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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遼寧瀋陽市的中國著

名女歌手那英，將於5月18日來

到溫哥華女皇劇院舉行「那英

那世界2015溫哥華演唱會」。

被稱為「中國樂壇大姐

大」的那英，1988年參加「陽

光杯」歌唱比賽，演唱《我找

到自己》榮獲金獎，從此到北

京樂壇發展。1998年，那英推

出專輯《征服》，《征服》在

全亞洲售出超過200萬張，她並憑《

征服》榮獲眾多華語女歌手獎項。

2002年，她推出專輯《如今…》後

淡出樂壇，在七年間結婚生子。2009

年底，那英在北京舉行跨年個唱「那

英——那20年世界巡迴演唱會」，正式

復出樂壇。◇

文 娛

   潘煒強

Tomorrowland

  

                                

經過半年為《寄不出的情書》舞台

劇作編劇、製作籌備，以及演員遴選、

導演、排練等，直到演出，此劇終於在

4月19日晚於掌聲中落幕，台前幕後工

作人員在互相祝賀聲中逐一離開劇院，

然後我站在空空的舞台中央喊了一聲，

卻只有自己的回聲和應——是失落，一

種創作人滿足後的失落。

我們將百味人生都投放在一個

自我想像的舞台空間上，或許是投

射他人，也許是投射自我，但這點

並不重要，重要在於投影器中有多

少是你的故事——那些不為人知、收

藏已久的祕密。你坐在觀眾席上的

強烈反應就

是你解除內

心鬱結的最

佳釋放。你

因著劇情又

哭又笑，你

不單對角色

的際遇給予

同情，其實

也許主角就

是你，眼淚

只能在心裡

流。

看 著 一

個又一個由

滿足與失落 

日期: 5月18日晚上七時半

地點：Queen Elizabeth Theatre
            649 Cambie Street,Vancouver 
網頁：www.vanpeople.com/naying
購票網頁：http://www.ticketmaster.ca/Na-
Ying-tickets/artist/2088

日期：6月13日

    地點：River Rock Show Theatre
          8811 River Rd, Richmond, BC

音樂總監：盧東尼

    特別嘉賓：May Ho
查詢電話：778-288-9941

    售票處：Ticketmaster   604-280-4444
        時代坊德寶珠寶  604-285-6380

我創造的活生生的人物，站在千變萬

化的舞台上，將人與人之間微妙的關

係道出，將他們內在的真實一面表露

無遺，確實令人著迷。

編劇也許是世界上最自我、最

專制、最無理的生物，我們創造人

物，給予性格，然後將他們放進一

個預設的環境中，讓他們在矛盾中

產生衝突、鬥爭，又或者從中為他

們建立美好關係。無論怎樣，編劇

都是角色命運的操控者，看著角色

逐一跌進編者的圈套陷阱，這就是

劇作家的自私自我。

我們絕對不讓角色選擇自己的人

生路線圖，而要跟隨我們的設計及指

引，寸步不離，哪怕他們遇上困難、

跌倒我們也坐視不理，因為這就是人

生、這就是我們的專制。

角色無論有多合理的請求，都不能

超越編劇的邏輯領域，合情合理從來

不是我們的選擇，因為生活本質就是

荒謬，戲劇裡的矛盾就此產生，所以

我們是自知無理的生物。

作為離開劇院舞台的最後一個

人，看著人物消失、故事完結、燈

光變暗，我一步一步橫過曾經熱鬧

的舞台，最後只有留下腳步發出的

回音，既滿足

於這些角色代

我走過我的人

生路，卻又失

落於空空的舞

台中。◇

由 George  Clo oney演的天才

Frank，與Britt Robertson演的少女

Casey，都因為好奇，展開了一段危

險旅程，去一個名叫Tomorrowland(
明日世界)的地方，兩人不但改變自

己，也改變這世界。◇

Far from the mad-
ding crowd
大溫哥華開畫日期：5月1日

這是由英國名小說家Thomas Hardy
的經典文學名著改編的電影，片中由英

國青春女星Carley Mulligan演的少女Bath-
sheba Everdene，將會繼承叔父的農莊，

大溫哥華開畫日期：5月22日

(圖片攝影：Alex Bailey Copy-

right 2014 Twentieth Century 

Fox Film Corporation.)

(圖片: Film Frame Copyright Disney 

2015)

那英 那世界
2015溫哥華演唱會

曾經多次來溫哥華演唱的香港「靚聲王」張偉文，在6月13日又再來到溫哥華演

出。張偉文是實力派歌手，1978年，他在無 業餘歌唱大賽中以一曲《離別的叮嚀》

勇奪冠軍，隨即闖進樂壇。在1978至1982年間，他一共推出了六張個人大碟，成績不

錯，銷量最高的一張曾賣過30萬張（不計海外市場），榮獲十大金曲獎 。

1985年，他放棄台前演出轉向幕後發展，開始了18年的和音生涯，曾擔任香港

著名歌星汪明荃、張國榮、許冠傑、譚詠麟、林子祥等的和音。

2003年，他終於復出，推出了《唱好女人》個人專輯，銷量達到白金，乘勢舉

行了四場《唱好女人演唱會》，場場爆滿。翌年再舉行了《04 好聽演唱會》，事業

達到高峰，2005年又舉行《唱好自己演唱會》。 2007年，更踏足香港體育館舉行演

唱會，名為「張偉文唱好唱好演唱會」。(圖片提供：環星音樂)◇

音樂劇 Godspell
這是一齣關於耶穌和十二門徒的流

行音樂劇，由曾為另一齣音樂劇Wicked 
作曲的Stephen Schwartz作曲。(圖片提

供：Arts Club Theatre)◇

日期：6月16日至8月1日

地點：Granville Island Stage
             1689 Johnston Street 
             Vancouver, BC

購票電話：Arts Club票房

          604-687-1644
網頁：artsclub.com

張偉文
2015好友弦溫哥華演唱會

她同時吸引了三名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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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約羅徵遠牙醫作訪問，時間是

早上九時十五分，他拖著行李 前來，

皆因十時半之前他便要趕到溫哥華國際

機場，乘搭中午的班機前往多倫多，出

席當日在多市舉行的一個國際性攝影比

賽頒獎禮。羅醫生一幀名為《鷹鬥》的

攝影作品，剛剛奪得了2015 Sony World 
Photography Awards攝影比賽公開組加拿

大冠軍。我與羅醫生的談話便由這次得

獎說起。

據羅醫生介紹，參加此次攝影比賽

全球作品超過17萬張，單是公開組的

參賽作品也有七萬多張。初期他已知道

自己的作品進入了最後50強，結果還

奪得加拿大組冠軍，除了感到喜出望外

之外，也說明自己攝影造詣獲得了最大

的肯定。為了回饋社會，羅醫生決定把

得獎作品贈送給「中僑星輝夜2015」

及《中僑新天地》作義賣籌款之用(詳情

見本版右文介紹)。說到成功拍攝到這數

張「鷹鬥」作品的過程，羅醫生形容是

可一不可再。話說去年11月11日國殤紀

念日，友人相約羅醫生一起到內陸夏里

遜溫泉泛舟觀賞白頭鷹，由於早兩天菲

沙河谷才剛剛颳風下雨，他們原先預計

可能見不到白頭鷹。正當小艇在河中慢

慢前行之際，突然飛來兩隻白頭鷹，牠

們為了爭奪獵物在空中惡鬥。坐在船頭

的羅醫生無暇思索，馬上舉起手中的攝

   文：陳國燊

圖：受訪者提供

鏡頭下的人生 

羅 徵 遠 醫 生

得獎照片《鷹鬥》

羅醫生幸得賢內助為其主理牙醫診所及

家庭事務，使他有足夠時間、空間發展

自己的興趣。

羅醫生得獎作品在「中僑星輝夜2015」慈善拍賣羅醫生部分得獎獎牌

已故省督林思齊(左)是羅醫生人生的恩師

羅醫生獲獎是實至名歸

羅醫生另一得獎傑作《奔馬》

影機，在0.3秒之內拍下三張白頭鷹在空

中惡鬥的「沙龍照片」，每張照片拍攝

的時間只有0.1秒。

從此次成功攝得佳作的經歷，讓羅徵

遠醫生領悟出一個人生哲理：一個人的成

功是不能強求的，很多時要配合天時、地

利、人和，還要講求機遇。當然，個人的

努力和基本功也很重要，因為假如沒有基

本功，機遇來了也無法把握。

這不是羅醫生在攝影比賽中首度拿

獎，早在1995年，他的一組奔馬作品，

便囊括了當年全加拿大攝影比賽的金銀

銅獎牌，作品並被用作加拿大攝影雜誌

的封面，及後他的作品更在不少國際沙

龍比賽中奪標，可謂獲獎無數。羅醫生

攝影作有一個特點，就是「主角」都是

雙腳或四腳離地的飛禽走獸，例如飛鳥

或奔馬。羅醫生不愛拍攝花卉、風景等

靜物題材，因為他認為只有動態才能提

供「創意」。攝影家的創意，是讓欣賞

作品的人看到他們以前沒有看過的事

物。一個優秀的攝影師，鏡頭並非純粹

作「記錄」，還要給觀賞的人帶來「震

撼感」。攝影師要讓看照片的人感同身

受。要做到這一點，攝影者必須要用「

心」而不是用「手」去拍攝。羅醫生認

為，攝影作品與繪畫和書法一樣，都是

藝術品，都是創作者內心感情的流露，

透過作品與其他人作感情上的交流，分

享喜怒哀樂。

羅醫生戀上攝影，原來和他的牙醫

專業也有關係。作為牙醫，經常要為病

人拍攝X光片，為了業務需要，他早期

參加了一些攝影班，他發現在「黑房」

工作是最好的減壓方法。隨著參加攝影

班的時間越長，他對攝影藝術的認識越

多，興趣也越濃，在前輩的引導下開始

參加攝影比賽及「打龍」(攝影術語，指

參加沙龍攝影比賽），攝影便成了他獨

一無二的嗜好。羅醫生指出，攝影和牙

醫操作一樣，都需要眼、腦、手三者的

完美配合。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牙醫也要不斷進步，學習新技術，才可

以與時並進。

羅徵遠醫生除了參加加華攝影會的活

動，於1993年當過會長之外，也是香港僑

商會的活躍份子。在僑商會他有幸與已

故卑詩省省督林思齊博士共事，學習了

不少做人處世道理，另外他從僑商會內

的幾位長輩麥冬青、黎伯身上，也獲益

良多，這些都是他人生難得的機遇。◇

(另：羅醫生接受攝影比賽主辦單位Sony 

Canada 之訪問，可登上youtube查閱: 

  https://youtube/ieVYzGzU48w)

得獎照片義賣：收益撥《中僑新天地》

16X20  照片連框        每張$200

16x20  油畫照片連框    每張$250

認購照片請聯絡：中僑出版部唐太

            電話：604-408-7269

   電郵 publications@success.bc.ca



   圖：Aidan Chung（小太陽畫室）（7歲） 

      詩：阿蘇哥哥

精於針灸與經絡推拿的獨特手法
溫哥華十年以上診所臨床經驗

地址：#516-4538 Kingsway, Burnaby
(麗晶廣場匯豐銀行樓上五樓)

電話：604-282-4988
手機：604-762-4508

胡咪咪中醫 
針灸推拿診所
BC省註冊中醫針灸師
2015年擔任加拿大中醫            
針灸師總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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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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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僑新天地》訂閱表格

              一年12期，每月月初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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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毛是我的特色，但我的皮膚卻很敏感，

