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歌 影 劇 場

聚舊小城八十年

Downsizing
大溫開畫日期：12月22日

Star Wars:The Last Jedi
大溫開畫日期：12月15日

Wonder Wheel
大溫開畫日期：12月8日

   潘煒強

(右起)潘煒強、傅月美、楊英偉、劉鍚賢聚首。

中國聲望最高的京劇演出團體之

一的「梅蘭芳京劇團」，本月來到卑

詩首次演出，22及23日首先在溫哥華

女王劇院演出《白蛇傳》及「經典選

段」，28日在素里貝爾演藝中心(Bell 
Performing Arts Centre)上演《趙氏孤

兒》。2018年1月3日在維多利亞皇家

劇院(Royal Theatre)演出《呂布與貂

蟬》。票價由$38至$268。

時間︰

白蛇傳︰12月22日及23日，

        晚上7時

經典選段︰12月23日，

          下午2時

地點：Queen Elizabeth Theatre   
            600   Hamilton St., Van.
查詢：604-343-6260
售票網站：megaboxoffice.com◇

對我來説，香

港是小城，因為它

是我成長的地方，

因為這小城，我有

著 一 班 好 友 和 美

好的回憶，永遠想留着它！就跟「小城

風光」舞台劇的主角愛美麗一樣，雖然

離開，卻想重回，但人生的規律卻不一

樣，只有向前，不能退後！

11月初過境香港一天，導演傅月美

邀請觀看此劇，當然立刻答應。傅月美

是我演藝學院同班同學，劇中還有楊英

偉、劉錫賢、謝君豪、蘇玉華、譚偉

權、葉進，也是香港話劇團的舊同事，

還有張之珏老師，怎能錯過。

一個空台開始，慢慢將一幕一幕平

淡、真實、悲、喜、哀、樂的簡單生活

演繹出來，美國戲劇

史上的重要劇作家懐

爾德以美國小鎮為主

景，表現生命的成長

及分離的無奈。主角

愛美麗生活在一個單

純的小鎮，成長在充

滿愛的家庭當中，一

切看來美满不已，但

生命卻有著自己的規

律，必須面對困難、

抉擇，甚至死亡。愛

美麗因難產死亡，難捨之際卻給她回到

從前的一次機會，但是換來的只是痛苦

一場！

4年前在列治文漁人碼頭舊書店買

了一本1938年出版的「小城風光」(Our 

Town)英文劇本，雖然書面已經

破舊，紙質變黃，但還保存得不

錯！張之珏導演在謝幕時提到，

今年是「小城風光」誕生80年，

那不就是1938年麽？！◇

本片導演是今

年81歲的美國導演

活地亞倫，是他第

47部作品。故事背

景是50年代美國紐

約，描述Kate Winslet演的Ginny已
接近40歲，曾是演員，現在是個餐

廳侍應生，第二任丈夫是Jim Be-
lushi飾演的Humpty，是個遊樂場

的旋轉木馬操作員，只愛釣魚。失

意的Ginny愛上了比她年輕的救生

員Mickey (Justin Timberlake飾演)

，但這時候Humpty的女兒Carolina 
(Juno Temple飾演)忽然出現，使

這 是 新 版 本 S t a r 
Wars(星球大戰)的第

二集，舊版本的男演員

Mark Hamill和演公主的

Carrie Fisher都參加演

出。講述由Daisy Ridley
演的Rey和Luke Sky-

walker(Mark Hamill飾演)
，還有Leia、Finn及Poe 
一起尋找過去的秘密。

(圖片提供：Lucas 
film Ltd., Copyright 2017 
Lucasfilm Ltd.)

這部科幻片講述科學家發明把人類縮小

至五吋高的技術，以解決人口激增的問題。

主角Paul (Matt Damon 飾演)和太太Audrey 
(Kristen Wiig 飾演)決定放棄緊張的生活，準

備縮小之後搬到新的小人社區生活。本片在

加拿大多倫多拍攝。

(圖片提供：Paramount Pictures)◇

Ginny與Mickey的關係開始改變。

(圖片攝影：Jessica Miglio, copy-
right 2017 Gravier Productions Inc. ) 

由

迪士尼

動畫片

改編的

音樂劇

Beauty and the beast(美女

與野獸)又再重演，劇中的

美女Belle被野獸囚禁在古

堡中，她不知道這頭野獸

本來是王子。

日期：12月7日至1月

13日

地點：Stanley Indus-
trial Alliance Stage (2750 
Granville St., Van.)

電話：604-687-1644
(圖片：Arts Club The-

atre)◇

  英米

音樂劇 美女與野獸

梅蘭芳京劇團 首度卑詩演出

  英米

潘煒強與蘇玉華

潘煒強、傅

月美、張之

珏及香港話

劇 團 舊 同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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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 鶴 之 友

   圖︰盧炯燊 

申請政府房屋 講座爆滿

成績美滿

松鶴之友會本年度主辦的最後一次講座11

月9日在中僑社會服務中心禮和堂舉行，由中

僑房屋及資產管理部經理馮國衛主講「申請

入住政府房屋」。出席講座者踴躍，超過100

人，座無虛席。

主講者馮國衛目前主管中僑與政府合作營

運的多座租賃房屋大廈。他首先介紹了政府提

供的不同種類的房屋，繼而介紹了有關入住政

府補貼房屋申請人的資格。

講座內容豐富，馮國衛在講座結束後更回答

了出席者的問題。◇

松鶴之友會主席陸玉荷(右)向馮國衛致感謝狀

鄺劉金嫦報稅講座

中僑松鶴之友會與松柏畫框

廠聯合主辦的2017「藝彩生輝名

家綜藝展」於11月25日至12月2

日在列治文Storeys (8111 Gran-
ville Ave., Rich.)舉行，參觀及欣
賞者絡繹，成績美滿。

11月25日開幕禮舉行當天，

包括三級政要、社會賢達與藝術

愛好者等逾百人蒞臨，場面熱

鬧。嘉賓包括列治文國會議員黃

陳小萍、卑詩省職業、貿易和

技術廳長賴賜淳(Bruce Ralston)
、 列 治 文 市 議 員 麥 樂 田

(Bill McNulty)、中國駐溫哥華總
領事館文化領事胡曉、香港經貿

處加西首席顧問袁黃潔玲、松柏

畫框廠王燕媚、中藝攝影學會前

會長葉榕湋、中僑行政總裁周潘

坤玲、中僑松鶴之友會主席陸玉

荷等。參展藝術家也親臨出席。

黃陳小萍、賴賜淳、麥樂

田、胡曉、葉榕湋及周潘坤玲先

後致詞。黃陳小萍特別提到與中

僑的密切關係及希望各界解囊；

周潘坤玲則感謝藝術家們無私奉

2017年12月     19

鳴謝《新天地》讀者捐助

謹此致謝。歡迎各界捐款資助本刊出版，超過20元者可獲慈

善退稅收據。支票或匯票請寄至S.U.C.C.E.S.S. Evergreen News 
( 28 W. Pender St., Van., B.C., V6B 1R6 )，抬頭 S.U.C.C.E.S.S.。

    100元︰梁小燕、陸玉荷

周

潘

坤

玲

黃陳小萍

賴賜淳

麥樂田
胡曉

(前排左起)陸玉荷、周潘坤玲、麥樂田、黃陳小萍、賴賜淳、胡曉、袁黃潔玲

與出席開幕禮的部分參展藝術家及工作人員合照。

踏入2018年1月，報稅季節亦告開始。為減輕中僑「松

鶴之友」會員的報稅煩惱及了解最新的報稅規例，松鶴之

友會邀得註冊會計師、本刊作者鄺劉金嫦主持「最新稅例

及報稅」講座。

日期︰2018年2月15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10時半至12時

地點︰中僑社會服務中心禮和堂

報名電話︰604-408-7274內線1054

獻，多年來對中僑及《中僑新天

地》的支持。她說：「所有展品

都是藝術家們的心血，希望善長

能成為這些作品的新主人。」

「藝彩生輝名家綜藝展」是

大溫地區兩年一度的藝術盛事，

自2005年舉行至今已是第七屆。

今年共有24位著名藝術家送出40

餘幅作品義賣，收益撥捐《中僑

新天地》作為出版經費。

他們包括(排名按英文姓氏)

︰陳田恩、張俊傑、章金生、陳

維廉、周士心、徐榕生、郭紹

綱、熊玉英、劉蘭芳、劉國藩、

梁德祥、林再圓、龍宇、水禾

田、司徒勤參、盛潔、呂雪貞、

謝琰、溫一沙、魏忠正、吳榮

添、吳大剛、任施明、葉榕湋。

另外也包括已故藝術家梁石峯一

幀作品。

黃陳小萍和中僑行政及發展

總監劉炳麒分別代表國會及中僑

向參展藝術家頒發感謝狀。

中僑松鶴之友會主席陸玉荷

在開幕儀式上慨捐3000元，謹此

致謝。

「綜藝展」同時多謝裝裱名家

周沛鑾、美術設計義工廖衛國和及

松柏畫框廠蘇淑勤鼎力支持。◇

陸玉荷(中)接受賴賜淳(左)

