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三月，加拿大地產協會 (Canadian Real Estate Association, CREA) 發佈的最

新樓市報告，顯示大溫地區再度成為加拿大地產市場的「一哥」。而溫哥華

樓價走勢，更是銳不可當，越燒越烈！樓市日趨火爆，似無法止息。身居

大溫的華人父母們，究竟會選擇怎樣為子女「迎接」這場「戰事」？

唐先生： 
房產是投資   低價始入

50餘歲、一家四口、女兒剛上大

學、兒子亦很快便高中畢業的唐先生，

面對大溫樓價不斷向上的局面，他怎樣

解讀及如何應對？

來自香港的唐先生，移民加拿大已

逾八年，輾轉搬來大溫哥華居住也有七

年。他認為年青人只要有工作，又有實

際需要，自然需要買樓。但說到底也要

看自己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去應付；若有

能力供樓，那就去買；若然無法供樓，

市場上仍然有不少樓房等待出租。

一向在股票市場有投資的唐先生，

相信房地產也屬於投資工具之一。雖然

他本人樂意為子女買樓繳付首期，但他

堅信投資工具總會有一定風險，而且也

(轉下頁)

樓市沖天

 你怎樣助子女渡難關？

有一定的起伏周期。他的想法是，目前

樓市飆升得十分瘋狂，他希望等待樓價

稍為向下調至合理水平，到時才再為子

女買入樓房。而在這個等待期間，自己

夫婦倆，又可為子女多儲一些首期。

他強調不可盲目買樓，否則供樓時

不獨會感覺非常吃力，而且更要冒市場

變化逆轉的風險。作房地產投資，需要

留意經濟及客觀環境的變化。

坐在他身邊的唐太太最後補充說：

「其實，孩子大學畢業後，他們也不知

道自己會去哪處工作及生活。所以這些

樓房居住的事情，就讓他們自己去打算

吧！」（文：趙坤發）

李太太： 
香港樓市瘋   觸動買樓

年過50的李太太，與丈夫在列治文

某寧靜的屋苑內擁有一幢小巧精緻的獨

立屋。夫婦倆跟獨子一家三口在這個家

生活了十多年。兒子雖沒唸大學，但中

學畢業後至今已工作了好一段日子。千

多呎、三臥室的屋子，本來絕對足夠一

家三口共用。何況兒子仍未拍拖，「結

婚」兩字可謂「十劃尚未有一撇」。

但近年大溫樓市一直沖天，樓價節

節攀升，竟大大觸動了李太太的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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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去年她返港探親，有機會近距離感

受到香港樓市的可怕與荒唐。返回溫哥

華後，她向丈夫談及香港樓市觸目驚心

的見聞以及自己的想法。她計算過，即

使賣了目前居住的獨立屋，也難以在香

港換回一個像樣的單位。

但當兒子年紀再大一些，自然而然

會拍拖、結婚，要擁有有自己的家。到

時候，一家由三口「升級」至四口，能

否擠在一起生活？未來媳婦又願不願意

跟她們夫婦生活？即使願意，始終不同

於親生子女，未曾一同在同一屋簷下生

活多年，到時會否產生磨擦衝突？

左思右忖、左算右計，最後李太

太夫婦倆決定要作出替兒子買樓的壯

舉，購入了列治文某個樓花。先替兒

子支付目前所需要的買樓支出，待將

來樓宇落成，到時讓兒子負責供樓。

作父母的不獨盡了一點心意，也減輕

心中重擔。（文：趙坤發）

S先生： 
能力多與少   只助上車

居住在高貴林、現已退休的華裔S先
生認為，目前大溫房價確是高不可攀，

年輕一代要擁有自己的房子並不容易，

因此為人父母者，在能力所及下幫一把

在所難免，尤其是華裔協助下一代置業

情況普遍，起碼能讓他們「上車」。

不過他說，即使有能力，個人也不

主張全數支付房價，最多給子女提供首

期，其餘房屋按揭則由他們自行支付，

目的是讓他們知道房子並不是天掉下來

的饀餅，明白得來不易，自己出力才懂

得珍惜。

S先生表示，假如子女認為自己連
支付按揭也無能為力的話，這也無話可

說，到時連首期都「慳番」，絕不會因

自己有能力而買屋送給子女。

他又說，房子的地點很重要，當然

位處「山卡罅」（偏遠地區）的房屋價

格或會便宜些，後生仔供屋也較容易，

不會有太大壓力，但當考慮到上班所花

的時間及交通費，實在並不合算，除非

工作地點也在同一地區或附近。就他而

言，買房子最遠只能到高貴林。

當然，這位廿四孝父親，也一早為

獨子支付了一個柏文單位的首期，讓

他自行遷出，不再同住，或許將來這

個單位也是兒子與其另一半的愛巢。

（文：盧炯燊）

P女士： 
子女買房子   分毫不給

在是否協助下一代置業的問題上，

來自香港的P女士的看法剛好與S先生相
反，認為無必要為子女操心。她直言自

己兩個子女結婚買房子時，都沒有給他

們一分一毫，更莫說支付首期，都是兩

人自行與另一半儲錢應付。

她的解釋是，一個年輕人讀完書出

來工作數年後，起碼會儲到數萬元，假

若要結婚，與另一半合共應該有、或接

近十萬元，要支付一個柏文單位的首期

應可應付得來。

她又指出所謂大溫房價高只是一個表

象，因為目前只是溫哥華屋價太貴，大溫

其他城市還是有一些可以負擔的房子。

就如她現在所住的本拿比，仍有一

些30萬元左右的柏文單位，年輕人若沒

能力實在沒必要一定要住獨立屋，柏文

應是「上車」考慮之列，待有一定經濟

能力時才換較大一點的房子也不遲。

她舉例自己當年在香港，都是從數

百呎的單位「上車」，慢慢的才細屋換

大屋。

另外，P女士更大力反對有些父母
為了協助子女置業而不惜降低自己的生

活質素，例如她有朋友考慮賣掉房子，

大屋搬細屋，用餘款協助子女供屋。她

認為這並不足取，除非真的是很有餘錢

則另作別論，否則還是先考慮自己的實

際環境，尤其是像她這些已經退休、又

沒有其他收入的人來說，特別要慎之又

慎。（文：盧炯燊）

Catherine： 
操心孩子事   代付首期

Catherine一家四口2008年從大陸移
民到溫哥華。當年一兒一女年齡還小，

如今都已長大成人。

兒子已到適婚年齡，女兒也即將大

學畢業。身為家長，Catherine不僅操心
起孩子們的終身大事，面對溫市持續飆

升的房價也是異常感慨。

2008年他們全家移民溫哥華時，正

是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時候。Catherine
與丈夫因為剛剛登陸還在觀望，結果溫

市房價只在08年低迷了一段時間後就開

始一路上揚。

年輕人初出社會，必然是無力購

買如此昂貴的房產。雖然已經年過五

旬，但Catherine考慮到中國結婚的傳

統和租房價格也不菲，所以決定幫助

兒子支付一間公寓的首期，由兒子自

己來支付每個月的房貸。這樣既能從

實際上幫助子女，也讓子女不能有懶

惰之心，依然要自己努力打拼。日

後等孩子們有了更多的積蓄，想住

更寬敞或更好的區域，就得靠他們

自己的實力去置換更好的房子了。 

(文：劉迎)

蕭先生： 
不住近子女   保持距離

移民廿多年、居住於本拿比並擁有

獨立屋的蕭先生，兒子已唸大四，女兒

也正唸大學一年級。面對高不可攀的樓

價，以及子女都邁向成年，都將會拍拖

結婚，建立自己的家。他的想法是，若

果子女到時真的沒能力買房子，自己夫

婦倆可以在住房方面downsize（縮小住
房規模），賣屋套取現金幫助子女，甚

至自己兩老租住柏文也沒所謂，因為他

相信柏文難以升值，加上要支付管理費

等等，所以他寧租不買（柏文）。但他

強調，到時不會選擇跟子女住得太接

近，因為這不獨可減少頻繁接觸所帶來

的磨擦，也可給予子女及其配偶更多私

人空間。

他認為子女邁向成年，都需要學習

獨立及自我發展。他相信：「保持距

離，才能夠海闊天空。」

蕭先生雖然願意在金錢上幫助子女

買樓，但他又清楚自己退休後，衣食

住行開支仍然會頗高，所以會要求自

己夫婦倆在經濟上能夠自立，不用子

女供養，自己可照顧自己，不成為下

一代的負累。其實，他更重視與子女

相處的quality time（優質時間），多
於要求子女每週定時定候回兩老家吃

飯。（文：趙坤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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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 堯 （採訪）

