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 曾 記 起

歌 影 劇 場

大溫開畫日期：6月21日

大溫開畫日期：6月7日

乭歌劇

《可曾記起》6月底在溫哥華全國第二站公演

18     2019年6月

大溫開畫日期：6月14日

Mom’s The Word Nest ½ Empty

《雷雨》是中國現代劇作家曹禺

1933年的著名話劇作品，講述民國時

期一個有濃厚封建色彩家庭的悲劇，

是不少職業或業餘劇團必演的話劇，

也多上拍成電影。

今次則由加拿大華裔音樂家唐康

年、潘幸孩夫婦作曲成為歌劇。

原著《雷雨》共有8個人物，但歌

劇《雷雨》只有6個，去掉了魯貴、魯

大海兩個人物。編劇潘辛孩認為，改

編後故事衝突更加緊湊，音樂巧妙的

插白對話融入，展現了「命運多舛」

這個主題，讓人物更加鮮明。

歌劇《雷雨》定於6月22日(星期

六)晚上7時半及23日(星期日)下午2

時及晚上7時半，在溫哥華 Vancouver 
Playhouse (地址︰600 Hamilton St.)演
出。

購票網站︰www.ticket4us.com，
查詢︰778-323-9042。◇

這齣舞台劇的主角都

是母親，講述當孩子長

大，婚姻生活改變，體力

大不如前，她們將會如何？ 

(圖片︰Emily  Cooper) 
日期：6月6日至7月20日

地點：Stanley Industrial Alliance 
Stage (2750  Granville  St.)
 購票電話：604-687-1644◇

  英米

這 是  X - M e n   ( X
戰警 )的系列電影，講
述 戰 警 隊 伍 中 的 火 鳳

凰 Jean Grey (Sophie Turner 飾)，在參與太
空任務時，遭神秘宇宙力量擊中，變成黑鳳

凰，力量強大，但失控傷害她最愛的人，使

戰警隊伍必須想辦法拯救她的靈魂。本片

大部分在滿地可拍攝，參加演出的還有影

后 Jennifer Lawrence 和 Jessica Chastain，型
男 James  McAvoy 及 Michael  Fassbender。

(圖片︰2017  20 Century Fox  Film  Corp.)

Dark  Phoenix

  英米

Men  in  Black:  International

這是科幻動作喜劇 Men in Black (黑
衣人)電影系列第四集，除了導演換人外，
演員也換了，改由演過 Thor(雷神)的型
男 Chris Hemsworth 及玉女 Tessa Thomp-
son 擔綱，兩人在片中是英國倫敦的黑衣警
探，一起走遍世界各地，調查一連串的外星

人襲擊事件。

(圖片︰Giles Keyte © 2019 CTMG, Inc.)

這是 Toy Story (反斗奇兵)第四
集，是 3D 動畫電影，講述很有自信
的 Woody (胡迪警長)和舊雨新知一起
去旅行時，才知道世界是多麽大。演技

派明星 Tom Hanks 繼續聲音演出胡迪
警長，Annie Potts 再為胡迪警長的女
友 Bo Peep (牧羊女寶貝)配音。今集還加
入 Keanu Reeves 聲演 Caboom 公爵。 

(圖片︰Disney Pixar)

Toy  Story  4 

雷 雨

合奏式音樂

劇 (musi-
cal ensemble)《

可曾記起 Try to Remember》成功完成多
倫多首站演出後，將於6月30日在溫哥華

作全國第二站公演。引入不同戲劇種類

給加拿大觀眾是「一劇場」使命之一，

悲劇、喜劇、悲喜劇、鬧劇、喜鬧劇、

年代劇、正劇、音樂劇、形體劇場、以

至荒誕劇，都是我們致力推廣介紹的劇

「一劇場」最新合奏式音樂劇

種，因為我們相信「觀演相長」這個道

理，只有成熟的觀眾才能讓演出者得到

認同和鞭策，在藝術路上得以成長。

首次引入合奏式音樂劇《可曾記起 

Try to Remember》，帶觀眾進入一個沒
有主角的戲劇世界，那麽主角是否潛逃

世外呢？當然不是！

如果你明白合奏式音樂劇的表演形

式，便會明白其中含意。合奏式音樂劇

有四大特色，即 cmcm︰音樂 (music)、
角色 (character)、合奏隊 (chorus)、形體

動作 (moment)。
《 可 曾 記

起》當然充滿悅

耳動人心絃的音

樂歌唱，讓觀眾投入劇情的音樂世界之

餘，更以旋律譜出人物的感情和遭遇。

音樂劇的故事内容一般都比較簡單

直接，目的是令觀眾能將焦點集中於歌

曲中間，正因如此，角色性格設計更需

鮮明突出。另一個特色就是合奏隊，也

是之前說到沒有主角的原因，合奏隊是

一個整體合作的共同體，他們共分别演

出超40個角色。一方面為了不同場景需

要，更要負責所有轉景、道具、服裝及

合唱部分，還需做大量形體動作，以增

加戲中節奏感。

所以《可曾記起 Try to Remember》
沒有一個主角，全台16位演員都是主

角，因他們以個人整合成為整體，一同

呈現一個故事、一篇樂章，給你度過一

個愉快的晚上。

查詢 dramaonevan@gmail.com ◇

   文 圖︰潘煒強

  英米



腦退化症是加拿大日漸影響

廣泛，對患病者及其家人都帶來

巨大困擾。中僑「松鶴之友」會

邀請卑詩省阿茲海默症協會轄下

華人資源中心的支援及教育主任

唐柳迎，粵語主講「腦退化友善

社區」，讓大家進一步認識有關

問題。

講座的內容涉及：認識腦退

化、風險因素、腦退化的病徵、

謬誤的觀念、社區資源、如何參

與及支援等。

講座定於6月20日(星期四)

上午10時30分至中午12時正，在

溫哥華中僑社會服務中心禮和堂

(溫哥華片打西街28號)，講座免

費入場，座位有限，松鶴之友會員可獲

優先留座，會員並可以特價訂購《腦‧

衰退》一書。

查詢及留座電話︰604-408-7274內

線1054。◇

腦退化友善社區
6月20日唐柳迎主講

● 生活品味興趣班
  內容︰繩結、利市燈籠、剪紙

  6月4日至7月30日

 (逢星期二上午10時30分至12時)

   十課費用︰會員$80、非會員$90

             (材料費另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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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國水墨花鳥畫班
  6月5日至7月31日

  (逢星期三上午10時至12時

    及下午1時至3時)

    共9節，會員  $76.5，非會員$90

● 蘭里堡採摘杞子一天遊
   內容︰遊覽蘭里堡國家歷史遺

          址、採摘杞子、蘋果等

    列治文鴻星海鮮酒家晚餐

    日期：7月18日(星期四)

    費用︰會員$95、非會員$105

● 腦退化友善社區講座
   主講︰唐柳迎

    內容︰認識腦退化、風險因素

    日期：6月20日(星期四)

    地點︰中僑社會服務中心

          禮和堂(片打西街28號)

由中僑松鶴之友會主辦、資深中

國水彩畫家方秋業老師任教的「中國

水墨花鳥畫班」，自去年開辦以來，

大受會員歡迎，為滿足需求，在暑期

分別開設上下午各開一班，時間由6

月5日至7月31日逢星期三上課。上午

班上課時間由10時至中午12時，下午

班1時至3時，會員$76.50，非會員

$90.00(共9課)。

上課地點：溫哥華中僑社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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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604-408-7274內線1054。◇

方秋業水墨花鳥畫

中僑「松鶴之友」一天遊活動

向受歡迎，現繼續與美亞假

期合作，主辦「摘拘紀子、果子、

養生」一天遊。活動主要內容包

括：參觀蘭里堡國家歷史遺址(包入

場費)、摘購本地種植新鮮枸杞子、

品嘗枸杞子飲品、到訪蘭里 Krause 
Berry 農場，選購漿果，新鮮蘋果、

黃瓜、大蒜、玉米等。晚膳在列治

文鴻星海鮮酒家享用精美中餐。

日期︰7月18日(星期四)，會員

$95、非會員$105。

查詢及報名︰請親臨溫哥華片

打西街28號中僑社會服務中心105

室，或致電：604-408-7274內線

1054 。◇

7‧18 摘杞子養生一天遊
參觀歷史遺址  享用精美晚餐

2019年6月     19

松 鶴 之 友

暑期增設上下午班 中僑松鶴之友會6月4日開辦的「生活品味興趣班」調整教學內容，現

由鄧慕玲老師教授編織繩結、利市燈籠與中國剪紙，每個項目授課3節共9

節。

日期 課程

6月4日 繩結

11日

18日

6月25日 利市燈籠

7月2日

9日

7月16日 剪紙

   23日

 30日

有關課程每三個星期教授一種手工藝，學員

除了可以學得三種傳統藝術的基本知識外，也增

加對生活品味的興趣，同時可結交新朋友，擴大

社交圈子。

日期：6月4日至7月30日

時間︰(逢星期二)上午10時30分至12時

地點：中僑社會服務中心110室 (28 West 
Pender  St.,  Van.)

