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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設計
更多新功能
更節省燃油

馬年好運 龍馬精神
本車行仝人恭祝各位本車行仝人恭祝各位

COROLLA

MATRIX

VENZA

2014 HIGHLANDER LE AWD

4RUNNER

TUNDRA

借貸利率1.9%
起(長達84個月)

借貸利率1.9%
起(長達84個月)

借貸利率0.9%
起(長達72個月)

借貸利率0.9%
起(長達72個月)

借貸利率1.9%
起(長達72個月)

借貸利率1.9%
起(長達72個月)

租賃利率0%
起(長達60個月)

借貸利率
(長達84個月)

租賃利率0%
起(長達60個月)

借貸利率
(長達84個月)

租賃利率0%
起(長達60個月)

借貸利率
(長達84個月)

租賃利率0%
起(長達60個月)

借貸利率
(長達84個月)

或 高達$2,000現金回扣或 高達$2,000現金回扣

或 高達$2,000現金回扣或 高達$2,000現金回扣

借貸利率2.9%
起(長達72個月)

借貸利率2.9%
起(長達72個月)

原廠建議售價

由
$31,680 起

原廠建議售價

由
$31,680 起

可獲高達
$3,000

現金回扣

2013 RAV4 AWD
原廠建議售價 由$25,950起

‧1.9%貸款利率(長達60個月)
‧六前速自動波
‧超低耗油量

即將抵達

歡迎預訂

2014年新車現已抵步
歡迎親臨參觀試車

2014年新車現已抵步
歡迎親臨參觀試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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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新造

吳哥牌特級香米油菜芯 白菜仔 雞嘜特選筍尖

中國富士蘋果 大甜橙 涼瓜 中國蘆柑蓮藕

AW牌有頭南美白蝦海之寶牌有頭白蝦幸福牌巴沙魚扒 海燕牌鰻魚切塊 海洋媽媽牌金  魚

中原G7牌即溶三合一咖啡XTRA牌洗衣液祖芬牌原味香蕉醬高高牌蘇打椰子水

原箱
$1.59/磅

新鮮特級雞腿連背 新鮮牛柳(原袋)特級牛腱特級AA牛仔骨豬元蹄連腳

OVO牌12穀類脆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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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消息

福建同鄉會舉辦馬年新春團拜
2014年2月9日在福建同鄉會會所舉辦馬年新
春團拜聯歡會。儘管室外嚴寒，但室內依然
高朋滿座，其樂融融。
大會由副會長黃國樑主持，會長李炯輝致歡
迎詞。
歡迎各位嘉賓、八閩鄉親、朋友出席。今日
聯歡會最高年齡有90歲，最小才5個月，四
代同堂，歡聚一起，互相祝福，馬年行好運
。會長並帶領全體理事向各位來賓拜年，恭
祝大家在新一年，一馬當先，身強力壯，家
庭幸福。

中華協會春節團拜宴會

中華協會在2月5日(年初六 )晚上，
假座華埠富麗宮酒家舉行春節團拜宴
會，到場嘉賓近100人，包括中華人民
共和國駐卡城領事館萬正峰總領事及
鄧旭光領事，各社團首長、社會賢達等。

在會長呂四英女士致歡迎辭時謹
祝各界萬事勝意、福壽康寧。並稱在新
的一年，中華協會將以馬到功成、龍馬
精神迎接新的挑戰，力爭把會務工作做
得更好。希望總領館多多關心與支持，
各社團及會員繼續發揚合作精神，共同
努力，把中華協會的工作做到最好。

社區資訊

嘉賓滿堂，普天同慶嘉賓滿堂，普天同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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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消息

卡加利台灣同鄉會  甲午馬年新春聯歡
卡加利台灣同鄉會，為慶祝甲午馬年新

春，在上周六（2月8日）假華埠中華酒樓

舉辦聯歡晚宴,筵開十席，百多位台灣鄉親

及僑界朋友參加，來自台灣的華裔卡城市

議員朱文祥亦出席與鄉親拜年。

晚會開始，首先由台灣同鄉會楊陌泰會

長致詞，他歡迎大家在嚴寒的天氣下，都

出席今晚的新春聯歡宴，天氣雖冷，但抵

擋不住鄉親的熱情，令他很感動。楊會長

舉杯向大家拜年，祝願各位馬年吉祥，龍

馬精神，馬到功成！

筵席間，安排由卓謙順牧師主持娛樂

節目，計有：台灣同鄉會合唱團演唱《台

灣頌》、一位八十多歲的老婆婆，朗誦自

撰的賀新歲詞、相聲、小提琴演奏、幸運

抽奬、卡拉OK等。

當晚除新春聯歡外，亦同時進行卡城

台灣同鄉會理事換屆改選，由會員投票，

選出十位新理事，負責新一屆會務。

信

譽

保

證

歷

史

悠

久

Mercedes-BenzMercedes-Benz
Lone Star Inc.Lone Star Inc.

10 Heritage Meadows Road S.E., Calgary, Alberta T2H 3C110 Heritage Meadows Road S.E., Calgary, Alberta T2H 3C1

Tel: 403-253-1333Tel: 403-253-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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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碗話碗
  喺卡城，過年都無氣氛，「人

日」更加啦，到新十五就乜都好少理

。咁啱，今年嘅新十五上元節同西人

嘅情人節撞正喺一日，叨吓光，或者

會巴閉一啲。

  情人節就無謂講，呢個節日可

以話多餘過多餘，情侶應該天天如是

，互敬互愛，駛乜要揀一日嚟浪漫？

真係唔明白做乜事要咁。睇嚟睇去，

都係啲生意佬搵個藉口，乘機做多幾

個錢買賣。啲後生仔女當正係新潮玩

意，唔搞埋一份咪好Out。其實呢啲

咁嘅嘢，仲笨過「笨豬斟」，食嘢買

嘢都零舍貴，你話係唔係「捉蟲入XX

」咁傻夾戇？

  每次聽到中文電台早上嗰個女

D.J.講埋晒啲乜節物節就作悶。本嚟

可以拍聲熄機，耳根清靜，但係無咁

做，因為想聽佢講得有幾肉麻，攞啲

重點嚟彈佢、諦佢。嗱，今次過年搞

個乜鬼「明星接福XXX」(嗰三個字已

經唔記得)，簡直不知所謂。好心佢地

先練好嗰句宣傳口號喇，將「接福」

噏成。「折福」，認真大吉利是。嗰

幾日香港啲有份錄音過嚟嘅明星係咁

被人咒，唔乞痴到變傷風流鼻涕有鬼

囉。打電話去玩遊戲啲聽眾好多個都

係亂噏一通，笑死人。咁低水準玩嚟

做乜？大佬話聽見都唔知好嬲定好笑

，佢話淨係聽嗰幾個D.J.嘅懶音就周

身唔自然。

  新十五大家都慣咗口叫元宵，

後生仔女最多話食湯丸，嗰啲傳統一

概蒙查查。

  比較多人知嘅係花燈同燈謎，

不過喺卡城都幾難見到，始終都因為

環境唔同、生活習慣唔同，亦都無人

做搞手，未必有人支持。其實文化中

心夠條件搞個燈會同猜燈謎，搵班堂

所啲頭頭贊助獎品，花燈可以請中國

領使館問大陸方面幫忙，真係話都冇

咁易啦。呢啲先至係真正嘅文娛康樂

、推廣中華文化。

  講到食湯丸，自己做應該冇難

度。喺超市買嗰啲急凍貨都唔係路嘅

，一落水就爆裂，搞到唔湯唔水，結

果得番散晒嘅無餡粉糰，都唔知食好

唔食好。一句話，唔新鮮兼夾貴，即

係唔抵食。

  好懷念香港上海館啲寧波湯丸

，大大粒，食兩三粒都好夠。不過酒

釀丸子呢味就唔啱胃口，怕咗唚味。

吃小丸子就不離台山嗰款正，鹹味又

係另一種食法。甜味無餡係糖不甩，

都幾過癮。嗱，炸湯丸都唔錯，夠「

煙韌」又香口。仲有，擂沙湯丸好吸

引，不過對花生敏感嘅話就冇「口福

」囉。

  本姑姑墨水有限，唔識得咁多

歷史掌故。想話出啲謎語俾大家玩吓

，搲晒頭都諗唔到幾多題，真失禮。

無辦法啦，實行去摷大佬啲資料。睇

見佢有一堆謎語手稿，一個唔該攞咗

啲嚟用，佢唔會Say No嘅。我攞嘅都

係猜字謎，試吓估到幾多題。

(1)一時半刻        (2)農作失敗

(3)千言萬語        (4)口飽目餓

(5)和尚拜佛       (6)應試無文     

(7)乘人不備       (8)明晚再見     

(9)語不涉己        (10)伊莉沙伯

(11)共食不飽     (12)彫蟲小技

(13)星星之歌     (14)世間草木

(15)二流貨幣     (16)禮義廉恥

(17)虎尾後龍     (18)四目交投

(19)有一不善     (20)異口同聲

(謎底刊於18頁)

