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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Mercedes-Benz Canada Inc. 2015 B 250 with Sports Package and optional Partial LED Headlamp System/2015 CLA 250 with optional Sport Package, Premium Package, Premium Plus Package and optional 18" AMG Multi-Spoke Wheels/2015 C 300 4MATIC with Sports Package and optional Partial LED headlamp 
system/2015 GLA 250 4MATIC with Sports Package, Premium Package and Premium Plus Package/2015 GLK 250 BlueTEC 4MATIC Avantgarde Edition with Sports Package/2015 ML 350 BlueTEC 4MATIC with Sports Package and Bi-Xenon Headlamp Package shown above, Total Price 
$33,700/$42,200/$45,400/$44,700/49,700/$65,800.$33,700/$42,200/$45,400/$44,700/49,700/$65,800. Lease and finance offers based on the 2015 B 250/2015 CLA 250/2015 C 300 4MATIC Sedan/2015 GLA 250 4MATIC/2015 GLK 250 BlueTEC 4MATIC Avantgarde/2015 ML 350 BlueTEC 4MATIC are available only through Mercedes-Benz Financial Services on approved 
credit for a limited time. *Total price of $34,034/$37,334/$45,734/$39,934/$51,334/$64,934 includes freight/PDI of up to $1,995, dealer admin fee of $375, air-conditioning levy of $100, EHF tires, filters, batteries of up to $29.70, PPSA up to $59.15, OMVIC fee of $5. **Lease example based on $388/$428/$468/$468/$578/$798 
perper month for 45/45/39/39/45/39 months. Down payment or equivalent trade of $2,309/$2,632/$4,314/$3,314/$5,302/$5,314 plus security deposit of $400/$450/$500/$500/$600/$800 and applicable taxes due at lease inception. MSRP starting at $31,300/$34,600/$43,000/$37,200/$48,600/$62,200. Lease APR of 
1.9%/2.9%/3.9%/3.9%/2.9%/3.9% applies. Total obligation is $20,169/$22,342/$23,066/$22,066/$31,912/$37,236. 18,000/18,000/18,000/18,000/18,000/18,000 km/year allowance ($0.20/$0.20/$0.20/$0.20/$0.20/$0.30/km for excess kilometres applies). [2] Three months payments waived only applicable on the lease or 
financefinance of a new 2015 B/CLA/C/E/GLA/GLK/M model and must be applied at the time of sale. [3] $1,000 in cash credits included in advertised lease payment. Vehicle license, insurance, registration, and taxes are extra. Dealer may lease or finance for less. Offers may change without notice and cannot be combined with any 
other offers. See your authorized Mercedes-Benz dealer for details or call the Mercedes-Benz Customer Relations Centre at 1-800-387-0100. Offers end July 31  , 2015.st

截止日期7月3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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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ed time lease offer from July 2 to July 31, 2015 for personal use only based on a new 2016 Acura RDX V6 AWD (TB4H3GJNX)/2016 Acura MDX SH-AWD (YD4H2GJNX) model available through Acura Financial Services, on approved credit. Representative lease example for a 36-month term equals 36 monthly lease payments of $528/$668 with $1,598/$3,128 down 
payment, payment, the RPMRR lien registration fee of $35.28 and the lien registration agent’s fee of $5.25. First payment, RPMRR lien registration fee and lien registration agent’s fee and down payment due at lease inception. Freight and preparation fees and air conditioning charge are included. Licence, taxes, insurance and specific duty on new tires of $15 are extra. 48,000 km 
aallowance for 36 months; charge of $0.15/km for excess kilometres. Offer ends July 31, 2015 and is subject to change or cancellation without notice. Dealer may lease for less. Dealer order/trade may be necessary. While quantities last and valid on in-stock units only. Offer only available to residents of Quebec at participating Quebec Acura dealers. Model shown for 
iillustration purposes only. Visit acura.ca or your Acura dealer for détails. †The selling price for a new 2016 Acura AWD RDX V6 (TB4H3GJNX)/2016 Acura MDX SH-AWD (YD4H2GJNX)  is starting at $44,085/$55,085, including freight and PDI, and air conditioning surcharge. The selling price for a new 2016 Acura AWD RDX V6 Elite is starting at $48,685, including freight 
and PDI, and air conand PDI, and air conditioning surcharge. Specific duty on new tires of $15, license, taxes and insurance are extra. Retailer may sell for less. ©2015 Acura, a division of Honda Canada Inc. ‡The manufacturer’s $3,000 is offered on the basis of a non-financed purchase of 2016 Acura MDX Navi, Tech and Elite models which is to be deducted from the manufacturer’s suggest-
ed retail price before taxes. This rebate cannot be combined with any other offer and it can be modified or withdrawn at any time. Some conditions apply. Visit your Acura dealer for details. © 2015 Acura, a division of Honda Canada Inc.