與劉炳麒嘉許

 (尚有圖片刊第30版)



文：阿蘇哥哥   

   張麗娜   

幼  吾  幼

我的國家

Eunice Wan
           (13歲)

Daphne Yuan  
                    (12歲)

清 新 脫 俗 的

喬千值
Kathy是個育有

三位小孩的媽媽，單

看她的身材與容顏，

一定會覺得老天爺對她特別的眷顧？一

點都看不出有兩個女兒已在大學讀書，

還有一個正在讀小學的兒子．她保養得

宜，身材窈窕纖細，真是令人稱羨！她

學畫幾年了，是個領悟力極高，有主見

的媽媽級好學生。

她雖有本名，但不常用，有位佛教師

父為她取了一個非常東洋味的名號「喬

千值」，我覺得這個名字有股說不出的

韻味，好聽、有詩意、又帶點襌，是不

是要像大千世界值眾人信念？Kathy她文

靜內斂，凡事小心翼翼，話不多，自我

要求甚嚴，衣著也是整齊素雅不張揚，

說話輕聲細語，面容姣好，是個挺有女

人味的學生。

她像一張白紙般的到我這裡學水墨

畫，由最基本的菜根香蔬果學起，如今

她的花鳥畫作已是學生中最好的一位。

因為她是最勤快的一位呀！

況且她不太會請假，對水墨畫的執著

與堅持令我欣慰，看著她的畫藝一直的

在進步成長，身為老師的我，心中的喜

悅真的不在話下。

作畫前我們會討論一些畫冊上的作

品，給自己一些靈感，或是用作臨摹也

好，如今她欣賞畫作的眼光，遠遠

超出她臨摹的能力。

我知道她有些許的眼高手低，

所以偶而也會困擾到她，並且自責

與不悅。我只能安慰她，要她多加

練習，經常動筆畫畫。因為那些畫

家們已經花了幾十年的功夫，而且

日夜在作畫，而我們只是繪畫喜好

者啊！急不來的！那些作品的沉著

大氣，筆觸老練是需要時間、體

力、與悟性的累積，無法一步登天

的。相信假以時日，她也能夠揮灑

自如。

其實細看她的作品，已不難看出有

吳門畫派的精神在其中，飄逸純真，設

色清雅不俗，可謂畫如其人，清新脫

俗。◇

美麗的加拿大

我的國家

我愛你

廣闊的土地

從東到西

千萬平方公里

我愛你

150年的歷史

一個仍然年輕的國家

充滿朝氣

我愛你

自由民主

愛好和平

卻有維護正義的勇氣

我愛你

文化多元

來自各地的人民

都享受這快樂天地◇

   圖：梁小燕創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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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篇

   阮麟翔

壬辰年冬，單位裡組織到從化搞活

動。在流溪河散步時，見滿目

翠竹蔥蘢，我與一江西老表聊得興起，

忽然發覺自己竟有多年未品鮮筍的滋味

了。那黃白光潤的色澤，細嫩清脆的口

感，瞬時撩得我饞液暗湧。那次活動

前，我剛辦理了調離手續，算是最後一

次參與原單位組織的活動。晚餐時，老

同事紛紛與我秉杯話別，不勝酒力的我

很快醉倒，但雲裡霧裡間，我依然難棄

當天找不到鮮筍菜餚一解口舌之饞的遺

憾。那一天，我才發現自己原來喜歡竹

筍。

對於竹筍，國人真是太熟悉不過

了。中國是竹的故鄉，不光竹類資源豐

富，養竹用竹也是久有歷史。蘇東坡曾

嘆曰：「食者竹筍，庇者竹瓦，載者竹

筏，炊者竹薪，衣者竹皮，書者竹紙，

履者竹鞋，真可謂不可一日無此君也。

」國人愛竹，首在其形，枝疏葉柔，神

恣仙態，素雅寧靜；次在其節，「未出

土時便有節，及凌雲處尚虛心」，與古

代賢哲「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

志遠」的情操相契合，正所謂「依依君

子德，無處不相宜」。

既與中華民族的審美趣味、倫理道

德意識相吻合，竹自然而然地就被引入

社會倫理範疇。至於以筍為食，3000多

年前的《周禮》已有「加豆之實，筍菹

魚醢」的記載，所以李時珍才有「筍之

可使居無竹 不可食無筍

為蔬，尚之久矣」的感嘆。

小學時代，我就與竹筍有過親密接

觸。學校的後山有竹林，放學時我們常

去採集竹筍，用白醋、白糖浸泡後，便

可成解饞之食。在廣西的飲食文化中，

酸筍是常用的配料，不過最吸引我的，

還是鮮筍。

我們故鄉街頭常見的小吃捲筒粉，

餡料裡是少不得鮮筍的，儘管剁得細細

的，仍難掩其脆嫩的質感，其重要性不

輸餡料裡的肉末。

筍按季節有冬筍、春筍、鞭筍之

分，其實就是生長階段的差別。竹筍又

名竹萌，冬筍為筍之始萌，潛藏於地，

春至破土為春筍，春筍採收後新生的

鞭，即為鞭筍。冬筍品質最佳，質鮮細

嫩；春筍次之，肉質肥厚；鞭筍稍有不

及，不過生長期長，可採收至仲秋。雖

說 鞭 筍 不 如 冬

筍、春筍，但烹

製得好，一樣出

彩。

乙未年夏，

我與兒子到江門

一帶轉悠。在新

會城郊一路邊餐

館，我就邂逅了

這麼一道出彩的

鮮筍佳餚。那是

一間專營土雞的

餐館，店裡的食

客都在用粥油打

土雞火鍋，見我

們僅父子兩人，

服務員建議我們

舍繁就簡，可嘗

試店裡的鮮筍燜

雞配油鹽米飯。

我一聽「鮮筍」

二字，想起從化

行的遺憾，頓時

就來了精神。菜端上來，一個大托盤盛

滿了熱騰騰的鮮筍雞塊，縷縷油香夾雜

著蔥香撲面而來，吊足了人們的胃口。

土雞是真的土雞，但更美的是本為配角

的鮮筍，淡黃的肉質在雞油的包裹下，

泛著瑩瑩光澤，啟口輕咬，應聲而斷，

鮮美的味覺迅即在舌尖散發開來，進而

竟泛起一層香醇的菌味，吞嚥而下，有

清腸刮肚之爽，無法不令人拍案叫絶。

叫絶的結果，我倆很快就把那一大盤鮮

筍燜雞一掃而光。那應該是我嘗到過的

最美的鮮筍了，倘若是冬春之季以冬筍

為烹，無法想像會好吃到甚麼程度。

冬筍之所以鮮美，大概跟其是由地

裡挖出來的脫不了關係。筍之初萌，深

藏不露，自是質地細密，脆嫩非常。河

南的清化筍號稱「不露天」，就是不出

土的冬筍，在宋、元、明三代都是貢

品。

豫菜「蝦籽燒清化筍」就成名於原

料獨特，清香鮮嫩，細品有核桃之香。

北京「鮮蘑冬筍」、四川「乾煸冬筍」

、江蘇「油燜冬筍」、上海「烤冬筍」

等，皆是冬筍烹就的名菜。

梁實秋先生自稱從小最愛吃冬筍炒

肉絲，亦難忘北京東興樓的「蝦子燒冬

筍」，春華樓的「火腿煨冬筍」。在他

看來，北方竹子少，過年時若是以一蒲

包的冬筍一蒲包的黃瓜送人，這份禮不

輕。前些日子我在超市裡見到有冬筍上

市，個頭不大，稱了三個就得30多元，

果真是蔬菜貴過肉。

 將冬筍一切為二，剝去外殼，切

片，倒入黃酒泡上十來分鐘，中途翻幾

下，洗淨後稍為焯水，那股戟人咽喉的

苦澀味就基本消除了，烹筍關鍵就在此

環節。李時珍的《本草綱目》提到：「

味者戟人咽，先以灰湯煮過，再煮乃

良。或以薄荷數片同煮，亦去味。」不

過，灰湯折嫩，薄荷奪味，竊以為黃酒

浸泡才是最為妥當的除澀方式。冬筍美食葷素皆宜

《食物本草》認為竹筍「蒸之最

美，煨之亦佳」。但我感覺筍是頗能吃

油的菜蔬，與雞油、豬油為伍才是絶

配。熱鍋裡煎出雞油，放入薑片爆一

下，就可將焯過水的竹筍倒入翻炒。用

薑的目的，因李時珍曰筍雖甘美，然無

益於脾，有「刮腸篦」之俗稱，「惟生

薑及麻油能殺其毒」。

炒的過程中加一點鹽入味，伺筍片

軟身便可剷起來。再起油鍋，倒入醃好

的雞塊，炒得肉色稍變再倒入竹筍混炒

片刻，加麻油勾芡，撒入蔥段，便可起

鍋。這道冬筍炒土雞縱然吃不出新會路

邊店的筍片那種菌香，也是鮮美可口

的。

史上愛筍之君不可盡數，宋代陸

游贊其「味抵駝峰牛尾狸」(《江西食

筍》)，楊萬里更是到了「頓頓食筍莫食

肉」(《煮筍》)的地步。明人李漁對筍

情有獨鍾，稱其為「蔬食中第一品也，

肥羊嫩豕，何足比肩」(《閒情偶寄》)

