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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老太变现纸上富贵 
卖房后再租回！

　　 加拿大房价大涨，但这些只是“纸上富贵”，如何变现?多伦多一名71岁的
妇人Anne Cottrell的做法或许值得大家参考。
　　 房价上涨时，Cottrell认为卖掉房子变现很吸引人，可以为退休提供一笔
不少的现金，还可以摆脱掉烦人的按揭。但是，她并不想卖掉房子后，住得比
现在差。她去看过不少一居室的房子，但都觉得不值。当她把自己位于King 

Street West的三层联排别墅放售的时候，
她发现自己并不想搬家。她的地产中介于
是向她推荐了一个叫做租回(lease back)
的方法，也就是在买卖条款中，增加一
条，告诉潜在买家，卖家将会租回此房，
并继续在此居住至少一年。中介Ipekian
表示，这种做法比所谓的逆按揭(reverse 
mortgage)要好，因为你确确实实得到
了一大笔现金，而且你现在只是租住，你
不用负责房产税和维护的开销。Cottrell

最后把房子卖给了一名中国投资者，并签署了4年的租约。她要付的租金低于
每个月的按揭，维护的费用也由买家负责了。她说，现在她是个自由的71岁
老人，按揭付清，从房子上赚到的钱可以投资，也可以帮助她四处旅游。Dan 
Heimann和 Tina Heimann夫妇也赞成这一做法，卖掉房子后，他们财政更加
自由，也实现了梦想：买一艘游艇。而他们也能继续租住在原本的房子里，直
到他们新买的公寓房建成为止。
　　 Ipekian说，这一做法对买家也同样有吸引力。在Cottrell的例子中，买家
就被此所吸引，你不用再担心如何找到一个好的租客，在买卖过程中，你已经
与卖家有过接触，你会知道他们会继续保持和爱护这个房子，并且他们也有财
务能力支付租金。

多伦多买房新政解读:华人小红,小明等这么反映

　　 加拿大安省针对外国投机房产的新政无疑刷爆了朋友圈。多伦多租房的广
大群众当然很开心，毕竟以后每年的涨幅少多了。但是关于针对在大多买房的
政策还是有很多误区，今天就让小编和你一起仔细瞅瞅这个新政策我们对到底
有那些影响，安省今年的政策和大温去年的政策到底有那些不同呢?人物设定：
准备买房的留学生小红，拿毕业工签的小明，省提名得主小花，移民小张，其
他类型“巨有钱的人的中国人”小钱。

在多伦多买房的话：
　　 留学生小红：“我纸si个学生，
买房对我好遥远啊。但是好像留学生
买房的话那15%可以退税耶，so关
系也不是很大嘛。只是买房就得多交
15%，虽说可以退，而且好像退的时
候还带一定的利息啊。但这总归是一
笔提前支出啊。Ummm…..到时候真
要买房的时候，也不差这点钱吧。”
　　 有工签的小明：“55555….要先
多给15%的税啊，幸亏我已经在安省
工作一年以上了，还好这笔钱是可以退的，要不这不是要了我的老命么。”
　　 有省提名的小花：“我勒个去，省提名都下来了，就差那么几天就有PR了
啊，出了这么一个幺蛾子。还好我只要在4年内拿到枫叶卡或者加拿大国籍就可
以退税了，除了刚开始支出多了15%，但是还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
　　 移民/加国籍小张：“切，身份在手，买房不愁。”其他类型“巨有钱的人
的中国人”小钱：“爷就是来买房投资的!15%?毛毛雨啦。”

如果在温哥华买房：
　　 留学生小红：“现在买房还是要多交15%的外国人税啊，听说现在政府正
在讨论是否可以针对留学生有相应的退税政策，但是还没商量出个结论，这边
人做事就是慢啊。”
　　 有工签的小明：“和小学妹小红一样，都得交15%外国人税，现在关于退
税的政策也还没有出来。”
　　 有省提名的小花：“喜大普奔，今年温哥华出了针对有省提名的豁免条例
了!!免除了省提名下的熟练技工的外国人附加税咯!”

移民/加国籍小张：“外国人税?和我没关系!”
　　 其他类型“巨有钱的人的中国人”小钱：“都来温哥华了，不差钱!”
　　 小编注：安省新政现在毕竟才刚出来，很多相关的后续信息还不完善。在
这里也希望准备买房的同学们到时候要仔细阅读相关政策，避免造成损失。

开始炒condo？4月上狂升35.7%引领多伦多楼市

　　 大多伦多地区独立屋的房源吃紧，并且价格居高不下，很多人开始不敢
贸然进驻。但是，condo公寓楼的销售异军突起，成为大多伦多地区很多人买
房置业和炒房投机的首选。多伦多刚刚才发布了政府控制房地产市场的各项
举措报告，但是到底有没有用还有待观察。4月上半月，从根据多伦多地产局
(Toronto Real Estate Board)月中数据来看，仍然气势如虹，尤其是condo公寓
楼的销售让人惊叹。
　　 在三月底的时候，condo的增幅已经让人刮目相看，当时的年涨幅已经高
至33.1%。如此同时，独立屋及半独立屋分别的涨幅是33.4%及34.4%，当时比
condo还要更高一点。这个月局势已经变向了。4月上半月Condo的价格继续增
长，年涨幅已经远远超过其他任何物业类
型。现在的确可以说，condo在引领整个房
地产市场了。
　　 根据Toronto Real Estate Board最新
的数据来看，以4月份首14天成交计算﹐独
立屋及半独立屋均价的涨幅已经放缓，同
告回落至30%以下的水平﹐但共管公寓及
镇屋的涨幅依然毫无疲态。根据Altus集团
研究咨询服务Patricia Arsenault执行副总
裁的说法，非常有限的独立屋房屋库存是
推动价格上涨的关键因素，也限制了消费
者的选择。
　　 她说：“如果我在十年前要购买一个
单户住宅，那么我可以从500个不同的地
方慢慢挑，大概选择面有接近18,000个单
位。” “今天，却不到100个项目可供选择，总共只有约1000个单位。而且我
必须很快采取行动才能得到其中的一个”。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condo。
　　 目前大多伦多的condo均价由3月底518,879元升至551,225元，过去1年
来升幅高至35.7%。4月1日至14日期间，整个大多伦多地区condo交易与去年
同期相比增加14.8%，比其他任何低层物业的交易量都高，一共有1,468套。
截至4月14日为止，416地区公寓均价半月上涨价格3.7万，目前价格已经达到
587,949元，年增幅达到了36%。
　　 905地区的价格也不可小看，均价比3月底增加超过1.3万元，现在已经达
到454,175元，年涨幅也有30.9%。独立屋价格变动不大，涨了11,419元，涨幅
低于1%，年增长目前已放缓至28.3%，由上月的1,214,422元上涨至1,225,841
元。。半独立屋半个月来均价增加9,903元，目前已经达到868,105元，年升幅
回落至27.7%。
　　 但是，尽管公寓楼相对独立屋而言价格通常便宜不少，但是不同的地区价
格差距还是相当大。炒房，还是自住?开车，还是乘坐公共交通?上班，还是不
需要出门工作?这些都将决定了你把房子选在哪里。

加拿大维多利亚市议会投票开征15%外国买家税

　　 在加拿大BC 省的省会维多利亚市，市议会以5-3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对外国
买家征收 15% 房地产转让税的提案，从而使该议案提交给 BC省政府，由省政府
来决定是否在维多利亚市立即实施此税。维多利亚市的房价也在不断上涨，市
政府已经就外国买家税的问题进行了数月的辩论，有人支持有人反对。

　　 支持的一方认为，自从温哥华市在去年8月实施外国买家税后，外国买家
的数量下滑，冷却了温哥华的房地产市场。反对的一方认为，这一新税的作用
是短暂的，因为最近有报告说，温哥华的房价又在缓慢回升。

　　 4月20日，安大略省政府也宣布在大金马蹄地区 Greater Golden Horseshoe 实
施15% 的外国买家税，以冷却过热的多伦多房地产市场。

多伦多5万名地产经纪 
有人前3个月就做了50单

　　 多伦多地产经纪Dave Hamilton于2010年拿到经纪牌照时，期盼着能靠
它迅速发家致富。他说：“我父亲总是说，如果要卖东西，就要卖贵的。”“
我有一位表兄是卖车的，我知道他每卖出一辆车能赚多少。卖房子绝对赚得更
多。”不过，他很快发现，卖房子不是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第一年，他只卖出了约6套房。
　　 于是，他在酒吧里找了份兼职，干个几年后，又重新回到地产行业，开始
做起全职经纪。如今，Hamilton是Condo Store Realty Inc.的一名销售代表。他
说，今年前几个月来，他已经做了约50笔交易。但是很多经纪并没有他这么幸
运。多伦多的房价疯涨，想要通过卖房找快钱的人也越来越多。
　　 目前，安省地产委员会登记注册的持牌地产经纪约有8万人，这一数字比5
年前的63,000增加了26%。
　　 在多伦多，市地产委员会的经纪有48,000，2012年的数字是34,000。
　　 这一行业的吸引力在于入行门槛低，只要6个月时间，成本约$2,500元，
就能拿到经纪牌照。

不过，新入行的人如果不付出努力就想赚大钱，可能要失望了。
　　 Royal LePage Your Community Realty的销售代表Shawn Zigelstein说：“
现在入行，对于许多经纪而言很难，很难。”
因为市场上90%的生意，被10%的地产经纪做了。
　　 Royal LePage Real Estate Professionals的中介Eugene Mezini说，老经纪
们之所以胜出，完全靠他们的关系网。Mezini过去7年做的是公寓楼花代理，她
说，开发商们每次推出新盘，手头会有一份经纪名单。

