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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謹代表卡加利警務署向華人社區拜年，
祝各位豬年身體健康、財源廣進、生活愉快。
多年以來，卡城華人社區與卡城警務署建立了良好關係。
我們的共同理念是社會安全及和諧，與市民大眾之間，
互助互惠，從而將卡城打造成為美好、優質生活的城市。
警方感謝各界支持，並熱切祈望日後更緊密合作。
On behalf of the Calgary Police Service,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send our warmest wishes of success, health
and safety in this Year of the Pig.
As the years go on, one thing remains the same: the strength and appreci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shared between the local
Chinese community and the Calgary Police Service. Our shared goals of working together to keep our communities and our
city safe is proof that Calgary is a wonderful place to live.
We look forward to another year of working side-by-side to keep our communities safe for our families and children. May this
New Year be filled with good health and fortune.
Happy New Year to you and yours from the Calgary Police Service.

Steve Barlow, Chief Constable

暨卡城警務署仝人敬賀

六折
海燕牌各式
賀年糖果

三小姐牌特級香米
海燕牌米粉

雙金塔牌
醬油

一級美國
富士蘋果

大蜜柑

白蘿蔔

特大番茄

青蔥

一級芥蘭苗

美國番薯(中)

美國紫心番薯

美國西生菜

台灣椰菜

中國金桔

美國短紹菜

袛限

三小姐牌
幼沙河粉

三象牌糯米粉

李錦記
錦珍鮮味蠔油

亞萊地牌
鵪鶉蛋

東埠橋牌
黃冰糖

新鮮龍躉
(原條)

新鮮牛柳
（原袋）

叉燒肉

牛坑腩(原袋)

Sunridge 店!

原箱10隻

$5.99/隻

生猛大生蠔

已調味
小背脊豬排
（原袋）

特級大老雞

(620~700g)

Raymond Lau

劉俊文（英、粵及國語）
手提：403-830-6728

raymondlau404@gmail.com

執業廿載
獲獎無數
經驗豐富
專業服務
忠誠快捷

現時正值「Buyer’s Market (買方市場)」樓盤供過於求，
要以最實惠價錢購得心水靚屋，請閣下即時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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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 5403 Crowchild Trail NW
公司：403-547-4102 傳真：403-592-7040
網址：www.raymondla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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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 祝 各界
各界2019豬年
2019豬 年

文民興昌
如意吉祥
卡 城 市 政 府 第 四 區 市 議 員 The City of Calgary - Ward 4 Councillor

朱 文祥 SEAN CHU

數量有限

敬賀

數量有限

原箱
$1.19/磅

新鮮火雞翼

印尼牌
即食撈麵

海洋媽媽牌
急凍金鯧魚

特級牛尾

仙女牌糯米

順帆牌
東莞米粉

嘉慶牌米粉

甜味

海燕牌
去頭老虎蝦

海燕牌
特級魚露

數量有限

無糖

Sunridge 店!
袛限

昇牌香菇顆粒
調味料

秋菊牌椰子水

幸福牌
太平洋秋刀魚

山水農場
龍崗雞

13

88

三魚牌
急凍魷魚筒

萬歲粟米油

數量有限
多款口味

七折

袛限

Sunridge 店!

日昇牌豆漿皇

好運原隻
貴妃雞

好運芝士蛋糕
(6吋或8吋)

好運紅棗
合桃蛋糕

越金牌
去頭白蝦

海洋媽媽牌
紅蝦仁

IQF青口肉

海洋媽媽牌
雜錦海鮮

拉瑪牌
新鮮潮州粿條

海燕牌
原條秋葵

第一家牌
春卷皮(八吋半)

海燕牌
熟甜粟米

Halal
清真

新福牌
紐西蘭
半殼青口

NIPSSING牌急凍鵪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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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加拿大最 多 商 戶 多 元 文 化 商 場
超過5 00 間商 鋪 為 各 商 戶 創 造 國 際 化 無 限 商 機

金豬喜迎春

場內特備30’x30’表演舞臺及50‘電視屏幕不斷提供精彩娛樂節目

現 正 出 租：月租 $1,000起 已 有 60 多 間 商 鋪 啟 業
請盡速與我們聯絡

1-855-851-2888 NEWHORIZONMALL.COM
HAPPY
HAPPY

CHINESE
NEW YEAR

金龍醒獅迎新歲 財神大派利時
二月九日（星期六）大年初五 晚上九時

歡迎光臨齊賀新年
9
1
0
2

十二生肖運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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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運勢：★★

整體運勢：★★★

整體運勢：★★★★

整體運勢：★★★★

整體運勢：★★★★★

整體運勢：★★★★

屬豬的你今年也有「浮沉」星，代表個人運程起伏變
化甚大，所以說一動不如一靜就是這個道理。無論在
事業上，人際關係上，感情上都會有變化。你可以做
的，除了必要的變化之外，其它的事情都要留待明年
再算：例如買樓，結婚，生小朋友等等，這些都是人
生的大變化。個人的運程上如此，事業也是如此，不
到必要時就不要轉工，甚至乎轉部門也不建議。

今年整體運勢不錯，在去年事業上浮浮沉沉的你，運
程上今年終於露出曙光；屬鼠的你今年充滿希望，做
任何事情都會充滿幹勁，不過就切忌虎頭蛇尾。你在
豬年要非常專注，工作上要專注，感情上要專注，切
忌半途而廢。因為今年你做任何事情都會容易虎頭蛇
尾，一開頭好像很熱誠的樣子，過了一段短時間之後
就會冷卻下來。

今年肖牛人士之整體運勢為穩定，沒有大上大落的情
況，這個和自己本身的運勢不謀而合。屬牛的人比較
保守，穩重，勤力，如果今年不是心頭太高的話還是
可以的。因此，今年的投資策略也是以簡單為主，不
要太過著重於投機方面的事情所以你只能在穩健的投
資之中獲得正常的利潤而已。不要太過貪心，量力而
為就是你在豬年的策略。

肖虎的朋友今年甚佳，做任何事情都會得心應手
，今年可以說是大展拳腳的一年，如果心目中有
甚麼重要的計劃都可望在今年實現。買樓，結婚
，生孩子都可以在今年實行，而有心創業者也可
以在今年好好計劃一下。

整體運勢甚佳，今年財星高照，你很容易在今年積聚
頗多的財富；而且，今年你的賺錢能力甚強，所以有
機會也不妨拼博一點，而且也可以作少量的投機；不
勞而獲的感覺是美好的，而你今年則可能有此機會享
受此感覺。橫財不能強求，當運勢不就時，任你怎樣
努力也沒有用處；當運勢來臨的時候，不需要付出也
可以很有收獲。

今年將會有新的局面，尤其是在人緣運及感情運方

財運：財運今年只是一般，沒有特別旺財運的財星
，所以你要小心自己的投資項目，今年切忌大貪；
賭博固然不能期望過高，股票或樓市也只是正常穩
健投資才可以考慮入市，炒賣動作今年不太適宜。

財運：今年財運穩定，雖未有重大突破，但也不算
太差。要留意男性在今年是你的貴人，無論鼠仔鼠
女，你都要留意身邊的男性，他們都會給你很大的
幫助。女性投資買樓或買股票不妨給男友或丈夫拿
主意，回報會高一點。

財運：今年財運平平，在錢財方面但求平穩就可以
了，切莫大貪。樓市方面不宜入市，即使要買樓也
只宜自住，我甚至乎覺得有樓之人可以先賣出去，
然後租樓，再睇定才入市也未嘗不可。

事業：事業方面，今年肖豬人士應採取「一動不
如一靜」的策略，這樣每事就能趨吉避凶，運勢
一定有所提升；如無可避免要作出轉變的話，就
每事都要小心；說話不要動氣，忍讓為重，很多
不愉快的事情都可以避免。
感情：今年感情運易有變化，忌聚少離多；夫妻間
宜多加忍讓，未婚男女今年也不宜拉埋天窗；如真
要結婚應在婚前合婚及擇日才可以考慮；對於未有
對象者，今年的桃花運只是一般，如要感情有著落
則要在家中流年桃花位（全屋正西方）放置一杯水
，粉紅晶柱或粉紅晶球來增加桃花運；當然，自身
思想上，行為上及身體語言上的改變也是必須的。
健康：今年健康運會有點問題，不過如果你年紀
未過五十歲的話，問題不會很大。但如你已年過
五十的話，最基本的事情就是今年到醫務所作身
體檢查。此外平日也要小心飲食及多做運動，睡
眠也要充足。

事業：今年的事業運呈膠著狀態，如果你的上司是
男性則會好一點，因為他會給你幫助。如果你是做
生意的話，不妨在今年留意做一些賺男人錢的東西
如男性美容院，健身食品，男士服裝等等，都會為
你帶來不錯的收獲；合資的話，和男友人合資會是
今年適合你的策略。
感情：已婚鼠仔鼠女要留意出現第三者，如果你的
伴侶或配偶是屬鼠的話則要小心對方出現第三者。
即使沒有第三者出現，本身也要留意和伴侶之間的
關係，因為今年吵架機會特別多，真係一人少句，
很多吵架的情況都可以避免。
健康：今年健康運非常好，全年都不會有大病痛，
只是做例行的身體檢查即可。
是非：今年是非不多，只須要留意不要給別人尋仇
或報復即可以。

事業：事業方面，今年的工作策略是「不求有功，
但求無過」，在工作上表現不用太過突出，只須要
不出錯就可以了。本來這個不是人生應有的態度，
不過今年為求自保，如果你工作上不錯你是可以有
穩定的工作表現的。如果今年有機會升職加人工的
話，你要預期升職後的工作量會不成比例地增加。
感情：今年不宜期望過高，如不急於找對象者大可
在今年繼續享受單身的生活；否則就要留意加倍留
意自己的思想及行為，利用「思想改變行為，行為
改變姻緣」去令自己的桃花運增強。因為一個人的
語言及行為是會直接影響其人在別人心目中的地位
及印象，所以如果你能夠適當地改變自己的行為及
思想的話，你的感情運就會有所改善。
健康：今年健康運一般，而今年會特別容易出意外
。所以，你今年最好能夠配戴開光玉鼠來幫你避過
意外。其它的健康問題也要留意，出外就要小心飲
食，慎防在外吃到不潔的東西而生病。

