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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 影 劇 場

大溫開畫日期：1月18日

大溫開畫日期：1月18日

 A   dog’s   way   home

  英米
  英米

 大溫開畫日期：1月11日

Glass 

Stan   &   Ollie

The  Matchmaker

Ture   Crime

   潘煒強

《可曾記起》在多倫多首演大獲好評，演員謝幕。

《可曾記起》用流行曲串連

這部喜劇的故事，講述一隻狗和

主人分開後，為了回到有安全保障

的家，走了一段400哩的旅程，在沿

途中遇到一系列的新朋友，牠給這

些新朋友的生命帶來一點快樂和安

慰。

(圖片：Columbia  Pictures)

這部懸疑片是導演 M. Night Shyamalan 為
自己從前的兩部電影 Unbreakable 及 Split 拍
攝的續集，在家鄉費城拍攝。片中由 Bruce 
Willis 飾演的保安員 David Dunn，利用超能

力，追查一個有24種性格的精神病男子 Kevin 
Wendell Crumb (James McAvoy 飾演)，Samuel 
L. Jackson 在片中飾演殺人犯 Mr. Glass 。

(圖片：Jessica Kourkounis/Universal Pic-
tures)◇

這是一部自傳式英國喜劇。故事的主角 Stan Lau-
rel (Steve Coogan 飾演)和 Oliver Hardy (John  C. Reil-
ly 飾演) 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喜劇拍擋之一，1953年開

始在英國各地劇院巡迴演出，但兩人的黃金時代已過

去，感到前景不明朗，於是再和崇拜他們的粉絲聯

繫，再度演出，今次又大受歡迎，但這時候Oliver 的
身體欠佳，

開始影響兩

人的合作關

係。

(圖片：En-
tertainment 
One) 

這 是

一齣經典

舞台劇，

劇中主角 Horace Vandergelder 
想找終身伴侶，媒人 Dolly Gal-
lagher 幫他找，結果合適的人

選非常多。

(圖片：Arts Club  Theatre) 
日期：1月24日至2月24日

地點：Stanley Industrial 
Alliance Stage (2750 Granville 
St., Van)

購票電話：Arts Club 604-

687-1644

網頁：https://artsclub.com

這齣舞台劇是關於一名騙

子 Christian Gerhartsreiter 的故

事，他正在加州監獄服刑，刑

期很長，音樂家 Torquil Camp-
bell 忽然介入他的生命……。

(圖片：Arts  Club  Theatre) 
日期：1月31日至2月24日

地點：Goldcorp  Stage  at  
the BMO  Theatre Centre (162 
West 1st  Ave.,  Van.)

購票電話：Arts Club 604-

687-1644◇

Try to Remember

我創作的音

樂劇《可

曾記起》(Try to 
Remember) 2018

年在東岸多倫多

首 演 ， 喜 獲 好

評，並且將於今年6月在西岸溫哥華上演

兩場。

在這裡跟各位分享好友及香港著名

作詞人岑偉宗，在首演場刊中的一篇文

章。

用全新創作

的故事架構，串

連起一些觀眾耳

熟 能 詳 的 流 行

曲，是為「點唱

機音樂劇」。這

類 音 樂 劇 的 佼

佼 者 ， 應 該 是

《Mama Mia》。該劇串連上世紀70年代

知名樂隊 ABBA 的名曲，以家庭溫情故

事包裝著，載歌載舞，既給中年觀眾(歌

迷)緬懷昔日時光，也給年輕觀眾獵奇「

父輩」的青春歲月。 

不過，無論何種故事或歌曲配搭，

「點唱機音樂劇」的賣點就是「歌曲」

。那些「流行曲」是吸引觀眾入場的重

點，也是引發台上台下共鳴的手段。相

比於話劇，音樂劇要投放更多的資源，

一個的好劇本和演員能將本來自成一體

的「流行曲」融入到劇

情之中，變成充滿戲味

的表演，更能讓聽眾

賞心悅目。 

流行曲有他自己

說故事的方式，他的

音樂文法也跟音樂劇有

分別。然而，動人精采的

流行歌曲，當中總有些樂句

或詞句能觸動人心，令聽者回味不

已。一如寫得精采的戲劇獨白，總有可

供導演、演員、音樂總監發揮之處。

而這種靈性交流，也正是看「點唱

機音樂劇」，跟看「流行曲演唱會」最

大的分別。

我在香港以創作音樂

劇為本業，然而偶然在

某些流行曲的作品裡，

彷彿都看到一些具備可

發展成「音樂劇曲」

的時刻或片段。大概「

說故事」、「聽故事」

都是人類的共同需要。現

代的表演藝術，流行與嚴肅、

通俗與高雅、敘事與抒情的界線愈

來愈模糊，由此作起步，點起了創作的

欲望，觀眾又建立了信心，下一步跨進

去「原創音樂劇」，也許是並不遙遠的

事。希望《可曾記起》以此為起點，往

後還有更多更多的後續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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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安老院  活動受歡迎

(右圖)楊子亮(右五)、葉吳美琪(右七)、陸玉荷(左四)、甘偉納

(左七)、周傑富(右三)、葉榕湋(左五)、布賴克魯茲(左六)等與

數碼相機組部分獲獎者合照。(左圖)流動通訊設備組得獎者。

李時勤 3.12 講座

由中僑松鶴之友和中藝攝影學會合

辦的第一屆「中僑新天地攝影比賽」，

得獎作品展已於2018年12月７日圓滿結

束。包括中僑主席楊子亮、中僑創會主

席暨贊助人葉吳美琪、中僑松鶴之友主

席陸玉荷，中藝攝影學會會長周傑富、

美亞假期銷售總監甘偉納，及三位評判

葉榕湋、布賴克魯茲 (Larry Breitkreutz)

攝影賽及作品展圓滿舉行

大溫哥華地區房地產市場一

直是熱門話題，例如房屋價格急

劇飆升後有回軟跡象，稅務的問

題也惹人關注。年邁業主希望預

早把物業資產分配給其子孫，但

也要考慮下一代繼承房產時，會

否因為驚人的屋價升幅，相對需

要支付大筆稅款？

松鶴之友會特別邀請李時勤

律師為大家解答上述問題，講座

以粵語舉行，歡迎松鶴之友會員

及《中僑新天地》讀者報名參

加。

題目：怎樣把房屋轉讓給子

女(粵語)

日期：３月12日(星期二)上

午10時30分至中午12時

地點︰溫哥華中僑社會服務

中心 (28  W. Pednder  St.,  Van. )
電話：604-408-7269。◇

松鶴之友舉辦的「秋日進補及參觀

中僑安老院」活動於11月29日舉行，

● 卡拉OK歌藝班
  溫哥華馬寶渥列治社區中心   
   2月14日至3月28日

  （逢星期四上午10時15分至

    12時15分)

    共7節，每節  $ 7(歡迎隨時加入)

● 健康排舞班
   1月7日至3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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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鶴之友最新活動
● 粵語講座
   題目：怎樣把房屋轉給子女

    講者：李時勤律師

    日期：3月12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10時30分

● 會員大會
   日期：3月7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10時30分

    議程：總結上年度工作及

          選舉新一屆執委會

、羅徵遠醫生等嘉賓出席了開幕禮。

兩個組別(攝影機及流動通訊設備

組)的冠、亞軍由甘偉納頒獎，季軍由周

傑富頒獎。

今次攝影比主題「世界風情」涵蓋

範圍廣泛，目的是鼓勵多些人能夠把在

旅途中遇見的風光美景、人們的生活習

俗和人情世故捕捉下來。比賽評選過程

嚴謹，由葉榕湋、牙科醫生羅徵遠及

布賴克魯茲等三位資深攝影家組成評判

團。他們各具多年攝影經驗，分別是加

拿大攝影學會高級會士、沙龍比賽得獎

者及 CAPA 認證的評審員。

三位評判按國際沙龍比賽規定，首

先公開評審全部130多名參賽者提交的

300多幀作品，並邀請了所有參賽者及其

他攝影愛好者到場觀察。

評判團花了4個多小時評審所有作

品，最後選出了26幀入圍照片，之後在

各組最高分作品中選出冠、亞、季軍。

在沖曬過程中，如有照片當時未能達到

評選的標準，評判們會再研究照片是否

符合當初賽果的入圍及展出資格，確保

整個評選過程及結果都是公平、公開及

公正。

今次攝影比賽的成功，並為《中僑

新天地》籌募了經費，有賴中藝攝影學

會、主題合作伙伴美亞假期及贊助商

Broadway   Camera 的大力支持。◇

中僑松鶴之友會定於3
月7日(星期四)上午10時
半，在溫哥華中僑社會服
務中心(W. Pednder  St.,  Van.)舉
行會員大會，選舉新一屆
執委會。歡迎所有會員攜
同會員證出席，共商會務
及參加選舉。◇

