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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國
參議院

加拿大參議員醜聞如湖中漣漪

般一波波擴大，據 6 月 9 日加總審計

長弗格森公佈的報告披露：違規騙取

住宿與旅差補貼的參議員達 30 人之

多，占到現職參議員的 1/3。令人驚

奇的是，在這涉嫌欺騙的 30 人中，包

括日前剛剛被哈珀任命為參議長的胡

薩科斯（LEO HOUSAKOS）、哈珀

政府前參議院領袖勒布朗（CLAUDE 

LEBLANC） 以及自由党參議院領袖

考恩（JAMES COWAN）。而這 3 位

身居要職的參議員原本肩負反腐肅貪

的領導責任，現在卻身陷其中，難以

自清。審計長在記者會上表示，他“對

參議院作為整體，參議員作為個體如

此缺乏透明度及責任感，感到震驚。” 

腐敗醜聞雪球越滾越大

其實，此次審計僅僅覆蓋了從 2011 年

3 月到 2013 年 3 月兩年時間，共審計了在職

和退休參議員 116 人。總審計長弗格森在發

佈會上表示，其中 9 名參議員問題嚴重：5

人長年居住在首都地區，卻騙取住宿補貼。

比如參議員羅德 . 齊默在 731 天中有 613 天

是居住在其渥太華的家中，但報的首要居所

卻在馬尼托巴省，不僅每月領取 2200 加元

（一年之前加元同美元等值，

現 1 加元約 =81 美分）的外

地住房補貼，同時還報領了

14 次當天往返兩地的旅差機

票。另有 4 人則拒不配合審

計，不交出相關單據，也建

議交由更具權威的警方做進

一步調查。報告披露，參議

員濫報的項目令人瞠目：有

人是釣魚之旅，有人是去打

高爾夫球，有人是出席與參

議院公務毫無關係的自家公

司的會議，還有人報的是結

婚周年慶典，甚至有人連妻

子乘租車開晚會的費用也一

併報銷。其中數人騙領補貼款都在 10 多萬

加元。報告出臺後，沒有參議員的新民主黨

發出聲明，標題是“加拿大人對保守黨和自

由黨人組成的參議院感到噁心”

                                    （下轉第 2 版）

人民日報駐加拿大記者   李學江

2015 年 6 月 6 日 傍 晚， 卡 爾 頓 大 學

Raven’s Nest 體育場內，座無虛席。這裡

進行著渥太華一年一度的盛事：舞林大會

（Wulin Dance Showcase)。共有 21 支健身舞

隊、近 400 名健身舞愛好者以及 600 余觀眾

參與。七年來，作為首都華人社區最大的群

眾活動，參與者的熱情

有增無減，報名通告貼

出幾日後便名額位滿，

而門票在大會的前兩天

也告售罄。 

本次大會新增入場

儀式。蓬勃昂揚的“運

動 員 進 行 曲” 聲 中，4

名持旗手持“舞”字紅

旗，精神抖擻地率先入場。隨後各舞隊在統

一身著綠衣白裙的舉牌人員帶領下依序入

場，並由主持人講解介紹。  （下轉第 6 版）

5 月 30 日晚上 6 時開始，渥太華潮州會假聖意

來亞斯中心 (St. Elias Conference Centre) 盛大慶祝第九

屆理監事會就職典禮聯歡晚會。新會長莊國先生是本

市有名的新美鳳餐廳東主，精明能幹，交遊廣闊，定

能為潮州會增添光彩。剛卸任會長的陳美鳳女士，女

中強人，3 任 6 年中，全面提升潮州會的聲望，會務

蒸蒸日上，有目共睹。會印在臺上正式當眾進行移交

儀式，輕鬆風趣。

慶祝典禮晚宴上，中、外、遠、近嘉賓濟濟，計

有中國大使館代表曹衛國一等秘書，美國賓州費城的

潮州會館會長一行，安省潮州會館會長一行，安省越

棉寮協會會長一行 , 魁省潮州會館會長一行，蒙特利

爾柬華協會會長一行，更有本地各個社團的主席、會

長、領導等等，本會衷心感謝大家的光臨。溫哥華潮

州會館 , 加拿大潮商會亦發來賀信 , 賀禮以示祝賀。

渥太華潮州會
第九屆理監事會
就職典禮聯歡晚會

總審計長弗格森（左）在報告發佈記者會上答記者問。（李學江  攝影）

（詳見第 10 版）

潮洲會與美國滿地可各社團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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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報告內容披露後，

包括參議長胡薩科斯在內有 4 名參議

員退了款。但出人意料的是，有不少

參議員則對報告表示憤怒與不滿。參

議員蓋瑞 . 傑曼表示，審計有“事實

錯誤”，報告對他的指控“是對我正

直人格的誹謗”。新民主黨眾議員查

理 . 安格斯說，“至今我都沒有聽到

任何參議員說一句‘對不起’。”

參議院滾雪球式的腐敗醜聞，

不能不激起人們的憤怒。《全國郵報》

在社論中這樣問道：“參議員們是否

意識到：他們的行為是多麼地荒唐無

恥，多麼地放肆無禮，又是多麼地有

犯眾怒？”該報今天的一篇署名唐德

特的評論寫道：翻看這份報告，大多

數正直些的加拿大人都會捏起鼻子，

忍著噁心，這是一份令人震驚的文

件。

有人指出：美國 3 億多人口，經

選舉產生 100 位參議員，他們肩負立

法責任；相比之下，加拿大人口只是

美國的 1/10，卻有參議員 105 人之

多，全部由總理提名任命，多是對他

們在選舉中對本黨有宣傳或是募捐

之功的人的一種獎賞，他們是總理的

代表，不能代表選民。有人更是將參

議員形容為是一群“花納稅人的錢，

吃閒飯的人”。

竊利於規章不明監管缺失

加拿大參議院濫報住房與旅差

補貼議員人數為何如此之多？主要

原因是監督制度缺失與規章不明，讓

不良議員鑽了空子。參議院原本有一

個內部經濟委員會是負責議會帳目

審理的。正如審計長所指出：委員會

由參議員自己組成，他們自己都在謊

報帳目，又如何監管他人。

規章制度不鍵全不明確的問題

在達菲案審理中越來越明顯，並成為

辯方律師的主要盾牌。辯方律師當庭

質問作證的參議院行政官：有沒有明

文規定一年中必須住上多少天才算

首要居所？答曰：沒有；但常識是一

年中大部時間所居住所，並且是辦理

醫保和駕照的所在地。辯方律師則狡

辯說，法庭所應遵循的只是法律而不

是常識。再如，究竟參議員的哪類開

支可以報銷也沒有明確規定。辯方律

師辯稱，參議員每年 14 萬加元的預

算是可以由其自由支配的，因此達菲

議員可以公私兼顧飛往數千公里外

看望剛剛出生的外孫，也無可厚非。

律師又說，參議員化裝美容，

沖洗並放大家人照片，雖然未

必合乎常理，但也不違反任何

規定，因為參議院對此根本就

沒有規定。參議員假公濟私，

濫用公款卻又如此振振有詞，

引起輿論大嘩，有評論憤怒地

指出：請問，如此一來，還有

什麼花銷是應由參議員個人掏

腰包的呢！ 

改革建議遭遇難題

參議院醜聞大爆炸再次引發參

議院改革與廢除之爭。最大的反對黨

新民主黨主張徹底取締參議院，但這

需要修憲，而修憲需要所有省份的批

准和多數選民的贊同，難度較大。保

守黨也曾提出，將參議員由各省推薦

並選舉產生，並將任期從現在終身制

（直到 75 歲）限定為 9 年，但在諮

詢最高法院時被認為不合憲法而作

罷。正在歐洲出訪的哈珀總理表示：

他沒有興趣重啟曠日持久的修憲磋

商；又說，參議院是一個獨立的機構，

它的問題由它自己來解決。但 6 月

9 日的一篇署

名評論的標題

是：“為什麼

哈 珀 不 在 10

月大選的同時

就是否取締參

議院舉行全民

公投？”這不

就可以克服修

憲障礙了嗎？

自由黨則

要求參議院非黨化，其黨首小特魯

多兩年前就宣佈不再承認由本党前

總理提名任命的參議員為自由党人。

《全國郵報》6 月 8 日的一篇署名評

論寫道，“在民主國家中，我們的

憲法很特別，它不是被視作人民意

志的工具，而是它的一個障礙；它

不是民主理想的最高體現，卻是使

民主理想難以實現的阻礙。”

《環球郵報》近日連發兩篇署

名評論，指出既然修憲無望，改革困

難，為何不切斷其金錢來源？評論認

為，政府完全可以通過削減參議員的

預算與開支來限制他們的濫報行為。

加每位參議員的年薪為 142000 加元，

另有 14 萬加元的辦公預算。達菲參

議員正是將預算中的一部分撥給朋

友的公司，然後由公司作為諮詢費

來為他個人的化裝費、運動教練費

等買單。

審計報告認為，對現有規章修

修補補是不夠的，參議院需要的是

“轉型式變革”。報告建議設立一

個獨立的監管機構，公開參議員的

每項開支，提高透明度並明確責任。

哈珀政府參議院領導人卡裡南表態

說，“我承認，參議院需要改變的

不僅僅是規則與程序，還有文化。”

社會各屆也曾提出不少建議，

如，改變參議員的提名與任命方式，

使其更加公開，並淡化其黨派色彩。

也有人建議，總理可不再提名任命

新的參議員，任其自然減員，直至

其萎縮至憲法所容許的 15 人為止。

事實上，自達菲等參議員醜聞引發

舉國憤慨後的一年多來，哈珀的確

沒有再提名任命新參議員，全員 105

人的參議院至今已出現了 19 席空缺。

不過，加聯邦參議院的最終命

運如何，還是要看達菲案的判決結

果及其將引發何等社會反響。從目

前的進度來看，原計劃庭審 41 天結

案的日程已早已逾期，持續到 10 月

大選的可能性大為增加。若真如此，

參議院腐敗案的判決無疑將對大選

結果產生頗大影響，那將是哈珀總

理的保守黨所最不願看到的。（完）

加參議院腐敗醜聞
雪球越滾越大

人民日報駐加拿大記者  李學江

社區入口

講座時間：6月20日 （週六）上午 10:00－

12:00 （9：30註冊，免費國語講座）

講座地點：Ottawa Conference and Event 

Centre 200 Coventry Road, Meeting Room: 212, 

Ottawa, ON, K1K 4S3 (免費早點＋免費停車)

註冊網站：www.seminar888.com（前十名

網上註冊有精美禮品，座位有限，登記從速）

美國第一地產公司將攜美國第二

大開發商Lennar於6月6日（週六）上

午舉辦一場免費國語“美國佛羅里達

地產講座”。 美國第一地產公司涵蓋

房地產買賣，物業管理和貸款等綜合

業務，是奧蘭多知名地產公司。

佛羅里達是美國人口第三大州，

其溫暖的氣候和優美的風景一直是全

球富人的度假和退休天堂。奧蘭多是

全球第一大旅遊城市，每年接待全球

遊客5000多萬人，奧蘭多氣候溫和，

經濟穩定，迪斯尼旅遊產業，高爾夫

產業及電影娛樂產業是這個城市的主

要產業。美國次貸危機之後，奧蘭多

房價跌了一半以上，目前該城市物業

已止跌反彈，去年房價上漲22％，正

步入加速上升期，給投資者提供了絕佳的入市

良機。

 

Michael Qiao先生將通過這次講座全面介

紹美國和佛羅里達房地產發展的歷史和現狀，

分析為何目前在佛羅里達投資是最好的時機，

次貸危機之後奧蘭多成為美國最值得投資的

城市，目前價格只有06年的一半，但已經進

入快速反彈期，去年奧蘭多升值22％，而且

目前美國銀行已

為加拿大客戶開

放貸款政策，後

市升值巨大。喬

先生還將分析普

通大眾投資者應

如何選擇最佳的

房產投資項目，

稅務處理及貸款

政策對房價的巨大影響。

並將會向投資者推出一個

絕佳的全新獨立房投資項

目。該項目位於奧蘭多高

尚社區，緊鄰名人區。該

小區為封閉高端社區，擁

有兩個會所，游泳池，健

身房，遊戲室，網球場，

會議室等配套設施應有盡

有。該項目由美國最大建

築商Lennar開發建造，高端品質。由於地理位

置優越，出租強勁，現可向買家提供兩年包租

達$2000/月！此項目價格非常低廉，僅為06年

60％價格，現僅約$140/平方英尺起，是低價

入市優質社區的最後機會！此項目既適合投資

也適合於退休度假居住。更重要的是，我公司

還能為加拿大買家提供美國銀行貸款！！！輕

鬆利用杠杆首付5萬即可享受每年100％投資回

報率＋穩定現金流！ 本講座座位有限，希望參

加講座的朋友請立即登錄註冊網站登記留位。 

奧蘭多最具投資價值的全新獨立屋項目震撼首發

六 月 二 十 日 美 國 佛 羅 里 達 地 產 講 座     

游 泳 池

會 所

【CFC新聞】常常受到上門推銷員騷擾的安省居民終於能松一口氣了，以

後不用再想盡辦法拒絕推銷員兜售的能源合同。加拿大廣播公司此前做過一

項民意調查，在受訪的一千多名居民中，超過半數人，尤其是女性，覺得上

門推銷員通常咄咄逼人、令人緊張。約四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曾經在

推銷員的巧言慫恿下購買過商品或簽過服務合同但事後非常後悔。

6月4日這周，加拿大自由黨稱，他們希望通過“加強消費者保護及電力系

統監督法案(Strengthening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Electricity System Oversight 

Act)”禁止能源行業上門推銷員向居民兜售商品和服務。這項法案將加強行業

監管及違規懲處，不遵守法案的公司將面臨更高罰款。法案中的另一項舉措

是延長消費者購買能源產品後的“冷靜期”，如果消費者在20天之內為自己

的購買行為後悔，仍可取消已簽署的合同。代表本地電力公司的電力分銷協

會(Electricity Distributors Association)對法案新內容表示歡迎。

EDA的發言人Raymond Tracey 稱：“這些本地的電力能源公司不得不應

對數不清的消費者投訴，很多人都覺得他們被上門推銷員誤導了。我們是 一

個行業團體，一直以來我們都希望政府能出面禁止這種向居民兜售的固定利

率零售商合同。很明顯政府部門終於瞭解到了消費者的意願，採納了我們很

多建議並最終採取了實際行動，禁止上門推銷能源合同，延長消費者的‘冷

靜期’，以及讓違規企業受更嚴厲的懲罰。”

