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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大選請投票

加拿大聯邦及省政府都是採用英國

的西敏制 (Westminster system)，
即是指沿循英國國會體制，奉行議會至

上原則的議會民主制，以其所在西敏宮

(Palace  of  Westminster，即國會大廈)而
得名，加拿大聯邦及省選都是實行簡單

多數制 (First Past the Post)，只要在所屬
選區取得最多選票者即當選。

在加拿大國會，只有下議院是由民

主選舉產生，上議院則屬委任。現時下

議院有338個議席，代表全國338選區。

在下議院擁有最多席位的政黨，就會獲

代表女王的總督邀請組成內閣，黨

領成為總理。換言之，投票選的是

所屬選區的候選人，間接選出總

理。

若執政黨在國會下議院擁有大

多數議席，其政府就稱為多數政

府。相反，如果執政黨在下議院沒

有過半數議席，其政府則會被稱為

少數政府。理論上兩個或以上政黨

可以合併組成一個多數政府，但到

目前為止，加拿大只有一屆這樣的

10月21日是聯邦大選，華裔向來是以勤勞守法著稱，然而長期以來對政治冷淡、低調，各級選舉裡，華裔投票率

總是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其實選舉投票權是先僑幾經艱辛，甚至犠牲性命才爭取到的應有權利，因此有必要再大聲

的呼喊︰不論支持哪個政黨、候選人，都應踴躍投票！今期就給大家介紹基本要知道的選舉事情。

下議院338個議席，是按各省及特區的人

口多寡來分配。各省、區議席數目如下︰卑詩

省：42、阿省：34、緬省：14、沙省：14、安

省︰121、魁省：78、斯高沙省︰11、紐賓士

域︰10、紐芬蘭及拉布拉多：7、愛德華王子島

省：4、西北地區：1、努納武特地區：1、育空

地區：1。

政府，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第八任

總理博登 (Robert Borden) 的政府，百元
面額鈔票上的肖像就是他。

在聯邦大選中，你投票選舉出來的

國會議員 (Member  of  Parliament，MP)，
即代議士，是代表你在議會辯論及通過

法案。參選者可代表一個政黨，也可以

是獨立候選人，即不屬於任何政黨。

根據《加拿大人權自由憲章》第4

條，除非有戰爭或動亂，一屆議會的任

期不能超過5年。但國會2007年通過法

案，規定除非有不信任動議令

政府下台，否則大選需要於每

4年10月第三個星期一舉行(公

眾假期除外)，今屆(第43屆)

投票日就在10月21日，不過法

案對總督沒有約束力，以便執

政黨遭不信任動議拉下台時，

他可宣布大選的日期。至於競

選期不可以少於36天，今屆大

選為40天。

華人一直遭歧視，直至二次大戰

華人參軍為國犧牲後才爭取得投

票權。這是第一個在加拿大出生

的華裔溫金有，終於在1947年大

選中首次行使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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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先做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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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詩投票朝7晚7

過程輕鬆簡單

集中票箱統一點票

聯邦政府1993年通過法案，規定加拿大公

民在國外居住5年以上就喪失了聯邦選舉投票

權，結果在2011年大選時，引起法律訴訟。

加拿大最高法院今年1月11日裁定這個法

案違憲，所有旅居海外的加拿大公民，不管離

開加拿大多久，都可在聯

邦大選中投票。因此今屆

大選，多了海外選民的投

票。

根據規定，申請為海

外選民必須是加拿大公

民、年滿18歲、曾在加國

居住、現居海外、提供身

分證明文件。這些文件包

括其中一項附有照片的加

拿大護照的第2及第3頁、

加拿大公民卡、加拿大出

生紙。

合資格者可登入選舉

局官網elections.ca登記，
或前往居住地的加拿大

使、領館或辦事處領取申請表。

成功登記為選民後，每次大選都會自動收

到選舉局寄來的選票，勾選後寄回即可。

須注意，海外投票要在選舉日(10月21日)

東岸時間下午6時前，將選票寄抵選舉局，與

加國本地的郵遞截止時

間相同。

根據估算，加拿大

在全球約有150萬至180

萬海外公民，大部分在

美國，其次為英國，香

港約有30萬。

截至9月22日為止，

選舉局共收到31,756名

海外公民登記為選民，

居住美國的有13,456

人投了票，投票率為

42.37%，排首位；香

港有1,588名加國海外

公民投了票，投票率為

5.0%，排第3位。◇

在海外公民可投票

投票通知卡模樣

10月21日(星期一)舉行的聯邦大選，距現在不到一個月，

大選氣氛愈來愈濃，各政黨陸續打

出競選主題與口號，作為選民，最

重要就是：了解投票、如何投票。

還有是要投票就首先做選民。

成為選民的條件有三︰首先是

加拿大公民、第二在選舉日已年滿

18歲、第三可以證明自己身分及住

址。

有資格成為選民後還要確保已

登記才能投票，登記很簡單，只要

登入選舉局網站 elections.ca/regis-
ter 就可以查看、更新或填寫登記信
息，登記後即可投票。 

若有問題可致電︰1-800-463-
6868。
登記成選民後，約在大選投票

日之前兩星期，就會收到投票通知

卡，卡上會通知你的投票站、時間

及投票方式。 

請小心檢查卡上的姓名和地

址，如發現有錯誤，或是沒有收到

投票通知卡，請登入 elections.ca 或
致電通知選舉局，

電話如上。

投票當天帶同投票通知卡到指定投票站，票站內已

有登記選民的名冊及地址。核對身分無誤後，會獲發給

一張選票，勾選所屬候選人後，投入票箱便完成投票，

過程簡單。

至於證明身分及地址的證件，包括駕駛執照或加

拿大三級政府發出的任何附有照片的身分證明(例如在

2012年2月1日取消前發出的公民卡）。

如果沒有這些身分證明，也可用銀行文件、信用

卡、水電費帳單，醫療卡、圖書館卡、學生證等任何兩

種即可，甚至用投票通知卡加上另一張身分證明亦可，

但其中一種須有地址。

就算上述文件已經過期，如果名稱和地址與選民名

冊相同，仍然有效。對於透過電子方式接收的信息(例

如電子文件或電子發票)，可以接受打印輸出，也接受

電子通信設備(如手機)上顯示的影像。

另外經由宣誓亦可，但須出示兩種有姓名的身分證

件，並請一位認識你的人證明你的住址。此人必須出示

身分和住址證明，也須是同一個選區的登記選民。◇

   時區    當地投票時間

紐芬蘭 上午8:30-晚上8:30 

大西洋 上午8:30-晚上8:30

東部 上午9:30-晚上9:30

中部 上午8:30-晚上8:30

山區(阿省及沙省) 上午7:30-晚上7:30

太平洋 上午7:00-晚上7:00

聯邦大選的投票日是在10月21

日，投票時間為12小時，但由於

各省所處時區並不相同，所以開

始及結束時間都不同，但都會在

全部338個選區完成投票後，才統

一在各個選區開票，點票完成經

初步確認後，即會宣布結果，正

常而言，在卑詩當晚午

夜12時左右，即會知道

所有結果，由哪個政黨

上台執政。

如未能在投票當天

投票，選民可預先到指

定票站投票，今次大選

共有4天預先投票，分

別是10月11日、12日、13日及14

日，時間都是當地上午9時至晚上

9時，同樣是12個小時。

選民還可以以郵寄方式寄出

選票，選票要在選舉日(10月21

日)東岸時間下午6時前寄抵選舉

局，當晚統一點票。◇



劉國藩《種瓜得瓜》

陳田恩《色彩繽紛》
梁德祥《夏日流暢》

水禾田《有魚有餘》

盛潔《Morning  Time》

章金生《寒夜客來茶當酒》

吳榮添《牡丹》

林再圓《喬松巢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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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紹綱《對聯》

張俊傑《暢懷》

鄧慕玲《八駿圖》

陳維廉《清》

溫一沙《生命之樹》龍宇《明蝦圖》

吳大剛《A Traveller’s Foot》

徐榕生《鴛鴦》司徒勤參《年年有餘》(丙烯畫)

藝 彩 生 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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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勤參《松齡鶴壽》

龍宇《雪山圖》

郭紹綱《對聯》

水禾田《花開有餘》

梁德祥《初秋》

張俊傑《對聯》 陳維廉《書法》

陳田恩《合歡瑞雪》

盛潔《Morning  Time》熊玉英《黃鸝牽牛》徐榕生《雪後黃昏》

林再圓《松瀑雙騎》 吳大剛《A Traveller’s Foot》

鄧慕玲《壽》
章金生《富貴平安》

劉國藩《繡球》

吳榮添《葡萄》

藝 彩 生 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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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公司法成立的有限公司，股東、董事等毋須為公司的債務負責，但也有例外

情況，上兩期已作了介紹，今期則說明有限公司的董事在報稅方面同樣有責。

董事做假 騙取

甚麼是抵稅金？

筆者

上

兩期引用

了其中一

宗案件的審理過程，說明了有限公

司的董事，並非一定完全可以不用

歸還公司的債務，若公司董事出面

為公司經營業務時，不小心或不按

照法律所規定的程序去做，一樣有

個人責任，賠償公司在生意上的債

務，今期則介紹有限公司董事、職

員的稅務責任，他門為公司向稅務

局申報稅務時，如有違法行為，也

是可能負上刑事責任。

以下筆者審理過的一宗案件，

就是個例子。一名有限公司董事涉

嫌在報稅時作出虛假申報，騙取稅

局的「抵稅金」 (Input  Tax  Credit 
，ITC) 近70萬元，他事後聲稱是受
到另一合夥人指示，與他無關，意

圖洗脫罪名。

現在先說明此案的背景：

阿里貨運有限公司 (Ali’s  Truck-
ing Ltd.) 是在1995年1月11日成立的
有限公司，同年2月1日登記有 GST
的稅務號碼；

雅哈斯貨運有限公司 (Yahas 
Trucking Ltd.) 是在1998年成立，並
於同年4月1日註冊有 GST 號碼； 
被告蘇拉尼 (Yakim Surani) 是上

