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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影劇場

黃金時代，電影？舞台？

2016年2月

How to be single
大溫哥華開畫日期：�2月�1�2日

2016福滿溫城 2.14大型情歌匯

� 靜婷 金光燦爛耀舞台

Where to invade next
大溫哥華開畫日期：�2月�2�6日

為慶祝情人節，「寶島情

歌王子」張宇將聯同來自泰

國的「小鄧麗君」朗格拉姆、

「校園民謠領軍人」老狼及「WLMA年度最佳

專輯」Laurel來到溫哥華，舉行「2016福滿溫城

2.14大型情歌匯」。

張宇是台灣男歌手兼唱作人，他的代表作是

《用心良苦》和《月亮惹的禍》。《月亮惹的

禍》至今依然在KTV百大排行榜中榜上

有名。「小鄧麗君」朗格拉姆是泰國華

裔女歌手，她在《中國好聲音》中唱鄧

麗君的《千言萬語》獲高度評價。「校

園民謠領軍人」老狼在大學期間已自組

樂隊，他畢業後最初從事工程師工作，

後來還是辭去工作成為全職歌手。◇

這 是 由 L i z 
Tucillo的同名小

說改編的浪漫喜

劇，故事圍繞美

國紐約市的寂寞

單身女性，她們

在尋找伴侶，和對方可能發展成一段長久關

係，但也可能只是一夜情，亦有機會介乎兩

者之間。動作片明星Don� Johnson的女兒Da-
kota� Johnson在演過《Fifty� Shades� of� Grey 
》之後，在這部浪漫片和曾演《Pitch� Perfect 
》的喜劇女演員Rebel� Wilson 一起演出。�(圖

片攝影：Barry� Wetcher�)

喜歡聽黃梅調的人，一定是靜婷的歌迷，她為林黛主

演的黃梅調電影《江山美人》幕後代唱的插曲《戲鳳》及

《扮皇帝》曾經非常流行，後來她為另一部黃梅調影片《

梁山伯與祝英台》代唱插曲，更把她的歌唱事業推向高

峰。

這位香港黃梅調天后，將於�3月�6日首次來到溫哥華演

唱，演唱會部分收益將撥捐加拿大肝臟基金會，用於教育

及研究預防肝病工作。◇

加 拿 大

人很喜愛美

國 導 演 M i -
chael� Moore，
因為在他的

作品中，美

國並非天堂。這部由Michael� Moore執導的記

錄片，以喜劇形式拍攝，他在片中扮演「另

類侵略者」，到訪別的國家，探討可以怎樣

把值得借鏡的地方�(而不是石油�)搬回美國，

改善美國的未來。�(圖片：Courtesy� of� Dog� 
Eat� Dog� Films�.� �)

� � � 潘煒強 筆者對三、四

十年代中國文壇及

文人特別感興趣，像魯迅、胡適、沈從

文、徐志摩、無名氏、丁玲等等，還

有中國當代四大才女之一，蕭紅。他

們絕對是中國文學發展的黃金時代。

許鞍華的電影《黃金時代》以蕭紅一生

為本軸，以半傳記舞台形式表達這才女

的悲劇。電影通過蕭紅的遭遇，特別

於感情上所經歷的一切，表達了她的一

生與其文學的關係。而劇情主線，大

部分放在她與蕭軍的感情世界上。許鞍

華用了一個很特別的方式來講故事，她

不單用蕭紅第一身來講自己的故事，

也通過她的朋友講述她的一生。說來有

意思，一個人給人的印象，一般單從

自己或別人的角度來決定，但這電影特

別之處，是它從多角度來審視蕭紅。

不論結果成功與否，勇氣可嘉。電影

中，角色們會對著鏡頭�/觀眾以第一身

訴說，評論蕭紅，表達與她的關係。

看《黃金時代》需要的先決條件是

對當代中國文學感興趣，無論是人

物 或 文 學 作 品 ， 才 會 容 易 投 入 。

筆 者 一 邊 看 、 一 邊 想 起 多 年 前 的

《Torch� Song� Trilogy》，� 經典的�1�3分

鐘對著鏡頭獨白，打破電影的一般表達

形式，成為一絕。電影改編自百老匯舞

台劇，順理成章地被接受。但看回《黃

金時代》，這充滿舞台感的表達，一般

觀眾不易接受，或許許鞍華走得比我們

快了一步。

從來將舞台劇改編成電影的成功率

都偏低，可能只有�6�0年代的《夢斷城

西》�(� West� Side� Story�)� 例外，就算由李

察波頓、伊利沙伯泰萊演出的《誰怕吾

爾芙》電影版也叫好不叫座，其實前年

的《孤星淚》也不見突出。其中一個原

因可能是表達媒介上的差異。舞台劇其

中吸引人的因素是與觀眾在空間上的接

觸——舞台上演員的感情、呼吸、眼神都

可直接、真實、無阻礙地傳送到觀眾面

前，是第一身的交流，而且演員角色更

可因交流後的感覺而作出適當的回應，

這點電影是做不到的。《黃金時代》中

也用了這點作為電影串連劇情的媒介，

可惜效果未達預期，原因是電影中角色

與觀眾的感情交流基本上是單向，而且

給電影屏幕所隔，無法真正地同位呼

吸——你可投入劇情和同情角色，但你不

能與他們直接溝通。電影中其中一場可

作比較，電影中女作家丁玲放下作家身

份從軍，與蕭紅再次相遇聚舊，說出了

她對文學創作的重新體驗：（大概）創

作不應是作家在紙上玩筆弄墨，而是要

中國巨星劉曉慶將於�2月�1�4日（星期日）來到

溫哥華，演出舞台劇《武則天》。

劉曉慶是重慶涪陵人，小學畢業後已考入

四川音樂學院附中學習揚琴，後來她主演的電

影《小花》和《婚禮》都獲好評。�1�9�8�0年代是

劉曉慶演藝事業的巔峰期，憑藉謝晉導演反思

文革的電影《芙蓉鎮》奪得金雞、百花雙料影

后。加上《原野》、《春桃》，連續三年奪得

百花獎最佳女主角的紀錄，迄今無人能破。◇

舞台劇《武則天》
日期：� �2月�1�4日星期日晚上�7時

地點：� � 奧� 芬� 大� 劇� 院� �(Orpheum Theatre
       601 Smithe Street, Vancouver)
訂票電話： 604-808-5889�/604-760-7891
� � � � � � � � �6�0�4-868-3688�/604-688-2882
電郵： maplecentre@hotmail�.com
購票網站： www�.chineseticketbox�.com

日期：� �3月�6日星期日晚上�7時�3�0分

地點：� 列治文河石劇院

� �(8811 River Road, Richmond�)
查詢熱線： 604-356-3777或
 Ticketmaster

日期：� �2月�1�4日�(星期日�)晚上�7時�3�0分

地點： Queen� Elizabeth� Theatre� �(650� 
 Hamilton� Street�,� Vancouver�)

訂票熱線： 604-537-9128�/778-840-6856
� � � � � � � � �7�7�8-846-9950�/604-284-5238
購票地址： 800–5900� No�.� 3� Road�,� Richmond� 

去生活出來，這點對蕭紅的創作起了很

大的影響。文壇對蕭紅的評價就是她的

作品平實、樸實、生活、不造作，這也

許就是文學的本質。

說回這場戲的表達方式。蕭紅與

丁玲的對話，一時在某場景發生，

一時又轉過頭來與觀眾交流。很明

顯，是很刻意的舞台風格安排。但

問題就出在媒介上，電影觀眾有點

無所適從，不知如何反應。我們感

受不到在舞台上給予我們的第一身

感受，我們被電影屏幕隔住了。

另一個理由或許是我們日常生活已經過

得太苦，只希望在黑暗的電影院中逃避

痛苦的現實，不想想得太多，不要在電

影中見到自己的投射，觸景傷情，所以

娛樂、刺激、節奏快的電影永遠受落、

賣座，它們不讓你思考，只要你接收。

但回看世上所有經典、影響人心的作

品，都是讓我們重新思考人生，它們都

是需要長時間鑄合而成，哪有突然其來

的黃金時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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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向上述《中僑新天地》讀者致萬二分謝意。本刊歡迎各界捐款，以資

助每月之出版費用。款額超過二十元者可獲發慈善收據作報稅之用。請惠

寄支票或匯票至� S.U.C.C.E.S.S. Evergreen News (28 W. Pender St., Vancouver, 
B.C. V6B 1R6)，支票抬頭請書� S.U.C.C.E.S.S.。◇

� � �8�6�9�.�9�5元：鄧��略三夫婦家庭基金
� � �1�8�8元：黃漢華
� � �1�0�0元：�M�a�b�l�e� �T�.�Y�.� �L�e�e
� � � �2�5元：�K�i�t� �B�i�n�g� �S�i�n
� � � �1�0元：�J�o�h�n� �L�e�u�n�g、�C�h�i� �H�o� �M�a、盧國賢

鳴謝《新天地》讀者捐助

加拿大是一個樂善好施的國家，不

論是政府或民間，都喜歡採用不同的

方 式 ， 對 有 負

擔 、 有 感 動 、

或 有 需 要 的 人

士 �/ 機 構 ， 付

出 金 錢 ， 以 濟

燃眉。

《中僑新天地》是

一 份 非 牟 利 的 免 費 月

刊，長期處於捉襟見肘

的經濟景況。要把一份

免費報刊做得更好，很

多時是無錢不行。慶幸

的是，加拿大有不少熱

心之士，多年來一直用

行動、金錢支持本刊出版。他們有些以

不定期方式捐獻，有些則選擇每月固定

寄來善款支票；而另一種比較特別的方

式，就是利用個人或家庭基金的利息來

作此善行。

好像居住於溫哥華島的鄧略三夫婦

（圖），他們

不僅是《中僑

新天地》的長

期 讀 者 ， 且

在2008年便決

定將以其夫婦命名的

家庭基金每年所賺利

息，悉數捐予本刊協

助出版，讓人感動。

其實，善款絕不

在乎多少，一顆善心

足抵千金。

讀者如有興趣以

自己喜歡的方式捐贈

善款，贊助本刊出版，歡迎與中僑出

版部經理唐趙英蘭聯絡。電話：�6�0�4�-

�4�0�8�-�7�2�6�9 ， 地 址 ：28 West Pender 

Street, Vancouver. ◇

每月首個星期一出版  歡迎索閱

《中僑新天地》免費派發地點

溫哥華區

中僑社會服務中心
中僑菲沙服務中心
中僑格蘭湖服務中心
溫哥華公共圖書館︰
  Vancouver Central Library
  Champlain Heights Branch
  Mount Pleasant Branch
  Hastings Branch
  Fraserview Branch
  South Hill Branch
  Oakridge Branch
Killarney 社區中心
Marpole-Oakridge 社區中心
士達孔拿社區中心
堅盛頓社區中心
南溫哥華鄰舍中心
快樂鄰舍中心
溫哥華雲東區耆英中心
溫哥華中文圖書館
三聯圖書公司
北京參茸行
博益圖書公司
僑信參茸行
美心餅店餐廳
金石餐廳餅店
家樂急凍點心食品公司
廉價西藥房
長城參茸行
黃氏保險公司
新瑞華海鮮酒家
珠城大酒樓
紅日大酒家
永寧藥房（P & A Pharmacy）
東一街/許振亞牙醫診所

28 W. Pender St.
206-5838 Fraser St.
203-8268 Granville St.

350 W. Georgia St.
7110 Kerr St.
1 Kingsway
2674 E. Hastings St.
1950 Argyle Drive
6076 Fraser Street
191-650 W. 41st Ave.
6260 Killarney St.
999 W. 59th Ave.
601 Keefer St.
5175 Dumfries St.
6470 Victoria Drive
2131 Renfrew St.
509 E. Hasting St.
591 E. Pender St.
78 E. Pender St.
89 E. Pender St.
229 Keefer St.
261 Keefer St.
257 Keefer St.
110-139 Keefer St
461 Powell St.
535 MainSt.
536 Main St.
3437 Main Street
3888 Main Street
1132 E. Hastings St
3489 Fraser St.
4336 Fraser St.
116-2800 E. 1st Ave (東一街商場)

北京書店
海皇美食
泰山牛肉粉
粥麵軒
粥麵館
松屋麵包西餅
金天鵝酒家
廉記牛肉粉
加拿大聽力中心

200-2800 E. 1st Ave (東一街商場)
262-2800 E. 1st Ave (東一街商場)
230-2800 E. 1st Ave (東一街商場)
3313 Kingsway
141 E. Broadway
5870 Victoria Drive
5380 Victoria Drive
6949 Victoria Drive
100-2520 Commercial Dr.

