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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劇 Mamma Mia

   潘煒強

舞台劇  Wet

潘︰ 潘煒強       

友︰ 朋友

潘︰老實說，看到這類加插了後多

現代原素的現代京劇，實在有點憂慮京

劇的發展方向。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

20年代看了梅蘭芳的京劇表演，讚嘆地

說︰中國的京劇是世界戲戲第三個體

系，因為補足了西方體系要以語言為主

的表演方式，京劇中的空台是軸心表演

空間，用唱、做、念、打將所有情景，

幾年前驚聞梅葆玖先生(圖)，梅派最後的嫡傳享年82

載作古。梅葆玖先生是京劇四大名旦梅蘭芳之子，人稱

九爺，當時就與朋友談論現代京劇這話題。以下是我們

那天的對話，與你分享。

實物表演出來，是簡約劇埸的先驅，

也是西方語言戲劇一向本質上所缺乏

和忽視的，給觀眾有很大的想像空

間，參與性更大。反觀現代京劇，舞

台裝置豪華，燈光變化萬千，演員也

用無線咪，現在沒有了空台的概念，

表演的抽象性也慢慢消失，與京劇的

原意背道而馳，這還是京劇嗎！是好還

壞，就讓時間來判斷吧！

友︰你說得非常對，我剛看這個的時

候和一些世家先生討論，普遍也都是這個

觀點。有位叔還拍著桌子說「沒鑼鼓點怎

麼能走啊？規矩呢？」不瞞你說，我喜

歡它的調度，完全是從舞台劇的角度上看

的。這是一台用西皮二黃和其他地方曲種

混搭包裝的中式歌劇，四不像但有些點子

有意思。比如那扇會動的門、地上拖出來

的草船、那片箭、蒙著紗布三主角間離

對唱、還有最後那條赤壁和謝幕時門和

幕布的運用。當然，能有這些也是因為

砸了錢，砸了很多傻錢。

潘︰這是創作的正確態度，我很欣

賞！合適和能發揮原有特色的創作是

可取的，正如梅蘭芳當時走訪歐美之

後，吸收了外國的舞台技術，加了追光

followspot 就是一大例證，追光在意象

上能彌補時空的分別。所以加了更能表

達原有的意圖，這就是我對創作的基本

原則要求。但近來我看到的創新作品，

老實說，都是為改變而改變，為了更奪

目的舞台效果，我們看到更多的演員在

台上，更複雜的舞台調動，更華麗的舞

台，更多音效，更多道具，更多……。

問題在於京劇藝術這個劇場形式有

沒有需要這樣做，京劇藝術明顯地走簡

約主義，不必要的人與物不用在台上出

現。就如「三岔口」，一張檯，兩個

人，兩把刀，就完成了任務。另一個京

劇表演的特點，是要看個人表演造藝，

就如簡約劇場對劇場組合的定義就是︰

只要有一個演員、一個舞台、一個觀

眾，一個劇埸就生了，或許這也是京劇

劇場的原形吧！這純粹是個人看法。

友︰對，你說這個「為改變而改

變」太對了。其實說來試驗戲劇所探索

的簡約燈光置景用到傳統戲曲上挺 make-
sense 的，就像林兆華學焦菊隱先生那

套……雖然他只繼承了一部分。好比咱

聊過「李白」置景搭的那個簡簡單單的

小斜坡，憑燈光甚麼複雜的戲都在上面

做了。咱們溫哥華舞台投影技術世界頂

尖，又有深厚的亞洲戲曲土壤。等以後

晚輩有錢有閒了，這裡大有可為。

潘︰好主意，有機會可研究研究。

友︰獻醜，還請你多指教。◇

這部喜劇由多名上世紀的巨星演出，

包括昔日的女神Jane Fonda、Diane Kea-
ton，還有演過著名電視劇Miami Vice的型

男Don Johnson，故事講述四個單身女人

在讀書會中偶然讀到一本書之後，忽然決

定重新出發，追尋浪漫……。

(圖片提供︰Paramount Pictures)

2 0 1 6年上

映的Deadpool
第一集，屬於

幽默動作片，

大受歡迎，這

部續集繼續在

卑詩省拍攝，

超級英雄也是

由來自溫哥華

的 型 男 R y a n 
R e y n o l d s 主

演，他在這一集被一隻牛襲擊後，還需要面

對更多強敵，包括忍者和黑幫。

(圖片提供：20th Century Fox)

這一集的Star Wars是由奧斯卡最佳導演Ron How-
ard執導，是星球大戰前傳故事，講述由Alden Ehren-
reich 飾演的Han Solo(70年代的Star Wars，由夏里遜

福飾演)，在還未參加革命前，遇見在未來將會和他

一起駕駛太空船的Chewbacca，還有後來和他並肩作

戰的Lando Carissian(Donald Glover飾演)。
(圖片：Jonathan Olley. Copyright: 2018)◇

 大溫開畫日期：5月4日

由已解散的瑞典歌唱組

合ABBA的歌曲串成的音樂

劇Mamma Mia!是英國劇作家

Catherine Johnson的作品，曾

被改編成電影，劇中的女主角Sophie一直和單身母親相依為

命，她邀請母親的三位舊情人到自己的婚禮，希望可以證實

其中一人是自己的生父。(圖片提供︰Arts Club Theatre)
日期：5月10日至8月12日

地點：Stanley Industrial Alliance Stage
      2750 Granville Street, Vancouver
 購票電話：Arts Club票房604-687-1644
 網頁：artsclub.com

這齣獲獎話劇的故事講述加拿大派

兵參與阿富汗戰爭期間，一名女兵回國

後精神崩潰，她的丈夫需要照

顧她。

(圖片提供︰Theatre Wire)
日期：5月8日至5月27日

地點：The Russian Hall
    600 Campbell Ave, Van.,
購票網頁：www.theatrew-

ire.com◇



松 鶴 之 友

健康飲食與糖尿病講座

中僑「松鶴之友」會4月19

日慶祝創會26週年，在溫哥華珠

城大酒樓舉行午宴聯歡，筵開27

席，近300人參加。主席陸玉荷

贊助《中僑新天地》月報義工餐

費，副主席陳國燊擔任司儀。

中僑創會主席暨贊助人、《

中僑新天地》名譽編輯顧問葉吳 

美琪、中僑基金會主席許祖澤出

席宴會並致詞，對松鶴之友過去

一年工作取得的成績勉勵有嘉。

大會同時舉行頒發2018-2019

年度「松鶴之友」執委委任狀、

興趣班導師與班長感謝狀，向送

出作品的藝術家頒發嘉許狀。

午宴節目豐富，包括卡拉OK

 文︰陳國燊       圖︰盧炯燊

「5.15 血拼 觀鳥 饗晚宴」一天遊

松鶴之友4月20日在列治

文Storeys 中僑活動中心舉辦

「痛症認知」講座，由著名中

醫師鍾廣平主講，超過50人參

加。

鍾醫師首先從一個「通」

字開講，說明「痛則不通，通

則不痛」的道理，具體內容包

括痛症的概念、疼痛產生的機

理、痛症的中西醫治理及調理

等，並即場解答參加者提出的

疑問。

   為免向隅 報名從速
春暖花開是郊遊的季節，由松鶴之友與美亞

假期繼績合作主率「一天遊」。今年首個項目是

「血拚、觀鳥、饗晚餐」，日期定於5月15日(星

期二)，主要遊覽三角洲市的雀鳥自然保護區、

到杜華遜 (Tsawwassen) 行Mall，以及在列治文鴻

星海鮮酒家晚膳，有別於傳統旅遊活動安排。

三角洲雀鳥自然保護區是喜歡親近大自然市

民常到的地方，也是攝影「發燒友」取景的最佳

場所之一，經常見到級頭鴨 (Mallards)、加拿大

雁(Canada Geese)和沙丘鶴 (Sandhill Cranes) 等。

位於三角洲的杜華遜商場(Tsawwassen Mills)
自前年10月開業以來，是大溫哥華地區市民假日

「血拼購物」的去處。該商場共有逾300間品牌

店鋪，貨品齊全，豐儉由人。在列治文鴻星海鮮

酒家舉行的晚餐，屬於8款宴會式高檔晚餐。

參加費用為「松鶴之友」會員88元，非會員

98元。包括中式晚餐、入場費、稅項及司機、導

遊小費等，午餐自費。

報名及查詢，請親臨溫哥華中僑社會服務中

心105室或致電604-408-7274內線1054。◇

鍾廣平痛症講座受歡迎

水彩畫剪紙班接受報名
為豐富會員的文娛生活，「松鶴之友」開辦兩個興趣

班，現已接受報名。

慶祝松鶴之友26週年

300人午宴聯歡場面熱鬧閙閙

(尚有圖片刊第30版)

班學員獻唱，葉賡師傅表演武術

及氣功及幸運大抽獎。

當日抽獎禮品豐富，接近

100份，除現金獎、電器用品、

家居用品外，更獲五位藝術家老

師李建華、方秋葉、李國維、張

卜一、張麗娜等送出作品。出席

者在享受美食、欣賞節目之餘，

並捧走獎品，個個笑逐顏開。

當日售賣抽獎券收益共逾3,000

元，全部用作《中僑新天地》出

版經費。「松鶴之友」會能謝各

執委及朋友們慨贈出禮物及出席

宴會，使聯歡聚餐圓滿舉行。◇

          中國水彩畫班

     導師：方秋葉老師

    日期：6月6日至7月25日(逢星期三)

