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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加拿大全國華裔人數已接近200

萬之多，大溫地區的少數族裔裡位

居第一；華裔約佔50萬人，為大溫總人

口的20%左右。由於華人的增多，春節在

此地便成了一個重要的節日，也使中華

文化的影響力日益擴大。

談起海外華人慶春節，人們往往會

想到唐人街。在加拿大或是溫哥華，在

這個除舊迎新的重要節日裡，唐人街作

為華裔和華人傳統文化的象徵符號，雖

然不可或缺，但已不再是全部。

其實在加拿大，春節已超越了唐人

街，其中有兩個主要因素。一個是春節

的獨特文化魅力和親和力，由於春節注

重親情友情的鞏固和傳遞，崇尚包容，

強調和睦，與加拿大的多元文化精神相

輔相成。另一個是，在中國的影響下，

增強了春節等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輻射

力。

儘管春節並非加拿大及各省、市的

法定假日，但每年臘月，從加拿大西部

的溫哥華，卡加利、愛民頓到東部的多

倫多、滿地可，華裔社團就陸續開始歡

慶春節了。特別是有中國使、領館的地

方，中國外交官員和當地的政府官員都

會獲邀參加各種慶祝活動。舞龍舞獅、

武術雜技、歌舞以及廟會式的展覽、狂

歡式的遊行等等，為當地社區增添了一

道道亮麗的風景。

此外，由於近年華裔移民主要來自

中國大陸，因此慶祝春節活動，愈來愈

北方化，以前以廣東色彩為主的也告淡

化。

在溫哥華、多倫多、滿地可等大城

市，舞北方獅、秧歌、京劇、燈籠、剪

紙、「中國結」等中華文化「特產」也

愈來愈突出。

華裔裡，有來自兩岸三地以及其他

國家之分，他們的慶祝春節活動，因為

各自文化與價值觀的不同，自然也有差

異，他們將天南地北的家鄉過年習俗都

帶到海外來，使得在加拿大的中國春節

更顯得多姿多采及色彩繽紛。不管怎

樣，春節始終是最受重視，也代表家庭

的團圓和歡樂。



问報 慶 專 題

恭
祝
讀
者中

僑
新
天
地
編
委
會

今年溫哥華「華埠春節大遊

行」進入第46屆，定於2月10

日(星期日)年初六上午11時舉行。

如同往年，「華埠春節大遊行」是

溫哥華中華會館、大溫哥華中華文

化中心、溫哥華華埠商會、中僑互

助會、雲埠洪門機構及加拿大鐵城

崇義總會聯合舉辦的「溫哥華華埠

春節慶會」重頭活動之一。

今年華埠春節大遊行有70多支

隊伍，主辦單位估計參加遊行人數

約4,000人，包括加拿大三級政府和

軍方警方代表；中國和各國總領事

等眾多政要；以及僑團、童子軍、

樂隊、醒獅團、金龍團、文化藝術

舞蹈團等隊伍參加，也有加軍後備

軍的銀樂隊和步操表演。此外，參

加活動還有不同族裔的人士，他們

都會穿上傳統民族服裝與市民共賀

新春。

「春節大遊行」路線在華埠千

禧門出發，沿片打東街 (E. Pender 
St.)、哥雅街 (Gore Ave.)、奇花街
(Keefer St.) 至卡路街 (Carrall St.)結
束，預料在近3個小時的遊行，會吸

引十萬人沿路觀賞。

當日除大遊行外，華埠大溫哥

華中華文化中心、國際村商場，也

都有賀歲迎春綜藝慶祝活動。晚上

6時，慶會將舉辦春節千人聯歡晚

宴，共度新春。

「溫哥華華埠春節慶會」已經

成為溫哥華家喻戶曉的盛會，得到

加拿大三級政府的支持和肯定，列

為溫哥華主要多元文化慶會之一。 

中國文化部也給溫哥華華埠春節大

遊行授予「歡樂春節」海外中華文

化慶會品牌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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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大遊行

溫哥華華埠春節大遊行今年進入第46個年頭。

舞龍舞獅、派利市……濃濃的年味，讓每個華裔感

受到過年的溫暖及氣氛。春節遊行從最初只有4支隊

伍，到如今每年70支隊伍，可說是由小到大。

1972年，一批華裔人士籌組大溫哥華中華文化

中心，獲得時任省長巴雷特 (Dave Barrett) 大力支
持。文化中心成立後，第一件大事就是籌辦1973年

的中秋活動，當夜舉行了舞火龍，吸引近千華人觀

看。這次中秋活動，也為華埠春節遊行做熱身。

有了中秋節活動的經驗，1974年，大溫哥華中

華文化中心舉行第一次唐人街春節遊行。當年的遊

行隊伍號稱是「四獅一龍」，即洪門出一條龍，黃

氏宗親會、洪門、鐵城崇義體育會，李氏體育會各

出一隻獅，一共四支隊伍。儘管隊伍不多，但當時

唐人街是華裔的活動中心，加上除了遊行，還有花

市，年味十足，是唐人街的罕見盛事，熱鬧非常。

1978年10月溫哥華中華會館回歸全僑後，翌年

即與中華文化中心一起舉辦華埠春節遊行；1983

年，遊行開始由溫哥華中華會館主辦，中華文化中

心參與合辦。數年之後，由溫哥華中華會館、中華

文化中心、溫哥華華埠商會、中僑互助會、雲埠洪

門機構及加拿大鐵城崇義總會聯合舉辦至今。

遊行路線，最初只有片打東街一條街，從現在

的千禧門所在地點出發，到歌雅街就原路折返。到

了1986年，遊行隊伍增加到10支，短短的一條街，

前面到頭了，後面還沒出發，如何折返？主辦單位

於是向市府申請開放奇花街給遊行隊伍，之後遊行

路線就此定下來，而參加遊行的隊伍也愈來愈多，

活動也受到三級政府重視。◇

歷史話你知

2月10日舉行

春節是華人自古以來最重視的傳統節日，除

夕更是年味最濃的一天，遊子紛紛踏上回鄉之

路，趕在這一天與家人團聚吃年夜飯。在中國傳

統習俗中，年夜飯是一家人團圓和美滿的象徵。

年夜飯，是中國華北地區的稱呼，南方稱為

團年飯、團圓飯，台灣及閩南地區又稱圍爐，目

的是在過年前一家團聚，傳統上年夜飯多在除夕

祭祖後食用。

在加拿大、大溫華裔同樣重視年夜飯，但由

於春節並非官方假期，不少人已作出適度的改

變，提早團年已很普遍。至於以前在家中圍在一

起吃一頓，也開始轉向外面餐館用餐。

《中僑新天地》記者就問過身邊一些朋友，

有來自北京的表示，以前在國內時過年氣氛很

濃，會準備很多菜，但現在都要上班，為了省

事，會提前預定餐館，全家去餐館吃頓年夜飯便

算了，再也沒有那麼多講究。

不過在大除夕，她一定會透過網上看中國中

央電視台的「春晚」，因為這是來溫哥華前的習

慣，但她也直言，她的子女根本對此不感興趣。

也有來自廣州的朋友同樣說，在海外，除夕

夜過得相對簡單，有時會把朋友請到自己家團

聚，有時去餐館，或是去朋友家吃團圓飯，但她

對過年時逛花市仍覺得是重頭戲。以前在廣州，

大除夕各個花市人山人海，水洩不通；在這裡，

所謂花市都只設在商場，雖然氣氛截然不同，但

也寥勝於無。

對於來自香港的移民，也聲稱春節氣氛不如

香港，沒有那樣濃。好在溫哥華過年的貨品，基

本上都可以買得到，他也是盡量按照在香港過年

的習慣去做。

他又說，因為在溫有好幾位兄弟姐妹及下一

代，都會趁著春節前後一起吃晚飯，20多人算是

團年，也算是拜年，派利市也必不可少。

也有台灣移民說，在台灣時，不管公司或是

個人，都有「尾牙」的習慣，從這天開始，春節

氣氛漸濃。

她說，年夜飯少不了的還有水餃，水餃形狀

似元寶，希望新一年財源滾滾。◇

(轉下頁)

華埠春節大遊行

文︰盧炯燊  

兩岸三地移民怎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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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裝詮釋郎世寧畫

大溫新春活動多

春節期間，除了華埠春

節大遊行外，華埠中

山公園2月10日(星期日)也舉

行豬年廟會。

華裔及主流社區的各大商

場，自然藉機瞄準華裔消費

群，舉行各種慶祝活動，包

括舞龍舞獅等，大家不妨前

往感受氣氛。

原住民也一起來慶祝農

曆新年，八座巨型原住民圖

騰燈籠佇立在溫市中心海

濱 Jack  Poole  Plaza，在金豬
年點亮溫哥華美麗的山脈與

海岸。這是三位加拿大原住

民藝術家以及一位來自台灣

泰雅族的原民藝術家，分別

繪製各自家族的神話故事來

裝飾燈籠，以藝術創作增進

多元族裔的對話交流。

如果你也想感染新春祥瑞

喜氣，千萬不容錯過，八座

巨型原住民圖騰燈籠，由現

在起至2月18日佇立在廣場，

並從黃昏開始至晚上11時點

亮，在加拿大土地上祈求大

自然賜予豐饒新年。

郎世寧是清初期間，前來中國傳教

的意大利修士，其後被康熙以藝術家的

身分召進宮中，成為宮廷畫家，有不少

傳世佳作，如百駿圖、仙萼長春、八駿

圖……等，對東方藝術帶來極大影響。

今年春節期間，本地團體與台灣國

立故宮博物院合作，從現代的時尚服

這個文化展主要是多

彩多姿的舞蹈表演及中樂

隊表演，參加演出的表演

者分別來自溫哥華舞蹈

學院 (Vancouver Academy 
of Dance)、陳玲舞蹈學院
(Colors of Dance Acade-
my)、庇詩中樂協會 (B.C. 
Chinese  Music  Associa-
tion) 以及其他團體。
日期︰2月9日(星期