凱旋門

烈治文新時代廣場820室(即中華文化中心側)
820-4400 Hazelbridge Way, Richmond.
Tel﹕604.278.0123(周日休息)

本拿比分店: 麗晶廣場1615室(四季眼鏡對面)
Tel﹕604.438.7333(七天營業)

卡加利直線﹕587.582.0123

唯我獨尊，出團數目最多，
資深古巴導遊Eddie(寶哥)/ Peter
經驗豐富領團出發(不是陪同領隊)
熟識所有旅遊景點，使客人有一個安全愉快之旅程。

卡加利
直飛

去最安
全國家

旅遊 出團數目
已超過90團

鐵定出發

每月均有團出發

2014年5月5日

$228起(雙人房)
第三/四位 每位 $168起

口碑載道，參加踴躍，鐵一般事實開團最多，行程不
止是豪華酒店，帶給你一個新鮮特別的愉快旅遊，不
怕貨比貨。
暢遊古巴首都夏灣拿、雪茄廠、雲尼斯山谷、地下迷
海、達伊魯印第安人村，增遊千里達古城及海明威漁港
故鄉等。華倫迪勞5星酒店，任飲任食，高級享受。

溫哥華出發日期﹕2014年5月5日
華語領隊，隨團出發
簽證需時4-5星期(持中國及香港特區護照不需簽證)

暢遊蘇聯革命勝地一紅場、克里姆林宮 、基日島 、烏格
里奇 、聖彼得堡等，住宿運河郵輪(River Cruise)，不需要
轉換酒店及更多車程，舒適寫意。包著名莫斯科馬戲團及
金殿宮廷晚宴等。

乘搭11萬噸黃金公主號Golden Princess由溫哥華出發 ，前往西雅圖，享用船上各
種娛樂設備及高級餐飲。參觀美西最著名See’s Candy糖果直銷店。波特蘭直銷市場
Woodburn Outlet Store 及Seattle Premium Outlet瘋狂購物，每人免稅額$800(住宿
Portland Marriott Fairfield送早餐)

$4750起
雙人房、包機票、郵輪票、食宿

* 送卡加利/溫哥華來回機票(另加稅)古巴旅遊問題，讓我們專業團隊為你解答及安排。

出發日期﹕
1月26日 、2月2、23日
3月9日(鐵定出發)、21日

4月20日

$2080起
包機票、食宿 、觀光門票等

直航 全新行程古巴八天豪情之旅 俄羅斯莫斯科/聖彼得堡
十三天古典風情遊古巴專門店  口碑最好

溫哥華      西雅圖      波特蘭購物三天團公主郵輪 豪華巴士

出發日期﹕ 
2014年5月2日 

溫哥華中午出發上郵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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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月 推 出 不 同 優 惠

現 增 設
免佣百家樂

並提供甩牌耍樂

350多部角子機   30張賭檯
多個食肆及酒吧

大量地下暖氣停車位

尊貴高投注額貴賓廰
提供最稱心服務

詳情及查詢請與華語服務專員 Sandy 聯絡

350多部角子機   30張賭檯
多個食肆及酒吧

大量地下暖氣停車位

尊貴高投注額貴賓廰
提供最稱心服務

詳情及查詢請與華語服務專員 Sandy 聯絡

現已營業
歡迎光臨

逄星期二晚上八時，高投注額貴賓廳
特備佳餚免費供應

逄星期二晚上八時，高投注額貴賓廳
特備佳餚免費供應

可贏取由本賭場特別包機
到拉斯維加斯度假

可贏取由本賭場特別包機
到拉斯維加斯度假備

多
種
不
同
中
獎
方
法

備
多
種
不
同
中
獎
方
法

詳情請到本賭場查詢詳情請到本賭場查詢

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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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卡城龍岡公所
LUNG KONG ASSOCIATION (CALGARY CHAPTER)

115 - 2nd AVENUE S.E. CALGARY, ALBERTA, CANADA T2G 0B2 

PHONE: (403)262-1077

通告
卡城龍岡親義公所　舉辦三慶聯歡宴會
本公所謹定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五日星期六舉行春節聯歡會、

公所成立七十七周年、及會所落成二十八周年〔三慶〕紀念典禮，
並於同日下午六時，假座華埠富麗宮海鮮大酒家舉行〔三慶〕聯歡
宴會。屆時特別聘請白眉合勁道武術醒獅會、魔術團表演精彩節目
和由張雅麗姑姐主持文娛歌唱等節目助興。敬請龍岡公所友好和四
姓親誼携眷踴躍參加共慶佳節，並請及早報名，以便編席為荷。
宴會地點： 華埠富麗宮海鮮大酒家
日期時間： 三月十五日(星期六)下午六時
席　金：成年人每位三十五元、十二歲以下兒童半價(十七元半)，
　　　　凡入會一年後六十五歲耆英會員繳足會費者可免費優待
售票處：卡城龍岡親義公所115 – 2nd Ave. S.E.屆時有幸運抽獎，
　　　　請携帶餐劵入場以便核對
截止報名日期：三月七日
查詢電話：403-262-1077

謹此奉告    並賀新禧！
卡城龍岡親義公所  謹啟
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三日

MT. PLEASANT MEDICAL CLINIC
(DRS. W. Louie / M. Lee /M. Mah)

Dr. Jeffrey Dai MD. MSC. CCFP

熱 烈 歡 迎

戴 智 翔 家庭醫生

精通英/國語 Fluent in English & Mandarin

加盟於本醫務所

地址：519-23 Ave NW Calgary (麥當勞漢堡包西側邊)

預約電話：403-247-6966
 

歡迎新診
New Patients

Welcome

睇電視劇已成為多數人生活一

部份，但對於我來說卻非如是。

對看電影一向沒有好感，電視

劇長篇大論更覺煩悶。偶然選擇性

也會看的，但喜歡全集齊了才開始

，很怕逐日追，沒有此耐性。

愛情、推理、胡鬧、血腥都不

會看；喜歡提及歷史的古裝劇，雖

然明知多屬不盡不實，但總好過婆

婆媽媽、神神化化、吵吵鬧鬧、打

打殺殺。既然都是「內容全屬虛構

」，那麼劇情何必要討論？一種無

結果、無關痛癢的分析有甚麼意思

？講「戲經」無聊到極。

香港的製作看似停步不前，劇

本越來越差，演員則青黃不接。想

看電視劇，網上多的是，中國各省

、台灣、日本、韓國外，美、加的

也豐富，香港明顯被比下去。就算

聽不懂國語、日語、韓語、英語也

不是問題，粵語配音的有不少，任

君選擇。

自問沒有藝術細胞，所以不知

甚麼叫演技。自問社會經驗少，所

以分析能力低。別人叫好，我可沒

甚麼感覺。在意的是內容有否牽強

，發展是否合理。

對電視劇真的興趣不大，寧選

擇看綜藝節目。不過，綜藝節目不

包括藝員玩遊戲這類低級趣味製作

。喜歡的是旅遊、飲食介紹及科學

、文化講述，亦有興趣於大自然景

象、動植物世界的演變，這類節目

每集都是獨立製作，不受連貫影響

。覺得有可取之處時，都會加以保

存，作為參考資料。

旅遊是賞心樂事。今日的我，

出外旅遊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事，因

為體力衰退、行動不便，金錢有限

。想去見識的地方多得很，無謂太

奢望了。旅遊節目正好滿足如我的

觀眾們，就當作去過該地。雖然鏡

頭轉得快，但見到的都是製作者認

為值得一看的景像，可說是精華，

就算自己親歷其境，也不外如是，

也缺少詳盡講解。有很多地方或建

築物是不對外開放，是遊客的禁地

，但旅遊節目製作可能獲得准許攝

錄。有很多景點或場館是需要大量

步行和耐力才能觀覽，體質稍差的

會吃不消。出外旅遊少不免舟車勞

頓，也可能不服水土，還要種種準

備和配合，還是安坐家中欣賞好得

多。

今時今日，最實際、最開心是

講飲講食，民以食為天嘛！話雖如

此，天下美食多的是，根本無可能

吃得盡；食材因生活習慣而異，未

必有膽量品嚐。還有很多珍貴料理

，亦非升斗市民可以負擔。既然看

櫥窗陳列品也開心，那麼看介紹美

食節目亦不俗。看料理美食外，還

可以見識一下高級食府的氣派，真

的多姿多彩。有一節目叫「出位餐

廳」，現正播影第二輯，每周一集

配上粵語，是由加拿大知名飲食節

目主持人Bob Blumer帶觀眾以五

官去品嚐全球最奇特的餐廳，內容

非常豐富，令人有意想不到的視覺

享受。

香港人做甚麼都是一窩蜂似的

，講飲食自然不會例外。幾多藝員

隨時搖身一變成為專家，大談心得

(也許是讀稿 )，亦有不少稱為烹飪

高手。有GiGi姐，再來肥媽，接著

又May姐，陳豪介紹咖啡，黃宗澤

講紅酒。有一個令人反感 (或反胃 )