    費用：60元(共8課)

          中國剪紙班

    導師：鄧慕玲老師

    日期：7月3日至8月28日(逢星期二)

    費用︰90元(共9課)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中午12時

    地點︰中僑社會服務中心一樓

參加資格：只限中僑互助會及松鶴之友會員

    查詢︰中僑社會服務中心105室

    電話︰604-408-7274內線1054。◇

鍾廣平中醫師在中國中醫藥學院接受過6年系統全面中西醫

全科教育，是原中國廣州市東升醫院中醫主治醫師，卑詩省註冊

高級中醫針灸師，具有專業教育的理論學習基礎，30多年臨床經

驗。圖為松鶴之友會主席陸玉荷頒感謝狀予鍾廣平中醫師。◇ 

● 卡拉OK歌藝班（國/粵語）
  溫哥華馬寶渥列治社區中心   
    4月5日至6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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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6日至6月29日 

   （逢星期五上午10時至12時）

   共13節 $86，每節 $7 

    (歡迎隨時加入)

● 健康排舞班（國/粵語）
   4月9日至5月28日

   (逢星期一上午10時30分至中午1時)

   共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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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健康飲食與糖尿病」講座(粵語)
    講者︰龍寶雲註冊營養師

    5月17日(星期四)
    上午10時半至中午12時
    地點︰中僑社會服務中心禮和堂

                    (28 W. Pender St. Van.)

松鶴之友最新活動

糖尿病是困擾不少長者的問題，而且更有

年輕化趨勢，松鶴之會特別邀請註冊營養師龍

寶雲講解有關問題。內容包括︰1.甚麼是糖尿

病？糖尿病的類型。2.誰會得糖尿病？甚麼是

風險因素？3.介紹CANRISK問卷，幫助了解

是否患有糖尿病風險更高。4.如何預防糖尿

病？5.如何管理糖尿病？6.如何吃得健康？你

健康飲食嗎？7.甚麼是社區資源？社區可以提

供甚麼？

 

日期︰5月17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12時

地點：中僑社會服務中心禮和堂

查詢：中僑社會服務中心105室 (28 West  
Pender  St., Van.)

電話：604-408-7274內線1054。◇

松鶴之友會成立26週年聯歡午宴筵開27席，場面熱鬧，大家盡興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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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阿蘇哥哥   

   圖：梁小燕創作室  

幼  吾  幼

快樂時間

Mickey Wang (9歲)

20     2018年5月

   張麗娜 

Jessica Liu (9歲)

專人到府服務

LOTUS AUTOBODY
REPAIR

Managed By

2840 Olafsen Ave #120, 
Richmond, BC V6X 2R3
電話: 604.207.8770 分機: 874 
www.automind.ca

協助報案 估價 安排修車取車
全方位的服務 讓您修車無煩惱

隨時隨地在線查看修車進度

免費

一位學生家長

日前在我面

前訓斥他的兒子，不

認真、不用心，不好

好地學習，被老師寵

著了，辜負老師的一

字一句一筆一畫的叮

嚀教導。我夾在他們

父子中間，感覺我也中彈了。倒是兒子

對父親的開導，也頻頻點頭不敢違抗。

這位小朋友學畫幾年了，因為活動

多，所以請假的次數也多，加上有些小

聰明，會耍賴皮，一進來就說：「老

師、有沒有比較簡單的或是比較好畫的

可以教我？」我說：「不行啊！這怎麼

得了！已經學習這麼久了，我可是要對

你的父母交代，不能沒有進展啊！」我

還告訴他，別人比你小，課也上的比你

學習書畫藝術的小朋友，加油！
少，但畫的卻比你好，你再這樣混下

去，我都不知該如何教你了。

他一點都不在乎，還討價還價，慢

吞吞的不抓緊時間上課，畫冊翻來翻去

的拖延時間。

最近我改變了對小朋友的現場作畫

態度了，一上課我就考他們學過的東

西，或是自己找畫冊臨摹。天啊！有的

忘性可真高，失智了。大部分都記不起

來要如何下筆，一點把握都沒，因為他

們回家從來沒有練習過。有的還不錯，

還能畫出一些東西，是個乖乖牌，這種

小孩教起來不會有滿肚子的氣。一些不

好好學習的學生，很不聽話(可能師生

關係比較多年，皮了！)有時候真的很想

放棄這種學生，但是該如何對父母啟齒

呢？家長有選擇老師的權利，但老師能

選擇學生嗎？畢竟這只是課外學畫畫，

又不是教授帶博士班啊！父母和我有必

要給小孩這麼大的壓力嗎？

小朋友畫不好，身為老師的我，壓

力也不比小朋友少啊！我認為父母只會

想老師會不會教？有沒有想到小孩本身

的資質與興趣？水墨對於小孩來說，真

的不容易呀！毛筆是軟的，宣紙是薄

的，透水力又強，一筆下去不易修改。

就曾經有位母親看了女兒畫畫，不

相信水墨畫有這麼難學，自己也拜師，

上了三四堂課，居然打退堂鼓不學了。

另一母親看了女兒畫畫，好像很容易，

拜師學了一堂課，自認沒有天賦也說聲

拜拜。在海外小朋友不管是被逼或是自

願，去學習書法、水墨畫，對於中華書

畫藝術的傳承，已經起了很大的作用，

長大一定會慶幸自己曾經學習這門藝術

的。大人應該為這群小朋友加油！◇

做功課   做功課
功課難
腦筋傷得多
做完了
Tea time
感覺真快樂

做家務   做家務
家務忙
時間花得多
做完了
Cha time
感覺真快樂

做運動   做運動
運動費勁
氣力花得多
做完了
一杯在手
感覺真快樂◇



新  篇

   阮麟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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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井燒鵝
雞鴨鵝是南方人喜歡的食材，但在