中僑互助會列治文服務中心
中僑互助會列治文社區培訓中心
列治文公共圖書館︰
  Brighouse (Main Branch)
  Ironwood Branch
  Cambie Branch
統一廣場
列治文公眾市場
中信中心列治文辦事處
柏仁超市
帝國中心「報攤」
大光圈攝錄製作
列治文救世軍社區中心
友禾圖書公司
保康藥房
慈愛藥房
時代坊藥房 Pharmasave
養生堂參茸燕窩行
鍾廣平中醫館
玉庭軒海鮮酒家
新瑞華海鮮酒家
梅園粉麵茶餐廳
置地燒臘肉食公司

200-7000 Minoru Blvd.
250-8191 Westminster Hwy

7700 Minoru Blvd.
8200-11688 Steveston Hwy.
150-11590 Cambie Road
8181 Cambie Road
8260 Westminster Hwy.
列治文公眾市場2320室
4955 No. 3 Road
1005 - 4540 No. 3 Road
1115 - 4540 No. 3 Road
8280 Gilbert Road
八佰伴中心1020室
八佰伴中心2260室
125-4940 No. 3 Road
時代坊1020室
新城巿廣場1433室
106-8580 Cambie Rd.（偉信中心）
8511 Alexandra Road
102-4940 No. 3 Road
5960 Minoru Blvd.
1171 - 3779 Sexsmith Road

本拿比公共圖書館︰
  Bob Prittie Metrotown Branch
  Tommy Douglas Branch
  McGill Branch
中信中心
老友記燒臘菜館

6100 Willingdon Ave.
7311 Kingsway
4595 Albert St.
4533 Kingsborough St. (麗晶廣場二樓)
4327 North Road

中僑互助會三聯巿服務中心
中僑本拿比—高貴林服務中心
高貴林公共圖書館：
  Poirier Branch
  City Center Branch
同發超級巿場
金鼎美食館

2058-1163 Pinetree Way (恆基廣場)
435B North Road

575 Poirier St.
1169 Pinetree Way
330-1175 Johnson St.
3021 Anson Ave.

列治文區

本拿比區

高貴林區

高貴林港

高貴林港 Terry Fox 圖書館
鹿苑茶餐廳
華榮川菜館

2470 Mary Hill Road
3610 Westwood St.
207-2748 Lougheed Hwy.

中僑互助會素里服務中心
紀元圖書
素里公共圖書館︰
  Guildford Branch
  Newton Branch
  City Centre Branch
  Semiahmoo Branch
  Strawberry Hill Branch
  Cloverdale Branch
  Fleetwood Branch
  Ocean Park Branch

206-10090 152nd St.
15277 - 100 Avenue（近大統華超市）

5642-167A St.
13795-70 Avenue
10350 University Drive
1815-152nd St.
7399-122 nd St.
5642 -176A St.
15996-84 Avenue
12854 17 Avenue

素里市

中僑本拿比服務中心 200-5175 Kingsway

滿地寶市

Port Moody 公共圖書館100 Newport Dr.

二星會員（贊助會費�2�5元）

��黃社德、黃趙寶英、陳寬盛、鄧肖兒、葉仁申、馬麗素

歡迎加入「松鶴之友」，以會費贊助《中僑新天地》的出版經費。參加者請填

妥入會表格，寄至本報收，或致電�6�0�4�-�4�0�8�-�7�2�6�9查詢。◇

松鶴之友 新會員名冊

四星會員（贊助會費�1�0�0元）

廖徐寶珍

三星會員（贊助會費�5�0元）

盧國賢

松鶴之友會員大會� � 
� 4月14日舉行

為支持《中僑新天地》（前稱《松鶴天地》）月刊之出

版，「松鶴之友」會於�1�9�9�2年成立，以聯絡讀者，彼此交流，並

協助月刊籌募經費。該會將於4月14日（星期四）上午10時15分

舉行週年會員大會。會上除了會回顧「松鶴之友」上年度的工

作，展望新一年的發展計畫外，並選出「松鶴之友」�2�0�1�6�-�2�0�1�8

年度執行委員會成員。

根據「松鶴之友」會章規定，執行委員會人數最少�7名，

最多�1�5名，每屆任期兩年，推行會務。「松鶴之友」執行委員會

期盼有多些新人參與，有興趣者須於週年大會前一個月（即�3月

�1�4日）成為中僑互助會及松鶴之友會員，即可參與選舉。入會及

提名表格可於中僑出版部（中僑社會服務中心�1�0�5室）索取。

「松鶴之友」會誠邀會員踴躍出席。請於當日上午蒞臨中

僑社會服務中心（�2�8� �W�.� �P�e�n�d�e�r� �S�t�.�,� �V�a�n�c�o�u�v�e�r）�1�1�0室，共商

「松鶴之友」的發展藍圖。查詢電話：�6�0�4�-�4�0�8�-�7�2�6�9。◇

善心抵千金� 

� � 趙坤發



� � � 圖：梁小燕創作室

� � � � � � � � � � � � � �G�l�o�r�y� �Q�u�a�n� �8歲

� � � � � � 文：阿蘇哥哥

精於針灸與經絡推拿的獨特手法
溫哥華十年以上診所臨床經驗

地址：#516-4538 Kingsway, Burnaby
(麗晶廣場匯豐銀行樓上五樓)

電話：604-282-4988
手機：604-762-4508

胡咪咪中醫 
針灸推拿診所
BC省註冊中醫針灸師
2015年擔任加拿大中醫            
針灸師總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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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賣特價 每本$15 
收益撥捐中僑互助會

售書處 中僑社會服務中心
              28 West Pender Street,               
              Vancouver

查詢     中僑出版部 604-408-7269

訂閱費用：

加拿大� $30  美國 $35   海外 $55

附上支票/匯票 $_____ ，作為訂閱由2016年____月起一年共12期《中僑新天
地》的費用。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填妥上述資料，連同支票或匯票寄往：S.U.C.C.E.S.S. Evergreen News, 
28 West Pender St, Vancouver, B.C. V6B 1R6。支票抬頭請寫 S.U.C.C.E.S.S.。
查詢請電 604-408-7269 。

《中僑新天地》訂閱表格

              一年12期，每月月初出版

團年畫
                                                                          

同來慶賀

中國新年

一家共聚

團團圓圓

揮春掛上

年桔盆盆

酒菜豐富

幸福滿滿

身體健康

出入平安

心想事成

猴年祝願

「媽媽快來啦！」

父母送小朋友去學繪畫，都希望小朋友能「坐

得住」，有耐心。就像送去學鋼琴一樣，不是希

望他們將來一定會成為名鋼琴家和名畫家，只是

培養他們有多方面的興趣與才藝技能。

記得兩年前，Anya讀一年級，據她父母說，

她比較好動，沒有耐心，無法集中精神，於是媽

媽送她來學繪畫。當時的她非常的依賴媽媽，

她媽媽總是連哄帶騙的把她「丟」在我家。我帶

她到畫室，她坐不到半個小時，已淚眼汪汪的要

找媽媽，一直要我打電話給她媽媽。我也只能一

樣的連哄帶騙的安慰她，說：「再過半小時媽媽

就來啦！」。偏偏上課時間是一個半小時，過了

一會兒又吵著要媽媽，我又只能騙她說媽媽已經

在路上了，來來回回非常多次（當時她看不懂時

鐘）。

她 哭

時，我曾經

帶她去貯藏

室看看我兒

子小時候的

玩具，讓她

暫時忘記找

媽 媽 ， 等

她情緒穩定

了，我就趕

緊抓住時間

教她畫畫。

由她熟 悉的

蔬菓開始，這些都是她陪媽媽去超市買菜時，常見

到的。例如紅辣椒、香菇、白菜、小紅蘿蔔、柿子

等。因為她曾經看過這些東西，自然能激起她的興

趣。漸漸地也忘了要找媽媽，剩餘的時間她可以畫

些她喜愛的卡通人物、彩虹等。

為了獎勵她，我買了漂亮的貼紙，只要作品

完成，她便可選擇她喜愛的貼紙。如今她已經高

高興興的來，按我家的門鈴，開心的問我，今

天要畫什麼？還說畫完後要送給爸媽和爺爺呢！

你看！畫畫是不是能增加家庭的親子感情？現在

她長大了比較定性、能坐得住，專心多了。所以

說，繪畫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個性，是很好的怡情

養性課程。它加強了對周邊事物的觀察力，最重

要的是，可以培養一個人的氣質，是一個很好的

課外學習項目，希望大家來畫畫，將繪畫溶入我

們的生活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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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純老貓 學鋼琴是多麼容易
� 張珮珊�(皇家音樂學院鋼琴考官�)

� 金水

嫁錯郎入錯行

自覺拙荊嫁錯郎，

書獃我就入錯行。

教師被罵臭老九，

修理地球廿載長。

妻子牽連同歷劫，

回鄉亦要受災殃。

夫妻同錯確傷感，

經久未忘此重創。

� 艾迪賀猴年
東風吹柳日初長

天氣暖洋洋

春回大地

鳥兒在枝頭上歌唱

鑼鼓喧天

一片新景象

醒獅舞動

塵土飛揚

孩子們手牽手

情緒高漲

看他們手舞足蹈

活像猴兒那模樣

煙花綻放

呈現如意吉祥

毛蟲 � � � 
邱國鋈

未脫毛衣人說醜，

化成彩蝶讚梭梭。

閒言美譽何須理，

我自逍遙快活多。

註：「梭梭」，「接聯不斷」也。（見於高樹藩編

纂之《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

Caterpillar   譯者：邱國鋈

People say how ugly I am,

As I still have my hairy dressing.

When I transform into butterfl y,

I unceasingly receive praise and blessing.

No matter gossip or praise,

I don’t care what they say.

To enjoy my life more, I live in my free and hap-

py way.

前兩天，一個�6歲的同學，學習一

首新樂曲時，忽然有感而發地說：If 
you fi gure out what is going on, every-
thing is easy! �(如果知道箇中玄機，甚

