的

著裝多以白色為主，飾以紅色飄

帶、裙尾或外裙，簡單典雅；人

物表情非顰非笑，她們的目光所

及之處，如果不是畫中人物，就

一定是落在某虛無處，從不投向

畫外，更不會與賞畫者對視，這

樣的處理，使人物不帶半點挑

逗，表現出了中國傳統婦女內斂

與自持的品德，成功地塑造了不

同身分的中國傳統婦女形象。

下面就節選《女史箴圖》的

三個片段，來感受一下當年張華

的良苦用心。

解讀顧愷之名畫《女史箴圖》

此外，《女史箴》還包

括：規勸女子不能刻意爭

寵，專寵必生傲慢；后妃不

妒忌則子孫繁多；女子若想

尊貴，必須謹言慎行，尤其

要「慎獨」等內容。

漢元帝劉奭在虎圈和

各位妃嬪們一起看鬥獸表

演，可是在表演過程中卻

發生了意外，一隻熊從圈

裡奔出，朝漢元帝撲來，

旁邊的妃嬪都傻眼了，驚

慌逃走，包括皇后。只有

馮婕妤奮不顧身地擋在漢

元帝的面前，這時左右殺

了熊，一場驚悚大戲就此

結束。馮婕妤的行為令漢

元帝動容。

〈馮婕妤擋熊〉

漢成帝為了能夠時刻

與班婕妤形影不離，命人

製作了一輛較大的輦車。

可當漢成帝命她同車出遊

時，這在別人眼裡求之不

得的大好事，不料卻被班

婕妤正色拒絕。她勸說漢

成帝不要效法三代末主，

應多考慮國家大事。漢成

帝覺得班婕妤說得很對，

放棄了同輦出遊的想法。

〈班婕妤辭輦〉

雖然畫的是兩女相

對妝容，但插題箴文道：

「人咸知修其容，莫知飾

其性。」意思是在告訴貴

婦們，修身養性比修飾容

貌更加重要。

〈兩女對妝〉

《女史箴》文共12段，所以《女史箴圖》原也有12段，但現存的唐摹
本僅存9段。（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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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人在外經商多年，賺

到了許多金幣，決定要回家了。

但回家的路並不好走，因為途中

要穿越一片很危險的沙漠。

在穿越沙漠的時候，他考

慮到要帶上很多水和糧食再加上

金幣，是會非常沉重的，這樣就

會使他走起路來非常緩慢。所以

他決定少帶水和糧食，因為這樣

會減輕負擔，以便能盡快的走出 

沙漠。

踏入沙漠之後，他帶的有

限的水和糧食很快就消耗光了。

他背著金幣在沙漠中艱難的跋

涉，有點兒後悔帶的糧食和水太

少了，但他想只要我走出這片沙

漠就好了。於是，他忍耐著饑渴

繼續向前行走，並不斷的鼓勵 
自己。

在他饑渴難耐的時候，一

陣駝鈴聲響起，他碰到了一個向

沙漠另一邊走去的商隊。商隊

的駱駝上裝著水袋，裡面有充足

的水。他就向商隊的人討水喝，

但商隊的人不肯把水白送給他，

而是把水賣得很貴，因為在沙漠

中，水是非常珍貴的。

這個人摸了摸裝著金幣的口

袋，猶豫了。他想買完了水，走

出沙漠是不成問題了，但這多年

來積攢的金幣，怕是要用掉許多

呢 ! 他咬了咬牙，對商隊的人說：

「我不買了，我只要忍耐住饑渴

就能走出沙漠。」 說完後，他背

著行囊繼續向前走。 商隊的人嘲

笑他說：「守財奴，還有好遙遠

的路程才能走出去，沒有水，你

是不能活著走出去的。」 他不理

會商隊人的嘲笑，繼續向前走。

沒有水，他感覺到了口乾舌

燥，頭暈目眩，四肢無力，但他

仍然堅持著向前走，兩天後，他

覺得自己要堅持不下去了。

正在這時，他又聽到了駝鈴

響，又一個穿越沙漠的商隊走過

了他的身邊。他又向這個商隊的

人討水喝，可這個商隊的人把水

賣得更貴。如果不是因為饑渴難

耐沒有力氣，他真的會跳起來，

那麼小小的一袋水，就要花掉他

一半以上的金幣 ! 他拒絕買水，

並繼續向前走去。

這個商隊的人在背後喊：

「喂，如果沒有水，你是不能活著

走出沙漠的。把金幣花掉一些，

又減輕了重量，你就能走出沙漠

的。究竟金幣和生命哪個更重要

呢？」 他不肯理睬，繼續向前走

他的路。

兩天後，他竟然掙扎著走到

了沙漠的邊緣，也看到了遠處村

莊的炊煙。但精疲力竭的他，卻

沒有力量再向前走一步了，他終

因體力不支，倒在了沙漠中。在

臨死之前，他嘆了口氣說：「我真

傻，要是早些放棄，就不會是現

在這個樣子了！」 
在人生的路上，會有同樣的

沙漠，只有放棄才能走過去！金

錢可以再賺，但生命失去了，就

不再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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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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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場景頗有趣，自己長期以來在輔導