在美國，包括德克薩斯、阿拉巴馬、紐約以及愛達荷在內的很多州都已禁

止或限制了上門推銷，部分州的上門推銷員需取得從業許可證，一些地方甚

至專門增派警力應對與上門推銷有關的投訴。

推
銷
員
惹
人
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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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兵 注册税务会计师
高质量专业服务 低费用 快捷 有效 方便客户 为客户着想

613-366-5988(Office) 
613-600-6988(Mobile)

公司成立及注册

公司财务及税务筹划 HST申报

美加税务服务

协助政府审计 记帐,工资 年终核算

Wechat:AccXpert-TaxServices
TaxServices@AccXpert.com
网站:https://www.AccXpert.ca 【CFC新聞，2015-06-04】渥太華公

佈四項、檢討去年國會山莊致命槍擊案的報

告。當中由安省省警撰寫的報告指出，皇家

騎警至少三次犯錯，造成錯失阻止槍手闖入

國會大樓的機會，包括在槍手走入國會山莊

範圍、騎劫國會議員專車之前；有知道汽車

被騎劫的警員，並無立即開車攔截槍手架

車；另外警員警告其他同事的無綫電訊息模

糊不清，後來再無重複訊息。 

報告強調，國會的保安措施高度不足，在

運作上，包括策劃、培訓、同資源方面，都

欠缺準備。 報告又指，渥太華2011年削減騎

警經費，削弱警隊在國會保安方面的能力。 

渥太華並無公佈報告中提出的所有66項建

議，皇家騎警助理總長只是透露，已經落實

部分建議。 另外，報告又透露槍手在國會大

樓內被保安人員開槍擊中的情況，指現場開

了56槍，其中31槍打中槍手，兩槍致命。報

告指，今次事件的槍手並無傳上防彈衣等保

護措施，但如果有人策劃更周全的襲擊，相

信情況會壞得多。

 涉案的獨行槍手Michael Zehaf-Bibeau去

年10月22日，先在渥太華國會山莊前的國家

戰爭紀念碑，槍殺正當值的後輩軍人西裡洛

下士，之後闖入國會中央大樓，被多名保安

人員開槍射殺。 渥太華之後改革國會保安，

將原本由多支警衛隊伍負責的保安工作，全

數交由皇家騎警負責。

國會山莊槍擊案檢討報告

RCMP 錯 失 3 次 機 會

【CFC新聞，6月4日】三個月前，渥太華公交系統

投資了六千萬加幣的O-Train鐵路線路擴建維護工程投

入運營，向市民提供更便捷優質的服務。然而，最近這

三個月內，O-Train卻前前後後共關停8次，引得

每天乘坐這趟列車的乘客們怨聲載道。一位名叫

Andrew Grenier 的乘客稱，O-Train幾乎每週一

次關停，給乘客帶來“沒完沒了”的麻煩。

在列車暫停運營期間，OC Transpo增設107

路公交車向受影響的乘客提供服務，但Grenier稱

這樣毫無預兆地關停列車，讓人覺得O-Train

系統越來越不可靠。

渥太華市政交通委員會的副主席Michael 

Qaqish 稱，最近幾次關停與新的列車運營系統有關：

“南北線列車的信號燈系統還有些問題，我們還要做

一些調試工作。”

交通運營部門的副總經理Troy Charter稱，自從

新系統於3月2日投入使用以來，O-Train列車運營系

統“發生了幾次軌跡組件故障，這是老問題加上新

設備投入使用共同導致的，最終影響了列車的正常運

營。”最近一次關停就是因為在南部中轉站“卡爾頓

站”的常規維護中發現了上述問題 。“這項常規維護

工作本來應該在夜間沒有車輛運營時完成，但是維護

員工發現了轉換器內的組件故障，所以沒能在夜間完

成這項工作。轉換器不能正常工作的時候，信號燈系

統還是會照常運轉，但是列車收不到准許通行的綠色

燈信號，因此無法正常行駛。”

乘客Grenier已向OC Transpo公交公司提出投訴，但

他擔心接下來還會有更多這樣的不便。

【CFC新聞，2015-06-04】由於教師

仍在持續怠工中，渥太華一些中學可能會取

消期末考試。學期成績卡的發放也將受到影

響。安省中學教師聯合會渥太華-卡爾頓校區

允許教師自己決定是否組織期末考試併發放

學生成績卡。

對於12年級的學生Mia Laursen 來說，這

是她中學生涯的最後一個學期，因此她希望

期末考試能照常進行：“如果我的分數因這

次罷工受影響，我大學入學可能都會不太順

利，太讓人心煩了。”通常，學生們需要在

學期末完成一份大作業，這時的綜合評分占

學生總分數的30%。

安省教師聯合會讓教師自行決定是否取消

年末考試。本校區教師談判部門的負責人Dan 

Maxwell稱：“我們在罷工，這就是最終決

定。”

“我倒是覺得這不會影響到學生啊”，

Maxwell補充說：“正相反這可能剛好順了

家長的意思，家長總是跟我們抱怨說期末的

大作業又繁重由沒有意義，尤其是對12年級

的畢業生來說。”但是12年級的學生Amanda 

Byrne 不正麼認為：“一些成績不太理想的同

學還指望能靠最後一次大作業提高一點分數

呢。”

渥太華校區教育局稱他們已被告知，教師

將拒絕在成績卡上錄入學生期末成績，學校

的行政人員將承擔這項工作，並優先錄入12

年級畢業生的成績。：“我們還會優先錄入

九、十、十一年級掛科學生的成績，因為夏

季學期的入學申請七月2日就要開始了。”

學生Amanda Byrne 對此表示很沮喪：

“因為罷工我們已經沒辦法參加體育活動和

課外活動了。現在還有那麼多不確定性，也

不知道接下來會怎樣。”然而，工會已經聲

明稱，如果今年夏天結束前與省政府的談判

仍無結果，罷工可能會一直持續下去。

【CFC新聞，2015-06-05 】位於渥太華東南部45

公里處的Calypso水上主題公園日前又承認了兩項違反

環境保護法案的指控。水上公園被控曾在2012年夏季

營業期間，一天之內兩次向泳池中釋放過量氯。有20

名正在公園內的遊客出現了氯中毒症狀，多數為青少

年兒童，其中13人因中毒症狀入院接受了治療。

安省環保部披露的詳情還表明，在這起20人中毒的

事件發生的同一天，遊樂園內還發生了另外一起氯中

毒事件。當時，公園內的遊樂設施之一“造浪池”突

然電力中斷，設備停擺，大量氯氣洩漏到了泳池中，

引起另外兩名兒童中毒入院。

運營Calypso  水上主題公

園的公司名叫Developpements 

Limoges有限公司，於本週四承

認對以上兩起中毒事件負有責

任。水上公園的管理方向自然

環境中釋放有毒污染物並引發

中毒事件，違反了環境保護法

案。 水上公園現面臨十萬加幣

的罰款，另需在60天內向中毒

事件的受害人賠償兩萬五千加

幣的補償款。

Calypso  水上公園的律師

Lawrence Greenspon 隨後發表了

一項聲明，稱公園已採取了許

多措施以避免類似事故再次發

生：“我們也非常後悔發生了這樣令人遺憾的事件，

但令人欣慰的是沒有人在此事件中嚴重受傷。在過去

三年中沒有類似事件再次發生過。”

今年早些時候，Calypso水上主題公園還對六項安全

指控認罪。公園被控疏忽管理、未對操作員工進行必

要培訓以及未及時報告嚴重的遊客受傷事故。有兩位

遊客在安全事故中脊椎受重傷，但公園卻將事故隱瞞

不報，等安省技術標準和安全條例部門瞭解到了安全

事故並要求公園關停有隱患的設施時，當年的營業季

節早已結束。

【CFC新聞，2015-06-05】渥

太華人道協會日前稱，渥太華一名57

歲男子在醉酒時把他們家的寵物兔子

從位於第十層樓的公寓陽臺扔下，兔

子當場摔死，該男子因此被控“故意

折磨動物致其遭受不必要的疼痛和傷

病”並被判入獄九個月。

渥太華人權協會於今日即週五的

審判聽證會後發佈消息，稱目擊者曾

向人權協會的調查者描述了事件經

過。這名名叫Daniel Kennedy 的男子

當時喝醉了，碰巧鄰居和鄰居的女兒

來拜訪並向他展示剛生下的小貓，這

名男子卻因此被激怒並莫名其妙暴躁

起來，繼而從家中的籠子裡抓出了一

隻灰白色的寵物兔子，揪著兔子的耳

朵並在一名8歲小女孩的面前把兔子

從陽臺上扔了下去。這名男子據稱常

常喝醉，而且這只兔子也不是他自己

養的，而是親戚寄放在他家的。在庭

審上Kennedy 請求法官給他一些時間

讓他在入獄前安排家中事務，法官同

意並允許緩期兩年執行。

除九個月的監禁外，這名男子還

被判處終生不得再擁有、豢養動物。

【CFC新聞，2015-06-05】渥太

華警方本周出動了警犬部門，在一處

火車軌道旁的雜草叢中發現了人工種

植的172株大麻。隨後，一名41歲男

子被捕。

警方稱，最初是一名道路維修工

人向警方報告了可疑事件，稱在An-

derson 路夾和Russell路附近的火車軌

道旁看到了幾袋土。警方趕到後發現

了一個冷藏箱，且裡面存有不少大麻

種苗。一旁的黃草叢裡有約五十株剛

種下的大麻。

警方攜警犬趕到後，發現了藏身

在附近草叢裡的嫌疑人。

這名41歲的嫌疑人名叫Duane 

Rostas，被控非法持有、生產並售賣

大麻製品。目前嫌疑人已被暫時釋

放，並將於下個月8日受審。

【CFC新聞，2015-06-05】渥

太華人看到這條消息大概是會不高

興的——多倫多約克區發佈報告稱當

地的垃圾填埋場已趨近飽和，因不想

再新建填埋場，他們指望附近區域的

城市能收下並幫忙處理他們的生活垃

圾。

首 都 區 域 環 境 保 護 公 民 聯 盟

(Capital Region Citizens Coali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以

及環境監管公民聯合會(Citizens’ 

Environmental Stewardship Association)

本周發佈了消息，提醒渥太華市民注

意這項可能影響渥太華市民生活的報

告。多倫多約克區在報告中提議希望

渥太華東部的Taggart-Miller垃圾填

埋場能幫助處理來自多倫多的垃圾，

且申請在渥太華區域興建新的垃圾填

埋場。

環保機構發佈的消息稱：“渥太

華及安大略省東部區域目前有足夠

的能力和垃圾填埋場地來應對本地

的需求，但是大多倫多區域及其周邊

需要增加垃圾處理容量。這是否意味

著多倫多人要把他們的垃圾扔到渥太

華來？約克區的報告稱：‘我們反對

在本轄區內興建新的垃圾填埋場，因

此，希望周邊區域可以幫助處理垃

圾。’”

消息還指出，今年四月時，約克

地區的一次環境委員會議上已開始

正式討論相關事宜，並審理了Tag-

gart-Miller垃圾填埋場提交的環境評

估報告。“約克地區的垃圾處理事務

負責人出席了這次會議，且對這項議

題表示了支持。鑒於約克地區已飽和

的垃圾填埋容量以及他們報告中的所

述內容，運送垃圾到渥太華Taggart 

Miller垃圾填埋場這一提議很可能還

會有進一步發展。”