。當年，蘇東坡路過於潛縣(今浙江臨安

境內)金鵝山時，為竹林所醉，即興寫下

「可使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使人

瘦，無竹使人俗」(《於潛僧綠筠軒》)

的千古名句。

不過，當於潛縣令待之以「筍燜

肉」，他終究還是忍不住感嘆：「若要

不瘦又不俗，還是天天筍燜肉。」

依我看，尚雅之士倒毋須擔心因嗜

筍而斯文掃地。筍乃竹之精華，品筍吮

味，穿腸入肚，把竹之風骨內化為人之

精神，實乃最好的修為。所以，盡可如

此宣揚：可使居無竹，不可食無筍。清

高之名，甘味之樂，均在筍中。如此考

量，東坡先生真得改口詠歎這世上還真

有魚和熊掌兼得的「揚州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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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僑社區培訓中心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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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至2018年1月15日

日期：2018年1月17日至2月28日

      (均為每週一、三)

時間：下午1:30-3:00

英語初級初班 Bridging(2)
字典及電話簿的應用、健康與身體

基本單字練習，向人提問、填寫表格、

購物與運動、時間、天氣……等。

日期：2018年1月3日至2月19日

      (每週一、三及五)

時間：上午11:00-下午1:00

日常生活英語會話初班(2)

教導高級英語程度的學生掌握日常

生活對話技巧、提升英語能力；使用完

整句子、理解及正確表達會話之方式。 

日期︰12月7日至2018年2月6日

      (每週二、四)

時間︰上午11:00-12:30

地點：8111 Granville  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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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獲

合格證書均由市政府衛生局發出。

日期：12月18日及19日

      (週一&二)

時間：晚上5:30-9:30

地點：8111 Granville  Ave.,
            Rich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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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獲

合格證書均由市政府衛生局發出。

日期：2018年1月24日及25日

      (週三&四)

時間：晚上5:30-9:30

地點：28 West Pender St., Vancouver
查詢：604-684-1628

大巧與小巧 更大的巧

骯髒的人
有種人天天洗澡，鬍子也刮得乾淨，

但我們仍覺得他骯髒。為甚麼 呢？關乎

他的表現。

一是他嘴髒，愛講髒話（粗口），

滿嘴的生殖器官，不以為恥，還自以為

豪氣。他們不但私下講，還在公眾場合

講，在異性面前講，在自己的父母兒女

前講。嚴重的如果不許他講髒話，他就

連話也不會說。他們愛講黃色段子，他

們講的笑話全部與性有關，細聲講，大

聲笑，樣子衰衰。有時欺負女同事不明

所以，說一些隱藏的髒話，博他們男性

一伙竊笑，其實是一種性騷擾。

二是他眼髒，除了經常閱讀色情刊

物，上網看色情網頁外，他的眼睛專盯

著女性某些部位瞧，不顧自己失態，還

要在他的友輩前評頭品足。當然發展到

最後就會偷窺和偷拍，那是犯法的了。

三是他心髒，常以壞心思去揣測人，

以為別人像他一樣自私自利，一樣貪錢

好色，一樣吹牛拍馬。他不相信世上有

好人，如果有也是裝的，都是一些偽君

子。他認為做真小人比做偽君子高尚一

些。有此三髒，此人的形貌就會變得猥

瑣、下流、淫邪，連聲音也虛偽、低

級。應付這種人最好的方法是遠離，親

近得多，遲早濺一身髒水。◇

老子說：「大巧若拙。」看來老子

不是反對「巧」，是他欣賞看上去笨拙

而行之有效的措施多於看上去花樣百出

的取巧方法。他稱前者為「大巧」，是

級數最高的「巧」。比對種種取巧手

段，只能稱之為「小巧」了。

就拿減價這商業手法來看，有公司在

櫥窗大字標榜二折，但不見有人搶購。

原來在「二折」後面有個很小的「起」

字，以為顧客看不見。但這間公司長年

如此，只有很少幾樣滯銷貨品是兩折。

大家已熟知這一套，所以騙不了人。

此地有幾間有信譽的大公司，說減價

就是真正的減，不會調高了減。減價期

一過就恢復原價。還有退貨制度，在指

定期限內拿貨去退，不問原由，一律照

退。雖有不道德顧客，把衣服穿了去派

對之後退貨，也不會改變公司的制度。

退回來的貨，包裝已拆開，只能當處理

品廉價出售，但公司承擔得起這損失。

又有公司標榜是全市最低價，如有同類

貨品在其他公司定價低於它，它可以用

同價賣給你。包括你最近已幫它買了，

它會退回多付的錢。都是說到做到。

這些做法看上去很笨，但數十年「

一成不變」，信譽就是這樣建立起來

了。它們減價時多了許多顧客，人們也

放心買，不怕買錯了，買貴了。建立一

個為顧客著想的良好制度，這就是大巧

的一個例子。◇

上一篇《大巧與小巧》談到一些公

司建立看上去笨拙的制度，但由於是為

顧客着想，建立了良好信譽，結果十分

成功。我認為這比玩弄手法，一時能吸

引顧客的花巧，要算是「大巧」。

不過我認為還有更大的「巧」，比

公司能不能賺錢要更上一層。

在《阿濃說故事100》中，有三間

好店，是大眾投票公選的。且說其中兩

店：

一間叫「一隻鞋皮鞋公司」，為便

利獨腳人士而設。只有一隻腳的顧客可

以用半價買一隻鞋。在其他店鋪買了一

對鞋，可把多餘的一隻拿來寄售。真的

買不到合腳的鞋，可以為他們度腳定

造。這間店鋪成為世界性獨腳人士最喜

歡光顧的皮鞋店。

另一間叫「一把傘公司」，公司答

允傘壞了永久免費修理，因此顧客一生

只需買一把傘。到了晚年，店主已無暇

造新傘，他每天都在為顧客修補壞傘。

後來他生病死了，出殯那天是雨天，半

個城市的人都來了，人人手上拿着他造

的傘。

故事中的老闆沒有賺大錢，但他們

的服務精神幫助了許多人，贏得很大的

尊敬。我認為這才是老子所指的「大巧

若拙」的「大巧」。◇

人生在世，如白駒過隙，一生的

轉變，全繫於剎那的決定。倘我們能

事事都及時做到，日後的後悔與遺

憾，定必減少，以下也許是我們因錯

過了不可復返的時機，而導致常常自

怨自艾的事：

(一)把握青春，及時努力：前輩

對我們的訓勉，句句都是金石良言，

不可錯過，皆因今天的他，就是明天

的我，他們的肺腑之言，就是我們的

明燈。一些說話，我們或許曾經聽

過：「以前的我，年少無知，以為青

春無限，錯過了很多應及時去做的

事，如今回想起來，的確有點後悔。

你們別再重蹈覆轍啊！」其實，時間

與金錢一樣，虛耗最多的就是「浪

費」。

(二)要說的話，要及時完成：每

當有親友離世的時候，特別是至愛親

人，我們感到最遺憾的事，就是沒有

把自己對他們的愛，宣諸於口。我自

己便是其中一個例子，我對爸爸媽媽

一直把「我愛你」這三個字，一天推

一天，好像有點難為情似的。終於到

了某個不再屬於他們的日子，我才領

悟要及時說出心底話的重要性。如此

令我難以抒懷的憾事，長存於我生命

之中。

(三)及時享受天倫樂的溫暖，所

謂人生無常，吉凶難測，能夠與家人

齊齊整整地聚在一起，實在是上天的

賜予，亦是一份珍貴的福氣。而且，

孩子們隨時間成長，當他們長大後，

也許已不再稀罕父母的陪伴了！

(四)及時行善，樂善好施者，天

必祐之，不要說沒有金錢，不要說沒

有時間，隨時隨地的舉手之勞，已足

夠令受者銘感。

(五)及時享受晚晴之樂，夕陽無

限好，無懼近黃昏。夕陽之美，並不

是每個人都能擁有，故「及時」兩

字，值得參詳。

人生的每段路，都應該在時光的

流逝中把握及時的機會，在恰當的時

候，別錯過做適當的事，豐盛的一

生，也是如此而已。

我們最懷念、最敬重的麥冬青先

生，他的一生，都是「與時競賽」，

常以及時的努力，幹出能人所不能的

功績，他在103歲的生命中所顯示的

輝煌成就，足足相等於別人的兩世，

甚至三世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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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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藝