現場進進出出的，因此，也就鍛鍊出對青

少年違常行為望、聞、問、切略高於半調

子的本事，不問自明：憲憲這孩子，恐怕

是小子難纏！

上個月初，憲憲國中畢業前一個月，

我受邀擔任他國小母校教師進修的專題講

座，我帶著憲憲和小安子一行五人回去露

露臉，也請他們當課程的助教。國小時，

憲憲和小安子這兩個寶，一個在本校、一

個在分校，於學習與行為上都有些麻煩。

後來，憲憲更有法院觀護人介入輔導；而

小安子也在分校相當冒頭，諸多的違常

行為讓個性剛強的分校主任氣得直宣稱：

「還是自己撞牆算了！」但於進修的會場

裡，校長和老師們都覺得孩子變化太大

了，孩子表現的祥和理性，尤其憲憲更是

一派知書達禮的模樣，恭敬地坐在教師群

中，他斯文的氣質和深度的對話內容，深

刻地觸動著在場的每個人。但是，在國中

的前兩年憲憲確實也讓大家吃足了苦頭！

國一時，憲憲編在郭老師的班上，郭

老師的描述是，憲憲每天瘋瘋癲顛、口無

遮攔地嗆這罵那的，與同學及師生間爆發

大大小小的衝突真是少有間日，而基本上

衝突由憲憲發動的多。一年級 13 歲的孩

子，除了鼓勵及和孩子聊聊天外，我極少

干預一年級導師的班級經營，或許也正因

此而疏忽了及早介入的黃金時機。升上二

年級，孩子的言行更是離譜，與同學肢體

衝突不斷，說話更是髒話連篇，家教與學

校教育似乎均不起作用，有老師私下曾以

滿腦子歪邪念頭來形容不受教的憲憲。因

而，二年級開始我也留意上他了，他到學

務處、輔導室接受指導的次數不知凡幾？

粗估一下，整個二年級間，憲憲被轉介來

我處恐超過 50 次，由是推知，我與憲憲

結緣之深了！

這 50 回的師徒交鋒經驗裡，說來慚

愧，有幾回我瀕臨破功邊緣。那幾次師生

關係的危機時刻，幸好我都會想起兩件往

事來，念頭一起，情緒很快就降溫了。當

國中老師的第一年，班上有個學生叫丁清

湖，清湖他對唸書的興趣不大，因此，經

常藉故不上學，也不請假。到了畢業前，

他的綜合成績表現核計後不及格，任課老

師普遍地認為只能發給修業證書。會議

上，我這懷抱著理想主義的年輕導師站起

來放言高談：「學生不來上學是導師和學

校的錯，班級和學校為甚麼讓學生沒有歸

屬感，而選擇留在家裡……」我說的興頭

正旺，旁座的同事卻直拽我的衣服，示意

我別再講了！時光移轉，我驚異的發覺自

己是不是已走入了行政的胡同，為了個經

常犯錯的孩子居然會按捺不住火氣，這是

教育生涯裡極其少見的狀態，我不免內找

而拷問自己：「當年那珍貴的理想主義哪

裡去了？」

第二件事讓我更心生警惕，也經常提

醒自己切勿再犯同樣的錯誤。我教書的第

三年，在一實施職業性向測驗的課堂上，

被公認是三年級最皮的學生李洋，他胡亂

填寫後蒙頭就睡。經叫起，李洋的回話口

氣相當不善，我怒火中燒地揍了他一板，

後來也未作任何的安撫與輔導，於是這梁

子便結上了。畢業後兩年，有天，我代理

校長領著 200 餘位學生至北部作教育參

觀，夜間師生投宿飯店。李洋竟然帶來幾

位青少年來點名叫陣，騷擾片刻方才散

去。這事件令我有了更深層的反省：要以

正義教導正義、以理性教導理性、以愛教

導愛；確信，暴力是不能教導文明的！

憲憲的最後一次出狀況，是國中三年

級上學期開學後不久，他在週六，夥同外

校學生砸壞了國小母校的十幾塊玻璃，因

被錄影機抓的正著而通知到學校來。招生

時段，這事對學校影響頗大，我原擬教訓

這小子一頓，但一思及李洋的往事與焦點

解決諮商學者的呼籲：「換根驅動改變引

擎的把手吧！無效的方法不要再使用了！」

頗有自知之明的，我自忖近 50 回的諮詢

對憲憲而言，收效似乎是有限。隔著辦公

桌孩子喪氣的坐在前面，我就準備換把把

手！接著，將心態調整至佛家所稱「慈悲」

的位置，沒有強忍與生氣，我悲憫地看著 
孩子。

「砸破玻璃，或許，這也是問候母校

的一種方式！」我的話輕鬆到憲憲都覺得

意外。「我能不能畢業？」聽來孩子似是

摸不清我的意圖，遂岔開了話題直接關

心到可能的結果上。「終究都會離開學校

的！您相信玻璃它是有生命的嗎？」我也

繞個彎沒回應能不能畢業的問題，而擬

以生命的角度切入。「當水龍頭被拔掉、

小便斗被敲毀、玻璃被砸碎時，它們的

生命形態改變了，生命力因而流失；水

龍頭不再是水龍頭、小便斗不再是小便

斗、玻璃不再是玻璃；它們會感覺痛、決

裂和怨恨……」「感覺痛？」繞口令似的

一段話，孩子聽得不全明白，但他卻興

趣地捕捉到毀壞的東西會感覺痛的新鮮 
說法。

稍稍思索後，我預備將道理說個大

概：「人的身上有兩種物質，一種是白色

物質，稱作德，它是因為我們做好事、

表現好的行為和有好的思想念頭而產生

的。」孩子非常聰敏，他即刻接上了話：

「那我們做了壞事，比如打破了窗戶玻

璃，身上會有黑色物質！」「好極了，就

是這個理！」

我瞧著孩子正用左手搓揉著右手腕及

掌心、掌背，「所以呢？」我慈祥的問。

「玻璃真的也會痛！」這是孩子難能可貴

的領悟。

我知道憲憲會取得畢業證書的，也因

此我想把延伸開來的話題留在以後。起身

送孩子回教室後，我細細地盤點起 30 年

的教育與輔導生涯裡，似乎從來沒有像此

刻如此豐富與自在過！

童 話 樂 園 穿越沙漠

三年前我參加學區內一所國小

的畢業典禮，楊校長於對畢業

生祝福詞的尾端特別要「小憲

憲」站起來，他慎重地將孩子

交到我手中時，叮嚀憲憲到了

