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人的價值

歌 影 劇 場

大溫開畫日期：4月26日

大溫開畫日期：4月12日

   潘煒強

兩齣話劇

電影《The F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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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uasion

The  Great  Leap
Avengers :  Endgame

Teen   Spirit 大溫開畫日期：4月19日

Stockholm

美國雜誌 New 
Yorker (紐約客)有

一篇關於1973年一宗銀行劫案的特寫，

本片是根據這篇特寫改編而成。男主

角 Lars Nystrom (Ethan Hawke 飾) 打劫
斯德哥爾摩一間銀行並脅持人質，其中

一名人質 Bianca (Noomi Rapace飾)目
睹 Lars 善良的一面，對他改觀。

(圖片：Entertainment  One  Films) 

  英米

這部音樂電影由2018年一齣音樂劇

改編，片中主角 Violet (Elle Fanning 飾)
是一名害羞的少女，離鄉別井去追求夢

想，就是唱歌。導師幫助她參加了一個

歌唱比賽，她的才華受到考驗。

(圖片：LD  Entertainment  &  
Bleecker  Street)

這一集 Avengers 講述鐵甲奇俠 Tony Stark (Robert 
Downey Jr. 飾)漂浮在太空中，沒有水和食物，他發了
信息給女友 Pepper  Potts (Gwyneth  Paltrow 飾)，其他的
復仇者聯盟，包括雷神、黑寡婦、美國隊長等，需要

和他聯合起來，想辦法阻止大惡人 Thanos 摧毀地球和
宇宙的計畫。

(圖片：Walt  Disney  Studios Motion  Pictures  
Canada)◇

由 著 名 英 國 小 說

家 Jane Austen 最後的作
品改編，劇中女主角 Anne 和前度戀人重
逢，兩人當年曾經訂婚，但後來解除婚

約，且看今次能否開花結果了！

(圖片︰Metro  Theatre)
日期：即日至4月20日

地點：Metro Theatre (1370 S.W. Ma-
rine  Dr., Van.)
 購票電話：604-266-7191
 網頁：metrotheatre.com

  英米

這齣話劇的主角包括一名在美國

三藩市長大的年青人，還有一名華裔

教練。一場在北京舉行的籃球賽，是

兩人的一個成功機會。

(圖片提供︰Arts  Club  Theatre) 
日期：4月25日至5月19日

地點：Goldcorp Stage at the 
BMO Theatre Centre (162 West 1st.  
Ave., Van.)
 購票電話：604-687-1644
 網頁：artsclub.com◇

1986年第一次看卡夫卡 (Kafka) 的小
說「蛻變」，是從吸引及好奇角

度來欣賞，因同年有電影 《The Fly 》
，電影中主角從人變成昆蟲，是一部經

典科幻驚慄片。從朋友口中得知卡夫卡

的「蛻變」也描述類似劇情，於是拿來

從卡夫卡的「蛻變」

一看，閱後才知兩者並無絲毫關係。

卡夫卡的《蛻變》是哲埋人生的一

種體驗。第二次看《蛻變》是1989年紐

約百老滙舞台版，是由當年剛拍完電影

《白夜逃忙》 (White Night) 的蘇聯舞蹈
家 Mikhail   Barychnikov 演出。
今天在書局看到特價書架上8元一本

的《蛻變》，拿起一看，依然震撼，從

第一句起再也不能將它放下。

它的第一頁便說，主角 Gregor Sama
一覺醒來，看到自己咖啡色的肚皮和蟲

類特有的腹節，原來自己已漸變成一隻

昆蟲。對讀者來說絕對是毫無準備的荒

誕和驚奇，但重點並不那麽簡單。

主角從人到昆蟲，以至死亡的過

程，我看到一個探討人的價值和存在問

題，更可由兩個角度探視︰主角如何處

理和看待自己的轉變？其他人怎樣處理

和看待同一事件的變化？

Gregor 從只覺得是夢幻到懷疑到接
受，從充滿樂觀回復正常到痛苦接受到

消極放棄，最後自殺而死！其家人的行

為亦極奇異常，從不特别質疑 Gregor 的
突變，迅速接受他的不同，如常生活，

但態度卻由積極協助，到疲倦到討厭到

負累到如釋重負到忘記了他！表現了對

人生的兩極態度！

作品於1915年面世，正是1914至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是最荒誕

無理的人類災難，數以萬計的死亡，引

發思想家從新思索人類的價值和生存的

意義。卡夫卡或許同樣懷著這個問號，

就如1948年貝克特的《等待果陀》，亦

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作品。當數以百

萬計無辜百姓被殺，人不能不從新審視

自我，人的希望和盼望是甚麽？我們在

等待甚麽呢？要自己決定自己的生命？

或是等待才是生存的最終意義？

今天第三次世界大戰可能不再是飛

機大炮，而是在商業、經濟、階級、種

族、科技上，戰爭早而烽煙四起，犧性

的是人類的靈魂吧！或者像《蛻變》和

《等待果陀》，很快便會再次出現！◇

卡夫卡小說《蛻變》封面



孖結街
溫故/健行樂

歡 迎 來 稿

百年毒禍纏綿

   文 圖︰魯冰

西溫  Seaview  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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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炳光

禺山公所後座唯一仍有「Market  Alley」名字

黃賭毒是天生的三兄弟，

唐人街是溫市第一個

指定紅燈區，自然賭與毒也

同時出現。黃在都板街(現稱片打街)，毒與賭則在孖結

街 (Market  Alley)。

孖結街最後營業的餐館「綠門」

現在的孖結街閒人不敢進

西溫有很多小徑適合老少，今期

介紹的是西溫 Seaview Walk。可以
在溫市中心乘坐公車250號，沿 Ma-
rine Dr. 向 Horeshoe Bay方向前進，

在6260號近 Orehell Rd. 處下車，即可進入 Seaview 
Walk 起步，沿路徑至 Marine Dr. 處為終點，在此可
乘公車返回市區。

這條小徑全程3公里，平坦易行，可沿路俯覽海

灘 及 各 景

點。

若意猶

未 盡 ， 乘

公 車 回 家

時 可 順 道

途經 Park  
Rayal 一遊
及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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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僑松鶴之友主辦、美亞假期主理「一天遊」

	 Coquihalla省立公園
到訪希望鎮觀賞著名景點及木雕

	 到訪蜜糖場品嘗及選購花蜜和蜂膠
	 參觀本地農場選購新鮮蔬菜、走地雞和鮮雞蛋等
	 觀賞鬱金香花場	(視乎開花情況，入場費自付)	
	 光臨二埠麒麟海鮮酒家享用美味中餐

「春季希望鎮」一天遊

報名及查詢，請致電
604-408-7274 內線 1054

會員$88      非會員$98
（包入場券、晚餐、稅項、司機導遊小費)

日期：2019年4月11日（星期四） 

孖結街現在依然存在，但翻開所有地圖都找不到

它的名字，其實它就是由西起卡路街 (Carrall St.)至
緬街(當時稱西敏街)卡內基圖書館毗鄰溫哥華市政廳

大樓後面的一條窄巷。當時大樓上面是市政廳，樓下

為市場，是市民日常主要購物之處，名為市府市場大

樓 (City Market)，大樓後的小巷順手取「Market」命
名，台山話就是「孖結」了。

這條小巷跨越兩個路段，但不要小看它，在唐人街

出現初期，這是華人日常活動的地點，特別是鴉片煙館

與賭檔林立，極一時之盛，故華人稱之為「街」而非「

巷」，以示其興旺及重要性。

根據溫市政府的檔案記錄，孖結街雖有自己的街

名，但仍屬於都板街(即片打街前稱)及喜士定街樓宇

的後巷，門牌則採用樓宇的前門號碼。翻查這些資

料，可以發現街內商戶最少有4間鴉片工場及煙館，其

中孖結街29號就是當時華人首富葉生開設，位於永生

樓 (Wing Sang  Co.) 後面。
當時鴉片在加拿大屬於合法，列為藥

物，而華人則視之為「福壽膏」。葉生等

鴉片煙商，除設工場製煉也設煙館，提供

一條龍服務，直至1908年鴉片列為非法為

止。

此外，巷內還有妓寨，賭檔、洗衣

店、理髮鋪、餐館，甚至當鋪等，對當時

華人而言，這裡就是他們生活的世界。

當然賭檔是不會掛正招牌的，而是髹

上顏色以資識別，掛羊頭賣

狗肉，外為餐館內為賭檔，

其中包括橙門、紅門等多

家，以大門塗上橙色和紅色

而命名，賭仔可日夜留在賭

檔內足不出戶，不知天昏地暗。經營最久的要算是位於

巷內100號地段的綠門 (Green Door) 了，1935年開業至
1999年4月才關門大吉(後期當然已無賭檔)，也是孖結

街最後一間結業的商戶。

孖結街的沒落始於上世紀二次大戰，華人的社會、

政治地位獲得改善之後，他們毋須只在唐人街生活，隨

著商戶陸續結業、遷出，孖結街的名字亦告消失。目前

唯一仍有其名，是在禺山公所後座，還有孖結街34號存

在。其實這也是葉生的鴉片工場之一，當年還有一家名

為「新美隆」的洗衣店在此營業。

2009年溫哥華市議會通過溫市華埠歷史建築修葺計

畫，孖結街獲得2萬元撥款，然而百年來，這條後巷的

毒禍不變，仍舊是毒販、癮君子、遊民聚集之地，一般

市民根本不敢入內，十居其九甚至不知這條後巷的存

在，更莫論曾經風光一時。◇



獨 木 舟
文：阿蘇哥哥   

   圖：梁小燕創作室  

幼  吾  幼

天真又耍賴的

小琪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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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麗娜   