中文教師：

  要從零開始！

我曾是北京的中學教師，五年前移民來溫哥華。本

想嘗試其他工作，或入公立學校教書，無奈欠缺本地教

育背景，難上加難。幸好曾有八年的教學經驗，也會英

文，於是頗順利在移民第一年找到工作，在一間私立課

外語言學校教中文，通常下午三點後學生放學，便來上

課。學校有中文和日文教師，而學生主要來自韓國和中

國，從小學生到大學生都有。開始時我很詫異，為何韓

國人會那麼努力學中文？後來才明白，原來很多是家族

跨國企業，小孩學中文是希望未來和中國人做生意，或

進入中國市場。許多學生家境優渥，仿如韓劇中的情

形，但他們並無「少爺味」，學習很自覺刻苦，有些學

各種語言之餘還會去補習數學，晚上回家做功課直到十

一、二點。其中有個韓國學生讀金融，中文非常好，一

口地道北京腔。

有家長覺得送孩子來學校麻煩，於是學校會安排我

去做家教。雖然職業都是教師，但心態變化很大。以前

在北京公立中學，一個班幾十個大孩子，做教師很有權

威，說話擲地有聲；而現在是去別人家，為別人提供服

務，感覺很不一樣。當然家庭教師報酬較高，但最初那

一年多，心態和狀態的落差仍是要慢慢調整。

另一挑戰是學生年齡和教材的跨度很大。以前教中

學生，自學能力高；而這裡教中文，多是從零開始。學

語言的都知道，越簡單基礎的東西越難教，有時還要考

驗我的英文能力，要把內容解釋清楚。尤其是教小孩

子，要設計很多遊戲互動，要有針對性。

剛開始時，我用老方法佈置作業下回檢查，但很快

發現根本行不通，小孩子就是不會做。所以要課上帶著

做，帶著唸。中文教材多樣也是一難，要隨家長的要求

變化，韓國家長要用國際教材，中國家長則要用中國國

內教材；上課時還真擔心帶錯了課本，而且需要更多時

間備課。

這邊公立學校的教師領年薪，有福利，亦有工會保

護。而我們教書，沒甚麼福利，上課時數不穩定，學生

人數也不穩定，通常一堂課五、六名學生，有時一、兩

名，人數多少直接影響工資。我有個教日文的同事，是

UBC教育研究生畢業，又進修了一年多的教學資格課
程，仍然進不了公立學校。

我現在的學校，連我在內一共七位固定教師，旺季

會多幾位臨時來幫忙。最多時我在三個不同的中文學校

上課，最忙時，嗓子都不行了，而且沒甚麼吃飯時間，

從下午三點多到晚上近十點「連軸轉」，週末更忙。所

以做這行，時間是一大問題，尤其是若生了小孩需要照

顧，工作時間便很難兼顧了。不過較好的是一切都很正

規：支票支付薪水、可以積累工時、萬一失業就可以領

失業金。其實只要我願意做，也不會失業，因為有市

場，比如現在那麼多中文學校在打廣告，可能與中國的

經濟發展有關，當然也會受移民政策的影響。

這些年，選擇教書這行業還是和自己個性有關，喜

歡交流，喜歡和孩子打交道。雖然內心經歷一些起伏，

但教學成果很好，學生和家長也對我很認可。

教師的經驗很重要，除了有愛心和耐心，還要願意

花時間去付出。這就是良心工作了，因為因材施教是無

止境的，有的孩子領悟方式不一樣，有的孩子比較內

向，你永遠可以教得更細緻，更有針對性。學語言是長

期工夫，師生之間的配合也很重要。現在普遍都是女教

師，我也希望有些男教師，畢竟性別在教學和師生關係

上還是有差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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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樓市報告，顯示大溫地區再度成為加拿大地產市場的「一哥」。而溫哥華

樓價走勢，更是銳不可當，越燒越烈！樓市日趨火爆，似無法止息。身居

大溫的華人父母們，究竟會選擇怎樣為子女「迎接」這場「戰事」？

唐先生： 
房產是投資   低價始入

50餘歲、一家四口、女兒剛上大

學、兒子亦很快便高中畢業的唐先生，

面對大溫樓價不斷向上的局面，他怎樣

解讀及如何應對？

來自香港的唐先生，移民加拿大已

逾八年，輾轉搬來大溫哥華居住也有七

年。他認為年青人只要有工作，又有實

際需要，自然需要買樓。但說到底也要

看自己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去應付；若有

能力供樓，那就去買；若然無法供樓，

市場上仍然有不少樓房等待出租。

一向在股票市場有投資的唐先生，

相信房地產也屬於投資工具之一。雖然

他本人樂意為子女買樓繳付首期，但他

堅信投資工具總會有一定風險，而且也

(轉下頁)

樓市沖天

 你怎樣助子女渡難關？

有一定的起伏周期。他的想法是，目前

樓市飆升得十分瘋狂，他希望等待樓價

稍為向下調至合理水平，到時才再為子

女買入樓房。而在這個等待期間，自己

夫婦倆，又可為子女多儲一些首期。

他強調不可盲目買樓，否則供樓時

不獨會感覺非常吃力，而且更要冒市場

變化逆轉的風險。作房地產投資，需要

留意經濟及客觀環境的變化。

坐在他身邊的唐太太最後補充說：

「其實，孩子大學畢業後，他們也不知

道自己會去哪處工作及生活。所以這些

樓房居住的事情，就讓他們自己去打算

吧！」（文：趙坤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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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過50的李太太，與丈夫在列治文

某寧靜的屋苑內擁有一幢小巧精緻的獨

立屋。夫婦倆跟獨子一家三口在這個家

生活了十多年。兒子雖沒唸大學，但中

學畢業後至今已工作了好一段日子。千

多呎、三臥室的屋子，本來絕對足夠一

家三口共用。何況兒子仍未拍拖，「結

婚」兩字可謂「十劃尚未有一撇」。

但近年大溫樓市一直沖天，樓價節

節攀升，竟大大觸動了李太太的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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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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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 正

上期本欄之旅遊

景點應為捷克首

都布拉格。



   圖文︰陳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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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首飾的民族

印度的女性風景

在印度走動，很難不被女性吸引。她們總是刻意打扮，一襲紗麗每

是五彩繽紛，走路時婀娜多姿，還有，她們都喜歡配戴首飾。

筆者尤其喜歡留意她們的足部。裙腳常鑲上花邊，綴上碎花。她們

會戴腳鏈，但更令人詫異的，是會在足部戴戒指……還是應稱為趾環。

一般戴在第二趾，也有同一隻腳戴上兩隻趾環的，教人擔心會否丟掉。

其他首飾就更多了：幾乎沒見過印度女性不戴耳環的：小女孩，甚

至穿上校服的學生也不例外。至於項鍊、鼻環、手鐲、臂飾……更是不

在話下。

在闢為廟宇的石窟內，有雕刻華麗的柱子，導遊解釋說：這些圖案

是模仿首飾，如鏈子、珍珠……。

在不遠的窟門，有印度教神祇的浮雕：雄赳赳、手持武器的雕像，

卻也有漂亮的耳環、項鍊和手鐲。

印度真是個愛首飾的民族。難怪菩薩都有這麼美的瓔珞、臂釧、項

鏈。◇

五彩繽紛的紗麗，配襯款式多樣化的耳環和手鐲，令人目不暇給。

即使是頭負重物，穿簡單的紗麗，印度婦女

一樣戴上項鍊、鼻環、手環和趾環。

在髮辮綴上鮮花，一樣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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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iPad平板電腦班
  （國/粵語）

基礎班：	4月20日至5月11日	（逢星期三）	

	 下午1時至3時

應用班：	4月20日至5月11日	（逢星期三）	

	 上午10時15分至中午12時15分

				以上課程每班4節收費$65，50歲以上有優

惠；需自備iPad。

● 2016年卡拉OK歌藝班
  （國/粵語）

  溫哥華馬寶渥列治社區中心	

4月7日至6月23日	（逢星期四，上午10時15

分至中午12時15分），每節收費	$7。

  列治文加拿大殉道聖人天主堂	

4月1日至6月24日	（逢星期五，上午10時

至12時），共12節$78，每節$7。

（5月27日放假）

● 2016年健康排舞班

  （國/粵語）

4月4日至6月27日	（逢星期一，上午10時

30分至中午12時），每節收費$5。共12節

$48。歡迎隨時加入。

● 2016年明日之星歌唱技巧班
  （國/粵語）

4月21日至5月26日	（逢星期四下午2時至

4時），全期6節共$90，另	$3	材料費予導

師。每節收費$18。歡迎隨時加入。

查詢：中僑社會服務中心105室	

(28	 West	Pender	Street,Van.)	

電話：604-408-7274內線1054

松鶴之友最新活動

2016年4月

   文：陳華英

      圖：吳金鴻

海貍之言

尊重．包容．公平．融和

加拿大山青水秀，花紅草

綠，鮮花處處，是美好的居住

地；而且生活閒適，有張張迎人

的笑臉，因此被評為世界上最友

善的國度。但是最近，隨著華人

移民日漸增多，卻衍生了一股噪

音，影響了種族間的和諧。

語言與文字之戰

一.	語言之爭

2015年12月，列治文某城市屋苑

有部分業主向卑詩人權仲裁處投訴，

指該屋苑的業主立案法團歧視不懂說

普通話的業主。這屋苑的業主有七成

是華人，三成是其他族裔。投訴者說

在去年的週年大會投票日中，與會者

把非華語業主排除於立案法團之外。

此後，新立案法團的委員全是華人，

且用普通話開會，他們聽不懂，是歧

視他們非華裔的業主。

二.	文字之戰

這幾年來，不少人投訴列治文市

有些店鋪的招牌沒有英文名字，他們

看不懂。

月前，一個啤酒品牌廠為猴年限

量版產品宣傳的巴士站廣告，又在列

市引起爭議。因為這廣告中文字太

大，而英文只有Happy Chinese New 

解決語言及文字風波

Year	四小字，而其他資料則欠奉。
以上所說的只是小風波，但若各

族群不以包容及尊重別人的態度去調

整自己的心態，這樣的爭論只怕會有

增無減。

建構融和的社會

說到城市屋苑語言之爭，熟悉卑

詩人權條例的專家說，人權條例並沒

有規定業主立案法團的會議必須以官

方語言來進行。但是，有關屋苑決策

的討論和決定，所有業主都有權知

曉。基於業主中有其他族裔，包括白

人、印裔、韓裔、日裔等等，雖然華

人較多，如果會議進行時採用英語，

再輔以普通話翻譯，各族裔容易溝

通，又可以照顧到不諳英語的華人業

主需要，這樣方為公平、合理及包容

的處理方法。

至於招牌問題，單用中文，不但

予人不尊重主流社會的感覺，而且也

局限了自己的顧客對象。但上述所提

的巴士站啤酒廣告，商家並不是華

人，而是他們為了想吸引華裔市民的

注意，而使用了過大的中文字。這種

做法難免引起非華裔市民的不滿。

加拿大是每個移民都希望能安居

樂業之地，大家應以尊重他人、包容

他人、公平對待其他族裔的理念行

事，方能共同建構一個融洽和諧的社

會。

最重要的是：大家應該好好掌握

加拿大的官方語言——	英語和法語，

有助於各族裔間的溝通和了解。

上述風波皆因語言和文字的差異引起，一位華裔青
年鄭子健說得好：法語和英語是加拿大的官方語言。不
管我們從哪裡來、母語是甚麼，這兩種語言使我們在一
個新的家園中結合在一起。況且，在加拿大會說英語或