國中後務必要徹底的改變，校

長期盼殷切地說罷，竟然引起

師生們一陣哄堂大笑。

◎文：楚雲

校 園 風 情
◎文：吳雁門 難纏的小子難纏的小子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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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麗夫人您好：

四年前，我因年紀到了接受

父母的相親安排結婚了，妻子不

能說不好，但她沒有讓我非常動

心的因素，時間好像愛情的殺

手，現在我對太太只剩下親情和

責任。我曾經努力過，但真的，

她沒有辦法讓我動念想愛。我以

為我一生大概就是這樣，沒想到

在幾個月前，我找到另一個與我

相愛的人，我做了全天下都以我

為恥的事情，我拋下妻子和她同

居，我發現我真的很想和她走一

輩子。

上個月，因為家中孩子生重

病，我趕回家去，看到妻子落寞

“

自古以來，有情天地中

的男男女女，在面對愛情的

到來，婚姻的締結，與婚後

的柴米油鹽時，總有說不

完的橋段。如何在其中愛

得自在與無傷，愛得充實與

圓滿，讓曼麗夫人陪您一

同探討現代男女情感世界

中的難題，讓愛的世界增添

更多美麗的傳奇！

 讀者來信
 曼麗回信

 不愛妻子愛上了「她」
●文：曼麗夫人 
●圖：Adobe Stock

走投無路你好：

雖然當年你與妻子的婚姻

並沒有深厚的感情基礎，隨著孩

子的誕生卻是責任的開始，當時

她義無反顧的將自己的幸福交到

你的手上，同時也將信任交給了

你，孩子則讓你們彼此親密的關

係更加牢固。相信你對妻子除了

親情和責任外還是有一絲情愫

的，只是在朝夕相處和瑣碎的家

事以及忙碌在孩子的養育過程

中，你所謂的努力可能正缺少了

戀人間所存在的距離的美感和兩

人世界浪漫的氣氛。

曼麗小語：長久、穩定而正向

的感情是建立在真正為他人

著想的基點上，正確果斷的割

捨，是對你生命的考驗，也是

你應有的負責任態度。

對一位沒有嚴重缺點或過錯

的妻子，你已經錯失了在新婚燕

爾的黃金時期經營並享受美好婚

姻的機會，所以你的內心深處對

感情始終是空虛和期待的，這也

是你會在若干年後發現一個新目

標，一個屬於自己主動追求的對

象時，很快就撤底地的淪陷，犯

下了世人所不齒的錯誤行為。

事實上你知道自己的行為同

時傷害著身邊最愛的三個人，只

是在迷茫中一時無法做出決定，

你既無法對妻子交代，也拋不下

無辜的孩子，更無法給與你相愛

的人一個名份和永遠的陪伴；相

信你也無法面對親人朋友的指責

而沒有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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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音樂中
感受中華文化
皇家山大學音樂學院卡爾加里中樂團，

能讓你在表演中樂同時，感受傳統中華文化。

不論你技術水平如何，我們的世界級導師都能帶你超越障礙，

助你培養更濃厚的音樂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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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背影，我良心受到譴責，於是

和妻子說明我會回去。我花了很

多時間道歉，但回頭的當下就已

經確定傷了我最愛的人，我知道

她現在每天都以淚洗面，也被別

人講的很難聽，可是我還是很愛

她，好想回到她身邊。

現在我們三個人都很痛苦，

我不愛妻子，卻要跟她在一起，

我愛她，卻又不能和她相守。難

道，我的下半輩子都要這樣過？

走投無路

擺在你面前是個看似迷惑

難解的結，事實上你也只能做出

最理智的決定才不會讓痛苦繼續

下去，讓傷害繼續加深。慧劍斬

情絲是你萬般不願意卻必須要走

的一條路：既然不能陪在你所愛

的人身邊，就該放手祝福她走向

自己的幸福。如果你拋棄妻子，

與她結合，在無情傷害家人的同

時，你們倆由於心存愧疚，也會

一輩子受到良心的譴責。所以，

只有全身心回到妻子身邊彌補你

犯下的錯誤，孩子也才能擁有完

整的家庭與健康的成長環境。

人間的情愛也許是許多人苦

苦追尋的目標，但情其實來源於

私心，很大一部分是為了維護自

己的情與自己的喜歡，卻因此而

傷了別人。為了避免今後幾十年

的長期痛苦，與你們三人真正的

幸福著想，不管現在有多困難、

多傷痛，都是該下決心做了斷的

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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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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國訊】談到「觀音菩