楊琪隆是我的鄰居，就讀

小四，我們两家是共用

一條後巷，彼此的車庫正好是

相對望的，當他結束課程，我只要打開車庫門，他走

幾步路就可進入他家的後院，這就是，又是鄰居又能

當師生的特別處。

琪隆有兩個姐姐，大姐就讀於多倫多大學，小姐

姐只大他一歲多，姐弟倆一起來上繪畫課。身為家中

的老么，集眾人寵愛於一身，自然擺脫不了一點點的

「嬌氣」，還有點耍賴呢！姐姐倒是挺懂事又會照顧

他，偶爾他不乖時，姐姐也會對他說教一番。

小傢伙機靈又聰明，口才甚好，膽子也大，畫畫

時下手快又猛，雖然握筆不太穩，線條也無法掌握的

很精準，但大致上造型還是挺好的，只是耐心有些不

足，一旦他練會了，他便想快快的畫到宣紙上，草草

地結束這張作品。

好笑的是，只要碰到難的題材，他索性坐著不

動，把玩我桌上的紙鎭、樹條枝、筆、石頭等，不論

一棵樹造成一艘船
一艘不會漏的船
東海岸到西海岸
南海岸到北海岸
運人、運貨，運情意
把分隔的土地連一起
 
一棵樹造成一艘船
一艘不會沉的船
東海島到西海島
南小島到北大島
打魚、打獵、打鼓
把生活弄得快樂又豐富
 
一棵樹造成一艘船
一艘十分美麗的船
東海港到西海港
南海旁到北海旁
做工、做事、做生意
寫下原住民進步的歷史◇Karl  Kam  7 歲

Yvonne  Yi   6歲

網上全彩色

閱讀更精采
 www.success.bc.ca/evergreen

內容充實健康

適合一家大小
歡迎網上閱讀

www.success.bc.ca/evergreen

我如何說他，他就是不動筆，自導自演邊說

邊笑，不亦樂乎。

待姐姐的一番勸說：「你不畫，回家後

媽媽的奬勵可沒有喔！」這回才把小少爺

拉回現實面，漸漸的清醒過來，噘著一張小

嘴，一副無辜樣，撒嬌的說，「這很難畫

耶！我要回家，我不想畫了。」

我只好握著他的小手，教他如何運筆，

好不容易才完成，當然不是整張作品都握著

手畫。一般只要是新题材，前半個小時我都

會教小朋友如何沾色用筆用墨，他們只要用

心的觀察，一旦毛筆握在自己手上，加上我

在旁邊指點，不應該這麼難的。

總算一個半小時到了，作品也出爐啦！記得琪隆

剛開始不會寫自己的名字，都由姐姐代書寫，幾堂課

後，他要求自己用鉛筆先寫，然後再用毛筆描上去。

如今他已完全可以直接用毛筆簽名了，只是簽的名字

大小不一，偶爾歪歪的，字跡甚是可愛。為了鼓勵

他，我都會說，「好棒喔！」「寫的不錯啊！有進

步！」

咱們做老師的，一些鼓勵的話，隨時都要掛在嘴

上的，千萬不能傷了小朋友脆弱的自尊心，讚美就是

最好的加持。希望他趕快長大，變成不耍賴的小男

生。◇



   阿濃

新  篇

劍

聽說李都尉家藏有一把古劍，從不

輕易示人。

在一次宴會上，白居易朗誦了新寫的

一首詩，李都尉擊節相和。宴會完，都尉

悄悄對他說：「過幾天請你來舍下看一樣

東西。」

過了幾天白居易應邀前往，李都尉備

了酒菜在內室招待。他對兵器中的劍器看

來很有研究，滔滔的說了起來。

「越王勾踐尋得國內最頂尖的鑄劍

師，用白牛白馬祭祀了昆吾山神，用黃金

等金屬做材料鑄造了八把劍。第一把叫掩

日，用它指向太陽，光亮的白晝會變暗。

第二把叫斷水，用它來劃水，水就分開，

不會再相合。第三把叫轉魄，拿它指向月

亮，月亮裡的玉兔會為之倒轉。第四把叫

懸剪，掛在半空，飛鳥經過，身體像被剪

刀剪斷。第五把叫驚鯢，攜帶它在海上航

行，那些鯨鯢一類大魚都潛入海底。第六

把叫滅魂，帶著它走夜路，鬼魂不敢出

現。第七把叫卻邪，妖魔見到他都害怕。

第八把叫真剛，切玉斷金，削鐵如泥。」

白居易問這八把寶劍都到哪裡去了？

李都尉說，這些神器自有靈性，不容俗世

亂用，它們各有各的故事，有的稍現鱗

爪，有的要待將來光芒再現人間。

「《搜神記》上有一段記載，說的是

一對寶劍的故事。」

「你說的是干將、莫邪？」

「你也看過？」

「看過，太刺激了！想像之外。」

「干將、莫邪這樣異能的夫婦鑄劍

師，幾代不會出一個。」

「明知楚王會殺他，干將留下後著。

兩劍只送上一把，留一把讓兒子替自己復

仇。」

「干將的兒子眉間尺，知道憑自已的

身份近不了楚王。當一位陌生客願意幫他

完成願望時，他二話不說，獻上寶劍和自

己的頭。」

「多麼的信任，多麼的堅決！」

「為達目的，輕於生死。」

「陌生客不負所託，那最後一段看得

人血脈賁張！」

「陌生客向楚王獻上眉間尺的頭，楚

王大喜！陌生人說留下這頭也有後患，最

好把他煮爛。」

「這一煮就是三天三夜！」

「還要煮不爛！」

「復仇的意志鐵一般。」

「陌生客叫楚王去看，楚王見鑊中人

頭怒目看他，還躍高想噬他。他向後一

讓，感覺頸際一寒，他的頭已掉進鑊中。

陌生人冷笑一聲，把手上滴血的劍揮手向

自己頭頸，沸水中三個頭顱互相噬咬，不

久沸騰的滾水中剩下三顆髑髏，分不清誰

是誰，只能合葬，稱為三王墓。」

白居易說：「真是驚心動魄！」

李都尉說：「這兩把劍還有下文。」

白居易說：「說來聽聽。」

「到了晉朝，司空張華發現星空斗宿

和牛宿之間有紫氣，求教於道術之士雷

煥。雷煥說是寶劍之氣，應在豐城。張華

就派他去豐城做縣令。雷煥到任後，發掘

一處監獄，入地四丈後找到一個石盒：內

有寶劍兩把。上面的刻字一個是龍泉，一

個是太阿。

「雷煥把其中一把劍獻給張華，張華

說細看劍上文字，知道其實劍有兩把，

一把是干將，一把是莫邪，問為何只獻一

把？雷煥還未回答，張華已在政爭中被

殺，寶劍干將不知去向。不久雷煥也逝

世，莫邪到了他兒子手上。有一天，他兒

子經過一條叫延平津的大河，腰間寶劍突

然躍進水裡。連忙找人打撈，卻見『光彩

照水，波浪驚沸』(《晉書》語)，兩條幾

丈長的巨龍從江中躍出，飛上天去。」

白居易說，李白曾經為這兩把劍寫過

一首《古風之十六》，於是兩人一同背誦

起來：

 寶劒雙蛟龍，雪花照芙蓉。

 精光射天地，雷騰不可衝。

 一去別金匣，飛沉失相從。

 風胡滅已久，所以潛其鋒。

 吳水深萬丈，楚山邈千重。

 雌雄終不隔，神物會當逢。

 

風胡是有名的相劍專家，後繼無人。

白居易說：「聽說李都尉對劍器極有

研究，是當代風胡。」

「居易兄，豈敢！豈敢！研究說不

上，今天邀你來，就是想給你看一樣東

西。」

李都尉慎而重之的從一處暗格，捧出

一個木盒，再從木盒中端出一個玉盒。

這時李都尉把所有窗簾拉上，室內暗

黑無光。都尉打開玉盒，但見一段碧玉色

的幽光，散發著寒氣，靜靜躺在那裡。

白居易看了，不禁屏息。

兩人靜靜看了許久，李都尉才小心地

關上玉盒，放進木盒，置回原處，把窗簾

拉開。

「此劍乃一異人所贈，他給我的兩個

字是『慎用』，像我們做人處世一樣，生

命和心機要用在有價值處。」

 「都尉，居易受教了。」

第二天他向李都尉呈上一首《李都尉

古劍》：

莫干山「干將、莫邪鑄劍」雕像

古劍寒黯黯，鑄來幾千秋。

白光納日月，紫氣排斗牛。

有客借一觀，愛之不敢求。

湛然玉匣中，秋水澄不流。

至寶有本性，精剛無與儔。

可使寸寸折，不能繞指柔。

願快直士心，將斷佞臣頭。

不願報小怨，夜半刺私仇。

勸君慎所用，無作神兵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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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情意結
踏進了21世紀後的傳媒行業，似已進