述兩間貨運公司的唯一董事及負責

人，他從1999年到2002年之間，向

稅局呈報雅哈斯公司有$342,735.40

的「抵稅金」，最後收到退回 GST

共 $326,015.20；

至 於 阿 里貨運有限公司則

申報從 1 9 9 9 年到 2 0 0 2 年，有

$130,460.61的抵稅額，因而獲得退

回 GST $130,460.61，這些錢其後
由被告分別存到不同的銀行戶口。

當稅局查數官高沙爾 (Gossal) 到
公司查核「抵稅金」帳單時，蘇瑞

尼交出多份文件，但經過核對後，

發現這些文件都是假的，或是偽造

的。

蘇拉尼其後向查數官高沙爾保

證，他會拿出其他文件以及購買22

輛貨車的收據以作證明，然而當查

數官取得法庭手令，到被告家裡尋

找時，根本沒有發現被告所說的文

件及證明。

(退休卑詩省級法官)

    余宏榮

查數官高沙爾到被告家裡搜

查，不但沒有找到任何與申報抵

稅金開支有關的文件，而且進一

步發現，阿里貨運公司及雅哈斯

貨運公司在1998年3月起，已沒有

營運貨運生意。

根據稅務局估計，若按照被

告這兩間貨運公司呈報，在犯案

期間所收到的 GST 退稅金計算，
兩間公司應該有6500萬元的營業

額，但調查人員發現銀行的往來

紀錄，顯示兩間貨運公司除了所

收取的 GST 退稅外，並沒有任何
生意上的收入。

除了高沙爾的證供外，其他有

份參與調查的稅務局人員，也出

庭作證講述他們與被告的接觸經

過。

此外，控方更傳召了幾位其他

貨運公司的老闆上庭作證，指出

被告在給稅局的申報文件中，聲

稱代表雅哈斯貨運公司及阿里貨

運公司所購買的貨車，根本都是

屬於他們的，從來沒賣給被告所

代表的兩間公司。

被告的職員沙夫拉茲 (Ahmed  
Sarfraz) 也召到庭上作供，指出與
被告共事期間，覺得被告的營運

方式並不正規。兩個曾經在雅哈

斯公司及阿里公司做過薄記的證

人，庭上的證供也顯示，被告經

營業務的模式和財政的管理都不

正規。

另外的證人，包括三個由1997

年到1998年間，在被告兩間公司

任職的司機，他們的證供基本上

也都反映，這兩間公司的業務都

有問題。

基於以上的情況，稅務局控

告被告蘇拉尼五項違反「貨物稅

法」 (Excise  Tax  Act) 的規定。
有關此案如何審理、被告的抗

辯理由以及筆者最後如何判決，

將在下期繼續。◇

在加國，無論是零

售還是批發，也不管是

提供貨物還是服務，只

要是交易買賣是在加國

境內展開的，買方都必

須向賣方交 GST(Goods 
and  Services  Tax 貨物
及服務稅 )，而作為商
業營運機構、公司或自

僱人士，購買或接受服

務時，所付的 GST 是
可退還的。

因為商業機構，買

與賣都會涉及 GST，也
就是說 GST 註冊商家
在銷售/提供服務時，

代表政府向顧客/服務

對象收取 GST；另一方
面，它在購買/接受服

務時，也會向賣方付出

GST。等到報稅時，將
收進來的 GST 與付出
去的 GST 相減，如果
是支出大於收入，商家

可以申報退還超出的部

分，這就是「抵稅金」

(Input Tax Credit，ITC)
，它只屬商家的買賣，

與個人報稅無關。

由於正常的生意運

作是低買高賣．特別是

服務性行業成本更低，

所以大多數商家是收入

大於支出，即要向稅局

上交 GST。 
每個商家只要是

在加拿大境內經營適

用 GST 的產品或服
務，都必須在稅局註冊

一個 GST 號碼。調查揭發  屬空殼公司

稅局查稅無孔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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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多部華語片登場

  電影     地區     導演     日期

風中有朵雨做的雲

(The  Shadow  Play)
中國 婁燁 10月1日

氣球 (Balloon) 中國 萬瑪才旦 10月1日

漫游 (Vanshing  Days) 中國 祝新 10月3日

活著唱著

(To  Live  to  Sing)
中國、法國、

加拿大

馬楠 10月2日、4日

世明

(The  World  is  Bright)
加拿大 王瓔 10月3日、9日

春江水暖 (Dwelling in 
the  Fuchun  Mountain)

中國、法國 顧曉剛 10月4日

時光機

(Our  Time  Machine)
中國 孫揚、

江松長

10月5日、6日

淪落人(Still  Human) 香港 陳小娟 10月5日

完美現在時

(Present  Perfect)
中國、香港、

美國

朱聲仄 10月6日、8日

繼園臺七號

(No.7  Cherry  Lane)
香港 楊凡 10月8日、10日

佛陀在非洲

(Buddha  in  Africa)
南非、瑞典 Nicole  Schafer 10月8日、10日

春潮 (Spring  Tide) 中國 楊荔鈉 10月8日、9日

野雀之詩

(Wild  Sparrow)
台灣 施立 10月8日、10日

菠蘿蜜 (Boluomi) 台灣 廖克發、陳雪甄 10月9日、11日

南方車站的聚會 (The 
Wild  Goose  Lake)   

中國 刁亦男 10月10日、11日

白蛇：緣起

(White  Snake)
中國 黃家康、趙霽 10月11日

溫哥華國際電影節 (VIFF) 由9月26日至10

月11日舉行，包括多部來自兩岸三地的

電影，包括榮獲第76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最佳

劇本獎，由香港電影製作人楊凡導演的第一部

動畫電影《繼園臺七號》，是一個懷念60年代

香港的愛情故

事，講述一對

由台灣到香港

的母女，與英

文補習老師的

三角關係。楊

凡還會來溫哥

華 和 觀 眾 對

話。

另一部獲

獎的電影是《

淪落人》，菲

律賓演員 Cri-
sel Consunji 憑

10月4日 開畫

10月11日 開畫
The   Addams   Family

Gemini

Joker 

這齣喜劇是美國劇作

家  Ken Ludwig 的作品，

故事的背景是上世紀30年

代的法國巴黎，一個酒店

的總統套房内有三個男高

音、兩個太太、三個女朋

友，還有甚麽事不可以發生?

日期：10月4日至19日

地點：Metro Theatre (1370 S. W.  Marine 
Dr., Van.

 購票電話：604-266-7191

  (圖片︰Metro  Theatre)◇

Comedy  of  Tenors

這部心理驚憟片的故事是

原創的，跟在蝙蝠俠電影中

出現過的Joker(小丑)沒有關

係。片中Joaquin Phoenix演的

主角，白天的職業是小丑，但

渴望在晚上成為一個棟篤笑演員，可是很諷

刺的是，他自己時常是個笑話，身處於冷漠

和殘酷的循環之間，做了個錯誤的決定，引

發連鎖反應。影帝羅拔狄尼路在片中演電視

節目主持人。(圖片：Niko Tavernise) 

這部科幻動作片由金像導演李

安的執導，Will Smith 飾演一名殺

手，被一名能預知他行蹤的神秘

人跟蹤，在別無選擇之下，只有冒

險去追查真相。本片在哥倫比亞

及匈牙利拍攝，參加演出的還有英

國著名動作片明星 Clive Owen，
英國華裔演員 Benedict Wong。(圖
片︰Paramount  Pictures)

改编自美國漫畫的上世

紀60年代電視劇 The Addams 
Family (愛登士家庭)，70年

代曾經在香港播出，成為一

些香港人的集體回憶，1991

年這齣電視劇被重拍成電影

推出，今年又上映  3D 動畫

版了！重現那些既古怪又有

趣的家族成員。(圖片︰Met-
ro Goldwyn Mayer  Pic-
tures)◇

10月11日 開畫

此片奪得「第38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

演員獎，黃秋生奪得最佳男主角獎項。《淪

落人》講述黃秋生演的昌榮因工傷意外，從

此在輪椅上度日，他的菲傭  Evelyn 為了生

活，放棄攝影夢想，來到昌榮家中當家務助

理，二人在人生低谷中，發展了一段難以言

喻的感情。有關10月份溫哥華國際電影節上

映的華語電影資料請參附表。訂票可上網

到 www.viff.org。(圖片：VIFF)◇

歌 影 劇 場

溫哥華國際電影節佳作紛呈

  英米

  英米

  英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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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生意法律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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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略談財務授權
   鄧愛玲(註冊財務規劃師)

(八)