尤其在換季時，我身上就會長些red spot，或是

我獨自在家寂寞無聊時，我會不時的用舌頭亂

舔，順便清理我的毛髮，結果皮膚就發炎了，

溼溼紅紅的一片，媽媽只好帶我去看醫生。打

針、吃藥、擦藥膏無一倖免，一至二星期就痊

愈了。

後來媽媽在台灣的獸醫診所，買了噴劑及

過敏藥膏，看我又在亂舔，在傷口尚未發炎

時，她會先幫我擦藥，再戴上大帽子，阻止我

亂舔。那個白色像大漏斗狀的塑膠套子，是專

門給動物開刀後戴的，為了防止亂咬傷口，

但因為視線會變窄小，我總

是把家裡的牆面和柱子刮花

了，跌跌撞撞的去上下梯

子。有時我看到老媽拿套子

過來，我會耍賴用雙手摀著

頭，將頭埋在我的愛窩裡，

和媽媽討價還價，這本事我

可高呢！但終就還是老媽贏

了！

另一毛病是我的右耳經

常發炎，耳屎很多又黑，媽媽經常會幫我掏耳

屎，並擦乾淨，醫生說是中耳炎。有一年，媽

媽正好要回台灣，我耳朵又發炎了，耳朵發出

臭味，又有液體流出。她來不及把我送醫，也

不知道嚴重性，只是幫我擦乾淨，我在邱媽媽

家暫住期間，即便她幫我洗過澡，身體還是有

味道。她不知道這味道是由於耳朵發炎所引起

的，一直等到媽媽從台灣回到溫哥華後，才帶

我去看醫生。但往後的幾年裡，耳朵就不時發

炎，即便媽媽很勤快的幫我掏耳清洗，還是不

行，嚴重時就得去看醫生了。打針、吃藥、點

藥水，只是暫緩病情而已，不知為啥就是醫不

好，後來變成慢性中耳炎了。在我14歲左右，

我的右耳聽力就喪失了。

我本來有一對明亮的大眼睛，長長彎彎的

金睫毛，非常的漂亮。在12歲那年，上下眼瞼

因老化而往中間靠攏，眼眶也變小了，漸漸地

影響我的視線，視野減少了許多，加上長了

一點點的白內障，家人帶我去好遠的地方見專

科，醫生說金毛犬有這種

基因的問題，是老化的現

象。看樣子我真的老了，

怎麼辦啊！！毛病陸續出

來了。

眼睛退化我以為是被

臭鼬鼠噴到眼睛的關係，

因為前些時候我才和臭

鼬鼠打過架，我咬死牠

了。但我也很狼狽，眼睛

發炎，流出血水。媽媽先冲洗我的眼睛，再送

我去看醫生。我身上太臭了，被護士「請」出

去。醫生是在停車場幫我看眼睛和打針的，老

媽的車也好不到那裡去，全是臭鼬鼠味兒，久

久都消不去。老媽去超市買蕃茄水，要幫我洗

澡，別人都用異樣的眼光看她，想想這女人到

底有多久沒沐浴了。我很感謝家人不怨不悔的

照顧我，我真的是一隻幸運的狗狗！◇

   張麗娜

春天，是花兒的季節，

爭著開放，

到處是美的顏色。

春天，是蜜蜂的季節，

勤勞工作，

為人間製造甜蜜。

春天，是蝴蝶的季節，

撲著翅膀，

展現瑰麗的畫頁。

我身上的大小毛病

蝴  蝶

總店 Richmond 7964 Alderbridge Way, Richmond, Tel: 604-233-1896
本拿比麗晶廣場 #2827-4500 Kingsway, Burnaby, Tel: 604-433-0398
卡加利經銷: 威信，東北區太古廣場(大統華內) Tel: 403-781-7171
美國羅蘭崗，太平洋廣場(新港餐廳隔壁) Tel: 626-965-5869
美國爾灣，Arbor廣場內(日本Taiko料理隔壁) Tel: 909-654-3936
美國聖荷西 548 Barber Lane, Milpitas (99大華超市旁)

手機
778-895-8116

youneedmassager.com

手機
778-895-8116

youneedmassager.com

鼻立清
洗鼻機

花粉症百分之百有效
預防傷風感冒、鼻塞
改善各種鼻炎、鼻病
買再送20包鹽、3支噴咀

秒殺價
要
只

$1999 購
搶
謝
感

+稅+運費

YN-172

用
保

   

年
5

能
功
強
超

淡季
大清倉
保証有史以來最便宜

香柏木泡腳桶

A16

 加熱
泡腳機

高
50

分
公

79元

家裡/車上兩用
 高級按摩墊

D01A

88元

179元起 Yn-8809

59元

美腿按摩機

288元

YN-8810

49元RB01



手機
778-895-8116

youneedmassager.com

第一批銷售一空
下批22號入倉

˙Ｌ型軌道按到大腿
˙腳底按摩滾輪
˙腳靠椅背，分開升降
˙背部加熱，拉筋放鬆
˙請上網詳閱

１６周年慶,免稅,包送,大贈送,5年保用*

20天內交貨

紅色

台灣製造

總店 Richmond 7964 Alderbridge Way, Richmond, Tel: 604-233-1896
本拿比麗晶廣場 #2827-4500 Kingsway, Burnaby, Tel: 604-433-0398
卡加利經銷: 威信，東北區太古廣場(大統華內) Tel: 403-781-7171
美國羅蘭崗，太平洋廣場(新港餐廳隔壁) Tel: 626-965-5869
美國爾灣，Arbor廣場內(日本Taiko料理隔壁) Tel: 909-654-3936
美國聖荷西 548 Barber Lane, Milpitas (99大華超市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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爺爺家門前有一條過道，長約十幾

步。天頂很高，本來並不窄，但因三分

之一的寬度被靠在牆上的大大小小腳盆

和瓮、甏之類佔領，因此顯得狹窄。樓

梯上有燈，過道卻沒有燈。白天還好，

爺爺家和隔壁人家的門都大開著，過道

兩頭都是亮的，過道也就不暗。到了黑

夜，門都關了，樓梯上除非有人走，燈

也關著，過道便暗踧踧的，有點嚇人。

堂姐妹們怕黑，到了晚上該洗腳的

時候，誰都不肯去過道上取洗腳盆。

一夜，堂姐哄著我幫她去取。我被諸

如「家裡只有慧卿膽大」之類的話捧

著，遂覺得非去不可。於是端著電影裡

英雄人物的架勢，昂首闊步地向外走。

待出了門，只聽得身後一陣竊笑聲，門

悄然關上。我落入一片漆黑之中。

單單意識到自己獨自一人在過道，已

讓我膽寒，偏偏周圍鴉雀無聲，而且出

奇地冷。我馬上想起剛剛聽過的一個關

於精神病院的恐怖故事。但是既已答應

了堂姐，便回不了頭，只能硬著頭皮，

一步步走去。我有意將腳步踏得重重

地，給自己壯膽。

眼睛習慣了黑暗後，首先發現過道顯

得比白天裡長了許多。然後是奇怪腳盆

何以如此之多。大腳盆套中腳盆再套小

腳盆，還有各種尺寸的瓮甏。看到甏，

我記起其中一隻，阿婆曾用它醃製鹹鴨

蛋。阿婆做的鹹鴨蛋，隻隻都有油，吃

時對半切開，油會沿著青青的蛋殼縫裡

滴下來，每當看著鮮豔的蛋黃浸在一汪

油中，我的饞蟲就吊上來了。我一邊想

著鹹蛋（這樣就不會記起恐怖故事），

一邊找盆。我只認得一個夏天洗澡用的

大木盆，還有幾個小一點的洗腳用的搪

瓷面盆，其他便都不認得。這倒好，很

快就找到了洗腳盆。

難的是找毛巾。在腳盆和瓮甏上方，

兩根細繩吊著長長的細竹竿，竹竿盡頭

又接上另一根竹竿，就這樣一直通到過

道盡頭。竹竿上面掛滿洗腳用的毛巾。

洗腳毛巾都是從洗臉毛巾的崗位上退役

下來的，因此大都已很破爛，看不清原

來的花紋顏色，硬梆梆地撅著。更差一

點的，已破到不成形，剩下些布條，筋

筋拉拉地吊著，這種是快退役去扎拖把

的毛巾。在過道暗淡的光線裡，所有的

毛巾看上去都差不多，很難辨認哪條是

堂姐的，哪條是堂兄的，只能憑感覺猜

測。我踮起腳，抓住毛巾的一角，心裡

還在打鼓，是不是這條啊，若不是，我

還得再來一次。

然而，終究還是找到了。拿著毛巾

和腳盆匆匆走回去時，心情是輕鬆的，

雖然還是忍不住回頭看，怕有人在後面

跟。堂姐們像歡迎英雄一樣歡迎我回

來。我立刻就把剛才的害怕忘得一乾二

淨。  

這以後，經常幫忙拿腳盆，走熟了

過道也就不再害怕。等到去浙江父母家

上學後，走這條過道便是開心的經歷

了。每逢暑假回上海，我壓抑著興奮的

心情，躡手躡腳地通過過道，之後突然

衝進門，大喊一聲，爺爺阿婆，我回來

了！跳到他們跟前，看他們驚喜的表

情，聽他們問寒問暖，便是我少年時代

的開心一刻。

人生總不能都是坦途，有許多次

我好像又走進了兒時走的過道。籠罩

著我的是憂慮，前途似乎一片漆黑。

然而過道雖黑暗，總有盡頭，通向

溫暖的家門其實就在身後，正等著

你打開。你只要轉過身，推開門，喊

一聲，我回來了，就雨過天青。又或

許，黑暗的過道是通向光明的必經之

路，你只要心裡想著「阿婆的鹹蛋」，

克服恐懼，堅定地走下去；你只要推開

過道盡頭那打開新天地的一扇門，然後

說：我來了。◇
首先，恭喜第三期獲獎的讀者甄銓

沾。現在，公布第三期答案，它就是

《春曉》。

春 曉     孟 浩 然

 

春眠不覺曉		 30189

處處聞啼鳥		 44005

夜來風雨聲		 20353

花落知多少		 36339

 

   