費用：會員$80元，非會員$90，共9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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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鄧慕玲教授品味興趣班



雪 文：阿蘇哥哥   

   圖：小太陽兒童畫室  

幼  吾  幼

小女孩的蛻變

20     2019年6月

   張麗娜   

Evonne  Ma  

                9歲

三、四年前認

識陳燕貞 Ja-
clyn 時，她是一個小
學4年級愛貓的小女

孩，她的舉手投足都在模仿貓咪，偶爾

也會叫幾聲「喵喵」，蹦蹦跳跳的走進

畫室。如今她已是個八年級的大女孩

了，依舊活潑可愛。俏麗的臉龐留著披

肩的烏黑長髮，十指修長，是個名副其

實的千金小姐。

她喜愛戶外活動和跳舞，所以肌膚

略顯褐色，是洋人所謂的「健康寶貝」

。她的體態在我認識的這些年間，已不

知不覺的蛻變成一個亭亭玉立的少女

了。

這個坐在畫室裡，埋頭認真畫畫的

青春期少女，有一顆躍動的心，有時雙

耳帶著耳機，一手拿 IPhone，一手執毛

筆，好擔心她分心啊！有時又會離開坐

位，扭動著小腰，跳著輕快的舞步，滿

臉喜悅，年輕真好啊！

但偶而會略帶憂慮，一臉不悅的坐

在畫室裡，問了她為何不高興？原來在

學校裡受了同學的氣，嘴裡嘮叨的念著

「某某人好壞，他們怎麼可以這樣？我

真的好生氣！」手不停的在滑動手機傳

簡訊，等她氣消了，她才願意執筆畫

畫，小女生的心好敏感脆弱啊！雖然也

會有一點拗脾氣，但相信她很快地就能

適應與度過這惱人的青春期。

小姑娘的午餐經常錯過，所以來上

課時都喊肚子餓，還好我都會準備茶葉

蛋、餅乾、蛋糕之類的小點心，以備學

生不時之需，我也很高興小朋友來上課

時有家的感覺，有種溫馨的氛圍存在！

燕貞喜歡畫山水，她的臨摹能力挺

強，我擔心山水作品需要不厭其煩的渲

染，會讓她沒有耐心，所以鼓勵她偶爾

也畫些花鳥畫，但是小姑娘就是不答

腔，好像沒興趣！我只好投其所好了！

也許哪天她又突然願意畫花鳥，兩年前

她倒是完成了不少花鳥和動物作品，還

畫的挺好。

她對繪畫真的非常有天份，只是如

果要自己創稿可能還會有一些難度，畢

竟中國水墨畫紙小景大，除非是小品，

所以要多看多畫。

我們都會一起參考畫冊，選擇適合

她的臨摹作品，自古以來臨摹前朝的畫

家比比皆是。故這段期間就是練技巧的

最佳時刻了，假以時日相信她自然能得

心應手，進而自己創作，我們多給予鼓

勵，祝她更上一層樓。◇

Secena  

雪
千片萬片
從天空灑下
那麼靜悄悄地
沒發覺
大地已一片白

雪
無休無止
從高處篩下
那麼輕飄飄地
不一會
大樹已一身銀◇

暑期班招生 (7月及8月)
學習內容：廣東話、普通話、英文、
數學、圖畫、書法及兒童國畫、泥膠創
意班、樂高創作班、體操班等。

        
小太陽 教育中心

電話 : 604-278-3498
地址 : 列治文新時代廣場 300 號        
#300-4400 Hazelbridge Way, Richmond     



作者在新加坡地標「魚尾獅」旁

   陳華英

新  篇

2019年6月      21

熱帶狂熱

2018年11月28日，加拿大華裔作家協會20多位會員到泰國、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訪問。我們像一