法語的人，才能把握這個社會豐富的機遇。
這位青年的說話值得我們深思！◇

安

樂

窩

VS

戰

場

走在花木扶疏的小路上，綠油油的草

地兩旁盛開著各色花卉，圍欄樹修剪得

整整齊齊。住在這個屋苑裡，有住在獨

立屋的感覺，卻無剪草鏟雪的麻煩，所

以亦文覺得非常愜意。屋苑的鄰居，有

華人，也有其他族裔。亦文在這裡已住

了十多年，平日在邨裡進進出出，大家

見面都和和氣氣，打打招呼問問好，閒

聊幾句。大家的孩子也會一起玩耍。這

裡可說是亦文的安樂窩。

但是，最近的氣氛有點不同了。亦文

和其他族裔的鄰居見了面，大家都有點尷

尬。和他們談得久了，又怕有些華裔業主說她是「漢

奸」，把他們的「部署」告訴外人。而其他族裔的業

主，見了她也不似以前的熱情了。

事情是這樣的：隨著華人移民漸多，華裔業主也

增加了。屋苑中的華裔業主達到七成。因此，業主立

案法團的組成也起了變化，委員會全部由華人出任。

順理成章，立案法團的會議，就全用普通話進行了。

對此，非華裔業主已有微言，認為在上季業主會的

投票中，一群華裔業主聯手把所有非華裔業主排擠於立

案法團委員會之外。部分華裔業主與非華裔業主之間，

心中已生芥蒂。後來，竟然演變成對簿公堂。導火線是

由於最近一次業主立案法團會議中，有非華裔業主列

席，但會議仍以普通話進行，非華裔業主完全聽不懂。

他們覺得受到歧視，就向卑詩人權仲裁處投訴。

亦文來自香港，普通話也是半桶水。以前的業主

會議用英語進行，她聽懂八成，現在用普通話開會，

她只聽到五成。難為那些白人、印裔、韓裔鄰居，他

們哪能聽懂？亦文倒懷念從前開會的時候，用英文討

論，翻譯在旁譯成普通話，那不是人人都聽得懂嗎？	

由於立案法團處理不當，非華裔業主已發起訴

訟，隱隱然就把華裔業主和非華裔業主分成對立的兩

方，大家碰見也「面左左」（臉有不悅之色）了。

唉！亦文深深歎了一口氣，好端端的一個安樂

窩，怎麼會變成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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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慈欣的科幻小說

發向宇宙的電波招來
三體世界

   陳朗

   圖文：郭波

Market Alley 

Email: info@wongsinsurance.com
Website: www.wongsinsurance.com

2016年4月

代理各類保險：汽車、商業、房屋、醫療、人壽、旅遊

PETER MACDONALD

電話：604-321-9125 傳真：604-321-9586

5606 Victoria Drive, Vancouver (at E. 40th Ave.)

INSURANCE AGENCIES LTD.

服務大溫地區超過35年，

信用保證，價格公道。

網址：www.pmacdonaldins.ca

提供廣東話
及普通話服務

「文明的毀滅，其實是一件在宇宙中

每時每刻都在發生的再普通不過的事。」

有一次回香港，找到了劉慈欣所寫的

科幻小說《三體》，這是經朋友介紹閱讀

的書，共三部。單就這本書的內容來說，

涉及很多新科技的描述，有理論亦有應

用，甚至到了一般人無法理解的程度，所

以，有些讀者難免會覺得這本書很悶。如

果作者找人替他改寫，充分發揮小說在故

事鋪陳的手法，這本書將會更加精彩和吸

引，畢竟這是由一名工程師所寫的科幻小

說，可能不能忍手鋪排他的科技知識。

故事是由多名科學家自殺事件開始，

引出奈米科學家汪淼，被牽連入多個國家

對一個神秘組織的調查當中，而這個組織

的興起，源於60年代在中國大興安嶺紅岸

電波發射台研究員葉文潔借助太陽，將地

球有關資訊擴大，發送到宇宙深處，以探

測是否有高智能

生物或文明的星

體作出回應。

結果，在四

光 年 以 外 一 個

有三個太陽（三

體）的星球，接

收和解讀這個訊

息。這個三體的

文明，多次經歷

「三日凌空」而

被摧毀，在得到

地 球 的 訊 息 之

後，他們的元首

隨即派出太空軍艦，飛往地球，目標是殲滅

人類文明，以成立三體子民的殖民地，使他

們得以避過有一天被摧毀的厄運。

在大軍啟程之後，三體的科學家將兩

粒「智子」（經過多維體處理的質子）以

光速送到地球，在人類社會進行顛覆活

動，並破壞人類對基礎科學的研究。他們

的陰謀是試圖阻止人類科學有可能超越三

體世界，等到四年後他們抵達地球時，人

類將無法抵禦他們的攻擊。

不過，這一切陰謀，都被汪淼及一名

叫「大史」的幹探所揭破，各國組成的指

揮部更利用汪淼從奈米技術研製的「飛

刀」，將為三體顛覆地球的首領消滅。

當他所乘坐的輪船經過巴拿馬運河時，兩

岸豎起的奈米線（飛刀）就把船身切成薄

片，並且從船的殘骸搜出三體世界發給在

地球追隨者的訊息。

雖然三體的陰謀被揭破，但仍無阻他

們的軍隊向地球進發。儘管三體世界將人

類當作蟲，但汪淼等人相信，蟲的頑強生

命力，是外來的力量所無法摧毀的，也就

寓意他們會對抗三體外星人的進侵，保護

人類的文明。

有一點要注意的，是這本書的世界

觀，也就是說，面對人類文明許多的黑暗

面，人類已經失去改變它的能力，需要由

外來力量的介入，撥亂返正；其實，這方

面是值得人類反思的。面對持續多年的戰

爭、饑荒、地球變暖、氣候轉變、生態失

衡，人類的無力感更加顯露，有人因此認

為人類文明難逃被毀滅的一天。◇

溫市百年前，在今日喜士定街夾緬

街的卡拉基圖書館毗鄰，是昔日的市政

府大樓，樓上是辦公室，地下是街市，

這是當時市民日常生活購物的熱點地

方。它附近有條無名小巷，是由緬街

直通往加露街，溫市居民愛稱為「街市

巷」Market Alley，因台山人將market譯
音為孖結，華裔市民便習慣稱為「孖結

街」，是華埠當時其中一處的繁榮商業

地帶。

在早期，「

巷 」 在 華 埠 才

是華人真正的活

動 中 心 ， 如 上

海巷、廣州巷便

是，因白人不敢

入內擾亂，上海

巷更在出入口裝

上鐵閘。孖結街

在華埠自是一個

重要的地方，巷

內可以說是另一

片天地，商店林立，有餅店、打鐵匠、鞋

匠等，不少樓宇更互相貫通，因在華埠片

打街的建築物，不少是可經由孖結街出

入，永生樓的後座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巷內地下賭場林立，更有多間押店

和借貸服務，以方便賭徒。令人意想不

到的是，原來巷內還有好幾間餐館，包

括橙門、紅門等，這是因為大門塗上橙

色和紅色而命名，賭徒可日夜留在賭場

內足不出戶，

真可謂一條龍

服務。不過經

營最久的要算

是 位 於 巷 內

100號地段的

綠門了，開業

自1 9 3 5年，

這餐館不但大門塗上綠色，連內部的裝

飾也是綠色，十分吸引。因為打著「價

廉物美」的招牌，大受食家的歡迎，但

卻敵不過毒販入侵，普通市民裹足不

前，1999年4月巷內最後的一間餐館宣

佈結業，現在大門已封閉多時，並改塗

上紅色。

孖結街內更有不少製造鴉片工場。

當時鴉片在加拿大是列為藥物，因鴉

片具有麻醉和鎮痛的功能，古時甚至被

當作醫治百病

的「萬靈藥」

。當時製造鴉

片是合法的，

但過量使用，

會造成藥物依

賴，對人體產

生損害甚至導

致死亡，故只

有吸食才是犯

法。

孖結街 3 4

號，即禺山公所後面，是當時一間著名

的鴉片工場。1907年排華暴亂後因不少

店鋪東主向聯邦政府索償損失，最後被

發現鴉片工場獲利甚豐，調查報告更指

出鴉片的顧客對象不但是華人，更有不

少是白人及婦女，1909年聯邦政府開始

正式禁止販賣鴉片。

不過自上世紀60年代，孖結街已開

始衰落，舊時盛況不再。2009年溫哥

華市議會通過溫市華埠歷史建築修葺計

畫，曾經風光一時的孖結街，也獲得二

萬元撥款美化，並希望日後成為遊客

觀光點。但事隔多年，今日仍舊是毒

販、癮君子聚集之地，經常可見針頭和

便溺，更有流浪漢以蠟燭取暖，險些

燒屋，成為普通市民不敢踏進的罪惡溫

床。◇

孖結街

書名： 三體（第一部）

作者：劉慈欣

出版社：貓頭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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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Kingsway, Van., B.C. (鄰近聖約瑟醫院)