要運垃圾到渥太華

多倫多填埋場飽和

被判入獄九個月

渥太華一男子
把兔子從十樓扔下

雜草叢裡種大麻

渥太華警方逮捕一人

受教師怠工影響

渥太華部分中學無 期 末 考 試和 成 績 卡

Calypso

水上公園

又被罰

因遊客
氯中毒

O-Train三個月內
八次關停引乘客不滿



版
2015年6月12日 新华侨报NEWS 渥太華新聞/社區活動5

北
大
校
友
會
舉
辦
越
野
闖
關
活
動

警方介入調查

粗心家長把嬰兒留車內
【CFC新聞，2015-06-08】渥

太華警方周日接到報警電話並在市

中心區域找到了一輛麵包車，車內

有一名無人看管的嬰兒。警察強行

打開車門後將嬰兒送至醫院進行身

體檢查。

周日下午兩點半，一名路人在經

過Bank Street西面Maclaren Street時，

發現路邊一輛SUV車內有一名無人看

管的嬰兒，隨後便報了警。SUV車

的車窗沒有完全關閉，天窗也半開

著，但是車門緊鎖。警方趕到後強

行打開了車門並抱出了嬰兒。

警方正在檢查車輛時，嬰兒的監

護人趕到了。由於嬰兒看起來狀況

良好，監護人沒有被立刻起訴。但

是保險起見，救護車還是把嬰兒送

進了東安大略兒童醫院做進一步檢

查。警方仍在做進一步調查。

安省擬新計劃

讓更多孩子接種疫苗
【CFC新聞，2015-06-08】渥

太華的衛生醫務人員正在策劃一個四

年期的項目，設法讓不方便或不願意

給孩子打疫苗的家長接受兒童疫苗注

射。一名叫Isra Levy的醫生向安省醫

療衛生部門提出了一個分三階段的建

議計劃，第一步就是排查所有托兒所

和學校的學生疫苗注射記錄。這項排

查記錄的工作原本就是衛生部門的職

責之一。但據渥太華衛生醫療部門估

計，約有半數孩子的疫苗注射記錄沒

有及時更新過。據安省規定，各地的

衛生醫療部門應定期評估疫苗注射的

記錄狀況。

計劃的第二階段，醫療衛生部門

將聯繫居住在偏遠地區的居民或無家

可歸的流浪者，幫助這些不便於接受

注射的人接種免費疫苗。計劃的最後

一步將會遇到不少阻礙——讓不願意

接種疫苗、不相信疫苗作用機制的人

接受注射。

衛生部將在本月中旬的會議上正

式討論Levy醫生提出的這項計劃建

議。

據衛生部門披露的數據，2014年

至2015年的流感季節，安省共發放了

32萬株流感疫苗，有55%的成年人接

種了流感疫苗，但接種流感疫苗的

兒童僅有約35%.安省公費醫療提供的

免費疫苗共有17鐘，包括白喉、破傷

風、百日咳、小兒麻痹症、乙型流

感、肺炎、輪狀病毒腸胃炎、麻疹、

流行性腮腺炎、風疹、水痘、乙肝、

腦膜炎、人類乳突病、流行性感冒、

甲肝、以及狂犬病。2013至2014年

間，安省7年級學生中有84%接種了

乙肝疫苗，92%接種了腦膜炎疫苗。

（上接第6版）

四、五月份2+5次（預熱+正

式）的陸上訓練，隊員們進行了

中長跑、腰腹力量練習、上肢力

量練習和身體柔韌性練習以及模

擬劃槳等內容。訓練的日子天氣

基本還配合，大家在柔和的風、

濛濛的細雨、或者溫暖的陽光下

強身健體挑戰自我，心情也是自

然如風般愜意。7次陸上訓練結

束了，兩位隊長和教練根據大家

的體能、出勤和預期在船上的平

衡協調等等個人條件和表現，確

定 了 聯 校 隊 和 銀 座 隊 的 隊 員 名

單。學聯隊學生們在團隊訓練中

表現出了很好的精神面貌和身體

素質，他們在龍舟前輩和學界前

輩們的幫助下很快組織好了一支

隊伍。相信他們在賽場會努力爭

先，並愛上龍舟這項運動的。

龍 舟 賽 是 一 項 集 競 技 、 娛

樂和運動為一體的水上項目，很

多人都很喜愛，正象我們一個隊

友講的：劃龍舟會上癮。想像一

下，22個人在一條船上，都要盡自

己的一份力量才能使船穩步快速

前進，這真正是叫作同舟共濟。

置身于寬闊的水面，沐浴在藍天

下，那心情自然也寬闊。再加上

比賽時爭分奪秒那種激動人心，

整個劃龍舟的過程真可以說是體

現生命輝煌，散發生活芬芳了。

渥太華的龍舟節不僅僅是賽

龍舟，還有音樂和美食等歡樂項

目， 同時還是為慈善機構募捐的

平臺。聯校龍舟隊在過去的七年

裡，共募捐近5000元，他們在強

健身體、快樂生活的收穫之餘，

為本地的慈善事業做出了積極貢

獻。

三支龍舟隊已經從週二6月2

日開始，進行每週兩次的水上實

戰訓練。隊員們勁頭更加高昂，

相信他們經過7次的水上學習和

練習，老隊員會更有經驗，新隊

員也會掌握技術要領，到時在真

正的賽場上，大家一定會團結一

致 ， 為 隊 伍 爭 光 ， 創 出 好 成 績

的。龍舟隊，加油！

    （完）   
聯校龍舟隊供稿

備戰第 2 2屆渥太華
國際龍舟節

【CFC新聞，2015-06-09】夏天來了，渥太華的各

種美食節、農貿市場、文化節活動也越來越多。市民熱

情參與的時候，食品安全檢察員卻正感到焦頭爛額。因

此，渥太華市政向安省政府申請了一筆一次性的資金支

持以雇傭更多食品安全專員，確保這些夏季活動上市民

們吃到的是安全衛生的食物。

每年，渥太華的食品安全檢察員要施行超過一萬

四千次食品安全檢查，覆蓋範圍包括餐廳、餐車、節慶

活動及其他有食品售賣的情況。去年比前年更新增了

2000次安全檢查。根據渥太華公共衛生報告，過去兩年

間渥太華市有食品出售的各類活動總數增加了20%，且

據預測仍將保持持續增長，明年加拿大150年國慶期間

的節慶活動將會給食品安全督查工作帶來更大負擔。

渥太華公共衛生部門的官員Dr. Vera Etches 稱：“因

為活動變多了，我們的 工作量增加也是情有可原的。

我們要穿梭於城市各個地方，確保食品安全。這確實是

很大的工作量，但我們必須完成。”渥太華的節慶活動

上販賣食品的商家基本都能通過衛生檢查。

渥太華市衛生部門還在醞釀試行一套以不同顏色標

記餐館食品衛生水平的方法。

據計劃，喜歡外出到餐館吃飯的市民將能夠在網上

查詢到他們常去餐館的食品衛生水平。如果餐館評級是

綠色，說明衛生狀況良好，且從未有過被勒令整改的記

錄；如果評級為黃色，說明這家餐廳曾有過衛生狀況不

達標的狀況，但未達到必須停業整頓的程度；如果評級

為紅色，食客們就要小心了，這說明這家餐廳因衛生狀

況糟糕而被勒令暫停營業。

目前，衛生評級使用的是二級制，即“合格”和

“不合格”，但這樣評級的缺陷是，很多狀況並不是非

黑即白的，許多餐廳並沒有“不合格”那麼糟，但也有

些小問題，達不到完全“合格”的水平。新的顏色評級

方法，能幫助食客認出衛生狀況長久以來保持良好的餐

廳。渥太華有約六千個大大小小的餐廳。目前，共有

1048家被評為“高風險”。

渥太華市衛生局將於本月中就這套新的管理辦法進

行投票。

渥太華食品衛生

檢察員忙不過來了

【來源:世界日報,2015-06-08】 

加拿大安大略一架小型飛機起飛不久

後墜入渥太華河，機上兩名男子重傷

獲救，目前已送醫治療。

警方表示，意外發生在6日中午

12時30分左右，一架小型水上飛機在

渥太華河中墜機，機上兩名 男子被

當時在河上划船的人救起，飛機則迅

速沉入河中。加蒂諾警方發言人勒梅

(Jean-Paul Le May)指出，機上是一名

71歲的飛行教練與27歲的學生，他們

起飛後飛機就迅速墜落。

目擊者麥松那夫(Lorraine Mai-

sonneuve)表示，當時他和家人在河

中划船，卻目睹一架小飛機墜機河

中。他說∶「我當時正在跟孫子分享

照片，突然看見飛機一個轉彎，機鼻

向下 墜河。幸好飛機沒有撞到我兒

子的船，他們的距離非常近，然後我

兒子馬上就跳入河中救人。」

麥松那夫的兒子丹尼爾(Daniel 

Maisonneuve)則說，飛機當時距離他

的船約30米左右。警方表示，機上的

兩人傷勢相當嚴重，且都傷及頭部，

所幸沒有生命危險。不過目前還不清

楚這架飛機從何處起飛，也不知道事

發當時是否想在附近兩條飛機跑道緊

急降落。

目前聯邦交通部正搜集相關資

料，以確定是否要展開進一步調查。

划船者跳河救起二人

小飛機墜入渥太華河中

渥太華北京大學校友會將于7月4日組織

一次大型校友聯誼聚會，活動內容豐富多

彩。誠邀各位校友偕同親朋好友前來參加

活動， 也歡迎關注北大和北大校友會的各

界朋友參加。此次活動，"團結協作"是我們

的主題，"和美歡樂"是我們的宗旨。

你喜歡朋友嗎？這裡有機會讓大家認識

新朋友，再會老朋友！

你喜歡美食嗎？這裡將有各位校友帶來

的拿手菜供大家享用！

你喜歡越野嗎？這裡將組織越野闖關比

賽！

你想一展你的知識才智嗎？越野比賽中

將設置知識競答和智力比賽！

你想一展你的強健體魄嗎？越野比賽中

你可以充分發揮你的優勢和特長！

你想測試一下你的運氣嗎？越野比賽同

樣設置幸運關卡！

你喜歡體育運動嗎？這裡可以玩沙灘

足球、排球和水上運動！

那你還猶豫什麼，加入我們吧！

一、時間：7月4日（星期六）

二、地點：嘉蒂諾國家公園菲利普湖  

     Philippe Lake （Chemin du Lac-

Philippe Sainte-Cécile-de-Masham, QC 

J0X 2W0）

三、活動內容及時間安排：

1，10點開始在Parent Beach集合，11點半準時開始

potluck，12點半結束。請各家準備一份拿手的好菜；帶

飲料和水果的朋友請在報名時注明。所有食物和飲料中

不能含有堅果和獼猴桃成分，以防小孩過敏。 校友會

將提供餐具和部分水果、飲料和點心。

2，1點開始越野闖關比賽，比賽的具體安排見後。

四、報名（截止日期6月30日）

     Email: beida.ottawa@gmail.com

     Cell: 613 402 0196 (陳博興)

校友也可以自己在下面的網址登

記：https://groups.yahoo.com/neo/

groups/beida_ottawa/database/21/edit

五、費用：在自願的基礎上，每

位校友$5,或每家$10。

六、下面的活動需要若干志願者參與組織，有意願

的朋友，報名時請注明。

七、活動方案

1）以小組為單位，基本上以家庭為基本單位，也

可以當場自由組隊，分為成人組（所有成員都大於14

歲），有小小孩組（有一個以上的6歲以下的孩子），

有大小孩組（有一個以上的6-14歲的孩子），每組至少

三個人，至少有兩個成年人，至少要有一個女性。

2）勝負以整個小組成員集體所花時間長短決定

（小組出發開始計算時間，須所有成員全部返回終點才

能有效）

3）每個人憑卡片參加比賽，卡片上記明出發時

間，每闖過一關，由關口負責人簽字，達到單程終點後

由工作人員簽字才有效，原路返回起點（就是potluck的

地方）後，由專人統計時間，以小組最後一名成員抵達

時間為准。（我們強調團結協作，所以不鼓勵個人優勝

者）。每隔5到10分鐘出發一個小組。

4）路線： 從Parent Beach到Smith Beach，然後原路

返回Parent Beach（全程2000米）。沿著trail設置4道關

口，分別是：

第一關，北大校友人物猜。由每個小組由一人從關

口負責人手中抽取一張寫有北大校友名字的卡片交給關

口負責人，比賽小組人員隨意問問題，回答只能是"對

"，"不對"或者"不知道"，直到小組猜中卡片上的名字，

算過關。（校友包括北大歷史上的知名校友和渥太華的

北大校友）

第二關，幸運闖關。由小組成員從關口負責人手中

抽取卡片一張，卡片有以下一些選項（每張卡片只有一

個選項）：自由通關；小組集體罰站3分鐘；小組任何

一人或幾人喝完一瓶水；小組共同完成俯臥撐共30個；

穿針引線（兩人合作一人拿針一人拿線穿好三根縫衣

針）；擲骰子（兩個骰子擲出7算通過）等等。每個小

組完成一項即可，具體內容在關口抽籤決定。

第三關， 協作遊戲。完成以下兩組遊戲：A，"我

來比劃，你來猜"，關口負責人隨機出示寫有詞語的卡

片，有小組一人比劃或描述卡片內容（注意描述的時

候不能出現與卡片上詞語有同音的字），其他小組成

員猜，答出三個詞語或者詞組算通過。B，"過七"，完

全無誤數到30算過關，小組成員從1開始輪流報數，遇

到含7（比如7，17，27）或者7的倍數（比如14，21，

28），必須喊"過"，下一個人從下一個數字開始報，

如果出現失誤，則重新從1開始報數，直到完全無誤為

止。 其他的協作遊戲當然也可以。

第四關，知識競答、智力問答或腦筋急轉彎。兩組

全部完成算過關：A，知識競答：每個小組必須完成3

道題，任何一人答出即有效。如果某題不能答出，則可

以放棄，由關口負責人念下一道題。內容主要是一些

常識性的知識，比如：中國四大名著是什麼？加拿大現

任總理是誰？等等。（建議大家多熟悉熟悉中國和加拿

大的歷史地理和政治）B，智力問答和腦筋急轉：每個

小組一道題，所謂智力題，比如：有三個量筒，分別是

10升、7升、3升，其中10升的量筒裡裝滿了水，請用這

三個量筒將10升水分成兩個5升。諸如此類的簡單智力

題。

最後，抵達Smith Beach，由那裡的負責人在每個小

組成員條上簽名後，小組集

體返回。所用時間最少者獲

勝。校友會為優勝者（每個

級別的第一名或者前三名）

準備精美的獎品。

最後是頒獎儀式以及足

球、排球或划船活動。

（北京大學校友會 啟）

渥太華洪門
民治黨拜山

祭祖活動通知
      

      茲定於六月十四日（周日）十一時正，在渥

太華洪門民治党禮堂，將隆重舉行一年一度的傳

統拜山祭祖儀式。祭祀先僑，緬懷先人，傳承華

人傳統。

      歡迎渥太華洪門民治党的黨員們踴躍參加！

（文/姚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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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校友會

在 Bate Island聚 會
暨 健 康 講 座

時間：2015年6月24日上午9；

30-12：30.

地點：141 Bayview  Rd (Tom 

Brown Arena)

內容：《海老會》理事換屆選

舉。

1， 第一屆理事會工作總結報

告；

2， 選舉第二屆理事；

3， 各小組討論工作總結報告，

提出今後工作的意見和建議。

交通：  乘94、95、96、97公

車在Bayview站下車；乘 2路公車在

Samerset  St和Bayswater  Ave  交叉路

口下車（就是以前的168超市，現在    

的一 元店）。

其它事項：

         1，會後有午餐供應（盒飯

和水果），每人交費2元；

2，希望《海老會》會員如期參

加會議，凡參加者請於6月19日前向

下列人士報名：

周女士（280）613-366-9797                     

任先生 （395）613-564-0664

李先生（445/1041）

            613-729-7045          

梁先生（東區）613-424-5168

江女士（中區）613-737-3419                   

唐先生（Kanata）613-801-1823

張女士（Centerpointe）

             613-274-0806   

 柯先生（Caring Wood）

              613-729-2663

來女士（Barrhaven）

             613-800-0259

3,   請各組長統計好人數後，將

名單告訴章先生 613-366-9797

                   <海老會》秘書組

《 海 老 會 》 會 員
大 會 通 知

又是一年裡渥太華最好的季節 - 

夏季到來了，我們是不是又該相聚

了呢？ 今年， 復旦大學渥太華校友

會將和糖尿病教育中心合作，夏季

聚會暨健康講座，寓教於樂。

時間：7月4日(星期六），11：

00 - 15:00左右。

地點：Bate Island。此小島在Ot-

tawa and Gatineau之間, 位於Cham-

plain Bridge 的中段下面，Island Park 

Drive 往上。可開車, 騎自行車去; 也

可乘2路或16路 巴士, 在Island Park 

Dr.下車, 然後沿右往北走，約20分

鐘。

內 容 ： 1 ） 現 在 生 活 水 平 提 高

了，但各種毛病也如影隨形，糖尿

病就是典型。註冊 營養師將向我們

科普有關二型糖尿病的常識，以及

健康飲食知識。希望能寓教于 樂，

寓教於食； 2）Pot-luck聚餐；3）

聊天、棋牌活動等。

歡迎各位校友和與復旦有關學校

的校友及家屬參加，既增長知識，

又增進友情，還 能享受美食，沐

浴陽光。我們會提供飲料和部分食

物、水果。各個家庭最好能帶點 東

西共享。

望能提前報名一下，以便我們準

備。首選請用Email聯繫: fudan.otta-

wa@yahoo.ca ; 其次也可電話: 邵偉, 

613-366-3008; 王亞平, 613-656-

2524; 冒慧敏, 613-792-4176; 李克

儉, 613-440-8868。

         歡迎光臨。

一,  本年度公祭先僑定于六月

十三日星期六中午十二時在必治活

墳場舉行, 備有燒豬, 糕點, 鮮果等祭

品, 禮成後將分發給到場之人享用, 

歡迎所有人士到場對先僑表達敬意. 

