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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衛組織正式給
原住民示威遊行
加拿大鐵路運輸或受影響 新冠肺炎命名：COVID-19
據RCI報導, 加拿大國家鐵路公司（CN）星期二（2月11日）發表聲明
說，原住民示威者及他們的支持者在BC省北部和安省設置的路障影響
到該公司的整個運輸網，一些重要地區的運輸活動將可能不得不中
斷。示威者用這種方式聲援BC省Wet’suwet’en原住民對濱海天然氣
管道（Coastal GasLink）的抵制。該部族原住民無視法院強制令，在
通往工地的道路上設置路障，阻止工人和施工車輛前往。
自從上周四開始，多倫多至滿地可和多倫多至渥太華路段有兩百多次
列車停駛。CN副總裁費恩（Sean Finn）說，加拿大東西部之間的列車
運輸基本上已被切斷。CN公司已向安省法院申請到強制令。加拿大交
通部長加爾諾（Marc Garneau）說，堵路施壓是違法的，對列車客運
和貨運服務造成了巨大影響。星期二在BC省會維多利亞市，示威者堵
住了省議會的所有出入口，迫使省政府取消或推遲施政報告宣讀之前
的部分儀式和活動。

據RCI報導,世界衛生組織
（WHO）星期二通過社交媒體
推特宣布，負責給傳染病命
名的病毒學家小組已經把新
型冠狀病毒引起的疾病命名
為COVID-19。世衛在推文上
的說明：根據世衛組織與世
界動物衛生組織和糧農組織
之間商定的準則，我們必須找到一個不涉及地理位置、動物、個人或人群的
名稱，這一名稱應易於發音，並且與該疾病有關。擁有一個名稱很重要，可
以防止使用其他可能不準確或帶有恥辱的名稱。這也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標準
格式，可用於將來發生的任何冠狀病毒疫情。COVI是Coronavirus（冠狀病
毒）的縮寫，D是Disease（疾病）的第一個字母，數字19表示病毒的起源年
份–2019。根據世衛組織與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和糧農組織之間商定的準則，
擁有一個名稱很重要，可以防止使用其他可能不準確或帶有恥辱的名稱。這
也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標準格式，可用於將來發生的任何冠狀病毒疫情。與此
同時，為期兩天的 2019 年新型冠狀病毒研究與創新論壇周二在日內瓦開
始。世界衛生組織的發言人沙伊布在日內瓦表示，對冠狀病毒的了解仍處於
早期階段，現在還不完全清楚這一病毒的潛伏期會持續多長時間。
到會的專家們正在討論有關新冠病毒疫情的許多問題，包括針對這一病毒的
疫苗、診斷、治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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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經濟新聞
武漢肺炎或影響美國經濟

中國經濟前景評估

全球最大經濟體停擺

美國聯儲局上周五發表報告，指武漢肺炎疫情恐
衝擊中國經濟，影響會蔓延全球，為美國經濟帶
來新風險。消息令美股上周五表現疲軟。道指挫
277點收報29102點，跌幅0.9%。標指跌18點至
3327點，跌幅0.5%。納指跌51點至9520點，跌幅
0.5%。波音（Boeing；美：BA）、卡特彼勒
（Caterpillar；美：CAT）兩隻重視海外市場重磅
股，分別挫1.6%及2.8%。市場研究商Evercore
ISI主席（Ed Hyman）預期，中國首季經濟會零
增長。他稱中國民眾因疫情不出門、不購物，經
濟確實在放緩，令投資者憂慮。摩根大通中國股
票策略師朱海濱亦料，中國首季經濟增長只有1%
不過一周計，美股仍在相繼傳出武漢肺炎有藥可
醫、中國下調對美國關稅等利好消息下，表現亮
麗。道指及標指一周齊漲3%，納指升幅更達到
4%。美國上周公佈1月新增非農業職位，亦達
22.5萬個遠勝預期。但縱使美國勞工市場穩健，
分析師亦稱這未必反映最新經濟狀況。Ascent
Private Capital Management全球投資策略師漢
林（Tom Hainlin）指，現時出爐經濟數據都是疫
情爆發前情況，對投資者構成挑戰，而現時情況
料要到3月中數據才會反映。本周美國會公佈最新
通脹和零售數據，1月核心消費物價指數按月料增
0.2%，較前月升0.1%增速。但1月零售銷售預料
會由前月0.7%增長，回落至升0.3%。

可能直接受疫情衝擊的
消費產業對中國經濟的
貢獻度增加，然而中國
經濟結構已大幅轉型，
線上零售、線上遊戲影
音、線上教育或醫療等
新企業營運模式，相較傳統零售產業其實較不易受
疫情發展影響。整體而言，大量採用科學技術以及
國內科技領域供應鏈的建立，消費成長與消費升
級，製造業升級與產業整合，以及政府結構性改革
措施，將讓中國自目前這個充滿挑戰的階段轉變得
更為強大、更能自給自足，也讓經濟成長動能有更
多來源推升，尤其在科技產業，中國將會是5G產
業發展先驅，其餘如人工智慧、機器人產業等，都
將推動中國新經濟產業蓬勃發展。富蘭克林證券投
顧表示，目前雖難以評估中國武漢肺炎疫情後續發
展與延續時間，然疫情對於中國乃至整體新興市場
經濟之衝擊評估，仍是短期影響。基於2019年全
球各國寬鬆財政與貨幣政策陸續發酵，加以美中貿
易衝突對經濟拖累程度減弱，預期2020年將由新
興市場驅動一個雖緩慢但明確的全球循環性復甦，
新興市場才剛開始實現來自科技破壞式創新以及從
傳統營運模式中轉變的各種機會，投資機會非常廣
泛，因此儘管部分不確定性因素短期內仍會存在，
投資人大可忽略短期波動而著眼於長期投資。

在中國農曆新年期間返鄉過節的勞工，許多
人目前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擴散，而被
困在家鄉動彈不得；工廠或辦公室必須遵守
嚴格的衛生規定才能恢復作業；從製造通用
汽車(General Motors)到蘋果(Apple)iPhone手機等各種產品的裝配線都被迫停擺
或推遲運轉。「紐約時報」說，中國開始封
城以遏止危險的新冠狀病毒蔓延兩個多星期
後，這個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仍大致停擺。大
部分地區理應已恢復常態，可是空寂的街
道、工廠和無數無法工作的勞工，顯示這個
推動全球成長的重要機器可能還要再過幾個
星期甚至幾個月才能恢復正常運轉。在中國
的歐盟商會會長伍德克說：「這有如中世紀
的歐洲，每一個城市都在反覆檢查防疫。」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製造工廠和貿易巨擘，而
情況日益顯示即使未來幾天抗疫獲得重大進
展，要重新啟動中國的經濟引擎仍非易事。
在此同時，疫疾造成的損害不斷擴大。日
本、義大利和南韓的車廠，都因中國組件供
應不繼而停工或減產。為了減少人口流動，
中國把春節假期延長到本月3日，鼓勵民眾
留在家裡。北京、上海、廣東和山東等企業
重鎮更把假期延長到10日，可是10日企業
並未恢復正常運作。

豬肉味

每人

三小姐牌特級香米

限兩

份

多種

雞肉味

媽媽牌即食麵

馬士得牌魚露

幸福牌芥花籽油

朦古牌果汁連椰果

白菜仔

墨西哥油菜心

華盛頓特級基拿蘋果

卑詩蜜脆蘋果

墨西哥甜木瓜

加州菠菜

墨西哥沙葛

墨西哥青檸

墨西哥大芋頭

墨西哥茼蒿

墨西哥青木瓜

台灣紅心火龍果

三小姐牌細沙河粉

三象牌粘米粉

普蒂大督牌醬油和醋

沙哥牌椰漿

游水肉蟹

新鮮原條龍躉魚
袛限
Sunridge店

日昇農場大老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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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箱
$6.49/隻

新鮮牛坑腩（原袋）

豬腿肉連皮

特級牛仔骨

新鮮特級雞腿球

原箱
$1.49/磅

口味

袛限
Sunridge店

牛心/肝/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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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經濟新聞
美國取消25個經濟體
貿易特殊待遇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通知，縮減了「發
展中國家」的內部名單，以降低美國對其他國家
是否通過不公平的出口補貼，危害到美國產業的
調查門檻。報道指，美國就此取消了部分被該國
認為自行宣布為發展中經濟體的特殊待遇，涉及
25個經濟體。被美國撤銷貿易特殊待遇的經濟
體，除了中國和香港外，還包括阿爾巴尼亞、阿
根廷、亞美尼亞、巴西、保加利亞、哥倫比亞、
哥斯達黎加、格魯吉亞、印度、印度尼西亞、哈
薩克斯坦、吉爾吉斯共和國、馬來西亞、摩爾多
瓦、黑山共和國、北馬其頓、羅馬尼亞、新加
坡、南非、南韓、泰國、烏克蘭和越南。根據
WTO規定，發展中國家可享有特殊與差別待遇
（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如在各
項產品關稅的降稅速度及幅度上都低於發達國
家。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稱，有必要修改對開發
中國家的反補貼調查方法，原因是美國此前的相
關指引追溯至1998年，經已「過時」。報道指，
事件反映美國總統特朗普對中國和印度這樣的大
型經濟體，允許作為開發中國家而在世界貿易組
織(WTO)享有優惠待遇，感到不滿。特朗普上個
月訪問瑞士達沃斯時稱，WTO對美國的待遇不公
平。他指，當中國、印度也被當作發展中國家
時，美國也是個發展中國家。

薪水漲太慢
5大經濟議題 這個居首
今年1月美國失業率3.6%寫下新紀錄，股票進
入最長的牛市，整體經濟表現強勢；但中產
階級坦言生活掙扎，更有40%民眾急用時拿
不出400元。今年總統大選候選人面臨的五大
經濟議題當中，最讓
人感同身受的，仍是
薪資成長緩慢。
第一大問題：薪資成
長緩慢：一般家庭沒
有報酬率極高的投
資，工作收入為最主
要經濟來源。但薪資
停滯不前，生活費也
愈來愈高，使中產階級得生活相當不好過。
布魯金斯研究院(Brookings Institution)資深
研究員李維(Richard Reeves)就說：「中產
階級的收入成長，比收入更高和更低的階級
還要慢。要維持生活非常不容易。」第二大
問題：將近80%的美國人為月光族，銀行帳
戶裡沒有太多存款。其中更有三分之一的
人，因收入被歸類為中產接近，當中還有
75%的人負債度日。也就是說，許多民眾沒
有足夠預備金，來面對緊急狀況。而且隨著
平均壽命增加，更可能被把退休金花光，或

面臨投資收益不如預期的狀況。第三，健康保險。
昂貴的醫療支出使人感到恐慌，因此擁有足夠的健
康保險，與負擔得起的醫療照護，對於心理健康非
常重要。在2018年就有約25%的人，選擇不接受必
要的醫療照護。此外也有
20%民眾碰上預期外的醫療
支出。根據「美國公共衛
生雜誌」2019年的調查，
無法負擔醫療支出，是造
成個人破產的最大因素。
而且醫療開支，在中產階
級收入的占比也來到新
高。第四，自由市場崩壞
與隱形開支的增加。紐約大學史登商學院經濟學教
授菲利龐(Thomas Philippon)指出：「如果市場更
具競爭力，經濟會更加活絡，提供更多就業機會，
帶來薪資成長。」他更表示，每個中產家庭每年還
有5000元的額外支出。第五，生活工作的平衡與
尊重，其實也是經濟與社會議題。現代人得付出更
多時間，才能獲得足以養家活口的薪水。因此要在
工作與生活中達到平衡非常不容易。李維也說：
「當人獲得更高薪資，或感覺有機會加薪，家庭生
活也會更加穩固。就算無法量化，受到家人尊重與
維持良好關係，比你想像的還重要。」

instagram@lucky_supermarket_calgary
Facebook@luckysupermarketcalgary

清真

清真
多種

口味

特级去皮羊全隻

急凍去腸肚鯽魚

特級雞腳

海燕牌去頭黑老虎蝦

精選牌菲律賓雪糕

多種

口味

三小姐牌沙河粉

超Q金牌米粉

王梨標醬油

溫莎牌食鹽

昇牌香菇顆粒調味粉

金水牛香酥蓮花豆

多種

口味

袛限
Su nr idg e店

高高牌梳打椰子水

金牌即溶人參咖啡

宏源番石榴糖

可可牌賓賓米果

好運牌燒肉

好運牌瑞士卷

原條大眼雞魚

幸福比內牌泥鰍魚

寶靈牌虱目魚

三魚牌去皮魷魚筒

越金牌去頭白蝦

海鮮媽媽牌熟蝦仁

第一家牌春卷皮(8.5”)