3月7日會員大會

選舉新屆執委會
房屋轉給子女須知

評選過程嚴謹  公平公開公正

筵開五席，場面熱

鬧。部分參加者首先

參觀中僑護理服務協

會屬下多家院舍，包

括李國賢護理安老

院、樂群苑和錢梁秀

蓉日間活動中心，獲

得中僑護理服務協會

人力資源及行政經理

楊肖鴿及社區/義工

服務經理許慧嫺熱情

接待，向大家介紹了

院舍的日常運作情況、申請手續及帶領

參觀，參觀者均表示獲益不少。◇

松鶴之友參觀中僑安老院活動(何國勁提供)



小農夫
文：阿蘇哥哥   

Grace 

幼  吾  幼

電腦小天才

胡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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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ley  (4歲)  (4歲)

前兩期我寫過小

不點兒Alan，

其實他還有一個哥哥叫

申如，曾經也在我這裡

上過課。因為上了六

年級，學校的課業比

較繁重，加上每天課

後都排了其他課外活動，所以暫停了畫

畫，但是我對他的印象特別深刻。

他有張鼓鼓的臉龐，帶著大大的眼

鏡，留個小平頭，長得非常的清秀，遺

傳了媽媽的漂亮五官，身材稍微的壯

   張麗娜   

碩，不像弟弟偏瘦，總體上算是個小帥

哥。

申如住在我家附近，父母為了訓練

他獨立，要求他自己騎腳踏車來上課，

每次見到他都是汗流浹背，滿頭大汗的

按門鈴。我會遞給他一杯開水，讓他緩

緩氣兒，然後到畫室上課。

最近不知為何腦子裡經常出現他的

影子，他性格開朗，笑聲不斷。

我擺在桌上的圓形銅製紙鎮及公園

撿回的樹枝筆架，都是他上課把玩的玩

具。每次來上課，他右手拿毛筆，左手

總是不停的在把玩

桌上的任何一件東

西，即便我要求他

左手按著宣紙，不

能玩東西，意在讓

他集中心力畫圖，

才一會兒功夫他的左手又「偷偷地溜

去」把玩東西了。所以專心對他來說還

是有點兒挑戰，也有可能繪畫對他來說

沒有很大的吸引力吧！

 申如的造型能力不算太好，但是

他非常的用功，對自己的要求也很高，

他很想做好，但是他看畫的視角有點偏

差，所以線條不穩定，比例也不算正

確。每回教他筆法，我問他了解否？他

則「嗯嗯！嗯嗯！」可是還是記不住我

說的筆法，一會兒就忘了。

他會很努力的去糾正，一次、兩

次、三次，經常要求自己重畫，一遍遍

的試，我在旁邊鼓勵他，也安慰他不要

心急，十幾堂課下來已看到他的進步。

有時他用滿口流利的英文像演講般，講

了一大堆理論給我聽，不知是不是學校

裡學的課程，他全背起來了？人在畫畫

心在背誦英文？所以走神了？

 聽胡媽媽說，他的電腦超強的，

會設計也能維修，可能有高中或大學的

程度吧！我終於了解老天是公平的，雖

關了他藝術的門，但是也幫他開了電

腦的窗。想到他是電腦方面的天才，其

實不善於繪畫也無所謂了！把電腦專業

學好，將來前途定無限量，就把繪畫當

成消遣吧！也許將來的某一天，他腦子

裡的繪畫線路突然接通了，自然水到渠

成。◇

Nicholas  (5歲)

我們是小農夫
在田裡勞動
鋤草澆水
施肥捉蟲 

   圖：小太陽教育中心  

我們是小農夫
在田裡做工
種瓜種菜
養雞養蜂

我們是小農夫
在田裡耕種
不怕太陽曬
不怕吹冷風
忙忙碌碌度過春夏秋冬◇



新  篇

   馬新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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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 大麻夢

         順利樓康樂組

活動內容︰

健康運動、英文班、電影分享、

生日會、戶外活動

地址︰華埠順利樓9樓活動室

(Solheim  Place  251  Union St., Van.)
正門對講機按900

時間︰逢星期一下午1:30至3:30

     希爾克雷斯社區耆英會

活動內容︰

毛衣編織、手機/平板電腦教學

(自備手機/平板電腦)

地址︰Hillcrest文娛中心322室

(4575 Clancy  Loranger  Way,  Van.)
時間︰逢星期三上午11:15至12:45

     馬寶渥列治社區耆英會

活動內容︰

健康運動、康樂活動、生日會、

戶外活動及講座

地址︰馬寶渥列治社區中心102室

(990  W. 59th  Ave., Van.)
時間︰逢星期四上午9:30至11:30

      馬寶渥列治社區耆英會

活動內容︰

手機/平板電腦教學

(須自備手機/平板電腦)

地址︰馬寶渥列治社區中心102室

      (990  W. 59th  Ave., Van.)
時間︰逢星期四下午2:15至3:45

      奇蘭尼社區耆英會

活動內容︰

每週活動第一個小時英文班(國語授課)

第二個小時健康運動、英文 Bingo
、戶外活動及講座

地址︰奇蘭尼社區中心201室

(6260  Killarney  St.,  Van.)
時間︰逢星期五上午9:00至11:00

                  歡迎55歲或以上的華人長者參加

              查詢請電:604-408-7274內線:1088 張小姐

中 僑 耆 英 外 展 活 動

一個陽光明媚的上午，

門外響起了一串哈哈

的笑聲，隨著笑聲的臨近，

我的顧客 Jake 興致勃勃地
來到了我的小店。這一串哈

哈的大笑聲，是 Jake 酒後
的標誌，只要一大瓶高濃度

啤酒下肚，那笑聲就會伴隨

著 Jake 的腳步遊走。
Jake 在上午來我的小

店，這並不稀奇，他每天要

來店裡幾趟，比這個時間早

的時候為多。他來買啤酒和

香煙，這兩樣是他每天早晨

迫切需要的。Jake 興致勃勃
的時候也不少，那就是他手

頭富裕的時候，每次都是這

個神態。當然，當付款機沒

有通過他的銀行卡時，他便

沒有了現在的這個興致。

今天的 Jake 情緒尤其高昂，濃眉大
眼笑成了一條縫，嘴角也裂到了極致，

但顯然他還沒有喝酒，那合不攏的大

嘴裡撲出的氣體，沒有酒精的味道。-

Jake 極高的興致應該是來自於他雙手捧
著的一大盆高大的綠色植物。綠色的植

物裝在一個白色的大桶裡，那個大桶一

人之粗、過膝之高，儘管桶的上沿幾處

破損，桶上也還粘著些許泥漬，但白色

依舊顯著它的高雅純粹。

Jake 哈哈幾聲之後，就把這樣一隻
大桶放在了我的櫃檯上。仔細看去，那

棵綠色的高大的植物卻不似一棵樹的枝

幹粗壯堅實，再看幾眼又似曾相識，好

像小學時種的蓖麻。那時班裡集體發

種子，到郊區路邊地旁找閒置的土壤種

下，收了蓖麻籽後集體上交，是給國

家做貢獻，記得也曾經有些收穫。難不

成 Jake 也種蓖麻？
「知道這是甚麼嗎？這是大麻。」

Jake 高聲嚷著打斷了我的回憶，他的喊
聲中帶著難以抑制的興奮，好像此刻他

已經在享受這大麻的快感。

這就是大麻！我也興奮著。關於大

麻，沸沸揚揚地熱鬧了好一陣子了，一

直疑為神秘之物，今天終於得以見真

容。就是這個怪物，在過往的年復一年

中坑了多少老老少少？就是這個怪物，

卻可以在在未來不久，2018年10月17

日，加拿大合法化將從安大略省開始，

並且與它一起轟動的各個領域，早已摩

我跟太太坐郵輪由溫哥華出發往阿拉斯加，全程

七天。其實我們是第三次享受這條航線了，去完又再

去是因為我們家在溫哥華，不用坐飛機轉乘，省下不

少錢。反正許多航線他們都去過，志在於船上曬曬太

陽，跟朋友聊聊天，吃點美食。

這天天氣很好，風平浪靜，氣溫不冷不熱，很多

人出來甲板曬太陽，坐在躺椅上，一杯啤酒或咖啡在

手，的確寫意。我跟太太都是一書在手，太太看小

說，我玩「數獨」遊戲。

我們旁邊躺著的是一對美國夫婦，從他們的打扮

和超重的身型已可確定。看上去都是八十幾九十歲的

人了，太太有點重聽，所以先生說話比較大聲。

「Honey，想喝點甚麼嗎？」美國先生問。
「凍蜜糖水加片檸檬。」美國太太給他一個微

笑。

蜜糖水拿來後，美國先生又問：

「Honey，風大了，我去拿件外褸給你。」說著
就起身前往。

美國太太給他一個飛吻。

            

