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大同先生夫人

張安德先生夫人（香港）

全加開平總會館

加拿大東莞同鄉會

溫哥華龍岡親義公所

溫哥華客屬崇正會

梁淑微特許會計師

梁詠恩特許會計師

歐陽亦芃特許會計師（退休）

歐陽張錦端女士

威信會計師樓

黃振鍊先生夫人

葉榕溪先生夫人

吳景俊先生夫人

廖約翰先生夫人

曾超名先生夫人

區發先生夫人

王樹德女士

陸碧瑜先生

Hillcrest華人耆英會

南溫華人耆英會

嘉齡藥房

加拿大健康促進會

楊光醫生

伍穎漢醫生

東一街牙醫診所－許振亞醫生

Grace Dental Centre

專業電腦達人－Martin Kwok

鍾廣平中醫館

曙光中醫館

廣慈中醫診所

新威中醫診所

胡咪咪中醫針灸師

張嵐中醫針灸推拿

本草堂蔘茸國藥行

花中情花店

樂園盆栽

好好豆品專門店

小太陽教育中心

嘉信旅遊

合誠車身修理

明家燒臘專家

百家店(香港仔)燒臘肉食公司

富邦保險有限公司

溫哥華燕鳴粵劇團

JFV Service Company Ltd.

Vince Printing永寧彩色印刷

三聯書店

McFairview Printing Ltd.

列治文帝國中心報攤

華蕭祥麟女士

梁淑貞女士

徐耀華先生

袁紹蘭女士

鄭渭潮先生

沈彩萍女士

黃志光先生

Adrain Lee, CA

鄧文輝先生

何永強先生

姚慶熙女士

H.Lam先生

Karen Ng

Betty Lowe

Louise Yim

Lance Leung

吳強先生（香港）

May Lowe（温温溫尼辟）

John Leung（卡加利）

Chieu K. Connors（美國加州）

張一程先生夫人（美國伊州）

Dr. Audrey Lam（美國費城）

Queenie Teller（美國佛州）

Maria & Stanley Lee

有名氏

高麗梅女士

梁佩賢女士

王范桂香女士

王慧玲女士

王志堅先生

王志學先生

葉翠娥女士

馮瑞深女士

馮偉安先生

林孔先先生

林炳光先生

馬明昭先生

高雅威先生

歐陽煥萍女士

冼陸艷顏女士

潘陳妙瓊女士

盧余佩英女士

何繆默然女士

盧彭桂熹女士

傅桂華女士

梅美賢女士

李倩芬女士

唐瑞英女士

關琼珍女士

李蘇英女士

温黃靖淩女士

陳國勳、陳李武嬌夫婦

葉榕湋、葉盧琳夫婦

陳流光、周愛琴夫婦

Georgia Kwok

Joyce Chiu

Connie So

Linda Sun

Linda Sam

Eddie So

Josephine Poon

Rita Chiang

同敬賀(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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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的博奕                 
   陳華英

新  松

古 時 的 西 域
這裏所講的古時，

是指秦漢的時代，那時

候稱為西域，在今天看

來就是新疆。不過那時

候要去西域的確是一件很艱難的事，因

為在天山南北大部分是沙漠地帶，當時

的人只要出了甘肅敦煌西南的陽關，便

「西出陽闗無故人」了。

不過在沙漠的旁邊也有綠州，所以

當時在西域已有許多國家，《漢書·西

域傳》中記載，在紀元前二世紀初葉，

西域已有三十六個國家，但它們大部分

都受匈奴支配。漢武帝得知匈奴曾打

聖誕日，友人傳

來一段視頻，原来白

石鎮海邊出現了一

個異象—海面浮現

了一大堆一大堆的小銀魚，約五六

吋長，在海面上跳躍翻騰，四處奔

竄。一時間陽光下銀光閃閃，令人

眼花撩亂。不少魚兒被海水沖到岸

邊，擱淺了，靜待死神的來臨。圍

觀的人很多，有不少蹲著，用手把

一大把一大把的魚兒掬起，拋回海

裏，希望拯救眼前的小生命。

之前幾天，溫哥華傳來地震的

消息，先後有九次之多，最嚴重的

一次達黎克特制6.2级之多。人們

心中都有一個陰影：究竟這個異象

是大地震的前兆，還是這幾次地

震的结果？溫市大地震的周期是一

百年，數算一下，又差不多是日子

了，所以報章、電台又重提準備地

震包之事，喚醒一下善忘的市民。

翌日，我和好友按捺不住，驅

車往白石鎮去。海邊已擠滿了人。

伸往海心的長橋，橋頭有幾個警衛

守著，大概是怕人太多，把橋壓塌

了吧!空中滿是海鷗的叫聲，滿海浮

著的黑點是一群群的海鷗。忽然，

天空撲刺撲刺的飛過一片烏雲。抬

頭一望，幾千隻海鷗從頭頂飛過，

氣氛就像希冶閣的影片《鳥》一般

的詭異。

海面上銀魚跳躍的景象已不復

見。只見海灘上，石隙間都是死去

的小魚，海底滿佈魚屍，在海砂上

微漾。一群群的海鷗在爭相啄食，

甚至鼓動強而有力的翅膀互毆起

來。幾隻烏黑的海豚在綠波間浮

沉，追逐著殘餘的魚群。海面上正

進行着一場生死的博奕。

大草原上，狼群追捕著奔馳的

羚羊和野馬。野馬、羊群没命的狂

奔，掀起一陣陣風沙。跑得慢的老

弱幼者就被狼群撲殺，成爲野狼裹

腹的點心。這場觸目驚心的博奕，

最高興的是地上搖頭擺腦的青草。

因為狼群正執行著大自然物種平衡

的工作。如果没有野狼的捕獵，羚

羊、野馬、野牛無節制地繁殖，就

會做成大草原的災難—青草被過度

消耗，加速了草原的沙漠化。

大自然時時刻刻上演著一場又

一場的生死博奕。這戲碼也有我們

人類的份兒。我們和天地鬥—躲避

各種天災：如澳洲的森林大火，紐

西蘭的火山爆發，東岸的暴雪，美

國的大雨等等。我們也與野獸鬥，

爭奪牠們的地盤作為居所。現在，

爲百年一遇的大地震作好準備，也

是我們和大自然的一場博奕啊!◇

敗月氏國，殺了月氏國國王，把國王的

頭骨當盛酒器，所以月氏國的人非常憎

恨匈奴，很想報復。於是武帝便派張騫

出使西域，聯絡西域各國共反匈奴。他

給張騫隨從百餘人，另有匈奴人堂邑父

作陪。但張騫從隴西出發，一踏進匈奴

境，便被匈奴扣留了，但匈奴對他很優

待，給他了個匈奴女嫁他為妻，還生了

兒子，一住就是十來年。

一天，張騫乘監視人的疏忽，約了

同伴出逃，向西行，到了沙漠地，經堂

邑父的努力，渡過荒漠，進了大宛國，

大宛國得知他是漢使，非常高興，又派

人護送張騫等去康居國，再由康居國去

到月氏國，但這時月氏國是皇后當政，

已遷到大夏去了，於是張騫等又去了大

夏國，一住又是一年，知道月氏國國力

衰弱，已無反匈奴的力量，張騫便返回

漢朝，總共花了十三年。

不過張鶱這次出使西域，了解到西

域許多實際情形，又知道西域的地形，

後來衛青和霍去病攻打匈奴時，他也隨

軍一起，大有幫助。匈奴被衞青、霍去

病打敗之後，向漠北逃亡，遠離西域各

國。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原想招引烏

孫回河西谷地，但沒有成功，後來烏孫

使者來長安，回國報告後，烏孫王便漸

漸與大漢交往，從此，西漢與西北諸國

漸漸聯繫起來，開闢了絲綢之路。

古時的絲綢之路，是從長安經中亞

國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敘利亞，

到達地中海，以羅馬為終點。佛教第一

次傳入中國也是經由絲綢之路，那是西

漢哀帝元壽元年，即紀元前二年，西域

大月氏使臣伊存來朝，向長安博士弟子

景盧口授《浮屠經》，後來景盧將它筆

錄，這就是佛教傳入中國的初始，史稱

「伊存授經」。◇

人 類 是

萬物之靈，

人 類 也 是

最自負的動物，世上似乎

沒有任何一樣東西，可以

比得上他們！現在可否就

讓這你們一直稱之為「時

間」的我，介紹一下自己

呢？我是一件既無形狀，

但同時亦是人類急需的東

西，因著我一直存

在於你們的生命

中，由始至終的一

生，也一定要與我

同行，由此可知，

「我」對人類何等

重要！

然而你們的一

生，是如何度過，

是豐盛快樂還是潦

倒失意，卻是由你

們自己去操控，成

敗得失與我無關。

由你們初臨人間的

第一秒鍾開始，我

便與你們結下了

一生不離不棄之

緣！在我的護航

下，讓你們安然的

度過了自己的一生的每一

個階段。由牙牙學語一直

到認識、接受並愛上這個

充滿著新奇刺激的世界，

在每一段路的過程中，都

必然經過自己的奮鬥和努

力，才能享受到自己的成

功和欣賞到這個世界的美

麗。否則，就枉費了我對

你們的「栽培」。甚至會

因為你們不珍惜我而感到

失望。

笑看我自己，其實也

沒有甚麼用處，無盡的

來，不斷的去，我只是屬

於無影無蹤的空間，全靠

你們人類把我劃分為不同

的年、月、日，我才開始

對自己稍有認識，感謝你

們在我身上寫下一段段不

朽的印記：從哪年到哪

年，就是某人的一生；從

某年到某年，就

是某些世界大事

的記錄。而我就

是如此地成為人

類歷史的見證，

也成為「人間有

愛」的延續。所

以，自有人類的

記憶開始，時間

就不在被忽略，

被忘記，自己的

價值，也從此得

到肯定和珍惜。

人類與我，

永遠存在著一份

微妙和親密的關

係 ， 你 們 需 要

我 ， 才 能 活 出

生命中的美好和

意義，我更需要你們來重

新認識自己，原來在我身

上，一直閃現著你們生生

世世所活出的生命之光。

說著說著，已是到了

人類給我的另一個新名

稱——二零二零年！新的

名號，新的開始！讓我們

親密的依偎在一起，彼此

鼓勵，共同締造出一個平

安、祥和與充滿歡樂的一

年。◇

時
間
的
自
述

   柳上惠

百里晴川，琴台昔往，千湖稻熟三楚。人間浮世繪，憶曾賦萋萋鹦鹉。 

天涯尋渡。歎翡翠沙丘，樓遮江樹。深秋雨，白雲紅蓼，碧姬何處。 

頓苦，高士懷才，住陋街窮巷，壟耕禾黍。草盧迷皎月，望銀漢星河鷗鹭。 

書成難與。遂道步麻鞋，臨風飛舉。登仙路，武當金頂，拂塵歸去。

翠樓吟·憶楚   陳孟玲

霓裳中序第一·暇思 
穿樑燕子出，萬裏晴空遙送鶴。遼海遇仙割席，吊蘇小墓前，桃蹊如昨。當年玉琢，

佛殿禅僧夢誰覺？胭脂井，落花似墜，片片入泥濁。 

斑駁，綠楊城郭，昔日夕陽聞戍角。枯蘆衰草劍锷，霧障雲遮，兔鼠河洛。 

壟沙吹紫陌，卻又是霜天夜泊。離亭路，千輪晨碾，驛月照紅藥。◇

   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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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鳳鳴