粵桂之地，傳統上「燒」的烹飪

技法罕用。讀大二的時候，北上旅遊，

火車抵河南境，我才在站台上吃到了平

生的第一隻燒雞，當然，那滋味也難以

留下甚麼好印象。不過，同樣是燒，南

方的燒鵝就不一樣了。

 廣州的燒鵝久聞其名，第一次品

嘗，也是讀大學的時候。有親人來訪，

我到學校東門外的鷺江市場斬了一盒燒

鵝招待，一吃就被震住了。在南方崇尚

清淡的飲食口味裡，少有這麼霸道的複

雜滋味，香裡帶甜，甜裡回鹹，鹹裡泛

酸，令人食過難忘。廣州的艇仔粥添加

了燒鵝皮，肇慶人蒸拉腸時刷蒸屜用

的是燒鵝油，皆顯示燒鵝在滋味上的獨

到，乃成增香添味之料，甚是罕見。

 燒鵝好吃，但我終究吃得不多。這

主要還是受民間說法的影響，所謂「鵝

乃發物」也。朱元璋賜鵝徐達的傳說，

更為這種說法添加了渲染。

話說朱元璋得了天下，擔心自己柔

弱的太子朱標日後壓不住諸多開國功

臣，遂將功臣們一一斬除，連李善長、

劉伯溫都厄運難逃。但面對徐達，此人

謹守臣道，畢恭畢敬，始終找不到滅徐

藉口。某日徐達背染瘡疥，朱元璋索性

賜食蒸鵝，令其一命嗚呼。

清趙翼《廿二史札記》轉述了這個

故事，說是「賜以蒸鵝，疽最忌鵝」。

雖然趙翼本人都認為此乃「無稽之談」

，但「徐達吃鵝而死」卻從此廣為流

傳，成了最能顯現朱元璋陰險毒辣的民

間傳說。

鵝肉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質和脂肪，

從未有人驗出含有何種毒素，中醫的說

法，時有故弄玄虛之嫌，但遇事寧信其

有勿信其無，也是人之常情。乙未年

夏，我攜兒到五邑新會閒走，途經廣式

燒鵝發祥地古井鎮，戒口全開，過了一

把燒鵝癮。

燒 鵝 出 廣

東，與700多年

前 震 驚 中 外 的

那場崖門海戰有

關。1279年，南

宋與元軍在新會

崖山一帶的江面

上 展 開 最 後 決

戰 。 南 宋 慘 亡

後，一位在宮廷

裡負責製作燒鵝

的御廚，攜女逃

難至銀洲湖西岸的仙洞村，以燒製色香

味獨特的燒鵝為生。御廚女兒長大後，

嫁到銀洲湖東岸的古井，把父親秘製燒

鵝的手藝也帶到了古井。古井燒鵝由此

發軔，至今遍及省港澳的形色燒鵝、燒

鴨，料必皆源於此。

古井燒鵝是南宋宮廷技法與南粵風

味碰撞的結晶。御廚落難新會，得當地

良鵝、老陳皮、酸梅醬等五邑經典食

材作料，再加上遍

地的荔枝林作烘烤

柴火，遂奠造了古

井燒鵝這款迥異於

嶺南傳統風味的佳

餚。

今日古井燒鵝

採用的是廣東四大

名鵝之首的開平馬

岡鵝，體型不大，

肉紋纖細，肉質滑

嫩，脂肪適中，自

是味道鮮美。當地

所產的大紅柑製作的陳皮，是傳統的香

料和調味佳品，早在宋代就已名揚南

北，磨成粉，用於燒鵝烘烤前的醃製，

令肉味既香醇又消膩，再蘸點鶴山酸梅

醬，酸甜宜口，得錦上添花之妙。

值得一提的還有烘烤的木材，更顯

古井地緣之利。在今日都市，掛著「荔

枝木燒鵝」名號的，似可媲美當年「凡

井水處必有柳詞」，然試想幾家餐廳能

有燒柴之位，就知其水分之多少。而在

古井，烤鵝必用荔枝木。鎮上人家宣

稱，收回來的原木得暴曬一年，變成「

非洲黑」才能使用，否則柴身不乾，燒

起來會出油冒黑煙，把鵝燻黑熏膩，談

何增香添色？

 古井燒鵝現有恆益、平香兩大品

牌，說是外地人吃平香，本地人好恆

益。我爺倆先在新會城區試了恆益燒

鵝，又到古井鎮試了深得香港食

家誇讚的平香燒鵝，笑問兒子喜

哪家，兒曰：「恆益。」嗯，深

得我意。二者的選材皆出彩，肉

質嫩而不韌，味香無渣。恆益重

滋味，皮色雖欠講究，然諸味紛

綷，甘而不侈，鹹而不厚，略帶

微酢，味感深邃耐回味，不說叫

絶，也屬燒鵝上品無疑。平香重

皮相，色澤醺紅，皮脆油香，然

滋味略顯普通。最關鍵的，店家

給我們上的燒鵝，估計是出爐已

久，皮韌難嚼，莫怪犬兒低評。

 2015.08.19 耘香居 古井燒鵝用荔枝木燒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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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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至7月25日

日期：7月30日至9月12日

      (均為每週一、三)

時間：下午1:30-3:00

英語初級初班 Bridgin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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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至8月27日

      (每週一、三)

時間：上午9:00-11:00

日常生活英語會話中班(1)

教導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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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至8月7日(每週二、四)

時間︰上午11:00-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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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及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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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及31日

      (週三&四)

時間：晚上5:30-9:30

地點：28 West Pender St., Vancouver
查詢：604-684-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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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初夏某個黃昏，我們一家四

口，約了小叔一家(也是四口)，到

Broadway近唐人街一處海鮮酒家晚膳，

一同慶祝外子生辰。當晚比較豪，菜色

豐富，大家飽餐後，外子招手示意要結

賬，誰知侍應生說︰「有人已替你們埋

單了。」全枱人都即時止住了所有動作(

包括講話)，目瞪口呆，面面相覷。

我們移民來加未滿一年，識人不多，

仍是新移民，那裡來深交好友，替我們

付賬，而且當晚那席酒菜，價錢不算便

宜。我們正在疑惑之際，一位西裝骨骨

的青年，走上前來，笑容可掬，向我必

恭必敬的說: 「Miss， 我是D，你是我

小學6年級的英文老師，坐在教桌前第一

行的儍小子就是我。」

Oh, my goodness! 是我初出道時在

一所教會小學教升中班的年代。時光距

離最少已有25年，他還認得我是當年教

他英文的Miss，我卻一點也認不出是他。

嘻！嘻！歲月神偷也偷不了我的外貌，

真是感覺良好。

老伴常笑我有學生緣，學生對我總

有一份情誼，先前有三篇文章︰「不要

放棄」、「足够一生回味」和「名校學

生」，都提及過這一點，想不到移民加

國後，我的學生緣也隨我移民來了。

在溫哥華有一段日子，我同時任教

於西溫中文學校，溫東英文成人班和私

人補習。三處都留下極深刻的回憶。尤

其是成人英文班，學生對我非常關心敬

重。有一回我病倒了，要休息一個月，

學生知道我白天在家無人照顧，竟輪流

每天按時到訪，還帶備了健康午餐給我

享用，這份情誼，一生一世也不會忘記。

有個小男孩，我替他補習英語文法

和寫作，由Grade 4 至Grade 6，整整三

年，他聰明又勤學，進步神速。一天我

對他說︰你的英文基礎已毫無問題，補

習到此為止。果然他以優秀成績完成中

學甚至大學，成為傑出的電腦工程師，

未畢業已被蘋果電腦公司羅致為員工。

每逢長假期他由美國回到溫市的家，多

會帶同母親與我茶聚，看見他有今天的

成就，真是老懷大慰。

在西溫的中文學校，有一對小兄妹，

父親是白人，母親是中國人。當年只是7

、8歲的小朋友，現在已長大成人，男俊

朗，女標緻，他們寄來的照片，我會好

好珍藏。事隔多年，他們仍把我這老餅

放在心上，難得!

我真有學生緣? 可不是嗎?◇

那個春天的風
是從西岸吹來的
海闊天高的春風啊
吹出了滿眼的花團錦簇

那日不巧，也有雨
雨總是會停的
因為有風，因為有詩
因為春天是用來寫詩的
還有，尋找那最後一瓣花落

風不單單是為我而吹
我也不單單是為風而去
那又有甚麼呢
亦或者我巧遇了風
總之，風是可以吹開心扉的
春風吹開的恰恰是
一條流花的小河

這是個寒春
西岸又有風吹來
沒有雨
落日西沉，千帆之外
青煙一縷，花瓣幾許
石榴還沒有炸裂
西天上卻閃爍著星星
風在吟唱◇

—— 悼詩人洛夫
  馬新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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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鵑花

農曆新年的朗誦
   韓牧

去年(2017)

曾到澳門一行，

探望97歲的羅燦

坤老師。他是我

中學時期的國文

和地理老師，也是學校話劇團的主持和

導演，但直至我離校多年，我才發現抗

日期間以至勝利之後，我們常常唱上口

的《杜鵑花》，是他作詞的。黃友棣，

這位音樂名人，實不必我介紹，香港許

多學校的校歌，都是他作曲的，而他的

列治文近年在市

中心新設立了一個

社區中心，今年農

曆新年期間，舉辦

了一次Chinese New Year Show，歡迎55

歲人士參加。除聚餐外，表演節目有中

國多個民族的舞蹈、小組合唱、即場學

街舞等等。

還有由該中心的「詩詞朗誦班」的

演出：獨誦和集誦中、西詩詞，用國

語、粵語和英語。雖然朗誦水平不能算

是專業，但選材極佳，中文詩三首，都

是切合時節的名詩人的名作：王安石的

《元日》：「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

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

換舊符。」，賀知章的《詠柳》：「碧

玉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绦，不知

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杜甫

的《春夜喜雨》：「好雨知時節，當

春乃發生，……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

城。」

英文詩是美國大詩人佛洛斯特

(Robert Frost)最有名的、飽含哲理的《

未選擇的路》(The Road Not Taken)，
詩末幾行的意思是：「樹林裡有兩條岔

路，我選擇了較少人走過的那一條，它

改變了我的一生。」這真讓身為移民的

我們深思，引起共鳴。◇

   司掃

成名作，當抗日時代流行全國的《杜鵑

花》也是他作曲的。

黃友棣已於2010年在台灣辭世，紀

念會也打出這《杜鵑花》名曲，作曲黃

友棣，但為什麼作詞是「蕪軍」呢？誰

會知道「蕪軍」就是羅燦坤呢。羅老師

解釋說，他年青時很喜歡打球，在球場

亂衝亂撞，廣東人叫做「打矛波」，所

以自稱「蕪軍」。蕪字與矛字在廣州音

裡稍有不同，但可能在羅老師的鄕音裡

相同。

談到創作的過程，羅老師説，當年

日寇侵華，廣州淪陷，他隨就讀的中山

大學，北遷粵北在韶關市西北的坪石

鎮，那裡三月的杜鵑花漫山遍野，真的

非常美麗，就此他以新體詩哦吟了一

首，刋登當地報刋上。因為給時任音樂

指導的黃友棣看到，給這詩作了譜，因

而成歌。也因此歌，黃友棣就名聞全

國。

以下是《杜鵑花》 的原歌詞：

 杜鵑花(1941年作) 

作詞：蕪軍(羅燦坤)

作曲：黃友棣

淡淡的三月天　杜鵑花開在山坡上

杜 鵑 花 開 在 小 溪 畔 　 多 美 麗

啊………

像村家的小姑娘　像村家的小姑娘

 

去年  村家的小姑娘　走到山坡上

和情郎唱支山歌　摘枝杜鵑花  插在

頭髮上

今年　村家小姑娘　走向小溪畔

杜鵑花謝了又開啊　記起了戰場上

的情郎

 

摘下一枝鮮紅的杜鵑　遙向著烽火

的天邊

哥哥  你打勝仗回來　我把杜鵑花  

插在你的胸前

不再插在自己的頭髮上

 

淡淡的三月天　杜鵑花開在山坡上

杜鵑花開在小溪畔　多美麗啊……

像村家的小姑娘　像村家的小姑娘

 

啊！　啊！

 