美國先生拿外褸回來，幫著太太穿上。

「我想去一去洗手間。」美國太太說。

「Honey，我陪你去。」
美國太太說不用陪，洗手間不遠。美國太太去

後，我

打趣美國先生說：「你們真恩愛，Honey Honey
叫得那麼甜。」

美國先生在我耳邊悄聲說：「她是我第四任太

太，我老是叫錯前任的名字，叫她 Honey 安全得
多，哈哈！」◇

蜜   糖   兒
   阿濃

拳擦掌。

更早的時候，大麻合法化的論調還

在鼓吹時，曾經有位朋友帶了一位來自

故鄉的商人，到西郊調研種大麻的適合

場地，準備大展拳腳，嗅覺可謂靈敏，

氣魄可謂浩蕩。大概是難度太大，或是

運作失調，後來作罷。

幾個月前，傳出辦理合法賣大麻營

業執照的各種資訊，已是鋪天蓋地，言

之鑿鑿，煞是激動了一些人，有些人先

知先覺就開張了，後來自是被罰。

就在前幾天，訂香煙的公司代表來

過電話通知，為適應未來抽大麻者的需

要，他們公司生產的捲大麻專用煙紙已

經出籠，各種型號的煙紙會自動在系統

中加入訂單，我也被加入這個滾熱的行

列。服務工作可謂超前，服務態度可謂

熱情，萬事俱備，只待這個小怪物在被

任命為合法的那日上架。相信所有的饞

蟲，同眼前的 Jake，以及小杜魯多一樣
激動。

隨著「哈哈」一聲，Jake又打斷了我
的回憶。我的朋友給我的，他還有好幾

棵呢。我要想好好養著，再過兩個月，

我會摘下葉子烘乾了賣出去，就在店前

面，人多的地方。哈哈！

隨著哈哈聲，Jake 抱著他的大桶推
門離去。茁壯的大麻伸展著無所畏懼的

枝葉，搖曳著那一抹高傲的蔥綠，在陽

光下閃耀著動人的秋波，似乎也傳出了

哈哈哈哈的開懷。從那響亮的一串哈哈

聲中，我感受到了那些個 Jake 們那個美

好的大麻之夢色彩斑

斕。種植、收穫、販

賣、煙霧彌散，未來將

會舉國歡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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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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至2月13日

日期：2月20日至4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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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至2月25日

      (每週一、三、五)

時間：上午11:00∼下午1:00

日常生活英語會話初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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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1月24日至3月5日

      (每週二、四)

時間︰上午9:0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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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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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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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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愛的窗貓

      可愛的窗貓

她，貓媽媽，懶洋洋的，安祥俯

伏在窗台上，杏眼半睜，神態怡然，

享受著溫暖的陽光。

他，貓爸爸，英姿煥發，雄糾糾

的佇立窗前，一雙眼睛，炯炯有神，

瀏覽外間一切動靜。

無論他們或站或臥，全身就只有

頭和耳朵，對窗外一切動靜，作適度

的反應，無損他們高貴優雅的姿態。

看哪。窗貓使疲倦的過路客，神

情為之一振。使趕忙的腳步緩慢下

來，使木無表情的面孔綻出笑容，使

遊子想起家中老貓，思鄉之情更切。

啊！窗貓，可愛的窗貓！◇

一個漫長而又令人神傷的2018年，

終於都過去了！「漫長」是因為每天度

日如年，「神傷」是為了那一顆顆巨星

們，相繼殞落！他們是：饒宗頤先生、

劉以鬯先生、林燕妮女士、高錕先生、

鄒文懷先生、方逸華女士、藍潔瑛女

士、金庸先生、雷坡先生、蔡伯勵先生

等等。他們在不同的人生舞台上，貢獻

了自己，令我們讚嘆！令我們難忘！

本文見報之日，已是新的一年了，

筆者在此誠心以「但願人長久」作為

2019年送給各位的新年願望，皆因「9

」字與長久的「久」字諧音，故此祝願

著每一位讀者朋友，都能與自己的至親

至愛長長久久！雖然人生總有分離之

日，然而，也盼望著彼此同歡共聚的時

光能延長一點、增多一點……。

在這「但願人長久」的願望中，筆

者還有一些不同的見解，「長久」兩

字，並不只在於我們的肉身，它還有包

含著精神，如此的「長久」才應該是我

們所追求珍惜的，「它」就是我們的「

心」。當彼此人心扣心的時候，長久的

感覺還會遠離我們嗎？所以也是這種感

覺，驅使我在本文的首段，為所有曾經

付出過一生心血，創造了一個佳績的巨

星們，歌頌一番！皆因他們已努力地用

自己的一生，來實踐「但願人長久」的

不滅精神。

筆者現在想與各位分享最近一件與

一位好同事兼好友久別重聚的喜事，我

們相隔20多年沒有見面了！

其實我們相隔並不遠，我在西岸的

溫哥華，她在東岸的多倫多，然而，就

是在那一次她經此地移民到多倫多之

後，我們便不曾相見，這一次的重逢還

是要經過爭取和努力才能彼此相見的。

第一次，我們時常保持聯絡。第二，我

們大家都珍惜這份友誼。第三，我們彼

此思念。我們這份長久的友誼，就是緣

於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20多年的悠長歲月，已使我們由中

年步入老年了！但友誼卻是有增無減。

由此可見，「但願人長久」的願

望，並不容易擁有，它必須經過多番的

努力，考驗和珍惜，「長久」才會存活

於生命中。祝願各位願望成真，人人健

康、平安、幸福、快樂！◇

古經書上有一則故事：西方有一個

國家，沒有戰馬，花了一大筆錢，買了

戰馬500匹，作為守護疆土的軍備。初時

戰馬有專人飼養操練，成為精銳的騎兵

隊。經過一段日子，沒有戰爭發生。國

君覺得白白花錢豢養這批馬匹，不符合

經濟利益。便下令解散騎兵隊，下放馬

匹去推磨，認為這是節省資源的善法。

於是這批沙場英勇的駿馬，天天圍著石

磨轉。

想不到鄰國忽然興兵進侵，其勢甚

銳。國君宣布快快恢復騎兵隊。誰知恢

復之後，將士上了馬，只見那些馬匹不

肯聽號令，只是像推磨一樣繞著轉圈。

敵軍見了，乘勢痛擊。大勝而去。

經書當然不是為說故事而說故事，

其中寓意由讀者自悟。

對國家而言，即使在和平時期，也

要保持精銳的軍備，枕戈待旦，磨礪以

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

我必痛擊！這是對國民負責的態度。

對政府而言，一個穩健的財政狀態

任何時刻都要保持，不懼金融風暴，不

怕大鱷來侵。一個自我完善的管理制度

也要運作暢順，包括廉政，不容蠧蟲蛀

空公眾財富。

對個人而言，某種賴以安身立命能

力的保持，十分重要，不要讓寶刀生

鏽，還要精益求精，跟上時代。「拳不

離手，曲不離口」，寫作別離鍵盤，演

戲別離舞台，繪畫別離畫筆，烹飪別離

鍋鏟……那怕是退休的拳師，仍有一副

好身手。◇

養兵千日

貓兒喜歡望窗，無論牠們平時多活潑，一到望窗時間，總能安靜下

來，全心全意欣賞窗外一切。以下是新詩一首，靈感來自散步中

所見的窗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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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珍妮的辮子

反映中國近代苦難史

   徐望雲

   陳華英

齊邦媛的《

巨流河》

厚600多頁，記述

她家族自20世紀

初至今的興衰史，其中跨越清末民初、

民國、日寇侵華、8年抗戰、國共内戰，

至國民黨遷台，是縱貫百年，横跨兩岸

的大時代故事。她的一生，就是整個20

世紀中華兒女顛沛流離的縮影。

齊邦媛生於1924年，武漢大學外文

系畢業，她引介西方文學到台灣，又將

台灣代表性文學作品英譯推介至西方世

界。她筆力深厚，描繪細膩，其中有不

少撼動人心的篇章。

作者回憶起抗戰時逃難的情景：「

我國實行焦土抗戰，鼓勵撤退疏散……

滿山遍野都是難民大軍—— 鐵路、公路、

礦場職工和家眷，流亡學生與老師，近

百萬的軍眷，潰散的散兵游勇及不願

作奴隷的熱血青年，滙成一股洶湧人

流……，難民大軍所到之處，食物馬上

一空。入夜天寒，人們燒火取暖，一堆

堆野火中夾雜着老弱病人的痛苦呻吟與

兒童啼饑號寒的悲聲。沿途是倒斃的腫

每年夏天，都

收 到 「 遠 道 合 唱

團」 (Vancouver  Chi-
nese Singers  Soci-

ety) 的請柬，2018年是第34周年，演
唱會名稱是「歌者的至愛」 (Singers’  
Enchantment)，曲目20幾首，是從歷年
唱過的500多首中精選重唱。