    劉全豔 悲喜交集一年級爐 石 塘

清心反省 雲開日明

新  天

澳門庇山耶街

又名爐石塘。六十

年代的爐石塘，是

一條充滿着生活氣息的街道。它曾

張結着彩旗，縱橫交錯地在人們的

頭頂上飄揚，慶祝葡國國慶；它是

農曆新年舞龍舞獅、打鑼打鼓，採

青路過的街道；它也是盂蘭節飄色

巡遊經過的地段；它更是孝子賢孫

路祭的行經之地，凡是送殯儀仗隊

經過的地方，都會撒下滿地的溪

錢。

中秋節的晚上，住在爐石塘的

小孩們，提着各式的燈籠，亮晃晃

的喧鬧着穿來穿去。沒錢買燈籠

的，就在空心的沙田柚中插上一枝

蠟燭來作燈籠，一大群孩子，就在

這條街上歡樂地慶祝中秋。

盂蘭節燒街衣的那段日子，晚

上的爐石塘街頭火光處處。家家户

户燒街衣時，都引來了一大群孩

子。燒街衣的人在門前或路邊點燭

插香，燒金銀衣紙、元寶、冥紙，

撒芽菜、豆腐、奠酒。最後撒白

飯、花生、龍眼及硬幣，整個燒衣

過程才算完結。那些聚集圍觀的

孩子要等待的，就是燒街衣的

人最後所撒出的硬幣。硬幣一撒

出，孩子們便爭相撿拾。

爐石塘兩旁的小商店林林總

總。從草堆街走過去，右邊街角經

常會看到些三輪車伕把車子停在那

裡休息。左邊街角有一檔賣汽水

的，逢年過節吃晚飯時，一聽到

爸爸說：「買幾支汽水回來吧!」

我便和姐姐搶快跑到那汽水檔前，

買發達橙汁、玉泉忌簾、沙士汽水

和青島啤酒。再過去有間賣玩具的

協記洋雜，玻璃窗櫥內放着各種玩

具，常是我駐足流連的地方。

爐石塘上的明生紙號是我後來

入學後常去買文具的地方。明生紙

號在臨近中秋節時，門前就掛上各

式各款的花燈：有紙糊篾紥而成的

兔仔燈、楊桃燈、鋰魚燈等各式造

型的燈籠。爸爸曾經買過一個蝴蝶

燈籠給我，一隻用彩色玻璃紙紮

成，色彩鮮豔的蝴蝶，繫在竹枝

上。中秋節過後，那隻蝴蝶就一直

懸在天花板上，我每天望着它，又

在等待下一個中秋節的到來。◇

不知不覺間竟然已成一個一年級

小朋友的娘，這日子過得太快了，連

娃都感慨：「啊呀，明年就二年級

了……」

我時常在晚飯時問娃：「今天老

師都教了什麼呀？」

她兩眼一翻白：「她什麼都沒教！就是讓我們自己

看書自己寫！言語之中似乎還有怪罪老師過於懈怠？不

過這語氣卻也像極了她平日里焦慮的老母親。」

我日日翻看家長聯繫本，無他，就是要帶什麼東西

去學校，偶爾來一次什麼閱讀10分鐘。納尼？這就是你

們的homework？

後來總算發了幾張打印紙，上有單詞若干，細數一

下50不到，包括it、this之類……要求這個學期內能掌

握。我暗自憂心:「果然，這點詞彙量，放到北京市海

淀區那是幼兒園的要求吧。」

行吧，看來，在加拿大上學，只能家長自己上了。

於是把從中國背回來的練習冊掏出來請娃做，她是各種

不情願。

眼看著2019年就過完了。這天娃突然又從學校背回

來一疊打印紙。她們沒有課本（是的，加拿大一年級小

朋友居然連正式的、標準的、統一的課本都沒有），這

疊打印紙就是她們這學期的全部學習內容了。

總共三部分。語言就是從A到Z，抄寫大小寫，然後

找幾個以這個字母開頭的詞。中間通常是一幅畫，讓他

們塗色啥的，算是調劑一下抄那麼幾個詞的辛苦。

數學也是先抄寫數字，阿拉伯的和詞的，抄到10。

中間有一些遊戲類的數字認知，一直翻到最後，終於見

到他們要求數到100，至於加減法，還在10以內徘徊……

正當老母親覺得我們注定要落後於國內強人，另一

疊打印紙引起我的興趣。

「上學路上，我看見了……」（社區觀察）

「我們學校有……」（學校觀察）

「這是某老師，他的責任是……」（老師觀察）

「我們教室的規定之一是要尊重他人，因為要對別

人好，這很重要。我們也需要有耐心。」

「不友好的表現包括：踢人、吵架、弄得亂糟糟、

不分享……」

還有加拿大國旗，「我們的國家很乾淨，我們和平

而自由。」一些細微的規則包括：「我們不在滑梯上逆

爬。」……

一張張一頁頁，這些都是通過讓孩子自己畫、自己

觀察、自己寫出來的，老師只負責啟發，每一頁下面都

有老師的鼓勵。

突然就有點感動。娃在家裡受的打擊和挫折教育居

多，但是在學校，她永遠能收穫表揚。

一晃，一年級就過了半學期了。明年，娃就是二年

級的人了。翻完這些，她媽也才在焦慮中夾雜著孩子成

長了的歡喜。◇

「荏苒冬春

謝 ， 寒 暑 忽 流

易 」 時 間 飛 逝

得太快了，轉眼又踏入2020年2月

份。記得1月中遇上風雪，天色陰

沉沉。有一天站在街上等候巴士，

雪花紛紛揚揚的飄落，雖然穿上厚

厚的外衣，但一股股寒風刺骨吹

來，身體抵受不了，感到極度寒

冷。皚皚白雪遮蓋草地上、馬路

上，腦海裡浮現兒女還是孩童時，

在雪地玩得樂極忘形的情景。多麼

羨慕他們，很想回到孩童時，一顆

單純的心，清得像溪水的清透，沒

有煩惱纏繞，無束無拘。當人年紀

漸長，隨着時間的洗滌，生活改

變，思想改變，令人不知不覺間思

想變得複雜。

有些人為了一己私慾，心機算

盡，冷酷無情，不惜傷害身邊人。

前夫曾自圓其說，夫婦之間出現問

題，是兩人的事，不會傷害其他

人。其實，這都是為了自己的益處

而自辯，應該要認真地反省，為什

麼因一人的自私，將一個大好家庭

拆毀，傷害兒女幼小心靈，傷害身

邊關心的人。

反省，好像一條橋，通向以往

種種經歷，從經歷去思想所作所

為，從新思考，可能有意想不到的

結果，因為正確的思維，會有所幫

助。老實說，當懷有歪念或自我中

心强，受情慾蒙蔽，自控能力都不

容易，而且有些人更加執迷不悟，

屢勸不聽，令事情變得更加糟透

了。

若我們時常緬懷過去，終日困

在死胡同，沉浸在不快樂的心境

裡，是多麼可惜和可憐。曾認識有

些單親人士，逃避面對現實，對逝

去的情太執著，用盡心機和方法去

挽留。可惜强扭的瓜不甜，終於變

得嫉妒猜疑，性格大變，還傷害身

邊關心的親朋，更心懷怨恨，苦待

自己，不能自拔。雖然，有很多事

都身不由己，不過可以從困苦中走

出來。當然，過程是辛苦的，是需

要努力和決心，正如《一剪寒梅》

其中有幾句歌詞「總有雲開日出時

候，萬丈陽光照耀你我，看見春天

走向你我。」◇

   養樂多

編者按：東西方文化差異始終是身在海外的華裔

家庭所面對的挑戰之一，孩子的教育更是這種差異

彰顯和碰撞的主陣地。在一次次的彼此「驚歎」中

發現差異，比對思考，拓展眼界，讓成年後的我們

再次滿懷好奇心，與家裡的小頑童一起成長。

你是我心裡的月亮

明媚 潔淨 歡暢

看你那溫暖的笑容

彷彿春天也被你收藏

這夜

時而短暫，時而久長

我趟過車水馬龍

越過河流山崗

只為靜悄悄地

與你訴一訴衷腸

噓

看著我

月光下你溫柔地

看著的我

披著你灑下的萬裡銀霜

此刻是你帷帳裡嬌羞的新娘

贈一幀美夢吧

親愛的月亮

你聽過風喘息著講述離別的故事

你見過篝火躍動燃盡遊子的嘆息

你說哭吧

哭累了在我懷里安睡

多美的夜

我不想離去

真的 真的

不想

離去

……◇

你是我心裡的月亮

2020年2月     25



   