● 卡拉OK歌藝班（國/粵語）
   溫哥華馬寶渥列治社區中心   
    9月7日至12月21日

  （逢星期四上午10時15分至

   12時15分)

   每節  $7，(歡迎隨時加入)

   列治文加拿大殉道聖人天主堂

   9月1日至12月22日 

   （逢星期五上午10時至12時）

   共17節 $110，每節 $7，

    (歡迎隨時加入)

● 健康排舞班（國/粵語）
   10月2日至12月18日

   (逢星期一上午10時30分至中午1時)

   共10節  $40，每節 $5。

   (歡迎隨時加入)

查詢：中僑社會服務中心105室
            (28  W. Pender  St.  Van.) 
電話：604-408-7274內線1054

● 「最新稅例及報稅」講座
    講者︰鄺劉金嫦會計師

    2018年2月15日

    上午10時30分至中午12時

    地點︰中僑社會服務中心禮和堂

松鶴之友最新活動

譚輝的《夜歸人》

小詩還需有深意
   韓牧

   何思豪

去年，中國湖

北省咸寧市「咸寧

第二屆世界華人詩

歌大獎賽」，冠軍

作品是施云的《故鄉》：

故鄉真小

小得只盛得下

兩個字

施云任職報紙記者，年45歲。這小

詩擊敗了4000多名對手，奪得獎金人民

幣10萬元。不少人有異議，說是「故弄

玄虛」，更有人仿作調侃：「黃河真

黃/黃得只剩下/黃」；「十萬真少/少

得只能買得下/衛生間」。

平心而論，這近乎玩弄文字遊戲的

小詩，並無意思，更無深意。

上世紀60年代開始，我常常寫詩、

廣為投稿，因而認識了不少港澳及南洋

各地的詩友。新加坡詩友藍平昌當時只

有17歲，記得他有一首小詩《窗裡‧窗

外》，就有深意了：

窗裡/有一個人/他想得很多/很遠

窗外/有一個人/他看得更遠/更

多。◇

譚輝這《夜歸

人》的幻燈片，獲

得1969年香港司馬

盃金像獎，還被選

入1954年至1969年

這13年中，代表香

港攝影家的200張

作品之一。不過那

是差不多50年前的事了，我為甚麼要提

呢？ 

那時，我正在非洲工作，但仍然關

心香港的攝影狀況。老父來信，譚輝這

次真是「文章中試官」了。文章中試

官，意思是只要求文章合評試官的眼

緣，便可被選中，但那文章並不需要是

好文章，更不必被大眾接受。

譚輝者，是和我父親同店的一名後

生(最低級店員)，攝影年齡只有數月，

資歷和甚麼大師拍馬也趕不上，而他那

作品，也就和大師們的作品同列一級。

我並不同意老父所言，那幻燈片並不只

是取悅評判，那幻燈片在當代是張很好

的作品，不但是文章中試官，而確實是

文章中天下。

拍幻燈片，快門按下，就是成果，

不能事後調校，沒有黑房工夫，因而角

度用光，都極講究。這幀

燈片中的兩個人影，想是

安排進去的，但妙處卻在

燈片當中為冷系的藍色，

而兩邊窗戶，卻是暖系的

紅黃色。若在當今電腦時

代，這變化不難做出，然

而那是50年前呢。只有實情是這樣，才

是這樣。

問題在於，景都在那裏，更可能晚

晚如是，怎麼沒有其他人看到這個可得

金像之景，而惟有譚輝？也許亦有人

看到，但卻連一丁點兒變化也做不出

來，照片缺少了那趣味點的二人影。談

攝影，先重觀察，昔日我們戲稱為「鏡

頭眼」的，即能發現堪拍景物之眼，當

然，要能碰上了才是幸運，但若沒有鏡

頭眼，碰上了幸運固然不知，連幸運過

了也還是不知。◇

RenoNow

專      業      裝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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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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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d.

604-868-8809
604-612-8283

粵語：

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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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2013年至今擔任加拿大
中醫針灸師總會常務理事           

月   讀

書名︰古人原來是這樣說話的

作者︰許暉

出版社︰台灣漫遊者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年5月

古人是怎樣說話的

網上全彩色

閱讀更精采

  紅 楓 窗 飾 公 司         Maple Leaf Curtains Ltd.
3871 No. 3 Road, Richmond

Tel: 604-228-8881    778-319-4431       604-332-8881     778-318-7806

 www.success.bc.ca/evergreen

新鴻音聽力診所助聽器中心

#304 - 650 West 41st Ave
Oakridge Center - South Tower

604-708-9780 || www.soundidears.com
大量免費停車位 || 星期一至五: 9am–5pm  

• 多款世界品牌,新穎的助聽器
• 45天助聽器試用,不滿意原銀奉還
• 助聽器維修和耗材
• 耳鳴治療
• 成人/兒童聽力評估

今天，很多

人都會說潮語，

甚麼小鮮肉、大

媽、男神、女神

等等，大家都耳

熟能詳。原來，

古 代 也 有 潮 語

的，每個時代對人的稱謂也大有分別，

有些說法還流傳到今天。

那麼，古人是怎樣說話的?許暉著作

的《古人原來是這樣說話的》一書，引

經據典，根據說文解字，歷代文獻，典

故，帶给我們很多有趣的答案。

單說對自己的稱呼吧，歷代就有「

我、朕、吾、余、予」等叫法。自稱

為「我」早自春秋，在甲骨文中「我」

字己出現得十分頻繁。「我」字本義為

兵器，但為何兵器會變成對自己的稱呼

呢？本書探本求源，给你一個詳细的解

說。

漢語文化提倡「貶己尊人」，認為

這樣才有禮貌。所以對自己的謙稱是「

愚、卑、敝、鄙、竊、在下」等貶辭。

對別人的尊稱是「令、尊、賢、足下、

閣下、兄台」等等敬辭。本書把這些字

詞的根源、演變一一道出，令人眼界大

開。

至於古人怎樣說「死」呢？書中引

禮記所載：「天子死曰崩，諸侯死曰

薨，大夫死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

死。」用字是很講究，而且有等級之分

的。此外，歷朝對死還有「晏駕、駕鶴

西歸、壽終正寢、犠牲、尋短見、三長

兩短」的說法。為甚麼自殺叫「尋短

見」呢？原來是有一個叫人意想不到的

來源的。

至於古人怎樣罵人，奇怪的是：我

們今天是怎樣罵人的，古人就是怎樣罵

人的。正確來說，古人過去是怎樣罵

人的，今天我們就是怎樣罵

人。例如：「傻瓜、渾蛋、

婊子、姘頭、老鴇、三八、

烏龜、戴綠帽」等。書中

對這些罵人的話都找出其來

源，道出其典故。令你知其

然又知其所以然。

所以，你想知道古人是

怎樣說話的，这本書會给

你一個滿意的答案。

作者許暉其他的著作還

有：《中國人最容易誤解

旳日常俗語》、《身體的

媚術：歷史上的身體政治

學》、《亂世的標本：中

國歷史上的亂世人格症》

等等。◇

穿越過去 罵人語絲毫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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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翔天

歡 迎 來 稿

本版及「旅遊記聞」版，歡迎投

稿，內容及形式不限，謝絕政治評

論、宣傳及一稿多投。文責自負，

不設稿酬。來稿請詳列姓名、筆

名、地址及電話。稿例、本刊郵址

及地址請參看封底。◇

溫故/新風

   文︰魯冰

婦孺車仔黨
  望雲

傳說紛紜的豪宅
1901年剛落成的Gabriola Mansion

居住的英國小鎮，除了長者眾多，另

一個獨特的現象，是有不少婦孺車仔黨。

每天上午，在鬧市長街，常見三四……六

七輛嬰兒車，由年輕的母親推着，大模斯

樣招搖過市，街道上的車輛或行人，都會

退避三舍。

英國的福利政策是向長幼傾斜，全面

照顧年邁老人和青少年。凡嬰兒出生，即

可享受牛奶金，children credit 等多種福
利，父母有子女，可以申請入住公屋，法

律規定小孩子要接受免費教育，直至18歲

高中畢業。由於育兒福利優厚，生養兩個

孩子，母親便可以不用工作，專職湊仔。

如有三，四個或以上，福利會逐個遞減，

但收入也足夠買汽車，養小狗，甚或泡吧

買醉，過着舒適悠閒、養尊處優的生活。

日常推嬰兒車的幾乎全是母親，父親

是鳳毛麟角。除了因男士要工作謀生外，

也由於生兒育女是母親責無旁貸的天職。

嬰兒誕生，只需填上母親的名字，便可辦

理岀生登記等一切手續和各種福利，父親

僅屬輔助性質，無關重要。西方社會風氣

比較開放，一夜情，離婚再婚的現象十分

普遍，現實中有不少單親媽媽，兄弟姊妹

中也常有不同的樣貌或膚色。反正有涵蓋

圖︰V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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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哥華市政府