六)下午1時至4時；

地點︰列治文時代

坊；

費用︰免費。◇

1983年上映的電影《搭錯車》十分

感人，改編的同名音樂舞台劇除了在台

灣大獲好評外，在全球各地的巡迴演出

也場場滿座，今年春節分別前來溫哥華

及多倫多各演一場。

這台音樂劇帶來「酒矸倘賣無」、

「一樣的月光」等30首膾炙人口的歌

曲，由台灣劇場王子王柏森、實力派歌

手丁噹、音樂才子陳乃榮、偶像演員阿

弟領銜主演；再次重現孫越、蘇芮動人

的真情魅力，令人珍惜美好親情，十分

適合新春期間一家大小欣賞。

溫哥華上演日期及時間︰2月9日(

星期六)晚上7時；

地點︰The Centre (777 Homer St., 
Van.)；
票價︰$58至$268。

卑詩大

學 (UBC)亞
洲 研 究 學

系，每年春

節期間都會

舉行新春聯

歡會，今年

也不例外。

活動不僅有

傳統的，例

如舞獅，還

有學生們的

由 加 拿 大 亞 裔 活 動 協 會

(Asian-Canadian Special Events As-
sociation) 主辦的「多元社群賀新
年」在溫市中心舉行敲鑼迎新歲活

動，並會有12個來自世界各國的小

豬英雄參與。

這些小豬是由來自台灣的紙雕

燈籠藝術家盧妍均設計，12個各國

小豬英雄，目的是讓各個族群都可

參與。活動有不同的手工藝製作，

例如許願花燈等。

日期及時間︰2月9日(星期六)

才藝表演及各種攤位遊戲，包括中

國書法、剪紙、韓國鼓舞，甚至有

廣東麻將。

卑大亞洲研究學系舉行這個聯

歡會，目的不僅慶祝亞洲國家十分

重要的節日，還鼓勵不同族裔及文

化背景的學生積極參與，展示自己

的才藝，他們可以藉活動，了解亞

洲地區，尤其是中國的春節慶祝活

動。

這個聯歡會還會開放給公眾參

加，歷年來吸引大溫不少市民前往

觀賞，也親自體驗春節各種習俗。

日期及時間︰2月8日(星期五)

上午11時至下午4時30分；

地點︰UBC  Nest  Atrium, 6133 
University  Blvd.,  Van.；
費用︰免費。

卑大亞洲系聯歡會

裝，品味18世紀的郎世寧的經

典畫作，特別邀請加拿大、台

灣時裝設計師，重新以流行服

裝詮釋故宮經典藏品；觀眾可

從展覽中感受現代服裝設計師

的獨到創意，體驗郎世寧創作

中的東西方文化交融精神，看

列治文新年文化展

至10日(星期日)上午11時至下午6時；

地點︰溫哥華美術館廣場(750  
Hornby  St., Van.)；
費用︰免費。

見加拿大的多元文化特色。

日期︰現起至2月19日(星期二)；

地點︰Oakridge  Certre；
費用︰免費。

海濱豎起圖騰燈籠

音樂舞台劇《搭錯車》

多元社群小豬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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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馴養豬的歷史，據中國研究

單位的考證至少已經6000年。中

國漢字的「家」，按象形來講，就是屋

頂下頭放隻豬，可以說是無豬不成家。

中國是食豬為主，我們日常若單說「

肉」字，都是指豬肉，如「肉絲炒麵」

、「東坡肉」……都是豬肉，絕不會是

雞肉或牛肉，可見中國文化和豬的關係

密不可分。

2019年歲次己亥年生肖屬豬，也是

12地支最後的一支。豬給人的印象是肥

肥胖胖，憨厚福泰，樂天知命的動物，

所以豬年應該是多子多孫，諸事如意發

大財的好運年，適值34週年報慶，也借

此祝願《中僑新天地》讀者。

古人稱豬的別名為「豕」、「彘」

、「豨」。小豬也稱「豚」、「豵」。 

公豬稱「豭」，母豬稱「豝」。 

然而，大抵豬給人印象都是好食懶

非，結果成語與俗語多無好語，例如牧

豬奴戲、豬卑狗險、狼奔豕突、豬卑狗

險，乃至廣東俗語「豬咁蠢」等。

不過話得說回來，莊子很喜歡用豬

來講大道理，他說︰「正獲之問於監市

履豨也，每下愈況。」即古人買豬會摸

牠的腿股之間的肉，因為這部分的肉最

難肥。從股往下摸到腿，肉愈多，則愈

能顯出豬肉肥大；喻意每下探究，愈明

愈清楚。順便一提，現在普遍用「每況

愈下」，則另一意思了。

另外，東方人看豬是食物，西方人

看豬除了是食物、也可以當成寵物，則

是兩者文化背景不同的反映。

至於豬在何時出現？古生物學家最

初因為曾在歐洲挖掘出許多距今約3200

萬年前到2300萬年前，早期豬類的化

石，所以曾認為豬的起源在歐洲；及後

在東南亞挖掘出距今約3800萬年前的豬

類化石，這讓豬科的起源發展中心從歐

洲轉移到了亞洲大陸，

然而在中國大陸在廣西發現的豬化

石又將時間提早到距今4000萬年前，使

得古生物學家又要重新思考整個豬科早

期演化的歷程，中國大陸的廣西地區很

可能就是豬的起源中心。

家豬則源自於馴養的野豬，若中國

馴養野豬6000年之說屬實，中華民族可

能是世界上最早養豬的民族，其後才是

歐洲。文獻記載，哥倫布及西班牙人探

險家再將豬從歐洲引進美洲，自此豬在

全球發揚光大了。

豬隻容易飼養，成長很快，全身肥

厚多肉，妊娠期約114天，每次都可生產

多胎，正是豬乸好生養之謂也。養豬除

了肉食用途，豬皮可作皮革製品，豬鬃

作刷子，豬油可作食用及工業用途。

談到豬油和肥肉，總是和油膩、肥

胖、高膽固醇等緊密相連，許多人談豬

油而色變。其實，豬油是一種含較多「

飽和脂肪酸」的油脂。

世界衞生組織和中國保護心臟健康

團體的研究證明，豬油中的單不飽和脂

肪，對心臟有保護作用，甚至還有抗擊

乳腺癌的特性，可減少中風機會云云。

若以生物學而論，豬科動物的基本

特徵是雜食性、臼齒為典型的低冠瘤形

齒、頭部額骨寬平而突出、吻部較長、

犬齒發達，而相較於其他偶蹄目哺乳動

物，豬屬中型粗壯且四肢較短的哺乳動

物。其中，雄豬的上犬齒形成明顯的獠

牙，成為攻擊防禦與交配競爭的利器。 

值得一提的是，若家豬棄在野外生

活，沒多久野豬之形很快出現，開始「

野化」成為獵食性動物。包括體型變得

筆直、腹部縮小，贅肉減少、腿也變

長，如此讓牠奔跑速度加快，可以追捕

獵物或逃避被獵殺，同時長出獠牙以利

挖掘及攻擊防衛。動物學家還發現一對

家豬只要在外繁衍三代，子孫就成為野

豬，可見豬實在「野性難馴」。

香港正因野豬出沒，不知該如何引

入「天敵」對付呢？還有，中國「非洲

豬瘟」愈演愈烈，期望豬年，「瘟神」

真的「好行夾唔送」！◇

雜談豬的諸事
憨厚福泰  樂天知命  無牠不成家  

文︰盧炯燊  



豬年郵票 各有千秋

中僑報稅服務
服務日期 : 2019 年3月1日 - 
2019 年5月4日
地點 : 中僑服務中心 (溫哥華, 列
治文, 本拿比, 三聯市, 素里)
服務對象 : 中僑互助會會員
(必須符合免費報稅服務條件)
價錢 : 免費

預約報稅服務將從2019 年1月21日星
期一開始，直至2019 年2月28日, 請電
604-408-7260預約。

免費報稅服務使用條件請瀏覽
bit.ly/2019taxclinic-c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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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僑互助會

精美�
午餐

歌唱�
及舞蹈�
表演

幸運�
抽獎

購票或查詢：
中僑社會服務中心105室
電話：604-408-7274
      內線1054

松鶴之友27週年 
午餐聯歡

Evergreen News Club 27th Anniversary Luncheon

日期：2019年4月18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11時30分至下午2時

地點：�珠城海鮮酒家�
溫哥華喜士定東街1132號�
(Pink�Pearl�Chinese�Restaurant�

1132�East�Hastings�St,�Vancouver)