這首是詩人隱居在鹿門山時所作，

意境十分優美。詩人抓住春天的早晨剛

剛醒來時的一瞬間展開描寫和聯想，生

動地表達了詩人對春天的熱愛和憐惜之

情。此詩沒有採用直接敘寫眼前春景的

一般手法，而是通過春天早晨自己一覺

醒來後瞬間的聽覺感受和聯想，捕捉典

型的春天氣息，表達自己喜愛春天和憐

惜春光的情感。

這首詩之所以深受人們喜愛，除了語

言明白曉暢、音調琅琅上口之外，還在

於它貼近生活，情景交融，意味雋永。

現在介紹另一首唐詩，請讀者用「3、0

平仄速辨法」註音。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李 白

故人西辭黃鶴樓，

煙花三月下揚州。

孤帆遠影碧空盡，

唯見長江天際流。

凡能正確寫出註音的讀者，均有資格

參加抽獎，惟只有一名獲獎者可得到阿

濃老師贊助的獎品一份。謝謝參與！◇ 

春晨醒來的瞬間
3、0 平仄速辨法
第三期答案和第四期唐詩註音

我喜歡活在精神世

界裡，音樂就是我其中

一種不可缺少的精神食

糧，可以說古今中外的

經典名曲，一直都是陪

伴著我、撫慰著我，甚

至鞭策著我成長的好伴

侶，尤其是這些年來，

「聽歌」已成為我每晚

臨睡前的「糧食」，沒

有了它，就好像患了單

思病一樣，內心總是若

有所失。因此，一首悠

揚動聽的歌曲，加上感

人肺腑的歌詞，就是如

此地令我靈魂出竅，悠然地飄進那美妙

音樂世界的夢鄉……。

歌曲就是愛的演繹、感情的描繪，多

數愛聽歌的人，都是感情豐富的，如我自

己，最喜歡把無限深情，寄於歌曲之中，

正如吳鶯音所唱的《聽我細訴》：「我有

說不完的衷情，不敢向你傾吐，只有在夢

中，把真情流露……」。若然我感到苦

悶失落的時候，便會聽聽羅文的《前程

錦繡》:「斜陽裡氣魄更壯，斜陽落下心

中不必驚慌，知道聽朝天邊一光新的希

望……」。倘若面對良辰美景、良朋歡

聚之時，我一定珍惜當下的每一刻，就

像陳潔靈所唱的《今晚夜》一樣：「同

聚暢飲今晚夜，莫理今宵星稀月也斜，

尋樂趁萬花嬌俏，知否明天一過花就會

謝……」。當我漫步河堤，面對一雙一

對的情侶，在夕陽美景下，或是相偎相

倚，或是牽手同行的那一刻，我會想起

葉楓所唱的《晚霞》：「……我倆手相

攜，迎著晚風來長堤，說不盡柔情蜜意，

看不完風光旖旎……」。

我喜愛的歌曲，多如天上星星，最

近，我尤其愛上一首由李子恆作曲填

詞，名為《牽手》的歌曲，還有一首

是由陳昇作曲作詞的，名為《把悲傷留

給自己》。可惜由於本文篇幅所限，我

只可寫出《牽手》的其中幾句與各位分

享：「也許牽了手的手，前生不一定好

走，也許有了伴的路，今生還要更忙

碌，所以牽了手的手，來生還要一起

走，所以有了伴的路，沒有歲月可回

頭。」牽手的承諾，不止於前世今生，

還有千代千生的未來，一經牽手，永不

分開。如此癡心的人，千載難逢，我唯

有在此曲內，才可找到想像的空間，自

我陶醉一番。

最後與各位分享的一首歌，是我

在童年時代已經一聽傾心的。可惜自

那些年之後，我一直都找不到任何機

會與它重逢。然而，這首歌偏偏經常

出現在我腦海中，就這樣我們分開了

達五十多年之久。直到最近，我終於

在電腦的 Google上找到它的蹤影。感

謝先進科技的協助，令我可以一再聽到

這一首名為《星心相印》的歌曲。它的

歌詞是這樣的：「天邊一顆星，照著我

的心，我的心也印著一個人，乾涸時給

我滋潤，迷惘時給我指引，把無限的熱

情，溫暖了我的心，他的一顆心，就是

天邊星，照著我的心，我倆心心相印。

」旋律簡單優美，歌詞真摯感人，各位

讀者不妨上網聽聽，說不定你們也會愛

上它呢！◇

又

是

雨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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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 

坐在河畔的長椅上，凝視著聖勞倫河水

滔滔流去，婉的心裡流動著李商隱的名句。 

初夏的黃昏，雨後初晴，夕陽的餘暉

透過樓群的間隔灑向身邊的草地，灑向

河畔的垂柳，灑向遠處的河面。草尖上

的水珠閃動著晶瑩的眸子，微風中柳條

輕擺著婀娜的腰身，河面上閃爍著橘紅

的、玫瑰紫的波光。 

對岸是修女島，綠樹高樓，靜謐安

詳。再遠處是聖勞倫河，滔滔而來，滾

滾而去，不見邊際。環顧四周，遠遠近

近的都是依河畔而起的高層公寓樓，而

身後那一棟高樓的頂層，有一套是屬於

她自己的家。多少年來，這是她的夢。

閒暇時，在聖勞倫河畔倘佯已是她最喜

愛的消遣，對這裡的草木河水有著動情

的迷戀。昨天，她實現了自己的小小夢

想，真真實實地住在了那個屬於自己的

家裡。近二十年來，這個夢，幾番努力

又幾番被打破，打破這個夢的不是別

人，是她的丈夫。

那個深秋時節，著陸蒙特利爾一週之

後，她獨自登上皇家山的山頂，坐在湖

畔的長椅上。楓樹上的葉子零零散散在

風中舞動，展示著最後的渴望，她的內

心也似那枝頭上的殘葉，在苦苦掙扎。

不由得她不去掙扎。在著陸後的第二

天，還處在昏昏沉沉分不清白天夜晚的

她，在小小的租房內，聽丈夫講述他三

年來的生活軌跡。在以往的電話中他極

少講述這裡的情況，一直都很大男人的

丈夫，已經讓她習以為常了。丈夫的真

情告白，讓她如五雷轟頂！

在國內時，她是讓人羨慕的白領，

丈夫是某國營廠長，女兒讀書，各自忙

著各自的事情，和睦平靜。三年多前丈

夫所在的工廠因其生產的產品不再是市

場需要而關閉。何去何從？已屆中年的

丈夫有顆不安分的心，他選擇了外出闖

蕩，移民加拿大。丈夫的想法是不容動

搖的！丈夫學外語，開雜貨店，信誓旦

旦地要為她們母女倆創造一個優越的生

活環境後，再將她們接來。她相信了，

她把所有的積蓄加上東拼西湊的錢，

匯給了丈夫。三年多後，她與女兒一起

來到了蒙特利爾與他團聚

了，是在那個破舊的租房

內。相對而坐的丈夫清清

楚楚地告訴她，店被降價

賣掉了，他們的錢已所剩

不多，他現在是在給別人

的雜貨店打零工。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

何以如此？大腦昏沉中的她

更加懵懂了。瞠目結舌，她

癡癡地望著面露羞愧的丈

夫。丈夫理解她的錯愕，沉

重地誠懇地向她道出了一切。 

原來熱情好客的丈夫自從到了加拿大

後，一直沒有間斷地把國內的親朋好友

請來考察，管吃管住管遊山玩水。雜貨

店請了臨時工來打理，他自己則親自駕

車陪同。由於疏於管理，貨物得不到補

充，錢財沒有監督，到手的鈔票越來越

少，以至於沒有周轉資金，沒有工資發

放，要借錢周轉。漸漸地，門堪羅雀，

貨架如洗，只得草草轉手。

丈夫是俠義豪爽之人，但她怎麼也沒

想到，丈夫會把自己的俠義豪爽發揮到

這樣的極致。 

「真是一個敗家子！」這句話狠狠

地在她的心裡轉了一個星期，真想帶著

女兒打道回府。想到女兒，她的心又軟

了。女兒要在這裡繼續求學，女兒應該

在這裡享受與爸爸媽媽的團聚。

從中午一直到太陽落山，她的腦海裡

一會是思緒紛紛，一會是一片空白。秋

風吹透她單薄的衣衫、單薄的身體，吹

進她的骨，吹進她的心。 

「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一個

人最可貴的，就是不輕言放棄。婉，正

是一個這樣倔強的人。希望終於戰勝了

內心的掙扎，當夕陽的餘暉把皇家山點

染成最後的炫麗時，她下了決心，她要

同丈夫一起面對未來的生活。

可以說是在哪裡跌倒就要在哪裡爬起

來，也可以說是在這語言不通四顧迷茫的

地方還是重操舊業有保證，向朋友借了些

錢又一次買了雜貨店。在北岸的一隅，遠

離鬧市，斬斷與親朋的聯絡，埋頭苦幹三

年多，丈夫盡心盡力也算是把小店生意做

到了極致。還清了債務，也有了些積蓄，

一家人皆大歡喜。但在此時，遙遠的故

鄉又有了新的召喚，丈夫的朋友事業有成

要開分公司，請丈夫出山做負責人。三年

的做店時光如同堅守牢籠，重入江湖的欲

望，大展拳腳的誘惑，喚起了丈夫非池中

物的豪情。不聽她的勸阻，丈夫急不及待

地賣了小店。

丈夫如願以償地回國了，但是分公司

的發展並非想像的那麼容易。時間、地點

和專案都存在問題，收益自然不理想，

丈夫只維持一個基本生活費用，但為了

馬新雲晚晴之重
朋友，他始終不遺餘力。在這裡，她和女

兒以打零工不多的收入維繫她們的開銷。

幾次三番地催促丈夫回來，但遠在萬里之

外，丈夫一意孤行，他說不能負了朋友。

第三年裡，忍耐超出了極限，她真想一道

權杖讓丈夫不要再回來。

「真是一個不顧家的男人！」街邊公

園的長椅上不知多少次留下了她的抱怨

聲，也留下她不願離去的身影。每當傍

晚，別人家團聚的時候，她就喜歡坐在那

裡，內心裡翻江倒海，卻苦於始終找不到

逆轉的良策。「天意憐芳草，人間重晚

晴」的信念依舊是她的支撐和堅持。

丈夫不負朋友之托，兢兢業業，三年

後生意終於日見好轉且初具規模。自覺

對朋友有所交代，徵得朋友同意，把生

意交給了副手打理，丈夫才帶著空空的

行囊又回到了蒙特利爾。對朋友兩 插

刀，丈夫也做到了極致。

大洋兩岸，來來往往，十多年的風

風雨雨，不曾放棄自己的丈夫，不曾放

棄自己的家，也不曾放棄自己的夢想。

他們決定三闖雜貨店！東拼西湊再加上

原來的積蓄，又經營起了雜貨店。已不

再年輕，而且也經歷了幾起幾落的種種

磨礪，在走向老年的階段，丈夫終於成

熟穩重了。收起非份之想，勤勤懇懇做

店，踏踏實實地生活，這次丈夫為自己

為家人，更是做到了極致。

匆匆又是十年，夫妻同心，合力斷

金，辛苦也是甜。這十年裡她得到的是

從來沒有過的踏實和滿足，並且在退休

之前，終於有了屬於自己的家。一個不

大的家，從廚房到客廳到書房的玻璃窗

將遠山近景盡收眼底，是他們賞心悅目

的享受。面朝聖勞倫大河，看去水滾

滾，船帆點點，鷗鳥起舞。遙眺皇家

山，看草綠草黃，看花開花落，看楓綠

楓紅，看雪臥層巒，看雲飛藍天。婉由

衷地道一聲：此生足矣!