“这些年来，一直是同一批经纪在做这些生意，越做越大。”
　　 至于地产经纪的佣金，一般往往是房屋成交价的5%左右，但是Hamilton
说，现在赚佣金也不容易。
　　 目前市场竞争激烈，在抢Offer时，买家经纪要做更多功课，可能要准备无
数次的失败才能让客户抢到一间房屋。
　　 Zigelstein建议那些考虑从事地产经纪的人士，要做全职。他本人于13年
前拿到经纪牌照时，辞去餐饮业的工作，开始挨家挨户敲门寻生意。
　　 他说，如果有其他的全职工作，兼职做经纪，会很难入市。“因为你很难
做得专业，特别是在现在的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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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疑惑：加拿大真的好山好水好寂寞吗
　　 经常听到有人抱怨：加拿大好山好水好寂寞，我对此不予争辩。在我看来，寂
寞与否最终取决于你的内心。有人认为没有灯红酒绿就是寂寞，没有麻将、卡拉OK
就是寂寞……这都没错，其实还有很多让人不寂寞的事情可做，我要给大家分享一
些不寂寞的移民，他们就
是我的学友，一群人到中
年拿起画笔开始学画画的
华人移民。
　　 我是因为受一个朋
友的影响误打误撞加入学画者行列的。和很多人一样，小时候喜欢涂鸦，特别是在
政治课上，实在受不了那个绰号叫“马列主义老太太”的政治课老师，我就和同桌
在笔记本上偷偷画画，美女、长城、火箭……逮着什么就画什么，当然也被“马列
主义老太太”抓过现行，写过检讨。
　　 这么多年过去，一直忙忙碌碌，几乎把画画这事忘记了。直到有一天看了一个
朋友的画，我的心又开始活了，二话不说就跟着她进了老师的画室。再也不用担心“
马列主义老太太”的三角眼了，每个周末下了班就急急忙忙往画室跑，坐下来安安
静静的画上两个小时，感觉一周的工作劳累瞬间化为乌有，整个人都轻松起来。
　　 我的朋友、如今是我的学姐，是个地地道道的IT工程师，她最初是为了陪儿子
学画，结果陪着陪着就喜欢上了，没想到一坚持就是十几年，如今连老师都夸她的
画已经非常了得，可以说画画让她的IT工程师生活变得多姿多彩，成为她生活中重要
的爱好之一。她告诉我，画画让她高兴，充实。
　　 和学姐一样，我们的学友来自各行各业，以女性为主，她们中有银行的高
管，IT精英，CGA，药物分析师，还有饭馆的老板娘，地产经纪，大部分人都没有
任何绘画的经验和基础，各个都怀着一颗对艺术的憧憬和热爱的心。当然吸引我们
的还有画室的氛围，大家没有压力，无拘无束，课堂中总是播放着老歌，经常有同
学带的红酒和点心放在边上，大家画着唱着，吃着喝着，就如同回到了大学时代，
来上课变成了轻松放松的机会。老师的口头禅就是：放松，放松，我们一起来玩艺
术。
　　 说起学画，当然也不轻松。尤其是这么一群理工科的出身的人们，没有一点对
艺术的概念，起初总是怀着一种研究科学的态度来学习绘画，闹出的笑话也很多。
比如有同学要画落日，为了画的圆就找老师借圆规，还有同学借尺子要来画罗马的
建筑，经常把老师搞得很抓狂，老师自嘲说，他的秃顶就是被学生们的稀奇古怪的
问题搞的，因为他实在不知该怎么回答这些人的问题，就只有揪自己的头发，结果
没几年头发就揪没了。
　　 说起马老师，也是个很有来历的台湾野兽派画家，从事绘画和教育工作超过
40年了，现在他是一位自由画家，在自由创作的同时开办了荷马画室教学生画画，
马老师自己画风随性狂野，对自由和美的追求是他艺术的宗旨。他把他的画风同时
带到他的教学风格中，教学方法也是不拘一格，他经常对学生说，我不要你们画的
像，而是要你们画的美，他要求学生更多的体会绘画的美妙，而不是按照科班出身
的模式。
　　 学画是个慢功夫，在学画的过程中学友中的职业女性其实都是克服了很多个人
的困难，几乎每个人都有全职的工作，还有家庭需要照顾，经常有的人是下了班从
工作的地方直接赶过来，还有的回家匆匆给孩子们做完晚饭，自己都顾不上吃就赶
过来，这份毅力和坚持着实不易，虽然她们为自己的这个爱好付出很多，但同时她
们在绘画中收获的更多。
　　 她们不仅学到了绘画的技巧，体会到艺术的魅力，理解了艺术的表现力，更多
的从绘画中找到了乐趣和成就感；因为绘画，她们注意到了春天的青草的小绿芽，
夏日碧波荡漾的湖面，秋天的红叶，还有冬日压在枯枝上的白雪，开始为加拿大的
美丽风景和生活中微小的变化而感动，因为她们有了发现美得能力和眼光，更重要
的在绘画中体会到了一种内心的平静和安详寄托。
加拿大好山好水好寂寞？问问我的学友什么时候会寂寞，她们一定会告诉你，整天
忙得团团转，剩下一点时间都拿来学画了，哪还有时间寂寞啊，只有那些太有闲的
人才有资格喊寂寞吧？其实充实我们的生活很简单，做一点让你自己高兴的事吧。

白人小女孩问我：你们中国人都很穷吗？

　　 我家所在社区有两所小学，一所是公立学校，另一所是天主教学校。
而我的两个孩子都在公立学校上学。他们所在学校的学生人数远多过天主教
学校。在孩子入学前我曾去那所教会学校考察过，教学楼虽然不大，但教学
环境更加整洁，设施也更为齐备。只不过由于我及家人都不是教徒，孩子不
被天主教学校接收。但有时路过学校我也会慢下脚步，看看那些在操场上嬉
戏的孩子们。
　　 今天我跟朋友边聊天边走过学校，正是孩子们课间休息的时间。路
边有三个八九岁大的白人女孩见我们走过，居然靠近过来，其中一个问
道：“你们穷吗？” 我停下来有些茫然的看着她们，脑子里琢磨刚才听到
的话，“她认识我或是我朋友吗？”“又怎么看出我穷了？”“我穷吗？”
我看看旁边的朋友，他却是笑着问我，“我们穷吗？” 小女孩走近又问了
一遍：“你们穷吗？” 看她并无恶意的样子， 我笑着说： “你为什么这样
问呢？” “因为你们是中国人，你们在讲中文。”
　　 “中国人就穷吗？” “是啊，我们教堂经常为中国人捐钱和食品。” 
“你们教堂里有很多中国人吗？” “很多，吃饭时特别多，你知道是为什
么吗？” 我当然知道，但不愿说出来。她一 幅天真的样子继续说，“每
个星期天中午和星期四的晚上我们都有免费的餐饭，如果你们愿意也可以
来。”朋友显然有些绷不住了，沉下脸说“我们一点都不穷！”这回轮到小
女孩儿茫然了。
我蹲下身对她说：“谢谢你，我们有很好的工作，一点都不穷，而且大部分
中国人也都不穷。”三个小姑娘互相看看，嘀咕了几句就跑走了。我朋友明
显是被气到了，“我们像穷人吗？这幺小就种族歧视呀！”我安慰道“看上
去她们挺可爱的，一脸关心的样子。我们就算是躺着中枪了吧！”
　　 看看中国人穷吗？住豪宅，驾豪车。中餐馆遍布全城，一到节假日便
见高朋满座。尤其是多伦多房价的飙升我们中国人的贡献是功不可没呀！想
想中国人富吗？六年来帮无数华人报税发现绝大部分家庭的年收入都远低于
安省家庭的平均收入 (2014年安省的家庭收入中位数为$78790)可即便是那些
年收入处于贫困线附近的家庭，也不乏开着奔驰，宝马来寻求免费报税服务
的人士。他们到底是穷人还是富人， 连我这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都搞不清
楚，何况是当地的小孩子了。
　　 我身边就有好几个并不信教的中国家庭把孩子送进了天主教学校。父
母一方先去参加某教堂的“慕道班”以便从神父那里开具一份证明信，凭此
证明就可以让孩子进入天主教小学了。“慕道班”每周一次课，持续大约一
至两年。但这些父母往往是拿到证明信，待孩子入学后就不再去教堂了。
　　 我们社区的天主教小学在几年前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并拿出对策：“
慕道班”的证明信必须每年更新，孩子才能继续留校学习。否则就要转去公
立小学。因而有些家长为了孩子能留在天主教小学只好被信教了。
　　 移民到一个新的环境，总希望能尽早适应，尽快融入到主流社会中
去。这不仅从语言文化的角度，也不只是追求金钱财富的比肩，同时还应考
虑我们的行为和道德观是不是能被主流社会所接纳。如果“融入”只是我们
自己的一厢情愿，那么即便我们的语言再流利，收入再丰厚，也无法真正整
体融入到这里的主流。
　　 看看华人聚居地Scarborough还留下多少主流人士?当地的非移民已成为
少数族裔。而原先当地人 为主的Markham在近十年华人的融入下, 主流被迫
流出大多，流向偏远。 难道我 们还要再追逐他们到Barrie，并追向那更遥远
的北方吗？

赚钱不易：在加拿大摸爬滚打做Uber司机的经历
周末和朋友Gary小聚，他向我推荐了几个月前加入的Uber。
　　 Uber作为新崛起的共享打车公司于2014年进入加拿大市场，并以全新的经营
模式、安全灵活的乘车方式、以及合理的收费迅速占领市场，对传统的出租车市场
造成了巨大的冲击。2015年，时有耳闻出租车司机堵路、罢工，以示对Uber的抗
议。2016年，Uber最终赢得了在多伦多和垄断的出租车共享市场的合法权利。
当司机用手机在Uber App 上线后，系统会自动将司机与最近的乘客联系起来，然
后司机确认trip, 并将乘客送到目的地，系统全程有语音导航。
　　 Uber系统最有趣的部分是Surging Price, 即价格飙升，比例完全由市场控制。
比如：当市场上要求乘车的人数超过在线司机人数
的话，系统自动开启Surging price, 价格可能是正常
价格的1.5 、2倍。由乘客自己决定是否接受飙升后
的价格。繁忙地段的地图也随即全线飘红，吸引更
多的司机来这一地区服务。
　　 作为一只朝九晚五的上班狗，我一直自驾车，
从未体验过Uber的服务。Gary兴冲冲地向我展示了
他一个星期做Uber 司机的收入：$800！一个月跑
下来，他已经掌握了规律：早高峰和晚高峰上线挣
surging price。这样的话，同样的距离，他的收入
要比正常价格高很多。
　　 Uber系统允许司机每天可以设置两个目的地，
系统会自动匹配与你所设置的地址同一方向的乘客。Gary建议我加入Uber，早晚上
下班可以捎个人，赚点油钱……这个建议听起来好像不错：毕竟，在工资不涨什么都
涨价的多伦多（尤其是住房），生活的可负担性越来越低……我G牌驾照，驾驶纪录
干净，2015年的丰田Rav4开的也很得心应手。如果只是上下班路上拉个同方向的
客户的话，貌似比较easy……
于是，我决定接受他的推荐，开辟新的财源！并按照Uber公司的步骤提交了材料，
完成了背景调查。3月中旬，Uber系统提示我，可以上线了！
　　 带着小小的兴奋和期待，下班后，我上线并设置了回家的方向。很快系统显示
有乘客呼叫，但没有传说中的语音提示……在不由自主的心跳加速中，我接到了第
一个乘客：一位50岁左右的白人女性。她非常健谈，告诉我每天都乘Uber上下班。
因为没有语言提示，我打起了12分精神，按照导航路线将她安全送达目的地。扣除
Uber公司的提成，我拿到了$8.98，蛮吉利的数字，算开门红吗？
　　 回家后继续熟悉Uber App, 才发现是因为手机开了蓝牙连接到车上，但车上的
蓝牙没开……虽然将乘客顺利送达，但自己还蛮紧张，格外留意路况，对乘客的安全