如需交通協助, 請在當天早上十時半

至十一時在東方明珠城門前集合等

候, 最好能與以下理事预先電話聯絡, 

以便统計人數備車接送。

二, 本會第十屆理事任期屆滿, 

于五月十三日假座洪們民治黨禮堂

選舉第十一屆理事，依照會章規定

選出二十五人.。隨即進行協商分配

職務,，組成第十 一屆理事會如下:

東安省台山同鄉會  第十一屆理

事會

元        老    龔錫賢         

名譽會長 　程碩浩         

會務顧問  　陳炳賢    馬振民

　　　　     伍雅玲

 會        長    陳     森

 副  會  長    劉瑞蘭      

   伍仲鵬      方國盛       

   余覺遇     余曼紅

 財        政    王國強  劉瑞蘭(兼)

 秘        書    伍金水(中)     

　　　　　   方國盛(英, 兼)

 總        務      陳慶年     

　　　　　　黃達仁      胡國佐

 核        數     黃迺佐 

                     伍仲鵬(兼)     

 公        關     余秀麗      鄺少鴻

                 陳惠娥     梁耀南

 文        娛     余麗嬋      譚合貴

                     余秀麗 (兼)    

 婦  女  部     陳力寶      鄺慕芬     

                     許美玉      陳美芳     

                     何美華     雷月影

三, 除六月公祭外, 本年將有

以 下 已 定 之 活 動 :  七 月 十 八 星 期

六,Britannia Park 燒烤,八月八日敬

老聚餐於Bronson center, 免費招待

七十五歲或以上之本會會員。

 期 間 可 能 會 舉 辦 短 程 旅

遊----譬如去Mohawk一日遊----

等活動. 請隨時留意本會訊息。

  所有查詢, 請聯絡以下各人: 

　陳    森   592-9736     

　劉瑞蘭     731-0874

　王國強    736-0772     

　余麗嬋     738-7199

東 安 省 台 山
同 鄉 會 六 月 訊  渥太華的夏季雖短，但氣候宜

人，景色美不勝收，每年6月底舉行

的著名的國際龍舟節更為這個城市

增添了夏日魅力。今年，第22屆渥

太華國際龍舟節將要於6月25-28日

照例在美麗的Mooney’s Bay舉行。

很 多 人 都 知 道 ， 在 每 年 龍 舟

節的賽季，活躍著一支華人的隊伍 

---- 鹹氏聯校龍舟隊。這支隊伍

在最初參賽的2008年，是唯一的一

支全由華人組成的隊伍，今年他們

已經是連續第八年參賽。2008年，

由渥太華的北京大學和天津大學的

校友們創立、由加拿大著名理財專

家咸生林先生冠名贊助的龍舟隊在

第15屆龍舟節的賽場初試鋒芒，而

後渥太華更多校友會的校友們成為

聯校龍舟隊的隊員，同時十個校友

會的成員也擔當了組織和後勤義工

的職責。龍舟隊的活動也得到了渥

太華很多其他華人團體和媒體，

包括華聯會、中華會館、CFC中文

網、中華導報等的支持。從2013年

開始，聯校龍舟隊擴大招募面，面

向渥太華地區的華人。

龍舟隊參賽的七年，成績不斷

提高，在賽場展現了華人的風采和

力量，在龍舟賽本身的圈子和華人

社區都樹立了良好的形象。隊員們

勤奮苦練，協作聽指揮，體現了一

個隊伍相當好的素質水平；組織者

和義工們不辭辛苦，團結合作，對

隊伍的成長壯大發揮了不容忽視的

作用。

今年龍舟隊又迎來新的面貌，

除老牌的聯校龍舟隊外，銀座餐飲

隊和全加學聯隊相繼成立。銀座餐

飲隊是由渥太華餐飲界的企業家出

資註冊，由餐飲界員工和部分聯校

隊的隊員組成的。企業家和員工們

在繁忙的工作之餘參加訓練，跟其

他隊員們交流，成為了龍舟隊集體

的一部分。5月15日全加中國學聯

成立，緊接著學聯成立了一支龍舟

隊。隊員絕大部分是年輕學生。由

於聯校龍舟隊已經有了七年的組織

和參賽經驗，這三支隊伍仍由校友

會統一組織，

一起訓練，共

同商討參賽程

序等事宜。龍

舟上很重要的

舵手和鼓手的

崗位也是三個

隊協調分配。

龍舟隊總協調

人王耀平在三

個隊伍之間，

還有和龍舟隊

組委會以及水上訓練

俱樂部之間的大量的

協調工作、訓練隊長

陳立橋、考勤隊長袁

長政和教練陳瑪茹各

司其職一絲不苟的負

責精神，加上隊員們

的熱情和配合，保證

了龍舟隊準備過程中

的順利。

今年是3月底第一

次 發 出 龍 舟 隊 招 募 通

知的，4月中旬發佈了

兩隊繼續招募的信息，

繼而又發佈了龍舟隊每

週訓練報告，這期間不

斷有新老隊員報名。龍

舟 隊 在 追 求 戰 績 的 同 

時，注重大家參與的快

樂，欣賞在運動中提升

精神面貌、在團隊活動

中充實內心這樣一個過

程，所以龍舟隊始終是

一個有活力的整體。我

們相信參與訓練的隊員

都在這個過程中收穫了

體能的增強和精神的充

實。

（下轉第5版）

陸上訓練剪影

聯校龍舟隊水上訓練 全加學聯隊水上訓練銀座餐飲隊水上訓練

備
戰
第
22
屆
渥
太
華
國
際
龍
舟
節

（上接1版）隊伍裡有母親有妻子有女兒，

持旗是隊員家中的少年，舉牌的有隊員家中

的少女和祖母。這是一個參與的儀式。這是

一個鍛煉的儀式。填滿整片場地的不僅僅是

色彩繽紛的隊員們，還有她們有目共睹的健

康和快樂。

來自不同團體的150名舞者齊跳“今夜

舞起來”，用熱烈與歡快為正式演出隆重拉

開帷幕。18個精彩節目，安排銜接得緊湊有

序。不論是8人還是百人，不論是30後還是90

後，起舞的她們神采飛揚，樂在其中。觀眾

也毫無保留地奉獻歡呼與掌聲。

深紫的裙裾，寶藍的鏤花。從瑜伽到

Zumba，從爵士到嘻哈。桃紅柳綠中的腰

鼓，翻飛在白綢間的紅扇。西域的風情，草

原的豪邁。黑帽黑超黑靴，紅衣紅裙紅燈

籠。民族舞的活潑，現代舞的奔放，形體舞

的舒展，肚皮舞的嬌媚，華爾茲的浪漫，在

短短的90分鐘裡，健身舞蹈的多姿多彩被演

繹得淋漓盡致。這一台演出，從組織到表演

水準，毫無懸念地比去年又上了一個臺階。

演出圓滿結束後，場地向全體人員開

放，男女老少相互鼓勵相互感染著，跳起了

火力四射的廣場舞“小蘋果”。盡情地揮舞

盡情地擺動，仿佛跟著那聲“火火火火火”

在燃燒！這就是舞蹈的誘惑，這就是舞蹈的

魅力。

“ 我 參 與 ， 我 鍛 煉 ， 我 快 樂 ， 我 健

康”，“舞林大會”與你相約 2016！

組委會：陳朝霞，寇林虹，李亞非，章

詩雨，蔡惠湘，鄭笙

舞臺監督：陳朝霞，佟春，鄭延華

報幕：宿心  

音響：章詩雨，鐘志鵬

攝像：毛為民，孫佳偉

渥太華第七屆“舞林大會”
    圓 滿 落 幕

攝影：馮浩，Shawn Gong，

Duke’s Photo Studio

入場管理：楊秀山，黃萍仙

財務：黃萍仙

宣傳：蔡惠湘，葉欣

舞 林 大 會 聯 繫 方 式

（Email）：ottawa_wulindahui@

yahoo.com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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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优惠券仅限报纸版,电子版打印无效

黑脸娃娃
优惠券

渥太華Precision Laser Spa環境高雅舒適豪華
電話: 613-695-8818/613-233-1098(中文)
www.precisionlaserspa.com
地址: 886 Somerset West Ottawa

黑面娃娃                                  $250
                     优惠套餐/4次         $720
                     优惠套餐/6次       $1125
                     优惠套餐/10次     $1750

Upper lip                                    $50
                      优惠套餐/6次         $250
Chin/Cheek/Neck                       $90
                      优惠套餐/6次         $450
Face                                         $240
                      优惠套餐/6次       $1200
Under arms                                $90Under arms                                $90
                      优惠套餐/6次         $450
Feet                                           $70
                      优惠套餐/6次         $350
Forearms                                 $190
                       优惠套餐/6次        $950
Full arms                                 $280
                                         优惠套餐/6次       $1400
Chest                                       $240
                      优惠套餐/6次       $1200
Abdomen                                 $240
                      优惠套餐/6次       $1200
Full Back                                  $330
                      优惠套餐/6次       $1650
Bikini Sides                              $140Bikini Sides                              $140
                      优惠套餐/6次         $700
Full Bikini                                 $230
                      优惠套餐/6次       $1150
Brazilian                                   $280
                      优惠套餐/6次       $1400
Lower Legs                              $250
                                         优惠套餐/6次       $1250
Upper Legs                              $280
                      优惠套餐/6次       $1400
Full Legs                                  $450
                      优惠套餐/6次        $2250

光子嫩肤 (IPL)                          $189
                         优惠套餐/4次     $695
                         优惠套餐/6次     $799

及至冰波（面部）                          $85
及至冰波（身体）
Abdomen                                 $150
Arms                                        $250
Buttocks                                   $250
Thighs                                      $290

水养面疗                                    $85

*Pigmented Lesions,           1x1-$80
晒斑，老年斑，                 2x2-$140
血管突出,                          3x3-$180
Couperose,                       4x4-$210
酒渣鼻，                           5x5-$250

Deep Cleansing Facials             $65
Micro Scrub Focused
Extraction Facial
Natural Acid Peel Facial
Enbrightenment Facial

Detoxifying Facial                      $59
Hydrating Facial                        $59
Cleansing Facial                        $59
Clarifying Facial                         $59

过期日期：2015年6月19日

夏季氣溫升高,此時人的脾胃

功能最弱,這些習慣如果沒有注意

就很容易引發脾胃疾病。專家

提示,在這個特殊的季節,

這10個傷脾胃的習慣

一定要多多注意。

1 、 狂 吃 冷

飲

一到夏天,

冷 飲 便 進 入 了

熱 銷 期 。 有 些

人 吃 起 來 毫 無

節制，寒氣也隨

之進入體內。寒傷

脾，常見的表現是舌

苔白膩，輕則腹痛、腹

瀉，重則噁心嘔吐。緩解不

適症狀的方法是喝點姜湯,如果噁

心想吐，還可以喝點藿香正氣水。

吃冷飲的時候最好多在嘴裡含一會

兒，以減少對脾胃的刺激。

2、猛吹空調

空調吹出的冷風為外寒，也對

脾胃不利。很多人在空調、電風扇

環境中，容易出現肚子涼痛，甚至

腹瀉，都和外寒侵襲脾胃有關。當

下，很多白領在空調房中穿著厚外

套辦公，首先很不環保，其次室內

外溫差過大，容易感冒。用傳統的手扇取代空

調，最健康。下班前應把空調溫度調高或提早

關掉，以適應下班後的環境。

3、穿衣露腰腹

夏日的街頭，很多時尚女孩穿著露臍裝，

趕時髦的代價是脾胃受傷。肚臍是一個很重要

的穴位，名為“神闕穴”，它的背後還有命門

穴。裸露腰腹會讓這兩個重要穴位受到寒邪侵

襲，不僅傷脾胃，還會傷腎、傷骨頭。晚上睡

覺時，這個部位也一定要蓋好。

4、喝太多涼茶

近年來，涼茶逐漸成為全民喜愛的飲料。

正宗的涼茶內含性涼的中草藥成分，比如菊

花、金銀花、荷葉等，有去火的功效，內熱、

上火的人可以適當喝一些。但對於脾胃本就虛

寒的人來說，喝太多涼茶就是“雪上加霜”。

涼茶不宜長期飲用，月經期女性、准媽媽、產

婦、幼兒都不宜多飲。

5、不吃主食

一 到 夏 天 ， 很 多 人 胃

口不好，不愛吃主食。中

醫講“五穀為養”，不

吃主食，脾胃會越來越

虛弱。如果胃口差，可

適當吃開胃的食物，如

四川泡菜，或熬點養生

粥，如綠豆薏仁粥、山

藥扁豆大米粥、紅薯燕麥

粥等都是不錯的選擇。

6、生吃蔬菜

熱天在廚房做飯是種煎熬，因此

很多人選擇不用開火的涼拌菜或者直接生吃。

但涼菜偏涼，生吃不容易消化，都傷害脾胃。

一天裡必須有一個烹製的熱菜。瓜類、豆類富

含營養，夏季可適當多吃。

7、沉迷麻辣重口味

夏天夜晚的街頭，麻辣小龍蝦、麻辣燙等

重口味小吃是很多人的最愛。夏天濕氣較重，

吃點麻辣的食物有助於除濕、開胃和醒脾，但

吃得太多會刺激口腔、食道和胃的黏膜，容易

引起胃火，長口瘡，這時可喝點綠豆湯或吃點

西瓜清火。

8、大量喝酒

酒精同樣會刺激胃黏膜，還會增加肝臟的

負擔，對脾胃極為不利。

9、饑一頓飽一頓

脾胃喜歡規律的生活，定時定量、細嚼慢

嚥，是保養脾胃的要訣。如果經常饑一頓飽一

頓、邊走邊吃或吃飯中談事，時間長了必然導

致脾胃虛弱，容易患上胃炎、胃潰瘍等疾病。

10、熬夜

夏天天長，再加上炎熱，很多人習慣晚

睡。熬夜傷陰，容易引起陰虛、氣虛，不僅傷

害脾胃，五臟都很受傷。要想養生,必須睡好

“子午覺”，即晚上睡覺不能晚於11點，中午

再睡半個小時，才有益於健康。

夏天出汗不是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事，但

異常出汗不能忽視。美國《預防》雜誌網站刊

文指出，更年期、壓力大、低血糖等都會導致

出汗異常，人們應該及時、科學地分辨汗水發

出的信號。

腋下出的是“壓力汗”