我是寫舊詩的，這次竟也吃力不討

好地將羅老師的白話歌詞，「譯」為文

言，譜入詞牌《鹧鴣天》，由於格律和

韻腳所限，內容就有出入，祈為亮察。

三月山坡淡淡天

花開亦在小溪緣

村家少小姑娘貌

美麗如同火杜鵑

枝朵折 插鬟邊

山歌聲渺報烽煙

願祈勝利歸來日

轉奉情郎胸脯前◇

洛夫的散文

集不多，《落葉

在火中沉思》是

少見的一本。詩

人1996年移民溫

哥華，1999年才由台灣爾雅為他出了

這本集子，共收散文21篇。

這些散文比他的詩更容易欣賞，

記事的多，但事中充滿感情。描寫細

膩，比他的詩有更多幽默感。

他在序中介紹書名由來，說書中

並沒有這篇文章，「到底落葉在火中

想些甚麼？你問我，我也不知道。你

不妨就把這廿一篇文章也視為一堆被

棄的殘枝敗葉，讀它，或者燒掉它，

讓它在灰塵中去沉思吧！」詩人客氣

了，廿一篇文章篇篇可讀，是色香俱

備的花朵。

不少文友詩友都曾拜訪過洛夫的

居所雪樓，《雪樓小記》中介紹了得

名的由來。那是他初到溫哥華那年年

底，下了一場50餘年來罕見的大雪。

他在大雪紛飛中於書房揮毫，其中一

幅寫的是「雪落無聲」，下款題著「

書於溫哥華雪樓」，這就是「雪樓」

的來歷。

我們或許會好奇，詩人最初讀過

的新詩是誰人的作品？他欣賞嗎？

原來他最記得的是冰心的《相

思》：

躲開相思，披上裘兒，走出燈明

人靜的屋子。

小徑明月相窺，枯枝——  在雪地上

又縱橫的寫遍了相思。

洛夫說：「初次接觸新詩的我也

說不出一個所以然，只隱隱覺得，詩

要寫得這麼活，才是好詩。」      

我們初見洛夫時，他已是一頭白

髮。原來他在50歲後才偶見白髮，當

時流行染髮，他也未能免俗。是他到

溫哥華後，在太太敦促下，才把一頭

染過的髮全部剪光。白髮漸漸佔據整

個頭顱，起初不習慣，便戴上一頂帽

子。有一天老友畫家莊喆來訪，見他

額角冒汗仍戴著帽子，詢問情由。洛

夫把帽子摘下，老友驚呼：「啊！真

相大白。」這「白」字一語雙關。書

中就有了這篇《真相大白》，幽默之

作。

詩人說：「落葉在火中燃燒，頃

刻間灰飛煙滅……這時它還能想些甚

麼？想明年春天來臨時沐風櫛雨攀上

枝頭重展燦爛的生命？……」如今櫻

花開得正盛，其中可有他的詩魂？◇



歡 迎 來 稿
本版及「旅遊記聞」版，歡迎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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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宣傳及一稿多投。文責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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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地址及電話。稿例、本刊郵址

及地址請參看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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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領大樓的間諜風雲

自治領大樓百年來無大變化

   盛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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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第一的導遊

位於喜士定西街

207號，與勝利廣場

遙遙相對的「自治

領大樓」(Dominion 
Building)建成至今已

有108年歷史，列為一級歷史建築，從這

座大樓的興建過程，反映出溫哥華的經濟

起落以及國際間背後的政治角力。

自治領大樓原名自治領信託大

樓 (Dominion  Trust  Building) 始建於1908
年，樓高175呎有13層，當時不但是加

拿大，也是英帝國所屬領土內最高的建

築物(之後才給Sun Tower太陽大樓打破)
。它是溫哥華第一座鋼框高層建築，屬

於法國「學院派美術風格」(Beaux-Arts)
，由法王路易十四資助的巴黎皇家建築

學院 (Académie Royale d’Architecture)設
計。這種古羅馬風格在1880至1920年的北

美非常流行，為不少大型建築物所採用。

20世紀初的1905年前後，溫哥華經濟

異常蓬勃，當時一家名為「帝國信託公

司」(Imperial Trust Company) 在當時屬於
金融中心區的喜士定西街與甘比街(Cam-
bie St.)決定投資興建這座摩天大樓，並於
1908年正式動工。

可是破土不久，在第一次大戰即將爆

發的陰霾下，經濟情況逆轉，帝國信託公

司無資金完成整個項目，在面臨爛尾下想

出現在流行的「眾籌」方法，呼籲溫哥華

市民「夾錢」，購買它的債券完成「這個

令溫哥華人感到驕傲的項目」。

儘管最終完成集資，但項目仍無法實

現，帝國信託公司亦很快給自治領信託公

司 (Dominion  Trust  Company) 合併，大
樓易名自治領信託大樓，於1910年竣工，

內部裝修豪華，牆壁鋪砌大理石，木材則

全用橡木。

至於自治領信託公司的老闆也大有

來頭，是德國一名伯爵的兒子艾雲斯里

本 (Alvo von Alvensleben 見圖)，來溫哥
華僅數年即活

躍於金融界，

從德國引入當

時屬天文數字

的數以百萬元

計資金，廣泛

投資於房地產

(中國老祖宗

的 「 有 土 斯

有財」真的放

諸四海皆準)