入了寒冬期。尤其是當紙媒記者的，更是

首當其衝。至於仍然是守在其位者，也沒

有誰比誰幸運和穩定，朝不保夕的惶恐，

致令忐忑不安的心情有如雪上加霜。

然而，無論是退了休的，還是仍在崗

位上的記者，他們對這份工作，總有一種

難捨難離的情意結。他們曾經這樣說：「

一天記者，一生記者！」

一位經已退了休，人稱炳哥的他，一

生只打過一份工，就是當報紙記者。現在

他雖然只居在狹窄斗室，但非常滿足現

狀，皆因環繞著他的都是曾經陪伴着他度

過很多並肩作戰的物品。

他現在仍穿着那件以前陪他到過很多

地方的破衣，「現在它雖然是真的爛了，

但我不捨得丟。」除了這件破衣之外，腳

上還穿上一雙20年仍未踏破的「鐵鞋」。

任職記者達30多年的炳哥，當然還有

很多不捨和感到自豪的「好拍檔」！就是

壞掉的舊相機和鏡頭，當然最令他感到無

價的，就是昔日他寫的新聞稿。這一切一

切，都帶給他無限甜美的回憶。

在工作與親情的比較中，他感覺前者

是重於泰山，而後者倒是輕於鴻毛了，若

給他再選擇多一次，他仍是會當記者的。

另外一位是現職記者吳小組，她說：

「一直都不惜為自己的工作賣命！」為了

獲得最快最準的第一手新聞資料，往往是

食無定時(甚至整天不吃)、晨昏顛倒、席

地而睡、日曬雨淋。多少次答應母親回家

吃飯，最後當然都是令媽媽失望。

她記得有一次，真的可以回家吃晚飯

(其實是年夜飯)，見到媽媽那份開心滿足

的表情，親手在廚房為她端上熱飯、熱餸

和熱湯，然後坐在她身邊，眼有淚光，以

很溫柔的聲調對她說：「你可有考慮轉

行？找一份工作時間比較穩定的行業，不

用我時刻要為你操心！」此時此景，雖然

令她永遠難忘，不過，要她對記者一職，

作出斷捨離的決定，的確感到為難。

漸漸由網媒取代紙媒行業的今天，報

紙記者的地位受到威脅。不過，昔日有新

聞就一定有記者的年代，早已深入民心，

尤其是報章上那各式各樣、留字留情的報

導，更令讀者一看難忘。記者們對這份工

作的情意結，也許就是源於讀者們對他們

的感謝、欣賞和支持。◇

認識一位朋友，獨居

千呎大屋。可是去探訪

他，連坐的地方都沒有。

滿屋都是雜物，堆高到天

花板。他知道我是有所求

而來，顯得很高興。我是

找一本舊雜誌，連幾家大

圖書館也沒有。他說他有

雜誌300多種，一共8000多

冊。可惜我想要的那本他

也找不到。

我十年來多次探訪他，

發覺他家中雜物一次比一

次多，生活空間一次比一

次小。

他說過，蒐集的興趣

從火柴盒開始，然後是郵

票、明信片、舊雜誌、舊

玩具、舊酒瓶、香水樽、

帽子、手杖、煙斗、黑膠

唱片……

有兩份雜誌訪問過他，

還以民間收藏家稱呼他。

他的癖好就更加一發不可

收拾。

像他這麼愈踩愈深的

所在多有，有人起初只在

手臂上有一小塊紋身，

後來愈紋愈多，可說是「

體無完膚」。因為要顯示

紋身，他們冬天也穿得很

少。他們又參加紋身群

組，交換情報，互相欣

賞。結果讓自己變得像一

條蟒蛇，很難被人接受。

有人在耳垂上穿孔戴耳

環，跟著孔越穿越多，每

邊耳朵上有十多個，引來

注視目光。後來她們在眉

間、鼻翼、唇上、臍上都

穿孔，還在找尋更多地方。

有人喜歡在頭髮上玩

花樣，此所以那麼多難看

到不能再難看的髮型成為

時尚。兩邊鏟青，中間一

撮，你說好看在哪裡？可

就是有人愈踩愈深，本來

俊朗的他們變成韃子，還

在電視上亮相。盲目跟潮

流，也會愈踩愈深，冇得

講。◇

愈踩愈深

隨著年月的增長，孩提時代的回

憶，倒沒有在我腦海中逐年淡去

遠去。相反地，一些久遠的片段更明顯

地，活躍地浮現在日常思潮裏。

是40年代後期，我還是幾歲大的小

孩子，家住香港島，但常往九龍外婆家

住上一兩天。外婆是位敦厚仁慈長者，

肥胖的身軀，行動起來，左擺右擺，像

隻鴨子，非常可愛。我最喜歡攔腰抱

着她肚腩，嗲她給我糖吃，她總是笑咪

咪，拉著我的小手，走入房間找她的餅

乾罐去，叫我自己探手入內取出糖果。

當糖果到手，我便急不及待的張大嘴

巴，把甜甜的果品放進口裡，那擒青的

樣子，現在想起來也覺好笑。

外婆也經常坐渡海輪到我們家，她

和藹可親的笑容，和她手上挽着的籐

篋，是我們一班小孩子最喜歡見到的。

外婆甫入家門，我和六妹便一擁而上，

替她拿下籐篋，表面上是幫她減輕手中

負荷，事實上是我們想知道籐篋會帶來

甚麼驚喜。

每次都不會讓我們失望，其中一定

有大白兔糖、杏仁餅、話梅和嘉應子，

許多時候還給我們找到陳意齋的雲片糕

和齋鴨腎。外婆和母親閒話家常，逗留

不久便要離去，她挽著已給我們掏空

的籐箧，臨出門口時，必回頭望望孫兒

說：「要乖啊！」

為甚麼外婆總是來去怱怱呢?後來

才知道她到港島是專程來收租的，灣仔

某街段的商鋪，不少都是她的物業。

也是40年代的故事，時維日本投降

不久，香港一般市民的生活，普遍還是

窮困的。記得有一天，傭人八姐拖著

幼小的我上街，到雜貨鋪買了一大包麵

粉，突然一個青年跑過來，用迅雷不及

掩耳的手法，搶去那包麵粉，八姐立即

高聲大叫「搶嘢呀！搶嘢呀！」當時附

近的過路人，居然沒有甚麼反應，自顧

自的各行己路，原來戰後在街上被搶東

西是等閒事，不足以大驚小怪。

諸如此類湮遠的往事，平凡而鎖

碎，根本不值一提，但卻是我人生歷史

中不可割捨的一部分。◇

   阿濃

           

題目︰

新車/二手車

買賣須知

內容︰

買賣車輛注意事項

租賃或貸款

汽車銷售協會服務

時間︰

4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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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卑詩省成功

創業須知

內容︰

小型商業建立程序

小型商業類別

商業理財 

時間︰

4月17日(星期三)

上午10時至12時

題目︰ 

加拿大就業

保險金介紹

內容︰

一般病假產假申請 

所須文件 

金額計算

時間︰

4月24日(星期三)

上午10時至12時

中僑列治文免費國語講座

全部免費，名額有限，請預先電話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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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作家寫的

   阿濃

詩人李蘭「感謝詩」

越南華裔詩人林

問耕的《越詩漢譯》

選譯了12位越南詩人

的作品。卷首是李蘭

的詩六首，其中一首比較特別，詩名「

感謝詩」：

這樣的時候我想

感謝詩

不曾說過我是最美的女人

詩愛我

不曾誓願我是唯一的愛

詩愛我

沒有許諾照顧我一生

詩愛我

這樣的時候我想

感謝詩

送給我

我在說不出的苦痛中遺失的語言

送給我

我在日常的靜默中沉澱的感觸

送給我

我向全世界乞求的心靈相通

這樣的時候我想

感謝詩

這是詩人對詩的感謝，題材清新，

感情真摯。我們從小接觸、也一生喜愛

唐詩宋詞，這當然很好，但題材以至抒

情習慣往往給固定了。寫詩的人，不僅

要讀中國詩，也要讀外國詩，才能吸收

到新鮮奇異的養份。這首外國詩是個例

子。

李蘭1957年生於越南，是12位詩人

中唯一的華裔，祖籍廣東潮陽，出版小

說、散文及詩集20多部，多次獲獎。◇

   韓牧

日本教育家；

作家下村湖

人(1884-1955)寫

的《論語故事》是

日本最暢銷圖書之

一，據說戰後日本受本書影響頗大，年

年再版。

作者根據《論語》章句，創作出一

個個短篇小說。每一篇都有細緻的環境

和人物心理描寫，由原文的數十字，擴

而為三、四千字，保存和發揮了原本的

精神。這跟作家的想像力和敘述能力有

關。

像《論語‧雍也》的一節：「伯牛

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

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

也而有斯疾也！』」下村寫的是孔子學

生伯牛患了痲瘋，手部和面部紫紅色的

皮肉像霉爛的紅柿子滲出腐臭的黃色膿

汁。探病的友人一天天減少。孔子曾常

常來探望他，但這個月卻不見前來。伯

牛懷疑老師像其他人一樣害怕傳染，難

道老師也逃之夭夭？「歲寒然後知松柏

之後凋。」老師能否言行如一？伯牛覺

得由於染病，獲得了

考驗老師的資格。可

是老師還是來了，還

伸出手跟他相握。於

是從伯牛藏身的棉被

裡，傳出一陣悲傷的

嗚咽。

《論語‧雍也》

的另一節：「冉求

曰：『非不說(悅)子

之道，力不足也。

』子曰：『力不足

者，中道而廢。今女畫(女畫：你自我設

限)。』」下村寫孔子對冉求自稱力不足

的回答是：「還沒有嘗試就去否認自己

的能力，是所有惡行中最大的惡行，是

最可鄙的，因為，這等於否定了生命本

身。」

《論語‧子罕》：「子在川上，

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下

村不認為是孔子對生命流逝的悲歎，而

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易經》)「唉，水這樣不分晝夜地流著，

上天的意志也像這條河流一樣，永遠地

流淌不息啊！」

本書的譯者是孔繁葉，綫裝書局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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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中旬，正是春