婉的寬容、堅持和對家庭的責任感終

於得到上蒼的垂憐，現在她的丈夫改變

了許多，他已經把店當成了家，和婉一

起精心地打理著他們的生意。他們現在

的生活充實而快樂，每天上下午換班休

息，業餘時間經常到家附近河畔公園散

步或長跑。他們在店裡上網，看節目或

聽音樂，生意休閒兩不誤。婉又把寫作

的愛好重新撿了起來，在報刊和雜誌上

發表文章。心情好，文章自然就充滿了

陽光和色彩。婉把愉悅的心情寫在文章

裡，也寫在她的笑顏中。

丈夫心繫小店心繫小家，在走入老年

生活之時倍加珍惜家庭生活。他抽時間

同她一起自駕遊，實現他們許久以來的

願望－－   到魁北克之北的大森林體驗大自

然的魅力，到王子島觀海聽濤，看日出

日落，享受浪漫的休閒度假。如今，生

活甜甜蜜蜜，心滿意足。

幾經風雨，婉與丈夫走過了他們值得

紀念的四十年紅寶石婚。紀念日那天，

夫婦二人穿上了盛裝，在自家的觀景涼

臺上，在客房大廳裡，在樓下公園的草

坪上，在河畔柳蔭下，留下了雙雙對對

幸福的身影和笑容。

「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

天意是自己的意志，天意是自己的堅

持，天意是自己的寬容自己的承受，還

有自己選擇了的前行。她慶幸自己的堅

持：總有那麼一天，會為自己架起一道

美麗的彩虹！

晚睛，是經過風雨洗禮後的那一抹餘

暉獨有的韻味，令人陶醉，令人回味！

融在夕陽的餘暉裡，婉的腦海裡不由

地又湧出了詩意！◇

 （本文以好友婉冰為原型，並獲得她的

修改意見，在此致謝！）



地址：列治文甘比街8580號106號地舖
電話：604-232-6668    手機：778-858-5822

網址： www.zhongguangpingcl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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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麗 Lily Li
政府註冊假牙專科

列治文假牙診所
首次檢查免費

無需牙醫介紹
植牙假牙，假牙維修
接受各項醫療保險
國、粵、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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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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抗生素？
抗生素是一種可以消滅或防止細菌生

長的藥物，能用作預防或治療因細菌感

染而引起的疾病，但不能醫治病毒引起

的疾病，例如傷風、感冒或非因細菌感

染而引起的炎症。

抗生素的種類很多，功效則視乎細菌

的特性而有所不同，故不可胡亂服用。

抗生素的副作用
少數病人在服用抗生素後，可能會

出現短暫性的副作用如頭痛、噁心、

嘔吐、便秘或肚瀉等。如情況持續或

轉趨嚴重，病人應停止服藥並盡快請

教醫生。

有些病人可能會對抗生素有過敏反

應，故服藥後如出現紅疹、痕癢或哮喘

等症狀，便應立即停止服藥並攜同有關

藥物找醫生治理。如病人以往對某種抗

生素或其他藥物有過敏反應，應事先告

知醫生。

某些抗生素可能會影響胎兒或嬰兒，

故準備懷孕、已懷孕或哺乳婦女應先向

醫生查詢才可服用。

服用抗生素須知
口服抗生素的形式有藥丸、膠囊及藥

水。水劑通常是為方便小童服食，服食

前須將藥水搖勻以確保服用份量正確。

抗生素宜於飯前服食，因為較易吸

收；但某類抗生素則宜於飯後服食，以

減少腸胃不適。病人應依照標籤指示服

藥。

病人如忘記服藥，應立即補服所忘

記服食的劑量，然後依照下一次的指定

時間服藥。但如果當時已快到下次服藥

時間，便毋須補服，而應依時服食下個

劑量。

為確保療效，病人應遵照醫生指示定

時定量服用抗生素，直至完成整個療程

為止。在服藥期間，即使病情好轉，也

不可自行停藥，否則不但不能消滅所有

細菌，反而可能會令病情復發或引致後

遺症；此外，更可能會令病菌產生抗藥

性，以致日後服用同類抗生素時無效。

切勿預留一些抗生素待下次服用或隨

便給別人服用，因為每次的病情及成因

不同，胡亂服藥，不單會延誤病情，更

可能產生不良後果。

抗生素可能干擾口服避孕藥的效用，

故有關病者應請教醫護人員。

抗生素的貯存方法
抗生素應存放在陰涼、乾燥及小孩接

觸不到的地方。病人應留意標籤指示的

方法妥善貯存藥物。

除個別藥物標籤上的特別指示外，一

般情況下，毋須把藥物存放在雪櫃內。

若標籤指示須將藥物存放於雪櫃，切勿

放在冰格內。過期的藥物必須棄掉。

正確服用抗生素

  消除病菌療效高
對抗生素的常見誤解
很多人都曾服用抗生素，但普遍對

抗生素的認識不多。以下是一些常見

的誤解，試看你知道多少正確答案？

1.傷風感冒、喉嚨痛時一定要服用

抗生素才能把病治好

錯。抗生素是不能醫治由病毒或敏

感因素所引起的疾病。例如傷風和感

冒；除非是有細菌感染時，才需要服食

抗生素。

2.病徵消失了，就不用繼續服完整個

抗生素療程

錯。要根據醫生指示按時服完整個抗

生素療程為止，切勿在病徵消失時自行

停藥或減藥，以免病菌產生抗藥性，令

抗生素失去療效，不能根治疾病。

3.服食抗生素後，如果病徵持續，可

以自行到藥房購買抗生素繼續服用

錯。抗生素須有醫生處方才可以在

註冊藥房購買。如果服完整個療程後，

病情沒有好轉，甚至惡化，應立即請教

醫生。

4.剩餘的抗生素藥，可分給別人服用

或留待下次服用

錯。抗生素種類繁多，不同種類的抗

生素是針對不同種類的病菌，而相似的

病徵並不一定是同一種疾病，所以不可

隨便轉給別人服用或留待下次服用。另

外，服食過期的抗生素可能會對身體有

害，所以切勿保留過期藥物。

5.抗生素即特效消炎藥，對所有炎症

都有療效

錯。消炎藥是籠統的名稱，包括不同

種類的藥物：例如抗生素、非類固醇消

炎止痛藥和某些酵素等，各有不同的作

用。抗生素只能醫治由細菌感染而引起

的疾病，故應由醫生診症後，因應病情

而處方。病人不應勉強醫生處方消炎藥

或自行到藥房購買。◇



人的生命活動在母體受孕之後

已經發生，包括心臟活動是受一種

原始的神秘力量推動，在中國醫學

中稱為「元氣」（或原氣）。元氣

固然是先天稟賦的，但亦有賴後天

的不斷補充，如飲食精

微的滋養，令這股生命

之源得以持續保存，像

薪火一樣不會熄滅，直

到「天年」的盡頭。元

氣既來自先天稟賦，所

以人愛惜身體（養生）

，不但是自己本身的

事，還是為下一代健康

所應做的一件事。中國

人以前被稱為「東亞病

夫」，很大原因是社會

及國民本身孱弱所致。

先天不足的兒童體

弱多病，及至長大後，

又缺乏調養，無論體

格、氣力方面都會較

差，而且一般來說，壽

命亦較短，早衰的現象

更加普遍。但另一方

面，雖然現代無論生活

條件和營養水平和以前

相比已有很大改善，卻

出現另一些問題，如飲

食不節、環境污染、食

物過度加工，以及精神

緊張、過分安逸及享

樂、縱慾、晝夜顛倒、

通宵達旦等等，都足以耗散及損害

這一股先天而來的元氣，成為現代

人普遍存在的健康問題。即使現在

醫學技術發達，但如果人人都不改

變有害健康的生活習慣，醫學亦終

會束手無策。

中醫傳統

理 論 認 為 人

的元氣化生於

腎，所以治理

先 天 、

後 天 的

元 氣 虧

損 ，

是用辯證論治的方法調補

腎精開始。另一方面，對

於後天性的虧損，則要調

理脾胃，令後天飲食精微

的滋養和補充回復充沛。

如果因為後天生活習慣不

良，損耗元氣過甚，例如

過勞、縱慾、顛倒晝夜等

等，則要作相應的調治。

對於元陽虛證：患者長

期疲倦無力、懶動、怕冷、

四肢冰凍、腰膝痛或痿弱無

力、小便頻而清長、甚至夜

尿、遺溺、遺精、陽痿（女

性白帶多、冷感）、舌質

淡、脈沉細…，宜以「金匱

腎氣丸」為基本方，佐以補

腎藥類，如巴戟天、肉蓯

蓉、菟絲子、淫羊藿、杞子

或鹿尾 、鹿茸及補氣的人

參、溫腎的肉桂等均可隨證

加入，但必須由中醫師辨證

施治，循序漸進，不可隨便

購買各種市面成藥，以免弄

巧反拙。食療：鹿茸三錢、高麗參

二錢、雞肉適量、生薑一片、紅棗

去核三枚、清水一碗，隔水燉三小

時服用（請教中醫師服用）。◇

   中醫師高岐臻

1.  4898 Main Street, Vancouver.
Tel：604-873-3527

2.  88 West Pender Street,Vancouver. 
Tel：604-683-4244

優惠券(COUPON)
適用於� 

下列Rexall藥房

   潘錦興藥劑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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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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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慧敏醫生

清除耳垢良藥

NeilMed    Clear Canal Kit    
清除耳垢用品盒

 177ml

Special 特價$15.99

(賣至2015年5月31日)

延伸閱讀 

血壓是心臟運作時在血

管內產生的壓力。當血壓

太低，血液抵達腦袋有困

難的時候，人會暈眩，要

馬上躺下，好讓地心吸力

令血液盡快到達腦細胞「

救駕」。但血壓太高，一

般沒有任何感覺。在許多

醫療欠完善的地區，人民未必有機會定期量血

壓，長年累月不曾受控的高血壓，會造成多種

併發症，如中風、心臟病、腎病等。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估計，全球死於高血

壓者佔13%，比導致9%死亡率的煙草，禍害更

大，原因正是太多人缺乏妥善治療。

即使證實已患有高血壓，一些病人或因毫

無不適，對於治療並不熱衷，藥物時服時停。

亦有因害怕副作用而自行停藥，而不去請教醫

生轉藥。又或認定西藥「傷身」，自行採用另

類療法，例如餐餐吃芹菜了事。更糟的是，沒

聽醫生話，感到心虛而避見醫生，也不再量血

壓，做其鴕鳥。也有病人在服藥一段時間後，

血壓維持穩定，便認為已經痊愈，可以停藥。

曾有一香港個案，病人見血壓控制理想，

便自作聰明，省了覆診見醫生的診金，只自行

購買藥物服食，不料若干年後出現大問題，原

來血壓已悄悄上升至藥物不能控制的水平。

高血壓確是不可輕視的問題，全世界各國

都嫌控制不足。

有個嘆喟是這樣說的：一半患高血壓的病人

不知道自己有病，一半知道有高血壓的病人沒有

治療，一半有治療的病人沒適當服食藥物。

要令病人知道自己有高血壓，首要是量血

壓。一般建議，成年人

至少每兩年量一次。血

壓偏高者（如130/80）

更要頻密些。

早年的水銀血壓計

較昂貴，血壓只能在診所量度。近數十年，各

種款式的電子血壓計越出越多，且輕便廉宜，

已走進一般家庭。不少老人中心，還每天為長

者免費量血壓。使用電子血壓計不難，選擇正

確量度時間卻要講究。

原來血壓會按身體需要而改變。躺著時最

低，站著比坐著高，當身體有活動或情緒高漲

時，又會上升；所以要決定是否患有高血壓，

必須先經過多次在心平氣和、休息狀態下量

度，若仍然超過140/90，才可作出診斷。

但部分經此程序確實血壓持續高的人士，

卻會疑惑：為何自己在家裡量度的血壓維持正

常（不超過120/80），只有在診所才量到血壓

高。這個現象，在醫學上稱為「白袍高血壓」

，意思是看見醫生的白袍，血壓便上升，可能

是心情緊張之故。

持續高血壓會對身體器官構成禍害，「白

袍高血壓」患者大部分時間血壓沒超標，風

險低得多，所以一些醫生會建議病人暫時毋

須服食降血壓藥。不過一些研究發現，這些

病人日後患高血壓的機會比常人高，因此宜

定期量血壓：在家裡也量，在診所也量，以

觀察其走勢。◇

量血壓的種種問題

家庭式的電子血壓計，使用簡單方便

耳垢（俗稱耳屎），是我們耳朵外耳

道（ear canal）內一種正常的分泌，通常

是呈黃色的蠟質物體。它的主要作用是保

護我們的耳朵，禦防細菌及真菌（fungi）
的感染，亦可以防止昆蟲和水溜進耳朵

內，同時亦有潤滑和清潔的功能。但是過

量的耳垢亦會造成問題，它可能會壓著

耳鼓膜（ear drum），在外耳聽道造成障

礙，使聽覺受到影響。在這情形下，較嚴

重的，便要到醫生處求診，若是較輕微

的，則可以購買一些成藥，自己在家中清

理這些耳垢。

今期為大家介紹一種新產品，叫Clear 
Canal去除耳垢用品盒（kit）。它的主要成

份是Carbamide Peroxide，功能是軟化和鬆

緩耳垢，使它可以較容易從耳道中取出。

Clear Canal只適用於耳朵。每天可以

使用兩次或按照醫生的

指示。不應該一次過連

續使用多過四天。十二

歲以下的小童一定要醫生同意才可以使

用。

使用前先將手洗淨，把 Clear Canal耳
水瓶握在手掌心數分鐘，讓它變得與體溫

較接近，滴進耳朵時感覺會較為舒適。

先將頭傾側（耳朵向上），然後將

Clear Canal耳水滴進耳朵，讓它停留在耳內

數分鐘。若使用盒內的耳塞，把它塞在耳

道，這樣便可以立刻隨意四處走動。數分鐘

後，可使用盒內的沖水器（rinse adapter），

將軟化了的耳垢輕輕沖洗出來。

若然你對藥水過敏，或除了耳垢

外，還有耳痛或有膿水流出，便不宜使

手 Clear Canal，應立刻往醫生處求助。◇

White coat hypertension (and white coat effect) 
http://www.bloodpressureuk.org/BloodPressureandyou/Medicaltests/
Whitecoat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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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臟將血液送到全身，