薩」這個角色中，大多數人最

喜歡的還是 86 年版的《西遊

記》中由左大玢扮演的觀音菩

薩。左大玢還是湖南第一個獲

得大陸梅花獎的戲曲表演藝術

家。

當初左大玢本來是個湘劇

演員，她曾在《追魚記》中飾

演過一個角色，這個角色給導

演楊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

此在拍西遊記的時候，提到了

觀音菩薩的人員，楊潔第一個

人選就定了左大玢。

當年，扮演觀音菩薩的

左大玢，每集的酬勞只有 57
元。左大玢說：「那時候演員

都很單純、很敬業，從不計較

酬勞，也不存在耍大牌，就想

把戲演好。」她通過仔細揣摩

廟裡觀音菩薩的神韻、模仿觀

音的手勢，再結合自己紮實的

表演功底，終於成功地把這最

經典的「觀音菩薩」演繹的出

神入化。

那 6 年裡，扮演觀音菩

薩的她，遇到過很多驚人的巧

合，十分神奇。例如拍片的時

候，每當左大玢扮演的觀音出

現時，就會發生一些神奇的事

情，像是本來是陰天或下雨，

但只要觀音一出現，天氣就慢

慢的轉晴了，大家心情也變得

十分好，不只是一次、兩次，

而是非常多次。左大玢在事後

也表示，自己也會感到奇怪，

而且她的一舉一動，幾乎不需

要進行重複的試鏡，全都是一

條過的，自己也感到意外。這

些戲劇性的場景，令劇組所有

人戲稱是「觀音菩薩顯靈」。

有次在成都的一間宮廟拍

戲，那時是個特別冷的陰天，

但劇情需要燦爛的陽光，於是

導演對左大玢開玩笑說：「觀

音菩薩，發發慈悲，給個好天

氣吧。」左大玢就當演戲，作

勢合掌念起咒語，沒多久，居

然雲開霧散。據大陸新浪網報

導，原本不信佛的左大玢，在

經歷這些奇事後，也慢慢開始

信佛了。

【看中國訊】南韓三大電視臺之一的KBS，
當地時間 10 日晚間驚傳「員工確診罹患新冠

肺炎」，目前這項消息也已獲證實。同時傳出

消息，好萊塢也有影集劇組人員確診患武漢肺

炎，目前正隔離治療中。

據《自由時報》報導，KBS 電視臺著名打

歌節目《Music Bank》於每週五進行錄製，先

前就宣布將進行出入口的管制，演出者都會以

非公開方式來錄製，粉絲們當然無法入內，減

少群聚感染的可能性。KBS 當時在公告中就表

示，這是為了藝人與粉絲們的健康著想，希望

大家能體諒並配合。

沒想到，KBS 汝矣島總部一名內部員工確

診罹患武漢肺炎，電視臺也已經證實，並且在

9 日緊急隔離確診員工，並和 11 位有密切互動

的同事進行確認，即日起要求在家遠程上班。

該電視臺許多明星、藝人等人員出入，消息一

出讓不少網友震驚「許多明星都去過了」。對

此，KBS 表示該名確診員工在工作時，都有配

戴口罩和橡膠手套。

此前爆出韓國歌手、主持人金請夏（Kim 

Chan Mi）因為飛義大利參加米蘭時裝發布，

同時拍攝全新專輯宣傳照，導致身邊兩名隨行

人員確診武漢肺炎，這讓許多二月中同樣有赴

義大利參加時裝週的韓國藝人人人自危。

無獨有偶，美國芝加哥 Cinespace 片場也

傳出工作人員確診武漢肺炎的消息。大眾電視

的新科幻罪案劇《NeXt》一名 50 多歲女性劇

組成員，經過檢測後，已確診為陽性，目前正

隔離治療中。美國電視廣播藝人聯合會（SAG-
AFTRA）稱，這名感染者在片場或是其他地方

跟別的劇組成員有過接觸史，其病毒傳播範圍

可能因此而更加龐大。

南韓電視臺員工確診武肺
好萊塢劇組也淪陷

扮演觀音菩薩屢遇奇事
 南韓KBS電視台（首爾市官方旅遊網站）

劉真病危 辛龍心碎劉真病危 辛龍心碎
【看中國訊】44 歲臺灣「國標女王」劉真住院搶

救 1 個月，先生辛龍全面停工專心照顧愛妻，甚至

表示願用自己的生命交換劉真，讓眾人相當不捨。

辛龍 10 日在臉書發文表示 4 歲女兒霓霓凌晨還

不睡，竟安慰爸爸「我先哄你睡，不然你一個人在

客廳會寂寞」。讓他心碎，直說「才 4 歲！寶貝女

兒太想媽媽了」。他也表示自己對於外界的一切，

沒什麼好多說的，「但，看到孩子，我求，我還是在

求，我祈禱再祈禱，懇請給我們一點空間，請大家為

劉真集氣！」

劉真因心臟主動脈瓣膜狹窄動刀，沒想到手術出

意外，過程中心臟驟停，目前暫時靠裝上心室輔助器

續命，等待心臟移植。

辛龍（左）曾表示願以命換命，

折壽救劉真（右）（網圖）。

左大玢在電視劇《西遊記》中成功地把「觀音菩薩」演繹的出

神入化，塑造了經典，打動了億萬觀眾的心。（網圖）。

左大玢信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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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RITT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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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打烊