麼都是容易！�)。

突然其來的一句說話，讓我和她的

媽媽聽得開心。這句說話，總括了我

的教學理念：鋼琴是簡單和容易的。

學生明白樂譜，有穩健視譜能力，學

習一首新樂曲就是簡單、容易。� � 

我和學生笑說，為甚麼雙手在琴鍵

上不可以簡單彈奏，要不斷擺動和搬

移位置？是否特別喜歡挑戰？或是覺

得太簡單？學生的答案是：我喜歡游

泳啊，我的雙手是不可以停下來呢！� 

同學們啊！請記得你們是上鋼琴

課，而不是游泳課或跳舞班。請不要

胡亂飛舞雙手，將一句完整的旋律分

割，� 聽眾也很難明白旋律的意思。

本來是一句簡單和容易的樂句，

也變得難於表達。練琴時間浪費了。� 

一般來說，同學都可以很快而準確

地說出樂句要求。學習新樂曲時，他

們都會先作分析。但是，彈奏時卻不

一定表達出來？！為甚麼忘記？一個

有趣答案是：「記得的時候，我不在

練習。當我在彈的時候就忘記了」。� 

我問學生是否� easy or diffi cult� �(容
易或困難�)，他們彈奏時，是否comfy �(
感覺舒服�)。� � 

記得有一個�5歲的同學，彈完一首

樂曲，就給我一個可愛反應。在我還沒

有開口說話，她已經急著說：「我覺

得很easy，也彈得很舒服」。她說這句

話的時候，眼睛瞪得大大，表情非常認

真，聲音老練。她就是要告訴我，是完

全明白，也看得懂樂句要求。� � 

沒有高難度的要求，彈奏時會覺

得輕鬆自然。� 

練琴時間真的是貴精不貴多。如

果學生沒有認真對待練琴時間，一首

樂曲重複練習也不可以突飛猛進。就

是練習很多遍也可以彈奏得很生硬。� 

試想像，將一首簡約樂曲添上淡

粧，將一首有深度的曲目化上明麗艷

粧。我們需要將樂句用心去修飾，不

可以粗枝大葉。當然，過分修飾，就

像女子在日光下濃粧艷抹而變得矯揉

造作。� 

作為鋼琴老師，我們就像一個化

粧師。學生的第一次「熱身」就是一

張素顏。經過老師的提示和指導，學

生的演奏就可能作出�1�8�0度銳變，驟然

出現一種特別的美態。◇

余於此區上學及工作近二十年，去年建成登山

電梯及地鐵；後者從上環直通堅尼地城，中站以電

梯直達港大，堪稱巨構。

海隅北望島連洲，青馬大橋難匹儔(＊)；

鐵翼西飛追日落，華燈初上見高樓。

西區基建日爭榮，舊宇新樓帶餘情；

踏上天梯尋故路，轉乘地鐵覽全城。

車路迂迴至學府，白雲依舊戀山頭。

荷花池內葉常茂，演講臺前論未休。

陸佑門開花徑在，盧迦樓去水泉流。

百年新校連機鐵，濟濟群賢共運籌。

註�(＊�)� 青馬大橋�1�9�9�7年建成，為世界最長行火車及

汽車之吊橋。

香江新貌 —西營盤港大篇

� 李直方

朋友從北京旅遊回到香港，她慨歎

中國大陸，除了東南和南部沿海幾個地

區：如青島、澳門、珠海、汕頭、海南

島等，絕大部分城市的上空，總是被一

團霧霾所籠罩，風吹不散，雨洗不清，

太陽也沒奈何。

朋友在北京逗留四天，四天都是陰霾

密佈，整個城市像披了一層厚重的面紗，

街道上的行人，個個面目模糊，走在其中

總覺得有點怪異和不安全。朋友繼續吐苦

水，她說香港也好不到哪裏去，城市發

展全放在大型的建築物上，樓宇越起越高

聳，也越起越密，所謂屏風樓就此形成，

從街道舉目向上望，差不多看不到一片天

空。近年香港空氣污染水平達偏高的日子

是每年約一百天，嚴重影響市民的健康，

尤其是長者、兒童和心肺病患者。

我和家人慶幸能身在北美，窗外多是

一望無際的藍天白雲，我們有清新的空

氣，有開闊的城市天空，真好！

另一位朋友，�1�1月回港探親，滿以為

這是到訪香港最舒適的季節，誰不知立冬

過後，氣溫仍高達�2�6、�2�7

度，日間走在人頭湧湧的街

道上，不到一秒鐘便汗流浹

背，眼下，幾乎所有地方於

任何時間，都有人滿之患的

感覺，最苦是進出商場或酒

樓前後，由極凍的冷氣開放

之地，到蒸籠一般熱的街道

上，其難受的情形，不言而

喻。晚間睡覺也要非整夜開

著空調不可。

溫哥華的天氣，可說是

得天獨厚，四季皆宜，夏

天不太熱，冬天不太冷，

住在溫市�2�6載，只有一兩

年的夏天比較熱，一座風

扇便輕易解決了問題；冬

天大雪最多維持數天便回

暖。自覺住在不需要空調

的城市，真好！

移居多倫多的老朋友，

自從數年前在Lake� Erie伊

利湖畔見過一面，再沒有和她聯絡上，

掛電話過去只有留言，send emails也沒有

reply。最近突然收到她的電郵，字裡行

間，不再是享受人生，郵輪四海遊，吃喝

玩樂，逍遙快活，而是充滿禪意寂滅，修

心養性的哲理，最後還加上悲愴一句：活

著，真好！

每次出外回家，小貓旦旦總是在大門

口迎接，牠滿心歡喜欣慰的表情使人感

動，有時還會聽見牠輕聲呼叫，像對你訴

說獨處一屋之苦。貓兒體形優雅，姿態美

妙，無論牠在哪裡，或坐或臥，都是一幅

好景致，尤其是當牠靜靜地伏在scratch-
ing� post上，胖胖的前足向裡捲縮，全身

的毛厚厚密密、烏烏亮亮的，像一尊雕

塑，使人暗暗驚訝造物主哪裡來的靈感，

能創造出如此超卓的作品！怪不得加拿大

藝術家兼木工雕刻家Wesley� Bates也稱讚

說：There� is� no� need� for� a� piece� of� sculp-
ture� in� a� home� that� has� a� cat�.�(家裡有貓

兒，就不需雕刻擺設�)。所以說，家有一頭

寵物貓，真好！◇

此地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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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麟翔� 
� � � 鄉 味

味，特指故鄉的食物，故鄉的味道，

以及蘊涵其中的故鄉特有的氣息，特有的

文化。陸放翁寫過「自古達人輕富貴，倒

緣鄉味憶回鄉」的名句。鄉味對於遊子的

意義，不僅在滋味的吸引，更在精神的召

喚，是故鄉似具體卻抽象的呈現。宋人陳

造《對客再次韻》詩：「客來一笑同鄉

味，便粉秋菰刷藕泥。」鄉味縱簡樸，欣

悅盡其中。� 

史上「倒緣鄉味憶回鄉」的達人，當

然是創下「蓴鱸之思」千古典故的西晉人

張翰。

張翰，字季鷹，曾任大司馬東曹掾，

坐擁人事大權。他在任時，晉武帝司馬炎

將皇位傳給弱智的兒子，引發「八王之

亂」。張翰不願混跡其中，恰值秋風吹

拂，他乘興吟出

著名的《思吳江

歌》�:「秋風起

兮木葉飛，吳江

水兮鱸正肥。三

千里兮家未歸，

恨難禁兮仰天

悲。」南朝�(宋�)

劉義慶的《世說

新語》中說�:「張季鷹在洛，見秋風起，

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

適意爾，何能戀宦數千里，以要名爵。』

遂命駕歸吳。」張翰掛冠歸吳江隱居，過

著「扁舟一葉泛平湖，郎采蓴絲妾釣鱸」

的農家生活。在他看來，頭上的烏紗帽不

如家鄉的鱸魚和蓴菜。自此，「蓴鱸之

思」成了遊子思鄉的典故。

鄉味對一個人的牽動力如此巨大，亙

古至今，張翰也算是第一人了。鱸魚和蓴

菜美味與否在其次，其味源於故鄉才是關

鍵。故鄉，乃生身之地，精神之源，縱去

去千里，魂牽夢縈，最立體、最刻骨的懷

念，莫過於故鄉美食。小時候在一本書上

看到過這樣的觀點，嗅覺因其抽象難把

握，是人類最恒久的記憶。鄉味能成為懷

念故鄉最佳的媒介，自是有其科學原理。

有人懷戀鄉味，並非純為美味，只因此味

乃故鄉特有甚至獨有。於是，唐代詩人元

稹最喜歡的家鄉美味是黃河岸邊的蛤，

鮮美勝於海珍�(「鄉味尤珍蛤，家神愛事

烏」�)；在苦吟詩人賈島眼裡，江南水果

雖美不勝收，但還是家鄉的林果撩撥其北

歸之思�(「鄉味朔山林果別，北歸期掛海

帆孤」�)。這一切，皆鄉土情懷使然。

我也是遠離故土多年的人，鮮少歸

去，故鄉之戀，鄉味之牽，數來不少。在

我眼裡，「鄉味尤豉膏」。

豉膏，豉油膏也，用「固體醬油」形

容蠻貼切。其色烏黑，形似膏泥，養分、

口味跟醬油相近，香氣特別，富有南方風

味，是故鄉白州傳統的烹調作料。此膏選

用小黑豆為原料。先把黑豆置鍋中熬煮至

爛，取出攤在竹篩上，晾乾後拌上菌種放

入酵房，分層疊放。待豆粒充分發酵，洗

去豆面的黴毛，放入鍋中，加適量的水、

糖、鹽熬出濃汁，撈去豆渣，繼續以文火

熬煮，直至濃縮成膏，冷卻後，舀入容器

中即可。當地有山歌唱曰�:� 「隔村煮肉放

豉油，我行十里也聞香。」此處山歌所唱

「豉油」，即豉油膏。純正的豉油膏，用

於菜肴，其香慢慢溢出，滋味醇厚。也有

人製作時喜歡添加八角、玉桂、陳皮、丁

香等香料，以增加豉油膏的香味。但這種

香味雖濃，卻刺鼻，烹調時，開始很香，

繼而就揮發了，不能很好地存留在菜肴

裡，倒不如傳統風味的耐人品味。低調之

人多厚重，豉油膏蘊涵的正是這麼一種人

生哲學。

豉油、豉油膏的做法顯然脫胎於豆

豉。豆豉是我國調味品的老祖宗之一，製

作歷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豉油膏出現

在何時、為何盛行於桂東南，我沒找到任

何文獻記錄。考慮到當地的丘陵地貌，交

通不暢便，此膏固體成型又不乾不霉，其

盛行估計與其相比於豉油，更便於儲藏、

運輸有關。好的豉油膏，長期保存仍油潤

如初，不發霉，不變味，不回潮，不稀

爛，收藏三五年也不變質。

豉油膏只用黑豆與糖、鹽、水熬煉

而成，不含防腐劑，誠為綠色食品，烏

黑發亮�(也有棕黃的，黃豆製成�)，豉

味濃郁，自有一種特殊濃香，可有效去

除肉類的腥臊味，適合於各種肉類的醃

製、燜、蒸、炒、焗，煮肉則味透肉

心，烹魚則腥味消遁。� 

其實，豉油膏並非我當年嗜好的故土

滋味。說起豉油膏，就憶起當年母親單

位的廚師，大院裡老老少少都稱呼他阿莫

哥，其實他年紀比我母親還大。阿莫哥炒

菜時最喜歡用的調料，就是豉油膏，若掌

勺時沒有豉油膏，誠如湘贛人炒菜不擱辣

椒一般不可思議。� 

故鄉的廚師，十有八九都跟阿莫哥一

樣，喜歡用豉油膏作調料。此膏妙在鹹淡

適宜，同時具有老抽的著色和生抽及食鹽

的調味作用。烹飪時，因其固體屬性，水

分較少，卻又易於溶解，不黏鍋，無焦

味，利於滋味慢慢揮發、滲透，芡汁更

濃，色澤飽滿，口感柔和，味透菜肴，香

溢滿屋。「大鑊豉油狗，神仙跟著走」，

描述的就是故鄉豉油膏烹製的特色香燜狗

肉，勾人魂魄。

我的母親屬於外鄉人，小時候，家裡

沒有使用豉油膏的習慣。也只有吃食堂的

時候，能品嘗到豉油膏的滋味。記憶中，

阿莫哥炒青菜也是添加豉油膏的，其濃重

的氣味在素菜裡益發顯露，我還好，母親

卻不大習慣。到後來，稍懂一點烹飪知

識，我才知道豉油膏炒青菜自有其道理，

用當地方言說，可除蔬菜的「臭青」味�(

青草味�)、腐水味，也是一方水土一方口

味吧。� 

豉油膏的使用地域不算廣，這也是難

見規模化生產的原因吧，市面所見多出自

作坊。通常，超市裡銷售的多用小陶罐包

裝，攤檔上售賣的一般是散裝，將豉油膏

裝盆裡，整成一兩尺高的圓柱形或方柱

形，賣時一刀一刀地從上往下切，抹在紙

上，包好，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小時候，

人們都是一分錢幾分錢地買。如今，都改

用塑膠袋交易了，一分錢的買賣也顯然是

沒有了，倒不是攤主懶得賣，而是一分錢

的貨，根本切不出來了。� 

豉油膏的味道，故鄉的味道。當年身

在故鄉，並沒留意其味，如今離鄉多年，

那滋味雖已渺遠，但心底裡卻又時常莫名

想念。可惜關山千里，此鄉味的意義，僅

剩符號式的存在。

我在珠三角沒見過豉油膏，據傳粵西

個別地方有出產。一路向西，倘若到了豉

膏香飄的地方，故鄉就不遠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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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樓以鄉味作招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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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列治文甘比街8580號106號地舖
電話：604-233-6668    手機：778-858-5822