Ravi木薯

布娜牌急凍木薯蓉

多種

口味

布拉勤牌菲律賓腸仔(辣或甜)

海燕牌迷你蝦春卷

史榮牌餃子/鍋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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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OMFORT HEALTH DEPOT
(北面店，近 Deerfoot Highway)

亞 省長 者 政 府

福 利

所有65歲以上的長者，無需自付，均能獲得以下產品（些許條件限制）

只需攜帶醫療卡
免費

免費

免費幫助申請

免費
免費
免費

員 工保 險

福 利

訂製矯形鞋墊

34 Ave NE
32 Ave NE

12 ST. NE

DeerFoot Highway(N)

壓力襪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五︰10am - 6pm
星期六
︰10am - 5pm
星期日
︰12pm - 5pm

地址：#10-1216 34 Ave NE Calgary T2E 6L9
電話：403-984-0418
電郵：info@medicomfort.ca

談玄說妙專欄 | 老周
老周師父：上海人氏，道教正一派高功法師，幼承家學，學習道教齋醮科儀
與八字風水命理，後得機緣，深入研究玄空飛星無常派章仲山一脈秘訣，兼
以乾坤國寶風水相印證，遂自成一系，曾以解人頤筆名在騰訊開設道學專欄
，精通江南正一道教科儀與風水命理。

拜田都，得好運——福州祖殿元帥廟旁記
在福建、台灣以及東南亞一帶，閩劇、歌仔
戲、梨園戲、高甲戲、布袋戲、傀儡戲、皮影戲
等等，都尊田都元帥為戲神，而很多娛樂圈的明
星藝人也都崇奉田都元帥。人們都相信拜田都元
帥可以為我們帶來財運，人緣以及健康平安！

字橫寫，火字倒著寫，意為吹
風降火），官位皆是“都元
帥”，故稱“三田都元帥”
，簡稱“田都元帥”。三
兄弟有用歌舞做戲、逐
疫驅鬼的功夫，故民間又
稱“三田都元帥”、“三田公元
帥”。
福州鼓樓區元帥路西側有一元帥廟，供奉三
田都元帥。《福建壇廟志》載，該廟始建於唐代（具
體年間失考），為福建最早的田都元帥廟之一，被四
方信眾
尊為祖
廟。

關於田都元帥的來歷、民間傳說很多，流傳較
廣的有兩種：一說是唐天寶年間的宮廷樂工雷海青，
他負責管理宮內演戲的梨園弟子，死後被追封為太常
封卿，後被梨園子弟奉為守護神。福建許多地方劇種
的戲班、劇團都供奉田都元帥，尊他為戲神；另一說
法是田都元帥就是唐玄宗時的宮廷樂苑兄弟三人，三
兄弟因為精通音律，入宮事奉唐玄宗，總管梨園，玄
宗之母生病，他們三人就演戲逗樂了太後，太後於是
病愈。另外三人還演戲輔助正一天師降魔捉鬼，引誘
宮中的瘟鬼出現，並將瘟鬼騙上送瘟船，劃船將瘟鬼
送出宮外。三人卒後，皇帝封三人為侯爵，田苟留為
昭烈侯、田洪義為昭佑侯、田智彪為昭寧侯，官居上
天的“衝天風火院”，成為道教的護法神。（民間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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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福建省
非物質
文化遺
產項目“
田公元
帥信俗”
代表性
傳承人、福州元帥廟祖殿管委會主任郭美英介紹三
田都元帥是諸多閩語區信奉的戲曲、音樂、武術等
行業的祖師爺。2011年，福州田公元帥信仰民俗入
選福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名錄，福州元帥廟作
為其重要載體，是福州地區戲神田公信仰的祖廟，
是福建有史記載最古老的“戲神廟”。
據《八閩通志》、《閩都記》等地方志記載，
福州元帥廟於元代就已經存在，早期稱為元壇祠、
玄壇祠，清代初年改稱為福州元帥廟。元帥廟殿內
懸掛著清乾隆年間蘭桂社、蘭桂聯社饋贈的匾額，

嘉慶年間侯官人林則徐中進士後贈送的“恩威顯赫”匾
額，是元帥廟的鎮殿之寶。明清時期，福州元帥廟
是文人雅士吟詩唱賦、聚會結社的地方，閩戲班、
偶戲班、評話班、鬥堂禪和班、吹打班等，常在廟
裡演出，使之成為鼓樓區域之文藝活動中心。由於
元帥廟位於省會中心，地位特殊，分香宮廟遍及福
州十邑和台灣等地，成為“省城祖殿元帥廟”。
據悉，近二十年來，福州元帥廟多次組織舉辦
田公信俗學術研討活動，不斷加強與各地分廟的聯
系，尤其是與台灣地區，以及馬來西亞、新加坡等
國家的田公廟的聯系。2019年，為了開展“福州田公
信俗與海上絲綢之路文化交流活動”，福州元帥廟邀
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田公元帥廟訪閩及聯誼活動
，促進福建民眾與東南亞僑胞的文化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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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節歡樂午餐
Feb 11, 2020 (星期二)

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一時半Zen 8 Grill內

$14

每位

免費情侶角子機大賽
下午一時半開始

午餐包括
鐵板燒（自選牛、雞、三文魚）套餐

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一時半
Zen 8 Grill 內 $12
午餐包括
香辣燻雞、雜菜、焗薯仔、餐包

潤年歡聚午餐

免費角子機大賽
下午一時半起

Feb 26, 2020 (星期三)
(星期三)

體驗雪山美景易如反掌
氣墊滑雪

滑雪班

Tubing

踏雪漫步

Learn to ski

觀光

Snowshoeing

Sightseeing

享用美食
Dining

欣賞美景，闔家共享冬天精彩活動，免費泊車。

B&J

TOLL FREE

花麗雅

美加餐具設備公司

專營

B&J RESTAURANT SUPPLY LTD.

or skilouise.com

鮮花超級市場

#14 132 3rd Ave SE, Calgary (華埠東方商場內)

Tel:403-265-3388 / 403-660-3017 (Diana Ma)

新址：BayD, 1601 Centre St. N.W., Calgary 電話：403-230-0039

酒樓用具 家庭用品 瓷器缸瓦
中西餐具 塑膠器皿 鋼鋁製品

1-877-956-8473

¤
¤
¤
¤
¤

結 婚 花 球
開 張 花 籃
剪 綵 花 球
中國香花盆栽
禮物生果包裝

¤
¤
¤
¤
¤

Fax:403-262-6522

靈 柩 花 被
長 壽 花 圈
花牌、花籃
祭帳、檯圍
壽衣、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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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石宴會廳
卡城市中心華埠

(403) 951-4000
130 3 Avenue SE, Calgary
whitediamondcc.ca

◆ 地點適中，設備齊全
◆ 特大舞池、四大投射屏幕，筵開五十席
◆ 適合各類型喜宴、社團聚會、商務會議、推廣活動等
◆ 可提供各類型宴會食品，包括：十道菜粵式宴席
◆ 歡迎預訂全年宴會
◆ 農曆新年聚會最佳地點

十二生肖鬧新春
2020生肖運勢大公開 (3)
在上一篇中，老周師父為大家分析了十二生肖中的
前六個生肖，這篇文章裡，我們再來看看後六個生肖在
2020年的運勢如何吧！
【馬】

吉利號碼：1773
吉利顏色：黑、藍、紅

2020年是庚子鼠年，與馬子午相衝
，也就是所謂的“衝太歲”，衝者必動，屬
馬的朋友在今年可能會遇到較多的變動，
事業上的改變如換工作、調職等，生活上的轉變如搬家、
移民、留學等，感情上的變動如結婚、分手等，都有可能
在今年發生，但是所謂“君子不衝不發”，完全不必聽到犯
太歲而色變，審時度勢，努力謹慎，依舊可以在今年書寫
光明的一頁。
事業財運：庚子年對從事公職、會計、服務等行業
屬馬的朋友較為有利。對買賣與投機行業較為不利，尤其
是下半年，需要小心謹慎，今年在事業工作上需要事事要
親力親為，不要假手於人，抱著“只問耕耘，不問收穫” 心
態，反而能夠得到周圍人的幫助和遵勁。今年如果有到國
外發展或讀書充電的機會，不妨考慮，這將為你帶來好消
息。進修有助於提升事業運，而在各種社交場合裡，尤其
是飯局上，也會有許多事業上的機會在等你，如果打算在
今年換工作的屬馬者，切忌走馬看花，不專心，這樣將會
失去許多機會，最終得不償失。
財運方面，今年屬馬者並不是那麼差，因為年逢“大
耗”，為破財之星，要特別注意妥善理財，不宜魯莽冒進
，若有重大投資決定，宜三思而後行，也需要提防突如其
來的事，帶來額外開支，周轉不靈。投資方面會有小利，
只要適時收手，就不會到頭一場空。如果胃口太大，反而
破財。屬馬的朋友在今年不僅要賺，還得學會布施分享、
這樣才會財滾財，財運無阻礙。
感情健康：感情方面，屬馬的朋友今年遇地劫星，
夫妻宮會地空，易情海起風波，修心養性是化解的良藥。
單身的朋友，今年會有心儀的對像，不過切忌不切實際的
幻想，反而令自己空歡喜一場，徒增煩惱。有伴侶的朋友
，今年容易遇到口舌，甚至會出現第三者插足，所以在生
活中小爭執要看開，大矛盾要看淡，別理外面的風言風語
，盡量為對方著想，情感自然更鞏固，而這也會帶動你其
他的運勢提升。
健康方面今年因為流年有“欄杆”星，且對衝太歲，
健康運較為反覆，即使傷風感冒的小病小痛，病情都較反
覆，不容易痊癒，故記得病向淺中醫。留意皮膚過敏、濕
疹、結石、炎症等問題。凡事以平常心對待，不執著，不
糾結，自然無礙。

06

【羊】

吉利號碼：6628
吉利顏色：黃、褐

【猴】

吉利號碼：5183
吉利顏色：白、紅

2020年，屬羊的朋友與太歲“相害，
害太歲即與太歲不合，不合即有很多糾紛
是非，不過因為屬羊者，今年喜逢”紫微“”
龍德“兩大吉星同臨，可說運轉乾坤，轉凶為吉。”紫微“是
帝皇之星，”龍德“是福德之星，有了這兩位的幫忙，今年
無論是機遇還是貴人，都會頻頻像你招手，但整年需記住
一個”慎“字，遇喜不自大，遇事不慌張，穩扎穩打，鼠年
大吉。