、礦產、林木

及漁業，甚至將北溫印第安海灣 (Indian 
Arm) 發展成豪華度假區。
對於他的資金來源，當時人言人殊，

有的說是屬於英帝國死對頭德皇威廉二世

的，艾雲斯里本只屬白手套而已。但金融

投資界從來認錢不認人，不分古今如是，

根本沒人理會其財富來源。據估計，此公

個人財富那時已達2500萬元，簡直巨富。

直到1913年，即1914年第一次爆發前

夕，爆出艾雲斯里本原來是德國間諜，結

果「一鑊翹起」，他的加國出生老婆仔女

被捕，自己則「走佬」到美國西雅圖，自

治領信託公司也告煙消雲散。

有關這座大樓還有不少傳聞，例如他

的設計師希耶 (John Shaw Helyer) 曾給傳
出在大樓開幕啟用當天，故意從大樓高處

樓梯滾下自殺死去，其實這只坊間傳聞，

實際是他於1919年心臟病發而死。

不過另一真實故事是，自治領信託

公司的副主席兼總經理阿諾 (William Ar-
nold) 於1914年10月12日吞槍自殺，原因
各有說法，最流行的版本是他受不了公司

的破產及調查壓力，索性「提早收工」。

目前大樓的業主是牛頓投資有限公司

(Newton Investments Ltd.)，2008年即動工
100週年時給省府列為A級歷史建築。
由於它的古舊，也給不少荷里活電影

用作取景之用。◇

2016年8月初，我和老伴隨團參加了

一次黃石公園遊，該公園佔地面積8,900

多平方公里。這次我們參觀了地球上最大

的瀑布遺址——乾河瀑布，漫步於全長

100多米世界上最長的行人浮橋，遊覽了

巨像石灰梯田，並於黃石大峽谷感受了瀑

布飛流直下的壯觀。還參觀了稱為「沸騰

的湖」--黃石湖與老忠實噴泉泥漿噴發的

景觀，還有多個溫泉，它們的形狀、大

小、顏色各異，特別是水彩調色盤別具特

色、氣象萬千，令人目不暇接。

這一路上，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莫過

於導遊了。出發前的晚上他就親自逐個打

電話通知，尤其是提到不准帶方便麵，說

海關要檢查。他看上去中等個頭，比較瘦

弱，但精神矍鑠，他說已經退休了，很熱

愛導遊這份工作，所以還沒離崗。

他1977年從香港來到加拿大。由他的

講話可以聽得出來，他的粵語比較地道，

英語說的也可以，但國語說得不太標準。

他做這條線路的導遊已有十幾年的經歷，

對每個景點和中間站可說是瞭如指掌。所

以他對各個景點的介紹是滾瓜爛熟。線路

怎麼走才能避開觀光人群的高峰，各個景

點觀看的順序，容許遊客在每個景點停留

多長時間；在甚麼地方集合上車，哪裡吃

飯方便。他都會介紹得很詳細，比如有幾

家餐館，中餐的、西餐的，有甚麼特色小

吃，價格有甚麼不同等等。

這一路上他的嘴始終閒不住，除了講

安全之外，就是不停的介紹景點的歷史，

主要的景點的人文歷史、有何動物、植物

及其特點等，他都講的很細緻，中間穿插

一些調侃，語言豐富多彩，猶如說單口相

聲。他說的普通話我不敢恭維；但時不時

地說幾句潮汕話、閩南話、上海話、台灣

方言、粵語、加拿大俚語還有英語，反而

更增加了不少語言上的情趣。

我們這次旅遊的遊客有50多人，都是

來自不同地方的華人，有加拿大各地的、

中國大陸的、香港和台灣的。每個人的座

位前後順序，每天他都給與合理的搭配和

調換。在車上難免有些磕磕碰碰，剛一出

發有一家上海人，自家人吵了起來，他急

忙來勸說，他一聽口音知道是來自上海；

他又學著上海人的腔調說：「阿拉上海

您，阿拉斯加了（阿拉思家了）」。意思

是一出門就想家了嗎？因為他說的聲音挺

大的，逗得大家哄堂大笑，吵架的人不好

意思，也就順勢閉嘴了。

他要大家特別注意安全，反覆強調，

時刻提醒，每次出發前都要先清點人數，

坐好座位後要求都要繫上安全帶，親自檢

查行李架上的蓋子是否關好，他認為一切

沒有問題了才開車。車沒停穩他不讓人站

起來。他特別強調安全，告訴大家走在浮

橋上要非常地小心，要求相互手牽手，不

要掉到湖裡。

觀看景點一定要沿著人行道走，不得

越線。其實黃石公園裡的湖，大部分是含

有高酸性硫磺的泥漿，有的噴泉噴出的岩

漿溫度很高，幾乎能把生雞蛋煮熟。提醒

大家一定不要洗溫泉，千萬不要用礦泉

水瓶子接礦泉水，泉水不能喝，更不能治

病。不要著急走，因爲走得越快呼吸越

急促，吸入含有硫磺空氣就會越多……如

果帽子被風颳掉了，就不要想再去撿回來

了。我們就在景點看見了有志願者拿著一

個帶鈎子的長桿像釣魚一樣去鈎帽子的，

如果距離太遠也就無能為力了。

這次旅遊我遇到的這個導遊，可以說

很敬業，事業心很強，他能把遊客的安

全放在首位。他的身體並不太好，但他不

辭辛勞，為大家跑前跑後的；他的業務也

很熟練，知識豐富，講解到位，歷史天文

地理無不通曉，講解起來讓人感覺並不枯

燥，像講笑話一樣，妙趣橫生。長途旅行

容易在車上睡覺，不該打擾時他就不吱聲

了，讓大家休息；該提醒時他就開講了。

值得讚揚的是他在旅途中並不強調非要購

物不可，為此得到了遊客們一致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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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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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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灸推拿診所

BC省註冊中醫針灸師
加拿大卑詩省中醫針灸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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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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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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時間     地點 報名或查詢

5月7日-6月18日 

2018，國語

逢星期一

上午9:30到12：00

(5月21日無課程)

 Oakridge  Baptist Church，
   Cambie Street  6261號， 

       溫哥華

 請致電：

 604-327-3500

5月8日-6月12日 

2018，國語

逢星期二 

上午9:30到12:00

     高貴林宣道會，

       Ozada Ave. 3129號， 

      高貴林

 請致電：

 604–945-5850

5月23日-6月27日

2018，國語

逢星期三

上午9:30到12:00

 Fleetwood Community Centre，
   84 Ave.  15996號，

      素里

 請致電︰

 604-940-8967

日期   時間    地點 報名或查詢

5月9日-6月13日

2018，粵語

逢星期三 上午

9:30 到 12:00 

 加拿大糖尿病協會

 西8街 360-1385號， 

    溫哥華

 請電糖尿病協會

 中文熱線: 

 604-732-8187

6月4日-7月16日

2018，國語

逢星期一 上午

 9:30 到 12:00

(7月2日無課程)

 Metropolis Mall(商城)

 Kingsway 4720號
     本拿比

 請致電︰

 604-940-8967

積極自我管理-做好健康的主人
「培養慢性疾病/糖尿病自我管理的能力」系列課程

有效預防認知障礙症

「培養糖尿病自我管理的能力」免費系列課程

「培養健康自我管理的能力」免費系列課程

名額有限，報名請從速，額

滿後(每班12人)，須等待參加下

一期課程！報名或查詢近期將舉

辦的其他中/英文課程或組長培

訓，請上網到：

http://www.selfmanagementbc.
ca/

(資料由廣告客戶提供)

組員體會

系统讲解,边学边做,全面优化生活方式,预防慢病见实效！

「這個課程使我有機會對自

己的健康做一個全面的檢討。並

且內容包羅萬有，飲食、運動、

情緒、放鬆、睡眠等等一一具

備，實為我現在及未來的生活指

南。」

「參加這個保健課程，不僅

有輔導們現身說法，還有同學們

互相提供建議和實用方法，使我

有系統地學習和運用健康知識，

也更清楚自己的問題所在。短短

六週，生活習慣就得到有效的改

善。對我們全家人防範慢性疾病

和教育孩子也都很有幫助。」◇

(上)義工組長在帶領學

員們練習課程中介紹簡

易冥想方法，去實際感

受放鬆身心的效果。

(下)義工組長們在使用

圖表，生動形象地講解

應當如何設計營養均衡

的三餐。 

「認知

障礙症」（

過去俗稱「

老 年 癡 呆

症 」 ， 在

台灣也被稱

作「老人失智症」）並非正常的

老化過程，而是阿茲海默症或是

部分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腦細胞

出現了病變及死亡，導致腦功能

的急劇衰退。患者的認知能力，

包括記憶力、語言能力、視覺空

間判斷、執行能力、計算和決策

等方面會逐漸喪失，以致日常生

活、行為及情緒受到影響，離不

開他人的照顧。直至飲食吞嚥困

難等嚴重狀況，引起死亡。確定

診斷到死亡，平均約為10年。

近年來由於發病人數在長者

中的迅猛增加：約一半85-90歲

的老人，會發生認知障礙；今年

出生的加拿大人，三個當中將來

會有一個患上認知障礙症。10年

內，每5個加拿大人就有一個需

花時間照顧患此病的親人。有鑒

於此，「認知障礙症」在加拿大

被視為「銀色海嘯」，英國叫「

灰色瘟疫」，都是指隨著人口老

化，患者人數會像海嘯一樣衝垮

我們的社會。因為政府的醫療預

算早已入不敷出，無法提供這些

患者所需要的照顧（每人每年約

需五萬加幣，還未計算陪伴照顧

他們的親人的工作損失）。

這種可怕的病症在1906年被

德國醫生發現後，一直只是以顯

微鏡下腦組織結構的變化以及臨

床表現來定義。不瞭解致病的真

正原因，就無法有針對性地進行

治療或是預防。近10多年來運用

大數據的方法，研究與慢性疾病

的發生、發展相關的特徵性和網

絡性變化模式，才開始揭示出導

致「認知障礙症」最主要的原因

是「腦組織細胞的再生能力低於

其分解的速度」。並且這種引起

腦組織退行性變化的「代謝失

衡」，不是單一因素引起，而是

與幾十種生理上的改變，如機體

的炎症反應、對胰島素產生抗

性、激素的分泌不足、同型半胱

氨酸血症等的協同效應，都會有

密切關係。

這些詳實的研究結果提醒我

們，只有盡早全面地優化生活

方式，包括均衡健康的飲食，規

律和優質的睡眠，適當的增加運

動，和及時舒緩壓力等等，才能

夠有效地全方位堵住身體當中會

引致認知障礙症的發生或是發展

的 「主要漏洞」。

在卑詩省政府連續15年的資

助下，維多利亞大學已免費以國/

粵語在大溫地區舉辦了逾230個

美國斯坦福大學研究編寫的「培

養健康自我管理的能力」系列課

程，就是旨在幫助更多華人系統

地學習並掌握全面的保健知識和

簡單易行的實用方法，尤其是通

過逐步採取適合自己的行動，切

實地多方改善生活方式，遠離腦

退化等多種慢性疾病的困擾。



   陳慧敏醫生

   高岐臻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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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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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錦興藥劑師

廉而高卡的食物姇

健 而 康

緩解口乾新產品疱疱
Colgate Hyd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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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養生是中醫養生學中重要的方面，