群南翔的海燕，飛越40多度的緯度，來到這蕉風椰雨的

土地—— 泰國、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也許是從攝氏10度

下，來到這攝氏30多度地域的溫差，也許是熱帶薰風的

吹拂，人的心中常有股狂熱，腦海中也時有迷

糊，所以遐想連翩。

      大皇宮、大象和潑水節

大皇宮和大象可說是泰國旅遊的標誌。當

你看到那尖尖的佛塔閣頂及鑲嵌著無數寶石的

佛像和牆飾時，你一定會認出這是泰國的首府

曼谷了。在這人人帶著微笑的佛教國度裏，對

佛的供奉可說是國民的心向。所以拉瑪九世皇

朝大皇宮，供奉世界最大翡翠玉佛的玉佛寺，

以及皇家珍藏寶物館均聚集了泰國建築、繪

畫、雕刻及珠寶玉石鑲嵌的精粹；黃金雕琢成

的桌椅、飾物，均極其金碧輝煌，可以看出這

是泰國巧匠的心思及國民虔誠的奉獻，一切都

使我們目迷五色。

大象的表演也令人驚訝︰一隊大大小小的象群，在

馴獸師的指揮下，井然有序的向行人敬禮、叩拜、頓

首；作踢球、跳舞的表演。龐然大物居然馴服如小狗，

還扭腰屈膝，作出高難度的姿勢和遊人合照，爲的是博

取一點打賞。

當你騎上大象，高高升起，以君臨天下的氣概漫步

園林，你又恍如帝后，傲視腳下的子民了。正如俗世之

    熱浪逼人的黑風洞下

馬來西亞的狂熱，對我這個溫哥華人

來說，真是「沒齒難忘」了。

遊覽黑風洞那天，車上的溫度計已標

明外邊的溫度是攝氏35度。剛下車，熱浪

便撲面而來。在太陽底下走走，汗水不停

的流下來，要用紙巾不停的拭抹。有時抹

汗要先脫下太陽眼鏡，稍一耽誤，那汗水

便急不及待的淌過眉毛，淌過睫毛，流入

眼中，令人覺得刺痛。

黑風洞下的廣場有幾間賣水果和冷飲

的店子，那裡有瓦遮頭，還有風扇，可覓

一角清涼。於是我選了個大大的椰青，叫

店員剖開了，便坐在店中歇歇腳。那人頭

大的一個椰青的汁液，5分鐘便給我啜光

了，那清潤的椰水馬上又變成我襯衣內的

小雨。

仰望那彩虹色澤的樓梯，有近300級

吧，天梯般直上印度族裔朝聖之地黑風

洞。看著那眩目的陽光，親炙著那酷熱的

人，一旦職位有所提升，便自視高人一等，以爲別人均

應俯伏腳下。

潑水節本來是泰國最大的傳統節日，在泰國風情園

中，你可以天天過潑水節。我們和友伴，放下平日的斯

文形象，以祝福之水互潑，在酷暑之中享受那一脈清

涼，那管他頭髮滴水，衣履盡濕。一剎間，你又是盡情

嘻鬧的3、4歲兒童了。

            寬敞堂皇的會議室

12月2日，泰國華文作家協會的朋友熱誠地設宴招

待我們。席間大家坦誠地交談，甚至談及家人日常生活

等等趣事，顯現了熱帶國民的熱情。

宴會後，到他們華爾街2樓的會所舉行研討會。當

氣溫，上去？不上？正拿不定主意，那可

憐兮兮的膝蓋向我求饒了，結果還是留在

山下溜躂。

幸好「吾道不孤」，有不少團友也是

留在山下轉悠。廣場上，有一個高與山齊

的神像守護著，莊嚴威武。神像下，有數

座色彩繽紛的廟宇，大群的鴿子飛來飛

去，驚嚇了一群包裹嚴密的穆斯林婦女，

她們奔走趨避。酷熱中她們都能穿這麼

多，真令人驚訝。

到處轉轉，集合時間就到了。回想起

30多年前曾到此地，也曾登上天梯進過黑

風洞。記得當年這些樓梯和廟宇尚未穿上

斑斕的綵衣，但反教人懷念那時的樸素古

雅。

          榴槤飄香

榴槤這種水果，非常有性格。異香之

下，包裹著金黃香濃軟滑的果肉。有人見

了退避三舍，也有人趨之若鶩。南洋有傳

言，説榴槤當造時，有婦女爲了吃榴槤而

脫下沙籠去典當的。又有一説︰榴槤流

連，若你愛上榴槤，便可在南洋流連生活

了，足見榴槤魅力之大。

我怕榴槤的氣味，卻愛吃榴槤香甜軟

滑的果肉。在溫哥華，榴槤的價格並不便

宜，內藏兩顆冰鮮果肉的一小包，也要售

20多加元，所以打算在星馬之地大快朵

頤，於是帶著熱帶狂熱，展開榴槤追逐之

旅。

在泰國的水上市場，和友伴以500泰

銖買了一個榴槤，品嘗之下，品種普通，

味道一般。到了新加坡，買到了名種「金

枕頭」，味道濃郁多了。到了馬來西亞，

更吃到極品的「貓山王」，果肉較細，但

香濃軟滑甜膩，有點似吃雪糕，但味道

比雪糕豐厚，令人吃了還想吃。不過，價

錢不菲，小小一顆果肉也差不多要300馬

幣。如果不嫌是冰鮮貨色，回溫哥華慢慢

享受也可以。

十天過後，匆匆作別熱帶的熱浪薰

風，回到清爽的溫哥華，也作別了滿腦子

的遐想，重投平常歲月的工作中。◇
作者在黑風洞前留影

我們進入會場的時候，真令人好生羨慕︰會議廳寬敞堂

皇，有舒適的空調，座位連桌子作U字形排列，好處是
大家除了可以看到主持人之外，還可以清楚的看到座位

中的每一個發言者。廳內可容納6、70人，主持人身後

還有一個小小的平台可作小型表演之用，也可以播放電

影。

看到這些，熱帶薰風帶來的狂想在我心中翻滾︰假

如我們協會也擁有一個會所多好，靠牆擺些大書架，展

陳我們會員出版的作品和擺放其他文學參考書籍。會所

除了開理事會、文學月會之外，還可以舉辦文學講座、

研討會、新書發佈會等等活動。有一個固定的會址，多

方便呀！但腦海中即時灑下一場溫哥華的細雪—— 談何

容易，經費何來？向政府申請幾乎不可能(政府的經費

要照顧多種族裔)，我們的會員有充分的財力嗎？

          胡姬花和雨樹

12月3日傍晚，我們抵達新加坡。弟弟一家

駕車來接我去吃海鮮。路旁高大的樹木亭亭如

蓋，枝葉繁茂，樹冠寬廣。弟弟告訴我這是雨

樹。雨樹？多詩意的名字！心湖中薰風又吹來

了，一陣遐思︰這雨樹會不會清風一過，花下

如雨呢？

錯了，原來這雨樹並不下花雨，它恍如巨

型的含羞草，葉子會在黃昏5時合攏。新加坡多

陣雨，葉子閉合時往往把雨水攏在裡面。明早

太陽出來，片片葉子瞬間開展，水珠就紛紛灑

下，形成小雨，所以有「雨樹」之稱。

新加坡政府專設一個林木部管理境內植

物，所以綠化面積甚廣，花木扶疏，有花園城

市之稱。他們又在雨樹枝上廣植長春藤、絲蘿、蕨類等

攀援植物，所以大樹上常有絲蘿藤蔓纏繞，迎風搖曳，

倍添美感。

大樹之下，種植了許多蘭花。有深淺紫色，也有淡

綠，在微風中輕輕款擺，隱然有王者風範。蘭花又叫胡

姬花，是新加坡的國花，因為蘭花清麗端莊，生命力

強，象徵新加坡的氣質和刻苦耐勞，果敢奮鬥的精神。



孫老師家住北角，附近有一危險斜

坡，最近完成了一項工程。圖片

中見到，是整片斜坡倒了水泥。不知是

為了加固還是其他原因，水泥鋪面上有

一方方突出的方塊，使人想起了西人墳

地上平放的墓碑。

孫老師對

此呆板又不吉

利 的 設 計 ，

甚感刺眼，帶

來不愉快的感

覺。她在臉書

上責備設計者

愚蠢，為甚麼

不懂得把它設

計成花朵、星

星和心形？

我想有孫

老師這種想法

的可能不多，因為孫老師是兒童文學作

家，又多年來推動詩歌朗誦工作，有這樣

的背景，才有這種童真和美麗的想像。

我覺得不論一個人從事甚麼工作，讀

點童話讀點詩都有好處，就像這片斜坡

防傾瀉工程的設計師，如果他是童話和

詩歌的愛好者，斜坡的面貌就大不同，

不但附近居民看了舒服，如果好的設計

遍及整個城市，城市的風貌大大提高，

連遊客也會增加。

醫院之中有兒童醫院，我們看到病

房和醫療室都增添了童話因素，減少孩

子對醫院的恐

懼。其實成年

人一樣有環境

美好的需要，

在同樣的經費

下可以把視線

所見弄得更美

好。

我 有 一 個

簡單的美化環

境的想法，就

是如今的雨傘

雖 然 比 從 前

多了顏色，但還可以一步發揮。把整個

傘面印成一朵花，在雨天，從高處望下

來，可以見到花海在移動。

還有那巴士的車頂，也可以繪上魚

類、昆蟲和鳥兒，從天橋或大廈望下

來，定會帶來愉快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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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mper(防撞保險桿)上，以下是長