Tommy WongWilliam 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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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渥太華潮州會主辦，CASINO LAC-LEAMY冠名贊助的“渥太華亞洲文化美食節”將於7月17日（下午8時至午夜）、18日（中午12時

至午夜）、19日（下午2點至8點）於LANSDOWNE PARK（1015 Bank Street）隆重舉行。   (詳細介紹見B版）

渥 太 華 亞 洲 文 化 美 食 節
七月十七日至十九日隆重舉行

渥太華排名沒進前十

最適合女性居住的城市
【CFC新聞2015-07-15】最近

一項新研究顯示，加拿大的維多利

亞、加蒂諾、魁北克城和蒙特利爾是

全國最適合女性居住的城市，在這些

地方，女性的日子更好過。這項調查

源自加拿大一所名為Canadian Centre 

for Policy Alternatives的無黨派研究機

構。在25個城市的評比中，卑詩省的

維多利亞高居首位。

調查採用的是加拿大統計局的

數據，在經濟安全、教育、健康、領

導力和個人安全五個領域對比男性和

女性的差別。Kate McInturff是調查報

告的作者，她表示，依據這五個領域

的數據分析，男性和女性在很多方面

仍然是嚴重不平等的。

McInturff 稱，根據研究結果，

埃德蒙頓、卡爾加裡，以及安省西南

部的滑鐵盧是加拿大最不適合女性居

住的地方。

卡爾加裡議員Druh Farrell 稱，

卡城排名墊底的主要原因是該城市賴

以生存的石油產業崗位基本被男性包

攬。維多利亞市長Lisa Helps稱，維市

排名第一應該是因為該市各商企都非

常注重多樣化，城市裡保持著一種兼

容並蓄的氛圍，去年十一月還選舉出

了該市第二名女性市長。

以 下 為 加 拿 大 2 5 個 城 市 的 排

名，渥太華排第11名。

1.卑詩省Victoria

2.魁省Gatineau

3.Quebec City

4.卑詩省Abbotsford-Mission

5.Halifax

6.安省London

7.Vancouver

8.安省Barrie

9.Montreal

10.安省Oshawa

11.Ottawa

12.Toronto

13.卑詩省Kelowna

14.Regina

15.紐芬蘭省St. John’s.

16.安省St. Catharines-Niagara

17.安省Kingston

18.Winnipeg

19.魁省Sherbrooke

20.安省Hamilton

21.Saskatoon

22.安省Windsor

23.Calgary

24.Edmonton

25.安省Kitchener-Cambridge-

Waterloo

【CFC新聞2015-07-15】一

項新調查顯示，安省的年輕司機

在駕駛過程中處理情緒和壓力的

能力比較差，比年長的駕駛者更

容易“路怒”。

這項調查訪問了超過六百名

年輕的駕駛者，其中大多數是安

省各地的大學學生，調查結果表

明，他們並不善於管理自己在駕

駛過程中產生的糟糕情緒。

調查的主導方是Ingenie Can-

ada保險公司，他們為安省16歲至

24歲的年輕駕駛者提供機動車輛

保險。公司總裁Lorie Phair稱：

“這項調查對我們來說的意義在

於，有證據表明這些年輕的司機

不 太 善 於 控 制 自 己 ， 缺 乏 駕 駛

經驗。這是我們不願意看到的現

象，然而事實如此，這也是為什

麼24歲及以下的年輕人需要繳付

高昂的保險費。”