的鏡頭是May姐的五顏六色指甲油

，要是在炮製料理過程中脫掉一些

落食物中會如何？

電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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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年習俗

新春剛過，不禁憶起一些

兒時的過年習俗，年少輕狂時

總覺得這些習俗迷信老土，有

時還以知識份子自居，教訓老

人家們不要迷信，現在回想起

來，其實可笑愚昧的人是我自

己。

有些過年習俗，初看好像迷

信無知，想深一層才體會到個

中深意，就以大年初一至初三

不打掃以免將財富掃走，區區

認為建立這習俗的人，一定是

個慈悲體貼的人，古時候身為

奴僕的十分辛苦，年終無休，

那有像現代的僱員逢假必休這

樣幸福，全賴這個三天不打掃

的習俗，才得以稍作休息，試

想像如不以掃走財富恐嚇，一

些刻薄主人怎會願意讓奴僕休

息? 古時肉類珍貴，如果不是有

初二、十六禡祭，以求財運興

旺，工人是難得有肉可吃，初

一、十五拜佛、拜神完畢，便

有水果可分，如果沒有這些習

俗，工人日子會更不好過。

年輕時魯莽無知，動輒批評

這不滿那不滿，自認是科學新

青年，老人家們都被視為迷信

愚昧，當年偉論滔滔時，老人

家們都是微笑以對，反正你說

你的，他們拜他們的，甚有自

由民主之風。現在於職埸上，

見到甚多有如當年自己的年輕

人，我也效法當年的長輩，他

們有他們偉論滔滔，我有我氣

定神閒微笑以對，這也可算是

輪迴現象的一種。

看春節文藝表演有感

蒙友人賜春節表演門票，上

周日前往欣賞、節目都是由一

群喜愛音樂歌舞的業餘人士演

出。因為不是專業，失誤有所

難免，因抱著對一群熱心文藝

者的支持，所以沒有要求便沒

有失望，在看到穿戴漂亮可愛

的小孩上台表演，心中十分激

動，差點流下淚來，因為想到

前人的辛酸淒苦，從鐵路工人

、人頭稅、雜碎店，到今天為

小孩子不肯練琴、練舞煩惱，

中國人走過的是怎樣一條漫長

迂迴曲折的路? 但願從今以後，

再也沒有上訪伸冤、迫遷、豆

腐渣工程、軟禁這等事件在神

州大地發生，但願中國人只為

儀態不夠好、品味不夠高、小

孩子不肯練琴、練舞這等幸福

事煩惱，這是我個人今年的新

年願望。

新春食品

蒙村上先生惠賜椰子汁年糕

及馬蹄(荸薺)糕各一，馬蹄糕早

已清碟，椰子汁年糕留作供佛

，今天才煎香作點心，感謝蘭

思小姐費神烹製，春節食品多

為重型製作，以前農業社會，

人們體力消耗大，運動量足，

平時又多吃五穀粗糧，所以新

春食品多吃無妨，現今差不多

人人皆為超重煩惱，對新春食

品真是又

愛又恨，

不知道可

不可以視

這為幸福

的煩惱?

生活隨筆——(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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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睡房及3睡房
城市屋(連車房)

2014年3月開售

請從速到Jayman.com/avira登記

售價
由$30萬餘起

社區資訊亞省華人文娛協會　會員新春聯歡
亞省華人文娛協會於 2月
8日 (星期六 )上午 1 1時假
座 卡 城 華 人 耆 英 會 大 禮
堂內舉行會員新春聯歡。
並設有金豬及茶點招待，
餘興節目豐富，包括趙威
師徒功夫表演、郭福林先
生即席揮豪、舞獅、古箏
演 奏、卡 拉 O K 演 唱 及 幸
運抽獎，獎品豐富。當日
到場會員眾多，各人皆盡
興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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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最觸目最震撼角子機

即將在本賭場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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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103, 1717 - 10th St. NW
Calgary, AB. 
Tel: 403-282-5266

逢星期一耆英及兒童日，剪髮每位$10

髮廊及美容院
誠聘

經理、髮型師及接待員
正積極拓展業務中髮廊，現徵求
受薪式髮型師，或自僱式髮型師
如閣下有基本客路，想開展自己事業
可租用本髮廊内座椅。薪高，分佣制度好

有意請連同履歷電約 

JOE (403-282-5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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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

抽獎日期︰2014年2月12日、16日、
晚上6:00pm、7:00pm、8:00pm

有機會

贏取
共 現金共$1,500現金

2014年3月2日(星期日)下午1:30-3:00

抽獎時間下午2:30及3:30
2個$500現金獎2個$500現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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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國際新聞擷要

二 

月
十
二
日 ( 

星 

期 

三 )

二
月 

十
一
日 ( 

星 

期 

二 )
二 
月
十
日 ( 

星 

期 

一 )

華千枚導彈瞄準日本

中日因釣魚島觸發的緊張局勢繼
續升溫，繼日本大肆擴充軍備部署釣
魚島周邊並揚言將迫降中國軍機後，
美國國務卿克裡又指美國會保護日本
在釣魚島及東海不受中國攻擊。內地
網站昨披露，解放軍王牌二炮部隊，
已秘密部署一千枚導彈瞄準日本，必
要時可瞬間置對方於火海中。另外日
本首相安倍晉三昨表示，美日聯手推
進導彈防禦系統，目標並非針對俄羅
斯。

普京晤安倍欲借日制華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日前赴俄羅斯
索契，出席冬季奧運開幕禮，並與俄

國總統普京會晤。日俄對於南千島群
島（日稱北方四島）有主權爭議，但
普京近期多次與安倍會面，並將於今
秋訪日。有分析指，普京是欲借日本
來制衡中國。而安倍形容俄羅斯是日
本的重要夥伴，亦顯然有拉攏俄羅斯
制衡中國的意味。

麥當勞 星巴克 漢堡王化學劑製
麵包

美國連鎖快餐店Subway早前在輿
論壓力下，宣布停止在麵包中加入
用作製造橡膠鞋底的化學物質偶氮
二甲醯胺（Azodicarbonamide）。美
國媒體近日再披露，當地多間著名連
鎖快餐店都有在所用的麵包內，加入

該種化學物，以令口感更鬆軟。該種
化學物在美國雖是合法添加劑，但在
歐洲、澳洲等地被禁用，引起食客憂
慮。

丹麥動物園殺長頸鹿餵獅

丹麥哥本哈根動物園一隻十八個
月大的長頸鹿，因是近親繁殖所生，
被指牴觸了歐洲動物園協會規定，需
要人道毀滅。儘管網民發起拯救該隻
小長頸鹿的簽名行動，但園方昨仍按
計劃把牠殺死，更準備將長頸鹿分
屍，以餵飼園中的獅子、老虎。

伊艦首抵美「海界」旁訓練

伊朗官方媒體前日引述海軍指揮

官報道，伊朗已派出兩艘戰艦前往大
西洋進行為期三個月的訓練，將會首
次抵達美國海上邊界附近。分析指，
伊朗是次行動旨在制衡美國在大西洋
的影響力。

澳洲37宗山火威脅墨爾本

澳洲維多利亞省近日氣溫急升，
加上天氣乾燥，全省昨日已發生至少
三十七宗山火，威脅鄉郊城鎮及該省
第二大城市墨爾本。當局需出動六百
名消防員及二百輛消防車、多架救火
飛機，並要從鄰省甚至鄰國新西蘭調
派消防員，以撲滅當地這場自○九年
以來最嚴重的山火。

