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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气之神—-艾                                                                                                                                                                                                              
 
知艾者福如东海海                           
善灸者寿⽐比南⼭山 

万病之源—-湿                                                                             
                                         “道医堂”喜迎新春活动 
寒湿暑湿⻛风湿湿热                  免费体验沙棘头疗排毒1次                            
湿邪不不除众症难愈                  周⼆二义诊 9:00AM-12:00PM 

                                            针 灸 推拿 排湿：25% OFF         

道医堂： 2341-B Broad Street     306-216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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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哥华最贵House估价飈至7580万 
年增1200万

　　卑诗物业估价局(BC Assessment)公布2017年全省的物业估价，加拿大瑜
伽服装零售商Lululemon创办人位于温哥华灰角路(Point Grey Ave.)的豪宅，再
度蝉联楼王宝座，最新估价逾7,580万元，较去年增值近1,200万元。
　　Lululemon创办人Chip Wilson的豪宅面积达1.57万平方呎，座拥无敌海
景。根据卑诗估价局的资料，该豪宅今年的估价再创新高，超过7,580万
元，仅一年间便增值了近1,200万元，急升18%。

楼王地税料达24万
　　该幢豪宅由2014年起稳佔大温的”楼王”宝座，当年的估价为5,420
万元，到2015年升至5,759万元，而去年则突破6,000万元关口，估价高达
6,387万元，今年再冲破7000万大关。若按照去年温哥华市的物业税税率计
算，Wilson今年将要缴付近24万元的税
款。
　　卑诗省排行第二的豪宅则位于温哥
华的贝尔蒙特路(Belmont Ave.)4707号，估
价由去年的5,700万元，增至今年的6,920
万元，升值21%。卑诗省的业主在今个
月内将会收到由估价局寄出的2017年物
业估价报告，业主亦可以即日起到估价
局的网站查阅相关资料，网址是evaluebc.
bcassessment.ca。
　　估价局上个月指，大温地区大部分
的物业估价，较去年上升了30%至50%，有个别业主更指估价上升了超过6
成，亦有屋主担心物业估价升至超过120万元，导致丧失领取业主自住补助
(Homeowner Grant) 的资格。

加拿大祭重税打压房价 
交易量大减 价格照样涨

　　面对房市涨风扩散，加拿大BC省年中宣布对外国投资人课徵15%交易
税，但到了10月，整体交易量虽大减，但房价仍持续上涨。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2016年夏季突然颁布规定，对在温哥华地区购
屋的外国人课徵15%税金，这让丹姆斯与波斯科洛普这对美国情侣突然面临
进退维谷的处境。他们签约在温哥华买了间房，并存入约3.8万美元的保证
金，政府公布新规定后麻烦来了，若不买就会被告违约，若要履约则要从退
休金账户中再额外挖出约11.3万美元来缴税。”我们几经思考后认为应该可
以挺过去，因此决定咬牙买下来，我们是基于两权相害取其轻。”

房价1年飙涨逾2成
　　这对情侣是因公司外派才来到加拿大工作，没想到却意外成为这波全
球各国打房的目标。光是在10月
之前的1年内，温哥华与多伦多
房价分别飙涨2成5与2成，加拿
大主管房市的中央机关10月份因
此发出强烈预警，指多伦多与温
哥华房市的涨风已扩散至全国其
他地区。与澳洲与英国等国家一
样，加拿大政府官员认为炒高房
价的主要祸首为外国投资客，尤
其是中国投资人。
　　为了打房，其实加拿大自
2008年以来已多次紧缩房贷规
定，2016年10月又宣布新规定，包括堵住外国买主资本利得税的漏洞与扩
大实施压力测试，确保新屋主承受得住利率上扬的风险。英属哥伦比亚省则
对非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的买方课徵15%的交易税，香港与新加坡多年前
也曾采用类似的规定。
　　英属哥伦比亚省政府明白表示，开徵此税的主要用意就是为了解决温哥
华房价过高的问题，此一政策上路后将可有效管控房市的需求。

一竿子打翻一船外国人
　　由于政府推出一系列的打房措施，因此，向外国人开徵交易税对冷却房
市的实际效果难以评估，以香港为例，2015年房市确实出现降温，但2016
年年中房价又开始上涨，迫使当局调涨大多数的房屋交易税。
　　根据报告显示，温哥华地区2016年10月的房市交易量较前一年同期大
跌近4成，但房价则持续上涨。另据加国政府一份官方资料发现，从2016年
6月10日到6月29日止，温哥华都会区已完成合约的房屋交易中买方为中国
人的件数共有234件，佔整体交投的5%，并居所有外国投资客之冠。
　　丹姆斯的东家是美国一家营建公司，1年多前公司将他外派，前往加拿
大掌管公司在当地的业务，他抱怨说：”我是经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拿工
作签证到加拿大，是来工作的，不是来炒房的，怎么能拿我与投资客相提并
论，加拿大政府这样做并不公平。”与丹姆斯相较，爱尔兰人英雷克与其
美国丈夫就好运多了，他们2016年初花了总价逾45万美元购买一间在温哥
华快乐山一带的房子，按照合约要到9月才会完成交易，但在卖方要求提前
下，最后赶在外国人买屋课税生效前3天完成，为英雷克省下近7万美元的
税金。英雷克说：”我们非常幸运，若是再晚一点，我们肯定会不买了，一
下子多出6.8万美元税金，根本拿不出来。”

大多伦多独立屋狂涨 
华人无奈为15岁子女买楼花

　　一些华人家长在子女还未成年已经计划协助上楼﹐不过﹐始料不及的是近
年屋价急升﹐以致打乱购买独立屋的大计﹐逼于无奈降格至共管柏文。有华裔
地产经纪称，他的客人大多数购买楼花。他说﹐一些客人入市﹐其实是为协助
15岁或16岁的子女置业。
　　这些年纪正是高中求学阶段﹐着手安排置业﹐一般人不禁觉得早了一些。
不过﹐以近年来大多伦多地区楼市表现来说﹐认为入市愈早愈好的﹐却也大不
乏人。这名地产经纪表示﹐这些家长买的是楼花﹐打算当子女完成学业﹐开始
投入社会后接手供楼。然而﹐过去的1年﹐屋价失控飈升﹐打乱部分父母代子女
买屋的计划。
　　今年以来﹐不论是新的还是旧的独立屋﹐平均价格增加了超过20万元﹐令
到一些父母大失预算。本年1月﹐大多伦多地区新独立屋平均售价约为98.6万﹐
但至上月份已经升破123万元﹐亦即增加24.5万。重售市场方面﹐独立屋的均价
由接近84.9万元激增至105.8万﹐也增加了几乎21万。
　　这名经纪说﹐一些父母原本打算为子女购买独立屋﹐但很多人都赶不及上
车﹐等了好一段日子﹐最终妥协﹐改变主意﹐购买共管柏文。
　　根据一些经济专家﹐负担能力恶化导致共管柏文市场升温。这名地产经纪
亦指出﹐近2个月来﹐他所处理的柏文成交增加﹐而且也有抢柯化的情况。
他说﹐目前多伦多市中心楼龄不逾5年的共管柏文﹐一般也会引来买家抢柯化。

政府出手强力干预 
2017年加拿大楼市真的要冷

　　自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经济分析师们几乎每一年都表示第二年房地产市场要
冷却。今年分析师们又一次预测，加拿大的楼市在2017年要冷。不过这次，分析师们
预测楼市要放缓的原因并非因为经济环境恶化，或是利率调涨，而是因为政府的强力
干预。
　　回顾2016年，加拿大联邦、省府乃至当地市政府等都介入了房地产市场。在联邦
层面，政府提高了购房首付的最低标准;要求对申请贷款者进行更严格的“压力测试”;
对加拿大房贷及住房管理机构的资产证券化项目，也作出一些小而重要的改动等。
　　在一些省份也有一些调控举措，例如BC省在今年开始针对外国买家额外收税。另
外，在联邦收紧了贷款政策之后，BC省和安省都作出了反应，希望帮首次购房者减轻
负担。在安省，首次购房者的土地转让税最高退税补贴被提高到4000元;在BC省，政府
对首次购房者提供了首付贷款免息的优惠。
　　另外，温哥华市长Gregor Roberston也引入了影响楼市的政策，从明年开始，市
政府将对空置房屋征收1%的税。
　　在这些政策调控下，许多房地产市场的分析师们预测，明年全国范围内的房屋销
量将减少，尤其BC省将出现明显下降，安省会出现疲软，而阿尔伯塔省及魁北克省可
能会有适度的回升。
　　同时，分析师们也认为，未来政府可能还会出台更多政策干预房地产市场，尤其
是他们更想要阻止人们所背的房贷的不断增长，这其中就少不了要调整楼市的状态，
因此政府很可能已经做好了准备，要在明年有所行动。

加拿大的超高房价 
中国人真的“功不可没”？

　　“外来投资者”这个词在加拿大一直是一个热门的话题点，今年更是被新
闻界评为最能制造新闻的话题点。尤其在过去的一年中，“来自中国的投资者
疯狂抢购温哥华房屋”、“由于中国人疯狂抢购房屋，导致温哥华房屋价格上
涨”等这样的新闻一直是新闻版面上的头条，因此更是引发了政府和民众们对
海外投资者的极度不满。今年8月，B.C.政府新政，在温哥华的海外人士在转卖
房屋时需付15%的土地转让费。10月，联邦政府关闭了允许非居民购买加拿大
住房的税法漏洞。(根据旧有税务规则，一直以来非居民，包括外国人在加拿大
购买的房屋，如果当做主要居住场所，那么卖房的时候可以豁免缴纳增值税，
但主要居住场所只能有一个物业。) 同月，各大银行也开始收紧贷款政策。

房价真的是海外投资者炒起来的吗?
　　苏富比国际地产(Sotheby's International Realty 
Canada)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布莱德·亨德森(Brad 
Henderson)表示，人们担心海外投资者会影响加拿大
房地产市场原因主要来自于本身可承受性的降低。亨德森
说，“房屋价格每个月都在升高， 似乎价格也越来
越高，这让很多买不起房的人很愤怒，而这时
人们需要一个点可以去发泄，而这个点就是外
国购买者。”
　　虽然目前并没有任何调查数据能显示出海外投资者对加拿大的房屋价格有
很大的影响，但是B.C省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征税政策对房市的打压起到了
一定的作用。根据加拿大抵押贷款和住房公司(Canada Mortgage and Housing 
Corp.)的报告显示，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2016年有2.3%的公寓房主为外
国人，这个比例在2015年是3.3%。在加拿大第三大城市温哥华，今年有2.2%
的公寓的房主是外国人，这个比例在2015年是3.5%。10月份，温哥华地区出售
的房屋中，仅有3%是出售给外国人的，远远低于7月份的13.2%。
　　在今年3月，联邦政府计划拨出50万预算给加拿大统计局, 用来收集海外买
家在加拿大购房数据，研究其对国内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专家表示，尽管外国
人房屋拥有权可能会因此有所上升，但不代表他们就会变成替罪羊，房屋价格
上涨的因素有很多。
　　CMHC大多伦多地区的高级市场分析师安德鲁·斯科特(Andrew Scott)也表
示说：“真的很难说房屋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同一时间里，有很
多因素的存在，虽然我不否认有海外投资者的原因，但是它不一定是主要的原
因。供求本就无法平衡，虽然B.C省的新政并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但是时间会
解决一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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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富2代与加国洋女同居产子 
拒付赡养费