餐券：每位$25

问報 慶 專 題

為迎接己亥豬年，多

個國家及地區都會

發行紀念郵票，加拿大郵

政 (Canada Post) 1月24日

發行兩款豬年郵票，是生

肖系列紀念郵票的延續。

加國豬年郵票是根據

「西遊記」豬八戒的形

象，設計了兩款：一款是

他穿著天將盔甲，手握九齒釘耙；另一款是他穿紅長

袍，戴紅色佛珠。

郵票四周印有福滿人間、笑口常開、和氣生財及

香港的豬年郵票在1月12日正式發行，這是香港

郵政推出賀歲生肖郵票第四輯的第八套郵票—— 歲次

己亥(豬年)，這輯一套四款郵票分別以刺繡、木雕、

陶瓷及玉雕工藝品，展現寶豬圓潤富泰、可愛善良的

形象，瑞意呈祥。另推出郵票小型張和絲綢郵票小型

張，為新春佳節增添吉慶氣氛，迎春接福。

中國的豬年郵票於1月5日發行，據

悉，其設計理念是以「家」為核心，賦

台灣方面，中華郵政已於2018年12

月3日發行豬年郵票，圖案以簡潔剪影

搭配滿版填色構圖，並用梅花、金色及

紅色營造新年喜慶氛圍。

另外，為增添集郵樂趣，中華郵政

製作「新年郵票印刷全張」郵品，在郵

票發行當天供售，郵品內含

未裁切的面值6元及13元郵票

全張(20枚)各2張、小全張印

刷全張（含9張小全張）1張

及證書1份，全張紙邊保留印

製過程所標記色標、裁切線

等記號，並用專用典藏圓筒收納。

此外，還發行「新年明信片」兩

款，分別以圓潤可愛大豬與小豬搭配花

朵、翠綠色背景及莞爾一笑的豬兒襯以

清新淡雅漸層底色，傳遞諸事如意、富

貴有餘意涵。

加拿大取材西遊記

中國寓意美好生活

香港圓潤富泰呈祥

台灣簡潔營造喜慶

瑞氣祥和等吉祥話。

郵票上的「豬」字，

出自安省勳章獲得者伍啟

榮 (Albert  Ng) 之手。

加拿大郵政表示，對屬

豬的家人或朋友來說，這款

限量版郵票是絕佳禮物，也

是收藏品。

從1997年開始，加拿

大郵政每年推出一套生肖郵票、明信片及紀念幣。民

眾可到全國各地的郵局購買豬年紀念品，也可上網訂

購。網址是：Canadapost.ca。

予生肖形象以「合家

歡」為設定。圖案名稱

分別為︰肥豬旺福、五

福齊聚。

其中「肥豬旺福」

，肥豬肚藏乾坤，憨態

可掬，以奔跑的動態，

象徵奔向美好的生活。

「五福齊聚」，是體現「全家福」的概

念，兩隻大豬與三隻小豬同時出現，寓

意其樂融融、五福臨門。◇



繼往開來  薪火相傳

同敬賀

2018-2019 中僑理事會 2018-2019 中僑基金會

主席： 楊子亮
副主席： Philip Bates
副主席及司庫： 關志成
理事會秘書： 鄧安怡 
前任主席 ： 譚明山                   
理事：  陳鵬 、 Alice Maria Chung 、 

Rebecca Clapperton Law、梁蓉 、 
Joy Masuhara 、 Helen Song 、 
Kathleen Wong、黃偉棠、王書堅

                                  

主席： 許祖澤
副主席： 陳永權
秘書： 郭凱恩 
司庫： 張力生 
理事：  姬思保定 (Christine Brodie)、 

陳 德 彰 、 范 偉 銘 、 夏 明 德 、 
劉茉荻、劉寶喜 、 Jim O’Dea 、 
沈建明

三十四週年報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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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祝《中僑新天地》三十四週年報慶

齊心共勉 努力耕耘
松鶴之友執行委員會

主席:陸玉荷、副主席:陳國燊

執位：陳柏誠、莊藹凝、李建立、伍玲平、譚伯均、王慧玲、黃小燕、黃靖浚、

任施明、葉榕湋

圖左起：譚伯均、伍玲平、陳柏誠、陳國燊、
陸玉荷、莊藹凝、李建立、黃小燕

黃靖浚(左二)、王慧玲(右二)
2019執位候選人:蘇坤儀(右一)藍穎琴(右四) 

恭祝《中僑新天地》三十四週年報慶

松鶴之友中國水墨花鳥畫班

導師：方秋業

學員：陸玉荷、李敏儀、周新現、戎台珍、陳碧雲、陳惠芳、司徒雪英、

陳蘊薇、陸翠群、陳錦海、林玉華、林祖熾、梅綺梨、黃永鑑

上午班 下午班

三十四週年報慶



27週年會慶聚餐 餐券發售

3月7日舉行  歡迎投票參選

松鶴之友會員大會

房屋轉給子女須知

「中僑松鶴之友會」是《中僑

新天地》的讀者會，2018

年有逾百人加入成為會員，使登記會員

人數超過4,500人。現定於3月7日(星期

四)舉行2019年會員大會，選舉新一屆

執委會，敬希所有會員攜同會員證踴躍

出席，共商會務及參加選舉。

時間︰上午10時半。

地點︰溫哥華中僑社會務中心   

            (28 West  Pender  St.,  Van.)。
在過去一年，松鶴之友會為會員舉

行多項活動，大受歡迎。除原有「健康排舞班」

及「卡拉OK歌藝班」外，還舉辦了講座、一天

遊、聚餐及參觀中僑安老設施等項目；也開辦了

「中國水墨花鳥畫」和「中國剪紙」興趣班；與

中藝攝影學會合辦了第一屆「中僑新天地攝影比

賽」；執委葉榕湋伉儷把兩人聯合舉辦的「鳥姿

松鶴之友會2 7週年會慶聯歡聚餐，定

於4月18日(星期四)上午11時30分至下午2

時，在溫哥華珠城大酒樓(地址︰喜士定東

街1132號)舉行。聯歡節目內容豐富，包括

精美午餐、歌舞表演、慈善義賣及幸運抽獎

等。餐券現已發售，每位25元。

購票請至溫哥華片打西街28號中僑社會

服務中心105室，查詢電話︰604-408-7274

內線1054。◇

李時勤      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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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世事難料，若子女離

婚、被債主追討、破產等，都

足以失去父母所付的金錢。因

此，在法律上的保障便顯得甚

爲重要。

中僑松鶴之友為此邀請李

時勤律師舉行粵語講座，說明

有關的注意事項。

講座內容包括：

去年會慶聚餐筵開25席，氣氛熱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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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7週年會慶聚餐
   日期：4月18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11時30分至下午2時

    地點︰珠城酒樓(溫哥華喜士定

          東街1132號)

    餐券︰每位$25

● 中國水墨花鳥畫班
  4月3日至5月29日

  (逢星期三上午10時至12時)

    共9節，會員  80，非會員$90

● 中國剪紙班
  4月2日至5月28日

  (逢星期二上午10時30分至

    12時)

    共9節，會員 $ 90，非會員$100

水 墨 花 鳥 畫 及 剪 紙  4 月 新 班

花媚」攝影展的全部收益共8000元，捐助給《中

僑新天地》作為出版經費等。

所有這些活動，除豐富了會員的餘暇生活，

也為《中僑新天地》籌募了經費，至於本年的各

項活動安排，請留意本刊公佈。 ◇

買賣合約條款、成交時

間、包括內容、售後保證、與

律師的接觸、開價還價遊戲

規矩、按揭須知、遺產及銀主

盤、有年期的物業、非加拿大

人與非居民的賣家等。

日期︰3月12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中

午12時

地點︰溫哥華中僑社會服

務中心禮和堂 (28 West  Pender  
St.,  Van.)。

報名電話︰604-408-7274

內線1054。

由於講座反應熱烈，場地

座位有限，松鶴之友會員享有

優先參加權利。◇

中僑松鶴之友會去年分別邀得資深中

國水彩畫家方秋業老師開辦「中國水墨花

鳥畫班」及鄧慕玲開辦「中國剪紙班」，

大受會員歡迎。

今年繼續邀得兩位老師開班，每班為

小班教授，名額有限，有興趣的會員及讀

者，請從速報名，切勿向隅。

「中國水墨花鳥畫班」(特別為有基本

知識的學者而設)，4月3日至5月29日，逢

星期三上午10時至12時。會員$80.00，非

會員$90.00(共9課)。

「中國剪紙班」4月2日至5月28日，

逢星期二上午10時30分至中午12時。會員

$90.00，非會員$100.00(共9課)；材料及

教材費：$10.00

兩班上課地點：溫哥華中僑社會服務

中心110室(28  West  Pender  St.,  Van.)
電話：604-408-7274內線1054。◇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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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RM  MONITORING
  防盜監控

SMART  HOME
智能家居系統

CCTV
  閉路電視

VIRTUAL GUARD
 線上保安員

STRUCTURED WIRING
綜合佈線

ACCESS CONTROL
門禁系統

APC SECURITY       亞洲防盜系統

服務大溫超過二十年,榮獲(BBB)A+優質商譽評級

自設二十四小時ULC國,粵,英語監控中心

持牌專業技師安裝商舖,辨公室及家居保安糸統

服務全面(閉路電視,防盜監控,門禁及智能家居糸統)

多功能數碼遙控錄影糸統(電腦或手機即時監控)

一站式服務(設計,安裝,監控,維修)

APC Security   #2028—8700 McKim Way, Admiralty Centre, Richmond, BC V6X 4A5
         web : www.apcsecuritygroup.com                        Phone: 604-273-0133

服務大溫自設二十四小時ULC 國,粵,英語監控中心

Please call for free consultation 604.360-9218     免費估價熱線

BBB accredited company (A+) serving Vancouver since 1990

Operates our own ULC certified monitor station

Licensed technician for home and commercial system installation

Full services (Alarm, CCTV, Access Control & Smart Home)

DVR/NVR system (smart phone & desktop 24/7 access)

One-stop service (design, install , monitor & service)

新駁台,轉台客戶優惠
NEW ALARM SUBSCRIBER SPECIAL

免費一年緊急應變護衛服務 (有區域限制)

Free 1 year emergency response service (available in selected areas)

NEW

Operates our own ULC certified monitor station

APC Alarm Corp.