壓力過大時，人體植物神經功能容易紊

亂，表現為焦慮、抑鬱、出汗。美國研究發

現，當人承受巨大壓力時，大汗腺就會促使汗

水產生。由於大汗腺分佈於腋下、乳暈、肛

門等特定部位，因此這些地方更易出“壓力

汗”。這種汗水含有脂肪和蛋白質，混合皮膚

上的細菌後，更容易產生汗臭味。如果想減少

“壓力汗”，人們應該學會緩解壓力。出“壓

力汗”時深呼吸、喝點水、吃水果、喝牛奶等

也利於緩解壓力。

頭暈眼花出大汗可能中暑

如果你在高溫下大量出汗，到陰涼處止

汗後，馬上覺得眼前發花、頭暈目眩，說明很

可能是中暑了。有時中暑還會引起噁心、嘔吐

等症狀。一旦出現上述症狀，應馬上補水、休

息，如症狀無法得到迅速緩解，就需緊急送

醫。作為預防，應減少在上午10點到下午3點

的高溫時段外出；必須外出時，最好戴遮陽

帽、打遮陽傘、注意補水；儘量清淡飲食，每

天喝碗綠豆湯或綠豆粥，利於清熱解暑。

出“鹹汗”表明運動飲水不足

運動過程中汗水滴入眼睛是否感覺灼熱刺

痛？汗水幹了之後，臉上是否留下白色印跡？

這些都是“鹹汗”（汗水鹽分偏高）所致。平

時喝水較多，且低鹽飲食的人，一旦在運動過

程中喝水不足，就很容易出現這種情況。專家

提醒，在運動過程中增加飲水量，十分關鍵。

汗有魚腥味，也許吃錯了食物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研究資料表明，身

體發出魚腥味可能是一種遺傳性疾病所致。這

類患者身體無法分解雞蛋、豆類和魚類在消化

過程中產生的化合物三甲胺。三甲胺會通過汗

液、尿液和呼吸產生腐魚或臭蛋等難聞氣味。

這類患者一方面應去醫院治療，另一方面應儘

量避免吃此類食物。

頸後大汗淋漓當心血糖過低

飯前血糖正常值為70毫克/分升~110毫克

/分升。由於糖尿病或者劇烈運動等原因導致

血糖低於70毫克/分升時，就會出現低血糖症

狀，其典型症狀就是大汗淋漓、發冷或皮膚濕

冷，特別是脖頸後及髮際線部位。同時還應該

注意是否出現心跳加快、顫抖、噁心、頭暈、

視力模糊等症狀。

到了夏天，人們食欲不振、睡不好覺，

更易出現低血糖。低血糖發作時，應換到陰涼

處，迅速吃些餅乾、水果、巧克力，或喝杯糖

水。如症狀沒有改善，需及時送醫。公共場合

中，如有人出現低血糖，應主動提供食品和飲

料，不要圍觀，保證環境安靜、空氣流通。

眼 球

突出伴怕熱

多 汗 ， 留 神

甲亢

怕熱多汗是甲

亢的特徵之一，此外

還表現為身體消瘦、心

率過快、精神緊張、難

以入睡、大便次數增多

等，嚴重時眼球出現突

出。一旦出現這些症狀

應 及 時 就 醫 ， 對 症 治

療。保證碘攝入量是防

止甲亢的主要措施，

如適當攝入海帶、

紫菜等含碘較多的

食物。

滿頭大汗伴四 肢 發 涼 ，

可能心臟病

在 沒 有 明 顯 原 因 的 情 況

下，如果突然滿頭 大汗，甚至

導致渾身濕透，臉 色蒼白或

灰白，四肢發涼， 並伴有心

前區絞痛、肩膀放 射 性 疼

痛，應馬上懷疑心 絞 痛 、

心肌梗死等心臟病 發 作 的

可能。心臟病發作 時 ， 血

管迷走神經過度反 應 、 冠

狀動脈出現痙攣， 就會導

致出汗、胸痛，緊 接 著

可能出現心率和血 壓驟然下

降。心臟病患者應 隨身帶好急救藥以防

萬一，一旦發作，最好平躺休息，並把衣領扣

子解開，情況嚴重時馬上撥打急救電話。

孕期多汗常伴噁心、嘔吐

女性在特殊生理週期，由於內分泌變化，

更容易出汗。美國研究認為，激素分泌的變化

可能會影響到大腦的恒溫功能，讓它錯誤地認

為人體過熱了，需要通過出汗來冷卻。沈雁英

表示，女性在懷孕早期容易出汗多，往往伴隨

噁心、嘔吐反應，此時應根據醫囑適當調理；

更年期女性多汗，常伴發性格情緒變化及體重

變化，飲食上應適量吃些富含大豆異黃酮（植

物雌激素）的豆類製品，利於緩解潮熱，必要

時在醫生指導下進行治療。

針對不同的出汗情況，中醫也有一套理

論。不熱、不運動就出汗，且容易疲勞、感

冒、心慌，特別怕風怕冷，這叫自汗，是氣虛

的表現，飲食上應適當多吃山藥、牛羊肉等。

晚上睡覺時不自覺地出汗叫做盜汗，是陰虛的

症狀，可適量多吃百合、雪梨等滋陰之品，少

吃熱性食物，還可用沙參、麥冬、五味子或西

洋參等泡水喝。

不同部位出汗也能判斷疾病。如頭面部

出汗多為氣虛、脾胃有熱；汗液自鼻樑和鼻翼

兩側滲出，多見於肺虛病人；手足多汗多因氣

虛、腎虛，最好對症辨證調理。不管是正常還

是異常出汗，都要注意補水，最好加點鹽和糖

以補充電解質，鹽和糖的比例為1：2。

這
十
個
習
慣
︻
偷
偷
︼
傷
脾
胃 

夏 天 " 異 常 " 出 汗
是 疾 病 信 號    

　　由於害怕發胖，

很 多 人 不 敢 吃 花 生

醬。不過美國科學家

一 項 最 新 的 研 究 顯

示，花生醬不但不會

引起肥胖，還是一種

非常好的健康食品。

　　美國賓夕法尼亞

大 學 的 研 究 人 員 發

現，每天吃一份花生

醬（大約相當於兩湯

匙 ） 的 人 比 不 吃 的

人，在維生素等營養

物質的攝取上，更能

達到美國政府所頒佈

的“每日建議攝取量

標準”。這是因為，

花生醬中含有豐富的

維生素A、維生素E、

花生醬可降膽固醇  

葉酸、鈣、鎂、鋅、鐵、纖維和蛋白質。

　　研究還發現，花生醬中含有大量的單一不

飽和脂肪酸，它可以降低人體內的膽固醇含

量，減少罹患心臟病的風險。另外，哈佛大學

的一項研究也證明，經常吃花生醬和堅果的女

性，不容易患糖尿病；而且吃得越多，效果越

明顯。

　　針對很多人認為花生醬是高脂肪食物，吃

得太多會導致肥胖的觀點，研究人員解釋：經

常吃花生醬的人，雖然攝取的熱量較高，但是

並不會造成肥胖。他們曾將體重過重的實驗者

分成兩組，一組食用低熱量食品，一組則在低

熱量食品中加入花生醬，18個月後發現，後者

瘦身的效果幾乎是前者的兩倍。

　　研究人員建議，花生醬應該與一些含熱量

較低的食品，如全麥麵包、蔬菜、水果等搭

配。



對於考船牌的人士，

僅需在網上考試時準備紙

和筆，如此可在閱讀五個

章節時記下重點，以便在

最末的50題測驗時回答問

題。

其實對於英語好，記

性好的人，考試前無需事

先準備，考試的過程完全是邊考邊

讀邊學，一但通過考試，便具備駕

船知識，在獲得船牌後即可馬上駕

船。

 

駕船安全須知

駕駛遊艇有年齡限制哦！12歲

以下的小孩子，如果沒有16歲以上的

大人陪同，只可以開10馬力以下的機

動船；12-15歲的小孩子，如果沒有

16歲以上的大人陪同，最多可以開40

馬力的機動船；單獨

開船的年齡必須滿16

歲。

此外，駕船者嚴

禁喝酒，這一點是和

開車一樣的。有統計

表明，至少有40%的

事故是和飲酒駕駛有

關係的。

關於船的專業術

語中英文對照

關於結構：前半部BOW、後半

部STERN、左半部PORT、右半部

STARBOARD

關 於 船 體 ：

外 殼 H u l l 、 船 舷

G u n w a l e 、 系 纜

角 C l e a t 、 橫 台

Transom。橫寬：

Beam、水上部分Freeboard、水下部

分Draft、龍骨Keel、螺旋槳Prepeller

 

船底形狀

方形：最適合做釣魚船，適合

慢速和平靜的水面。

圓形：適合小船和獨木舟，可

以很容易滑行。缺點是容易翻船。

深V底：動力船基本都是用這種

底。適合高速及不太平靜的水面。

多倉底：最穩定的底。缺點是

需要行駛和轉彎需要的空間都比較

大。

省錢貼士：考駕船照有兩種方

法，一種是去註冊處，就是考車輛

駕照筆試的地方繳費考試，或者像

Vanghn Mills購物中心的大型戶外用

品店Bass Pro Shops也可以考船牌，

20多元一次，但考不過得再交費再

考。所以小編在本文推薦大家到網

上考，雖然網上考試費用略微貴一

點，但第一壓力較小，第二重複再

考無需再交費，也沒有考試次數的

限制，直到你考過為止。所以相對

來 說 ， 在 網 上 考 反 而 更 省 力 和 划

算。此外，如果有兩人以上同時報

考，有享受優惠的。還可以先在網

上可以找找有沒有優惠碼，有時有

$10-$15的折扣。如果看到相關的書

和雜誌，比如每年Boat Show展會都

回有各種相關雜誌也可以留意下，

有時候會有Coupon碼讓你使用。

                  (完）

汽車諮訊版8
2014年6月12日 新华侨报NEWS

尚思车行   華人主理,二手車行,提供驗車服

務,VIN check, 十餘年的修車和售車經驗。

電話:(613)820-8588 

傳眞:(613)820-1988

地址: 2273 Baseline Road, Ottawa  ON

寶馬中文销售-尹旭（Steve Yin）

Otto's  BMW

电话:(613)878-1611 ext 337

地址:660 Hunt Club Road, Ottawa  ON

MINI 中文銷售經理-Ian Su

電話: (613) 288-6464

傳真: (613) 749-7181

地址: 1040 Ogilvie Road, Ottawa  ON

奧迪, 保時捷中文銷售

--李昕辉 (David Li)    

電話:(613)402-6666

地址: 295 West Hunt Club Road. Ottawa ON

寶馬中文销售-Jason Zhao

Elite BMW          

電話:613-698-8015  

地址:1040 Ogilvie Road, Ottawa ON

斯巴鲁中文销售-张斌坤（Bryan）

OTTO'S SUBARU

渥太華 唯一SUBARU Sales & Leasing 精通普

通話和英語。        電話:613-262-2786

地址：225 Richmond Rd. Ottawa, K1Z 6W7

本田中文銷售-吴思敏 (Simmy Wu)   

Ottawa Honda     

電話: (613)726-0333，

         (613)979-6885

地址: 955 Richmond Rd. Ottawa， K2B 6R1

本田中文銷售

--康新斌  (Michael Kang)     

Kanata Honda  

唯一國語汽車銷售員，明白你的要求， 達成

你的心願。      電話: (613)854-5398

    斯巴鲁专卖店

    Ogilvie Subaru

    電話: 1 855 842-5309    新車: 1 855 842-5307

    二手:1 855 842-5308

    地址：1040 Parisien St. Ottawa, K1B 3M8 

奔馳中文销售-劉 良 

Star Motors of Ottawa
精通粵語，國語，臺山話，英文

電話：（613）-737-7827
地址：400 W Hunt Club Rd. Ottawa ON K2E 1B2

福特車行 Lincoln Heights Ford   

是唯一一家在Ottawa擁有華人銷售

的福特車行，最優價格，最好服務。

地址：1377 Richmond Rd.  K2B 6R7  

電話: 613-829-2120  傳真: (613) 829-7226

 豐田中文銷售-Alan Tian 

 Mendes Toyota/Scion  專賣店  

 電話: 613-800-8868

 傳真: 613-5238264

 地址:1811 Bank Street .  Ottawa, Ontario

    奔馳中文销售-王冠

    Ogilvie Mercedes-Benz   

    辦公室： 613-745-9000 請直接找 Guan

    手機：613 219 6588     微信：bdcj138

    地址：1110 St-Laurent Blvd.  K1K 3B6

本田中文銷售經理(粵語,英語)-梁敏聰 

Civic Motors       

電話: 613.741.6676 ext:2409 

電郵: c.leung@civicmotors.com

    地址:1171 St Laurent Blvd.  K1K 3B7

本田中文銷售-雷耀祖（Joe Lui）

Civic Motors       租賃顧問 (國,粵語)

電話: 613.741.6676ext:2409 

電郵: j.lui@civicmotors.com

     地址:1171 St Laurent Blvd.  K1K 3B7

讴歌专卖店-Tommy 王

Camco Acura      销售及租赁顾问

電話: 613-728-8888 ext 7225 

電話: 613-728-8888 ext 7229

地址：1475 Carling Av.Ottawa, K1Z 7L9  

汽 车 分 类 目 录   网 络 ＋ 报 纸
聯系电话：613-2254526    Email：sales@comefromchina.com             

Emily 任   保险代理   汽車, 退休金计划,教育

基金,互惠基金,投资账户等保险适宜。     

電話:(613)761-7588

地址:1355 Willington St W.Suite 200 Ottawa ON

起点驾校  您学到的不仅是技术，更多的是安

全的意识和选车养车的知识！ 

電話: (613)862-9005

楚 勇(Tom)  駕駛敎練  駕駛敎練, 全科, 散鍾,

新移民代辦駕照翻譯公正。   

電話:(613)276-5600

Peter 敎練  多年敎車經驗,耐心細緻,熟悉路

線, 中英文敎學, 提供G2&G牌路考指導。

電話:(613)263-0415

国际驾驶学校  渥太華華人唯一政府批核自設

敎材學校。         

電話:(613)235-9841 

地址: 880 Somerset St. West. Ottawa ON 

網址:www.internationaldrivingshcool.net

Driver School  Driver School  Driver School  Driver School  Driver School  Driver School  Driver School  Driver School  Driver School  Driver School  Driver School  Driver School  Driver School  

在加拿大怎樣考船牌遊艇
開起來
(接上期)