留学富二代与洋女同居产子 回国隐瞒行踪皆要付赡养费
是缘是孽难分 法庭信男方有财力
　　中国富二代留学生刘明(M. Liu译音)，在加拿大留学期间结识一名西人少
女卡明(Alexandra Cumming)，其后同居超过一年，并诞下一子。两人后来分
手，刘明返回中国，再回加后对女方隐瞒行踪，他经常探望儿子，但没负担孩
子及女友的生活费，又不透露自己行踪，结果被女方告上法庭索瞻养费及孩子
的生活费。
　　34岁的刘明被女方将其财产「大起底」，指他留学时父母给他每月4,000元
花费，追求女方时不时送名牌手袋、珠宝首饰和时装，有时两人一晚就花掉几
百元，刘银行存款过万，但每月却只肯付270元给女方作为孩子的生活费。
　　女方卡明入禀法院表示，与刘明同居生下的个男孩叫刘卡明(A. Y. Liu-
Cumming)。与刘明分手后，她独力抚养孩子，故向法庭申请，要求刘明负孩
子的生活费用，包括她们母子俩的人寿保险、健康、看牙齿和医药费用。刘明
与卡明结识之后虽然没有结婚，但同居了至少1年时间。在两人热恋期间，刘经
常给女友送上名牌服装、手提包和珠宝首饰等，一晚上出去花费都有数百元。

探儿不负养儿责
　　在1年多之后，刘明与卡明分手并返回中国。过了半年之后，刘明又回到
加拿大，他不时地去探望儿子，但从来不给卡明留下自己的居住地址和电话号
码，只是通过互联网电邮来保持联繫。即便到后来刘明被卡明告上法庭之后，
他也不肯提供自己的地址，所有的通讯都交由他的律师来处理。
　　卡明曾经向刘明索要他的住址、目前在加拿大的身分、在读学校、收入情
况以及他的财务状况等，但刘明对此都置之不理。
　　安省高等法院受理卡明的民事诉状后，召集两方坐下商议，在第一次会议
之后，法庭判令刘明提供自己的住址和电话号码，说明当前的签证状况，在哪
个学校就读。此外，卡明可以为孩子申请护照，而且无需刘明的允许就可以带
着孩子出国旅行，但在出国之前，女方需要提前10天通知刘明，并说明旅行的
食宿情况。

行踪隐蔽只留电邮
　　法院后再邀集双方举行了善后会议，判令女方对孩子有单独的监护权。但
在关于孩子的教育、健康、生活和宗教信仰等问题上，女方要与刘明商讨，而
且如果孩子有什么较大的疾病问题，女方也要通知刘明。刘明的探视时间每周
只有周六的2个小时，但随着孩子的成长，探视时间可以加长。如果没有女方的
允许或法庭的命令，刘明不能把孩子带离安省。法庭判令还要求刘明提供他所
有收入状况的资料，包括他收到的礼物、贷款、奖学金或政府基金等的，都要
有银行帐户资料、证券和补助文件，无论是在加拿大境内还是境外。
　　结果刘明给女方发去一封电子邮件称，他作为学生没有收入，但每个月可
以给270元作为对女方的支持。同时，他还提出诸多更利于他探视艾登的要求。
女方想和刘明用电话联繫，但刘明提供的电话号码都无法使用。在后来的邮件
通讯中，女方发现刘明乾脆连律师都不再要，对法庭的传票和通知也是採取不
闻不问的态度。安省高院最后判定，女方对孩子有单独的监护权，刘明只有在
获得女方的允许之下才能去探视儿子。

年入逾6万 法庭觉靠谱
　　刘明没有提供自己的收入状况，而女方则声称，刘明的父母每年提供的
金钱数量大概在4.6万元左右，加上其他的收入，刘明每年大概有6.1万元的收
入。对于这个数字，法庭方面认为相当可信而予以採纳。
　　相反，独自抚养A.Y.的卡明，不但坚持上学，还拿到了本科学位，开始以
ESL教师身分全职给人上课。卡明的父母以及她现在的男友，都一直在帮补她。
在此基础上，法庭判令刘明每月要支付儿童赡养费563元，支付20714元作为
A.Y.的日託费用，支付2012年5月前女方赡养费2.7288万元，此外，刘明还要支
付5万元作为对女方的补偿。

就是这羣人 不负养子责 拒付赡养费 安省18万宗
　　男女结婚或同居，之后分手，即使法庭已经判决离异的一方要承担另一方
的赡养费，但还是有许多人「扮失踪」、不愿意支付这笔费用。安省政府採取
的办法，就是将这些不愿支付赡养费的人的照片放到网络上「展览」，但这个
方法对于那些不在意自己名声的人并无效果。据统计指出，加拿大目前离异伴

侣拒 绝支付赡养费的总额，已经达到37亿元。
　　由安省社区和社会服务厅(Ministry of Community 
and Social Services)设立的「好父母给钱」网站
(goodparentspay.com)上，就贴满了那些拒绝支付子

女赡养费的赖帐父母照片。安省政府在2007年推出
这个网站的时候便信誓旦旦地宣称，对于无视法庭
判令，拒绝支付赡养费的父母，省府会一追到底，

让孩子得到应有的支持。在这个网站上，展示了赖
帐父母的姓名、照片、外形特徵、最后的已知住址

以及此人的职业。
　　看到这个网站的市民，如果知道其中某个人的下落，可以匿名向网站提供
赖帐者的最新信息。根据网站在2016年11月30日所做的最近一次更新，目前有
47人的「尊容」被摆上了网，而且全部都是男士。负责「展览」工作的安省家
庭责任办公室(Ontario Family Responsibility Office)目前有超过18万宗赖帐父
母案在手，所欠的赡养费总额达10亿元。
　　由于赖帐父母太多，一个上述网站不能一次性贴出，只有轮流张贴，每人
张贴3个月左右，要想让自己的照片尽快拿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去交赡
养费。除此之外，办公室还可以直接到赖帐人的银行帐户上提取相应的金额;如
果赖帐人从政府获得补助，补助的金额也会有折扣;赖帐人的信用纪录会受损;吊
销赖帐者的驾照;吊销护照;没收赖帐者的物业并强制卖掉;没收中彩票的所得等
等。责任办公室每年收取的赖帐款将近6.5亿元。
　　但即便如此，安省内的赖帐父母所欠的赡养费总额还是高达10亿元以上，
而全国赖帐父母所欠的赡养费总额约37亿元。

我的新邻居JANE：
单身母亲与冤家儿女

　　我家搬到这个小城市的第一天，我就遇到了她，一个看上去友好善良的中年女
子。她家就在离我家不远处，我们一见如故。还没搞清对方姓什名谁，女子就热情
的把我请进她家去，泡上热茶，拿出小吃，坐下开聊。两个钟头一下子就被我们聊
没了。本来已经互报自己及所有家人的中英文姓名了的，起身离开时，也全给聊没
了。
　　第二天，有人敲门，是她，那个中年女邻居。她说自己一个人在家，买了只大
西瓜，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吃完，所以，拿半只来请我们帮帮忙。“这个忙好玩，我
帮定了。”我哈哈笑着把她请进了自己的新家。这次我们聪明了许多，先弄来纸
笔，把对方及家人姓名、电话、QQ、微信都一一记下了再开聊。终于知道了，她叫
JANE，离异，自己一人养大了两个孩子。儿子大四了，女儿大一。JANE从手机上
点出儿子和女儿的高中毕业照来让我看，两个孩子看上去都一脸阳光，可爱至极。
　　第三天晚上十点多，我在楼下边看书边等和同学出去玩还没回来的孩子。有人
敲门。打开门一看，是JANE， 问我能否带她去一趟麦当劳，我一脸的为难。我有
轻微的夜盲，晚上别说开车，就是坐车也头晕的。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我是轻易不
会在晚上开车出门的。加上新来乍到，连这个社区我都还没熟悉，更不知道麦当劳
在哪里了。由于连日装修和搬家，先生累得早早的溜床上打呼噜去了。我也不忍心
把他叫醒帮忙。没搞懂JANE到底为何这么晚要去麦当劳，听她的意思，像是她欠
了麦当劳的钱，必须去还，还是怎么著。总之，母语是广东话的她，操着蹩脚的
国语，急得根本就没法表达清楚。她没车，英语又不行，这个忙看来我是非帮不可
了。就问她知不知道怎么走。JANE一看我愿意开车送她去，乐得一个劲的点点头，
连声说，知道，知道，很近的，很近的。在JANE的指引下，我以每小时三十公里左
右的速度，终于把她安全送到离家最近的麦当劳去。店家正准备关门，JANE飞快
的冲过去，叽里呱啦的跟人家说著只有她自己才明白的英文。我也急匆匆的冲了过
去，进了麦当劳，才明白原来她是来给儿子买晚餐的。
　　我直接把JANE送回到她家门口。发现她家车库外停着车，她儿子在家，而且
他有车，而JANE为什么要来让我带她去给儿子买晚餐呢？我一直不解。过了很
久，JANE才告诉我，那晚儿子送女儿回学校去了，回来时发现JANE没给他做晚餐
大发脾气，警告她如果不马上去给他买份麦当劳回来，他以后都不会回家了。我听
后愕然，从来不知道小孩子可以这么向母亲发脾气的。
宠孩子到底好不好？
　　过了几个星期，JANE打来电话，让我带她去菜市。我刚刚才从菜市回来，但想
到她没车，菜市又远，公共汽车又不方便，便欣然的答应了。我把车直接开到她家
门口去接她时，却发现她儿子的车在。问她为何不让儿子带她去买菜。她说，儿子
从来不喜欢去菜市的。我强忍不悦，还是带她去买菜了，但在路上，还是忍不住劝
她，可不能这样子去宠孩子。
　　等我们大包小包的把东西买回来，我说，JANE， 把儿子女儿都叫出来帮你搬
东西吧，东西太多太重了。JANE说，不用啦，我自己搬就行了，这些活从来都是
我自己做的。看着那一箱水、两箱可乐、一袋米、一只西瓜、一大堆清洁用品以及
瓜果蔬菜，我没打开车门，而是再次让JANE回家去，请儿子女儿来帮她搬。犟不过
我，JANE打开家门，叫儿子女儿出来帮忙。我看着两个都大概一米六、七的影子到
门口轮流晃了一下，转身就回屋去了，一个都没出来。气得打开车门，把JANE的东
西从车内一一扛出来，放到路边，开车呼的走了。
　　上星期六，本想着不用上班，好好的睡个懒觉，可是，还没到八点就被清脆的
电话铃声吵醒了。眯着眼，爬起床，抓起电话，原来是JANE。说儿子的车坏了，
今天送去给人修。儿子说把车送去后不知怎么回来，JANE让他坐公交车回来，儿子
说那太麻烦了，自己不要坐公交车，让JANE找朋友去把他接回来。我说了声对不起
了，JANE，我今天有事情，你儿子都二十四啦，让他自己想办法吧。窝着一肚子的
气，蒙头继续大睡去了。
　　后来与别的朋友说起JANE，出乎意料的是，居然有好几位朋友说，做父母的怎
么宠孩子都不为过的，可以理解。我却还是理解不了。现在，如果纯属JANE的事，
我都会竭尽全力去帮她，但如果是她儿子女儿耍无赖，我是坚决拒绝帮忙了。