根據Ingenie Canada的資料顯

示，比起老司機來，新手司機需

要多繳付20%到50%的保險費。不

過，這項調查並沒有研究老司機

的駕駛習慣和

情緒控制力。

這份上周發表的路怒症調查

報告還顯示，司機們在夏季更容

易暴躁發脾氣。將近60%的受訪

駕駛者表示，夏季道路施工維護

造成的堵車曾讓他們火冒三丈。

而 在 冬 天 ， 駕 駛 者 會 更 冷 靜 一

些，只有18%的受訪司機表示會

因為糟糕的天氣狀況躁怒。總體

來說，有40%的受訪駕駛者給自

己 “ 易 犯 路 怒 症 ” 的 程 度 評 為

“中等”或“非常容易犯”。有

半數受訪者表示他們曾經向路上

的其他司機按喇叭，29%的受訪

者曾經向別人閃燈，還有14%的

受訪者承認他們曾經在駕駛時向

別人做過粗魯的手勢。

Lorie Phair表示，這項研究的

另外一個目的就是向年輕駕駛者

提供一些如何在駕駛中管理好情

緒的經驗和技巧，包括出行前計

劃好路線，提前變道做準備，多

為他人考慮以及避免在情緒不好

時開車。

多 倫 多 警 方 的 一 名 發 言 人

稱，警方一般不會專門記錄因路

怒症或小糾紛而報警的事件，除

非真的有碰撞或傷人事故發生。

年輕司機
   最易怒

【CFC新聞2015-07-15】本週

二上午，警方接到報警後趕往Vanier 

Parkway和417高速路附近的Lilas Pri-

vate. 一名20歲左右的男子下腹部受

槍傷被送往醫院，但並無性命危險。

現場另外一名28歲男子面部輕微受

傷，送醫診治無大礙後隨即被捕。

該區域的居民稱，他們當天一大

早就聽到有吵鬧聲，聲音是從槍擊區

域中心的一處民宅中傳出來的。警察

隨後包圍了這處民宅，並使用揚聲器

向可能還留在屋內的人喊話。附近居

民也被臨時疏散。

大陣仗地包圍民宅幾小時後，警

方於當天下午一點結束了行動。附近

一名女性居民稱，槍聲響了好幾下，

嚇得她不輕，槍響後有六個人從這棟

民宅中跑出來，其中兩人身上血跡斑

斑。

渥太華警方的槍支和幫派治理部

門正在繼續調查案件、訪問目擊者。

這是渥太華2015年以來第21起槍

擊事件。

Vanier 區域槍擊案中一人送醫



【CFC 新聞 2015-07-15】想一想你十四

歲的時候在幹嘛呢？等 Rex Chen 正式從卑詩

大 學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畢 業 時，

他都還不能在酒吧裡合法點一杯啤酒呢。因為

這名逆天的華裔少年今年十四歲，下學期同齡

人去上高中的時候，他就要開始在卑詩大學開

始學習通用科學了。

Rex 今年九月滿 15 歲，通常來說他四年之

後大學畢業時，也只有 18 歲。Rex 說所有人得

知他即將開始念大學時都非常吃驚：“我自己

倒是覺得沒什麼可驚訝的。我只是想早一點完

成這些人生當中該做的事，也給自己多一些嘗

試的機會。”

年 級 輕

輕就被卑詩

大 學 錄 取，

這 還 只 是

Rex 諸 多 成

就中的一項

而已。從本週一起，他已經開始了在 UBC 加

拿大核物理和粒子實驗室為期兩個月的實習。

上學年，Rex 還作為第一作者在哈佛大學的一

本期刊上發表了一篇論文，這本名為 Harvard 

Journal of Emerging Investigators 的期刊向來是

有才華的青年人展示才智的平臺。

Rex 的父親是來自臺灣的

一名物理教授，在這篇發表

論文中是合著作者。在論

文中，他們設計了一種概

念設施，使用清潔太陽能

源，可淡化海水、發電。論

文中的設想是從 Rex 的課堂

作業發展來的，Rex 憑藉他的課堂作業還曾贏

得大溫地區科技比賽銀獎。

卑詩省一個名為 Transition Program 的項目

是 Rex 得以這麼早進入大學的途徑。這個項目

招收 20 名才華成績突出的中學學生，幫助他

們在兩年之內完成高中所有課程，爭取儘早上

大學。雖然參加這個項目的學生競爭壓力都非

常大，Rex 倒還覺得他喜歡和才智相當的同齡

人交流。在普通中學時，Rex卻基本交不到朋友：

“我那時候總是不開心，基本上什麼都學不進

去，最糟的是大家都孤立我，就因為我比他們

表現得更聰明大家就不喜歡和我打交道。”

Rex 目前還沒有決定好未來

的職業方向，但他說自己對計

算機科學和古生物學很感興

趣：“每個小朋友都對恐龍

著迷，我也是，而且我還想

讓這種著迷進一步發展為探

索。我父母從來不阻止我做喜

歡的事。”