Complete Dentures, Partial Dentures, Overdentures

All Dental Plans Accepted

Peter S.J. Oh
Denturist

假牙診所專業假牙服務 耆英優惠

歐紹俊 註冊假牙師

● 全新假牙 ● 牙托換底 ● 假牙維修

● 牙托調校 ● 手工精細 ● 免費查詢
國、粵、英語服務

無需牙醫介紹 604-709-6226

光圈：F 5.6

快門：1/1250

感光度：400

照片提供：中藝攝影學會

   韓牧

中藝攝影學會成立於1974年，為加拿大第一個非牟利華

裔攝影組織，以聯繫同好、切磋影藝、培養後進及提高攝影

水平為宗旨。

中藝攝影學會每月第二及最後的星期五晚上舉行例

會，歡迎參加。網址：www.chungai.ca，電郵：info@

chungai.ca

2016年4月

   何思豪

郎靜静山的集錦攝影風格 （下）

繪畫和攝影在

操作上的理念基本

是相反的。繪畫是

加法，無中生有；

攝影是減法，將原有而不恰當的去除。加

法容易，減法，特別是用相機去減，就麻

煩了。在以往菲林時代，不似數碼電腦這

麼方便，用相機去減只有在拍攝時左避右

避，或在黑房放大時遮擋剪裁。現時，只

要用上合適的應用程式，不但可抹去礙眼

的物體，還可像繪畫一樣，加上所需的物

體，這叫做「合成照片」。

集錦攝影（亦名集錦放大）其實是菲

林時代的合成照片，將各底片上可以利用

的影像，投放在同一張相紙上，做成有意

義的照片，不過過程可繁複得多，因為要

不露拼接的痕跡。郎靜山的集錦放大，畫

面還要根據國畫的理論，所以也可以說，

他是以相機去繪國畫。以他自己的話，就

是：「我做集錦照片，是希望以最寫實、

最傳真的攝影工具，融合我國固有的畫

理，以一種善意的理念、實用的價值，創

造出具有美的照片。」

上期所說1934年，他入選英國國際沙

龍的《春樹奇峰》就是集錦照片，山峰和

樹木，分別從兩張底片中撮出。由這照片

成功的一刻，也就確定了郎靜山的攝影風

格—— 國畫式的攝影。且看看兩

張都名為《獨樹老夫家》的照

片，可以清楚看到兩張照片的

樹和屋都是一樣的，只是左右對

調，而背景的山就不同了，那張

豎度的屋前還加了雲。

再介紹一張他用三張底片

合成的《煙波搖艇》（1951年作）。1949

年，郎靜山從上海轉到香港，逗留了一年

後定居台灣。當時他隨身只帶了約400張底

片，其餘極大部分都留在上海，由於素材缺

乏，集錦照片就難做了。而這張《煙波搖

艇》是以大陸的黃山為背景，香港的艇戶為

中景，台灣的蘆

葦為近景，合成

了這張很有國畫

意味的照片。◇

攝影:魏忠正John Wei

題目:白頭海鵰

寒山碧《蜉蝣新集》
香港資深作家寒山碧伉儷

到訪，應「加華作協」之請作

演講，談香港文壇近況及個人

寫作歷程。他是海南文昌人，1938年生，襁褓時就

逃往香港、廣州灣和泰國，1948年間返鄉；1962年

畢業於廣州師範學院中文系，1968年偷渡到香港，

數十年來皆從事編輯和撰述工作。曾辦《東西方》

月刊。已出版著作三十多種，重要作品有《鄧小平

評傳》、《香港傳記文學發展史》、長篇小說《狂

飆年代三部曲》之《還鄉》、《逃亡》、《他鄉》

等；曾任海南省政協委員；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組

委員會主席。

我在港時已聞其名。他低調獨行，不參加文學

團體，所以未曾見面。現在見到，原來他也知道

我，對詩集《回魂夜》有深刻印象。他早年也寫

詩，73年出版了《蜉蝣集》，不久前增訂為《蜉蝣

新集》。這次剛好帶來一本，就送給我。

他早年的詩，主要寫一段沒有結果的淒美的愛

情。請欣賞《雲水》：

雲，我知道它向何處移，

因為雲會隨著風飄。

水，我知道它向何處流，

因為水緊隨著山繞。

當冰凍初解，冷雨初霽，

我知道李花謝了杏花就會開，

但天際的彩虹，我不知道她

甚麼時候散，甚麼時候來？

你是偶而投影在我心坎的一朵雲？

還是滋潤我乾涸心田的春

雨？

我默默禱告，詢問上蒼

寂靜的夜空，黑黝黝而無

語！

從這愛情詩，可見他接受

了徐志摩、聞一多、朱湘等人

的「格律派」的影響。詠物佳

作《曇花》也是：「當銀光灑

滿草坪/夜空點綴著流螢/你靜悄悄地來了/腳步是如

此輕盈//披著白色的輕紗/倚立在我的窗前/像是燦

爛的火花/像是聖潔的女神//你不愛白日的繁華/只

愛這夜晚的沉靜/在萬般俱籟的時刻/展開那迷人的

笑臉//你躲過癲蜂的擁吻/你逃過狂蝶的糾纏/來時

不帶一滴脂粉/去時不帶半點灰塵」。

他沉醉於格律，沒有接受現代主義的影響。他

的朋友應宇力曾評他的詩深廣不足，詩路過窄，技

巧變化不大。中年以後，他自己也說：「要延長我

詩歌創作的生命，唯一的辦法就是衝破格律化的束

縛。」忽然記起故友前輩名詩人蘆荻教授對我說過

一句話：「詩要真，詩主情，詩無定式。」

不錯，用不變的方式，寫萬變的現實，是無法

寫得真切的。應視不同的內容，採用相配的手法。

形式，應當隨內容而變更。 ◇

左二圖為《獨樹老夫家》；上為

《煙波搖艇》。

寒山碧在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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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魔法

    放狗郎          宅   狗
    阿濃

2016年4月

狗隻究竟需要多少運動？有人告訴我太太，

說她家中那條小狗只需要在家中活動，無需帶牠

外出散步，大小二便也是在她獨立屋的範圍之內

解決。放狗郎稱這條小狗做「宅狗」——  困在家

中，足不出戶，就如近十年在先進社會中出現的

新生現象——  宅男與宅女。越來越多人採取這種

生活方式。可以是可以，但是不健康，無論身、

心與社交方面都如是。

宅男宅女還可以透過電腦網絡世界，與其他

人接觸。但小狗不懂得打電腦，家中又沒有其他

狗隻，見人多過見狗；若果放牠外出，肯定不懂

得與其他狗隻相處。

狗是由狼衍生出來的動物，還保留大部分狼

的特性。狼群得外出覓食，方能果腹，獵食時

往往要尋索、奔跑、追逐方圓百哩範圍，要先

付出，才有收穫。野生

動物基本沒有痴肥的情

況出現，因為一定要運

動，才有得吃，無論這一餐吃得多飽，也不擔保

下一餐有著落；等到肚子餓的時候，又要外出運

動覓食。狼群如此生活，雖然勞苦，但卻身心都

平衡。

先進社會的人養狗，常把狗當作人看待，主

人十分滿意自己那家居寬敞舒適，把自己的想法

也投射到小狗身上，深信小狗也應該有同感。且

小狗體重只有數磅，按體重比例，這間寬敞的房

子理應在小狗眼中，可以放大十倍以上，完全足

夠牠舒展筋骨。換個角度來說，即是狗主的房子

擴大十倍之後，狗主也可以終生足不出戶。但事

實是否如此？

這個世界比那大十倍的房子還是大得多，十

分值得外出逛逛。小狗雖小，每天至少作45分鐘

的步行，對牠的體格、氣力、健康、情緒都十分

重要。人見得世面少，會大驚小怪，眼界與眼光

小而窄，不能作準確判斷。小狗從來沒有遇見過

其他狗隻，遠遠看見一隻同類，常不知所措，對

方是甚麼也搞不清楚，是敵是友，無從判斷。膽

怯的小狗，裝腔作勢，扮作惡狗，惡狗先告狀，

隔著一條馬路，便緊張的吠了起來。對面那狗主

人，望著小狗笑了起來，這是常見的情況。狗是

狼的後代，宅狗卻是人製造出來。◇

   許 行

董
培
新

只要一聲輕喚

新加坡交通非

常方便。從樟宜機

場到市區，有Skyline直駁地鐵；也有Shuttle 
Bus直送旅客到旅館。我們因為有行李，免
得自己推，便選擇了Shuttle Bus。新加坡的
城市規劃相當先進。從機場到市區約半個

多小時，沿途盡是樹木和花草，綠油油一

片，相當美麗。

我們入住一間稱為Ibis的旅館，樓高
16層，每層約有二、三十個房間，能容幾

百人。房間相當寬敞，不僅開房門要插

卡，連乘電梯都要插卡，不插卡不僅電梯

不動，即使有別人插了卡，也不㑹在你住

的一層停留。

我們是自由行，自己選擇景點。先去

參觀國家美術館，地面一層全免費，參

觀了一位新加坡雕塑家Tan Teng Kee（陳
録記）的雕塑和水墨畫，相當有特色，很

有現代派趣味。樓上一層展出中國水墨

畫，要買票，每人20元坡幣，相當於20元

加幣，我們便放棄了。然後轉去市立美術

館參觀，買了老人票每人5元坡幣，一進

去，竟是空空落落，甚麼展覽品都沒有，

失望之至。

新加坡最漂亮的景點是濱海地區。那

裡有一間非常豪華的金沙賭場和旅館，共

有三個tower，tower的頂樓57層髙，彼此連
接成為一個屋頂花園，稱為Sands Skypark，
門票每人20元坡幣。一上去，甚麼花都沒

有，而是一個橢圓形的巨大露天瞭望台

（Observation Deck），可以清晰地看到新
加坡的全景。在屋頂花園南面，便是濱海

灣花園，那裡有人工瀑布和十多株人工大

樹，被稱為Supertrees Grove。毎株樹約16層
樓那麼高，樹與樹之間都有懸空的步行道

相連接，晚上會放出五彩繽紛的燈光。我

們特地選在晩上去欣賞，當晚一輪明月與

樹光相映，襯著瀑布的背景，美麗之極。

新加坡有一個地區稱為牛車水，原

來就是Chinatown，也就是新加坡的唐
人街。據說早期華人要從老遠的Spring 
Street井裡打水用牛車拖返，故稱唐人街
為牛車水。想像中以為唐人街該像北美的