负责！这和我自己下班后边听音乐边慢慢遛达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啊！
　　 一天早晨，我收拾妥当后，发现比我一般出发的时间早了15分钟。于是试着上
线，希望能拉个Downtown方向的乘客！走了5分钟，有乘客呼叫，在Danforth/
Main。
　　 到达目的地附近后，为了不引起公愤，我没有在行车道上紧急停车，而是找了
附近的一条小路，给乘客打电话，希望他能走过来。他说好。等了2分钟， 他没出
现……我们同时再次拨打对方的电话，他又说在Sobeys的停车场（我想第一个电话
可能有misunderstanding）。

　　 等我手忙脚乱Google Map了Sobeys, 徐徐出现时，发现乘客
并不是我所设想的早高峰赶着去downtown的上班族，而是一早来
超市采购打折商品的便利店店主! 他推着满满一购物车货物，脸色微
变，我确信不完全是因为寒风……赶紧一边向他解释我是一个新司
机，还在熟悉App和行车路线，一边帮他把东西放在后备箱……满头
大汗地把人和货安全送达后，我急忙赶往单位。不出所料的，我华
丽丽地迟到了！
　　 几单跑下来，我乌龙百出，觉得这活技术含量很高啊，尤其
在downtown，要时时留意单行线和限行时段，以免拿到罚单！身
体有被掏空的感觉……给Gary打电话，告诉他真心觉得这活我干不
了，很担心被乘客投诉……他很笃定地说：“放心吧，不会的！Uber 
的女司机本来就很少，他们怎么忍心投诉你这样的美女……”这招果

然很管用，我立刻打消了“金盆洗手，弃暗投明”的念头，“屁颠屁颠”地又上路了……
　　 摸爬滚打地，我服务过了stressful 的高中生，和刚从St. Catharine搬来，努力
在多伦多settle down 的帅哥，以及由于我的疏忽错过了家门口的大妈……手忙脚乱
的级别慢慢降低，也开始enjoy熟悉多伦多的大街小巷，听取不同乘客的故事和人生
经历。周五晚上刚回到家，Gary来电话了：到家了？
　　 我警觉地看看窗外：“你怎么知道？”
　　 他哈哈大笑：“系统提示我，你刚完成了第10单！”
　　 我说：“是啊！容易吗我……”
　　 他继续：“你作为新司机顺利完成10单后，Uber公司会给我$300，给你$100
，以资奖励！来Yonge/Eglinton 的Mandarin吃饭吧，我请客，晚上八点，不见
不散！”看了一下App，$100 果然已到账。周五的Mandarin有蟹脚哦，为嘛不去
呢，狠狠宰一顿这个“坑我没商量的家伙”？倒车出车库，我习惯性地打开了Uber 
App，Yonge/Eglinton地区全线飘红……设置了目的地，向Surging Price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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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国华女获雇主奖励28万元 丈夫女儿却决定远离她

　　 加拿大华裔住家保姆胡女士救了老先生一命，获得28万加元奖金。然而，
她并不开心，丈夫提出离婚后，她输掉了官司，女儿也疏远了她。按卑诗省法
院的裁决文件，胡女士与彭先生最初在广州相识。两人1984年在香港结婚，约
一年后女儿在香港出生。他们在1995年5月移民加拿大，在温哥华地区定居。
　　 移民后，这对夫妻都找到了工作。1998年至2014年间，彭先生在大温地区
的超市当主管。1998年至2006年间，胡女士在一个华人家庭当住家保姆。每周
一至周五，胡负责做家务，并24小时护理唐老先生。唐在生活上很依赖胡。这
对夫妻一边工作，一边攒钱。2004年，他们在卑诗省大温列治文花38.9万加元
买了一套房子，又从道明银行获得贷款27万元。

妻子获28万元奖金
　　 年过花甲的胡女士表示，2003年左右她救了唐老先生一命。当时胡发现唐
失去知觉、血糖很低，于是给他喝蜂蜜和水。唐后来恢复了知觉。为感谢胡女
士的救命之恩，唐老先生发给胡15万加元奖金。胡没告诉丈夫这件事。胡作证
说，她把其中12万元存入她的个人账户，把另
外3万元存入保险公司的账户。
　　 胡女士曾向唐诉苦，说她的婚姻不幸福，
丈夫对她不好。唐觉得胡可怜，曾对她说：“
如果将来在生活上遇到困难，就花这笔钱，不
能让彭先生动这笔钱。如果彭把你赶出家门，
就用这笔钱维持生活、保护自己。”
　　 2006年，唐老先生与妻子搬到香港居住。
胡女士后来继续为唐家工作，负责打扫位于温
哥华海滩大道的唐宅。2009年8月至2010年3月间，唐又寄给胡女士13万加元。

*分居后丈夫打赢官司
　　 胡女士表示，2010年3月彭先生获悉，唐老先生去香港前给胡一大笔钱。
彭建议用这笔钱支付他们家的房屋贷款，遭到胡的反对。这使夫妻之间的关系
进一步恶化。
　　 这对夫妻从2010年开始分居。胡女士后来搬到香港，彭先生则继续住在卑
诗省列治文的家中。婚姻破裂后，她女儿站在她丈夫一边，逐渐远离了她。她
丈夫后来主动提出离婚，胡表示同意。然而，双方在家产分割方面有分歧。彭
聘请律师，与胡对薄公堂。
　　 2017年3月，卑诗省法院的法官沃瑞(Justice Kelleher)作出裁决，彭先生在
打官司过程中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不需要支付相关的诉讼费。离婚令将在30
天后生效。胡向彭隐瞒了她的部分资产，要向彭支付罚金5,000加元。

美国男子携枪进多伦多CN塔安检时发现 
被控3项罪名

　　 一名26岁的美国亚利桑那州男子(Erik Hall)因为携带上了子弹的手枪进入
CN塔，在安检时被保安报警，现在被起诉3项罪名。警方表示，这名男子没有
持枪伤人的企图，是美国和加拿大两国法律不同造成的。
　　 事情发生在上星期五下午3点，进入CN塔做金属检测时，保安发现这名男
子的背包里有一支手枪，这名男子随后被逮捕。这名男子说，他上周在皮尔逊
国际机场通过海关和安检时都带着枪。他在美国是注册的枪支拥有枪者，并在
亚利桑那州持有携带武器许可证。
　　 这名男子面临三项指控：拥有装有弹药的违禁武器、携带隐藏的武器和武
器不当保存。他星期一在多伦多法院出庭，并获准保释。

大麻合法化：加国高速路现新路牌 
不要吸毒后驾驶

　　 加拿大司机朋友们可能注意到了，高速公路上出现了新的电子告示牌“不
要吸大麻后驾驶”(DON’T 
DRIVE HIGH)，牌子的设计是
一个绿色的大麻叶子和一串车
钥匙，为了避免你看烦了，
这个设计主题每个月还要换
一次。
　　 安省交通厅表示，虽然联
邦即将大麻合法化，但在吸食
毒品(包括大麻)后的不清醒驾
驶仍然违法的危险行为。
　　 省警高速安全部门警官史
密斯(Sgt.Kerry Schmidt)说：“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因吸毒被起诉不清醒驾驶”，他表示这也是因为警方对
检查不清醒驾驶有了更多的培训。

上个星期有28人被起诉不清醒驾驶。
　　 史密斯警官说：“不清醒驾驶就是不清醒驾驶，不管是酒后还是毒品，还
是大麻，你无法在很快的时间内做出反映。”
　　 他还说，坊间流传的吸大麻后驾驶技术会更高的说法完全是一派胡言。

安省车祸最少，但保费最高 
报告：应限制律师费

　　 最新研究报告显示，安省的车祸死亡和受伤率
加拿大最低，但安省的汽车保险费却是加拿大全国
最高。原因在于，人身伤害律师的收费太高。报告
建议，必须限制律师的所谓“不成功不收费”承诺
下的费用，而且要禁止或限制这类广告和律师转介
案子的收费。
　　 该报告由安省政府委托，由工作场所安全和保
险局前首席执行官马歇尔(David Marshall)撰写。
该报告还显示，要更快、更有效率地向事故受害
者提供护理服务，以避免在目前的制度下普遍存在
的、就护理和赔偿问题的长期法律纠纷。
　　 报告中称，事故受害者不得不雇佣律师来对
付保险公司，证明安省汽车保险制度的“失败”
。 “显而易见，使车祸后领取福利系统更简单和
容易操作，无需法律代理，相当紧迫”。报告中还
称，“在本应该是直截了当、非肇事者福利申请
过程需要律师来谈判一个和解方案，这是系统失败
的信号。”马歇尔的报告题为“公平福利公平支
付”(Fair Benefits Fairly Delivered)提出35项

建议。包括：提高律师费透明度，保险公司的结算
支票联合开给索赔人和律师，这样受害者能知道自
己拿到了多少赔偿;律师要以书面形式通知客户如何
对律师费进行上诉(客户可以向省级费用评估办公室
上诉);律师收费要在安省监管保险业的机构备案，
该机构抽查是否收费公平。
　　 目前人身伤害律师每年收取约50亿元的律师费
用，而保险公司的法律和辩护索赔额度的费用也是
这个金额。每年5%至35%的索赔人(约15,000至2万
人)聘请律师来和保险公司打官司。