上月就兩座有近

百年歷史古老豪

宅拆卸重建舉行

公聽會，其中一

座是位於市中心

西端戴維街 (Da-
vie St.)1523號，
即 夾 尼 古 拉 街

(Nicola St.) 的Gabriola Mansion。
這座地佔幾乎整個街區，室內面積超

過2萬呎的大屋，除了見證一代富豪的冒

起，也由於外界了解不多而有種種傳說，

例如內有秘道運送私酒，多次傳聞鬧鬼，

還在去年更發生兇殺案，可謂話題不絕。

Gabriola Mansion原屬卑詩糖業大王
兼煉糖廠大老闆羅渣士(Benjamin T. Rog-
ers)與妻子瑪麗(Mary)的自住大宅，1900
年興建，翌年建成。溫哥華開埠後，西端

屬於高尚住宅區，上流人物、政商巨賈皆

在此建屋，羅渣士自不例外，豪宅的設計

也反映出當時英式上流社會的潮流品味。

這座豪宅主體建築是用採用溫哥華

羅渣士妻子瑪麗在大宅草坪的馬上英姿

全面周到的育兒福利，年輕母親放任一

點，多生幾個也無妨。

沒有固定職業，這些母親日常無所事

事，習慣推着嬰兒車到市區購物，逛超

市，或與朋相約，飲咖啡聊天。鎮內教會

及慈善機構，多會每星期組織一次家庭同

樂曰，邀請母親推嬰兒車參加，讓彼此交

流育兒經驗，結交朋友，既可增強親子關

係，也可打發無聊的時光。

婦孺推車黨，是英國鄉鎮的普遍特

色。至於倫敦曼城等大城市，由於人煙稠

密，空氣污濁，交通擠塞，秩序紊亂，不

宜小孩子成長，故鬧市中鮮見推車黨的蹤

影。由此也突顯洋溢濃郁溫馨，天倫之樂

的小鎮風情。◇

今天去大溫的一個城市阿波斯福

(Abbotsford)晃悠，特別跑去一家叫做
The Reach的美術館，那邊正展出一
個非洲裔畫家亞當斯(Jim Adams)的作
品。亞當斯1943年生於美國費城，1970

年移居到溫哥華，在大學任職，直到

2000年退休。

他的作品很寫實，但主題幾乎都圍

繞著近代歷史事件，也有畫作特別描述

中下階層人士(特別是非洲裔人士)的生

活，展出的幾乎每張都能撼動人心。

例如我拍下的這張，一個非洲裔戰

士擎著AK47，背後是一條農村道路，
我沒有細究這幅作品的故事背景是哪一

場戰爭，但可以感受到的是，一個可能

屬於農村人口的男子，扛著槍走上戰場

的轉變(不論是否被迫)。

阿波斯福市政府就在美術館旁，星

期日當然不可能有市長和市議員在裡

面，不過，市政府前的一個紀念碑上，

刻有在二次世界大戰時戰死的阿波斯福

人的名字，最底下則有參與阿富汗維和

工作卻被路邊炸彈炸死的一個名字。

在加拿大很多城市的市府前都有紀

念碑，碑上都刻有一戰二戰以來，參與

加拿大軍隊戰死的軍人名字，每個名字

背後其實都有本來等待他們回家的親人

的淚水，而將他們的名字刻出來，也就

表示我們後人從未忘記過他們，我們與

他們的親人一樣流著淚在等待……

等待真正的和平！

我想起年初去中國，在飛機上看

的史匹柏的電影《搶救雷恩大兵》(

香港譯《雷霆救兵》)，片中一開頭

描寫1944年6月6日奧馬哈海灘(Omaha 
Beach)搶灘的過程，有一個鏡頭是登陸
艇門一開，第一個準備衝出來的戰士，

鋼盔上立即挨了一顆子彈……就這樣出

師未捷！

我看著紀念碑上的名字，心裡就想

著這些名字，有多少曾經就是史匹柏鏡

頭下那些葬身異國戰場的原型！

戰爭的殘酷，只能透過這些名字對

著像我這樣的遊客訴說，而聲音就，幽

幽怨怨的回盪在靜寂的空氣中～～◇

紀念碑上的名字

島乃磨 (Nanaimo) 附近小島Gabriola Island
上的花崗岩建造，因此命名為 Gabriola 
Mansion。室內佈置奢華，以當年少見的
玻璃窗為裝飾，更以一道大樓梯而聞名。

除此之外，由於瑪麗喜歡騎馬，故室外還

附有馬廄、溫室、工作棚等。

建成後不久，社會上即傳出大宅有條

秘密隧道通往附近一家夜總會，方便羅渣

士出外尋歡云云，適值附近Bidwell街有
間夜總會，很多人信以為真，更由於當時

是加國禁酒時期，甚至傳出用來偷運烈

酒。但多年後，終於證實根本沒有秘道。

其實羅渣士在這座豪宅也住得不算長

時間，在1918年上了天堂，年僅52歲，年

輕的瑪麗喪夫後也遷到別處，遠離傷心

地。1925年，豪宅變劏房，分隔成20個單

位出租，並以瑪麗本人姓氏Agnus易名為
Agnus Apartment。
隨著瑪麗過身後，豪宅50年不變日久

失修，住客星散，至70年代中居然來個

華麗轉身，改作為餐廳，先名Hy’s Man-
sion，頗具名聲；1993年另一餐館接手，
稱為Romano’s Macaroni Grill，直至數年

前才結業，之後

一直空置至今。

至於鬧鬼之

說，分別在它變

成Hy’s Mansion 及 Romano’s Maca-
roni Grill 期間傳出，有說餐具無故
在空中飄浮，更有說出現一瞬即逝

的長者，好事之徒紛說是羅渣士。

鬧鬼之說不徑而走，繪聲繪

影，是否餐館「老作」藉大宅的陰

森作為宣傳，無從考究，不過發

生兇殺案則是真的。2016年9月失

蹤多天，連日本媒體也大幅報導的

日籍女留學生古川夏好 (Natsumi 
Kogawa)失蹤案，就是伏屍在已經
空置的 Gabriola Mansion 內，疑兇
William Victor Schneider事後在內
陸維農(Vernon)落網，案件現仍在審訊。
早已列入一級保護歷史建築的Gabri-

ola Mansion，在2015年10月由溫哥華一
家地產商以672萬元購入，現申請拆建成

Gabriola Mansion

16個出租單位，經過公聽會還待決定，若

是拆建成功，溫哥華又少了一個坊間傳說

紛紜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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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乳癌風險