唐人街那樣，有牌坊甚麼的，完全不是。

我們從Chinatown地鐵站的「唐城
坊」出口，以為可以看到唐人城了，原來

唐城坊是一座大廈裡的幾層Mall，裡面全
是華人小食館和商店。我們從唐城坊出來

一望，都是現代化的高樓大廈。

那天天氣很熱，不想多走，但據旅遊

書上介紹，牛車水的寶塔街、亞逸街等處

還保存有像北美唐人街那種風味。◇

他鄉游子，每逢佳節，或四時變換，或一

首老歌，或一碟小菜，都能引起對故鄉的思

念。但故鄉不是隨時可回，即使回去也物是人

非，甚至完全變得陌生，那鄉思只能在夢裡追尋了。

古往今來數不盡的詩人寫下了思鄉的佳篇，新詩中膾炙人口

的有余光中那首《鄉愁》，讀到「後來呀，鄉愁是一方矮矮的墳

墓，我在外頭，母親在裡頭。」誰能不下淚？

內地拍了100集大型紀錄片《記住鄉愁》，通過吃的文化，

讓海外遊子思鄉之情更切。為推廣此片集曾徵集鄉愁的詩歌，並

舉行演唱會，我欣賞其中一首《心弦為誰撥響》，繆新華填的

詞，他用四個比喻讓鄉愁形象化：

鄉愁是慈母手中的那根絲線，

縫縫補補的歲月還那麼好看。

鄉愁是老家屋頂上那縷炊煙，

遠遠近近的呼喚還那麼溫暖。

鄉愁是故鄉門前的那條小河，

活蹦亂跳的童年在心中撒歡。

鄉愁是老家樹冠上那隻鳥窩，

歲歲年年的夢裡總能孵化春天。

鄉愁的出現只要一點點觸發，歌詞說：

記住鄉愁只要一輪明月，（我們想起了李白）

你就記住了夢的來源。

記住鄉愁只要一聲輕喚，（我們想起了木蘭）

你就撥動了思念的心弦。

歌詞的結語也收得有力：

唱在歌裡，醉在酒裡，越久越濃烈。

推薦你上網聽徐千雅深情的演唱。◇

《怦然心動的人生

整理魔法》一書的作者

近藤麻理惠被時代週刊

選為2015年一百位對世界最有影響力的人

物之一。這位嬌小的日本女子，憑著對傳

統文化溫柔細膩的演繹而影響全世界。她

把日本人代代相傳的收納法，通過她獨特

的觀察理解，把這種漸被遺棄的優美傳統

重新包裝推銷，不單喚醒日本人，影響更

遍及全球。著作翻譯成多種語言，這樣的

成就恐怕當初是意想不到的。

日本地小屋細，居住環境狹隘，若

不懂整理收納，生活會變得不便。各人

爭奪有限的空間，嚴重的甚至會演變成

衝突。整理不單只是收拾清潔，更是幸

福生活、美滿人生的魔術棒。整理生

活，就是整理人生。一生擁有的東西那

麼多，對幸福有甚麼貢獻呢？有甚麼價

值？有甚麼意義？為何佔據著生活的空

間？甚至已被遺忘，不曾使用的東西，

也眷戀不捨，最終只會成為生命的殘渣

和負擔。

整理的目標是重新了解自己，重點

就在「怦然心動」四個字。捨棄是困難

的，但若不能為幸福人生作出貢獻的東

西，為何還要佔用一個地方呢？捨得是

整理的第一敎條，所謂有捨才有得，從不

丟棄東西的人是念舊長情，但背負沉重

的過去，生活又怎能飛揚煥發呢？

只留下令人怦然心動的物件是最有

效的策略。從篩選出愛與不愛的過程

中，更誠實地面對自己。在問吃甚麼、

穿甚麼、選讀甚麼科之前，是否要問問

我是誰？喜歡但不合適的衣服，一時高

興買下來的東西，收了就放進貯物房的

禮物，是否還值得留下？「怦然心動」

是怎樣的感覺？可能因人而異，但應該

是沒有懊悔、沒有怨恨，並充滿希望的

感覺吧！

如何整理是全人類都要面對的問

題，除了空間上的，還有時間上的。對

自身思索，對

歷史的梳理、

人際關係的調

度、價值觀念

的建立、社會

秩序的重整，

「怦然心動」

這個準則也可

能用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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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琬

  犇淼
祭先賢僑哲文

  石貝

《文化樹下》

香港電台(RTHK)製作的《文化樹

下》內容豐富，反應與口碑非常好。二

月底播出的《第四集》「董培新與我」

，從50年代他由廣州到香港隨嶺南派高

奇峰弟子蔡大可當學徒，畫小說插圖、

電影海報、漫畫，到用水墨畫金庸武俠

小說的人物、故事，創作弧度與時間跨

度非常大。

董培新是我們茶局的召集人，最近

茶聚大家談到這個專輯都認為可觀，單

以訪問場地包括列治文董宅、馬來西亞

一位幾十年來剪存他畫作的忠實讀者的

家以至香港，可見認真。董培新說︰「

全因港台製作嚴謹，負責策劃的舒琪有

要求，劇組得以奔波三地忙了差不多兩

年，其中為了掛那幅12呎大畫做訪問，

租用了香港一個片廠。」

董培新在中、港、台舉行過無數次

展覽，在溫哥華個展包括2002在卑詩

大學亞洲中心、2007年在中華文化中

心、2012年在一個兩層高的畫廊。我從

這些場合認識他的作品，但全面有系統

的了解全靠「董培新與我」的不同角度

鏡頭—— 簡單筆觸下的漫畫，豪邁或工

筆的水墨插圖；服裝、兵器看得出經過

考究；茅舍、水車、冰川寫實；美女仰

面、肢體橫陳、紅花會豪傑15隻馬不同

神態，乾隆西湖選妓場面綺艷……，構

圖佈局太棒了。聽說他去年開始畫《三

國志》，再後是《紅樓夢》，如此經典

題材又要拭目以待。

《文化樹下》「董培新與我」尾段

談到創作過程中的掙扎、快感……。從

朋友角度看來，董培新的生活與工作放

在真、善、美三個字之中，他是音響發

燒友，對喇叭音質音量非常講究；他是

射箭高手，木工手藝非常好。

溫哥華最近再贏得「世界最佳生活質

素城市」第五名，「質素」與文化有極大

關係，因而我向大家推介香港電台的《文

化樹下》(網址rthk.hk)，聽黃霑、吳昊、

董培新、丘世文、老夫子談他們的香江歲

月，一起回憶獅子山年代的民情；年青觀

眾也可以從中得到養份、啟發和鼓勵。居

豪俗之肆不如住芝蘭之室，授之以物質不

如薰之以文化，是嗎? ◇

董培新你懂中式英語嗎 

移民加拿大，或者生活在任何一個英

語國家，為了生活、為了工作，我們都不

可避免地要下工夫學英語，而且是要學習

規範英語，力圖更好的與當地人溝通，這

似乎已成為毋庸置疑的問題了。不過近十

年以來，隨著越來越多中國移民（包括來

自大陸、台灣和香港）的到來，令中式英

語異軍突起，甚至有日益發展壯大之勢。

最早出現的大概是「long time no 
see」，這完全是由中文演變成的英文，

也是我移民後知道的第一個中式英語。

老外似乎心領神會，不用解釋，他們已

經可以運用純熟。還有兩個音譯的英文

「 fengshui」（風水）和「yinyang」
（陰陽），已達到普及的程度了。

2008年北京奧運期間，紐約時報曾

經有專文介紹「jiayou」（加油）的文化

內涵，解釋為何觀眾為運動員鼓勁的時

候大喊這兩個字。而我為外子解釋加油

的意思時，也用了汽車加油的類比，他

一下子恍然，頻說十分形象。

有些中式英語中英合璧，如「no zuo 
no die」，意即不作死就不會死，恐怕廣

東人看中文解釋都不明白，這裡的「作」

，讀第一聲，意思是折騰，不是真的

死，後面那個「死」多數情況下也不是

真的死，最多是遇到麻煩或倒霉事。

「you can you up」（你行你上），

意即如果你有能力你就去做，不過（你

行你上）說起來的時候，語帶挑釁，並

沒有正面鼓勵的意思。「you  ask  me,me  
ask who」（你問我，我問誰），令人莞

爾，完全套用中文。

以上的三句中式英語之中譯，都不

是優雅得體的中文表達，發源地來自北

京，屬於北京話，但非普通話，想學的

話，想好了再學。

「good good study,day day up」（

好好學習，天天向上），這是毛澤東當

年寫給全國少年兒童的八個大字，曾貼

在教室黑板之上，每個經歷過那個時代

的國人都熟記於胸臆的詞語，算不上嚴

謹對仗，此中式英語多少有調侃的意思

在內。

一位中國著名英語專家發表論文，將

中式英語Chinglish定義為：中國人在中國

本土上使用的，以標準英語為核心的，

具有中國特點的英語。據說tuhao土豪和

hukou戶口等中式英語，已在牛津英語詞

典編著者的關注範圍內。儘管如此，中

式英語幾乎不太可能走向全世界，僅在

中國或中國人圈子裡流傳罷了。◇

年紀越大，記憶力越衰退，近月

來記性越來越差，精神則還可以支持

穩定，沒有停止過練習舞藝，幫助自

己四肢運作。另外亦勤讀各類不同作

家不同風格的書籍，並且寫作，希望

腦筋不要遲鈍下來。了解自己的體

力，也了解自己的實力，希望活得健

康。

農曆新年的歡樂時光轉眼過去。

今年新春很熱鬧，天氣和暖，風和日

麗，讓大家有一個愉快的新年。

和往年一樣，新春時和長者學院

一班同學下午一起到院長家中團拜賀

年。院長準備了燒猪以及各種美食招

呼我們。大家彼此互祝新春快樂，身

體健康。大夥兒一起吃，一起笑，可

謂歡樂滿堂。

每次去長者

學院上課，同學

由於都全心全意

聆聽老師講學，

上 課 完 畢 便 下

課回家，所以和同學們相交相談的機

會很少。難得新春假日大家能相聚一

堂，邊吃邊談。院長每年都準備好一

隻大燒猪和各類熟食，招呼所有老師

和學員。

記得切燒豬時，整隻大燒猪給放

在長椅上，由幾位同學先執刀合照。

筆者也不例外，無論如何都要參與一

份，拍照留念。

每次看到這些照片，尤其是大家執

刀的情景，便覺得很得意，很有趣。

而最得意的，是大家拿著碟子，由譚

允抗同學分派燒猪肉時的情景，真想

吃完再吃。

寒假過後，又是開學、拿起書包上

學去的日子了。我今年還未決定讀哪

一課，只要時間適合自己就可以。因

為我仍要照顧老伴。老來相依，是最

要緊的事。

寒假結束，孩子孫兒們都各各返回

自己崗位，要等數月後才有機會再相

聚。祝願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勝意。◇

歡樂午叙

《漢書》雋不疑傳敘︰「每行縣錄

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

何人。」注曰︰「平反，理正幽枉也。

」是以平反者，謂察見冤獄而減免其

罪，即冤枉事件獲昭雪也。

今之平反事件中，至要者乃「華裔

人頭稅」，歷經年抗議、爭取，終獲平

反。有司(執政當局)道歉、賠償之餘，

且定於丙申年二月廿七日(清明節、2016

年4月4日)，假溫哥華菲沙街「山景墓

園」致祭，將朗讀《祭先賢僑哲文》

焉。祭文曰︰

  維

新   2016  4     4    

農   丙申  二  廿七

長簡蕙芝暨廳長屈潔冰聯同全僑代表，

由後學黃展斌撰文，大溫哥華中華文化中

心主席郭英華朗讀，謹以牲醴果品，香

楮之儀，

    致祭

先賢僑哲諸君子嬸娘靈前

曰

嗟嗟先哲  高厚擎天

友悌仁愛  德範綿延

篳路藍縷  艱辛滿箋

曩年貢獻  策勵瞻前

赴百加鎮尋金兮  傲霜踐巔

豈苗藏已盡涸兮  夢若雲煙

勵志勤奮匪懈兮  猛著鞭先

睦鄰融匯主流兮  緬懷鄉泉

修貫全加鐵道兮  大任比肩

參軍為國捐軀兮  丹心貞堅

遭遏抑仍歧視兮  年復年年

欣幸有司平反兮  昭明大千

恭敬略陳不腆兮  聊表心田

今謹具牲與醇兮  來格來嘗

    伏維 

尚饗

日陽居卑詩省年曆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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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中英文成語雖用不同比喻，但意思卻是一樣：