每年每人发1万7千
 加拿大超级福利最早今夏试点
　　 加拿大安省省长韦恩星期一(4月24日)在汉密
尔顿宣布了基本收入试点项目的细节。该项目将有
4,000个家庭参加，为期3年，试点地区是汉密尔顿
(Hamilton)、林赛( Lindsay) 和雷湾( Thunder Bay)
。接下来几个星期内，省府将向低收入人士和家庭
发出邀请信，“随机”邀请4,000个家庭参加。
　　 符合条件参加该基本收入试点项目的人士为：
目前拿政府福利的人士，税后收入低于17,000元的
单身人士和税后收入低于24,000元的夫妇。参加试
点项目的每个人每年最高可拿到约17,000元。
　　 试点项目还鼓励人们工作，如果是有工作人
士，他们将收到基本收入，外加他们所挣收入的一
半。残疾人士每年可另外拿到6,000元。目前在省级
福利项目中有牙医和医疗福利的人们可以保留这些
福利。之所以选择这个地区，韦恩称是因为这些社
区有合适的人口组合，大小正好。政府每年的成本
将是5,000万元, 试点三年为1.5亿元。
　　 40年前，2,200个曼省家庭曾参加过联邦和省级
政府联合举行的最低收入保证试点，作为解决社会

贫困问题的办法来研究。但由
于后来政府变更，当时没有进
行数据研究。2011年对项目
数据的研究显示，去医院看病
的人减少，包括意外事故和精
神健康问题减少，高中毕业率

提升，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并没有受影响。
　　 目前最低收入保证作为消减贫困的方式，引起
了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政党的关注。尤其当前经济
发展出现了更多自动化和兼职工作，很多人面临工
作不稳定的挑战;社会福利系统因为相当具有惩罚性
而且政府官僚程序过多，也存在诸多问题;另外加拿
大的社会保证体系对老人和孩子相当慷慨，但对工
作年龄的单身人士除了社会福利项目外，几乎没什
么保障。最低收入保证能使这部分人的生活发生重
大改变。
　　 但是反对人士担心，采用这个办法，会使社会
安全保障网络解体，坏雇主没有监管，以及政府不
再有制定有效的就业策略的压力。
　　 虽然有反对的声音，今年1月芬兰开启了为期
2年的基本收入项目，全球有多个地区正在考虑实
行。
在加拿大，2009年自由党和保守党的两位参议员
(Hugh Segal 和Art Eggleton)发表报告，呼吁全国范
围实行基本收入策略。

杜鲁多:弟弟曾被控持大麻 
老杜鲁多凭关系摆平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Justin Trudeau)说，他的
弟弟米歇尔曾被控携带大麻，他的父亲利用他的资
源和法律界的联系，使弟弟洗脱了罪名。他表示在
休闲大麻合法化后，他将引进一个“程序”来解决如
何帮助曾被指控大麻相关罪名的人们。
　　 特鲁多是在一个和市民见面会上发表的这番
评论，他被一位被诉大麻罪名的市民提问，作为总
理他有什么说法。总理回答问题时讲了他弟弟米歇
尔的故事，当时米歇尔从西海岸开车回安省发生车
祸，警方在现场发现几只大麻烟，起诉米歇尔持有
大麻。
　　 “当他回到蒙特利尔时，我爸爸说：‘好吧，别
担心’，他与法律界的朋友联系，聘请了最好的律
师，并非常有信心他可以使这些指控消失，”特鲁
多说，“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有资源，
我爸有几个关系，我们相信我的弟弟不会终身都带
着这个犯罪记
录。”
　　 特鲁多继续
说，“加拿大应
该对所有人来说
都是公平的”，
但是现在的制度
下，来自少数族
裔社区的人，或
者没有钱、没有关系的人们要使大麻指控被撤诉就
相当困难，这不公平。

暗示大麻罪名“大赦”?
　　 当被问到他将如何帮助现在被诉大麻罪名的人
们，特鲁多表示他会“开始一个程序，我们试着看
看我们如何能使事情更公平些”。
　　 他接着说，目前的重点是大麻合法化的立法，
之后会考虑如何帮助那些有大麻犯罪记录的人，因
为届时持有大麻不再是刑事罪行了。
　　 特鲁多反驳了现在就把大麻相关罪名取消的
想法，理由是现在休闲大麻市场是由犯罪分子控制
的，使他们的行动合法话，不会起到制约和控制大
麻的分销和利润的作用。
　　 特鲁多再次重申，直到休闲大麻合法的日子，
也就是明年7月1日，目前的法律依然有效，也就是
持有大麻仍然是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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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过，才知道什么是人生
　　输过，就知道什么是人生，赢过，才知道什么是自己，失去，可以建立
自己的强健体魄，得到，可以看清别人的眼神。人，可以输的遍地鳞伤，但
是不能落魄的忘乎所以，一辈子没有什么值得，不知道，但是要知道什么尊
敬，什么值得忘记。拿得起，放得下，安静的看自己，学会看清别人，别人
的心态，自己的能力，学会掌握分寸，对立自己的视觉。
　　一生，可以换却很多的思维，掌握很多的不同思维，但是只有一样可以
放弃，那就是不值得尊敬的人。爱，可以放在眼里，可以说在心里，也可以
讲述不同的世界，对了，可以理解，错过，就是一辈子的珍惜惋惜。做人，
不能太缺德，处事，不能太耽误，一辈子不长，如茶，错过就凉了，如月，
躲了就忘了，但是要懂得欣赏，了解别人的内心世界。
　　一个忘记，可以擦去很多
的不注意，但是不能惋惜太
多的了解，寻找自己的思维世
界，掌握别人的态度格局，建
立人事的自我市场，才能把握
最好的自己。风吹散人生的傲
慢，煎熬自己的不同意，但是
要懂得了解自我的格局，别人
的心态，否决可以定论自己的
行为，但是不能勾画别人的一
辈子。
　　一个人，可以忘记别人对
自己的不好，但是要懂得自己
做的不好，一句话，可以说的
错乱无序，但是不能做人总是
失去恒心。无所谓别人的争取
和放弃，但是自己要用自己的
行为，得到尊敬，必须努力十
倍，努力百倍，才能更好的建
立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放
弃很简单，努力很麻烦，但是
要想走的远，必须懂的多，付出的要比懂的多十倍。
　　感恩的人，懂得珍惜，放弃的人，忘记格局，失败的人，不知道自己的
命运，人生没有下辈子，但是要知道如何面对别人，珍惜自己的每一个角
落，每一个顶点。错过了别人，就是一天，错过了自己，就是一辈子，人生
不能总是错过，要学会承担，有责任心，有自己的态度，别人的格局，自己
的思维驾驭，不放弃，不忘记，还能坚持。
　　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有些话，看不起人，有些人，对不起良心，
这就是潜规则。人生的潜规则有很多，包括正义，良知，尊严，格局，自
我，不是每个人都懂，但是总有一些人忘不了。世事如画，别总是在意别人
说什么，而是关心自己做什么，放弃什么，得到什么，应该做什么，不该说
什么，这就是人生，一辈子不长，学会珍惜，原谅他人。
　　有些人，走着说话，已经忘了自己，有些话，带着刺，说了就伤人，是
非曲直，总有一些可能，一些无奈，人生没有下辈子，但是总有一些无法做
到的话，无法做到的人。格局是一种使命，人生是一个画笔，别总是为别人
遍地鳞伤，学会保护自己，要学会原谅生命的每一个人，珍惜灵魂的健康，
保护思维的健全。
　　一辈子，总有人看不起自己，一瞬间，总有一些话不能忘记，学会失
去，就学会了得到，一份唯美，一份良知，人生没有彩排，也没有再见的诉
说。对人，还是对自己，要学会开朗，活的开朗，才能想的宽，走的正，不
怕鬼敲门。每一个对立，总有好的一面，坏的一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
一面，这就是一辈子，珍惜说话的机会，保护做人的原则。
　　每一个开始，总有人失败，每一个重点，总有人看不透，这就是格局。
是非如局，画意朦胧，还是人生憔悴，对人，复杂一点，总有人看不惯，简
单一点，总有人瞧不起，别忘了，自己还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未来。别以别人
为中心建立自己的思维，而是以自己的本能建立自己的人生，改变自己的行
为，专研自己的态度，规划自己的命运。
　　浮生入戏，一世不易，别想的太多，问的多了，总有一些不如意，对自
己学会珍惜，对别人懂得忘记，才能走的宽，是非曲直，总有一些话题不
能入耳，这就是正直，是非曲直的一片遍地鳞伤，还是满身凋零，都是成功
的必备筹码。一瞬，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辈子，一句话，可以整理自己的思
绪，让自己的明天更好，更有希望。

　　说话，是一种境界，有些人说不透，有些人看不透，是是非非，总有人
一直的说，不知道自己说什么。有些人，说话不顾及别人，有些人，说话自
己都不懂，这就是话的潜规则，有些话不能说，有些话，只能聆听。是是非
非，人生屈指，说一句话，要承担责任，等一句话，需要花费时间，人生就
是如此，别人说，还是自己等，都得浪费时间。
　　固定的说话方式，可以让人放心，未必不会让别人不担心，说话可以原
谅，未必真心原谅。说的多了伤心，说的少了伤感情，不说话，别人看不起
自己，未必不会说自己瞧不起人。人生的沉默很多，但是说话有技术，做人
有技巧，处事有分寸，非常的难以做到，也许书本可以找到完美的人，未必
找到无暇的世界，改变自己的心态。月色朦胧。别人只是看看，作者写了一

份感知，画家想起人生的感慨，
失败者想起了明天，世事决定人
生，格局看法可以改变自己的一
辈子。
　　说话，说过了，让别人闻风
丧胆，说少了，说错了，让别人
对自己没有信心，人啊，总有说
话伤人，总有说话害人救人的
人。话是一把刀，可以把人的关
系越拉越紧，话是一把剑，可以
把自己和别人的相信斩断。说话
是一种美丽，也是一种伤害，人
可以走的近，未必不会疏远，人
可以走的远，未必不会想的远。
　　两个人，一句话，也许让关
系走的更远，一句话，也许让相
信直接崩溃，人可以相信，未必
不会软弱，人可以懒惰，未必不
会怀疑。说话是一种艺术，未必
是真诚的沉默最懂。世界上的
话，人生的谎言，总有一些包