有罪释放：是不是只有加拿大才会发生？
　　移居加拿大十余载，不免发现许多奇闻怪事，其中之一就是“有罪释放”。
话说安大略省有位翻斗车司机酒驾，迷糊之中他老兄竟忘记放下翻斗车的车斗，一路
高扬直至车斗撞上一座桥梁。事发后，警察对老兄进行酒精测试，结果发现体内酒精
含量几乎是正常值的3倍。看来这犯罪事实自是铁板钉钉无疑。岂料法庭之上，法官大
人却宣布警方指控无效，酒驾不成立，酒驾司机无罪释放。原来，警方没有按规定在3
小时内对司机进行酒精测试，而是5小时后才进行测试。因此，法官宣布警方的测试结
果完全非法，司机酒驾一罪不成立。
　　无独有偶，近来加拿大边关官员呈堂证供，指控一位犯罪嫌疑人携带毒品，竟也
遭法官驳回，犯罪嫌疑人脱罪而去。事情发生在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当时边关官
员发现一位从牙买加返回的乘客神情举止有异，经过盘问，对方对携带毒品罪供认不
讳，承认吞下了大约半公斤可卡因胶囊，价值一千五到两千六加币，随后被带到医院
排泄处理。法庭之上，法官指出，边关官员的某些证词与事实不符，关键问题上的说
辞变来变去，比如边关官员声称询问了犯罪嫌疑人39分钟，实际上仅仅询问了不到5分
钟。看过录像后，法官认为：因为对方是通关队伍里唯一的年轻黑人，边关官员仅做
短暂问话后就把其叫到一边搜查，实有种族歧视之嫌。
　　法官认定，边关官员的所作所为不符法律规定，从队伍里叫出犯罪嫌疑人时缺乏
足够的证据，完全无视犯罪嫌疑人所拥有的宪法权益。所以尽管犯罪嫌疑人携带“满肚
子”毒品入关事实成立，但法庭不予采纳有关物证。法官特别强调，尽管机场为缉毒要
地，政府为严禁毒品入关，有时难免要牺牲个人隐私，但机场也要尊重宪法保障的人
权。从小到大，我们一直明白一个道理：有罪惩罚，无罪释放。没想到了到了国外却
变了，原告明明有罪，却因控方执法时没有尊重原告人权或者没有通过合法手段收集
证据，因而脱罪走人。以上两个案例，反映了西方依法执法尊重人权的理念。西方不
能再回到当年美国西部无法无天的乱象，执法方执法时不能为所欲为，侵犯人权。然
而，执法方执法有误，不等于犯罪嫌疑人没有犯法，不能抹去犯罪事实。法官撤销对
酒驾司机的指控，原因在于警察没有及时对司机进行酒精测试，但这不等于司机没有
酒驾，而且5小时后都体内酒精含量超标近3倍，3小时之内岂不是酒精含量更高？谁知
道被无罪释放后司机会不会再次酒驾？谁知道由醉驾造成的交通拥堵会给多少人带来
不便？谁知道他下次撞上的是钢筋混凝土桥梁还是肉身？法官无罪释放携毒入关的黑
人青年，因为边关官员执法时有种族歧视之嫌，但这不等于携毒事实不成立呀。
　　其实，“无罪释放”的做法在加拿大民众中也不无争议。更有意思的是，那位酒驾的
司机最近又因醉驾被警方捉了个现行。法律和人权，孰轻孰重？我越想越想不清楚，
看来再想下去，今夜那片“安定”恐怕也难伴我入眠，这里只好把问题留给智慧的读者判
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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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独检组提请批捕涉黑名单
案前幕僚长和文体部长

　　韩国总统“亲信干政”案件独立检察组1月18
日以涉嫌滥用职权和妨碍行使权力等，对涉文艺界
黑名单案的青瓦台前秘书室长金淇春和文化体育观
光部长赵允旋提请批捕。
　　韩联社18日称，金淇春被怀疑在任内统筹指挥
黑名单的制定、管理和实施，赵允旋则涉嫌在总统
府担任政务首秘期间参与制定黑名单。
　　韩国文艺界黑名单旨在将被拉黑的1万多名所谓
左翼人士排除在政府补助范围外。独检组认为，在
金淇春和赵允旋的指示下，青瓦台政务首席秘书室
制定黑名单，后由教育文化首席秘书室下达文化体
育观光部付诸实施。

日公布新公文书馆报告草案 
将展示日本宣布投降诏书原件

　　为讨论新国立公文书馆基本构想，日本政府18
日在内阁府召开专家会议工作组联席会议，提出了
写有新公文书馆规模和设备的报告草案。核心内容
是将日本国宪法和1945年昭和天皇签署的“终战诏
书”(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诏书)原件进行“象征展
示”。草案中还明确写道“将负起对日本历史的说
明责任，提供亲近及学习的机会”。
　　据日本共同社1月18日报道，作为专家会议将在
3月底前汇总正式的报告，日本政府将向拥有建设预
定地的众院提交。之后经过众院议院运营委员会小
委员会的讨论，在2017年3月底前制定基本计划。
　　目前的公文书馆无
法对展览室的温度和湿
度进行严格管理，终战
诏书等文件仅展示复制
品。在新公文书馆中，
作为象征国家历史的宝
贵史料，人们可一睹实
物的真容。
　　新公文书馆总占地面积为4.2万至5万平米，相
当于目前的3到4倍。其中展示区域为2250平米，为
目前的五倍以上。预计会有儿童和学生前来参观，
将通过虚拟现实方式浅显易懂地介绍展品制成时发
生的事情和时代背景。
　　书库为1.59万至2.35万平米，可容纳长达数十
年的文件。草案还写道将新建最多可容纳300人的大
厅，此外设立专职管理档案的“档案管理员”官方
认证资格制度也在“考虑之中”。
　　“终战诏书”又称“停战诏书”，是日本昭和
天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签署表示接受美、英、
中、苏四国在波茨坦会议上发表的《波茨坦公告》
，同意无条件投降的诏书。这被看作是日本正式接
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投降的预兆。“终战诏
书”是在1945年8月14日由昭和天皇亲自宣读并录
音，8月15日通过日本放送协会正式对外广播。这是
日本天皇的声音首次向日本公众播出，又称“玉音
放送”。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日本究竟是投降还
是终止战争都在日本是一个受争议的话题。此外由
于各种原因，反法西斯同盟国4大国家均接受了“终
战诏书”，并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制。

韩媒：朝鲜新造2枚新型车载洲际导弹 
发射已就绪

　　韩联社1月19日报道称，据韩国多位高官及韩美
军事外交界透露，朝鲜近期制造了2枚新型弹道导
弹。据韩美两国研判，这2枚车载导弹就是金正恩在
新年贺词中说的准
备试射的导弹。目
前导弹已进入发射
就绪状态，发射时
间早于预期的可能
性变高。
　　有分析称，该
导弹采用二级火箭
设计，长不超过15
米，短于KN-08及其
改进型。韩国官员解释说，朝鲜此时秀出导弹意在
预告试射，向即将上台的特朗普释放战略信号。该
导弹被发现的具体时间应在美国将海基X波段雷达从
夏威夷紧急调往西太平洋的9日左右。
　　军事专家认为，该导弹采用朝鲜2016年4月曝光
试验场面的新型洲际导弹大功率发动机。韩国庆南
大学远东问题研究所教授金东烨指出，朝鲜可能将
上述3-4台液体燃料发动机捆绑后作为一级助推器，
朝鲜试射时将只点燃一级助推器，其飞行距离不会
达到洲际导弹的射程下限(5500公里)，但仍会称试射
成功。

美首次在海外部署F-35战机 
加强日美同盟遏制力

　　 当地时间本月18日傍晚，美海军陆战队的最
新型隐形战机“F-35”飞抵部署地岩国基地(位于
日本山口县岩国市)。这是美国重视亚洲的“再平
衡”战略内容之一，为美军首次在海外部署。
　　7月以后，厚木基地(位于日本神奈川县)的核
动力航母“罗纳德·里根”号的约60架舰载机也将
陆续转移至岩国基地，军事基地化将得到进一步
推进。
　　据日本政府和美军等介绍，部署岩国基地的
F-35总架数是可垂直起降的16架。除了不易被敌
方雷达捕捉的隐形性能
外，还具备可探知弹
道导弹发射的高性能
雷达。
　　对此，日本防卫相
稻田朋美18日表示：“
美国最现代的高端能
力部署到我国将加强
日美同盟的遏制力，有利于日本与亚太地区的稳
定。”
　　据悉，美海军陆战队版的F-35是FA-18战斗攻
击机和AV-8鹞式垂直起降攻击机的后续机型，此
次部署10架，另外6架将于8月飞抵岩国。预计将
作为或于今秋部署在美海军佐世保基地(位于长崎
县佐世保市)的“黄蜂”号两栖攻击舰的舰载机使
用。
　　岩国市市长福田良彦在F-35飞抵后向媒体
称：“已要求基地司令展开不影响居民生活的运
用。”山口县知事村冈嗣政也表示：“会努力掌
握部署后的噪音及运用的情况。”
　　此次10架F-35于1月上旬从美国西部的亚利桑
那州基地出发，经停阿拉斯加州的基地。当地时
间18日下午5点半左右，飞在前头的两架在岩国降
落。
　　一架F-35曾于去年10月在美国国内飞行过程
中起火，美国海军安全中心将其作为最严重的“A
级”事故记录在案。村冈、福田一度保留了同意
部署的决定，此后听取防卫省有关事故原因和防
止再次发生的措施后，12月表示同意部署。
　　航母舰载机的转移是基于日美两国政府2006
年达成协议的驻日美军整编计划而实施。2014年
夏季依照该整编计划，普天间机场(冲绳县宜野湾
市)的15架KC-130空中加油机转移到岩国基地。该
基地目前部署有60至70架美军飞机。
　　据了解，F-35战机是不易被敌方雷达捕捉的
隐形性能优异的最新型战机，被称为“第五代战
机”。开发主体是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日本政府2011年决定购置42架F-35作为下一
代主力战机。2013年还决定由日企参与部分引擎
和雷达零部件的制造。美国政府正构思在全球运
用F-35，把机体维修基地放在北美、欧洲和亚太
地区，已表示准备最晚到2018年初期在日本设
置。

日媒：日本自卫队将实施设想
台海两岸冲突演习

　　日本陆海空自卫队将于1月下旬实施设想中国
大陆与台湾发生军事冲突的演习。据日本共同社18
日消息，演习将检验部
队在安全保障相关法新
设的对日本和平与安全
造成重要影响的“重要
影响事态”发生时的应
对。
　　报道称，演习并不
实际调动部队，而是以
桌面演练的形式实施。
演习设想包括出动驻日美军，但由于美军此次以观
察员身份参加，因此将由自卫队代为演示美军的运
用。日本防卫省希望通过实施大规模演习，尽快确
保安保法的实效性。
　　据相关人士称，演习将于1月23至27日实施，
设想从无突发事态的平时开始逐步提升危机程度，
直到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冲突导致发生“重要影响事
态”。
　　关于设想发生“重要影响事态”的训练，自卫
队与美军去年11月在冲绳本岛周边海域实施了自卫
队员搜救坠落的美军机机组人员的联合训练。此次
的演习则更进一步，是设想中国大陆与台湾发生突
发事件。
　　共同社还称，此次演习的基本内容在特朗普当
选前已经确定。