有車一族可能都有這

些經歷吧：無論多高貴的

車子一般都會選擇到正規

店汽車保養店，因為不相

信街邊小店的技術。然而

會選擇洗車到街邊店，覺

得洗車沒有什麼可注意的，只要能洗乾淨就

ok。殊不知，這樣不但不可以省錢，甚至還

傷害了車漆！

車子就像女人的臉，如果長期不重視洗

臉，總是洗髮水、洗衣粉、肥皂亂用，不到

兩天，皮膚會出現各種問題。而這時，無論

你用多麼昂貴多麼有效的護膚品也都是無濟

於事。

1、避免交叉污染

洗車最忌用鹼性強的洗滌劑或肥皂粉，因

為它雖然去汙力強，但同時損傷性也大，經

常用它洗車，車體外表的亮光很快就會被侵

蝕掉，而且會加速車身橡膠件、輪胎、車窗

等等的老化。

在正規洗車店內，使用的都是PH值為中性

的專業洗車液，不會侵蝕車表面，同時在洗

車時給予車體一種滋潤保養的功效，即便經

常洗車，也不會損傷車漆。

不僅如此，洗車用具也有分工。洗車時，

“熊掌”用來擦車身，長毛刷洗輪圈，海綿

洗輪胎，不能混淆，並且遵循從上而下的原

則。擦車時，也遵循從上而下的原則，用柔

軟的毛巾將車身上的水漬擦乾，並用專業的

幹濕兩用吸塵器到車廂內吸塵處理。

2、洗車無順序石子劃車經常有

當車子髒了，若許多塵土、泥沙附在車身

上，這時上來就用水槍沖，洗車倒變成了給

車“打沙皮”。而在正規店內，專業的洗車

會在洗車前增加一道預洗的順序。

即使用專業的設備將特別的預洗液噴灑在

車身上，並等待一兩分鐘，經過浸泡，大部

分的沙土可以與車漆脫離，再用水槍沖洗，

可以防止上洗車液時，沙泥劃傷漆面的危險。

3、切勿眉毛鬍子一把抓

洗車步驟大多數仍停留在沖水、打泡沫、

沖水、擦拭階段。其實對於洗車，早已遠遠不

止這個了。

下面為大家介紹兩款正規洗車店可以讓愛

車達到質的飛躍的洗車方法：

精  洗      從而達到最專業的洗車效果。比

方，即根據車身的不同部位選用不同的清洗液

精洗。用專業的風擋清洗液細洗風擋玻璃，用

專業的輪胎上光液翻新輪胎，用專業的輪圈

清洗液精洗輪圈，用專業的皮革精洗劑清洗

內廂，等等。當然，如此精洗收費要高於普

通洗法，不過，相當於一次小美容的效果還

是極具吸引力的。

發動機精洗     汽車養得好不好，俗話說：

看看發動機就知道。為了讓汽車的心臟局部

良好工作，進行專業的清洗十分有必要。清

洗髮動機一定要到專業汽車美容店進行。

清潔前，洗車工會將各種重要接頭用薄膜

包好，然後用專業的洗滌劑逐個部位進行清

洗，再用清水洗淨擦乾，最後用各種橡膠件

維護劑將機艙內各種橡膠上光維護起來才算

完畢。

日常行車中，胎壓、機油、溫度錶等都是

我們需要注意的，現在就來給大家詳細的介

紹一下。

保證輪胎正常氣壓

 汽車已經成為人們出行的主要代步工

具，那麼對於汽車的胎壓也必須瞭解。作為

一個司機，一定要讓車保證輪胎氣壓合適。

經測試符合規定要求的胎壓可以降低油耗

3.3%。若輪胎氣壓降低30%，當汽車以40km/

h的速度行駛時，轎車油耗增加5%~10%，柴

油載貨汽車油耗增加20%~25%。只要有一個

輪胎少打40千帕斯卡（KPa），這個輪胎就

會減少1萬公里的壽命，而且令汽車的總耗油

量多3%。為了節省油耗，去測一下你的胎壓吧。

行駛中要注意溫度錶

 在汽車行駛過程中，要注意看溫度錶，發動機正常

的水溫應保持在80℃~90℃之間，過高或不足都會使油

耗增加。

 特別要注意的是，如果水箱水量不足，很容易導致

水溫快速攀升，當水溫超過95℃時，油耗比正常溫度時

增加30%~40%，並且很容易導致機件磨損和損壞。

不要讓汽車長時間怠速

 在等紅綠燈的時候，或是堵車的時候，要避免讓車

長時間怠速，實踐證明，發動機空轉3分鐘的油耗可讓

汽車行駛1公里。重新啟動需要的燃油比怠速一分鐘要

少差不多1%。

用黏度最低的發動機油

 每一輛汽車，都有用車手冊，汽車手冊上應該有說

明汽車所能用的最低發動機油黏度。發動機油黏度越

低，發動機就越“省力”，也就越省油。

日
常
汽
車
保
養
小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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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重視洗車 保養做
再多也無用

汽車遠光燈是夜晚駕駛，以及能在糟糕

氣候條件下，保證汽車安全行駛的非常重要

的一個關鍵部件。不少車主都喜歡“加大加

強”遠光燈，但這裡首先提醒車主的是，會

車時開啟遠光燈不僅不禮貌，而且會引發安

全事故，所以是絕對不可取的。

不過，對於自己愛車的遠光燈，是否達

到行駛安全要求？其實不一定要去專業汽

車維修點，自己找“一堵牆”拭一下即可搞

掂。

車主可以在一個晚上，將車停在一堵白

色的牆邊。讓車頭與牆體儘量垂直，最好保

持10米左右的距離。然後將車燈打開，並且

用厚布遮住一個車燈，以便逐一調整兩側的

前燈。

這時，車內以不載重為好，這樣車燈調

整時才比較均衡。否則車尾重的話，燈光會

向上射，如果車體向前傾的話，燈光又會向

下射。建議找一位朋友坐在車內，這樣不僅

能夠保持適當的載重，而且可以保持自己駕

車時的射燈水平。

車燈打開以後，將燈光在牆面上的投影

用粉筆記錄下來，無論左右車燈都應該與汽

車的正中的中軸線保持等距離。如果發生向

外偏或者向內偏的現象，就必須根據汽車使

用手冊中的提示，用螺絲刀來調整。至於車

燈光束的高度，右車燈應該完全地水平直

射，而左車燈則應該向上調高10釐米。注意

千萬不能將車燈調校太高，這樣會照花對面

司機的眼睛，增加危險因素的存在。

除了高度以外，車燈光照的寬度也可以

調節，可以將右車燈光束調得略微向右偏，

這樣在能見度極低的雨霧天，對右側路面會

看得更加清楚，確保行車的安全。

車燈亮度強不強

可以借助一面牆來檢測



（接上期）1987年，正式

採用現行校徽，並制定校旗。

成立電腦小組，負責中文學校電

腦化事宜。1989年，完成整套教

科書：幼稚園高班讀本、語文作

業第一至六冊及生字練習第一、

二冊。1990年，成立視聽組，負

責供應視聽教材的需要。1991

年，開辦國、粵語學分班安省文

憑（OAC）課程。成立義務家

長小組，負責聯絡家長參與和協助

各活動。出版《詞匯手冊》上、下

冊。 

1992年，慶祝建校20周年。確

定劍橋街分校為幼稚園教學場所，

小學部與幼稚園部分校上課。1993

年，因學生增多，學分班遷往格裡

布中學（Glebe Collegiate）上課。

1994年，重整學校行政，設立財務

組。1995年，渥太華教育局處理學

分班的全部行政工作，但中文學校

仍與學分班保持聯絡。協助籌款修

建華人墓園。

1998年，周素品女士開始擔任

校長。這一年電腦小組完成了幼稚

園至六年級的中國語文學習軟件，

學生可以自己在家學習中文。1999

年，設立互聯網址，為家長提供快

速資訊。

2002年，慶祝建校30周年。2003

年，鼓勵學生參加渥太華社區的繪

畫比賽，渥太華中文學校的學生獲

得其中14個獎項。2004年，中文學校

主持了在渥太華舉行的中國語言學

院會議。各省份的許多中文學校前

來參會，大會非常成功。2005年，

實現辦公電腦化。2006年，計劃兩

年內實現圖書館電腦化。2008年，

學校將全年學費從80加元下調到45

加元，包括30元書本費與15元活動

費。2009年，派送數位教師前往薩

斯卡通（Saskatoon）參加全加教師

培訓。2010年，設立了渥太華中文

學校部落格（博客）：blog.huayu-

world.org/ocls1972。舉辦了為期五天

的夏令營。2011年，設立了新的互

聯網址（ocls-ottawa.ca）和電子郵箱

（office@cocls-ottawa.ca）。

2012年，校慶40周年。學校舉行

了40周年標誌設計比賽，校慶籌劃

組將校刊編撰為40周年校慶專刊，

其中不僅有渥太華——卡爾頓教育

局 官 員 們 的 賀 詞 ， 還 有 董 事 、 義

工、學生家長以及學生的感言。更

為重要的，是特刊回顧了1972至2012

四十年間渥太華中文學校的歷史，

首任校長佘靜明及首任董事長陳炳

良均撰文紀念。校刊列出了四十年

來所有校長、副校長及教職員的姓

名，列出了歷屆董事會成員。這一

頁又一頁的姓名，就是中文學校歷

史的書寫者，他們的人生也因此而

閃光，渥太華的中文教育事業飽含

著 他 們 的 貢 獻 。 紀 念 活 動 延 續 到

2013年，學校首次舉辦農曆新年午

餐（自助餐）聚會。特別校刊也是

在這一年出版。

周素品校長在40周年特別校刊的

校務報告中寫到：“回想當初，一

班老華僑建

校初期之辛

苦，他們每

星 期 回 校

搬 排 桌 椅

以待學生來

上 課 ， 那

種興奮的等

待，有希望

的等待，是

何等期待的

心情！期待

幼 苗 的 成

長，期待他

們將來能夠

把中國五千年文化一代一代傳

承下去。”其實，一代一代的

渥太華華人，都懷抱著同樣的

希冀，也都在盡著自己最大的

努力。周素品校長于2014年9

月28日在臺北獲得了第一屆海

外師鐸獎。此獎由財團法人海

華文教基金會設立，旨在表彰

激勵海外中文學校教師長期從

事華文教學工作，宣揚中華文

化。

為使中華文化在海外薪火相傳，

學校任重道遠。中文學校一向是華

人社區的成功典範，也獲得廣大華

人的廣泛支持。渥太華中文學校將

一如既往，教書育人，蓬勃發展。

                  （完）

版9 專版/專欄2015年6月12日 新华侨报NEWS

渥太華華人日漸增多，華人社區蓬勃發展。從第一位華人踏

上加拿大這片神奇的土地，到如今已有兩百多年歷史。誰是第一

位來到渥太華的華人？誰是渥太華大學第一位華人留學生？什麼

人主辦了第一屆龍舟節？誰又是中加貿易的功臣？如雨後春筍般

的社團都是何時所建？創始人都還健在嗎？遺憾的是，這些歷史

人物與事件，大多已湮沒在浩瀚的時間長河之中。

發掘歷史，還原真實，把前輩及我們自己的奮鬥足跡記錄下

來，留給後人，留作史料，我們人人有責。現由CFC傳媒出资，

邀請知名作家編寫《渥太華華人史話》，特向華人社區誠征史料

及線索，希望廣大同胞積極參與這項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編撰

活動。也許您就是書中的人物，從此流芳百世！

● 如您是或認識早期來加華人

● 如您保存著有關渥太華華人的報刊雜誌

● 如您藏有有關渥太華華人的史書

● 如您是任何方面的“渥太華華人第一人”