亞 洲 保 安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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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承基、葉吳美琪                 
               敬賀

一紙風行

  家喻戶曉

三十四週年報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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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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 白 鷺

香港人喜歡吃一種小白菜，稱為「學斗」，是

「鶴藪」的音變。鶴藪位於新界粉嶺，即此

甜美蔬菜的出產地。所謂藪，是沼澤地，鶴藪便是

鶴之家。如今鶴藪仍有農田，亦有水塘。

不過香港其實沒有鶴。鶴是大型鳥，多見於

溫帶。在香港常見的長頸鳥是鷺，個子較小，喜歡住在水邊。最多是小白

鷺，黑嘴，黑腳，腳趾倒是黃色。

另一種白色的鷺乃是黃嘴，頸稍粗，驟眼不容易與小白鷺分辨，但牠

有個特性是常在牛的附近。它名叫牛背鷺，這是因為牠並不愛吃魚，而是

吃昆蟲，牛身上多的是牛蚤，所以牠愛站在牛身上吃蚤，是牛的好朋友。

今年到非洲，有機會看見黑色的鷺。名副其實牠一身黑，一點也不起

眼，卻在覓食時忽然有表演。只見牠頭向下一縮，雙翅向前展，收作一

圈，竟然變成一個小帳篷。

原來這是牠的絕招。看中有利位置，牠就來個遮光遊戲，可憐小魚突

然眼前一黑，還未及動彈，已成為黑鷺的點心了！◇

喜歡站在水邊的牛背鷺個子雖小，對牛卻是大幫忙。

小白鷺跨石的動作十分優雅

黑鷺與小白鷺一樣，腳趾呈黃色。

(左至右)黑鷺從鳥變成帳篷的三部曲



李國柱夫人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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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鶴之友排舞班

導師：鄧玉葉 

馬菊 、 王素貞 、 李秀珍 、 

黃小慧 、施美蘭 、 李芸菁 、 

黃玉清 、 Mary Tung 、

George Mui 、 Isabella Mui

《中僑新天地》三十四週年報慶 

松鶴之友卡拉OK歌藝班 
溫哥華馬寶 - 渥列治班同學 

Lucia Chan 
Angie Au Yeung 
Jenny Cheung 
Raymond Lai 
Katherine Ko 
Elsa Wong 
Christine Ng 
Bochim Ahmon  
Charles & Lillian Ng 
Peter & Miranda Chow 
Raymond Liu 
Wendy Ip 

Koby Mak 
Bertha Ho 
Violet Tsang 
Alison Ng 
Angela Ip 
Kitty Lau 
Hilda Chan 
Fanta Yeung 
Diana Leung 
Amy Li
Calvin Lai

三十四週年報慶



聽力隨着年紀增長會逐漸退化，若不配戴合適的助聽器，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
加拿大聽力中心在全國有120間診所，是醫生推介的聽力護理首選！我們為客戶
提供一系列的優惠及服務，詳情請瀏覽 connecthearing.ca/commercial

家人喊破喉嚨跟您講話都聽唔到？

豬年吉祥

溫哥華Commercial Drive  2620號100室

《中僑新天地》34週年誌慶

紅日繽紛歌舞夜

3489 Fraser Street, Vancouver
www.frasercourt.ca

訂座電話：604-568-1288（鋪後大量免費車位）

八折+免茶 豪華水晶燈大禮堂

星期六、日及假日

八折優惠
星期一至星期五
11:00點前結賬離座

11:00點後
九折+免茶

11:00點前結賬離座

筵開50席

營業時間：早上9:00－下午3:00   下午5:00－晚上10:30

（逢星期一︑二︑三3天晚上）

晚 飯 + 卡 拉 O K + 歌 星 演 唱 名 曲 + 名 師 教 授 舞 步
+ 自 由 跳 舞 + 名 琴 師 演 奏 舞 曲

服務社群
推陳出新

三 十 四 週 年 報 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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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電、家居、酒樓用品,批發零售

廚 樂 坊 家 品 企 業
Cuisine Talent Housewares & Kitchen Appliances

Crystal Mall (麗晶廣場):           (604) 438-3999 Unit 1203&1315, 4500 Kingsway, Burnaby BC, V5H2A9
Henderson Place (恆基分店):  (604) 468-3993 Unit 1088, 1163 Pinetree Way, Coquitlam BC, V3B8A9
Head Office (總公司):               (604) 270-2086, (604) 304-2081 Toll free: 1-866-268-0888
                        Unit125-130, 2691 Simpson Road, Richmond BC, V6X2R2

www.cuisinetalent.ca
www.chulefang.ca

Otto Auto Service 

世界車身修理
超過40年的汽車車身維修經驗
擁有所有品牌和型號

*獲得 I C B C 認證的維修店
* 維 修 期 間 免 費 汽 車 借 用

#108-11031 Bridgeport  Rd. ,  
Richmond ,  BC V6X 3A2

Tel: (604) 270-9669, (604) 537-1099
Email :  ot to_autoservice@shaw.ca

公司資產轉移 | 遺產信託策劃 | 退休稅收策劃

地址: Unit 140, 10451 Shellbridge Way Richmond BC V6X 2W8 

電話: 604-273-0388           網址: www.plantax.ca



法 裡 法 外

在不少刑事案中，都涉及目擊者對疑犯的認人手續，然而有些時候，證人對

疑犯的確認出現錯誤或其他原因，結果造成寃案、錯案。筆者曾經審訊過一些案

件，其中說明了在識別疑犯在程序上的重要性。

2019年2月     13

索菲諾寃案始末
索菲諾寃案的主角索弗諾 (Thomas 

Sophonow) 來自緬省，1981年他被判在
溫尼辟謀殺甜圈餅店員斯托普爾 (Barbara 
Stoppel)，經三度審訊，由於有目擊者認
出他是兇徒，結果被判罪名成立。他坐了

4年冤枉監後，1985年，經 DNA 測試後上
訴，緬省上訴法院最終宣判他無罪，而且

獲賠償260萬元。

案件當年轟動全國，引起對證人的認

人過程的質疑，導致國會於2001年委任聯

邦大法官科里 (Peter De Cory) 展開調查，
他最終提出建議報告。在報告中，科里提

出43項建議，其中11項涉及緬省，這宗案

件也成為重大的司法調查。

避免寃案 認人有標準

筆者不厭其詳的說明證人認人的重

要性，是因為多年前曾經面對的其中一

宗案件。

案發於2000年11月15日晚上7時半，

地點是溫市中心西端 Davie 街的 Canada 
Trust銀行，當時被告 Moyou 走進該銀
行打劫，要求櫃面後面的職員拿出2000

元的給他，當時銀行職員馬漢尼 (Ma-
honey) 正在銀行內培訓一位新職員，見
狀拿出一個 dye pack (專門為應付到銀
行搶劫的現款包，內設有會自動爆炸顏

色的設備)給他。

被告接過後，立時交還給馬漢尼，

要他翻開。在馬漢尼無奈把 dye pack 打
開。接著被告就警告馬漢尼不要「玩

嘢」，要去拿真的現金給他。

馬漢尼就用他自己的職員卡從提款

機拿了500元面額20元現鈔給被告，並解

釋他的職員最多只能是500元，被告拿了

那500元的現金後就離開了，銀行之後立

刻關門報警。

警察與鑑證人員之後到銀行取證，

可惜警方在被告觸摸過的 dye pack 及
櫃面，均沒有發現被告的指紋，只拿到

了銀行內的視像記錄，看到整個搶劫過

程。

從視像的記錄中，警方取得了被告

的照片然後發出通緝令。當通緝傳單傳

到 Matsqui 懲教處的時候，多個工作人員
指出照片的人就是被告。

其中懲教處負責接收和釋放犯人的

Minnabarriet 指出，被告是在2000年10月
30日由她釋放的，被告在釋放時所拍攝

的照片，就是警方用來作讓人識別的照

片，警方於是拘捕了被告。而銀行內有

好幾個職員，也向警方表示，被告就是

案發時出現在銀行的劫匪。

警方是基於上述的證據而控告被

告，但被告否認銀行劫匪是他本人。這

宗案件唯一的爭論點，就是被告是否就

是錄像帶記錄的犯案人。

此案如何發展，下期待續。◇

在
為數不少

刑事案件

裡，證人

在法庭上指認被告就是犯案者的證供，

很多時候都是不可靠的。在轟動全國的

索菲諾 (Thomas Sophonow) 寃案發生
後，國會委任了聯邦大法官科里 (Peter 
De Cory) 成立委員會展開調查，他在調
查報告中提出多項建議，其中在透過照

片讓證人識別方面，警方有多個程序是

必須遵從的。

1.向證人最少提供十個不同人士的

照片；

2.這些不同人士的照片，盡量與證

人所形容嫌犯特徵相似。假如不可能，

那麼所用的照片應當與嫌犯愈相似愈

好；

3.如果在警員要利用照片的方式讓

證人辨認疑犯時，警方在由與證人見面

的時候開始，用錄像或錄音方式記錄整

個的過程。另外，負責利用照片讓證人

辨認疑犯的警員，不是調查有關案件的

警員，不應知道哪一個才是真正疑犯。

4.負責利用照片讓證人辨認的警

員，必須先向證人說明，他不知道誰是

嫌犯，也不知道照片裡是否也有嫌犯的

照片在內。此外，負責的警員同時要向

證人表明，識別疑犯固然重要，但識別

無辜也是同樣重要。如果有多個證人，

每一個證人都要使用同樣的程序去辨

認。

5.每張照片都要根據一定的先後次

序，拿出來讓證人辨認。

6.除了錄像或錄音，警員應要寫明

認人的過程和記錄證人的表示和反應。

所有證人每一句話的講話和反應，都應

該記錄下來，並要證人簽名確實。

7.在完成認人的程序後，負責警員

不可以與證人討論認人結果，避免影響

證人。

(退休卑詩省級法官)