應手的工具

新  地

  李光澤

五十年不變

某日在唐人街，

一位婆婆說，「不知

現在的後生，還會否

過我們這些舊節。」

她說的是傳統節日，如春節、清明、

端午、七夕、中秋、重陽，等等。

她問的是後生一輩（包括我在内），

是否仍會覺得這些節有意義？在熱

鬧、團聚、儀式之外，對傳統文化的

理解是否已不復存在？雖然從家庭到

城市，這些節日都有慶祝，但這些節

日包含的家庭、人情、祖先、歷史、

自然等觀念，的確也需要更多人去認

識。

某日又聼同事說近年中國多了很

多新節。例如「雙十一」(11/11)，

或稱「光棍節」，據説是大企業為鼓

勵購物消費，將11月11日推廣為節，

在當日大打折扣，歡迎全民購物。更

有網絡紅人，進行網絡直播，推薦各

種產品。最受歡迎的直播間，當日銷

售額可達十幾億元。

在加國，許多人來自五湖四海，

節日自然也五花八門。舊年同在10月

底的，不但有來自塞爾特傳統的Hal-

loween(萬聖節)，還有來自印度傳統

的Diwali(明燈節)。同在12月底的，

不但有主流的聖誕節，還有不太為

大衆熟知的Kwanzaa(非洲文化節)。

節，不只為慶祝，也是在提醒什麽關

係應該維持。每個族群都有其值得紀

念的重要節日。觀察瞭解這些節日文

化，就能或多或少一探此族群的社會

關係，此社會的來源和歷史，更是一

種集體的身份認同感。

我想，節，也許就是每個人心裏

想留住的東西。我在嫲嫲身邊長大

時，她縂會記得農曆的二十四節氣，

每到一個節氣，她就說飲食該如何，

氣候該如何。我記得每年冬至，她會

叫家人一起聚餐，自製白切鷄、梅菜

扣肉、蒸魚等等，擺滿一桌，隆重其

事，因爲 「冬至大過年」。

我又記得卡爾加里夏天的Stam-

pede(牛仔節)，那時我初來乍到，

有幸結識一班朋友，一道體驗牛仔

節，嘗遍留學的甜或酸。那時學校導

師，帶我去當地GlobalFest(多元文

化節)，看不同族裔文化，在草坪上

看夜空煙火。兩年前，我們還在會議

上碰面。而數月前，我得知她患帕金

森症，身體機能及記憶甚受影響。她

家人告知我，「你對她的印象停留在

兩年前，未嘗不是好事。現在你若見

她，傷心難免。」但我還是決定下月

去見她一面。我總記得那些節，那些

好回憶，但願她還記得住。◇

我 跟 外

子在倫敦家

庭大會參與

的第三個講

座為「神賜予你孩子的性情Tem-

perament」，主講的夫婦是來自

美國維珍尼亞州的Art和Laraine 

Bennett。他們結婚42年，有四

名已成年兒女，三名孫兒。Art 

是註冊婚姻和家庭治療師，服務

精神健康方面的需要超過三十

年。Laraine完成哲學碩士後，

不但是專欄作家，也跟丈夫共同

著作五本書。他們所謂的性情是

根據公元前460－377有「醫學之

父」之稱的希波克拉底的理解，

人體四種主要體液影響着人天生

的性情。

主講夫婦的四名兒女各屬一

種性情，這令他們的演講，充滿

着各種活生生和貼題的例子，讓

各與會者產生共鳴感，且不停捧

腹大笑。第一種性情是Choleric 

（肝的黃膽液），這類別是天生

易怒者。他們的反應很快且強

烈，因此他們果斷、頑強、有自

發性。主講夫婦最易怒的女兒，

在幫助爸媽整理資料時，問道：

「我不明白，為甚麼『永遠是對

的』是一項弱點？」

相反易怒者的是Phlegmatic 

（肺的痰），天生冷靜者、和平

愛好者。他們平易近人、說話溫

和、愛沉著應戰、反應緩慢且

謹慎。他們討厭爭執，為逃避

衝突，就算不是他們的錯，也會

怪責自己。他們喜歡團隊精神，

非常合群和服從，總讓他人作決

定。主講夫婦笑說，每家都應有

一名冷靜的孩子，但有「乖巧」

孩子的父母，別自持教導有方！

第三種性情是Sanguine（心

的血），天生樂天者、派對能

手、享受人生、非常關心別人。

他們很自然成為衆人的焦點，因

他們愛討好取悅別人，是社交蝴

蝶。他們活在此刻、樂觀、健

談、充滿活力但非常健忘。於是

常常遲到，忘記功課、車匙之

類。主講夫婦的樂天兒子參與了

很多課外活動和會社，忘記了出

席大部份會議，卻緊張地出席在

校刊內每張會社的大合照。

相反樂天者是Melancholic 

（腎的黑膽液），天生憂鬱者，

處事小心、悲觀、認真、忠誠。

他們反應很慢且不外露，但非常

強烈，不愛新嘗試，只仔細追求

完美。「不」是他們慣常的回

應，也比較難適應新環境。主講

夫婦的憂鬱女兒在大學健身社服

務台工作，上班超過半年後才開

始考慮自己健身去。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認識

自己、伴侶和孩子的天生性情，

不是來控制或規限個人的發展，

而是在溝通時，更能尊重和明白

對方，彼此發揮各有所長，成為

我們親子應手的工具。◇

兩年前，在香港參加中學同學慶祝畢業五

十週年聚餐時，被同學們提名為兩年後再度聚

會的聯絡人。於是在去年年初，便訂了在十二

月回港機票。豈料到了去年夏天，香港出現史

無前例的社會運動，暴力事件無日無之發生。

在香港的親友都勸告我暫緩回港計畫。但隨後知曉妻子以前任教

的小學在十二月舉行慶祝建校五十週年活動，同時另一位認識超

過五十年的好友邀請乘郵輪同遊越南峴港，終於決定如期回港。

同學聚會的日期時間，由於避免週末突發事件和交通不便，

都一改再改。雖然不少散居海外各地同學沒有回港，仍然有超過

十位同學參與改在平日的午餐。大家重溫五十多年前青春少年同

窗時光與老師和同學間的逸事，雖然隔了半個世紀，仍歷歷在

目，帶來了不少美好回憶和歡笑。此刻，大家最珍惜的，除了彼

此的情誼和相聚。最重要的還是要保持身心的健康。

妻子參加她以前任教的小學慶祝建校五十年校慶活動，我沒

有在場。之後她樂意分享她的感受，除了可以和多年不見的老師

敘舊外，最令她開心的，是見到了三十多年前曾經教導過的學

生，現在已經事業有成，而且已有美滿的家庭。有個別同學，特

別感謝她當年的鼓勵和金石良言，成為他們生命成長的滋養。而

她重看與他們一起合照的全班畢業相片時，亦令她十分高興和感

動。

五十年前，當我於一間醫院藥房值班的時候，一位駐院專科

醫生聘請我到他的私人診所，擔任配藥的工作。他為人隨和，沒

有架子，假期亦主動邀請我一起參加遊玩。在診所工作了一年多

後，他知道我將會去藥廠應徵面試營業代表的職位，便毫不猶豫

為我寫了一封推薦信，幫助我進入藥物銷售推廣的行業。雖然我

已經移民溫哥華差不多三十年，但無論我們回港或他來加拿大旅

遊，我們都會見面敘舊。去年他知道我們會在十二月在香港，便

邀請我們與他與家人，一起參加一個五天四晚的遊輪假期到越南

峴港旅遊。能夠和相識超過五十年的好朋友同遊，實在是人生一

個大樂事。

每個人的生命每天都會遇到或大或小的變化：健康、工作、

環境、人際關係……重要的是怎樣面對挑戰。要五十年不變，談

何容易，但最能滋養生命的其中重要一環，原來是人與人之間的

良好溝通，重視對方，初心不變和彼此關懷。◇

  蔡師奶

   黑字
節

董
培
新
漫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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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畫詩是中國畫章法的

一部分，它通過書法表現到

繪畫中，使詩、書、畫三者

極為巧妙地結合起來，詩

中有畫，畫中有詩，詩情畫

月讀/詩林

斷捨離的簡單生活

詩人的身份認同    

2020年2月      27

正當新舊年交

接之時，很多人都

會 把 家 居 清 理 一

番。翻箱倒箧，把

舊的没用的棄置，

有 用 的 安 置 好 ，

欠缺的補充一下。有

的東西十年如一日，年年翻出來整理一

番，想著以後還有用。但是年復一年，

卻派不上半點用場。倒不如把它捨棄

了，到有用時再添置還化算。因為多年

來花於整理的心血和時間，用於貯藏的

空間，已遠超於該物件的價值了。

日本人是最愛整潔的民族，其家居

的清爽、有條理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山

下英子著的《斷捨離的簡單生活》這本

書，對我們收拾家居，甚至做人的態度

都有參考的價值。

山下英子根據瑜伽行法哲學「斷

行、捨行、離行」創想出能實踐於日常

生活的「斷捨離」哲學。這是一種任何

人都能體驗、探索自我的心靈整理術，

有助於轉換想法，促進心靈的新陳代

謝。

在多民族的國家，像馬來西亞、加拿大，身份認同與各族和

諧很重要。馬來西亞詩友金苗的詩中，多有述及。如〈你的心，

他的心，我的心〉：

「你是馬來人 / 他是印度人 / 我是華人 / 

你有你的他有他的 / 我有我的樣貌和膚色 /

你的祖宗來自半島的北方 / 他的祖宗來自恆河流域 / 

我的祖宗來自黃河兩岸 / 

找生活是共同的目標 / 尋世外桃源是大家的夢想 / ... 

這岸有馬六甲海峽風平浪靜 / 那岸有南中國海洶湧澎湃 / ... 

年輕的馬來西亞 / 這片美麗的國土 / 是你的是他的 / 也是我的」。

在〈我們可以有春天〉中，金苗更進了一步，在身份認同與各族和諧方面，

他有著超時代的看法。寫到「熱帶地方/沒有四季之分」，因而羨慕「溫帶地方的

春天景象」，他所謂的「人造春天」，就是各民族不分彼此，互相融合的理想。

想像得很妙：

「當我不再是華人 / 你不再是馬來人 /

他不再是印度人 / 他們不再是少數民族

當我們大家都自豪地 / 向世人宣佈 / 我們都是馬來西亞人 / 

我們都是兄弟姐妹 / 

當這一天降臨 /

我們這裡就有了春天」

「人造的春天幾時到來 / ... / 我們和我們的後代 / 都會耐心地追尋和等

待」，這些，都是值得華裔加拿大人深思和學習的。◇

   韓牧

人生的哲學—

   許國挺

作者認為「斷捨離」之後，就能享

受滋潤而平靜的生活。且看書中述及日

常生活是如何「斷捨離」的:

作者首先要讀者自問: 「適合我的東

西是甚麼?」不需要的就放手，捨去的部

份，就由餘裕取代。空間的「餘裕」，

時間的「餘裕」，以及人際之間的「餘

裕」。這種「餘裕」，正是滋潤生活的

「美」。

書中根據家居生活的整理，分成七

個部份:

1 「食」的空間—廚房

2 「衣」的空間—衣櫥

3 「睡」的空間—寢室

4 「住」的空間—客廳

5 「洗」的空間—浴室

6 「學」的空間—書房

7 「走」的空間—玄關

作者詳列了這七個空間如何實踐「

斷捨離」的哲學。書中引述了一段很有

意思的話，就是周哈里窗﹙Johari Win-

dow）的理論，說每個人都有四扇窗： 

1 .自己知道，別人也知道的自己。 

2.別人知道，自己卻不知道的自己。 

3.別人不知道，自已卻知道的自己。 

4.自己與別人都不知道的自己。

所以，要了解真正的自己，就要發

掘更多「自己不知道的自己」，方可找

出適合自己的「斷捨離」生活。

作者山下英子著作及監修的相關書

籍在日本總銷量超過三百萬本，榮登百

萬暢銷作家之列，並活躍於報章、雜

誌、電視及電台節目之中。◇

書名:斷捨離的簡單生活

作者:山下英子

出版社:一起來出版

發行: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出版日期:2018年7月

   陳華英

題畫詩
拾趣

意，相映成趣，相得益彰。

中國畫非常講究「意境」，往往通

過題詩，或抒發感情，或談論藝術見

地，或描寫畫面美境，以增強畫作的形

式美感和深刻內涵，構成中國畫(特別是

文人畫)的藝術特色。誠如古人所言：「

高情逸思，畫之不足，題以發之」，「

畫寫物外形，詩傳畫中意」。

題畫詩有著悠久的歷史，經歷了從

魏晉南北朝的萌芽期，隋唐的發展期，

宋元的成熟期，明清的繁盛期，以及近

代的延續期五個階段，產生了大量的題

畫詩佳作。它不僅是中國美術史上的藝

術珍品，也是文學史上可資繼承和發展

的寶貴遺產。

歷代文人畫大師，憑藉自身深厚的

文學素養，精湛的書法功力，嫻熟的

筆墨技巧，將詩、書、畫有機地融為一

體，佳作紛呈，洋洋大觀，浩如煙海。

而最令我讚賞的，當數清初朱耷的

《題孔雀牡丹圖》:「孔雀名花雨竹屏，

竹梢強半墨生成。如何了得論三耳，恰

是逢春坐二更。」這是朱耷最具辛辣諷

刺意味的一幅佳作(圖一)。圖中原本生

在地上的牡丹和竹，卻從山崖縫隙間倒

掛下來，給人一種乾坤顛

倒的感覺。而站立在尖而

不穩的危石上的孔雀，奇

醜無比，尾巴上只有三根雀翎。詩中的

「三耳」典故，出自《孔叢子》所記的

奴才臧三耳。奴才本性逢迎拍馬，唯命

是從，看風駛舵，故比平常人要多一隻

耳朵。這正是那些在二更天早早等候接

駕，頂戴「三眼花翎」的奉承溜須官員

的生動寫照。讀後令人忍俊不禁，拍案

叫絕，不得不嘆服八大山人獨特高超的

藝術語言。

因自幼對詩詞、書法的喜愛，我對

文人畫情有獨鍾。近日學畫，亦是從傳

統筆墨入手。畫成題詩，常覺前人詩詞

雖好，卻未必適合自己。所以，拙作多

題自作詩詞，覺得能更好地表達自己的

情感。

以下是自作題畫小詩兩首，與各位

讀者朋友分享：

《題殘荷圖》(圖二)：「滿池涼露

聽蟬鳴，雨打枯荷入夢清。正嘆鉛華秋

洗盡，紅衣褪卻藕生成。」

《題牡丹圖》:「天香國色合稱王，

卻恨春遲貶洛陽。富麗從來招妒意，拚

將艷質鬥群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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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雪的一個約定