優惠時段：7pm - 打烊

 * 不包含軟飲

供應時間：11am - 1pm

作法

米粥煮好備用。
水煮蛋剖半排放在粥上，均勻撒上
芝麻，即完成此道料理。

平日多喝粥，除了能裹腹止飢之

外，還能補充體內水分，有效防

止便秘。搭配各式方便食材，增

加粥料理的變化。

米粥 1碗、水煮蛋 1個、芝麻適量。

食材

芝麻水煮蛋粥

作法

鮮魚切片，加醃料拌勻，醃約 5分
鐘去腥。

米粥煮滾，醃好的魚片放入粥中，
稍微熟成再攪拌，使均勻受熱煮熟。

加調料，攪拌均勻。起鍋前加薑
絲、青蔥末、香菜、油蔥酥，最後灑

點兒香油，風味更佳。

溫暖的魚片粥，暖胃又營養，適

合當早餐。米粥事先熬好冷藏，

前一晚備好魚片，早晨烹調起來

就很快速方便。

米粥 1碗、魚片 150g、生薑絲、青蔥
末、香菜、油蔥酥適量。

調料：鹽 1/4小匙、白胡椒粉 1/4小匙。
醃料： 米酒、薑絲、蔥段少許。

食材

香菜魚片粥

粥料理養生
美味

作法

豬肝切片，在流水下沖 5分鐘後瀝
乾，加醃料拌勻，醃約 5分鐘去腥。
水加薑絲煮滾熄火，豬肝放入水中，
輕輕攪拌，使均勻受熱，再浸泡約 30
秒鐘，然後立即撈出，放入冰水中快速

降溫。

米粥煮滾加調料，均勻鋪上豬肝、蛋
包、薑絲、醃籮蔔絲、蔥末、油蔥酥。

食用前攪拌均勻即可。

綿滑的粥配上營養補血的豬肝，美

味養生。豬肝屬於內臟類，務必要

煮熟才能吃，並最多每星期食用一

次，健康無負擔。

米粥 1碗、新鮮豬肝 150g、水煮蛋包 1
個、生薑絲、青蔥末、醃蘿蔔絲、油蔥

酥適量。

調料：鹽 1/4小匙、白胡椒粉 1/4小匙。
醃料： 米酒少許。

食材

豬肝雞蛋粥

煮粥
秘訣 將有少許水分的米，放進

冷凍庫凍壞米粒結構，很快

就能煮軟。

冷凍生米放進滾水，持續
攪拌讓米粒均勻散開，能避

免燒焦黏鍋。

米湯煮滾轉中小火，邊煮
邊攪拌，5分鐘後熄火，再靜
燜 10分鐘，有助於吸飽水分。

其他
組合 海苔鮭魚粥：鮭魚煎

香撕碎，海苔撕碎，均

勻鋪在熱粥上即可。

玉米雞粒粥：雞胸肉
蒸熟切粒，與罐頭玉米

粒鋪在熱粥上即可。

泡菜鮪魚粥：泡菜與
罐頭鮪魚切小塊加入熱

粥，攪拌均勻即可。

菠菜炒蛋粥：菠菜水
煮切小塊，雞蛋炒碎，

加入熱粥，攪拌均勻。

◎ 文 :邊吉

別小看一碗米粥，它是最簡單的養胃食物。粥作法

不拘，各種食材都可做粥，可達到不同的保養功效。

美味
秘訣 配料若是腥味較重的海

鮮食材，建議先汆燙瀝

乾，再入粥。

作法

糯小米用溫水浸泡 30分鐘；圓糯米
浸泡 3小時備用。
水煮滾，加入糯小米、碎玉米、圓糯
米，大火煮滾。加足量的水，避免中途

燒乾時還需要加水，煮出來的味道會好

很多。

保持滾沸狀態，使鍋中的米受熱更
均勻，也可避免黏鍋。煮至軟糯濃稠即

可，加熱時間大約 45分鐘。
糯小米 50g、碎玉米 50g、圓糯米
50g、水 2500c.c.。

食材

小米的營養成分高，尤其維生素

B群的含量高於其他穀類。中醫
認為，小米能夠涵養脾胃，身體

虛弱者可多食用小米粥。

小米粥

美味
秘訣

小米粥吃法很多樣化，

可配小菜吃、就著餅

吃，或是加南瓜、紅

棗，煮成甜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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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溫嬪容
 （明慧中醫診所院長）

整版圖片：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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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3月18日

安茹梨

Field Tomatoes 田園蕃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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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en / Red Cabbage捲心菜 / 紫甘藍 Anjou PearsCelery 西芹Local Mini Cucumbers 小黃瓜

Navel OrangesJumbo Caulifl ower 大花椰菜

平價 新鮮

臍橙

$14848 lb

Cilantro

$$009898 2

香菜

SpendSpend $30 $30 and get a and get a freefree3lb bag of onions.3lb bag of on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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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磅洋蔥。

$06868
lb

$08888
lb

$08888
lb

$1 4848
ea

$2 9898
ea

$

$08888
lb

新鮮蔬果

免費成為會員 ,
無論購物多少，
再享 5%折扣 !