網址： www.zhongguangpingcl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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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性－—� 常見於小孩子，部分有遺

傳性，患者或家屬成員多有其他過敏性

疾病，如過敏性鼻炎、濕疹等。

內發性－—� � 常見於成年人，一般與遺

傳及過敏無關。

哮喘病患者支氣管狀態不穩定，容易

受刺激敏感而導致哮喘發作。常見誘發

哮喘的因素包括：

‧上呼吸道感染

‧吸入致敏原，如塵埃 、霉菌、花� � � � 

粉、動物毛髮、蟑螂等

‧空氣污濁，如二手煙、塵埃、殺蟲

劑、油漆等

‧氣溫寒冷或濕度轉變

‧劇烈運動

‧情緒波動

‧食物或藥物過敏

哮喘病通常是間歇性發作的，常見於

晚上或黎明時。病發期間患者會：

‧咳嗽

‧喘鳴（呼氣時會發出又高音又尖的

聲音）

‧氣促

‧胸口有壓迫感

‧呼吸困難

‧嚴重時可出現呼吸衰竭，患者因缺

氧而死亡。

雖然哮喘病是一種不能根治的慢性

病，但在適當的治療下，病情是可以受

到控制的。舒緩哮喘症狀、預防病發，

令患者能進行正常生活活動，是治療哮

喘病的目標。要有效地控制哮喘病，除

了藥物治療外，亦需有賴患者和家人的

積極參與，跟醫護人員攜手合作訂立和

執行各項治療措施。

常用的哮喘藥物的服用方法分為吸入

劑和口服劑兩種。吸入劑有壓縮、噴霧

及乾粉劑等形式，由於藥物可直接到達

支氣管、藥效較口服劑為迅速，而副作

用也較少。患者應按照醫護人員指示，

正確地使用藥物以控制哮喘病情。

發作期間所用的藥物（例如：支氣管舒

張吸劑）

這類藥在哮喘發作時能迅速擴張支氣

管，舒緩哮喘症狀，令呼吸回復暢順。哮

喘患者應隨身帶備這類藥物，以便病發時

使用。但如果患者於用藥後呼吸仍未能回

復暢順，便應盡快到急症室求醫。

預防性藥物（例如：長效支氣管舒張劑

和類固醇）

這類藥需要長期依時使用，有助預防

哮喘發作。

�1�.手持吸入器，較長的管道向上。

�2�.打開吸嘴蓋。

�3�.搖勻吸劑。

�4�.用口慢慢呼氣。

�5�.用嘴唇把吸嘴完全罩著。

�6�.開始用口吸氣，同時按下藥筒使藥

劑噴出，繼續慢慢吸氣直至吸完所噴出

的藥物。

�7�.把吸嘴移開，屏氣約十秒後，慢慢

呼氣。

�8�.如有需要使用另一劑量藥物，請於

�3�0秒後重覆以上�3�-�7項步驟。

�9�.用後蓋回吸嘴蓋，並把藥物存放妥

當。

哮喘病是一種常見的慢性呼吸系統疾病。病發時，患者支氣管

黏膜會因發炎而腫脹、管壁肌肉收縮並產生分泌物，令呼吸道變得

狹窄，以致患者出現呼吸困難、喘鳴、氣促及咳嗽等病徵。

認 識 哮 喘 病
監察病情及一般預防措施

‧按照醫護人員指示，正確地使用

藥物、定期覆診。

‧留意和熟習個人哮喘發作的跡

象，及早治療。

‧及早治療吸吸道感染。

‧戒煙。

減少接觸致敏原

‧避免患者接觸到誘發哮喘的敏感

物質，例如：塵埃 、花粉、霉菌、二

手煙、動物的毛和排泄物等。

‧保持室內空氣流通。

‧注意家居清潔，防止塵埃積聚，

需要時用濕布、地拖或吸塵機打掃。

‧家中不宜擺放毛公仔、地毯等容

易積聚塵埃 的物件，並要經常清洗床

單，避免塵埃 滋生。

‧家中不宜飼養有毛的寵物，如

貓、狗等。

自強不息

‧作適當的運動，並持之以恆，尤

哮喘病的分類

誘發哮喘病的因素

哮喘病的症狀

哮喘病的治療

哮喘藥物

正確使用壓縮吸入劑

預防哮喘病發作

哮喘病發作怎麼辦

其進行帶氧運動，更可增加心肺功能。

選擇運動種類前，可先徵詢醫生的意

見，如有需要，可於進行運動前，先用

吸入性的氣管舒張劑。

‧保持身體健康，實踐健康生活模

式：均衡飲食、充足休息、適當處理壓

力及戒除煙酒。

‧小心保護身體，避免著涼。

‧停止活動並遠離可引發哮喘的致敏

原。

‧保持冷靜，放鬆。

‧解鬆頸項衣飾。

‧坐起保持舒適的姿勢。

‧按照醫生處方吸入支氣管舒張劑。

如有以下情況應盡快求醫
��� ‧吸入支氣管舒張劑後呼吸仍未能回

復暢順；

‧室內輕微走動或休息時感到氣促；

‧呼吸困難，甚至感到窒息；或呼吸

急促、說話困難、口唇發紫，甚至乎神

智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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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麗 Lily Li
政府註冊假牙專科

李麗假牙診所
首次檢查免費

無需牙醫介紹
假牙維修
接受各項醫療保險
國、粵、英語服務

電話: 604-284-5528
列治文 太古廣場1200號
     （8888 Odlin Cres.）

http://allcaredentureclinic.com/chinese

慈愛藥房
註冊藥劑師 Carol Hou

604-303-7474
列治文 #125-4940 No.3 Rd

夾 Alderbridge Way( 北京同仁堂旁 )

疫苗：麻疹和破傷風（免費）
           肺炎（65 歲以上免費）
           帶狀皰疹，子宮頸癌，肝炎

  配處方藥便宜

及送 優惠券

Q&A on the carcinogenicity of the consumption of red meat and processed meat
http://www.who.int/features/qa/cancer-red-meat/en/

� � � 潘錦興藥劑師

止痛熱貼封
Robax Heatwrap

健康飲食的基礎是正確的食物選擇。醫學界

向市民推介「健康飲食金字塔」，將食物分為

不同組别，並指出那些應該吃最多(穀物類)，

那些應該吃多些(蔬菜、水果類)，那些應該吃

適量——不太多也不太少(肉、蛋、奶、豆類)，

和那些應該吃最少(油、鹽、糖)。

營養師簡化了這些飲食原則，創作出口號：

「三低（油、鹽、糖）一高（纖維素，即蔬菜

水果）」、「多菜少肉」。

就筆者的觀察，近年「多菜少肉」已成為許

多人的座右銘，尤其是中年以後，大家都擔心

血壓高、心臟病、中風，還有過胖。

許多食肆配合市場，推出較多「菜多肉少」

的選擇。其實這種食譜，正是中國傳統飲食方

式。例如將豬肉切成肉粒、肉絲，配以蔬菜烹

調，那麼蔬菜變得美味，肉也不必用太多。這

與外國人自己吃一整塊牛扒的習慣完全不同。

記得筆者童年時代，餸菜總是以蔬菜為主，

另加些鹹蛋、腐乳之類，過節才會宰雞。當時

絕少人過胖，能不捱餓已是幸福，肉少菜多這

常態乃是經濟原因。

弔詭的是，如今食店樂於提供以肉為主的菜

譜，也是經濟原因。皆因處理蔬菜需要較多人

手，蔬菜較易耗損，儲存亦較麻煩，不比肉，

只要放進雪櫃便可，烹煮過程亦簡單快捷。

而一些人心理上脫不了「肉較高營養」這

種過時觀念（正確觀念是「均衡飲食才確保營

養」）；又或點菜時認定蔬菜是廉價食材，與

售價不相稱，因而多選了肉。

最近世界衞生組織把紅肉列為第二類致癌物

質（即「對人類致癌可能性較高」），為大家

提高了警惕：肉不宜吃太多。至於加工肉類，

更是第一類致癌物質，即「明確致癌」。

所謂加工，是指鹽醃、風乾、煙薰等製作

過程，食物例子有香腸、火腿、午餐肉、牛肉

乾、煙肉等。這些煙燻燒烤與醃製食物，往往

含苯並芘（benzopyrene）與亞硝酸鹽（nitrite）
等，它們能在人體內變為致癌的二羥環氧苯並

芘（benzo[a]pyrene diol epoxide）和亞硝酸胺

（nitrosamine），引致肺癌、胃癌、大腸癌等。

而流行病學研究發現，吃紅肉與脂肪較多，

會增加患大腸癌的風險。紅肉本來含鐵質，屬

於身體需要的礦物質，然而鐵質會與其他物

質產生化學作用而致癌。因此早在2007年，

世界癌症研究基金會（World Cancer Research 
Fund）及美國癌症研究院(American Institute for 
Cancer Research）的專家小組已呼籲勿吃太多紅

