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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圣诞加国楼市最后喘息 
年后只剩现金买房

　　 资深按揭经纪Vince 估测，这个圣诞节可能是加拿大房地产市场最繁忙的
一季，人们会在最新按揭政策生效之前挤入市场。但是这也可能是二手房市场
最后一次喘息。
　　 自2018年1月1日起，加拿大金融机构监管办公室(OSFI)要求所有房屋买家
在申请按揭时，要按照央行公布的五年期固定利率，或其按揭合同利率再加2个

百分点。

独立按揭中介
monstermortgage.
ca的Gaetano说，
我们会看到买家们
申请最大可能的按
揭额度，相信这个
圣诞节市场会非常
忙。

政府前后出台的抑
制房市政策包括温
哥华和多伦多的
15%外国买家税，

针对首付不足20%的买家的按揭限制已经出台一年，现在又对所有人收紧按揭
额度。
接下来，房地产行业2018年面临的问题就是：剩下来还有谁会买房？
　　 加拿大地产协会首席经济师Gregory Klump说，唯一不受影响的人，是不
需要按揭贷款的人，因为目前整个市场已经被俘虏。

换言之，就是那些用现金买房的人，还能够不受影响继续买房。
　　 加拿大地产协会的下一次楼市预测报告将于12月出炉，Klump称市场的走
向已经无可质疑。“如果2018年的房价和销量没有下跌，我会非常意外。”然
而，在年关之前市场将有一个升幅，买家们会赶在按揭贷款新政之前入市。他
预计到1月份销量就会枯竭，之后几个月开始平稳。
　　 另外，2017年10月17日至2018年1月1日期间的申请者，也可能受到新
规的限制，因为OSFI已经明确要求银行尽可能早实施新规。许多按揭经纪估
计，一大波买家会在今年最后季度申请按揭预批。加拿大咨议局(Conference 
Board of Canada)首席经济师Craig Alexander认为，买家们会降低他们的预算。
他说：“想要买房的人不会停止购买，但是他们会降低自己可负担的额度。”
　　 另外，央行的加息政策也会让房市里的人感到担心，长期而言，利率仍会
继续上升。蒙特利尔银行首席经济师Doug Porter说，换房升级的买家仍会推动
房市，因为他们现有的房屋已经升值。即使是首次购买市场，加拿大对海外移
民仍有吸引力。他说，投机客可能少了，但是仍有大量移民涌入这个国家，这
是新买家的主要来源。

大多伦多新屋销售下降 
尚未现崩溃迹象 那是谣传

　　 加拿大安省实施外国买家税后，许多投资者已退出大多地区(GTA)公寓
市场，但该政策并没能抑制开发商在GTA继续大兴土木建新屋。有报告称，
谣传GTA房市会崩溃是夸大其词。据《多伦多星报》报导，购房信息网站
BuzzBuzzHome在其第三季度报告中表示，投资者在该网站的查询在9月份同比
下降了52%，第三季度与去年同期相比查询量下降了42%。但在安省政府推出
新规的4月份之前，查询量激增。
　　 BuzzBuzzHome的报告说，第三季度在GTA计划兴建或已售出的新屋约
168,000套，其中大部分是公寓，只有36,295套是低层住宅(即独立屋、半独立
屋和镇屋)。报告说，谣传称GTA房市会崩溃是夸大其词。但受到房市新政的影
响，GTA的新屋市场的价格可能也会有所下滑。
　　 BuzzBuzzHome的调查分析师达乌德(Suleman Dawood)表示，许多人预

计房市会出现大崩
盘，但他们没看到
这个迹象。达乌德
表示，尽管政府采
取措施后，房市出
现销量跌，房价涨
幅放缓，但支撑房
市的基本因素，如
人口、就业等仍保
持强劲增长，9月份
二手房价又回升了
6%。
　　 对多伦多大都
市区(统计局定义的

多伦多都市区比传统意义上的GTA地区略大)的统计调查数据显示，8月份，该
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为2%、失业率为6.5%。达乌德表示，他预计低层住宅市场会
有较大幅度下滑，因为房贷新规明年实施后，新要求的对首付20%以上的买家
也要进行压力测试，会使那些原来可通过规避压力测试贷到款的买家，更难贷
到款。那些房贷新规会导致他们在明年再次退出低层住宅市场。
　　 但达乌德预计房贷新规对高层公寓市场影响较小。除那些价高的高端公寓
之外，大多数高层公寓价格都在人们承受能力范围内。BuzzBuzzHome的报告
显示，皮尔区(Peel Region)在第三季度低层住宅新建最多，达到1,736套，而多
伦多市区仅建了175套。不过，多伦多市继续主导公寓市场的销售，在第三季
度，多市售出7,459套公寓，还有100,937套在计划阶段中。

多伦多公寓楼花每平方呎将破千元 
但明年将放缓

　　 近几个月多伦多楼
市出现冷却现象，但公寓
市场依旧火热，需求依然
高涨。不过房地产市场调
查公司预测，明年公寓
市场的涨势将逐渐放缓，
不过在这之前，价格还会
继续升高一段时间，尤其
多伦多市中心的公寓楼
花，每平方呎的价格将
突破1000元'据房地产调
查公司Urbanation副总
裁Shaun Hildebrand表
示，目前在市场上挂牌但
未出售的公寓每平方呎叫
价已经达到991元，而今
年第三季度新上市的楼花
每平方呎均价也达到了
951元，相信在不久的将
来，公寓楼花每平方呎的
均价将超过1000元。
　　 Hiderand指出，例如在Yonge与Bloor附近推出的82层高级公寓楼花The 
One，每平方呎售价已近2000元。不过他预测，从现在的价格来看，买家的需
求将会开始缓和，市场上也会看到更多房子挂牌出售，这些都会让公寓市场涨
势放缓。
　　 他说，现在已经能够从交易市场的价格看出端倪了。从第三季度的交易报
告来看，二手公寓市场出现了三年多来的第一次价格轻微下调。与第二季度相
比，二手公寓每平方呎的价格已经从650元降为648元。不过这一价格与一年前
的同一时期相比，还是上涨了27%。Hildebrand还认为，安省政府在四月时出
台的向海外投资者征税的政策，帮助放缓了二手公寓交易市场，但没有对公寓
楼花市场产生明显影响。据该公司调查，多伦多的新公寓楼花购买者仅有5%为
海外买家。
　　 另外，因为明年预计将有2万套新公寓将建成，公寓租金明年的涨势也会
减缓。虽然政府抑制租金上涨的政策不能影响人们对公寓的投资，但这会鼓励
投资者想把公寓更快地出售。

又是坏消息:多伦多独立屋新屋销售降70% 

价跌17%

　　 加拿大建筑业及土地发展协会BILD(Building Industry 
and Land Development Association)刚刚公布的数据，整个
GTA地区今年9月份仅有352套在建低层新屋售出，而去年同期
则高达1,295套，降幅达到73%。与此同时，9月份新屋平均售
价为 $1,608,000，也比今年5月高峰时下滑17%左右。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condo市场没有这么糟糕，尽管销量
下滑37%，但平均价格却不降反升，涨至$661,188，比去年9月
上升36%。
　　 多伦多房地产研究咨询公司Altus Group的执行副总裁
Patricia Arsenault评论说，显而易见，省府在今年4月推出
的16项新政效果明显，已经达
到遏制房价继续飙升的目的。
综合各方面达到情况来看，过
去几年房市火热、房价飞涨的
情景不复存在。多伦多房地产
网站BuzzBuzzHome本周的报告
称，实际上房地产投资者已经
敏感地意识到GTA房市好景不
再，投资热情大减，他们向该网站索取相关信息的人次急剧下
滑，今年9月比一年前少了一半还多，准确讲是52%。
　　 虽然投资者对GTA房市的影响较难测量，但多伦多另一家
地产网站Realosophy在今年年初的一项分析显示，投资者在
GTA地产市场相当活跃，每10套售出的房产中，就有3套为投资
者所购。该网站在一份最新的报告中说，实际上多伦多新建低
层物业的数量在今年第三季度大增，比去年同期增加82%。由
此可见， 由于市场一时难以消化这么多新的低层物业，因此
价格下滑不足为奇。
　　 但这份报告没有对GTA地区房市的未来走向作出预测。在
论及未来趋向时，这份报告的语气相当谨慎，称GTA的房价会
作出调整，因此无论投资者，还是开发商，都应该在策略上有
所调整。不过，由于GTA地区经济强劲，新移民不断涌入，失
业率持续下降，如果说GTA的房市会垮，或者说房价会断崖式
大降，似乎都为时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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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华人老板：差距咋就那么大呢？