美候任商务部长称关税
将成贸易谈判手段之一

　　美国候任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18日在
美国会参议院举行的提名听证会上表示，关税
将成为美国未来与他国进行贸易谈判的手段之
一，也将成为美国惩罚违反贸易规则的国家的
工具。
　　罗斯当天在出席美国会参议院商务、科学
和运输委员会举行的提名听证会上做出上述表
态。
　　罗斯表示，他是一个鼓励对外贸易的人，
但他认为美国的对外贸易不能伤害美国制造业
工人的利益。他认为，对于那些不尊重贸易规
则的国家，美国要进行严厉
的惩罚。
　　罗斯称，如果他的提名
获得通过，他将想方设法扩
大美国的出口，削减贸易逆
差，吸引更多的外国企业赴
美投资。他认为，如果特朗
普政府的经济计划能够顺利实施，美国经济未
来的增速有望达到3%。
　　对于贸易谈判，罗斯表示，他赞同特朗普
的观点，即双边贸易协定的效用大于多边贸易
协定。他表示，双边贸易协定更便捷高效，而
多边贸易谈判则需要做出很大让步，“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便是一个例证。
　　现年79岁的罗斯是美国知名投资人和银行
家，在收购破产企业方面有丰富经验。据美国
《福布斯》杂志估计，罗斯的个人净资产超过
20亿美元。
　　罗斯是特朗普的长期合伙人，也是其竞选
期间的核心经济顾问之一，为特朗普在企业税
率改革、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及贸易政策等问题
上出谋划策。

CIA网上公布海量解密文件 
涉UFO记录等所有阴谋论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1月19日报道，美国中央
情报局在网上公开约1300万页解密文件，这些文件
内容涉及所有阴谋论话题，包括UFO目击记录。
　　报道称，解密文件内容包括UFO的目击记录和“
星际之门计划”的心理遥测实验等阴谋论话题的相关
内容。
　　此次公布因为要
求信息公开透明人士
的长期努力和一项对
CIA的相关诉讼。全
套文档包括将近80万
份文件。而这些文档
此前只能在马里兰州的国家档案馆才能查阅。
　　报道还称，文档内容还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基辛
格的相关文件和千百页情报机构和科研部门的相关
资料。

墨西哥校园枪击事件致１死４伤

　　1月18日，在墨西哥新莱昂州蒙特雷，人们聚集在
发生枪击事件的学校外。据墨西哥媒体18日报道，墨
西哥北部一校园当天发生枪击事件，导致至少3人受
伤。 新华社发
　　新华社墨西哥城１月１８日电 （记者倪瑞捷）墨
西哥新莱昂州首府蒙特雷市一所学校１８日发生枪击
事件，一名学生向一名教师和３名同学开枪后自杀。
　　墨西哥媒体根据该校视频监控报道说，一名学生
在上课期间突然拿出手枪朝前排一名学生开枪，接着
向一名教师和另外两名学生开枪，随后举枪自杀。
　　新莱昂州政府当天发布声明说，袭击者是一名１
５岁学生，开枪自杀后被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
亡。一名２４岁教师和两名１４岁学生头部中弹，伤
势严重，另有一名１５岁学生手臂受伤。
　　媒体报道说，开枪的学生疑似患有抑郁症，正在
接受心理治疗。
　　这是墨西哥３天内发生的第三起枪击事件。１６
日，墨西哥旅游胜地普拉亚－德卡门一家夜店外发生
枪击事件，造成至少５人死亡、１２人受伤。１７
日，墨西哥坎昆市的一个检察院发生枪击事件，造成
包括一名袭击者在内的３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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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自己人生的导演
　　风雨兼程人生路，那些狂放不羁、目中无人、兴高采烈、义愤填膺、多愁
善感的人生百态终究只是曾经沧海，它们不是为了让我们沿着某些人的足迹，
也不是为了让我们去模仿一些人，它是在让我们成为一个真实的自己、一个独
一无二的自己，让我们成为一个曾经沧海的编剧、一个人生百态的导演，演绎
属于自己的轨迹，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
它可以一直被模仿，但是始终不会被超越。

这是一篇中学作文的题目：
　　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人，是被别人安排着过完一生的。他被安排着学哪门技
术，被安排着进哪所学校，被安排着在哪个单位上班……可他却从来没有真正
为自己安排过一件事情。人在这时候，最需要一只凳子。你站上去才会发现，
你还有许多没有被挖掘出来的才能和智慧。这只凳子，就是突然闯进你心中的
一个想法，一个念头。假如没有这只凳子，你永远看不到梦想，更别说拥有
它。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标题自拟，不要脱离材料内容及
含意的范围作文，不要套作，不得
抄袭，不少于800字。
……一名中学生作了一篇名为《做
自己人生的导演》的文章，得了满
分，他的开篇语是：有人说：人生
就是一出剧，有的人一生被别人导
演，有的人导演了自己的一生。
……
　　小时候，当看到电视上英姿飒
爽的许文强和义薄云天的小马哥，
多么想能够成为其中之一，像电影
和电视剧中的主角一样，做一个
顶天立地、侠肝义胆的英雄。后来，当看到书中雄才大略的曹操和经国匡世的
张居正，多么想有朝一日可以像他们一样，要么策马扬鞭驰骋疆场建功立业，
要么运筹帷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原以为自己的人生也可以像电影中导演的主
角和史官撰写的历史人物一样，能够奇遇不断、成就传奇，等回到现实中才发
现，自己顶多只是一个在电视剧里能够活两集的角色，那些建功立业更显得遥
不可及，终于清醒的明白，无论是电影、电视剧，还是历史故事都只能看看、
想想而已。
当条件不允许，某些理想不能够实现的情况下，往往将它们寄托于一些虚幻的
世界里，例如看电影、看历史书。
……我喜欢看电影，看电影中导演如何决定主角在120分钟内的故事。
我喜欢看历史，看历史人物如何演绎自己那名垂青史的一生。
但是，却不知道如何导演好自己这几十年的人生电影、做好这部电影中的主
角。至少现在看来，这部关于狮子的电影没有编好，没有导好，也没有演好。
有时候是因为不知道剧本该如何写，有时候是因为不知道该如何入场，有时候
是因为不知道该如何演，总之，这部已经杀青的电影，还没有面世已经注定了
没有市场，因为它既不可能叫好，也不可能叫座。
　　但是，一切还没有结束，因为我们买的是一张连场电影票，这一场既没有
好的开始，也没有好的过程和结束，却还有机会。
错过可能意味着新生，结束同样意味着新的开始。
　　虽然编剧、导演、主角等不变，但剧本、场景、故事等被重新定义，一场
新的电影正在拉开帷幕……

原班人马、倾心巨制、全新演绎、敬请期待。

关于困惑
　　很喜欢平静只是太闲了些，自己没能在这些时间里做些事情，自然有些不
安，所谓喜欢并不是有益自我成长的，有益的事情总需要时间的淬炼，进步本
来就是一件无聊的事情，付出更多娱乐和发呆的日子，转而奔赴单调。失去了
任意挥霍时间的机会，觉得人生少了趣味，但那也是应付出的，理所应当。其
实明明知道生活并不安逸，可是隐瞒着改变对未知恐惧并不是一件好事，看起
来的安逸，往往潜藏着危机。
　　时间可以决定什么，只能让生活继续发生下去，也可以证明自己的决定对
错，在过了长时间学习之后，强大的只是现实中不可改变的事物，让自己总有
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恰似可以证明一些被现实压迫后自知的力量。如今的生
活早就不是当年的样子，成长意味着选择了自己独特道路，更加明确自己的样
子，生活也许本来就应该如此，就应该和我们预想到的不一样。因为不能理解
自己的处境反而觉得社会有所不公，也算是种一厢情愿的推脱责任，并不是什
么明智之选，这种不安全的因素早就被某些有学问的人所察觉，著书议论，当
看到这些时，才明白自己总是生活在别人的影子下，未曾成长，自己可以想到
的几乎都可以找到相关书籍，并且更为丰富全面，看来能够了解和学习的也有
别人的理论，于是我开始怀疑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确，书中看到的人生就像海洋
一样大，各种样子突然之间就没有目标了，就没有尽头，这种在知识里畅游的
滋味并不好受反而更加迷茫，可就想张定浩作家讲到，写作就是将黑暗的东西
相爱转化，所以抛开对了解的执着，转向不同角度，从理解到爱。
　　总觉得人生和爱情一样，谈论了很久，可最终依旧没有答案，我也很疑
惑，究竟是什么样的动力，让这种讨论一直延续下去，或者我们总在答案的地
方绕圈，制造迷雾的东西，有种本来就没有答案东西叫感触，只为心安，求的
理解 罢了，至今我也没有很好的弄清楚这两者最为让人满意的答案，
也不 想在讨论了，有些东西如果过于深刻的追究，反而会失去其他
东 西，保持适当的距离让自己看的更清楚，那种看起来很美的距
离 反而更好。人生和爱情是人绕不开的话题，因为每个人都要从
头 经历，自然理解总要站在别人的观点之上，试着从别人的角度感

受自己。答案也许对于短暂的人生来讲的确是太过奢侈了，所
能看到了，也只是人生的一部分而已。
　　 

 如果你还想困惑些什么，不如放下在看看。理解
不论以何种方式生活都是人生，只愿更精彩。

在云里的幸福，幸福在手里
　　人，一辈子都在忙着，累着，奔波着，不论多苦，事，还是没做完。人，
一辈子都在省着，攒着，储蓄着，不论多抠，钱，还是没存够。人，一辈子都
在忍着，让着，怕着，不论多小心，人，还是得罪的不少。我们，一辈子都在
读着，写着，感悟着，不论多聪明，亏，还是没少吃。
　　人，一辈子都在觉醒中，成熟中，成长里，不论多淡定，遗憾，还是有。
这就是真实人生写照，这就是贪婪人性直白。回首看，几多挚友于心?几多金
钱在手?几多真情在握?
　　除了苍老的容颜，渐长的年龄，满腹的心酸，还有啥真正属于你自己。想
开一点，很多事，不值得总放在心间;看淡一点,不要太在乎别人的那张脸;简单
一点，不要用他人给的尺子，量自己的长短。不如意时，告诉自己，没有那一
个人，十全十美，我不好，也不特别出众，只是敢与众不同;我的人生，即使
一错再错，依旧敢再从头，因为我懂，逆风飞翔才是追梦。
　　生活，会激发你的好奇心，而这世界，则会满足你的童心。一个人，如果
没有经受过投入和用力的痛楚，又怎么会明白决绝之后的海阔天空。人生最莫
名其妙的一点就是，当你长到能领悟父母苦心的岁数时，能对他们表示感激之
情的机会就变得屈指可数。
　　青春赚的钱，难赚回青春;生命赚的钱，难买回生命;幸福换来的钱，难换
回幸福;爱情索取的钱，难索回爱情;时间挣来的钱，难挣回时间。即使用一生
得到全世界的钱，全世界的钱也买不回你的一生，第三种爱情请记住金钱不
是万能的。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该放松的时候要放松，快乐生活才是最给力
的。
　　相濡以沫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倾心倾情不是所有人都能获得。不是所有
的相遇都能守成美丽的风景，也不是所有的坦诚都能换回等同的包容。茫茫人
海中，能入心的人少之又少;浮萍万千里，能懂你的人寥寥无几。
　　缘聚缘散间，总有流浪之感;悲欢离合间，总有不舍之念。相交易得，知
音难觅。千金易得，知己难求。其实人与人之间，少的就是一份真诚与理解，
缺的就是一颗真心与懂得。
　　真情本无语，尽在不言中。并非无言，只是把感动珍藏于心中;并非无
语，那直抵心灵的共鸣，因为彼此都懂。咫尺天涯也许是一份无奈，天涯咫尺
就是一份默契相通。无声间，有着心灵的震撼;无息间，有着心情的感染。安
静地守候着，悄悄地解读着，默默地给予着。魂有了交集，懂有了所语;心有
了贴近，情有了所系;念有了珍惜，爱有了所依。女人这辈子应该远离哪几种
人?
　　人生在世，最难放的，就是感情;最难得的，就是真情;最难忘的，就是入
了心的人;最难求的，就是被人懂得。人的一生，与爱恨纠缠，与得失相伴，
与是非周旋。别太为难自己，有些人，不值得你掏心掏肺;有些事，无须一直
铭刻于记忆。别等到无能为力，才选择顺其自然;
　　莫因为心无所恃，才被迫随遇而安。你认为快乐的，就去寻找;你认为值
得的，就去守候;你认为幸福的，就去珍惜。人生就是这样，有的人把心都掏
给你了，，你却假装没看见， 因为你不喜欢。
　　有的人把你的心都掏了，你还假装不疼，因为你真爱。生命里，一定会
有一个对的人，在等你，你迟早会遇到。感情，最恨暧昧不明;心灵，最怕摇
摆不定。一种懂得，无论天涯，亦能相知;一种温暖，无论海角，亦能相牵。
心与心彼此靠近，魂与魂彼此相依。无需浪漫的誓言，彼此有情，无论此岸
彼岸，你心永似我心;无需缠绵的心跳，彼此有爱，无论天涯咫尺，温暖永相
依。爱在心间，相守便是温暖;情在心中，懂得便是最美。
　　一份真正的感情，需要彼此的珍惜;一份执着的守望，需要彼此的用心。
不是所有的等待，都能守候成美丽的风景，不是所有的感情，都能成为美丽
的故事。用心珍惜每一份爱，用心付出每一份情。爱 ，在珍惜里，温暖;情，
在守候里，长久。平淡的相守，最长久;温暖的呵护，最知心。如水的日子，
无需天长地久的誓言，只要默默的守候;平淡的岁月，无需浪漫激情的等候，
只要静静心相依。真心相待，才能不离不弃;用心呵护，才能温暖相依。走过
风，走过雨，守候如初;淌过山，经过河，温暖依然。人生最美的风景，就是
你在，我在，温暖常在。幸福在哪里，幸福在在云里。