  潘錦興藥劑師

健 而 康

傷風感冒噴霧藥

乳 癌

可 說 是

人類最古

老的疾病

之一。癌

症的英文

名字 can-
cer，即拉丁文的「蟹」，便是古
希臘人形容乳癌蔓延時的惡相：

有如蟹的八足，向外伸展。

乳癌是加拿大女性最常見的

癌症。在2017年，估計會有2萬

6300宗新症，相等於25%所有癌

症數字。幸好乳癌的死亡率較

低，所以死亡比率只佔13%，約

5000人。

要避免因乳癌而死亡，首要

是預防。從醫學角度來說，預防

可分為三個層面：最基本是減低

患病的風險；第二層是及早發

現，以期治愈；第三層是妥善治

療，阻止惡化及危害生命。

從不同國家、不同時代的乳

癌發病率，流行病學家已找出乳

癌的諸多致病因素。難以預防的

是遺傳，但真正受影響的只是少

數。事實上，癌症與許多疾病一

樣，總是內外因素互動，才誘發

病的出現。例如有血緣關係的母

             乳癌多面睇

https://www.hkacs.org.hk/ufiles/breastcancer.pdf

女、姊妹，或皆帶有患乳癌的基

因BRCA(即breast cancer的簡寫)
，卻不一定都會發病。

中國人患乳癌的比率較低。

香港在2015年錄得3900宗乳癌，

經調整人口老齡化影響後的「年

齡標準化發病率」為每十萬名女

性有58.8宗。加拿大在同年卻是

129.9宗，達兩倍有多。不過近

年香港的乳癌數字持續上升，正

是反映環境與生活習慣改變帶來

的患病風險，比遺傳更重要。

這些致病因素包括：少生

育、少哺乳、缺乏運動、肥胖、

喝酒、吸煙，還有是曾經服食更

年期補充劑 (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HRT)。

HRT曾在上世紀紅極一時。
由於女性在更年期之後，卵巢不

再分泌雌激素，導致身體變化與

不適，醫學界便想到利用雌激素

補充劑來治療。但在2002年，一

個從1993年開始做的大型跨城市

研究，發現長期服用HRT，能增

加婦女患多種疾病的風險，包括

中風、心臟病、

靜脈栓塞和乳

癌。後來醫學界

停止長期使用

HRT，多國均見乳癌數字下降。
少生育、少哺乳這些因素大

概難以逆轉，但經常運動、避免

肥胖、不煙不酒，應該可以辦到

吧！這些良好習慣還可以減低患

心臟病和其他癌症（如大腸癌）

的風險。多運動也令人快樂，可

預防抑鬱症。

至於第二層預防的及早發

現，經常留意乳房是最聰明的做

法。東方女士們的乳房較西方人

士小，經常自我檢查，看看有沒

有硬塊也比較容易。

不過，一旦發現異常，也要

馬上行動才成。香港乳癌基金會

曾做過調查，發現九成個案均是

無痛的腫塊，由婦女自己發現。

但居然有接近三成(27%)足足拖

了一年才求醫，或已影響療效。

這種諱疾忌醫的心態，或源

自對治療的擔心，特別是割除乳

房帶來的不安。但近年乳癌的治

療已隨著科學發展改變了許多。

只要病情許可，醫生絕對會為病

人保留乳房。◇

老年人由於身體各組

織的衰老改變，加上生活

環境及各種不良的習慣，

整體容易產生慢性退行性

疾病。老年性的疾病往往

不是單一性的，甚至有時

一時之間難以明確診斷。

老人家開始往往只是有些

「小毛病」，例如飲食習

慣、大小便習慣改變、失眠或嗜睡。精神狀態改

變、面色起變化、舌苔、舌質的改變等，但切勿以

為是「小問題」而不加注意。有時年輕人並不重視

長者身體上的輕微變化，甚至認為他們太緊張及無

病呻吟而不加理會，終於發展成嚴重疾病。早防疾

病、早期治理，是老年防治的重要原則。

中醫認為防止老年病發展成嚴重的器質性疾病

的方法是補虛。一般老人多有陽明脈虛而脾胃衰弱

之證，飲食營養的運化吸收失調；而腎氣虛衰、甚

至五臟皆虛，致令免疫能力降低，癌症及其他嚴重

疾患遂隨之而起。所以防止老人衰老，必先以健

脾、補腎為基礎，而不是消極的見病醫病。

老年人多有虛不受補的特點，所以補虛要用辨證論治的方

法，不可一概使用峻補之劑。一般使用的有：平補法、清補法、

溫補法、食補法幾種，當然必要時亦可用峻補法。在垂危、極虛

的患者中出現亡陰、亡陽症時使用。如筆者以前講過的病例：溫

症後期危症使用「加減復脈湯」，有救急扶危的功用。

平補法可用於平時無明顯症狀的患者，主要用作預防及調理

身體之用。古籍《金匱要畧》有一條「薯蕷湯」，藥味甚多，其

實是以淮山為主藥，其餘有人參、黃芪、阿膠、乾薑等，其他還

有雲苓、白朮、甘草等，有氣血雙調、旺氣旺血的功能，專醫「

虛勞諸不足、風氣百疾」。

凡老人年紀大氣血皆虛，常如上述所說：週身不妥，有時頭

痛、四肢倦痛、有時麻木、甚至抽筋，檢查又檢不出實質病變，

筆者認可選用人參、白朮、雲苓、淮山、黃芪、大棗等，用於無

特殊其他症狀。只有虛羸、食減、倦怠無力、眩暈（輕微）、腰

酸背疼，可作為簡化方用（請教中醫師服用），血虛可加當歸。

淮山即薯蕷，其功效遍及脾胃、肺、腎，亦有單用淮山煎湯

治夜出汗、心中怔忡的陰虛症。◇

冬令已至，每年

10月至3月期間，都

是傷風感冒肆虐的

高峰期。傷風感冒

是由一些過濾性病

毒(Virus)經口、鼻、
眼睛等路徑侵入我

們的身體。

每天外出，受感染機會甚大，無論

是升降機的按鈕，或是商店大門的開關

扶手，都藏有無數的細菌。要是想避免

感染疾病，最好的方法就是做足以下預

防措施︰

1.注射流感疫苗；

2.多用肥皂洗手(尤其是咳嗽和打噴

嚏後)；

3.避免用手觸摸眼睛、口和鼻子；

4.避免跟患有傷風人士接觸；

5.減少到公眾場所。

市面上有很多傷風感冒藥，大部分

都是針對治理傷風症狀。今期為大家介

紹一種名叫 Salinex Protect Spray 的感冒
噴霧劑，它是市面上絕少數經過臨床研

究，證實有功效對抗傷風感冒的非處方

藥物。但要注意的是，一定要在傷風症

狀剛出現的48小時內使用才能見效。

Salinex Protect Spray 的主要成份是鹽
0.5%、Lota Carrageenan 1.2毫克和水。它
的好處是不含防腐劑，用了不會感到眼

睏，更不會使用後成了習慣。

當Salinex噴入鼻孔後，它的獨特配

方，會在鼻腔內形成一層保護的障礙，

幫助減低傷風的擴散，減少鼻塞、流鼻

水等症狀和加速復原。

用法十分簡單，在傷風感冒期間，

每天在每邊鼻孔處噴三次，每次一下。

要是覺得還有傷風感冒的徵狀出現，便

應立刻到家庭醫生處求診。◇

Salinex Protect Sp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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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係富翁

醫 學 漫 談

8185 Main St., Vancouver (at 65th Ave)

www.vintageviolins.ca

雅歌提琴
Vintage Violins

SCHOOL OF MUSIC
604-326-0086

另外本店出售

新舊專業提琴

租賃及借用。

弦樂配件

120款以上

◆逢星期六 11至3時

◆導師免費教授大中
    小提琴，歡迎初學
    者查詢

鍾廣平中醫館
鍾廣平高級中醫針灸師主診

統理內外婦兒全科及

針灸推拿跌打傷科

中國中西醫全科畢業

原中國廣州市東升醫院主治中醫師
加拿大卑詩省註冊高級中醫針灸師
中醫奇難雜症、皮膚雜病專家

三十多年臨床經驗，擅長診治中風、腰腿痛、肝病、
    腎病、婦女月經不調、不孕症，濕疹、暗瘡等皮膚雜病。

      為客人提供舒適的診室，專業的服務。店內常備高質量
      中藥材， 特備免煎中藥沖劑及保健養生藥膳湯料。

* 接受卑詩省醫療，勞工及車禍保險 <MSP, WCB, & ICBC>                                                                      

地址：列治文甘比街8580號106號地鋪

      #106-8580 Cambie Road, Richmond, BC
預約電話：604-233-6668 手機：778-858-5822
網址：www.zhongguangpingclinic.com