時間：7月25日                  

          下午1:00 – 5:00

地點：渥太華大學Facul ty 

of Social Science Building (FSS), 

Room-1006,  120 Univer s i ty 

Private, 

講座特約大統華創始人李

安邦先生、渥太華港加商會會長

Marvin Houghs 先生、明瑞集團

創辦者、總裁朱偉民先生和其他

嘉賓。講座彙集渥太華餐飲、旅

遊、銀行、建築、室內室外裝修、

搬運、會計、律師、中醫、健康、

教育、媒體等各領域的華人創業

者。

講座期間，我們聘請了20位渥太華當地的

商界精英和各個行業的專家義務為我們三次小

組討論做導師。其中包括：張海燕諮詢師、律

師、銀座餐飲集團老闆Ken Yao、陳平律師、

王兵稅務專家、TD銀行負責小生意的業務經

理單俠、EMBA和國際貿易背景的李育康老

師、必應建築結構事務所老闆Bing，等等。每

次小組討論會輪換導師以便大家有更多的機會

像專業人士學習。

活動程序

1:00 – 1:20: 新移民創業協會顧問、渥太

華大學傳媒專業教授、渥太華多元文化媒體首

席研究導師、渥太華大學多樣性和股票研究組

主任Rukhsana Ahmed女士致開幕詞。

新移民創業協會主席、皇都地產總裁、中

華導報首席顧問和前任社長、加拿大新媒體董

事會顧問、渥太華房地產協會政府與公共關係

委員會委員、渥太華婦女移民中心創業家獎和

英國女王鑽禧勳章獲得者--白刃刃女士講話並

主持講座。

1:20 – 1:45: 擁有多家渥太華餐館（包

括新開業的滿糖記甜品店）的銀座餐飲集

團老闆Ken Yao先生，將和大家分享餐飲業

的創業和經營理念、餐飲業的未來發展趨

勢。

Baskin Robbins冰淇淋和蛋糕連鎖店、

極富創意和愛心、頑強奮鬥的老闆Lina Qu

女士，將無私地和大家分享如何在加拿大

開連鎖店的經驗。

本地在校留學生，熱情、陽光、樂觀

的吳伊帆同學將向大家展示他的無人機攝

影服務的創業計劃。

1:45 – 2:10: 加拿大亞裔傳奇人物，大

統華、六福食品創辦人，渥太華大統華超

市所在地Hunt Club Marketplace的發展商之

一 ，李安邦先生應新移民創業協會主席白

刃刃女士的邀請，不遠萬里，將從溫哥華

飛到渥太華，與當地移民分享他的豐富、

堅信、碩果累累的創業歷程。

李 安 邦 先

生曾任加拿大統

加 集 團 總 裁 、

加拿大BC省華

人 社 區 常 務 顧

問 、 加 拿 大 總

理2009亞洲訪問

團成員、北美洲

臺灣商會聯合總

會第二十六界總

會長。他先生見

多識廣，常年在

全球尤其是北美

洲 、 亞 洲 之 間

往 返 進 行 商 業

考 察 和 生 意 往

來 。 他 有 一 顆

感 恩 的 心 、 為

人 謙 卑 ， 將 華

人 超 市 、 華 人

美 食 、 和 華 人

文 化 帶 入 到 加

拿 大 主 流 社 會

的 夢 想 和 行 動

貫 穿 了 他 的 大

半生。

在多倫多，如果有李安邦先生的演講，就

會是人山人海。7月25日將是他第一次參與渥

太華的非盈利組織的大型講座。

2:30 - 3:00: 演講中場休息時間，銀座餐飲

集團的Ken Yao先生將為參加講座的移民朋友

們提供免費的日本Sushi和開業以來廣受歡迎的

滿糖記的甜品。

3:00 – 3:25: 渥太華港加商會會長、渥太

華大學商學院EMBA和MBA的特約教授Marvin 

Hough先生，將針對國際貿易、加拿大和中國

之間的國際貿易往來方面為大家講解。

Marvin Hough先生擁有在加拿大皇家出

口發展公司（EDC）30年的高級執行官經驗，

退休的時候是EDC亞洲區的副總裁。Marvin 

Hough先生曾是EDC中國區的先驅者，EDC拉

丁美洲的區域副總裁，墨西哥和中美洲的區域

總裁。加拿大外交部和國際貿易部特派印度新

德裡的商務高級官員，EDC在加拿大境內，溫

哥華、多倫多和渥太華區的高級商務官員。

3:45 – 4:05: 最後一位演講人朱偉民先生

是明瑞集團的創辦者、總裁。朱偉民先生擁有

商業管理碩士、加拿大證券學院院士、加拿大

註冊投資經理、特許財務策劃師、財務管理師

等一系列學術職稱。 （下轉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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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C新聞2015-07-14】進入夏季以

後，渥太華的天氣熱了起來，普通居民家裡

的生活垃圾都需要仔細、及時分類處理以避

免在悶熱的天氣裡臭掉。然而，最近這幾天

渥太華OC Transpo公交車的乘客們卻發現，

很多公交站旁邊的垃圾桶裡堆滿了垃圾卻無

人清理打掃。披薩盒子、冰淇淋杯和咖啡紙

杯掉的到處都是，堆積的垃圾在炎熱的天氣

裡已經開始散發出陣陣臭味。

OC Transpo公交站台長座椅旁邊堆得滿滿

的垃圾桶無疑讓其所在街道顯得肮髒、不整

潔。乘客們紛紛抱怨等車時不得不站到離公

交站台遠遠的地方，好躲避這些令人作嘔的

垃圾桶。可是清理這些垃圾桶究竟是誰的責

任呢？

市政府是不負責清理這些垃圾的。根據

OC Transpo網站上的說明，公交公司有責任

清理、維護公交線路沿途及主要中轉站的垃

圾桶。但是OC Transpo又表示，公交公司也

不負責清理這些長椅旁邊的垃圾桶，因為它

們都已經外包給私人公司了。

可是，OC Transpo也沒有說清楚到底是哪

家私人公司。目前，在搞清楚清理垃圾桶到

底是誰的責任之前，也只能任由堆積的垃圾

在炎熱的天氣裡散發臭味了。

網友mamie007調侃稱：“也沒什麼可大驚

小怪的，OC Transpo的公交車永遠都擠得像

罐頭一樣，他們的垃圾桶裡肯定也擠滿了垃

圾嘛。我才不信什麼‘外包給私人公司’的

藉口呢，很簡單，這是他們的公交站台，就

應該由他們清理維護。”