文︰余宏榮

眾口一詞  認出銀行劫匪

左為遇害的斯托普爾，

右為坐了四年寃枉監的索菲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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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 險 精 靈

社區講座：778-869-3379 

24小時保密熱線:1-888-795-6111

bcresponsiblegambling.ca

免費輔導及諮詢
卑詩預防問題賭博

14     2019年2月

華人新年必賭？

賠唔夠的保障

網上全彩色

閱讀更精采
 www.success.bc.ca/evergreen

UMP  

不 管 海 內

外，華人被指好

賭，尤其春節期

間，各種賭博活

動，不論是大賭小賭或娛樂性的，幾乎

在華裔各家各戶可見可聞，大抵發新年

財是好兆頭。在美國，各大賭場春節期

間均有專車在華埠候駕，專門接載華裔

民眾前往發「新年財」。

新年必賭，似成風氣。到了春節，

賭博更是從地下轉至地上，從非法變成

「合法」，圍桌聚賭是中國人過年的傳

統重要活動之一，華人在各種賭博中，

以打麻將最為普遍，故「麻將」一詞聞

名於世，海外華僑，孔老二的四書五經

都可以忘掉，而麻將始終忘不掉，更有

稱之為國粹！此間有所謂復興華埠團體

者，假日在唐人街大打麻將，名為推廣

中華文化。

根據經驗談，我們的「國粹」麻

將，的確是各種賭博類型裡最迷人、最

讓人留連忘返的「佼佼者」。過年過

節，圍埋砌幾圈論英雄，美其名曰「消

遣」，甚至不少人家中也賭禁大開，大

人細路攻打「四方城」、呼盧喝雉也很

常見。

其實換個角度看，「手談」並非

十惡不赦，早有研究報告顯示，麻將

千變萬化，沒有一手可以相同，對於

思考能力大

有幫忙，君

不見老人院

活動，例必

有打麻將一

環，目的乃

幫助長者思

考，減緩記

憶退化。

賭 博 ，

可能最初是

娛樂，但嚴重時成為沉迷病態。爭強鬥

勝，是絕大多數人在其日常生活中所追

求的目標，而在賭博中最易表現，兼因

賭博又極具刺激性，很易使人「上癮」

，常使年節間偶爾玩玩的人，不知自覺

而致欲罷不能，傷身傷財之外，更常為

家庭、社會帶來了諸多問題，實在不容

忽視。◇

大多數車主購

買 汽 車 保

險時，除了基本保

障、碰撞保障和綜

合保障(非交通意外

引致的損失，如失

車，車身被惡意破

壞等)之外，多數都會包括一個第三者責

任保險在內，一般稱之為全保(其實也不

是真正的全保，因為還有很多選擇性保

險，只是這些選項被忽略了)。

第三者責任保險的意思是，如果有

撞車事故發生引致另一方車輛的司機或

乘客身體受傷，而這撞車事故又是因為

自己的錯誤導致而又需要向對方車輛的

   黎國成

(資深保險顧問)

傷者作賠償，這賠償就會由自己購買的

第三者責任保險賠給對方。但如果肇事

的司機沒有足夠的第三者責任保險，那

怎麼辦？

卑詩汽車保險局 (ICBC) 有一種選擇

性保險名為 Excess  Underinsured  Motorist 
Protection，簡稱 UMP (意譯車輛投保不

足保障)。購買了這個保險的司機，如遇

到上述的撞車事故而肇事的司機，又沒

有足夠的第三者責任保險時，UMP 就會

賠償給傷者。最高投保額可選擇由200萬

至500萬元。

舉個例︰假設有一宗撞車事故導致

我身體嚴重受傷，事故的錯不在我，法

庭判決肇事的司機要賠償給我200萬，但

那司機只買了100萬元的第三者責任保

險，他的保單最多只能賠償100萬給我，

幸好我買了200萬元的 UMP，這100萬元

的短缺就由 UMP 來賠償。兩者加起來就

等如法庭裁決的總數200萬元了。

過往，一個車主如擁有超過一部汽

車，他只須購買一張 UMP 保單就可以保

障他名下所有的車輛。後來改了例，每

部汽車都要購買屬於該部汽車的 UMP，
才能確保名下所有的車輛都有相同的保

障。

汽車保險種類繁多，請教一下保險

從業員就能得到最合適的保障。◇

http://bcresponsiblegambling.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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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陸雪筠敬賀

推陳出新
成績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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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僑華埠耆英服務聯會     
                敬賀

齊心協力  
  造福社群

《中僑新天地》三十四週年誌慶

過百義工參與《中僑新天地》每一期的採訪、撰
稿、編輯、校對、廣告及發行工作，可敬義工們
作出的貢獻令人欽佩。

義工們的努力，使廣大讀者每月都得到一份豐富
的精神糧食。

歐陽亦芃夫婦敬賀

三十四週年報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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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行