中国有句老话叫“士为知己者死”。
　　 放在日常生活里，似乎大多人都懂这个道理。就因为明白，所以，男人才
有哥们，才有死党，才有红颜。女人才有姐们，才有闺蜜，才有蓝颜。
在漫漫人生旅途，每个人都会偶遇迈不过的坎，解不开的困，摆不脱的难。在
这种时候就需要别人推一下，拉一把，帮一帮。即使掉进了万丈深渊，上边的
哥们姐们，自会为你抛下结实的绳索，安全的把你拉回去。可到了企业里，
老板们就糊涂了。我曾经常到一个华人超市购物。可以说是他们忠诚的老顾
客了。最终却再也不去他们那儿购物了。我宁愿去沃尔玛，去NOFRILLS，去
FOODBASIC，宁愿买不到心仪的中国菜，也绝不再光顾他们的超市。
原因就一个，超市的老板对他的员工极度的横蛮，极度的不尊 重。
　　 在他家购物几年后，突然有一天在结 账的 时候，
看到他们唯一的一个收银员在忙得晕头转 向 之时，
不知什么原因，老板却突着青筋黑着 脸，当
众高声呵斥那位女收银员。女收银员很
年轻，像是个学生。一直红着脸，憋着
气，仍然认真快速的工作着。而老板不
依不饶的在旁边骂个不停。
　　 在长长的队伍后面排队等候结账的
我，实在看不下去，心中的怒火越烧越旺，
要不是老公在旁边拽着，早就冲出去和老板
对骂了。从那以后，几乎每次去都遇到类
似的情况。弄得顾客们都莫名其妙。我就搞
不懂了，如果收银员不合格，就教，教不
了就炒。这样一天天骂骂咧咧的，自己伤
身，员工伤心。怎么能把工作干好？
　　 老板怎样才能使得员工全心全意为你卖命 地工作，傻
子都知道，最重要一条就是要尊重员工。刚刚 移民到多伦多
的时候，和我租住在同一栋楼的杨英的第一份工 作是在一个鞋店里打
工。和她一起工作的还有另外三个员工。平时轮班，上午两人，下午两人。他
们就有一个奇葩的老板。每天，只要发现客流量不够多，就会把其中一人打发
回家。留下来的人又当售货员，又当清洁工。还得当老板的垃圾桶，老板不高
兴了，就冲他们发火。这几乎是天天发生的事情。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每个礼拜都有那么三两天，因为顾客太少，老板会让员工背上一大袋广
告，开车把他们送到很远的地方去，让他们派广告，一路走着回来。别说背着
一大袋几十斤重的广告，就是空手走路回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英说，其实，大家都是刚来，找工艰难，来这样的地方寻些零钱，支撑一下生
活开支而已。如果老板好，日后等大家找到了工作，定会感恩让他们度过最艰
难时刻的老板的。但是，遇到这样的老板，他们也跟本不在乎。老板咋呼老板
的，员工自有员工的对策。比如，有空了就在店里转转，散个步，锻炼锻炼。
至于店容嘛，乱些，跟我们又有何干？有时候，看到小偷，都睁只眼闭只眼。
这可是有危险的，谁会为这样的老板挺身而出去制止小偷呢。
说到小偷，我认识一位曾经在一个服装店里打工的同胞。他们的老板动辄就扣
员工工资，简直可恶到了全体员工都忍无可忍的地步。她说，刚到店里上班的
时候，培训她的老员工告诉她。如果遇到小偷偷衣服，你千万别吭声。
同胞问，“如果真的看到小偷，那我该怎么办？”“送个购物袋去给他。问问他还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老员工半开玩笑的说。虽然是玩笑，但你可以看出，员工
们的心都被伤到什么程度了。所以，尊重员工，关心员工，按政策给员工应得
的报酬有多重要。
　　 好的老板就不一样了，由于老去同一个饭馆吃饭，我和饭馆服务员珍妮
成了朋友。珍妮来自福建一个农村。她一来就给该店老板打工了。老板心地善
良，非常关心独自一人在加拿大打拼的珍妮。教她要把目光放远些，不能一辈
子打工。要把工资存起来，以后有机会要建立属于自己的生意。
　　 远离家乡，远离父母的珍妮被老板感动了。当服务员的她在饭馆里就是个
全能员工。电话接单、餐厅客服、厨房帮手、洗碗擦碟、厕所卫生，哪里需要
她就冲到哪里。而且每天都是哼着小调干活。老板喜欢，顾客高兴。自从来到
加拿大，珍妮从来就没换过工作。珍妮把老公和孩子成功接到加拿大后，才和
老板说，想辞职了。虽然不舍，但老板还是同意了。当她知道珍妮要租个店铺
自己干的时候，还慷慨的借了一小笔钱帮助珍妮顺利的开始了自己的事业。
士为知己者死，不是没有道理的。但真正明白并能付诸于生活之中者，却寥寥
无几。

就因为生个女儿：表弟媳妇闹着要离婚

　　 颖是我亲亲的表弟媳。他们一家三口移民加拿大才几年。今天突然
约我到太古广场见面，吓我一大跳。在温哥华生活得好好的，怎么一个
人独自跑多伦多来了？我只比表弟大几个月而已。我们考上了同一所大
学，只是专业不同。颖是我的挚友，我们四年都同桌同宿舍。她也早早
就认识了我表弟。但他们什么时候开始成为恋人的，我却一无所知。为
这，颖经常嘲笑我是情感呆子。
　　 大学一毕业，他俩就结婚了。表弟在单位混得风生水起，令人羡
慕。后来辞职下海，自己搞公司。等公司稍有起色，表弟就让颖辞职在
家。因为他觉得在中学当老师的颖太辛苦了。又要当班主任，又得上三
个班的课。学校里一个班就有六十几个学生。改一次作业，就改到头晕
脑胀手麻腰痛脖子酸。改一次试卷，和丢了半条命差不多。颖年纪轻轻
就犯了眩晕症。说是由于老低头工作，压迫脖子神经的缘故。表弟这个
公司老总，却常常会在晚上和周末，帮颖改作业。那画面，真的很是滑
稽。颖一直就没有怀上孩子。而表弟从来没有任何怨言，一如既往的对
颖好。爱她疼她如初。
　　 直到婚后的第十个年头，颖才终于得了一个漂亮的小千金。长情的
表弟心满意足，常常搂着那天仙般的娘俩说，我负责赚钱养家，你俩负
责美丽如花。颖每每都感动到无法自我。一次次对我说，自己像飘在五
彩祥云端上，幸福到不知所措。
　　 表弟的妈妈是我母亲的妹妹，我的小姨，四十多岁就因病去世了。
姨父一个人把他们兄弟三人拉扯大。哥三对姨父都孝敬有加。表弟是
老大，也是家中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老二和老三在农村，都是儿女双
全。只有表弟这个老大是独生女儿。这成了姨父最大的心病。
　　 姨父的旧观念特别严 重。他
不希望家里最有出息的儿子 断了传
宗接代的香火。而国内城里 的人口
政策又不允许生二胎。这才 导致了
孝顺的表弟放弃了自己的公 司，带
着颖和女儿移民加拿大。他 们希望
到这边来，生个儿子，了却 姨父的
心愿。
　　 几年过去，国内二胎政 策都出
台了。颖的肚子也没动静。 每次打
电话回家，姨父都会毫不掩饰的催促他们赶紧的生个大胖小子。随着年
龄越来越大，颖说自己终于放弃了。
　　 她开始想方设法的折腾表弟，疯了似的闹着要离婚。搞得表弟莫
名其妙。但颖意志坚定，她告诉表弟，自己看上一个老外了，她要跟他
走，这婚，非离不可。万般无奈下，表弟只好同意离婚了。
　　 看得出颖很无奈，很伤心，可她却没有哭。平静的对我说，让我劝
表弟回国去，找个年轻姑娘，生个儿子，别让父亲死不瞑目。听说这两
年他老人家身体非常不好。你表弟用心用情，疼我爱我这么多年，我这
辈子无遗无憾，无比幸福了。离开他，给他机会报孝父亲，是我唯一能
做，唯一能报答他对我始终如一的爱。请帮帮我，别让他找到我。
　　 我再怎么劝，颖也没有改变初衷的意思。她说自己有可能会回国
去。她也想念自己的父母了。姨父这个人我很清楚，没有人劝得了。根
深蒂固的老思想，整个一个老顽固。表弟不想颖走，这是肯定的。但同
时，他也想对老父亲有个交代，这也是可以肯定的。颖的离开，就是不
想让表弟难受。她说，她这是用另外一种方式爱他。
　　 我无语，想起前段时间在51上看到一个女儿抱怨重男轻女的母亲，
特别的郁闷。因为在我们家，在我自己的身上，这种思想和行为，也一
直如影随形的冲击着我的灵魂，影响着我的生活。我答应为颖保密，不
让表弟找到她。但是，我希望她一定别躲我。我想在她需要的时候随时
到她的身边去，安慰她，帮助她。