真的，这世界没有如果！
　　真的，这世界没有如果！因为过去了的，已经过去了；丧失了的，已经丧
失了；失败了的，已经失败了；消失了的，已经消失了；没有了的，已经没有
了；所以我们不要空后悔，所以我们不要空悲切；所以我们不要空幻想；所以
我们不要空欢喜；所以我们不要空努力！
　　真的，这世界没有如果！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当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
现在；因为当今的才最实在，因为现在的才最现实。所以我们一定要全力以
赴，所以我们一定要全神贯注；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
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发现胜利的方法。
　　真的，这世界没有如果！所以我们不要指望苍天，所以我们不要指望大
地，所以我们不要指望别人；所以我们要靠我们的双手，所以我们要靠我们的
智慧，所以我们要靠我们的勤劳，所以我们要靠我们的勇猛——去获取丰硕的
果实，去取得充足的财富，去争得最终的胜利！
　　真的，这世界没有如果！所以该决心的时候，就得决心，该帮助的时候，
就得帮助；该支援的时候，就得支援；该剥夺的时候，就得剥夺；该冷酷的时
候，就得冷酷；该消灭的时候，就得消灭——因为该做的不做，我们就会痛失
时机；因为该干的不干，我们就会丧失成功；因为该动的不动，我们就会走向
失败。
　　真的，这世界没有如果！因为时光只有前进，没有倒退；因为时间只有消
失，没有积累；因为生命只有死亡，没有复生。所以我们要过好每一天，所
以我们要快乐每一天；所以我们要放弃的坚决放弃，所以我们要放手的坚决放
手——因为我们的目标就是健康每一天，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幸福每一天！
　　真的，这世界没有如果！所以我们一定要总结过去，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
当今，所以我们一定要展望未来；因为这样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因为这样
我们才能取得事业的成功！
　　实实在在地干事吧！实实在在地前行吧！因为这世界没有如果！真的没有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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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加拿大父母团聚移民今天开放 
全靠抽签运气

　　千盼万盼，2017加拿大父母及祖父母团聚移民在今天(1月3日)中
午12点正式开放申请啦，害怕报名晚?不用着急!今年的名额增加至1万
人，且采用抽签的方式，因此能否抽中全靠运气!与早晚无关!移民部公
布2017年加拿大父母及祖父母团聚移民于2017年1月3日中午至2017
年2月2日开放申请。过程将采取抽签邀请的形式，在递交的申请中随
机抽取1万个名额。
申请步骤
　　据了解，父母祖父母移民签证改革之后，担保人可以有30天的时
间在网上预先填写一张表格，表达自己想为父母或祖父母申请团聚移
民的意愿。接下来，移民难民公民部会随机抽取10000名填写了表格的
人士，然后请他们直接递交完整的申请资料。表格在此：https://gcs-
ssc.cic.gc.ca/pgp/default-eng.aspx?_ga=1.67666837.562227
113.1475686622. 在表格中，填写人只需填写自
己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家庭住址、邮编以
及电子邮箱地址。一旦这些信息成功递交，填写
人就会获得一个网上确认的代码。该代码必须保管
好，以备后续使用。
　　填写人只需填写一次表格即可，多次填写无效，
表格提交成功并不表示签证申请成功。
　　在线申请表格现在已经放出：https://gcs-ssc.cic.
gc.ca/pgp/default-eng.aspx?_ga=1.67666837.562227113. 14
75686622
　　担保人有30天的时间来填写这些表格信息。无论是否被抽中，申
请人都会被告知抽签结果，但只有被抽中的人会获得邀请，为自己的
父母或者祖父母申请团聚移民签证。抽中的人有90天来准备完整的申
请材料。2017年没有被抽中的申请人可以等到2018年一月再继续申
请。
担保人须达最低收入标准
　　加拿大父母及祖父母团聚移民，对担保人的申请要求是：1.担保人
年满18岁以上，是居住在加拿大的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2.担保人
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为申请人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确保申请人无需向
政府申请救济。3.可担保亲属包括父母、祖父母。移民专家表示，担保
人经济能力需要结合家庭人数，达到最近三年加拿大税务局出具的最
低收入标准。建议大家注意更新后的指南，尽早准备好所有退税单或
者评税单，以便获邀后及时递交申请文件。
如未获邀可申请十年超级签证
　　由于加拿大父母及祖父母团聚移民申请竞争逐年激烈，虽然2017
年名额增至1万个，但根据往年申请情况，依然是供不应求，启用抽
签制也意味着能否获邀还要看几率。如果申请人明年年初未能成功获
邀，建议申请人可以考虑申请审批快、成功率高、配额多的十年超级
签证(Super Visa)。加拿大十年超级签证是专为父母及祖父母赴加团聚
而推出的签证类别，该签证有效期最多可达10年，每次留加时间最久
可达24个月。申请超级签证，申请人仅需证明子女或孙子女收入符合
担保规定的最低标准、已为申请人购买至少一年(一年费用约1100加
元)的加拿大医疗保险，以及移民医疗检查即可。

无论怎样，只能预祝大家good luck啦!

加拿大父母团聚抽签新规有漏洞:
上网填表或玩坏

　　多伦多一名男子为了担保母亲移民来加，按往年的规定，费时费力
填写和准备了所有的表格文件，却因为联邦自由党政府在假日前宣布的
一项重大改革，可能所有努力都落得一场空。去年12月中旬，联邦政府
突然宣布取消家庭团聚移民担保父母和祖父母的先到先批申请程序，改
为抽签方式。这项新政策从今年初即时生效。
政府爱玩过山车
　　多伦多男子Kevork Tanielian于2010年从保加利来移民来加，目前
想要担保母亲来加团聚。为此，他已经按照往年的申请程序完成了所有
的申请文件，原本打算在1月的第一个工作日将文件快递给密西沙加市
的移民申请处理中心，等待审批。
但是现在，他的努力似乎白费了。
　　他说：“感觉像坐过山车，因为填写所有的申请表格以及准备各

种 文件，过去几个月花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包括咨
询专业人士。”“结果到了最后一刻，告诉我们
这些都没有用了。所以现在，全部努力都白费
了。”Tanielian说，现在母亲的命运，将取决于
抽签的运气了。他说：“我来自一个打工家庭，一
直认为需要通过努力才成有收获。从来不是靠运

气。”
“旧程序不太公平”
　　Tanielian的律师、律师行Desloges Law 

Group的Chantal Desloges指出，在旧的申请程
序 下，移民部会在1月份第一个工作日，处理最先提交
完整申请文件的一万个名额。担保人为了确保他们的申请文件及时及早
递交，进入这一万个名额，有时需要为快递服务支付数百元。由于移民
部的处理中心位于密市，这对哈里法斯或温哥华的人就很不公平，他们
很难排到前面。而新程序下，有意担保父母或祖父母移民的公民或永久
居民，必须在1月3日至2月2日期间内，在移民部的网站上填写一份基本
表格，表示其意向。随后，移民部会从中随机抽取一万个担保人，向他
们发出邀请，继续完成全部申请程序，并要有90天内递交全套文件。
　　上月，移民部长麦家廉表示，抽签的制度更加公平。他说：“我们
要确保每个人都有机会。”
新程序被滥用怎么办？
　　但是律师Desloges指出，新的申请程序会鼓励大批可能根本不合资
格的担保人上网填写基本表格，意味着像Tanielian这样合资格的人，被
抽中的机会小了。“一共就一万个名额，如果是11,000人填表，那么抽
中的机会就很大。”
　　“问题是，网上填一个简单表格表达意向，也不用付费，我担心一
大批完全没资格担保父母的人也上去填表，他们会说‘这对我没有任何
损失，为什么不试试呢’。他们还会被抽中获邀递交申请，占用了名
额，最终结果是导致合资格的担保人失去机会。”“因为只有获邀请，
才能递交申请，大家肯定都会上网去填表试试。”
　　Tanielian不敢告诉母亲新的申请程序，而另一个选择就是申请超级
签证，允许父母或祖父母在加停留时间长达2年。
　　但是Tanielian称，这只是一个补伤口的解决办法，而且超级签证下
的保险费用高达$3,000至$4,000元。他称：“这好比大家都在急诊室等
候，而治疗患者的标准不是基于护士的检查结果，而是基于抽签。”

　　首两周逾6千人成功申请 最低459分 特快入境分续降 3334
人中籤申永居 透过「特快入境」资格申请移民加国人士，周叁
进行今年第2次的抽籤结果。是次抽籤合资格门槛分数再次降低
至459分，被联邦移民部抽中且获邀入纸永久居民资格者，突破
3,000人大关，达到3,334人及其家属，秉
承联邦移民部恪守今年将增加合资格审核
移民名额的诺言。
　　继上周有2,902名透过「特快入境」
(Express Entry，EE)资格申请者，成功
获联邦移民部邀请后，移民部在短短一星
期，再进行相关抽籤，是次幸运儿多达
3,334人，是移民部进行「特快入境」抽
籤以来，首度突破3,000人关口，今年仅
两周已有逾6,200名「特快入境」资格申
请者，成为準加国永久居民。
　　移民部指获邀入纸申请永久居民身分者，必须在90天内向
移民部递交所需证明文件，当移民部接到获邀者入纸文件后，
预计可于半年内完成审批程序，一旦合资格申请人批准为本国
永久居民，其申请的家人若符合资格亦可获落户本国。
　　「特快入境」资格申请移民者按门槛分数之抽籤制度在过
去半年的统计，显示除去年11月30日的抽籤，因只抽出获省提