財運：今年財運大好，可以採取進攻的態度，有機
會不妨大膽一點，有多少投機性質也無妨，只須要
留意「得些好意須回手」就可以了。無論是何種投
資也好，絕不會永無止境地升值的，所以要在高位
或獲利的時候放出，那些錢才是你真正賺回來的錢
；一日不放出，一日都不是你的錢，只是賬面價上
升是沒有意思的。
事業：今年事業運非常順利，本來已經抱有大志的
你在今年更要大展拳腳，做事不妨大膽一點，有時
候不妨憑直覺做事而捕捉商機，機會瞬間即逝，如
能好好把握機會今年會有可能是你的轉捩點。
感情：今年感情運一般，不宜抱有太大期望，因為
今年沒有特別的桃花星，所以桃花運不會特別強。
感情運會個別發展，男性又會比較好一點。虎仔可
以留意身邊助力強的異性，因為她們幫助你是可能
對你產生好感。女性則順其自然，如果你是一九七
四年出生者有可能會特別心急，你可以用風水佈局
來幫你增強桃花運。此外，配戴紅紋石手鍊也會令
你的人緣運增強。
健康：今年的健康運大致良好，只需要留意一些急
生疾病即可。平日要注意飲食，不要在街上亂吃東
西就可以了。

財運：財運方面，今年的財運非常之好，甚至乎有
「好到你唔信」的情況出現。你應該在年頭就要計
劃一下，怎樣在豬年獲取最多的財富。轉工也好，
投資也好，做人也應該要有計劃，這樣你就能夠在
豬年賺取最多的金錢，用以積榖防饑。
事業：事業運方面，今年可算是非常強勁，有志
在工作上闖一番事業者今年可以大展拳腳，創業
及轉工皆適宜。在工作上每事都宜採取開放及進
取的態度，必有可為。
感情：感情方面平淡異常，在桃花方面可以說是一
無是處。已婚及有對象的肖兔之人因為沒有是非星
或吵架星，所以感情尚算穩定，但還未有著落者則
可能在今年交白卷了。你可以視今年沒有新戀情為
理所當然，將心機花在工作上，這樣反而可以心安
理得；如果心急一定要在今年有著落者，可以考慮
利用風水運勢來增強桃花運，又或者利用自身的思
想改變處事方式，來增加人緣運。
健康：受「五鬼」星所影響，今年會特別容易多
病痛，所以今年你要小心飲食，多做運動，而且
你今年的抵抗力比較差，所以你要小心患上一些
流行性的疾病。

面，都會有明顯的變化。工作運不錯，但在財運方
面會有損耗，本身已無太多剩錢的你，今年在經濟
上會更感吃力。所以，你在年頭開始已經要有詳細
而具體的收入及支出計劃，以應付豬年的挑戰。
財運：財運方面，因為今年的事業運比較好及穩定
，所以財運方面一定不差。但要留意的是今年的支
出會比往年為大，所以一定要量入為出及在年初時
制定理財計劃，這樣才可以控制支出以穩定收入。
事業：今年的事業運甚佳，你可以在今年特別留意
身邊的同事及朋友，因為他們都會幫助到你，今年
你的事業上運勢特別強，所以你今年的事業一片大
好，有創業意思者也不妨考慮在今年創業，最好和
人合資，適合的生肖有屬猴，屬鼠之人。
感情：屬龍的你感情運在豬年來說比其它生肖為
佳，所以未有對象者今年宜好好把握，已有對象
者則可望在今年拉埋天窗，未生孩子者也可以在
今年計劃生育。主動出擊在今年一定有收獲；此
外，今年的人緣運也佳，你也要好好把握以幫助
你在人生路上取得成功。
健康：健康運一般，平日抵抗力強的你在今年的
健康方面沒有多大問題，只是上了年紀的屬龍朋
友要留意。
是非：今年是非不特別多，雖然屬龍的你平日比較
多是非，但今年可望減弱，使你不必費神及操心來
應付有關是非方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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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歲祝福萬事順

豬年兆豐五穀香

福滿人間

卡城 華 埠 發 展 基 金
金會
會
仝人敬賀
卡城洪門達權社

加拿大卡城福建同鄉會

CALGARY DAT COON CLUB

FUKIENESE ASSOCIATION OF CALGARY

2nd/Fl., 116 – 3rd Avenue S.E., Calgary, Alberta, Canada T2G 5A9
Tel: 403-262-9214 Fax: 403-233-7497

Unit 3, 207 - 1st Street S.E. Calgary Alberta T2G 2G3
Tel: (403) 263-8899 Fax: (403) 263-8878

慶祝2019己亥年迎新春敬老團拜
暨敬奉福德正神寶誕歡聚會

Senior Spring Tour in Edmonton

通 告

Date :
March 31, 2019
出發日期︰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Time :
8:30 am
出發時間︰上午八時三十分
Free of charge for age sixty & over.
Limited seating,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參加者年齡必須滿六十歲或以上，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歡迎耆英參加。
Detail : (403) 262-9214 Ms. Wu
詳情請電 (403) 262-9214 與伍姑娘接洽

旺狗報喜辭舊歲，金豬納福迎春來。本會謹定於二零一九年二月十七
日（星期日），即己亥（豬年）農曆正月十三日中午十二時，在本會
會所舉辦慶祝2019己亥農曆新春敬老團拜暨敬奉福德正神寶誕歡聚
會，屆時敬備豐富美食免費招待。
歡迎六十歲以上耆英，吾閩鄕親友好，各社團友好耆英出席參加。藉
此敦睦友誼，促進交流，歡聚共賀新春佳節。由於本會場地有限，為
安全起見及便於安排食物，如有興趣參加之耆英，請向本會登記索取
入場券，名額有限額滿即止，謝謝合作！

恭祝各界
豬年萬事順利 快樂吉祥安康！
卡城福建同鄉會第十八屆理事會 敬約
二〇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PUBLIC NOTICE

耆 英 點 問 頓春節一日遊

卡加利司徒氏宗親會
SETO’S (SZETO’S) ASSOCIATION (CALGARY)
31 Sandstone Court N.W. T3K 2Z8 Tel: 403-295-7521

通 告

Fukienese Association of Calgary

Chinese New Year Seniors’ Gathering Celebration

The Fukienese Association of Calgary is holding 2019 Seniors’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on Sunday February 17, 2019 at
12:00 PM in our Association facility.

All seniors’ 60 year of age and older in the Calgary community
are invited to attend, admission is free of charge. But due to
limited facility capacity, please contact us to register for this
event. Availability will be based on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basis.

Happy Chinese new year for the year of PIG.
The 18th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Fukienese Association of Calgary

本宗親會謹定於二零一九年二月十六日（星期六）下午
一時，假座卡城中華文化中心地下粵食粵美酒家，舉行豬年
新春聯歡聚會，招待宗親會員，費用屆時隨意贊助，歡迎
踴躍參加。由於座位有限，敬請及早報名，以便安排席位，
截止報名日期為二月十日。

報名查詢電話
403-818-6839（司徒明）

403-818-1582（司徒鴻業）403-284-1286（司徒盧馨）

2019.01.31

卡加利司徒氏宗親會 謹啟

溫馨提示：2019年會員年費$20，現已開始收集，敬請本會會員於今年四月底前繳妥，謝謝！

未能如願取到《東方報》?
你可瀏覽我們的網頁

周
報

06

403-239-7688（司徒偉明）

http://orientalweekly.net
每逢周四就會出現在你眼前
風暴無間 豪雨無阻 無需四處問人或尋找

二零一九年一月廿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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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亞省卡城
越南華裔聯誼會

五湖生意如雲集

四海財源似水來

吉星高照

仝人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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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地祥光臨福第

滿天喜氣入華堂

喜氣盈門

卡城客屬崇正會
仝人敬賀

Bay3 222 16 Ave, NE Calgary

華北 現已 遷往 新 址 為 各 界 服 務 新址：Bay3 222 16 Ave, NE (Peter’s Drive In 對面)

電話：403-262-6629

華北門前及地下大量免費停車位，大量特價貨品供應
和字罐頭鮑魚(六隻)

特價
特價

特價

原價$69.99/罐

$49.99/罐

新疆紅棗

原價$39.99/磅

$29.99/磅

特價

原價$9.99/磅

$４.99/磅

特價

龍王杏仁 特價 河南淮山角 特價

一級髮菜 特價

厚切
當歸大片

原價$12.99/磅

原價$12.99/磅

原價$12.00/兩

原價$39.99/磅

$9.99/磅

$9.99/磅

$8.00/兩

$34.99/磅

日本花菇 特價

和字 特價
罐頭鮑魚

生曬 特價
大金蠔

原價$29.99/磅

原價$35.00/罐

原價$79.99/磅

原價$12.00/兩

原價$5.99/磅

$24.99/磅

$26.99/罐

$69.99/磅

$7.00/兩

$3.99/磅

花膠筒 特價

特價

沙爆魚肚

桃膠粒 特價

龍眼肉 特價

野山竹笙 特價

頂大蜜棗

靚禿參

特價 野山花旗參

原價$99.00/包

原價$29.99/磅

原價$18.00/磅

原價$129/磅

原價$399/磅

$79.99/包

$15.00/磅

$14.99/磅

$79/磅

$299/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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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普照萬象新

福祿常臨積善家

如意吉祥

卡 城佛學居士林
仝人敬
敬賀
賀

五谷慶豐收
(生炒臘味糯米飯)
興隆萬世通
(腰果牛粒蝦球)
富貴喜洋洋
(枝竹羊腩煲)
金玉滿華堂
(金沙玉子豆腐)
金鳳迎春曉
(金糠炸子雞)

228

發菜蠔豉大利湯
蒜子發菜蠔豉
美極乾蔥龍蝦
鹽香走地雞
鮑甫珍菌扒豆苗
清蒸海上鮮
絲苗白飯
精美甜品

20

全新推介
精選小菜

$

19

海味銀絲煲

家鄉燒豆腐

黑椒頂級牛仔骨

花膠北菇玉掌煲

白飯魚煎蛋

鐵板黑椒德國豬手

20

19

賀
歲
吉
祥
小
菜

發財添大利
(發菜蠔豬脷湯)
鴻圖大展翅
(竹笙雞絲翅)
發財旺好市
(發菜蠔豉)
好市包生財
(蠔豉臘味生菜包)
發財更就手
(發菜花生豬手)
發財聚寶盤
(發菜瑤柱甫)
年年慶有餘
(清蒸多寶魚)