颖坦然而自信的笑笑，让我别为她担心。
颖离开的时候我紧紧的抱着她，轻轻的说，美女，请你一定要幸福！

　　 小乐的房东近期正在办离婚，原因是刚刚搬走的印度女孩Asma，在搬家后给
男房东发了条短信。事情要从几个月前开始，小乐和Asma差不多同时间租住了这

个房子，两个人分别住在独立屋一楼的两个房间，来自
香港的房东夫妇住在二楼的主卧，刚住进来时，四个人
还其乐融融地一起吃了几次饭。半个多月后，Asma开始
带各种各样的印度朋友回家。前几次是女朋友们，几个
人挤在Asma的房间里同住，叽叽喳喳吵到半夜。房东夫
妇住在楼上，也没受太大影响，小乐就惨了，天性腼腆
的她就是开不了口告诉印度女孩，导致晚上睡不着，早
晨起不来，早课经常迟到。
　　 再后来，Asma开始带印度男生们回家，房东夫妇没
在家时，他们就大声播放家乡音乐，在Asma的小房间里
聊天唱歌。房东夫妇回来时，被发现了Asma就撒谎说他
们很快离开。但是小乐知道，后来印度男生并没有走，

只是躲在房间里不出声而已。
　　 纸包不住火，虽然小乐没有说什么，房东夫妇还是发现了Asma经常带不同陌
生人回家这件事，女主人好言劝告，Asma心生怨恨。几个月后，Asma通知房东
她要搬走了。这样也好，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住在一起，有时确实不便，既然相处
不来也没必要凑合，她这一搬走方便你我他倒没什么不好。
　　 Asma的行李已经分批搬到新住处，只剩零星的物品，房间还有10几天到

期，小乐已经见不到她本人了，估计已经住在了新住处。某一天，小乐突然发现
钱包不见了，丢失了几百现金、TD银行卡和信用卡。小乐不记得什么时候出门带
过钱包，善良的她也没想到是被人偷走了。直到一天女房东提起房间里的现金不
见了几次，每次都是几十到几百不等，金额不大，开始她也怀疑过，但是一直没
有证据，也就作罢。事情没有结束，在Asma搬走后，给男房东发了条短信，写
着：你别以为只有我带朋友们回家，你老婆更甚，我见到她经常带一个白人男性
回家，有时你不在家，他们就在楼上房间里停留几个小时，谁知道在干什么。我
还看到他们在公园里手牵手，不知多甜蜜，我劝你还是看好自己的老婆吧！
　　 小乐说女主人的确有这么个白人朋友，上次她和Asma一起去超市，回来路过
附近的公园，看到两人在一起，但是并没有像Asma说的手挽手。无论真相如何，
人言可畏，男主人看到后心里很不痛快。自那以后，房东夫妇经常吵架，最严重
的一次，楼上传来连续不断的打砸声。不懂粤语的小乐每次想去劝架，都无从插
口，只好自己躲在房间里默默等着战火结束。上个月开始，房东两人分别给小乐
发信息，说他们不回家住了，有事情就打电话或者发短信与他们联系。房子主人
走了，空荡荡的房子剩下小乐一个租客住着。前天，女房东终于回家了，却是回
来收拾行李的。她眼圈有点红，像是刚哭过，对小乐说，她和男主人马上要离婚
了，房子会等法院判决，这段时间让小乐最好另找房源。小乐帮她把最后一个箱
子搬上车，女房东道谢后，嘱咐了一句：小乐，记住，不要和Asma联系了，那女
孩心机太重。小乐点点头，回到房间里抓紧搜起了租房信息。

租房给这个女孩后，房东夫妇就离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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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高速14辆汽车相撞，烈火熊熊，至少2死

　　 星期三（11月1日）上午，加拿大安大略省 
400号高速公路的一个路段仍被封闭，星期二夜里
这里发生了严重车
祸，并导致火灾，至
少有2人死亡。安大
略省警方说，周二晚
上11点半左右，在 
400 号高速路位于多
伦多市中心以北约1
小时的路段上，有
14辆汽车撞在了一起，其中有 2 辆油罐车和至少 3 
辆运输卡车。
　　 目击者告诉加拿大广播公司，在撞车之后，
发生了一系列 “爆炸”，燃起大火。现场救援的警官 
Kerry Schmidt 说，大火几乎烧毁了所有的汽车，
有多人伤亡，目前已经证实的死亡人数为两人。

被烧毁的汽车变成了一大堆扭曲的金属。
　　 Kerry Schmidt 说，最初的检查结果是，先是
有3辆汽车相撞，导致400号公路北行的车辆减速，
然后可能有一辆运输车撞上了前面减速的汽车。他
还说，车祸现场燃料的泄漏和燃烧，对环境造成危
害，具体情况有待评估。

冬天到,本周下雪 
加拿大阿省告诫滑雪者小心雪崩

　　 冬季正在来临，阿尔伯塔省南部这个星期晚
些时候将会下雪，当地的安全部门提醒说，滑雪
爱好者们现在应该考虑进行户外活动时的安全问题
了。Kananaskis Country 的公共安全专家杰里米•
麦肯齐(Jeremy Mackenzie)表示，今年的积雪量略
高于平均水平，在一些山区已经开始出现雪崩的活
动迹象。麦肯齐说，即使是小规模雪崩，对滑雪的
人也是有危险的，因为可以
把滑雪者 “推下”悬崖，
或让人失去平衡。
　　 他接着表示，当地的
安全部门看到过所有情况，
滑雪的人需要时刻警惕自己
周围的 “环境”，尤其是
有时在悬崖的边上会 “悬挂”大量积雪，人上去后
就可能掉下去。
　　 在阿尔伯塔省，通常要到11月下旬当地管理部
门才开始定期发布雪崩状况的公告，但提早做好安
全准备永远有好处。
　　 杰里米•麦肯齐表示，滑雪的人需要总是携带
自己的通报收发器、铲子以及雪中探头，并会熟练
使用，一旦遇到雪崩，知道如何使用。

比价能买便宜？加拿大超市涉嫌秘密协议价格

　　 据CBC报道，加拿大竞争局已经突击调查了多个涉
嫌篡改商品价格、协议售价的零售商，其中包括一些加
拿大最大的连锁超市。竞争局称，安省高等法院已经核
发了搜查证，相关个人和公司涉嫌参与违背竞争法的活
动。
　　 发言人Marie-France Faucher称，竞争局人员正在
搜集相关证据，展开调查以确定事实。她称，目前还没
有确定违法的结论，也没有起诉，由于竞争局必须以保
密方式进行调查，因此不能透露更多细节。Loblaw 和
George Weston公司均确认，知晓竞争局正在对行业
内企业进行协议售价的调查，其中涉及包装好的面包产
品。
　　 SATOV 咨询公司的创始人Mark Satov周二晚对CBC
新闻网表示，如果行业内广泛存在有组织地协议售价的
阴谋，那么这还是挺让人吃惊的。他表示在组织内的低
层职员之间可能存在非法的沟通，他用一个假设的例子
解释整个运作流程。
　　 “也许Loblaws 运营乳品的职
员通过一些渠道和Metro里运营乳
品的人搭上，就能得知货品什么时
候打折。”