台48人涷死

台灣受寒流及華南雲雨區東移雙
重影響，全台天氣又冷又濕，北部地
區昨晨氣溫在攝氏十度以下，桃園以
北地區至少有四十八人疑因氣溫驟降
猝死。因水氣充足，玉山和合歡山紛
紛飄起細雪，白色世界吸引不少遊客
到訪。台灣氣像部門預計，寒冷天氣
至少持續至本周六，民眾將度過一個
冷颼颼的雙料情人節。

網民轟催婚廣告損害未婚者心靈

內地有婚戀網站於春節期間播放
催婚廣告，講述女主角大學畢業以來
多次被外婆催婚，最終為達對方要
求，身穿嫁衣帶丈夫到病榻對外婆說
「我結婚了」。有關廣告惹春節回家

遭逼婚的未婚男女不滿，認為是道德
綁架，有網民發起抵制該網站活動，
數日即有三萬人響應，該網站受壓公
開道歉。

西班牙法院頒令 緝捕江澤民李鵬

西班牙法院在本港時間今日凌
晨，正式發出國際拘捕令緝捕包括前
國家主席江澤民、前國務院總理李鵬
等多名中國前領導人及官員，以調查
有關西藏「種族滅絕」案的指控。

灌酒遊戲 速殺英青

灌酒遊戲「NekNomination」近月
在社交網站facebook瘋傳，全球不少
青年人追捧，更愈飲愈大膽，繼早前
造成兩名愛爾蘭學生死亡後，英國亦
首現亡魂。上周末一名二十歲的英國

男子玩這個遊戲時，因逞強而瘋狂飲
下由威士忌、伏特加、白酒及淡啤酒
混成的一點五公升調酒，兩分鐘內即
陷入昏迷，送院不治，成為全英首名
玩該遊戲而死的青年。

手機遊戲《Flappy Bird》突下架

手機遊戲《Flappy Bird》近日大
熱，其越南裔開發者阮哈東上周六晚
於twitter突宣布把遊戲下架，稱不想
遊戲破壞其平淡生活。因其遊戲意念
取材自經典遊戲《超級瑪利奧》，有
指日本任天堂曾向阮哈東發警告信，
有電玩公司經理稱他這樣做可避免法
律問題。

曼德拉兩「私生女」加入爭產

南非已故前總統曼德拉的遺囑本

月初公布，立即掀起爭產風波。一名
自稱為曼德拉私生女的南非老婦，及
另一名自稱曼德拉私生女的親屬，日
前已透過律師聲稱有遺產繼承權，要
求法庭中止遺產分配，已接受DNA測
試。

可卡因販賣機 現身溫哥華

加拿大溫哥華最近竟出現一部專
售賣霹靂可卡因的自動販賣機，且每
支僅索價約一點七港元。提供霹靂可
卡因的是加拿大吸毒者資源中心，中
心指稱販賣機出售的霹靂可卡因吸管
耐用，不易受損而割傷用家的口部，
從而減低吸毒者感染愛滋病和丙型肝
炎的風險；又稱設立販賣機的是為了
減低吸毒的禍害。

念館謝罪，或到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真
誠地懺悔。

西國法院通緝江澤民李鵬 華震怒

西班牙最高法院周一向前國家主
席江澤民、前國務院總理李鵬等多名
中國前領導人及官員，正式發出國際
拘捕令緝捕，指控他們涉及西藏種族
滅絕。中國外交部對事件表示憤怒。

泰晤士河潰堤水困倫敦

英國去年十二月起遭逢連場暴風
雨，泰晤士河部分的水位升至十多年
來新高，更於周一決堤，全英廣泛地
區水患成災，洪水直逼倫敦。環境部
門向十六處地方發出嚴重水患警告，
顯示隨時危及人命，二千五百戶家庭
備受威脅。當局警告新一輪暴風雨逼

近，災情料惡化。英國首相卡梅倫及
副首相克萊格前日分別到災區視察，
但被炮轟救災不力及反應遲緩。

成田機場復運作 千葉又降大雪

日本東京雪災，導致大批航班延
誤或取消，成千上萬旅客被迫滯留成
田機場多日。四十五名台灣旅客昨早
完成登機手續，踏上返台之路。但有
台灣旅客抱怨航空公司的緊急應變措
施不足。

多來自中美俄巴西 日稱受網襲
128億次

日本政府一項調查發現，日本政
府機構和企業去年共遭受一百二十八
億次網絡攻擊。除來自中國及美國的
網絡攻擊外，來自俄羅斯、巴西等

新興國家的攻擊也有增加。近年日本
遭受網絡攻擊的次數持續急增，二○
一○年時有五十七億次，二○一二年
時有七十八億次，去年更再暴升至一
百二十八億次。日本已設置了廿一萬
個網絡監控系統，仍難抵禦黑客的攻
擊。

新加坡航展 商家搶攻亞太市場

為期六天的新加坡航空展從昨日
開始。隨著亞洲經濟在全球備受矚
目，今年航空展規模是歷年最大，
破紀錄吸引了來自四十七個國家及地
區、共一千多家廠商參展，搶攻亞太
市場。

紐約市長准非法移民領身份證

美國紐約市長白思豪大打弱勢社

群牌，前日宣布將開放讓市內近五十
萬名非法移民申請身份證明文件，讓
無證移民可享有一般市民的基本生活
服務。白思豪又向無證移民稱：「紐
約就是你們的家。」

泰宣布四月二十七日補選

泰國選舉委員會昨日表示，鑑於
部分選區在上周日大選時，因反政府
示威者的暴力行為而阻礙投票，決定
將於四月二十七日舉行補選。而新一
輪的提早投票將於四月第四個星期開
始。然而南部二十八個地區因無人報
名參選而未能舉行投票，選委會指仍
未找到合適的解決方法。

珠三角又爆工人荒

春節過後，各地再遇工人荒，每
年接收大批外來民工的珠三角，亦再
次掀起招工潮。廣州市人力資源市場
服務中心預計，廣州今年節後工人空
缺將達到十二多萬人，深圳亦出現大
量招聘需求，東莞的製造業及服務業
也面臨人手不足的情況，不少企業都
在返鄉客流集中地，採用增福利、漲
工資等方式招攬人才，務求填補節後
出現的人手空缺。

怕被敲詐 先拍照後救人

內地不時發生民眾假扮被車或途
人撞倒後，誣衊敲詐攙扶者索償劣
行，阻卻不少民眾助人善心。江蘇泰
興市前日一名騎電動車男子，與另一

女鐵騎相撞後，怕被敲詐竟不顧倒地
對方而去。途經的另一司機上前察
看，為自保更先拍下現場照片，才敢
將女子扶到路邊，明言救人也要先保
護自己，網民感嘆人情在畸形社會下
已變質。

日擬修例售武 明益軍火財閥

中日、日韓島嶼主權之爭引致的
東亞緊張局勢尚未緩和之際，日本繼
加緊擴充軍備後，又著手修改被指名
存實亡的《武器出口三原則》，聲稱
將向在國際紛爭中採中立態度的國際
機構出口防衛裝備。日本首相安倍晉
三昨在日本「建國紀念日」發言，為
歷屆首相的首次。安倍再次強調要培
養國民的愛國心，創造更自豪的日

本，被日本媒體質疑愈趨右傾。

穗解款員罷工 銀行無錢取

廣州發生解款員罷工事件！白雲
區穗保安全押運公司的逾百解款員，
不滿薪酬過低和公司槍枝管理出現問
題，昨日早上集體罷工，堵塞公司附
近的公路抗議。事件導致廣州多間銀
行無錢可取，大批市民受影響；穗保
一帶交通亦出現堵塞。穗保其後表示
同意加薪及改善制度。

土豪親手建酒窖

湖南長沙縣江背鎮土豪周平好杯
中物，親手在自家豪宅五米深處挖了
一個酒窖。酒窖總面積一千二百平方
米，他耗五年打造而成，現藏各種百
斤大罎酒共一千餘罎，一入酒窖便會

酒香撲鼻。酒友們指周平似酒仙，羨
慕不已。

東風41洲際導彈上街

美國《華盛頓自由燈塔》網站報
道，中國網站近期曝光一張大型彈道
導彈在公路運輸的照片，該照片的拍
攝時間為上月三十一日。美方專家認
為這枚轉運中的導彈，正是中國二炮
部隊尚在測試的東風41洲際導彈，相
信正從製造廠轉運給軍事單位使用。

華駐英大使促安倍到南京懺悔

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再度開
炮，批評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參拜靖國
神社的行為，是美化侵略，讓人無法
原諒。倘真心祈禱和平，永不宣戰，
應該要到盧溝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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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組兩棲隊美今夏會師練奪島圖
懾華