牽涉工作範疇廣泛
   李時勤律師

過去數期分別談了買賣生意的法律

問題及注意事項，現在續談買賣

生意所牽涉的工作。

買賣生意所牽涉的工作當然很多，

以下是常見的一些項目︰

1.如果賣方是公司的話，董事會仍

須同意賣出此項生意。如果公司是把它

大部分或全部的資產售出的話，股東們

亦須同意此項出售。

2.是股份買賣的話，公司的會議記

錄將會有所改變，有些股票將會被取

消，並發行新的股票。

3.如果只是一部分股份的轉讓，其

他股東需同意放棄他們的優先購股權。

4.如果買方是一間公司的話，買方

的公司董事會亦需要同意此項買賣。

5.如果是買賣生財工具的話，買方

需數點清楚所有工具都被列在買賣合約

之中。

6.生意所用的銀行戶口將需要轉變

爲買方名下。更好的方法是賣方保留舊

的銀行戶口，買方自行開設新的銀行戶

口。

7.買方在預算中，需包括此項生意

買賣所要付的聯邦貨品及服務銷售税，

生財工具的部份賣價需繳付省銷售税。

聯邦銷售税方面則可用以下的方法來避

免︰如果賣方是已登記的聯邦貨品及服

務銷售税之登記者，而買方亦在成交之

前登記了的話，他們可以填報一份表

格，便無須付此項貨品及服務銷售 税。

8.如果賣方不是本地居民的話，賣

方需事前向税務局取得證明書證明他沒

有欠税局的錢與及證明此項買賣所需繳

付的入息税。不然買方律師可以扣起賣

價的三分之一以保留將來繳税之用。

9.如果買方重新聘用賣方的僱員的

話，買方需事先準備好所有的聘用合約

以求順利過渡。

10.如果買方沒有全數付清賣價的

話，賣方可要求買方給予一些抵押品，

例如樓宇按揭或生財工具的抵押，以確

保賣方最終能得到全部的賣價。(未完待

續)◇

有朋友向我訴

苦，說由於兒女已

成長獨立，最小

的女兒最近也出

嫁了，兩夫婦實在

不必住一棟房屋，年紀老大，也委實不

想花功夫灑掃庭除，所以想「大屋搬細

屋」，賣掉房屋買個柏文單位。

這是很合理的事，根本用不了那麼

大地方，反而要操勞打掃。再加上房屋

多年來升了值，賣屋買柏文還可以回籠

一筆現金；而且柏文的物業稅、水電、

和維修等費用都較獨立屋低，也可節省

開支，十分化

算。

但是意欲

售 屋 時 ， 問

題 出 來 了 ！

原來20年前買

屋時，因初來

甫到，兒女還

幼小，於是屋

契上除了自己

兩夫婦外，還加了奶奶(丈夫母親)的名

字，因為是一起移民的，用所謂「長命

契」的形式，先過世者所持的業權，會

過渡到仍在世者。奶奶本身對買屋並沒

有任何資助貢獻，僅是作為萬一夫婦發

生意外時，對幼小的孫兒的一種保險而

已。

問題出在奶奶年事日高，近兩年老

人失智症的徵狀越趨明顯，要賣屋時，

她作為其中一位業主，不能表達同意，

事情變得非常麻煩，而且錯失了賣屋和

買柏文的理想時機。

除了上述因精神健康而造成的困

難，還可以出現其他困擾，例如有些老

人家戀鄉回流，或發生婆媳糾紛等。不

一定是致命性的打擊，但也會產生麻煩

和不便。

其實早作安排的話，這個困難很

易克服。就是做一個授權書 (Power of 
Attorney) 指明在不能視事的情況下，由

委託人代為執行合乎本人利益的決定。

上述的特殊賣屋困難可能並不普

遍，但要知道，在房屋貸款已還清，而

且屋價漲了不少時，是可以利用房屋申

請一個備用透支額 (line of credit) 作為應

急之需；又或者安排逆向按揭 (Reverse 

Mortgage) 作為生活資金。而這些，都

是需要取得所有業主的同意和簽署的。

所以，當一個物業有多過一個業主

時，授權書是相當重要的。就算是兩夫

婦，也可能有一位因意外而不能視事，

則於此困厄時候，另一位可以代為作出

決定，而得到濟急資金。何况，授權書

還涵括了其他方面的財務處理(例如另

一位的銀行戶口等)，不至於「屋漏更

兼連夜雨」。

其實授權書還有例如護理和其他方

面的重要性，因欄目關係，故只集中談

談財務方面。

當然，授權書的大前提是「信任」

兩個字，而這個，就不是外人能置喙的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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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畔小男孩
   陳華英