它是循環系統的驅動力。心

臟不停地壓送與舒張，再次

壓送和舒張，永不停止，直

至生命完結。

人體兩大主要的血泵是

心室和兩個次要的血泵是心

房，它們構成了心臟的肌

肉。心臟的右邊接受全身各

部位輸送來的缺氧血液，並

且再將此缺氧血液送至兩邊

肺部補充氧氣，之後把充氧

的血液從肺部送至心臟的左

邊，左邊的心室將氧氣飽和

的血液通過主動脈輸送到全

身。

血液流經全身各器官組織時，通過微血管，氧氣和

營養物質與二氧化碳和代謝廢物在此進行了交換，繼續

流至各器官，最後回到右邊的心房，心臟不斷地重複此

項循環。整個過程中，血管和心臟補充了體內所需的營

養，之後由肺部把二氧化碳呼氣排出，而腎臟把身體的

代謝廢物由尿液排出體外。

心房是心臟搏動的起源
由於心房較小，而且連接靜脈，只要把收集得來的

心液，泵到下面的心室便成了，而心室則要奮力把血液

泵出，例如左心室便要將血輸送至大動脈（aorta），藉

以運行全身，右心室只要輸送靜脈血液到兩邊肺部，較

為不太吃力。

左心室是身體的總泵房，它的肌肉也較強壯。平時

用手按到的脈搏是來自心室，可是，心房是藏著心臟跳

動的起源。

一個稱為「竇房結」（SA node）的天然起搏器

（pacemaker），能因應個人身體的狀況，輸出電子脈

衝到左右兩邊心房，引發收縮，然後再經「房室結」

（AV node）傳送到「總泵房」左心室和右心室。如是

者，週而復始地發動兩組先後有序、輕重有別的心臟收

縮動作，燃點著生命。

竇房結就像電力的總掣，它能透過鋪好的電線，接

駁到心臟肌肉的細胞網絡，督促它們工作。

正常的心跳，每分鐘60至100次，心跳過快，也有

正常的和不正常的快。倘若心跳不正常的快速，而帶動

心跳的不是竇房結，而是心臟某個受損部位無端產生電

流，心臟亂跳便稱為心律不整，必須循誘發心跳失常的

路徑，以追查病源。透過體檢和心電圖可以確診。

心律失常的種類
1.心房纖維性顫動，簡稱「房顫」（atrial  fibrilla-

tion，簡稱「AF」）。隨著年齡的增長，房顫發生的機

會增加。它是臨床上最常見

的一種心律不整。40歲以上

人口當中，每四個人就有一

位，每分鐘可亂跳200至300

次。

2.陣發性心房性心搏過

速，它是一種心率突然加

快，每分鐘140至190次。

3.病竇症候群，是一個

不規則而又緩慢的心跳，是

一般耆英常見的心律失常。

4.房室傳導阻滯，可分為第一與第二度房室傳導

阻滯，為了使心臟能正常運作，靠著規律的電氣沖動

從心房傳到心室。如果房室連結處產生了瘢痕，而這

些電氣沖動便會減速或被阻斷而延長了時間，第三度

房室傳導阻滯較少見。

 5.心室節律障礙，它是起源於心臟的心室發生不

規則的心搏，包括(Ａ)心室早期收縮，(B)心室心搏過

速，和(C)心室纖維顫動。現簡述如下：

(Ａ)心室早期收縮是由於心室細胞去極化而造

成。此種形式的心律不整在長者較為常見。除非有症

狀出現，否則一般是不需要治療它。和其他心律不整

一樣，透過體檢和心電圖可以確診。它與年齡增長、

心臟局部缺血、電解質不平衡、荷爾蒙激素失調有

關。

(B)心室心搏過速是由於心跳加快，每分鐘100至

150次，就必須立刻治療，尤其若有冠狀動脈疾病者應

特別注意。若服用抗心律不整藥物或植入性去顫器會

很有療效。此種心律不整會由於心臟的供血不足或部

份缺血、慢性心肌病或冠狀動脈病引起。

(C)心室纖維顫動是最為嚴重的心律不整。心律

非常快速而且無規則，應立即去急症室以去顫術來治

療。由於體內植入去顫器，有心室心搏過速或是心室

纖維顫動患者，可以成功康復，許多年都平安無事。

心室纖維顫動會引致冠狀動脈疾病、心臟病發作，或

是其他嚴重的心臟問題。

室顫或簡稱VF，症狀是失去知覺，而且十分突

然，通常無太多前兆。診斷可透過體檢和心電圖，令

人欣慰的是植入人體的去顫器，能產生作用來挽救生

命。

植入去顫器和抗心律不整藥物雙管齊下，能使患

者的心律維持正常。（下期待續）◇

（二之一）

中僑互助會松鶴之友

粵劇曲藝班

報名請親臨中僑社會服務中心105室，或致電604-408-7274內線1054查詢。
參加者須為中僑互助會及松鶴之友會員。

中僑互助會松鶴之友

粵劇曲藝班

報名請親臨中僑社會服務中心105室，或致電604-408-7274內線1054查詢。
參加者須為中僑互助會及松鶴之友會員。

中僑互助會松鶴之友

粵劇曲藝班

報名請親臨中僑社會服務中心105室，或致電604-408-7274內線1054查詢。
參加者須為中僑互助會及松鶴之友會員。

日期：4月28日至6月16日（逢星期二）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中午12時
地點：中僑社會服務中心G07耆英室

（28 W. Pender Street, Vancouver）
費用：全期 8 課收費 $40；逐課收費 $6（曲譜每份 $1）



代理各類保險：汽車、商業、房屋、醫療、人壽、旅遊

PETER MACDONALD

電話：604-321-9125 傳真：604-321-9586

5606 Victoria Drive, Vancouver (at E. 40th Ave.)

INSURANCE AGENCIES LTD.

服務大溫地區超過35年，

信用保證，價格公道。

網址：www.pmacdonaldins.ca

提供廣東話
及普通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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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石虎博士牙醫

最早期的牙醫由理髮師兼任

你曾否想過，在有生之年能看到癌症

成為歷史嗎？這想法不僅你一人。癌症患

者與他們的家人，以及所有受癌症影響的

人，都盼望這天的來臨。幸好，各位可以

透過健康的生活方式與維護大眾健康的政

策，來預防大約一半的癌症。而全國的研

究人員為加深認識癌症，尋找更好的治療

方法和根治癌症而費盡心血。

加拿大防癌協會是全國資助最多癌症

研究的慈善機構，自1947年起已資助眾

多臨床試驗。有些專家認為可以發明一

種能根治二百多種癌症的可能性很微。

但承蒙研究的發展和進步，相比起40年

代的25%，如今有超過60%被診斷患上癌

症的患者，能夠在康復後繼續存活至少

五年。這些突破是數十年從研究中所累

積的癌症資訊而得出的成果。

這六十多年來，加拿大防癌協會與加

拿大國家衛生福利部所創辦的加拿大國

立癌症研究院(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of 
Canada)，一起資助多達十億元的癌症研

究。如今，加拿大國立癌症研究院轉變

成為加拿大防癌協會的研究院(Canadian 
Cancer Society Research Institute)，並支

持多種廣泛及頂尖的癌症研究。研究人

員每年將通過加拿大防癌協會的研究院

申請資助，研究的種類甚至從基本實驗

室伸延到臨床試驗。僅於2014年，承蒙

所有善心人士對加拿大防癌協會的慷慨

支持，全國有408個項目與312名科學家

已獲得總共3,700萬元的善款，令加拿大

防癌協會在各個地區和對多種癌症治療

的影響，比加拿大任何一家癌症機構還

要大。

目前，加拿大防癌協會的研究院正撥

款資助許多有趣而又令人興奮的研究項

目，以下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哪些基因會令超級壽星（ su-
per  seniors，85至109歲的長

者）擁有抗癌能力呢？

•‧	維生素C能否改善癌症治療的效

果？

•‧	免疫細胞被人工改造基因後，能

否消滅癌細胞？

•‧	病毒能否發放信號，吸引治療性

的「殺劑」攻擊癌細胞？

•‧	野生蘑菇的毒素，能否瞄準和消

滅癌細胞？

•‧	選擇性提高腫瘤的細胞應激，能

否使癌細胞更容易治療？

繼續上述的研究項目，加拿大可進一

步了解癌症，並實現一個沒有加拿大人懼

怕癌症的世界。而你也可以出一分力！今

年凡捐滿50元或以上至卑詩及育空地區分

部辦事處	(565 W 10th Ave, Vancouver BC 
V5Z 4J4，Attn: Asian Giving)的善長，均

可獲得由加拿大防癌協會送出一個隨意

貼手機擦。請致電「勇闖明天」熱線604-

708-8818或1-877-708-8818，亦可以上網

到cancer-asian.com參與捐款。並且因為加

拿大防癌協會和腦癌研究基金會的合作，

所有指定幫助腦癌研究的善款將會獲得多

一倍的資金。◇

想了解更多關於加拿大防癌協會或其

資助的研究資料，請瀏覽cancer.ca/re-

search或cancer-asian.com或撥打1-888 

939-3333免費電話，了解更多訊息。

癌症研究
    展新希望

古人壽命不

長，不會保健牙

齒，但有保存牙

齒的觀念。從西元前兩三千年的埃及骸

骨上發現，當時就有利用金屬線或銅片

將牙齒固定的痕跡，可見古人已經能固

定搖動的牙齒，免於脫落。

遠古時代的神農開始嘗百草，有了

醫藥，卻沒有治療牙齒的相關記載。約

西元前500年，希臘歷史裡有一些對拔牙

以及使用拔牙器具的記載。

華夏名醫華佗（公元145年－208

年）擅長養生，精通方藥，但並無醫治

牙齒的紀錄。公元1至200年時，可以見

到一些關於牙齒填補的紀錄，同時開始

將牙痛的情況做分類。

關於「牙痛不是病，痛起來要人

命」，那就取決於秘方。各憑本事，從

很早的仙丹，到現在的止痛藥，還是找

不出特效藥。公元一千多年時，有了比

較清楚的牙科治療紀錄。在歐洲中世紀

的早期，剛開始是由修道院裡的教士來

做牙科的治療，當時的治療項目有拔

牙，還有膿腫的排膿、放血等。

公元1130年後，開始出現由理髮師擔

任牙齒治療的工作。其實想想也不無道

理，畢竟都是在處理脖子以上的問題。

公元1210年期間，法國正式成立了

理髮師團體，之後更明確的將理髮師分

為手術理髮師及一般理髮師兩大類別，

手術理髮師就是可以執行牙科治療的理

髮師。理髮師執行牙科治療的行為一直

到公元1745年間還可以看到。由此可

牙醫的濫觴

見，這兩個行業還真的並存了一段相當

長的歷史。

從前的醫生只分內科和外科，內科醫

生就是現在的一般的、全科的家庭醫生，

也是要懂牙醫的。現代牙醫的前身是外科

醫生，更早的行業就是理髮匠，在市場擺

地攤幫人就地拔牙、刮鬍子和掏耳垢。

歷史上第一本完整敘述牙科治療

的書，是由德國在1530年出版。這之

後，牙科才漸漸真正獨立成為一門專

業的科目。

287年前的公元1728年，現代牙醫學

之父──法國的皮耶．費查寫了一本《

外科──牙科醫生或有關牙齒之論著》

，是第一部牙科專論的書籍。他把牙科

自外科中獨立出來，成為專業的科學，

其影響力從法蘭西到歐陸，更跨越了大

西洋至新興美洲。他是第一位著作牙醫

學教科書的人。也因著這本書，牙科醫

療終於正式邁入專業領域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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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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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 遊