名资格者故分数要求达到786分，令该次抽籤仅559人被抽中，
不过其余11次抽籤的趋势，可见获抽中邀请入纸申请永久居民
身分者人数，是逐次上升，而门槛分数也是向下调整。
　　据联邦移民部数据，去年8月24日的抽籤中，只有750人获
邀，得分门槛达538分，其后移民部转变计分制度，将塬本有本

地工作聘书在身的申请者可获600分，减至
只会计算其得50或200分，令更多没有获工
作聘书的合资格申请者，也可以得到获邀机
会，令此制度更见公平。
　　为令更多合资格者得到申请为永久居民
身分的机会，移民部似开始放宽相关分数门
槛，由538分逐步调低至是次的459分，而透
过「特快入境」资格的申请人获邀者，亦由
750人提升至本周抽籤的3,334人。

　　虽然透过省提名申请者的可获分数被大幅削减，但移民部
强调今年将欢迎51,000名循省提名制度申请者移民本国，此目
标较去年增加了7%。移民部重申已获省提名证书申请人，不会
受削减分数影响，这意味他们仍获600分以计算到总分内。移民
律师高恩(David Cohen)指，本国需要吸纳更多技术专才的移
民，满足本国劳工市场需求，亦可平衡本国愈趋老化的人口，
为本国注入活力新血。

移民春天？加拿大EE抽签人数增 分数持续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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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法庭自辯見真章 
內容空洞離題

　　特首和律政司司長早前入稟高等法院申
請司法覆核，要求撤銷劉小麗、姚松炎、羅冠
聰、梁國雄共四名立法會議員的議員資格，上
週在高等法院於進行了「指示
聆訊」。
　　筆者親身到場聽訊，彷彿
看了一場戲。余若薇指自己前
一天才被聘任為代表律師，所
以沒有足夠時間作準備，希望
有更多時間準備。律師的其中
一個角色就是要協助法庭審
案，既然答應上庭，無論如何
都要讓自己能夠準備充足。余
若薇是個資深大律師，難道也不熟知「行規」
？既然沒有時間準備，為何又要勉強答應代表
姚松炎出庭？既浪費法庭的時間，又浪費納稅
人金錢。
　　另一邊廂，沒有律師代表的梁國雄在自辯
時也是十分「精彩」。梁國雄引用岳飛十二道
金牌的典故，又引用聖經「大衛與哥利亞」的
故事，試圖增強自辯的說服力。長篇大論的言
論或者能騙過他的忠實支持者，但卻絕對騙不

了大眾。
　　稍明事理的人，相信都會聽得出梁國雄只
不過是將不同故事拼拼湊湊造文章。「指示聆
訊」的作用並非爭辯法律觀點，梁國雄在庭上
宣揚政治理念，東拉西扯的一番言論，完全與
聆訊內容無關。即是在正式審訊過程中，梁國
雄引經據典的言論雖然看似「言之有物」，但

其實在法律上，在此情況下引用
名人典故大多只能算是意見證據 
(opinion evidence) ，要被法庭
採納實在困難。
　　儘管筆者認為他的言論幼稚
無理，浪費了法庭不少時間，法
官對他也是十分忍讓。在梁國雄
發言完畢後，法官也不對他作出
任何回應。不過，最令筆者詫異
的，是在場部分公眾人士的反

應。梁國雄那一番完全不著邊際的言論，在他
們眼中似乎是「驚天偉論」，多次作出熱烈的
掌聲。
　　在那些忠實支持者的眼中，法官對梁國雄
言論不予以回應的含義，也許也會被他們扭曲
成「法官無辯駁之力了，梁國雄贏了法官」，
筆者實在要嘆一聲「服了你們！」。政棍的真
正職業或許是江湖術士，說一堆動聽言詞以拉
攏人心，博取支持者的選票。

錢志庸 chin.barry@gmail.com
律師 (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 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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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NBIRD TRAVEL

6248 ROCHDALE BLVD., REGINA, SASK.
位於麥當勞快餐店（McDonald Rochdale分店）側

請電 ﹕ (306) - 775-2911 CALL : SHIRLEY
沙城直接免費查詢電話 : (306) - 241-8318 /242-8988

代理各大航空公司機票

 本旅遊集團係屬國際民航協會(IATA)會員,信用穩健﹐經理全球各地
機票﹐辦理快捷﹐服務忠誠﹐僑胞如欲作假期旅遊及回港探親﹐請
駕臨本集團面洽或詢問。本集團並代辦一切中國/越南簽證﹐翻譯
檔﹐去華/越南結婚﹐駕駛執照認證﹐商業認證﹐領養認證 房地產﹐
委托﹐授權﹐公證 證明書服務。

 

，

Agent for application of visa service    
China & Vietnam

為迎接邁入新紀元,本著簡潔真誠為宗旨。
加強華人/越南/菲律賓客戶服務

現已與Western Union Money Transfer
達成協議,成為沙省華人特約總代理,

提供24小時匯款服務。
附屬公司: 國際旅行社   
  632 Dewdney Ave. Regina, SK.  
  Tel: (306) - 525-8115
沙城代理 Contact   FANNY 
        富豪酒家  313 20th St. W., Saskatoon, 
  Tel: (306) - 241-8318 / 242-8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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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ring Service in Multiple Languages.

At Knight Archer Insurance we proudly employ multi-lingual 
brokers to ensure that you receive service you can trust in a 
language you can understand.

knightarch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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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男士和几个同学去常吃
饭的酒店。

　　饭店老板见到过来打招呼，自
然地问了句:“今天没带老婆一起过
来？”一女同学一拍桌子吼道：“老
娘就是他老婆！你说的那个女人是
谁？”老板一楞，立刻退了出去。全
桌人爆笑，这男一脸尴尬，问女同学
干嘛开这种玩笑，女同学说：“你就
等着打折吧。”吃完饭男去结帐，老
板果然抱歉地说：“真不知道之前你
带的是情人，回去跟嫂子解释一下，
就说我认错人了。这顿饭算我请客，
实在对不起啊！

总结：年底了聚餐记得带女同学

 　　心眼儿这东西，很难懂！想多了，
小心眼，想少了，没心眼，一直想吧，
死心眼，不想了吧，缺心眼...这心眼不
知长啥样！
　　昨天遇到个富二代，说自己是什么
集团公司的接班人。我都忍不住笑出声
了，一个集团算什么，事业能有多大，
我在上小学时，老师就说我是共产主义
的接班人，我都没给任何人透露过这件
事！因为我深知，做人要低调，一定要
有纪律，虽然我已经六十多岁了，到现
在中央也没人来找我谈具体怎么接班，
但我仍然坚持默默地潜伏在社会最底
层。内心一直反复默念那句誓言：时刻
准备着！
　　半个小时前，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对方问我需不需要贷款？我说要。对方
很高兴问：要多少？我 说：50个亿！他 
问：有抵押物吗？我 答：有楼。 对方：
哪里的楼？ 回答：天安门城楼……… 对
方问：你是什么人？我回答：共产主义
接班人。

　　十年前出去吃饭，基本都是付现
金。五年前出去吃饭，基本都是刷卡。
而现在，出去吃饭付款都是扫一扫微
信，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以后出门捡到
钱的概率几乎为0，以前不离不弃的叫
夫妻，现在不离不弃的是手机，一机在
手，天长地久！机不在手，魂都没有。
其实古人早已有预感，并专门出了一个
成语：机不可失
话虽如此！
　　但是手机坚决不能再玩了，视力下
降的厉害，早上远远看见大横幅“李宇
春装B拉”
走近一看，原来是“李宁春装8折”！
　　去饭馆吃饭，夹起一块红烧肉发现
好多毛，很认真的一根一根地拔，等拔
干净放进嘴里，奶奶的！是块姜！...... 
　　最丢人的是昨天，老远看见邻居牵
了条藏獒在门口，客气地打招呼：“
哥，买的藏獒啊？” 哥们脸都绿了没答
应，走近一看，原来是嫂子穿着貂皮大
衣蹲地下系鞋带呢。　　保护视力，关
爱颈椎，远离手机！请将此幽默笑话放
到圈里，让大家笑一笑。

祝大家开心笑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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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粉廠机器設備廉價
出讓，現有一枇麵粉机
器出讓，可制造豬腸粉
麵條等，如有興趣請電

Sylvia Quon 
(306) 569-2916
(306) 501-8483

请美容员工。美容，按
摩，足疗，美甲。可以
培训发证。美容院出让
及其他生意机会有意者

请联系 (306) 999-1229

沙省南部汽車旅馆讓
沙省南部油汽重镇, 正在开发, 
潜力无限, 19间房间, 另加一套
间, 可居住并兼办公室, 外加足
夠空间可用以擴建, 

位于Main Street. 
有意者电:306-642-7602.

Regina Junjun 
Acupuncture Clinic

現招聘推拿師，針灸師
數名，二年以上經驗，
懂祖傳技術為佳 ， 有
執照，懂英語及能說國
語，月薪二千五百元，
請電 306-569-1485

沙省小镇餐馆出让
130座位自餐出让，生意
好回本快，新装修，因人
手不足割爱，有意请电
306-620-8968 染生

传统的家居老人护理院
本院致力提供优质服务,使
长 者 安 享 舒 适 生 活 , 感 受
如家温馨。备有完善的住
宿、膳食、洗衣、起居护
理照顾服务。
请电：306-262-0397
             306-881-7916

分 类 广 告   
价 廉 效 大   

事 待聘 徵求 招租 聘请 
寻访 遗失 出让
每段最多五十字      
每期收费十元
请电﹕525-8115 Regina 
或       241-8318 Saskatoon
广告如非本报错漏﹕恕
不改稿. 广告费请先付
恕不退款. 截稿时间為

14 日 及 28 日

里加纳湖滩附近餐馆请
帮手，离里加纳35 分
钟车程：请电647-401-
3007 洽谈。或发短信到
647-401-3007中餐馆出租

离 Regina 15 分钟車程
2500人小鎮生意好,上居
6房,下58舖座設備齊全
有意請电 : 蘇小姐

(306) 771 - 4297
(306) 531 - 7533

Regina外卖中餐出售

全新裝修,生意穩定,適合
投資移民解除条件,有意
請电: 蘇先生

(306) 501 - 5531
小镇中餐厅招工

  
小镇中餐厅招帮厨，男

女不限，包吃住
请致电：306-460-7856

誠聘：經驗推拿師
腳底按摩師數名，略
懂英語，無經驗亦可
（有在職培訓）有意
請電：306-999-2898

Regina中餐馆招聘
中餐馆招聘: 洗碗 ,服务员女

性，能吃苦,新移民优先考虑,有
意者請在下午3点后致电咨询

(306) 581 - 8290

小镇三千人，现诚聘全职
油炉工与洗碗工各一名，
高薪包吃住！有意者致电
陈生：1- 306- 716-2908。

餐馆连物业出售
中西餐馆，生意稳定，生意工
具齐全，附近有赌场，温泉酒
店，对面有大型运动场 Mosaic 
Place, 位置佳。餐馆独立于萨
省 Moose Jaw。请电 : 占士

306-684-1688

加拿大农副产品贸易公司
加拿大冰洒联合集团

双彩虹农场
冰酒，葡萄酒农副产品北
美订货中国送货。欢迎业

务洽谈合作
請电: (306) 502 - 6363

Regina ChinaLiang 
港 九餐馆招聘

招聘: 洗碗 ,服务员，帮厨,有意者請
在下午3点后致电咨询

(306) 545- 8899

工作信息
 針灸推拿診所，招聘推拿師數名，生手
可免費培訓一個月（新移民優先）名額有限
請電：	 (306) 569-1485
	 本店有15年經營針灸推拿中藥治療經驗，
現有10位中醫師，推拿師爲您改善心理，調
節神經及消化功能改善血液循環，並有專科
醫生爲您專治以下疾病：
 