日本加緊篡奪中國釣魚島主權，
除不斷向媒體施壓及修改教科書等「
洗腦」手段外，日本自衛隊正在組建
的「水陸機動團」，將於今年夏天與
美國海軍陸戰隊，在夏威夷舉行兩棲
作戰的聯合演習，對華示威。日本內
閣官房長官菅義偉昨更在記者會上，
公然就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將中國
比作「納粹德國」表示理解。

佔釣島洗腦擴至小學

日本文部科學相下村博文昨表
示，不僅中學教科書，就連小學教材
也要將釣魚島及南韓所稱的獨島列為

日本固有領土。文部科學省上月已決
定修改初中及高中教材編寫指引，今
次是將有關指引擴大至小學範圍。

牙膏炸彈恐襲威脅索契冬奧

索契冬季奧運會今日開鑼，俄羅
斯準備迎接來自世界各地的領袖、
運動員及遊客之際，美國卻連日拉響
安全警報。美國國土安全部近日警告
各大航空公司，恐怖分子可能會出動
「牙膏炸彈」，炸毀飛往俄羅斯的客
機，呼籲提高警覺。美軍兩艘軍艦則
已駛入黑海待命，以防一旦發生恐
襲，緊急撤走美國僑民。

敘四戰機擾邊境土國攔截

土耳其軍方指周二發現四架敘利

亞戰機，分成兩組逼近土耳其邊境，
遂派出四架戰機攔截。與此同時，敘
國兩個反對派組織宣布，將於敘國北
部阿勒頗省發起軍事行動，攻擊政府
軍。

泰充氣船爆炸德旅客亡

泰國布吉南部一名德國旅客前日
駕駛飛天充氣船，當船隻升至大約五
百米高時，突然發生爆炸及直墮海
面。附近的酒店職員派船出海，將跌
入水中的旅客救起，惟把他送抵沙灘
岸邊後急救無效，證實身亡。

泰向19反政府領袖發拘捕令

泰國刑事法庭周三批准特別調查
廳以違反緊急狀態令為由，對素貼在

內的反政府組織「人民民主改革委員
會」的十九名領袖發出拘捕令。素貼
等人則稱不會停止示威及脫逃，意味
封鎖曼谷的示威行動將會繼續下去。
此外，泰國數百名米農昨日在曼谷集
會，迫使看守政府支付拖欠的購米款
項。

「鐵山」資料庫葬火海

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發生
驚天火災，市內一個資料倉庫前日上
午突然起火。消防員及救援人員入內
救災期間，一幅七米高牆壁突然倒
塌，壓斃九人，包括阿根廷首名女
消防員，另七人受傷。暫未知起火原
因。阿根廷政府同日中午下令全國哀
悼兩日。

杭州土豪奢華 嚇煞英保母

英國一名剛畢業的女大學生，最
近到中國一戶土豪家中當保母，被
土豪的奢華生活嚇倒。該女生在網上
撰文，指她認知的中國與實際截然不
同，到處都是名店及外國餐廳，更令
她震驚的是僱主擁有五輛保時捷，周
末全家會到餐廳豪吃五十道菜，並大
灑金錢買名牌和培養兒子做明星。

雪封鄭州機場 二千躁客鬧事

河南鄭州連日大雪，導致新鄭機
場兩日來三度關閉，二千多名旅客滯
留機場，大批鼓譟的旅客硬闖南方航
空櫃檯，期間更有女乘客向工作人員
潑飲料，場面一度失控。北京連續一

百零七天沒有降雨後，昨日年初八迎
來入冬以來首場降雪，為當地有氣像
紀錄以來第三遲來的初雪。

鮑卡斯接任駐華大使

美國參議院前日投票一致通過，
由被視為溫和派及親華的民主黨籍
參議員鮑卡斯出任美國第十一任駐華
大使，接替即將卸任的駐華大使駱家
輝。但另一方面，美軍亦會向日本部
署更先進的兩棲船塢登陸艦和掃雷
艇，被指施展慣用「胡蘿蔔加大棒」
伎倆制華。

華漁船東海起火 日海保船隻救援

中國再有漁船在靠近日本的東海
海域發生意外。日本海上保安廳的第

十管區海上保安總部，昨下午接到消
息指，在日本鹿兒島縣奄美大島附近
的東海海域，有一艘中國漁船發生大
火。

冬奧酒店 浴室疑遭監控

俄羅斯索契冬季奧運會於當地時
間昨晚正式揭幕。西方國家領袖因人
權問題缺席開幕式、西方媒體又頻頻
報道冬奧準備不周，引起俄羅斯官方
不滿。俄羅斯副總理科扎克（Dmitry 
Kozak）斥責，從酒店的閉路電視畫
面，發現西方記者蓄意破壞設施及浪
費水源。其言論立即引起外間關注，
記者房間是否遭到監控。俄羅斯連忙
澄清只是一場誤會。

普京：勿忘日軍國主義罪行

俄羅斯總統普京藉索契冬季奧運
會，重塑俄羅斯的大國形像，亦令冬
奧成為外交盛事。普京前日與到訪的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時強調，中
俄關係發展尤其顯著，雙方今年將舉
行五次高層會晤，加強經貿、安全和
軍事合作。

美撐日本海正名東海 韓勝一仗

經過日韓雙方一輪外交角力，美
國維珍尼亞州眾議院前日通過法案，
要求日後出版的教科書提及「日本
海」（Sea of Japan）時，須同時標示
南韓主張的名稱「東海」（East Sea）
，被該州的韓裔人士視為重要勝利。

春運返程今高峰暴雪阻陸空交通

內地春節假期今日結束，昨今兩
日迎來首輪返程客運高峰。中國鐵路
部門預計，鐵路返程客流最高峰將在
今日出現，有超過十五萬人返京，高
速公路車流量有機會突破一百五十二
萬輛。另中東部地區迎來馬年首場降
雪，中央氣像台昨上午升級發布暴雪
黃色預警，部分地區高速公路因積雪
結冰而關閉，多地春運受阻。

阿基諾無知將華與納粹並論

繼早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將中日
緊張關係，比喻為一戰前的德國和英
國後，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周二接
受美國《紐約時報》專訪時，亦公然
挑撥中國與西方關係，把中國暗喻為

納粹德國，呼籲西方在南海主權問題
上，不要重蹈二戰前對希特拉推行綏
靖政策的覆轍。其狂言迅即激起中國
民眾不滿，內地官媒昨直斥他是對歷
史和現實無知的「業餘政客」。

NHK委員竟否認南京大屠殺

日本放送協會（NHK）的高層近期
是非不斷，繼新任會長籾井勝人發表
有關慰安婦的過激言論後，NHK經營
委員會成員百田尚樹，周日於街頭公
開演講，指南京大屠殺只是當時中國
政府的宣傳伎倆，實際並未發生。中
國外交部反駁指日軍侵華的暴行鐵證
如山，國際間早有定論，不容否認。

黑龍江廠房爆炸最少九傷

黑龍江綏化市青岡縣的龍鳳玉米

開發有限公司，昨早突然發生爆炸，
造成最少九人受傷，其中三人傷勢嚴
重。事發後當地安全、公安、衛生等
部門，迅速趕到現場搶救，並將傷者
送往哈爾濱及大慶救治。消防部門亦
在現場排查險情，防止次生災害發
生，事故原因目前仍在調查。

華裔四口家行刑式滅門

美國德州休斯敦市郊一個寧靜的
中產社區，在農曆新年前揭發一宗華
人滅門慘案。當地時間農曆年三十
晚，一個四人華裔家庭被發現伏屍家
中，父母及兩名兒子全部頭部中槍，
疑遭行刑式槍決。有消息指事件涉及
仇殺，但警方目前掌握證據不多，行
兇動機未明，亦未發現兇器，現呼籲

當地人提供線索。

地鐵罷工倫敦癱瘓

英國倫敦地鐵數千員工，於當地
時間周二晚上九時起罷工四十八小
時。罷工於當地時間周三早上的繁忙
時間造成交通大混亂，約三百多萬乘
客，要麼大排長龍，等候擁上如沙甸
魚般擠迫的延誤地鐵；要麼在路面與
狂風暴雨搏鬥，艱辛地上班上學。

北韓傳組裝導彈移動發射車

南韓傳媒引述專門追蹤北韓消息
的網站38 North指，北韓已經完成組
裝洲際彈道導彈KN-08的移動式發射
車，但是局勢亦有緩和跡像，兩韓昨
日達成協議，於本月稍後在朝舉辦兩
韓離散家屬團聚活動。