屬猴的朋友，今年有“祿勛”吉星來
臨，財運和名聲都會有所提高，事業工作
上才能得到賞識，又與太歲相合(猴、鼠
、龍為三合)，運程較去年平穩不少，只不過遇到白虎臨
門，易遇口舌及健康亮黃燈，總的來說，今年的運程平穩
上升，但要提防小人口舌挑撥，低頭做事勝過高調開口，
步步為營，保持心情開朗，自然萬事大吉。

事業財運：今年屬羊的朋友，得到吉星的照拂，且
流年命宮武曲化權，易遇貴人，所以今年常常能夠得到貴
人指點而提升運勢，不過雖有貴人相助，但小人也在一旁
干擾，使許多理想，功敗垂成，不過其實，小人之後。阻
礙之後，好運又悄悄來臨，所以不要怕被破壞，不要擔心
受阻礙，勇往直前，美夢終成現實。因為工作上的疏漏易
產生一些糾紛，所以要非常小心工作上的口頭承諾與文件
簽署。今年想換工作的屬羊者，會有合適的工作機會出現
，只是一開始會有一點力不從心，慢慢適應，最終能夠順
利勝任。

事業財運：事業上，屬猴者今年命宮有祿馬交馳的
良好格局出現，有利於事業的發展，不過事業宮也遇到空
劫，容易功虧一簣，周詳的計劃、踏實的步伐，是今年發
展事業的最佳竅門。浮誇而沒有實力的人，則易被看破手
腳而失利。職場上有是非，屬猴的朋友今年要懂得民哲保
身，不要強出頭，惹上了麻煩事，也得不得別人的感謝。
經商者，今年可以考慮擴大投資，但不可投機，尤其小心
惹上官司，保守前進，可有發展。

財運上，投資運相當好，投機運也不錯，做生意的
屬羊者，有機會遇上實力雄厚合作伙伴，彼此投緣，共同
拓展開發新產品，生意更上一層樓。不過不要被美景衝昏
了頭腦，投資雖有利可圖，陷阱卻也在利當中，擴展的力
度不宜過大，一步一步來，肯定會賺錢，小心駛得萬年船
。而對一般人而言，該來的財運自然而然的會來到，不必
太刻意追求，過於刻意追求與絞盡腦汁而得到的財，反而
有不良的結果。在錢財上要多與人方便，這樣財運會更上
一層樓。
感情健康：感情方面，屬羊者今年缺少正桃花，但
異性緣卻不差，容易被異性吸引，但短暫的甜蜜，有時候
卻帶來不少麻煩，異性在今年的很多時候是你的貴人，卻
不是貴人，當異性貴人變成戀人，反而不吉。單身的人，
在今年寂寞、孤獨一點反而是好事，今年別急著找戀愛對
像，日子會更好過。已經有了另一半的屬羊朋友，容易與
對方有磨擦，口舌，要多為對方著想，不然的話，有分手
之虞。
健康方面，整體運勢平穩，
只是因為有“天厄“的到來，易出現
意外之險，外出公干或旅游，需小
心謹慎，勿去深山密林或湖泊之地
，容易痔瘡、疝氣、膽結石、腎結
石等問題。不過有“龍德”“紫微”相
助，只要多注意，則無大礙。

而財運方面，今年則有一些上下起伏，得財很容易
，但是破財也很容易，如果你是保守穩健型的，比較容易
留住錢財。如果愛投機賺快錢，那就要小心再小心。今年
屬猴朋友還是易正財為主，如果有意外所得，也建議可以
拿出一部分來做慈善，善心得善果，如此財運才會源源不
斷，蒸蒸日上。
感情健康：在2020年，屬猴者雖然沒有特別的桃花
吉星的眷顧，對人緣、情緣都有幫助。單身的屬猴朋友，
想今年行桃花運，必須要主動出擊，克服害羞、怕失敗的
心理關口，可增加成功機會，而戀愛中人很容易有有三角
戀情，難解難分，糾纏不清，讓自己疲於應付，已婚者則
不如一起出去旅游，再度一次蜜月，即可增進感情，又可
化解不良桃花，何樂而不為呢？
健康方面，今年手腳易被利器所傷。工作、運動、駕
駛等，倍加留神，旅游中的一些刺激性活動，應盡量避之則
吉，屬猴者今年易有營養不均衡、厭食、受驚、腸胃脹氣等
問題，有空可以做一次全身健康檢查，安心度過一年。

談玄說妙專欄 | 老周
老周師父：上海人氏，道教正一派高功法師，幼承家學，學習道教齋醮科儀
與八字風水命理，後得機緣，深入研究玄空飛星無常派章仲山一脈秘訣，兼
以乾坤國寶風水相印證，遂自成一系，曾以解人頤筆名在騰訊開設道學專欄
，精通江南正一道教科儀與風水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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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FEE
DEALER

本田汽車
2019存貨大傾銷

Chat with us on
Facebook Messenger at

m.me/TandTHonda
歡迎使用
臉書短訊與我們聯絡

每部可節省數千元
T&T HONDA is a NO FEE DEALER
We don’t charge any administra�on or documenta�on fees
when you purchase a new or used vehicle.

2019 CIVIC
節省: $2,500

It’s just another way that T&T Honda steers you straight!

2019 ACCORD 節省: $3,500

2019 ODYSSEY 節省: $2,500

2019 PASSPORT 節省: $3,000

2019 CRV 節省: $2,500

2019 PILOT 節省: $4,000

2019 RIDGELINE 節省: $3,000

Robert Cheung
Product Advisor

403-667-7618

Charlie Vo

Senior Product Advisor

403-803-6888

Michael Lee

Raymond Li

403-291-1444

403-291-1444

Assistant Service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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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ance Manager

十二生肖鬧新春
2020生肖運勢大公開 (4)
【雞】

吉利號碼：5038
吉利顏色：黃、褐、黑、藍

屬雞的朋友2020庚子年運勢不俗，
有“天德”“福星”“八座”等貴人吉星輪流入
駐，外在助力大，推得你不前進都不行，
如果在加上自己的努力，做起事來自然事半功倍，領先一
步。無論是生活還是事業上，做事都將得心應手，遇事逢
凶化吉。而不利的方面，則是受到卷舌星的影響，會遇到
一些莫名其妙的指責或被人打小報告，不過好在貴人運不
俗，應不會造成實質性影響，只是心緒不佳而已，廣結善
緣是今年屬雞朋友的年度箴言，好好去做喔！
事業財運：今年對於屬雞者是一個多變且向上發展
的一年，事業上將有許多機遇、許多轉變，原則上是往好
的方面進展，而且時時能遇到貴人，小人雖然也存在，但
貴人力量較強，因此無須擔憂小人作怪。事業上不斷有好
業績出現，屢創新高，且能受到重用與提拔。但今年要記
住“獨樂樂不如眾樂樂”，有好成績後，多和人分享喜悅，
正面能量加強，事業運會更好，成績會更上一層樓，別人
也沾到你的吉運。
財運方面，正財偏財皆旺的年份，要好好珍惜。無
論是打工還是自己做老板的屬雞朋友，今年特別受到財神
眷顧。投資可以獲得不錯的財利，一些屬雞者會有一點過
貪，但仍有好運，只是奉勸各位，該收手時就收手，才不
至於得意忘形，甚至遭人妒忌，而招來凶運。今年財富增
加的同時，不妨多作公益事，多回饋社會，福有攸歸，功
不唐捐。
感情健康：今年紅鸞出現在流年中，適合談婚論嫁
。也適合生育，只不過桃花有時過多，反而影響感情的發
展，常常保持滿足感知足感，情感世界一定甜蜜而溫馨。
單身的朋友，今年異性緣佳，戀愛的人，求婚去吧！已婚
的朋友，如果有懷孕的打算，不妨安排在今年喔！
健康方面，今年多福星貴人守護，病患退避，只要
作息定時，注意飲食，流年健康自然無礙。只是今年有“
披麻”星入命，宜稍加留意親戚長輩的健康狀況變化，特
別是老人家或長期病患者，要小心眼疾、
腦疾、失眠、中風、破傷風等問題。
【狗】

吉利號碼：1751
吉利顏色：黃、橙、黑

屬狗的朋友，今年雖然無衝無犯，但是命宮中吉星
缺乏，只有一粒“天解”吉星守護，代表今年外在助力較少
，凡事需要自己多努力，天道酬勤，只要踏實努力，自然
有一番好收成。遇到暫時的困難，也要沉著應對，自然安
然度過，今年一整年，“勤”字要時時提醒自己，自助者天
助，加油！
事業財運：今年事業上應酬與飯局較多，人緣運氣
頗佳，而在飯局上也會帶來好機會，不妨多參加。事業上
會有提升的機會，只是許多事情需要你自己親力親為，會
讓你覺得疲於奔命，而“浮沉”星的出現，代表屬猴的朋友
今年希望做的一些事情，會處於膠著狀態，既然急不來，
不如調整心態應對。今年最忌得隴望蜀，好了還要更好，
其實最好的已經在你手上了，別再往上瞄那些看不到的，
徒增煩惱。在適當的時候休息享受，勞逸結合，才能使自
己走的更遠。
財運雖然有破財的征兆，但整體而言，財運還是不
錯的。屬狗者今年正財吉，偏財不利。對於投機還是謹慎
為妙，尤其是那些自以為掌握了竅門或有特別消息的人，
往往最終破財的也是你，倒不如做足功課，才有賺錢的可
能，今年有桃花敗財的危機，帥哥美女養養眼就好，不可
胡亂沾惹，不然因此而破財就得不償失了。花在飲食方面
的錢財也比往年多，但多到飲食場合，多出席各種飯局，
又會為你帶來財運，所以不必太在意。
感情健康：感情方面，屬狗的朋友今年較為平淡，
雖然單身的人有機會遇到自己心儀的對像，但交往後卻容
易覺得不夠理想，而有了另一半的，因為受到“浮沉”這顆
星的影響，感情方面，上上下下，並不穩定，需要多花些
時間來溝通，勿糾結於小事，從而產生矛盾裂痕。
健康運2020年需要小心由高處跌傷或防被利器所傷。
也會存在失眠問題。屬蛇的男性容易出現皮膚疾病、腰酸等
問題。女性則需注意婦科疾病。如果可以的話，最好不去醫
院探病或吊喪，以免進一步增加負能量而影響健康運。
【豬】

吉利號碼：7535 吉利顏色：白、橘

好事。屬豬朋友，今年要記住的是“和”字，與人為善，與
人合作，有福同享，就會一團和氣，大家開心！
事業財運：屬豬的朋友，今年在事業上有貴人出現
，事業順利。雖然工作量比去年也多了一些，卻帶來無限
的發展良機，忙而有利，因為有“陌越”星，代表了今年變
化不定，可能要面對人事或環境方面的變遷，至於要安逸
還是要發展則取決與各人。屬豬的年輕人在今年身體好健
康佳，不妨放手拼搏，也許能開創出一個新的局面也未可
知。而對於中年人則需要更穩扎穩打一些，畢竟為了工作
，失了健康，並不是特別的劃算。不妨好好利用原有的資
源，也可以讓事業更上一層樓。
財運方面，屬豬者今年財運不錯，正財偏財都比去
年有所進步，常有貴人指點賺錢的機會。只要走正途，正
財與意外之財都不會令你失望只是意外得財，也需要拿出
部分做慈善或回饋社會，這樣才會運運相連，長長久久。
不過今年的開銷也比去年多了不少，有一些事與一些場合
，不必打腫臉充胖子，只有白白花錢，沒有其他好處，並
不會為你帶來別人的尊重或新的機會。
感情健康：今年屬豬的朋友，桃花星欠奉，感情較
平淡。工作上會出現欣賞你的異性，保持一定的良好的正
常關系，欣賞你的異性會帶給你更好的事業運，但是感情
方面卻無法更進一步，已經有了另一半的屬豬朋友今年感
情生活較平淡，平淡是福，好好珍惜今年平淡簡單的生活
，有時候平平淡淡才是真。
健康方面，今年有病符星入命，不太樂觀，容易生
病，尤其是胃、呼吸系統與血壓方面的問題，如果家中有
幼兒，要小心照顧，外出以及居家時都要有人照看，注意
安全，而家中有長期患病者，更要多些關心問候，有不適
需及時就醫治療。
行文至此，十二生肖2020年的運勢吉凶，老周師父
已經和大家分享完畢，運勢亨通者，向您祝賀大吉大利
，如果暫時不是太好的，也不必氣餒，俗話說三分天注
定，七分靠打拼，只要你努力，一定會得到天地的助力
，趨吉而避凶，自然事事皆通！最後還是要祝大家在庚
子鼠年萬事如意，心想事成，鼠年，“鼠”你最旺！