新  松

民 本 思 想

46字微型愛情小說
讀朱淑真《

清平樂‧夏日遊

湖》覺得是一篇

精彩的愛情小小

說，數一數只得46字。

主角是一少女，估計只得16

至18歲，用的是第一人稱：我。

那是一個夏日，她跟一個男子有

約會，地點在西湖。她跟男子手

拖手在湖堤上散步，兩邊湖中荷

花盛開，香氣氤氳。她有輕微的

暈眩，像小飲後的微醺。臉龐紅

著，有點燙。忽然灑起一場小

雨，這在黃梅時節十分平常。發

熱的臉感覺舒服的涼。雨霧中，

他們找個亭子避雨，有理由多呆

一會。

她心裡升起被愛的慾望，也

不怕偶然經過的閒人怎樣看怎樣

想，軟著身子倒在他懷裡。是如

此的嬌癡，連她自己也想不到會

如此大膽。

可是不論多麼不捨，總還是

要分手回家。望著鏡中自己，髮

亂釵斜。想到適才光景，閉眼回

味，不知是喜是悲。懶得梳洗添

妝，且到床上獃一會。

有環境，有氣氛，有行為，

最著重寫的是心理，因愛的熱烈

而大膽，因無奈的分離而沒情沒

緒。既細膩又動人，數一數，只

46個字：

惱煙撩露，留我須臾住。攜

手藕花湖上路，一霎黃梅細雨。

嬌癡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

懷。最是分攜時候，歸來懶傍妝

臺。◇

孟子在《孟子》一

書《盡心下章》中提出

「民為貴，社稷次之，

君為輕」，這種見解，可以說是儒家思

想中最先進的思想。他不把帝王推崇為

至高無上的，而是把人民放在第一位，

而將帝王放在最輕的地位，因此這種見

解被稱為民本思想。近代有人提出，這

種民本思想在漫長的歴史中為甚麼沒有

發展成為民主思想？這倒是個值得探討

的問題。

列治文明納

露泳池裡，強勁

的音樂響著。在

綠波蕩漾的池水中，一群大媽大

叔小姐跟著池邊的導師，有板有

眼的揮手踢腳，落力的做著水上

操。

導師是一位年青的華裔小姑

娘，年紀約二十七、八吧，臉龐

清秀，身段均稱。後面還有一個

小小的身影，一個6歲左右的小男

孩，乖乖的坐在一張小小的摺椅

上，靜靜的看著手上的畫冊，有

時又用圓溜溜的大眼睛笑瞇瞇的

望著池水中叔叔和姨姨。這種情

形最近出現了好幾次，大概是暑

假期中，家中無人照料，媽媽上

完水上操班之後，還要送他去上

甚麽畫班、琴課之類，所以把他

帶在身邊吧。

一小時後，水上操課完了。

在我們鼓掌向老師致謝時，那小

男孩立刻收拾好自已的書本用

具，把小摺椅摺好，再把媽媽坐

的大膠椅搬到泳池的另一邊去，

歸回原位。他所做的完全是自發

的，不用媽媽的吩咐。看見那小

小的身影，吃力的移動著一張

大椅子時，池水裏的姨姨都感動

了。我也後悔不曾帶一件小禮物

送給他，因為下週開學後他就不

會來了。

這小小的孩子，坐在母親的

身後整整一個小時，完全没有不

耐煩，還會幫自已和媽媽收拾用

具，這樣乖巧的小孩兒真是少

有，可見平日在家中是素有訓練

的。

回想起自已的孩子，在香港

長大，家中有菲傭幫忙，不曾訓

練他們分擔家務，只集中精神看

顧他們的功課、練琴、跳芭蕾

舞、學跆拳道等。長大了，學業

成績也不錯，升讀大學不用父母

擔心，鋼琴小提琴也略有成績，

但卻是「十指不沾陽春水」。

來到加拿大，僱傭人不易，

一切家務均需自理。除了剪草可

請人幫忙之外，偌大一頭家，煮

食、清潔、蒔花、澆水，功夫真

是不少。但訓練孩子做家務又起

步太遲，未能養成習慣，一屋都

是「冇手尾」之人。有時看見杯

盤狼藉，報章雜誌鋪滿桌面，真

是有因有果，怨不得別人。唯有

吩咐兒子待孫兒成長時，記得培

養他分擔家務的習慣而已。◇

中國五四時代提出德先生和賽先

生，即民主和科學。但正如周有光所說

的，中國有民本思想，卻沒有發展成為

民主；有格物致知，也沒有發展成為科

學。他認為這是因為華夏文化吸收了佛

教出世的思想，從儒學的入世哲學變成

理學的「凖出世」哲學，以致中國歷史

的發展道路不幸進入了誤區。

但我認為，民本思想與民主雖似相

近，但根本不同的地方在乎民本思想沒

有民權觀念，即人民權利觀念。孟子所

說的民為貴，那是對帝王的警告，要他

不要自視太高，而要重視人民，讓人民

安居樂業，否則民可載舟也可覆舟。

這種民本思想當然與民主不同，民

主是重視人民主權，即人民有權選擇多

數人認可的執政者，這個執政者便不是

所謂承天之命的天子，而是人民定期更

換，甚至慿多數可以隨時撤換的政府管

理人。

中國在西方思想未進入中國之前，

從來就沒有這種人民當家作主的觀念，

這是因為4000年的帝王思想太頑固了。

老百姓即使造反，但推翻了舊王朝，重

新建立的仍是新王朝，好像一個國家沒

有帝王便不能成為國家似的。草莽英雄

陳勝剛起義的時候便自稱為陳勝王，太

平天國的洪秀全取得政權之後便自稱為

天王。

直到孫中山革命時才提倡民權，但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將民族放在首位，將

民權放在次位，而且他將實現民權分為

三步走，先是軍政，次為訓政，最後才

是憲政。可見他覺得中國老百姓的憲政

觀念太薄弱了，需要經過軍政，再加訓

練才能實行憲政，結果出現了蔣介石的

軍政，以致憲政遙遙無期。

最不幸的是戊戍維新的康梁，他們

促使光緒帝維新是很進步的，但滿清已

被推翻，皇朝已經結束，仍堅持君主立

憲便顯得太迂腐了，可見這些大智慧的

近代思想家，仍認為沒有皇帝便不可能

有憲政。◇

長 時

間以來，

一直很喜

歡讀陳丹

青 的 文

章，中國

當代畫家

中，寫得一手漂亮文章的，除

了黃永玉，就是陳丹青。

黃永玉是慧黠而人情洞

明，陳丹青是犀利而思想開

闊，他們兩位，前者感

性豐盈，後者理性豐

沛。

最近讀到陳丹青一

篇好文章，題目是：「

想像魯迅」。

魯迅的文章難寫，

因為都給人寫爛了，陳

丹青論魯迅，完全從

出人意表的角度來談，

因為角度別致，見解就

脫俗，讀來真是提神醒

腦。

魯迅生前是戰鬥

格，對甚麼都看不順

眼，永遠站在小人物的

立場，站在權貴的對立

面，他不在乎自己的好

名聲，沒想到他卻得到

最大的名聲。

陳丹青認為魯迅是

被共產黨捧到神壇上，以致整

個中國現代文化中，只有他是

一個不容觸碰的偉大作家，但

魯迅永遠都不承認自己偉大。

陳丹青引胡蘭成的話，說

「魯迅一生的功績在他的否

定，而不在他肯定。」這「否

定」二字，真可圈可點，但也

可議可疑。

胡蘭成又說魯迅的真正價

值，「在於他是叛徒，而不是

其他。」陳丹青不太同意「叛

徒」的定義，他認為魯迅只是

天生的「異端」。

異端是主流意識形態的對

立面，是一種反對派的形象，

魯迅固然不惜於做任何反對

派，但從來也沒有為反對而反

對，因此，與其說他是「異

端」，不如說他是一個天生的

質疑者。

質疑與異端不同，質疑是

未有定見，異端是已有

定見。質疑與否定也不

同，質疑是未有定見，

未有定見之前，不可能

加以否定。

魯迅對社會上任何

事物，新的舊的都好，

先是一概質疑，質疑之

後，再來決定要否定或

者肯定。魯迅並非甚麼

都否定，他肯定弱小者

的抗爭，肯定光明，肯

定進步，肯定民胞物與

的悲憫情懷。

魯迅筆下評斷中國

人的種種世相，並非出

於甚麼定見，而是從

質疑開始，一點點剖析

它，剖析到「體無完

膚」，最後該否定就否

定，該肯定也不吝於肯

定。

質疑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思

考方法。質疑是對世間萬物不

抱任何定見，先懷疑它，再考

察它，從四面八方去攻擊它，

它被擊倒了，就否定它，它沒

有被擊倒，就可以加以肯定。

真理是經得起質疑的，要

尋找真理，就對世間任何事物

都先加以質疑，那些未被你擊

倒的，就是真理。◇

  顏純鈎

天
生
的
質
疑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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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光澤 破帽遮頭何惜之，

花開花謝乃斯時；

三年唱罷無行腳，

莫笑貪嗔卻笑癡。

懶懶閒來手捧書，

清風狂雨兩途殊；

暮林帶晚鴉聲噪，

似說人間我最愚。◇

親  情

不久前，

朋友90幾歲高

齡已住在老人

院的的母親，

因 關 節 炎 腫

痛，徹夜不能

安眠，血壓持

續增高，服了

各種止痛及降壓藥物，卻未能減

輕症狀，老人家簡直痛不欲生。

他甚至請求家庭醫生開一點嗎啡

給老人家，起碼減少些疼

痛，但醫生未能滿足他們

的要求。無奈之下，他們

走進一間大麻店諮詢，工

作人員得知情況後，建

議他們買一瓶大麻籽油

(CBD Oil)，每天只服很小
劑量。

令人難以置信的結果

是，老人家只服了一次，

當晚竟睡了十個小時，醒

後折騰了幾個月的關節痛

居然也好了一大半，連續

服了幾天後，關節完全不

痛，腫也消了，血壓下

降，醫生也嘖嘖稱奇，不

得不爲她重新調整降壓

藥。此後老人家甚至還能

跟家人一起去酒樓喝茶，

這在半年前是不可想像的

啊。

這簡直顛覆了我對大

麻的一貫鄙視，以前聽到

大麻二字，馬上就與毒品畫上等

號，雖去年加拿大通過了大麻合

法化的法例，我與很多人一樣對

此十分牴觸，對街頭陸續出現的

大麻店不屑一顧。自從朋友告訴

了我他母親的經歷之後，我開始

重新審視這個曾經令我們談之色

變的大麻。

加拿大的醫用大麻其實早在

2001年合法化，美國很多的州也

宣佈合法化。經專家研究，大麻

在精神疾病、創傷後應激癥、老

人癡呆症初期、關節炎、青光

眼，甚至癌症都有抑制症狀的效

用。

很早以前，貴州雲南山

區的農民便有在家存用大

麻膏的習俗，那是他們看門

口的藥，頭疼腦熱、胃痛下

痢、筋骨扭傷都靠這東西解

救。只是後來政府嚴格管制

和禁用，當地的醫用大麻才

逐年式微。

隨著醫用大麻在加拿大

合法化，有關人士正在研

究如何借用大麻的鎮痛止嘔

作用，來幫助末期癌症病人

擺脫痛苦，令其有尊嚴地走

完人生最後那一天。對於大

麻，只要我們正確對待，去

除偏見，嚴格控制，合理使

用，它是會為我們提供幫助

的。

最後要説的是，本人並

非在此鼓吹大麻，只是首

次聽到大麻可醫用的神奇效

果，令我腦洞大開，眼界擴

展，大麻並非猛虎，並沒有

那麽可怕。存在了上千年的植物

大麻，經現代高科技的提煉，在

解除病痛方面，無疑為我們提供

了另種選項。◇

醫
用
大
麻
的
神
奇

  石貝

岳母大人

走了，享年九

十有六，高壽

也。她走的時

候，我們未能隨侍在側，但有澳

門的家人在旁，她走得安詳，令

我們釋懷。

她年輕時的那個年代，男主

外女主內，婦女出外工作機會不

多，主要職責是操持家務，相夫

教子。岳父在生時擔承家計，岳

母後來跟子女生活，也不用憂柴

憂米，那是兒子及女婿的責任。

她一生的職業就是家庭服務員，

負責烹調一日三餐，洗洗燙燙，

拖帶子女、孫兒孫女長大成人。

她沒有奢求，家人的幸福便是

自己最大的幸福，數十年來只離

開過老家澳門三數次，坐飛機也

只是三兩趟，就是和我們一家到

泰國、北京及廣東省內城市旅遊。

她主要，也是唯一的娛樂，就

是看電視劇，為電視劇內虛構的

人物而喜怒哀樂，生活模式數十

年如一日，用如今的標準看，是

超級的平淡、簡單。當我們決定

舉家移民加拿大時，她堅持留下

不走，就是因為不想改變數十年

來習慣了的生活模式。

當今社會，物質生活豐富、

方便，人們的煩惱隨之而增加。

人人每日都生活在壓力之下，有

壓力便有煩惱，有煩惱便不會開

心。醫療技術不斷提升，人類普

遍壽命延長，但健康狀況卻是在

倒退。岳母大人一生沒有大病，

晚年才出現腦退化症。

相對於我們這一代人，退休

後還要為無關生活的繁瑣事操

勞，岳母大人的生活平靜，與世

無爭，完全與家庭以外發生的事

隔絕，減少了壓力，也減少了煩

惱，因此便活的逍遙寫意，可以

說，她比我們幸福。原來生活簡

單、平靜，才是幸福的源頭，我

倒羨慕那年代的人可以享有這樣

的福氣。◇

最近看了一套微電影：講述香港

最近發生的風波，父親與讀大學的女

兒各持己見，在言語衝突間，父親站

起來，憤而摑了女兒一個耳光，女兒奪門而出。父親之

後一臉茫然坐回沙發上。

女兒坐在街角的梯級，掩面痛哭，覺得不被理解、

傷心、憤怒、孤立……不經意地拿出手機，屏幕上彈出

她和父親、哥哥充滿笑容相擁的合照，隨著看到哥哥送

來的短訊，請她原諒父親的衝動。

她靜思片刻，終於回到家中，跪在父親面前，闡明

她的動機，而更重要的是希望恢復以前一家人開心的生

活。父親內心亦受到感動，亦醒悟自己的衝動，終於握

著女兒的手説以後每個人踏進家門，便不要再為香港今

次事件吵架，隨著站起來，將女兒擁抱入懷，在彼此流

淚中重歸於好。

每一件事情的發生，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觀點、期望

和感受。而每個人都為自己的認知理由而據理力爭，互

不相讓，拒絕聆聽對方，結果還是發生言語衝突，贏得

爭議而輸掉了友情，甚至親情。

當然，如果大家是很少見面的朋友，或者只是在社

交平台認識的人，很容易便會疏離彼此關係。但如果彼

此是一家人，無論是夫婦、父母、子女、兄弟姊妹，同

一屋簷下，經常的意見分歧而引起口角，使彼此親情關

係瀕臨破裂、貌合神離。例如夫婦早上吵架後，妻子離

開了家，覺得不被理解，但腦袋中仍盤旋著，晚上是否

回家去？是否還要為對方做飯？

我們每個人本質都是十分可愛，但情緒波動會使人

並不可愛。能夠放下自己立場，以親情聆聽、尊重對方

的想法，除了幫助溝通的同理心，亦是自我成長的一生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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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孟玲