天，溫哥華卻紛紛揚

揚，捲下鵝毛般的⼀

場大雪。白雪皚皚蒼

蒼茫茫，天地⼀道皓白無邊……

雪，有形有影，卻無息無聲。但展

現出來、卻勝過有聲有色。

雪，為大地人類植物造景，大清

潔，滋潤造福。雪的胸懷寬廣、坦蕩、

忠誠、徹底。雪的情懷是濃濃的，雪的

表演是歡騰的……

⼀早起來，就見窗外原來松柏青青

綠綠昂揚的枝葉，卻掛滿沉甸甸鬆鬆

半球形似的軟雪。原本楓樹枝幹落葉後

光禿禿的站立在那，現也給掛滿了銀條

似的雪。此情此景，形成截然不同的兩

種顏色、兩種形態耐人尋味的兩幅畫卷

啊！

早餐後，只見雪花正歡天喜地在飄

舞，街上的雪早已鋪天蓋地，全是晶

瑩的。但棉絮似的雪花仍飄落在路旁樹

枝上、馬路上、房屋上，也落在我雨傘

上，發出輕微叭叭聲。我踏著路上的雪

也發出吱喳吱喳聲，似有節奏的輕音

樂。汽車在馬路上不斷在竄行，輪胎壓

過積雪也發出嗤嗤咋響，並現出兩道黑

黑、望不到頭的長痕。

待踏湖邊時，看到湖面上的雪已結

冰，成一塊特大寬闊、灰藍發亮平平的

雪玻璃。站在湖邊的小男童，揀了塊小

石子，用力扔到湖面上，小石沒下沉，

反而沿著雪玻璃滑往前飛奔了一米多才

停下。

湖邊小路，花草樹枝仍掛著雪花。

站在橋上，遠眺北溫那高山峻嶺時，在

灰白的天邊下，有多處尖尖的山峰、籠

罩著厚厚積雪，山頂上的山峰顯得格外

結白壯麗。只有山凹處的森林、呈現出

小片灰綠色，山頂的白雪、與天邊灰白

的雲天相比，更顯得潔白清透，秀麗壯

觀。

一連好幾天晝夜斷斷續續的飄雪，

把高山峻嶺、凹地湖泊、樹⽊花草，全

籠罩上一層層厚厚積雪。待融化成特別

透明乾淨的雪水，再流入水庫，再經過

濾流入水管，流入千家萬戶水龍頭下，

被人們所吃喝利用。

這些雪水，若在凹地、馬路邊、房

舍旁、草地上、湖泊邊，花草樹木，

待來日陽光燦爛時，樹木更加鬱鬱蔥

蔥。雪的情懷，為天下萬物服務。其情

濃濃，其態歡樂。雖無聲，卻勝於有聲

啊！◇

(本欄歡迎讀者來稿)

雪 的 情 懷
   黃 峻



詩 林

誰解嚶鳴求友聲
—— 懷念謝琰老師

   許國挺

終日遍尋不遇君

俄然乍見喜形神

並肩共坐同私語

夢境依稀未是真

夢境依稀未是真

當年猶憶笑顏親

摩挲舊物情猶在

獨對孤燈淚點新

謝琰逝世一年 

2019年2月12日 己亥正月初八

我喜愛古典文學，尤其是古典詩

詞。我在香港中文大學修讀中文

系時，蘇文擢先生是我學詩的啟蒙老師。

當年蘇先生在他的詩課教我們詩的格律，

又出題目給我們作詩。我與謝琰76年在

溫哥華結䄜，他在卑詩大學 (UBC) 亞洲

圖書館任職，因而有機緣認識在亞洲系

任教，我們稱為葉老師的葉嘉瑩教授。

婚後我在哥芙頓女子中學教中文 (Crofton 
House School)，因病休假一個學期，琰

知道我愛好古典詩詞，告訴我葉老師的詩

詞課在亞洲圖書館上課，我可以來旁聽，

從此我一直追隨葉老師。後來又蒙葉老師

教我寫詩，早期的習作，葉老師一字一句

為我修改，在《鳴岐吟草》中可以看到我

漸進的學習過程。

謝琰患癌14年，一直以平常心，樂觀

面對，積極求醫，希望與癌共存，而且在

書法研習上加倍努力，他的書法因而漸進

一個新境界。他讀明朝高僧蓮池大師遺稿

中的一段話，而悟病為良師的道理。蓮池

大師說：「無業而病，病屬先業，現生償

此，應生歡喜而勿煩惱，世事以疾而廢，

因廢世事，得修道業，又所謂因禍得福者

也。」

2015年他第一次做化療，雖然身體虛

弱，但書法創作從未間斷。一直以來他

每完成一張書法，我都是他第一個觀賞

者，有時也會給他一些意見。而我每寫

一首詩，他一定是我第一個讀者，還將我

的詩用書法鈔錄兩份，一份用行書鈔在宣

紙上，一份用工整的小楷鈔在一本墨藍色

的線裝冊上，成為《鳴岐吟草》書法手鈔

本。他又量度書冊的尺寸，請好友溫一沙

先生(溫哥華攝影家)做一個精緻的木盒存

放，每有親友來訪，一定從木盒中取出這

本線裝書冊，與朋友一起欣賞。

他最愛與人分享自己的書法作品，他

的作品中，有兩軸書法長卷：司馬遷《報

任安書》和陶淵明《桃花源記》；後來又

加上為葉老師寫的《迦陵學舍題記》複印

本(原件已刻石，存放南開大學迦陵學舍)