2020 年 3 月 10 日～ 3 月 16 日（週二～下週一）特價商品

2020 年 3 月 10 日～ 3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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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cken Breast Boneless Outside Flat
帶骨連皮雞胸肉

Eye of Round Roast Beef Ox Tail Chuck Tender Steak

Beef ShawarmaBeef Stew Ground Chicken Breast 
雞胸絞肉雞胸絞肉

Cow Feet Ground Lamb and Beef

2525..0000
22-25 lb

Roma or Field TomatoRoma or Field Tomato
羅馬 /田園蕃茄羅馬 /田園蕃茄

Red Bell Peppers
紅燈籠椒紅燈籠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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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肉牛排眼肉牛排

Fava Beans
蠶豆蠶豆

牛尾牛尾 嫩肩牛排嫩肩牛排

牛羊絞肉牛羊絞肉牛肉沙威瑪牛肉沙威瑪

1.49
/ ea1.49

/ lb/ lb

韓式牛仔骨韓式牛仔骨
Beef Brisket
牛胸肉

6.49
/ lb/ lb6.99

/ lb/ lb

22-2522-25 lb lb lb / ea/ ea

2323..0000
48 lb48 lb

Green Peas
青豆青豆

0.99
/ lb/ lb

Navel Oranges
臍橙臍橙

0.79
/ lb/ lb

Red CabbageRed Cabbage
紫甘藍紫甘藍

Celery
西芹西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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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側眼肉外側眼肉 帶骨連皮雞胸肉帶骨連皮雞胸肉