許多人以為中國古代沒有如現代奧運會那樣

多姿多采的運動項目，又沒有運動會，所以

中國人不重視運動養生。其實傳統的運動項

目也很多，且具有養生的目的，如太極拳及

其他門派的拳術、氣功、華佗五禽戲、導引

術等都對人的健康長壽有很大的幫助。

中醫學認為運動可以通過活動筋骨、調

節器氣息、靜心寧神，令經絡暢通、氣血暢旺、

臟腑調和、增強正氣、卻病延年。

人體最重要是精、氣、神三個要素，通過適

當運動，可以令這稱為「三寶」的三個要素能夠

正常運作，從而達到「陰平陽泌」的狀態。

形、神俱壯旺、百脈流暢、內外相和、臟腑

和諧，患上各種急、慢性疾病的機會自然減少，

達到健康長壽的目的。現代醫學的研究亦證明：

運動能促進血液循環、改善腦的營養，令心肌、

膈、腹肌有力，令胃腸蠕動正常、提高機體的免

疫及內分泌機能，所以經常運動都多有精神奕

奕、靈敏、活潑的健康狀態。

可惜有些運動員為了片面爭取榮譽及經濟利

益，忘記了運動是為了強身健體這一根本目的，

過分運動，甚至服用藥物催谷，反令身體受到損

害。據有些機構調查，許多人過量運動的運動員

竟然未到50歲就患上心臟病，甚至比較不運動或

少運動的壽命還短。筆者過去亦診治過一些退役

的運動員，都有「週身病痛」的慨嘆。他們都有

過度訓練、運動量過大的歷史。

中國醫學認為運動養生不是單純加大運動強

度，而是意守(集中精神)、調息(注意呼吸的調

節)及形動統一統(形態與動作協調)，要按本身體

質、年齡，循序漸進，切勿過度訓練、過長時間，須持之以恆，

在運動期間須保持充足睡眠及休息，飲食須有適當營養及熱量、

水分的足夠尤其重要。一般食物如奶、蛋、肉類、蔬菜、生果都

可以均衡攝取，如身體素來虛弱者，可服「四君子湯」(人參、

茯苓、甘草、白朮)以補益中氣，與較溫和的運動(如步行)相配

合，逐漸收運動強身之效。◇

俗語「貴夾唔飽」是

用來形容一些價錢高，分

量少的食物。有個笑話，

說初結識男友時，應選擇

此類飲食，既表示矜持，

也可考驗男友云云。

與此相反的是「抵食

夾大件」，從消費者的角度，符合經濟原則的食

物，當然受群眾歡迎。

但從公共衛生的角度，造成許多疾病與傷

殘，正是一些現代平民食物，因為它們「廉而高

卡」。

所謂「卡」，是指卡路里(calorie)，即能提供

的熱量。高卡的食物，分量無需多，已能提供許

多熱量，常吃容易導致過胖。這類食物有個特別

名詞：高熱量密度(energy dense)。
從上世紀開始，肥胖已成為重要的慢性疾病

與提早死亡原因。根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肥胖

導致全世界5%之死亡。 

肥胖是多種嚴重疾病的風險因素，如心臟

病、中風和多種癌症，包括大腸癌、乳癌、子宮

癌。不過最能造成長期醫療負擔的，是糖尿病。

患者不會在短時間致命，卻有可能患上多種併發

症，導致傷殘，如腎衰竭、盲眼、截肢等。病人

須注意飲食，小心護理皮膚，以防感染，及長期

服藥甚至打針，生活質素當然受影響。肥人患多

種毛病的風險也增加，如退化性膝關節炎、靜脈

曲張等。因此，防止過胖十分重要。除了多運動

之外，提防進食這些高卡食物，一定有幫助。

天然食物多數含纖維和水分，吃完有飽的感

覺。但為了運送與儲存方便，及口感更佳，食物製

造商往往把它們都除去，或加上油糖，於是把原來

「低卡」的食物變成「高卡」。以薯仔為例，同樣

是100克，烚薯仔只有75卡，炸薯條加了許多油，

變成310卡，即四倍。但炸薯片抽乾了水，熱量急

升至530卡，即7倍。

同樣道理，一隻烚蛋(水煮)只是75卡，煎蛋卻

是120卡，相差一倍半，正是油的緣故。

油以外，糖的角色也不可忽視。白開水沒有卡

路里，一杯清茶只有2卡，但一罐可樂(375毫升)有

150卡。這是因為汽水含二氧化碳，乃是碳酸，為

維持甜味，故此加上大量糖。可別忘記，汽水不能

飽肚，也沒有甚麼營養，所以有些營養師稱之為

empty calories，乃是毫無好處的熱量。

又多糖又多油的蛋糕、甜餅、曲奇餅等，不用

猜，也知道都是高熱量密度：高卡！

人類在幾十萬年來，都依賴飽感來決定食量。

這種本能不會改變。要食得健康，不會過重，感覺

豐足又不挨餓，除了避開高卡食物外，不妨多吃蔬

菜水果。它們纖維和水分多，能給予飽感。所含的

多種維生素、礦物質還對身體有莫大好處。各種抗

氧化劑，如番茄內的茄紅素、豆類的異黃酮、藍莓

的花青素，均有助預防心臟病，以至癌症，絕對是

好處多多，應該多吃呀！◇

Energy Dense Foods
https://rutherford.ces.ncsu.edu/family-and-con-

sumer-article/ 

每 5 個 人 當

中，便會有一人

患有口乾症。情

況有很多種，例

如：口乾缺少唾

液、講話和吞嚥時由於口部太乾而感到

不舒服和困難、口腔味道改變、口唇破

裂和口臭等。

首先，我們要尋找出口乾的原因。

例如患上了乾燥綜合症 (Sjogren Syn-
drome)，接受了對癌症的幅射治療或化

療、未能控制的糖尿病和吸煙等。口

乾亦是很多藥物服用後其中的一種副作

用。例如高血壓丸和抗組胺藥 (Antihista-
mine)。

緩解口乾首先可以嘗試：(1)多喝

水，(2)咀嚼無糖份香口膠或硬糖，(3)

睡覺時使用加濕機 (humidifier)，(4)避免

酒精、煙草、咖啡因和辣的食物。(5)使

用嗽口水。

今期為大家介紹一種叫 (Colgate Hy-
dris)口乾嗽口水。它比其他市面上的嗽

口水有以下的好處：(1)用後4小時內可

以保持口腔濕潤，(2)口氣清新，(3)特

別清香薄荷味道 (Hydromint)。
它的主要成份是水、甘油、丙二

醇、山梨醇、菎麻油和磷酸，都是一些

專用來潤滑口腔的成份。

用法十分簡單，早晚刷牙時，用少

許的 Hydris 嗽口，讓它停留在口內約30

秒，然後吐出，不要吞下。平日經常使

用，會使你的口腔保持濕潤清爽，沒有

口氣。◇



醫 學 漫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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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痛與平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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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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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痔瘡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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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5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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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踝和以下的

腳掌是以拱橋狀

的構造，即足弓

來承受人體的重

量。它們的骨骼

和關節在支持體重的同時，還能在行走

和跑步時減低衝擊力。

由蹠骨和楔形骨所構成的關節，由

關節韌帶相互連接，在腳底部形成了一

個承受重量的理想拱橋形狀。

此外，在腳底形成一個足弓的拱橋

構造，由韌帶、肌腱和肌肉來支撐。足

弓是腳掌心，初生嬰兒時腳掌平坦，但

隨著步行的增加，多會使足弓愈來愈發

達。

          腳痛

腳踝是人體最容易受傷的關節，一

如上述是三塊骨頭的相接之處，可使腳

部在很大的範圍內活動，並且，承受了

  陳兆淦醫生

全個人體的重量。

引起腳板和腳踝痛的病因有很多，

最常見的是拉傷和扭傷(俗稱拗柴)。

當肌肉伸得過長或過快，會出現肌

肉拉傷，甚至撕裂。在寒冷的冬季，在

冰上滑一跤，或運動姿勢不正確，都會

做成肌肉拉傷。輕則會感到疼痛、僵

硬、瘀傷、腫脹。重則肌肉破裂、內部

出血，應立即就診。

當腫脹未消退不可熱敷，應該立即

冰敷，因為冰敷可緩解受損肌肉、關節

的疼痛、腫脹及炎症，還有利於止血。

用彈性繃帶包住患處，並將將抬高

至心臟以上，可以緩解腫脹。

若兩天後腫脹仍未消退，可以用熱

敷。熱敷可促進血液流通，加速癒合。

          平足

嬰兒大多數是平足，當到了十多歲

時，大多數人的腳板會出現拱形。因為

這樣的結構可以使身體的重量均勻地分

散到整個腳板。

有些人從未形成過拱形結構，而又

有些人在長距離行走之後，由正常的拱

形足變為平足，平足者甚至會較少出現

腰部或足部損傷。

但是，平足者會發生一些不便：

(一)走路時會常發生腳部神經和血

管受壓，尤其是體伴的長者。

(二)引發失衡，尤其是腳踝關節、

膝、臀、或者腰部的關節出現問題。癡

肥的耆英要承受過多的體重。

(三)請教足醫(Podiatrist)，他會替患

者設計合足的鞋，因為拱形可以支持患

者保持較佳的受力以體姿。

嬰兒的腳初時肥胖，看上去是平

足，孩子當學走路後，5歲開始多會出現

拱形的結構。

但是，超過10%孩子的拱形腳永遠不

會發育完善。◇

使用鞋墊可改善平足情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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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順天醫生

醫學新知

丙型肝炎

有肝病  找人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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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型肝炎是