括，总有一些无辜，这就是话的艺术，人的艺术，心的艺术，自己的本能艺
术，屈指算尽，总结一句话，就是一辈子。
　　话能让人提心吊胆，也能让人十面威风，话语的聆听，人生的真谛，有
些事，总有一些孤独，也有一些无奈，一次一次的说出去，未必让每一个人
都能承担话语的责任，一次一次的聆听，未必自己不会反感。说自己的话，
别耽误别人，聆听自己的内心世界，别错过人生的最好时间，一辈子可以忘
记很多，但是不能总是记住沉默是金。
　　输过，才知道人生很苦，赢过，才知道自己那么的不尽人意，人生是
路，也有孤独，人生是悟，也有失去，太多的注意，只是一笔勾销。人可以
懒，但是不能没有骨气，人可以忘记，但是不能没有志气，做人立大志，不
放弃，不忘记。立人之本，不是强求多少，而是放下多少，一辈子不长，但
是要知道自己做什么，忘记什么，得到什么，失去什么。
　　活着，不是寄托，也不说别人眼中的一句话，而是通过自己的坚持，一
种努力，不怕苦，不怕累。人生一世，简单了，可以问问自己，重复了，可
以问问别人，人生是有选择的，也是有付出的，不怕输的人，才能走的缘，
能赢，能分享经验，才是美德。活着，是一种希望，也是一种精彩，不惧飙
风，不怕未来，坚持的活着，用心的活着，一种坚持。
　　孤独，可以让自己学会承受，淡静可以让自己学会为人处世，一辈子不
是别人说什么，而是等自己做什么。失去不可怕，做到不可怕，而是努力
了，半路退缩，才是可怕。活着，是一种精彩，也是一种渴望，人生没有太
多的惧怕，也没有太多的怜悯，学会忘记，学会擦去，不能太随意，也不能
太简单，活就活个样，为了自己。
　　人生总有一些苦，也有一些为难，别担心，别辜负自己，一生总有很多
失去，也有很多无奈，走自己的路，说自己的话，讲述自己的人生脚步。不
怕苦，不怕累，一直的坚持，相信自己，相信努力，哪怕遍地鳞伤，今生也
算是付出了，失败也是一种收获，活着就是一种美丽的希望，给别人信仰，
给世人祝福。
　　心中有那么一句话，来来回回，不说什么世事如局，不看什么寥若繁
星，只是一个静静的问，静静的人到中年。一辈子，不怕苦的人，可以找到
自己的希望，不怕累的人，可以让别人相信坚持，不怕别人，努力坚持，才
是自己生命的王道。

学会简单
　　里有一句话——“生活中很大的乐趣之一，就是花时间去
享受身边的每一样东西。”这句话告诉我们，要懂得享受现在
的生活，对物质方面的追求要适可而止。当我们对物质方面的
追求越少时，精神方面就收获越多，就拥有了更多快乐和幸
福，生活过得充实而富有。
　　偶遇一朋友，他年前买了一台一万多元的跑步机，只要插
上电源，就能享受到健步如飞的感觉。可朋友告诉我，他家的
跑步机需要很便宜处理掉。因为，从年前到现在，跑步机只是
用了两次，家人都不愿在跑步机上跑步，宁愿去附近公园跑
步，觉得到公园跑步轻松惬意，还能和花花草草共呼吸。
　　记得，有一次，和朋友踩脚踏车郊游，出门时忘了带手
机，当我们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又发现忘了带照相机。和亲朋暂时失去了联
系，不能把旖旎的风光收入相册，那是多么糟糕的事情啊！我有些沮丧。可
朋友很乐呵，硬拉着我在山水之间随心所欲地奔跑。今天回想起来，那次郊
游，居然是我最快乐的一次郊游，夕阳、村庄、小桥、流水……尽收眼底，

自然而美好。
　　原来，拥有得越多，生活得越复杂，我们越得不到快乐，反而，简单就

是快乐，是富足。
　　人生一世，我们想要拥有的东西很多，但我们每拥有一样新
东西，只能带来短暂的快乐。短暂的快乐之后，我们又希望拥有
更多更好的东西，我们很快滋生了新的烦恼。爱默生说过，“快
乐本身并非依财富而来，而是在于情绪的表现。”当我们的生活
物资越来越丰富的时候，当我们开始了解到许多人生必需品其实
都不是必要拥有的时候，我们蓦然发现，其实我们现在拥有的东
西已经够多了，我们已经够快乐了。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快乐永久，如果要快乐永久，那只
能是拓展我们的心灵空间。事实上，心灵的空间就像一个杯子，
里面的水多了，空间就小了；心灵的空间就像一双眼睛，眼里的
杂草多了，花儿就少了；心灵的空间还像人的耳朵，听到了噪音

多了，优美的声音就少了。当我们的心灵里装满了复杂的欲望，就装不下简
单的快乐了。
　　所以，我要告诉自己和朋友们——简单的生活是快乐的源泉，只有学会
简单，快乐才会源源不断地涌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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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快申请！快速通道移民新规对
中国留学生其实不利

　　加拿大移民部在快速通道上可谓宽容不少，最近几个月抽签分数基
本上都在下降，这也就意味着现在正是留学生群体申请的好机会。据报
道，2017年6月6日以后，加拿大"快速通道"移民申请项目增添新变化，新
增法语加分、申请人或配偶有直系亲属是加拿大公民或移民加分等项目。总
体来说，新变化对中国留学生申请人反而有所不利，所以目前是申请快速通
道移民项目最好时期。

2017目前邀请量已超去年全年
　　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通过快速通道留在加拿大，最近一次抽
签(4月19日)的综合排名系统分数也已经降到破纪录的415分，共有3665人
获得邀请。这是本月的第三次抽签，最近的三次抽签移民部共发出11341个邀
请，而截至目前，今年移民部共发出邀请数量为35973，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
的33782个邀请数量。

6月6日后快速通道政策将有变化
　　从2017年6月6日以后，加拿大移民部对"快速通道"移民申请项目目前的移

民评分系统和申请要求将
做如下修改：
　　第一，语言评分上，
增加法语分值。如果申请
人的法语测试(NLC)听说读
写4项达到7分，且他的英
语成绩(CBL)等于或低于4
分，申请人可以获得15点
移民加分;如果他的英语成
绩(CBL)高于4分，申请人可
以获得30点移民加分。

　　第二，申请人或其配偶如果有直系兄弟姐妹是加国公民或移民，申请人可
获得15点移民加分。这一条加分在过去的规定中没有。
　　第三，在工作银行(Job Bank)註册不再成为符合"快速通道"移民申请项目的
必要条件。按现有政策，申请人在符合条件递交申请后，如果没有有效的工作
证明，还必须在加拿大的工作银行(Job Bank)成功注册，才可以参加快速通道移
民抽签。而6月6日以后，对申请人是否在工作银行注册不再做强制规定，只要
满足快速通道移民申请最低要求，申请人就自动地被放入每轮抽签中。
　　对此，有移民顾问进行了分析：“总的来说，这三项变化对中国留学生
申请人来说影响不大，甚至有不利方面。首先，法语加分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留
学生来说很难。除非你在留学时选择魁北克省，而且法语学得不错，才能达
到这个语言要求。这一条件非常利好来自欧洲、非洲部分说法语国家的申请
人。”“其次，亲属加分基本不适用于中国留学生。因为现在大部分中国留学
生都是独生子女，基本没有兄弟姐妹。这个政策其实是有利于印度、菲律宾等
其他族裔。当然对于那些成年申请人来说，如果你有兄弟姐妹在加国，这是利
好。”“最后一条取消工作银行注要求，意义不大。过去要求注册，申请人很
容易达到。现在不要求了，只是在申请程序上更方便快捷些。如果申请人目前
没有工作或正在找工作，随时可以在工作银行注册找工作，这点不再影响到他
申请快速通道移民。至于工作加分，依然是符合NOC职业列表中的工种，分别
加200分或50分两个档次。所以如果你有加拿大工作，跟这条无关。”
　　该移民顾问表示：“三项变化的推出，我认为移民部是为了调整引进移民
的各族裔比重，充实法语社区的移民人口。对于中国申请人来说，由于无法获
得加分，其实是削弱了中国申请人的机会。另外我判断，由于年初至今移民部
已经通过快速通道移民项目引进了3.5万多的移民申请人，完成了全年计划引进
目标的一半，所以下半年移民部肯定会放缓速度，减少每轮抽签获邀移民申请
的数量，因此，那些准备申请移民的中国留学生们应趁政策没有改变前，尽早
递交申请。”

移民加拿大的大门洞开：
抽签分数首降至415分

　　按照加拿大现行“快速通道”移民申请系统打分走势，2017年注定
是留学生移民的一个好年头。抽签”人数不断增加而分数要求则不断降
低。4月19日最新抽签结果：移民最低分数要求为415分，这比上一轮抽
签423分再降8分，刷新有史以来最低分数线。虽然人数略有下降，但业
内人士预测，“抽签”要求的分数还有继续下降空间，分数低至400分以
下指日可待。
　　加拿大移民部于今年1月4日进行了“快速通道”(Express Entry)移
民申请2017年第一轮“抽签”，抽选出2902名移民申请人，这是历年最
多的一次。2016年抽取人数最多一次为2878人。此次抽中移民最低分数
为468分，这个分数低于2016年最低分数475分。
　　随后在1月25日举行的“快速通道”抽签中，共有3508人获邀请，人
数远远超出2017第一轮，最低分数降至453分。
　　到了3月1日，抽签的分数线继续下降至434分，是该分数首次跌至
440分下方。4月12日抽签的分数线继续下降至423分，一周后再降至415
分。
　　加华移民留学中心副总裁吴冰说，LIMA额外加分降至50分对本地留
学生和有本地工作经验的人来说是个利好消息，从目前的抽签分数线来
看，在留学生群体中条件较优秀的
申请人都可以达到这一分数线。在
未来几个月分数线有可能会降至400
分左右，就会有更多申请人增加成
功机率。
　　移民顾问张丹表示，经过调整
以后的“快速通道”评分，明显是
向那些有加拿大教育背景或者工作
经验的年轻人倾斜。事实上，从加
拿大角度看，这也是比较理想的移
民来源，年轻、语言水平比较高、熟悉本地环境等，他们适应的能力显
然比较高。她说，相比之下，从加国以外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大陆申
请加拿大技术移民，仍然有一定困难。如果年龄比较大，分数可能在300
多分。移民部网站上最新公布的5个个案中，年龄最小的是29岁，2人30
岁，另外两人分别是34和40岁，都是工作经验丰富且英语成绩较高的申
请人，分数都在415分左右。
　　根据对新打分标准亲测，假设28岁，单身，本科四年，有一年本地
工作经验，假设雅思四个7，不会法语，结果测得分数406分。
　　移民顾问JASON王说，他接手评估的留学生绝大多数分数在400到420
分之间，以目前的标准，很多人都符合要求。对于普通专业的留学生来
说，如果分数不够，必须想办法再追加分数才有资格被“快速通道”抽
中，可以考虑再读一个专业或者提高英语成绩，这些都是加分途径。
　　按照2017年加拿大计划引进联邦经济类移民计划，今年加拿大计划
吸纳经济类移民的目标是73,700人，下限是7万人，上限是77,300人。吴
冰分析认为：考虑到移民部通过前4个月的抽签已吸纳了3万多申请人，
未来移民部很可能会放慢脚步，要么通过减少抽签频率，要么通过降低
每轮被抽中人数的办法，确保全年吸纳的申请人数不会超过2017年的计
划指标。估计未来几轮的抽签，分数可能会跌破400分值线，而每轮抽签
释放的被抽中申请人数会在3000人左右。