斷捨離破柴和擔水

舊照重溫昔時情

新  天

孩 子 就 該 玩

妹仔是我小時候

居澳門時，住在頭房

一家的二女兒，梳兩

條長辮子，11來歲左

右，破柴是她經常要分擔的家庭工

作一部分。從柴店擔回來一截截粗

大的樹幹以後，她要用柴刀把粗木

劈開，再破成長條，以便放進爐子

裡生火，這是那個年代燒飯用的較

便宜的燃料。

我們家不是燒柴，而是燒炭的，

燒炭要比燒柴貴。

樓下印務公司使用的生火燃料，

比柴更經濟。他們把印刷機裡的廢

紙，用來生火燒飯。由於廢紙上盡

是些印刷的油墨，所以燃起來黑煙

滿天。這些黑煙從地下厨房的天

井，直衝上我們二樓的天井，薰得

我們眼淚都流出來，難受極了。

我們那個年代不是每戶人家都有

自來水的，沒有自來水的人家，就

得去街喉擔水回家用。街喉，就是

街上公用的水龍頭。

記得小時候，澳門關前正街和關

前後街之間的酒潭巷，就有一個街

喉，隣近的居民常到這裡洗衫和擔

水回家的。擔水的人須自備一根扁

擔、兩束麻繩和兩隻水桶到街喉排

隊輪水。這些水桶，早期是些圓形

的小木桶，後來多用方形的火水罐

或食油罐改造。夏天天氣酷熱，耗

水量較多的時候，那排列輪候的桶

桶罐罐也多些。

這些街喉的供水時間是早上8、9

點到傍晚5、6點，一些店鋪或未能

在這段時間來取用自來水的，或環

境富裕些的家庭，都會請別人代為

擔水。擔水服務是窮人幫補家計的

方法之一。那時送一擔水的酬勞是

一毫子左右。雖然看來便宜，但對

貧窮的家庭而言，一天能夠送水到

六、七戶人家，賺取到一元幾角，

這微薄的收入，也是幫補家計的一

個途徑。

從事擔水的多是婦女，年輕的就

被稱為「擔水妹」，較為年長的就

被稱為「擔水婆」。◇

暑假最後一個週

末了，鄰居的孩子怎

麽靜了下來。整個暑

假，不時聼到他們的笑聲、結他聲、打

球聲。墨西哥的孩子長不大，成年人還

是很愛玩，記得有一次，在超市便欣賞

過一個大女孩坐在購物手推車裡，她的

兄弟給她推着玩，當時看了很羡慕，真

的也想坐一坐手推車。

在亞洲，孩子們都趕着長大，上了

小學大概不願坐手推車了，更何況是超

市的購物車，但那兩個墨西哥大孩子卻

樂在其中，更奇怪的是旁邊沒有異樣的

目光，父母也沒喊停他們。

在墨西哥，小孩子的讀書壓力不是

很大，在學校，學習和遊戲得到平衡，

在家裡，也很少有怪獸父母，對孩子的

升學考試課餘等施加無窮壓力。下課

了，常常看到他們放下了書包，就三三

兩兩的在門前騎車、跳舞或追逐。小孩

子就該玩，保證他們擁有一個快樂的童

年是父母的責任。

就這個暑假，有一天，鄰居的孩子又

在玩耍，嘻哈之聲此起彼落，突然聼聞幾

聲巨響，便走出中庭一看，還未看清楚，

又一聲巨響，眼前馬上水花四濺，才知道

是水汽球炸了，水滴滴在門窗之上，剛晾

乾的衣服給弄個濕透，一時把好鄰居氣壞

了，便跑到隔壁去質問。

那幾個小孩當然躲起來了，出來應門

的是個大女孩，我問她爲甚麽要把水汽球

掉到我家裡去，她想也不想就說：玩啊！

我無言了。這只是一樁小事，但玩啊，

在墨西哥，確實是個好理由。入鄉隨俗

嘛！我也只得苦笑。最後，小鬼們還是

出來道歉了。

其實，挺喜歡墨西哥人的，他們就

是可愛、單純，一般都沒甚麽機心，他

們愛玩，愛笑，不太想事情，沒計畫，

沒預算，沒原則，不守時，如果是個嚴

肅和追求完美的人，肯定受不了。他們

也常常撒謊，但若看作是善意的謊言，

也許這是他們社交上的技巧，維持良好

人際關係的約定俗成，也就不太生氣

了。

我會懷念他們的笑聲和笑容，孩子

就該玩，不管是窮小孩，還是富人的寶

貝，孩子是未來的棟梁，給他們一個快

樂的童年，才能保證我們將來有一個健

全的社會。◇

一直以來，環保之聲，不絕

於耳，然而，能夠坐言出起行的

人，真不知道有多少？不過，最

近筆者感覺到的確是多了一些人(

特別是女士們)，把自己所儲存下來的東西，作一

番徹底的清理！

也許是受到日本的一本有關「斷捨離」的書所

影響吧，於是，便的起心肝，捨棄一些曾經與自

己產生過感情的物品。然而我也聽聞有些人每次

把自己心愛的物品送走的時候，都會流下不捨之

淚。

但凡擁有或相聚之後的分離，不論是人是物，

都一定會令我們心痛和不捨的。因此，為了減少

因斷捨離所帶來的難過和心痛，筆者有以下一點

點愚見：

首先減少不必要的擁有，在購物之前，必須考

慮清楚，盡量避免作不必要的購買，一則配合環

保的需求，不儲存過多日後會成為「垃圾」的物

品；其次是在棄掉時要堅決，減少不捨的心痛。

因為無論如何減少購物，在我們年年月月累積

中，已經有難以估計之多的東西！因此，在作出

了「斷捨離」的決定後，便要堅決地、狠心地不

要三心兩意的回望，皆因愈望愈不捨，徒添傷痛。

活在今天的社會，對於物質上的擁有，從來都

不會說個「夠」字，這就是我們一般人的弱點，

然而，與人類存亡息息相關的地球，已經多次哀

求我們，不要再在它身上加添令它難以負荷的垃

圾。今天的地球實在已是病入膏肓，這是人人皆

知的，而它其中之一的致命傷，就是「垃圾」。

垃圾的由來，當然是始作俑者的人類所製造出

來的。社會愈先進，出現的垃圾則愈多。我們現

在所擁有的東西，的確要比上一世紀多出百倍。

這個難以在朝夕間解決的「禍」，已經闖了出

來，如還未醒覺，難道想等待同歸於盡的一天嗎？

嘗試盡量減少擁有，一方面可在環保上出一分

力，另一方面亦可減輕並減少「斷捨離」所帶給

我們的心痛。◇

腦海裡浮現一

些畫面，在遊蕩，

在漫遊，像流水般

直插心底。溫馨

的、甜蜜的，觸動我心靈，漸漸地勾

起一些回憶，不知怎的編織成一幅圖

畫。

翻開了舊相簿，一幕一幕重現眼

前，看著相片，絢爛的微笑重現。從

黑白相片到彩色照，懷舊中夾雜溫馨

和傷感，溫馨的是有親情和朋友情，

傷感的是有親人沉睡了，與我們暫

別，與這花花世界告別。也有令人觸

景傷情的結婚照片，當日喜悅的心

情，以為選到一個稱心如意的配偶，

就能幸福和諧，誰料最後都變得苦

澀。

看著這些令人思潮起伏的相片，

不感慨嘆人生就是這樣，以為幸福好

像很簡單，其實幸福不是必然的，需

要的是雙方的努力，是思想交流，是

感情交流，要彼此了解、包容和接

納，當然最重要是有愛。

談起愛，也不能不說父母子女之

間的愛，同樣都是不能缺少。不知不

覺地掀開了昔日孩童相片，細小的我

穿上裙子，疏起男仔頭，手執一個菠

蘿包，站在父親前，三位哥哥倚傍在

父親旁邊。相中人，臉上的喜悦，是

對生命充滿美麗的憧憬。

那時，我在家中是最細小的一

個，是父親最愛惜的女兒，也是最開

心的日子。來到這個世界，為家庭添

上色彩，帶來的是歡樂，生活無拘無

束。孩童的世界，充滿幻想，充滿自

悦。

那管是課堂上或家裡，我們總會

笑鬧不停，有時發出嘈雜聲，屋裡一

片亂嚷嚷的，跳跳的，脱離一切的束

縛。有時安静地圍在一起看電視，享

受快樂，輕鬆自如。無論在何處，都

留下我們兄弟姊妹快樂的印記，而母

親都盡力地照顧我們，使我們快樂健

康成長。

雖然不是富有人家，但簡單的生

活，單純的思想，父母給我們的自

由，卻讓我們學習獨立，嚮往生活，

為生命奮鬥。反觀現今孩童背上沉重

的包袱，每天除了面對繁重的功課

外，更承受誰家孩子最優秀的壓力，

令到學習無休止。◇



   蔡師奶

   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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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暉