什么是协议售价？
　　 Satov 表示，协议售价是很多行业内“由来已久的
手段”。他进一步解释说：“为了取得所售商品的销售
份额，商家不得不给面包标价 $3.99。但是如果商家确定
其竞争者给同款面包标价$4.49，那么这个商家就可以给
自己的面包标价 $4.19，这样一来他仍然是当天售价最便
宜的。”
　　 Satov说，这种做法是严重违法的，而且会带来很
坏的影响。“这样做可能入狱，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如果
零售商高层对此心知肚明，就太令人吃惊了。”George 
Weston 和 Loblaw 在一份联合声明里表示，他们合作非
常紧密，但对此不做进一步评论。Metro表示，此次调查
让一些供应商和零售企业很担心，同时Metro会充分配合
调查机构，但是拒绝进一步评论。

震惊！加拿大河鱼被塑料圈当腰缠住 
长成两截

　　 阿尔伯塔省一位渔民上个星期六在麦迪逊哈
特附近的河流中捕到一条体型奇怪的白斑狗鱼，
鱼的身体几乎是分成两截的，仔细一看是因为鱼
的腰上缠着一个塑料圈。这个图像被放上网后引
发强烈反响。这位渔民是28岁的亚当·特恩布尔
(Adam Turnbull)。他星期二对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
说：“开始我还认为它可能是被其它鱼攻击了。
但从水里捞出来后发现，是有一个塑料环包裹在
鱼身上。这让我感到震惊。看来是鱼小的时候被
一个瓶子口上的塑料圈缠住，然后鱼慢慢长大，
腰部一直被勒着”
　　 特恩布尔说自己从11岁起就一直在捕鱼，看
到这条鱼令他几乎发疯。“我赶紧对自己说，我
以前从未向河里乱丢东西。但这是一个谎言，很
多人都丢过。想到这条鱼一定挣扎了好几年，我
的心就
禁不住
颤抖”
。特恩
布尔
说：“
每次鱼
摇尾的
时候都
会感到
疼痛，只要它稍稍移动一点点，都会痛苦。真是
太可怕了”。
　　 特恩布尔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自己的愤慨，
他的帖子被数千人转发，很多评论都表示沮丧。
莱斯布里奇大学的生物学教授格雷格·派尔(Greg 
Pyle)回应说，野生动物受到人类垃圾的影响是非
常普遍的现象，特别是在人口稠密的地区。他
说：“在五大湖地区，估计大约80%的碎片都是
这张照片中所描绘的塑料碎片。在遇到这种情况
时，最好把塑料取出，把鱼放回水里”。
　　 而特恩布尔就是这样做的，他把鱼身上的
塑料圈剪开时，似乎感受到这条鱼享受着新的自
由。特恩布尔希望这张戏剧性的照片能让人们思
考，不要再向河流中丢垃圾。他说，他以前经常
看到岸边有人们丢下的罐头瓶，或塑料袋。现在
他开始带一个装垃圾的袋子，随手把这些垃圾捡
起来收走。

多伦多再获创意城市殊荣！
这次由联合国组织评选

　　 多伦多因为在电影、音乐、数字媒体和使用科
技来进行文化表现方面的突出表现，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评为“媒体艺术创意城市”。据多伦多市政
府的新闻发布，2016年多伦多投入近20亿发展电
影、电视和数字出版工业，同时对动画和视觉特效
行业的投资也比2014年增长了363%。
　　 多伦多是第十个获得该称号的城市，其他获
得这个称号的城市还包括美国德州的奥斯汀、以
色列的特拉维夫、日本札幌和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
(Dakar)。市长庄德利表示，“这次被选中说明多伦
多是国际创意中心，说明多伦多的社区充满活力和
创造性，加强了我们的生活质量和经济活力。”
　　 媒体艺术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里的
七个门类之一，其他几个门类包括手工艺和民间艺
术、音乐、电影、文学、设计和美食。由116个城市
组成的创意城市网络，工作协作，目标是“把创意
和文化产业作为发展计划的核心，在国际上积极合
作。”

加拿大很有可能新增加
一个法定节假日在6月份

　　 据相关媒体报道，日前，有议员提议，把土著
人节(National Indigenous Peoples Day)作为法定
假日。如果，这个提议顺利通过，那么6月21日将
成为加拿大的法定假日。在这一天不但不用上班，
而且还能照发工资，小伙伴们是不是很开心呀。 据
悉，6月21日目前是加拿大的土著人日，不过在西北
特区和育空特区这一天已经是当地的法定假日。
　　 而此次是由联邦议会新民主党萨斯喀彻温省
Desnethe-Missinippi-Churchill River选区议员
Georgina Jolibois提出的，她是新民党的议员，所
在选区是Desnethe-Missinippi-Churchill River。
据了解，在加拿大全国设立土著人节的私人议案已
在联邦议会二读通过，预订在12月8日在联邦议会众
议院进行辩论。
　　 据此，Georgina Jolibois说她提出这个私人议
案在杜鲁多自由党政府当政的情况下她的议案获得
通过成为法律的机会很大，是为了促进土著人与加
拿大主流社会的和解。
　　 Georgina Jolibois指出，自由党政府总理杜鲁
多上台后多次公开表示，与加拿大全国各地的土著
人、及土著人与欧洲移民混血后代梅蒂斯人的关系
是他的政府要优先处理的最重要的关系。在这种情
况下，她提出的设立土著人节法定假日的私人提案
应该会得到包括执政党自由党议员在内的多数联邦
议会议员的支持。
　　 附：2017年全国法定假期共10个
New Year's Day  Labour Day
Good Friday  Thanksgiving Day
Easter Monday  Remembrance Day
Victoria Day  Christmas Day
Canada Day  Boxing Day
　　 另外，除法定全国适用假期外，其他许多假期
只是各自适用于特定省份。

安省大麻法案公布:政府专营 
多伦多大麻店全非法

　　 加拿大安省司法厅长纳启(Yasir Naqvi)昨日公
布《大麻法案》(Cannabis Act)，法案规定省府大
麻专营，现在已经在经营的大麻店都是非法经营，
如不停业，即将面临最高达100万元的罚款。据悉仅
多伦多目前就有114家大麻店在销售大麻，数量超过
Pizza Pizza连锁店店。据星报报道，为准备联邦
政府明年7月的娱乐用
大麻合法化计划，安省
政府昨日率先引入规管
娱乐用大麻销售和分发
法案，列明安省酒类管
制局(LCBO)旗下将成立
分支“安省大麻零售公
司”(Ontario Cannabis Retail Corporation)专营
娱乐用大麻销售，其他大麻店均属非法，违规者可
被罚款高达100万元。
　　 省府说《大麻法案》旨在保护安省每个人的健
康和福祉，特别是儿童、青年和其他弱势人群。据
报道，安省是全加拿大第一个公布有关娱乐用大麻
法案的省份。到2020年，“安省大麻零售公司”将
在安省单独开150家实体店卖大麻，第一批在2018年
先开40家，到2019年7月增加到80家。
　　 法案规定，只有19岁或以上人士才可以购买、
藏有、使用和自家种植娱乐用大麻，违者可被罚款
高达200元，或者交由法庭转介至教育机构处理，所
有公共、工作场所不允许使用大麻。
　　 据悉省府不会让LCBO酒铺同时卖酒和大麻，
此外还将开通网络销售。省府虽然没正面回应大麻
定价，但此前曾透风说大麻定价为每克10元，关于
首批娱乐用大麻零售店选址问题，财政厅长苏善民
(Charles Sousa)已经表明大麻店不准开在学校附
近。此前一份泄露出来的省府文件显示，省府曾打
算将第一次定罪的罚款定为达1000元，再犯将被罚
款5000元。对于年轻人和新手司机实行零容忍。违
法者将被处以60至500元的罚款，并有可能被吊销驾
照。