168

發菜蠔豉大利湯
蒜子發菜蠔豉
上湯龍蝦
金瑤扒豆苗
鹽香走地雞
絲苗白飯
精美甜品

日期：2月2日 (星期六，年廿八) 11am-2pm
2月3日 (星期日，年廿九) 11am-2pm 5-8pm
只招待當日顧客

$

鴻運六和菜

特 別舉辦｢ 太公 分 豬 肉 ｣
祖先福蔭 人人有份

富貴大併盤
發菜蠔豉瑤柱甫
金巢椒鹽珍珠蝦丸
竹笙蟹肉大生翅
薑蔥芋絲雙龍蝦
五福醬油走地雞
鮑甫北菇扒豆苗
清蒸海上鮮
大富豪伊府麵
臘味芋粒糯米飯
甜心紅豆沙湯圓

賀歲四和菜

迎金豬賀新歲

488

豪門豐盛宴

368

京式片皮鴨
金蒜發菜蠔豉
金巢爆炒花姿蝦球
蟹肉魚肚羹
美極豆仔雙龍蝦
五福醬油走地雞
玉鮑鮑魚菇扒豆苗
清蒸海上鮮
豪門伊府麵
金粒瑤鬆海皇飯
甜心紅豆沙湯圓

富貴生財宴

如意吉祥宴

$

$

588

$
豪門大併盤
發菜蒜香瑤柱甫
百花釀蟹鉗
紅燒竹笙海皇翅
ⅩO醬焗金瓜雙龍蝦
五福醬油走地雞
鮑甫刺參本菇扒豆苗
清蒸海上鮮
闊佬魚翅鮑粒炒飯
有米佬伊府麵
甜心紅荳沙湯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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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居寶地千年旺

福臨家門萬事興

和睦永昌

卡城中華協會
仝人敬賀

營 業 部

Lone Star Mercedes-Benz
lonestarmercedesbenz.com

Dominic Wong

403-850-1882
國、粵、英語
Sales Administration Manager

The best or nothing.

Vans. Born to run.
國
、
粵
、
英
語

國
、
粵
、
英
語

Kevin Fong

J M Wong

403-809-1318

403-390-1118

Sales Consultant

Sales Consultant

維 修 部
粵
、
英
語

Colin Wong

歡 迎 來 電 預 約 試 車
10 Heritage Meadows Road SE, Calgary, Alberta T2H 3C1

粵
、
英
語

Tony S Wong

Service Coordinator

Diagonostics Technician B. Eng.

403-253-1333

403-253-1333

Tel: 403.253.1333

省府資助社區機構
竭力打擊種族主義
亞省政府在本省各地積極投資，幫助社區打擊種族歧視、
倡導接納、促進多元化與包容性。
33個社區組織將首次獲得“反種族主義社區補助金”用于
提高公衆意識和跨文化理解，以有效削減種族主義。這些
補助金是省政府“采取行動反對種族主義”計劃中一項重
要建議。
“亞省優勢之一是其多元化。種族主義在此無棲身之地。
省政府通過支持反種族主義和促進包容性的項目，讓所有
亞省省民生活得更美好。通過補助金，非營利組織能夠專
注教育，更好地宣傳和吸引社區成員。”
- 文化和旅遊部長 Ricardo Miranda
“當我與亞省省民見面探討如何共同努力打擊種族主
義時，我清楚地聽到（他們說）：最有效的工作發生
在社區層面。所有33個受資助的機構都表明，這確實
10

是事實。這 個補助金計劃將打破壁壘，為反種族主義社區項目提供資
助。我們將齊心協力實現共同目標，在亞省鏟除種族主義。”
- 教育部長 David Eggen
亞省政府提供超過60萬（$600, 000）的補助金，分兩大類，其中一類支
持較廣泛社區的反種族主義項目或倡議。
受助機構包括基層非盈利機構如“足球無國界”。該機構通過提供多元文
化外展計劃以打擊種族主義和團結社區。
符合條件的機構可以申請最高$25,000的匹配額補助金，用于以下項目：
* 培訓及教育
* 開發信息資源
* 輔助服務和能力構建
亞省政府在2018-19年承諾向反種族主義社區補助金計劃投入200萬($2
million)。下一輪補助金申請截止日期爲3月1日。
資料提供︰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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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RT & CASINO
3777 Grey Eagle Drive (corner of 37 St. SW and Glenmore Trail) Calgary, Alberta, Canada T3E 3X8

Phone: 403-385-3777

www.greyeagleresortandcasino.ca

迎金豬接財神
歡迎光臨齊賀歲
2月2日 (星期六) 勁爆越南演唱會
2月3日 (星期日) 年廿九 貴賓廳免費供應甜品吧
6:00PM~12:00AM
2月4日 (星期一) 大除夕 貴賓廳免費供應中西自助餐 9:00PM~12:00AM
2月5日 (星期二) 大年初一 貴賓廳免費供應中西自助餐 6:00PM~12:00AM

2月9日 (星期六) 大年初五
8:00PM 醒獅金龍賀歲 財神大派利是
8PM~11PM 貴賓廳免費供應中西自助餐

四季平安福滿堂

全年順景家興旺

闔家平安

卡城福建同鄉會
仝人敬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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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國際新聞

1月30日 (星期三)

一 月 廿四 日 至 一 月 三十 日

二零一九年

爭先研發新型潛射彈頭 美俄再掀核競賽
美國總統特朗普計劃單方面廢除美俄《中
程導彈條約》之際，美媒周一披露，他同時
已下令生產一款新型低當量核彈頭，配備在
戰略核潛艇的彈道導彈上。美方宣稱這會增
加核威懾力量的靈活性，可在有限度的核衝
突中具備優勢，但反對者認為這降低了使用
核武的門檻。
美擬在日部署雷達 監視中俄洲際導彈
日本傳媒引述消息人士指出，美國為加強
對中國、俄羅斯及北韓洲際導彈的監控與攔
截能力，有意在日本部署最新研發的「國土
防禦雷達」（HDR-H），於二○二五年投入
運行，將是美國首次在海外部署監測洲際彈
道導彈的雷達系統。
美欲派5000兵赴哥國對付馬杜羅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周一再度呼籲，
委內瑞拉軍方接受「和平」權力移交，以迫
使總統馬杜羅下台。有記者更發現在他的筆
記簿上，寫有「派五千士兵到哥倫比亞」的
字句，令人懷疑華府有意出兵對付馬杜羅。
特朗普允下月初發表國情咨文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周一表示，隨着聯
邦政府重新運作，總統特朗普已經同意，下
月五日在眾議院議事廳發表國情咨文。當日
剛好是中國大年初一。
文翠珊有Plan C
英國與歐盟達成的脫歐協議闖關失敗後，
首相文翠珊提交的替代方案於當地時間周二
晚上表決，其時距離脫歐限期只有五十九
日。她事前呼籲保守黨人支持替代方案，才
可尋求取締強硬脫歐派不滿意的「最後擔
保」方案。但多名保守黨人仍有疑慮，文翠
珊更與前外相約翰遜針鋒相對，修正案能否
通過仍是未知之數。
下令放火迫遷 日市長道歉
日本兵庫縣明石市政府打算拓寬JR明石站
前公路，惟當局與居民的拆遷協商多年來沒
有進展，市長泉房穗竟對負責計劃的官員罵
道「你今天就去把房子燒了」。有關錄音近
日流出，引來軒然大波；泉房周二在記者會
上鞠躬道歉。
FaceTime漏洞 掀竊聽恐慌
美國蘋果公司旗下服務FaceTime近日發
現漏洞，美媒指用戶打視像電話時，對方就
算未接電話，身邊錄音甚至影像也會傳出。
蘋果公司發言人周一表示，將推出更新軟件
修正漏洞。
反喀麥隆總統 巴黎示威者闖使館
連續掌權四十三年的喀麥隆總統比亞
（Paul Biya），去年十月在選舉中再度連任，
反對派直斥為舞弊，上周六起連日示威，並

稱有六人被軍方槍傷。在法國巴黎，有示威
者闖入喀麥隆大使館，當局則於周一拘捕反
對派領袖康托。
美引渡孟晚舟起訴23罪
美國司法部於當地時間周一正式起訴中國
科技巨企華為以及其太子女孟晚舟，並向加
拿大提出引渡申請。美方列出廿三項刑事控
罪，包括銀行詐騙及電訊詐騙罪，分別最高
可被判囚三十年，當局同時狠斥華為厚顏無
恥，威脅全球市場。事發於中美兩國將在周
三展開新一輪貿易談判前夕，中國外交部敦
促美方放人，勿發引渡要求；華為則否認指
控。內地官媒一度在微信發表態度強硬的文
章，惟其後已撤回。
澳洲亦封殺電訊商棄推5G
美國拉攏盟友封殺華為，各國亦憂慮使用
華為設備會威脅國家安全。澳洲電訊商TPG
Telecom周二宣布，因應國家針對華為的禁
令，決定放棄推出5G網絡計劃。該國的網絡
安全專家早前更表示，擔心中國會利用通訊
軟件微信干擾即將舉行的大選。
內地市場波動相關概念股暴挫
受中國科技巨企華為遭美司法部起訴的
消息影響，內地股市周二早段大為波動，尤
其是集中不少科技股的深圳股市更是首當其
衝。據彭博社報道，超過二十隻華為概念股
一度暴跌，曾因觸及每日10%跌幅下限而暫
停交易。其中，博創科技、盈方微電子、河
南通達電纜等股份直至周二收市，在深圳股
市仍然跌停。
貿戰談判美媒：華拒結構性改革
美國白宮周一證實，總統特朗普將於周
四接見參與貿易談判的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
鶴。《華爾街日報》報道，雙方仍有巨大的
分歧，中方將同意增購美國農產品，但不會
同意美方的結構性改革要求。
長白山雪場拆違建
繼陝西秦嶺大規模拆除違建別墅後，有
中華「十大名山」之稱的吉林省長白山，
亦被揭發官商勾結，佔山圈地濫開發地產
及娛樂項目；吉林省省長景俊海周一在吉
林省兩會作報告時透露，該省按時序推進
中央環保督察回饋問題整改任務，長白山
高爾夫球場和一百八十七幢違建別墅已全
部完成拆除整改。
空姐被屈賣淫 長榮以假當真
台灣長榮航空空服員日前爆出機上受辱風
波未平，又傳出有空姐被誣指在荷蘭賣淫、
不雅影片與照片外流。公司上月十八日收到
匿名檢舉信後，隔天就火速約談被檢舉的空
姐三小時。惟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等部門
指，該空姐並非片中人，事件導致她心理受
創，周二到市政府前抗議。