者使用的汽車上的幾則。

老年三跡象 第一個是記憶力衰退，

其他兩個我忘記了。

幽默在後一句正是前一句的證明。

我們因更好更壞而結合 他不能做得

更好，我不能做得更差。

所謂大局已定，雙方滿意對方的現狀

就行。

終生保用 到了我這年紀，購買的所

有東西都是終生保用。

保用期隨時比我的壽命長。

尊敬長輩 我常被教導要尊敬長輩，

但如今我已無長輩須尊敬。

即是他已是輩分最老的一個。

美容院裡 我在一間美容院裡接近兩

小時，這只是估價時間。

太多地方要修補了，真要做時所需時

間可想而知。

對孫兒女好些 是他們為你挑選安老

院。

如果你活得夠長，將來負責照顧你晚

年生活的是孫兒女輩。

餐費先付 或許因為我實在很老，外

出進餐時他們要求我餐費先付。

這說法有點誇張，不過對老人的歧視

所在都有，例如不接受老人購買旅遊保

險。

這七則 Bumper 標貼，雖說幽默，暮

年的悲哀卻在其中。◇

隨筆兩則
不讀童話不讀詩的結果 長者的 Bumper 標貼

我們所說的「靈魂之窗」就是眼

睛，它也被稱為「心窗」。無論是那

一個形容之句，例如含情脈脈或是兇

神惡煞，不外乎是指我們的眼睛的表

情，確實擁有不言而語的力量！

所以看人先看眼，交朋友也是一

樣。在第一次的眼神接觸中，彼此已

產生了一種奇妙的感覺，可能是一見

如故，也可能是一見已生厭。

筆者總覺得彼此的友誼有沒有發

展的機會，多半是從這個眼神接觸的

感覺中開始。我相信言為心聲，我

更相信眼神比言語更見說服力，它可

以來得更快、更真。它反映著我們的

內心世界是善是惡、是真是偽、是喜

是憂、是愛是恨，一一皆呈現於眼神

中。

猶記我以前教書的日子，凡是做

不言而語的眼神

近期春雨綿綿，不想外出，躲在房中上

網，眼倦了便望向窗外遠近的青葱樹木，讓

眼睛休息一下，無意中發覺對屋前院一棵

樹，樹榦幾乎全是綠色，是否青苔爬上樹？

又或者正如劉禹錫在「陋室銘」所寫，「苔

痕上階綠」，青苔又會拾級上石階了？

但家傭八姐曾告訴幼年的我，青苔的腳

(根)很短，只能匍匐在草地上。

不如上網查一查。

青苔即苔蘚是一種綠色微小柔軟植物，

沒有花和種子，莖和葉一般都十分矮小，莖

中沒有導管，葉中沒有葉脈，只有一層細胞

吸取空氣中的水份和養份，也沒有真正的

根，只有絲狀短小的假根，所以青苔被稱為

非導管植物。

全靠生長在潮濕或較陰暗的地方，青苔

通常成叢的聚生在一起，或密集的長在一

塊。它以孢子繁殖，孢子乘風散發在空中，

所以苔蘚又叫孢子植物，因此大凡潮濕的屋

瓦、外牆、石階、樹皮、沼澤地，都可發現

 青   苔 它的蹤跡。

雖然青苔常被人認為只是草坪上的一種

雜草，定要除之而後快，但日本園藝家卻看

中它常年翠綠、聚生一起的景觀，創造出

美麗高雅的庭園景色。在美學概念下，苔蘚

代表寧靜、老成和沉穩，使人內心有安定平

和、無欲無求的感覺。

因為苔蘚吸水力強，可以吸收比自身重

20倍的水份，所以種蘭花多用苔蘚代替泥

土，其實青苔本身無害，反而有益，在大自

然裡能防止水土流失。

我從沒有輕視過青苔，它潤綠、它細

緻、它柔軟，赤足走在其上很舒服，我愛這

個綠色精靈。◇

錯了事或說過謊的學生，他們的眼神

同樣是像老鼠般的目光。所以，每次

要查問他們的所作所為之時，首先，

就是一定要他們望著我，然後才讓

他們說下去。這樣，我可真正一目了

然，誰是誰非，也再難逃出老師的法

眼。如果他們是蒙寃受屈的話，他們

一定會以堅定不移的目光望著老師，

好像希望老師能洞悉他們的真相。

試想想，我們的心事，很多時都

是在眉目傳情中傾訴，帶著情深款款

的眼神，一切皆盡在不言中了。

然而，環顧今天的孩子與及青少

年，他們多半抗拒與別人有眼神接

觸，就算與長輩或朋友們說話時，他

們的目光都是盡量閃避對方的視線，

或許他們少了與人交談的訓練和機

會，以至面對面的時候，真的不知所

措。他們的至愛，就是手上拿著的手

機，一副全無表情的機器，久而久

之，就連怎樣才是與別人談話時的正

確禮貌和態度，也一竅不通了！

眼神的接觸，的確是我們交談中

不可缺少的一環。因此，倘若彼此見

面時或談話間，若不准我與別人有

任何眼神的接觸，我就不會說話了。

無聲勝有聲的眼神，反映著彼此的內

心世界，所謂不言而語，就是如此而

已。◇



月  讀

鋸成兩半兒的月亮
   阿濃

2019年6月      23

人民文學出版社和天天出版

社聯合出版一套「中國當

代獲獎兒童文學作家書系」，其中

一本是《鋸成兩半兒的月亮》。

作者張秋生曾獲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宋慶齡兒童文學

獎、冰心兒童圖書獎、台灣楊喚童文學獎。

張秋生有一類童話叫《小巴掌童話》，只有短短的

100多字至500多字。他說：「讓這一篇篇短小的童話變

成一個個小小的巴掌，和你們的小手握在一起，帶給你

們溫暖和力量。」

書的另一半叫《鞋匠鋪裡的童話》，稍長，也不過

千來字。

愈短的故事愈難寫，張秋生的故事情節簡單，但有

趣，還有詩意。他的故事沒有「教訓」，連隱藏的也沒

有。好像目的就是要你覺得溫暖。或者他覺得這世界不

夠溫暖，或許他認為溫暖永遠不嫌多。

書名《鋸成兩半兒的月亮》來自其中一篇。小青蛙

突然發現池塘裡的月亮被鋸成兩半，驚慌地叫起來。後

來才知道是排成一字的大雁，剛好在月面經過。這畫面

夠詩意的。

         順利樓康樂會

活動內容︰

健康運動、英文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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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電腦簡易教學

(自備手機/平板電腦)、生日會及講座

地址︰Hillcrest文娛中心322室

(4575 Clancy  Loranger  Way,  Van.)
時間︰逢星期三上午11:00

      至下午1:00

     馬寶渥列治社區耆英會

活動內容︰

手機/平板電腦教學

(自備手機/平板電腦)、生日會及講座

地址︰馬寶渥列治社區中心102室

(990  W. 59th  Ave., Van.)
時間︰逢星期二下午1:45至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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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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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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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先生

                      604-408-7274內線︰1083 吳小姐

中 僑 耆 英 外 展 活 動

           

題目︰

聯邦長者

福利介紹

內容︰

退休金計畫

老人金計畫

低收入津貼

時間︰

6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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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契約

內容︰

何謂有效契約

手機合約注意事項

避免先租後買合約

時間︰

6月12日(星期三)

上午10時至12時

題目︰ 

公民入籍

申請

內容︰

申請資格

申請表介紹

時間︰

3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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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

(一)一山還有一山高

(二)風信子

(三)節瓜

(四)花中之王

(五)香草衣

(六)本草綱目

橫

(1)山茱萸

(2)映山紅

(3)高風亮節

(4)花中皇后

(5)王者之香

(6)草本植物

(7)薰衣草

填字答案

說到詩意，書中也有

兩篇詩的故事。一篇是《

愛寫詩的小螃蟹》：小螃
《中僑新天地》訂閱表格

訂閱費用：

加拿大 $30  美國 $35   海外 $55

附上支票/匯票 $_____ ，作為訂閱由2019年____月起一年共12期

《中僑新天地》的費用。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填妥上述資料，連同支票或匯票寄往：S.U.C.C.E.S.S. Evergreen News,  
28 West Pender St, Vancouver, B.C. V6B 1R6。支票抬頭請寫 S.U.C.C.E.S.S.。 
查詢請電 604-408-7269 。

書名︰鋸成兩半兒的月亮

作者︰張秋生

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年4月

蟹愛寫詩，他在沙灘上寫，卻被風吹散了，被海龜擦掉

了，被海浪沖走了。小螃蟹為此傷心落淚時，白頭翁鳥

兒飛過，嘴裡唱著小螃蟹寫的詩，這使小螃蟹又哭了，

不過哭得很開心。

另一篇是《愛讀詩的魚》。整篇就是一首詩：

池塘裡有一群/愛讀詩的魚/它們讀寫在綠葉上、花

瓣上/和水草叢裡的詩句/每讀一首，它們都/張大嘴巴

說好……/於是，它

們吐出的/一串串泡

泡/也成了一行行/

美麗的詩……

全書共71個故

事，大人讀來一樣

有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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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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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 林

作為中國十大國

粹之一的剪

紙，是古老的民間藝

術，它歷史悠久，分

布地域廣闊，有著不同的人文特點和

時代烙印，它本身就是一本豐富的歷

史教科書。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剪

紙藝術不斷成熟，它題材廣泛，流派

紛呈，多姿多彩，是人們日常喜聞樂

見的民間藝術。

可惜的是，當今社會文娛活動豐富

多彩，生活節奏緊張，人們也變得愈

來愈浮躁和急功近利，現代人(特別是

年輕人)已經沒有興趣和耐性去學習和

傳承這門古老的藝術了。

不知從甚麼時候開始，我發現自

己的太太卻對剪紙著了迷似的，原來

婦 唱 夫 隨
   許國挺

《她鄉，他鄉》
我 回 澳 門 發 佈 的

新書，是《她鄉，他

鄉—— 葉靜欣、韓牧新

詩攝影集》，攝影4 2

幅，澳門、溫哥華各佔一半，全是葉

的作品。配新詩42首，是葉、韓兩人

分擔。發佈會配合一次龐大的澳門書

展。

這書澳門基金會贊助經費，澳門日

報出版社負責出版。印製十分精美，

美術設計水準之高，出我意外。是我

所出過的20多本書中，最漂亮悅目的

一本。

韓、葉兩人的年齡，相差近半個世

紀，一老一嫩，葉的「自序」說：「

他與我一剛一柔。他擅用白描的手法

和理性的目光觀察世情，帶些男子的

陽剛之氣。而我，崇尚浪漫與抒情，

寫愛、成長與人生，是一個單純女子

的心路歷程。」

韓的「自序」說：「她的藝術觀、

詩觀、品味，可能與我大不相同。這

樣太好了，因為讀者可以欣賞到風格

不同的配詩。」現選兩首配詩，以見

一斑：

葉詩「青春」：

一個秋天的午後/我們追逐溫暖的

陽光/追逐綠葉呼出的氧氣/追逐草叢

間嬉戲的貓/追逐青春

然而/我們抓不住光和空氣/青春

呢/就像那淘氣的貓兒/轉眼就溜走了

韓詩「戀愛巷」：

初戀如花/卻是朦朧的

這一種美難以看得清/更難以捉摸

繼續走/頃斜而崎嶇/就如這小巷

到頂/才可以到達/風吹不動火燒不

死的/牌坊◇

   徐望雲

刷過黑夜的，是你那襲黑披肩

在黑色寒風中，穿越僧院的黑色長廊

有光，亮在前方，你坐定後發現竟有

微霜黏在畫家的髭上，想起走過的路

唇角遂淡淡地揚起……◇

名畫密碼之 蒙娜麗莎

24     2019年6月

她參加教會的興趣班，開始了剪

紙的學習。有幸能得到高人的指

點，更加上心靈手巧，勤奮學

習，短短幾年間，剪紙技術已靑

出於藍，作品令人刮目相看。

作為她的第一位觀眾，我也

「被逼」陪太子讀書，參與了她

的創作。為了鼓勵和支持她，我

和她開玩笑，只要她剪出好的作

品，我就為她賦詩題字。原來以

為是隨便說說，誰知太太是認

真的，廢寢忘食，日以繼夜的剪了一

大堆作品。這下可真是苦煞我了，雖

才疏學淺，又豈能在太太面前如此失

威，更何況太太是「得罪」不起的，

只好硬著頭皮，索盡枯腸，一一為她

的作品賦詩題字。沒想到，剪紙配上

詩詞書法，面貌一新，更突顯了作品

的內涵和意境。

剪紙與詩詞書法的結合，或許算

是我們的嘗試吧，沒想到朋友們看到

後都大加肯定和讚賞，甚麼「才子佳

人，珠聯璧合」、「夫唱婦隨，神仙

眷侶」，一大堆過譽之詞，實在令我

慚愧汗顏。我不過是無心插柳，婦唱

夫隨而已，最多也不過是綠葉襯紅花

的角色罷了。

以下分別是我為太太的「荷花」和

「牡丹」剪紙所寫的詩句，謹與各位

讀者朋友分享，見笑了！

「詠荷」

未向瑤池生淨根，亭亭玉立出泥

塵。田田碧葉清香沁，綽約風姿洛水

神。

「牡丹」

寵辱不驚真國色，洛陽東謫獨開

遲。春光占盡群芳妒，賴有天香蜂蝶

隨。◇



13至23號

溫故/新風

   文︰魯冰

歡 迎 來 稿

   盛坤

圖︰VPL、魯冰

菲沙河灘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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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左一間店鋪就是「周耀初影相館」