多伦多男子撞死路边行人居然被判无罪！

　　 多伦多男子Gideon Fekre 于2015年驾车撞死
Leslieville人行道上正在行走的31岁女子，竟然被法官判
无罪。周二下午在安省高等法院，Peter Bawden法官认
为当时18岁的Gideon Fekre的行为不属于危险驾驶车辆致
人死亡。
　　 2015年4月20日，Kristy Hodgson 正在Dundas 
Street East 近Carlaw Avenue 的人行道上遛自己的两只
狗，结果就被Fekre的车撞死了。
　　 法官的判决令周二下午到多伦多法庭现场聆听的
Hodgson 亲友痛哭失声。Kristy Hodgson的丈夫离开
法庭的时候嘶吼表达愤怒，Kristy Hodgson的父亲John 
Hodgson向记者表示，他认为法庭裁决不公正。“这个人
应该关进监狱，他杀了人”John说，“因为他没有看路
导致别人失去生命。每个人都爱Kristy，自从她被车祸夺
走，我整个人都精神失常了。”车祸发生时，Fekre正驾
驶他母亲的黑色本田思域，驶离Dundas Street East的东
向行车道，车辆旋转失去控制，穿过自行车道、压过人行
道的侧边石，撞上正在行走的Hodgson，直到追尾一辆皮
卡车才停下来。
　　 事故中，Hodgson的一只狗也被撞死。
Fekre 称自己之所以注意力转移是因为当时刹车踏板旁边
有一个水瓶。他称自己没有看路，而是向下看向水瓶，属
于“条件反射”的本能反应。
　　 宣判后，Fekre 和他的律师没有接受记者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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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80后
　　我们这一代人很特别，新老思想更替的第二代人，因为我们的父母是刚刚
从毛泽东时代的思想转化为邓小平时代的思想的第一代；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着
社会的飞速发展，人际关系复杂，国际事态的不稳定，经济危机随时可能发
生，电子信息技术高度发展，恐怖袭击随时降临，末日的语言是否会成为现
实，自私的生活环境，金钱主义、伦理道德、买车买房的困难，生活节奏紊
乱，各种疾病来袭，父母设计的人生轨迹不容更改，社会欺骗手段多样等等一
系列的环境；
　　我们有过沮丧，有过失落，有过放荡，有过浪流，有过自私和狭隘，有过
坦承和真实，也有过辉煌，有过对利益的追求，有过对有缘人的邂逅，我们有
过太多太多；看过笑傲江湖和新白娘子传奇，模仿过乔帮主的降龙十八掌，更
唱过雪山飞狐里的主题曲追梦人，也留恋过王祖贤的倩女幽魂；
　　我们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关心少了，听过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多了，新闻
上看过很多为人民服务的官员落马了；欲望多了，信任少了，自私多了，兑现
诺言少了，离婚多了，小三多了，同居多了，却人格少了，喝酒多了，肥胖多
了，利益多了，却健康少了；
　　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也在内心苦苦挣扎，像个苦行僧一样的苦苦追
问，到底人活着为了什么， 有什么意义？很多人也面对过死亡，面对过周

围人的 离开， 可以说是历经了悲欢离合，知道痛苦的滋味；
　　我们这一代人，真话少了，欺骗多
了，为了生存我们不敢说真话，为了能

在圈子里获得一点利益，所以跟着造
假说谎；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觉醒，
能清楚的认识，答案是我们一辈子
也醒不了，因为我们也要生存，最

终成为社会运转的工具，命运里牺
牲品；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坦诚面对，什
么时候才能说一句对社会和国家有利益的话，什

么 时候才能说实话；
　　我们的官员什么时候才能不打官腔，说官话和虚话？
　　我们这一代，有的人很自我，有的人很执着，没有任何职业是可以轻松应
付的；
　　我们的生活总是充满了无奈，面对压力，只能自我消化和宣泄；
　　污浊的城市空气里，我们还在为有车而为傲，不管它空气是否污染，不管
能源是否还有，有钱才是王道，满足虚荣，满足面子，我们输了里子；
　　我们想到的还只能是奋斗，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学术至上，权利膨胀的社
会，学历、考试成为我们唯一的出路；
　　我们喜欢电视剧更加理想化，喜欢文章不属于任何一种学派；
　　我们习惯了在空间里说一些奇葩，提高我们的点击率，习惯了渴望被人访
问；
　　我们崇拜过明星，有的已经达到忘了我的境界；
　　我们的信仰极度缺失，却多了对一些享受的不择手段的追求；
　　当我们从校园走入社会，我们当时的美好的理想被这社会现实一点一点的
磨平，一点一点的失去了原来的自己，变得复杂，变得陌生；
　　大多数人选择背井离乡，为了能够拥有自己的一套房子安个家，我们情愿
做一个金钱的奴隶。很多这些现实问题让我们失去了社会责任感，也有很多人
因为受骗而不相信任何人，哪怕自己的父母；
　　有人说80后生活在空洞中，因为我们夹在了70后艰苦创业和90后的幸福生
活中，让我们窒息，甚至找不到存在感；
　　我们孤独，处于内心无法宣泄的苦闷中，我们缺乏安全感，因为我们所处
的时代和社会就没有安全可言；
　　于是我们很多人中，沉醉于网络游戏，企图在哪里寻找自己的存在，也许
游戏中的现实确实存在，因为现实中的我们无法面对自己的明天，家人的渴
望，自己内心的向往；QQ、微信和KTV，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就只能玩这
些，因为我们也学习了喝酒，学

人生短如光年一瞬
“虽然人类太伟大，伟大得可以战胜一切，但是人生太短暂，短暂得宛如光年
一瞬。”这个理我们都应懂得，更该明白。
　　人生在世，往往得与失常伴，常常苦与乐相
随，沉与浮、胜与败，好与坏，无论如何，谁都
逃不过生死定数，这一切都再正常不过，得学会
取舍，应拿得起，更放得下，还要看得开。
　　生活在当下的我们，面对激烈竞争，许多人
总是看得重、拿得起、放不下、忘不掉、难释
怀，在不知不觉中拾起许多不该拾东西，负重背
在自己的身上，吃不好、睡不安，自寻烦、自讨苦，做了生活的俘虏，甘当命
运的奴隶，过得很苦很累很烦很乱。
　　走在茫茫人海，奔波在纷扰尘世，人人都需要回视来路，需要检视自己，
需要反思过往，学会放下，轻装上阵，不该过多被物所累，不该过多被名所
绊，需要轻松愉悦前行，需要阳光向上生活。
　　人生要想做的事情很多很杂，要想去的地方很多很远，其实人生哪里能事
事如意，更不可能面面俱到，不能只想得不能失，不能只想胜不能败，最好别
太看重外物，别成为名利与物欲的奴隶，应学会摆脱各种复杂的困惑，勇于跳
出生活中的怪圈，这是大智慧。
　　人生不会风平浪静，酸甜苦辣都难免面对，应受宠不惊、遇刺不激、面战
不怯、打击不怒、侮辱不羞、遭贬不沉，遇事沉着冷静，凡事三思而行。
　　无论何时何地何境，都应失意不失态，更该得意不忘形，学会是非恩怨随
风付诸一笑，面对成败得失不用计较太多，凡是都该看着是人生经历，努力应
对了就好，认真去做了就行，至于结果？别看得太重，别强求太多，这样，生
活自然充实，人生自会舒畅。