每年，都有唱名詩人的作品配譜

而成的歌，這次，有李白《白雲歌送

別劉十六歸山》、蘇軾《水調歌頭》

（明月幾時有）、徐志摩《雪花的快

樂》、徐訏《輕笑》、余光中《珍妮

的辮子》。余詩如下：

當初我認識珍妮的時候，

她還是一個很小的姑娘，

長長的辮子飄在背後， 

像一對夢幻的翅膀。

 

但那是很久，很久的事了，

我很久，很久沒見過她。

人家說珍妮已經長大了，

長長的辮子變成捲髮。

 

昨天在街上我遇見珍妮，

她拋我一朵鮮紅的微笑，

但是我差一點哭出聲來，

珍妮的辮子哪兒去了？

這詩是余光中25歲時所寫，文字

平白無華，感情自然純真，敘事一如

散文。由此可知：詩的文字不一定要

華麗奇異，感情不一定要複雜轉折，

同樣可以感動人心。◇

脹屍體……極目不見一幢完整的房屋。

」簡直是人間地獄。

然而，透過作者的筆鋒，我們又知

道那時中國的抗日情緒高漲，炎黄子

孫都有家國心，民族情。各地大學的

教授、老師為了保存中國年青一代的實

力，帶領着學生攀山涉水，向西南轉

移。當時的老師們，代表了中國知識分

子的希望和信心。他們深信「楚雖三

戶，亡秦必楚」。他們心中呐喊「中國

不亡，有我！」在顛沛流離中，不論甚

麼時候，戶外或戶内，只要能容下數十

人的空間，老師們就馬上為學生上課。

學校永遠帶着足够的教科書、儀器和基

本設備隨行。除了各科課程，他們還傳

授獻身、愛、自信和自尊，在饑寒交迫

下跋涉了一年。到了昆明，南開、北

大、清華的師生，合而成為西南聯大。

那時的學生宿舍環境極劣。作者寫

道：「晚上，由電線接上燈泡，一串串

臭蟲沿着電線爬下來，地板上也有數不

清的臭蟲從地板爬上去。沒有一個人不

是被臭蟲咬大的，全靠以年輕的血肉之

軀去抵抗。」那情境是戰後長大的我們

難以想像的。

齊邦媛又寫到熱血的同學如何踴

躍從軍，如何放下兒女私情，如何每

逢應戰都寫下遺言交託，準備為國捐

軀。到台灣之後又如何從日本人手中

接過破爛的火車系統，費盡心血把它

現代化。

正如龍應台說︰他們這一代在山

河破碎中成長，以充滿尊嚴和自信走

出去。這些在戰火中成長的青年，很

多奮力苦學，爭取到外國讀書的機

會，成就了不少有名的學者、作家、

工程師和政治家。

讀齊邦媛的《巨流河》，恍如帶

你重温一段中國近代的苦難史。◇

宛如夕陽遭到槍擊

鮮血噴出

迅速染紅了晚天

你在橋上

捂著臉驚恐吶喊

聲音顫抖著飄出畫面

把世紀末

誇大得好悽慘

嚇得我們直打哆嗦◇



民星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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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故/新風

   文︰魯冰    

歡 迎 來 稿

   沈翔天

圖︰VPL

自從架空列車 (Sk-
yTrain) 的長青線 (Ev-
ergreen Line) 開通，
成為千禧線 (Millenni-
um Line) 的延長部分

後，出入滿地寶 (Port Moody) 與高貴
林 (Coquitlam) 方便了很多。這條線在高
貴林的總站是 Lafarge Lake - Douglas，
今期介紹的健行路線就是 Lafarge Lake，
可說是老幼皆宜，平坦易行，也是一家

大小平時的好去處。

沿湖走一圈全程約3公里，由於路面

平坦，湖景美麗，任何季節，即使冬天

也適宜，而且交通方便，乘搭架空列車

前往 Lafarge  Lake 交通非常方便

民星現址是溫哥華現存最古老房子之一

高貴林 Lafarge Lake

1941年日裔聯合基督教會教友合照，背景為民星現址。1907年時是日本勞工中介公司所在

023456，並非指簡單的數字，而是
長者走路的方式，這是筆者近期觀察和

思考所得的頓悟。

經常在安老院兼職，發覺能用兩(2)
條腿走路的長者寥寥無幾。當然他們是

比較健康，行動自如的一群。故也常會

缺席午膳—— 自行外出搭巴士或步行，

到附近商場食肆，購物及醫肚了。

至於拄着單拐杖(3)、雙拐杖或輪椅
(4)的長者，也為數不多。無論單手或
雙手持杖，均是以身體為支撐點，走路

時顛顛巍巍，不僅費勁，也容易跌倒。

選用輪椅，則價錢昂貴，上落車，上落

樓梯，需要別人協助扶持，很不方便。

筆者見現今的長者，多普遍採用三

腳架，連同自己雙腳，便是(5)，或更
多的是推着四輪小車(6)，身體向前微
傾，躑躅而行，既能保持平衡，雙腳的

壓力也大減，可以比較放心逛街了。這

可說是眾多不良於行，年邁長者的現實

寫照。

當然最不幸的是零，即終日躺在床

上，無法用腿走路，需要別人服侍，餵

飯進食的人，不能行動，終日望着天花

板，不死不活，景況最為無奈，可堪憐

憫。

然而，這確是人生衰老的必經過

程，個人意願是希望能用兩腿支撐七、

八十年，及後要善用和延長3至6的階
段，爭取零是一瞬即逝，不用拖累子女

與他人，便心滿意足，此生無憾。

靜心細想，這些數字，展現的可說

是一種返祖現象，是回歸原本的生命

循環。初生嬰兒呱呱墮地，全是四腳朝

天，不會走路程的(0)；稍長一點，則
是四腳爬爬(4)，在地上匍匐前進；等
到開始學走路，總要有大人在旁扶持，

或憑藉其他物件支撐(3或4)；到坐上學
行車，連同僅可觸地的雙腳，便是5或6
了；最後完全自立，步行走路，則是依

靠雙腳(2)，在社會上打滾縱橫數十年。 
哈，人類的成長衰亡，原來與

023456，與這些數字結下不解之緣。形
影不離，終生相伴。◇

0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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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星總社位

於溫哥華

鮑威爾街 (Powell 
St.) 439號的兩層
高物業，日久失

修，獲溫市政府批准重建。按規畫會建成

全加拿大第一座開平式碉樓，名為「民星

樓」，將有六層，約高71.5呎，地面有兩

個鋪位，樓上有55個可負擔房屋單位，預

計落成後交由中僑互助會管理。

這座物業建於1890年，至今有128年

歷史，座落於「日本人街」(Japantown)，
是目前溫哥華20間最古老房屋之一，由最

初的業主兼建築商古特梅菲 (Caleb Good-
murphy) 興建，木結構外牆鋪磚，用作旅
館用途，名為 Russ Hotel。當時「溫哥華
世界報」(Vancouver  Daily  World)形容它
為「優雅家庭旅館—— 新的磚砌旅館」。

1906年，由當時著名日裔僑領內田

(Uchida) 的家族購入，改稱 Uchida Build-
ing，內田家族其中一項業務是日裔勞工
中介公司(即豬仔頭)，故將物業前端自用

作辦公樓，後半部租給一家日本人的豆腐

工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1942年加國將

日裔拘入集中營。內田家族將物業轉手，

新業主是兩名姓鄭 (Jung) 華人，至1971年

由民星總社購入。

民星總社成立

於192 5年12月20

日，當時名為「民

星書報社」，由旅

加廣東開平人黃紀

傑、黃振三創辦，

目的是幫助來加的

開平黃氏鄉里，包

括與唐山互通書

信、匯款，甚至安

排後事，與當時的

鄉梓團體提供的幫

助無異，但有一個

特點是，民星更像

一個圖書館，更重

視文化教育。成立之初，訂閱了大量書

刊，一是為緊貼時事，二是鼓勵成員識文

認字，理念是「知識脫貧」，與現在的「

知識改變命運」相同。

民星在鮑威爾街已是兩易其址，它成

立時在都板街(即現時的片打街)425號，

因不敷應用，1928年遷往鮑威爾街268

號，1973年因政府收地興建省級法院，再

搬到現址，並正式易名「民星總社」。

本來作為書報社，應存有不少照片文

檔，可惜民星1999年發生大火，不少照

片、文檔受損被毀，僅留存少量圖書及十

餘張舊照片，只能從僅存的照片中找到當

時背景的線索。

例如一張1929年成立四週年的大合

照，看到多名原住民婦女的身影，原因是

在人頭稅及排華法下，唐山婦女無法來

加，本地華人男子只好娶原住民做老婆。

另方面，民星火災之後加上時代改

變，會務逐漸凋零，原址失修，2013年12

月給溫市政府列為危樓勒令清拆。但大批

社區人士抗爭，例如溫哥華地方歷史專家

埃特金 (John Atkin) 指該棟建築物於1891
年正式獲官方登記，但不排除在1890年甚

至更早已經建成，加上該房子與日本人街

的歷史淵源，更是難能可貴。民星後來聘

來結構工程師確認安全，在多名黃氏宗親

後人，包括加拿大世界華商全國總商會主

席黃國裕等人，動員社區各界請願下，溫

市府作了有條件讓步，經維修必要部分後

可獲保留。

五年過去，現址終於有了新規畫，有

如鳳凰涅槃，浴火重生。◇

到總站即可，不妨成為新年健行的第一

線。◇

  林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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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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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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廣告