原址百年後變了停車場

華埠片打西街

菲沙河灘公園 (Fra-
ser Foreshore Park) 位於
本拿比，由架空列車Ed-
monds 車站起步，全程約
4.5公里，路徑平坦、梯

級易行，林蔭路及碎石小徑兼而有之。

在 Edmonds 車站向西，沿 Ron Mc-
Lean  Park 至6620號屋，即見 Headley 
Ave.，經兒童遊樂場至 Portland St.沿網
球小徑進入，即可見200餘梯級，向下

直走沿 Byrne Creek，過 Marine Dr.，即
抵 Byrne Rd. 5813 號的大石廠。這個石廠
規模大，有各種大小石製品及擺設，除歡

迎參觀外，也設小賣部供購買。

續前行不遠至5605號，經小徑可到
達 Riverway 高爾夫球場，這裡風景優
美，可在此小休後，續沿小徑，過了鐵

路後，就到達目的地菲沙河邊了。

回程可在 North Fraseway 夾 Tillicum 
St. 乘106號巴士到 Edmonds 或 Metro-
town 架空列車站。◇ 4月15日，正是溫

哥華春光明媚、櫻花盛

開的季節，這一天天氣

晴朗，和風徐徐。上午

我們20多位老年朋友，早早地就來到

了素里 Fleetwood 社區集合，參加由中
僑組織的「美化環境，揀拾垃圾」活

動。

上午10時準時出發，大家分頭活

動。你看吧，這些老年朋友，有的甚

至都已80多歲的高齡，可個個都精神

抖擻，照樣意氣風發，有用夾子夾

的、有彎腰撿的、用手摳的、有拿著

塑料袋子，邊揀邊往袋子裡裝；大家

配合得非常有默契，有說有笑，情緒

飽滿，撿得非常認真、仔細。

說實在的，我們周圍的環境雖然

是不錯，但還是有些不足，比如道邊

啊，草坪上仍然有些零碎的垃圾：碎

紙片、塑料瓶、喝過的咖啡紙杯等，

多數還是隨便亂扔的煙蒂，甚至還檢

到一雙爛靴子。

剛巧一位司機路過，特意停下車，

對我們讚揚地說：「你們的行動非常

棒！」

我們這些老年朋友，有的是老朋

友，也有這次新認識的，還有的是從

教會領來的教友。走出家門，結交朋

友，重在參與；創建美好家園，也使

華人新移民有種融入多元文化社區的

歸屬感和責任感。在美化環境的同

時，參加義務勞動，奉獻愛心，也淨

化了心靈。大家一致反映，中僑組織

這次活動很有意義。◇

美 化 家 園

在華埠中華

文化中心

展覽館舉行的「

唐人街廣角鏡︰周耀初的滄海遺珠照片

展」，剛於5月30日結束，除展出他的作

品外，還介紹了他早期開設影相館地點之

一是在片打西街23號，不過陳列的只有他

後期在緬街518號的影相館照片，剛巧筆

者存有一張溫哥華市府檔案1900年代片打

西街13至23號建築物照片，是該列建築物

現存唯一照片。

這列建築的13號至17號高兩層，建於

1900年之前，19號至23號則在20世紀初興

建，在此營業的商號多次變更，現在看到

的是1919年時的商戶組合。其中13號清晰

可辨，商號乃是「保安堂」藥房，除出售

中藥材外，也售賣煙草。該鋪之前的商號

是雜貨店「廣和隆」，因唐人街發生排華

暴動遭破壞，獲賠償後而搬走。

旁邊17號是「廣榮」理髮店，也兼營

洗衣鋪，當時唐人街一鋪多用很普遍，它

與13號是一梯兩伙格局。15號是中間樓梯

直上二樓的「東華酒樓」，除了「飲茶」

也是雜碎館，以當時唐人街而言，算是頗

具規模。

隔鄰19號及21號，乃是 Canadian  
Scharlin Bros. Ltd. (21號用上中文名
「沙嗹公司」)，是「手套、內衣、衣

服鞋襪、帽子和廁所必需品」的批發

商。Army & Navy 百貨公司曾持有沙
嗹股權，1922年沽清股權後，沙嗹宣布結

業。在沙嗹公司之前，19號是一家名為「

泰生號」的華人批發商號。

沙嗹家族的約翰‧沙嗹 (John Schar-
lin) 是美國的德國移民，與三名兒子 Na-
thaniel、Jacob 及 Abe 在舊金山經營乾
貨業務。沙嗹兄弟1914年到溫哥華開

業，Nathaniel 任董事總經理。三兄弟新
聞多籮籮，Nathaniel 1911年走私鴉片到
夏威夷被拘留及罰款；三兄弟在加拿大

禁酒期間走私冧酒，1923年被捕；1927

年 Abe 在芝加哥遭綁架，綁匪獅子大
開口要求贖金40萬，討價還價減至2萬

元，不過警方稍後破案先後拘捕兩名綁

匪，Abe 沒付分文獲救。
23號就是「周耀初影相館」所在，這

亦是他第三個館址。周耀初1876年6月3日

生於廣東開平，少年時來到溫哥華，先給

人當童工，後來獲一

名攝影師教授攝影技

術，成為溫哥華第一

個華裔攝影師，1908

年自立門戶，首間影

相館在喜士定西街68

號，之後多次搬遷。

片打西街23號，

是他由1914年至1929

年的第三個店址(之

後搬到緬街518號)。

他在唐人街開店，但

顧客對象不只華人，

還包括印裔、非裔、日裔……等。當時白

人影相館不大服務少數族裔，「周耀初影

相館」自然大受歡迎，成為著名攝影師，

但也反映當時少數族裔社會地位之低。

周的營業口號是「不論何事、不論何

地、不論何時」、「不論雨天晴天」都照

常服務，除在影相館工作，他還拍下不少

社會活動、表演、建築物內外的照片。甚

至由生至死，即出生嬰兒(看到茨菇蒂)以

至遺照等也一樣拍攝，給華人寄回唐山作

為寫入族譜及分身家的證明。

周於1949年11月10日病逝，影相館由

兩名兒子接手，直至1986年退休結業，80

多年所存底片全部當垃圾丟棄，殊為可

惜。剛結束的攝影展，也是主辦單位從影

相館為顧客拍攝的家庭生活照徵集得來。

至於片打西街13至23號的業權，分別

由卑詩電力公司 (BC Electric) 及多家華人
公司擁有，至上世紀70年代拆卸，連同卡

路街 (Carrall St.) 425號電力公司的電車站
原址一併發展，變成了商廈停車場，但停

車場門口仍有片打西街23號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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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有

句 傳 統 的

說 法 ： 「

上 醫 治 未

病 」 ， 用

現在的說

法就是，

「預防為

主」。所謂「上醫」就是高明

的醫生。中醫又有「調理

身體」，即普通人所謂看

平安脈。許多人認為既然

沒有病，為甚麼要去「調

理」呢？

按照中醫的典籍《內

經》所說，所謂「調理

身體」、「養生」，原則

不外兩條：調攝精神與

形體，提高身體的防病、

防老的機能；第二是適應

外界的環境，避免外邪的

侵襲。中醫的理論概括地

歸納為︰保持人體陰陽平

衡，順應自然環境，防止

外邪的侵襲。

人的衰老雖然與內

因、外因有關，但畢竟由

內因起決定性作用。例如

脾胃虛衰是老人常見的內

因，中醫稱脾胃為「後天

之本」、「倉廩之官」、「水穀

之海」及「氣血生化之源」。人

體自出生以至老邁，生長發育，

以至維持生命活動的一切物質，

都有賴脾胃供給。脾胃功能衰

弱，就會令病者氣血衰弱，除活

動能力減弱之外，尚出現「陽明

脈衰」、面焦、髮墮、白髮的變

老面貌。

許多人對長者食量減少過份

憂慮，其實隨著年齡的增加，食

量適當減少是正常現象。首先由

於長者的活動量減少，其「受

納」與「運化功能」隨之亦減

少，所需要的養分(能量)較低，

腸胃的運化功能較低，「

受納」功能亦低，如果勉

強保持青、壯年的食量，

反而會令胃的功能負荷過

重。

中國古代有所謂「辟

穀」或主張不食晚餐，這

與現代降低動物的攝取能

量，減慢體內膠原蛋白的

變化，從而減慢身體衰老

的理論不謀而合。

當然，古人的「辟

穀」一類做法是不足為法

的。中醫傳統的做法是加

強胃氣、健脾、益氣。飲

食有節、不偏食、合理地

調和五味，即酸、苦、

甘、辛、鹹調和，可滋養

臟腑、筋骨氣血，有益健

康和壽命。長者或兒童，

進食太多而傷於食，胸脘

痞滿、噯腐吞酸，可適當用消食

和胃的方劑：陳皮、舊神麯、鷄

內金、茯苓、山楂、淡魚古、萊

菔子等煎湯服(請教中醫師服)，

或可用淡魚古一両、陳皮半個煲

粥食，有消滯化氣和胃功效。◇

益 生 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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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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人
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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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理