高官親民騷大出醜

內地近年官場「騷」風四起，春
節後開工首日不少官員已急不及待「
出巡」，其中南京市市長率團與市民
一起乘搭巴士，惟上車後他竟不知要
買票，更詢問司機何處投幣，遭網民
炮轟做騷不做功課、「智商低」等。

三亞海灘禁天體

海南三亞大東海沙灘近期被裸泳
客「攻佔」，數十名男子懶理旁人目
光，在公共海灘裸曬、裸泳，就算被
其他遊客圍觀拍照亦依然故我。照片
近期經網絡流傳，三亞當局隨即大規
模掃蕩。而當地傳媒調查發現，裸泳
者多來自東北地區，均為皮膚病患

者，因三亞溫暖如春，才齊聚大東海
沙灘裸曬「治療」。

暴雪癱東京殺五人

日本受低氣壓影響，廣泛地區下
大雪，首都東京昨日更下起二十年
來最大風雪，氣像廳更十三年來首次
發出大雪警報。暴風雪令首都圈交通
陷入大混亂，逾七百航班需取消，部
分列車停駛，東京羽田機場更一度關
閉。暴風雪在全國造成五人死亡，近
五百人受傷，氣像廳預計風雪將持續
至今天，呼籲民眾留在室內。

阿爾卑斯山火車脫軌兩死

法國阿爾卑斯山南部一列火車昨
日駛經上址時意外脫軌，造成至少兩

人死亡，分別為一名俄羅斯女子及一
名於阿爾卑斯山地區生活的人士。事
故中另有二十多人受傷，其中一人傷
勢危殆。

阿根廷車禍18死

阿根廷西部的門多薩省一輛掛上
巴西車牌、懷疑為失車的貨車，前
日在高速公路上逆線行駛時，與一輛
載有三十二人的巴士迎頭相撞，造成
至少十八人死亡，包括兩名司機，另
外有十五人受傷。兩車相撞後即陷火
海，多名乘客跳窗逃生，現場滿布焦
屍。

冬奧「放五環」甩轆播片遮醜

索契冬奧的開幕式，全球估計約

有多達三十億人觀看直播，但當局疑
因技術問題，令由雪花綻放為奧運五
環圖案的演出，只剩四環綻放，餘下
一環則維持雪花模樣。官方電視台遂
中止直播，改播早前綵排的影片遮
醜。事後有人迅速將雪花未能打開的
圖像，製作成T恤出售。

英收緊新移民福利防濫用

經過七年的過渡性限制措施，今
年一月一日起，歐盟成員國保加利亞
和羅馬尼亞的人民，可自由進入英國
工作及居留，新政策使英國民間瀰漫
一片反移民情緒。保守黨政府為挽民
心，立即加強規管新移民申領福利，
卻掀起英國政府與歐盟間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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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孩     (2)欲     (3)夠     (4)日     (5)拿     
(6)皎     (7)乖     (8)麵     (9)言     (10)瑛
(11)我   (12)虹   (13)農   (14)葉   (15)資   
(16)羅   (17)兔   (18)規   (19)夕   (20)諧

謎 底

不怕生壞命，最怕改壞名，地球村某角落總有人

喜歡重新為他國地方命名，不知是否對英文原意及拼

音是有限公司，

又或是專登改衰

個名，老外不懂

中文，看完也不

知何所指，好簡

單，看看咱們加

拿大的諾華斯高

沙 省 ， 英 文 是

Nova Scotia，連個New字都無，現在卻譯為新斯科舍州

，何新之有呢？緬省Manitoba，現在給譯為馬尼托巴

州，又效法Virginia將個man字拆開以為是ma字行頭，

讀音應是man~nit~to~ba，連音字man緬（緬相信是國

語讀音，音準字靚�like）無咗尾音n，變成ma馬��馬尼

托巴，莫非是隻馬在托住個下巴？細民讀中學時同學

間有句口頭禪，叫做「買嚟把托」，據說整句意思的

著眼點在第四個字，此話可所指，細民也不甚了了，

有空要請教七叔。亦可能今年是馬年，遭殃領導人給

一個新指示，緬省現在就叫馬州好了，又有人在指手

劃腳、說三道四干涉加國內政？哈公在那裏？唉，君

不見奧林匹克的英文

Olympic已經在某地族滅

宗絕嗎？全村都鋪天蓋

地 、 統 一 口 徑 是

Aolinpike！馬年拜託州

，新不倫不類……睡片

刻州，沙士客……切X
州，噢，執錯字笠，他

們分兩行寫，譯作薩斯喀……徹溫州，喱啲中文點讀

呀。

有人說：要消滅一個民族，先徹底摧毀她的文化

。細民就話：要消滅一個國家，祇要大量輸出（合法

及非法放走移民）自己的人民將那個國家變成自己的

家！加國三級政客時常說勞工短缺，要大量輸入外勞

，這招正中強國下懷，你要多少，三千萬（人）夠用

嗎？給你三千萬，咱們還是有十三億，show你hand，
要征服全世界嘛，大家有眼睇。

細民最近看了兩段新聞，看似個別事件，但可能

大有關連。第一則讀BBC中文網在一月廿二日題為「

中國太子黨有離岸秘密資產」報道，話說「國際調查

記者同盟」取得的機密檔案和資料庫顯示，「中國高

層領導的近親在加勒比海避稅天堂持有隱密的離岸公

司，有助於中共精英在海外隱藏巨額財富」。報告聲

稱：「資料顯示，至少有五名現任或前任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的親屬在英屬維爾京群島和庫克群島等離岸

金融中心持有離岸公司」，「其中包括現任國家主席

習近平、前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及李鵬、上屆國家主

席胡錦濤以及已故領導人鄧小平」。

另一則新聞是據香港東方日報一月廿七日報道，

內地維權律師許志永，被控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案

，昨（廿六日）早在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一審宣判罪

名成立，許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許志永是中國大陸

著名法律學者，北京大學法學博士，亦是公盟及新公

民運動的創辦人之一，曾發表文章及在街上請願，推

動廢除收容遣送制度、提倡憲政及教育公平權等。許

多次與新公民運動成員，在街頭呼籲官員公開財產，

去年七月被捕。

首先，地球村哪個火山地震屎坑爆發又多個維爾

京群島浮出水面，還要是英屬，事頭婆好坐馬車揮手

出風頭，太子情鍾阿媽年紀咁大嘅女人，皇孫赤條條

在老美酒店肉搏金髮美女多過打塔利班，撇開奪回福

克蘭群島與阿根廷開戰一役，大英帝國幾十年來都無

征戰新的殖民地，西線無戰事，細民搲曬頭，用大陸

一次性用語去行文，聞說除了大陸的三奶四妾已經一

次性解放了共產黨各級黨員之外，世上唯一尚待解放

的子弟兵現在積極一次性備戰，加速軍事性擴張，一

次性焫㷫老美關人之島後欄，隨時擦槍走火。

分分鐘過多四、五年如果中美大戰，加拿大實會

企喺老美一方，唔好話細民唔預先單聲，到時排華，

好似第二次世界大戰咁，又要捉曬啲黑頭髮黃皮膚去

沙田柚苦工營，染金毛都過唔到骨，到時噠朵話英籍

港人都無人理，細民還揸住個BNO不知能否過關，又

往網上加勒比海地圖摷摷，唓，原來即係以前咱們叫

做英屬處女群島嘅BVI（British Virgin Islands），腥港不知

幾多大富豪、大企業在六、七十年代已經早著先鞭，

最為人熟悉的便是回歸前匯豐銀行遷冊BVI而令這小島

飛上枝頭變鳳凰，按照偉大強國慣例，Virgin Islands應
該叫做弗吉群島，何解又多個譯名維爾京群島？總有

二五同志潛伏在大後方做反策行動，翻譯同志可能良

心未泯，早知黨遭殃省市縣鄉國企民營各級領導人姦

部及其近親好搜羅天下處女以親自品嚐，罪過，罪過

，看字意會神傳，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以為大洋

洲彼岸有一住滿處女……群嘅島，那還不快快派一師

機動性……性解放嘅軍把整個島佔領將島女私有化嗎

？（何故細民突然口吃？）所以譯做維爾京誤導不懂

番文的京爺們，好讓島上蒼生能得幾年苟延殘喘的機

會吧！善哉，善哉。

再其次許志永是積極鼓吹公開官員財產的維權律

師，刺中貪官奸部天殘腳腳底一個死穴，國記盟所公

佈BVI離岸公司連胡溫李鄧習總的名字（獨缺曾薄江周

？）也榜上具名，數日後許律師便立即被判監四年，

判處其他貪官不見那麼快。明報早兩日先透露，梁凸

手震嬰哥都有一間離岸公司開喺嗰度，共產黨由上至

下，包括地下檔員，施政有如駕車自動波，一隻天殘

腳踏實兩個腳掣，一掣「迫力」煞停所有自由改革、

反對聲音，管你民怨沸騰，更加運用祇保護權貴的中

國特色法制，在民間強搶豪奪以自肥，另外一掣「揼
行」油門加速走資走人，轉移搜刮民脂民膏得來的財

產至港澳臺星馬泰菲印韓日英美加歐澳﹝洲﹞中南美

洲亞非拉南北兩極資本主義敵國，祈求敵國的法制可

以保護他們的身家性命

財產，究竟誰是國家敵

人呢？

後記：細民榮幸之

至，又獲遭殃電視檯邀

請，在今年的春晚粵語

相聲度對白，捱了三晚

通頂寫好這篇稿，但看

過今年春晚的諸朋久友

說沒看到《一腳兩掣》

片段，奇哉怪也。

一腳兩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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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個 星