本醫館位於列治文偉信中心第三期，Cambie Rd. & Sexsmith Rd.交界路

口辦公樓下層地鋪，交通方便，天車及巴士410、430、407皆可到達。

◆

診症時間：星期二至星期六上午9：30至下午6：30      

逢星期日、一休息，敬請預約 约

禿 頭

醫藥廣告
效力宏大
歡迎惠刊

電話：604-408-7269

俗語說，「

十 個 光 頭 九 個

富」，但事實是

沒有人願意脫髮

禿頭。

頭髮具有保

護人體的最重要

部分的作用，有

保溫與防止摩擦的功能。頭髮每天持續

成長，在皮膚的真皮肉內生長，就算將

頭髮修剪或剃除，還是保持成長。頭髮

一個月增長1厘米，壽命3年。

皮膚和頭髮有製造黑色素的細胞，

皮膚和頭髮的顏色會如此形色，就因裡

面所含黑色素或其他金色、紅色等色素

不同的緣故。頭髮一旦失去了黑色素或

其他的色素，便會變成白髮。

        頭髮的脫落

頭髮每天約會脫落70條，失去的頭

髮會由其他的毛孔長出，以此反覆循

環。持續生長的頭髮和髮根，一旦期限

到了，便會進入休息期，停止製造頭

髮，頭髮被推往皮膚外面，大約3個月

後，便會自然地脫落。

        脫髮的原因

通常造成脫髮的原因是年紀的關

係，頭髮成長的時間縮短，失去舊頭髮

之外，到下次長出新頭髮相距時間變

長，使頭髮整體的數量減少，每條頭髮

變得細小。

男性在30歲後開始脫髮，大慨因為

男性賀爾蒙減少所造成；而男性到70歲

後變成了禿頭或半禿頭，除了賀爾蒙的

含量減少之多，部分是出自基因。有些

情況例如缺鐵、甲狀腺功能減退、慢性

腎衰竭等都可能使症狀加劇。

女性較少脫髮，在更年期之後只是

頭髮整體的數量減少，外觀較為稀疏。

但是，遺傳基因、生活環境、精神壓力

等有很密切的關係。

一頭烏黑的頭髮，長久以來一直是

年輕的標誌，許多人在開始脫髮或頭髮

稀疏時十分沮喪。

        禿頭的療理

1.護理頭髮宜輕柔，切忌用力扭曲

或拉緊頭髮。

2.有營養、均衡地飲食。

3.脫髮可能是疾病的訊號，請聯絡

醫生紙做全身檢查。

4.現代人生活、工作壓力大，應該

心平氣和，工作後好好休息。

5.勿過度染髮、燙髮等頭髮護理不

當，這容易造成脫髮。

6.如果頭髮脫落與年紀老邁，醫生

  陳兆淦醫生

或會建議用一種稱為minoxidil或finas-
teride的藥物以刺激新髮生長，每天塗抹

於禿頭處，約25%的患者會重新長出頭

髮。

7.整形手術，例如植髮。

8.戴假髮，這是另一種較簡單、不

用外科手術的方法。◇

傳統少林功夫
原始太極拳

温溫 哥 華 : 5699 Ormidale St., Vancouver 
列 治 文 : 107-2691 Viscount Way, Richmond (請電話預約)                                             
www.kungfuyes.ca                                   604-729-3186     

温癌症、帕金森病、抑鬱症、哮喘、經期綜合症、心悸、絞痛 
、頭痛、腰腿痛、肝病、 腎病、關節炎、失眠、中風及各種
不當治療後遺症、脊椎疾病、肩周炎、坐骨神經痛等。                        

温加西中國功夫學院 
WESTERN CANADA CHINESE KUNG FU INSTITUTE            

各種疑難病痛功夫氣功治療快速見效

三千煩惱絲，沒頭髮反而更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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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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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新知

   馮耀楷藥理科博士

你在照顧
過  敏

肝臟疾病或

任何慢性疾病，

影響的不只是病

人 ， 更 包 括 家

人。如果你的另

一半、父母、子女或兄弟姐妹有人患有

肝病，而你作為主要照顧者，可能感受

著病者經歷的情緒：恐懼、孤立甚至憤

怒。加拿大

肝臟基金會

工作之一，

就是幫助你

將這些消極

情緒變成希

望和力量。

為了避

免遇到的精

疲力盡，不

只要照顧好

病人，也同

樣應該照顧

好自己。

     如何照顧患病的家人？

身為照顧肝病患者的家庭成員或護理

者，你可能需要扮演各種角色，這意味

著承擔身體和情感的雙重責任，包括：

•負責家務，如購物、準備飯菜、清

理和管理財務；

•幫助梳理、洗澡和穿衣；

•管理就診服藥，包括保持就診記錄

和準備藥物；

•留意病人疾病惡化和藥物副作用的

體徵和徵狀；

•安排就診時間，接送及陪伴患者去

看醫生；

•代表病者與醫護人員和社會服務提

供者溝通。

       如何照顧自己？

不要忽視自己的需要，無論是情感

還是身體方面。務必記得，你也需要休

息，以免自

己患病或累

倒；

•加拿

大肝臟基金

會幫助獲取

病友支持網

絡的資源，

可以讓你與

其他有相同

經歷的人聯

繫；

•如果

住房狀況因

收入變化而受到影響，請與銀行或財務

顧問聯繫，看看他們是否可以提供一些

短期解決方案；

•許多僱主都有「僱員援助計畫」，

為員工提供免費的諮詢服務；

•如果家人的病情惡化到無法穿服，

走路或洗澡，可以找護士或家庭護理人

員上門服務，這樣病人就不需要住院。

諮詢您的醫護人士，看看如何安排上門

護理服務。◇

肝病者嗎？

過敏，

俗 稱 H a y 
Fever，過
敏 其 實 是

我 們 身 體

對 於 某 些

物質（稱為過敏原）特別敏感而作出

的反應。

過敏原可以來自食物如牛奶、雞

蛋、黃豆、花生、小麥、介殼類海

產；也可以來自藥物（如盤尼西林）

；或其他物質如塵埃、花粉、霉菌；

動物如貓狗、或蜜蜂與昆蟲螫刺等。

敏感可能來自遺傳。成人中有30%有

過敏的問題，兒童則有40%。

我們身體內有一種蛋白質稱為

IgE(免疫球蛋白E)，是一種抗體。它
是引發過敏反應的重要媒介，因此又

稱為「過敏抗體」。

如果我們對特定物質過敏，免疫

系統就會將這種正常無害的物質(如

花粉)誤認為對人體有害。當接觸到

這種物質時，免疫系統會為了保護身

體而產生IgE抗體。IgE會留在體內，
當我們下次接觸到這種過敏原時，就

會產生過敏反應。

當過敏原與IgE結合，便會刺激
位於鼻子、肺部、皮膚及腸臟的肥大

      感冒與過敏的比較

徵狀 感冒 過敏

發生期 隨時發生，

主 要 在 冬

季。受感染

後 數 天 開

始。

全年。有些

過敏會季節

性發生，接

觸過敏原後

馬上開始。

咳嗽 經常 有時

疼痛 經常 不會

疲乏 經常 有時

眼癢流眼水 很少 經常

喉嚨痛 經常 有時

鼻塞流鼻水 經常 經常

發燒 很少 不會

細胞(Mast cells)。IgE附在肥大細胞上，
刺激細胞釋放組織胺(Histamine)等發炎物
質，並快速傳導到身體各處，產生發炎反

應來對抗「外來的傷害」，症狀會因不同

的過敏原、釋放組織胺的身體部位而有不

同，嚴重的可能引起風疹甚至死亡。

對抗過敏的方法，包括避免吃引起過

敏的食物、關掉門窗，開空調，防止花粉

進入屋內；可與醫生商量使用藥物。◇

28     2017年12月



2017年12月     29

中 僑 通 訊

中僑互助會舉辦最新移民

途徑免費講座，由資深移民

顧問介紹持工作簽證者以及

國際學生，申請移民加拿大

的最新資訊。內容包括申請

要求、特快通道(Express En-
try)、卑詩省提名計畫等。講

座設提問及回答環節。

日期︰12月8日(星期五)

中午12時半

地點︰溫哥華中央圖

書館低層 Alma VanDusen 
Room (350 West Georgia St.)
查詢︰604-408-7274內線

2048◇

中僑12月8日舉辦
申請移民途徑講座

聯邦宣布十年全國房屋策略

中僑岎盼加速土地規畫

周潘坤玲(左)與省房屋廳長羅品珍均出席宣布會

中僑互助會華埠及本拿

比辦事處員工，11月27日在

華埠中僑社會服務中心禮和

堂舉行感謝午餐會，近150人

出席，氣氛熱鬧。

中僑互助會及基金會行

政總裁周潘坤玲在午餐會

上，感謝員工們一年來的辛

勞，為社區作出服務，並勉

勵員工繼續努力。◇

中僑互助會列治文辦事處及

家庭社區服務部，11月24日在

列治文加愛中心舉行「中僑互

助會列治文服務單位義工及機

構嘉許典禮」，感謝過去一年

為中僑列治文各單位提供協作

的社區伙伴及服務義工。

聯邦社會發展部長杜克洛(Jean-Yves 
Duclos)11月23日在溫哥華，與在安省

的總理杜魯多同步宣布加拿大首個為期

十年的全國房屋策略(National Housing 
Strategy)，出席的中僑互助會暨中僑基

金會行政總裁周潘坤

玲歡迎這個策略，但

希望在土地規畫方面

作更快速的安排。

根據這個400億元

十年房屋策略，長期

無家可歸人口削減一

半；將房屋短缺家庭

削減53萬戶；聯邦政

府新建可負擔房屋數

量將為2005年至2015年的4倍；協助翻新

的房屋數量也是這十年期間的3倍。

聯邦將與各省及地區合作，撥出86

億元，設立新的加拿大社區房屋計畫

(Canada Community Housing Initiative)