因此，对于留学生申请人来说，现在是大好时机，应尽快递交申请。

魁省投资移民下月重开始 
中国人1330名额 料秒杀

　　号称全球最便宜的魁北克省投资移民项目QIIP(Quebec 
Immigrant Investor Program)将于下月重启，申请者可以在5月29
日至明年2月23日期间提出申请。据悉总名额为1,900人，并将分配
给中国申请人(包括香港及澳门)1,330个名额。
　　加拿大政府先后于2012年暂停、2014
年正式停止投资移民计划后，QIIP便成为全
国唯一一个只需要作出投资、申请人就不
必在本地经商或创业的商业移民计划。因
其门槛较低——投资额$80万而广受欢迎，
也备受华人青睐。
　　与其它发达国家相比，QIIP所要求的
投资额仅高于美国的50万美金(相当于65万
加币)，但大大低于英国的200万英镑(约合
350万加币)，澳大利亚的150万澳元(约合
150万加币)，新西兰的150万元(约合140万加币)，德国的100万欧元
(约合144万加币)以及法国的1000万欧元(约合1440万加币)。
　　按照相关规定，申请人不论资历能力如何，只要证明自己拥有相
当于160万加元的净资产，并愿在五年内投资80万加元，就可以获得
加拿大永久居留权。由于迁徙自由是加拿大的基本人权，因此并没有
任何规定要求新移民五年后必须在魁省定居，实际上造成了魁省收钱

而其他省收人的局面。
　　对申请者而言，申请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是资金来源，如果申请
者能够清楚交代其资金来源，申请成功的机会就大得多。而申请中的
资金来源如果含糊不清，交代不清楚，则很容易被淘汰。
　　QIIP的申请还要求申请者在最近5年内最少拥有2年企业管理经
验。申请人的其它条件，也即年龄、教育、语言及经验等因素也很重
要。如若申请人的法语达到中高级水平，则会优先审理，也更容易申
请成功。

　　魁北克投资移民项目历史可追溯到1986
年，多年来一直备受青睐，主要原因是移民政策
稳定、无后续创业要求的被动投资方式。这种只
投资不创业，是没有商业风险的投资方式，对于
受语言、税务、法律等方面的局限的中国申请人
来说，深受他们的欢迎，造成魁省投资移民九成
申请是中国人的局面，有人直言这就是专门为中
国富裕阶层量身定制的移民服务。
　　同时这个项目也一直受到业界和民间的批
评。有专家表示，这些富裕移民家庭的一家之主

常常变成“空中飞人”，把妻儿留在加拿大，自己回国挣钱。他们并不
给加拿大交税做贡献。还有一部分投资移民是来退休养老的，或者经
营个小生意做做样子。这些投资移民给加拿大经济带来的好处仅限于
他们的消费和所交的地产税。如果联邦和省政府对投资移民项目本身
做一个系统的成本利润分析，就会发现对这个项目的好处所唱的赞歌
根本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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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告诉孩子，一定要知道这三条鱼！
　　1.第一条是海洋深处的大马哈鱼
母马哈鱼产完卵后，就守在一边，孵化出来的
小鱼还不能觅食，只能靠吃母亲的肉长大。母
马哈鱼忍着剧痛，任凭撕咬。小鱼长大了，母
鱼却只剩下一堆骸骨，无声地诠释着这个世界
上最伟大的母爱。大马哈鱼是一条母爱之鱼。

　　2.第二条是微山湖的乌鳢
据说此鱼产子后便双目失明，无法觅食而只能
忍饥挨饿，孵化出来的千百条小鱼天生灵性，
不忍母亲饿死，便一条一条地主动游到母鱼的
嘴里供母鱼充饥。母鱼活过来了，子女的存活
量却不到总数的十分之一，它们大多为了母亲
献出了自己年幼的生命。乌鳢是一条孝子之
鱼。

　　3.第三条是鲑鱼
每年产卵季节，鲑鱼都要千方百计地从海洋
洄游到位于陆地上的出生地——那条陆地上
的河流。央视动物世界曾经播放了鲑鱼的回
家之路，极其惨烈和悲壮。

　　回家的路上要飞跃大瀑布，瀑布旁边还守着成群的灰熊，不能跃过大
瀑布的鱼多半进入了灰熊的肚中;跃过大瀑布的鱼已经筋疲力尽，却还得面
对数以万计的鱼雕的猎食。只有不多的幸运者才可以躲过追捕。耗尽所有
的能量和储备的脂肪后，鲑鱼游回了自己的出生地，完成它们生命中最重
要的事情。谈恋爱，结婚产卵，最后安详地死在自己的出生地。来年的春
天，新的鲑鱼破卵而出，沿河而下，开始了上一辈艰难的生命之旅。鲑鱼
是一条乡恋之鱼。

常常想，在这个世上至少还有三条鱼让我们感动。
　　一条是父母，给了我们生命，目送着我们走向远方，无怨无悔地付出
直到无所付出;
　　一条是子女，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天就与我们结下了血脉之缘，从此无
比信任相伴到老;
　　一条是故乡，无论飘得多高，终有一天我们还是要踏上这条回家的
路。

我们都是一群孤独的鱼，不小心游到了这个世界上，
从此被这个世界收留，成为今生今世三条鱼最大的牵挂。

你的女人
1、如果你的女人在你面前哭了，无论什么原因，请抱紧她，再反抗也要抱
紧，趴在桌子上永远没有在你怀里安心;
2、如果你的女人和你赌气不理你，不要也学她，这正是考验你们的时
候，“脸皮厚”的精神此时不发扬又更待何时;
3、如果你的女人不听你的话，转身走了，一定要追上她，若真的还爱着，
丢下她一个人你又如何放心呢;
4、如果你的女人说“你走吧，我不想理你了”，千万不要相信，女人最是口
是心非，其实那是她最需要你的时候；
5、如果你的女人生气了，说心情不好不想吃饭，千万不要问她想干吗想吃
什么，她一定说什么都不要，买好你记忆里她最爱吃的东西(最好是有包装
的，这样等她心情好了再吃也不会冷)，但一定不要以自己也不吃来威胁她;
6、如果你的女人对你们说狠话，请保持三秒钟不说话，然后搂过她的肩，
笑笑说：“老婆，你讲话的声音真可爱!”
7、珍惜你们的女人，不要把她们想
的坏想的复杂，女人要的永远最简单!
8、她跟你吵架时不一定就是真有
事，而是想撒娇没找对途径，错误的
以为这样你就会注意到她;
9、吵完架不要给她时间冷静，实际
上她一点也不需要冷静，她需要你跟
她说话哄哄她;
10、她想哭时先不要问原因，而是在
任何时候任何状态下，都先给她一个
肩膀让她有依靠;
11、她梦想一些不切合实际的浪漫时，不要粗暴地打断她，如果连梦想也
枯萎的女人更可怕;
12、大多数时候她都是动态的,你也千万别总是静态，相处时你们更需要互
动，哪怕是争执不休;
13、女人都是水做的，所以情愿热着她也别冷着她，不然一过了零度她就
会结成了冰，最终冻着你;
14、当她吃醋的时候可不是好玩的，最有效的办法还是让她无醋可吃，要
不在醋缸里淹死的可是你;
15、女人的眼泪并不都是珍珠，但你一定每次都把它们当成珍珠，这样她
才会变得连哭都很吝啬;
16、女人都是感性的，所以常会做出一些你认为弱智的事情，也正因为如
此，她才需要你的提醒与呵护;
17、她骂你的时候是因为爱你，她打你的时候也是因为爱你，这一点上和
男人的表现刚好完全相反;
18、温柔的女人也会有脾气，坚强的女人也会有脆弱，独立的女人也会有
固执，你选择了她就请承担、宽容她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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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门雷振打分部

加拿大中國洪門民治黨
          雷振打分部
九週年紀念晚會

2017

Date   ( 日期 ) : Tuesday, July 04, 2017
Place   ( 地點 ) : Lee’s Chop Suey ( East)
Address ( 地址 ) : 200 Victoria Ave E, Regina
Time   ( 時間 ) : 05:30 p.m.
Tickets  ( 票價 ) : $ 65 ( $ 55 Dinner + $ 10 Donation)
** DONATION TO: EVER GREEN SENIOR HOME PROJECT 
                        Tickets Available At :
         Sunbird Travel ( 306-775-2911)
      Eng’s International Tour ( 306-596-8138)