  潘錦興藥劑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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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而 康

眼睛是靈魂之窗，對

儀容的影響尤其大。多少

愛美的女士，不惜花大量

金錢整容，又或是因阮囊羞澀，而冒險光顧一些

非正規服務，都是為了爭取一雙動人的大眼睛或

是雙眼皮。若發現眼睛有異樣，如眼紅、眼皮浮

腫，亦會立刻處理、盡早求醫。畢竟，每天起床

照鏡，馬上留意的，總是眼睛。

眼球表面有多層膜，最外面的結膜覆蓋眼白

部位，眼黑部分則由角膜保護。角膜透明，血管

較少，亦較少有病，不過損傷後復原較慢較麻

煩。

結膜則較多病。最常見的是急性感染，稱為

急性結膜炎，俗稱紅眼症，一般由病毒引起。或

單獨出現，或伴有傷風感冒等病徵，大概數天到

一週便自行消退。處理方面要注意衛生，以提防

細菌乘機入侵，醫生也會建議滴抗生素眼藥水，

以防萬一。

另一種紅眼較嚇人，眼白不僅出現紅筋，而

是一大片鮮紅。這是結膜底出血，因微絲血管破

裂而導致，雖然可怕，卻多半沒有病理原因，只

是偶發事件，亦在數天後自然消退。當然，也宜

求醫，起碼量量血壓，看是否與高血壓有關連。

結膜還有其他問題。較長期影響儀容的是結

膜增生。這種良性增生，類似身體其他部位生

瘤，並非癌症，對身體無害。它首先在眼角出

現，通常是近鼻梁的一端。開始時只是一小片，

Pterygium-causes, symptoms,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https://www.southerncross.co.nz/group/med-
ical-library/pterygium-causes-symptoms-treat-
ment-prevention

礙眼的胬肉
經歷多月慢慢長大，呈淡粉紅色，有血絲，如

膜又如絲，但比較厚，像是肉質，打橫生長像塊

翼，向眼睛中央伸展，學名叫胬肉或翼狀胬肉。

胬肉常見於須戶外工作的成年人，相信與紫

外線及風沙塵等刺激有關。因此，最佳預防方

法，是在戶外時戴帽及太陽眼鏡，同時可防白內

障提早出現。不過，胬肉相信亦受遺傳因素影

響。

胬肉確實不好看，病人亦常感覺不適，像眼

內有沙，或灼熱感。醫生會處方眼藥水，以助消

除不適，但不能縮小胬肉，只是減慢其生長速

度。一旦胬肉長至角膜區域(眼黑位置)，就有可

能影響視線，例如視力模糊。甚至會遮蓋瞳孔，

阻擋視線，明而其實地「礙眼」，那麽就要做手

術割除。

現代技術先進，醫生割走胬肉，即時從鄰近

部位取健康的結膜填補空間，疤痕便沒那麼礙

眼，只是較難確保胬肉永不復發。◇

我們的消化系統內有兩種不同的細

菌，一種對身體有益，另一種則是有

害。當身體健康時，兩種細菌通常會保

持一定的平衡，這樣可使我們的腸胃運

作正常。

專家指出，正常的排便，不一定要

每天一次，很多時是因人而定。一天大

便兩、三次或一星期才兩次，亦有可能

是正常，主要按個人的生活和飲食習慣

而定。

平時在藥房架上看到一些叫 Probiot-
ics 的益生菌產品，其實益生菌的意思是
「為生命」。它們是一些好的細菌，用

來幫助身體重要器官的運作，尤其是協

助消化系統的健康功能。年輕時，在消

化系統內的多是良性的細菌，到年紀大

了，可能需要借助一些外來益生菌幫忙

了。

今期介紹一種叫 Align 的益生菌，它
可以幫助減少胃氣、胃脹和肚部不適。

主要成份是 Bifidobacterium 35624。這名

Probiotic  Align
稱是擁有專利權的製造商所定出來的良

性益生菌。

Align 是一種膠囊藥丸，有原廠的乾
冷包裝 (blister  pack)，毋須放在雪櫃內亦
可保持24個月有效期。

Align 並不是用來代替任何消化系統
藥物，它不含麥麩質 (gluten，也稱麵筋)
，但有少量奶類及蛋白質成份，因此若

有乳糖不耐症的人，便不要服用。

另外，懷孕或哺食母乳的女士、患

有免疫受損症狀(例如愛滋病者或長期服

用類固醇的人)、感覺頭暈、嘔吐、大便

中帶血或嚴重肚痛的話，便應與家庭醫

生商量後才可使用。

使用十分簡單，每天一次，每次一

粒。沒有特別指定的服用時間，亦可空

肚或飽肚時服用。為安全起見，請勿放

在小孩子可以拿取得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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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藥廣告
效力宏大
歡迎惠刊

電話：604-408-7269

  陳兆淦醫生

人出生後就有90億個腦細胞，隨著

年齡的增長，身體給腦細胞運作

提供的化學物質逐漸減少，大腦約會萎

縮5%。

記憶可分短期記憶與長期記憶。短

期記憶以海馬來暫時保存，很快便會遺

忘；長期記憶則被整理放入大腦皮質，

予以長期保存。不過短期記憶若經多次

體驗，提高其重要程度，便會轉變為長

期記憶。

腦細胞經過穿越突觸的電脈衝相互

連接，這些電波信息若功效減弱，細微

的延遞會影響解決問題與瞬間記憶的能

力。

       飲食與運動

髓磷脂食物有助健腦及記憶力，多

攝入水果、蔬菜、維他命和礦物質。鎂

對維護大腦神經脈衝重要，銅有助髓磷

脂的形成，磷可促進新陳代謝，鐵有助

於構成紅血球的血紅蛋白。只吃適量的

鹽和糖。

運動是保持心智健康的途徑，還能

確保心臟健康，改進循環系統，使大腦

的血液順暢。大腦會釋放内啡肽 (Endor-

失憶 痴呆 與 阿茲海默症

phin)。這種化學物質能增強人的良好存
在感和成就感，能夠改進運動者的心智

功能，強化個人的感官，讓運動者的反

射作用靈敏。

            痴呆

65歲以上的長者，約有10%出現某種

形式的痴呆，痴呆多是漸進的，記憶力

日漸喪失、思維及判斷力日漸衰退。

有些痴呆是因為受藥物、酒精等影

響，甲狀腺功能低下、脫水、代謝問

題、感染等造成。只要停藥、針對感染

口服抗生素或用激素治療甲狀腺功能

等，可以獲得改善。

       阿茲海默症

最常見的漸進性痴呆病，會改變人

的大腦，嚴重影響個人的行為的，就是

俗稱「老人痴呆」的阿茲海默症，在北

美，它是長者死亡的第四大原因。

阿茲海默症的症狀是：個性改變、

不分方向、喪失語言能力、失憶等。從

症狀開始到患者最終死亡約8年。

       高血壓性痴呆

高血壓引起的失憶，是因為大腦微

血管堵塞，導致中風。此種不易察覺的

腦中風佔痴呆者的兩成。

這種症狀的癥狀是，個人行為出現

異常或常把物品放錯位置。控制高血壓

及口服阿士匹靈可治此病。◇

《中僑新天地》是中僑出

版的非牟利免費社區刊物，除需

要各方資助外，還要大量義工幫

忙。現誠邀採訪寫作、美工、校

對、廣告、本拿比及素里區發行

派報等義工一起參與，為這份

屬於大家的刊物增添一分色彩。

有興趣者，歡迎親臨溫哥華

中僑社會服務中心105室，或致電

604-408-7269查詢。◇

本 刊 誠 邀 義 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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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長楊光醫生

醫學新知

支持攻克脂肪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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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       心
如果你的