一念心清静，莲花处处开
　　佛曰：忘记并不等于从未存在，一切自在来源于选择，而不是刻意。执念，不
如放手，放下的越多，越觉得拥有的更多。命由己造，相由心生，世间万物皆是化
相，心不动，万物皆不动，心不变，万物皆不变。
　　其实，凡心千万，心轮静守，若悟不透，禅语一片，佛心一尊，看芸芸众生
里，多少的人，不是一路艰辛，泪流满面，一路开怀，欢语一生，唯叹自己的人生
路，荆棘坎坷，这也许上苍赠与的最好礼物，没历经风雨的人生，无法承载生命中
的厚重。
　　自古人生有八苦：生，老，病，死，爱
别离，怨长久，求不得，放不下。
　　秋天，禅院里红叶飞舞，小沙弥跑去问
师父：红叶这么美，为什么会掉呢？师父一
笑：因为冬天来了，树撑不住那么多叶子，
只好舍。这不是“放弃”，是“放下”。
　　若欲放下即放下，欲待了期无了期。此
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
　　人生有多少事情，想开了，自然微笑，
看破了，肯定放下。清澈光明，心开意解，如花绽放，刹那即永恒。
　　笑着面对，不去埋怨。悠然，随心，随性，随缘。就算你贪心妄念，也未必能
改变命定的得失。人这一生，唯一能改变的，不过是在百年后，那一朵花开的时
间。
　　心是一方砚，不空亦不满。眼是一片天，不奢亦不贪。字是一盘餐，不腻亦不
淡。一念心清静，莲花处处开。
　　人生最可怕的，便是让自己的心灵处在脆弱、悲观、消极、黑暗的阴影里。与
其期待外在世界的太阳常照，不如升起自己心中的太阳。修一份禅心，淡然于天地
之间，觅得一方安详，听风雨，听山言，听禅语。坐观禅，行亦禅，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如来。春来花自青，秋至叶飘零。无穷般若心自在，语默动静体自然。
　　处事不必求功，无过便是功。为人不必感德，无怨便是德。宁可清贫自乐，不
可浊富多忧。人之心胸，多欲则窄，寡欲则宽。心量狭小，则多烦恼，心量广大，
智慧丰饶。平安是幸，知足是福，清心是禄，寡欲是寿。寡言养气，寡事养神，寡
思养精，寡念养性。
　　节欲戒怒，是保身法，收敛安静，是治家法，随便自然，是省事法，行善修
心，是出世法。守此四法，结局通达。大肚能容，断却许多烦恼障，笑容可掬，自
结无量欢喜缘。
　　扰攘俗尘，百态世相。做事不必与俗同，亦不宜与俗异；不求令人喜，亦不可
令人憎。存平等心，行方便事，则天下无事。怀慈悲心，做慈悲事，则心中太平。
是非天天有，不听自然无。口中言少，自然祸少；心中欲少，自然忧少；身上事
少，自然苦少。人之所以平凡，就在于总是无法超越自己。
　　不洗澡的人，硬擦香水也是不会香的。智慧与见地，是来自于真才实学的。知
识是树之根，花之蕾，生命之光，进步之源。有识才有智，有德自然香。智者不
锐，慧者不傲，谋者不露，强者不暴。身做好事，言说好话，心存好念。大悲无
泪，大悟无言，大喜无声，大爱无言。客来一句问候，客去一句祝福，不论情深缘
浅，不计再见何期。境生一份喜悦，境灭一份清静。缘来要惜，缘尽就放。君子相
交，随方就圆，随缘聚散，自当无处不自在。

更深往昔，作别岁月
　　岁月如梭，人生苦短，匆匆穿过狭隘的隧道，粉饰而来，简单而去，交替
的面孔，不变的仅是记忆。更深了的往事，作别岁月，浮萍散去，落花余温未
尽，泛黄了的初窗，久违的人，难忘的事，风来，风去，听风数雨，也只待回
味。缘份香溢而至，人来，人往，仅道是平常；当分离的必然，接踵而至，回
望来，思虑去，还是多了许多淡薄冷清的成分，在其中。如若等待是一种花
开，那游走在落花之间的思绪，折叠起，轻扣去，抚手间，黄花瘦，落英满
地。许是指缝太宽，时光太瘦，溜走的，追寻而去，无了踪影，灯火阑珊处，
打捞的仅是记忆的碎片，拼接不出完整的结局，总是有人欢喜，有人烦忧。
　　无数次擦肩，无数次回眸，有些歌声，打马而过，有些花朵，幸福了一
把。人生如戏，戏里戏外，各自演绎着精彩，陌上行一遭，花香时，悄然无声
间，也曾醉了尘埃。我们都是，奔走在
岁月里的行者，碌碌的一株，匆匆的一
朵，谁搁浅了谁的等待？谁闪亮了谁的
韶华？无奈的是，向来缘浅，流年易辜
负，走的最急的，总也是，心中那抹最
美的风景。
　　站在尘世的边缘，很想，把执念望
断，把时光看穿，看似简单着，却也一
颗心，为念流离。总想着超然物外，置
身一隅清秀中，事事反复颠簸，理不
出，一味悠然自得，一捧的纯粹的甜，
每每都是掺杂浅淡的苦涩。想来，人生
便是如此吧，却也安然如此，不惊不
扰，将落花的心思一一掩藏，化成泥，去香息下一季的更迭。
　　人生，不需要太多排序，顺其自然就好，该走的，就走；该停的，就放手
停泊。春夏秋冬各种安好着，各种美丽着，若能适时四季沐歌，其实就是最美
的人生。没有不落的太阳，没有不老的传说，有的只是交替着，轮回着的美
丽。当时光更深，作别岁月，优雅的转身挥别，给过去的老时光以深情，给散
场的舞台以掌声，已是最真的告慰！
　　走的，就走吧，来的，欣然接受。聚聚散散，来来去去，本就是一家，相
聚的起点，就是分离的开端。擦肩而过的四季风情、春风岁月，消去薄凉，盈
盈一水间，渐变得平静温润。不哀，也不伤；想起，就思念；落下，便消散，
一程程的，轻舞飞扬地，看淡。
　　坐卧尘世外，清浅喧嚣间，时间煮雨，岁月煮茶，清淡一个日月，给过去
与明天的自己。时光溜走的是数字，年轮圈定仅是印迹，不变的只有内心，已
去了太多浮躁，能否潇洒地挥手，也活色生香一回。
　　更深往昔，作别岁月，微笑漫过一次次关闭的门楣，简单着，亦从容着，
告白情深，落一笔忘记，随心而动，随意而行，在随风而逝的光阴中央，深刻
一个独特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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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起加拿大移民政策有变！
对部分华人利好

　　10月24日起，加拿大移民申请有一项重要变化，即申请人受抚养子女的年龄定义，将最大年龄从目前的小于19岁提高到小于22岁(如21岁或者
以下)。这意味着，永久居民申请人的子女只要处于该年龄段内，都可以随父母一起移
民。目前，只有处于19岁以下的子女，可以作为受抚养子女随从作为申请人的父母一
起申请加拿大永久居民。最大年龄限定的变更，涉及到所有加拿大移民和难民，以及
家庭团聚(担保)类移民项目。
　　今年5月，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宣布，2017年10月24日及之后的所有移民
申请将按照新的年龄限定来审批。换言之，10月24日当天及之后提交的申请表格，主
申请人可以将22岁以下的未婚子女作为受抚养子女一同申请移民。

背景
　　如果翻看以前的记录，你就会发现这一年龄设定是多么“曲折”。前任保守党政
府在2014年降低了受抚养子女的最大年龄限定到小于19岁。而在此之前的2002年至
2014年，最大年龄设定是小于22岁。现任自由党政府在竞选时许诺放宽家庭团聚类移
民项目，所以最新的年龄变更是履行其大选承诺，同时也是将年龄限定改回到保守党
的政策之前。需要注意的是，新规不具有“追溯性”(retroactively)，即在2014年8月
1日以后和2017年10月24日以前提交的申请不适用此新规，受抚养子女的年龄限定仍

按小于19岁来审批。移民部解释说，如果
已经提交的申请也套用新规定，将会耽搁
大量申请个案，影响到所有移民项目的审
批进度。

反映人口趋势
　　提高受抚养人的年龄限定，也是为了确保加拿大移民项目与加拿大人口统计趋势保持一致。最新普
查数据显示，近35%的20至34岁年轻人仍然与父母同住，这一比例自2001年以来一直在上升，个中原
因包括家庭文化、收入低和生活成本高。

教育优先
　　加拿大政府年龄限定变更的文件也提到这样一个事实，许多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期间，仍需要自己父母供养，所以新规定有助于帮助年轻人在加
拿大接受高考教育，以及寻找全职工作。

豁免条款
　　新规还有一个豁免条款(An exception)，如果年龄在22岁或以上的受抚养子女在身体上或心理上，完全离不开父母的经济支撑，也可以随父母
一同申请移民。加拿大移民部长Ahmed Hussen说，“提高受抚养人的年龄限定，可以让更多家庭团聚在一起，有助于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增加加
拿大作为移民选择地的吸引力。”回顾自由党于2015年上台以来，加拿大移民政策已经有多项变更是倾重家庭团聚，例如联邦快速准入的综合计分
系统下，有兄弟姐妹在加拿大的申请人可加分，精减配偶团聚移民的申请时间和程序，以及增加父母和祖父母团聚移民的名额至每年1万。
　　有移民顾问表示，对受抚养子女的年龄限定新规对华裔移民影响很大，因为之前有很多申请人由于子女年龄超过19岁而无法申请。特别是许多
企业家移民，他们的子女都比较大，年龄不符合要求，不得不放弃移民意愿。新规实施后，相信这部分子女年龄在19岁到22岁的申请人，会抓住机
会递交申请。