16     2019年2月

為韓國瑜喝采

孟夫子也懂豔情

唐代詩人孟浩

然是李白的前輩，

兩人是好朋友。李

白曾有詩說：「吾

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這「風

流」跟現在的理解不同，是灑脫放

逸、風雅瀟灑、才華出眾的意思。

李白的《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

際流。」更是深情一片。

得《千家詩》之助，孟浩然被

許多讀者所認識，因為第一篇就是

他的《春曉》：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

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把春日清晨賴在床上，枕邊的

感覺和思維，細細描繪出來：昨夜

風雨，睡得不好，一睡就睡過頭

了，是被鳥兒的叫鳴聲喚醒的。

這時記起昨夜的風雨，掛念園中花

卉，不知有沒有狼藉一片？

孟浩然是田園詩人，作品常有

「夫子」味，我卻發現他有一首「

豔情」作品，對少女春日情懷有深

切了解，題目是《春怨》：

佳人能畫眉，妝罷出簾帷。照

水空自愛，折花將遺誰？春情多豔

逸，春意倍相思。愁心極楊柳，一

動亂如絲。

青春期的少女開始愛美，化妝

打扮了。沒有鏡子，在水裡照照也

是好的，隨手摘了一朵花，要送

給誰呢？青春情懷總是豔美的，

在這春意泱然的季節就更加倍湧動

了。心中難以描述的淡淡愁緒，一

經觸動，就像風中的柳絲，亂成一

片。◇

2019 屋子啟示錄
   陳華英

貂蟬是虛構美女

這幾個月透過網

絡旁觀台灣縣市長選

舉，看得津津有味。

這 場 選 舉 紅 了

一個韓國瑜。他單

槍匹馬遠征綠營票倉高雄，以「一瓶礦

泉水，一碗魯肉飯」的實力，一點點經

營，一點點發酵，將個人理念與民間疾

苦充份磨合，話題吸睛，話語聳動，先

利用網絡「空軍」投彈，再集合在地「

陸軍」搶攻，終於集小步為大步，一舉

壓倒對手。

筆者以為，韓國瑜的勝選得力於三

方面，一是正氣，二是理念，三是魅

力。

韓國瑜一落場就聲言自己要打一場

乾乾淨淨的選戰，他不賄賂選民，造勢

晚會不出動遊覽車，會場每張椅子放一

瓶礦泉水，一份資料。選戰最激烈時，

國民黨主席吳敦義出面羞辱「花媽」，

韓國瑜在造勢晚會上公開批評，他說：

「我寧願乾乾淨淨地輸掉選舉，也不願

意骯髒地贏回來！」他又說：「選舉又

不是甚麼深仇大恨，沒有必要搞得像殺

父之仇，奪妻之恨？」這種正氣凜然的

姿態，一改台灣歷來選舉的惡濁氛圍，

他站在高處，使宵小之徒不敢現形。

韓國瑜用了不少時間精力去接觸農

漁民，了解民間疾苦，選戰一開打，他

提出來的政治理念就很接地氣。他說「

高雄又老又窮」，因為滿街出租出售的

商舖，年輕人找不到工作，工資低微。

他又提出「北漂青年」的話題，希望讓

高雄的孩子回家。到最後，他提出來的

競選口號是：「貨要賣得出去，人要進

得來，高雄發大財！」這些話聽在多年

壓抑的高雄人耳朵裡，正是一石激起千

重浪。

韓國瑜本是政治邊緣人，多年賦

閒，一出場即橫空出世，以他高蹈的理

念、誠懇的態度、豐富的知識、無礙的

辯才俘獲人心。他一個秃子，貌不驚

人，衣著普通，卻能聚起人氣，這一切

都得力於他的個人魅力。他的個人魅力

除了來自性格之外，也取決於長年的修

養。郝龍斌說他每月讀一本書，多年借

行山沉潛自己，因此韓國瑜比起其他縣

市候選人，更顯得厚積薄發，成竹在

胸。

自韓國瑜起，台灣的選舉去到一個

新的台階，他不但改變自己，還將改變

國民黨甚至民進黨，他已經改變了台灣

的選舉文化，還將改變台灣的民主和民

生。◇

中國古代有四大

美女之說，指的是

西施、王昭君、貂

嬋、楊玉環四位。

西施是春秋末期的美女，出生在今

浙江諸暨一個鄉村，姓施，因住在西

村，大家便稱她為西施。當時越王勾踐

想用美人去迷惑吳王夫差，便選中西

施，命樂師教她歌舞和儀態。過了三

年，由范蠡帶去獻給吳王。吳王在姑蘇

臺給西施建春宵宮，對她寵愛備至，因

而沉迷美色，荒廢朝政，給勾踐滅了吳

國。吳滅後，范蠡便帶西施一起隱跡太

湖。蘇軾在詠西湖詩中說：「欲把西湖

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這裡的西

子就是指西施。

王昭君是西漢時人，出生在今湖北

興山縣。漢元帝建昭三年被選入宮，因

為沒有賄賂宮廷畫師毛延壽，被畫得不

美，所以沒有選入後宮，後來元帝把她

賜給匈奴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死

後，昭君上書漢廷要求歸漢，但元帝為

了和番，仍叫她遵從胡俗嫁給呼韓邪之

子復株絫若鞮單于，以致她最後病逝番

邦。曹雪芹有詩云：「絕豔驚人出漢

宮，紅顏薄命古今同。君王縱使輕顏

色，予奪權何畀畫工？」

楊玉環，今山西永濟人，初為唐玄

宗之子壽王李瑁的妃子，曾出家為女道

士，道號太真。後被玄宗選為貴妃，寵

愛備至，甚至將她的宗兄楊國忠從四川

召入朝出任宰相，形成外戚勢力，禍國

殃民，以致引起安祿山之亂，逼得玄宗

逃離長安，行至馬嵬驛，軍士造反，殺

楊國忠，逼貴妃自縊。所以白居易在《

長恨歌》中說：「西出都門百餘里，六

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君

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

至於貂蟬，完全是虛構人物，最初

出現在書話本，後來由羅貫中在《三國

演義》中使之具體化。話說東漢末年，

宦官與外戚之間爭鬥激烈。靈帝死，年

僅14歲的少帝即位，由何太后臨朝，太

后以其兄何進為大將軍輔政，使外戚與

宦官之間的鬥爭更趨惡化。何進欲殺宦

官，召董卓入朝，以致董卓獨霸朝廷，

司徒王允欲殺董卓，便利用其侍女貂蟬

作美人計，挑起董卓與其義子呂布之間

的嫉火，由呂布殺了董卓。後來呂布娶

貂蟬為妾，呂布死於曹操之手，從此貂

蟬便在《三國演義》中消失。◇

習慣上，每逢新年前

後，都會抽點時間，靜坐片

刻，回顧舊年，展望來年，寫下一些希望，

訂下一些計畫。但是，這些年來，歲晚回眸

時，總是發覺未完成的計畫居多，漸漸地也

不敢寫下甚麼宏願了。只是除夕夜靜思片刻

的習慣仍在。

這個除夕夜，細雨纷纷，街道上聖誕新

年燈飾仍在閃爍，孩子們都出外和友人參加

除夕倒數去了。靜坐屋内，環顧四周，正沉

思間，忽然手機鈴響，友人傳來一則訊息，

說︰看看你的房子，你會獲得很多啟發。文

中如是說︰

屋頂說︰「你要高瞻遠矚。」

電風扇說︰「要保持冷靜。」

時鐘說︰「要珍惜光陰。」

日曆說︰「要與時並進。」

錢包說︰「要積穀防飢。」

鏡子說︰「要自我反省。」

枱燈說︰「要照亮別人。」

床說︰「要有休息和夢想。」

窗戶說: 「要拓寬視野。」

地板說: 「要腳踏實地。」

樓梯說: 「要步步為營。」

最發人深省的也是最有趣的卻是—— 馬

桶說︰「要懂得放下! 」

原来，滿屋子的傢具，都能啟示你如何

面對自已的生命。

尤其是「要懂得放下」，佛家說︰「放

下，自在。」無論是心靈上的掛慮，物質上

的慾求，如能放下，就如逃脫囚籠的鳥兒，

海闊天空任飛翔，自然有歡喜心，生活自然

快樂。

新的一年來到，此刻，你正是坐在屋子

裏閱讀嗎?看看四周吧！把這屋子啟示錄與

你分享。祝願你新旳一年身體健康、精神愉

快、從心所欲、事事有成。◇

  顏純鈎

新  松



聖誕節前，在一大型購物商場裡面，大約30幾

名小學生在鋼琴伴奏下唱著聖誕歌曲，仔細看，

有的孩子亞洲人面孔，有的孩子金髮碧眼，有的

孩子纏著印度包頭，也有的孩子戴穆斯林頭巾，

但是他們神情專注地在老師的指揮下，高聲齊唱

平安夜。我在旁佇立數分鐘，而這一幕卻深深印

在我的腦海，禁不住一陣感動。

新結識的 L 女士，90年代初由中國大陸移居

歐洲 H 國，為何選擇此國？是因當時歐洲僅有

此國不必簽證，即可直接獲得居留權。L 女士是

中醫師，在那裡開設診所，大受歡迎，病人源源不

斷，他們一家四口一住18年，但依然決定移民加拿

大，說起原因，真的令人無奈。

L 女士一家自從移居此國，便努力融入當地生

活，好在他們當時年輕，孩子們又小，很快便可用

當地語言與人打交道，有些病人預約時，在電話中

竟不相信L女士是中國人，她唯有笑著說等你見到

我就知道啦。

不能不說，這一家人的適應能力真是超強，當

地不要說中國城，連賣中國東西的地方都沒有。她

說，那些年她學會了好幾種當地的菜餚，直至今天

都是他們家的家常菜。

儘管如此，她一家還是遭到不愉快的境遇，有

次她去市場排隊買香腸，排到她的時候，售貨員竟

視她如無物，問她後面的客人需要甚麼，L 女士見

此，熟練地用當地語言不疾不徐地跟售貨員抗議：

為甚麼你明明看到我，卻越過我服務排在我後面的

客人？售貨員立刻尷尬地道歉，陪著笑臉問她需要

甚麼。

還有更令人難以忍受的，一次她在路上開車，

遇紅燈停下，另一部車停在旁邊，那司機竟搖下車

窗，指著她大聲說，滾回你的國家去。她不可能在

那種情況下與那司機理論，心裡當然很不是滋味。

孩子們在學校屬於千分之二的少數族裔，不要

提當地的孩子，連學校老師也會當眾羞辱 L 女士的

孩子，她曾直接向校長投訴，但是，H 國非移民國

家，種族歧視處處可見，奈何？

為了孩子們，她決定離開已視作第二故鄉的

H 國。加拿大乃移民國家，多元文化是國策之一，以前不曾體會其含

義，如今方知生活在這裡是何等幸運。◇

   陳國燊

  李光澤

  石貝

回顧與前瞻

仮生離難耐

董
培
新
漫
畫

新  地

聽
，
孩
子
們
在
唱
歌

2019年2月     17

 賀
  午言

 三十四年，
 何曾言休；
 齊心協力，
 風雨同舟；
 妙筆生花，
 枝繁葉茂；
 激濁揚清，
 不敢為後；
 傳遞正能，
 精神抖擻；
 千帆競發，
 百舸爭流；
 松齡鶴壽，
 天長地久。◇