，都是他常與朋友一起展讀欣賞的作品，

而書寫的源起與過程，他都娓娓道來，這

是他最大的樂趣。

2016年年底他又做了一次長達十個月

的化療，化療完成後，身體更加衰弱，

雙腳完全無力。2017年10月他的病情逐漸

難以控制，醫生說他只能活三個月，他並

沒有氣餒，他說只要一息尚存，他不會放

棄。聖誕時我們仍可以到女兒女婿家中吃

一頓聖誕餐，一家人共聚過聖誕。今年(

編按︰2018年)1月，他的病情日趨沉重，

沒有胃口，吃得很少。1月30日進醫院，

住院17日，情況稍為好轉。除夕(2月15

日)那天出院，回家過舊曆年。

第一個星期情況還可以，漸漸終日臥

床，不能進食。一個暖和的下午，我有

點累，正要到樓上房間歇息一下，他喊住

我，要我坐下來陪陪他，我就坐在他床邊

的沙發上。他對我說：「我很想和你長相

廝守」，我說：「一定會的」；他說：「

我浪費你很多時間」，我說：「只要我們

在一起，又怎會是浪費時間」，他說：「

那我浪費我們兩人的時間」，接著他說的

話就不怎樣有條理。

3月16日傍晚，他與世長辭了。後園

一叢他最愛的深粉紅色的石南花 (Heath-
er) 在陽光下燦爛奪目，旁邊是一叢盛開

的雪白的杜鵑花。天氣開始暖和，春天已

經來臨了；後園一棵高大的櫻桃樹開滿白

色的花，微風過處，細碎的花瓣飄落，像

漫天紛飛的雪花。雪花點點鋪在如茵的草

地上，這是我們每年都一起欣賞的景色。

今年景色依舊，你知道我是怎樣的想念你

啊。

現在《鳴岐吟草》要出版了，重看你

為《吟草》寫的每一篇書法，回想昔日我

們詩書之樂，空餘無限懷思！◇

                 2018年5月9日

去年3月16日，

雲 城 櫻 花 剛

開，謝琰老師卻逍遙

遠去了。轉瞬一年過

去，悲痛、思念之情

與日俱增，先生音容笑貌宛在，往事歷

歷在目，不勝唏噓！

與先生結缘始於2007年在卑詩大學

舉辦的《墨韻心聲》書法展，其間三次誠

懇求教，終於感動老師，他主動帶病登門

約見，使我有緣從游先生門下，成為雲城

藝壇的一段佳話。

先生不僅是我的書法老師，更是我人

生和學業上的良師益友。我年輕時愛好寫

詩填詞，移民加拿大後，由於生活環境的

改變，已經放棄多年。多謝老師的支持和

鼓勵，使我再續詩缘。先生更在他創辦的

《嚶鳴雅集》中，不遺餘力地向來賓介紹

拙作。今日能夠在此專欄發表詩作，首先

要感謝老師的知遇之恩，「甚愧丈人厚，

甚知丈人真，每於百僚上，猥頌佳句新」

(註三)。先生學識淵博，豁達樂觀，雖淡

泊名利，卻積極入世，熱心公益，助人為

樂，譽滿雲城。

回想十年來，在老師的書齋「懷玉

堂」談文學藝論人生的往事，彷彿回到了

那段令人神往的歡樂時光。僅以下面對

聯，紀念先生：

悟道隨緣，作真名士，魏晉風流豈僅

清談詩酒；

結廬懷玉，效古聖賢，江湖隱逸何妨

高臥禪茶。

值謝琰老師辭世一周年之際，在他的

生前好友王健教授的精心籌畫下，由加拿

大亞洲藝術協會及中山公園聯袂主辦的「

謝琰先生書法回顧展」於3月7日至4月23日

在溫哥華華埠中山公園百川堂舉行，以紀

念先生，以饗先生眾多的書法愛好者和知

音好友。

再錄舊作一首，呈獻書展，紀念恩

師：

翰墨忘憂天地寬，

宋唐風範晉衣冠。

參禪悟道開新境，

文釆風流上筆端。

註：(一)懷玉堂，謝琰老師書齋名。

典出《老子道德經．七十章》「是以聖人

被褐而懷玉。」(二)嚶鳴，語出《詩經．

小雅．伐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謝琰先生生前創辦雲城《嚶鳴雅集》及

《嚶鳴小集年展》。(三)出自杜甫《奉贈

韋左丞丈二十二韵》。◇

記 夢
   施淑儀

   施淑儀《鳴岐吟草》代序長相厮守——

許國挺手書「誰解嚶鳴求友聲」

懷玉堂(註一)前春草生，

櫻花寂寂滿雲城；

謝師一別逍遙去，

誰解嚶鳴(註二)求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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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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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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養健康自我管理的能力系列課程」免費義工組長培訓
 日期  時間     地點   報名或查詢

4月20、27日和

5月4、11日，

2019(共四日)

國語

上午9:00到

下午4:30

(連續4個週六)

O a k r i d g e  B a p t i s t 
Church，
6261 Cambie  Street
溫哥華

     請致電：

  604-940-8967

正式報名網址 http://
www.selfmanagement-
bc.ca/applicationform

「培養慢性病自我管理的能力」系列課程

 日期  時間     地點   報名或查詢

4月8-5月13日

2019，國語

逢星期一上午

  9:30到12:00

Metropolis  at  Metrotown
4700  Kingsway  本拿比

      請致電︰

   604-940-8967

4月17日-5月22日

2019，粵語

逢星期三上午

  9:30到12:00

    Frog   Hollow 
Neighborhood Centre, 
2131  Renfrew  Street
      溫哥華

   請致電 Manda︰  

   604-251-1225 

      分機245 

4月25-5月30日

2019，國語

逢星期四上午

9:30到12:00

      Coquitlam  City 
       Centre  Library,
  1169   Pinetree  Way 
            高貴林

      請致電：

   604-468-6000

 (永久居民優先)

4月27-6月1日

2019，粵語

逢星期六上午

  9:30到12:00

       西北溫頌恩堂

515 West Windsor Road, 
North  Vancouver

      請致電︰

   604-980-8807

「培養健康自我管理的能力」免費系列課程

組長體會帶領「健康自我管理」課程—益人益己
系統講解，示範引導，交流互學—發揮和提高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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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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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工組長在帶領學員們討論求醫問藥中遇到

的問題，與如何更好利用當地的醫療資源，

並記錄提出的建議。

義工組長在社區活動中，耐心講解

自我管理課程的內容和益處，並幫

助有興趣的人士及時報名。

世界衛生組織

在全球範圍的研究

表明，除了遺傳與

外界環境的因素

外，高血壓、糖尿

病、風濕病、關節

退化等多種常見的慢性疾病一大半的致

病原因，其實都是來自於各種不良的生

活方式：例如運動缺乏、睡眠不足、飲

食不均、和壓力過大等等。這就是說，

防病於未然或是控制病程的發展，最大

的主動權都掌握在我們自己的手中！

美國斯坦福大學醫學院研究編寫的

「培養健康自我管理的能力」系列課

程，正是為著幫助我們提高能力和信

心，更好地負起這個積極全面管理好自

己健康的責任。卑詩省政府連續20年出

資支持，在全省範圍已免費舉辦了超過

3,400個「自我管理系列課程」，其中

260個是以國、粵語為大溫地區的華人提

供的中文課程。這些課程均是由遵循斯

坦福大學提供的方式，嚴格培訓出的義

工組長們帶領完成的。

一位年逾60的義工組長深有體會地

說：

「和很多人一樣，我沒有意識到自

己飲食和運動都有偏好，不夠均衡。帶

領幾次健康自我管理課程後，我愈來愈

感到這個課程能夠以深入淺出的方式，

教給我們在遇到健康不同方面失衡的時

候，如何用科學及邏輯的分析找出背後

的原因，再『對症下藥』。學會明智地

抉擇，使用看似簡易的方法來系統調整

飲食、運動等方面，更能給防病治病帶

來事半功倍且持久的效果。」

另一位年輕義工組長的感受也很有

代表性：

「『施比受更有福』，作為義工組

長，每一次帶領課程都強化了我的健康

理念，鞏固和增加了我的保健方法。我

深感這個課程的另一個獨到之處，是通

過督促每位學員每一週制定與執行『行

動計畫』，使六週的課程成為一個學員

們『身心力行』的『體驗營』。在一次

次的帶領中，我們做組長的需要不斷為

組員示範如何制定和執行『行動計畫』

。如此三年下來，我已經將從課程中學

到的腹式呼吸，強化腿部肌肉，固定時

間的有氧運動，心中放一個均衡飲食的

餐盤等方法，漸漸養成了習慣，逐步融

入自己的日常生活當中，成為我保持精

神活力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你對維護和增進健康有興趣嗎？若

是你願意在熱誠助人的同時，不斷提高

自己的保健意識和執行力，使自己生活

得更積極和充實，帶領「健康自我管理

課程」就值得嘗試！

如果你擔心自己能否勝任這個聽

上去專業性很強的義工角色，維多利

亞大學在卑詩省衛生廳 (Ministry of  
Health) 的資助下，以國、粵語在大溫各

地免費提供為期4日「義工組長培訓」。

其間會詳細講解課程的內容與帶領小組

的一系列實用技巧，並提供2次實際練習

的機會，幫助你邊聽邊練，盡快掌握。

以便通過考核後能夠早日學以致用，服

務廣大華人的需要。

下一期的國語義工組長培訓4月20日

即將連續4個週六，在交通方便的溫哥華

Oakridge 天車站附近舉辦。心動不如行

動，你可要盡快把握機會報名哦！◇

「在課堂上，學員們的一點頭、一

微笑，瞬間讓我感受到了我們所講的內

容被他們接受了。他們積極投入討論，

認真制定和執行計畫，使我確定我們的

課程內容對他們是有效的。這給了我很

大的信心，是我成功完成六次課程的關

鍵。」

「好搭檔是成功的開始，我的搭檔

認真、負責、淡定，為我們共同順利地

完成各自第一次的課程帶領作出了重大

貢獻。非常感謝有機會在帶領這個互動

和身心力行的課程中，更多方面地認識

自己的潛能，拓展自我。」



中 醫

經典古籍

常有「五

勞七傷」

的症候，

泛指人體

身、心勞

損，無論

由於身、

心或環境等損害原因而引致的各

種慢性疾病，除了病史較

長，而且有所謂「虛不受

補」的現象。

凡屬此類虛不受補患

者，除了身體抵抗力弱之

外，還有腸胃吸收能力

差，對營養的吸收能力薄

弱、臟腑虛損、新陳代謝

失調，常出現腎水虧損而

虛火獨旺的症狀，所以患

者常覺口苦、口乾、多

汗、失眠或多夢、睡而不

酣、脾氣暴躁、易衝動、

男性常有遺精及早洩的現

象，而身體多消瘦，這都

是中醫所謂陰虛失調時症

候。

這種「虛不受調」的

現象，令患者容易失去治

理的耐性。有些患者則急

於取效而過分心急去服用

昂貴的大補中藥，不但收不到效

果，反而「水少火旺」的現象更

加嚴重，其後果往往不堪設想。

治理這種陰虛陽亢的症候，

一般都採用溫和清瀉虛熱、益

脾、滋水濟火、固氣、滋益腎

水、調和陰陽的方法。這類以補

陰為基本的方劑，如六味地黃

丸：熟地黃、山萸肉、淮山、雲

苓、丹皮、澤瀉。

這是一條很常用的治理所謂

「五勞七傷」的傳統方劑，雖然

用藥似乎平平無奇，但耐心地用

來治理腎陰不足、腰膝痠軟、頭

暈目眩、自汗盜汗、遺精夢洩、

喉痛聲沙、牙齒動搖、足跟痛、

舌紅、口乾等屬於腎陰虧

損的症候，會收到意想不

到的效果(請教中醫師服

用)。如果能配合日常生

活習慣的改善，例如飲

食、作息，以及工作是否

過勞等，這些令不少人長

期煩惱的「五勞七傷」症

候，是可以治好的。

這條在古典醫籍《金

匱要畧》中載入的經方，

是中醫治理虛勞症的代表

方劑：補中有瀉，以補為

主而瀉火。熟地黄為主，

滋陰而益腎、益精、生

血；淮山健脾益腎；尤其

是茯苓(即雲茯苓)，古人

稱之為「四時神藥」，它

能健脾、滲濕溫脾，是地

黃的最佳「拍檔」，能去

濕而健脾，減少地黃對脾

胃的妨礙，能調理營衛、安魂定

魄、止嘔逆、除虛熱。孕婦「姙

娠惡阻」(嘔逆)，用茯苓煎水飲

用(或加陳皮與生薑)有健脾止嘔

的作用(請教中醫師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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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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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錦興藥劑師