1月29日 (星期二)

1月28日 (星期一)

得5G得天下 白宮威逼盟友 封殺華為
中美兩國將在華盛頓展開新一輪貿易談
判，而美方引渡中國科技巨企華為太子女孟
晚舟的期限，亦將在周三屆滿之際，美媒揭
露華府在過去一年，秘密展開全球行動，向
西方盟友施壓，甚至是威嚇，要求聯手防堵
華為及其他中國企業，參與各國的5G網絡計
劃。白宮暫未回應事件。
華再促加釋放孟晚舟 斥政治操控
孟晚舟的引渡期限將屆，外界普遍預料
美國將提出引渡要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
爽周一主持例行記者會時，形容此案並非單
純的司法案件，背後有很強的政治企圖和操
控，再次敦促加拿大作正確抉擇，要求立即
釋放孟，讓她早日平安回到中國。
美擬促劉鶴削減國企優勢
中國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財政部副部長
廖岷、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周一將抵美國，為
周三至周四在華盛頓展開的中美貿易談判作
準備。據悉，由中國副總理劉鶴率領的代表
團有三十人，雙方將討論中方購買美國大豆
數量、北京補貼國企等議題。有美媒指，今
次會談將聚焦中國國企在國內經濟的角色。
澳防長促中美勿逼選邊站
中澳關係不穩，澳洲防長派恩周一於新加
坡國際戰略研究所論壇發表演說，他警告中
美不要逼區內國家在兩國之間作選擇，同時
呼籲她們避免引發新冷戰。他更指中國在南
海應遵守國際法，以獲國際信任。
美研1600公里射程加農炮
中美在南海軍事角力升溫之際，美國陸軍
計劃研發一款射程逾一千六百公里的超級加
農炮，未來或部署在島嶼的掩體上，突破中
國海軍對南海的封鎖，為海軍和海軍陸戰隊
開路。美媒指，軍方多年前曾決定不把高超
音速技術軍事化，但如今改變想法，並應用
在遠程火炮試驗上。
馬杜羅視察軍演 瓜伊多籲軍隊倒戈
委內瑞拉政變危機持續，總統馬杜羅及反
對派領袖瓜伊多周日均爭奪軍隊支持。馬杜
羅親自視察軍隊演習，要求軍隊隨時準備保
衞國家。自封為看守總統的瓜伊多則呼籲軍
隊倒戈。
停擺結束 美80萬公僕料周內有糧出
美國聯邦政府三十五日的停擺結束後，逾
八十萬名被迫放無薪假或無糧出的公務員，
預計本周內會有糧出。不過總統特朗普警
告，不排除政府會再停擺。
菲律賓教堂爆炸案 IS認責
菲律賓蘇祿省霍洛島天主教教堂爆炸案，
造成二十人死亡逾百人受傷，回教極端組織
「伊斯蘭國」（IS）承認責任，指兩名自殺
式襲擊者引爆身上炸彈。

不滿指點孟晚舟案干預司法 杜魯多炒駐華大使
距離美方提交申請引渡華為太子女孟晚
舟受審的期限僅餘三天，加拿大總理杜魯多
上周六卻撤換被指親華的加拿大駐華大使麥
家廉。分析指，麥家廉多次公開評論孟晚舟
案，透露了加國的「秘密策略」，其言論亦
與官方立場不一致，杜魯多被迫辭退他。
禁華學生講中文 美助理教授被炒
美國北卡羅萊納州著名的杜克大學
（Duke University），上周五有一名女教師
向生物統計系的學生發電郵，提醒他們不要
在教學樓大聲說中文，否則要承受後果。由
於郵件涉嫌歧視華人，該名教師已被辭退。
日研新作戰計劃 聯美6領域制華
中美關係緊張之際，日本緊隨美國步伐，
針對中國研究新版美日共同作戰計劃，涵蓋
海、陸、空、太空、網絡及電磁波攻擊六大
領域。日方希望可在今春美日防長外長會議
前，制訂草案並與美方協調。
菲教堂炸彈巨爆 20死83傷
菲律賓南部局勢再起波瀾，蘇祿省霍洛島
一間天主教教堂昨日舉行彌撒期間，先後有兩
枚炸彈爆炸，造成至少二十人死亡及八十三人
受傷，死傷者包括平民及士兵，當局不排除是
回教分離主義組織阿布沙耶夫所為。適逢南部
近日就成立回教自治區舉行公投，唯獨蘇祿省
民眾反對，事件勢令當地和平進程蒙上陰影。
華資湧入 柬埔寨爭做新澳門
柬埔寨南部西哈努克省近年有大量中國投資
者湧入，首府西哈努克市更設有不少中資賭場
及酒店，吸引大批中國賭客，力爭成為「新澳
門」。不過，外媒指這導致當地的樓價急速上
升，而中國的投資未能令當地貧窮人士受惠。
委國有武官倒戈 安理會爭辯危機
委內瑞拉政變危機，引發美國與中俄上周
六在聯合國安理會展開外交角力。美國國務
卿蓬佩奧直指，中俄兩國為商業利益支持委
國總統馬杜羅。同日，委國軍隊對總統馬杜
羅的忠誠度受到考驗，一名駐華盛頓武官率
先倒戈，並呼籲其他軍人跟隨。
與塔利班和談 美軍允撤走
美國與塔利班代表上周展開談判，嘗試結
束長達十七年的阿富汗戰爭。消息指，根據
雙方同意的和平協議草案，所有外國軍隊需
於協議落實後一年半內撤走，塔利班則要承
諾阿富汗不會再被恐怖或極端組織利用，發
起對美國及其盟友的襲擊。
台立委補選 藍綠各勝一仗
台灣周日舉行立委補選，台北市、台中市
選出兩個議席。民進黨何志偉和國民黨沈智
慧分別當選台北和台中的立委。民進黨發言
人林琮盛表示，這兩場立委補選是前哨戰，
為三月十六日的立委補選鋪路。

恭賀新禧

新春大吉

H&W 超值新鮮蔬果專門店
為 你 搜 羅 最 新鮮及價廉物美蔬果

*所有特價貨品售完即止，廣告價格如有錯漏，以店內標示為準*

凡購物滿$25即可獲贈5磅裝迷你薯仔

0.88/lb
Granny Smith or Salish Apples

0.48/lb

0.88/lb
翠玉蘋果及BC蘋果

西洋梨
Kabocha Squash
Yellow Nectarines

Anjou Pears

日本南瓜

1.88/ea
椰菜花

Cauliflower

2 for

0.88
Head Lettuce

1.28/lb
西生菜

8.88/cs
甜橙

Navel Oranges

周一至周五：9am-8pm

周六：9am-7pm

亞洲軒

酒
家

CENTRAL GRAND
R E S T A U R A N T
Shop 295, Central Landmark - 1623 Centre Street N.W.

周日：10am-6pm

歡迎光臨
12

1月31日－2月06日

YMK Real Estate & Management Inc.
李俊億 ROYCE LI (國/粵/英語) 403-891-3999

專業服務

顧客至上
今期特別推介
東南Forest Hight獨立平房。内外大量翻新裝修。
包括主層全新地板、廚房及浴室；主層三睡房、土
庫完成。廚房、浴厠及書房。位幽靜内街，屋後暖
氣雙平房。

冬去春來 送狗迎豬
日期︰二零一九年二月一日及二日
時間︰上 午 十 時 至 下 午 三 時

32 Ave NE

友邦地產物業管理公司

訂座電話 403.277.2000

欣逢亞洲軒開業二十周年，大德居士將
蒞臨免費指點迷津，以緣會友！並邀請
金石名家郭福林老師，即席揮毫撰寫揮
春，迎春接福， 共慶新春。

羅馬番茄 (25磅裝)

本周特價

N
36 St NE

Unit 441-3508 32 Ave NE Calgary (403) 291-3232

25lb Roma Tomatoes

34 St NE

提供批發送貨服務

去莖西蘭花

32 St NE

零售、批發無任歡迎

0.88/lb

Broccoli Crowns

請來電預約參觀

西南Aspen Wood豪宅
豪宅區，兩層式，w/o土庫，專業裝修完成，實
用面積達5200呎，全屋共5睡房，2書房，6個半
浴廁，中央冷氣，實木地板，暖氣4車房，裝修
及設備豪華，可步行至輕鐵站，名校林立。
請來電預約參觀

$2,388,000

Panorama Hills 城市屋
覆式四層，單邊單位，雙主人套房，共三全浴
廁，光猛廚房，不鏽鋼廚具，背向公園。

$358,000

西北Evanston
全新兩層獨立屋，1840呎，Walkout土庫，石英
櫥櫃檯面，3房，3浴廁。交通方便，即可入伙。

$499,990
東南Parkland獨立平房
1450呎，主層三房。土庫完成另備一房。共
2200呎實用面積，光猛多窗，屋後雙車房。

$508,000

$319,900
西北Evanston
獨立兩層，1442呎，3房，屋後雙車房。

$439,900

$434,900

超值投資、理想回報、潛質極高。位卡城市內
主要交通大道，直通洛磯山及班芙，31套房旅
館，穩定長途/短途客路。
請來電預約參觀

$4,500,000

商舖出租
西北 14 街近市中心，575呎，月租$2500全包。
龍成商場主層，717呎，月租$1250。

龍成商場旺舖出讓
市中心繁忙商場，共三個相連舖位，可分售。
售價由$248,000起，勿失良機。

龍成商場主層，生意連物業 $3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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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6日 (星期六)