一種由肝臟病毒

引發的傳染病。

它可以通過注

射、特別是1990

年以前的輸血、

性交、身體穿

刺或紋身，或共用剃刀、牙刷等方式傳

播，偶然也有病毒在分娩時從母親傳播

給嬰兒。

在1945年至1964年出生的「嬰兒

潮」世代中，丙型肝炎仍然是一個令人

擔憂的問題，因為在這個時代許多人被

感染而不自知，因此篩檢是很重要的，

尚未接受篩查的高危者應與醫生商討。

早期慢性丙型肝炎患者的佳音

對於慢性丙型肝炎的患者，隨著時

間的推移，肝炎病毒會損害肝臟，最終

導致肝臟功能衰退，稱為肝硬化。由於

肝臟在許多身體機能中有非常重要性，

器官功能的衰退會影響整個身體。當肝

硬化出現時，身體可能出現腫脹，胃腸

道出血，也增加肝癌的風險。若在丙型

肝炎感染肝臟初期就接受治療，便可能

預防這些併發症。

現在，卑詩省慢性肝炎患者可以更

早地接受早期治療，因為卑詩醫藥補助

計畫 (Pharmacare) 已經批准為早期慢性
丙型肝炎患者提供資助(之前這資助僅

適用於嚴重的丙型肝炎患者)。

可以治愈慢性丙型肝炎的新藥

現時市面新推出治療慢性丙型肝炎

的口服藥物，療效極為顯著(治愈率超過

97%)，而且耐受性高，容易遵從，每天需

要一粒藥丸，連服三個月，就能大大減低

因慢性丙型肝炎而引發併發症的風險。

雖然丙型肝炎有不同類型，幸運的是

所有類型的丙型肝炎皆可於此時得到治

療。根據丙型肝炎的不同類型，你的健康

狀況，某一種特定藥物都可能對你最為有

效。請務必與醫生討論你的病史，讓醫生

知道你正在服用的所有藥物。無論對於

慢性丙型肝炎患者，或提供醫療服務的人

員，這種新的治療都是令人振奮的。

結論

如有患上丙型肝炎的風險，請諮詢醫

生應否接受篩檢；

如有丙型肝炎，諮詢醫生如何處理；

丙型肝炎的治療比以往更容易負擔；

治療非常有效，方便且耐受性高；

通過早期治療，可預防丙型肝炎引起

的併發症。◇

         親子講座

加拿大健康促進會與列治文公共圖

書館合辦「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免

費粵語講座，將講解如何透過孩子的

行為認識他們，如何透過我們的反應認

識自己，並回答有關親子的各項問題。

時間︰5月2日晚上7時半，地點︰7700 

Minoru Gate。報名︰604-231-6462。

曾在網上

看 到 一 則 新

聞：56歲的企

業家吳江15年

前被查出肝癌晚期，醫生預測他只能活2

年，他積極配合治療，奇跡般生存到現

在。闖過了「2年」期限的鬼門關後，他

開始與癌症病人分享自己的抗癌經驗，為

病友帶去希望。十

幾年來，吳江通過

電話、會面及探視

等方式，義務幫助

過很多癌患者，更

鼓勵了一些患者也

成為志願者。

吳江把與病友

聊天，當成「話

療」，他相信交流

能帶給病友信心與希望，而信心與希望是

抗癌的一部分。

加拿大肝臟基金會也設有病友支持網

絡，聯結多個城市的志願者與患者。志

願者包括肝病者及其家人，或者肝病護理

者。病友通過電話、座談會及活動聚會等

形式，提供安全方便的平台，令彼此可以

暢談心情，討論疑惑。

「醫生告訴我患了肝癌時，我感到恐

懼與絕望，不知道如何應對接下來的治

療。通過病友支持網絡，我聯繫到一位做

過肝癌切除手術的戰友，這位戰友講述了

他的經歷，我聽了後心裡沒那麼慌張了。

加拿大肝臟基金舉辦溫哥華「護

肝齊步走」活動，歡迎與家人、朋友

一起來為肝臟健康加油。活動包括表

演、野餐小食，以及為小朋友們準備

的嘉年華節目。

時間：6月10日(星期日)上午9時

至下午1時。

地點：本拿比中央公園

查詢及報名：604-707-6434

後來我有幸等到了捐贈的肝臟，接受了肝

臟移植，很快康復。而這位戰友則因為肝

功能衰退，被放到移植等待名單上，我將

自己肝臟移植的經歷講給他聽，對他也有

不少安慰。」肝臟移植倖存者楊先生從當

年的病人，現在變成了病友支持網絡的志

願者。

「與經歷過相同病情的人交流，不

只學到一些應對病

情的方法，更重要

的，是從其他病

友的經歷中看到希

望。」肝硬化的湯

米說。

如果你想分享

你與肝病共同生活

的故事，或者想與

其他病友交流，可

以加入加拿大肝臟基金會病友互助網絡。

諮詢請致電1-800-563-5483*4924或電郵

至chinese@liver.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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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溫市政府就歧視華裔道歉

 中僑松鶴之友主辦、美亞假期主理「一天遊」

三角洲市雀鳥自然保護區
包入埸費 、 觀雀 和飼餵 、 請自備相機拍攝雀鳥飛翔

杜華遜大型特賣埸 
商場指南 、 購物袋、 選購多款品牌高質特價產品 

列治文鴻星温海鮮酒家
享用高質中餐美食 - 8 温款宴會式晚宴

遊雀鳥公園行Mall

會員$88      非會員$98
（包入場券、晚餐、   稅項、司機導遊小費)

日期：2018年5月15日（星期二） 
報名及查詢，請致電

604-408-7274 內線 1054

鳴謝讀者捐助

 二星會員(贊助會費25元)
  廖夢菁、蘇少華、李健偉、

  葉阿嬌、黃凱信、陳炎秀、

  林慧芳、李寶群、胡惠琼、

  秦倩清、司徒舜、司徒佩貞

松鶴之友 新會員

三星會員(贊助會費50元)
        蘇坤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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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

歡迎加入「松鶴之友」，以會費贊助本刊。

捐款支票、入會表格及會費，請郵寄至S.U.C.C.E.S.S. Evergreen 
News (28 W. Pednder St.  Van.  B.C.  V6B 1R6)，抬頭 S.U.C.C.E.S.S. 。

(左起)葉吳美琪、余宏榮、楊子亮、

溫市政府社會規畫師黃永安合照。

周潘坤玲︰盼建平等和諧社會

300元︰潘玉蘭

100元︰陸玉荷、劉國藩、

        魏祚民、唐趙英蘭、

        關琼珍  

  50元︰程瑞深

「當日許多我們的民選官員包括市長及市議員等，不但沒有發聲反對由種族主義造

成的不公義，反而利用市府的法定權力去制訂及擴充針對華人的歧視性法例，令種族歧

視政策在法制保護下日益猖獗，華裔居民蒙受傷害，就此向溫哥華的華裔社群及所有華

裔加拿大人正式道歉。」—— 溫乭哥華市政府道歉聲明

溫哥華市政府4月22日在大溫哥華

中華文化中心林思齊大禮堂舉行特別會

議，就市府於1886至1947年間推行的歧

視華裔政策及歷史道歉，場內500多人及

場外數百人透過直播，見證歷史一刻。

親臨到場者的嘉賓包括三位二戰老兵及

多位經歷歧視對待的華裔長者。其中即

將100歲的 Mei Eng 表示，她是土生，親

身經歷了種種歧視，等待溫市府道歉已

很久，儘管實在太遲，但仍然高興終於

目睹這個歷史性時刻。

中僑互助會主席譚明山、副主席楊

子亮、理事會秘書鄧安怡、前主席黃麗

珠及中僑行政總裁周潘坤玲等亦有出

席。

道歉聲明分別由市長羅品信以英

語，省退休法官、前溫市議員及中僑前

理事余宏榮以四邑話，中僑創會主席暨

贊助人、前溫市議員葉吳美琪則以廣東

話讀出，其中余宏榮和葉吳美琪都是這

次道歉工作的諮詢委員會榮譽成員。

聲明除道歉外，亦承諾溫市政府協

助爭取把華埠申請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的世界遺產，設立華埠活遺產與文化

資產管理計劃，以支持申遺工作及重新

設計奇花街 (Keefer St.) 紀念廣場。

當宣讀道歉聲明後，全場起立熱烈

鼓掌長達一分鐘致意。

儀式上亦分別邀請三位社區人士回

應，分別是加拿大華裔軍事博物館副主

席兼退伍軍人吳英超、中華會館理事長

姚崇英及代表華裔年輕一代的17歲溫市

居民蔡珍儀，她是第五代華裔、華埠商

人周永職的外孫女。

葉吳美琪之後回應媒體訪問時表

示，目睹溫市職員做了很多工作，今次

是一次真誠的道歉，而市府決定將市議

會會議移師到華埠舉行，除了方便長者

外，也象徵了「上門道歉」的誠意。

中僑行政總裁周潘坤玲接受傳媒訪

問時表示，溫市華裔過去一直受到各種

形式的歧視，她歡迎市政的正式道歉，

並期望各族裔合作，建立一個平等與和

諧社會。◇

(左起)周潘坤玲、譚明山、楊子亮、

黃麗珠、鄧安怡出席儀式。

Mei Eng 終於等到溫市政府道歉

   文與圖︰盧炯燊



松鶴之友聚餐

產前課程 歡迎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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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盧炯燊

嘉賓們與松鶴之友應屆執委會成員合照

(左起)葉吳美琪、

中僑理事會秘書

鄧安怡、中僑行政

及發展總監劉炳麒

出席午宴。

(上)松鶴之友卡拉OK班

學員合唱，(下)陸玉荷

與卡拉OK班導師及班長

合照。

中僑創會主席葉吳美琪頒委任狀予陸玉荷(左)及頒獎狀給莊藹凝(中)、譚超蓮(右)。

中僑基金會主席許祖澤(中)與松鶴之友會主席陸玉荷(左三)