去腸胃氣良藥
Gas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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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而 康

氷治癌三合一
傳統治癌法，主要

是手術、化療(即利用藥

物：皆化學物質)和電

療(放射治療)。在數十

年前，這三種治療之使

用，常是涇渭分明。早期癌症，會做手術，將腫

瘤切除，以便斬草除根。倘若癌症已經擴散，就

常依賴化療電療來減低癌腫對身體帶來的不良影

響。

由於化療的副作用較多，令許多人聞而生

畏。形成部分病人一聽說患上癌症，就懼怕看西

醫，又或拒絕做手術，寧願去試一些邪門左道的

偏方，甚至號稱神醫者，耗費金錢以外，或因而

錯過了尚能趕及治癒癌症的黃金時間，實在令人

惋惜。

有關化療，坊間常有誤解。無疑不少藥物「

殺無赦」，令生長得較快的正常細胞也陪死，有

如玉石俱焚，導致病人胃口欠佳、腹瀉、頭髮脱

落等。但這些現象都只是暫時性，在停藥之後便

會停止。隨著胃口改善，失去的體重回復，毛髮

再長出，有些人還發現新頭髮有所不同，例如直

髮變卷曲，白髮變黑等等，引來意外驚喜。

此外，這些副作用雖然普遍，卻不一定出

現。而且在服藥之前，醫護人員會預先提醒病

人，並由護士和營養師等先指導護理及飲食要

點，以助病人順利度過困難時刻。

至於放射治療，用途不限於晚期癌症，也會

     認識癌症：治療

https://www.hkacs.org.hk/tc/medical-
news.php?id=50

用於一些不方便做手術的部位，例如鼻咽癌，

效果相當好。即使癌細胞已經擴散到頸部的淋巴

核，仍常在治療後多年不復發。

放射治療本來也有殃及鄰近器官的弊病。但

自從有了電腦，放射治療較前精準得多。放射線

瞄準癌部位，有如鐳射一般，既可減少副作用，

劑量也可以放心地用較大些，使治療效果更佳。

如今化療亦已有很大改變。就以許多人都聽

過的標靶治療，本來也是藥物，但能針對性地

攻擊某些癌細胞，因此不會玉石俱焚，副作用較

少。

事實上，今天醫治癌症，早已是採取多元化

模式，以爭取最大成果效益。例如一些較大的癌

腫，可以先安排放射治療，將癌腫縮小，使手術

較簡單較順利，又或在手術後施行，以清除任何

殘餘癌細胞。

又如乳癌，已知有許多種類，醫生會先替病

人驗血，若屬「高危人士」，即使尚是早期，往

往會來個「三合一」治療法(手術+電療+藥物)
來減低復發風險呢。◇

要是你經常有腸

胃氣或腹脹 (bloat-
ing) 的話，毋須煩

惱，因為這是很常見的情況。

甚麼是腸胃氣？每當身體消化食物

時，胃氣便可能同時產生了。因為並非

所有食物都可以完全被消化，剩餘的碳

水化合物，往往仍在消化道，接下來便

會產生氣體，這就是腸胃氣。進食太快

或吞入太多空氣，便會形成腹脹。這種

情況會使人有特飽及不舒適的感覺。

在過多腸胃氣時，身體第一反應就

是打嗝，打嗝時會將胃內多餘的胃氣，

從體內放出。要是腸氣太多，氣體就會

從肛門直腸處排放出來，就是「放屁」

，在大庭廣眾放屁，自然尷尬得很。

造成過多腸胃氣原因︰1.進食太多

高纖維食物，例如豆類；2.沒有時間坐

下來進食；3.對食物有過敏(如牛奶)

；4.進食大量高糖份食物和水果；5.身

體出現狀況，例如患有腸激綜合癥 (irri-
table bowel syndrome)，病徵十分明顯，
就是經常打嗝或放屁，以及尖銳性腹部

脹大及絞痛。

如何防止腸胃氣的產生呢？1.避免

飲太多酒及帶氣飲品；2.多喝水；3.認

識及避免進食產生胃氣的食物；4.慢慢

進食及將食物完全咀嚼後才吞下；5.若

戴用假牙一定要適當；6.多做運動；7.

不可吸煙。

市面上有多種可以幫助減少及去

氣的藥物，今期為大家介紹一種叫 Gas 
X 的非處方藥物，成份十分簡單，主要
是含 simethicone。臨床證實它是去除胃
氣最有效及安全的藥物之一。Gas X 有

兩種︰Extra 份量(含125mg simethicone)
及 Ultra 份量(含180mg simethicone)。
用法十分簡單，每24小時最多可咬

碎服食3次，可在飯後或睡覺前用一粒，

有需要時才服用，不可連續服用多過兩

星期。若胃氣症狀不減，又或變得更嚴

重時，便應馬上停止服用及到家庭醫生

處求診了。◇



醫 學 漫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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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經  前  症  候  群

醫藥廣告
效力宏大
歡迎惠刊

電話：604-408-7269

  陳兆淦醫生

體不適症狀。

女性體內的

「黃體素」，會

在月經來臨前的

一至兩天內，又

突然減少。在這

段期間，一些女

性身體難以適應

這急劇的荷爾蒙

變化，因此，身

心方面都會感到

不適。

另外有一種

胃痛等。

通常分

析上述病歷

後，沒有甚

麼可以檢查

或化驗用來

確診。

月經前

避孕藥會抑制排卵，可緩解症狀，

較嚴重的患者或可注射「甲孕酮」

(Depo Provera)，它可暫抑制身體排卵和
月經。

一些抗抑鬱藥也會對有情緒症狀的患

者有效，例如︰Prozac、Zoloft 等。◇

解釋是：有些女性規律地在月經前幾天

出現生理及情緒的變化，說明患者有月

經之前，與正常荷爾蒙週期性的「血管

收縮素」的應激反應。血管收縮素是腦

內物質，與臨床上的抑鬱症及其他人情

緒問題有關連。月經前身體荷爾蒙變

化，會使某些心理疾病例如：抑鬱症的

症狀加重。

月經前症候群的症狀和診斷

情緒上的變化：難過、易怒、緊

張、嗜睡、食慾增加、健忘等。

生理的變化：體重稍增、腫脹、液

體滯留、尿頻、乳房酸痛、疲乏、嘔

吐、腹瀉、便秘、皮膚不適、頭、背及

症候群的治療包括︰

在月經前一星期限制食鹽的攝入，

少喝茶、酒精或咖啡，維持在健康水平

的體重。進食含鈣量充足的食物、減輕

壓力、多作步行、慢跑、踩單車或游

泳，以刺激「腦啡肽」的釋放。

一些女性在月經來臨前幾天，身心

都明顯有些不適症，如果症狀

不太嚴重，就屬正常；假如症狀影響到

日常生活，就是患上月經前症候群 (Pre-
menstrual  syndrome   PMS)。月經前症候
是指由於患者身體不適應隨月經週期變

化的雌激素分泌狀態，而引起一連串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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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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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大麻利與弊
  會長楊光醫生