積極自我管理-做好健康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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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manage-
mentbc.ca/

(資料由廣告客戶提供)

 日期  時間     地點   報名或查詢

2月6日-3月13日

2019，國語

逢星期三上午

9:30到12:00

  Fleetwood 社區中心

    15996  84 Ave.,
        素里

    請致電︰

 604-940-8967

「培養糖尿病自我管理的能力」免費系列課程

 日期  時間      地點  報名或查詢

2月9日-3月16日

2019，粵語

逢星期六上午

10:15到12:45

      西區浸信會     

     8506  Ash  St.
        溫哥華

      請致電：

   604-266-5602

2月9日-3月16日

2019，粵語

逢星期六下午

1:30到4:00

       中信中心

     麗晶廣場二樓

        本拿比

      請致電︰

   604-877-8606

2月23日-3月30日

2019，國語

逢星期六上午

9:30到12:00

   浸信會信望愛堂

        6261 Cambie  St.
        溫哥華

      請致電：

   604-327-3500

「培養健康自我管理的能力」免費系列課程

組員體會

醫藥廣告
效力宏大
歡迎惠刊

電話：604-408-7269

糖尿病分為

兩種主要類型：

•第一型是

因為胰臟的胰島

素細胞遭到免疫

或病毒的破壞，無法製造胰島素。

•而高達90以上的糖尿病患者都

屬於第二型，多是由不良的生活方式

引起「胰島素抗性」，使胰臟分泌的

胰島素功能欠佳所致。發病率不但會

隨著年齡漸長自然增加，現代生活形

態的改變及飲食習慣的負面影響，2型

糖尿病在30歲以下的年輕人中，比例

也在大幅度增加。

2型糖尿病由於病情進展緩慢，尤

其很多華人患者在肥胖程度並不嚴重

的情況下就發生糖尿病。所以病人在

患病的初期，常常因缺乏對症狀的認

知和感覺而延誤就醫，錯過盡早診治

來控制血糖的機會。不少人需要等到

做「心臟搭橋」手術或因急性心肌梗

塞發作而死於急診室時，才查出真正

的元兇是糖尿病。

可見，我們不能再對糖尿病等閒

視之，而是要相互提醒增強防患意

識，並積極採取行動，遏制糖尿病侵

害自身或是家人親友的健康。

有效地管理好血糖水平，除了及

時診治，我們都可以從加速2型糖尿病

的發生和發展密切相關的不良生活方

式入手。例如：

•以車代步的便捷，和網絡時代

的「低頭族」跨越所有年齡層，使體

力活動大幅減少，身體的「能耗」降

低。長期缺乏運動/活動，不但促使

體重過重，更會使胰腺產生的胰島素

難以發揮作用(所謂「胰島素的抵抗

性」)，是2型糖尿病的主要原因之

一。

•高糖的精細加工食品和軟飲

料，華人偏愛的米飯和麵食，經過消

防治糖尿病  自我管理是上策 交流互助，化知識為行動 － 管理好血糖添信心！

「很高興在這六

堂課程裡，不但清楚

認識了身、心症狀間

的相互作用，更明白

了日常生活的不同

方面，如何在不知不

化系統進入血液後，都會使血糖急劇

升高。伴以煎、炸、炒的飲食習慣中

存在的高鹽、高脂肪、高膽固醇，在

體能消耗降低的現代生活中，或者助

長糖尿病，或是引起血管硬化而加速

糖尿病引起的心腦血管疾病的進展 。

•競爭、快節奏的生活持續帶來

的心理壓力與負面情緒、不規律的生

活作息與睡眠不足，也將增加血糖的

波動而誘發糖尿病。

因此，盡早建立健康自我管理的

意識和掌握簡單易行的具體方法，系

統全面地優化生活方式，培養良好的

生活習慣，是有效預防糖尿病和延遲

併發症的上策。「加拿大糖尿病臨床

醫護指南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中已明確將「自我管理」視為非藥

物防、治糖尿病的有效方法。 

卑詩省維多利亞大學已使用國、

粵語為大溫地區的華人免費舉辦近50

個由美國斯坦福大學編寫的「培養糖

尿病自我管理的能力」系列課程。參

加者們紛紛表示，「過去也看過糖尿

病的相關書籍和資料，聽過專家講，

但是對於糖尿病究竟應該怎麼做，不

像這個課程歸納介紹得這麼系統和實

用。」

幫助自己和家人攻克糖尿病，獲

得更持久的健康和更有品質的生命，

歡迎您和家人一同來參加大溫各地近

期即將舉辦的免費中文(國/粵語)「糖

尿病自我管理」課程。◇

覺中影響著血糖的波動。讓我

控制血糖有了明確方向，也學

到了利用多種具體方法幫助自

己，將改善生活方式落實到行

動中。」

「健康不可以用金錢換取，

只可以持之以恆將我們從自我

管理課程所學到的優質睡眠、

均衡膳食、舒緩情緒、放鬆身

心、及全面運動等正確和行之

有效的方法每天認真地實踐，

才能更長久維護好健康。」

組長講解如何讀懂包裝上列出的「加工食品的營養成分

和分量」後，組員們即刻用自己帶來的標簽分組練習。

義工組長在指出課上講解的「健康飲食方程式」，在參

考書中的位置，方便組員們回家後溫習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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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
肉
的
食
療

該做的五件事

  潘錦興藥劑師

治療灰甲新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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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而 康

一直以來，男士都

比女士短命，你

知道是甚麼原因嗎？

有些研究指出，這

是女性內分泌(雌激素)