剛剛送走本命年的屬豬朋友，今年無衝無
犯，運程相對穩定。吉星文昌是今年主照星，
此星大利文運，今年需要考試或
者篩選升職的朋友都會受到他的
助力，而從事文化藝術、創作設
談玄說妙專欄 | 老周
計等行業人士，也將會靈感不斷
，好點子頻出，取得不俗的成績
老周師父：上海人氏，道教正一派高功法師，幼承家學，學習道教齋醮科儀
。不過文昌也會帶來工作量的增
與八字風水命理，後得機緣，深入研究玄空飛星無常派章仲山一脈秘訣，兼
加，會讓你覺得整天都忙忙碌碌
以乾坤國寶風水相印證，遂自成一系，曾以解人頤筆名在騰訊開設道學專欄
，不過忙中有利，也不失為一件

，精通江南正一道教科儀與風水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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祗限一天
二月十五日 （本星期六）
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
特別增加人手
提供最佳服務

祗限一天超優惠價大行動
所有豐田新車現貨

0%

利率
優惠

24月至84月供款期
stock# 2801628 OAC*

凡購任何新車
可獲
免費
雪胎及兩年存放

現金回贈

$8,000
stock# 2900392*

$0

免首期
及
免供款

至2020年8月 OAC*

凡購任何新車可獲

$1,000
免費汽油咭*

CHTOYOTA.COM

我們接 受 以 下 支 付 方 式 ︰

Freeman Leung

Allan Wong

Eric Ngo

Minh Phan

Wayne Fan

Edmund Lam

SENIOR
SALES MANAGER

BUSINESS
MANAGER

SALES & LEASING
CONSULTANT

SALES & LEASING
CONSULTANT

SALES & LEASING
CONSULTANT

SALES & LEASING
CONSULTANT

587-719-2888

403-909-9949

403-890-6219

雲閃付 App

微信支付

UnionPay App

403-680-6828

非一般品牌車行可提供
親臨加拿大最大規模平治汽車代理
感受非一般的豪華顧客服務及設施
．快速汽車保養服務

．內設餐廳

．31個汽車保養服務區

．Country Hills Kids Club

．60輛以上全新汽車展示廳

．來賓代客及禮賓服務

．室內二手車展示廳

．免費代步汽車

．令人難以置信的顧客休息室

．免費機場接駁車

Mercedes-Benz Country Hills
2450 Country Hills Blvd NE | 587.907.5020 | mbcountryhill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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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202 - 5403 Crowchild Trail NW
公司：403-547-4102 傳真：403-592-7040
網址：www.raymondla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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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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9/位

$

超值早餐

星期一至六
9:30AM - 11:00AM

午市 自助餐

星期一至六

11:00AM - 2:30PM

星期日早/午餐

10:00AM - 2:30PM

晚市 自助餐

星期一/二
星期三

泛亞美食

每晚 5:00PM

星期四

海鮮美食

至 10:00PM

星期五/六/日

全新推出

1799/位
$
2499/位

$

世界美食之夜

燒焗牛排

2199/位
$
2899/位
$
3999/位
$
2799/位
$

（以上價格未包括GST及小費）

中國駐卡城總領事館
陸旭總領事
為華 埠 商 業 及 食 肆 打 氣 站 台
2月8日(星期六)下午，由卡城華埠促進會 (Chinatown BIA) 發電郵通知各中外媒體就中
國駐卡城總領事館陸旭總領事聯同市議員朱文祥先生造訪卡城華埠多間食肆及零售店作
出安排，為深入了解是次新冠狀肺炎疫症對華埠各行業的影響。
其後，並於下午5時半在富麗宮作了一個新聞發佈會，當日，適逢卡城善樂社在該酒樓
舉行春節聯歡晚宴，共有500多位來賓參加，而國會議員Michelle Rempel及市議員
Jeromy Farkas亦是座上嘉賓。所以亦順道參與此次新聞發佈會，為華埠打氣。
中國駐卡城總領事館陸旭總領事在發佈會中稱，是次新型冠狀肺炎的確為中國及世界各
地帶來了恐慌，但中國已盡全力做好防疫措施，亦已果斷地竭止病毒廣泛傳播，相信很
快便能控制疫情。而我們亦應對加拿大及亞省的衛生部門充滿信心，亞省到目前為止未
有一個病例，加上亞省卡城華埠各食肆的衛生環境皆非常理想。希望卡城各市民不要輕
信太多謠言或誤信炒作新聞，不要過分慌張。應該如常到華埠各商店食肆惠顧，支持卡
城華埠。發佈會完畢後，各人隨即參加了一個500多人到場的善樂社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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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IDAY

星期四

特朗普國情咨文：敵人正逃走
身陷彈劾審訊的美國總統特朗普，
周二到國會發表任內第三份國情咨
文，他以「偉大的美國復興」（The
Great American Comeback）為主
題，強調在他領導下，國家與他上
任前大為不同，經濟蓬勃發展，並
以無法想像的速度向前邁進。惟演
講結束後出現小插曲，眾議院議長
佩洛西一手撕掉特朗普的國情咨文
講稿，成為網絡熱話。
Google又洩私隱
美國科技巨企Google再發生涉及個
人私隱的安全問題，旗下相簿服務
的Takeout出現漏洞，令用戶的私人
影片可被陌生人下載。Google周二
就事件道歉，指逾十億名用戶中，
僅少於0.01%人受影響，又稱已修復
該安全漏洞。惟私隱安全專家指，
洩露私人影片對用家的隱私及安全
造成很大影響，情況令人憂慮。
潮流創意：環保飲管 玻璃代塑膠
Surface Straws以可循環再用的硼矽酸
鹽玻璃製成，一套有三支不同長度、闊
度和顏色，適合各類冷熱飲品。每支飲
管都稍微彎曲，造型富藝術美感，隨飲
管包括一個鐘形玻璃罩，罩下是橡膠底
座，充滿自然氣息。

星期五

無罩男遇疫婦 15秒中招
內地武漢肺炎疫情持續加劇，昨天
（6日）確診病例衝破兩萬八千零八
十八宗，死亡人數高達五百六十三
人。江西及遼寧政府則宣布實施封
閉式管理。浙江寧波一名中年男子
日前確診患病，專家指他病發前無
外遊，更無接觸過野生動物，估計
是到市場買菜時無戴口罩被感染，
過程或僅十五秒；杭州一對夫婦也
被確診，估計他們與患者接觸時間
只有五十秒。
3間方艙醫院首接收病人
雷神山即將啟用 供1500床位
湖北武漢患者人數幾乎日日增加，惟
醫院床位卻供不應求。繼火神山醫院
日前啟用後，雷神山醫院已具備交付
條件，可即將啟用，提供一千五百個
床位。另外十一間在建的「方艙醫
院」中，已有三間正式啟用。
吐口水抹按鍵 廣西缺德漢遭拘留
武漢肺炎疫情肆虐全國，各地人心惶
惶，惟仍有缺德市民無視政府防疫措
施。廣西南寧市橫縣一名姜姓男子周
二前往朋友家途中，竟把口水故意塗
抹在升降機的按鍵上，結果被警方行
政拘留。片段曝光後激起公憤，網民
狠批姜男的缺德行徑。

SATURDAY

星期六

武漢肺炎 3.1萬人確診 內地奪636
命 一線城市瀕潰 廣州 深圳 封城
內地武漢肺炎疫情未有受控迹象，確
診病例截至周五已達三萬一千二百一
十宗，並增至六百三十六人死亡；其
中廣東及浙江確診病例破千，湖北孝
感市成為全國第二多病例的城市。此
外，一線城市的防線瀕臨崩潰，北京
暫時禁止身在疫情重災區人士返回，
天津近九千四百人被隔離，廣州屋苑
村落要封閉管理。
痛悼李文亮 世衞：抗疫象徵
被視為今次抗疫「吹哨人」的湖北武
漢市中心醫院眼科醫生李文亮，不幸
感染新冠病毒肺炎，昨日凌晨病逝，
終年三十四歲。留下六歲兒子及尚未
出生的次子。李吹哨事迹不但被廣大
民眾認同，內地官方以至世界衞生組
織，也就李的死訊向其家人致意慰問
及表揚。國家監察委員會決定調查李
生前被訓誡一事的來龍去脈。
上海官員：徵用口罩不得已
上海市政府周五舉行記者會，交代當
地最新的武漢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市
司法局一級巡視員劉平向外國記者承
認，當局可在緊急情況下合法及有償
徵用當地生產的口罩，並強調此舉是
不得已為之。

一周國際新聞

SUNDAY

星期日

中央空降大員湖北督師
新冠肺炎（NCP）疫情持續擴散，
截至上周六（8日）晚全國確診病例
已達三萬四千六百一十一宗，累計
死亡人數達七百二十三人。美國更
首度有國民在武漢死於新冠肺炎；
另一名身在武漢的日本人，亦疑因
染病而亡。湖北省政府控疫表現飽
受抨擊，當地領導班子昨日首次調
整，由國家衞健委副主任王賀勝
「空降」湖北，出任湖北省委委
員，處理疫情防控事宜。
居家苦悶 武漢男子行山迷路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多地民眾都響
應當局號召少出門、不聚會，以配合
防控工作。然而浙江餘姚一名朱姓男
子實在難忍天天待在家中，想出門
「透透氣」，遂在上周三獨自爬山看
看風景，結果迷路被困深山，無奈報
警求助。

廣州破毒案 揭紅酒溝可卡因
廣州海關上周六（8日）通報，關員
上周二（4日）在廣州白雲國際機
場，破獲旅客利用紅酒藏匿走私毒品
進境案，繳獲液態可卡因六點六公
斤。一名涉案女子被捕。此為廣州海
關近年來首度查獲利用紅酒偽裝毒品
走私進境案。

NEWS REPORT
2020年2月06日-2月12日

東方周報 | 談加論政

新罕布什爾初選：
桑德斯將再起浪潮？

張子豐
中國武漢大學社會學學士
加拿大紐芬蘭紀念大學社會學碩士
現於卡城任職教師
為省議員競選團隊核心志願者
emai: zifengz1992@gmail.com
Oriental-CZ.blogspot.com

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的初選流程進入第二周。本周二，也

的2016年，新罕布什爾就是桑德斯在民主黨初選中拿下

導致她有一個致命劣勢：完全無法挺進紅州，只能穩

就是2月11日，兩黨初選的新罕布什爾(New Hampshire)