加拿大自1923

年起禁止大麻，直

到2001年才開放藥

用大麻，繼而於去

年消閒性大麻合法化。究竟大麻對人體有

甚麼影響呢？  

一般人吸食的大麻主要有兩種：一

種是經過培育、成癮性低、適合於醫

療的藥用大麻，其主要成分是大麻二

酚 (CBD) 。去年通過合法使用，但仍爭

論不休的那一種稱為消閒用大麻，其活躍

成分是四氫大麻酚 (THC)，抽吸這種大麻

時，大麻中 THC 迅速進入血管，並快速

傳至腦部，可對人做成精神上和生理上的

影響。

         藥用大麻：

藥用大麻主要成分是大麻二酚 (CBD)
，既不屬於大麻的致癮物質，且能抵

消 THC 的精神活性成分，故一般情况不

會引起濫用。藥用大麻有鎮靜作用，可幫

助減輕某些疾病引起的疼痛，又可減少癌

症化療和愛滋病人的噁心或嘔吐感，並可

促進食慾。對於慢性神經病變、愛滋病或

其他慢性非癌症疾病所引發的憂鬱症、失

眠等都可透過使用藥用大麻獲得改善。

         消閒用大麻：

消閒用的大麻 THC 含量很高，可增

加大腦多巴胺分泌 ，有興奮及迷幻的效

果，讓人產生强烈的愉悦感，但也會令

人吸食成癮。

長期吸食大量大麻或會引致心率增

加、血壓降低、抑鬱、緊張、支氣管

炎、結膜炎、內分泌紊亂、運動協調減

退、集中力和記憶力受到影響，而 使用

大麻後跟喝酒一樣不能安全駕駛。一些

研究亦指出，健康的成年人在服用大量

大麻後，其性荷爾蒙或會出現變化。

有人說︰其實大麻的害處並沒有那

麼嚴重，相對於海洛英、古柯鹼，大麻

並不算甚麼。不過，大麻也被稱為「入

門毒品」，一旦吸食上癮，慢慢就要尋

求更刺激的毒品，才可以覺得滿足。不

少吸食海洛英、可卡因的癮君子，都是

從吸食大麻開始的。至於吸入二手大麻

煙會否危害健康呢？這問題仍待進一步

研究。

由於醫療的需要，患者在醫護人員

的指導下，可以使用藥用大麻。但在消

閒用大麻方面，還是應該三思！

「脂肪肝，

不就是因為肥而

多了點脂肪嗎？

」—— 如果你的

第一反應是這樣，一點兒也不出奇。加

拿大肝臟基金會公布的新的調查顯示：

89％的加拿大人對非酒精性脂肪肝

病知之甚少或一無所知；56％的加拿大

人不知道非酒精性脂肪肝病會導致肝

癌、肝臟移植甚至死亡 ；

非酒精性脂肪肝病影響著約20%，

即700多萬加拿大人。因為脂肪肝病初

期通常沒有癥狀，最容易被人忽視；而

脂肪的日積月累，可令肝臟健康情形惡

化，出現肝臟炎癥，並可發展為肝硬

化、肝癌或肝衰竭。你是不是非酒精性

脂肪肝高風險人士呢？下面是一個簡單

的評估，看看有哪幾條是你的風險呢？

1.你的身高體重指數 (BMI) 超過22

嗎？

2.你的腰圍超過80公分(女性)，或

超過94公分(男性)嗎？

3.你每天大多數時間都坐著不動

嗎？

多位專科醫生、家庭醫生、藥劑

師與營養師齊齊開講，提供9場有關

肝炎、脂肪肝、肝癌、腸癌、藥物津

貼、營養等全方位護肝資訊。講座以

英語為主，廣東話和普通話即時傳

譯，設有問答環節。

時間：4月27日(星期六)下午1時

至5時

地址：Glad Tidings Church (3456 
Fraser St, Van.)

電話︰1-888-856-7266

4.你每周的運動時間少於2個半小時

嗎？

5.你有糖尿病，或者胰島素抵抗，

或者代謝綜合徵(高血脂、高血壓及高膽

固醇)嗎？

6.你的日常飲食包含很多脂肪與糖

類食品嗎？

你有幾個「是」？「是」愈多，說

明你有脂肪肝的風險愈高。如果你擔心

自己的肝臟狀況，可以跟醫生聊聊。◇

2019 LIVERight 肝臟健康論壇

你的脂肪肝風險有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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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時勤講座受歡迎

中僑「松鶴之友」會3月12日上午

在中僑社會服務中心舉辦，由李時勤律

師主講的「房屋轉給子女須知」粵語講

座，反應異常熱烈，會場內200個座位

全部滿座。由於講座以會員優先，對於

向隅的讀者朋友，僅致歉意。

李時勤律師深入淺出的，為出席者

介紹把物業資產分配給子孫的注意事

項，並解答出席者提出的問題。本會計

畫稍後，繼續為會員及讀者安排更多與

生活息息相關的講座。◇

鳴 謝 讀 者 捐 助

希望鎮一天遊反應熱烈

會員大會  選賢與能

中僑「松鶴之友」會3月7日上午

在溫哥華中僑社會服務中心舉

行會員大會，會上選出由13人組成

的新一屆執委會及職務人選，包括

主席陸玉荷、副主席陳國燊、會務

推廣顧問葉榕湋、秘書王慧玲、財

務莊藹凝、總務蘇坤玲、執委陳柏

誠、藍穎琴、伍玲平、譚伯均、黃

靖淩、黃小燕、任施明。

過去一年，「松鶴之友」會舉

行了多項活動，包括新設的中國水

墨花鳥畫班及中國剪紙班，還舉辦

了多個講座及旅遊，合辦多項藝術

展如「鳥姿花媚」葉榕湋夫婦攝影

展、2018中僑新天地攝影比賽等。

這些活動為讀者和會員增添不少生

活情趣，亦為《中僑新天地》籌得

部分製作經費。

去年取得的成績實在有賴各執委

的努力、會員及各方友好的支持。

松鶴之友執委會在新一年裡，繼續

為會員舉辦更多活動，也希望為《

中僑新天地》籌得更多經費。

中僑「松鶴之友」會於1992年成

立，目的是支持《中僑新天地》月

刊出版，聯絡讀者，協助月報籌募

經費。去年共有100人加入成為新會

員，登記會員人數增至4,523 人。◇

松鶴之友誕新執委會

執委會部分成員合照︰(左起) 伍玲平、藍穎琴、蘇坤玲、譚伯均、陸玉荷、陳國燊、

陳柏誠、王慧玲、黃小燕、黃靖淩。

27週年會慶聚餐 4.18舉行
中僑「松鶴之友」會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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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運抽獎等。餐券現已

發售，每位25元。餐券自發售以來，反

應熱烈，如今只餘少量，如有興趣參加

者，請從速聯絡中僑出版部。

購票請至溫哥華片打西街28號中僑社

會服務中心105室

電話：604-408-7274內線1054。◇

松鶴之友舉辦今年首個郊遊活

動，由美亞假期主理的「春季希望

鎮一天遊」，消息公布後反應熱

烈，第一團爆滿，加開第二團僅餘

少量名額，報名請早。

此次行程的主要景點包括：遊

覽希望鎮 (Hope) 觀賞著名景點及

木雕、參觀蜜糖場品嘗及選購花蜜

和蜂膠、參觀當地農場選購新鮮蔬

菜、走地雞和新鮮雞蛋，並視乎開

花情況而觀賞鬱金香花場(入場費

自付)，傍晚在二埠星光麒麟海鮮

酒家享用中式晚餐。

出發日期︰4月11日(星期四)，

團費：會員$88、非會員$98(包晚

餐、稅項及司機導遊小費)。

查詢及報名，請親臨中僑社會

服務中心105室 (28 West Pender St., 
Van.) 或致電604-408-7274內線1054

。◇

少量名額報名請早

李時勤與松鶴之友執委及本刊名譽編輯顧問葉吳美琪(右四)合照

松鶴之友會主席陸玉荷致

感謝狀予李時勤

王振聲、梁月好、賴麗娥、吳文昌、李惠比、莫淑英、吳婉諮、黃玉
清、馮蘭芳、翟思明、關罩穩、李錦卿、黃燕珊、黎雪英、葉秀薇、馬
鳳嬌、楊杏意、陳淑卿、陳邦傑、劉功藝、朱惠娟、陳美基、戴健榮、
黃婉蘭、范梅貞、鄧鳳竹、陳燕珊、莫玉歡、謝麗瓊、駱紅麗、陳穗
華、唐嘉麗、謝可模、張淑慧、許國雄、尹芳齡、陳德貞、梁瑞華、
曾錫祥、凌欽梅、楊明、許陳艷棠、王程宣亞、歐陽錦玉、Yim Kok 
Hong、Winnie  Lam 、Stella  Cheung、Harvey  Leung、Yuet  Ping  Lo、
Lisa  Then 、Hing  Yan  Lo、Teresa  Kwong、Paula  Fu、Ayeeda  Khan

松鶴之友 二星新會員（贊助會費25元）

歡迎各界捐款資助《中僑新天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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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der  St.  Van.  B.C.  V6B  1R6)，抬頭 S.U.C.C.E.S.S. 。

200元：陸玉荷
100元：譚鄭瑛玲、唐趙英蘭、魏祚民、余晃英
 50元：陳邦傑
 30元：Peter  Leung
 20元︰加拿大華裔作家協會、黃靖淩、
       Katherine  Chan、Gloria  Chiu



中僑就業服務評價高

● 生活興趣班
  內容︰繩結、茶藝、利市燈籠、

        剪紙、編織頸巾

  6月4日至8月6日

 (逢星期二下午1時30分至3時)

   十課費用︰會員$90、非會員$100

             (材料費另計)

中 僑 通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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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政府 僱主 商會 學校 學生緊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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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卡拉OK歌藝班
  溫哥華馬寶渥列治社區中心   
   4月11日至6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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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日至6月24日

   (逢星期一上午10時30分至中午1時)

   共11節  $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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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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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星期三下午1時至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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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希望鎮一天遊
   內容︰遊覽希望鎮、參觀農場、

          二埠星光麒麟晚餐

    日期：4月11日(星期四)