● 如您曾親身經歷過重大華人事件

● 如您認為所在社團應當在書中佔有一席之地

● 如您認為自己應當在書中佔有一席之地

● 如您著有或創作出任何有關渥太華華人的文學藝術作品

● 如您認為擁有與此書有關的任何資料或線索

       歡迎您聯繫我們： history@cfcnews.com

         (613) 225-4526 

         謝謝支持！

                                              《渥太華華人史話》籌備組

《渥太華華人史話》
徵集史料及線索

渥 太 華 的 幾 所 中 文 學 校
—— 渥 太 華 中 文 學 校

渥太華 笑 言

渥太華中文學校校徽

六月夏濃，又一個父親節悄然

而至。父親節的畫面就遠不如母親

節那麼張揚，沒有康乃馨的熱情，

沒有母子擁吻的溫馨。也許恰好趕

上一個晴日，後院順勢開一個燒烤

家庭聚會，而節日裡的父親也依然

還是燒烤的主力。因為人們心中的

父親，永遠高大魁梧，如山一般堅

韌頑強。只是我記憶中的父親卻與

這個形象大相徑庭，他不高大，不

堅強，甚至有時有些懦弱。

童年對父親的記憶很模糊。當

時父親在地方政府宣傳部門工作，

經常在外訪鄉問縣。即使在家，也

少有時間和我們共處，大多時候都

全神貫注地伏在書桌上，撰寫滿是

豪 言 壯 語 的 宣 傳 稿 件 ， 常 通 宵 達

旦。有時早上醒來，會懵懂地瞥見

煙缸裡滿滿的煙頭，父親瘦削蒼白

的臉隱現在繚繞的煙霧之後，恍若

隔世之遙。

初中時，好像京官被放到地方

實缺一樣，父親被調到管轄地方媒

體的實體部門，做了個有實惠但不

必做決策的副職，終於有些閒暇時

間，不再常出差。父親身體較弱，

性情溫和內向，實在不是一個領導

之才。有一段時間正職空缺，父親

暫為代理，繁情雜務，不堪其累。

有一次偷聽到父親酒後歎息，自己

被上司批評懦弱。

父親不勝酒力，但卻好飲，也

許是借酒掩情吧。他是家中長子，

祖父早逝，獨立把弟妹撫養成人，

有幾個在父母婚後還寄錢供養修完

大學。後來弟妹都已成家立業，他

還一直心中掛念。記得每次過年，

與 同 在 一 地 的 母 親 的 兄 弟 姐 妹 相

聚，父親常醉酒，鬱悶不樂。

高 中 時 ， 父 親 離 休 在 家 。 父

母中年得女，我家中最小，哥哥們

都已離家上學，那是我跟父親相處

最多，心靈最為貼近的時候。母親

開 朗 爽 利 ， 大 刀 闊 斧 ， 而 相 比 之

下，我和父親就更容易心心相通，

趣味相投。有時夜裡躺在床上天馬

行空地冥想神遊，聽有腳步細嗦上

樓，推門進房間，靠近我床邊，把

我的被角輕輕地而又緊緊地掖好。

我知道這一定不是母親，而是婆婆

媽媽的，提的起卻放不下的心思細

膩的父親。從不進廚房的他開始學

做菜，記憶裡印象深刻的竟是一道

最為平常的香煎土豆片，外焦香內

酥軟。人間美味有時並不都是山珍

海味，而往往是這樣的一道尋常菜

食，之所以令

人難以忘懷，

是品嘗那一刻的

舌 尖 定 格 封 存

了 一 段 特 別 難

忘的溫情。

父親善吹簫，幽咽婉轉，讓我

癡迷不已。無論什麼曲子，由父親

的簫中嫋娜而來，猶如古音天籟，

心 無 凡 念 。 常 聽 他 吹 李 叔 同 填 詞

《送別》的那首美國民歌: "長亭外，

古道邊，芳草碧連天。" 我雖沒有什

麼人可思可念，心中卻總是惆悵感

傷不已。

父 親 也 喜 歡 畫 ， 家 中 有 一 本

《芥子園畫譜》，裡面記有梅蘭竹

菊 的 畫 法 。 還 記 得 畫 蘭 的 入 門 口

訣: 一筆長，二筆交鳳眼，三筆破象

眼。更喜歡畫梅，因為幾幹曲枝，

染上五筆淡墨，再用重墨勾勒上花

蕊，就已經暗香撲鼻了。

如 諸 多 平 凡 人 一 樣 ， 父 親 一

生都沒有找到自己的真正位置，或

者說他一生都渾然不知自己無奈的

錯位。他是個思維敏銳文采飛揚的

人，卻只能依照上司的意圖撰寫宣

傳文章，沒有機會去抒發闡述他自

己所想的。如果當時有網絡，他一

定會有自己的博客，自由自在地宣

情泄意，不必以俗職賣字為生。他

一生最重親情，可惜弟弟妹妹無一人

同在一地，晚年兒女天各一方，無人

承歡膝下，只有母親陪伴左右。他

敏感細膩，母親爽朗直接，很難理

解 相通。他是個內心很孤獨的

人，他的錯位無奈，在飲

酒，弄簫，塗丹青中，如

涓涓溪流般流淌，滲透，訴

說。

最後一次見父親，是他

離去那年的那個落雪紛飛的

新年，已不太認識人了。也許

那個時候，父親已經選擇忘記這

個世界，他的心已經走了。父親

被葬在一處秀美如畫的山坡，

回去拜祭過一次，但我知道父

親已經不在那裡。他已經不在

這片土地上了，墓地不過是給

活著的人的一個安慰。人，是

視覺驅使的動物，或多或少總需要

有一個看得見摸得著的地方或物件來

寄託思念。

出 國 後 ， 生 兒 育 女 ， 讀 書 工

作，再沒有閒情逸致去弄簫，塗水墨

丹青。隨著父親的離世，更加感覺

離他越來越疏遠，有時又有意無意

地回避這個心中難言的思念。“天

之涯，地之角”，遙遠而模糊。高

中時曾有一次，沉溺于少年無知的

膚淺偏執的憂鬱之中，隨手白描一

個病弱仕女圖，蹙眉低首，倚石而

坐，弄簫對月。而父親在我沒留意

之時在畫上題字：“悲悲切切，何

以為生？”來勸慰我要胸懷寬闊，

樂觀向上，雖然他自己並不能完全

做得到。這正是他的教育方式，很

少說教地向我傳遞過他的想法和理

念。

也許吹簫畫梅，就能找回父親

的影子？只是我的簫音永遠沒有他

的婉轉悠揚，我的梅花也遠沒有他

的清朗俊逸。忽然想到迪斯尼電影

《獅子王》裡，智慧的長者對獅子

王子說的一句話：“He lives in you

（他活在你的生命裡）”。

父親，並不曾如山高大堅實。

他 從 沒 有 嚴 辭 說 教 ， 沒 有 道 貌 岸

然，沒有堂而皇之，他實實在在，

普普通通。可他的影子，卻在我的

日漸成熟安然的個性中悄然顯露，

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投下越來越清晰

的折射，印記。

不 曾 如 山
文/叔丁

父
親 也 許

獻給父親節

（接上期）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加

大使館總領事高萍參贊在講話中，

熱烈祝賀加拿大洪門成立152周年，

渥太華洪門成立81周年。她指出洪

門是中國近代史上影響很大的華僑

社團，在加拿大的華僑華人史上也

有濃重的一筆。希望洪門民治党繼

承傳統，銳意進取，為祖國和平統

一，為加中兩國的繁榮和友誼，再

立新功！

  蒙特利爾洪門民治党主委許

偉安先生，多倫多洪門前主委葉國

梁先生都發表了激情澎湃的講話。

他們都講到洪門的黨員都是兄弟姐

妹，要精誠團結，弘揚中華傳統美

德，增進加中友誼；要為祖國的和

平統一竭盡全力，繼往開來，百尺

竿頭，更進一步，去迎接那更美好

的未來！

今晚的金牌贊助單位CIBC經理

也用中文向大家問好，並作了熱情

洋溢的講話。

在熱烈的氣氛中，貴賓們們和渥

太華、蒙特利爾、多倫多的洪門黨

員集體合影。

面對著豐盛的美味佳餚，人們高

舉酒杯，互相祝福，願友誼地久天

長！願明天會更好！祝洪門民治黨

氣勢如虹，再創輝煌！

 抽 獎 活 動 和 歌 舞 表 演 交 替 進

行，更為晚宴增添了歡樂。豐厚獎

品為司徒豔嫻、餘麗嬋、司徒素等

熱心人士慷慨贊助。渥太華聯誼社

為今日的慶典獻上了精彩的歌舞：

“我的家在中國”，“今天是你的

生 日 ” ， “ 飲 酒 歡 歌 ” ， 十 分 應

景。來自蒙特利爾和多倫多的佳賓

表演了專業水準的二胡獨奏，民族

歌曲以及粵劇選段，使人陶醉。洪

門譚從政叔父上臺激情高唱“愛拼

才會嬴”，洪亮又風趣，道出了海

外華人的艱辛和自豪！

在全場歡唱“萬水千山總是情”

那動人心弦的經典歌聲裡，晚宴落

下帷幕。但是那份兄弟般的情誼，

永遠溫暖著我們的心胸；那份沉甸

甸的責任，永遠在鞭策著我們，奮

進！奮進！  (完）    文/姚爭

加拿大洪門民治党成立152周年

渥太華洪門民治党成立81周年慶典活動紀實



10 2015年6月12日 新华侨报專版專欄

渥太華潮州會

第九屆理監事會就職典禮聯歡晚會
    5月30日晚上6時開始，渥太華潮州會假聖意來亞斯中心(St. Elias Conference Centre) 盛大慶

祝第九屆理監事會就職典禮聯歡晚會。新會長莊國先生是本市有名的新美鳳餐廳東主，精明
能幹，交遊廣闊，定能為潮州會增添光彩。剛卸任會長的陳美鳳女士，女中強人，3任6年中，

全面提升潮州會的聲望，會務蒸蒸日上，有目共睹。會印在臺上正式當眾進行移交儀式，輕鬆
風趣。

    慶祝典禮晚宴上，中、外、遠、近嘉賓濟濟，計有中國大使館代表曹衛國一等秘書，美國賓州
費城的潮州會館會長一行，安省潮州會館會長一行，安省越棉寮協會會長一行,魁省潮州會館會長一

行，蒙特利爾柬華協會會長一行，更有本地各個社團的主席、會長、領導等等，本會衷心感謝大家的
光臨。溫哥華潮州會館, 加拿大潮商會亦發來賀信, 賀禮以示祝賀。

   中國大使館代表曹衛國一等秘書在致詞中, 高度贊揚潮州會多年來在渥太華華人社區為促進社區的團結, 
增進族裔之間的瞭解及和諧關係, 增進加中友好合作關係所做出的貢獻 。

    前任會長陳美鳳女士在發表感想致詞中, 除了感謝各位理監事們多年來的衷誠支持合作下, 還特別感謝美
國費城, 安省, 魁省等潮州會館與及蒙特利爾, 安省越棉寮協會等社團的大力支持下, 亦同時得到本地各華人社
團的支持與認同, 使本會的業務蒸蒸日上。

    隨後, 新任會長莊國先生上臺致詞, 承諾會全心為我鄉親們服務, 並希望全體理事們共同努力, 凝聚力量, 共創未
來, 使我們的業務日益發展與擴大。

    晚宴由多倫多市聘請上來的兩位電視臺主持及多市知名得獎女歌手演唱多首新、舊、中、外流行名曲, 並有現金抽
獎, 獎金由潮州會及繽紛旅遊捐出。兩位主持人更獻唱多首名曲與在場的嘉賓們對唱，唱得特好的便得到大紅包獎金, 

與及其他各項有趣的有獎遊戲。特別要提的是各位外地社團會長都上臺大展歌喉，大大地提高晚會的娛樂氣氛。

    助興節目是晚宴的亮點之一，潮州會聘請了兩位國際冠軍級的拉丁舞舞蹈師來表演助興，幾個精彩的雙人舞，贏得了全場
熱烈的掌聲。

     晚宴筵開40桌，在歌舞連連的歡樂中，讓嘉賓們享受著中、西佳餚美酒。就職典禮聯歡晚會還得到各個團體的慷慨樂捐，潮州
會將另紙鳴謝。

     晚宴中看到很多穿著華麗的“舞林高手”，華人、洋人都有。果然，他/她們在幾次集體舞如柬埔寨舞和排舞之後，就向中間的大舞
池前進，翩翩起舞。會長夫婦也是舞林高手，在忙完晚會各項大小事務後，也去舞池中起舞，放鬆一番。晚會在11時左右成功圓滿結束。

潮州會2015年5月30日聯歡會樂捐芳名列下:(排名不分先後)

多倫多江秀平永遠名譽會長                $3,000.00
莊國會長                                           $3,000.00
陳美鳳名譽會長                                 $2,000.00
順發興食品公司                                 $1,800.00
魁省潮州會館                                    $1,000.00
蒙特利爾柬華協會                             $1,000.00
濱本博樹+Irene                                  $1,000.00                                                     
黃智光副會長                                     $1,000.00
美國賓州費城潮州會館                   US$500.00
吳膺莉秘書長+黃先生                         $600.00
加拿大潮商會/溫哥華潮州同鄉會        $500.00                                               
安省潮州會館                                     $500.00
安省越棉寮華人協會                          $500.00
多倫多陳新遠名譽顧問                       $500.00
多倫多陳新偉名礜顧問                       $500.00
詹明亮名譽會長                                 $500.00
郭良榮副會長                                    $500.00
   

林少欽副會長                                    $500.00
袁臣洲副會長                                    $500.00
林瑞芳副會長                                    $300.00                                                     
Simon Huang秘書                               $300.00
詹秀莊副會長                                    $250.00
陳滿珠理事                                        $250.00
詹陳章副會長                                    $250.00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加拿大大使館          $200.00
美國賓州費城華僑公會                   US$200.00
滿地可林大松名譽會長                       $200.00
滿地可陳志遠名譽會長                       $200.00
魁省潮州會館會長吳為強                    $200.00 
林若儂理事                                        $200.00
繽紛旅遊                                            $200.00
詹秀錦理事                                        $150.00
滿地可海南同鄉會                              $100.00
陳文英                                               $50.00                                                   
                                               

潮 州 會 向 各 社 團 代 表 敬 酒 合 影 潮 州 会 新 任 會 長 莊 國 致 詞 中 國 大 使 館 代 表 曹 衛 國 一 等 秘 書 致 詞

潮州會秘書長吳膺莉介紹各社團代表名單 潮州會會長與各社團領導合影 潮州會現任跟前任會長交接、會印

渥太華理事會成員與舞蹈師合影 國際舞蹈師表演拉丁舞 多倫多新秀歌星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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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签证

法律咨询

餐馆酒家

房屋貸款

    房屋装修、裝飾

美容美发

丁慢俗  保险与投资理财  資深國際驗證理

財師,各類終身保險,健康保險, 旅遊保險,互惠基

金,ETF, TFSP, RRSP, RESP等。

電話:613-567-9700 ext 2242 

手機: 613-799-3368

地址: 333 Preston St. Suite 800  Ottawa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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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思純  宏信金融有限公司  探親健康保險，出

境旅遊，留學生醫療，人壽保險，投資理財。

電話:613-722-5005       

地址:3301 Uplands Dr. Suite 301 Ottawa ON

张岩芳 保险与投资理财  人壽保險, 投資分

紅保險,探親旅遊保險,超級簽證保險,醫療保

險,RRSP, RESP, TFSA基金投資。

電話:(613)324-6688  

郵箱:wendyzyf@gmail.com

牛军 访加探親旅遊保險  全面代理各大公司旅

遊保險産品, 24小时x7天不間斷服務,面向全加拿

大市場。

手機: (613)6565689  

電 話:(613)656-4970  

郵 件:niujun176@yahoo.com

地 址:15Wertheim Court.Suite 501 Scarborough ON

瑞邦国际金融    瑞邦國際金融集團是加拿大政

府注冊批準成立的金融類敎育集團,包括瑞邦證券

交易中心,瑞邦國際金融學院。

電 話:1-877-847-0180    

網 址:www.respon.ca

地址:Suite G38,G69&G72 4168 Finch Ave East.

Toronto

江涛 访加探亲旅游保险专家  訪加緊急住院,旅

遊醫療保險1.49元/天起。

電話:1-866-920-2821   

網址:http://fm148.com

地址:7130 Warden Ave, Suite 303. Markham ON

Emily 任   保险代理   退休金计划,教育基金,互

惠基金,投资账户等保险适宜。     

電話:(613)761-7588

地址:1355 Willington St W. Suite 200 Ottawa ON

Yan  Sa 倫敦理財渥太華代理，投資人壽保

險，探親旅遊保  

電話：(613)220-8912

蔡  敏  BMO "Best of the Best" Honoree  一个好

的房贷专家能从客人的角度和实际需求出发权衡

利弊，进而提供非常有建设性的帮助和咨询。  

电话: (613)867-9688   

Email: min.cai@bmo.com

地址: Ottawa, Ontario Canada 

杨  洁     電話:416-491-4002

地址:Ottawa, Ontario Canada

Julia 朱立亞 CIBC帝國商業銀行房屋貸款顧問

電話: 613-302-3105        微信號：julia0523

郵箱：julia.zhu@cibc.com

免費電話：1-855-208-1695 

林 蓓  专业房屋贷款。電話:613-614-2079

地址：2525 Carling Ave. Unit 23,ON K2B 7Z2

王婧娟 Ginger Wang 丰业银行转房屋贷款5年

利率特殊项目Dec 8, 2014 - Mar 31, 2015 (outside 

of Quebec)。

電話: 613-852-0175  手机：613-4824881

地址：661 Somerset Street West，ON  K1R 5K3

国红 Elizabeth 房屋贷款专家，指引用心，理

财放心。     電話: 613-866-8672  

Festival Japan  渥太华日本厨师打造的正宗
日本料理, 店内聘请日本名厨。品种多样，口味纯
正！    电话: 613-234-1224

      地址:149 Kent Street Ottawa, Ontario  Canada

陈氏河粉店 Merivale Noodle House  渥太华南
部最佳越南河粉店。    

电话：613-226-8812
地址：1519 Merivale Rd. Ottawa K2G 3J3

梅園酒家  正宗北方菜系,由來自北京的名廚主
理,傳統風味小吃更讓您有"家"的感覺。 同時也有
外賣點餐。       电话:  (613)234-6437

地址:122 Preston St.Ottawa ON K1R 7P2

三合酒家  最優惠一元早餐 (時間不限,僅限堂

食)餛飩,豆腐腦,油條,豆漿,鹵蛋,肉夾饃(第一個一

元)。      电话:  (613)234-9379    

网址: www.tdrharmony.com

地址: 769 Gladstone Ave. Ottawa ON 

    陈  劲  爲您提供 誠實 專業 可
靠 完善 的全程房屋買賣服務。

手机:(613)290-1674       

傳眞:(613) 236-1515

Email: jim@greatpost.com  

地址: 610 Bronson Av. 