  番書仔

中僑社區服務部4月份活動

2016年4月

答  案

四月語文樂園

報名及查詢：中僑社區服務部，片打西街38號

（電話：604-408-7260）

PMD班（粵語）

日期︰逢星期一及五上午11:15-12:45，

4月至6月

   徐老師

中僑互助會松鶴之友主辦

明日之星歌唱技巧訓練班
   

   由溫哥華著名歌手余風（Steven Yue）親自以電子琴伴奏及以
活潑生動的方法，教授正確的歌唱技巧、呼吸、咬字、不同音
域等。

   無論您是初學者或已是經驗豐富的歌手，都定會學到專業

唱歌的知識和技巧。 

   課程將選用中西流行歌曲、民謠或不同類型的曲目。

日期：4月21日至5月26日
     （逢星期四）
時間：�下午 2 時至 4 時
地點：�中僑社會服務中心 G36 室
學費： 六課 $90，另教材費 $3 付予導師。
         

                歡迎隨時加入

參加資格：�須為中僑互助會及松鶴之友會員

查詢或報名：請親臨中僑社會服務中心105室

            (28 West Pender St, Vancouver)
                       或致電604-408-7274內線1054

(一)1.安、危  2.上、下  3.小人、君子  4.先、後  5.老、幼

(二)1.花  2.寒  3.計  4.女  5.錦

(三)1.到、渠  2.辛、萬  3.言、巧  4.不、單  5.不、該

(四)1.多麼熟悉的聲音 2.沒有你那有我 3.淘盡了 

    4.在轉瞬間消滅了蹤影 5.共度好時光

（一）填相反詞
1. 居（  ）思（  ）

2. （  ）窮碧落（  ）黃泉

3. 以（     ）之心度（     ）之腹

4. （  ）天下之憂而憂，（  ）天下之樂而樂

5. 老吾老以及人之（  ），幼吾幼以及人之（  ）

（二）選字
1. 可惜明年（花、月、春、情）更好，知與誰同？

2. 揀盡（斷、斜、寒、綠）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3. 此情無（緣、計、意、人）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4. 夜深月過（半、粉、高、女）牆來。

5. 雲中誰寄（錦、家、情、婚）書來？

（三）填兩字，使成三成語
1. 望穿秋水（  ）（  ）成者為王

2. 氣象萬千（  ）（  ）苦中作樂

3. 火樹銀花（  ）（  ）語重心長

4. 飛來橫禍（  ）（  ）行有餘力

5. 為民請命（  ）（  ）絕無僅有

（四）猜謎，各猜歌詞一句
1. 老生常談（猜《酒干倘賣無》一句）

2. 謝謝媽媽（猜《酒干倘賣無》一句）

3. 舊金山（猜《上海灘》一句）

4. 驚鴻一瞥（猜《偶然》一句）

5. 有福同享（猜《踏雪尋梅》一句）

nothing.

智能手機及平板電腦課程

Android平板電腦及智能手機應用課程(二)(粵語)

日期︰3月22日至4月12日

逢星期二上午10:30至 2:30

iPad/iPhone平板電腦及智能手機應用課程(一)

(粵語)

日期︰3月23日至4月13日

逢星期三中午12:30至2:30

iPad/iPhone平板電腦及智能手機應用課程(三)

(粵語)

日期︰4月1日至4月22日

逢星期五中午12:30至2:30

Dropbox(粵語)

日期︰3月11日至4月8日

逢星期五上午10:30至12:30

電腦應用課程

影片&相片製作課程(粵語)

日期︰3月22日至4月12日

逢星期二中午12:30至2:30

電腦上網班(一)(粵語)

日期︰3月23日至4月13日

逢星期三上午10:30至12:30

以上電腦班費用均為︰$65(會員)$75(非會員)(

凡50歲以上人士，每年長一歲，學費減$1)

英語會話興趣小組（國語教學）

日期：4月2日至4月30日

費用：$39(會員)/$60(非會員)，或每月$15(會
員)/$23(非會員)，加$5課本費。歡迎任何年齡

人士參加。報名及查詢︰中僑社區服務部，片打

西街38號(電話:604-408-7260)

$5講義費。

(參加者必須為中僑會員及華埠耆英聯會會員)

AME班（粵語教學）

日期：逢星期三及五上午11:30-1:00，

4月至6月。

AMC班（粵語教學）

日期：逢星期三上午9:45-11:15，

及星期六上午10:30-12:00，4月至6月。

華埠耆英聯會興趣組

乒乓球練習組(每次$1)

逢星期二及五下午12:30至下午4:30

卡拉OK演練組(每次$1)

逢星期二上午1:00至下午4:00

健康舞蹈練習組(每次$1)

逢星期三上午10:30至中午12:00

六通拳練習組(每次$1)

逢星期三下午1:00至下午3:00

粵曲組(每分鐘$1)

逢星期三下午1:00至下午4:30

書法班(每月$30)

逢星期四上午9:00至11:00

歡樂園地歌唱組(每次$1)

逢星期五下午1:00至下午4:00

國畫班(每月$10)
逢星期六上午11:30至下午1:30

(參加者必須為中僑會員及華埠耆英聯會會員)

華埠耆英聯會耆英英語組（歡迎中途加入）

費用︰全期三個月連講義費共$44，或每月$15加

1. 海市蜃樓 － Mirage in desert.

2. 家醜不可外揚 － Don't wash dirty linen in public.

3. 巧婦難為無米炊 － Can't make something out of     

 

4. 一腳踏兩船 － To sit on the fence.

5. 自投羅網 － Dig one’s own gr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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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鈺祥 (中信園藝之友導師)

   朱安祖

2016年4月

   龍志成

茶色車窗禁入試場？

筆者最近在考車場看到一樁爭拗事

件：有考生開了一輛司機座位與前座乘

客座位旁邊的車窗都做了茶色效果的車

輛去考牌，但竟因此被考牌官拒絕考

試。原來這名考生的茶色車窗是自己後

期加上去，並非原廠出車的時候就已經

如此，所以被拒絕使用這部車去考牌。

另外一個拒絕的理由，就是這部車前面

左右兩塊「後期製作」的茶色車窗玻

璃，會妨礙警員在巡查車輛的時候，無

法看清楚車廂裡面的情況。

看似小事一樁，但在本國開車或考

車，就該遵守本國的法例。各位駕車朋

友務請注意。◇

兄友弟恭頌紫荊

位於溫哥華華埠的中山公園，是第一個在中國海

外建築的全規模蘇州古典式花園。本欄特別介紹這個

在大溫獨一無二的公園園內別致的花卉。

Cercis chinensis 紫荊樹

紫荊樹（Cercis chinensis，Red Bud）
又名滿條紅、珊瑚樹，花期4-5月；花

語：親情、兄弟和睦。

紫荊樹為假蝶形花冠，玫瑰紅或白

色，綴滿樹幹枝條，非常壯觀。其樹皮

和花梗可藥用。中國紫荊、加拿大紫荊和南歐紫荊各有特

色，都有不同的故事。共同特性是春天先花後葉，花色艷

麗，花形一樣，貼在枝幹上。

中國古代《續齊諧記》云：「京兆田真兄弟共議分

財生貲，皆平均，唯堂前一株紫荊樹，共議破三片。明

日，就截之，其樹即枯死，狀如火燃。真往見之，大

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枝，問將分斫，所以憔悴，是人

不如木也。』不復解樹，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合財

寶，遂為孝門。」喻指兄弟手足情，手足斷何可續。

有賦詩云：「三荊歡同枝，四鳥悲異林。」中國紫荊

花語是：「兄弟和睦」。南歐紫荊被稱為猶大樹，傳說

出賣耶穌的猶大，在這種樹上吊而死，樹感羞恥，白花變

紅。花語是「恥辱」。

中國北京清華大學是清朝政府用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

的溢收款項建立。校慶適逢紫荊花開，選之為校花。中西

方文化對紫荊花語意義不同。

香港的區花是「洋紫荊」，而不是紫荊。洋紫荊是亞

熱帶花卉，它們屬不同科，切勿混淆。

 古詩云：「紫荊花下說三田，人合人離樹亦然。同氣

從來兄與弟，千秋羞詠豆萁詩。」◇

(下)