  純老貓

你從天而降

為我披上一件超凡的婚紗

我一步一腳印地

走在你為我而鋪的路上

陶醉中

走了很遠很遠

最終你抱起我

記載著那些消逝了的存在

臨別

我們有個約定

祖籍廣東省南海

縣的我，出生之後一

段很長時間從未踏足

中國大陸一步，直到

八十年代，才和家人首次到深圳半日

遊。那時正值中國將深圳首先開放，作

經濟特區。過海關時，看見那些木無表

情的解放軍，我和妹妹都有些膽怯。

雖然腳是踏入了祖國領土，距離所

謂故鄉的佛山市又近了一些，我卻感不

到半點興奮和喜悅，因為佛山對我而言

是陌生的。關於中國，就只在幼年時，

從家父口中得知國土的形狀，是一片極

漂亮完整的秋海棠葉，後來入讀中學，

才知中國已失去外蒙古一大片土地，秋

海棠葉就像被蟲蛀去一大口。

許多人談起故鄉，都不禁流露岀濃

濃的思念。像我早年教學時一位國文主

任，他故鄉是貴州安順市，他常在眾多

教職員面前，驕傲地講述鄉下的黃果樹

大瀑布，甚麽瀑聲震天，十里相聞，說

時總表現出深情的懷念。

另一位美術老師，也常對故鄉魂牽

夢縈。她說小時侯，家住增城鄉間，附

近山崗遍布荔枝樹，荔枝成熟時，景色

之美，魂為之奪。

席慕容是我最喜愛的台灣作家之

一，她雖出生於四川，其實是蒙古族

人，她的作品許多涉及鄉愁，尤其對

故鄉蒙古遼闊的草原，有綿綿不盡的思

念，非常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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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炳光
目的地：Rich-

mond Nature Park  

（列治文自然公園及

觀音寺）；

上車地點：Rich-

mond Brighouse Sky-

train或6號站牌 #405

巴士站。

路線簡介：

巴士#405在New 

Westminster Highway 

No.5  Rd.交界處下

車，即可進入公園。

首先參觀公園Nature 

House之後，就可以沿著小

徑起步健行。小徑全程5.5

公里，平坦的森林小徑鋪

有砂石木屑，極易行走。

小徑沿線可以看到沼澤親

水類的植物花朵枝繁葉茂，競相開放，

百鳥爭鳴。

繞行一周後，就可以回到公園入

口了。返程時候，可以轉

乘#403巴士，直達著名的列

治文觀音寺順道一遊。此次

行程一舉兩得，真是一件賞

心樂事也。◇

怸怸健行路線之自然公園

  盧美娟

作家瓊瑤也寫了一篇《剪不斷的鄉

愁》，文中有詩句：「從別後，盼相

逢，幾回魂夢皆相同，滾滾長江東流

水，卷我鄉愁幾萬重！」

家傭八姐常對幼年的我，訴說家鄉

西樵桑樹桑園和養蠶的往事，思鄉之

情，溢於言表。

總括以上各人之所以懷念故鄉，是

家鄉給他們太多太多深情美好的回憶。

然而佛山予我，彷彿一點關係也沒有，

腦海中對這地方一片空白，反而那個位

處中國南端珠江三角洲口岸的香港——

自己生於斯，長於斯的小島，有我從小

至成長的足印，有緊繫心底的親情，有

溫馨甜美的回憶。雖然去國移民已32

載，但一些在小島上發生的人和事，

早融混到血液裏去，香港才是我的故

鄉。◇

此心歸處是吾鄉……

你會回來

大約是在冬季

日子在倒數中

期盼的心

隨著清風送給你

讓你在回來的路上

惦記著一個等待你的人

重溫那不留痕跡的浪漫

……◇

合 唱
  艾迪

拾起石子水上投，

水花飛濺濕君袖。

往事回憶似夢遊，

灣灣小河泛輕舟。

斜陽一角那紅樓，

如今是否還依舊。

……◇

花兒開滿在枝頭，

朵朵艷紅帶嬌羞。

但願花兒能長久，

結成愛果永不朽。

黃葉隨風逐水流，

溪邊朵朵黃花瘦。

夕陽倒影水中浮，

坐看那山明水秀。

編者按：歌詠愛情是古今中外文學作品中永恆的經典主題之一。無論是翩然
化蝶的東方柔情（《梁祝》），亦或是至死不渝的西方浪漫（《羅密歐與朱
麗葉》），都成就了傳世千年的經典傳奇。深究其內，它們都閃耀著人性中
至真至潔的美好一面。



新鴻音聽力診所助聽器中心

#304 - 650 West 41st Ave
Oakridge Center - South Tower

604-708-9780 || www.soundidears.com
大量免費停車位 || 星期一至五: 9am–5pm  

• 多款世界品牌,新穎的助聽器
• 45天助聽器試用,不滿意原銀奉還
• 助聽器維修和耗材
• 耳鳴治療
• 成人/兒童聽力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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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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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系列課程

組員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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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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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時間 地點 報名或查詢

2月21-3月27日 

2020,國語

逢星期五上午      

9:30到12:00

Richmond City 
Centre Community 

Centre
5900 Minoru Blvd.

列治文

請致電:

(604)204-8588

(需要告知

Course #: 2757227)

2月22-4月4日 

2020，粵語

逢星期六上午   

9:30到12:00

(3月21日無課

程)

 Richmond Caring 
Place 7000 Minoru 

Blvd,
列治文

請致電:

(604)940-8967

2月24-3月30日 

2020,粵語

逢星期一上午   

 9:30到12: 00

Renfrew Park
社區中心 

2929 E 22nd Ave,
溫哥華

請到社區中心樓下辦公室

或致電: 

(604)257-8388分機 1 

（Course #: 256540）

3月14日-4月

18日

2020,粵語

逢星期六上午

10:15到12:45

西區浸信會

8506 Ash Street
溫哥華

請致電:

(604)266-5602

3月16日-4月

27日

2020，粵語

逢星期一上午   

9:30到12:00

(4月13日無課

程)

Metropolis Mall

Kingsway 4720號

本拿比

請致電:

(604)940-8967

正 月 裡 來

鬧元宵，溫哥

華大雪封門的

嚴冬也許尚未褪盡。此時談輪「體重管

理」的話題，對不少人來講多少是個挑

戰吧？意識先行，那我們就為下個月

正式啟動「減重計畫」來做些思想準備

吧！

如果你在鼠年的第一個目標是「兩 

週內減去10磅」，就要記得「欲速則不

達」的古訓：快速減去的磅數，主要來

自於身體大量的水份流失，容易導致

身體脫水的各種表現。節食戒口限制熱

量的攝入，或是使用某些特殊的飲食方

式，往往會對身體的正常生理運作帶來

打擊或是擾動，例如減掉了最有助於消

耗熱量的肌肉，身體用減慢新陳代謝率

來適應低熱量的情況。當我們需要足夠

的體能來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最簡單

的譬如季節變換），或是應對現代生活

的節奏和壓力，身體就會難以忍受和堅

持這樣的狀態。

思想一旦鬆懈，讓飲食方式恢復到自

己的習慣，很多人已經試過體重即刻會

回升，甚至增加的比剛剛辛苦減掉的還

要多。這是因為身體通常以脂肪來儲備

能量，作為熱量攝人再次受限時的「濃

縮能量來源」。

所以提醒大家，在減重的路上留意不

要進入種種誤區，而適得其反損害了健

康。或者因為達不到目標而感到沮喪，

對自己失去信心。

那麼「健康减重的訣竅」何在呢？

首先不能將減重視為如臨大敵，使思

想上感到緊張或者壓力。告訴自己仍然

可以吃那些喜愛的食物。只要吃的時候

對「總量」有所意識，提醒自己適可而

止。

容易引起體重增加的，往往是高能量

低營養的垃圾食品。如果積極地將減重

等同為幫助自己加強營養，心態就會更

好，更有興趣對目前的飲食結構和方式

做出適當的調整。譬如鼓勵自己在膳食

中逐漸增加食物的種類，得到更全面的

營養。或者不再急匆匆地狼吞虎嚥，而

是細嚼慢咽地享受每一餐。在採購的時

候，樂於多花點心思為自己和家人選擇

更為健康的食材或是加工食品。在烹飪

的時候，更有興趣試試如何用不同的天

然調味料，取代高油高鹽的口味。

循序漸進地在生活中做出這些改變，

身體才更容易接受而會「配合」我們的

意願，從而幫助我們逐步輕鬆地達到和

保持健康的體重。

這些合理、實用的理念和策略，正式

美國斯坦福大學編寫的「培養健康自我

管理的能力」系列課程所要帶給每一位

參加者的。不但如此，六週的課程會翔

實地介紹均衡飲食、適當運動、放鬆減

壓、改善情緒、優質睡眠、規律生活等

一系列與健康體重息息相關的知識和方

法；並且教給你如何將减去10磅、20磅

的「大目標」，化成易於達成的「階段

性小目標」。更為有益的是，帶領課程

的組長們會以身作則地引導學員們，通

過逐周訂立具體的行動計畫，將簡單易

行的方法，或是你一直想要做出的一個

個小改變，逐一落實到生活中。遇到不

習慣，口味不適應，時間不足夠等等實

際困難，你會在組長的帶領和小組同伴

們的幫助下，及時調整自己的行動，增

加完成計畫的成就感。

如果你期望鼠年裏自己的體重變得

更有益於防病祛病和煥發精神，邀請你

盡快加入這個政府出資支持，維多利亞

大學在大溫各地免費為華人舉辦的健康

課程。不但課程中系統學習和學以致用

的過程，有助你建立正確的健康理念和

掌握全面有效的方法；同伴們的彼此鼓

勵，和每節課程中交流來自實踐的經驗

體會，更能夠在無形中促動你的執行力

和提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加添你從

一點一滴地優化生活方式中，長久保持

健康體重的信心！

「自從上了身心力行系列課

程之後，我明白了有效管理好

自己的體重和生活方式，需要

跟從科學正確的方法，均衡飲

食和適量運動缺一不可。」

「這個自我管理課程理論

和實踐行動並重，學員之間互

相幫助實踐落實。兩位組長用

心、合拍的講解，令我們易於

吸收。參加之後，我得到了實

踐健康生活的動力，清楚知道

了應當怎樣管理好自己的健

康，和把技巧應用到現實生活

中戰勝疾病的信心。」

義工組長們在課上講解主要營養素

在三餐中的均衡比例

義工組長們在帶領學員們相互出謀劃策，根據執行

計畫中遇到的問題進行調整使行動更符合實際情況。 

系統學習，交流互助，學以致用- 收穫健康體重！    健康體重不再難

積極自我管理-做好健康的主人



從天花到麻疹

治療細菌病毒和真菌藥膏
（ALL-MAX GEL）

   高岐臻中醫師

  李麗 Lily Li
政府註冊假牙專科

李麗假牙診所
首次檢查免費

無需牙醫介紹
假牙維修
接受各項醫療保險
國、粵、英語服務

電話: 604-284-5528
列治文 太古廣場1200號
     （8888 Odlin Cres.）

http://allcaredentureclinic.com/chinese

延伸閱讀

  潘錦興藥劑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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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而 康