             Ottawa, ON K1S 4E6

薛如冰 Ruby Xue  房屋買賣,

地産投資,物業託管,新盤預售,商

鋪選址,商業買賣,留學生買房租

房,協助貸款,時尙公寓,搶手好房,

名區豪宅,一網打盡,盡心盡力,以

誠相待。 手機:613-276-7777

地址:1749 Woodward Dr. Ottawa ON  K2C OP9

网站: http://www.rubyxue.com

Email: ruby-xue@coldwellbanker.c

潘健鸿  

诚心服务以客为尊

电话:613-796-3688     

傳真:613-737-7678

地址:1217 Walkley Rd. 

           Ottawa, ON K1V 6P9

    司旭之 （Simon)  渥太华专业  

地产经纪，融会中西，更懂您的需

求。国语、粤语、英语服务

电话:613-238-2801     

传真:613-238-4583 

手机: 613-255-3422

地址：Ottawa, Ontario Canada

陈 卓  專業的背景知識及多年的房地產投資管

理經驗，使眾多客戶得到了優質和滿意的服務。

聯繫方式： 手機：613-255-0660

辦公室：613-825-7653

郵箱：amanda@agentdk.com

Steven Liao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地址: Ottawa, ON Canada. 

電話:613-366-3072

向  尚  掌握先机 诚心服务
傳眞:(613)226-4392       
電話:(613)261-2589
地址:1415 Woodroffe Av.Ottawa,ON K2C 1V9

康久紅  Shirley Kang  專業、優質服務,讓您買

房賣房省心放心!粵、國、英語服務。

电话:613-796-3688 传真:613-733-3435

Email. shirleykang@kw.com

地址:1 Antares Dr. Suite 110 ON Canada

张  永  地产经纪 
電話:613-733-3434      

手機:613-799-1058

地址:1 Antares Dr. Suite 110 Ottawa, 

         ON K2E 8C4

宋 强   购前检验,售前检验,新房交付前检验,新

房一年保修检验。 

電  話: 416-491-4002

地址: Ottawa,Ontario Canada

王 斌  美国地产投资专家

地址:Toronto,Ontario Canada

電話:416-491-4002        

傳眞:416-756-1267

陈庆华    魁北克地产经纪

地址： Gatineau, Quebec Canada 

电话:450-682-4666      

手机: 819-664-6719

王  玲 多年买卖房屋的经验，为您提供专业、

尽心、诚信的服务。一定让您满意放心！

地址：Ottawa, Ontario Canada 

电话: 613-852-8388 

程翠芬（Christine Cheng）熟悉本地生活环
境，竭诚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

电话: 613-686-6336 ext: 6268 

手机: 613-301-6962

中环旅游  中環旅遊代售特價機票。中國國內

各大城市國航特價聯票。多倫多，魁北克，加東

旅遊。   電 話:(613)236-2323     (613)234-7072

地 址:224 W.Hunt Club Rd.Unit 6. Ottawa 

                 K1V 1C1 

地 址: 738 Bronson Ave. Ottawa ON K1S 4G3

網 址: www.midearth.ca

华联装修 建筑裝修   

電話:613-608-9900     電話:613-834-7003

Skyview Window and Door Service   

建筑裝修        電話:613-203-8580 

严先生  info@skyviewwindows.

IRONWOOD 地板专卖店  電話:613-224-3111

地址:15 Grenfell Crescent #8 Ottawa,ON K2G 0G3

爱家园林   家居裝修     電話:613-252-7306

聯繫人: Will Zhang, mrzyr@hotmail.com 

Sunlight Air System     冷暖气及冷冻工程公司

電話:613-366-3072

Best Energy Conservation  渥太華第一家華

人冷暖空調服務公司。   電話:613-858-1599

地址: 大統華購物商場內部出口處 

雅居装修  建筑裝修      電話:613-858-1599

Email: RenoDecoWang@gmail.com 

薇薇美容  薇薇獨家推出無痛挑黑頭,神奇暗瘡

特效護理, 水晶特效補水滋養護理滋養補水套裝。     

聯繫人: Jennifer        電話:613-225-7921

地址:33 Avonlea Rd.Ottawa  ON K2G 0G4

網站:www.vivimerong.com

康顏美容  1、面部护理：使用高级护肤品-玛

琍嘉蘭。送胶原蛋白导入；送面部蜜蜡脱毛；送

眼部补水，抗皱，祛眼袋，祛黑眼圈护理；送

颈，肩，头部放松按摩。2、专业治疗暗疮；3、

过敏性皮肤抗敏,脱敏治疗；4、皮肤保养，防衰

抗老咨询

地址: 31 Thornbury Cres.  (Centrepointe area)

電話:  (613) 794-5011   or    (613) 224-3300

Hair Tango  剪髮,漂染,點捲髮,負離子直發,接

發送發油。面膜美容,修眉修甲,護膚去脂,天然海帶

包身美容。     *中國學生優惠,不加稅。

電話:613-868-1326地址:180York St.Ottawa ON   

网址:www.comefromchina.com/ads/hairtango

纤姿美容美体  何美芳高級美容治療師，持有加拿
大按摩執照和自然療法執照，十年國內外經驗。

電話:(613)440-2038
网址:www.meifangbeauty.com

Precision Laser 纳米磨皮换肤,果酸换肤,RF 射
频瘦脸,RF射频塑身,水养治疗仪。

電話: 613-233-1098
地址: 886 Somerset West.ON

缤纷假期  是一個專業的旅遊顧問公司，主要

服務于中國旅遊，尤爲瞭解中國文化，可以爲您

精心設計一場不同凡響的中國游。

電話:(613)567-1888    傳真：(613)567-2888

地 址：Suite 208, 700 Hunt Club Rd.Ottawa 

ON. K1V 1C3

天宝旅游  特價機票銷售，超値酒店預定，渥

太華深度游，冬季滑雪團，旅行保險代售，北美

特惠大巴團，南美陽光假日套餐及各類相關旅遊

及便民服務。     電話:(613)238-7093

 地址:645 Somerset St. W. Ottawa ON

唐冬梅  特色旅遊，藝術歐洲，Disney，游輪，

夏威夷以及休閑Cuba, Caribben & Mexico等等, 任

您選擇，旅遊經驗豐富，知識廣博，服務至上。             

電話: (613)5919882 網站: www.tangdongmei.com

地址:1430 Prince of Wales Dr. Ottawa ON

华夏旅游  華夏旅行從事所有國際路線機票代

理，長短途旅遊巴士服務，商業考察接待及留學

生赴加勤政服務等。同時代理各種豪華游輪。

電話:(613)2385888 網站:www.gotripholidays.com

地址: 725 Somerset St. W. 2F Unit 1. ON

張裕榮 律師事務所  專業辦理房地産及生意買

賣,受理婚姻家庭及遺囑遺産,精辦中國大陸委託公

正及香港法律事宜。  

電話:(613)748-9898    傳眞:(613)748-1114

網址:www.eywc.ca

地址: 5340 Canotek Rd.Unite22 Ottawa ON

王政 律师事务所    公司注冊,生意買賣,連鎖店

組建及買賣,合同起草及執行,房地産買賣,各類移

民申請等。

電話:(613)237-4800   傳眞:(613)237-9653

地址:2487 Kaladar Ave, Suite 106  Ottawa ON

金亚敏 律师事务所  生意買賣,公司法,房地産,

家庭法,移民法,遺囑遺産,公正及認證。

電話:(613)695-7900   傳眞:(613)230-2705

地址:185 Somerset St.W.Suite 305, Ottawa ON

刘东 律师事务所  房地産買賣,生意買賣,遺囑

遺産,各類公正。   電話:(613)825-1305   

傳眞:(613)825-1310    網址:www.donglaw.ca

地址:170 Chapman Mills Dr. Ottawa ON

陈平 律师事务所  人身伤害賠償，公司法，生

意買賣，理財信託及遺囑遺産。

電話：(613)225-0037ext 20

傳眞：1-888-900-7149

網址：www.chen-lawofice.ca

地址： 1447 Woodrofe Av. Nepean ON 

移民法律顧問   王瑾   唯一被加拿大移民部承

認和顧問協會ICCRC和MICC注冊的法律顧問,擁

有豐富的移民法律知識和簽證申請經驗。                

電話: 613-265-8514

地址:1260 Wellington St.  Ottawa ON

加拿大屈氏移民留學顧問公司（渥太華總部）

Ashley N. Watt （屈映君 ）加拿大移民局註
冊法律顧問，中西律師團隊，十年專業經驗，信
心成功保證。       電話: 613-725-4777

電郵：info@canada-watts.com
網址：www.canada-watts.com

羊城小馆  渥太华唐人街中心地带，受到许多
华人和本地人的喜爱。提供送餐外卖服务时，
11:00AM - 午夜，星期五六到凌晨1点，可以送至
酒店及渥太华大学卡尔顿大学学生聚居区。

电话:  (613)235-5794  
地址：662 Somerset St. W. Ottawa, On

哈佛直通车   圆你名校梦!潜質高啓,引領未來

电话:(613)627-3822      电话:1-866-962-9922

网址:www.ivyshuttle.com

凯杰咨询 K.J Consultation 渥太華留學服務

專家。      網址:www.kjconsultation.com/vip

傳眞:(613)265-2509     電話:(613)608-0724 

渥太華國際敎育咨詢中心  爲您量身打造適合

您的留學計劃。解決留學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困

難。        網址:www.ottawastudents.ca

電話:(613)799-6789     傳眞:(613)302-5381

北美教育资源与咨询集团公司  专业办理学

校申请(公校限留学生, 私校不限)及留学签证(亚

岗昆学院、渥太华145所公立中小学、Ashbury、

Elmwood等渥太华及多伦多多家著名私校)。       

電話:(613)769-2382     傳眞:(613)695-7098

麒麟涮烤屋  渥太華最大型火鍋燒烤屋，豪華
裝修，面積超7000平尺，大量免費停車位。

營業時間：週一至四：11:00am-10:00pm
                  週五至日：11:00am-11:00pm
電話：613-726-8885，613-983-5688
地址：2583  Carling Ave. Ottawa, On.

鼎盛人家  麻辣香鍋，麻辣燙，烤魚。

電話：613-233-1888

地址：323 Somerset St. West , Ottawa, On.

财务会计
德明会计师事务所 (Turner Moore LLP)  提供

稅務規劃,財務審計和投資咨詢等全套撞邪服務。

主要服務包括商業公司,投資移民和個人信託等。

電話: (613)491-2626        傳眞:(613)261-9006

地址: 250 Glenroy Gilbert Dr. Suite 102 , ON

網址:www.comefromchina.com/ads/rongliu

博信会计事务所-余林駿 CPA, CGA  公司和个

人保税,会计薄记,财务报告,税务策划,驾驭和退休

基金规划,资产保护,增值和传承计划。

电话:(613)656-4721         手机:(613)219-6370

地址: 2773 Grand Vista Circle Ottawa  ON       

网址:www.taxreliefaccounting.com

银泰财会税务服务  與您攜手應對商業運作過

程中您所遇到的各種財務和稅務難題，免除您的

後顧之憂，祝您走向成功之路。

電話：(613)366-1759    網址：www.intacbiz.ca

地址：725 Somerset St. West. Suice 205 Ottawa ON 

孙世华  中医师  畢業于遼寧中醫學院,四十餘

年臨床經驗。精醫內,外,婦,皮膚,兒科 疾病。濃縮

藥,中成藥、保健品,接受公司醫療保險。

電話： (613) 599-9885

地址：136 ingersoll Cres Kanata,ON K2T 0C8 

渥京中醫藥中心-金玉梅中医师  安省注冊中

醫師,加拿大自然療法學會會員。原遼寧中醫學院 

附屬醫院副敎授、副主任醫師。接受醫療保險。

 電話: (613)225-1938  地址: 50MattamyPlace.Ottaw

冷曉春中醫針灸推拿診所  診脈開放,針灸藥膳,

接受公司醫療保險。    電話:(613)592-8838 

網址: www.acupuncturekanata.co

地址: 308 Palladium Drive,Suite 101.Ottawa ON

Kanata推拿按摩診所  持有安省注冊按摩師

(RMT)執照。擅長各種疼痛治療,接受醫療保險。         

電話: (613)852-4852

地址: 592 Pepperville Cres. Kanata ON 

Frank Li , L.L Orthotics (B.A.M.A.)(Certified 
Orthotic Fitter) 治療腳痛、腰痛；為您特製矯形

足弓墊；治療腳、膝、臀、腰、頸和肩部的各種

疼痛；免費諮詢、免費查詢；中英文服務，請電

話預約，接受醫療保險。

    電話: 613-864-3068    www.ll-Orthotics.com

    地址: 東區255Montreal Rd. 西區2525Carling Av.

美好健康中心  矯正鞋墊, 保健按摩, 自然療法,

接受保險, 保健品銷售。   電話：819-500-8688

地址：172 Laval, Gatineau, QC

網址: http://www.meihaohealth.com

John Jin金沙、

Winnie Mei梅文 为

您提供最诚挚，专

业，可靠的服务! 买

卖房屋，住宅，投

资及商品房。  

電話：613-795-6681，613-222-6581，
公司電話：613-686-6336 ext. 6258
Email: johnshajin@hotmail.com
          hapy66@hotmail.com

成興酒家  馳名燒臘，堂食外賣，不含防腐
劑。渥太華獨此一家。電話：613-656-0108

營業時間：周日至週四早11-晚10點
                  週五週六早11-晚11點

地址:10-4456Limebank Rd.Ottawa K1V 2N8 

李群  牙科博士    當日牙科急診服務; 晚間週末

服務; 所有新病人免費漂白牙齒; 無痛激光牙跟治

療。  電話: 613-270-0006      傳真: 613-270-8762

地址: 62-E Stonehaven Dr.Kanata, K2M 2M4

網址: www.bridlewooddental.com

时尚窗帘店 訂作各式窗簾，十多年經驗,從測

量尺寸到安裝一站式服務。加工費低到$8每尺。

電話：（613）864-5356

 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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