肝 臟 是 健 康

的，那麽它正

全天候24小時

工作著，將你吃的喝的轉換成能量，令

我們健康幸福地活著。然而，對於被稱

為「臨床肥胖」的700多萬超重的加拿

大人來說，其「能量代

謝」系統發生了故障，

將會引致多種疾病，

如心臟病、2型糖尿病

及加拿大最常見的肝

病—— 非酒精性脂肪肝

病。

阿爾伯達大學研究

員、2018年加拿大肝臟

基金會研究資助金獲得

者阿什亞博士 (Dr. John 
Ussher，見圖) 認為，對
於治療糖尿肥胖者，以

及與新陳代謝有關的多種疾病，有一種

方法可能會產生更大的影響。

他說，「由於治療二型糖尿病肥胖

者的藥物，會對心臟產生負面影響，因

此我們轉而考慮，如果心臟病藥物可以

改善血糖控制(二型糖尿病)、減少與肥

胖相關的非酒精性脂肪肝病，這是否是

理想的藥物？」

阿什亞和他的團隊正在使用一種心

臟病藥物，研究其是否可以對抗肥胖者

體內經常存在的多種疾病。其目標是探

究肥胖人群的功能失常問題，尋找解決

方案，減少致命的風險，並全面恢復肥

胖者的生活質素。

對於目前研究所得的重要發現，阿

什亞博士將其部分歸功於慈善基金會及

其捐贈者。

他表示，「有關研

究，對找尋新療法治

療非酒精性脂肪肝等疾

病，實在非常重要，」

阿什亞指出，「來

自加拿大肝臟基金會的

捐贈者為我的團隊提供

了支持，令我們可以建

立實驗室，培訓能夠應

對健康問題的高質素員

工，並加快我們的研究

進程。」

雖然阿什亞的工作，是探究如何治

療脂肪肝病，但他從一開始就強調預防

的重要性：「確保你的肝臟健康的最佳

方法，是常規運動、遵循健康、均衡及

營養的飲食方式。」

你也可以支持阿什亞博士的工作，

請登入www.liver.ca，或者致電1-800-
563-5483，了解如何通過捐款、義工或

者參與活動，支持肝臟研究。◇

心臟病是加

拿大人致死的主

要原因，研究表

明，每十個加拿

大人中至少有八

個人有一項風險因素，如果對心臟的風險

因素有認識，就可以有效預防。

心臟病的風險因素可分為，不可改變

及可以改變的風險因素。

不能改變的風險因素，包括年齡、性

別、心血管病或糖尿病家族史等。一般來

說，年齡愈大風險愈大，男性風險高於女

性，有家族史的風險高於沒有家族史的。

可以改變的風險因素，包括二型糖尿

病、壓力、吸煙、缺乏運動、超重、高血

壓以及高膽固醇等。如下給初步解釋︰

1.糖尿病：約八成糖尿病患者會死於

心血管疾病。有效控制血糖可以降低風

險。血糖正常值為餐後低於7.0 mmol/L，
空腹低於5.6。如果血糖高於該值，就屬

於糖耐量受損或者糖尿病；如在不同的兩

天檢查空腹血糖皆高於7.0 mmol/L，或餐
後兩小時血糖高於11.1，則可確診為糖尿

病，需要找醫生定期檢查。

2.戒煙：卑詩省民有13%吸煙，有意

戒煙者可以尋求醫生的幫助，通過自我監

察，使用藥物，以及參加輔導課程等方式

達到戒煙的目標。

3.運動：卑詩省民有41%疏於運動，

建議參加步行小組或者社區中心做你喜歡

的運動。每次30∼60分鐘，每週4∼7次為

宜。缺乏運動會導致體重增加。卑詩省民

18歲以上者，有23%肥胖，有36%超重。體

重超出正常愈多，得心臟病的風險愈大。

腰圍也是重要指標。男性、女性的理想腰

圍分別小於90cm，小於80cm，其中亞洲
及南亞的男性和女性，要更嚴格的把腰圍

控制在理想腰圍以下。

4.高血壓：如果血壓高於130/85，或

者血壓130/80以上的糖尿病患者，應重複

檢測，結果仍是如此的，要見醫生。如

果血壓超過200/120則需要馬上就醫。戒

煙、限酒、管理體重、健康飲食、多做運

動、少鹽、管理壓力、服用處方藥物等，

都可改善血壓。

5.低密度膽固醇 (LDL) 過高，高密度
膽固醇 (HDL) 過低：應減少攝入飽和脂肪
及人造牛油，多選擇不飽和脂肪如橄欖

油、花生油；進食高可溶性纖維的食物如

豆類，維持健康體重，戒煙，增加運動強

度。如果男性的 HDL 低於0.9，女性低於
1.1，建議找醫生跟進。

6.處理壓力：吃得有營，睡得安寧，

多運動，少酒精，戒掉煙癮，放鬆心情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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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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蘇海泉攝於以色列耶路撒冷

中 僑 通 訊

 中僑松鶴之友主辦、美亞假期主理「一天遊」

「摘枸杞子、果子、養生」一天遊

會員$95      非會員$105
（包入場券、晚餐、稅項、司機導遊小費)

日期：2019年7月18日（星期四） 

報名及查詢，請致電
604-408-7274 內線 1054

主要景點

蘭里堡國家歷史遺址 (包入場費)
摘購本地種植新鮮枸杞子。

品嚐枸杞子飲品。
Langley 蘭里 Krause Berry 農場

選購漿果 、 新鮮蘋果 、 黃瓜 、 玉米等
光臨列治文鴻星海鮮酒家享用精美中餐

成功創業與就業
中僑舉辦講座及課程助新移民

中 僑 互 助 會 與 道 格 拉 斯 學

院 (Douglas College) 舉辦粵語及國語
產前教育課程，為有需要人士提供有

關健康懷孕、生產及為人父母要知道

的資料。去年開班後大受歡迎，今年

繼續安排有關課程。

上課內容包括︰懷孕後期的生理

及心理變化、懷孕後期胎兒的舉止及

動態、陣痛及分娩、陣痛的處理、在

陣痛及分娩時嬰兒所扮演的角色、各

種處理陣痛的醫學方法、意想不到的

事情、嬰兒的第一小時、嬰兒出生

後的生理及心理變化、餵母乳有甚麼

好處、如何開始及繼續餵母乳、嬰兒

的第一個星期及作為父母的適應方式

等。

課程由有豐富助產經驗、現職溫

哥華產前與產後社區護士及卑詩省註

冊護士主講。

建議媽媽於懷孕5個月後與我們聯

繫，提前做好課程安排，在較接近預

產前上課(最好預產期前一個月完成)

。上課時請自備瑜珈墊。

上課地點︰列治文醫院。

費用︰$100，歡迎夫婦二人一

起參加。付款可用現金或支票(抬頭

請寫S.U.C.C.E.S.S.) 並交往中僑列
治文辦事處 (220-7000 Minoru  Blvd.,  
Rmd.) 或中僑華埠片打西街38號辦事
處。

查詢︰(列治文)604-279-7180；

 (華埠)604-408-7274

       內線1088。◇

粵語課程每期三堂

      日期︰

6月10日、17日及24日；

7月8日、15日及22日；

7月29日、8月12日及19日；

9月9日、16日及23日；

10月7日、21日及28日；

11月4日、18日及25日。

逢星期一晚上7時至10時

國語課程每期一堂

      日期︰

6月9日及7月21日。

逄星期日上午9時至下午4時

中僑即將舉辦有關「如何在加拿大成功

創業」講座及「成功就業系列培訓」

課程，兩項活動免費，並以國語主講，歡迎

有意創業或就業的人參加。

「如何在加

拿大成功創業」

講座內容包括︰

了解本地經商文

化、卑詩企業亮

點 、 卑 詩 出 口

業、卑詩主要產

業、如何成立公

司、公司註冊類

別及網上資源、

資訊等。

主講人︰Ray Tseng (MBA)
時間︰6月7日(星期五)，上午10時半至

12時半。

「成功就業系列培訓」課程，理論實踐

相結合，學會如何在加拿大找工作，內容包

括︰就業市場分析、提高職業搜索技巧、完

善你的職業規畫、拓展本地人脈、讓你的簡

歷脫穎而出、在面試中給

雇主留下深刻印象、了解

卑詩省就業服務項目。

時間︰6月24及25日(星

期一及二)，上午9時半至

下午4時半。

地點均在︰中僑社會

服務中心108室 (28 West. 
Pender  St., Van.)
座位有限，報名及查詢

電話︰604-684-1628。

優先權給予楓葉卡居民、公約難民、受

保護人士及住家保母。◇

中僑會員計畫  歡迎參加
中僑互助會的建立是以會員發展為基

礎。中僑會員為本會建立龐大的社交網

絡，支持本機構的社區服務發展，並且參

加多項籌款活動。

中僑誠邀各界人士成爲會員，你的支

持可以幫助我們開拓更多不同類型的社區

服務。

爲了回饋本機構之會員以及鼓勵更多

人成爲會員，中僑經常鼓勵會員參予各類

活動與課程，並努力和社區不同的機構合

作，積極開拓更多福利。除免費報稅服務

外，還向會員在指定的商鋪提供多項餐

飲，娛樂，影視產品以及服裝等優惠。

此外，想要參加耆英會的多種興趣課

程嗎?想要認識溫哥華、列治文、三聯市

社區的新朋友嗎？

現在就加入中僑會員計畫。

查詢︰中僑會員服務中心(溫哥華片

打西街28號)。電話︰604-408-7274內線

1085。◇ 

中僑產前課程 適合夫婦



UBC法學院學生協助乏經濟能力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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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詩大學 (UBC)「法律學院學生法律