四 十 歲 以 下 的

人，不知道什麼是天

花（是一種花嗎？）

。此病傳染性極高亦

常甚嚴重。不幸的患

者，輕則臉上留下難

看的疤痕（豆皮），

重則喪命。傳說康熙

皇帝「隔代欽點」乾隆為繼位者，一方面是他

聰明伶俐，也因為他已患過天花，不愁在任上

早死。

世界衛生組織在1947年成立後，努力推廣

可預防天花的牛痘疫苗，成功將染病個案大

減，最後一宗錄在1978年。兩年後，便宣布天

花絕跡。從此誰都不需要種牛痘了。

通過疫苗注射，令數十萬年來侵犯人類的

病菌從此消失，可說是「人定勝天」的巨大科

學成就。可惜歷年來僅此孤例。就以曾導致無

數死亡與殘廢的小兒麻痺症（脊髓灰質炎）來

説，疫苗雖在60年代已面世，世界衛生組織亦

一直努力推廣，但因貧窮、文盲、戰亂等因素

影響，疫苗覆蓋率不足，這種可怕的疾病，至

今在一些非洲國家仍然錄得個案，絕跡尚待。

疫苗覆蓋率不足，卻不僅限於傳統的「落

後地區」。近年一個十分弔詭的現象，是不少

富裕國家的兒童，居然沒有接受疫苗注射，令

一些本來已漸少見的疾病，又再爆發疫潮。其

中較令人憂慮的是麻疹。

麻疹傳染性極高，麻疹可導致多種併發

症，如中耳炎（引致失聰）、腦炎、支氣管

炎、肺炎，致命率亦高。在60年代，麻疹疫苗

面世，成功令病例在大半個世紀內大幅度減

少。

Measles

https://immunizebc.ca/measles

然而，世界衛生組織在2016年發表歷年最

低的全球9萬宗麻疹死亡個案，之後就每年上

升，2017年是11萬，2018年是14萬。到2019

年，多國出現麻疹爆發，估計又會破新高。

醫學界努力發明有效的預防疫苗，不少父

母卻不讓嬰孩接受，這個現象在英國和歐洲

已有多年。事緣曾有篇失實的醫學文章，聲稱

麻疹疫苗與自閉症有關連，令不少家長信以為

真。卻沒想過，這些沒有免疫力的兒童，隨時

可受到病菌與併發症的傷害，更可以將病傳給

他人。

皆因世界早已全球化，病菌能隨着旅客跑

到世界所有角落。香港在2019年三四月間，便

有20多名機場員工在爆發疫潮中患上麻疹，雖

未有死亡，卻已令社會人士十分憂慮，尤其是

高危人士（如不適宜打針的孕婦）。

科學本來是為人民服務。如今世代，卻有

許多人寧信謠言，抗拒科學，最後害己害人，

十分可嘆！◇

市面上有一種外用新產品藥膏，它可

以用來治療細菌、病毒和真菌的感染。

由於它擁有這個特點，因此可以用來搽

咀唇皰疹（COLD SORE）、指甲的真菌感

染（又稱灰甲）和香港腳等皮膚病。

它的名字叫做ALL-MAX  GEL，成

分是水、蘆薈（ALOE）、甘油和蒜精

（ALL-C-N）。其中最重要的成分是蒜

精。蒜有著天然抵抗細菌病毒和真菌感

染的功能，亦可以增加你身體的免疫能

力，ALL-C-N就是蒜的主要生物基質。蒜

精的分子（MOLECULES）很細小，所以當

藥膏搽在皮膚或者指甲上時，它便很容

易穿越「入侵感染細胞」的保護圍墻。

感染病菌一旦與蒜精接觸，蒜精便會立

刻啟動它殺菌的功能，消減外來的侵

襲。另外，蒜精亦擁有抗氧化劑（ANTI-

OXIDENT）的特殊功能。

用法十分簡單，將小量的ALL-MAX 

GEL搽在感染的皮膚、口唇或者灰甲上，

輕輕的按摩，使藥膏可以慢慢的滲透進

入皮層內，每天可以使用多次亦無妨。

在藥盒上的標籤亦有註明使用的方法。

要是在使用之後久未有效，又或者

有過敏的情況出現，便應該立刻停止使

用，到你的家庭醫生處求診了。◇

   陳慧敏醫生
兒
童
體
虛
久
咳

小 孩 子 患 上 感

冒，除了發熱、頭

痛、流鼻涕、咽喉痛

或嘔吐、胸悶等症狀

之外，最麻煩的就是

咳嗽、痰多，甚至氣喘

等症。

即使前述所有症狀

都已經消失，但咳嗽卻

可延續一段頗長時間不

癒。無論吃哪一種藥

物，似乎都不見好轉，

而孩子的體格卻日漸變

弱，令很多媽咪不知如

何是好。

急性症狀大部分消

失，咳嗽卻彷彿永遠不

見好。從中醫辨證的角

度看，有兩大原因，一

是外邪留戀肺經而未能

清除，例如痰濕內困、

寒邪或熱邪痰而阻塞肺

臟，令肺失肅降，故咳

嗽不止；第二類是肺臟

因受外邪及峻烈過甚的

藥物所傷，通常有肺氣

虛損、脾虛、肺陰不

足、虛熱熾盛或肝火犯肺

等症。

大凡小孩子久咳，如

果沒有發現其他器質性病

變，則從上述兩類證候著

手，逐步辨證施治，都會有較

理想的療效。

相反，如果一味施以消

炎、解毒、清熱的治法，患者

陰陽愈發失調，就容易轉為哮

喘一類的頑症。

例如肺氣虛損、脾弱、咳

嗽多無力、氣短神疲、納呆、

聲低無力，或氣喘，行動時愈

甚，面色白而無華、脈弱等，

宜用黨參（或吉林參）、北味

子、熟地黃、春砂仁、款冬、

紫苑、雲苓、陳皮、法夏、白

朮等固脾氣、健脾。

如屬氣短虛性喘症，則可

放膽用北芪以大補肺氣，但須

審度症狀屬虛性而無實熱、外

邪未清方可使用。（請教中醫

師服用）如屬氣、陰兩虛則宜

加入阿膠、川貝母、沙參、麥

冬等藥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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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TNAM HOUSE RESTAURANT
越南之家餐廳

七天營業早上10時至晚上9時  歡迎社團及生日派對預訂

電話 604.251.1268
2122 E Hastings St. Vancouver, B.C. V5L 1V1

*優惠期有限*

冬季特價益食家
大"Pho"越南牛肉粉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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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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 學 漫 談

一.基本電腦及智能手機技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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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建新地址薄等等。 

地址、日期及時間如下︰

*列治文公共圖書館(7700 Minoru Blvd.) 
日期：2月7、14、21、28日(逢星期五)

     上午10:00至下午1:00(国語輔助班)

*中僑社會服務中心G36室（溫哥華片打西街36號）

日期：2月3、10、24及3月2日(逢星期一)

     上午10:00至下午1:00(粵语輔助班)

*列治文加愛中心320室(7000 Minoru Blvd.)
日期：2月7、14、21、28日(逢星期五)

     下午1:30至下午4:30(粵語輔助班)

*溫哥華公共圖書館(350 W. Georgia St. Van)
日期：3月9、16、23、30日(逢星期五)

     上午10:00至下午1:00(粵语輔助班)

二.日常電腦及智能手機應用課程 

內容包括︰認識在線存儲，網絡安全，共享/社交網絡功能: 

WhatsApp，Wechat(微信)和Facebook(臉書)，數碼照片管

理，如何使用政府各種上網服務等等。 

地址、日期及時間如下︰

*列治文公共圖書館(7700 Minoru Blvd.)
日期︰3月6、13、20、27日(逢星期五)

     上午10:00至下午1:00(国語輔助班)

 

歡迎55歲或以上長者參加，費用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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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謹防腕管綜合症(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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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腕管是手腕與手掌之間的一

條通道，包圍並且保護裡面通

過的神經和肌腱。當腕管組織腫

脹、發炎或者韌帶長出水囊，或

者癌症、痛風時，神經就會受到

擠壓並將感覺傳導至拇指、食

指、中指及無名指。對神經的過度

擠壓可以引起的症狀有：出現麻木、手指無力，手部

用力或者反復使用後前臂和手掌出現不適，睡覺時往

往被這種症狀鬧醒。

由於腕管綜合症和女性荷爾蒙有一定關係，患者

常以女士為多，懷孕也有可能增加患病或疼痛的風

險。

工作或業餘的愛好要用手腕或者手指長時間重複

同一個動作，手指用力抓握，或者需要長期使用震動

工具的人都會有更多的患腕管綜合症風險。打字、縫

衣、玩手機時間過長，缺乏休息或者姿勢不正確，都

有可能加大患病概率。

CTS 的預防

1. 短暫的休息、按摩或非處方消炎藥例如：Ty-

lenol、阿司匹林可以暫時緩解症狀。

2. 注意手部動作，避免將手腕向上或者向下彎

曲，處於中間放鬆的位置最理想。

3. 當駕車、繪圖、縫紉等時候盡可能避免過

多緊握手掌的動作。

4. 調整和養成健康生活習慣，控制體重避免

過胖，戒煙和限制飲酒。

CTS 的治療

預先斷定導致腕管綜合症的其他病變，例如甲

狀腺疾病、痛風等，先針對其他病因進行適當的治

療。當發覺手掌前四個手指出現麻木症狀，且持續

幾週，治療方法包括使用夾板、物理療法、注射藥

物等等。較少病例也會考慮進行手術治療，尤其是

症狀已達到大魚際肌肉萎縮（大魚際：人的手掌正

面拇指根部，下至掌跟，伸開手掌時明顯突起的

部位，醫學上稱其為大魚際），已是CTS的重度症

狀，必須用手術治療。◇

  陳兆淦醫生

手指麻木、疼痛要注意
(英語授課，提供中文輔助學習教材，每課程共四堂) 

中僑免費耆英電腦課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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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香煙

醫學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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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