在廣州與兒孫們歡度

了一個愉快溫馨的農曆新

年之後，大衛、美寶夫婦

又回到了列治文的家。列治文各大商場，包括

華人或非華人商場的農曆新春氣氛仍舊相當濃

烈，卻未能沖淡他們夫婦倆心中的惆悵。在白

雲機場離別前一刻的難捨難離，至今仍然夢魂

縈繞。那天，一對漸漸懂事的小孫兒女抱著公

公婆婆的雙腿大哭，不讓他們上機。小孫女還

抬頭哀求婆婆：「婆婆可以不走嗎？」

大衛夫婦上世紀90年代未期帶著獨生女安

祖兒由香港移民加拿大。安祖兒學業成績優

秀，從來不用父母操心，大學畢業後也找到

工作，8年前與來自廣州的大學同學阿祖結了

婚，並先後誕下兩名可愛的孫兒孫女。女兒女

婿婚後一家仍舊與大衛夫婦同住，一對孫兒女

都由婆婆看顧，樂也融融。

然而，3年前阿祖決定「海歸」，回流中

國尋找更佳的發展機會。大衛夫婦雖然千萬個

不捨也得接受，因為這是女婿女兒自己決定的

事。阿祖回流中國後，乘著中國掀起的「一帶

一路」，也借助頭頂上「海歸」的帽子，事業

一帆風順，早已打消了返回加拿大的念頭。三

年來，大衛夫婦每年都到廣州探望半月，這機

場送別傷心的一幕便年復年地重演。

昨夜美寶終於按捺不住對老伴說：「香港

離廣州不遠，來往坐巴士、高鐵都很方便，為

了能夠更多時間見到女兒一家，特別是一對孫

兒女，我們是否應該考慮回流香港呢？」

大衛沉默無語，當年為了女兒的前途移民

加拿大，難道今時今日又要為了兒孫作第二度

移民？◇

隨著醫學近年不

斷進步，人類壽命

只有繼續延長的趨

勢。人生走過了大

半輩子，可有細數

生命中曾經出現過的大事？

不久前在一個工作坊中，導師邀請參

加者寫下至今發生過的重要事情。當靜思

下來，腦海中的時間、人物、環境片段

錄像便歷歷在目：童年時不小心過馬路被

貨車撞傷，要住院三個多月；中學第五年

得到一位好同學鼓勵成為天主教徒；畢業

後幸運地進入一間藥廠工作；結婚四年內

三個孩子相繼出生；有一次登報賣車被兩

名賊人以試車為名，將車駛入石崗引水道

亮刀打劫，險些沒命；因為九七回歸而移

民溫哥華；重新被聘進入藥廠工作；在一

個冬天早上，從威士拿駕車回溫哥華時下

雪，車輛失控險些墮崖；在藥廠工作了24

年後退休……

生命在不同的階段中，總有不少的天

使出現：在交通意外中一直全力以赴為我

治療的汪醫生；在我小學6年級為我課餘

義務補習的黃老師；引導我信仰方向的王

同學；推薦我入藥廠的羅醫生；在教會聚

會中認識了我的妻子；提供我在澳門週

末兩年多讀書時住宿的歐陽先生伉儷；為

我分析移民選擇的蔡醫生；在20個月太空

人生涯中，風雨無間邀請我每週一天共進

晚餐的李氏伉儷；移民溫哥華的好鄰居溫

伯；願意取錄我再次投身藥廠行業的昆先

生；指導我靈修操習的關神父，以及許多

好朋友……生命就是在順逆境、跌宕起伏

中成就了我的人格基礎，充滿了感恩和無

言感激。

在餘下的人生下半場，生活雖然還是

圍繞在健康、伴侶、朋友、金錢中，但除

此之外，應該還會有空間令生命更精釆：

繼續積極參與適合自己能力的義務工作、

學習自己有興趣的科目。既然自己經歷過

被天使保護的安全和愛的滋養，期望還可

以敏銳地留意到別人的需要，作他人的天

使。

祝願大家在新的一年，身體健康、生

活愉快。◇



   何鳳鳴

  百合谷

    劉全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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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口常開印象‧廣州

幸福快樂

最近在墨西哥出

現了一家類似日本某

名牌精品店的公司，

在各大商場大舉開店營業，甚至連機場

也有她的身影。

墨西哥生活枯燥，平日難道一見這

種新奇摩登有情趣的店鋪，一時十分興

奮，見店中擠滿了購物的人潮，排隊等

買單的人龍頗長，看來生意不錯，想在

這裡生活的中日韓僑民終於等到一家可

慰藉鄉愁的去處，但走近一看卻沒看到

一個亞裔。

店舖名稱十分近似那家在溫哥華的

日本雜貨店，店名下也清楚寫著日本設

計品牌。店鋪很受歡迎，但買東西的人

除了筆者，竟全都是墨西哥人。

後來上網查看，才知道這是具有中

資背景的公司，她在日本註冊，總公司

位於日本東京，生產綫當然在中國大

陸。細心觀察其產品，設計雖神似日本

品牌，但全在中國製造。

其實這不是問題，現今世界上各個

名牌產品，又有那些不是在中國製造的

呢？爲何日本人就不來這店鋪消費？筆

者百思不得其解。

終於有一個日本人坦白的告訴筆

者，原來他最不滿的是這家中資公司以

日本設計品牌作招徠，故意抄襲，欺騙

顧客，用心不良。墨西哥人分不出誰是

誰，只要喜歡，價格相宜，管你是真日

本還是假日本，卻沒想到日本人會那麽

介意。

其實甚麽才是正宗日本設計？日本

產品給人最與別不同的地方，在其簡

潔，精緻和可愛。筆者覺得只有可愛是

日本專屬的，簡潔和精緻的設計，北歐

就更有代表性。

而日本的傳統審美觀又是取經自中

原大地，不要說遣唐使在中國學了不少

當時的先進技術，北宋興起的禪學東

漸，在日本掀起持續數百年的熱潮，禪

宗對日本的美學影響深遠，在各個領域

都是品味高尚的象徵。

那麽到底是誰抄襲誰呢？甚麽才是

創意？所謂天下文章一大抄，今人抄襲

前人，後人又抄襲今人，不就是這樣抄

來抄去的麽？太陽底下無新事，人類能

有甚麽真的創作，都是繼承自無數前人

的努力，實在沒甚麽好自誇的。◇

豬年伊始，筆者向讀者們說

一句祝賀語就是「笑口常開」，

喜歡笑的人最開心、最幸福和最

美麗的！

笑容可以互相感染，當見到別人笑的時

候，也會很自然地報以一笑，喜樂、和諧和

親切的感覺，便會隨之而生，「它」啟悟了我

們，原來不懂笑的人是最愚蠢的。

有些人會說：「我沒有開心的事，如何去

笑？」其實「笑」的呼喚，一視同仁，故有些

生活貧困，受盡挫折的人，也許他們笑得比豐

衣足食的人更燦爛，一切視乎自己採取甚麼態

度去面對現實的生活。

一句「笑口常開」，當中已包含著千言萬

語的祝福：(一)身體健康：健康是無價寶，擁

有健康的人，笑聲一定響亮；(二)家庭和睦：

家和萬事興，正享受著妻賢子孝、數代同堂

的幸福人兒，他們的一言一笑，皆流露著無限

感恩的表情；(三)風調雨順兼太平盛世：能夠

生活於這片樂土上的人，還可以不稱為人上人

嗎？尤其是今天的世界，想找一片如此福地，

更是難上加難！

除了送上以上應該受歡迎的祝福外，更希

望我們大家都能同樣以笑口常開的態度來面對

一些生活的挫折。所謂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

九，也沒有人是一帆風順的。因此，倘遇上

風高浪急之時，更加要以鬆容不廹的態度來面

對，只知縐著眉頭苦著臉，是無濟於事的；反

而最需要一個冷靜的頭腦和一顆不煩不燥的澄

明之心去思考、解決。在這處理過程中，也必

須依靠一些自發性的正能量，而這些能量就是

來自放鬆心情的笑一笑，必然會找到解決困難

的方法。

所以，無論是喜是悲，都要謹記笑口常

開。皆因快樂並不代表生命中沒有痛苦挫折，

而是學懂笑著面對。◇

三歲時隨父母

離開廣州到了澳

門，小時候經常

聽到父母掛在嘴

邊、經常提到有關

廣州的有︰中山紀念堂、海珠橋、越

秀山、六榕寺、惠愛路、廣大路、惠

如樓、陶陶居、大新百貨公司、紅線

女、馬師曾……以及那剪不斷的故鄉

情。

廣州市別稱「五羊城」，傳說古

代有五個仙人，各穿彩衣、手執稻

穗，騎着五隻仙羊，降臨廣州城。仙

人離去後，五隻仙羊化為石羊留在山

坡上，自此廣州市被稱作「五羊城」

、「穗城」。

這個中國南方最大、歷史最悠久

的名城，是我的出生地。

聽說普通人的記憶是從六歲開始

的，但我的記憶來得特別早—— 我的

記憶是從搖籃裡開始的。

夜深了，母親把我抱在她的懷

裡，在窗前來回地踱着步、哼着兒

歌，哄我入睡。我聽到母親哼着︰

「月光光，照地堂；年卅晚，摘檳

榔；檳榔香，買子薑；子薑辣，買蔔

達……」這是記憶中，母親哼給我的

第一首兒歌。

下雨天，母親就唱着︰「落大

雨，水浸街，阿哥擔柴上街賣，阿嫂

喺屋企着花鞋……」而姐姐就唱着: 

「  落雨微微，水浸田畿；田畿有條

蛇，嚇親大老爺；大老爺有塊鏡，照

去文化宫；文化宮做乜嘢戲？三毛流

浪記。」

雨停了，天上出現一道彩虹，阿

歡姐就拿個大木盆，坐在木板櫈上，

在後院洗着衫。而我和姐姐就歡快地

蹲在那大木盆旁邊，用阿歡姐木盆裡

的肥皂水，吹起肥皂泡來了。

母親抱我坐在屋前高高的門檻

上，輕輕揑住我的小手指，放在她的

手心中，然後唸着:  「點蟲蟲，蟲蟲

飛，飛去茘枝磯！」之後就推着我

的小指頭從她的手心快快地滑走。這

是記憶中，母親與我玩的一個最簡單

的遊戲。之後她把我抱回屋內，放到

小木馬上，一邊搖着小木馬，一邊唱

着︰「搖搖搖，搖到外婆橋，外婆對

我笑，叫我好寶寶 !」

我的外婆啊，她就住在離我家不

遠處的那條叫做「大馬站」的大街

上。◇

2019年，新曆年

剛過了一個月，農曆

新年又到了。在此祝

賀各位身體健康，心想事成，開開心

心每天做個快樂人。

提起快樂，總令人聯想起幸福快

樂這四個字。甚麼叫幸福？甚麼叫快

樂？有人說「幸福的最高境界，就是

陪著自己喜愛的人，守著一屋的舊物

和數著一段段的舊歲月」，又或者兩

個相愛的人，過着清幽恬靜的生活；

又或者追尋自己的理想，無論成功與

否，都不悔。無論是甚麼，幸福定義

各有所別。

至於快樂，有人覺得所謂內心的

快樂，就是一個人過著健全的正常和

諧生活。不過，幸福並不是必然的，

不是你說有就有，也不是人人真的擁

有幸福。作為單親，隨著時間消逝，

孤單和寂寞仍然存在。不過，經過時

間洗滌，對人生略有領悟，明白人生

不是擁有幾多，乃是計較少，知道自

己胸襟有多大，懂得自省、發現和尋

找，自由自在做自己喜歡的事，過著

無拘無束、安穩和充實的生活，在人

生道路上有兒女相伴，讓我有一個美

好的回憶，也是幸福的。

很久以前，朋友問一個問題，你

的開心是甚麼？我不假思索的回答，

丈夫開心，兒女開心，我自然開心；

相反他們不開心，我便不會開心。朋

友的回應，那麼你便沒有自己了。

當時我也不明白，作為妻子和母

親的，當然是以家人為重。成為單

親，開始明白，以家庭為重是沒有

錯，只是忽略了自己的感受，將不愉

快的心情鬱悶在心裡。唯一能夠幫助

自己，就是真正面對自己的內心世

界，與自己內心相遇，對自己剖白，

聆聽自己心底話，才能開放自己，才

能面對自己，才能懂得愛自己。

外面的環境我們不能改變，唯有

自己的心情才可以改變，遇有任何困

難或難過時候，只有微笑，不改其

樂。◇

創意？抄襲？

新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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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假期新體驗