的保護作用。女性有養

育下一代的神聖任務，

所以特別受上天眷顧。

生育年齡的婦女，患上冠狀動脈心臟病的機會，

的確遠低於男性。

不過，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分析，更重

要的乃是後天因素。且看在2018年11月剛發布的

「男士保健錦囊」，世界衛生組織所提出之五項

男士該做的事：

1.定期健康檢查：這不僅是針對生理健康問

題，如量血壓、驗血糖，也提醒男士，若遇上情

緒問題，如焦慮、抑鬱，切勿諱疾忌醫。因為心

病會變成身體的病，抑鬱更大有可能導致自殺。

2.少飲酒：世界衛生組織估計，酒精每年殺

死300萬人，其中75%是男士。酒精能造成交通意

外、打鬥暴力，而且，酒精損害心臟、肝臟，更

是第一類致癌物質，能導致肝癌、胃癌等。

3.戒煙：煙草危害健康，無從置疑。世界衛

生組織估計，每年有700萬人死於煙草引致的各

類癌症、心臟病等，還有無數慢性阻塞性肺病患

者，生活質素甚差，而且耗費大量醫療資源。

4.吃好些：宜多菜多水果多豆類食物(如豆

Men’s Health Checklist
http://www.who.int/news-room/feature-sto-

ries/detail/men’s-health-checklist

腐)，少紅肉少油鹽糖，及選吃果仁與高纖維

穀物，以減低患上多種疾病的風險，包括心臟

病、糖尿病、大腸癌。

5.多運動：每星期應有至少2.5小時(即每

星期中，有5天會每天利用半小時)的中度強度

運動，不但有助維持心臟與血管的健康，減低

肥胖與患糖尿病的風險，更有助預防抑鬱症。

看完上述清單，各位讀者是否同意，這五

件事，都與健康息息相關，而且一般來說，男

性比女性更需要留意？沒錯，現時最重要的死

亡原因，如心臟病、癌症、中風等，均是男性

較多，及較年輕患上，正是因為他們忽略這五

件事。

有聽說過，有太太的男士比單身(及已離

婚)男士長命這個現象嗎？可有想過為甚麼？只

要再看看這五項對健康關鍵，就能明白，有太

太的嘮叨與生活安排，確保男士維持良好生活

習慣，是多麼重要了。

各位還未結婚的男士，在新的一年，有蜜

運計畫嗎？即使未有太太督促，也請你注意這

五件事！◇

中國人所指的「肉」，就是豬肉。自古

以來農村都有養豬的習慣，「家」中無豬不

成家，更視為富裕的象徵。但現在許多人對

肉類的選擇已經比較嚴格，主要是恐怕肉類

含脂肪質太多，甚至完全不食肉類，尤其是

肥豬肉，差不多沒有多少人敢去食了。

從現代的研究，豬肉的確是含有較高的

脂肪及膽固醇，食太多對於動脈硬化、冠心

病、高血壓、肝病、胃病的患者不利，尤其

是肥胖症的患者、中老年人更不宜多食。

中國的經典醫籍，如《草本綱目》已經

指出：「豬肉氣寒」，太過多食會令人「生

痰」及「坐熱」(因食太多會令人消化不良，

因而起上述症狀)，但適當份量及不要專門揀

肥肉吃，是不會產生這些毛病的。世衛組織

2018年更把豬肉列入十大健康食物。

皮膚乾燥、毛髮不潤澤的人，適當食些

瘦豬肉煲湯，對老人的健康及護老都有正面

的效用。中國大詩人蘇東坡不愧為養生家，

他在千多年前已經有妙語：「無肉令人瘦，

無竹令人俗。」他所說的肉，就是指豬肉，

豬肉含有多量的蛋白質及脂肪質，這兩種東

西都是人體不可缺少的營養成份。缺乏這兩

種營養成份的人，特別是老人，就常會有容

易頭暈、倦怠無力、無精神、消瘦、皮膚乾

燥(因此常會週身瘙癢)、失眠、更會抗病能力差等現象。所以老年

人飲食方面不要過分「清茶淡飯」，太過少食肉類(食素者應有適

當的植物性的含足量的脂肪質及蛋白質食物)，對健康是無益的。

老人長期缺乏營養，還會腎虛氣弱，症狀常有夜尿頻頻、耳

聾、耳鳴、腰膝無力、疼痛、陽痿等。宜用補腎、健脾、補氣、補

血的食療。除了藥物之外，豬肉、豬肝不失為價廉物美的補品。

杜仲四錢、巴戟四錢、淫羊藿三錢、肉蓯蓉五錢、淮山五錢、

党參五錢、黃精五錢、合桃一両、豬腰、豬腱適量煲湯飲用。(請

教中醫師服用。)除了老人補虛之外，對養顏、美容都有食療功

效。豬年將至，也祝大家家肥屋膶。◇

灰指甲形成初

期，腳甲的尖端會呈

些白或黃點，然後慢

慢地將整個腳甲變色

及變厚；亦有可能影

響幾隻腳甲。當灰甲感染到腳趾間皮膚

的時候，這便是俗稱的「香港腳」。

灰甲多數是感染腳甲，但亦有可能

在手指甲出現。灰甲是由不同種類的

真菌 (fungus) 感染而成。隨著年齡的增
長，很多時指甲會變得較脆弱或減少血

液循環到指端。若灰甲有爆裂的情況，

真菌便會乘虛而入，感染成灰甲。

也有可能從一隻腳甲傳染到另外的

腳甲，然而從感染患者傳染到另外一人

卻不常見。雖然灰甲的出現與年齡有關

係，但任何年齡的人都可以發生。

一般導致灰甲的原因包括︰曾經患

有香港腳、大汗、經常赤腳在潮濕的地

方行走(例如游泳池旁、健身室等)、患

有糖尿病或牛皮癬等疾病。

預防灰甲，首先要注意︰1.經常清

洗手腳(尤其是剛與灰甲接觸後)、2.穿

吸汗的襪子、3.穿著通氣材料製造的鞋

子、4.在泳池旁及更衣室內穿上鞋子或

拖鞋、5.盡量減少使用指甲油。

今期為大家介紹一種治療灰甲的外

用新處方 JUBLIA，依照廠方統計，使
用 JUBLIA 後的完全痊癒率是15%至17%
。它是需要醫生處方，通常用法是每日

一次，總共用大約48個星期奏效。使用

前要清洗腳甲，完全抹乾，然後將 JUB-
LIA 搽在整隻腳甲及腳甲尖以下的地
方，謹記不要同時使用指甲油。

JUBLIA 含有一種特殊配方 efina-
conazole 10%，它有特別低的表面張力，
以及特低的角蛋白結合親和性(keratin   
binding affinity)，使之特別容易滲透到
被感染的地方，好讓藥力產生效用，殺

除真菌。

JUBLIA 是外用藥物，不可內用或搽
在眼睛，若不小心弄進眼睛內，即應馬

上用清水沖洗乾淨。若在使用後有過敏

情況，便應立即停用，並馬上向醫生求

診。尤其注意，不要把 JUBLIA 放置在
小孩可以觸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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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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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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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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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性 更 年 期

女性在更年期間多出現潮熱現象

温

150-5780 Cambie St (Cambie St. and 42nd) Vancouver BC
allnaturalchinesehealth@gmail.com  www.wendysacupuncture.com    

温糖尿病、高血壓、心腦血管病、陽痿早洩、婦科病尤其子宮肌瘤、
失眠及關節炎患者的福音。多學科高尖端技術，不打針、不服藥、

不針灸推拿，效果顯著  。 詳情查詢：604-600-5658              

華夏東方醫學中心 
All Natural Chinese Health Clinic Ltd.         

華夏中醫針灸

在女性生

育 年 齡

裡，身體內的「

腦下垂體」產生

的激素，使卵巢

內的卵泡每個月

排出一個新的卵子，卵泡還可以促使產

生雌激素和黃體素，幫助刺激，為受精

卵提供營養，在子宮內壁生長。

當女性到了30歲時，排卵數與賀爾

蒙會有下降趨勢。到40歲時，會引起不

規則的月經週期，以及難以預料的下陰

出血和潮熱。

這些經期的變化是由於黃體素的減

少所引起，這就是收經前期，也就是更

年期。女性平均的收經年齡是50至52

歲，但是，雌激素的製造還是會保留一

段時間。

收經後的生理變化，包括生殖器官

  陳兆淦醫生

萎縮；泌尿器官變瘦弱，增加膀胱炎或

尿失禁的機率；雌激素減少，易導致骨

質疏鬆和骨折；皮膚會變得鬆馳衰弱使

傷口延遲愈合；由於收經婦女血液脂質

含量的變化，以及雌激素保護作用的減

弱，容易誘發心臟病。

         賀爾蒙補充療法

數十年來醫學界一直對賀爾蒙補充

療法爭論不休，因為有研究報告認為，

這種療法的效果及安全性並不完善，利

弊參半。但可以肯定，更年期的賀爾蒙

補充療法，確實改進了某些婦女收經後

的生活品質。不過潛在的危險是：會增

加產生乳腺癌、子宮內膜癌、血塊凝

結、胆囊結石、深靜脈血栓、腿部痙攣

等等問題。

          運動與營養療法

由於收經後雌激素的缺乏，骨質疏

鬆、骨骼多孔與脆弱、骨痛甚至骨折的

機率會增加。因此應在年輕時開始增加

骨質的密度，例如：成年時每天攝入

1,000毫克(mg)的鈣，全鈣的食物有牛
奶、芝士、三文魚、椰菜等。也要做些

負重的練習，例如散步、慢跑、打太極

等；要用健康的心態來接受這些變化，

最重要與家庭醫生商討自己要否多攝入

鈣及維他命D3。
運動和營養足以對抗更年期症候

群和身心的日漸衰老，規律與有恆

的運動，還能夠提高血液中密度脂蛋

白 (HDL) 膽固醇的含量。運動還能改善
睡眠、控制體重。由於由腦下垂體 (pi-
tuitary gland) 會因運動而釋放「腦朌
肽」 (endorphin)，它是一種感覺良好的
賀爾蒙，從而改變了長者因更年期的情