期全世界的焦點都放在

俄羅斯“實蝕”舉行的第22屆奧

林匹克冬季奧運會，有來自88個

國家和地區，2800多名選手參賽

。賽事共有7個運動15大項98小項

。至於各種形式的比賽，相信各

位讀者在各大報章都看得到。這

裏要提的是，俄羅斯政府花費5千

億美金，舉辦這次為期17日的國

際體育盛事，建場館、選手村、

交通配套等，是否勞民傷財？值

得嗎？對民生有貢獻嗎？當然這

並不是商業活動，不能以賺蝕而

論。但看以往舉辦奧運的城市，

這些新的、大型的建設，又有多

少給普羅大眾使用呢？最令人難

過的是，以後這些建設帶來龐大

的維修費，最終亦是普羅大眾支

持的，實在難怪反對聲音此起彼

落。保安是這次冬奧被外界關注

的重點。俄羅斯動用2千億美元加

強保安，調派最少3

萬名警察和士兵執行保安任務

，並部署無人機及安裝5,500多個

監控攝像頭，確保在第一時間發

現恐怖份子的破壞行徑。勞師動

眾，使用大量資源，只為舉行17

天的賽事，令賽事安全進行，值

得嗎？再說，這些運動員，把大

部份青春，放在訓練上，只為幾

分鐘的比賽時間，最終又可以得

到什麼？名譽、地位、財富，這

是永恒的嗎？

「因緣生法，滅諸戲論」，

一切不過因緣所生法，從因緣生

，也從因緣滅。除了這個萬法從

緣生的這道理之外，其他的議論

，不過是一些沒有實義，錯誤的

論調而已。我們凡人長久以來墮

在五蘊(色、受、想、行、識)的

陷阱，讓這五陰把我們的智慧遮

蔽住了，令我們看不見無相的實

性，以至無始劫以來，一直都在

空有，真假，好惡的對待中打滾

，起惑造業，忙得團團轉，始終

逃不出生死的輪迴。所以想要了

解生死，必先澄心淨慮，遠離對

待五蘊的生死法，如此才有可能

脫離生死的羅網。否則若心還是

常被五蘊法所束縛，時時在生滅

，垢淨、增滅中打轉，那麼一切

唯心造，心生則種種法生。我們

的心從來沒有停止生滅，生死又

怎麼能了呢？或許有人認為這未

免太理想化了。在這世上，有誰

能看得這麼開，放得這麼下？尤

其是我們現在都衹是居士之身，

更不容易做得到。話雖不錯，但

我們要「取法乎上」，至少要朝

著這個目標前進。假如我們真能

明白實相無相的真理，及對待法

的錯誤，就算我們不能馬上開悟

，最低限度在做人方面也能豁達

，開朗一些，否則常常在一些是

非、人我、好惡之間過活，是會

很苦惱的。

「君子之死息焉，小人之死

伏焉。」對君子來說，他一生俯

仰無愧，勞累了幾十年，現在死

了，正是該好好休息的時候，沒

有什麼放不下，不情願的，這是

很灑脫的境界。「小人之死」的

「小人」，不是指道德敗壞的小

人，而是指一般看不破、放不下

，在名利中打滾的凡夫。凡夫之

死，是屈服於死亡，雖然很不想

死，但閻羅王召見，又不能不去

，所以是心不甘，情不願地，不

想死也得要死。這是一般凡夫心

態。莊子的境界，則高一層，他

說：「生者寄也，死者歸也。」

人生到這世上，這好像短暫的過

客，暫時在這世上寄居幾十年。

死的時候，就是回老家了，所以

沒有什麼大不了的。這是老莊灑

脫的思想。佛教的思想，又比老

莊更高一層。《金剛經》說：「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根

本就沒有生死。因為實相無相，

生也是這樣，死也是這樣，圓成

實性是沒有生死的。觀能一轉變

，待人處世的態度就會有很大差

異。

阿彌陀佛。

從佛教觀點看世界

親章

每日時間表
（周二至周五） 早上7:30-8:30  誦華嚴經

周六   誦法華經/楞嚴經
下午1:00至2:30   晚拜大悲懺

晚上6:00至7:00   晚課
晚上7:00至9:00   聽經及咒心

每周三坐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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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稿，内容以輕鬆寫實為主，字數500内，文責自負。