肉，每週不宜超過半公斤（18安士）。

另一方面，最佳的防癌食物原來是各種水果

蔬菜。因為他們含多種抗氧化劑，如維生素（

如A、C、E）、胡蘿蔔素（carotenoid）、類黃

酮（fl avonoid）等，有助逆轉苯並芘、亞硝酸鹽

變成致癌物質的過程。因此，「多菜少肉」的

飲食方式，既有助血管健康，也防癌。◇

冬季是「閉藏」的季節，人

體亦要順乎自然，固守元陽，以

存養真氣。除了起居、飲食方面

之外，精神調養也十分重要。由

於冬天寒冷，陽光較少，加上時

常雨雪紛紛，日短夜長，很容易

令人精神、心境處於低落狀態，

甚至有情緒鬱結，終日悶悶不

樂。尤其是長者，許多都足不出

戶，終日在家呆坐。

如果不改變這種習慣，很容

易令心、腎等臟器功能亦隨之

而減弱。腎主藏精，是為先天之

本；心藏神，神傷則易心怯而恐

慌。要避免冬季情緒的低落及鬱

悶，多作身體的活動是良好的做

法；室外可作步行、小跑、柔軟

體操、太極拳、八段錦等運動，

令筋骨舒展、呼吸暢順、血氣循

環，心腎機能自然旺盛。在室內

可參加集體活動，如歌舞、彈奏

樂器，或朋友之間交往，甚至打

麻將、談話等，身心自然舒暢，

鬱悶的情緒自會消失。

選擇食物方面，如紅棗、龍

眼肉、黑芝麻、佛手、金針菜、

蓮子、栗子、蓮藕、小米、蕎麥

等都有養心、舒解鬱悶、養神的

功效。金針菜五錢、髮菜、雲耳

（或黑木耳）、素馨花、佛手片

各二錢，陳皮一錢、煲瘦肉飲

用，可解鬱悶。

冬天常在室內暖氣環境，而

又少出外活動，容易產生體內

陽氣鬱結而化熱的症候，除了心

煩、氣鬱、口鼻乾煩，還有皮膚

乾燥、痕癢。這是肝腎陰虛的症

狀，可及時採用滋養肺、腎陰的

藥食。可用銀耳（雪耳）、花旗

參各三錢、紅棗六枚煲或燉服。

或用蘋果（去皮、心）三、四

枚，蓮子、百合、淮山、紅棗、

玉竹、瘦肉及加雞蛋煲湯飲用，

有養心寧神、養陰潤燥的功效

（請教中醫師服用）。

黑芝麻亦是一味冬季能滋

陰、潛陽的有益食物，更能益精

髓、補五臟、可單一味做芝麻糊

食用。久坐不動，以致雙足痿弱

無力、是肝腎虧損所致。老年人

最容易在冬季起病，可用黑芝麻

一兩、黃精一兩，煲瘦肉或烏

雞，有強筋骨、滋益肝腎之效

（腸胃虛弱及大便泄濕者忌用，

請教中醫師服用）。

此外，龍眼肉、栗子、合桃

等都是能養心安神、健脾、益腎

的食物，適合冬季食用。◇

我們身體的結構十分複雜，是由一

些骨骼、肌肉、神經、血管和其他組織

（ tissue）一同結合組成。它們一起運

作，令我們可以做到一些想做的動作。但

當它們停止和諧地運作的話，便可能產生

痛楚和其他的毛病了。

身體其中兩個最脆弱的結構就是背

脊和頸部。當這些部位受到了

創傷的話，疼痛的訊號便會由

受傷的地方，經由脊髓（spi-
nal cord）再送到大腦。經腦

部分析後再把訊息傳到受傷

處，可能會引致傷患處產生紅

腫、發熱和加劇痛楚。以上就

是最通常發生的傷痛循環。

若想減少痛楚，便要將這

循環其中一部分阻塞消除，便

可以達到減低腫痛的情況。

今期為大家介紹一種消減背部和臀部

的止痛熱貼封，名叫Robax Heatwrap。形

狀有點類似腰封。戴在腰部時，它會運用

獨特的發熱珠（Heat Cell），深深的滲

透入皮膚內。每天可以配戴八小時。除下

後止痛功效仍會持續八小時，即是每次

一共有16小時的止痛作用。同時，它亦可

幫助加速身體的自然療傷過

程。臨狀試驗證實了它可以

改進腰背的靈活伸縮性和活

動能力，使拉緊了的肌肉鬆

弛。

戴上後30分鐘之內，便

會到達治療性溫度（通常是

體溫之上攝氏三度）。若依

照說明指示，可以連續用七

天來止痛。每盒Robax共有三

塊，每塊只可以用一次，

千萬不可以放進微波爐內加熱，否 

則會引起火警。Robax止痛貼封不應用在

紅腫和瘀黑或破裂的皮膚上。使用時亦

應避免直接戴在皮膚上，最好隔上一層

薄薄的內衣，以防灼傷。每粒發熱珠含

有2克鐵成份。若然吞下可引致十分嚴重

的後果，故此一定要存放在小孩子取不

到的地方。

糖尿病者和血液循環不良的人士，

一定要得到醫生的許可才可使用。若然

開始使用後感到不適，便要立刻停止使

用，向你的家庭醫生求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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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椎是人體位於正中軸心的支持構造，上方有頭

部，下方要控制下肢的行走，左右要控制雙手的活動。

此外，在胸椎處又藉著肋骨將胸腔包圍，下方腰椎及薦

椎穩定骨盆和大腿骨，將負荷經此而上傳至脊椎。每一

塊脊椎骨之間又藉著參關節的機轉互相連接。

當向前彎時，有些人可以把手掌觸及地面，但實際

上卻是藉與大腿骨相連接之髖關節達成。也就是彎腰以

手掌觸及地面時，八成的活動是發生在髖關節，僅有兩

成是靠腰椎活動，因此，可見兩下肢力量及功能發生障

礙時，會間接造成日後脊椎的問題。

脊髓——中樞神經系統的延展，由頭顱骨底部延伸

至下背部，每塊脊椎骨都有兩條神經，從椎骨兩側小孔

處伸出，分別延伸至身體左右，從頸部及背部共有�3�1對

這樣的神經。脊髓雖然只延伸至腰椎骨上半部，但有一

組神經繼續椎管下方伸展。

脊椎間盤——位於脊椎骨和脊椎骨中間，有著軟

墊和吸震作用，以防在跳躍時脊椎骨之間互相碰撞。

脊椎間盤是由一圈韌性的纖維圍著中心一些軟性物質組

成。損毀外層的脊椎間盤，會導致擠出或破裂，會壓迫

神經或週邊的組織，並引起疼痛。

背部肌肉和韌帶——是脊柱的支撐，全部肌肉

的收縮都可以協助完成站立、轉身、彎腰和伸展的作

用。筋腱把肌肉和骨骼相連，腹部和軀幹的肌肉也有支

撐、保護及移動脊柱的作用。

耆英的脊柱會越來越僵硬，失去原有彈性。脊椎間

盤被磨損，使脊椎骨與脊椎骨間變窄，個子的高度也少

了半吋至一吋。這些變化是老化過程的一部分。

脊椎骨會長出骨刺，隨著關節軟骨的損耗，骨與骨

之間磨擦，便會有關節炎的痛楚。

由於下背部承受了身體大部分重量，大部分年青人

背痛的發病部位，拉傷及扭傷都會損害頸或背部，多數

是因為伸展過度，導致肌肉或韌帶的扭傷。

�1�.冷敷可緩解疼痛，把冰塊裹在布裡，每天四次冷

敷�1�5分鐘。

�2�.仰臥並將臀部和膝部屈曲，提高雙腿並多休息。

�3�.大多數背痛都會在六個星期內消失。隨年紀增

長，肌肉力度會減弱，而背部容易患上痛症。保持肌肉

的韌性和力度，每天半小時伸展運動，例如瑜珈、太極

或游泳，極有幫助。

�4�.溫水浸浴、用溫熱的暖水袋或電熱墊敷患處，或

者和冷敷兩種方法結合使用。

�5�.使用非處方止痛藥物，例如：Tylenol�,� Aspirin�,� 
Advil�,� Orudis等口服藥物，或A535藥膏敷搽患處。

�6�.如果肌肉抽搐或痙攣，可以按摩，但不可直接按

壓脊柱。

�7�.考慮用頸帶或護腰，可以保暖、緩痛與支撐患

處，幫助肌肉多一點力量，也使患者多一點舒適感。

有正確脊椎骨的知識，可以減少肌肉壓力和過度負

擔。日常生活各種姿勢及動作，例如抬重物、坐姿、站

姿、睡姿、推物、開汽車及上落汽車的動作等，均須注

意。

但是，無論任何動作，採取正確的姿勢固然很重

要，但同樣姿勢不宜維持太久，必須間歇性變換，以減

少同一動作產生對關節的壓力。

坐姿
�1�.椅子不宜太高，膝頭應微高於臀部。

�2�.起身時單手扶一下椅背或桌面，可減少腰脊椎的

負擔。

�3�.盤腿坐、單腿或雙腿盤坐，可以舒緩背脊椎的壓

力。不過要經常變換姿勢。

站姿
�1�.站立時如果需要彎腰，最好有一小腳凳放在前

面，用一腳踩著小腳凳，以舒緩背椎壓力。

�2�.久站時，把體重放在身體前邊，在兩腳大拇趾之

間，有利於減少腰椎的負擔。

�3�.直立時，背部曲度不宜過大，應該背部保持平

直。

睡姿
�1�.要仰臥，使用枕頭不宜太高。最好膝頭之下安置

一小枕頭，使兩膝頭微彎。

�2�.側臥時，枕頭高度要稍微調整，加高半吋。不過

右側臥較為適當，左側臥會使心臟受壓，這論調未必在

實際上得以確認。

�3�.俯臥，趴著睡不宜。

�4�.起床時要先用側身姿態，用單手扶床起坐，然後

下床，不宜直接仰臥，彎腰坐起，這樣對腰椎壓力較

大。

抬起重物姿勢
�1�.抬起重物最常引起背痛，應避免彎腰、直腳，一

定要蹲下抬起，重物靠近身體較好。

�2�.身體負著重物一有機會立即放下，勿持續負著重

物在身上。

�3�.量力而為，太重的物品務必找別人幫忙。

高處取物姿勢
高處取物或放置物品時，務必踩上腳凳或梯子，這

才不會造成頸部或背脊椎骨的壓力。

推拉動作
一般而言，推比拉較為安全。較大的物件宜用背部

靠著重物，用雙腿的力量推動物件。

駕駛汽車姿勢
�1�.駕車時應把椅調整拉近方向盤，使膝頭稍高過臀

部。這個姿勢會將背椎骨拉直和鬆弛。

�2�.身軀應靠近椅背，不可往前傾斜。

�3�.開長途車時，盡量每小時停車在路旁，站起來舒

展筋骨。

上落車姿勢
�1�.下車時，全身向外轉，兩腳先著地方可下車。

�2�.上車時，姿勢只是下車姿勢的程序倒轉，先面對

車門坐下來，雙腿與身軀轉動，以免扭曲背椎骨。

�3�.請記著當上或下車時，不要扭轉背部。

假若背痛或頸痛超過三天的自我治療仍沒有顯著的

改善，應該去找家庭醫生，尤其疼痛並且單或雙腿無力

或麻木，並伴有發熱情況。身體大多數神經都穿過背

部，背痛或頸痛會由身體其他部位的問題引起，需要醫

護人員為患者做些測試或物理治療。

坐骨神經所引起的痛楚，由下背部至足部，從整條

坐骨神經所經過之路徑而來。實際上這種疼痛是由背部

問題所引起。

亦稱作退化性關節炎，是老化的自然現象，它偶爾

也會發生在受損傷或有缺陷的年青人身上，主要影響軟

骨組織及負重關節。

脊椎骨從背看形式是「C」或「S」形狀，就是脊椎

向側面彎曲，近�2�%人口受此病症困擾。這種情況出現通

常由於兩腿的長度略有差異，或脊椎一則的肌肉過度使

用所致。

骨骼會逐漸喪失它的礦物質含量，變得脆弱及容易

折斷。主要受影響是前臂、手腕、臀部及脊椎。骨骼經

常製造新細胞及毀滅舊細胞，這些細胞主要是鈣，它會

令骨骼堅硬。高風險人士包括年逾�3�0而有家族病史或飲

食失調者，及更年期曾有過子宮切除手術的婦女，現代

藥物及荷爾蒙替代療法都可緩減此病的進程。

它是耗損、撕裂或過度的拉力，使一片椎間盤破

裂，如果腫脹嚴重，或碎片折斷，並壓迫到週邊神經，

就會感到痛楚。或會引起一邊腿痛，即坐骨神經痛。

它是一種慢性綜合症，在筋腱與骨骼相連地方，有

癢痛、無力或僵硬的情況，適當的運動可以舒緩疼痛。

頸部和背部的問題很複雜，但少數要手術治療，只

有在神經受到擠壓而影響到腸和膀胱的控制時，才需要

進行外科手術。

有恆和有規律的運動，可使你保持肌肉、筋腱及韌

帶的柔韌性，而且可以增強骨質密度和減掉多餘的脂

肪，也可減輕背部的壓力。

為了防止背部的損傷，要經常改變姿勢、少穿高跟

鞋。如果長時間站立，要將一腳放在小凳上休息，將讀

物放在與眼睛同一水平的位置，並且避免不必要的彎腰

和扭轉身體的動作。◇

   陳兆淦醫生
頸肩痛與背痛

幾乎九成的人都會有過腰骨痛的經驗，如果採取一
些有效的方法，可以預防背部痛楚的發生。

脊椎的生物力學

脊柱的老化

骨刺與關節炎

背痛與頸肩痛的護理

正確姿勢很重要

坐骨神經痛

骨關節炎

脊柱側凸

骨質疏鬆

椎間盤突出（herniated disc）

纖維肌痛（� bromyalgia）

預防頸痛和背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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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國、粵、英語服務