緒。

建議收經婦女多攝入豆漿，因為豆

類食品含有植物性雌激素，多吃豆腐、

水果、蔬菜、尤其椰菜花，因為低脂肪

和低膽固醇與低甘油三酯食品，以減少

心臟血管疾病風險，及防止骨痛、骨

折、骨質流失和疏鬆。◇



新年總是

開始新氣象的

好日子！

2019年，

你的新年決心

有哪些呢？

網上有列出生活在北美的人的新年決

心，位列前幾項的均與健康的生活方式有

關，健康的生活方式有益身心，自然也有

益於肝臟的健康。

看看以下這些入選

熱門新年決心的健

康計畫，是不是也

需要加到你的決心

列表中呢？

決心一：減重

瘦身

50%以上的加國

人體重超標，所以

減重年復一年成為人們的新年決心之一。

肥胖是最普遍的脂肪肝的成因。過度肥胖

者中75%有可能形成單純性脂肪肝，而形

成脂肪肝後引致發炎的比率可高達23%。

設定合理的決心以及堅持不懈，是瘦

身的兩個關鍵因素。對於脂肪肝炎人士，

減少5%至10%的體重，就可以幫助減輕肝

臟發炎的程度。

      決心二：經常運動

適當運動可促進健康，幫助減輕壓

力、舒暢身心、維持健康的體重。保持適

當運動，也能緩解關節疼痛與疲憊等癥

狀。選擇你喜歡的方式、保持經常性的運

動非常重要。你的選擇要根據自己的體

格、身體狀況以及對運動的反應，而做出

調整。

無論何種運動，都有助於你保持健

康，令你看上去並且感覺到精神煥發。為

什麽不趁新年開始之際設定一個令自己更

棒的運動計畫呢？

        決心三：戒煙

如果這個選項，多次出現在你的新

年決心中，不要氣

餒，吸煙者平均要

經過4次嘗試才會

將煙戒掉。香煙含

有一些致癌物質，

能傷害您的肺臟。

如果你有乙型或丙

型肝炎，吸煙會增

加肝癌的風險。如

果你有肺病，當肝

病惡化至肝硬化和肝衰竭時，可成功接受

肝臟移植的機會很低。

        決心四：戒酒

肝臟處理過量酒精時，正常的肝臟功

能便會受影響。如果肝臟的酒精排毒工作

長期負荷過重，肝細胞便會受損或改變，

導致脂肪積聚，更嚴重者會引致酒精性肝

炎及肝硬化。

節日期間戒酒會很有挑戰性，但適量

減少喝酒還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如果你

有乙型、丙肝或者脂肪肝，最好滴酒不

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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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www.healthleader.ca 

   劉海全視光醫生

醫學新知

白 內 障

決心對肝好一點

28     2019年1月

甚 麼 是 白
內障？
白內障是眼

睛的晶狀體變得

混濁不清，阻礙

光線進入眼內，

從而影響視力的

一種疾病，也是影響老年人視力最常見

的眼病。

           成因
白內障是多因素致病，年齡老化是

老年性白內障最主要的原因。60歲以上

的人群中，80%以上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

白內障。眼外傷、紫外線照射和使用類

固醇藥物，以及某些疾病例如糖尿病，

都可能造成白內障。先天性白內障可以

在出生時就有，白內障的分類也多根據

病因分類。

           症狀
白內障的初期症狀通常是視力模

糊。眼睛是通過晶狀體的形狀改變來調

節焦點的，白內障會影響眼睛的屈光度

數，病人需頻繁更換眼鏡。另外還有看

物體色彩黯淡、需要亮光才能看清(但有

時在明亮光線下反而視朦)、眩光、光

暈、以及夜間閱讀、看電視和開車有困

難等症狀。

           診斷
白內障的診斷比較容易，眼科醫生

通過臨床檢查就可診斷白內障。

        可以預防嗎？
沒有經科學驗證的方法來預防白內

障。通過佩戴太陽眼鏡防止紫外線照

射、攝取均衡飲食和治療糖尿病等疾病

及避免吸煙來保護眼睛，可能可以預

防。

         如何治療？
目前沒有明確有效的治療白內障的

藥物，治療方法是手術，且效果非常

好。當白內障引起的視力減退無法用眼

鏡來矯正，而且影響了日常生活，就建

議手術。等到白內障成熟以後才做手術

的觀念是過時的。如果任由白內障發

展，有時可以引起晶體膨脹性青光眼和

過熟期晶溶性青光眼。

白內障是門診手術，採取局部或表

面麻醉。大部分白內障手術使用的是超

聲乳化術技術，使用超聲波能量，而非

激光。醫生在病患角膜上切開一個2至

3.0mm的切口，將超聲乳化儀器通過這
個切口進入眼睛，打碎白內障並將之從

眼晴吸出，整個手術無需縫線。

術中病人應放鬆，盡量不動，以配

合醫生將手術順利完成。手術後，需要

連續幾週為手術眼滴眼藥水。可做輕微

活動，避免游泳和洗頭，因為這些活動

可能造成傷口感染。通常在手術後需要

覆診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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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拉OK歌藝班
  溫哥華馬寶渥列治社區中心   
   2月14日至3月28日

  （逢星期四上午10時15分至

    12時15分)

共7課每節  $ 7。(歡迎隨時加入)

● 健康排舞班
   1月7日至3月25日

   (逢星期一上午10時30分至

    中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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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鶴之友最新活動

中 僑 通 訊

中僑報稅講座

中僑溫南可負擔房屋動土
提供109個單位  2021年初完成

中僑溫哥華南區可負擔房屋地點環境優美

為慶祝《中僑新天地》34週

年，本刊2019年2月將出版報慶

特輯及加強版面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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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僑互助會社會服務

中心105室 (28 West  Pender  St.,  
Van.)；電話︰604-408-7274內線

1054。◇

中僑新天地
2月報慶特輯

中僑溫哥華社會服務中心舉辦

「如何申報2018個人所得稅」免費

國語講座，由特許會計師 Andrew   
Liu 主講。

講座內容︰2018年度稅務條

例；如何填寫報稅表；如何申報海

外資產；非稅務居民申報。

日期︰2月1日

時間︰上午10時至12時

地點︰中僑互助會社會服務中

心 (28  West  Pender  St., Van.)
座位有限，只限30人，請盡早

報名(楓葉卡居民、受保護人士及

住家保姆優先)

查詢︰604-684-1628。◇

 

鳴謝讀者捐助 松鶴之友 新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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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0元︰陸玉荷

    70元︰無名氏

     20元︰Lance  Leung 

二星會員（贊助會費25元）

   
     楊愛明、馬玉仙、鮑佳

位於溫哥華南Fraserlands河濱

區，3185 Riverwalk Ave.的
可負擔房屋項目，2018年12月17

日舉行動土典禮，主持動土的包

括中僑互助會主席楊子亮、中僑

行政總裁周潘坤玲、省議員周烱

華及溫哥華市議員鄭慧蘭(Melissa 
De   Genova)，鏟下第一鍬土。

該項目由卑詩省府及溫市政府

資助，中僑互助會負責營運及管

理，共提供109個單位予個人、家

庭和長者。其中包括7個開放式單

位(studio)、30個一睡房單位、48

個兩睡房單位及24個三睡房單位

組成，還有為租戶提供的大型共

用設施空間，預計在2021年初完

成。

周潘坤玲在動土禮上表示，「中僑

互助會很高興與卑詩省政府和溫哥華市

政府合作，成為項目的營運及管理機

構。中僑自2008年以來便在大溫地區營

運和管理可負擔房屋，這109個房屋單

位將會為社區的家庭和長者帶來正面影

響。我們很高興省政府和溫哥華市府對

這項目的投資及支持。」  

溫哥華 Fraserview 選區省議員周烱華

代表省府指出︰「這些房屋的租金讓不

同人士都能負擔，有助建立有活力和多

元化的社區。至於為大家庭而設的多睡

房單位，可確保市民能夠在他們居住的

社區生活和工作。」

代表溫市府的市議員鄭慧蘭表示，

期待繼續與省府合作，在溫市開發更多

急需的可負擔房屋項目，讓更多人受

惠。◇

(左起)楊子亮、周潘坤玲、鄭慧蘭、

周炯華主持動土。

出席動土禮的嘉賓

周潘坤玲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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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僑心理熱線招募義工