想   家

看上去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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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樂多

冋忎興勃亡忽

始 終 無 法

忘記很多年前

看《看上去挺

美》時的心理

衝擊，孩子的

世界其實很豐富，有時候其實也

很殘酷。

我曾經十分擔憂，孩子到了幼

兒園是否也將遭遇如此，光想想

都覺得難過。

然後老大一晃就到了上幼兒園

的年齡。那時候2歲半。一個陳舊

的臨時組件屋，簡陋無比，設施

更是落後。

我看著她歡樂地進了幼兒園的

門，甚至都沒有回頭和我揮手，

就融入了小朋友中。心裡居然還

有莫名其妙的失落—— 這就是

了？那些哭天喊地抱著媽媽的腿

不讓走的傳說中的畫面呢？

這事就這麼過了。她每天歡

天喜地上學，偶爾有倦怠，但送

到門口都會願意去。如此直到小

學。

接著妹妹也到了上幼兒園的年

齡。

這是第三天，她憂心忡忡地睡

去，卻是一大早醒來，然後傷心

至極地哭喊︰「我不要上學，媽

媽，上學不好玩。」

「過來人」告訴我︰送到班上

後千萬別逗留，趕緊走。孩子哭

一會會就好了。

於是我聽著她撕心裂肺的哭聲

在走廊那頭迴響，腳下的步子時

而快，時而遲疑，一顆心七上八

下地回了家。

到底是分離焦慮而已，還是老

師確實不好，所以她在那裡分分

鐘在煎熬？我無法判斷，自己竟

然也變得焦慮起來。

冷靜地回想一下︰姐姐初上幼

兒園，只有2.5小時。不像妹妹這

樣一上就是一整天。而且，哪怕

只是這2.5小時，對於有分離焦慮

的孩子，老師還鼓勵家長停留在

班級裡陪伴孩子稍許，再慢慢減

少時間，直到完全不陪，是一種

漸進式融入。

不過，也有的觀點是，家長應

該相信老師的專業性，把孩子送

到幼兒園後就應該放手交給老師

了，家長留在那裡，只會讓孩子

更難分離，更難融入。

教育這件事，很少有一個絕對

的答案，就像當年的「哭聲免疫

法」—— 孩子哭就不抱，不哭才

抱，被當成聖經使用了那麼長時

間，直到後來證實，這樣的教育

方法其實非常不利孩子的心理健

康成長。

思考了很久，我覺得自己能做

的，或許只能是第一個去接她，

然後晚上陪著她，滿足她，希望

她同時知道︰生活是「殘酷」

的，但爸爸媽媽是愛你的。◇

12歲的老三升讀

中學，決定往外闖一

闖，離家往寄宿修院

學校去。在家中，老

三是最有條理的一個，也是最有主見、

最嬉皮笑臉、最愛頂嘴的一個。有見他

自理能力不錯，過去每次小住修院後，

都興奮地分享無窮無盡的小故事，我和

外子經商量後，便跟他申請入讀寄宿修

院學校。老三自己亦蠢蠢欲試新學校新

環境，雖然他也有內心掙扎，有點不捨

家。

7月中旬，校長家訪，帶來老三被取

錄的好消息。老三緊張不已，時而躲在

地庫，時而渾身不自在，校長解釋這個

決定很大，確不容易作出。我和外子跟

老大和老二都十分支持老三往外闖的機

會，最後老三三思後點頭，願意接受一

年的新挑戰。

勞工日長週末後，搬進宿舍第一天

是家庭迎新日，校監、校長介紹教職員

和培育目標外，更特別提及處理首6個星

期「想家」homesickness 的情況，有經
驗的家長也真摰地分享「想念兒子」son-
sickness 的心路歷程。無知乎？我完全沒

有擔心這兩種情况。回家後，我告訴外

子所見所聞，他竟跟我一樣，沒有絲毫

擔心。

直到開學後第4天，老三連續3天來

電，告知每位家庭成員，他非常想家，

特別在獨處或彈奏家姐喜愛的歌曲時，

倍感想家。外子感恩他能坦誠地直接表

達內心感受。剎那間，我和外子需要

努力易地而處，嘗試幫助老三處理想家

的情緒，鼓勵他積極投入新生活、認識

新朋友、學習新科目、培養新興趣。家

姐和弟弟們亦寄出了心意卡和自己畫的

畫，表達點點思念和關愛。

外子14歲離港赴美升學，而我則17

歲離溫往東岸升學，我倆不約而同很愛

獨立生活的經驗，嚮往在外尋找自我、

認識自我、建立自信的機會。離家的日

子反而教我們更愛家，也讓我們特別珍

惜難得相聚的日子。

我們絕對相信是上天的寵佑，讓我

倆對孩子們的前景滿懷希望。我們盼望

老三想家的感受，有助他認識自己和跟

家人的關係。今天的小衝擊是很好的考

驗，始終磨練是成長路途上必需的踏腳

石。◇

有個語言學的理

論說，人在年幼時，

有個功能特別敏銳，

能分辨出不同聲音

語調的細微差別，因此聽了再模仿說出

來，也特別準確，學語言也特別容易。

而年齡漸長，這功能也慢慢退化。不過

從教育學的角度，學好語言最重要的大

概就是「浸 (immersion)」，無論年長年
幼，其實都有挑戰。

年長學語言，需要保持記憶力和敏

銳力；而年幼學語言(尤其在家庭遷移中

及多語言環境下)，就需要注意小朋友混

淆不同語言的音調和語法，有時對母語

難以深入理解。

不過有些語言本身就是多種語言混

合雜糅，卻又自成一格。有位塞拉利昂

的朋友對我說，他的母語是 Krio，是當
地原住民語言與英語混合而成的。

我想到自己的家鄉，那裡不少山區

瑤族與漢族互通商貿，就會將瑤話、客

家話、廣府話融合一起。

在卑詩省及太平洋西北岸，曾經有

一種叫 Chinuk Wawa 的語言，是多種原
住民語言及法語英語混合而成，方便各

人學習使用。當時這種語言，是出於不

同族群共處並商貿交流的需要。在19世

紀末，使用這語言有近10萬人，不少原

住民及華裔法裔英裔移民都接觸過。

許多語言是需要保育的。我有朋友

家鄉在福建莆田，她說當地不少家族中

的小童已多講普通話，不再講母語。雖

然仍聽懂一些莆田話，但很多傳統的講

法和詞語已在消失。社會語言學中有個

共識，如何預測一種語言是否走向瀕

危，很大程度上要看族群文化的强弱，

世代之間的傳承。即使一門語言仍有不

少人使用，但若族群中的年輕一代(尤其

小童)，不再說這語言，亦少接觸相關語

言文化的媒體，那麽世代更迭不過數十

年，這種語言亦極有可能瀕危。

有些語言是在言語之外的，尤其在

特殊教育中。研究手語的人知道，不同

地方的手語系統是有差異的，甚至會一

間學校或一個社區就有其獨特的手語。

也有人會因爲身體機能的問題，喉部和

顎部無法如常發音，需要慢慢引導練

習。亦有人即使能聽能說，但因心理上

的差異，難以進入日常交流的語境，難

以與旁人溝通。

我曾有同學，女兒患自閉症，常常

不言不語。後來在康復過程中的某天，

她用不同顔色的瓶蓋，拼成藍天綠樹，

仿佛把她夏季親身經歷的風景一一再

現。彼此對視之間，我又想，我們能學

語言，是否也真學會了理解？◇

「 其

興也勃，

其 亡 也

忽。」出

於 《 左

傳》，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用

語，是根據實踐經驗而得出

的興亡成敗客觀規律。同時

也想到另一常用語，「不忘

初心，方得始終」，是出於

《華嚴經》的名句。

這兩句說話出處不同，

但總覺得互有因果關係。上

至一個國家，下至一個團

體、一份刊物、乃至一個

人，如果能夠始終如一地保

持當初的信念，最後就一定

能得到成功。

然而更多的是，最初意

氣風發，目標明確，風風火

火的大幹一場，自是好生興

旺；然而隨著時間、環境的

過去與變遷，基於種種原

因，如走錯路線、官僚作

風、脫離群眾，又或失去原

則立場，結果是不為民眾所

支持，甚至捨棄。

在國家而言，或政權不

保；在團體而言，或壽終正

寢；在個人而言，或身敗名

裂。因此才有「興勃亡忽」

的出現。

當然不少人都希望找尋

方法擺脫這個規律，但更多

的是還是圍著這個魔咒來

轉。堂堂正正的出場，唱罷

一輪，卻是灰頭土臉的退

場，又輪到另一個登場。

當然有人希望在制度上

能破除這個規律，然而制度

的合適與否只能與當時的情

況相匹配。此一時、彼一

時，訂定制度還要符合環境

情況，總不能一成不變，所

以這亦要制度上的不斷改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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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用語

   俆智輯

答 案

英語用Hand (手)的日常用語

五律的對句

   忘恩負義
Bite  the  hand  that  feeds  you .

3.交接
     Hand  over.

       

4.齊心合力 
     All  hands  on  deck.◇

1.親力親為 
     Hand's  on. 
       

 

2.放手 
     Hand's  off.