Tel: 604 -  876  -  4424

關愛健康

  服務社會

4336 Fraser St., Vancouver

永寧藥房

菲沙街4336號（夾東28街）

各種維他命丸

有機健康食品

壓力襪

提供帶狀皰疹疫苗注射

提供專門度身訂購壓力襪

免費提供藥物資訊
和藥物使用評估
免費血壓測量、
血糖測試機使用
免費藥物週期性包裝
免費送藥服務
免費長者流感疫苗注射

服務溫哥華超過35年 
全心全意照顧你的健康

我們以國、粵、英語服務

亞麻籽烹飪食用油

2016年2月

加拿大健康促進會是註冊非牟利團

體，藉著教育、支援及倡導，提升

加拿大全體國民的身心健康。

農曆新年將近，在這個猴年，大家有甚麼

新年願望呢？希望工作順利，升職加薪？學業

猛進，考進理想學府？還是購買新房子，安居

置業？要實現各種願望，強健的體魄是不能少

的，所以在新的一年，大家別忘記注意身體，

把各種健康習慣融入生活當中。

雖然在這個傳統節日裡，我們可以大快朵頤，品嘗很多可口的傳統

賀年美食，但當中有許多均應淺嘗即可，不宜過量。

年糕、煎堆、蜜餞、笑口棗、巧克力等都是高鹽、高糖、高脂肪，

但卻是低纖維的食物，攝取過多的糖份、鹽份和油，會增加罹患癌症和

其他疾病的風險。

金華火腿、臘肉和臘腸等都是經加工製成的食品，已被世界衛生組

織歸類為人類致癌物。吃紅肉和經加工處理或醃製的肉類會提高患上結

腸癌的風險，經常吃鹽醃肉和煙醺肉也會增加罹患胃癌的機會。

要過一個健康的農曆新年，其實一點也不困難，以下是一些建議：

大家可親自下廚，使用健康的食材，炮製美味食物，使家人和自己

吃得開心又放心。

可製作創新的健康賀年全盒，放上色彩繽紛有益蔬果，如小巧的蘿

蔔條、芹菜條、小番茄，或高纖維的乾果、果仁、全麥餅乾等。

可讓孩子參與其中，幫忙決定食材和下廚，在這個親子活動中，可

向他們講解新年意義和健康食物的知識，使他們接受平時不愛吃的蔬菜

和水果。

向親友送上水果乾、果仁等，比送贈糖果、巧克力更能表達心意。

別整天在沙發上呆坐，出外與家人一起觀賞本地的新年巡遊，參與

各種慶祝活動，這遠比在電視上觀看更有氣氛！◇

想知道更多健康生活的小貼士，大家可瀏覽加拿大防癌協會
網站www.cancer.ca，中文網站www.cancer-asian.com或致電1-888-
939-3333查詢更多有關癌症服務項目。祝大家猴年健康愉快！

淺談前列腺健康     實踐健康大計
            從新年開始

更年期並非女性的專利，男性從中年邁向

老年的過程中，也會出現不同程度的男性更年

期綜合徵候。如退休後的失落感、性生活質量

下降、家庭壓力過大等，都會加速及加重原有

潛在前列腺疾病的症狀，為日常工作、生活和

人際交往帶來不必要的煩惱。

前列腺疾病的病徵包括小便不暢、尿頻、

輕微失禁等，這些病徵對患者身體影響不大，

但當前列腺疾病出現併發症，如前列腺炎、血

尿或腎功能受損，便有必要即時接受治療。

� 

良性前列腺增生又稱良性前列腺肥大，是

一種常見於�4�0歲以上男性的疾病。良性前列腺

增生的徵狀包括小便困難、尿急或漏尿、有未

排清尿液的感覺、小便次數增多、夜尿頻密、

小便時感到刺痛等。如得不到適當治療，可引

致如急性尿瀦留、血尿，甚至輸尿導管或膀胱

結石、腎功能受損等併發症。� 

情況輕微的良性前列腺增生，若不影響社

交生活的話，可注意水分攝取及透過定期檢查

觀察情況。情況嚴重的如晚上需起床三、四次

小便、小便困難的患者，便需接受藥物治療，

以放鬆膀胱肌肉，或減少男性荷爾蒙及縮小增

生前列腺的體積。如改變生活習慣及藥物治療

均無效，便需採用手術治療。

中年男士要注意前列腺的健康

加拿大健康促進會會長楊光醫生

男性也有更年期

前列腺的病徵

良性增生常見於40歲以上男性

患前列腺癌風險隨年齡增長

�8�0歲男性患前列腺癌的機會約為�7�0至�8�0�%，�9�0

歲以上男性患前列腺癌的風險高達�8�0�%。前列腺

癌估計與高脂飲食、吸煙、遺傳有關，由於沒有

任何徵狀，故不容易於早期察覺，要準確診斷的

話，唯一方法為抽取前列腺組織化驗，但過程卻

可能引起痛楚及容易導致發炎。

前列腺癌的治療方法包括手術、電療及藥

物治療。一、二期可以手術及電療作根治性治

療，但到三、四期，手術及電療只可作為舒緩

性治療，幫助不大，只適宜在出現徵狀時採

用。第三期可考慮用荷爾蒙藥物縮小腫瘤，再

使用手術及電療，而第四期則可單用荷爾蒙藥

物治療。但所有荷爾蒙藥物均有令骨質流失的

副作用，令接受治療的患者容易骨折。個別病

者如荷爾蒙藥物無效，便需採用化學治療。

新春伊始，謹代表加拿大健康促進會祝願

各位讀者新年進步！身心康泰！◇

傳統新年食品，淺嘗即止

賀年健康小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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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提取CPP最著數?

2016年2月

● 公民入籍考試通過班

洞悉考試精要/最新版試題練習/面試

問答技巧培訓

日期：3月2日至4月11日(逢週一及

三)

日期：4月13日至 5月25日(逢週一及

三)

時間：下午1:30 - 3:00

● 英語初級高班(1) Bridging 1

學習基礎英語會話中所需的實用詞

彙、語法、發音及表達方式。

日期：2月29日至 4月18日(逢週一、

三及五)

時間：中午11:00 - 下午1:00

地點：#250-8191 Westminster Hwy, 
列治文

查詢：604-638-9238

● Food Safe 飲食衛生初級證書  

(列治文)

適合擬投身飲食業人士。學員考試及

格，會獲得由市政府衛生局發出的證書。

日期：2月22日 及 25日 (週一及四)

時間：晚上5:30 - 9:30 (四小時)

地點：#250-8191 Westminster Hwy, 
列治文

查詢：604-638-9238

● Food Safe 飲食衛生初級證書  

(唐人街)

適合擬投身飲食業人士。學員考試及

格，會獲得由市政府衛生局發出的證書。

日期：3月22日 及 23日 (週二及三)

時間：晚上5:30 - 9:30 (四小時)

地點：28 West Pender Street,溫哥華

查詢：604-684-1628

中僑社區培訓中心2-4月課程

送羊迎猴，在此祝願諸君心康體

健，萬事勝意。

不時有客人問及加拿大公積金計畫 

(CPP)：應該跟隨65歲標準退休年齡抑

或提早於60歲提取？眾鳥在林好?還是一

鳥在手好？

談這個之前，或者先介紹一下CPP
的概念。CPP可視之為一個政府與受薪

者之間的合約。政府從你的收入中扣除

一定比例的供款額(2015年供款年薪上限

是$50,100，2016年是$51,400)，目前的

供款比例是4.95%，也就是你稅前收入的

4.95%將被扣掉作為CPP供款，而雇主則

另外為你支付一筆同樣是4.95%的款項進

入你的CPP賬戶，到你退休以後便可領

取一定金額的社會保障體系。

政府根據既定的計算方式，於受薪

者年老時給回固定的每月收入，直至受

薪者過世、合約結束為止(篇幅所限，不

詳列其他有關遺屬條款)。假設這個計畫

設計得相當平衡(例如沒有倚賴下一代「

填氹」)，則不幸早夭者「蝕底」給政

府，而長壽者賺了。人壽不同，這亦是

無奈之事。

開始領取CPP退休金的標準年齡是

65歲，但最早可以從60歲開始便領取。

不過，政府有「遲取獎勵」，以6 5歲

2016 CPP Break Even Point(盈虧平衡表)

提取年齡 60歲 61歲 62歲 63歲 64歲 65歲

每月收入 $631.37 $702.51 $773.55 $844.59 $915.63 $986.67

扣減 $355.20 $284.16 $213.12 $142.08 $71.04 0

提早收取總額 $37,888 $33,720 $27,848 $20,270 $10,988 0

打和月數 107 119 131 143 155

打和歲數 74 75 76 77 78

支持中僑新天地˙加入松鶴之友

中僑互助會松鶴之友參加表格

永久會籍費用：

二星會員    二十五元 □

三星會員      五十元 □

四星會員      一百元 □或ˍ元

姓名：

（中）ˍˍ

（英）ˍˍ

性別：ˍ  年齡：ˍ

地址：ˍˍ

      ˍˍ

郵編號碼：ˍ 電話：ˍ

電子郵件：ˍˍ

（參加松鶴之友可獲贈中僑互助會一年會籍）

會費將用於支持《中僑新天地》出版經費

請將本參加表格填妥，連同支票寄往：SUCCESS Evergreen News Club, 28 W. Pender Street, Vancouver, B.C. 
V6B 1R6。支票抬頭請寫SUCCESS。查詢電話 604-408-7269 或 publications@success.bc.ca。

時發放的CPP金額為標準，目前最高領

取額是$986，若在65歲以後至70歲期間

申領，首次領取額逐月遞增0.5%，換言

之，到70歲才開始提取的話，每月可得

$1341。相反，如果在65歲以前(60-64

歲)申領，首次領取額逐月遞減0.5%。所

以60歲開始領取退休金者實際領取的退

休金要少30％，每月只得$631。

那麼，從經濟角度衡量，早些還是

晚點開始領CPP更合算？根據2012年的

實況，超過三分二的CPP新提取者是65

歲以下的，但當年經濟環境仍受0 8年

金融風暴影響，有可能是生活逼人。

而多人選是否就錯不了？會否「眾人

皆醉」？

我覺得答案其實視乎幾個相當個人

的因素。首先是個人經濟情況，若是捉

襟見肘，就算是金額少些，可濟燃眉之

急的話，早提就是最隹選擇。其次也與

個人健康相關，因健康故長壽是邏輯結

論，若身體健康、家族又長壽者眾，則

接受遲取獎勵勝算較高；反之，若健康

欠佳、家族有某些遺傳類疾病等，則早

提取的誘因較大。

還有些財務上的考慮，有人選擇提

早收取CPP存入RRSP爭取延稅增長，又

或放於TFSA內以早得免稅增長。不過， 

CPP若扯高入息稅率又可能得不償失。

故一切視乎個人的財務情況，不能一概

而論。

最後，要說到個人的心態了。有些

人吃東西喜歡將最好吃的留到最後(如我

的寶貝女)，有些人則喜歡一來便吃掉最

好吃的(如我的寶貝仔)，總之是各取所

需。其實選擇提取CPP遲或早沒有甚麼對

或錯的問題，何況此事涉及不可知的壽

元彩數，那麼，因此懸而不決、食不知

味、睡不安枕，那又何苦呢？

以下附表是提取CPP的盈虧平衡表

(60－65歲)給讀者參考：



免 費 社 區 資 源

卑詩預防問題賭博

�2�4小時保密熱線�:�1�-�8�8�8�-�7�9�5�-�6�1�1�1

卑詩預防問題賭博網站：

bcresponsiblegambling.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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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中僑家庭及青少年輔導部