頒感謝狀予五位藝術家

中僑互助會與道格拉斯學院(Doug-
las College)舉辦粵語及國語產前教育課

程，為有需要人士提供有關健康懷孕、

生產及為人父母耍知道的資料。

上課內容包括︰懷孕後期的生理及

心理變化、懷孕後期胎兒的舉止及動

態、陣痛及分娩、陣痛的處理、在陣痛

及分娩時嬰兒所扮演的角色、各種處理

陣痛的醫學方法、意想不到的事情、嬰

兒的第一小時、嬰兒出生後的生理及心

理變化、餵母乳有甚麼好處、如何開始

及繼續餵母乳、嬰兒的第一個星期及作

為父母的適應方式。

課程由豐富助產士經驗、現職溫哥

華產前與產後社區護士及卑詩省註冊護

士主講。

上課地點︰列治文醫院。

粵語課程全期三堂，日期︰

5月28日及6月4日、11日；

6月18日、25日及7月9日；

6月25日、7月9日及16日。

時間逢星期一晚上7時至10時

國語課程全期一堂，日期︰

5月13日及6月24日。

星期日上午9時至下午4時

費用︰$100，歡迎夫婦二人一起

參加。付款可用現金或支票(抬頭請寫 

S.U.C.C.E.S.S.) 並交往中僑列治文辦事

處 (220-7000 Minoru Blvd., Rmd.) 或中僑

華埠片打西街38號辦事處。查詢︰(列

治文)604-279-7180；(華埠)604-408-

7274內線1088。◇

中僑合辦 免費入場 

中僑互助會與卑詩省阿茲海默氏症

協會聯合舉辦「腦部的健康與退化」

免費粵語講座，現場並設有諮詢攤

位，歡迎有興趣者參加。

活動主要是向華裔民眾介紹對腦部

健康及退化的認識，特別是俗稱「老

人癡呆」的阿茲海默氏症問題。

講座的主講嘉賓是卑詩大學(UBC)
醫學院副院長及教授黃耀明醫生；現

場的健康諮詢攤位，則由有關的專科

醫生主持，他們還會回答觀眾的有關

問題。

「腦部的健康與退化」講座地點︰

華埠中僑社會服務中心禮和堂(溫哥華

片打西街28號)；時間︰5月19日(星

期六)；時間︰上午9時30分至中午12

時。

歡迎查詢講座詳情︰卑詩省阿茲

海默氏症協會華人資源中心支援及教

育主任唐柳迎，電話︰604-279-7120

， 或中僑互助會，電話︰604-408-

7274內線1088。◇

腦部健康與退化講座

中僑互助會舉辦「愛滋病毒

與丙型肝炎干預項目」，現起

至2020年9月，透過定期的免費

健康講座，讓華裔及南亞裔社

區民眾認識及預防感染愛滋病

毒 (HIV) 及丙型肝炎 (Hep C)。
有關項目主要是透過舉辦免

費健康知識講座以及提供現場

測試服務。時間及地點如下︰

5月15日上午9時至12時，華

埠中僑社會服務中心109室；

6月3日上午1 0時半至下

午1時半，列治文中僑互助會

社區培訓中心 (8111 Granville 

Ave.) 212室；

6月20日下午1時至3時，高

貴林恆基中心中僑三聯市辦事

處 (1163 Pinetree Way) 2058室。  

現場提供免費測試與諮詢。

名額只限20人，報名︰604-

231-3344內線2182。◇

愛滋病毒與丙型肝炎干預項目

中僑華埠耆英聯會執委兼英

文班導師譚佐治  (George Tam
左二)的太太夢娜 (Mona 左三)

日前在二埠

星光娛樂表

演酒廊 (Star-
l i g h t  S h o w 
L o u n g e ) 舉
行慶祝生日

演唱會，籌

得2000元捐

予中僑基金

會。由華埠

耆英聯會主席葉承基(右)及中

僑基金會資源拓展總監梁景新(

右三)代表接受支票。◇

夢娜慶生演唱  籌款捐助中僑



周潘坤玲頒獎狀給住客義工麥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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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梁潔明(中)退而不休，任親善大使團主席。

協會行政總監江倩雅

感謝義工、員工

及社區團體。

無私奉獻 優質服務 感謝支持

表彰義工員工 氣氛熱烈

壓軸抽獎掀起陣陣高潮

中僑主席譚明山致詞

中僑行政總裁周潘坤玲致詞。

中僑護理服務協會4月

20日舉行第16屆義

工/員工表彰典禮，表揚過

去一年來作出貢獻的義工及

長期服務員工，表彰典禮當

天晚上在溫哥華中僑服務中

心禮和堂舉行，近200人出

席，場面熱鬧。

今屆獲表彰的項目包括

住客義工、退休員工、員

工十年服務獎、義工十年長

期服務獎、員工勤工獎、員

工創意獎及最佳義工獎等項

目。另外還有義工團體感謝

狀，感謝社區團體的支持。

典禮先由中僑護理服務

協會行政總監江倩雅 (Sinder 
Kaur) 致詞，感謝員工的優
質服務以及義工們的無私奉

獻，使住客長者們感受到家

的溫暖。她也感謝社區團體

義工們的支持。出席典禮的

中僑主席譚明山及行政總裁

周潘坤玲也先後發言，對獲

表彰員工多加勉勵，希望他

們繼續作出努力，此外也感

謝義工的奉獻精神。

剛退休的前護理服務協

會行政總監蔡梁潔明獲頒退

休員工獎，但退而不休，現

在擔任親善大使團主席，繼

續義工服務。

表彰典禮當晚節目豐

富，除由護理服務協會飲食

服部提供韓式美食外，各

部門管理層也粉墨登場，

表演「大長今」歌舞，抽獎

更令氣氛推上高潮。◇

表彰大會氣氛熱烈，一片歡樂。

中僑護理服務協會專訊

獲義工十年長期服務獎的蔡允愃

(後右二)帶同三名兒子領取獎狀

文與圖︰盧炯燊  

各部門管理層表演「大長今」歌舞

表彰典禮提供韓式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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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亟需各界捐助出版經費，捐款 20元

或以上者將獲發報稅收據。支票抬頭

S.U.C.C.E.S.S.，寄交中僑出版部。

‧惠登廣告，請洽中僑出版部。

 網址：www.success.bc.ca/evergreen

本刊前身為《松鶴天地》，1985 年創刊。每期順利付梓，實賴各界義工鼎力協助，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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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僑善款 服務多範疇
謝各界慷慨捐助 從此變得不一樣

歡迎讀者提供照片，請寫下姓名、拍攝日

期、所在城市，郵寄中僑互助會出版部或電郵

publications@success.bc.ca，註明「新天地伴我行」。本刊保留刊

登與否權利，照片恕不退回。◇

讀者Vincent在西班牙巴塞隆拿

閱讀《中僑新天地》

中僑基金會一年一度的「

中僑百萬行」今年進入第33

屆，將於7月15日(星期日)在士

丹利公園內林百文公園(Lumber-
men’s Arch)舉行。

活動收益會用作支持中僑

互助會的社會服務，例如：家

庭輔導、青少年服務、婦女服

務及長者服務等。這類服務對

社會極為重要，但卻缺乏政府

資助，因此需要各界支持。

「中僑百萬行」每年均有

數以百計義工協助，才能成功

舉行。義工朋友也可藉活動提

升領導技能、組織能力、發揮

團隊精神及認識新朋友，回饋

社會。

今年義工招募已經開始，

有不同類別。查詢請致電中僑

基金會︰604-408-7228或電郵

fundraising@success.bc.ca。
有你的支持是非常重要

的，請馬上報名成為中僑大家

庭的一分子﹗更多中僑百萬行

的籌款及活動相關訊息，請留

意本報消息。◇

中僑百萬行 招募義工

肥媽瑪麗亞2018中僑慈善演唱會將於8月17

日及18日兩天在列治文河石大劇院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演出。這是繼2014年之後，肥媽再

次來到溫哥華協助中僑籌款演唱。 

肥媽是香港著名的歌手、女演員、

女主持人。1985年開始她的職業歌唱生

涯，獨特的演唱風格很快就吸引了音樂

界的關注。1988年，收錄她首張專輯的

歌曲《友誼之光》更獲得香港的「十大

中文金曲獎」。在2013年10月，肥媽與

陳潔靈 (Elisa Chan) 及葉麗儀 (Francis 
Yip) 在香港體育館舉行了兩場演唱會，

全場爆滿座無虛席。除了歌唱外，她還

活躍於電視節目，主持自己的電視烹飪

節目。

2018肥媽瑪麗亞中僑慈善演唱會的

收益，將用於中僑互助會缺乏政府資

助但是社區急需的服務上，例如中僑心

理熱線、家庭輔導、青年校園及領袖項

目、及護理安老院等服務。

演唱會門票現已發售，票價為$68

、98、138、198 (VIP)。購票及查詢請

電︰604-408-7228或登入www.successfoundation.
ca。8月17日及18日，河石大劇院肥媽與你不見

不散！◇

肥媽瑪麗亞 中僑慈善演唱

8月17及18日列治文河石大劇院舉行

中僑互助會是加西地區最大的非牟利社會服務機構

之一，能夠提供不同的計畫和服務，全賴個人、商業機

構及各界人士的捐贈，而善長們的支持，使中僑得以繼

續維持高質素及穩定服務。至於獲得中僑服務的人士，

在融入社區的旅途上，也有善長們一直的陪伴。

感激各界以不同的方式捐助，在2017年，中僑所獲

得的善款支持了以下服務：

‧透過中僑心理熱線幫助有需要人士。該計畫主要

為長者、新移民以及面臨家庭暴力或心

理健康問題的人士，提供資訊和情緒支

援服務。  

‧中僑的輔導計畫，透過通曉廣東

話、普通話和韓語的專業輔導人員，為

有需要的家庭、夫婦、以及受家庭暴力

和精神健康影響的人士，提供輔導服務。

‧中僑的多元文化幼兒發展計畫及家庭資源中心，

主要協助移民兒童建立基礎，在適應新文化環境後進一

步發展。  

‧透過與長者及其家庭成員合作，協助長者維持健

康及獨立、促進社交聯繫，部分更在長者日間中心獲得

所需基本服務。

當生活及經濟環境有所改善，想到為他人付出及對

社會作出回饋時，透過慷慨捐贈，既能表達你的意願，

又能取得稅務優惠，其意義可能超越你所想像。◇

去年中僑百萬行，中僑金龍率眾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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