記》中，唐

僧一行來到

車遲國，發

現 該 國 迫

害僧侶。眾

僧訴苦尋死

不得，孫悟

空說：「天

賜汝等長壽

呢。」眾僧答：「您漏了一個字兒，是

『長受罪』呢。」

想起這段，是因為看報得悉

一位67歲兒子照顧93歲母親的種

種難處。高齡母親患上腦退化

(dementia)而且行動不便，需要一

名同宿照顧者。

現代醫學和衛生的進步，令

人壽越來越長，但欠缺健康的長

壽，的確很可能使「長壽」變為

「長受罪」，而且受罪的除了當

事人之外，還有其近親好友——

除了精神上的煎熬，還有金錢上

的重擔。

身體健康固然並不完全操之

在我——疾病和意外損傷都是日

常生活中難以完全避免的。但

是，能夠掌控的部分，就值得盡

量珍惜，而這並非「挾泰山超北

海」那樣難為。例如堅持運動、

飲食節制和均衡、作息有度、不

煙少酒等。培養健康的身體，利己更兼

利人。

說到財務上的重擔，首先是先前計

畫好的退休後生活預算，因為估計不到

這麼長壽而不敷支出，那麼擔子往往就

落到下一代肩上。但就像前述那新聞個

案，兒子自己已67歲，步入了退休後有

限收入的年月，自己都同樣要面對長壽

的陰影，哪有太多餘力？

在這個問題上，政府的RRIF(註冊

退休入息計畫)其實一定程度上惡化了

情況，因為 RRSP 要在71歲時轉化為

RRIF，其後每年規定必須提取款額；一

則缺乏彈性，二則可令當時的付稅不必

要地提高，結果是讓RRIF內的資金更

快乾涸。政府著實應該就「長壽」的情

況，審視RRIF提款一些明顯已經過時的

規定，考慮作出與時並進的調整。

重擔更嚴重的部分是護理照顧開

支，因為這往往超出一般人的想像(誰會

估計自己「80歲時可能會痴呆」?)，故

而無從預算。而這筆開支可以很大。針

對這個問題的一個解決方法是

購買長期護理保險。這種保險

宜於五十來歲、臨近退休而健

康狀況還未走下坡時購買。

有人認為五十餘歲買了這

種保險，若一直沒有患上這類

長期病症，付出三數十年的保

費豈不是很冤？其實，不論是

甚麼保險，都是為了心安，最

好是厄運不至，零回報也是上

上大吉。但厄運一至，則所付

保費的回報是極大，讓人可脫

困境。

再者，近幾年長期護理保險

計畫有不少改善，例如保障金

額隨著生活指數增加而調高，

受保者得享天年，而未有領取

長期護理補償的，其指定受益

人亦可取回所有已繳保費。最

受歡迎的改變是無必要入住護

理院，受保人可留在家中接受親友的照

顧，並領取保償作為家中開支或補償親

友因提供額外照顧所損失的工作收入，

若夫婦同時購買長期護理保險更可獲得

保費折扣等等。

照這個「長壽」問題的狀況和統計

數據來看，老來遇到厄逆的機會應該會

越趨普遍，所以值得問一下自己：是要

冒這個險還是保這個險？◇

長

壽

變

長

受

？

當讀到這篇文章的時候，相信大部分

人士已填報稅表，完成了2014年度的報

稅了。報稅的單據繁多，特別是投資收

入方面的報稅紙條，如 T3、T5、T5013
等等，這些都是由銀行或有關投資的機

構直接寄予納稅人。郵件的寄遞會有延

誤或遺失，信件錯派地址不時有發生，

因而導致報稅單未有及時寄到納稅人手

中，以致造成漏報收入的情況。須知

道，漏稅的罰款可以是相當沉重的！

稅法第163第(1)節有關漏報收入的罰

款條文，若納稅人漏報收入，而在過去

三年內又曾有漏報事件的話，漏報罰款

是按漏報的金額計算，聯邦罰款為10%，

另加省的罰款10%，合共便是20%。

當漏報的收入被政府發現的時候，所

漏報的收入當然要加入相關年份的稅表

中評稅，若因而引致額外的稅款，欠稅

固然要補交，同時，欠稅的利息亦不能

倖免。再者，若相關的稅表仍沒有在限

期內呈報的話，遲報稅表的罰款是按欠

稅計算的（見附錄），即使漏報收入的

稅表沒有誤期遲報，或者在加入了漏報

的收入後亦不會引致額外的稅款，如在

過去三年內曾有漏報事件，稅法第163條

第(1)節的

漏報罰則會

被應用，罰

款是漏報金

額的20%，

絕對不容忽

視。

有一個

案，納稅人

遷居後沒有通知其投資機構，以致報稅

單T5沒有寄到新住址，該納稅人因收不

到T5稅單便漏報了相關的投資收入；幾

年後被政府追查，才發覺漏報了幾年的

投資收入。雖然所漏報的收入加入各年

的稅表中仍不致產生額外的課稅，但在

稅法第163條第(1)節的罰則之下，按漏

報的入息額罰了20%。納稅人當然後悔不

已，但亦無可奈何，唯有受罰。

因此，在收集報稅資料時，應徹底檢

查，避免遺漏，特別是在過去三年內曾

試過漏報的話，更要小心，因為再犯會

墮入稅法163條第(1)節的罰款網羅中。

如在檢查收入的時候，發覺有應報

的收入但仍未收到報稅單的話，應盡快

與有關機構聯絡；若在報稅限期屆滿仍

未收到稅單，可用一估計的數字先報

上，並在稅表中註明為估計數字及略述

原因，日後若收到正式報稅單，所示的

入息與已報的有出入，可以去信政府更

正。

假如在呈報了稅表後才發現漏報，應

盡快通知政府；若因補報收入而須繳付

額外的稅款，亦應從速繳付，以減少欠

稅的利息。

稅法第163條第(1)節的罰則雖然嚴

厲，若納稅人能證明已經盡力搜尋資

料，以為報清，但仍有遺漏的話，可向

政府要求罰款寬免，但證據必須要充

份，因為政府的寬免乃基於適當的理

由。

附錄： 遲報的罰則
稅表的呈報有限期，一般個人稅表

的限期為翌年的4月30日，自僱人士的報

稅限期延至6月15日，但所欠稅款仍須

於4月30日前繳交，如果誤期遲報，遲

報的罰款以所欠稅款計算，基本罰款為

欠稅之5%，另外每遲報一個月再加1%，

最高12個月(即12%)，合共最高為欠稅的

17%。如在過去三年內曾有過遲報而遭罰

者，會雙倍罰款，即基本罰款為欠稅的

10%，另每遲一個月再加2%，最高20個月

（即40%），合共最高為欠稅的50%。

由於遲報的罰款乃按欠稅計算，如

無欠稅，便不會有遲報罰款的問題。◇

漏報收入　罰款沉重



性短訊 

   中僑家庭及青少年輔導部

免 費 社 區 資 源 
卑詩預防問題賭博

24小時保密熱線:1-888-795-6111

卑詩預防問題賭博網站：

bcresponsiblegambling.ca

誰人明白我？
     卑詩預防問題賭博及輔導計劃   社區教育及輔導員  Phyl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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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卑詩省，大約73%的人曾經

在過去一年有賭博的行為，他們

視賭博為娛樂；但3.3%的人其實

屬於問題賭徒，他們的賭博行為

影響他們個人、家庭甚至事業。

在華人社會中，問題賭徒常被稱

為「爛賭鬼」，言詞間帶有標籤

成份，令一般人未能加深對問題

賭徒的了解。

很多人誤以為問題賭徒無

藥可救、問題賭徒是壞人、是

自甘墮落等等。另一些人認為

問題賭徒完全是因為貪錢或品

格差而導致問題的產生。其實

問題出現的原因很複雜，很多

時候連當事人也未能察覺。要

真正解決賭博問題，首先要了

解問題賭徒的心結：

（一）空虛寂寞：

每個人都希望有人關心，

有朋友或家人陪伴，傾訴心事，

分享快樂或悲傷。問題賭博其實

不會在一夜之間發生，有些問題

賭徒因為人生欠缺了被關愛的感

覺，從而利用賭博找尋安慰，之

後不自覺地沉迷上賭博，將自己

的金錢輸掉。

（二）打發不了的時

間：

有些問題賭徒是由於

角色或環境的轉變，生活

上起了一定程度的變化所

致，例如有些人士因退休的緣

故，沒有了工作；有些則因子

女長大，漸漸從每日忙碌照顧

子女起居飲食、開車接送的生

涯慢慢退下來，而多出來的空

閒時間，未必每一個人都能夠

一下子安排不同的活動把它們

填滿，有些人便因而沉迷在賭

博活動上。

（三）突如其來的衝擊：

俗語說：「人生不如意事，

十常八九」，面對逆境並不容

易。有些問題賭徒可能因為突然

失去身邊至親或工作出現變故，

頓時迷失人生目標，於是利用賭

博麻醉自己，將痛苦掩藏；日子

久了，便不自覺地以賭博為適應

變故、調節情緒的方法，不知不

覺令自己更加沉迷，不能自拔。

這些問

題 賭 徒 ，

需 要 的 不

是標籤，而

是了解、關

心！◇

新  鴻  音

聽 力 診 所
助聽器專門店

超過25年臨床經驗
成人/兒童聽力評估

耳鳴/聽覺過敏診治

游泳/隔音耳塞訂製

多款助聽器供選擇  如不滿意原銀奉還

304 - 650 W 41 Ave (Oakridge),Vancouver
604.708.9780 www.soundidEARS.com

中僑互助會松鶴之友主辦

明日之星歌唱技巧訓練班
   

   職業表演級導師余風（�S�t�e�v�e�n� �Y�u�e）用活潑生動的方法，
教授正確的歌唱技巧、呼吸、咬字、不同音域等。

� � � 無論您是初學者或已是經驗豐富的歌手，都定會學到專

業唱歌的知識和技巧。� 

� � � 課程將選用中西流行歌曲、民謠或不同類型的曲目。

國、粵語授課。
日期：5月7日至6月11日（逢星期四）
時間： 下午 2 時至 4 時
地點： 中僑社會服務中心 G07 室
學費： 六課 $90，另教材費 $3 付予導師。
         

                歡迎隨時加入

參加資格： 須為中僑互助會及松鶴之友會員

查詢或報名：請親臨中僑社會服務中心105室

            (28 West Pender St, Vancouver)
                       或致電604-408-7274內線1054

◎導師：黃慧韻 ( Vivien Wong )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美國波士頓 NEC
Conservatory 學士學位。曾追隨多位名師包括江樺女士及澳洲之寶