OC Transpo 公交車站

垃圾桶堆滿 發臭無人管

真
牛

【CFC新聞2015-07-14】上周，渥太華

北部Val-des-Monts地區的警察接到一名男子

報案稱，自家昂貴的寶馬車遭到損壞。等警

察趕到後，嫌疑犯卻早已逃之夭夭。

讓車主哭笑不得的是，嫌疑犯是四頭奶

牛。

根據警方發佈的報告來看，這名倒黴的

車主住在渥太華北部魁省Val-des-Monts地區

St-Joseph路段。上週四早晨他發現有幾頭牛

在自家門口的車道上閑晃，還“玩壞”了的

他的寶馬車，修車損失估計有$1,000加幣左

右。

據警方推測，這幾頭牛可能是主人沒關

好溜出來的。當天晚上，又有摩托車主報告

警方稱見到這幾頭牛在道路上悠閒漫步。警

方還一本正經地表示：“不幸的是，接到報

案後我們無法確認嫌犯所在位置。但有證據

表明，這兩起事件是相互關聯的。”警方還

發佈了一張PS出來的嫌疑犯照片，顯示一頭

奶頭臥在一輛寶馬車上。

在警方沒有抓到它們之前，這幾頭奶牛

還能再自由地遊蕩一陣子。處理這件案子的

警察還表示，他們時不時會接到類似的與動

物有關的報案，人們總是在不知道該怎麼辦

的時候想到聯繫警察，最有趣的一次是有人

報案稱目睹“打架”：一條狗咬了一隻雞。

損 壞 寶 馬 車 後 在 逃

【CFC新聞2015-07-14】近日，從渥太

華通往Kemptville的416高速路上發生了戲劇

性轉折的一幕。一輛汽車在行駛途中出現故

障，不得已臨時緊急停靠在了路邊。一名駕

駛巡邏車的警察恰好路過，好心停下來想要

幫助車主解決困難，結果卻發現車上的兩人

是毒販子。

根據警方的報告說明，這名巡邏警靠

近兩人的車輛時聞到了明顯的大麻氣味，

隨後，他又注意到故障車輛底盤的一處接

縫很可疑。於是，警察徹徹底底地搜查了整

輛車，最後找出了總價值約一萬五千加幣的

1080粒搖頭丸、價值約$650的大麻、以及價值

約$300的可卡因。

車上的兩人是59歲的Paul Ross以及27歲的

Krystine Desautels，魁省人。目前，他們已被

起訴非法持有迷幻藥劑、大麻和可卡因。其

中59歲的Paul Ross此前已有案底，這次還被控

違反一項緩刑期禁止令。

高速路上汽車拋錨

       警察好心幫助
卻發現車主藏毒 

免
費
新
移
民
創
業
講
座

明瑞集團創辦者、總裁朱偉民先生

渥太華港加商會會長
Marvin Houghs先生

大統華創始人李安邦先生

年僅十四歲
被卑詩大學錄取

天才華
裔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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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總理本

周 訪 問 渥 太

華 。 烏 克 蘭 即

將宣佈拖欠私營債權人的

債務。加新社最新爆料﹐

烏克蘭2014年冬季革命血

腥的變天事件涉及加國大

使館。加國駐基輔大 使

館提供多日庇護天堂，讓

反政府的示威者得以入內

藏匿﹐從而幫助流血革命

最終推翻前總統亞努科維

奇(Viktor Yanukovych)政

權。

然而革命期間或到今

時今日﹐哈珀政府從未完

全承認﹐大使館保安漏洞

之深度與廣度，影響那裡

如何看待加拿大人。　　

據悉加新社耗費了多月時

間﹐拼湊非常革命巨細事

件﹐從2014年2月18日起

義﹐到最高潮的血腥鎮壓

親歐洲示威者。

基輔與渥太華多個知

情人士指出﹐最早是鎮暴

警察追逐一名示威者﹐這人向大使

館警衛揮舞加拿大護照。門一打開

﹐持照人後面迅速跟著其他示威者

﹐手裡拿著棍棒與石礫。

加 國 駐 基 輔 大 使 沃 什 丘 克

(Roman Waschuk)﹐最近證實次事不

虛。他去年到基輔擔任大使﹐接替

魯拉什尼克(Troy Lulashnyk)。

沃 什 丘 克 說 ﹕ “ 我 理 解 到 ﹐

一名加拿大護照持件人牽連那個群

組。”

他指出﹐示威者在主廳宿營起

碼1周。這件事﹐外交部或哈珀政府

從未公開提及。

大使說﹕“據我所知﹐經過多

日﹐他們留下花束走人。”沃什丘

克表示﹐事後改善多項保安措施﹐

但那次開門是“故意表態﹐回應及

關心人們慘遇動亂”。

但是﹐歐洲盟友基於事件敏感

而私下透露﹐示威者獲准逗留那麼

久並自由運作﹐讓人以為﹐加國積

極參與變天革命﹐不是道義援助那

麼簡單。

而且那時烏克蘭內政部確實是

這麼看。它監督警察﹑國家衛隊與

烏國情報單位。

熟悉此事的兩名烏克蘭內政部

官員在不透露身分的條件下指出﹐

本來對示威者啟動刑事調查﹐但後

來悄悄撤案﹐因為亞努科維奇流亡

俄羅斯。

官員描述﹐當時大使館外面非

常動亂與暴力﹐地點在市中心區毗

鄰獨立廣場(Maidan square)。一名官

員說﹕“他們出入沒有太多障礙﹐

沒有太多警衛。加拿大同情示威者

﹐那時候﹐猶勝於政府。”