	 1 .後組織損傷，頸椎病，腰椎病，肩周
炎，關節痛疾等
	 2.內科病，包括面神經麻痹，慢性腹瀉，
便秘，高血壓，頭痛失眠，前列腺，痛經等
	 3.保健推拿，恢複體能，減輕壓力，長年
益壽。

七天開門營業
8:00 am – 11:00 pm

新地址
（優惠價格）

2265 Rae Street,
 Regina, SK

(306) 569- 1485

　　Regina 北边餐馆请
厨房，油炉，铁板，寿
司包卷各一名，无经验
可培训有意者请电 

306-596-0520

　　沙省埠仔 Kennedy
独市唐西餐馆出租 $900 

或出售 $ 80,000
 有意请电 : 

1-403-568-1678 方

餐馆出售

位于沙省南部上居下铺,
因退休餐馆連物业出售

詳情請联系陳太
306-388-2520

沙省小镇餐馆出让
Midale镇 600人50座
位，生意好回本快， 

可作投資移民条件
叫價 $139,000 有意请电

306-204-4336
306-515-3668

沙省小镇餐馆出售

餐馆新装修 ，上居下铺 
， 位于一号公路旁,小镇
发展迅速 ，有意请电

余生 306-501-1669

生意良机
　　 餐馆，酒吧 ，酒
店 一同出售,位于Jansen 
SK, 近 BHP Billiton 
Jansen Mine Site 礦,叫
價$395,000 ，有意请电
Mack  MacDonald, 
RE/MAX Agent 

(306)539-6806

沙省千人小镇

　　 独市中西餐，前铺
后居，生财工具齐全，
适合家庭经营，生意稳
定 ， 回 本 快 ， 容 易 操
作。镇内有高、中、小
学，医院，老人院，药
房，超市等等。有意者
请电：306-495-7012

独市中餐馆出售
      位于沙省千人旺镇，
有酒牌，80座位，环境
好，工具齐全，生意稳
定，镇内有医院，中小
学校，银行，药房等。

有意请联系何太，
306-895-8429

或 306-893-4133

　　餐馆位於雷城東
部。因退休，餐馆出
售，详情請联系林生
1-306-352-6026

转让旅游景区冰淇淋店
 （游艇、码头、高尔夫球场、公园、房车
区、露营地、沙滩、垂钓）。每年5月中旬开店9
月上旬关店（虽然在小镇但仅需四个月左右其余时
间回国或去其它城市）每个月平均收入2-3万元左
右，如果增加甜点或者其他项目将会收入颇丰。景
区夏季项目丰富：国庆节有大型烟花、乐队、农市
场及夜市至深夜12：00才结束；大型加拿大牛仔节
连续三天；游船展览、游行及钓鱼比赛；摩托车队
展览、比赛活动等等…  请电： 306-5151777

做解除投资移民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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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各城市夫妇年收入大比拼 
卡城夫妻最土豪

　　钱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极好的!2017年你和你的另一半想要赚大钱吗?那就
搬到卡尔加里吧!根据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加拿大各大城市夫妇年
收入排行中，卡尔加里最高，年平均收入达到$112,420，所以2017年想要赚
大钱，可以考虑搬去卡尔加里哦!报告显示，排在第二位的城市为安省Ottawa-

Gatineau，夫妇平均年收入 $111,410 ，排在第三
位 是阿尔伯塔省的埃德蒙顿，夫妇平均年收入达到

$110,490。而排在最后两位的分别为卑诗省的
Abbotsford-Mission以及魁省的Trois-Rivieres，
夫妇平均年收入分别为$76,120和$76,280。
　　根据排名我们可以看出，排在前三位的城市
中，有两个城市隶属于阿尔伯塔省，其实原因很简
单，因为阿尔伯塔省是加拿大最大的产油省份，而
从事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人群收入要远远高于从事

其他行业的人群，所以这两大城市的夫妇收入高。
　　据统计， 截止到2016年12月份，加拿大从事矿业、采石业、石油和天然
气开采行业的人员每周平均收入$2,084.78，这样算起来，他们的年收入高于
$108,000。报告还表明，加拿大几个大都市的夫妇平均收入并不是最高的，多
伦多为$83,010，蒙特利尔为$82,010，温哥华为$81,700。
　　虽然加拿大的物价和房价都在大幅上涨，可是加拿大2017年的薪酬却不会
如此，因为2016年薪酬上涨幅度仅比2015年高了0.4%，所以2017年预计薪酬
上涨幅度也不会太大，如果你真的想要赚大钱，还是搬去卡尔加里从事石油和
天然气开采业吧!

加拿大公司不够拼？只有6家入榜全球百强企业

　　最新公布的“全球可持续发展企业百强”榜上，加拿大只有6间公司
上榜，与2015年的排名中12间相比少了一半，比2016年排名中的9间也少
了3间。而这可能要把责任归咎于政府的监管松懈。发布
这份榜单的加拿大媒体及研究公司Corporate Knights的行
政总裁Toby Heaps指出，各国政府都要求各大公司报告其
环境影响，但是加拿大政府在这方面没有跟进，加拿大
在榜单上的排名大幅下滑。本年度挤入百强的加拿大公
司有皇家银行、Enbridge、永明金融、多伦多道明银行、
满银和铀矿公司Cameco。

Tim Hortons从全球11到跌出榜单
　　两年前，Tim Hortons排名加拿大可持续发展企业中
的首位，全球排名第11。而今年，加拿大最前的公司皇
家银行在全球的排名是第37。英国和欧洲的公司占据这个排名的多数席
位，在百强榜中一共有59家。英国是率先要求企业在年终报告中列入温
室气体排放量的国家，欧盟将在明年实施这一要求。
　　全球榜单上居首位的企业是德国的西门子公司，该公司制定可再
生能源计划，宣布在203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的目标。西门子创立于1847
年，创立人Werner von Siemens的金名“我不会为了短期利润而出卖未
来”，被镌刻在世界各处西门子办公室。
　　报告称，类似西门子的公司已经证明，对社会和地球负责，同样会
有财务上的回报。自2005年起，Corporate Knights每年从世界各地近5,000
间企业中拣选100间，表扬它们积极、不遗余力地透过结合财务数据处理
环境、社会及管治(ESG)议题。

万锦韩餐馆卫生差被停业 
Tim Hortons也不合格

　　据约克区官网报道，大多伦多万锦市一间餐厅在上周的例行
卫生检查中因为违反多项卫生条例，被勒令临时停业整改。同
时，有另外3间餐厅接到卫生不合格的传票，包括一间中餐馆和一
间Tim Hortons咖啡店。
　　被停业的餐厅Nak Won Korean Restaurant位于3 - 3225 
Highway 7 East，于1月11日停业。约克区卫生检查员发现该餐厅
环境不卫生和待修补;没有正确处理液体废料;除尘和防虫防鼠措施
不足;厨房地板和天花板不清洁和待修补等。
　　该餐厅于1月12日再次接受检查，被发现上述问题仍然存在，
并被指餐厅环境影响到食物卫生和健康。
1月13日，该餐厅第三次接受检查后，被允许重新营业。
另外三间接到传票的餐厅分别是：
　　Luculus Bakery，位于2A - 7750 Kennedy Road, Markham。
该餐厅通风系统不足，有卫生隐患。
　　Backyard Garden Restaurant，位于113A – 3636 Steeles 
Ave. E., Markham。该餐厅食物存放不当，可能污染或变质，厨房
环境不佳，影响食物卫生 ，储存间没有安装温度计。
　　Tim Hortons，位于443 The Queensway S., Keswick。该咖啡
店没有将食物存放在货架上。
报道称，受到传票的餐馆必须作出整改，接受进一步检查。

偷着乐吧？全球变暖气 让加拿大的好日子更长了
　　一项最新研究显示，一直被全世界诟病的气候变化，却让加拿大人享受到了更
多天气温和的好日子。关于全球变暖的研究，大部分都是针对极端天气，或是广泛
规模的平均气温和降雨量。
　　但是，普林斯顿大学的Karin van der Wiel提出，那些不是人们体会得到的。“
如果你住在加拿大，永远也感受不到平均气候。”他的研究报告周三发表在《气候变
化》期刊上。
　　Van der Wiel与她的同事想到一个方法来展示空气中温室气
体增加后导致的日常后果，那就是计算全球不同地区能有几
个“温和的好日子”(mild days)。
“好日子”必须是温度在摄氏18至30度之间，降雨量少于1毫
米，又不太潮湿。
“我们研究了让人真实感觉天气温和的日子，这种日子里，人们
可以去公园散步，或者打场棒球赛，是确实美好的日子。”
结果显示，加拿大是选择之一。
　　全球平均而言，到2035年，这样的好天气将减少4天，到2081年将减少10天。
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一年之中好天气的日子，到本世纪末将减少15至50天。
美国南部大西洋沿岸的部分地区，这样的日子将减少2周。
但是在加拿大，以及欧洲等中纬度地区，温和的天气将会增加5天至3周。
　　科学家们一直推测气候变化对这些地区的人类将带来最为良性的影响。Van 
der Wiel的这项研究是首次以普罗大众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诠释气候变化问题。她
说，原本25年一遇的事，现在变成20年一遇，这是很难说明的。我们想到了用“温
和天气”的方法更容易理解。
　　不过，这份报告没有纳入恶劣天气指数，而之前的研究称，我们会有更多恶劣
天气。
　　即便是在加拿大，预期会遭受更多洪水和冬雨的冲刷，而不是滋润作物生长。
也会有更大规模的林火。大部分草原省份的水源地洛基山冰原也在逐渐消失。南部
草原地区将变得更加干旱。
一些森林将变成草原，太平洋沿岸的鱼类资源预计将减少10%。
　　报告同时指出，好天气减少的地区人口集中，显著多于好天气增加的地区，从
与天气有关的灾难，到人类依赖的农作物，影响将是方方面面的。

多伦多人愿付买路费不交税 
加拿大全国都这么想

　　民调公司Nanos Research在去年年底所做的调查显示，多数加拿大人 —— 
64%都像多伦多市民一样，宁愿付买路费而不想交税。调查同时发现，也有高
达60%的加拿大受访者希望私人投资或私营企业在公共基础设施方面发挥更大
作用，包括投资以及管理等等。

该调查在去年12月16-19日进行，有1,000名加拿大成人参与调查。
安省不愿交买路钱的人比例最高
　　该调查将全国分成三大省和两大区，其中三省包括
安省、魁省和BC;两大区则包括大西洋省份区和草原省
份区。从调查结果来看，支持交买路钱的比例以大西洋
省份最高，安省最低。

多伦多市民愿付买路费不愿多交税
　　民调公司Forum Research在去年11月就嘉丁纳高
速(Gardiner Expressway)和DVP(Don Valley Parkway) 收费一事，调查了730名
多伦多市民。调查结果显示，有46%的人支持，45%的人反对，另有9%的人没
有表态。考虑到调查的误差，事实上支持者和反对者的比例不相上下。
　　就在同月，另一家民调公司Mainstreet Research对2,280名多伦多市民所做
的调查显示，当问到如果对嘉丁纳高速和DVP收过路费，非多伦多居民也包括
在内，以资助公交设施建设时，70%的受访者赞成，25%的市民反对。
　　但只有32%的市民支持以增加物业税的方式来资助公交设施建设，支持收
销售税的比例更低，仅为21%。当问到受访者三种方式中他们更偏向哪一种
时，赞成收过路费的最多，比例高达65%，赞成增加物业税的为13%，赞成收
销售税的更只有6%。
　　就在上月，多伦多市议员投票通过了两条高速路收费的议案，已经上报省
府待批。市长庄德利曾经提到，如果每个车次收费$2，那么每年就有$2亿的收
入。他还强调说，所有上这两条高速的司机都得交费，无论是多伦多居民还是
非居民。