的第一個州份。畢竟對於桑德斯來說，新罕布什爾可謂是

住藍州的鐵票。美國大選實行的是選舉人團制，每州

黨代會正式召開。這是兩黨各自舉行的第二場州黨代會，不

“主場作戰”——他的家鄉和政治根據地佛蒙特州

有一定數量的“選舉人票”，最後哪方勝選要看哪方

過正如我們上篇分析所提到的那樣，共和黨方面今年官方站

(Vermont)，就在新罕布什爾隔壁。

“選舉人票”數量多，而大部分州在選舉人票配票時

台現任總統特朗普，結果近乎毫無懸念。實際上，作者經查

桑德斯實質上已經連勝兩場。應該說，民主黨如果今年真

實行的都是“贏者全得”的規則——所有這些制度設

證發現，在二月份之前，就已經有兩個州——肯薩斯州

的還有想法，再想把他“運作”掉，已經不是太容易了。

計，使得“州”——而不是無差別的普通選民——成

(Kansas)和夏威夷(Hawaii)——的共和黨黨部決定，今年不

2016年民主黨初選，希拉裡·克林頓是以非常成熟的建

為總統大選中基本的爭取對像。民主黨今年若想提前

再舉行黨代會，並將本州全部的代表名額都分配給了特朗

制派候選人的身姿參戰的，畢竟她也曾先後身居多個高

扳倒特朗普，將共和黨趕下台，第一要務就是把克林

普。這可以說是兩黨在本黨總統尋求連任時，為了避免內耗

位，老成持重，經驗豐富，本來就在基層黨員中有一定的

頓2016年丟掉的幾個鏽帶州拿回來。而華倫的弱點，

所採取的常規操作，也算不上甚麼新聞。那麼，新聞的焦

影響力。再加上民主黨“體制內”的超級代表們的助威，

就在於恰恰沒有這種能力。作為知識分子，華倫的粉

點，也就自然而然落到了民主黨的黨代會一邊。

桑德斯2016敗走麥城算得上順理成章。但是今年的民主

絲很可能以“進步主義者”為主，而這些人對於其他

上周我們說到，民主黨在上周一正式召開了全美範圍內，第

黨初選，建制派候選人們普遍呈現出弱勢。這也可能是因

形像比較突出、“進步”的候選人的接納度，也會比

一場州級的初選黨代會——愛華達州黨代會。然而，黨代會

為，今年的特朗普有法定資格連任，謀求連任的勢頭又非

較高。目前有分析就認為，華倫的許多粉絲正在逐漸

的結果到了上周三還沒有完全放出，引起了不少猜測。到了

常強勁，民主黨內一些有實力的潛在候選人或許根本就不

流向“娃娃市長”布塔朱吉。如果這種趨勢當真發

本周，愛華達州初選的結果已經最終敲定，伯尼·桑德斯獲

想出來參選。對這些人來說，今年挑出來摻和黨內初選，

生，那麼對於華倫能走多遠，我們可能也需要打個問

得了最多的黨員票數。不過，在使用加權算法之後，總票數

完全是一件耗時、耗錢、費力，還不討好的事情。四年後

號。當然，依前面的分析看，華倫出局和拜登出局類

第二的“小娃娃”布塔朱吉拿到了最多的代表數，桑德斯則

的2024年對他們來說，或許會是個更好的時間點。

似，對民主黨來說，也未必是壞事。

屈居第二。各候選人具體的代表分配是：布塔朱吉14名代

我們聚焦一下現在民主黨內前排的幾名建制派候選人。首

不過，當前對民主黨建制派來說，很可能還是有那個

表，桑德斯12名，華倫8名，此前被大幅看好的拜登僅得6

先，是建制派之前力捧的“金童”拜登。上周我們就提

棘手的問題：桑德斯太強，怎麼辦？拜登頹勢難掩，

名。最後1名代表則由明尼蘇達州參議員克羅布徹獲得。

到，拜登在愛華達黨代會上，僅僅忝列第四，和之前的高

就連華倫也表現不如預期，民主黨如果不能很快推出

針對愛華達黨代會結果公布中這一奇怪的推遲，有不少猜測

民調支持率呈現出鮮明對比，好不尷尬。但是正所謂沒有

（造出）另一個比較強勢的建制派候選人，桑德斯很

認為，州民主黨黨部之所以遲遲不發布結果，是因為民主黨

最慘，只有更慘，本周的新罕布什爾黨代會，對拜登來

可能會一路高歌猛進，黨內初選將無人是他的對手。

內依然排斥桑德斯，不希望桑德斯獲勝，因此州黨委要花時

說，尷尬程度可謂更上一層樓——排名又滑落一位到第

因此，對於新罕布什爾州初選的結果，作者同樣也有

間做背後文章。筆者對這種猜測既不能證實，也不能證偽，

五，而且沒有拿到任何黨代表名額。作者認為，說拜登業

一些猜測。再次強調，所謂猜測，就是作者無法證

因此不想作為事實討論。但是就民主黨人作為正常人的心態

已“折戟”，顯出頹態，是貼切的。事實上，在愛華達黨

實，但也無法證偽的事情。但是由於美國大選中從來

來講，作者認為，如果他們有這種心結，並不意外。對於堅

代會後，拜登在民調數據中的支持率，已經快速“跳

不缺乏幕後交易，對於一些結果，我們光分析台面上

定的民主黨人們來說，只在大選季加入民主黨，大選結束就

水”，時至本周，已被桑德斯反超。拜登目前還沒有退

看到的部分，也很難分析出個所以然，所以作者在這

跳船的桑德斯，完全可以被形容為“蹭熱度的”，入黨只為

出，可能是對二月的南卡羅萊納和內華達兩場州黨代會還

裡，還是決定分享一些個人猜測，權當給大家解解悶

成為兩大黨之一提名的候選人，這樣他才能有大選的勝算。

寄有一絲希望，畢竟愛華達和新罕布什爾兩州就人口結構

好了。至於猜測是否靠譜，請大家酌實際情況判斷。

並且，如果初選最終是由近乎是“黨外人”的桑德斯勝出，

來說，比較“偏白”，和美國本土的總體狀況差別不小。

本屆民主黨初選，新罕布什爾州一共有24位普通代表

民主黨建制派們的形像就被定格在了“拼盡全力，卻不得民

但是，拜登如果在後兩場二月黨代會中還是沒有起色，那

名額分配給各位候選人（希望大家還對上周作者描述

心”一點上了。這隱性否定了他們所做的努力，也非常有損

麼他在三月初的超級周二（3月3日）的表現估計也不會太

過的代表分配機制有印像）。最終，一共有三位初選

形像傷自尊。

好，因為基層黨員的選擇，總是會逐漸偏向前列候選人

候選人獲得了代表分配：桑德斯和布塔朱吉各9名，

然而，11日的新罕布什爾黨代會，桑德斯可以說扳回了一

的。而如果拜登連超級周二都拿不出甚麼能拿得出手的成

克羅布徹6名。後面這兩位，都是我們上周聚焦過，

城。他不但正正當當地又一次贏得了最多基層的黨員票，而

績，那麼他就實在沒甚麼耗下去的必要了。

在大選開始前不起眼，但在愛華達黨代會表現出色的

且還光明正大地贏得了最多的黨代表——雖然最終還是和布

來自馬薩諸塞的參議員華倫在新罕布什爾表現同樣不理

候選人。考慮到如拜登和華倫這種在本次新罕布什爾

塔朱吉並列，沒能獨享頭名。如果說此前的愛華達黨代會上

想。作者之前在這一點的預測出現了一些偏差，而歸結起

黨代會中，獲得總票數大約9%，如果按比例分配則足

他遭到了針對，那麼新罕布什爾就堪稱他挽回尊嚴的反擊

來，可能是因為華倫給人的感覺不夠硬朗（她原本是大學

以獲得代表的候選人都沒有撈到代表名額，布塔朱吉

戰。這也不是桑德斯第一次贏下新罕布什爾州初選，四年前

教授，知識分子氣質非常濃厚）。以知識精英形像示人，

和克羅布徹的身價目測正水漲船高。作者的猜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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瞞疫婦死後遭調查
河北邢台市一名六十四歲老婦上月中從武漢與
家人駕車回家後不適求醫，但隱瞞曾在武漢市
居住，錯失最佳治療時機；上周五確診後翌日
因多重器官功能衰竭不治。死者曾密切接觸七
十七人，警方以涉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立案調查。

處處城封 路路不通 神州難復工
昨天是春節假期後復工的第一天，但內地新冠肺
炎疫情仍未好轉，至今錄得超過四萬宗確診病例
及增至九百零八人死亡。繼天津及重慶後，北京
與上海當天宣布「封城」，意味四大直轄市全被
病毒攻陷，要封閉式管理，限制外來人士進入。
鑑於疫情嚴峻，大部分工廠仍然復工無期。

惡女咳向防疫人員
貴州貴陽市一名蔣姓女子上周四到某屋苑欲探
望弟弟時，不配合防疫工作、拒絕測量體溫，
與工作人員爭吵及打算強行進入，更突然摘下
口罩向對方大聲咳嗽，驚動警員。警方指蔣女
的身體狀況正常，遂依有關規定對她處以行政
拘留六天的處罰。

另一吹哨人 女法醫現身控訴
新冠肺炎疫情最初爆發時，有八名「吹哨人」
曾因散播「謠言」被武漢警方訓誡。其中一人
李文亮上周五逝世後，令「吹哨人」再次成為
社會關注焦點。一名也曾因散播「謠言」的法
醫近日受訪，講述自己與李文亮相似的經歷。
受訪的女法醫憶述去年十二月底，透過臨床工
作的同學得悉新冠病毒的存在，由於了解同學
的專業性而感到事態嚴重。她直言自己身為法
醫，部門有老師負責屍檢工作，若需要解剖有
類似肺炎的病人屍體，希望老師們不要疏於防
範。此外，她也有學生在醫院實習，於是她在
部門和學生通訊群組，發佈自己所知有關肺炎
的訊息。

THURSDAY

星期二

港澳旅客學生台今起禁入境
台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昨宣布，今起除有商
務履約活動、跨國企業調動、持有居留證配偶及
未成年子女外，包括港澳學生在內的兩地人士，
均暫緩來台。措施實施前，桃園機場出現大批旅
客等候檢疫入境。

崔天凱讚李文亮 稱不知誰下令噤聲
中國駐美國大使崔天凱周日接受美媒訪問，談到
中國新冠肺炎疫情。當提到因公開疫情被訓誡的
醫生李文亮時，崔稱不知道誰要李「封口」，又
指對方身為醫生從具體個案產生警覺，但政府決
策要基於更可靠的證據及考慮更多。李文亮因率
先揭露疫情被公安訓誡，主持人問這做法是否錯
誤時，崔天凱指「不知是誰要讓他噤聲」，但強
調外界對病毒加深認知有一個過程，各方起初存
在不同看法或無法達成共識，李文亮可能更早發
現危險逼近，但一些人的反應則沒那麼快。崔天
凱又稱，中國新冠肺炎疫情仍未受控，原因是全
球科學家對病毒所知甚少。他不同意中方無視美
國伸出援手抗疫的說法，指中方正與世界衞生組
織協調安排各地專家訪華。