大使館主廳2月18日晚上用來醫

治傷者﹐他們在暴亂中有救護車轉

送醫院﹐包括一輛小型

客 貨 車 ﹐ 示 威 者 偷 竊

的 。 後 來 發 現 它 被 焚

毀 ﹐ 儘 管 渥 太 華 從 不

說出。第2名官員說﹕

“加拿大方面從無公開

聲明談論它﹐真的很有

趣﹐什麼理由促使它們

不出聲。”

盤踞點面對重重包

圍密謀。俄羅斯媒體最

新報道﹐形容那是親俄羅斯勢力攻

擊大使館。

時任外交部長白諤德(John Baird)

的發言人那時曾說﹐示威者在建築

物接待處﹐他們獲取“庇護”﹐他

們“和平而沒有任何損害或傷及職

員”。

初始報道之後﹐寂靜無聲。大

使館關閉﹐直到整個動亂過後﹐亞

努科維奇也在2月22日逃亡俄羅斯。

　　示威者實際如何進入大使館﹐

他們逗留期間發生什麼事﹐哈珀政

府從無完全交代。渥太華消息人士

指出﹐即時不明如何回應﹑有何方

式終結盤踞。

最終﹐“最高層級”作出決定

﹐靜觀其變。

假如你與普通人談論﹐學者或

甚至烏克蘭駐渥太華代辦﹐加拿大

博到盡﹐一點也不令人震驚。

舍夫欽科(Marko Shevchenko)說

﹕“一般來說﹐那時烏克蘭民眾看

法﹐還有那時的烏克蘭政府﹐共同

理解是加拿大人同情示威者﹑親歐

洲與挺民主派。”

前外交官福勒(Bob Fowler)

說﹐哈珀政府玩了一次危險遊戲

﹐加拿大捲入烏克蘭革命﹐可能

拖累盟國﹐它們更加戒慎應對核

武俄羅斯﹐盡力避免爆發全面戰

爭。

據加新社電，烏克蘭總理亞

采紐克(Arseniy Yatsenyuk)將於週

二抵達渥太華﹐就經濟等問題﹐

與加國總理哈珀磋商。兩國領袖

會談的重點將是﹐烏克蘭的經濟

與政府改革。

總理哈珀辦公室的聲明中說

﹐這是加強兩國密切關係的機會

﹐兩國領袖將“討論進一步擴大

合作。”

兩人上次會面是6月初﹐在

“七大國峰會”(G-7 Summit)之

前﹐在基輔(Kyiv)。當

時﹐亞采紐克請求哈珀

﹐在軍事援助上向盟國

施加壓力﹐使烏克蘭能

夠抵禦東部地區俄羅斯

支持的分裂勢力。

本 次 來 訪 則 是 正

值烏克蘭很快宣佈將拖

欠私營債權人的債務。

烏 克 蘭 面 臨 的 處 境 與

希臘不同﹐後者由國際貨幣基金會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歐洲

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等公

營機構幫助。

重整債務的協商在進行中﹐但

烏克蘭面對7月24日的截止期限﹐

需要向私營債權持有人支付1.2億美

元﹐目前要求債權人接受欠款的一

半。

烏克蘭國會最近通過法案﹐允

許總統波羅申科(Petro Poroshenko)﹐

在烏克蘭重整債務時﹐暫停向私營

外國債權人還款。若債權人不同意

﹐烏克蘭政府便會拖欠債務。

目前﹐烏克蘭的債務損耗該國

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大約95%﹐包

括國際貨幣基金會等許多觀察者說

﹐這難以為繼。

與希臘不同﹐亞采紐克反覆強

調﹐烏克蘭政府將實行改革。

加 拿 大 國 防 部 長 康 尼 ( J a s o n 

Kenney)說﹐他仍然有信心﹐烏克蘭

不會拖欠債務。康尼曾於上月訪問

烏克蘭。

康 尼 最 近 在 卡 加 利 接 受 加 新

社記者採訪時說﹕“我們肯定希望

﹐這不會發生。我們通過國際貨幣

基 金 會 ﹐ 協 助 烏 克 蘭 穩 定 財 政 狀

況。”

他指出﹐哈珀政府推動與烏克

蘭的自由貿易﹐改革正在進行中。

捲
入
血
腥
變
天
事
件

加國
大使館

加國駐基輔大使

沃什丘克(Roman Waschuk)