暮春三月，

當連翹（ For-
sythia）盛開黃

本欄作者龍志成先生因為事

忙，專欄下期起暫停。編輯在此特

向龍先生致謝。

玫瑰的故事

色小花，就是修剪玫瑰的時候，

此時宜強剪，由於玫瑰花開在當

年新生的枝條上，故除了藤蔓玫

瑰、迷你玫

瑰及老樹頭

外，應剪至

離樹頭 1 - 2

呎，剪去死

枝、弱枝及由砧木（即腫塊以

下）生長的速發枝（suckers），

最理想是保留四枝主幹（圖一及

註），剪角要成45度角斜剪，以避免積水在

剪口上，而發生腐爛（圖二），修剪後宜施以15-30-15

及Magnesium sulphate（硫酸鎂），前者刺激生根，後者

促進葉綠素（Chlorophyll）的合

成，使葉片更健康及碧綠色。

花凋謝後及時剪除以保留養

分促使側芽發育成新枝以開花，

應在第二片五枚小葉下向因是外

生長副枝的上方，四分一吋處以

45度角斜剪（圖三）。樹腳應保

持清潔，不應雜草叢生，避免競爭陽光、水份、肥料。

在玫瑰樹旁種大蒜、萬壽菊、天竺葵、薄荷葉可

以驅蟲，種細香葱（Chives）
、薰衣草（Lavender）、迷迭香

（Rosemary）可以防黑斑病、白

粉病。在樹幹掛光碟（DVD）反

射光線可以驅趕蚜蟲。

病蟲控制：

白粉病及黑斑病，原因是葉

片沾水，生了霉菌，故下午及黃

昏時不宜淋水，以免沾濕葉片，同時可用Rose-
dust一星期噴一次。紅蜘蛛（紅棕色微小蟲虱或葉片

下結蜘蛛網）或蚜蟲（侵蝕嫩芽或花蕾）可用中性洗

潔精或肥皂泡水後噴灑，如太嚴重可用Rotenone或Py-

rethrum噴射，或用番茄葉加水打成汁，每隔7-10日噴

在玫瑰葉上，可以防蟲。

營養缺乏症及補救方法：

a.缺鐵（Iron）：老葉大片變黃，新葉全變黃，

減少淋水，加Iron chelate或 Iron sulphate。
b.缺氮（Nitrogen）：新葉細小及黃，植株矮小，

加高氮肥28-2-3。

c.缺磷（Phosphorus）：新葉細小，葉底或葉柄變紫

色，莖枝軟弱，加高磷肥15-30-15或10-60-10。

d.缺鉀（Potassium）：新葉暗綠色，老葉尖端黃

化，加3-10-30。

其他：

a.不開花：光照不足或缺磷鉀肥。

b.花蕾枯死：被蚜蟲吸食

汁液或缺磷鉀肥。

c.枝長花少：花謝後或初

春未修剪。

d.下部枝條腐爛：淋水太

多，或土壤排水不良。

繁殖：一般玫瑰8、9月開花

期後或春天3、4月間剪枝扞插，剪約三吋

枝。除去下部葉片只留兩片小葉，切口要斜切，先沾

生根粉（Rooting hormone）或

（Stim root No.2），插入砂

土中部分佔1/3，露出部分佔

2/3，最好有兩個節（Node）
，放在陰暗地方，應用透明罩

保潮濕。到生出新芽放在半陰

處，逐漸加光（圖四及圖五）。

玫瑰樹的壽命可以長達20年，3年生的

植株開花最茂盛，4-5年後開始衰退，須更新復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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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08日至7月18日(每週一&三)

日期：7月20日至8月31日(每週一&三)

時間：下午1:30-3:00

基本拼音發音班 Basic Phonics
本課程主要在協助不同英文程度的學生以

簡單明瞭的自然拼讀方式快速掌握拼音、

發音以及節奏技巧。

日期：4月15日至7月8日(每週五)

時間：下午2:00-4:00

地點：#250-8191Westminster Hwy, 
Richmond
查詢：604-638-9238

FoodSafe飲食衛生初級證書-國語(列治文)

適合投身飲食業人員之用。學員考試及格、

所獲取的證書均由市政府衛生局發出。

日期：4月25日和28日(週一&四)

時間：晚上5:30-9:30

地點：#250-8191Westminster Hwy, Rmd.
查詢：604-638-9238

FoodSafe飲食衛生初級證書-粵語(唐人街)

適合投身飲食業人員之用。學員考試及格、

所獲取的證書均由市政府衛生局發出。

日期：5月24日和25日(週二&三)

時間：晚上5:30-9:30

地點：28 West Pender Street, Van.
查詢：604-684-1628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五

圖四

對於定植4-5年的植株，在冬季將植株翻出，剪除

有病蟲害的枝條及衰老過弱的枝條，重新栽種，次年

雖產花不多，但2-3年後産量和質量會大大提高。

註：種植應在春季霜期過後，到冬天要用覆根（

土壤、樹皮、compost）把腫塊覆蓋以保暖，或用透明

的麻布包裹到春天扒開。種玫瑰時，接枝部分的腫塊

應露出地面約2吋，才會有較多的枝和花。◇

中僑社區培訓中心4-5月份課程



材料：

龍利柳1磅、菠菜3棵、雞蛋1隻、

麵包糠1/2杯。

醃料：

鹽1/2茶匙、古月粉1/4茶匙、檸檬

汁1/2茶匙。

做法：

1.龍利柳抹乾，切雙飛，用醃料醃   

15分鐘。

2.菠菜去頭，洗淨，灼熟待凍。雞

蛋拂勻，煎成蛋皮，待凍。

3.將菠菜、蛋皮放入龍利柳內，覆

蓋，鋪上麵包糠，放入預熱焗爐用350 

℉焗25分鐘。

4.將魚柳取出，割開，以沙律醬伴

食。◇

菠菜魚柳卷

菠 菜 魚 柳 卷

煮食油的疑惑

市面上煮食用的油包羅萬有，究竟如

何選擇才是最健康呢？

首先，我們要了解不同脂肪酸對身體

的影響，然後配合自己和家人的需要來選

擇適合的種類。

一般來說，脂肪酸可分為四大種類：

飽和脂肪酸、反式脂肪酸、單不飽和脂肪

酸，和多不飽和脂肪酸。前兩者能增加血

液中膽固醇水平，對心臓健康有不良的影

響；後兩者則能降低膽固醇水平，有保護

心臟的作用。

而植物油主要含三種不同的脂肪

酸—— 飽和、單不飽和及多不飽

和。多不飽和脂肪酸包括奧米加三

和六脂肪酸。奧米加三脂肪酸有薄

血的作用，能減低中風的風險，而

且也能減低三酸甘油脂的水平，有

助降低罹患心臟病的機會。

選擇煮食油時，不妨考慮油脂

整體脂肪酸的含量（請參考右邊常

見煮/食用油的脂肪酸含量分析）

。例如：花生油比一般的植物油

含高一點的飽和脂肪酸，但單不

飽和脂肪酸含量不錯，而且味道

較香，不需要用太多，是健康的

選擇。對魚類有敏感或素食者，

可選用含較高奧米加三脂肪酸的

油*，如亞麻籽油、核桃油、芥

花籽油和大豆油。如想增加攝取

多一點植物固醇**(Plant sterols)
，幫助降低膽固醇，可考慮使用

芝麻油、粟米油和紅花籽油。

儘管部分椰子油的飽和脂肪

酸對血液膽固醇水平沒有影響，

但其單不飽和脂肪酸含量低，適量選用無

礙，但不適宜取代其他較健康的食油。◇

油的名稱
按每100克份量

飽和
脂肪酸
含量

單不飽和
脂肪酸
含量

多不飽和
脂肪酸
含量

紅花籽油** 6.2 14.4 74.6

芥花籽油* 7.4 63.3 28.1

杏仁油 8.2 69.9 17.4

亞麻籽油* 9.0 18.4 67.8

核桃油* 9.1 22.8 63.3

葡萄籽油 9.6 16.1 69.9

牛油果油 11.6 70.6 13.5

粟米油** 12.9 27.6 54.7

橄欖油 13.8 73 10.5

芝麻油** 14.2 39.7 41.7

大豆油* 15.7 22.8 57.7

花生油 16.9 46.2 32

豬油 40 45.1 11.2

椰子油 86.5 5.8 1.8

*含奧米加三脂肪酸

**植物固醇(Plant sterols)含量較高
【資料來源：加拿大食物營養資料庫Canadian 

Nutrient File (CNF)2015】

花生油是常用的煮食油

    註冊營養師翁潔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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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其賢

材料：

紅蘿蔔　  400克

青蘿蔔　  200克  

蜜棗　    4-5粒

南、北杏　2湯匙

羅漢果    半個

豬腱　    300克

豬骨湯底　4公升

青紅蘿蔔偖豬腱湯

  
圖
文  
︰
趙
靜
蘊

清新之餘 亦富層次
常常聽到主婦們說，為家中各人每天

三餐而費思量，要兼顧每人的喜好，又要

配合營養均衡，市場上見慣的各種蔬菜，

以及豬、牛、羊、雞、魚等，若是千篇一

律的蒸魚炒菜，講求健康而毫無新意，實

難引起食慾，所以精明的主婦，只要運用

心思，普通的材料，也可以做出美味健康

而香脆可口的菜餚。

龍利魚柳、菠菜、雞蛋，都是一些唾

手可得的食材，我們亦可以做出一個全家

都合胃口的西菜。

最好買到較厚身的魚柳，在未完全解

凍時，從側邊用利刀切雙飛，就比較容易

掌控了。魚柳無骨，而且蛋白質豐富，真

是老少咸宜。菠菜是一年四季都可以買到

的，有大量的葉綠素和維他命C，而且質

地柔軟，做釀料最適宜了。雞蛋的特殊蛋

香，真是無可抗拒，而且營養豐富，容易

消化，和菠菜一起，顏色鮮明對比，十分

討好。

做這個菜時，記緊將魚柳吸乾水份，

才用醃料，否則魚肉有雪味，也不能吸收

調味料。菠菜灼軟身就可以了，不要煑過

久，否則會流失營養，顏色也轉暗淡不好

看。菠菜和雞蛋煑好後，要放涼才可以釀

入魚柳內，否則魚柳會變「霉」，整個菜

就失敗了。

祝你嘗試成功，贏得家人的讚賞！

做法：
1.將豬腱切成小件，飛水待用。

2.紅、青蘿蔔去皮洗淨切成小件。

3.把青、紅蘿蔔、蜜棗、南北杏、羅漢果、豬腱放   

入煲內，再加湯底。

4.先用猛火煲滾，再用中火慢滾約兩小時，調校味

道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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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育方式下撈捕的魚鮮與出色烹調，是卑詩飲食