1月25日 (星期五)

1月24日 (星期四)

特朗普褪軚美結束停擺亂局未解
七十二歲的美國總統特朗普為美墨圍牆撥
款，不惜與民主黨在國會大戰，但最終敗予
七十八歲眾議院女議長佩洛西。特朗普上周
五同意民主黨提案，撥出可使用三周的臨時
撥款，結束為期三十五日的聯邦政府停擺。
一度被年輕黨友疏遠的佩洛西，更一舉翻身
成政壇唯一能擊退特朗普的英雄。
加駐華大使再談孟案：美撤引渡就好
加拿大駐華大使麥家廉日前談論華為太子
女孟晚舟一案，惹起爭議後承認失言。惟他
上周五再次受訪，提醒美國如撤回引渡孟晚
舟的要求「就很好了」，再次引起關注。
涉諜華為前高層 累波蘭軍事學院受查
波蘭政府早前以涉嫌從事間諜活動，逮捕
駐當地的華為公司前高層王偉晶，以及波蘭
前特工杜爾巴伊洛。美國媒體日前報道，波
蘭和美國政府正調查中國在波蘭建立的深厚
網絡，更涉及波蘭軍事科技學院（Military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華兩財金高官訪美為劉鶴鋪路
彭博社報道，中國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
及財政部副部長廖岷，預料周一抵達美國華
府，為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稍後參與的中
美貿易談判作準備。
委內瑞拉下月軍演防入侵
委內瑞拉亂局持續，獲歐美支持的反對
派領袖瓜伊多，上周五拒絕與總統馬杜羅對
話，並呼籲支持者本周再上街示威。面對國
內外壓力，馬杜羅宣布下月舉行大型軍演，
模擬擊退入侵者，更有消息指他獲約四百名
俄羅斯僱傭兵保護。
沙特被揭 秘建導彈基地
記者卡舒吉遇害案令沙特阿拉伯與美國的
關係緊張之際，美媒近日引用衞星圖片指，
沙特疑建立一個秘密的彈道導彈測試及生產
基地。有專家表示若沙特發展可攜核彈頭的
中程導彈，將被盟友美國視為破壞地區穩定
的舉動，勢招致強硬回應。
美擬保留敍基地 震懾伊朗
美國總統特朗普去年底宣布從敍利亞撤
軍，令中東局勢再起變數。在盟友壓力下，
美方態度其後逐步有所回軟。美媒上周五引
述消息指，華府正考慮保留在敍利亞東南部
偏遠地區一個基地，讓部分美軍繼續留守，
制衡伊朗在敍利亞的軍事活動。
《中導條約》挽救無果 北約歸咎俄方
北約及俄羅斯官員上周五在比利時開會，
嘗試挽救瀕臨失效的《中程導彈條約》，但
最終未能取得突破。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
格承認該核裁軍條約危在旦夕，呼籲俄方把
握最後機會，在美國下月初正式展開退出程
序前，重新遵守條約規定。

美謀截財源趕走馬杜羅
委內瑞拉政局持續動盪，總統馬杜羅周
四重申永不下台，更下令關閉駐美大使館，
軍方亦高調表態效忠他。惟美國企硬只撤走
非必要外交人員，又不排除切斷對方財路，
把石油收入轉至獲美方承認的「看守總統」
反對派領袖瓜伊多。
中俄撐腰 馬杜羅擁兵自重
委內瑞拉局勢波譎雲詭，總統馬杜羅拒
絕屈服於獲歐美支持的反對派，關鍵之一是
他得到軍方將領及最高法院力挺。此外，兩
大盟友俄羅斯及中國繼續支持，令馬杜羅難
以於短期內被推翻。
涉通俄作假證特朗普心腹被捕
美國總統特朗普政治顧問兼前助選顧問
斯通（Roger Stone），周五遭聯邦調查局
（FBI）上門拘捕，並被起訴虛假陳述和干
擾證人等七項罪名。白宮表示事件與特朗普
無關，重申他沒有做錯。
菲總統堅持合作裝天眼
菲律賓參議院周三在今年度的國家預算
草案中新增條款，拒絕為政府和中國通信建
設集團合作的「安全菲律賓」項目撥款。計
劃包括斥資二百億披索，在馬尼拉地鐵和達
沃市安裝逾一萬個監控鏡頭協助執法。總統
府發言人指，總統杜特爾特有權否決參議院
決定，但強調政府不會讓國家安全受損。
希臘爭議聲中 允馬其頓改國名
馬其頓國會早前表決通過與希臘達成的
協議，確認更改國名為「北馬其頓共和國」
，以換取後者支持加入北約和歐盟。希臘國
會近日就此展開辯論，觸發反對的民眾多次
上街示威，協議周五在一片爭議聲中通過。
英女王促尋脫歐共識停止爭執
英國脫歐前景愈趨不明朗之際，英女王
伊利沙伯二世周四在公開場合演說時，促請
公眾求同存異尋找共識，不要對大局迷失方
向。外界普遍認為女王的言論是回應國內對
脫歐的激烈辯論，當地傳媒更形容女王是警
告政客停止脫歐爭執。
朝藝術團抵京 領導或觀演
中朝關係近年持續改善，北韓藝術團應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的邀請訪華，周四上午
十一時許乘坐專列火車從平壤抵達北京火車
站。藝術團將分別於周六和下周一演出，消
息指中國領導人可能到場觀看。
李明哲妻子再被拒絕探監
台灣前民進黨黨工、非政府組織工作者
李明哲，二○一六年被大陸依「顛覆國家政
權罪」判刑五年，目前被關押在湖南赤山監
獄。台灣的海峽交流基金會發言人管安露周
五證實，獄方本月再度拒絕李明哲妻子李凈
瑜的探監申請，且未說明拒絕理由。李凈瑜
自去年九月起，數次申請探監被拒，直到上
月才得以探望丈夫。

白宮攪局委內瑞拉瀕內戰
南美洲國家委內瑞拉政局劇變，反對派支
持者周三在首都加拉加斯街頭與警方衝突，
至少十二人死。國會議長兼反對派領袖瓜伊
多即場自行宣誓為「看守總統」，隨即獲得
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以及大部分南美國家
承認。總統馬杜羅拒絕放棄權力，宣布和美
國斷交。有分析認為，右翼的美國特朗普政
府或發動代理人戰爭，推翻委國左派政權。
特朗普：停擺完 始發表國情咨文
美國總統特朗普原定下周二發表國情咨
文，他周四同意無限期推遲發表，直至聯邦
政府停擺結束。這是美國史上首次，眾議院
議長取消邀請總統發表國情咨文。
京扣查澳籍華裔作家
中國與澳洲關係再起風波，曾在中國外交
部任職、現已入籍澳洲的網絡作家楊恒均，上
周在華失聯後，中國外交部周四證實，原名楊
軍的楊恒均因涉嫌從事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犯罪
活動，已被扣留審查。澳洲官方日前表示，已
接獲中方通知楊被扣留，澳洲將要求中方說明
扣押原因，並尋求取得領事接觸權利。
孟晚舟有理據免引渡
加拿大駐華大使麥家廉周三在多倫多接
受傳媒訪問時表示，華為太子女孟晚舟有很
強的理據，在引渡聆訊中勝訴而避免被引渡
到美國，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和外長方慧蘭隨
即發表聲明，強調他們不能政治介入有關案
件。中國外交部就呼籲加拿大就孟案做正確
選擇，勿火中取栗。
中美較勁 軍艦戰機同日現台海
台海局勢多變，周四早上再有解放軍軍機
和軍艦繞台，同日兩艘美軍軍艦駛入台灣海
峽。美軍太平洋艦隊證實穿過台海的艦隻為
神盾驅逐艦麥坎貝爾號與補給艦迪爾號。台
灣的國防部指美國軍艦由南向北航行中，台
軍全程監控。
王岐山：魔高一尺 道高八寸五
中國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周三在瑞士達沃斯
出席世界經濟論壇。據內地媒體報道，他談
到推動發展第四次工業革命，一定要挑戰一
些規則和標準。對此他以「魔高一尺，道高
八寸五」為喻，強調規則不能阻礙發展。
特朗普白宮發言：與中國貿易談判做得很好
美國總統特朗普周三表示，美國在和中國
的貿易談判中「做得很好」，又指中國希望
達成協議結束貿易戰。商務部長羅斯周四受
訪時指，距離解決中美貿易問題仍然路途遙
遠，但雙方尚有機會達成協議。
被誣涉諜 華女學者控美政府
美國華裔水文學家陳霞芬於二○一四年被
控間諜罪，案件其後雖被撤銷，但美國聯邦
政府仍將其解僱，陳的律師團隊於當地時間
上周五正式入稟美國俄亥俄南區的聯邦地區
法院，向聯邦提出訴訟。