一周國際新聞

星期三

內地確診逾4.2萬宗 奪1016命
中央嚴令復工 企業爆疫免封
內地新冠肺炎疫情未見轉機，昨日超過四萬二
千宗確診，死亡破千宗，更嚴重打擊內地經
濟。隨着農曆新年長假結束，民眾在病毒陰霾
下復工。國家衞健委疾控局副局長賀青華直
指，復工後將對廣東、浙江、河南等地帶來龐
大流動人口，恐加劇疫情。另為免失業率上
升，北京市明言禁止商企拒取錄及解僱來自疫
情重災區應徵者及員工。
醒目狗揭水桶藏毒
台灣桃園市一名四十八歲趙姓男子，上周六將
毒品藏在其擺放於停車場內的水桶中，未料遭
鄰居的愛犬發現，牠更將其中一包安非他命(俗
稱「冰毒」)叼出棄置於車道。警方循着狗隻行
進方向追查，到場後埋伏，當場拘捕趙男，搜
獲兩包共廿一點六八克重的冰毒，他受審訊後
被依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罪嫌移送桃園地檢
署偵辦。
貧婦中巨彩誓讓前男友崩潰
南非約翰內斯堡一名來自貧困區的女子，日前
路過強力球彩票發售地點時，以身上僅有的五
南非蘭特（約二點五港元）買個希望，不料竟
獨得頭獎一億一千四百萬南非蘭特（約五千九
百萬港元）一夜脫貧，可以完成多年夢想及與
被迫分開的孩子們團聚，盡享天倫。她說：
「我急不及待想駕駛自己的汽車，向拋棄我們
母子的前男友示威，讓他崩潰。」

NEWS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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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兩位候選人很可能會被民主黨內的建制派短期

止他獲得名額的願望。可想而知，民主黨內若真存在這種

資，克羅布徹可能會是一個不錯的備選項。不過，克羅

下注（甚至已經被下注），以在超級周二之前對桑德

“有心人”，他們自然不會坐視這種情況發生。

布徹畢竟不比布塔朱吉，前兩場黨代會並沒能與桑德斯

斯進行限制。

那麼，這些“有心人士”的運作策略將會如何呢？依作者猜

並駕齊驅。她最後的“去留”，很大程度將取決於她能

要理解這種限制的意義，我們就要先對“超級周二”補

測，愛華達州大出風頭的布塔朱吉，就是他們可以利用的一

否在南卡和內華達的兩場黨代會繼續“冒頭”。

充一些詳細介紹。超級周二類似愛華達州黨代會，是美

枚好棋子。布塔朱吉雖然資歷不高，但勉強也算民主黨黨內

新罕布什爾黨代會後，第一批退選的民主黨初選候選人

國兩黨在長期的政治實踐中形成的一種傳統。具體來

人，比桑德斯還是親一些；與此同時，他太年輕，幾乎沒有

也已經產生。截至2月12日作者發稿時，這批候選人有

說，就是在三月的一個星期二，兩黨各在許多州和地區

根基，被抬得越高，就越需要聽抬他的人的話，是以方便大

三位：前馬薩諸塞州州長德瓦爾·帕特裡克（Deval

（通常為十幾個）召開黨代會。大量的黨代表名額會在

佬們控制。另外，作者上周也分析到，布塔朱吉就算“不小

Patrick），科羅拉多州參議員邁克爾·班內特

這一天被分配給初選候選人，因此超級周二通常會起到

心”真的被抬到了贏提名的高度，也可以作為“奇兵”，以

（Michael Bennet），以及我們關注的華人候選人楊

“定江山”的作用。想要贏提名，候選人們就必須首先

更加突破傳統的“出格”形像，去和特朗普較量一下；與此

安澤。前兩位都是相對邊緣、偏建制色彩的候選人，此

拿住超級周二。

同時，因為他根基比特朗普還淺，就算勝選了，民主黨內的

前的曝光度也不太高，應該說退出得沒有太多懸念。楊

本年度的超級周二是3月3日，緊接在二月的“首發四

各派系也不會太過介意。不過，這就是一步險棋了。作者的

安澤的退出，實際上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這是因為，他

州”之後。民主黨一邊，在超級周二召開黨代會的州份

猜測是，民主黨對布塔朱吉的投資，如果真的有，目前可能

的政綱，圍繞人工智能打造，雖然非常前衛，但是卻不

有14個：亞拉巴馬、阿肯色、加利福尼亞、科羅拉

還是以短期為導向的，主要目的是分走超級周二前桑德斯的

能從實際角度上，為他鋪平贏得選舉的道路。關注人工

多、緬因、馬薩諸塞、明尼蘇達、北卡羅萊納、俄克拉

風頭。超級周二後，如果布塔朱吉還可以用，就繼續投資；

智能帶來的失業問題的，普遍都是藍州的失業工人。紅

荷馬、田納西、得克薩斯、猶他、佛蒙特和弗吉尼亞；

如果不見得能繼續用，建制派可能就不再對他下注了。

州的失業工人，大部分不是因為人工智能失業，人工智

另外還有地區1個：美屬薩摩亞。這雖然不是史上規模

不過，話說回來，雖然作者有以上猜測，但布塔朱吉如果當

能目前也沒有在紅州的農牧業、工礦業內得到非常廣泛

最大的一次超級周二，但也不算小，同時也是首次有得

真被提名，作者對他最後當選並會不寄予很大期望。布塔朱

的應用。因此，楊的政綱，雖然非常務實，但卻和之前

州與加州兩大州同時參加，總共將分配的代表名額多達

吉雖然來自鏽帶紅州，但是他未必能以這種身份認同去影響

我們分析的知識分子華倫的短處落入了同一個窠臼：出

1344名，佔年末民主黨全國大會總代表數的近三分之

紅州選民，進而翻掉紅州。紅州社會普遍較為傳統，信任資

不去藍州，進不去紅州。也正是由於這一點，作者此前

一。由於超級周二的選情，將極受二月份的四州黨代會

歷，重家庭。這兩點對身為政界後輩、LGBT群體的布塔朱

在與友人的交流中，對楊進行了定調：歷史還沒走到讓

影響，如果在後續的南卡州、內華達州兩次黨代會中，

吉來說，都十分不利。

他登台的時候。

沒有另一位或幾位候選人可以拖住桑德斯，那麼到了超

克羅布徹則應該說與布塔朱吉類似。她目前並不如布塔朱吉

新罕布什爾黨代會至此已圓滿落幕。民主黨的下一場州

級周二日，桑德斯憑借影響力的優勢，就很可能能從一

亮眼，但她首先已經是一名聯邦參議員，在建制派眼裡，應

黨代會，將是22日（周六）舉行的內華達(Nevada) 黨

千三百多位的代表名額中，憑借支持率，相對其他候選

該說比布塔朱吉顯得穩健。其次，她的女性身份，作為弱勢

代會。作者屆時將同大家繼續關注2020年美國大選民

人搶出上百位代表名額的優勢。如果桑德斯做到了這一

群體的標簽，要比布塔朱吉的LGBT更容易讓普通人接受。

主黨的黨內初選，感謝各位讀者朋友的支持！

點，便很可能一舉斷送民主黨內一些人想通過運作，遏

因此，作者猜測，如果民主黨內可能存在的“有心人”想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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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NEW YEAR 2020

一所視華人如要好朋友的希臘餐廳

金 鼠 賀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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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惠顧餐廳之華人顧客，可獲免費甜品 (Baklava)，請知會服務員。

提供賀年派對及其他活動
宜時美食預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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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文魚)

* Pork Souvlaki

(希臘薄餅包豬柳)

* Greek Salad

(希臘沙律)

* Suckling Pig

(希臘式乳豬)

— 逢星期五至星期日晚市供應

來自美國的B ett y Chan
與餐廳東主Peter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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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吃固體食物：六個月大左右(2)
(Starting Solid Foods: Around 6 months)

適合寶寶的健康食物 (Healthy foods for baby)
寶寶開始吃各種食物之後，請在每餐飲食中包含《加拿大健康飲食指南》(Eating Well with Canada’s Food Guide) 中所提的 3 - 4 種食物群組。
寶寶可能很喜歡您家庭食用的許多相同健康食物。母乳對寶寶而言仍是重要的食物。

蔬菜和水果

穀類製品

蔬菜和水果可為寶寶提供許多維
生素。
為了協助寶寶從食物攝取鐵質，
請餵食富含維生素C的蔬菜和水
果，例如酪梨、綠花椰菜、奇異
果、芒果、甜椒和地瓜。
選擇新鮮、冷凍或未添加鹽或糖
的罐裝蔬菜及水 果。

試著磨碎硬質的水果，如
蘋果，使它們容易拈起及
嚼 碎。

全穀類是健康的選擇。
富含鐵質的寶寶穀類食品對寶寶
而言是重要的食 物。從單一穀
類寶寶穀類食品開始餵食，例如
，大麥、燕麥、稻米或小麥)。
如果寶寶準備好接受新口感，則
可嘗試餵食大麥、北非小米、稻
米、藜麥、煎餅和吐司條。

煮熟的小塊義大利麵，是
很方便的食物。

牛奶和替代食物
餵食原味優格(2.5% 牛奶脂肪或
更高)。可增添水果來為原味優
格增加甜味。
餵食起司，例如巧達或茅屋起
司。
在寶寶滿 9 - 12 個月時，
才能餵食 3.25% 牛奶。

肉類和替代食物
肉類及替代食物可提供鐵質。
肉類包含牛肉、雞肉、沒有骨頭
的魚肉、羊肉、豬肉、火雞肉和
新鮮肉類。
肉類替代食物包含黑豆、鷹嘴豆
、菜豆、小扁豆、裂莢豌豆、蛋
和豆腐。
魚肉是健康脂肪的理想來源。鯖
魚、鯡魚、虹鱒和鮭魚對您的寶
寶是理想選擇。

可將硬質起司磨碎或切成
方塊，方便寶寶食用。

將完全煮熟的雞蛋切成一
口大小。

隨寶寶成長和發展出更好的飲食技巧，改變食物的口感。
在寶寶滿一歲之前，千萬不要餵食寶寶蜂蜜 (即使已用巴斯德式殺菌法消毒) 或是包含蜂蜜的食物，因
為可能有肉毒桿菌中毒 (食物中毒) 的風險。

適合寶寶的飲料 (Drinks for baby)
寶寶唯一需要的飲料就是牛奶和水。

不建議自己製作寶寶穀類食品，因為這並不包含寶寶成長和發育所需
的鐵質。

牛奶 (Milk)
• 在寶寶 9 - 12 個月時，就能餵食寶寶 3.25% (均質) 牛奶。這時，寶寶
在大多數的餐飲中都應該包含富含鐵質的食物。
• 母乳可持續符合寶寶的牛奶需求。我們鼓勵持續餵母乳直到寶寶滿
2 歲之後。
• 從寶寶 6 - 12 個月，寶寶會慢慢減少飲用的牛奶量並吃更多固體食
物。在寶寶滿 1 歲時，寶寶應該每天喝 2 杯(500 毫升) 的牛奶。每天飲用的
牛奶不要超過 3 杯(750 毫升)。
水(Water)
如果您覺得寶寶口渴，則嘗試讓寶寶從開口杯啜飲幾口水。應該要讓
寶寶習慣水的味道，但不應該用水來取代牛奶。
果汁 (Juice)
寶寶不需要果汁。餵食寶寶蔬菜和水果，以代替果汁。如果您決定要
餵食果汁，請選擇 100% 的果汁並以開口杯餵食寶寶，以作為正餐的一部分
或點心。寶寶一天飲用的果汁不得超過 ½ 杯(125 毫升)。

不建議為寶寶提供的飲料 (Drinks not recommended for baby)
•

過敏 (Allergies)
在寶寶滿 6 個月之後，就可以餵食任何健康食物，但需以適當的口感
提供。研究顯示等候餵食特定食物只能延遲過敏，並無法確實防止過敏發
生。
食物過敏的可能跡象：
•

嘴巴周圍紅腫

•

身體長出疹子或蕁麻疹

•

嘔吐

•

腹瀉

•

胃痛

•

比平常更愛哭泣

這些症狀可能在吃進新食物之后立即發生，或是在幾天之後才發生。
某些症狀要更長的時間才發生，如長時間流鼻水、眼睛流淚或腫脹、或生
長遲緩。
如果您認為寶寶發生過敏，請停止餵食您認為造成寶寶過敏的食物。
向寶寶的醫師預約門診時間。