去骨牛肉去骨牛肉 牛蹄牛蹄

2020..0000
15 lb15 lb

3636..0000
40 lb40 lb

2323..0000
24 pcs24 pcs

3.99
/ 9pcs/ 9pcs1.00

/ ea/ ea 1.99
/ lb/ lb

1.99
/ lb/ lb 1.29

/ ea/ ea

Spinach
菠菜菠菜

Head Lettuce
西生菜西生菜

88..2525
25-3025-30 kg / c s kg / c s

/ kg/ kg

Lemons
檸檬檸檬

3.79
/ lb/ lb

3.79
/ lb/ lb

6.49
/ lb/ lb

6.49
/ lb/ lb 4.49

/ lb/ lb

6.49
/ lb/ lb

6.49
/ lb/ lb

7.99
/ lb/ lb

5.99
/ lb/ lb

一位 44 歲機械工程師，視

力 1.0。因為訂單增加，工作量

大，一時找不到人手幫忙，趕工

熬夜；第 2 個寶寶又剛出世，

壓力隨之而來。剛開始左眼有點

模糊，有時變暗，有時有黑點，

像飛蚊，有時又出現閃光，這些

現象都在很短的 1 分鐘左右就

消失了。眼睛不痛，沒有血絲、

沒有腫，以為是過度使用眼力，

又太疲勞的緣故，也沒在意。

有一天，一大早起來，發現

左眼看東西時中央有黑洞，好像

被黑布遮著的感覺，有時又像在

下黑雨，完全看不清，趕緊去醫

院檢查，診斷是「眼中風」。經

過治療一個月後，進展不太理

想，黑洞範圍有縮小，未惡化，

他害怕會失明而轉診中醫。因為

他是熟悉的病患，一進門就直

問：能不能治？會不會好？為甚

麼會這樣？

經過仔細問診後，推斷應是

眼底中心視網膜靜脈阻塞；如果

阻塞在動脈，病情會較嚴重，

黃金時間是病發 30 分鐘到 2 小

時，未及時治療，視神經細胞缺

血太久，視力就無法恢愎。幸好

未演變到因血管缺氧，而導致新

解暑；壓力大，菸抽得凶；雖然

沒有三高（血壓高、血脂高、

膽固醇高），動脈未硬化，無高

度近視，未房事過度，無眼外傷

史，但神勞精虧，久而氣血虛

弱，氣帶動血行的動力減弱，最

後累積「眼中風」的條件衝到飽

和點而暴盲。「眼中風」發病突

然而急，其實都是「冰凍三尺，

非一日之寒」，其來有自，氣溫

的變化在夏、冬換季時容易引

爆，好發在 60至 70歲老年人，

男性多於女性。

針灸處理：疏通氣滯血瘀，

在上天柱、養老、耳尖、耳背上

怒張的血管，太陽、攢竹、絲竹

空等穴輪流放血；活血化瘀，針

血海、陷谷穴；調撥頭部微循

環，針百會、風池穴；預防視神

經水腫或黃斑部水腫，針足三

里、陰陵泉穴，以健脾利濕外，

加針命門、腎俞、關元等穴強腎

促水液代謝；精疲易倦，針百

會、氣海、關元等穴，目為肝

竅，故針肝經的太衝和肝俞，其

他是治眼病的睛明、球後、四

白、承泣、瞳子髎、光明、臨泣

等穴，每次選不同穴位輪治。

食療上多吃蓮藕、芹菜、川

七、花生皮；煮枸杞粥、山藥

粥、玉米鬚粥、荷葉飯或粥；選

菊花、桑葉、白茅根、仙鶴草、

藕節、竹茹、陳皮、伏苓、車前

草、決明子、枸杞子、黃耆、黨

參等其中一、二種煮茶飲。

嚴格囑付冰品一口都不要

吃，忌吃生薑、辣椒、烤炸食

物；晚上勿超過肝膽經循行的

11 點入睡；勿吸菸，這點有困

難，但病人已減少菸量；平常多

做眼球、耳尖、耳垂按摩，以降

眼壓；勿做激烈的跑跳運動，勿

爬陡坡，勿做低頭提重物，或仰

頭高舉拿東西的動作。建議他快

走微汗出，加強內在氣機經脈的

條暢。

眼睛有黑洞

生血管出血或青光眼的狀況，他

視力雖減，尚能視物，只是有缺

損而倍感吃力，推測阻塞未侵犯

到難治的黃斑部，可能還有一點

治療空間。

時值天熱，冷氣房內外進進

出出，氣溫忽冷忽熱，血管熱脹

冷縮，疲於應付，病人好飲冰品

養肝小動作

閉眼睛有很好的養肝的功

效。閉起眼睛，用食指輕壓眼

瞼，再微微揉搓到眼珠有發

熱、發脹的感覺即可。

保健飲料——菊花茶

用甘菊加甘草、金銀花

（中藥行有售），以熱開水沖

泡飲用，可以降血壓、清心明

目。經常口乾舌苦、眼睛紅痛

的人，可試試加甘草的菊花

茶。菊花性涼，虛寒體質，平

時怕冷，易手腳發涼的人不宜

經常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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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很配合，前一個月，兩

天針一次，配合內服藥，總共治

療 3 個月又 13 天，視力完全恢

復，黑洞消失了，只是太疲勞或

失眠時，覺得眼睛容易疲勞。

中 醫 祕 方

莊子說：「萬物皆出

於機，皆入於機。」適時

的自行按穴、食療、調整

情緒和生活起居，可及時

撥正氣機、靈機和生機，

使內在氣血達到中和平衡

的狀態。

（轉自《拍案叫絕－中國針醫術》

/博大出版）

食療上可多吃蓮藕。

可選枸杞子煮茶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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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Floor  |  Millennium Tower 
101, 440 - 2nd Ave SW Calgary AB T2P 5E9 
電話: 403-503-8888 | Toll Free: 1-866-699-7826

immigration@higgertylaw.ca  |  www.higgertylaw.ca

高成功率，高效率移民，提供免費諮詢服務

● 各類移民 ● 各種簽證 ● 商業投資移民
● 配偶擔保 ● 工作簽證 ● 逾期逗留
● 省提名 ● 企業自顧工作簽證 ● LIMA申請
● 遣返令、人道主義與同情，房地產，家庭法

移民專家
Mary Ann Go
ICCRC #R508947
註冊會員，8年經驗

歡迎各界人士來電查詢一切有關法律事宜

鍾守信律師樓

晚上 /週末需預約

國/粵語服務

我們承諾為你提供優質服務與理想的結果

● 商業投資移民
● 各類移民
● 配偶擔保
● 省提名
● 各種簽證（工作、學習、訪問）

● 人道主義與同情

● 逾期逗留

● LMIA申請

● 雇主 LMIA/Owner
● 免費諮詢

Freestone Produce Inc.

暢石蔬果店
每日重磅商品發布在臉書頁面，即時更新，敬請查詢 Freestone Produce Inc.頁面，即時更新，敬請查詢

重磅重磅 折扣，每 更新

地址：㈀8㈀8 ㌀㈀ Av攀 一䔀Ⰰ 䌀愀氀最愀爀礀
電話：⠀4　㌀⤀ ㈀48-44㘀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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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攀. NE

27 匀T N
E

29 匀T N
E

B愀rl漀w
 Tr愀il N

E

36 匀T N
E

N

本週營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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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扣高達 75%!