貿談預備會議白宮否認拒開
中美新一輪貿易談判將於下周三至四於華
盛頓舉行，英國《金融時報》報道，因雙方
在知識產權問題上仍有分歧，特朗普政府拒
絕中方本周召開預備會議的建議，白宮經濟
顧問庫德洛及白宮否認消息。
華為：倘遭某些國家封殺將撤走技術合作
中美貿易戰開打後，中國科技巨企華為遭
西方國家聯手封殺。華為董事長梁華周二在
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表示，公司的技術
沒有後門讓中國政府監控用戶，警告若華為
的商業發展受到限制，不排除把技術轉移至
歡迎他們的國家。
日韓海上對峙險開火
日韓海上軍事摩擦不斷，繼南韓軍艦被
指用火控雷達鎖定日本自衞隊飛機後，一架
日方P-3巡邏機周三在濟州島以南的中韓主
權爭議海域蘇岩礁，掠過南韓海軍大祚榮號
驅逐艦，雙方僅距五百四十米。南韓國防部
強烈抗議，批評日方巡邏機的舉動是明顯挑
釁，揚言一旦再有同類事件發生，將強硬回
應。但日本政府強調行動符合國際法。
美年索12億防衞費 與韓談判破裂
南韓傳媒周三引述消息指，美國去年底要
求把南韓承擔的防衞費金額，提高至每年十
二億美元的天價，而有效期由現時五年縮短
至一年，否則就撤走駐軍。韓方堅持九億美
元為上限，導致雙方談判破裂。
俄展示新型導彈 反駁美指控
俄羅斯國防部周三首次對外公開一款新型
陸基巡航導彈，反擊美國指控違反兩國簽署
的《中程導彈條約》。外交部則批評美國至
今未有提交證據，證明俄方曾測試射程超出
條約限制的導彈。
美英法澳波斯灣軍演 針對伊朗
美國退出核協議及重新制裁伊朗之後，中
東局勢持續緊張。美國、英國、法國及澳洲
多艘軍艦近日在波斯灣舉行大型軍事演習，
模擬對付伊朗小型艦艇攻擊。其中，參與演
習的美軍核動力航空母艦斯滕尼斯號，事後
經霍爾木茲海峽離開波斯灣。
西安秦嶺違建別墅 31官遭扣查
陝西西安秦嶺被揭違建大量豪華別墅，中
央多次要求整頓，打響「秦嶺保衞戰」。當
地近期接連傳出官員受查，官方周二首次通
報，已對秦嶺辦副主任王聰林等三十一人採
取留置措施。
美眾議院通過法案 撐台重返世衞
美國眾議院周二一致通過支持台灣重返世
界衞生組織（WHO）法案，要求國務卿研究
策略，協助台灣重獲WHO觀察員地位。台灣
的外交部對此表示歡迎與感謝，強調將積極
爭取重返今年的世界衞生大會（WHA）。

一周國際新聞

1月27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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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月 廿四 日 至 一 月 三十 日

亞伯達省 — 聯合保守黨
恭祝各位 新年快樂 ,
萬事如意 ,身體健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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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城史維會辦新春籌款晚宴
籌募經費及捐款興建亞太和平博物館
卡城抗日戰爭史實維護會，將於2月16日舉行「上海之夜」
新春籌款晚宴，目的是籌募經費，以推廣認識及教育年輕一代
對亞太戰爭史實的活動，部分收益撥捐籌建多倫多和平紀念館
。晚宴以20-30年代上海為主題，參加者可以穿著當年服飾，隨
著懷舊金曲翩翩起舞，大會亦邀請得卡城著名歌唱家李衛賢先
生率領眾歌手獻唱懷舊金曲。
當晚節目更有：卡拉OK慈善演唱、歲月留影、名家字畫照片
拍賣、最佳懷舊服裝評選、幸運抽獎等，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票價：每人$60/每圍$550 **每張餐券可獲$20慈善退稅收據**
地點：粵食粤美海鮮酒家 (Chinese Cultural Centre Cuisine 197 1 St. SW, Calgary, AB)
時間：時間 2019年2月16日（星期六）6pm-12am
購票：高登眼鏡公司
總店：華埠龍成商場 #115, 328 Centre St. SE Calgary
分店：豐山大統華旁 #1117, 9650 Harvest Hills Blvd NE Calgary

查詢電話：403-262-8123

金贊助：高登眼鏡、永恆印刷、中加文教協會

/

銀贊助:友邦地產物業管理公司

「卡城抗日戰爭史實維護會」簡介
卡城抗日戰爭史實維護會（Calgary ALPHA）成立於1997
年，並與多倫多及溫哥華史維會共同創立了「加拿大抗日戰
爭史實維護會」。成立史維會的目的是為了維護歷史真相，
聚集和發揮加拿大及國際影響力，促使日本政府承認在第二
次世界大戰時期在亞洲犯下的反人類罪行，並為其侵略暴行
道歉及賠償。工作重點包括：通過舉辦展覽、專題分享、座
談會等活動進行公眾教育；爭取將二戰中太平洋戰爭這一段
歷史納入省內正式學校的高中課程，教育下一代，讓他們珍
惜和平，以史為鑒；以及聯繫其他族裔、包括受害的亞太族
裔和有正義感的日裔人士，共同推廣史維會工作。
自成立以來，卡城史維會舉辦了以下活動：
~1997年6月14-22日，舉辦抗日歷史圖片展覽。6月21日
卡城史維會成立晚宴，22日正義的呼聲跨族裔公開論壇。
~1998年10月，會長周廣遂出席多倫多世界抗日戰爭
大會，認識女作家張純如及慰安婦袁竹林女士。
~1999年9月邀請留日作家丁果先生在卡城大學及中華
文化中心演說，揭開日本神秘的面紗。
~2000年多位理事任期屆滿，未有新接班人及發展目
標，凍結一切會務，並將餘款捐贈退伍軍人團體。
~2008年11月為推廣張純如《南京大屠殺》電影及電
影製作籌款，在卡城首映一天。
~2010年10月21日，出版《抗日戰爭圖册》，內容整理
抗日戰爭年史表及紀錄片網址。10月26-29日紀念抗戰勝利65
週年，在卡城大學舉辦圖片展覽。這些圖片均由曾追隨孫立
人將軍進入印緬作戰的杜武少將長子杜融先生提供。
~2011年12月卡城大學的圖片展覽得到前省議員Wayne
Cao的支持，與卡加利軍事博物館合作，展出為期六個月的圖
片展覽Ring Of Fire戰火鐘聲，以加拿人在太平洋參戰為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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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將二次大戰時中國抗日戰爭的歷史及圖片在館內展出。
~2015年為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舉辦了一系列活動，包
括：舉辦「以史為鑑」抗戰史實圖片展覽、講座及抗戰紀錄片
欣賞，分別於5月在華人耆英會，以及6月在市中心行人專用道
（Steven Avenue）讓其他族裔人士有機會瞭解這段歷史。
10月組團前往臺灣出席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暨國慶活
動。10月31日於卡城播影抗戰紀錄片「一寸山河一寸血」
。隨後與杜融（榮譽會長）往上海四行倉庫、淞滬抗戰紀
念館及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及南京民間抗
日戰爭博物館，並與淞滬抗戰館書記兼副館長討論中國已
經承認抗日戰爭全部歷史。
~2017年7月30日舉辦紀念七七盧溝橋事變全面抗戰80
週年活動，邀請孫立人將軍侄孫講述，孫立人將軍在緬甸
拯救7千英軍、傳教士及抗日情況。12月2日在卡加利中央
圖書館劇院舉辦《南京大屠殺同胞遇難80週年追思會》，
並邀請卡加利大學歷史系教授Dr. David Wright作專題演講，
題目是《日本人為什麼製造南京大屠殺？》參加者包括卡
城大學多所中文學校學生。
~2018年9月15日假卡加利中央圖書館劇院舉行九一八
事變87週年紀念大會，再次邀得卡加利大學歷史系教授Dr.
David Wright作專題演講：《如果中華民國投降日本，世界
將會如何？》並播放《九一八事變由來》及《長沙會戰》
等紀錄片片段，由杜融先生旁述解說。
另外，每年的11月11日加拿大國殤紀念日，本會均組織
會員參加市內的紀念活動，並向烈士紀念碑獻花。
卑詩省及安大略省兩地史維會已成功爭取將太平洋戰
爭及抗戰史實納入該省的教科書中。本會亦將此作為未來
會務的最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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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驛馬」星為浮動之星，代表你今年會起伏不定，
無論在感情，事業，財運上，你都要抱有轉變的心
態。而且，你今年越多變動越好，你要在今年培養
出喜歡變動的性格。將驛馬星的特性發揮得淋漓盡
致，在今年自會有一番新的景象。

屬馬的人今年運勢好壞參半，所以今年就要多加
留意了。在去年得到金匱星的你財運甚佳，今年
在財運及事業運方面明顯地停頓下來。今年無論
在感情，事業及工作方面都不宜作出轉變，因為
豬年如果作出轉變將對你非常不利。以靜制動就
是你今年的策略。

在去年刑太歲的你，今年的運勢已經明顯穩定下
來。雖然今年吉星不算很多，但也可以有轉機，
而且對比起上年已經好了不少，所以今年仍然會
是比較平穩的一年。在外的是非運今年已經改善
了不少。

今年屬猴的你好壞參半。如果你天性有冒險精神
或者是機會主義者的話，今年將會是大豐收的一
年。好運在今年是賜給那些肯去冒險，把握機會
，主動積極的猴仔猴女。如果你本身一向都是平
平穩穩，做事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人，今年的
運勢可能會為你帶來很大的衝擊。

就今年的整體運勢來說，是好壞參半。好的是今
年沒有任何刑犯太歲的情況出現，運勢理應在今
年好了不少；但今年沒有吉星，所以即使好運也
要靠自己。形成今年都是自食其力居多，一分耕
耘，一分收獲。

屬狗的你在豬年的整體運勢非常不錯，無論在事業
，愛情上都會有新的轉機。去年經歷過犯太歲的你
，今年的運勢明顯地穩定下來。因此，如果你今年
有任何大計的話，可以不妨認真慮在今年成事，而
且成功的機會甚高。今年你的人緣運很強，所以你
要利用人緣運去提升自己的優勢。對外要多結交朋
友，多參加興趣班也是結交新朋友的不二法門。最
重要是能夠在今年結識一些以前從未認識過的朋友
，這樣你就能夠在今年提升運勢。

財運：財運本來無大問題，但由於今年會有意想不
到的支出出現，形成有時候經濟會出了點小問題，
但只要平日多加留意，運勢就可以得到改善；此外
，也要留意今年應量入為出，平日經濟環境比較好
的時候就要將多餘的剩錢省下來，以備不時之需。
事業：今年的事業運可謂高低起伏不定，所以你
今年一定要有心理準備，視工作上的轉變為理所
當然。一有轉變要即時作出行動，切莫只坐著等
運到，要主動求變及立即行動，這樣你的運勢就
不致於太過糟糕。
感情：感情運方面今年乏善足陳，在去年桃花運大
好的你，今年會慢慢地平復下來。已有固定對象者
今年可以多外出旅行散散心，未有對象者則可以留
待過了今年再作打算。
健康：今年受到「歲破」星的影響，健康運會比
較反覆，年長者更要小心，年輕的朋友則要特別
留意突發事情出現。如果可以作一次全面性的身
體檢查。
是非：今年的是非不算太多，因為沒有是非星的
出現，所以今年無太多問題出現，不用特別留意
，亦不用化解。