著人們對吸煙危

害的深入認識，

傳統香煙漸漸被

人們所摒棄。然

而，在現代科技

高速發展的大環境下，電子香煙孕育而

生。其外形時尚多樣，口味眾多（如各

種水果味），極具隱蔽性，立刻吸引了

眾多的年輕人，成為一種新潮流。

電子香煙的組成通常包括一個容納

液體的容器，一個有加熱功能的噴霧

器，和電池三部分。啟動電子香煙時，

容器裏的液體受熱，會產生含有尼古丁

的氣溶膠，以供吸入。不同牌子的電子

香煙所使用的液體成分略有不同，但一

般都包括尼古丁、甘油和調味劑。電子

香煙的問世確實幫助一些長期大量吸煙

的成年人減少或者戒除了吸食傳統香煙

的不良習慣。但是，電子香煙真的像廣

告上所描述的那樣，對人體完全無害

嗎？

由於電子香煙問世時間尚短，我們

尚不十分清楚電子香煙造成的長期健

康影響（例如癌癥等）。但是最新的文

獻表明，儘管我們尚不完全了解電子香

煙產生的毒素，它給人體帶來的急性

影響仍然令人擔憂。僅2019年，疾病

控制與預防中心（CDC）就已經接收到

超過2000例疑似電子香煙氣溶膠吸入引

起的嚴重的肺疾病（EVALI）的報告。

這些患者大約70%為男性，年齡從13到

75歲不等，但35歲以下的患者比例高達

80%。大多數的病人（75-80%）使用的

電子香煙中含有四氫大麻酚（THC）的

成分，大約40%的病人使用同時含有四

氫大麻酚和尼古丁的產品。EVALI這種

肺疾病最常見的臨床癥狀有咳嗽，呼吸

困難和乏力等。其他的癥狀包括發燒，

胸痛，體重減輕，惡心和腹瀉。有些病

人，咳嗽的癥狀嚴重到需要使用呼吸機

機械通氣。

現在，我們暫時沒有最佳的治療方

案，通常是抗生素經驗治療和全身激素

治療。病人的恢復狀況也不盡相同。很

多病例可以完全痊癒，但是有一小部分

病人，最終死亡。

CDC建議，在我們對電子香煙氣溶膠

吸入引起的嚴重的肺疾病（EVALI）有

更多更加深入的了解之前，應完全避免

選用含有THC的電子香煙，而青少年、

孕婦，還有目前不吸煙的人則應該避免

使用電子香煙。◇

   會長楊光醫生

加拿大有超過8百萬人，承擔著照

顧病人或家人朋友的責任。如果你是其

中之一，以下來自護理者們的提示與建

議，會對你大有幫助。

日常生活的建議

1.	 對於新的診斷，盡力且盡快地

穩定病情很重要。只有這樣，你才可以

專註於需要做的事情，令事情變得好起

來。

2.	 不要羞於尋求幫助。尋找可以

幫你分擔護理職責的人，以避免過於勞

累。他們可以是家人、鄰居、朋友，或

是你社交圈裏的人。

3.	 可以考慮每周舉行一次家庭聚

會，以知會家人有關的重要事項，了解

每個人的感受。家庭聚會也是計畫特別

活動、以令家人共度時間的好方法。

4.	 不要忽視自己的需求，包括情

感和身體方面的。切住，你也需要從病

患護理及其可能帶來的不良影響中「偷

閑」一下，比如繼續從事那些令你自己

快樂的事情。你越少忽視自己，就越能

更好地幫助家人達至最佳健康。

5.	 知識就是力量。多閱讀相關的

資訊，多研究有關的病情，這樣你就可

以了解到幫助病人的最佳方法。

6.	 如果可以的話，回饋社區，提

供義工服務。

精神與情感的建議

1.	 不要失去希望。積極的心態可

帶來巨大的變化。做最壞的打算，抱最

好的希望。

2.	 要明白，你所照顧的患者帶給

你的挫敗感並不是有意的或者有針對性

的。疾病會嚴重影響病人的身體健康，

以及他們的心理健康。盡量站在病患者

的角度上思考。

3.	 建立自己的支持網絡，對於你

自己的心理健康至關重要。加拿大肝臟

基金會可以幫助你獲取諸如「病友支持

網絡」之類的資源，令你可以與有同樣

經歷者聯系。

4.	 寫日記記錄你的想法和感受。

處理好你的困擾，是尋找解決方案的第

一步。另外，在記錄日誌時，使用顏

色。顏色使生活顯得更加明亮。

5.	 與你護理的人共度時光非常重

要。你可能沒有主動做任何事，但在病

人脆弱的時刻陪伴左右，對他們非常有

幫助。

6.	 順其自然，過好每一天。不要

放棄自己喜歡的事情。◇

真的無害嗎？

        有一對義工夫婦，太太因脂肪肝惡化進行過肝臟移植，丈夫是太太的護理者，除了陪同

就診、管理服藥，也承擔了採購、煮飯、清潔等大部分家務，十幾年來相濡以沫。

      「很辛苦，有時候很沮喪、很疲憊，」他在病友支持網絡中分享自己的經歷，「做為護理

者，要想好好照顧好病人，得學會照顧好自己。」

照顧好病人
也要照顧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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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604-873-3345 

逢星期二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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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 a.m. -9:00 p.m.
4598 Main Street (at 30th Ave.) Vancouver, B.C. VSV 3R5 

《中僑新天地》三十五週年誌慶

#145-4651 No.3 Road, Richomond      (Superstore 樓下停車場)  

Tel: (604) 272-6568  逢星期三休息

燒臘專家

世 界 各 大 著 名 飲 食 網 站 平 均 高 於 4 星 以 上 ，
被 譽 為 最 佳 燒 味 店 ， 深 受 食 家 歡 迎 。

HK B.B.Q.  Master

《中僑新天地》三十五週年誌慶

精神可嘉
康寧藥房  Corning Drugs

515 Main Street, Vancouver, B.C.

Tel: 604-685-9056

266  East Pender Street, Vancouver
電話： 604-681-1052

《中僑新天地》三十五週年誌慶

與時並進
元昌集團

國際潔具水電器材中心
溫哥華 245 East Pender St.,

電話：604-688-1628

豐林家庭電器中心
本拿比麗晶廣場

#1307-4500 Kingsway
電話：604-432-1682

列治文
#636-5300 No. 3 Road
電話：604-279-1218

《中僑新天地》

三十五週年誌慶

與時並進
息息相關

《中僑新天地》三十五週年誌慶

SUN SHADE BLINDS MFG. LTD.
新 式 窗 簾 製 造 廠

《中僑新天地》三十五週年誌慶

Steve W.K. Woo
Notary Public

Tel: 604-628-1852
Fax: 604-648-9711

《中僑新天地》三十五週年誌慶

胡培源
胡瑋傑

(法律公證人)事務所

推陳出新

Peter Woo Notary Office
溫哥華緬街440號 #2 及 #6 室

Peter P. Y. Woo
Notary Public
Tel: 604-669-8788
Fax: 604-669-8700
peterwoonotary@gmail.com stevewoobcn@gmail.com

《中僑新天地》三十五週年誌慶

專營：百葉簾、垂直簾、捲簾、木簾、布簾

      紗簾、羅馬簾、防蚊紗窗、防蚊紗門

3427 KINGSWAY, 
VANCOUVER, B.C. V5R 5L3
sunshadeblinds@hotmail.com

Tel: 604-322-7080 
Fax: 604-322-9330
Cell: 604-961-9328

任重道遠
葉榕溪夫婦敬賀

《中僑新天地》 
三十五週年誌慶

KARAOKE CENTRE
Full line of DVD, VCD, Hard wares, Soft wares

賓士卡拉O.K.影音
 全溫市設備最齊全之卡拉OK及影音專門店

新地址：1971 East 49th Avenue, (at Victoria Dr.) Vancouver
Tel：604-879-6399 

七天營業

中午11:30至晚上6:30

《中僑新天地》三十五週年誌慶

三十五週年報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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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電話：778-862-4366，604-568-8079
地址：2225 Kingsway,Vancouver
         （close to Kingsway & Gladstone）       

接受MSP、WCB、ICBC及各公司醫療保險

天池中醫藥堂
中醫中藥  針灸推拿  跌打  養生保健

頸椎病  肩周炎  腰間盤突出症  坐骨神經痛  糖

尿病  痛風  風濕關節炎  皮膚病  暗瘡  高血壓  

冠心病  中風  眩暈  耳鳴  失眠  精神抑鬱症  不

孕不育  性功能障礙  月經不調  更年期  腫瘤等

內外  婦兒  疑難雜症

程玉庭中醫師 駐診

程玉庭中醫師畢業於天津中醫學院。秉承家

學，亦曾師隨解放軍將軍醫生－楊傳禮教授、

骨傷權威－蘇寶恒教授、中醫痰病學說創始

人－朱曾柏教授；曾為軍醫14年。2000年9月

應加拿大衛生部邀請來加。中加臨床30餘年。

在BC省中央醫院、列治文醫院、素里醫院、皇

家哥倫比亞醫院等多家醫療機構參與救治危重

及疑難病症，並享譽良好的口碑。

主治：

前列腺、尿頻症、泌尿生殖疾病特色治療

                        同心協力
               精益求精
         加拿大溫哥華廖武威堂敬賀

www.happydental.ca

《中僑新天地》三十五週年誌慶

《中僑新天地》三十五週年誌慶

* 服 務 三 十 六 週 年 *

HAPPY TIMES TRAVEL & TOUR LTD.
開心旅遊有限公司

www.happytimestravel.com 
travel@happytimestravel.com BPCPA #24711-3

Chinatown Office 
#121-180 Keefer Street, 

Vancouver, B.C. Canada. V6A 4E7 
Tel: 604-685-9366  

Kingsway Office 
#1-3475 Kingsway 

Vancouver, B.C. Canada. V5R 5L5 
Tel: 604-717-1188    

專業導師教授         大中小提琴、鋼琴           樂理課程
8185 Main Street, Vancouver (at 65th Ave)

Tel: 604-326-0086
www.vintageviolins.ca

Vintage Violins 雅歌提琴

《中僑新天地》三十五週年誌慶

《中僑新天地》三十五週年誌慶

《中僑新天地》三十五週年誌慶

《中僑新天地》三十五週年誌慶

《中僑新天地》三十五週年誌慶

蔘場直接採購，批發零售，代客切片磨粉

列治文新城市廣場1266舖 (開心旅遊對面、名影集旁)
Unit 1266–8338 Capstan Way, Richmond

Tel: 604-218-5289

Farmeric Ginseng Trading Ltd.

《中僑新天地》三十五週年誌慶

全新裝修，豪華禮堂
筵開70席，千呎舞池

1132 East Hastings Street, Vancouver   訂座電話：604-253-4316

前程萬里
      珠城大酒樓敬賀

名廚主理，婚宴喜慶    歡迎預訂全年酒席

造福社群

李約任BC省註冊中藥師   李慕英BC省註冊中醫師、針灸師
233 East Georgia Street, Vancouver, B.C.

診所電話：604-662-8319

應診時間：9:30 a.m.至 5:00 p.m. 逢週日、週四休息

李慕英中醫診所
EAS Chinese Traditional Herbs Ltd.