有一則近年常在春末播出的廣告，

一名爸爸下班回家，太太、兩名青少年

子女各自上網，無人理睬他。他打開冰

箱，碰跌了一張照片，是去年一家人露

營的生活照，爸爸驀然微笑。然後鏡頭

轉向一家人圍著營火的溫馨畫面，這樣

的畫面已越來越少見。

另一則電視廣告，三名男孩子在球

場上打籃球，忽然電視熒幕上端，一塊

黑幕徐徐落下，掩蓋電視畫面，小孩也

感受到活動空間的縮小，無法把籃球向

上拋。此時熒幕上出現一句話：熒幕

時間佔去了遊戲時間(Screen time takes 
away play time)，同時籲請觀眾切勿登入
他們的網站，因為如此大家又減少了其

他活動的時間。

有人說，熒幕時間也可以是遊戲時

間，筆者同意，但這種遊戲，是透過熒幕

進行，活動量與互動量相對少很多，參與

者不能面對面進行即時的肢體互動及交

流，鍛練臨場的反應。一個人的社交能力

及判斷力，需要大量的臨場實踐才能鍛練

出來的。各類研

究已指出，新一

代的活動量與運

動量，已低於其

父母輩，實實在

在的影響著這一

代人的健康。嬰兒潮的下一代，其平均壽

命會出現比上一代短的情況。

又有一則商業電視廣告，標榜某牌

子型號的四驅車設有免費網絡聯繫，可

供車內乘客上網。車內後座的兩名初中

年齡的女孩，安靜的上網，爸媽樂得清

靜，兩人並相對而笑。反之，沒有同類

裝置的同款汽車，車內兩名女孩則互相

揶揄，製造噪音，意謂前者優勝於後

者。筆者不敢苟同。多一個選擇，並非

壞事，但標榜同處一室的家人，各自為

政，卻非好事。一般的中產家庭，成員

各自為政的情況已經夠多，無需再鼓

勵。這則廣告，鼓勵家長用電腦湊仔（

照顧子女），要不得。電腦流行之前，

家長用電視湊仔，製造出不少的沙發土

豆(couch potato)，坐在電視機前的大沙
發，雙眼盯著熒幕，機械性的把薯片往

口裡送。電視的功能還只是單向的，只

播放影像與聲音，其影響力還不及有互

動功能的電子產品，家長把與子女相處

和交流的機會讓給電腦，可能進一步削

弱彼此的關係。

現代的家長在教養子女方面，需要

多花點心思，與日新月異的電子產品爭

一日之長短。讀者如有提問，可致電中

僑互助會輔導部查詢或留言，輔導員會

盡快回覆。電話：604-408-7266。◇

 2016年2月

各種疑難病痛氣功康復術

KUNGFUYES.COM

加西中國功夫學院

5699 Ormidale St., Vancouver 

604-729-3186

W E S T  C A N A D A C H I N E S E
K U N G  F U  I N S T I T U T E

一般立刻見效

預測未來，要知
現在！

新  鴻  音

聽 力 診 所
助聽器專門店

超過25年臨床經驗
成人/兒童聽力評估

耳鳴/聽覺過敏診治

游泳/隔音耳塞訂製

多款助聽器供選擇  如不滿意原銀奉還

304 - 650 W 41 Ave (Oakridge),Vancouver
604.708.9780 www.soundidEARS.com

卑詩預防問題賭博及輔導計劃� � � 社區教育及輔導員� 陳碧菲� � �(� �P�h�y�l�l�i�s� �)卑詩預防問題賭博及輔導計劃� � � 社區教育及輔導員� 陳碧菲� � �(� �P�h�y�l�l�i�s� �)

張國偉
Nelson Cheung, CPA, CGA

特許
會計師

＊個人、非居民、公司稅務

＊簿記年結、計算工資、GST、PST
＊填寫各類政府表格

＊專業經驗豐富，國粵英語

列治文帝國中心商場 1430-4540 No.3 Road

604-868-8809
604-612-8283

國語：

粵語：

與電子產品爭長短

農曆春節的時候，我們一般都會説

一些恭賀他人的話，例如：出入平安，

龍馬精神，甚至乎橫財就手等，目的都

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新的一年平平安安，

生活無憂。

新的一年，新的開始。在計畫未來

一年的時候，大家都會為自己訂立新的

目標。有些人不論是迷信或好奇，可能

都會參考一下來年運程，或到賭場碰碰

運氣，測試一下自己的運程。無論如

何，大家其實是希望可以把握機會或避

免不好的事情發生。

究竟運氣能否增加我們的成功率？

在賭博活動上，沒有甚麼東西可以改變

賭博的勝算率，原因是賭博的結果全由

機會率決定。當然，我們有時會感覺到

運氣的來臨，覺得勝算率高；但是，我

們始終要看賭博的結果來確知當天運氣

的好壞。換言之，我們是從結果得知運

氣，事前是不能預測的。

要抓緊未來的發展，最重要是腳踏

實地；反思自己過去的經驗亦非常重

要，這有助改善及提升自己。

所謂有健康才有財富，在計劃來年

的時候，身心相連，大家千萬不可忘記

要反思及檢視自己的心理健康。在這裡

筆者提供一些建議給大家參考，讓大家

可以了解一下自己的心理狀態。以下六

條問題可以幫助大家了解一下自己在賭

博活動上的情況。

自我測試
 

��� ‧你有否參與過任何賭博活動？

��� ‧你是否覺得需要減少賭博？

��� ‧你是否因別人批評你賭錢而感� � � � � 

到煩厭？� 

��� ‧你是否為你的賭博問題後悔和

內疚？� 

��� ‧你有否借錢作賭注？

��� ‧你是否花了多於你能夠負擔的

金錢在賭博上？

在以上的問題中，如果你的答案有

「是」的話，你可能已受賭博問題困

擾。其實每個問題都有解決辦法，卑詩

預防賭博計劃願意提供專業協助，與你

同行。

社區講座：�7�7�8�-�8�6�9�-�3�3�7�9� 

電郵：bcgamblingprevention@gmail.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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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圖文：蕭堯

Julian & May

最佳拍檔
Julian和May是夫妻拍檔，自�2�0�1�4年

夏天開始，就來中僑的安老院做義工。

因退休從阿博斯福�(Abbotsford�)搬到溫哥

華奧運村�(Olympic� Village�)附近住，就著

方便，也想回饋社區。先生Julian週一下

午，太太May週二下午，而週四則是夫妻

檔一起去老人院。他們有時陪老人做些

簡單伸展運動，又或者玩玩紙牌，行行公

園。有時又讀讀書報，幫助長者記憶；有

時則陪長者談談天，解解悶Julian和May希
望能給自己的生命帶來積極力量，也為別

人（長者）帶來一份安樂：

「這種服務很好，有完善的

活動安排，能幫助老人保持

健康。」

May最記得的故事，

是中秋節陪安老院住客

一起聚餐耍樂，其中一位

婆婆為她盛了滿滿一碟

食物，那份熱情和關心

溢於言表。住客之中，Julian最記得

一對有失智症的老夫老妻，他們很多

事情已不記得，甚至有時兒子來探訪

都認不出；但他們卻經常出雙入對，

互相照顧，生活中不乏開心笑容──

記得彼此是夫妻，也記得家鄉是廣東

鶴山。他們有天還準備了兩份禮物，

說要給居於家鄉的親人。說起這些故

事，May和Julian都覺得感動：「許多

老人家對別人的關懷和感情非常深厚，

讓人很溫暖」。

Julian和May在加國定居�4�0多年，

曾在溫尼辟�(Winnipeg�)長住，甚少接觸

中文電台和報紙。而在安老院做義工這

半年，與老人家閒話家常，陪打麻雀，

補充了他們很多中文世界的資訊，亦學

習了不少俗語成語：「有時他們會教我

們，這句話應這樣講。或者會說，哇，

怎麼你連張學友都不知道呢。哈哈，因

我們以前都是接觸西人和英文世界較

多，對於中文

藝人我們的記

憶 都 是停留在

馮寶寶那時代

呢。」訪問當

日下午的老人

院活動是唱粵

曲，只見他們

去請長者們前

往參加，並協助推輪椅——原來他們也

能說一些國語。一位來自湖南鳳凰

縣的婆婆，亦已能聽懂他們一些廣東

話。Julian和May說知道一些義工在

這裡做了十多二十年，為這些義工能

有這份恆心感到鼓舞，因此他們也會

繼續做義工。他們也希望更進一步可

以作單獨探訪，幫助一些有憂鬱症的

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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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慶幸自己能從朋友那裡得到中僑PBLT(Project 
Based Language Training) 建築英語班招生的信息。通過

過去兩個多月的學習，我不僅提高了英語水平，了解了

很多建築方面的專業知識，還與老師和同學們結下了深

厚的友誼，甚至有種重溫了美好學生時代的感覺。

PBLT課程分為建築和零售兩個專業。根據個人意

願和工作背景，我選擇了建築班。開課之前，授課老

師對每個報名者都進行了一個小時的面談，並做了自測

調查表來了解學生的課前基礎。我們班的同學分別來自

伊朗、韓國、

中國大陸和香

港。移民前，

他們大多從事

與建築相關的

工作。

上 課 時

間 是 週 一 至

週四�9 �: �3 �0 �A �M �-

�2 �: �3 �0 �P �M 。老

師精心準備了

大量的素材，

並通過小組討

論、玩遊戲、演講等變化多樣的教學活動，讓課堂更加

生動有趣。可說是聽、說、讀、寫全面進行。開課前，

我以為成人課程不會真的像在校學生那樣嚴格。沒想到

這個課程由始至終都是非常嚴謹。老師每週一測，並給

出成績報告。遇到口語測試那可是要一個一個進行的。

由此可以推斷出老師的工作量有多大啊！

除了常規課程，學校還請來了省建築協會、工地安

全監督檢查部門的專業人員來班上講解，提供就業指

導。為了讓同學能更真實的了解加拿大本地建築行業，

學校還組織了兩次建築工地參觀，並免費為同學們提供

專業的鞋子、熒光背心、安全眼鏡等，可謂周到至極。

工地的工作人員帶領同學進到施工現場，並熱情又詳細

地為同學講解，並回答同學提出的每一個問題。

學期末，學校又安排了加拿大官方職業能力測試的

考試TOWES。試卷會寄到第三方的大學進行閱卷。據

說試卷本身就值�$�8�0�,是由校方出資購買的。測試結果

可以讓同學明確了解自己的職業語言能力，並看到自

己這段時間的進步。

這個高質量的課程，由

於政府的大力支持，不僅不

收學費，還為每個同學提供

來上課的車票，還有課間為

同學補充能量的咖啡、茶

及各式點心。最讓人感動的

是，學期結束，校方為六個

班（三個零售班及三個建築

班）的同學舉行了盛大的畢

業典禮。每一位同學都上台

領取自己的畢業證書，得到參加者的掌聲祝福。

短短兩個多月，我無論從職業英語的能力上，還是

個人自信心方面，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還讓我獲得

這麼多好朋友。謝謝中僑為我及其他同學們提供

這麼好的學習機會，讓我們這些移民得到個人職

業發展的確實幫助，而且在異國他鄉能感受到極

大的溫暖！◇

中僑建築英語課  讓我獲益匪淺
——� PBLT學員讀後感 � � � � � 劉迎

建築英語班畢業典禮。老師Joseph

（左一）與學員合照。左三為本文作

者劉迎。

學員實地參觀建築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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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僑互助會正收集能正常運作的Windows� 7
手提電腦。所有收集到的電腦將用於中僑互助會

報稅服務，為低收入的個人及家庭申報稅項。

心動不如行動，把你想捐贈的電腦帶到

中僑家庭及社區服務部（38 West Pender St, 
Vancouver），為社區貢獻一份力量！查詢詳情，

請致電�6�0�4�-�4�0�8�-�7�2�6�0。◇

捐 出 你 的� 腦

敘利亞難民抵加迄今已逾一萬人，據稱其中約有四成是兒

童。中僑互助會為此特別舉辦「柔情關愛」�(Softies for Love�) 

毛公仔籌款活動，希望每一個抵達溫哥華國際機場的敘利亞

兒童都可以獲得一隻毛公仔，讓他們在抵達加拿大後能感受

到關愛。

中僑此義舉很快便引來社區的迴響。一位不願透露姓名

的無名氏，經熱心慈善公益的陳永權先生及陳李素娟女士送

出�5�0隻毛公仔予中僑，藉此對這些不幸兒童表示支持。圖為

陳氏伉儷（右一、二）與中僑基金會主席楊興琳（左一）及

中僑行政總裁周潘坤玲於�1月�1�1日合照。◇

中僑義舉招迴響

可愛毛公仔顯「溫」情

中僑素里三角洲服務中心定期提供

有關就業及勞動市場的講座。去年�1�2月

的「知己知彼——� 優化溝通技巧、提升

人際關係」（中文講座）、「模擬面

試」以及「如何書寫簡歷」等講座，均

大受歡迎。我們再接再厲邀請講者以僱

主的角度現身說法，講解怎樣透過簡歷

及面試，從眾多的申請人中篩選合適的

僱員。三月份講座如下：

�1�)� 講座：Doing� a� Winning� Inter-
view� for� an� Employer's� Perspective� 
�(「面試玄機」�)

日期：�3月�1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9：�3�0� 至中午�1�2：�0�0

�2�)� 講座：Creating� a� Canadian� Style� 
Resume� �(「寫一個加拿大式的簡歷」�)

日期：�3月�1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1�2：�3�0� 至�2：�3�0

�3�)� 講座：Understanding� Self� and� 
Others� for�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知己知彼——溝通技巧講座」�)