財運：今年財運一般，反而得財機會增加，勞碌之
餘未必得到應有的回報。今年不可以太過貪心，只
能在穩定之中求財，太過投機之事切不可作，賭博
更是不應該。不停提醒自己今年可能財運損失慘重
，以此告誡自己切不可以投機。

財運：今年財運不錯，雖然沒有太大的進展，但
靠基本月薪的打工仔會有很穩定的收入。做老闆
的也是穩定，雖難言有大進賬，但也算不錯了。
今年投資方面宜找一些比較穩健的，例如藍籌股
票，基金等等，切忌炒賣渦輪，買賣樓花等等。
今年如果沒有那個資本就不要做投機的事情，否
則只會一敗塗地。

事業：事業方面明顯比去年滑落，但也未至於有很
大問題出現，今年只要不太過冒險，不太過急進，
採取穩守突擊的策略，運勢還是可以的。今年會有
升職的可能，如果只是升職而人工所加不多的話，
仍建設先答應再想辦法。

事業：事業方面今年呈穩定之象，所以一動不如一
靜。做任何事情都要三思而後行。今年創業，轉工
，轉部門皆不宜，所以一定要小心處理。但你又不
用過份擔心，因為星盤顯示今年平穩，其實如果沒
有太大的行差踏錯，今年的運勢還是非常穩定的。

感情：感情方面採取保守策略，已有對象者只能適
宜維持，不宜變動；未有對象者可靜思而後動，今
年可以視為冷靜期，耐心一點等候，不宜太過急著
要找新對象。因為今年桃花認真麻麻，但求就手找
一個發展也不會有太好的結果。

感情：今年已有對象者的感情運穩定，未有對象
者則可望有新的對象。可是，今年要留意忌結婚
及生孩子，有甚麼計劃都要等待過了今年再算。
未婚的朋友如果今年比較積極及著緊一點，可以
在今年水到渠成。

健康：今年健康運穩定，只需要注意飲食就可以了
。要小心突如其來的疾病例如急性肝炎，急性盲腸
炎等等。此外，也要注意突如其來的意外。駕車人
士要特別小心。
是非：今年是非不多，問題不大；只要做回平日的
你就可以了。小心不要在今年太過輕易信人。

健康：今年健康本應無大問題，但由於今年會有突如
其來的災病，所以要小心飲食及當心流行性的疾病。
俗語說「病從口入」，太過生冷的食物要小心。此外
，災病會有機會到臨，所以出門時就要小心。
是非：今年的是非運不是太過嚴重，無須特別留
意。日常生活只需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即可，不會
有太大的問題。

財運：今年財運甚佳，雖然有破財情況出現，但
破財並不代表賺不到錢，這點要攪清楚。所以，
今年不要太過介意在破財或支出大的問題上，應
集中火力在於怎樣賺錢，錢賺得多一些，破一點
財也不打緊。
事業：今年要採取主動，甚麼都要將主導性落在自己
身上，切勿輕易任人擺佈，有甚麼新的想法都要主動
提出來。做事不要得過且過，遇有不合理的事情都要
主動提出，切勿覺得沒有太大所謂就算數。
感情：容易有新戀情出現，但新戀情出現會招惹
是非。所以，你要在兩者之間取捨。對象多是和
自己早已認識的人，例如同事，已認識的朋友等
等。已婚者感情則比較穩定。但也要小心公司之
間男女同事的是非。
健康：健康運一般，如果你一向都是健康良好的
話就沒有太大問題。但如果你一向都是抵抗力差
的話就要留意流行性的疾病。此外，也要留意情
緒問題，今年你會容易不開心及多愁善感，有空
不妨多出外旅行散散心，每事都不妨想開一些，
運勢自然會好轉。
是非：今年是非比較多，所以要小心處理，尤幸
不是太過嚴重。

財運：財運平穩。沒有太大的破財情況出現，而且
自身的財運也不錯。對於那些靠穩定收入的人來說
，今年可以算是不錯的一年。但對於那些靠佣金為
生的人，例如地產經紀，銷售員等等，今年就要積
極一點想想自己的路向了，因為今年如果靠佣金為
主的打工仔來說，將會是非常不穩定的一年。
事業：事業為平淡的一年。今年嚴格來說事業運
一般，但如果你能夠主動爭取機會去改變自己的
運勢的話，你的命運就會逆轉，甚至乎會是充滿
機會的一年。主動爭取及求變是你今年增強事業
運的策略。
感情：感情運平淡，甚至乎有些時候會有吵架情
況出現；今年和伴侶之間的關係比較疏離。如果
自身的性格一向有問題的話，今年可能會和伴侶
分開；不過即使性格沒有問題的你吵架機會也會
比去年增加。沒有對象的，今年如果不主動爭取
很難會有收獲。
健康：健康運今年平穩，無太大問題，只需要留
意飲食，多做強身健體的運動就可以了。
是非：是非一般。今年不會有太多的是非，所以
無須特別留意。

財運：財運方面，受到事業運的正面影響，今年財
運也非常之好。所以你可以在今年趁勢買入股票，
樓宇，基金，作比較進取的投資。不過今年的支出
就比較多，物質慾特別強的你就要多加留意。
事業：事業運今年非常之好，甚至乎會有點意外
的感覺。所以你今年大可放心，去年的霉運在今
年將會一掃而空。
感情：感情方面今年會非常如意，尤其是未有對象
者會很容易在今年找到新對象，所以沒有著落的你
今年不用擔心了。現在有很多正當的交友途徑，只
要你肯踏出一步，手到拿來。
健康：健康運今年一般，因為「病符」星，所以
特別容易生病，而且不易好轉過來，例如發燒也
可能要四至五天才能痊癒，平日要小心著涼，冬
冷就要添衣，飲食方面更要留意。腸胃一向不好
的你今年也容易患上腸胃病。
是非：今年是非甚少，不用理會，不過一向容易
招惹是非的你，在今年也要慎言，小心處理同事
之間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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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亞省卡城客屬崇正會館

公告

迎新春敬老團拜聚餐會

本會經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舉行會員大會，選舉產生第
十七屆理監事會。秉承會章，吐故納新，方能後繼有人，本屆
理事會輸入了新鮮血液，新理事會更年輕化，知識化，功能化，
與時俱進地為眾多鄉親服務。同時聘請了知名社會賢達，宗親
秀彥，膺任名譽、榮譽各職銜，以匡扶會務發展。

福豬帶福氣，福來千萬家。值此己亥新春伴隨皚皚瑞雪降臨北國大地之際，本
會將在此生機盎然的季節，舉行己亥年迎新春敬老團拜活動聚餐會。敬請本會
會員，耆英，各界友好攜眷依時出席，交流鄉情，增進鄉誼，共享佳節快樂，
屆時並特別安排財神爺大派利是。
時間：2019年2月10日(星期日) 中午12時
地點：本會會館

第十七屆理監事會成員
當屆會長︰劉務昌
名譽會長︰郭光如．江壽緯．李遠龍．黃坤華
醫務顧問︰張有度醫生．張林柳金醫生
監事長︰曾佩珠

副監事長︰鍾獎釗

副會長︰凌景彬．周慶翔．許賢民．黃富強．黃順財
英文秘書︰Steven

中文秘書︰丘忠信

文化康樂組長︰梁月娥
公關組長︰郭秋麗

財政︰Denise

文化康樂組︰王桂芬
總務組長︰張捷貞

總務組︰黃少媚．林盛陽
福利組長︰張碧娥

婦女組長︰黃鳳嬌

榮譽顧問︰劉富春．廖應宏．李正．黃順道
名譽顧問
房子發．劉慰民．翁文慧．劉翠玲．夏來和．李烱輝．蔡錦棠
馬燦崗．伍治平．譚瑞林．趙福桃．黃建福．劉栢盛．曾如珍
夏德明．劉端河．吳志鴻．卓金和．雷永志．王天賜．阮麗香
璜 章．劉恭存．柯賢沂．錢有金．陳捷國．劉源來．余策源
黃文溪．鍾梅英
愛城名譽顧問
梅廣壽．陳仕明．謝金寶．王國豐．柳家興．柳家勝．應志洪

第十七屆理監事會就職典禮
及新春敬老暨頒發獎學金
聯歡晚會 通告
福豬帶福氣，福來千萬家。恭祝各位客屬鄉親，會員，朋友們，豬年闔家
身體健康，事業興旺，生活幸福！
本會舉辦己亥年新春敬老暨頒發獎學金聯歡晚會，茲將宴會舉辦細節分列
如次。
日期及時間︰2019年3月9日（星期六）晚上六時正
地點︰富麗宮海鮮大酒家．席券每位$50，本會耆英$25。
【票額有限，額滿即止。即日起可帶同證件到本會購票（席券不能轉讓）。】
申請獎學金條件︰
凡於2017年9月至2018年6月就讀第七班至第十二班之本會會員子女，父母雙
方應有一方是客家籍人；學生本人學年（2017年9月至2018年6月）學習總成
績應在85分以上（其中四門主要科目: 英文、 數學、 理化、 歷史各科成績應
在85分以上）。
符合上述條件者，均有資格申請本會的獎學金。請即日起，請到本會索取獎
學金申請表，填妥後請於2019年2月20日前，連同2018年6月在學總成績表交
來本會，以便審核，逾期不辦理。獲獎學生須親自參加春節敬老聯歡晚會，
席券免費（席券不能轉讓）。
敬請各位客屬鄉親，會員、社團代表、社區各界人士，撥冗光臨宴會，大家
歡聚一堂，共度佳節！席間將有幸運抽獎及歌舞節目助興。
查詢電話 : (403) 701-3418 劉務昌先生