Sponsor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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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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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搞笑
　　1.白马碍你死去哪了!是不是你把王子弄丢了
不敢来见我了。
　　2.失恋的痛苦在你我脸上划了一刀又一刀
　　3.失恋33天不可怕。可怕的是失恋33天后大
姨妈还没来。
　　4.失信于自己的女人，何以取信于世界
　　5.失败并不可怕，关键是要看这个失败是不
是成功的母亲。
　　6.生活就像酒坛子，人就浸泡在其中，时间
越久，就越陶醉其中。
　　7.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我永远不知道多吃
一颗我能长胖多少斤
　　8.生活就象心电图，如果一帆风顺的话，你
就挂了
　　9.生活把我们磨圆，是为了让我们滚得更
远。
　　10.生时何需久睡, 死后自会长眠
　　11.四大会来事儿：领导讲话，带头鼓掌。
领导唱歌，调好音响。领导洗澡，撮背挠痒。领
导泡妞，放哨站岗。
　　12.叹气是最浪费时间的事情，哭泣是最浪
费力气的行径。
　　13.叫你滚你就滚阿, 不知道过来抱紧一点就
没事了吗 !
　　14.史上最神秘的部门有关部门。
　　15.只要功夫深，拉屎也认真
　　16.只有在冲击到我的梦想时、我的内心才
真正的会被触动。
　　17.只有在火车站大排长龙时，才能真正意
识到自己是“龙的传人”。
　　18.电驴上的A V质量太差了--昨天下了一
部，半个小时愣没看出来到底是有码还是没码…
　　19.帅有个屁用!到头来还不是被卒吃掉!
　　20.平时看书是求知欲，考前看书是求生
欲。

最新的搞笑
　　1.平时骂你就算了，非要等我打你才知道我
文武双全
　　2.左手拿着教科书 , 右手拿着打火机丶那里
不会点哪里
　　3.可爱不只是外表、更是一种心态
　　4.可恨的其实并不是小三，而是经不住小三
诱惑的小瘪三。
　　5.本想在这次期中来个咸鱼翻身的，谁知道
最后彻底粘锅了
　　6.本想一口一口吃掉忧愁，但却一口一口吃
成肉球。
　　7.本无意与众不同，怎奈何品味出众。
　　8.本人姓我!名爱你!字想你!大名叫懂你!芳名
叫疼你!乳名叫念你!书名叫梦你!外号叫追你!你可
以叫我吻你。
　　9.古时一剑闯荡天下，如今一贱放荡世界
　　10.古人云：男人膝下有黄金，可我的膝盖
下是脚毛
　　11.世界很大，一张床很小，床上的两个人
曾经很好，却无法到老。
　　12.世界快末日了，有件事情我一直瞒着
你，其实我是奥特曼。
　　13.世界如此美妙，你却如此暴躁。江山如
此多娇，你却如此风骚。---死人一个
　　14.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和死，而是
我隐身你在线，你却在线我隐身。
　　15.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
离，而是你未来丈母娘站在你面前，你却只能喊
阿姨。。。
　　16.世界上最悲剧的事就是打开钱包之后，
毛主席不在了，各族人民还在。
　　17.世界上最没用的东西(工资条)，看着生
气，擦屁股太细。
　　18.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
离。而是我站在你身边，你他娘的却在玩手机。
　　19.世界上最大的教堂也装不下你的罪恶。
　　20.世界上的一切问题，都能用“关你屁
事”和“关我屁事”来回答。突然感觉屁好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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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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Min iRepair
是Regina集

　　 手机,平板,电脑,
笔记本维修和销售实体
店.我们致力于苹果,三
星,联想,华硕,惠普等品
牌手机和电脑的维修,解
锁,升级
　　 地址: 102-2125 
11th Ave, Regina.
电话：306391-1111

(Cornwall Hundson 
Bay 正门对面)

埠仔餐馆

近沙省#1 Highway上
居下铺,因退休餐馆連

物业出售
詳情請联系Ken
306-671-7868

出售Regina按摩诊所：
　　已连续经营二十一
年，客源持续稳定，对
外出售，停车位充足，

按摩师多名
每周营业六天。

电话：306-737-3893胡

独市中西餐馆出售

      位于16号公路旁，小
镇1300人，80座位，有
酒牌，设备齐全，回本
快，镇内生活设施一应
俱全，如有需要食物配
方全部教授。有意
请电：306-895-8429

小镇中餐厅招工

　　離saskatoon兩小
時車程，埠仔餐廳請
有經驗的中西廚師，
薪優，糧准。聯系電
話：13064607856或
13064608238

诚聘快递货车司机，有
五号车牌，能用英语沟

通，有意者请电
1-306-460-7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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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I局长被开除前欲扩大通俄门调查 

特朗普发声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科米突然遭总统
特朗普开除，美国国会熟悉这一事件的消息人士透
露，科米几天前曾要求
司法部为俄罗斯介入美
国去年大选的调查工作
拨出更多经费。
　　消息人士说，科米
（James Comey）是在
参院情报委员会要求联
调局加速调查工作后通知国会议员，他已向司法部
要求提供更多资源，主要是增加联调局人员。参议
院司法委员会的民主党参议员范斯坦过后证实，科
米确实在为这项调查工作寻求更多的资源。
　　不过，白宫为开除科米的决定辩护时称，他是
因为处理希拉莉电邮调查不当而遭革职。
　　特朗普10日也通过社交网站，维护解除科米职
务的决定。他在推特上写道：“科米失去了华盛顿
几乎所有人，包括共和党与民主党人的信任。当一
切平息的时候，他们就会感谢我！”
　　特朗普说：“科米将由另一个人取代，他会做
得更好，恢复联调局的精神与声望。”

日本两艘护卫舰与美军宙斯盾舰实施联合训练

　　日本海上自卫队10日透露，作为安全保障相关
法的新任务，首次在太平洋执行了防护美军舰艇任
务的直升机护卫舰“出云”号以及护卫舰“涟”号于7日
至10日期间与两艘美海军宙斯盾驱逐舰实施了联合
训练。
　　日本政府相关人士表
示，本次仅为训练，未实
施防护美军舰艇的任务。
　据海自介绍，日美两方
的共4艘舰艇向新加坡附
近航行，进行了战术确
认、舰载直升机起降、通
信等训练。
　　“出云”号1日从神奈川县横须贺基地出发与美军
补给舰汇合。从广岛县吴基地出发的“涟”号后加入，
到3日抵达鹿儿岛县奄美大岛近海为止对补给舰实施
了防护任务。两艘海自护卫舰计划出席15日在新加
坡举行的国际观舰式。

德官方机构警告:本世纪末海平面上升或达1.7米

　　德国联邦海事和水文地理局（BSH）的一项最
新研究表明，海平面上升给人类带来的威胁有可能
比此前测算的数据还要严重得多。
　　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2013年时测算的数据，在二氧化碳排放基
准情景（RCP8.5）下，2100年底全球平均海平面将
上升0.52-0.98米。德国政
府和各州开展防洪等相关
建设时，普遍采纳这一数
据。
　　然而，根据北德意志
广播电台最新披露的信
息，德国联邦海事和水文
地理局的科学家在今年3月
提交给德国联邦交通部的一封内部函件中指出，到
2100年时，海平面上升高度“显著大于1米，最多可
达1.7米”的情况将不再是不可能。
　　在北德意志广播电台读到的这封信件中，德国
联邦海事和水文地理局还警告称，假如北极和南极
的冰川融化加剧，可以预见全球海平面将出现更严
重的上升。
　　对于海平面上升将给德国带来的危害，该机
构认为，尽管当前的沿海防洪措施足以支撑到2050
年，但逐渐上升的海平面仍对沿海地区造成愈发严
重的损害，如给低于海平面的沿海地区带来持续的
涝灾和长期性洪灾风险等。
　　同时，海平面上升还将对海运航线造成危害。
德国联邦海事和水文地理局表示，连接北海和波罗
的海的基尔运河以及其它受影响地区的航运将遭遇
麻烦。
　　为应对以上挑战，德国联邦海事和水文地理局
在信中首先建议德国联邦交通部在制定基础规划时
应等到2019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
布下一份特别报告后参考其结论。同时，政府部门
应该为海平面显著上升将为技术和社会层面带来的
变革作好政治上的准备。

特朗普邀请韩国新当选总统文在寅近期访美

　　美国白宫10日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
同韩国新当选总统文在寅通话，邀请文在寅近

期访美。
　　白宫当天在一份声
明中说，特朗普在通话
中祝贺文在寅胜选。双
方同意继续加强美韩同
盟，深化两国友谊。声
明还说，特朗普邀请文

在寅近期访美，文在寅接受了这一邀请。
　　韩国第19届总统选举投票于9日举行。韩
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10日上午确认共同民
主党候选人文在寅当选新一届总统，文在寅由
此正式开启总统任期。
　　文在寅当天在韩国首尔国会议事堂举行的
宣誓就职仪式上表示，为了半岛和平，他随时
愿意访问美国，在条件允许时将访问朝鲜。

特朗普会见俄罗斯外长 
强调想要改善美俄关系

　　美国白宫10日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会
见到访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时，强调想要改善
美俄关系。白宫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特朗普表
示美俄在解决中东和其他地区冲突方面存在进行
更广泛合作的可能性，并进一步强调了他改善美
俄关系的愿望。声明说，特朗普强调美俄有必要
在结束叙利亚冲突方面进行合作。在乌克兰问题
上，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继续参与解决这一问题。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当天也与拉夫罗夫举行会
晤。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双方讨论了乌
克兰和叙利亚问题，以及包括战略稳定在内的其
他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
　　美国务院的声明说，在叙利亚问题上，双方
重申支持联合国主导下的叙利亚政治进程。在乌
克兰问题上，蒂勒森表示，除非俄方改变在乌克
兰问题上的行为，美国将继续保留对俄制裁。
　　蒂勒森本月3日在国务院发表讲话说，美俄
之间目前几乎不存在互信，双方均意识到双边关
系正处在冷战后最低谷。他说，美俄需要稳定继
续恶化的双边关系。

土耳其不满美国
向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提供武器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总理耶尔德勒姆等10日
分别表态，对美国日前决定向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提
供武器支持表示不满。
　　埃尔多安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叙利
亚局势关系到土耳其国家安全，打击叙境内极端组
织“伊斯兰国”的行动不应由另一个恐怖组织实
施，希望美国能够修正错误决定。
　　耶尔德勒姆也表示，
土耳其反对美国向叙利亚
库尔德武装提供武器。如
果美国一意孤行，不仅不
利于土耳其，也将对美国
自身产生消极影响。
　　正在黑山访问的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表示，
美国支持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与恐怖组织库尔德工
人党没有区别，他们获得美国的武器将威胁到土耳
其的安全。
　　据此前报道，美国白宫发言人斯派塞9日证实，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授权国防部向美国支持的“叙利
亚民主军”中的库尔德武装提供武器，以确保能顺
利攻下“伊斯兰国”在叙主要据点拉卡。
　　土耳其认为，美国政府支持的库尔德武装“叙
利亚民主军”与库尔德工人党有关联，其势力坐大
会影响土耳其国内局势稳定。库尔德工人党是土耳
其、美国、欧盟认定的恐怖组织，其武装人员现多
聚集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北部地区，近两年多次潜入
土境内发动袭击。