烏克蘭總理亞采紐克(Arseniy Yatsenyuk) 与哈伯

（上接第2版）朱偉民先生秉承

“為客戶、員工、企業、社會創造

價值，幫助客戶實現持久的財務健

康。”這樣一個理念，用十三年的時

間把明瑞集團打造成了一間橫跨加拿

大及中國七個城市的企業，主要經營

離岸人民幣匯款的業務，他們是少數

加拿大金融監管機構（FINTRAC）

嚴格註冊的公司。

朱偉民先生將會和大家分享他如

何成功創辦明瑞集團，如何為海外中

國人提供多種外匯即期和遠期的交易

平臺，為家庭和企業財富全球化提供

最優外匯解決方案的經驗。

移民創業講座一直受到中華導報

媒體集團和他的社長鄭炳峰先生的

全力支持，CFC媒體集團和他的總

裁Riven Zhang先生的鼎力支持和捐

款。感謝明瑞集團為創業協會捐贈的

banner、poster、file folders和打印資

料。感謝留學生Sonic一如既往地為

我們提供專業攝像、Leo Wang為我

們提供專業攝影。

今年3月份的講座我們有50個座

位，來了70多位聽眾，還有10個人在

waiting list上不能來。所以本次講座

我們共設有80個座位，大部分已經

被上次的參與者預定。如果您感興

趣的話，請速與白刃刃女士聯繫：

renren@capitalvip.ca

                                 （完）

免費 新移民創業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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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C新聞2015-07-10】渥太華居民

Sherry Steeves 兩周前在清理自家花園的時

候不慎碰到了野生防風草被蜇傷。當天晚

上，她就注意到自己的腿上出現了一些深

色印記，然而更嚴重的症狀還在後面。

Steeves稱：“差不多八小時以後，我

發現自己腿上起了三片紅印，像牛排那麼

大。整條大腿都腫起來了，長滿了水泡，

皮膚燙得像有火在燒一樣。”

野生防風草的汁液引發的皮膚炎對陽

光非常敏感。醫生告誡Steeves說要在今後

的三年中避免陽光直射受傷部位的皮膚，

而且需要用衣物或陽傘等遮擋方式躲避陽

光。Steeves對此感到非常沮喪，她沒想到

因為幾棵毒草她竟不得不改變自己的生活

方式：“我管這叫‘吸血鬼症狀’，因為

被蜇傷以後就見不得陽光了。”

被防風草蜇傷的部位不會立刻顯現出

損傷跡象，但是一旦受到紫外線直射後，

皮膚細胞就會損傷壞死，出現像燙傷一樣

的症狀。園林工人Jeff Muzzi 以前有過處理

野防風草的經驗，他說如果不小心讓這

種植物的汁液進入眼睛還可能會致盲。

野生防風草近年來在渥太華市郊區

肆虐，被蟄傷的市民叫苦不迭。過去，

市政部門主要通過割草的方式解決這個

問題，但是工作人員稱，許多防風草秘

籍生長的地方是道路邊的陡坡，無法作

業，而且這種植物生命力頑強，植物種

子可以存活五年之久。由於割草除草的方

法不夠有效，渥太華市政工程部門今年決

定使用化學除草劑剷除這種危險的野花。

野生防風草是傘形科的多年生草本植

物，標誌特徵是它金黃色的小花。它的莖

稈最高能長到一米左右，葉片邊緣呈鋸齒

狀。有毒的汁液接觸皮膚後會引發紅腫、

皮症、甚至水泡，直接接觸眼睛更肯能導

致失明。不過雖莖葉的汁液有毒，防風草

的根部其實是可以食用的。

通過工作人員的實地調查和市民311

熱線，渥太華市政工程部門已於去年標記

出了野防風草的主要分佈區域。這種有毒

植物主要分佈在渥太華南部和西部地區。

市政工作人員稱Barrhaven和Kanata附近的

道路兩旁有幾種生長的野防風草，尤其是

Fallowfield Rd，Fourth Line Rd，Barnsdale 

Rd，以及Eagleson Rd. 渥太華市政已經撥

款十萬加幣專門用於對付這種生長速度快

的毒草，公共衛生部門負責人Luc Gagne 

稱：“我們已經沿鄉村公路噴灑了250多公

里的除草劑。還有一些公園裡也噴了。”

野生防風草瘋長：
小心別被蜇傷！

來看看Reddit網友的控訴：
加拿大的郵遞員能有多懶

【CFC新聞2015-07-10】本周，加

蒂諾一名網友在Reddit網上上傳了一張照

片，引得眾多網友瘋狂轉載。

照片中，一個本應該被放置到社區信

箱裡的包裹被快遞員直接留在了信箱下面

的地上。這位真名叫Robert Bruff的網友還

氣憤地控訴到：“過去六個月裡，加拿大

郵政(Canada Post)已經弄丟了我三個包裹

了。所有這些丟掉的包裹在他們的追蹤系

統裡面都顯示‘已送達’，但我根本沒有

收到。今天我終於明白了我

的包裹是怎麼丟的。”

加拿大郵政的投遞服務

一直為人詬病，有類似經歷

的人也不在少數，這張照

片發出後沒多久就收到了五千多個贊，被

頂到了論壇首頁。網友紛紛在留言裡鼓勵

Bruff去投訴。

不過，Bruff說他早就已經投訴過了：

“我以前就投訴過了，但是想加拿大郵政

這種大公司的官僚制度讓解決問題的效率

很低。”