鄧大享．鍾銳權．丘家承．郭美蘭．陳文稱．李祝興

卡城客屬祟正會謹啟
2019年1月31日

東方周報 | 談加論政
張子豐
中國武漢大學社會學學士

2019亞伯達大選前瞻

加拿大紐芬蘭紀念大學社會學碩士

聯合
聯 合 保 守 黨 ， 能否得償所願？
能否得償所願？

emai: zifengz1992@gmail.com

一轉眼，二月已近。日前亞省的新民主黨（NDP）
省政府放出消息，3月18日將舉辦王室演講
（Throne Speech）——傳統上宣告新一季議會會
議開幕的儀式。據此可以推測，2019年亞省大選的
日期，大概不會早於3月底。不過，依照現行規
定，待到2月1日，大選年的競選季就正式開始了，
各黨派的自我宣傳屆時將陸續開始，亞省選民們可
以開始期待了。
那麼，在競選期開始之際，支持率最高的黨是哪一
個呢？毫無疑問的，是聯合保守黨（United
Conservative Party，UCP）。
聯合保守黨是由前亞省進步保守黨（Progressive
Conservative，PC）和前野玫瑰黨（Wildrose）於
2017年合併誕生的新政黨，這一點體現了在黨派名
稱裡的“聯合”當中。這兩個黨原本是死對頭，走
向合併，完全要拜2015年省選NDP大勝，把兩黨都
殺了個丟盔卸甲所賜。然而雖說2015輸掉一城，兩
黨的人氣基礎本來都不低，因此兩黨合併後，支持
率大比份反壓NDP也是在意料之中。正如兩周前新
民黨的那一期裡筆者提到的，UCP目前的民調支持
率穩定在50%左右，力壓支持率30%左右的NDP。根
據以往加國各級選舉的結果來看，贏家如果想獲
得絕對多數，所需要的得票率大概是在40%左
右；UCP目前獲得的支持率，比這還要高出整整
十個百份點。
目前來看，聯合保守黨的選情，在幾個主要政黨當
中是最樂觀的。筆者認為，這背後大概可以歸結兩
個層面的原因。第一個層面，就是亞省選民支持右
翼政黨的傳統。亞省傳統上是右翼票倉，無論是在
聯邦一級還是在省一級都是如此。在聯邦一級上，
亞省不但選出過右翼政黨，還通過聯盟黨（Alliance）-新保守黨（CPC）這條線，主導了90年代以
來的聯邦右翼政治。在省一級上，前省PC黨創下的
連續執政40年的記錄，足以說明一切。再近一些的

例子，就是2015年省選，即使結果是NDP大勝，兩
個右翼政黨的總得票率也有52%。從這個意義上
說，UCP所能坐享的基本盤，比任何其他政黨的
都要大。
第二個層面，則是2015年以來省新民主黨平庸的
執政表現，激起了亞省選民想要尋求回歸“安全
票”的心理。2015年時，不少亞省選民不滿兩個
右翼黨的各種問題，又看諾特利本人形像不錯，
就做出了“激進”的選擇，投票給了NDP。但在同
樣問題纏身的NDP四年執政後，許多人都在懷疑，
當時自己的“衝動”對不對、值不值？聯合保守
黨適時的出現，就扮演起了前PC黨“右翼安全選
項”的角色，讓這些迷茫者找到了心理寄托。對
“分票”問題的討論，就是這種心理的一個典型
寫照。所謂“分票”，是指兩個右翼黨在2015年
選舉中分散了右翼票源，把50%起步的穩定右翼支
持率拉到平均每黨30%以下的現像。這使得NDP在
很多選區都以30%出頭的總票數擊敗兩個右翼黨勝
出。如今2019年省選將近，許多選民出於對再度
“分票”的畏懼，如吃秤砣般打定了主意：今年
這票就投給UCP了。傳統與現實兩個層面的原因
相結合，造就了聯合保守黨其他政黨難望項背
的優勢。
然而，聯合保守黨的勝選之路，是否已是坦途？
筆者認為，仍不能這樣斷言。最大的潛在阻礙確
定因素，就是競選期各類媒體平台的集中曝光檢
驗。應該說，UCP身上的缺陷，還是不少的。首先
便是，相當一部份極端保守主義勢力，在兩黨合
併後就順道投靠了UCP。這些極端的聲音，曾在
2015年讓野玫瑰黨痛失江山，潛在的拖後腿減分
可能性不可小覷。然而UCP沒必要（目前也沒有表
現出想要）拒絕他們，畢竟這些極端聲音於UCP而
言算是鐵票倉。其次，聯合保守黨對亞省目前所
面臨的嚴峻局勢，還沒能拿出有說服力的政策平

現於卡城任職教師
為省議員競選團隊核心志願者
Oriental-CZ.blogspot.com

台。UCP黨魁康尼目前的政策宣傳，許多還離不開
上世紀90年代聯邦聯盟黨的套路（康尼與哈栢類
似，政治生涯起點都在聯盟黨），除了唱保守黨
萬年不變的自由放任小政府的調子，就是在油管
問題上炒作亞省的本地意識，鼓吹和鄰省、和聯
邦對抗來“逼迫其讓步”。這條說辭迎合了一些
右翼基本盤的心理，但筆者認為它在本質上仍然
站不住腳：亞省現在的困境，就是因為地理因素
的限制，在和聯邦、卑詩省的三方博弈中佔劣
勢。亞省做出的姿勢再強硬，在這種天生的劣勢
面前，也是於事無補。
上述兩點硬傷，讓聯合保守黨在選民心中減分容
易加分難，大大限制了其爭取中間選民的能力。
與此同時，亞省現在的居民結構、社會狀況，和
90年代相比也大相徑庭。目前，亞省三分之二的
人口，以及過半的省議會選區，都集中在卡加
利、愛民頓兩大都會區；信息技術的發展、自媒
體的普及，也降低了獲取信息的門檻，讓選民
（特別是城市選民）更不易被膚淺的政治說辭誘
導。2015年的亞省大選的形勢，就呈現出一種城
鄉分立的態勢：鄉村大部分還忠於右翼政黨，但
是新民主黨在大小城市、城鎮——包括卡城、愛
城、紅鹿、列比殊、梅蒂遜哈特，甚至還包括
班芙、West Yellowhead等小城鎮人口集中的
選區——贏下了大量席位。此種情勢，聯合保
守黨不可不引以為鑒。
聯合保守黨的候選人隊伍，應該說是全亞省最為
野心勃勃的一支。黨魁康尼有著比省長更長遠的
政治志向，大部分候選人也都是在激烈的提名搏
殺中勝出，應該說此次2019一役，他們就是衝著
獲勝來的。具體形勢如何，我們目前只能拭目以
待，因為離投票尚遠。我們最多只能祝福——祝
他們能得償所願。
本專欄内容僅屬作者個人意見，與本報立場無關

歡迎登入 Oriental-CZ.blogspot.com 或 電郵至 zifengz1992@gmail.com，與專欄作家進行交流，並祝願大家新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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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
商業分類
廣告熱線：

AC T I V E AU TO B O DY
永久車身修理公司

403.617.2100

danny@trendweekly.com

www.activeautobody@hotmail.ca
林友团主理
三十多年經驗
Discount Deductable 修理期間，有車提供
加設輪胎服務 * 經 驗 技 師 * 快 捷 便 利
* 車身修理 * 品質保證
* 免費估價 * 取價公道

三個月 (13期) $155+GST / 每個
六個月 (26期) $295+GST / 每個
一年
(52期) $560+GST / 每個
18

BUS: 403-277-1710

207 - 36 Ave. NE Calgary AB

Cell: 403-617-6500

墓碑 灰龕
最優質的石碑
最齊全的款式
最相宜的價錢
425, 1925 - 18 Ave NE T2E 7T8

舊碑加字
中文服務

翻新修理
中文排字

價錢特別優惠
特別妥當

（先人墓碑，無需與殯儀福地同時購買，自行選擇，可節省大量經紀佣金）

服務全亞省：愛民頓、卡加利、紅鹿市、列必殊...

www.orientalweekly.net

未能如願取到《東方報》?
你可上網 http://orientalweekly.net

周
報

www.orientalweekly.net

每周四就會出現在你眼前
風暴無間，豪雨無阻
無需四處問人或尋找

為方便廣告客戶
現歡迎以信用咭付款

SERENITY

Memorials Canada Ltd.

百福石業有限公司
4119 - 17 St. SE Calgary AB

請致電：何先生 403-619-1033／Mike Nghi 403-370-1316

(英語、
越南語)

周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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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如意

龍馬精神
加拿大卡城余風采堂
仝人敬賀

一所視華人如要好朋友的希臘餐廳

歡迎華人社團預訂新年聚餐
備有多款精美希臘美食可供選擇

歡迎華人社團預訂一切宴會，提供特價優惠，場地可容納100人。 * 現提供各社團、公司舉行晚宴
* 大型Party美食供應

凡惠顧餐廳之華人顧客，可獲免費甜品 (Baklava)，請知會服務員。 * 歡迎預早訂座

每 天提供不同菜式特惠 午 餐 及 晚 餐
* Athenian Seafood Pasta (雅典海鮮闊麵)

* Pork Loin

(豬嫩肉)

* Kleftiko — Roast Lamb (烤羊肉)

* Seafood Special (時令海鮮)

* Mousaka

(姆撒卡茄子肉碎)

* Salmon

* Pork Souvlaki

(希臘薄餅包豬柳)

* Suckling Pig

(希臘式乳豬)

(三文魚)

* Greek Salad
(希臘沙律)
— 逢星期五至星期日晚市供應

www.orientalweekly.net

周
報

來自美國 的 B e tt y Ch a n
與餐廳東 主 Pe te r 合 影

恭祝各位

恭祝各位
新 春 快 樂！
豬 年 大 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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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帆風順全家福

萬事如意滿門春

心想事成

卡城洪門民治黨
仝敬賀
卡城洪門達權社
卡城洪門體育會
卡城洪門振華聲音樂社

選購您的全新本田汽車並可獲

90天貸款延期供款優惠

*

APRI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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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 in effect from January 3, 2019 until February 28, 2019. Applies only to new Hondas financed via Honda Financial Services, OAC. This offer is not available on
leases. Interest will be accruing 30 days prior to first payment. Some conditions and exceptions may apply. Ask us for details. All offers subject to change or cancellation
without notice.

Robert Cheung
Product Advisor

403-667-7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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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ie Vo

Senior Product Advisor

403-803-6888

Danny Deng

Internet Product Advisor

403-918-3338

Michael Lee

Raymond Li

403-291-1444

403-291-1444

Assistant Service Manager

Finance Manager

888 Meridian Road NE, Calgary, AB T2A 2N8
403-291-1444 | sales@tandthonda.ca | www.tandthonda.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