三十五週年報慶

34   
 
2020年2月



乭Kim’s Convenience

大溫哥華開畫日期：2月7日
Birds of Prey

  英米

歌 影 劇 場

The call of the wild

這部真人動畫電影由同名電子遊戲改編，劇情講述來自另一世界的藍色刺

猬，為了逃避想利用他的超能力的惡勢力，闖進地球，並意外地造成停電，牠

躲在Green Hills鎮，但政府卻聘請專家Dr. Robotnik (Jim Carrey飾演)追捕

牠，幸好前警長Tom Wachowski(James Marsden飾演)幫牠逃難，阻止Dr. Ro-

botnik利用Sonic的超能力統治世界。(圖片提供：Courtesy Paramount Pic-

tures and Sega of America)

  英米

這部超級英雄電影改編自同名漫畫，由在上海出生

的華裔女導演閻羽茜執導，編劇是科幻動作片Bumble-

bee的編劇Christina Hodson，是中英混血兒，女主角

Harley Quinn由來自澳洲的女神Margot Robbie飾演，

片中她和其他女英雄為了尋找女孩Cassandra  Cain，
聯手對付壞蛋Roman  Sionis(Ewan  McGregor飾演)。 

(圖片提供：Warner Bros. Pictures)

英國殿堂級小說家Jane Austen的作品又搬上銀幕了，小說

的主角是聰明的富家小姐Emma，她喜歡做紅娘，當她的好友家

教老師結婚後，她感到失落，但她很快找到新朋友，並發揮自

己的影響力。這齣喜劇的導演是著名女攝影師Autumn de Wil-
de，編劇是新西蘭女小說家Eleanor Catton，而演Emma的是

玉女Anya Taylor-Joy，她曾是專業芭蕾舞者，具古典氣質。 

(圖片提供：Box Hill Films / Focus Features)

這部電影的故事由經典兒童故事

Peter Pan(小飛俠)改寫而成，小主

角Wendy(Devin France飾演)，迷失

在一個神秘島嶼中，時間在這裡停

頓，人活在這裡也不會變老，Wendy

需要為了拯救她的家人、也為自由和

青春而奮鬥。(圖片提供：Photo by 
Eric Zachanowich. © 2019 Twenti-
eth Century Fox Film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Wendy大溫哥華開畫日期：2月28日   

世界頂尖鋼琴家Yuja Wang(王羽佳)將會來到溫哥華演出，她在中國北京出生，

六歲開始學習鋼琴，曾在中央音樂學院學習，後來就讀於加拿大卡加利的皇家山大

學，2002年被美國柯蒂斯音樂學院錄取，師從鋼琴教育家加里格拉夫曼。2017年，她

被美國古典音樂刊物Musical America選為年度藝術家。(圖片提供：Vancouver Recit-

al Society)

Sonic the hedgehog

日期: 2月21日晚上7時半

地點: Chan Centre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6265 Crescent Rd

      Vancouver, BC 

網頁: https://chancentre.com/events/yuja-wang-piano-2/◇

這是韓裔加拿大劇作家Ins Choi的作品，靈感來自加拿大同名電視劇，

是關於韓裔便利店東主Mr. Kim的故事，他要面對社區的改變，還有他和下

一代的鴻溝，這是一個家庭原諒過去和面對未來的旅程。

(圖片提供：Arts Club Theatre)

大溫哥華開畫日期：
2月21日

大溫哥華開畫日期：2月14日

大溫哥華開畫日期：2月21日
1903年出版的暢銷小說《The call of the wild》，故事講述在淘金熱的1890

年，一隻名叫Buck的狗，在美國加州被擄走，賣到亞拉斯加做雪橇犬，面對新的環

境，如何掙扎求存。這本小說曾多次被改編成電影，這個新版本的男主角由夏里遜福

飾演。(圖片提供：Courtesy of Twentieth Century Fox © 2019 Twentieth Century 

Fox Film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日期: 2月13日至3月28日

地點: 低陸平原多間劇院巡迴演出

網頁: artsclub.com

YUJA WANG鋼琴演奏會

2020年2月     35



幼  吾  幼

像個小學士的 隆隆

36     2020年2月

他因認識老闆
所以有優先待遇。

小名「隆隆」的

楊琪隆Jaylen，雖然

認識他一年半了，

但前面的4 0堂課是

和姐姐一起上的，後

來的5堂課才是自己單獨上，所以實際

上課時間加起來是不到一年。他由一張

單純的白紙，連毛筆都拿不穩的小四學

生，如今已漸入佳境，愈畫愈好。楊媽

媽說每次隆隆下了課回到家，他就急著

將作品拍照發給在國內的爸爸看。相信

楊爸爸一定很開心，給了他不少的嘉許

和讚揚，所以最近他來上課時都特別的

專心，特別的乖。不像之前和姐姐一起

來上課時，會有點兒調皮搗蛋，坐立難

安，這回也許真的長大了。

現在的他，好像一個「小學士」，

穩當當的坐在椅子上，稚嫩的小臉掛著

黑框眼鏡，不吵不鬧，有問必答，舉止

言行也彬彬有禮，我很高興隆隆在不經

意中已漸漸的沉穩了。懂事又機靈，領

悟力也不錯，他繪畫的進步相信父母也

都看見了。

水墨畫難在筆觸與控制水份等技

巧，課堂的前半個小時是教學練習時

間，對他的幫助也不小，雖然構圖還需

要我在旁指點，還好他也會表達自己的

意見，諸如配什麼樣的小鳥，是飛的還

是站立，要用什麼顏色等，他都會有一

些意見，是個會想動腦筋、有靈氣的小

孩。不像有的小孩連腦筋都懶得動，問

了也說不知道，不管我怎麼樣去引導，

都沒有主見，很可能這些小孩被大人左

   張麗娜   

   番書仔

日常用語
英語用Foot（腳）的日常用語

右習慣了，表達能力和意願不是很強。

記得有時候隆隆不小心畫壞了一

筆，他自己也知道錯了，因為作品都差

不多要完成了，他會急著叫「怎麼辦？

怎麼辦？」這回當老師的就得當醫生，

趕快跳出來解救醫治一番。其實我是希

望學生們聽過我的指點後，自己都能改

正，我是盡可能不幫學生改畫，最好他

們自己獨立完成。當一副作品能自己全

程完成，學生體會到的是一種自信，一

種真正的領悟與學習。

那份作品出爐後的喜悅，只有他們

自己能咀嚼出那份美好的滋味。我們大

人能在旁分享他們的喜悅，同時給予適

當的鼓勵與祝福，這些都是小朋友們維

持上進、充實信心、肯學習的最好原動

力。希望隆隆一直保持這種心態，高高

興興的來畫畫，快快樂樂的把作品帶回

家！◇

He has already got a 
foot in the door because 
he knows the boss！

1. foot in the door 
        優先待遇

He made everybody mad 
because he put his foot in his mouth！

他因口不擇言而得罪了所有的人。

2. foot in the mouth
   口不擇言

————————

————————————

總統以私人身份訪問加拿大，並下榻作者家中難得

中
僑
互
助
會



中 僑 通 訊

預約服務即將開始 
中僑互助會歷年來為符合條件的會員提供免

費報稅服務，得到會眾廣泛響應，並諸多好評。

今年隨著報稅季的臨近，中僑會員免費報稅服務

再次回歸，希望能夠更多幫到社區以及需要的會

眾。詳細信息如下：

服務預約時間

服務預約將於2月10日開始，可致電右邊表

格中對應電話或親臨相關地點登記。

免費報稅服務使用條件

•	 必須爲中僑互助會會員（非會員可即時

在報稅中心登記成爲會員，享用會員服務及優

惠）；

•	 報稅人士的收入只包括受僱工資、利息

（不超過$1,000）、就業保險金（EI）、老人金

（OAS）、加拿大退休金（CPP）、註冊退休儲蓄

計畫（RRSP）或註冊退休基金（RRIF）收入；

•	 收入來源不包括租金收入、營商收入、

股票、債券、基金、分紅和資本增值收益等；

•	 不適用於自僱人士或受佣金人士；

•	 不適用於申報海外資產者；

•	 不適用於已申請或正在申請破產人士；

•	 不適用於已故人士；

•	 一人全年總收入不超過$35,000

•	 兩人家庭全年總收入不超過$45,000，	

其後每多一位家庭成員可將收入上限增加	

$2,500（例如：單親家庭育有3名子女，全年總

收入將不能超過	 $45,000	 元	 +	 2	 X	 $2,500=	

$50,000）。◇

中僑會員免費報稅服務

地區 地址 電話 日期 時間

溫哥華 中僑社會服務中心

28	West	Pender	Street,

Vancouver

604-408-7260 星期二

3月10,	24,	31日

4月14,	28日

星期四

3月26日

4月	2,	9,	23,	30日

5月	7,	14,	21日

上午9:30	–	下午4:30

列治文 中僑列治文服務中心

3F	-7000	Minoru	Blvd,

Richmond

604-279-7180 星期六

3月	21日

4月	18,	25日

上午9:30	–	下午4:30

本拿比 中僑本拿比服務中心

200-5172	Kingsway,	Burnaby

604-430-1899 星期五

3月20日

4月10,	17日

5月1,	15日

上午9:30	–	下午4:30

三聯市 中僑三聯市服務中心

2058	Henderson	Place,	1163

Pinetree	Way,	Coquitlam

604-468-6102 星期一

3月16,	23,	30日

4月6,	13,	20,	27日

上午9:30	–	下午4:30

素里 中僑素里服務中心

206-10090	152ND	Street,

Surrey

604-468-6102 星期五

3月13,	27日

4月3,	24日

5月8日

上午9:30	–	下午4:30

華埠春節大遊行在初二

舉行，吸引了眾多市民及遊

客。今年原本報名參加巡遊

的隊伍多達70支，但因為武

漢肺炎疫情影響，有些遊行

團體在顧慮健康安全下，臨

時取消參加，最終有约六十

支隊伍參加，包括加拿大三

級政府議員、和軍方警方代

表、中國及各國總領事等政

要、及加拿大華人社團等在

「千禧門」起步向東行，隨

後在歌雅街（Gore	 St.）

向南轉，經奇化街(Keefer	

St.)	最後在阿伯特街（Ab-

bott	St.）結束。參與遊行

的隊伍包括舞龍舞獅、樂隊

演奏、中國傳統舞蹈、武術

表演和軍用車等。今年有裝

扮成「財神」、「皇帝」及

「皇后」的表演者與沿途觀

眾拜年問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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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埠春節巡遊 

左起： 卑詩能源廳長賴賜淳(Bruce Ralston)、中僑互助會總裁

周潘坤玲、「財神」、中僑互助會主席楊子亮。



Furniture. Interior Design. Home Staging

fll■Wli 
Website: www .homequarters.ca 
#160 - 4551 No.3 Road, Richmond, B.C. 

Tel: 604-270-4505  

#3 - 13890 104 Avenue, 778-395-0222
2111 Kingsway,  604-717-1198
12120 Bridgeport Road,  604-370-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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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604-273-9812

Email：parkpacific370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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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哥華
3355 Kingsway
電話：604-434-3177

本拿比
#1690-4500 Kingsway
(麗晶廣埸)
電話：604-717-1138

列治文
#1010-3700 No.3 Road
(八佰伴)
電話：604-273-1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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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6 Fraser St., Vancou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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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J Health Clinic 康得中醫 養生診所

李健雄 Michael Lee 
卑詩省註冊中醫師，針灸師  R.TCM.P, R.Ac.