日媒:阿根廷接受中企在阿建核电站 
曾要废合约

　　阿根廷总统马克里表明了接受中国企业在阿根
廷建设核电站的方针。2015年在左派前政权下签订
合约时，马克里曾以“内容不透明”为由暗示要取消合
约，不过中国政府通过国有银行的融资提案等扭转
了局面，此后中国企业在中南美的基础设施投资接
连不断。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5月10日报道，马克
里将从5月14日开始访问中国和日本等，出访之前
在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总统府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正与中国推进建设两座核电站的计划”。总建
设费用为125亿美元，将以中国核工业集团为中心，
从2018年底开始建设。据当地媒体报道，贷款年息
为4.8%，低于阿根廷按美元计算的10年期国债的约
7%，马克里强调这是自己的成果，称“通过谈判改
变了条件”。
　　报道称，2015年12月就任总统的马克里将持续
了12年的左派政权政策转型为开放政策，快速推进
了向国际金融市场回归、使汇率交易实现自由化以
及削减公共服务补贴等改革，得到了国外投资者和
企业的好评。一方面，阿根廷2016年的通货膨胀率
约为40%，改革的反作用变得表面化。马克里当前
的支持率也只有40%多，较就任之初的70%有很大
下降。阿根廷10月将迎来议会选举，包括日本在内
的很多海外企业都在观望其能否继续走改革路线，
海外投资增长停滞。在这种情况下，马云拜访马克
里表明了投资意向，中国努力防止阿根廷脱离中
国。报道称，以往，中国为了满足国内需求，一直
向中南美的资源和粮食领域投资。但近年来，国家
电网接连收购了巴西的送配电企业等，积极向基础
设施领域进行了投资，今后与日本政府推进的基础
设施出口竞争的情况似乎也会增加。

美国悬赏1000万捉拿"基地"
组织叙利亚分支头目

　　美国国务院10日发表声明称，将为确认叙利亚
恐怖组织“胜利阵线”头目穆罕默德·乔拉尼的身份
或位置，提供1000万美元的赏金。
　　美国国务院称，这是其
第一次悬赏捉拿“基地”组
织叙利亚分支“胜利阵线”
的头目。2013年4月，乔拉
尼在与恐怖组织“伊斯兰
国”公开决裂后，向“基
地”组织及其头目艾曼·扎瓦希里宣誓效忠。同年5
月，美国国务院将乔拉尼列入全球恐怖分子名单，
对其实施制裁。7月24日，联合国安理会下属的反恐
委员会也将他列入恐怖分子制裁名单。
　　据称，“胜利阵线”在乔拉尼的掌控下在叙利
亚实施了多起恐怖主义袭击，而且经常针对无辜平
民。2015年4月，该组织曾绑架约300名库尔德平
民，后将其释放。同年6月，该组织对发生在伊德利
卜省的一起屠杀平民事件宣称负责。

法国宪法委员会宣布马克龙当选
新一任法国总统

　　法国宪法委员会主席洛朗·法比尤斯10日宣
布，法国前经济部长、“前进”运动候选人埃马纽
埃尔·马克龙在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获得绝对多
数选票，当选新一任法国总统。
　　法比尤斯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经宪法委
员会确认的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结果显
示，马克龙在第二轮投票中获得约2074.31万张有
效选票，占有
效选票总数的
66.10%；其竞
争对手、极右翼
政党“国民阵
线”候选人玛丽
娜·勒庞得到约
1063.85万张有
效选票，占有效
选票总数的33.90%。
　　宪法委员会确认，此次法国总统选举有约
4756.87万名登记选民，其中约3546.73万人参加了
第二轮投票，有效选票总数约为3138.16万张。
　　法国现任总统奥朗德的任期将于5月14日结
束。奥朗德8日宣布，他与马克龙的权力交接仪式
将于14日举行。
　　8日，“前进”运动秘书长理查德·费朗在新
闻发布会上说，马克龙辞去“前进”运动主席一
职，“前进”运动更名为“共和国前进”运动。
　　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7日在法国本
土举行。这是法国第五共和国建立59年来，首次由
两位不是传统左右翼政党的候选人占据总统选举“
决赛”舞台。
　　法国总统任期5年，选举采用多数两轮投票
制。第一轮投票中，如果没有候选人获得逾半数选
票，则得票居前的两名候选人参加第二轮投票角
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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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光十色的海贝
　　大约在5亿年前，由于海洋植物－－藻类的迅速发展，为水生动
物提供了充足的氧气，海洋里第一次出现动物大发展。如：原始水
母、海绵类、三叶虫、珊瑚、鹦鹉螺、贝类等等。
　　海洋中的贝类属软体动物门，是仅次于节肢动物的第二大门类。
它们千奇百怪的形状，绚丽夺目的光彩有十多万个品种，早在5亿年
前就生活在海洋里了。贝壳在西方文化中是极重要的素材，相传维纳
斯就是从贝壳中诞生出来的。动物学家根据软体动物的体型，足和鳃
等不同形状，一般把它们分为多板纲、头足纲、腹足纲、瓣鳃纲和掘
足纲五个纲目。在五个纲目中，多板纲和掘足纲因数量较少，鲜为人
知。人们喜爱的贝壳大多数都在腹足纲、瓣鳃纲和头足纲当中。
　　软体动物身体柔软，一般由头部、足部和内脏囊三部分组成。因
为大部分软体动物都有贝壳，所以人们称它们—— 海贝。其实，也
有一些软体动物的门类生活在淡水中。
　　一、腹足纲的身体多呈螺旋状，它们的外壳也是千姿百态的螺旋
状。较珍贵的有唐冠螺、马蹄螺、凤凰螺、蜘蛛螺、夜光蝾螺、牛嘴
盔螺、洁白如玉的卵梭螺、吹号用的法螺、浑身长满骨刺，被称为“
维纳斯梳子”的骨螺、黄金宝螺和比黄金还贵重得绮蛳螺。还有含剧
毒的芋螺和鸡心螺等等，举不胜举。
在腹足纲当中，还有一种单壳类，如：中国古代当做货币用的环纹货
贝、货贝和虎纹斑贝。被人们称为海味八珍的鲍鱼，也属于此类。
　　二、瓣鳃纲的身体两侧对称，左右各有一个贝壳，因此，又称它
双壳贝。我们经常食用的杂色蛤、文蛤、贻贝、蚶、蛏、扇贝、牡蛎
等等都属于瓣鳃纲。它们的肉质鲜美，营养丰富，是人们喜爱的海鲜
美味。
在双壳贝类中，块头最大的“大砗磲”长达1米多，重达500斤，能
活100多年。潜水人员不小心被它夹住极难生还。因此，有些地区叫
它海怪。小的双壳类只有几厘大小。
　　在瓣鳃纲中，还有能生成珍珠的贝类，统称“珍珠贝”。较为有
名的如：企鹅珍珠贝、合浦珠母贝、大珠母贝和黑蝶贝等品种。在淡
水中能生成珍珠的贝类，主要有三角帆蚌、褶纹冠蚌和珍珠蚌等。
　　珍珠光彩夺目，晶莹诱人，早在4000多年以前，就是古人的珍
品。古代的珍珠生产主要是采收天然珍珠，后来，人们发现珍珠生成
的原因是沙粒、寄生虫等异物沾连在珍珠贝的外套膜上，受到外来刺
激后，为了保护自己珍珠贝就分泌出一种黏液。这种粘液将异物包裹
起来，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珍珠。其它贝类的光彩也是这种粘液涂抹
形成的。

　　根据这一原理，早在中国的宋代就有了人工育珠的记录，是世
界上人工育珠最早的国家。到17世纪，中国的人工育珠技术传到欧
洲，后来传到日本。
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人工育珠技术有了迅速发展，白珍珠、黄
珍珠、粉红色珍珠、紫色珍珠、蓝色珍珠和黑色珍珠等多色、多型珍
珠先后育成。目前中国人工育珠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三、头足纲是因为它们的足生长在头部周围，故称头足纲。它们
的主要代表是鹦鹉螺、章鱼、墨鱼和鱿鱼等。
　　鹦鹉螺是贝克壳中的珍品。早在4亿5千万年前，鹦鹉螺就广泛
生活在海洋里。自它们诞生以来，体型和外表变化极小，因此，人
们称它“活化
石”。
近年来，科学
家发现，因为
月亮的原因，
造成鹦鹉螺
壳上的螺纹有
树木年轮的性
能。他们身上
的螺纹有许多
隔，每隔上的
细小波纹为30条左右，和现在一个月的天数相同。而古代鹦鹉螺壳
上的波纹，越是古老越是少，而相同地质年代的螺壳波纹却相同。
新生代渐新世螺壳上的波纹是26条，中生代侏罗纪螺壳的波纹是18
条，古生代石炭纪的螺壳波纹是15条，古生代奥陶纪的螺壳只有9条
波纹。由此推断，在距今4.2亿年前的古生代奥陶纪，月亮绕地球一
周只有9天时间。科学家又推算出4亿多年前，月亮与地球的距离仅
为现在的43%，这从鹦鹉螺身上揭示了月亮离地球越来越远的奥秘。
　　腹足纲中的章鱼、乌贼、鱿鱼虽然没有壳，但它们却是海洋中的
佼佼者。
科学家发现：章鱼大脑中有5亿个神经元，两个记忆系统，具有“概
念思维”能力，会迅速变色、变形、超越一般动物的思维能力。
　　乌贼又称墨鱼，乌贼中的巨无霸——大王乌贼体长可达20米，
重30吨。

五颜六色的贝壳是人们喜爱的装饰品，海贝类更是人类食物
和药物开发的源泉。认识海洋、开发海洋将给人类带来更加

美好的明天。

海洋探秘

耿議忠
中國作家協會
青島散文學會副秘書長
編寫《耿氏酒令籌》, 著有散文集 《芳草》; 《月亮》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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