未經巴斯德式殺菌法消毒的牛奶或果汁對寶寶而言不安全。

• 對寶寶而言，低脂牛奶 (例如，2%、1% 和脫脂牛奶) 沒有足夠的脂
肪和能量。在寶寶滿 2 歲之前， 不建議提供這些牛奶。

如果寶寶發生下列過敏症狀，請立即撥打 9-1-1：
•

呼吸困難

• 在寶寶滿 2 歲之前，不應該使用豆漿和其他植物性飲料 (稻米、燕
麥、杏仁、椰子等) 來取代母乳或3.25% 牛奶。這些飲料沒有足夠的蛋白質
、能量和健康脂肪，以協助寶寶成長和發育。

•

無法吞嚥

•

舌頭或嘴巴腫脹

• 含氣飲料、果汁飲料、檸檬汁、維他命/風味水、運動飲料、咖啡
、茶或花草茶可能已增添糖或咖啡 因，所以不應給寶寶飲用。

如需詳細資訊： (For more information)
請參閱 餵食指南：開始吃固體食物 (Feeding Guide: Starting Solid Foods)
，其中會舉例說明餵食寶寶的食物和數量。

製作寶寶食品 (Making baby food)

請造訪healthyparentshealthychildren.ca 以取得餵食寶寶的詳細資訊。

自己製作的寶寶食品：
•

是簡單又健康的餵食方式

•

可讓您使用其餘家人正在食用的相同健康食物

•

可自行製作，而不增添鹽或糖

•

可使用簡單的廚房工具

食物安全資訊位於下列網址：
www.healthycanadians.gc.ca/eating-nutrition/index-eng.php，按一
下[食物安全] (Food safety)，然後「適合未滿 5 歲之兒童的食物安全資訊
」(Food safety information for children 5 years and under)。

(例如，叉子、馬鈴薯壓泥器、攪拌機或刨絲機) 輕鬆製作
•

將食物製作成最符合寶寶飲食技巧的口感

•

比購買現成寶寶食品的價格更便宜

•

教導寶寶享受其餘家人正在享用的相同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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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健康資訊位於 myhealth.alberta.ca
如需 24 小時全年全天候護理建議及一般健康資訊，請撥打 8-1-1 聯絡
Health Link。

Oriental Weekly February 13, 2020

卡城善樂社51周年誌慶
暨春節聯歡籌款晚宴
卡城善樂社於2月8日（星期六）假座卡城華埠富麗宮大酒樓舉辦
51周年誌慶暨春節聯歡籌款晚宴。當晚出席嘉賓超過500人，特
別嘉賓包括加拿大國會議員Michelle Rempel, Greg Mclean，
Jasraj Hallan, Jag Sahota, 亞省多位廳長及省議員，包括盤世寶
廳長 (Josephine Pon)，Leela Aheer, Richard Gotfried, Ric
McIver, Whitney Issik, Prasad Panda, Muhammad Yaseen,
Jason Copping, 中國駐卡城總領館陸旭總領事及王璟領事、卡
城市長南施 (Naheed Nenshi)、市議員朱文祥 (Sean Chu),
Jeromy Farkas, George Chahal, Ward Sutherland及Jyoti
Gondek；各大社團、機構代表、商界精英及各大贊助商，政商
雲集，嘉賓滿堂，令靜寂了近三星期的華埠熱鬧起來。
當晚大會開始時先由精武體育館醒獅揭開序幕，隨即唱頌加拿大
國歌，繼由善樂社主席John Dong致歡迎辭。隨後由多位特別嘉
賓先後致賀辭，省議員盤世寶更聯同一眾省議員代表省長致送紀
念品給善樂社主席。最後由善樂副主席Les Louis致謝辭。當晚
大會備有大批名貴物品作拍賣籌款之用，籌得極為可觀的善款數
目。當晚備有精彩娛興節目，更有幸運大抽獎。最後由現場樂隊
主持歌唱舞會至午夜才曲終人散。

卡城龍岡親義公所
拜祭劉昭烈帝聖祖
早春二月、寒風冰雪，龍岡大廈內溫暖如春，喜氣洋洋。卡城龍岡親義
公所於二月八日〔星期六〕中午十二時正在該公所禮堂虔備金猪、三牲酒
醴、糕點果品等祭品，舉行祭祖儀式歡慶先祖劉昭烈帝〔劉備〕寶誕。由中
文書記關振修主禮；劉惠燊主席和副主席關華灼、張天才、率眾理事宣讀先
主遺訓，向四先祖行三鞠躬禮，頌楊劉先祖〔劉備〕豐功偉續，發揚龍岡
忠、義、仁、勇，四姓一家親精神！是日有多位宗親宗誼、友好献上各式祭
品食物果品及好運海鮮大酒家東主張宗兄獻上炒粉、炒麵、炒飯。
隨後，由該公所婦女部主持雞尾酒會招待到場的劉、關、張、趙四
姓親誼及友好嘉賓。高朋滿座。適逢鼠年春節正月十五元宵節，大
家相互拜年！祝賀祝福喜慶及安康之聲常在！樂也融融、歡聲
笑語！直到下午二時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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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分類

Junevillage Facials & Cupping Therapy
艾美醫療美容、拔罐、艾灸

精油

刮痧 撥筋 排毒

 精油起痧、走罐通絡 $30起/半小時，艾灸
 G5 Cellutec減肥 $60 /一個半小時
 中西結合治療青春痘及淡斑

電話預約：587-834-0138
#19 - 1423 Centre St. NW (聯達二樓1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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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BUS: 403-277-1710

207 - 36 Ave. NE Calgary AB

Cell: 403-617-6500

425, 1925 - 18 Ave NE T2E 7T8

www.orientalweekly.net

周
報

為方便廣告客戶
現歡迎以信用咭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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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本林理事
法事組組員

輓

蔡巧真女士

尊夫

鄭 文誠先生 千古

高山仰止
卡 城 佛 學居 士 林 全 體 仝 仁

誠聘 Thai Express
位於市中心Suncor Center
BP House、Centennial Place 及 MarketMall
誠聘有經驗炒鑊、收銀、執碼兼學廚數名
有意者請 致電A m y 預約見 面

電話：403-540-0631
傳真：403-286-6628
Emal：chan_joyce@shaw.ca

Phone: 403-263-4434

通

Fax: 587-296-5030

告

一切資料絕對保密

˙省政府認證專員

此致

翻譯及公證：
◆

一切法律訴訟文件（民事、刑事、移民及司法事項）；◆ 駕駛執照、出生証、結婚証、離婚証或協議書，醫療診斷書；

◆

學歷文件；

◆

202B Centre Street S.E. Calgary AB T2G 2B6

敬希原諒

˙亞省法庭傳譯協會成員

單身證明公證；

YEE FONG TOY TONG BENEVOLENT SOCIETY

到時再次通知我堂員友好們。

˙加拿大聯邦政府註冊中、英、法文翻譯

◆

加拿大卡技利余風采堂

原本堂謹定於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二日星期
六舉行的春節聯歡會暨本堂成立一百周年紀念，
已延期到八月九日星期日舉行。

Joyce Chan

陳 桂 芳

仝 敬輓

產權証；

◆

資產買賣授權書；

◆

卡技利余風采堂理事會 啟
二零二零年二月八日

各項代書服務

宣誓聲明：正式文本認證，戶籍，平安書。

公民權益

卡城華人耆英會
｢公民權益服務小組｣拓展服務專欄

如需協助或有任何疑問，歡迎向耆英會外展部 (403)269-6122 查詢

2019年度報稅表格及項目更新
稅局已於1月21日公佈了2019年度報稅表格及指引，對比上
年度（2018）作了不少改動。
1. 報稅表格從4頁增加到8頁。包括將原第1頁的Step 1 Identification and other Information (個人資料填報) 和原第3頁的Step 3
Net Income (淨收入) 和 Step 4 Taxable Income (課稅收入) 各分拆為
兩頁。將原Schedule 1 Federal Tax (聯邦稅) 的內容納入報稅表第
6,7兩頁以取代Schedule 1。
2. 報 稅 表 欄 目 編 號 由 3 位 數 改 為 5 位 數 。 例 如 原 1 0 1 欄
Employment Income (受僱工作收入) 改為10100，餘此類推。
3. 由於亞省現屆政府已取消上屆省府的碳稅，聯邦政府已
直接向亞省收取碳稅，相應亞省省民原先收取的碳稅退稅亦從
2019年7月1日起改由聯邦政府發放。所以2019年度報稅表格新增
Schedule 14 Climate Action Incentive (氣候行動獎勵) 來計算退稅
。年滿18歲及以上的亞省省民，包括在2019年內在囚不超過90日
的曾入獄人士，均可獲退稅。單身人士可獲$444，已婚或同居家
庭可獲$666，每名未成年子女或合格受養人士可多得 $111。居
住於都市以外的社區者可多獲10%。報稅者記得填寫Schedule 14
及將算出的金額填入報稅表格第8頁45110欄內。此項退稅無收入
限制，貧富一視同仁。
4. 原 Schedule 6 Working Income Tax Benefit (工作收入福利)
改稱 Canada Workers Benefit ( 加拿大工人福利)。收入上限及補助
金額均有所提升，令更多人受惠。
5. 各項免稅額(Non-Refundable Tax Credit) 有所調高：
a. 個人免稅額 Basic Personal Amount 由 $11,809 加至$12,069。
b. 長者免稅額 Age Amount由 $7,333 加至$ 7,494。
c. 殘疾子女免稅額 Canada Caregiver Amount for Infirm

Children由 $2,182 加至 $ 2,230。
d. 工作免稅額 Canada Employment Amount由 $1,195 加至$
1,222。
e. 殘疾免稅額 Disability Amount由 $8,235 加至$ 8,416。
f. 醫療支出免稅額上限由 $2,302 加至$ 2,352。可申報藥用
大麻產品支出。
6. 聯邦稅率門檻提高，如15%稅率上限由 $46,605
$47,630。20.5%稅率上限由 $93,208 加至$95,259。

加至

7. 加拿大退休金額外供款 (Enhanced Canada Pension Plan) –
由2019年起，僱員可通過增加供款以換取未來更多退休金及增加
本年供款免稅額。
8. 加拿大培訓補助 (Canada Training Credit Limit) -由2019年
起1月起，合資格的接受培訓人士每年可累積最多$250 的補助，
一生的補助上限為 $ 5,000。由2020年報稅年度開始發放，金額
為當年培訓補助上限或培訓費用的50%，以較低者為準。
9. 從2019年3月19日起，首次置業人士通過購置家居計劃
(Home Buyers’ Plan) 從個人的免稅退休儲蓄戶口(RRSP) 提取上限由
$25,000 增至 $35,000。
2019年度報稅表格及指引可於稅局網頁下載。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forms-publications/tax-packages-years/general-income-tax-benefit-package/albert
a.html
讀者如需進一步查詢，請與本會公民權益關注組李姑娘聯絡
，電話403-269-6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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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嚴重的瘟疫
奇路迪雲

從古至今，人類遭遇了很多數的瘟疫，其中有些瘟疫特別嚴重，對人類後代的影響特
別大。人類在改進自身命運的同時，也加大了自己面對疾病的軟弱性。我們應當意識
到人類自身的力量是有局限的，應當牢記，我們越是取得勝利，越是把傳染病趕到人
類經驗的邊緣，就越是為災難性的傳染病掃清了道路。我們永遠難以逃脫生態系統的
局限。不管我們高興與否，我們都處在食物鏈之中，吃，也被吃。