阿省火灾造成的损失近90亿加元 
保险公司赔到哭

麦克默里堡火灾造成的损失近90亿加元
　　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石油基地麦克默里堡被称为巨兽森林火灾过去后10个
月，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这次森林火灾造成的损失高达近90亿加元。加拿大广
播公司记者Wallis Snowdon报道说，埃德蒙顿市的MacEwan University的这一
研究既考虑了物质损失和财产损失，也考虑了火灾造成的居民身心健康问题给
医疗系统带来的额外负担和火灾给环境带来危害等社会损失。
　　该麦克默里堡火灾损失研究报告的两作者之一、MacEwan University大学
助教Rafat Alam指出，这88亿6千万加元的损失还只是到目前为止对显示出来损
失的保守估算;几年、十几年之后显现出来的实际损失会更大。到2016年11月中
旬为止，保险公司收到的麦克默里堡火灾的财产索赔约37亿7千万加元，这创了
加拿大自然灾害后对保险公司财产索赔要求的最高纪录。
　　除了财产损失之外，职工无法工作损失的工资收入约4.6亿加元，油砂矿停
产两个星期的损失约10亿加元。
麦克默里堡森林火灾对土壤、水源等环境因素造成的损失超过10亿加元。
　　不过Rafat Alam指出，事情往往有两个方面，火灾对基础设施和房屋造成
损失的另一面是，投资重建会带来当地经济的发展并提供就业机会。到目前为
止已经有13亿加元的重建资金被注入到麦克默里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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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一个字，说的真好
　　 看透了，才知道人生入戏，活着不易，回首往事，一切云烟只是一个句号。是谁
剪了凌乱，是谁花了沧桑，善良的心儿去哪了，无情的缘分也散了。你看到的每一句
话，都是我用心描述的，我说出的每一个句子，都是用情展望的。时间去哪了，落魄的
时候，不知道你在哪里，孤独的时候，不知道微笑在哪里。是谁廖无人烟，是谁花开花
落，有心的梦儿去了远方。
　　高峰的天，说着说着，就看不见了，莫言的人群，看着看着就走远了，是是非非，
不知道你的在意，却熟悉人心的迷茫。哭过，败过，未来的因果，十世的奈何，只是一
句再也不见。我想我很简单，只是你说不透，我想我很普通，看我的人多，懂我的人
少。奈何桥，只是我今生的一个过程，人到中年，三生石只是我的一个缘分。
　　错过，才知道爱情不易，失去，才知道人心难懂，路过，才知道缘深缘浅。有你，
我就有自信，有我，你就有擦肩而过，一个传说，一个凌乱，时间不停，心在出发。走
着走着就散了，心的温柔是最大的守护，我舞曲江湖，只为潇潇洒洒，什么繁华再见，
什么落墨成伤，只是一句荡尽浮生。是谁，骗了最初的温柔，是谁藏了最深的花月浓，
人未央，只是一搂花魂。
　　歌舞平生，大海咆哮了太多的凄凉，人情冷暖，微笑只是一个擦不了的记忆。潇潇
洒洒，临渊羡鱼，我剪不断最初的风景唯美，轰轰烈烈，天
长地久，过去的年华，成了内心的一束梨花。桃花庵，人情
未了，南柯一梦，指尖繁华，风吹动发簪，一撇惊鸿，我走
了。怀念的曾经最美，浮生的一曲天花物语，荡尽缠绵，流
浪的心儿走远了。
　　如果你走，我会用心送，我不求你回来，但是我会等你
回头。当我老了，我回忆的照片还在，当你走了，我的相信
还在，当我受伤了，我还记得最初的离别。我记得，你走的
远，晴天的时候，别为了担忧，我记得，黎明静悄悄，别让
傍晚着了凉。想一个人，说不出几分，看一段情，看不见衣
服的皱纹。等回头，想回头，回头无法剪忧愁。
　　做人，别太强势，容易吃亏，做事，别太贪婪，当心贪
字变贫字。人活着，先做人，尊敬自己，保护自己，后处
事，用礼贤下士的心，给别人阳光，给自己温暖。人可以不
善良，但是不能欺负穷人，人可以坏，但是不能骗好人。做人，不是一句话，而是死后
让别人评价，处事，不是一个字，是让自己无愧于心。为人为人，为他人，做事做事，
帮他人办事。
　　做人，用一颗慈悲的心去说话，处事，用一颗真诚的心去面对，活着别太虚伪，路
上别太啰嗦。刚强的人，不知道保护自己，柔弱的人，懂得躲避，低调做人，反思做
事。人心人心，菩萨心，做人的仁慈之心，视如己出，处事处事，处理的没有抱怨，没
有纷争，怨恨，求一个心安理得。做人用人，别做一个招人烦的人，别用一个讨人厌的
人，影响自己，耽误别人。
　　高峰看人，低峰别说，莫言人间长短，心中明白就好，看透别说透。是是非非，不
是活着就被别人看得起，人情冷暖，不是有钱就有尊敬，世态炎凉，不是坐以待毙，也
不说守株待兔。人眼看人，山外有山，心眼看人，人外有人，自己守本分，生命有贵
人。做人说的是，不懒惰，不贪便宜，不敷衍了事，处事说的是，不拿话伤人，不拿事
害人。
　　人有良心，不是说说而已，而是付出很多换来的两个字。人能厚德载物，不是穷出
来的，而是时间累积的，人能语出惊人，是生命的蓝图绘画。精心栽培做人的心，安静
自然处事的命，做好不逃避，遇事有信心，做人有分寸，高兴的说，安静的问，不争不
闹，不吵不怨。高人指路，自己也得准备，人生路过，付出的永远比得到的多。
　　人有人的情，付出表达的人缘，就能得到一份尊敬，人有人的实在，付出表达的善

意，就能得到一份感恩。做人，别背后说别人的事，做事，别三心二意，对人，对好
人，多付出一点，对事，对坏人，躲远一点。不争议的人有自由，不防备的人懂得适得
其反，花开花落，只为一句，做人，百善孝为先，处事，别愧对良心。
　　没心没肺，活的很累，别人的，自己拿了也良心不安，不做自己，就是人生的最大
失败。不守本分，未来失去很多，人是有良知的，借来的总是借来的，偷来的，说的再
好，也是偷来的。别人不说你，你已经关闭了自己，自己不理会别人，别人早就知道
了。别为了不懂人的人活着，别为了不懂自己的人活着，感恩的心，不是窃取别人的，
而是正常发挥自己。
　　别活在别人的影子里，浪费时间，别活在自己被别人说的道路上，邯郸学步，终究
只是一个无情。今天笑这个，明天说那个，偷了一句话，骗了一分钱，不能发家，不能
致富。人啊，别人走了九九八十一难，自己啊，听说别人取经回家，只是一句一笔勾
销，一剑封喉，不懂经验，不懂人场。路，脚踏实地最好，人，明明白白才有人尊敬。
　　被人尊敬，不是因为钱，被人损伤，不是自己没本事，人有脸，说话要凭良心，心
有情，做事要有规矩。一句话会被抄袭，一个人的思维会被复制，人有无奈，说不出自
己的话，做不了自己的为人处世，存活的浪费就是耽误生命。你看着字，我看着你，不
打扰，也许就擦肩而过，我听音乐，你翻阅经典文章，不说话，此生缘尽。
　　我相信，感恩的心，可以认识贵人，我相信，不努力的人，不会得到太多的真诚尊
敬。踏实的人，活的健康，不欠别人，问心无愧，真诚的人，活的阳光，不骗别人，不

欺自己，不负朋友圈。安心的人，看透了，读懂了，才知道人生无常，有人活
的太假，太累，伤了自己的人格，坏了自己的名声。人活着，别把自由忘记
了，心活着，别把安静拒绝了。
　　是谁，一键复制，活的生不如死，是谁，赔了时间，耽误别人，错过自
己。人啊，忘了良心，自己就是拿着存活开玩笑，心啊，忘了躲避，自己就是
等着生老病死。人生屈指算计，只为一句活出自己，问心无愧，活着脚踏实
地，脚踏实地的贫穷，永远比富贵被敷衍的好，堂堂正正是美德，简简单单是
健康，无所谓高低贵贱，别花时间栽培别人，浪费生命。
　　高峰的话，说多了是一种伤害，拿别人的，拿多了就丢了自己，贫穷了，
招人烦，富贵没慈悲，讨人厌。人间总有是非心，人间总有是非人，你的，别
人可以窥测，别人的，你可以听听，看看。说话，说多了，未必有价值，说少
了，未必有良知，看人，看的浅了说不透，看的深了不敢说。为人，难以问心
无愧，做人，难以天天向上。
　　做人难，难于上青天，步步危险，有人说三道四，就有人看不起人。说的
好，做的未必真诚，等的好，未必未来一片光明，是是非非，总有人抱怨，

有人躲避。人间真情，有人用利益衡量，有人用麻烦来衡量，开始的人不懂人，结束的
人，不懂事。有人封闭自己，有人忘记别人，是是非非，一句话，也许就是擦肩，一个
人也许就是一笔勾销。
　　做人难，看不透，耽误自己，等不了，说不出，浪费生命。今生今世，一个人一个
奈何桥，来生来世，一人一个三生石，活在当下，懂珍惜的少，异想天开，容易满足的
少。人穷了，容易被人骗，人富了，容易被敷衍，聪明点，让别人防备，愚蠢点，容易
吃亏上当。人情世故，好人少，贵人更少，被骗的次数多了，自己就变了，孤独的时候
多了，就长大了。
　　做人难，左边为穷，右边是苦，穷了不能说大话，苦了说不出真话。做人难，不是
难为别人，不是刁难别人，人活着，不要活在别人的影子里，心活着，不要浪费别人的
珍贵。做人难，学喝酒，酒喝多了，浪费时间，浪费拥有。人生苦，做人难，求人三分
冷，欠人七分苦，还有一心难为情。人生在世，不容易，人到中年，也许只是一句，曾
经最美，咫尺的说，天天的想。
　　做人难，人言冷了招人烦，朋友就少了，没有付出讨人厌，机会就少了。做人一个
字，做自己，处事一句话，不卑不亢不抱怨，人前，别总是做坏人，人后，别总是损别
人。做人难，难做人，穷了看的透，被人说的次数多，富人迷了眼，未必不会讨人厌。
人有是非，就借用是非，心有是非，就造化是非，世界那么大，输不起，人穷就该多读
书，败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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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沙省台山會館
二十週年紀念晚會

2017

Date   ( 日期 ) :  Saturday, January 28, 2017
Place   ( 地點 ) :  China Liang Buffet
Address ( 地址 ) :  1700 Broad St, Regina
Time   ( 時間 ) :  04:00 p.m. - 06:00 p.m. ( 1st seating)
             06:30 p.m. - 08:30 p.m. ( 2nd seating)
Tickets  ( 票價 ) : $ 20 ( Special Traditional Buffet  )
Complimentary bufComplimentary buffet & Entertainment for Seniors 65+
        (Seats are limited, pre-registration is required)
Tickets Available At :
  Eng’s International Tour & Travel ( 306-596-8138)

Sponsored By : 

樂 天 多 壽
           敬 老 多 福

              普 天 同 慶 賀 新 春

暨敬老大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