    費用︰會員$88、非會員$98

為感謝中僑互助會早前參與由星島日報所舉辦的「真心英雄」社區

服務大獎，兩名星島代表頒發由星島加拿大基金捐贈的善款給予中僑。

左起︰星島日報市務拓展發行及行政經理陳露玲、中僑互助會及中

僑基金會行政總裁周潘坤玲、中僑基金會主席許祖澤、星島日報營業及

市務總監黎家盛。◇

中僑向來重視多元化精神，因此就業服務亦普及於

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族裔、年齡、技術水平和

教育程度的求職者。透過就業服務，努力履行橋梁的重

任，帶領移民投入本地生活。

中僑聘用不同族裔的專業輔導員，他們及課程講師

皆為經驗豐富及認可的專業人士，除了諳英語外，也能

Hastings-Sunrise 家中安享計畫

由卑詩省府及低陸平原

聯合公益金資助及管理的

「家中安享計畫」，目的

是協助長者能在自己家中

享有獨立生活，並保持其

與社區的聯繫。

位於溫哥華的東北角社

區的「Hastings-Sunrise 家
中安享計畫」，由中僑互

助會負責營運，主要提供

非醫療服務項目以及簡單

的日常家務服務，目的是

讓長者能夠維持獨立的生

活。

中僑提供的服務包括：

簡單家務服務、友善探訪

服務、護送服務、每週五

購買日用品服務。

服務範圍及對象為：

居住在  Hastings-Sun-

r ise  社區︰即從  Nanai -
mo 街東至  Boundary 街及

從 East Broadway 北至 Bur-
rard Inlet (Wall 街)，年滿

60歲或以上的長者。

查詢或申請，請聯絡：

林嬅。電話604-408-7274

內線2157，電郵︰Lynn.
lin@success.bc.ca◇

中僑營運    歡迎申請

操流利的粵語、國語、旁遮普語、波斯語、法語、荷蘭

語及德語，以協助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他們都訓練有

素，對個人或小組輔導、教學培訓、技能和工作志趣評

估、工作實習機會安排等，均有相當豐富的實際經驗。

為著更有效率地協助求職人士重返工作崗位，中僑

就業服務部採用「全面性」的服務模式，聯合社區伙

伴，充分運用社區資源，從而加強

求職者的就業能力。又與僱主組

織、有關商會、政府機構、社會服

務機構、學校、家長等緊密合作，推行就業服務收到顯

著成效，贏得高度評價。

查詢︰604-231-3344。◇

來自摩爾多瓦的律師 Lilian Cazacu 在中僑

協助下，成功重新在加拿大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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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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
bc.ca，註明「新天地伴我行」，照片恕不退回。◇

生活品味興趣班6月開班
你是否感到生活刻板乏味，了無生活情

趣呢？其實生活是可以多姿多采的。中僑

「松鶴之友」會將於6月開辦「生活品味興

趣班」，全部共十課，內容包括編織繩

結、茶藝、製作利市燈籠、剪紙及編織

頸巾等。除了讓大家提高生活品味的興

趣外，還可以結織新朋友，擴大社交圈

子，歡迎大家報名。

日期：6月4日至8月6日(逢星期二)

時間：下午1時30分至3時

地點：中僑社會服務中心110室

            (28 West  Pender  St.,  Van.)
費用：10課，會員$90，非會員

$100(材料及教材費另計)。

報名︰中僑社會服務中心105室，電

話：604-408-7274 內線1054。◇

日期 課程 導師

6月4日 繩結 鄧慕玲

11日

18日 茶藝 方達彬

25日

7月2日 利市燈籠 鄧慕玲

9日

16日 剪紙 鄧慕玲

23日

30日 編織頸巾 蘇坤儀

8月6日

水墨花鳥畫及剪紙4月新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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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玲老師開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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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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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會員$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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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會員$100(共

9課)；材料及教材費：$10

兩班上課地點：溫哥華中僑社

會服務中心 (28  West  Pender  St.,  
Van.)

電話：604-408-7274內線1054

。◇

中僑互助會華埠耆英服務聯會創會委員及顧問、

前中僑探訪組副主席、前《松鶴天地》月報廣告義

工譚張文志女士(見圖)，2月18日息勞歸主，在世96

歲，3月1日在溫哥華天主教基督聖體堂舉行喪禮，前

往送別者眾，備極哀榮。

譚太是中僑長期及忠誠義工，參與華埠耆英服務

聯會及《松鶴天地》月

報義務工作逾30年，除

獲中僑多次嘉獎外，並

於2012年獲中僑推薦獲

頒「伊利沙伯二世女王

登基鑽禧獎章」。譚太

生前和藹可親、平易近

人、熱心公益、出錢出

力，今一旦離世，中僑

仝人同表惋惜。◇

中僑長期義工 女王獎章得主

譚張文志安息主懷

本報執行編輯陳吳乃妍攝於西班牙 Mallorca 島
Palma 市地標 La  Seu 大教堂

中 僑 通 訊

中僑卑大研究 移民政治態度
你是否認為政治是無關重要、

枯燥無趣？你是否覺得政客對你

不聞不問？如果你對以上問題的回

答是肯定的，並且是居住在大溫地

區、年滿18歲的移民，我們想聆聽

中僑互助會由3月1日(星期五)起至5

月4日(星期六)，分別在溫哥華、

列治文、本拿比、三聯市及素里服務中

心，免費為中僑會員提供報稅服務，反應

熱烈，各個服務地點均已額滿。

位於溫哥華的中僑社

會服務中心，是最先為會

員報稅的地點之一，已預

約登記的會員一早帶同所

需文件到來，由於人多關

中僑報稅服務預約滿額
係，一度需要輪候。

免費報稅服務至5月4日為止，敬請各

已登記會員準時按預約時間到來。

個人報稅服務時間通常為一小時，家

庭報稅為一個半小時。◇

你的心聲。

中 僑 互 助 會 與 卑 詩 大

學 (UBC) 正聯合開展一項研究，了

解加拿大移民的參與與疏離度。我

們將會作保密的訪談，你提供的信

息都是匿名的。

為感謝參與這次研究，凡參與

者會收到一張價值$35的禮品卡，

如有需要，將提供其他語言的傳譯

及支援。

有意參與，請登入研究網

站 https://engagemetrovan.ca或發

電郵至 sara.pavan@ubc.ca，或致

電︰604-706-0399。

這次研究的首席調查員為

Richard Johnston教授，電郵 rich-
ard. johnston@ubc.ca，電話︰604-

822-5456。◇

中僑會員踴躍接受免費報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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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僑慈善獎券中獎號碼

2019中僑星輝夜  籌得善款$531,311

中 僑 基金會

第41屆中僑星輝夜已於3月

16日圓滿舉行，當晚共籌

得善款$531,311，收益將撥捐中

僑只獲部分資助或完全沒有政府

資助的重要社會服務項目，今年

重點支援中僑互助會的多元文化

早期兒童發展服務及青少年領袖

訓練。中僑星輝夜於過去40年已

為中僑籌得2,000萬元的善款。

中僑互助會及中僑基金會行

政總裁周潘坤玲表示：「非常感

謝各善長、贊助商、中僑理事及

義工過往多年來的支持，並讓今

晚中僑星輝夜取得空前成功。」

今年超過800名社區領袖、

慈善家及贊助商參與中僑星輝

夜，其中出席的三級政府官員代

表包括：聯邦國防部長石俊、上

議員 Yonah Martin、上議員胡元

豹、卑詩省社會發展及扶貧廳長

冼崇山、溫哥華副市長 Michael 
Wiebe 等。

中僑基金會主席許祖澤表

示：「各界對中僑的支持是我們

服務社會的原動力，再次感謝大

家讓社區上的弱勢社群得到幫

助。」

2019中僑星輝夜共同主席郭

凱恩、劉茉荻及夏明德醫生補

充：「兒童及青少年是我們未來

的社會棟梁，中僑的家庭及青少

年服務項目對他們的成長帶來很

大的幫助，非常榮幸為此作出貢

獻。」

晚會亮點是從遠道而來的特

別表演嘉賓，香港著名影視歌星

鄭欣宜。其精彩的表演令全場

氣氛高漲，為晚宴劃上完美句

號。◇

  獎品 價值 獎券號碼 得獎者

頭獎 2019 Nissan Micra 
(Base) S Model 5 
SPD Manual 車一部

或現金$10,000。

1013746 Tracy  Tsang
xxx-xxx-2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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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 1033648 Irene  Ching
xxx-xxx-2080

三獎 雅蘭床褥送出豪華

床褥連精美床上用

品套裝。

$4,500 1002002 Byung Kim
xxx-xxx-0693

四獎 Wrap-Workz Aes-
thetic Decors.送出

汽車陶瓷鍍膜服務

乙次。

$1,000 1019887 Cheryl  Chou
xxx-xxx-0779

五獎 Pandora Ng 送出現

金獎。

$700 1013972 Sandy  Ng
xxx-xxx-4860

六獎 Kelly Chan 送出保

時捷直立式高爾夫

球袋乙個。

$625 1058890 Wai  Kun  Lam
xxx-xxx-8901

七獎 大 都 會 眼 鏡 送 出

MCM 精美太陽眼鏡

乙副。

$488 1047324 Annie  Wong
xxx-xxx-1298

八獎 幸運海鮮酒樓送出

晚市美食禮券。

$350 1057722 Lai  Fan  Young
xxx-xxx-8689

九獎 星馬印送出美食禮

券。

$250 1017817 Hui  Juan  Fang
xxx-xxx-6969

十獎 Healistic Planet 送
出禮品包。

$200 1054394 Jenny  Hum
xxx-xxx-8136

中奬者請攜同中奬奬券及兩張身分證明文件(其一附有近照)，

於2019年12月20日前到中僑基金會領奬，否則當棄權論。

地址：G07,  28  West  Pender  St.,  Van.。查詢：604-408-7228

感謝加拿大航空多年來對中僑的支持

社區領袖、慈善家及政府官員參與盛會。

多元文化早期兒童發展服務其中一個受惠家庭

上台向各賓客致謝。

鄭欣宜的落力演出為晚宴劃上完美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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