業的驕傲。

奧肯納根春季的湖泊河川與葡萄園風

光，秀麗悅目。

在Osoyoos Oyster Festival ，卑詩盛

產的各款甜美生蠔大小紛呈。

Abbotsford數以萬計的鬱金香，等候各位觀賞。

這一季的卑詩約會

近日陽光出現的次數越來越頻密，意味著春天已悄然而至—— 是時候往戶外走

走逛逛了！這兒說的不是甚麼旅遊外國，因為美麗的卑詩省在春暖花開時，的確秀麗

非常。偌大的卑詩省有的是雨林海岸、山川河谷、牧場酒莊；Tofino的海濤拍岸、Co-
mox的貝殼類海產節、菲沙河谷的彩虹田園……盡是多姿多彩。

先在這裡向讀者們介紹正在

阿博斯福(Abbotsford)舉行的鬱金

香節（Abbotsford Tulip Festival）
，天天開放至5月1日。鬱金香原

來有數十品種之多，除了數以萬

計的花蒂外，更有兒童樂園、野

餐園、遊戲場，還有花種花球等

你選購回家。週末時更變成嘉年

華盛會，請來活動食品車在場助

陣，詳情可上網站 www.abbots-
fordtulipfestival.ca 查閱。

Abbotsford是菲沙河谷的一部

分、Maple Ridge、Langley、Chil-
liwack、Pitt Meadows、Harri-
son、Agassiz、Hope……等都以農務為

主，近年主力推廣農務旅遊，將這一帶

不同的農場、牧場、啤酒坊和酒莊等列

入另類旅遊活動地點，十分受歡迎。食

品方面，大部分以道地農產品為主，除

品嘗卑詩省引以為榮的出產，亦成功地

推動與支持菲沙河谷的農業與旅遊業，

著實一舉數得。相信鬱金香園是最彩豔

繽紛的吸引點，又是吃喝玩樂的闔府統

請一天遊。

鬱金
香節

生蠔
美食

萄萄
佳釀

已有數回在菲沙河谷度週末的愉快

經驗，旅遊與飲食本來便脫不了關係，

自然一面享受大自然的美景和農田原野

的奔放，一面探索那兒的飲食風。到Pitt 
Meadows的Hopcott牧場選購有機肉食和

野餐、在哈利遜溫泉酒店樂隊現場唱奏

金曲妙韻下吃豐富晚餐、在阿加斯榛果

園內U-Pick不斷自樹上掉下來的果子、

在希望鎮附近勇跨地獄門（Hell’s Gate）
和喝啤酒，誰說卑詩省不好玩？

走遍卑詩省一向是是我

的旅遊願望，雖然因工作關

係，幸運地到過的地方已經

不少，難忘的同樣地多。在

杳無人跡的Quadra Island尋覓

古跡、Clayoquot Sound舟上

餵巨鷹、West Coast Fishing 
Club浪濤裡釣來一尾近40磅

重的三文魚……要選擇最佳的

回憶是不可能的，因為都各有

風情與韻味。

踏入21世紀，卑詩省的

旅遊餐飲業，明顯進入佳境。

不是說在溫哥華找得到的精美

豪華星級美食，會在Abbots-
ford、Penticton或Duncan出
現，但有獨特風味的食品，食

材的質素絕對可以媲美。也許

是那份不必裝模作樣的灑脫和

不受限制的分享形式吧，我對

菲沙河谷田園風味特濃的飯局

特別鍾愛！在豐盈滿掛的葡萄

園裡、在牛棚改建的藏酒坊和

在粗糙農場的綠茵上，我的長

桌美食經驗是那樣的無拘無

束，那樣地原汁原味。對我而

言，春夏間卑詩省的的田園活

動與飲食情懷，較任何時刻的衣香鬢影

與社交豪宴更有色彩呢！

在奧肯納根酒谷裡，以河谷食材為

烹調特色的大小食肆，包括多間著名的

酒莊餐廳，便不斷憑出色的道地菜餚幹

出名堂，加上區內的葡萄佳釀，已成為

「到此必嘗」的美食加油站。這個4月，

奧谷酒節（Okanagan Wine Festivals）

便安排有連串

的春季佳餚美

酒活動 Spring 
Wine Festival，4

月8日及9日的

週 末 是 彭 迪

頓 的 啤 酒 節

（Penticton Fes-
tival of Ale），

正式展開2016

的旅遊季節。

到天氣更和暖

時，卑詩的每

一天都是度假的好時節。

Osoyoos是屬於奧谷的一個釀酒區，

為了吸引注意力，與鄰近Oliver的酒園酒

莊，聯手組成Oliver Osoyoos Wine Asso-
ciation，同樣舉辦多項室內與戶外吃喝玩

樂活動。春季頭一炮以生蠔為主角，4月

21至24日一連四天的Osoyoos  Oyster Fes-
tival，在海灘、花園與湖畔餐館等不同地

點，舉行各式飲食節目，除連殼的新鮮

生蠔外，還會以不同的烹調姿采出現。

既是釀酒區，也是不少得獎酒目的出產

地，葡萄酒、手工啤酒與卑詩釀製的烈

酒必然是重要配角。

生蠔、葡萄酒，均我所欲，所以當

Osoyoos Oyster Festival邀請我擔任本年

度「生蠔美食配靚酒」大賽的評審之一

時，便欣然答應！4月22日和23日是多項

重量級飲食活動的週末，有興趣參加的

話，歡迎上網www.osoyoosoysterfestival.
com查詢詳情。◇

享受田園式的佳餚美酒，正好擁抱大自然和她的賜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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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文：大鄉里

利 刀 切 豆 腐

最多外國遊客遊覽的伏見稻河大社 

盡顯特色的伏見稻河大社鳥居

從神社往外望的京都市景貌

京都的傳統街道保存得很好，要一睹其風貌，

必定要去祇園。在江戶時代，它是藝妓賣藝不賣身

的集中地，現在這一帶的

八坂神社、祇園、花見小

路，已蛻變成遊客區。當

中仍有藝妓學校，而平時

許多日本少女，會穿著別

緻的和服，穿梭祇園。含

蓄與內歛的日本少女與穿

和服的女遊客，從其步姿

與儀態，能判別出來。從

四條城向東，一過鴨川河

便是祇園，在此遇到旅行

團，大聲說著廣東話與

普通話。

在京都最多外國遊客

參觀的地方是伏見稻荷大社，神社在市內之東南角伏

見區，最便捷是乘搭鐵路（包括地鐵及火車）而至。

神社早建於711年，是全日本4萬多所的稻荷神社的總

本山。它最吸引人之處，是那以千計的鳥居。鳥居不

是鳥屋，而是日本標誌性的雙柱豎地橫樑。橫樑左右

兩端微向上翹，漆鮮紅，時日的磨蝕，有變了粉紅色

的。千計鳥居，延山而上，行在其中，如入時光隧

道，蔚為奇觀。神社中還有許多狐狸像，招財也。

遊京都，穿插於新舊之中，把日本從古代世界引往

現代世界，其教育事業，功不可沒。大鄉里也專程往

訪京都大學本部，就在御園對岸，中間流著鴨川河。

京都大學前身為舍密局（舍密為荷蘭的化學chemie的譯

音），1869先建於大阪，1886年移到現址，本部外續

擴建不同學院。

大鄉里夫妻檔看了許多日本歷史劇，專程來京都

見一個古人。他33歲被剌

殺，因為他的努力，協助

推倒了將軍的幕府政權，

如此也終結了延續及千年

的武士制度，讓政治實權

回歸天皇，開啟了新日本

時代，時為1867年。因他

身為下級武士，卻顛覆了

武士制度，不為舊勢力所

容，最後為支持幕府的殘

餘勢力、一度專責京都保

安的新選組劍客所殺。大

上圖是另一

地標，傳統

的京都塔。

右圖為在祇

園穿上傳統

和服、笑容

歡愉的少

女。

大鄉里遊京都(下)

祇園外圍的八坂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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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頭處處都有食物售賣機，非常方便。

一直為日本培養人才的京都大學

日本地鐵車站，商鋪林立，乘客穿梭不息。 

日本戰國末期

梟雄織田信長

自殺所在的本

能寺

樹
立
街
頭
的
維
新
志
士
紀
念
碑

溫哥華人遊日本有個好處，就是因為溫市物價貴，

遊日本倒覺得負擔得來。在京都下榻的三星級酒店吃

個西式早餐，五元多，包一隻煮蛋、兩款麵包、椰菜

沙律，咖啡、茶、果汁、牛奶任飲。吃了一個日式早

餐，齋多肉少，填不飽肚。

在日本吃肉還是很貴，吃不下，但在便捷的快餐

店，四元以下有碗豬肉飯，套餐五至十元有交易。全

部先在入口處，看圖索驥，放錢進售票機，取票交給

侍應，不一會熱騰騰的麵豉湯及餐點便送上枱。

服務員從顧客進門、落單及離開，均會如錄影機

般：「多謝光臨、隨便參觀、多謝光顧、歡迎重臨。

」說個不停，你只要點頭便可，若太有反應，便害得

他們要繼續多謝你。有店鋪安排員工一更八小時的謝

過不停，大鄉里對他們的勤勞與堅持，佩服不已。◇

鄉里佩服此人才幹、魄力、膽色及遠見。他是誰？

在一個黃昏，在快餐店吃過豬肉飯後，與太太轉出

大街時，便看見一柱石碑，上面刻著「坂本龍馬、中岡

慎太郎遭難之地」。此處以前多為近江屋，龍馬匿居於

此，好友慎太郎當夜暗訪，一同遭難。此址已變成大

道，名為河原町通。冥冥中得見古人，幸甚。翌日再訪

其紀念館及陵墓，訪後，心更感不安。

不安之處有三：一，自踏足京都，但見遊客區的小

賣部，都有售賣紀念新選組的飾物，最顯眼的是天藍色

制服上印著的「誠」字。誠是解作誠心誠意完成自己的

使命，以新選組來說，便是效忠將軍，反對改革。二，

龍馬紀念館內，除龍馬的事跡，竟也詳細介紹新選組

的各頭目，全無貶意，那豈非是歌頌那愚忠，迴避他

們阻礙改革的行

為？！那是革面

不洗心。三，在

京都街頭，見日

本極右翼團體驅

車在路中心高聲

廣播，車旁還刻

著「一死報國」

四個字，今時今

日，那武士道陰

魂不散，怎不令

人心寒！

清 水 煮 豆

腐，那磚滑豆腐旁邊，還是放著一把鋒利無比的日本

刀，刀鋒仍散出殺氣。禮貌與拘謹之下，藏著的是甚

麼？◇

日本快餐  按圖索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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