Margreta Elkins女士學習聲樂，對教授聲樂及合唱具豐富經驗。

◎教授內容： 國、粵語及歐西流行歌曲

◎費用：溫哥華：$87 / 13 課 ；列治文：全期 $78 / 11 課。每課$7

◎溫哥華：4 月 2 日至 6 月 25 日（逢星期四）

上午 10 時至 12 時
馬寶渥列治社區中心
990 West 59th Avenue, Vancouver

◎列治文：4 月 10 日至 6 月 26 日（逢星期五)
上午 10 時至 12 時
列治文加拿大殉道聖人天主堂
Canadian Martyrs Catholic Church
5771 Granville Avenue, Richmond

性短訊是近10年來的事物，它是把性與短訊兩

者放在一起，英文是 SEX 加 TEXTING 變成 SEX-
TING 。

隨著智能手機的流行與普及，大家已習慣互

傳訊息，訊息的流量與速度，正以驚人的速度增

加。大家要留意其中一個情況，就是若果訊息是

明顯牽涉與性有關的事、物、或人，便是性短

訊，若其中牽涉的人是未成年人士，為保障兒童

免受性剝削及侵犯，性短訊會受到聯邦有關的刑

事法規管，一經定罪，刑期最高可達10年。

探討性短訊這個問題時，有一個重點，一定

要提醒各位家長，就是要教育子女，免墮法網。

因為取得、藏有、傳遞、製作、發行，或販賣

兒童色情物品，均屬違法。按加拿大聯邦刑事

法，18歲或以下之人士為兒童，而物品包括文

字、圖像、相片及影片。（筆者不是受過法律訓

練的專業執法人員，並非在此提供法律意見，只

按常識的角度來探討這個問題。）

收到別人傳遞

過來的兒童色情物

品，若不假思索便

把它傳遞給出去，

在這個可能只是發

生於數秒之內的行

為，已能令收件人

與 傳 遞 者 身 陷 法

網。有些人可能還

向發件人要求取得

更多訊息，甚至把

資料儲存起來。

時下年輕人都十分習慣互傳訊息，而且喜歡自

拍，時而單獨，時而合照。熱戀時可以拍下許多

親密照，有些含蓄，有些奔放露骨。兩情相悅時

風平浪靜，到情海翻波時則反目成仇。報章上經

常刊載，某年輕人為了報復，在網上公開與前任

愛侶的親密照，四處瘋傳。若果拍攝時照片中的

人還未成年，內容又符合色情物品定義，牽涉傳

送物品的人，也有機會惹官非。

在美國有一樁官司，一名副校長在收到一名學

生舉報某同學發放另一名同學的不雅照，他按校

長指示留起相片，以便日後調查，結果自己卻犯

了官非，變成藏有兒童色情物品。有批評認為法

律未能趕上社會的變遷，不論這是否事實，家長

及各界還是有需要多作了解，並提醒子女及青少

年要謹慎言行。至於與性有關的道德操守及價值

觀問題，則更需探討。

讀者可致電中僑互助會輔導部查詢或留言，輔

導員會盡快回覆。電話：604-408-7266。◇



陳汝鏗老師辭世
   阿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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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

風華正茂 歷史留痕

陳國燊(中)當年演出粤劇樣版戲《沙家濱》

本報作者陳汝鏗老

師於上月11日病逝，享

壽101歲。

陳老師曾於本報長

期發表詩作，並由中僑

互助會出版《月明書室

詩稿》。

陳 老 師 自 稱 「 書

癡」，藏書逾二萬冊，

全部捐獻給加東約克大

學，設專館珍藏，嘉惠

學子。大學為表謝忱，

特授予榮譽院士榮銜。

陳老師國學修養湛深，華埠千禧門牌樓正面向東之聯語為

其所撰。

陳老師子孫繁衍，共有子女十人，

連內外孫兒女、內外曾孫兒女，共達

78人。

陳老師之喪禮已於上月20日舉行，卜

葬於科士蘭墓園。

謹錄陳老師贈本報16週年紀慶詩

兩首：

風行一紙遍環瀛，不盡憐貧敬老情。

十六年來成就大，與松同茂鶴同鳴。

斯文一脈仗維持，正是狂瀾滾滾時。

信念不隨流俗改，獨張一幟播詩詞。

今年是中僑互助會月報《松鶴天地》創刊30
週年，適逢月報改名為《中僑新天地》，中僑

出版部邀請我「搞搞新意思」，舉辦一個名為

「陳國燊才情 Talk Sing 騷」的演唱會，為月報

籌募出版經費。我欣然答應，但事後才發現責

任重大，自己是「老不更事」，不自量力。然

而，為公益、為中僑互助會盡點綿力，相信觀

眾朋友也會包涵我的不自量力罷！

對於登台演出，雖然於我不會有太大難度，

但不啻不彈此調已久，況且本人已步入耆老行

列，要應付連續兩個多小時的講講唱唱，還是

頗有壓力的。為準備今次公開演出，近月每天

我都是曲不離口，盡量抽時間練歌、操曲。在

練習之餘，難免令我回想起「那些年」那個風

華正茂、風風火火的年代。

我的學生年代都是在澳門的「左」派學校度

過。所謂「左」派學校，是指由中國政府、或

親北京的民間團體運作的學校，故此所接受的

教育，和中國大陸學校提供的沒有太大分別。

在我那個風華正茂的年代，適逢中國大陸發生

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澳門受文革思潮

影響，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文藝宣傳隊如雨後春

筍，自己也被捲入此洪流之中，曾經成為多支

文藝隊伍的主力，每天學習、工作之餘，時間

都花在練習、演出方面。現在回想起來，真正

是「少不更事」，浪費了不少光陰與青春。假

   陳國燊

Eva Luan 每天新活力
   蕭堯

Eva 開朗直率，志願入讀醫學院，日後成為醫

師。她七歲隨家人來加定居，高中開始做義工帶夏

令營，目前在 UBC 讀微生物學，也是校園義工的積

極份子。在她的學系，Eva  籌劃本屆畢業生的畢業派

對。在大學，她是新生入學指引的領隊，帶領10名隊

員安排各種新生融入校園的活動和資訊。她還是大

學韓流俱樂部 (K-Pop) 會長，每月組織活動。Eva 說
做義工要由心而發，量力而為。「我的義工都是自己

有興趣，真的想做的工作。這也是我能一直堅持的原

因。義工不是義務，而是你有意願才去做的事情。」

受父母影響，Eva 於2011年參與百萬行，自此

與中僑結緣，協助做義工指引，並加入義工協調組

(Volunteer Coordinating Team)，現在更成為組長，

每週與15名組員一起開會，集思廣益，策劃活動。

最近她和組員忙著組織義工參與一個大溫地區的

短片比賽，幫助解決問題賭博。「在這個組我很

開心，大家都是大學生，年紀相仿，做起事來有

熱情有活力。我們每月還有一次全組聚會，增進

組員間的了解。」Eva 覺得中僑的義工體制不錯，

溝通順暢，照章辦事，也能聽到義工的反饋和意

見。惟今年華埠春節遊行，遇上有圍觀者對義工

不尊重，Eva 有些個人想法：「我當時希望人群能

在劃線區域外，以免太擁擠發生意外，但有人不

理解，言語上不太禮貌。不過我不介意，只希望

以後類似活動能有更好的安排，義工也不致於要

用到肢體接觸去控制人流。」

Eva 說做義工如日常生活，最重要是當中建立

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幫助了別人，自己也覺得

很受鼓舞。我每週去探訪長者，和她們聊天，有人

還會送我朱古力。很溫暖。我覺得義工是人與人之

間相互幫助、交流、學習，我很享受這過程。」

Eva 希望自己的義工經歷更豐富多彩，也希望中僑

能服務更多不同語言文化的群體，為社區之間搭建

更多的橋。◇

陳汝鏗老師(右)生前與本刊編輯阿濃合照

陳老師的著作

《月明書室詩稿》

如能夠用時間去考慮自己的未來，去進修提升

自己，也許此後不用走那麼多彎路。

曾記得「八大革命樣板戲」席捲中國大陸的

那幾年，所屬文藝表演隊跟風要演出 劇版的

樣板戲《沙家濱》，並選派我擔演主角指導員

郭建光。有關演出成員曾前往珠海集訓，跟隨

珠海 劇團學藝，這是我第一次正式接觸 劇藝

術，並由此而埋下對 劇喜愛的種子。

移民加國廿多年，終年為生活勞碌，早已忘

掉「那些年」的風光與辛酸，然而對 曲及中

國民歌的興趣不減，聽唱 曲、民歌更成為每

天減壓的良藥。坐在駕駛盤前，汽車音響播出

的除了是新聞節目之外，便是 曲與民歌。我

在澳門的一些朋友近年也成了 劇發燒友，有

自己的劇社，每逢週日便相聚操練，也有作公

開的演出，每次我回澳探親，因此也多了一個滿足唱 曲

癮的去處。2009年我便曾追隨他們到廣州參加首屆「

展芳華」藝術交流會，在廣州市文化公園中心劇場演唱羅

家寶名曲《沈園題壁兩斷腸》。

那些年，距今已逾四十載。年紀大了，人總喜歡回

憶。也許當年的一些人已經不在了，一些想法已經被今天

的我所否定了，但沒有昨天便沒有今天，人生的路是一天

一天地走過來，我們不能改寫歷史，卻可以從歷史中取得

經驗，更懂得認識真正的自己。那些年，可能是我最開心

的一段年月，生活雖然艱苦，卻是無憂無慮，敢愛敢恨。

假如人能永保青春，那是多麼美好的事呢！希望今次的演

出，能讓大家發現我「那些年」的一些痕跡。◇

中 藝 攝 影 學 會 
賀 新 天 地

中藝攝影學會會長葉榕 （右二）、副會長周文亮

（右一）及周傑富（左二）與眾執委祝賀

《中僑新天地》更上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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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柏畫框廠

至尊假期

Superstore(北溫分店)

珠城海鮮酒家

美國威斯康辛花旗蔘

  有限公司

中僑列治文華人耆英會

中僑三聯市耆英友社

麥樹榮

吳喬峰

歐陽亦芃

劉國藩

何思撝/韓牧

以希

鄧愛玲

陳世雄

任施明

陳國燊

戴區錦萍

陸玉荷

譚超蓮

譚伯均

陳柏誠

馬伍素平

伍玲平

鄭湯

中僑與Accenture攜手

合作的Career Start Pro-
gram，為新移民提供本

地就業諮詢，已踏入第五

年。圖為Accenture 代表

Matthew Wu (中)、Amanda 
Cennon（右二）及 Petra 
Kuret（右一）頒贈$10,000

支票給中僑基金會行政總

裁鄭志傑（左二）及中僑互助會職員Adelin Yang（左一）。◇有關中僑會員優惠及服務，詳情可致電查詢：604-408-7260 或 membership@success.bc.ca 

中僑會員新增購物及服務優惠

類別 商鋪名稱 地址 電話 優惠

珠 寶

E Y L Enjoy Your 
Life

1440-4540 No.3 Rd 
(Richmond 列治文)

Tel: 604-249-8801 /
604-719-3308

九折

Marcus Jewellery 
寶光珠寶金行

列治文時代坊2430 
(Richmond 列治文) 
/ 119 E. Pender St. 