2589 Kingsway, Vancouver, B.C. V5R 5H3

Tel: 778-588-1937 604-813-8167

服務社群

《中僑新天地》三十五週年報慶

 Victor Law 羅家亮 Pharmacist 藥劑師

                   總  店

535 Main Street, Vancouver 
Tel：604-689-5555
Fax：604-689-5268

血糖／血壓測量

精通國、粵、英語

詳盡解答藥物疑問

提供個人藥物記錄

提供方便藥物格服務

                   分 店

5579 Victoria Drive, Vancouver 
Tel：604-322-6588
Fax：604-322-6501

《中僑新天地》三十五週年誌慶

自然動力

養生妙品

‧特聘國內名醫全日駐診

‧大溫四家分店竭誠服務社群

專營：美國野山花旗參、頂級印尼燕窩、
北海道剌參、特級花膠、海味、
韓國高麗紅參及養生健康食品。

總店：�1�4�3�3�-�8�3�8�8� �C�a�p�s�t�a�n� �W�a�y�,� �R�i�c�h�m�o�n�d
�T�e�l�:� �6�0�4�-�2�7�6�-�9�8�6�9� �(列治文新城市廣場超市�2�0�0�0側�)
分店：�1�2�0�-�8�2�1�1� �W�e�s�t�m�i�n�s�t�e�r� �H�i�g�h�w�a�y�,� �R�i�c�h�m�o�n�d
�T�e�l�:� �6�0�4�-�3�0�4�-�3�6�1�9� �(列治文公眾市場對面�)
分店：�1�1�1�-�4�6�0�0� �N�o�.�3� �R�o�a�d�,� �R�i�c�h�m�o�n�d� �(列治文新超市�2�0�0�0內�)
�T�e�l�:� �6�0�4�-�2�8�5�-�8�8�9�5
分店：�1�1�3�1�-�3�7�7�9� �S�e�x�s�m�i�t�h� �R�o�a�d�,� �R�i�c�h�m�o�n�d� �(置地廣場�)
�T�e�l�:� �6�0�4�-�2�0�7�-�2�1�3�8

高質汽車服務中心有限公司
SUPERSTAR AUTO REPAIR CENTRE LTD.

#100 –11451 Bridgeport Road, Richmond, B.C., V6X 1T4
Tel: 604-278-9198   Fax: 604-278-1108
E-mail: superstarautorepair@yahoo.ca

《中僑新天地》三十五週年誌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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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ferts Furniture (Canada) Inc.

 歐化傢俬
 週年酬賓清貨大減價
Unit 408-410, 5300 No. 3 Road 

Richmond, B.C. V6X 2X9
(Lansdowne Centre) 

Tel: 778-297-7182

《中僑新天地》 三十五週年誌慶
與時並進

m o v e  t h e  w o r l d
溫哥華城市學院

604.278.6811
www.cityvanacademy.ca
#2115-8766 McKim Way 
Richmond, BC. V6X 4G4

《中僑新天地》三十五週年誌慶

《中僑新天地》三十五週年誌慶

力爭上游
葉陳雅倫 敬賀

眾志成城
     萬眾一心

黃謝琬婷、黃振鍊夫婦 敬賀

三十五週年報慶

中僑三聯市耆英友社 敬賀

《中僑新天地》三十五週年誌慶

萬家傳誦
    雅俗共賞

《中僑新天地》三十五週年誌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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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僑新天地》三十五週年誌慶

孜 孜 不 倦

 
陶永強律師 敬賀

   徐仲莊 敬賀

   劉國藩先生夫人 敬賀

水 滴 石 穿

造 福 僑 胞

黃炳超聯合會計服務 
有限公司

BING C. WONG & ASSOCIATES 
ENTERPRISE LTD.

ACCOUNTING, TAXATION, CONSULTING,  
BUSINESS IMMIGRANTION

＊處理各種個人、公司稅務問題
＊個人、非居民、公司報稅

＊簿記年結、計算工資、GST、PST
＊專業經驗豐富，國粵英語

黃炳超
BING C. WONG, PRESIDENT

黃紹華
GLEN J. WONG  B.A., C.P.A., C.A.

Tel: 604-682-7561    Fax: 604-682-7665    E-Mail: glenwo@aol.com
4919 Main Street, Vancouver, B.C. V5W 2R2



中僑護理服務協會專訊

MEDICAL INTERPRETATION SERVICE 

Healthcare Support for
Immigrant Seniors

Limited time offer until March 20, 2020
2020 3 20

 

 
 
 
 
 
 

FREE 

Eligibility: Seniors 55+, live in Richmond and Vancouver
                        and have English Language Barrier  
                       (Canadian PR/ Citizens only, proof of address is     
                        required)   

: 55
                          ( ) 
             

Registration/ Enquiries: / :
604-408-7274 Ext.  1382
(Mon-Fri, except holidays , )
At least 2 weeks advanced registration required 

2

S.U.C.C.E.S.S. 38 W. Pender St., Vancouver, BC
- 38

黃陳小萍議員
探望協會長者

新民主黨溫哥華東區國會議員關慧貞

女士於2020年1月17日到訪中僑護理服務協

會,向住客院舍的長者住客拜早年。

雖然當日的天氣寒冷，關議員仍然帶

著熱切的心關懷院舍的長者住客。她當日

先到李國賢護理安老院，由中僑護理服務

協會的健康服務行政總監江倩雅女士陪同

工作人員伴著經典老歌舞姿優美

關慧貞議員探訪協會長者
慰問知冷暖 寒冬添喜樂

黃陳小萍議員向長者拜年

向一班正在等候她的

住客拜年，同時,他又

向每一位住客送贈一張 

「福」字的輝春，將福

氣送給一班住客，期望

他們新一年身體健康。

然後，江倩雅女士陪同關議員到樂群苑和其

他長者住客拜年。除拜年及送贈他們「福」字的

輝春外，關議員更與住客交流，部分長者們更向

關議員道謝她對社區的服務。

中僑護理服務協會衷心感謝關議員對長者的

關心給探訪。◇

保守黨列治文中選區國會議員黃陳小

萍女士於2020年1月23日下午到中僑張安

德樂福苑探望一班長者住客。

在黃議員在中僑護理服務協會健康服

務總監江倩雅女士及社區服務總監盧黃佩

蘭女士陪同下步入院舍的飯廳，當時已有

數十名住客在恭候黃議員。

黃議員首先向各長者住者們拜年，祝

賀各住客新年快樂身體健康。為表達表達

歡迎黃議員的探訪，由院舍的12位長者住

客組成一個名為「千歲合唱團」的組合唱

了兩首歌曲送給黃議員。黃議員也開金腔

唱了兩首粵曲回贈給各位住客。其中一首

粵曲更與一位長者一起合唱。然後，黃議

員向院舍每一位人士送出新年利是，祝賀

大家新年健康快樂。她亦預備了一些小食

送給住客們。

在熱鬧嘅氣氛中完結了這次的探訪。

中僑護理服務協會非

常感謝王議員對院舍

住客的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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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年行好運 院友大拜年

中僑互助會總裁周潘坤玲(中)聯同中僑理事會秘書Dr. Alice Maria Chung

(左二)和護理服務協會行政總監江倩雅(左一)帶領部門主管成員到列治文

李國賢護理安老院，向院友拜年。

(上及左)由中僑護理服務協

會員工及義工組成的醒獅

隊，到各院舍向長者拜年。

中僑護理服務協會專訊

春回大地，在庚子鼠年的

大年初三(一月二十七日)，中僑

護理服務協會舉行慶祝活動，派

出醒獅隊到協會屬下各長者院舍

「採青」拜年，祝願長者們身體

健康，萬事吉祥。醒獅隊不辭勞

苦，先在溫哥華的中僑李國賢護

理安老院、錢梁秀容日間護理中

心及樂群苑拜年之後，再驅車到

列治文的張安德樂福苑。各院舍

佈置亮麗，紅彤彤一片，長者們

悉心打扮，見面後互相祝願新春

快樂，處處喜氣洋洋 。

獅隊在各院舍採青，為院友

祈福，大受歡迎。公公婆婆紛紛

送上利市，祝願鼠年諸事大吉， 

身體健康。◇

中僑華埠耆英聯會最新收費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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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4-408-7274 #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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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個月連講義費共$39，

或每月$15加$5講義費

AME班（粵語教學）

日期：1月至3月

      逢星期三及五

      上午11:30至下午1:00

AMC班（粵語教學）

日期：1月至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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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至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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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利樓康樂會

活動內容︰

健康運動、康樂活動、

生日會、戶外活動及講座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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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馬寶渥列治社區耆英會

活動內容︰

健康運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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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寶渥列治社區中心

(990  W. 59th  Ave., Van.)
時間︰逢星期二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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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爾克雷斯文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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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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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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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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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3 范小姐

中 僑 耆 英 外 展 活 動

(右)長者們悉心打扮，

見面後互相祝願新春快

樂，處處喜氣洋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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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僑星輝夜 晚宴餐券現正有售

在過去的41年裡，中僑星輝夜已成

為本地社區的標誌性活動。每一年星輝

夜吸引超過800名志趣相投的慈善家、社

區團體及政界代表、贊助商與善長等盛

裝出席，於享受精緻晚宴和豐富娛樂表

演的同時，不忘支持和宣揚中僑的互助

理念。

晚宴將從賓客踏進酒會開始，賓客

不但可以互相交流，更能參與無聲拍

賣，所有獨特的物品皆由一眾企業和愛

心人士捐贈。隨後，賓客更可享用精緻

中僑慈善獎券現正公開發售，銷售地點包括

中僑基金會辦公室、各中僑社會服務中心、中僑

基金會網站及百樂喬治保險公司。慈善獎券每張

售價$5，或十張一本售價$50。

今年總共有九份大獎，頭獎是現金獎

$10,000加元，二獎是加拿大航空送出兩張來回

任一加航飛往城市的經濟客位機票，三獎是名貴

女裝手錶；其他豐富獎品包括按摩椅、名牌背包

袋、太陽眼鏡、名貴純銀耳環及美食禮券等多項

大獎，總值超過$26,147。

抽獎儀式將於2020年2月29日中僑星輝夜進

行，所有中獎號碼將刊登於3月15日的明報，中

僑互助會各辦事處及中僑基金會網頁https://

successfoundation.ca。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

電604-408-7228。◇

把握機會
贏取萬元現金

的晚宴及欣賞豐富的表演節目。

2020年中僑星輝夜的籌款目標是五

十萬九千元，所有收益撥捐中僑社會服

務，對象為兒童、青少年、新移民、

長者、家庭及婦女。中僑星輝夜晚宴

票價為$868、$568、$368及$268，退

稅額為每張票價減$130，現尚餘少量

餐券，歡迎致電中僑基金會查詢及購

買，電話：604-408-7228，或瀏覽網址

https://successfoundatio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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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an Chan攝於智利首都聖地牙哥(Santiago)

的大都會公園(Parque Metropolitan)。

中 僑 基金會

2020年2月     43



三十五週年報慶

恭祝《中僑新天地》三十五週年誌慶

四 海 風 行

2019年中僑松鶴之友和美亞假期成功合辦了精彩的旅遊活動，
行程包括：

「春季希望鎮」一天遊
「摘枸杞子、果子、養生」一天遊
「松雞山、精選海鮮中餐」一天遊

新的旅遊行程將於2020年5月份開始，
詳情會在《中僑新天地》月報刊登。

美亞還有很多精彩的行程
查詢電話 & 網站：
604-233-1388
www.supervacation.ca

松鶴之友或中僑互助會會員報名參加旅行團可享有特別折扣優惠
(請在直接和美亞假期報名時出示有效的會員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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