；撥出5億元，創設聯邦社區房屋計畫

(Federal Community Housing Initiative)。
聯邦還與各省及地區聯手，在2020年4月

推出總值40億元的加拿大房屋補貼計畫

(Canada Housing Benefit)，直接向家庭及

個人提供輔助，估計平均每戶每年可獲

得2500元的補助，該計畫到了2028年將

惠及全國各地最少30萬戶民眾。另外，

也計畫建造10萬個新可負擔單位。

該計畫主要針對的群體包括：社會

房屋住客、社會房屋輪候者，以及居住

在市價私人房屋卻捉襟見肘的民眾。補

貼計畫的款項一半來自聯邦政府，一半

來自省或地區政府。

對於聯邦政府這個十年房屋大計，

出席宣布會的周潘坤玲表示歡迎，對低收

入、長者來說，是一大喜訊。

中僑互助會目前運作600個社會房屋

單位，估計未來會陸續增加。周潘坤玲指

出，大溫對住房的需求有增無減，對社會

房屋的需求殷切，她期望在增加社會房屋

的同時，希望土地規畫能更快速安排。

她又透露早前曾出席杜克洛就房屋策

略舉辦的諮詢會，提出希望政府在撥款之

餘，也容許社會服務機構可以參與新建社

會房屋的設計。她指出，開發商設計出來

的社會房屋，往往與實際用途有差距，社

會服務機構接手管理後，再作修改幾不可

能，即使勉強實行也需大筆金錢。◇

當天有近120名社區領袖及

義工出席典禮，大會邀得列治

文國會議員黃陳小萍、列治文

省議員列勵達(Linda Reid)及代

市長麥菲露(Linda McPhail)共同

主禮及頒發嘉許獎狀。

「Champions of SUCCESS–
Communi ty  Par t -
ner」頒予列治文公

共圖書館，感謝與

列治文辦事處一起

組織新移民資訊講

座超過20年；

「Champions of 
SUCCESS–Career 
Mentor」頒予Ron-
ald Balas及Marites 
Ba las夫婦，感謝

他們在輔助新移民工作發展方

面，提供專業指導。

當天獲嘉許的義工服務組，

包括：列治文辦事處前台接待

服務、多元文化安頓服務計

畫、資訊講座講者、列治文就

業輔導計畫及中僑心理熱線一

眾義工。大會同時向各社會服

務小組致謝，包括：列治文華

人耆英會、列治文婦女會及列

治文國語楓華會，各小組在過

去一年，貢獻良多。

中僑列治文辦事處自1989

年開辦以來，一直得到大量義

工協助。2014年開始發展多項

新移民服務，包括：新移民輔

導、新移民就業輔導、新移民

社區參與及難民安頓服務等。◇

中僑列治文辦事處及社區服務部

義工及機構嘉許典禮

中僑員工感謝午餐會

黃陳小萍(右)頒嘉許狀予Balas夫婦

黃陳小萍(右五)為中僑列治文辦事處主持義工嘉許典禮

周潘坤玲(左三)等主持午餐會儀式

   盧炯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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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及中僑致感謝狀予各藝術家

30     2017年12月

列治文中選區國會議員黃陳小萍代表國會、中僑互助會行政及發展總監劉炳麒代表中僑，

向各位藝術名家頒發感謝獎，感謝他們對《中僑新天地》的全力支持。(照片按接受次序)

陳田恩

梁德祥

溫一沙

林再圓

葉榕湋

盛潔司徒勤參

章金生 劉蘭芳

呂雪貞 魏忠正 吳榮添

陳維廉

水禾田

吳大剛

徐榕生

松柏畫框廠王燕媚(中)

接受黃陳小萍及劉炳麒

頒發感謝狀

嘉賓簽名到賀

綜藝展開幕式場面熱鬧

代表省長賀謹的賴賜淳廳長(左)

向中僑行政總裁周潘坤玲道賀

   圖︰盧炯燊 



中僑護理服務協會專訊

佳麗們向安老院贈送迷你聖誕樹，樹上掛滿祝福語和佳麗照片。

總統以私人身份訪問加拿大，並下榻作者家中難得

中
僑
互
助
會

華姐佳麗 探訪院友

佳麗向院友送上裝有潤唇膏的福袋

佳麗們大合唱既動聽又溫馨

競逐溫哥華華裔小姐的

十位候選佳麗，11月中來到

李國賢護理安老院作親善訪

問。佳麗們與眾同樂，為院

友表演多項節目，包括樂器

演奏、瑜珈操及大合唱等。

佳麗們合唱了「甜蜜蜜」、

「至少還有你」及「月亮代

表我的心」等多首國粵語歌

曲，歌聲既動聽又溫馨，贏

得公公婆婆們不停的掌聲與

唱和。

最後，佳麗們向安老院

贈送了一棵迷你聖誕樹，樹

上掛滿了佳麗們的祝福語及

照片，由院友代表接收。佳

麗們又向每一位院友贈送由

她們親手製造的福袋，福袋

內裝有潤唇膏及潤手霜，讓

長者們在冬季可以保持皮膚

滋潤。適逢探訪當日有一位

院友婆婆生日，佳麗們特別

為婆婆獻唱生日歌，令女壽

星高興得笑逐顏開。◇

萬聖節化妝大賽鬼馬有趣
一年一度的萬聖節化妝大

賽10月底在李國賢護理安老

院舉行。院友們花盡心思，

扮鬼扮馬，務求脫頻而出奪

獎而歸。中僑護理服務協會

的職員及義工亦齊齊悉心打

扮參與，一時間，安老院內

精靈雲集，歡聲笑語不絕。

院友們度過了一個歡樂熱鬧

的下午。◇
得獎院友合照

護理協會員工及義工齊齊扮鬼扮馬，你能認得出哪幾個？

2017年12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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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僑基金會舉辦的「中僑星輝夜」自1978年首次至今，在

2018年踏入第40週年，中僑基金會將為此舉行40週年特別晚

會，帶來更多豐富精采的節目。

「中僑星輝夜」被稱為溫哥華其中一個最受矚目的社區盛

事，每年都得到多位社團俊彥、政界代表、贊助商及善長等盛

裝出席，適值40週年的大日子舉行特別晚會，定於3月10日(星

期六)晚上，在溫哥華市中心The Westin Bayshore酒店舉行，這

也是中僑基金會2018年第一個大型籌款活動。晚會除VIP酒會、

無聲及現場拍賣和美食晚宴，還有其他豐富節目表演。

為慶祝《中僑新天地》33週年，本刊2018年2月將出版報慶

特輯及進一步加強內容。

歡迎各界、商號惠刊廣告贊助及支持，並請聯絡中僑出版

部。地址︰中僑社會服務中心105室(28 West Pender St., Van.)；
電話︰604-408-7274內線1054。◇

中僑慈善獎券發售
獎品豐富 包括汽車機票現金

中僑星輝夜40週年
3月10日特別晚會 節目精采

中僑基金會每年一度的中僑慈善獎券

又強勢歸來了！感謝所有獎品贊助商對我

們的支持，今年的獎品更是豐富。今年總

共有十份大獎，頭獎是2018 Nissan Micra 
(Base) S Model 5 SPD Manual 轎車一部或

現金一萬元；第二獎是加拿大航空送出兩

張來回任何加航飛往城市的經濟客位機

票；第三獎是Lugaro Jewellers送出的鑽石

耳環。

其他獎品還包括香氛療程禮券、

至尊豪華床墊、Metrotown購物中心禮

卡、NCIX禮卡、無線吸塵器等多項大

獎，獎品總值超過2萬7000元。

中僑慈善獎券每張$2，或五張一本

$10 (內有美心餅店$1優惠券一張)，感謝

大家繼續購買和支持。◇

慈善獎券於12月初開始發售，在中僑基金會、各

中僑社會服務中心及指定商場攤位可以購買。

中僑基金會今年更推出了網上購買的服務，可至

基金會網站www.successfoundation.ca購買。所有中獎

者名單，將在2018年3月10日的中僑星輝夜40週年特

別晚會中抽出。◇

慈善獎券   網上可購

中僑新天地 報慶特輯

中僑慈善獎券頭獎汽車

歷年的中僑星輝夜氣氛都很熱烈

2018年中僑星輝夜及中僑慈善獎券的

籌款總目標是50萬元，所籌得的善款，

可幫助中僑繼續維持為大溫社區提供不

少增值項目及社會服務，你的支持能讓

更多移民、長者、家庭、青少年和婦女

受惠。

有關慈善獎券及慈善籌款晚會的最

新消息請繼續留意本報報道，或聯絡中

僑基金會，電話︰604-408-7228、網址

www.successfoundation.ca、Facebook@中

僑基金會SUCCESS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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