（讀者可直接 Fax:403-233-2172 或

Email: cici@trendweekly.com / 

info@orientalweekly.net 閒情報系即可）。

(一)
情人節亦云

喜鵲叫枝頭，
鴛鴦嬉春水。
雌雄結夫婦，
同性也成侶。
時移世態易，
離合無所謂。
但願有情人，
快樂少酸淚。

(二)
梁家有女初長成

梁女二八花年華，

男友情人多如麻；

勁歌熱舞狂永夜，

未婚已做嫩媽媽。

舊句新詞
情人節新潮打油詩

Ken叔

你在西時我在東

朝夕相思難入夢

恨無彩鳳雙飛翼

早日擁入君懷中

財神到步馬年來

步馬年來再不哀

哀不再來年馬步

來年馬步到神財

〈〈財神到〉〉

-----小野豬 塗鴉賀歲

情人節歪詩二首    周華

原來在基督裡，人認罪悔改回轉

，是會有意想不到的出路，一條蒙憐

恤的出路。

《聖經》在箴言 28章13–14節：

「 遮掩自己罪過的必不亨通，承認、

離棄罪過的必蒙憐恤。  常存敬畏的便

為有福，心存剛硬的必陷在禍患裡。

」木顯光此時深深明白，《聖經》的

說話，沒有一句落空，他果然經歷父

母給他的憐恤 --- 沒有視他為不肖子，

從此待他是「街外人」。《聖經》的

說話，果然沒有一句落空：「承認、

離棄罪過的必蒙憐恤。」

木正樑說：「我們一起祈禱吧。」

木正樑祈禱完畢，全家人充了神

所賜的喜樂和平安。

苗纓此時破驚愕為淺笑，但語調

略帶感歎，說：「好了！可是我自己

也得認罪，因為我在教會、在親朋戚

友中，常誇口我如何懂得教養孩童，

還以他們兩兄妺，在教會有美好的榜

樣為榮，誰知……誰知……顯光……

竟然可以如此兩面。唉！我是如何教

我的兒子？我認為我甚懂教兒女，原

來是大錯特錯！」

木正樑輕觸苗纓的手安慰著，說

：「《聖經》不是早已說了：『世人

都犯了罪』，和『沒有義人，連一個

也沒有。  沒有明白的，沒有尋求神的

。 都是偏離正路，一同變為無用；沒

有行善的，連一個也沒有。  他們的喉

嚨是敞開的墳墓，他們用舌頭弄詭詐

，嘴唇裡有虺蛇的毒氣，』（羅馬書 
3章10-13節），我們要認的罪多的是

，我也實在虧欠你們，因為我過去，

一直忙於工作，沒有用時間關心你們

，顯光才有機會，可以如此瞞天過海

，過他兩面人的生活。」

木顯光接著說：「爸、媽，不是

你們不好，那全是我的錯，你們一直

以來，已跟著《聖經》的真理，教導

我和妹妹，和你們堅持我們要返教會

，已給了我們非常重要的基楚；可惜

當時我只是一個有名無實的基督徒，

沒有『淸楚得救』（筆者註：基督教

術語，意思是：一個肯誠心認罪悔改

、接受聖靈入住心中，將自己一生的

主權交給神，讓神掌管和帶領。），

所以我偏行己路，放縱私慾，不過感

謝神，神光照我，我知罪認罪，才有

今天。」

木正樑點頭說：「話雖如此，事

實上我和你媽媽，確是忙於工作，疏

勿了你們。」

苗纓和應著說：「無論如何，我

得向教會和親朋戚友道歉。顯光，你

也得站出來講見證，見證神對你的拯

救之恩。」

苗纓果然是非一般的母親，有誰

可以能一旦發現自己，並非如自己所

想，是一個懂得教養兒女的母親。

人怎可以接受：自己長久以來的

「自以為是」的優異表現，原來揭出

來的真相是「其實是錯」？若沒有神

的靈住在人心中，根本沒有人可以如

此勇於公開認自己的罪。

苗纓是言出必行的女人，分別邀

請了她的親朋

戚友來她的家

，和在教會主日崇拜後，舉行見證感

恩聚會，眾人聽她兩母子的見證，實

在感恩，看見神在人身上的奇妙作為

和恩典。

木顯光如此公開自己兩面人的虛

偽和醜惡，不但沒有給人看扁和鄙視

，或失去他們對他的信任：–怕了他

的兩面、怕了和這個陰沉、可怕的人

交往所帶來預計不到的損失；他反而

得到其他人給他的欣賞、接納和佩服

，這又是他意想不到的。

木顯光除了上次經歷父母給他的

憐恤，不再追究他的兩面，今次他經

歷神的憐恤，得到別人完全的接納。

「 遮掩自己罪過的必不亨通，承認、

離棄罪過的必蒙憐恤。」  

下期待續

（本連載小說-----由基督教純恩

使團提供）

半世兩面人(43) 關德賢著
liukwan@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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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業餘及義務撰稿人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用自己的良

心及一枝筆，把遇到不公平的事

真實地寫出來，讓公眾瞭解。我

記得村上先生曾對我說，把一些

人不喜歡見到或聽到的事寫出來

，後果只有兩個，一是被告上法

庭，一是被人打一頓。對於前者

，就算我被判有罪，由於已經退

休，有案底也不會影响到我將來

的生計。而且因為是民事案，頂

多便是罰款兼道歉而已，  而後者

，所謂有禍避不了，我亦覺得很

多人是不會以身試法的。因為天

網恢恢，疏而不漏，為一口氣而

身陷囹圄，絶對不值得，不過，

有一次我被人刑事侵犯，想寫信

警告他。但很多朋友告訴我，此

人有黑社會背景，我再三思量下

，還是放棄了，因為實在不想與

黑道中人扯上關係。

去年華人社團風雲叠起，最觸

目的是卡城華人耆英會一些理事，

想把數個重要職位變成終身制，永

遠操縱控制大權。而且想取消向政

府申請撥款，讓職員失去工作，耆

英失去福利。好在這件事在報章上

廣為報道，得到大眾市民支持職員

，而令到他們終於屈服，簽了申請

撥款文件，而在理事會中的一些正

義人士，不想同流合污，紛紛請辭

。而那個所謂法律顧問，也黯然引

退，差不多是同一批人士控制的華

埠基金會，其所擁有的湖濱大厦，

因為CNN電視報道他們胡亂加租，

對在那裏居住的耆英，造成經濟壓

力後，已經自動減租，以息民憤。

另外一件觸

目的事便是台山

會館的紛爭，終

至鬧上法庭，現

在還不知事態的進展如何，此外，

更有人偏離軌道，在報上咆哮，終

至消聲匿跡。

而另外一件不大為人所知但與

筆者有關的事便是所屬的霓裳舞苑和

業主卡城至孝篤親公所的租約糾紛，

差了一點點，便要對簿公堂，可幸公

所及時選出了一批負責任，忠厚及有

見識的理事當政，那些在幕前及幕後

控制大局十多年的幾個人，全部落選

。現在舞苑和新的理事會，通力合作

，另創一番新局面。

不要只談卡城，筆者從二零一

三 年 九 月 十 日 星 島 日 報 網 頁

http://news.sina.com，由三藩市記

者黃偉江報道「至孝篤親總公所又

起推撞事件」一文中，得悉三藩市

至孝篤親公所，上演了一幕推撞事

件。文中大致描述：「那個從加拿

大來開會的XXX（注：此人已落選

今屆理事），被人伸手要叉他的脖

子，在掙脫對方的糾纏後，躲進附

近店鋪內，報警求助」。做社團代

表做到當街與人爭執，也可謂是新

聞中的新聞了。

雖然一些社團的負面新聞連篇

，但也有好的團體，默默耕耘，造福

華人，例如卡城華人社區服務中心，

落實了擁有永久會址的大計，讓將來

能更有效地服務市民。而且他們的理

事，職員和華人耆英會的職員(該會

的理事並沒有出現幫忙)及無數義工

，在六月水災中，不眠不休地，幫助

有需要的人。而許多華人團體，例如

卡城崇正會，卡城

佛學居士林，為水

災災民籌募或捐出

巨額善款，都是值

得我們鼓掌的。

卡城華人社團二零一三年風雲點滴

熟讀唐詩數十首，不會吟詩

可效尤，不求格律，衹求順口，

過癮一番而已。

其一：月落烏啼到晚天，麻

將通宵不用眠，姑娘情愛放浪子

，夜半春聲倒掙船。

原詩：月落烏啼霜滿天，江

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

，夜半鍾聲到客船。

張繼：楓橋夜泊，改作「壞

女孩」

其二：良人遠去不用愁，約

定偉哥上酒樓，登徒浪子原好色

，悔嫁銀樣蠟槍頭。

原詩：閨中少婦不

知愁，終日凝粧上翠樓

，忽見陌路楊柳色，悔

教夫婿覓封侯。

王昌齡：閨怨，改作「婚

外情」

其三：月落星稀黎明開，蜂

飛蝶舞共徘徊，問天那得新空氣

，正因昨夜雨初來。

原詩：半畝方塘一鑑開，天

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

，為有源頭活水來。

朱熹：觀書有感，改作「雨

後氣清」

其四：清明時節雨濛濛，路

上行人失迷蹤，借問廁所何處有

，牧童遙指在山窿。

原詩：清明時節雨紛紛，路

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

，牧童遙指杏花村。

杜牧：清明，改作「流浪

客」

其五：清明時節雨，紛紛路

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

，有牧童遙指：「杏花村」

原意不變，標點移動，改作

詞「長短句」。

其六：床醒天未光，兒倒

地上傷，佢頭還有血，低頭思

故鄉。

原詩：床前明月光，疑是

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

故鄉。

李白：靜夜思，改作流浪異

鄉，父子露宿橋底長椅上。兒翻

瞓倒地傷，都是故鄉好。

其七：床前明月「光頭佬」

，疑是地上「鑲牙佬」，舉頭望

明「月餅佬」，低頭師姑「鄉巴

佬」。

改作「四佬詩」。

其八：無緣獨酌低頭無人媾

，寂寞如同深鎖淚川流，志氣短

，脊骨軟，灰溜溜，羨煞一雙鶼

鰈水裡游。

原詞：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鈎

，寂寞如同深院

鎖韆鞦，剪不斷

，理還亂，是離

愁，別是一般滋

味在心頭。

李煜：烏夜

啼，改作「包頂

頸」自嘆。

仿詩詞八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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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250-8868

留宿女傭
照顧年老長者及

輕便家務
有意請日間致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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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E ENDS
THIS SATURDAY

www.2toyota.com

Valentine`s Day EventValentine`s Day Event
Our largest sale of the year!Our largest sale of the year!

The �rst 50 buyers receive
$2,500 Diamond Earings

from

*2014 Corolla Le Auto BURLEC AA payment based on 96 months at 3.99% with 0 down.  2014 Sienna V6 ZK3DCT AA payment based on 96 months �nance with 0 down.  2014 RAV4 AWD LE BFREVT payment based on 96 months at 3.99% with 0 down.  2014 VENZA AWD BA3BBT AA payment 
based on 96 months at 3.99% with 0 down.  Interest rate is O.A.C.  *Diamond earings available with purchase of new or preowned vehicle exclusively during the sale hours.  Based on the individuality of each diamond, Value may very between gift.

2014 SIENNA V6 STK#130967
2014 RAV4 AWD STK#131128

STARTING AT
$129*

/BW

STARTING AT
$188*

/BW

STARTING AT
$185*

/BW

STARTING AT
$169*

/BW

2014 VENZA AWD STK#131711
2014 COROLLA LE CVT STK#160161

Exclusive Sale Hours
Wednesday 9-9,

Thursday 9-9, Friday 9-6
and Saturday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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