　　联邦移民部计划在明年初重新开放担保父母和祖父母移民项目的抽
签登记，有移民顾问预期，届时，联邦政府为系统作出更多改善。继联
邦移民部日前宣布，将从本月6日开始进行担保父母和祖父母移民项目
(PGP)的今年第二轮抽签後，有消息指，联邦移民部计划在明年初重新开
放担保父母和祖父母移民项目的抽签登记，届
时，将有更多潜在的担保人能够填写「有兴趣
担保」的意愿表格。
　　根据目前的申请条件，有兴趣担保海外的
父母或祖父母移民加国的担保人必须是加拿大
公民或永久居民，年龄在18岁或以上，并须达
到最低的收入要求。另外，担保人必须签署一
份担保协议，承诺将为被担保人提供经济方
面的支援。至於联邦政府明年会否放宽有关条
件，则有待公布。
　　但加华移民留学中心副总裁吴冰预期，联
邦移民部在明年初推出在线填写「有兴趣担
保」的意愿表格时，将对系统做出改善，很可
能会要求担保人填写收入，从而让不符合担保
资格的担保人出局。

因此，她建议那些计划在明年参与抽签的人士
可以着手准备过往3年的收入证明，提前做好
充分的准备工作。至於联邦移民部决定进行第
二次抽签，吴则估计，在第一轮抽签中被抽中的担保人提交移民申请材
料的实际人数与1万人的移民配额相距甚远，而差额少有2,000至3,000人
是导致移民部进行第二轮抽签的主要原因。她说∶「如果相差只有几百
人，人数不太多，联邦移民部毋需进行第二轮抽签。」

　　吴冰分析说，在第一轮抽签中被抽中的担保人未能在截止期前提交
移民申请材料的原因可能包括∶第一，在被抽中後方才发现自己不符合
担保资格。第二，在提交申请材料後因不够资格而被退回移民申请材
料。她说∶「担保人发现自己不符合担保资格，通常是因为其在过往3年

的收入未能达到要求。至於被退回移民申请
材料，通常与文件不齐全有关。」
　　据她所知，联邦移民部在今年初推出网
上填写「有兴趣担保」的意愿表格时，任何
人都可以网上填写，由此而出现了有人多次
重复填写以及夫妻俩分别填写的情况。
　　例如，有华裔移民夫妇为了担保海外的
父母来加，夫妻俩分别在今年初网上填写
了「有兴趣担保」的意愿表格，试图加大
被抽中的机率。
　　但如果被担保的是丈夫的父母，被抽
中的担保人则是妻子，那麽，这个被抽中
的名额就被作废了，因为妻子不是主要的
担保人。
　　联邦政府在未来数天进行第二次抽签，
当中并不包括在今年初未有网上填写「有
兴趣担保」的意愿表格的人士;而在今年的
第一轮抽签中已被抽中，但尚未在8月4日的
截止期前提交申请材料的担保人，亦不属

於第二轮抽签的对象。
　　针对联邦移民部进行第二轮抽签，虽然联邦移民部并没透露，截止
至今年8月4日，移民部总共收到了多少份完整的移民申请，也没有透露
第二轮抽签将有多少人被抽中来填补空缺。

加拿大父母团聚再抽签 
移民部料明年初又有新招



第七版    07
overseaschinesetimes.com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號

歡 迎 參 閱 沙 省 電 子 報  w w w . o v e r s e a s c h i n e s e t i m e s . c 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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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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 Access Today!
Find eBroker online at 

knightarcher.com

Happy New Year!
This year make your resolution to 

Save Time

Renew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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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th Anniversary of Fatima
今年是聖母瑪利亞在花地瑪一百
週年的紀念，在1917年葡萄牙
(Portugal)。聖蹟顯現給三個小牧
童六次。由五月到十月，每個月的
十三號都有顯現。在最後的九月和
十月更有特別的聖蹟發生。在十月
十三日，聖母有一個很大的太陽聖
蹟顯現在郡衆面前。為希望加強衆
人的信德，稱為 " Miracle of the 
Sun"。當時有大約七萬人的見証。
現有一位天主教教友，因為想紀念
這聖蹟，故特別畫了一幅畫，作為
花地瑪一百週年的紀念。

給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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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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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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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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THUNE中餐馆出售

　　小镇位于11号公
路旁，距离REGINA 半
小时车程。餐馆全新装
修，生意好回库快。带
有K+S大型钾矿公司送
餐合约。餐馆也可以帮
投资移民解除移民条件

联系人:邓小姐
电话: 306-596-1937

餐馆和物业出售
　　萨省两千人旺镇，
镇内有医院，中小学
校，银行，药房等，离
Saskatoon仅1小时车
程，离Regina1.5小时。
有意者请联系
黄先生，306-331-8138

沙省餐馆連物業出售

近美国边境,距离缅省边
界1小时車程,本埠有学

校,独市只1中西餐馆,3千
尺物業,下舖上居住,有車
房,适合家庭式经营,業主
经营20年,現退休出售.

詳情请电: 
1-778-929-6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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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被撞军舰麦凯恩号自菲律宾起运 

返回横须贺母港

　　29日，以横须贺基地为母港的美国被撞军舰“
麦凯恩号”，从菲律宾出发，由运输船运往横须贺

美国海军基地。
　　“麦凯恩”号是一艘
导弹驱逐舰，装备有宙斯
盾作战系统，自2001年
起常驻东亚，隶属美国第
7舰队第5航母打击群第
15驱逐舰中队。2017年8
月，“麦凯恩号”在新加

坡附近海域与一艘油轮相撞遭受重创，有10名舰员
因此死亡。
　　据报道，2017年10月，“麦凯恩”号在从新加
坡前往横须贺母港途中遭遇了恶劣天气，船体上出
现裂痕，被迫停靠在菲律宾进行紧急修理。
　　值得一提的是， “麦凯恩”号的 “难兄难弟”
，美国另一艘被撞驱逐舰“菲兹杰拉德”号，原计
划11月24日前往美国进行修复，但在被装上运输船
的过程中，“菲兹杰拉德”号再添新伤，被迫返回
横须贺。

印尼火山喷发：国际机场
连续3天关闭 12万人滞留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阿贡火山持续喷发大量火山
灰，巴厘岛国际机场因此继续关闭，滞留机场的旅
客越来越多，已超过12万人。航空公司纷纷协助旅
客做其他安排，包括提供陆路和海路交通工具离开
巴厘岛。
　　巴厘岛努拉雷国际机场方面29日表示，受阿贡
火山喷发影响，该机场
将再关闭至少24小时到
当地时间30日上午7时，
机场方面也将每6个小时
对火山灰动向和风向进
行监测。至此，努拉雷
国际机场将将连续第三
天关闭。
当局已安排10个备选机场让入境航班改换航道降
陆，包括巴厘岛东侧的龙目岛机场，但是这个机场
过去几天也因火山灰影响而数度短暂关闭，28日重
开但随时可能再次关闭。
　　努拉雷机场关闭后已有上千趟航班取消，航空
公司每天损失数百万美元的收入。为减少亏损，它
们须提供新航线前往其他目的地，或安排大巴或渡
轮让旅客到巴厘岛以外的地点乘搭飞机。
　　同时，由于航班预计无法在下月4日前恢复正
常，航空公司已为乘客提供各种选择，减少短期冲
击。

中国留学生在美遭追撞 
下车察看时车辆被劫走

　　美国芝加哥第九警分局当地时间11月28日指
出，近来在华埠附近陆续发生中国男留学生遭持
枪抢劫致伤，及一名中国女留学生被“撞后跑”
（bump-and-run）当街劫车的治安事件，由于九分
局辖区范围包括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UIC）、伊利
诺伊理工学院（IIT）等中国留学生人数庞大的大学
校园，警方呼吁学生及民众提高警惕。
　　警局报案记录显示，一名中国男留学生在11
月14日下午2时左右，正要进入30街与永活街
（Wentworth St。 ）口的租住公寓时，突然两名约
15、16岁的非裔青少年，从后面攻击他，把他打倒
在地的同时，要挟“交出所有财物，否则让你死”
，危急之际，刚好有室友从公寓内看到此情况，立
即冲出来高声呼救。
　　两名抢匪虽未得逞，但逃逸前用枪把猛击该名
学生，致其受伤。
　　另一起中国女留学生遭劫车案，发生在11月21
日下午约4时，当时她开车要去超市买菜，没想到被
一辆BMW车子从后面撞上，被撞后该女学生下车察
看情形，当时BMW车上的非裔驾驶及乘客，也跟着
下车。
　　就在女学生与非裔驾驶员谈话的同时，非裔乘
客竟跳上受害女生的车辆，并迅速开走。随后这伙
人驾车逃逸。
　　警方据报到场后，很快在38街与普林斯顿街
（Princeton St。 ）附近找到受害女生的车辆，但车
上皮包等财物均全数被偷。
　　警局指出，这种“撞后跑”的作案方式都是至
少两人成组，选定车辆“故意”追撞后，让受害驾
驶下车检查，而坐在“作案车”上的歹徒乘客，就
会趁机劫走遭追撞的车辆。