綠葡萄 Gr攀攀渀 Gr愀p攀s

$    .99/ 磅0

哈密瓜 C愀渀t愀l漀up攀 羽衣甘藍 K愀l攀

紅葡萄 R攀d Gr愀p攀s

$    .99/ 磅0

紅葡萄 R攀d Gr愀p攀s大樹菠蘿 J愀ckfruit 綠葡萄 Gr攀攀渀 Gr愀p攀s

$        .00/ 箱10 (18 磅 )

紅燈籠椒 R攀d P攀pp攀r

週四特價商品展示

香蕉 B愀渀愀渀愀

$        .00/ 箱10 (40 磅 )
$    .00/ 箱5 (11 磅 )

週一∼週日（3月9日∼15日）特價商品

溫馨提示：週一∼週五下午 4 點∼ 7 點停車較為方便。

$    .99/ 磅0 $        .00/ 箱15 (18 磅 )
$    .00/ 個1 $    .00/ 把1

把ڳ熊㨀 
 㐀　㌀ⴀ㈀㔀㈀ⴀ㈀㔀㠀㘀 
㔀㠀㜀ⴀ㜀㤀ⴀ㤀㜀㠀㠀慓㹲ꁒ첑

  桳뙛ٴ  

㘀　ᩙ牫ꮑ硛婓쑻ꮑήꪊ祙⡵虎ူ一愀琀甀爀愀氀 䴀椀 夀猀 쵳톞瞋퍧獎ᄰ豎ࡧ豟幹䝙葶瞕祝虎N魎
톞ǿ䉦蒐讉䦋虎繞䵏ƀ멎彎ൎꙞᩙᩙᅜᅜ瞕祝虎끥葶톞Ȱꮑή梈㩹⽦며
ူ一愀琀甀爀愀氀 䴀椀 夀愀쵳톞瞋퍧獎ᄰ⽦ㅵ൩楲빼حملၢ䁢१瞋쩖쩓扠꥟쩖齒محل葶屏⡵Ȱ

匀漀礀戀攀愀渀  䠀攀渀渀愀

ⴀ ൩楲حمل酒豔䶑륥
ⴀ ⅱ獔ൎ⭔䱶楲
ⴀ ծ豟ⅱ顫奵ᙓ硛楲
ⴀ 絶İ쎞İ꽧榐⡵
ⴀ ί空Փⅼ깕륥뽏

g끥䡙獼聢厈΄홓⥙㙱൩楲빼癑ぽ깟䚘鉼محل며䁢
㡔㙥ಀൎ⽦蚉쮄⡗晽쁹g摜葶뱮偛豔

ઙ♎罏䭎쁹푧 텮ژ䥑ꑯ깎鞞

娀攀渀 ☀ 䄀挀挀攀猀猀漀爀椀攀猀꩹
ɞ䁓非㈀　㈀㈀　　 䈀愀爀挀氀愀礀 倀愀爀愀搀攀 匀圀⠀䔀愀甀 䌀氀愀椀爀攀 䴀愀爀欀攀琀⤀ 

 唀渀椀琀 䨀㈀Ⰰ ㈀㘀　㌀　　 圀爀椀琀椀渀最 䌀爀攀攀欀 䌀爀攀猀挀攀渀琀Ⰰ 䈀愀氀稀愀挀 ⠀ 一攀眀 䠀漀爀椀稀漀渀 䴀愀氀氀 ⤀

MasterMaster
PhoPho

大統華

16 AVE NE

N

CENTRE AVECENTRE AVE

36
 S

T 
N

E

B
A

RL
O

W
 T

RA
IL

 N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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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排湯粉
FISH CAKE NOODLE  
SOUP

$12.00/$12.00/磅磅FISH CAKE  魚排

越南煎堆
VIETNAMESE HOLLOW DONUTS

$1.00/$1.00/個個

Special Combo Meat Wraps
$14.95$14.95特色烤肉粉絲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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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國際車展

卡城知名的貿易展，汽車專家和市場

營銷專家匯聚一堂，互相交流拓展營銷網

絡並建立個人品牌。

門票：$10 加元

時間：3 月 11 日～ 15 日

地點：BMO Centre
地址：20 Roundup Way SE 

桑巴舞健身

The Core 購物中心的免費健身課

程。在購物中心開門之前，享受一個小時

的免費健身活動。課程地點在 Terrace。
時間：週日，3 月 15 日，上午 11

點～中午 12 點。

地點：Devonian Gardens, Core 
Shopping Centre

地址：333 7 Avenue SW, 4th floor

地球科學為社會2020
有趣的地理科學教育活動，適合學

生、家庭、青少年及社會大衆。活動免

費。

時間：3月15日11:30 am ~ 5 pm；3
月16日 8:45 am ~ 2:30 pm 及 6 pm ~ 9 
pm；3月17日 8:45 am ~ 2:30 pm

地點：Big Four Building, Stampede 
Park

地址：801 Big Four Trail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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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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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電話，     速到迅 達

顧客好評96%種服務15+年經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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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水爐 靜電除塵器

暖氣爐 水管煤氣管

冷氣機 商業冷庫

加濕器 商業屋頂機加拿大商譽局

A+ 級 認 證

電話：403-921-4186
杜生 （粵、國、英語）

www.pnbfasterheating.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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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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store

chatr Mobile Kiosk | CF Market Mall  
Z-012 3625 Shaganappi Trail NW,  Calgary, AB | 403-604-1100

*Offer valid at the above participating location(s). 50% off plans only applicable with activation of a $40/mo Data, Talk and Text plan or higher. ™ Trademarks used under license ©2020

新店盛大開業
促銷﹗

獲得獨
家優惠

歡迎光臨
我們店鋪

第一個月
費用優惠

50%*

*需新開 $40/月及

以上數據、通話和短

訊計劃

*優惠活動僅限上述店鋪。費用優惠 50%僅適用於新開 $40 /月及以上的數據、通話和短訊計劃。TM商標許可證號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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