1.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  ）

2.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  ）

3.浮雲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

4.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

5.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

6.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  ）

7.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  ）

8.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

9.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

  10.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  ）

律詩第三、四句是對句，稱頷聯；第五、
六句也是對句，稱頸聯。以下是《唐詩三百
首》中較多被引用的五言對句，你記得它們的
作者嗎？

1.王勃   2.王灣   3.李白   4.杜甫    5.杜甫

6.杜甫   7.杜甫   8.王維   9.白居易  10.李益

Crystal Gu-zeng Center
麗晶古箏中心

多年教學經驗
優質古箏供應

 Tel:(604)818-8566
 麗晶廣場一樓1013號鋪
 （Hilton側門對面）8185 Main St., Vancouver (at 65th Ave)

www.vintageviolins.ca

雅歌提琴
Vintage Violins

SCHOOL OF MUSIC
604-326-0086

◆專業導師教授
◆中小提琴
◆免費借用提琴
◆長者優惠

另外本店出售

新舊專業提琴

租賃及借用。

弦樂配件

120款以上

中僑社區服務最新收費課程

                   報名及查詢：中僑社會服務中心

地址︰溫哥華片打西街38號      電話：604-408-7260

華埠耆英聯會耆英英語組
      （歡迎中途加入）

   華埠耆英聯會興趣組

乒乓球練習組(每次$1)

逢星期二及五 下午12:30至4:30

卡拉OK演練A組(每次$1)

逢星期二 下午12:30至4:00

民族健康舞組(每次$1)

逢星期三 上午10:00至11:30

伸展運動形體舞(每次$1)

逢星期三 上午11:40至下午1:10

六通拳練習組(每次$1)

逢星期三 下午1:15至3:15

粵曲組(每分鐘$1)

逢星期三 下午1:00至4:30

書法班(每月$30)

逢星期四 上午9:00至11:00

國畫班(每月$15)
逢星期五 上午10:15至11:45

卡拉OK演練B組(每次$1)

逢星期五 下午12:00至4:00

費用︰全期4個月連講義費共$52，
      或每月$15 加$5講義費。

AME班（粵語教學）

日期：9月至12月

      逢星期三及五

      上午11:30至下午1:00

AMC班（粵語教學）

日期：9月至12月

      逢星期三上午9:45至11:15

      及逢星期六上午10:30至中午12:00

PMD班（粵語教學）

日期：9月至12月

      逢星期一上午11:15至下午12:45

      及逢星期五上午10:00至11:30 

(參加者須為中僑會員及華埠耆英聯會會員)



水杉(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有植

物「活化石」之稱，是柏科水杉屬唯

一現存樹種，中國

特有的孑遺珍貴樹

種，屬國家一級保

護植物。

目前已經發現

的化石表明，水杉

屬在中生代白堊紀

及新生代，曾廣泛

分佈於北半球，但

在第四紀冰川期以

後，同屬於水杉屬

的其他種類己經全

都滅絕。而中國四

川、湖北、湖南三

省交界一帶，因地

形走向複雜，受冰

川影響較小，使水

杉得以倖存，成為

曠世奇珍。

1939年，日本三木茂博士發現一種

和紅杉相近而不盡一樣的植物化石，

發表時命名為 Metasequoia，意思是接
近而有別的紅杉。    

1943年，中國的王戰在川鄂湘交

界的磨刀溪發現稀奇樹，當地人稱

之為神樹。並採得標本，存放標本

室。1946年，胡先驌，鄭萬鈞兩位教

授，鑒定這個標

本，證實即是三

木茂發現的化石

Metasequo ia。
消息傳出，轟動

全球。各國植物

學者紛紛來華考

察，美國哈佛大

學派出專家收集

種子，並分配給

全球各大學培育

試驗。水杉培育

成功，讓世人所

認識。現今世界

各地的公園和花

園，水杉成為很

受歡迎的觀賞

樹。

著 名 植 物

學家胡馬驌在1960年代更發表「水杉

歌」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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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安祖

(溫哥華華埠中山公園，是中

國以外第一個蘇州古典式花園，本

欄專門介紹這個花園的花卉。)

題目︰Sharp  tailed  Grouse 

照片提供：中藝攝影學會。學會

1974年成立，是加拿大第一個非牟利華

裔攝影組織，以聯繫同好、切磋影藝、

培養後進及提高攝影水平為宗旨。每月

第二個及最後的星期四晚上舉行例會，

歡迎參加。網址：www.chungai.ca ◇

生 活 情 趣

   陳鈺祥

鋪草皮與撒草種

作者︰John  Wai

水  杉

光圈 : F4

快門 : 1/1250

感光度 : 1600

鋪草皮或撒草種各有利

弊。通常草皮有40%至

50%都是雜草時，換草皮比較合

適，同時鋪草皮比較緊密覆蓋

泥土，使歐洲金龜子甲蟲不會

在草皮上產卵而受破壞。但鋪

草皮後最初5至6個星期，要天

天淋水，確保草皮不會乾死。

鋪草皮最好在秋天做，因為秋天氣溫仍較高，有

助草生根發芽；另外秋天較潮濕，土壤容易保濕。其

次是春天4月中至5月中，天氣回暖，草也容易生長。

如果雜草只佔40%或以下面積，則除去雜草後撒草

種，工夫比較少。

無論是鋪草皮還是撒草種，第一步是將表土清理

乾淨，清理石塊、樹枝、木碎等物。凡是大過2吋的雜

(培英園藝社導師)

物都要清理。特別是樹枝、木碎，埋在土中易生磨菇。

第二步是將表土扒平，用尖硬的耙，用力鬆動表土，要

深1至2吋，目的是在添加新土時，新舊土壤容易混合。

第三步是添加 4、 5吋新土，成分包括盆栽

土 (potting soil)、腐葉堆肥土 (compost)、泥碳苔 (peat 
moss)、砂土或珍珠岩 (perlite)，各佔¼。
鋪好表土後用耙扒平，然後落石灰 (lime)，接著用

花灑式灑水，使石灰與表土混和以中和其酸性。這時開

始鋪草皮，草皮一卷卷，寬度約1呎。要有計畫將草皮

逐一打開鋪上，用滾筒

壓平，並要經常在草皮

上行走，把草土踏實，

使之與下面的表土充分

接觸。最初5至6星期要

天天淋水，促使草皮長

根到下面泥土。

打洞與打草根有甚麼分別？

草地經常被踩踏、給剪草機碾壓過，加上落雨及落

雪等情況，泥土會變得堅實，有礙草根的生長及伸展，

故需在每年的4月至5月、9月來打洞或打草根。一年打

洞、翌年打草根，交替展開。

打洞會清除部分草根連泥土，使土壤更加透氣，促

使生新根。打草根則是打斷草根網層，使水分及空氣容

易進入泥土內。完成後加腐葉堆肥及砂各半，再加添種

子填補空間，使新草更快長出，避免雜草乘虛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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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在 四 方

   文 圖︰莉莉

羅浮咖啡館

到捷克首都布拉格 (Prague) 旅行，
除了遊覧著名景點如舊城廣場、

查理大橋、多間博物館及大教堂外，不

妨抽空到一間有百年歷史的咖啡館，體

驗一下當地的咖啡文化。

這間創立於1902年的羅浮咖啡館

(Café Louvre)，是當時中產階級的知名
社交場所，著名作家卡夫卡 (Franz Kaf-
ka) 及科學家愛因斯坦 (Albert  Ein-
stein) 都是座上客。1948年由於共產政
權被迫關閉，直到1992年才重新裝修營