日期：�3月�1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1：�3�0� 至�4：�3�0

＊以上講座均以英語進行，參加者

需有基本英語基礎。有興趣者，歡迎致

電 604-588-6869 查詢。◇

去年，中僑互助會的義工團隊透過七種語言在五個地區的中僑社

會服務中心為超過�1�,�7�0�0名有需要的會員提供免費報稅服務。今年中僑

的服務時間將長達七星期，每星期提供超過�3�0小時的服務。由2月22日 

（星期一）起接受預約登記，歡迎低收入人士、家庭及長者登記成為

中僑會員的一份子，享受免費報稅服務。� 

符合接受免費報稅服務的條件包括：報稅人士須為中僑互助會會

員；收入簡單，只包括受僱工資、銀行利息、就業保險金�(EI�)、老人

金�(OAS�)、加拿大退休金�(CPP�)及註冊退休儲蓄計劃�(RRSP�)收入；收

入來源不包括：收租物業、營商、股票、債券、基金、分紅、資本增

值收益等；不適用於自僱人士類別；不適用於申請破產人士；無需申

報海外資產；單身人士全年總收入不超過�$�3�0�,�0�0�0，其中銀行利息不超

過�$�1�,�0�0�0；夫婦兩人全年總收入不超過�$�4�0�,�0�0�0，其中銀行利息不超過

�$�1�,�0�0�0；單親家庭育有一名子女全年總收入不超過�$�3�5�,�0�0�0，其中銀行

利息不超過�$�1�,�0�0�0；每育有額外一名子女將可增加收入限額�$�2�,�5�0�0。� 

凡符合上述條件的中僑會員，請致電�6�0�4�-�4�0�8�-�7�2�6�0或親臨中僑服務

中心預約。非會員亦可即時登記成為會員，享受會員服務及優惠。◇

素里三角洲三月就業講座   歡迎參加 中
僑
會
員
免
費
報
稅
服

務

二
月
底
接
受
登
記  



2016年2月

中僑護理服務協會專訊

      31

掌握廣泛知識技巧
  更好照顧服務長者

照顧長者是一項具意義的工作，參與者除了熱誠

與愛心之外，還要掌握一定的知識和技巧，才可以確

保長者的安全及讓他們獲得所需的服務。中僑護理服

務協會一向重視對義工的培訓，每年均會定期舉辦「

長者護理教育日」，今年的教育日安排於�1月�2�2日�(星

期五�)在中僑李國賢護理安老院舉行，活動包括五個

講座，共吸引了數十位義工、住院長者和家屬參加。

講座涉及的範圍廣泛，包括：�(�1�)從家人及照顧者

方向認識防止老人虐待�(主講者：卑詩長者中心義工梁

慧燕�)、�(�2�)水的重要�(主講者：註冊護士鍾慧玲�)、�(�3�)

防止跌倒與處理�/住客安全�(主講者：物理治療師譚穎

敏�)、�(�4�)如何有效地協助使用輪椅及其他輔助步行器

具�(主講者：物理治療師譚穎敏�)、�(�5�)從活動中與長者

相交和溝通�(主講者：康樂部治療師袁可儀�)。

虐待長者是嚴重的問題，不少人誤以為只有行動

的傷害才算傷害，卻原來疏忽照顧也是

長者虐待的一種，而不正當對待長者的

人，往往就是長者認識的人，包括配

偶、家人、鄰居及朋友等。主講者卑詩

長者中心義工梁慧燕引用生動的個案，

介紹了長者虐待在生理、財務、精神或

情緒、性、藥物、心靈、禁錮和疏忽照

顧等八個方面的具體表現。當中常遭忽

略的行為，包括用藥過量或不足、拒給

藥物、不讓或強迫長者參加宗教活動、

不讓長者接電話或見訪客，以及不提供

照顧或協助給予受供養的長者等。

水分對人們維持生命機能極為重要，

對長者的健康更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水可

以幫助清晰思考、保持正常體溫、維持腸

道正常蠕動防止便秘。脫水會嚴重影響長

者的健康。主講者註冊護士鍾慧玲忠告長

者，日常無論是否感到口渴，每天都應該

飲用大約六至八杯八安士的流質，除清水之外，可以

攝取水分的健康飲食還包括：蔬菜汁和果汁、低脂牛

奶、無糖豆奶、低脂乳酪飲料、湯水、不含咖啡因的

咖啡和茶。

摔倒可導致嚴重傷害甚至死亡，是長者面對的常

見危險，因此「防止跌倒」也就成了「長者護理教育

日」一個熱門議題，今年也不例外。其實在許多時

候，摔倒是可以預防的，主講者物理治療師譚穎敏

就告訴大家，通過某些改變，每個長者均可以減少摔

倒的機會。這些改變包括：�(�1�)開始一項定期鍛煉計

畫、�(�2�)請你的健康護理提供者檢查你的藥物、�(�3�)接

受視力檢查，和�(�4�)提高住宅的安全。

「長者護理教育日」安排了膳食款

待參與者，並有答問時間，讓參與者與

主講嘉賓可以直接溝通。活動由早上九

時半開始至下午四時結束。與會活動的

義工同感獲益良多，有信心對安老院的

長者們提供更好的服務。◇

康樂部治療師袁可儀是其中一個主講者，她主講的顯目

是「從活動中與長者相交和溝通」。

數十名義工、住院長者及家屬參加教育日活動，場面溫馨熱鬧。

                  主講者註冊護士鍾慧玲

物理治療師譚穎敏（右）

講解使用輪椅及其他輔助

步行器具的知識

卑詩長者中心義工梁慧燕向長者介紹可能出現虐

待長者的情況



 

出版：  中僑互助會
出版經理：  唐趙英蘭
編輯：  中僑新天地編輯委員會
名譽編輯顧問：劉國藩、葉吳美琪、黃展斌
總編輯：  趙坤發
執行編輯：  阿濃、陳朗、陳吳乃 、陳華英、陳國燊
美工：  左俊泉、廖衛國
植字：  袁林麗馨、羅愛
廣告：  廖偉明、百爵廣告公司
校對：  曾順成、陳天良、潘玉蘭、
  李黃惠芳、冼陸 顏、潘吳瑞瓊、潘陳妙瓊
發行：  中僑新天地發行組義工 

下期出版日期：2016年1月4日

� 

� 

� 

� 

� 

本刊前身為《松鶴天地》，1985年創辦。每期能順利付梓，實賴各界義工鼎力協助，特此致謝。

11月‧Nov‧2015

「中僑慈善獎劵」現正發售

出版：  中僑互助會
出版經理：  唐趙英蘭
編輯：  中僑新天地編輯委員會
名譽編輯顧問：劉國藩、葉吳美琪、黃展斌
總編輯：  趙坤發
執行編輯：  阿濃、陳朗、陳吳乃妍、陳華英、陳國燊
美工：  左俊泉、廖衛國
植字：  袁林麗馨、羅愛
廣告：  廖偉明、百爵廣告公司
校對：  曾順成、陳天良、潘玉蘭、
  李黃惠芳、冼陸艷顏、潘吳瑞瓊、潘陳妙瓊
發行：  中僑新天地發行組義工 

下期出版日期：2016年2月29日

� 

� 

� 

� 

� 

本刊前身為《松鶴天地》，1985年創辦。每期能順利付梓，實賴各界義工鼎力協助，特此致謝。

2月‧Feb‧2016
松鶴天地365期

2016中僑星輝夜剪綵

「中僑星輝夜」冀籌50萬

與「中僑星輝夜」息息相關的「中僑慈善獎券」銷售活動已經開始。慈善獎券銷售也是

基金會每年為中僑籌募善款的主要活動之一。獎券票價每張�$�2，一本五張共�$�1�0。今年慈善獎

券的獎品更為豐富，共有十份，總值超過一萬九千元。獎品包括：

頭獎�:� 來回溫哥華與香港經濟客位機票兩張及現金獎五千元

二獎�:� 來回溫哥華與香港經濟客位機票兩張

三獎�:� 0.54 ct� 鑽石耳環� �(連證書�)

四獎�:� 河石娛樂度假酒店送出雙人酒店住宿及娛樂節目入場套券

五獎�:� 日信旅運送出雙人班芙四天遊（連酒店住宿）

六獎�:� Techno� Offi ce� Furniture� 送出高級意大利皮巴塞隆拿單座沙發一張

七獎�:� 世運旅遊送出三晚威士拿豪華度假套房

八獎�:� RBC� 財富管理國際私人銀行送出定期存款戶口

九獎�:� 加拿大豐業銀行送出退休儲蓄戶口�(華埠分行�)

十獎�:� 永明金融� �-� Kendo� Leung� 送出免稅儲蓄戶口

慈善獎券可在中僑基金會、各中僑辦事處及參與銀行購買，亦可於週末到溫哥華、本拿

比、列治文等各大指定商場的中僑攤位購買。抽獎將於「�2�0�1�6中僑星輝夜」節目中進行。◇

大眾善心耀雲城
� � 陳凱琳

「新天地伴我行」歡迎讀者提供照片。煩

請寫下姓名、拍攝日期、所在城市並郵寄照

片至中僑互助會出版部（見下面地址），註
明「中僑新天地收」，或電郵至publications@success.bc.ca。本刊

保留刊登與否的權利。照片恕不退回。◇

本報讀者Virginia Lee攝於德國東南方、

位處奧地利邊境的Passau市

中僑會員新增購物及服務優惠

類別� � � � 商鋪名稱� � � 商鋪地址及聯繫方式� � � � � � � � 優惠

花

店

花花花緣

Aria� 
Florist

溫哥華西百老匯街

2501�,電話�/網址：778-
892-1346/www.vancou-
verfl ower.ca

所有花束、

婚禮或葬禮花

設計八八折優惠

珠

寶

首

飾

寶光珠寶

金行

Marcus
Jewellery

溫哥華片打西街119
號

電話�:� �6�0�4�-�6�8�1�-�0�3�3�4

九折優惠� 

�(不包括24K首飾�)

食

品

雜

貨

Costco
Wholesale

溫哥華� 

Expo Boulevard 605號
電話�:604-780-7837

中僑新登記會

員可獲�$�1�0現金卡

及獲免一個月會員

年費

有關中僑會員優惠及服務，詳情可致電或電郵查詢：�6�0�4�-�4�0�8�-�7�2�6�0
或� �m�e�m�b�e�r�s�h�i�p�@�s�u�c�c�e�s�s�.�b�c�.�c�a

「�2�0�1�6中僑星輝夜」週年籌款晚宴，將於

�3月�1�2日（星期六）晚上六時半，假溫哥華市

中心的The Westin Bayshore酒店舉行。今年的

籌款目標設定為�5�0萬元。善款將資助中僑互

助會各項重要社會服務，包括：

�-� 耆英及婦女服務

�-� 中僑李國賢護理安老院

�-� 中僑心理熱線

�-� 中僑青年領袖新紀元

�-� 家庭輔導服務

�-� 多元文化家庭資源中心

Federico Fuoco

韋

綺

姍

每年「中僑星輝夜」所籌得的善款，都用

作維持、提高和發展各項中僑欠缺政府資助

或資助不足的社會服務為主。因為有大眾的

捐助，社區裡的弱勢社群，包括長者、兒童

和青少年、婦女及生活困頓的家庭，都得到

關懷及重新振作的機會。

「中僑星輝夜」向被譽為溫市其中一個

最受矚目的社區盛事，每年都獲得多位贊助

商、善長、政界代表及社團領袖盛裝出席支

持。當晚盛會除了有VIP酒會、無聲及現場

拍賣外，晚宴後的精彩表演節目更是不容錯

過。今年基金會特邀請香港著名流行曲歌手

暨演員韋綺姍（Rita� Carpio）蒞臨演出，並由

本地知名樂手Federico� Fuoco作開場嘉賓。當

晚韋綺姍除了演唱自己的作品以外，亦會演

繹多首中、英文金曲，帶給賓客一個既溫馨

又難忘的晚上。

「�2�0�1�6中僑星輝夜」餐券現已發售，票

價分�$�3�9�8及�$�5�5�8兩種，另設�$�8�,�0�0�0十人貴

賓席。部分票價更可獲退稅優惠。購票請電

�6�0�4�-�4�0�8�-�7�2�2�8或瀏覽網址www.successfounda-
tio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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