一雙金色的單鞋

發   達

2019年2月     19

   養樂多

冋校園欺凌

不 知 從

甚麼時候開

始，小姑娘

就愛美了。

「媽媽，能不能給我買指甲

油？」「媽媽，芊芊戴了耳

環……」

她媽是一個較樸素的人，

也不怎麼會打扮，所以娃就有

點「慘」了。別人家的小姑娘

天天裙子、紮小辮子，精緻得

不得了；我家的時常是衛衣運

動褲加跑鞋—— 這還算好的，

有時候手巧的奶奶會自己編織

一些毛線衣，鮮綠鮮綠的，又

或是一種檸檬裡摻點土的黃，

配在一起，哇，別說這是個加

拿大小姑娘，感覺瞬間穿越回

90年代的小鄉鎮。

就在這樣「惡劣」的零審

美環境之下，有一種「臭美」

還是悄悄地在我娃心裡生根

發芽了。朋友送了蕾絲的蓬

蓬裙，她試了後捨不得脫，

一個人在房間裡狂嗨「Let  it 
go,  Let it go!」一個氣勢十足

的 Elsa 公主因了這條裙子閃亮

變身；帶她去逛街，摸著那

些 bling bling 的髮箍、髮夾、

項鏈，久久難以釋手，用渴望

的眼神看著她媽。她媽翻了一

下價格標，what ? 一個髮箍就

要10刀？淘寶可以買10個了

吧？！果斷哄騙離開。

自然失落。有時候當媽的

也看不得這樣的失落，覺得不

那麼貴，她又沒有的，就買

了。娃就在這時買時不買中長

大了。不過，後來發生的一件

事，總讓我難以釋懷。

這是聖誕前夕。我給她買

了好多東西：兩雙新鞋子，些

許玩具，一個新書包……有天

逛街想給她買雪地靴，她突然

在一雙金色的類似芭蕾舞鞋的

小單鞋前挪不開眼。她幾近祈

求：媽媽，可以買這雙嗎？

這多雨雪的冬，怎麼也不

是穿單鞋的時候，這一回我說

的 No，還給她講了道理。她一

臉的失落，但依然懂事地點了

點頭。

回到家，她一個人在房間

裡畫畫，沉默不言。我覺不

對，就過去問，她不語。我

說：「是因為那雙鞋嗎？」她

哇的一聲哭了。

那一刻，我突然覺得自己

好糟糕。小時候誰還沒渴望過

甚麼呢？不過就是一雙並不貴

的單鞋；可是總不能事事都滿

足吧？那日後可不得要星星要

月亮去？

買還是不買？沒有答案。

真希望有經驗的媽媽能分享一

二。◇

年代轉變，

但校園欺凌歷

代總有，而且

愈來愈容易。

在爸爸媽媽年

代，有些同學總會用杯葛、出言

不遜等方式，去針對某一位或某

些同學。

到了我當學生的年代，被欺

凌過，也欺凌過人，所以我也沒

可能在道德高地上談論這話題。

還記得當時還是小三，我的

好朋友兼鄰座同學覺得 K 同學很

「古怪」。所謂「古怪」，其實

因為她右腿因為某種原因，長期

需要一個膠腳架承托和輔助，走

路時有點蹣跚。但鄰座同學很

不饒人地發明「K 病毒」，在班

上散播謠言說，如果誰碰到 K 或

她的物品，就會遇上厄運(例如

默書或考試不合格等)，這當然

是 self-fulfilling prophecy，總之

自己沒讀好書，考得差都只會賴

「K 病毒」。

K 在這整整一年也被我們杯

葛，現在想起，我也替她不值，

也對我們的行為十分鄙視，但我

們當時沒有分辨是非的能力。

到了中三那年，那時很流行

網誌 Xanga 和網上 guestbook，
不知怎的，我的 Xanga 上不斷有

一個匿名人士留言關於我和鄰校

一個男生拍拖，然後被狠撇的不

實言論，回到學校時又不停給其

他同學揶揄，令我非常困擾和苦

惱。

後來我找到這個匿名人的 IP 
Address，原來是我一個好朋友，

找她當面對質，原來她不滿我

私下約了另一個朋友去唱K而報

復。

現在校園欺凌已搬到網上，

就像 Netflix 上的 13 Reasons Why
和 American Vandal 的故事主人翁

般，尤其是小朋友上網的年紀愈

來愈小，家長和老師們需要更小

心留意以免他們無知的傷害了同

輩。◇

一 年 復 一

年， 1 2月 3 1日晚

上，孩子們拿著紙

筆 寫 下 他 們 一 年

來十大難忘事和三個新年願望。不同

年紀、不同性格、不同興趣、不同經

驗，他們各人都有其獨特的難忘事。

而連繫全家最難忘的，是在去年8月最

後的一星期，駕駛旅遊休閒車 (RV) 往
奧索尤斯 (Osoyoos) 的家庭假期。

在我認識從香港移民到加國的朋友

圈子中，只有一位喜歡每年租用這些

又稱旅宿房車 (Motorhome) 的旅遊休閒

車。原來外子和妹夫同樣有駕駛旅遊

休閒車的夢想，於是我們兩家決定隨

朋友一家租用休閒車往全加國唯一的

沙漠—— 奧索尤斯去。

朋友介紹了蘭里的一間租車公司，

我們一家八口需要最大的車，選擇了

有八個床位的 Class C Bunk Model，像

旅行巴士般的車款。雖然車身長達接

近十米，但駕駛這類型的休閒車卻不

需要特別車牌，一般 CLass 5 即可。

車內五臟俱全，飯桌、雪櫃、爐頭、

廁所、企缸、鋅盆，加上廚具和一切

清潔用品，這確是一幢房屋。孩子一

跳上車便興奮不已，立即選定自己的

床位，探索一番，才幫忙搬行李、單

車、食物等上車或放在車旁的行李

櫃。一多小時後，終於可以正式出發！

外子小心奕奕地駕駛著龐然大物，

吩咐我門聽著有沒有怪聲。出一號公

路前有大斜路，我們聽到西瓜和杯楪

在儲物櫃內滾動。停在交通燈前，車

旁的司機按著喇叭，原來我們車外單

車架下的行李櫃沒有好好鎖上。

整頓一切後再次出發，小的睡

覺，大的玩撲克、看電影、吃零食、

看內陸零星的山火，行車順利。四個

多小時後，我們先往朋友預約好的酒

莊晚膳，正轉入酒莊小路通之際，車

外突然出現有物件被拖行的怪聲。落

車一看，單車架跌了下來，老大的單

車完蛋了！幸好沒有人受傷，加上酒

莊的環境和美食，租車公司願意賠償

單車修理費，我們度假的心情仍然美

好。◇（待續）

最近因工作關係，

遇見許多訪問加拿大的

中國大學教師，說到中

國城市建設非常發達，有許多吸引青年

人才的計畫。一位教師邀請我去中國工

作，說「以你的學歷和水準，在高校教

書綽綽有餘。馬上可以評上副教授，大

學還會撥許多研究經費給你，甚至成立

一個研究中心。」這條件真優厚。我便

問，「那需要做些甚麼？」「甚麼都不

需要，教學任務很輕，只需你在學校，

有這個位置，專心做研究。」對方說。

細究原因，是中國有相關政策，一

所高校能吸引多少海外人才，排名聲譽

就上升，亦會獲得相應撥款。另一位教

師又說，在一些沿海大城市，更有年薪

過百萬的公立大學項目，聘請海外歸來

的教師。類似的邀請和對話，不一而

足。比起舊時老華僑的金山夢，現在的

「金山」似乎已在太平洋的另一端。

中國的確發展得快，甚至已算發

達。在中國的一些朋友，都笑說加拿大

是「村」，溫哥華街景已算繁榮，亦被

諧稱為「溫村」。

聖誕時，我在廣州度過一週，擺小

攤賣蔬果的阿姐都拿出一塊有二維碼的

牌，說掃碼微信支付。我去電影院，見

到特別的自動販賣機，有便攜式的充電

寶可租借，用手機網上支付，不過幾秒

鐘的事情。我去唱歌聚會，KTV裡環境

音響設備一流，更有多種飲食提供。

朋友說網上購物點餐，快遞很快就

到，連送藥都可以；和朋友出行多用嘀

嘀打車，來去定位都十分方便。我又見

到街上許多修建中的地鐵站和高樓，更

新升級的街道，新開張的店鋪，彷彿一

切用繁華都市來形容也不足；道路上都

貼著許多標語，說如何迎接新時代的建

設。朋友說，現在出門，只帶一個手機

已經足夠。

新年後我回到「溫村」，某日在列

治文行街，見到購物中心許多店鋪都已

可以用手機支付寶付款。我旋即想起中

國城市的體驗，中國同事的邀請，以及

在家鄉廣州的印象。當我在廣州的影院

看電影時，身後有人時時還會大聲講電

話聊天，我又覺得不習慣了。

近鄉情怯，怯的卻不是語言、情感

或記憶，而是身處急速變化中不知何去

何從的徬徨。這個社會發展很快，卻究

竟要去哪裡呢？我又要去哪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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