01. 古羅馬“安東尼瘟疫”（164-180）
這場瘟疫是因為傳染而引起的。據史書描述得此傳染病的症狀為：劇烈腹瀉，嘔
吐，喉嚨腫痛，潰爛，高燒熱得燙手，手腳潰爛或是生了壞疽，感到難以忍受的口
渴，皮膚化膿。在近東打戰士兵回到羅馬帝國，帶來了天花和麻疹，傳染給了安東
尼的人們。傳染病奪走了兩位羅馬帝王的生命。第一位是維魯斯（Lucius
Verus），於169年染病而死，第二位是他的繼承人馬可 ·奧勒略 ·安東尼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做帝王做到公元180年，也因被傳染難逃厄運。
九年後瘟疫再次爆發。據羅馬史學家迪奧卡稱，當時羅馬一天就有2000人因染病而
死，相當於被傳染人數的四分之一。估計總死亡人數高達五百萬。在有些地方，瘟

疫造成總人口的三分之一死亡，大大削弱了羅馬兵力。瘟疫對羅馬帝國的社會和
政治也有著極大的影響，特別是對文學好藝術領域的影響。當時正處於伯羅奔尼
撒戰爭的第二年，正當雅典勝利垂手可得時。據說鼠疫由比雷埃夫斯傳入雅典，
比雷埃夫斯是雅典的港口城市，也是主要的食物和日用品來源地。斯巴達和地中
海東部一些地方也受到疾病的襲擊。此瘟疫曾於公元前429年和427年冬天兩次死
灰復燃。現代歷史學家不同意鼠疫是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失敗的原因的說
法。然而，人們普遍認為，戰爭的失敗為馬其頓的勝利鋪平了道路，最終，建立
了羅馬帝國。

02. 查士丁尼瘟疫（541-542）
查士丁尼瘟疫是指公元541到542年地中海世界爆發的第一次大規模鼠疫，它造成的
損失極為嚴重，對拜占庭帝國的破壞程度很深，其極高的死亡率使拜占庭帝國人口
下降明顯，勞動力和兵力銳減，正常生活秩序受到嚴重破壞，還產生了深遠的社會
負面後果，而且對拜占庭帝國、地中海、歐洲的歷史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公元
4世紀以後，曾經盛極一時的羅馬帝國漸漸分裂為東西兩部分。雄踞東部的拜占庭
帝國的歷代皇帝一向以羅馬帝國的正統繼承人自居，所以一直試圖收復失地，重新
統一羅馬帝國，再現往日的輝煌。到公元6世紀時，拜占庭帝國的皇帝查士丁尼決
定采取行動實現這一夢想。於是，查士丁尼於公元533年發動了對西地中海世界的
征服戰爭。然而就在他橫掃北非、征服意大利，即將重現羅馬帝國輝煌的時候，一
場空前規模的瘟疫卻不期而至，使東羅馬帝國的中興之夢變為泡影。公元541年，
鼠疫開始在東羅馬帝國屬地中的埃及爆發，接著便迅速傳播到了首都君士坦丁堡及
其它地區。當時出現了許多詭異恐怖的情景：當人們正在相互交談時，便不能自主
地開始搖晃，然後就倒在地上；人們買東西時，站在那兒談話或者數零錢時，死亡

也會不期而至。而最早感染鼠疫的是那些睡
在大街上的貧苦人，鼠疫最嚴重的時候，一
天就有5000到7000人，甚至上萬人不幸死
去。官員在極度恐懼中不得不向查士丁尼彙
報，死亡人數很快突破了23萬人，已經找不
到足夠的埋葬地，屍體不得不被堆在街上，
整個城市散發著屍臭味。查士丁尼自己也險
些感染瘟疫，在恐懼之中，他下令修建很多
巨大的能夠埋葬上萬具屍體的大墓，並以重金招募工人來挖坑掩埋死者，以阻斷
瘟疫的進一步擴散。於是，大量的屍體不論男女、貴賤和長幼，覆壓了近百層埋
葬在了一起。鼠疫使君士坦丁堡40%的城市的居民死亡。它還繼續肆虐了半個世
紀，直到1/4的羅馬人口死於鼠疫。這次鼠疫引起的飢荒和內亂，徹底粉碎了查士
丁尼的雄心，也使東羅馬帝國元氣大傷，走向崩潰。

03. 黑死病（1347-1351）
黑死病在人類歷史上是最致命的瘟疫之
一。普遍認為是由一種名為鼠疫的細菌造
成的。但最近有人認為是由其它一些疾病
引起的。關於鼠疫的起源在專家中引起了
廣泛的爭議。一些歷史學家認為黑死病開
始於十四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或中
亞。在隨後的數年內由商人和士兵攜帶到
俄羅斯南部克里米亞。在十四世紀四十年
代，流行病從克里米亞傳到西歐和北非。
黑死病造成全世界死亡人數高達7500萬，其中歐洲的死亡人數為2500萬到5000
萬。黑死病的一種症狀，就是患者的皮膚上會出現許多黑斑，所以這種特殊瘟疫被

人們叫做“黑死病”。對於那些感染上該病的患者來說，痛苦的死
去幾乎是無法避免的，沒有任何治愈的可能。引起瘟疫的病菌是由
藏在黑鼠皮毛內的蚤攜帶來的。在14世紀，黑鼠的數量很多。一旦
該病發生，便會迅速擴散。在1348~1350年間，總共有2500萬歐洲
人死於黑死病。但是，這次流行並沒有到此為止。以後的40年中，
它又一再發生。14世紀20年代當此瘟疫細菌再次爆發之前，它已經
在亞洲戈壁沙漠中潛伏了數百年，之後迅速隨老鼠身上的跳蚤中的
血液四處傳播，從中國沿著商隊貿易路線傳到中亞和土耳其，然後
由船舶帶到意大利，進入歐洲。歐洲密集的人口成了此疾病的火藥
筒。3年裡，黑死病蹂躪整個歐洲大陸，再傳播到俄羅斯，導致俄羅斯近三分之
一至一半的人口死亡。

04. 美洲瘟疫（16世紀）
歐洲人到來之前，美洲居住著400萬到500萬的原住民，其中大多數都在16世紀幾十年間死去，有歷史學家甚
至稱它為“人類史上最大的種族屠殺”。不過，奪取印第安人生命的最直接殺手不是歐洲人的槍炮，而是他們
所帶來的瘟疫。當哥倫布抵達新大陸時，歐洲人就已經經歷了多次致命傳染病的浩劫，也從中找到了治療一些
傳染病的方法。但是，美洲之前長期與歐亞非大陸隔離，印第安人也幾乎與這些疾病完全隔絕。歐洲人的疾病
隨著哥倫布的第一次美洲之旅後開始蔓延到新大陸。腮腺炎、麻疹、天花、霍亂、淋病和黃熱病等，這些早已
被歐洲人適應的疾病對印第安人來說卻極具殺傷力，因為他們的免疫系統幾乎缺乏抵抗力，尤其是麻疹和天
花。因此阿茲特克人等中美洲原住民即使擁有歐洲人攻不破的城牆，但卻被外來的瘟疫打敗。瘟疫摧毀了阿茲
特克。1521年，當墨西哥殖民者的軍隊開始圍攻墨西哥原住民阿茲特克人的堡壘時，他們遇到了頑強的抵
抗，進攻一次次被擊退。受到重創的西班牙人原以為阿茲特克人會趁機發動致命反擊，但是城堡裡的軍隊卻遲
遲不見有什麼動作。這給了西班牙人喘息的時間，8月21日，他們發動了新的攻勢，卻並沒有遇到任何反抗。
而城堡裡的情形讓他們自己也難以置信：死屍遍地，到處彌漫著腐屍的氣味，比西班牙軍隊更致命的力量已經
橫掃過這個城市，那就是瘟疫。實際上，歐洲傳染病的蔓延速度完全超過了殖民者向美洲大陸的推進速度，那些從海岸居民口中得知歐洲人到來的印第安人，多半也同
時被感染上了新的疾病。因此，當殖民者在16世紀20年代抵達智利時，這裡的印加文明已經遭遇上了天花的重創，整個王室幾乎都被瘟疫奪去了生命。而新的王位之爭
將整個國家一分為二，這才使得西班牙人有可乘之機。

05. 第三次鼠疫大流行（1885-1950s）
第三次鼠疫大流行是指1855年始於中國雲南省的一場重大鼠疫。這次世界性大流
行以傳播速度快、傳播範圍廣超過了前兩次而出名。這場鼠疫蔓延到所有有人居
住的大陸，先從雲南傳入貴州、廣州、香港、福州、廈門等地後，這些地方死亡
人數就達10萬多人。中國南方的鼠疫還迅速蔓延到印度，1900年傳到美國舊金
山，也波及到歐洲和非洲，在10 年期間就傳到77個港口的60多個國家。單在印度
和中國，就有超過1200萬人死於這場鼠疫。據世界衛生組織透露，這次大遊行一
直延延續到1959年，這時全世界因鼠疫而死亡的人數減少到了200個左右。這次流

行的特點是疫區多分布在沿海城市及其附近人口稠密的居民區，家養動物中也有
流行。幾乎所有的中外學者都一致認為第三次世界鼠疫大流行起源於雲南，並認
為雲南是一個古老的家鼠鼠疫疫源地，但又都斷言雲南不存在鼠疫自然疫源地，
並認為雲南的鼠疫是輸入性的。即從印度和緬甸直接或輾轉傳入的。然而，1974
年，雲南鼠疫工作者從雲南劍川縣的中華姬鼠中分離出鼠疫菌，證實了滇西存在
著鼠疫自然疫源地，學者們稱為滇西縱谷大絨鼠齊氏鼠疫源地，這為第三次鼠疫
大流行提供了進一步的的科學根據。

06. 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1918-1920）
是於1918年1月至1920年12月間爆發的全球性H1N1甲型流感疫潮，由一種稱為西
班牙型流行性感冒（英語：Spanish flu）引起的傳染病，曾經造成全世界5億人感
染，5千萬到1億人死亡，傳播範圍達到太平洋群島及北極地區；其全球平均致死
率為2.5%-5%（當時世界人口17億人），和一般流感的0.1%比較起來極為致命。
其名字由來並不是因為此流感從西班牙爆發，而是因為當時西班牙的疫情最為嚴
重（亦有指當時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參戰各國對傳媒有嚴格管制；只有中立國西班
牙能大肆報道，令時人錯覺當地疫情特別嚴重），8百萬人受感染，甚至包括西班
牙國王阿方索十三世，所以被稱為西班牙型流行性感冒。至於在西班牙則以著名

歌劇Naples Soldier為其命名，為人類歷史上最
致命的自然事件之一。一般流感通常死亡的是
幼童及老年人、或是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但
本次流行事件死者最多的卻是青壯年。現今的
研究將病毒株從死者的冷凍屍體中分離，顯示
本病毒致死的原因是因為引起細胞素風暴，導
致自體免疫系統過度反應。因此免疫力最強的
青壯年反而最容易引起強烈的免疫反應而死。

07.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2002-2003）
2002年，該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順德首發，並擴散至東南亞乃至全球，稱為SARS事件。嚴重急性呼
吸道症候群由世界衛生組織的義大利醫生卡爾婁·武爾班尼發現。他在越南研究該病毒時受到了感染，其
後於2003年3月在泰國不治殉職。研究指出，該病是由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冠狀病毒引起的，傳播途徑
包括由已被感染者所咳出的飛沫傳染，而整個傳染過程需要非常親密的接觸。SARS導致中國國內349人死
亡，香港299人死亡，包括多名醫護人員。此病平均導致7%至15%的患者死亡。世界衛生組織警告，該病
死亡率在未來有可能達到15%。不同年齡段中，24歲和以下人群死亡率為1%，25到44歲死亡率為6%，45
到64歲死亡率15%，65歲以上的死亡率則為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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