諮詢計畫」(LSLAP) 為缺乏經濟能

力聘請律師的人士免費提供法律協助，一

直受到歡迎，有關服務由卑詩大學法律學

院學生以國、英語提供，並得到資深律師

的監督。

諮詢服務包括︰刑事、小額索賠、僱

傭標準、住宅租務、勞工賠償、消費者保

護、就業保險、社會援助、遺囑及遺產、

移民及難民事務、註冊非牟利協會以及民

權等。

地點︰中僑互助會社會服務中心(溫哥

華片打西街28號) 

日期︰5月13日至8月16日 

時間︰週二下午4時30分至6時30分

      週四上午9時至下午5時 

      週五下午4時30分至6時30分

諮詢時間︰每人30分鐘

費用︰免費

查詢及預約︰604-684-1628◇

中 僑 通 訊

松鶴之友 新會員

歡迎各界捐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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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星會員

  （贊助會費25元）

 岑惠芳、侯少英、陳亞仙

中僑華埠耆英服務聯會5月

2日，假座中僑大廈禮和堂召

開第24週年會員大會，共有60

多位會員出席。大會由葉承基

主席主持，並在會上簡報過去

一年聯會籌辦服務耆英各項活

動，參加中僑及其所屬之社區

服務，更得社會各界人士熱心

支持，竭盡所能，不遺餘力。

聯會週年會員大會非常榮

幸，獲得中僑創會主席及贊助

人葉吳美琪、中僑互助會暨中

僑基金會行政總裁周潘坤玲、

中僑基金會主席許祖澤及中僑

互助會項目總監鄭麗珊等，撥

冗蒞臨大會及分別致辭，對聯

會歷年來對中僑及其屬會作出

之貢獻，服務耆英之熱誠，給

予肯定和鼓勵。 

最後經大會成功選出今屆

提名參選幹事4人、任滿再獲

提名參選幹事9人、推薦執行

委員1人及任滿仍獲推薦委任

執行委員2人共16人，在大會

上一致通過，成功當選。

繼由葉承基主席、葉吳美

琪、周潘坤玲、許祖澤及鄭麗

珊頒發證書予應屆獲委任執行

委員、當選幹事以及感謝狀予

岑啟前委員。委任儀式後，

第24週年會員大會亦告圓滿結

束。◇

顧問

法律顧問：樂美森御用大律師

醫學顧問：梁新洪醫生

名譽顧問：鄺偉廉先生   張  焯先生  

          何利中先生   馮炳南先生

執行委員會

主  席：葉承基

副主席：李淑英 梁應江 范陳玉娟 譚佐治

執行委員：蕭紹珍 周楫洪 杜世堯 陸佩堅

          譚國雄 唐瑞英

幹事

陳素蘭 陳煥娣 彭德健 徐美賢 白潔暉 陳金海 

古麗華 李桂海 周杏花 唐薇娟 蔡  聲 于慶來 

韋秀珍 范威泰 黃光中 楊樹堅 李秋蟬 王向紅 

呂燕華 邱鳳英 羅曹孟 王卓培君

第24週年會員大會選賢與能圓滿閉幕

中僑華埠耆英聯會誕新班子

顧問、執委會及幹事名單

中僑的移民耆英數碼資訊學習計畫，分別

在各個服務中心舉辦基本電腦及智能手機技巧

課程。課程內容包括︰怎樣使用桌上電腦或平

板電腦，認識上網，網絡及在線安全，電郵的

運作，智能手機之基礎操作，發短息及學習創

建新地址薄等。費用全免，英語授課，並提供

中文輔助學習教材。

日期及時間如下︰

*中僑社會服務中心G36室
(溫哥華片打西街28號)

日期︰6月10、17、24日及7月8日

      (逢星期一) 

時間︰上午9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日期：7月15、22、29日及8月12日

      (逢星期一)

時間：上午10時至下午1時

*列治文加愛中心320室 

  (7000  Minoru  Blvd, Rmd.)
日期︰6月6、13、20、27日及7月4、11、

      18、25日(逢星期四)

時間︰下午1時至4時

*列治文公共圖書館 

  (7700  Minoru  Blvd, Rmd)
日期︰6月7、14、21、28日及7月5、12、

      19、26日(逢星期五)

時間︰上午10時至下午1時

歡迎65歲或以上長者參加

報名及查詢︰中僑社會服務中心

(溫哥華片打西街38號）

電話︰604-408-7274內線1083

電郵︰digital.literacy@success.bc.ca◇

中僑免費舉辦
耆英電腦課程

免費刑事民事法律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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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小時付費專業

訓練。

訓練時間由9月10日至10月22日

逢星期二及星期五，晚上6時至10

時，8月接受面試。

查詢︰604-270-8611。◇

中僑心理熱線招募義工

卑詩大學法律學院學生提供法律諮詢

耆英聯會新班子合照 頒發感謝狀



生日派對齊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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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度母親節

中僑護理服務協會專訊

中僑李國賢護理安老院為5月份出

生的院友舉行生日派對，其他院

友、義工及職員紛紛向生日的壽

星們送上祝福。除了切蛋糕，由

義工組成的 J&J 歌舞團，也給大

家載歌載舞，帶來歡樂。◇

5月是母親節的月份，中僑李國賢護理安老院5月9日特別為院友舉行慶

祝母親節活動，讓大家歡度一個溫馨節

日。

活動當天，每位院友都獲贈代表母

愛的康乃馨，以示對她們的尊敬，她們

當中除了是母親外，更多的是祖母、外

祖母，甚至太婆。

由義工組成的 J&J歌
舞團，特別為大家演唱

六、七十年代的國粵語流

行金曲，對上了年紀的

院友來說，這些金曲非常

熟悉，部分人更在台下和

唱，可見興奮之情。

除此之外，歌舞團成員還演唱了一

代名唱家小明星的首本名曲，讓大家真

有回到當年的感覺。

歌舞表演之餘，大家還獲贈摺扇作

為小禮物，開心度過紀念偉大母親的節

日。◇

向偉大媽媽致敬表愛意

給每位偉大母親送贈康乃馨

義工們與每位母親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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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起步  全新地點及路線

中僑百萬行去年舉行時的熱鬧情形

中僑百萬行 今年移師萬博豪園

中 僑 基金會

多個崗位請參與

百萬行招募義工
義工在「中僑百萬行」扮演著重要角

色，每年都有過百名義工不遺餘力地協助中

僑基金會，使整個活動得以順利舉行。

我們有大量不同的工作崗位需要支持和

參與，例如舞台援助、攤位場地協助和路線

指導等。成為中僑義工除了可以回饋和融入

社會外，更可擴闊生活圈子和提升個人溝通

能力、自信心、領導才能以及學習新技能。

本年度義工招募已經開始，有興趣加入

我們成為義工的朋友請與我們聯絡報名。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中僑家庭及社區

服務部︰604-408-7274內線1082，或電郵至

volunteer@success.bc.ca。請馬上成為中僑大

家庭的一分子吧﹗◇

中僑基金會與協平世博合作，2019年「中僑百萬

行」移師至溫哥華福溪的萬博豪園 (Concord Pa-
cific  Place) 全新地點舉行。中僑基金會盼望透過「中僑

百萬行」籌得38萬元善款，用作支持撥款不足或未獲政

府資助的社會服務項目，受惠項目包括家庭輔導、青少

年服務、婦女服務及長者服務等。  

2019「中僑百萬行」將於7月21日上午8時30分起

步，嶄新的3公里路線，在中僑彩龍在點睛儀式後，帶

領大家在萬博豪園起步，沿途享受福溪 (False  Creek) 優
美風景，全新的地點和路線將為「中僑百萬

行」的參加者帶來新體驗。

「中僑百萬行」是一個適合家庭共聚天倫

及回饋社會的活動，當中包括多元化的表演節

目、兒童遊樂園區以及攤位遊戲等，適合任何

年齡人士參與。每年有4000多人及過百隊團體

身體力行支持、不同文化背景及不同年齡人士，以個人

或團體型式參加，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

此外，有興趣人士更可透過助行捐款和贊助，以支

持「中僑百萬行」。

「中僑百萬行」新地點萬博豪園位於溫市中心，交

通方便，鄰近 Main 街和華埠天車站。

有興趣參加者，歡迎瀏覽中僑基金會網址，了解更

多有關資訊︰

http://www.successfoundation.ca/walk2019/。◇

中僑百萬行十

足一個大型嘉

年華，有多個

攤位及兒童遊

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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