(Vancouver 溫哥華)

Tel: 604-233-1313

604-681-0334

九折
 (不包括24k 手飾)

中僑獲Accenture贈萬元

鳴 謝
獎品贊助商號及會友

舞影笙歌  筵開廿七 
松鶴之友23週年會慶午餐

松鶴之友23週年會慶午餐聯歡會，已於4月24日順利於

溫哥華珠城酒樓舉行。筵開27席。 

松鶴之友粵曲班導師譚偉城率先獻唱《臥薪嘗膽》正

式揭開序幕。接著是中僑創會主席葉吳美琪致辭，並頒發

感謝狀及委任狀予卸任及新一屆松鶴之友執行委員。

待桌面獎品抽過後，午餐正式開始。與此同時，舞

蹈、名曲獻唱與嘉賓獻唱亦先後登台演出，觀眾邊吃邊欣

賞，快慰之至。最後，聚會在抽出獲得三百元現金的幸運

兒的歡呼聲中結束。◇

（排名不分先後）

中僑創會主席暨《中僑新天地》榮譽編輯顧問葉吳美琪

與新一屆松鶴之友執行委員合照。（左起）張朋強（文

書）、陳柏誠、譚伯均（副主席）、陸玉荷（主席）、

葉吳美琪、莊藹凝（財務）、伍玲平、譚超蓮、李建立

（總務）、陳流光。（委員馬伍素平、許百平及鄭湯因

事不克出席。）

松鶴之友卡拉OK班導師

黃慧韻抱恙指揮學員大合

唱，獲學員獻上鮮花。

明日之星歌唱技

巧班學員 Jimmy 

Mah 和Ann Fung

首度合作演出。

明日之星歌唱技

巧班和iPad平板電

腦班導師余風，

唱出拿手好戲

《獅子山下》。

健康排舞班傾力跳出《小蘋果》和

《火辣辣》。

葉吳美琪頒發感

謝狀予粵劇班導

師譚偉城。

大會司儀陳國燊亦

講亦唱，預演6.21

父親節的才情

Talk Sing 騷。

名譽顧問劉國藩欣賞上屆

主席江純德的領導

名譽顧問戴區錦萍席上慨捐

五百元予《中僑新天地》。

部分抽獎嘉賓：名譽

顧問黃謝琬婷（左

圖）、中僑三聯市耆

英友社永遠名譽主席

吳喬峰（右下圖）及

前本刊作家兼資深特

許會計師歐陽亦芃（

左下圖）。

《新天地》義務編輯阿濃

（左一）與太太（右二）

、義務編輯陳華英（左

二）及友人Jean聯袂出席。

筵開27席，菜餚健康又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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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福建同鄉聯誼

會再度與中僑互助會合作

的「國際留學生獎學金」

和「十年期(2011-2021)教

育獎勵基金」頒獎儀式，

已於4月11日舉行。

2013年，加拿大福建

同鄉聯誼會設立「國際留

學生獎學金」，獎金由會

長林廣場在加拿大創立的

元亨控股企業贊助，旨在增進學子們在

海外的自信心，彰顯優秀中國留學生以

及來自其他國家的學子們在國外的影響

力，學成回國效力，或留在加國發展。

兩年來共有124名來自15個國家的留學生

獲獎。

該會的「十年期(2011-2021)教育獎

勵基金」的申請對象包括曾經在福建工

作、學習或生活過的華人子弟及港澳臺

僑胞。基金設立以來，共有200名就讀

於北美高等院校的優秀學子受惠。

去年，加拿大福建同鄉聯誼會與中

僑首度合作，鼓勵移民和青年積極報

名，有中僑義工經驗的申請者，在同等

條件下將獲優先考慮。◇ 

樂韻金曲慈善演唱會  5月8日舉行
為慶祝中僑華埠耆英服務聯會成立20週年而舉辦之免費「樂韻金曲慈善演唱會

III」，將於5月8日（星期五）假中僑禮和堂舉行，由愛好粵曲之名唱家及熱心慈

善人士參與演出。

當日現場會有經典粵曲音樂CD，歡迎索取並隨緣樂助。活動所得之善款，悉數

捐贈「2015年中僑百萬行」。歡迎踴躍前來觀賞。索票處：中僑家庭及社區服務部

（片打西街38號），派完即止。查詢請致電：604-408-7260。◇

中僑「交通公投論壇」圓滿結束

中僑於4月25日（星期六）下午假中僑社會服務中心禮和堂舉行了「交通公投

論壇」。活動旨在為公眾提供平台，了解此次公投的詳情及投票的方法；並透過

正反兩方陣營的辯論，讓市民更全面的認識公投的意義和對公眾的影響，為城市

未來的交通發展發聲。◇

由溫哥華民族

歌舞團主辨、潘幸

孩總策劃、劉逖總

導演的潘信燃《夢

回江南》情歌飄過

三十年大型音樂歌

舞劇，將於5月17

日（星期日）在列

治文河石劇場隆

重上演。這台音

樂歌舞劇所有音

樂全部由中國內

地著名詞曲作家

潘信燃原創。主辦方更特別邀請得女歌手

任妙音專程來溫哥華擔任主唱。

任妙音是中國造星大師吳頌今的入

室弟子，也是吳頌今上世紀成功打造楊

鈺塋、陳思思之後，全力打造培養的新

生代甜歌妹妹。任妙音將與本地抒情男

高音鍾少

弘攜手演

唱。本地

著名琵琶

演奏家劉

桂蓮、著

名二胡演奏家李歌和小提琴

演奏家潘幸孩、中國國家一級

舞蹈藝術家吳菊珍與陳玲分別

帶領的紅舞鞋舞蹈團和陳玲舞

蹈學院、青年舞蹈家王彥君、

尹斯婷等亦將同台演出。這

台音樂歌舞劇的靈魂，幕後英

雄——資深音樂人徐山，將用

其極富感染力的畫外音貫穿

整場。另外，布景、道具、

背景與燈光等也將由大溫地

區頂級專業人士參與製作。

《夢回江南》門票收益

將全數撥捐中僑基金會。票價定為$28

、$48及$88。售票：www.ticketmaster.ca
或中僑基金會（電話：604-408-7228及

604-760-7891/778-822-1620/604-720-

8777）。◇

列 治 文 義 工 界 的 一 大 盛 事

「Volunteers Are Stars Awards」於4月14日

假河石劇院圓滿結束。當日得獎義工除

分享其個人勵志經歷外，還有分享如何

受其他義工或朋友的感染及幫助，踏上

「以生命影響生命」的奇妙旅程。

義務工作，不單是「助人」，更是一

個「自助」的過程。今屆的 Constellation 
Award 得主陳泳言 Theresa Chan，於中

僑列治文辦事處的前台服務了1 1年之

久，同時亦為「中僑心理熱線」及「

中僑會員免費報稅服務」的義工，可

謂身兼多職。此外，她更聯同中僑列

治文華人耆英會數名志同道合的好友，

加入Community Action Ambassadors 
去關心社會上的賭博及健康問題。這義

工隊伍當晚更獲得Nova Star Award。
陳 女 士 於 獲 獎 後 謙 厚 的 說 ﹕ 「

自 己 所 知 及 付

出 的 其 實 不 多 

，初期移民時，甚

麼都不懂，但透過

當 義 工 ， 獲 得 自

信、成長和一班好

友。所以說，我獲

得的遠比付出的為

多。」◇
復活節尋蛋  長者好開心

復活節期間，中僑李國賢護理安老院的長者玩尋蛋接力遊戲，玩者觀

者皆樂在其中，好不開心。（見下圖）

潘信燃音樂歌舞劇

5月17日  與你《夢回江南》

中僑義工陳泳言

喜獲義工大獎

獎學金計畫 

中僑獲領導表彰獎

中僑於4月9日獲得卑詩移民就業議會

頒發「領導表彰獎」，表揚其幫助新移民

融入加國社會的成就。中僑行政總裁周潘

坤玲（左一）代表中僑出席領獎。◇

陳泳言（中 ）

陳泳言（右三）當晚與其他得獎義工合攝 

左起：《夢回江南》音樂會導演劉

逖、《夢回江南》音樂會製作人潘

辛孩、中僑基金會主席楊興琳及抒

情男高音鍾少弘。

《夢回江南》門票收益將撥捐中僑

聯邦國防部長肯尼（右三）當晚也出席頒獎儀式。右

四為加拿大福建同鄉聯誼會林廣場 。

獲得獎學金的留學生歡喜雀躍



2015中僑星輝夜

星光熠熠

中僑基金會的第一個年度盛事「中僑星輝夜」已告一段落，緊接著就是

7月19日舉行的「中僑百萬行」，今年更是邁向30年，真的是可喜可賀！

第一屆「中僑百萬行」舉行的時候，參加的人士只是寥寥可數。但發

展到今天，百萬行已經成為大溫地區最大規模的多元文化社區慈善活動之

一。30年來已經有超過51萬人次參加過百萬行，累積籌得善款超過一千萬

元，資助中僑多年欠缺政府資助或是資助不足、但又是社區急需的服務，特

別是家庭輔導、青少年、婦女及耆英等服務。

「2015中僑百萬行」將於7月19日（星期日），於士丹利公園內之林百

文園舉行。活動自上午八時半開始至下午二時半結束。內容除了環海 7 公里

慈善步行，更有適合老中青的露天嘉年華會、精彩的多元文化綜合表演、兒

童天地以及獎品豐富的遊戲攤位。30年前由父母帶著參加百萬行的小孩，現

在可能都已經為人父母，帶著子女來參加這項適合一家老少的活動呢！

有關「中僑百萬行」的詳情，請繼續留意本版下期報道。◇

中僑百萬行 
30年與眾同樂

溫哥華南區國會議員楊蕭慧儀頒贈紀

念品給中僑互助會創會主席及贊助人

葉吳美琪

主持人盧玉鳳（左一）

介紹表演嘉賓胡琳

 

機票贊助：加拿大航空-787

國際綫商務客位示範

（左起）中僑互助會行政總裁周潘坤玲、高貴林省議員

賴默(Linda Reimer)及中僑互助會主席白禮德

卑詩省省長簡蕙芝與中僑基金會主席

楊興琳

加拿大航空代表 Rocky Lo 頒贈

慈善之星獎項給胡琳

無聲拍賣展覽館贊助：

Lugaro Jewellers

中僑基金會行政總裁鄭志傑與

參議員Yonah Martin

2015中僑星輝夜共同主席：

（左起）王方綺倫、黎志文、趙德基及林廣場

汽車贊助：OpenRoad Auto Group

圖輯相片提供：

Yong Jing, Simon Kung, 

Caroline Ng, CY Yeung, 

Cherry Yuet

中僑華埠耆英服務聯會再獲「慈善獎券銷售最

高」團體第二名。聯會主席葉承基帶領同人登

臺領獎與頒獎嘉賓合照。

2015年中僑星輝夜已於3月28日圓滿舉行，當日嘉賓

雲集，濟濟一堂，節目豐富。在此再次鳴謝各贊助

商戶的大力支持，讓此一年一度與社區攸關的盛事

能順利完成。

出版：	 中僑互助會
出版經理：	 唐趙英蘭
編輯：	 中僑新天地編輯委員會
名譽編輯顧問：	劉國藩、葉吳美琪、黃展斌
總編輯：	 趙坤發
執行編輯：	 阿濃、陳朗、陳吳乃 、陳華英、陳國燊
美術設計：	 楊志豪
美工：																	唐卓熙、左俊泉
植字：	 袁林麗馨、羅愛
廣告：	 廖偉明、百爵廣告公司
校對：	 曾順成、陳天良、潘玉蘭、	
	 李黃惠芳、冼陸 顏、潘吳瑞瓊
發行：	 中僑新天地發行組義工	

下期出版日期：2015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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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刊前身為《松鶴天地》，1985年創辦。每期能順利付梓，實賴各界義工鼎力協助，特此致謝。

五月�MAY�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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