業，傳統的捷克咖啡館才得以延續。

羅浮咖啡館位於新城區一座古老建

築的二樓，儘管經過歲月的洗禮及時代

的變遷，現在仍然是當地居民經常流連

的地方。

寛敞的廳堂分幾個不同色調的區

域，最大的餐房是玫瑰色系，佈置典雅

舒適，深粉紅的牆壁配米白色雕花木

邊，營造一個頗浪漫的氣氛。另一邊廂

則是淡綠色牆壁配花紋牆紙，清新亮

麗。侍應們都穿上雪白的襯衫和黑白條

子背心，加上黑領呔和白圍裙，像是帶

你走進上世紀五、六十年代。

進入餐廳後需要自己找座位，禮貌 的侍應會説英語，餐牌有捷克文及英

文，食品種類繁多，價錢不貴。餐廳供

應早、午、晚餐，我們下午3時到達，是

下午茶時光，但仍然有午餐供應，因此

點了南瓜甘筍忌廉濃湯、牛油果番茄芝

士沙律、炸肉排配馬鈴薯沙律及火雞煙

肉公司三文治，當然還有香濃咖啡和著

名的蘋果卷餅。

炸肉排 (Schnitzel) 是東歐傳統名菜，
出自維也納，是把小牛肉切塊，打至薄

薄的，再沾上麵粉、蛋液和麵包糠炸至

金黃色，外脆內嫩，值得一試；微暖的

蘋果卷餅 (Warm apple strudel) 更是當地
的必食甜點，附有雲尼那漿及鮮忌廉，

味道不太甜；牛油果沙律及公司三文治

沒有驚喜，但勝在材料新鮮。看似十分

平凡的咖啡原來是選用維也納出品，俗

稱小紅帽的 Julius Meinl 咖啡豆，是創
於1862年的著名品牌，味道挺香醇濃郁

的。

雖是一頓簡樸的下午茶，然而身處

百年歷史的老店，讓我感受到濃濃的懷

舊氣氛。布拉格是一個色彩濃厚和充滿

魅力的古城，這間同樣有豐富歷史的懷

舊咖啡館，不就是完美的配對？

Café  Louvre 
Narodni  22, 110 00  Prague,  Czech  

Republic 
Https://www.cafelouvre.cz/en◇

走過百年歷史的

(上)食材新鮮的牛油果沙律

(右)公司三文治

蘋果卷餅是必試甜品

牛仔肉排配薯仔沙律是當地名菜

 Cappuccino咖啡十分香濃滑順，

附上一小杯氣泡水給清清口腔。

南瓜濃湯跟一籃子麵包

 櫃檯上的古董National收銀機

增添懷舊感

古色古香的餐

房寬敞舒適，

高高樓底有多

盞巨型吊燈，

時鐘也是吊在

梁上，旁有老

派報紙架。

羅浮咖啡館外貌



人所共知，孔夫子不

但是個教育家，給後世稱

為「聖人」，他還是個食

家，諸如「食不厭精，膾

不厭細」、「不時，不食。割不正，不

食。不得其醬，不食。」等大家都耳熟

能詳。當中老畢對他所說的「醬」尤感

興趣，究竟是甚麼

醬？

現在乜醬物醬多

的是，令人眼花繚

亂，但在「自古以

來」的「古」代，

基於食材關係，以

五穀為主，醬料肯

定 無 現 代 之 豐 之

多，因此老畢相信

孔聖人所說的醬應是用豆類所造的醬

油。

醬油也者，就是廣東佬所說的豉

油。不要看輕豉油，廣東佬以好食識食

著稱，對豉油之用發揮得淋漓盡致︰老

抽上色，生抽醃肉，頭抽蘸肉，用錯

了就發揮不出豉油本身的作用。岔開一

筆，小時候根本很少有所謂頭抽，那個

時候只聞珠油，用來蘸白切雞或海鮮，

拿個豉油樽到醬料鋪買的。

粵菜對味道的追求境界是「和味」

，和味者乃各種味道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形成層次豐富的複合美味。其中，

豉油通過和其他醬料、食材的搭配，生

成和味。例如蒸魚豉油要與其他物料加

工過，而非直接淋上生抽。煲仔飯如沒

淋上幾圈豉油，簡直

大打折扣。豉油與碳

水化合物的互相成

就，又點止煲仔飯咁

簡單，例如豉油王炒

麵、炒河，若無老抽

與生抽發揮鑊氣，已

失風味。而豉油做的

菜式，廣東菜肯定多

籮籮與頂呱呱，甚至

「豉油西餐」同樣是廣東佬發明。

以前社會經濟環境差，豉油撈飯又

一餐；現在經濟發達，同樣豉油撈飯。

有香港著名食家自謂，出差旅行總要帶

上小瓶豉油，如遇著不合口味飯菜，實

行豉油撈飯。當然他的豉油，非老畢這

類窮秃筆所能望其背，正是廣東俗語所

云，「人出雞你出豉油都點乾你」。哈

哈，老畢正是給點乾之人哩！◇

材 料:

黑糯米     300克
芒果           3個
沙糖       ¼杯

椰奶       ½杯

花奶       ½杯

煉奶       ½杯

1.黑糯米浸泡過夜。

2.黑糯米蒸或煲熟成糯米飯，混入

沙糖，冷卻後放雪櫃。

3.芒果起肉切粒。

4.進食時，糯米飯飯面加上芒果

粒，淋上椰奶、花奶及煉奶即成。◇

甶糖尿友吃得醒目唔使驚

豉  油

(註冊營養師)

做 法：

芒果黑糯米

飲 食 廣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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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樣食水果

    畢伫伫仕

很多有糖尿病的人士不敢吃水

果，認為水果都很甜。其實

水果除了糖份之外，還有豐富的纖

維、水份、鉀質等維生素，是健康

飲食重要的一部分。

碳水化合物提供身體所需要的

營養，水果是其中一種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我們的大

腦、眼睛和肝臟都必須碳水化合物來運作，這些重要器

官不能單靠蛋白質和脂肪。低「碳」飲食對身體有負面

影響，包括便秘、作嘔、嘔肚、肚屙和頭痛等。

但進食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後，血糖會上升，正常情

況下，身體會處理血液中的糖份，將糖份運送到肌肉細

胞，令血糖維持正常水平。但

糖尿病者，身體沒有足夠的胰

島素去處理在飮食中所攝取的

糖份，形成高血糖。所以要食

得醒目，避免同一時間攝取大

量糖份，令身體負荷不了。

糖尿友其實也可享受水

果，建議留意以下三點：

1.注意每次進食的份量。糖尿友的身體不可以一時

間處理大量的糖份，建議每次進食一份含15克糖份的水

果。含15克糖份的水果份量，大約是一個棒球大小，

例如：一個細的蘋果、橙、桃、梨，一根3∼4吋長的

香蕉，一杯提子、西瓜、草莓、半個芒果、¼杯榴槤。

一杯是指240毫升的標準量杯。留意自己每次進食的份

量，譬如一份西瓜是一杯，吃了三大片西瓜，那麼就差

不多是吃了三個橙，血糖不

高才怪！

2.進食水果的時間。糖

尿友不宜食「飯後果」，尤

其是飯後血糖偏高的人，較

    龍寶雲

理想的時間是兩餐中間的時候吃水果。因為吃過麥皮、

麵包、粥粉麵飯，這些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後，血糖便

會隨之上升，如果再加上一兩份水果，血糖再飆升，不

妙！所以吃過正餐後，動一動，走一走，讓血糖有時間

降下來，之後再進食一份水果會比較理想。

3.多選擇低升糖指數的水果，如蘋果、綠色桿的香

蕉、草莓、香瓜/皺皮瓜、蜜瓜、芒果、橙、桃和梨。

中升糖指數的水果有熟的香蕉、車厘子、提子、奇異

果、荔枝和菠蘿。高升糖指數的水果有十分熟的香蕉和

西瓜。吃了較高升糖指數的水果，血糖的升幅會較高。

對於腎臟功能正常的人，含豐富鉀質的水果有助改

善高血壓，這裡水果包括奇異果、橙、杏、香蕉、香

瓜/皺皮瓜、蜜瓜、沙田柚、石榴、番石榴。

只要注意每次進食水果的份量，選擇低升糖指數的

水果，水果絕對是每日正餐之間的健康小食。◇

   謝其賢



   文 圖︰蘇小文

旅 遊 記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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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達佩斯

布達城堡的日景和夜景

布達佩斯—— 匈牙利的首都，眾所週

知它是由位處多瑙河西岸的布達

(Buda) 與東岸的佩斯 (Pest) 兩市所組成。
筆者仰慕這裡已久，終於一償到這裡自由

行心願。

抵達後，先在機場買了市內公共交通

的通行證，以方便往後的旅程，不用每次

都需要買票。

行李放到酒店後，與友人先到市中心

的「英雄廣場」(Hero Square)。這個廣場
坐落於 Andrássy Ave. 的盡頭，夾於美術
館及博物館之間，後面是城市公園。

廣場不算很大，中央矗立著一支巨大

的紀念碑，而紀念碑前有一個用鐵鏈圍著

的衣冠塚，用以紀念為國家自由而捐軀的

英雄。在紀念碑後兩排半月形的柱廊，

左、右廊中各有7個曾經統治過匈牙利的

國王及歷史名人塑像。

廣場後面，穿過一條橫跨湖面的橋便

是市公園。公園面積比廣場大很多，裡面

有 Vajdahunyad 城堡、Jaki 教堂等中世紀
時代的建築物，漂亮而優雅，沿途種有不

少的樹木，即使氣溫是攝氏30多度，但仍

感到涼風習習，精神爽利。

漁夫堡 (Fishman Bastion) 位於布達市
的城堡山上，它的名字是因為中世紀時

代，這裡的城牆由當時的漁民負責守衛而

得名。城堡有7個圓形的尖塔，造型非常

特別。在這裡居高臨下，整個佩斯市及多

瑙河一覧無遺。

漁夫堡後，便是 Matthias 大教堂，她
建於14世紀，原名是聖母教堂，但人們通

常都以國王 Matthias 命名。在漁夫堡的左
邊是布達城堡，這裡面積很大，包括了總

統府、美術館及博物館。進入這城堡前，

還有一個地下迷宮，曾經用作酒窖及防空

洞。

晚上的多瑙河更是必看的景點，相約

了友人一起拍夜景。首先是國會大樓，當

夜幕低垂的時候，金黃色的射燈照在大樓

白色的牆身上把整個大樓都染成金黃色，

加上倒影照在河上，令人陶醉。走到河的

對岸，看到的又是另一種美態。

城堡山上的布達城堡亦披上了金裝，

而 Szechenyi Chain 大橋則被銀色的燈光
灑滿，金色與銀色相配，美豔又不落俗

Vajdahunyad 城堡

多瑙河明珠

英雄廣場紀念碑

一柱擎天

連接布達城堡的 Szechenyi  Chain 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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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做過戰地醫院，現在是教堂的 Gellert  Hill  Cave。

國會大樓的黃昏與夜景

漁夫堡

套。加上漁夫堡內的 Mat-
thias 教堂，金色的塔尖
直指夜空，真教人不願離

開。

最後一天，我們到中

央市場逛逛，朋友希望

買一點手信，選擇了白酒

及鵝肝醬，都是這裡出名

的。然後到 Gellert Hill 
Cave，它原是一個山洞
群，曾經是修道院，二次Matthias 大教堂

買手信不妨到中央市場

大戰曾是戰地醫院，現在則是天主

教教堂，裡面分有多個不同形狀的

小教堂，可惜內裡不能拍照，但仍

然非常值得參觀。

黃昏後在多瑙河邊晚餐，就在

差不多用完晚餐時，河上忽然響起

陣陣炮聲，原來是在放煙花。色彩

繽紛的煙花在空中爆放，加上布達

城堡的美景，給我們這次旅程畫上

完滿的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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