土耳其采购俄S400导弹已签合同 
2019年将正式部署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11月29日报道，土耳其国
防部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土S400导弹的交易“

合同已签定，首付款已
交，交易已经完成”，
这款导弹将在2019年在
土军正式部署。土耳其
政府正在和俄罗斯讨论
继续增购S-400导弹的相

关事宜。
　　据土耳其政府负责采购的官员称，在采购第二
批S400防空导弹系统时，土耳其方面将要求技术转
让。“我们希望让这套系统独立运行，使用我们自
己的源代码，包括敌我识别。”这名官员说。

冰河时期猛犸象骨架将拍卖 
拍价或达50万欧元

　　中新网11月29日电 据外媒报道，下个月16日，
一具冰河时期的猛犸象骨架将在法国里昂拍卖。预
计，这具骨架最
终的拍价可能达
到50万欧元。据
报道，这具猛犸
象骨骼有15000
年的历史，在西
伯利亚发现。它
高3米多，完整
的骨架附有两根
3米长、总重超过160公斤的象牙。
　　拍卖公司方面称，由于猛犸象骨架个头巨大，
因此少有买家能把它放在家里当“装饰品”，因此
此次拍卖潜在买家更多的是历史博物馆、基金会、
私人收藏家或企业。
　　此前在2006年，一具猛犸象骨架以15万欧元的
价格卖出，之后被放在了法国加尔的一个酒窖里展
出。

比利时火车失控撞上检修线路铁路工人 
致2死7伤

　　27日比利时一辆火车脱轨导致2人死亡，7人受伤，
其中2人伤势严重。当地铁路局人员及时慰问了受害者亲
属。
　　当地时间11月27日晚，
比利时南部城市莫尔朗韦
（Morlanwelz）附近一辆火车在
被拖拽过程中发生脱节，失控的
列车撞上一群正在检修线路的铁
路工人，共导致2名工人死亡，2
人重伤。列车滑行了近14公里后撞上了另一辆列车才停
下，被撞列车上有5位乘客受轻伤。
　　报道称，2位遇难者均为比利时Infrabel铁路基础设施
公司的员工。27日晚，比利时国家铁路局慰问了伤亡者亲
属。该事故的公开调查显示，27日上午，出事火车曾与一
辆汽车相撞，并导致该汽车燃烧。随后，出事路段已被封
闭并接受检查，火车也开始被拖回。
　　Infrabel公司发言人在比利时电视台上称，该事件还
在调查阶段，具体原因还未确认，出事时火车正在被拖
回，车上没有人，也没有启动发动机，脱节后是靠着惯性
行驶的。

网安公司称网上现
美陆军绝密文件文件 任何人可看

一家网络安全公司称发现了与美国陆军通信系统有
关的绝密文件，而这些文件在网上未受到保护，任
何人都可以看到。

　　报道称，
泄漏的数据属
于美国陆军情
报和安全司令
部，这一同属
美国陆军和美
国国家安全局
的部门。而曝
光这则消息
的，正是位于

加利福尼亚的网络安全公司UpGuard分析师。
　　这家公司的分析师克里斯·维克里曾于9月28
日发现这些在网络上不受保护的数据，并通知了美
国政府。10月10日，他被告知这些数据已是安全
的。另外，据这家网络安全公司的另一位分析师
丹·奥沙利文所述，这些文件中，有许多被标记
为“绝密”，或者是“不可向国外发表”。
　　美联社称，美国国家安全局向美国陆军情报司
令部提出了有关问题，但未立刻得到回复。

澳警方挫败元旦前夕恐袭阴谋 
男子欲扫射狂欢人群

　　澳大利亚警方日前挫败一起恐怖袭击阴谋，
落网的20岁男性嫌犯策划在元旦前夕在墨尔本
市中心开枪扫射狂欢人群，以造成大量伤亡。据
悉，被捕的这名男子同情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
　　据报道，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警方27日突击
墨尔本市近郊一栋房子，逮捕了嫌犯、索马里裔
男子阿里（Ali Khalif Shire Ali）。警方28日召开
记者会称，阿里在澳大利亚出生，父母来自索马
里。警方自今年初就开始监控他，发现其行为越
来越激进，据信他是单独行事。
　　维州警察局副局长巴顿说，嫌犯阅读了“基
地”组织在网上发布的一份指南，内容是关于如
何发动恐袭与使用军火的。
　　警方称，嫌犯计划新年前夕动手，用自动步
枪在联邦广场向人群扫射制造大规模伤亡。所
幸，他在买到枪之前就被逮捕。
　　联邦广场位于墨尔本心脏地带，对面是繁忙
的弗林德斯大街火车站和圣保罗大教堂。此处是
墨尔本人庆祝新年的主要场地，每年12月31日
都人山人海。这不是该广场第一次成为目标。去
年，警方逮捕了几名男子，他们策划于圣诞节当
天，用爆炸物和刀制造袭击。
　　巴顿被问及嫌犯是否受到2016年圣诞袭击阴
谋启发时说，警方还在调查他是如何激进化的。
他也表示，随着嫌犯落网，此次威胁“已被解
除”。
　　另一方面，警方27日也搜查了嫌犯兼职工
作的电脑维修公司，以及嫌犯一名亲戚的住处。
嫌犯和家人同住。其父亲称，儿子不会伤害任何
人。一名邻居说，这家人“是友善的普通人”，
嫌犯的父亲还为警方逮捕行动造成的困扰向她道
歉，看起来对儿子的事一无所知。
　　嫌犯是第一次遭扣留。他28日短暂出庭，
收指控的两项罪名分别为准备或策划发动恐怖
袭击，以及收集与准备或协助发动恐袭有关的文
件。
　　澳大利亚司法部长基南称：“恐怖分子试图
在澳大利亚人阖家共度圣诞时，在社区引发恐
惧。”他说，警方会在佳节期间加强戒备。
　　澳大利亚2014年把恐袭警戒水平调高至“
可能”，以防到中东参战的本土武装分子回国作
案。过去几年，澳大利亚已挫败14起恐袭阴谋。

日本拟参加美军太空演习 
力促日籍宇航员登陆月球

　　日本政府正在讨论的《宇宙基本计划》进度表修
订案概要28日揭晓。重点为自卫队首次参加围绕美军
太空战略的多国联合演习，及通过与美国等的国际合
作力争实现日籍宇航员首次登陆月球表面探测。还将
促进使用陆地观测技术卫星“大地2号”图像的新业
务。12月1日的宇宙政策专家会议将讨论修订案，并
最早在今年内由宇宙开发战略总部决定。
　　自卫队力争首次参加的演习为美国空军太空司令
部（科罗拉多州）明年秋天实施的“施里弗”演习，
将假设太空中的本国卫星受到信号干扰或攻击等实施
桌上演习。
　　报道说，这是鉴于围绕被称作继陆海空之后的“
第四战场”的太空缔结的2015年的《日美防卫合作指
针》作出的应对。安倍本月6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东京举行会谈，就太空领域的合作达成了一致。英
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6国参
加了去年的演习。
　　修订案还明确了太空探测领域的方针。写入了参
加美国力争本世纪20年代在月球附近轨道建设新的空
间站的计划，及实现日籍宇航员登陆月球表面探测。
　　美国计划将新空间站作为人类登陆月球探测的据
点，及探测火星的中转基地，正号召各国合作。日本
也响应号召，希望由此实现日本人探测月球表面。修
订案就卫星图像数据，明确写入将无偿提供给希望使
用的企业。可以轻松得到原本非常昂贵的数据，也能
推动业务创新及创业。还预估能运用到水田等管理农
地与预测收获、掌握滑坡等灾害状态、探测矿物等。



第十五版    15
overseaschinesetimes.com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號



第十六版    16overseaschinesetimes.com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