中僑員工  感謝派對

中僑華埠社會服務中心在2 0 1 8

年 1 2月，為新移民先後舉辦運輸聯

線 (TransLink) 及T&T大統華招聘會活
動，吸引大批民眾前來了解及求職。

中僑菲沙街服務中心繼續為新移民

舉辦T&T大統華招聘會。
招聘的職位包括海鮮及肉類部門助

理、厨房助理、收銀、倉庫助理、保安

等。

時間︰1月10日下午2時至4時

地點︰中僑菲沙街服務中心(205-
5838  Fraser  St., Van.)
有興趣者請攜帶簡歷及永久居民身

中僑辦招聘會 歡迎新移民求職

免費法律諮詢受歡迎

中僑多語種翻譯服務
口譯與筆譯 超過20種語言 政府認證

招聘會吸引不少人參與

為省民克服語言障礙，中僑目前提供超過20種語

言的翻譯及傳譯服務，其中包括國語、粵語、

阿拉伯語、波斯語、法語、德語、日語、韓語、旁遮

普語、俄語、西班牙語、菲律賓語、越南語……等。

服務對象包括個別人士、私人和政府機構，例

如：聯邦公民及移民部、難民委員會、小額錢債法

庭、家事法庭、卑詩房屋協會、卑詩汽車保險公司、

法律援助機構、學校局等。

服務包括

傳譯(口譯)：

中僑的專業傳譯員按要求在法庭、各級法院、醫

務所、商業會議、研討會、論壇、電話會議等提供傳

譯服務，包括證據披露環節、移民程序及法庭聆訊

等。

翻譯(筆譯)：

一般文件：駕駛執照、身份證明文件、信件、各

種註冊紀錄等。

商業文件：市場推廣文件、商業計畫、宣傳單

張、合約等。

技術性文件：使用手冊、產品介紹、專業技術研

究/報告書等。

教育文件：以大眾為對象的資料冊子，例如醫務

和法律機構、倡議小組提供的資訊、學校資訊等。

醫務和法律文件： 醫務報告書/證書、結婚證書、

出生證書、學校報告和紀錄、法律及政府文件等(認證

翻譯)。

互聯網︰翻譯網站資料及把資料本地化。

除了翻譯，亦可提供排版、打印、校對、謄寫服

務、統籌和協調專題討論小組活動。

翻譯服務需預約，免費提供報價。

查詢電話：604-408-7274 内綫2042

電郵︰translation@success.bc.ca ◇

中 僑 互 助 會 及 中 僑 基 金

會，2018年12月14日晚上在

列治文一家酒店舉行週年感

謝派對，感謝員工們一年來

的辛勞，全體員工出席活

動，除豐富晚餐外，還舉行

大抽獎，氣氛熱鬧。

(前排左三起)上屆主席譚明

山、行政總裁周潘坤玲、中

僑主席楊子亮及中僑贊助人

陳大同，與一眾理事在台上

致意◇閙

中僑心理熱線現正招募義工

及提供專業訓練班，有意者須

年滿19歲、具基本英語能力、

流利粵語或國語、無犯罪紀

錄，一年內每週當值4小時及願

意接受40小時付費專業訓練。

有意者請參閱下面廣告，查

詢︰604-270-8611。◇

中僑的認證翻譯人員經常為各機構服務

分證明(楓葉卡)。

查詢電話︰604-324-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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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個人所得稅

申報須知

內容︰
申報項目

稅務優惠

海外收入/資產申報 

時間︰

1月9日(星期三)

上午10時至12時

地點︰

列治文公共圖書館  2 樓

7700 Minoru Gate, Rmd.

查詢及報名電話︰

中僑列治文服務中心

 604-279-7180

題目︰ 

加 拿 大 保 險

101

內容︰

加拿大有多少種保險 

為甚麼重要 

如何選擇保險

時間︰

1月16日(星期三)

上午10時至12時

題目︰ 

政府廉租房和

租金補貼計畫

內容︰

廉租房計畫介紹 

租金補貼計畫 

長者租金補貼

時間︰

1月23日(星期三)

上午10時至12時

題目︰ 

问加拿大長者

福利介紹

內容︰

退休金計畫 

老人金計畫 

低收入生活津貼 

時間︰

1月30日(星期三)

上午10時至12時

中僑護理服務協會專訊

切合文化背景  給院友家的感覺

長者服務  精益求精

佟曉玲(左二)向樂群苑院友表達新春祝福

歡迎讀者提供照片，請寫下姓名、拍攝日期、地

點，郵寄中僑互助會出版部或電郵 publications@suc-
cess.bc.ca，註明「新天地伴我行」，照片恕不退回。◇

中僑列治文免費國語講座

讀者施倩攜攝於紐芬蘭及拉布拉多省

南部法裔小鎮 Saint Pierre

中僑護理服務協會在過去一年裡，

有不少活動。服務17年的協會行

政總監蔡梁潔明榮休，由江倩雅接任；

上任不久的中國駐溫哥華總領事佟曉

玲，就到來訪問，分別到協會屬下李國

賢護理安老院及樂群苑參觀，給住院的

長者表達新春祝福。

護理服務協會舉辦了第16屆義工/

員工表彰典禮，200多人出席，場面熱

鬧。

此外，親善大使團舉行慈善籌款

夜，邀得廣東粵劇院台柱丁凡、蔣文

端、林家寶等助陣，籌得逾14萬元，用以改善緊急回應

系統設施。

中僑護理服務協會於1989年開始籌建護理安老院，

為耆英提供切合文化背景的護理服務。經過多年的努

力，李國賢護理安老院於2001年正式設立，為長者提供

住院護理服務，另外在溫哥華及列治文，提供不同類型

的長者服務，分別有長期護理、支援式生活房屋及成人

日間中心服務。

中僑護理服務協會共有兩個家居形式的住所院舍。

其中樂群苑共有33個受資助支援式生活房屋單位；另

外，列治文的張安德樂福苑，共有50個受資助支援式生

活房屋單位。

成人日間中心於2003年正式運作，溫哥華錢梁秀容

成人日間中心每日為20位長者提供服務，至於列治文林

植生成人日間中心是於2017年6月啟用。◇

蔡梁潔明(右三)榮休，感謝員工的

支持，並由江倩雅(左二)接任行政總監。

樂群苑其中一間房間

院友的活動多姿多采

全部免費，名額有限，請預先電話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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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僑 基金會

  2019中僑慈善獎券 - 獎品清單

頭獎︰2019 Nissan Micra (Base) S Model 5 SPD Manual 車一部
      或現金$10,000。

二獎︰加拿大航空送出來回溫哥華到任一加航飛往城市

      經濟客位機票兩張，價值：$7,000。

三獎︰雅蘭床褥送出豪華床褥連精美床上用品套裝，

      價值：$4,500。

四獎︰Wrap-Workz   Aesthetic   Decors.送出汽車陶瓷鍍膜
      服務乙次，價值：$1,000。

五獎︰Pandora  Ng 送出現金獎$700。
六獎︰Kelly  Chan 送出保時捷直立式高爾夫球袋乙個，
      價值：$625。

七獎︰大都會眼鏡送出 MCM 精美太陽眼鏡乙副，價值：$488。
八獎︰幸運海鮮酒樓送出晚市美食禮券，價值：$350。

九獎︰星馬印送出美食禮券，價值：$250。

十獎︰Healistic   Planet 送出禮品包，價值：$200。
               獎品總值︰$28,393

中僑慈善獎券現正公開發

售，銷售地點包括中僑基金會

辦公室、各中僑社會服務中心

及中僑基金會網站。

慈善獎券每張售價$2，或

10張一本售價$20(包括︰兩張

美心餅店$1折扣優惠券)，並

於3月16日的中僑星輝夜舉行

抽獎儀式。

所有中獎號碼將刊登於3

月21日的明報，中僑互助會

各辦事處及中僑基金會網頁

https://successfoundation.ca/
gala/2018/。
一如以往，今年總共有

十份大獎，頭獎是 2019 Nis-
san Micra (Base) S Model 5 
SPD Manual 車一部或現金獎
$10,000加元；二獎是加拿大

航空送出兩張來回任一加航飛

往城市的經濟客位機票；三獎

是雅蘭床褥送出豪華床褥連精

美床上用品套裝。

其他豐富獎品包括汽車陶

瓷鍍膜服務、現金獎、高爾夫

球袋、太陽眼鏡、美食禮券、

及精美禮品包等多項大獎，總

值超過$28,393。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604-408-7228。◇

2018年中僑星輝夜盛況
鄭欣宜傳承肥姐善心

2019年中僑星輝夜

2019年中僑星輝夜表演嘉賓鄭欣宜小姐

中僑基金會將於

20 1 9年3月1 6日星期

六 晚 上 ， 假 溫 哥 華

市中心  T h e  We s t i n 
Bayshore 酒店舉行中僑
星輝夜。這是溫哥華其

中一個最受矚目的社區

盛事，每年都得到多位

社區團體、政界代表、

贊助商及善長等盛裝出

席。

今年表演嘉賓鄭欣

宜小姐，生於加拿大溫

哥華，及後於加拿大接

受教育。從小富有演藝

天分，在母親肥姐的帶領下熱心參與慈善項目

及電視幕前演出，出道後不但致力發展歌唱事

業，亦參與電視及電影拍攝，更於2018年4月

在香港紅磡體育館成功

舉行首個演唱會。

2019年中僑星輝夜

的籌款目標是50萬元，

所有收益撥捐中僑社會

服務，對象為兒童、青

少年、新移民、長者、

家庭及婦女。中僑星輝

夜除了有 VIP 酒會、
無聲及現場拍賣和晚宴

外，當天晚上將帶來更

多豐富精彩的節目。

中僑星輝夜晚宴票

價為$838、$538、$338
及$238，每張可獲$130

退稅額，現尚餘少量餐券，歡迎致電中僑基金

會查詢及購買，電話：604-408-7228，或瀏覽

網址 https://successfoundation.ca/gala/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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