Bruff稱：“我打電話去投訴，但是客

服中心的人告訴我說，我得先聯繫寄件

人，讓寄件人找加拿大郵政投訴才能開始

調查。” Bruff還質問過加拿大郵政為什麼

不把包裹好好放置到信箱裡：“他們給我

的說法是，給顧客用來開啟包裹箱的鑰匙

丟掉了。”

此事越鬧越大，加拿大郵政的發言人

終於出面道歉稱，這種投遞方式是違規

的，並表示公司已經委派專人進一步調查

此事。

網友Bruff似乎是打算和加拿大郵政死

磕到底，他表示他已經為此事聯繫了加拿

大郵政的監察專員。自從丟了三個包裹之

後，Bruff已經把自己的收件地址改到了他

的辦公室：“我真是再也不相信加拿大郵

政了。”

發誓保衛菜園圍欄

渥太華情侶

【來源:RCI,2015-07-10】渥太華地區Kanata的市

民尼達姆（Will Needham） 和洛夫（Shannon Lough）

在自家門口開闢了一個小菜園。市政道路管理部門要求

他們在7月30日以前拆除菜園的木制圍欄，因為它離人

行道太近了，違反了有關法規。尼達姆 很生氣，他拒絕

拆除圍欄。“7月30號他們來的時候，我會坐在菜園裡，

絕不挪窩。”

市政官員查普曼（Roger Chapman）說，圍欄離人行

道太近了，可能會把路過的人絆倒。儘管這樣的事並不

經常發生，但是按照有關道路維護的規定，尼達姆家所

在的這條街道邊圍欄 應該距離人行道3米遠。如果尼達

姆不肯自己動手，到時候市政府會派人來拆，費用由他

負責，並可能對他處以最高5000加元的罰款。

洛夫說，如果拆掉圍欄，菜園邊上會被人踩踏。他

們兩人在這塊地上投入很多時間和心血，

這是他們靜心安神的方式。尼達姆在軍中

服役十三年，三次前往阿富汗。

現在他們已經和該區的市議員聯繫，

希望獲得支持，並在網上尋求聲援。

加拿大廣播公司新聞部在網上做了一

個調查，到星期三傍晚為止，有1800多人

在這條新聞下發帖評論。有75.74%的人認

為菜園美化了街道，並沒有妨礙行人。餘

下的人認為每個人都應該遵守法律。

【CFC新聞2015-07-13】蒙特利爾銀行最近

一項年度負債報告顯示，加拿大家庭正背負著越

來越多的債務。許多家庭甚至需要借貸更多款項

拆東牆補西牆來維持生活，在這種情況下，哪怕

利率稍稍提高都會讓這些家庭面臨重重壓力。

報告顯示，目前加拿大家庭的平均負債為

$92,699，比自2012年以來四年平均負債值高出

$4000. 為了還房屋貸款和信用卡欠款，加拿大

家庭平均每月至少要支出$1,165加幣用於還帳。

受訪家庭中近半數表示“有壓力”。不過，許

多受訪者都認為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還款利率

是不會上升的。三分之二的受訪家庭表示，如

果利率再上升兩個百分點，他們才會感到壓力

非常大。

加拿大銀行將於本月15日宣佈新一輪貨幣

政策，到目前為止，存款利率升降還是個未知

數。此前，加拿大數據統計局的資料顯示，加

拿大家庭的負債/收入比例為163.3%，這意味著

加拿大家庭每掙$1加幣就花出去了$1.63加幣。

蒙特利爾銀行的這項調查在六月19日至22日

之間收集到了1001個案例數據，近半數受訪家庭

對目前的財務狀況都持樂觀態度，他們都認為自

己能夠在五年之內還清所有欠款。

加拿大家庭平均負債超九萬

【CFC新聞, 2015-7-10】渥太華警方

近日抓捕了一名涉嫌一起故意傷害案件剛

果籍女性，同一案件中還有至少另外兩名

涉案嫌疑人在逃。

此前，社交網站Facebook曾上流傳出

一段視頻。視頻顯示幾名涉案嫌疑人共同

圍毆、侮辱一名女性受害者。這段視頻在

網絡上引發軒然大波，甚至有氣憤的海外

網友發郵件給渥太華警方要求徹查視頻並

嚴懲涉案人員。

視頻是在一個衛生間內拍攝的。嫌疑

人在衛生間內“審問”受害者，並責駡後

者與自己的男朋友發生了性關係。受害女

性隨後被幾名嫌疑人按到地上並用各種物

品實施性侵。在視頻中，實施侵害的嫌疑

人說的是林格拉語，是剛果民主共和國西

部使用的一種班圖語。

Henriette Yakibonge是渥太華本地一名

性侵案件法律顧問，她已經與被捕嫌疑人

和受害者的母親取得了聯繫：“受害人現

在的狀況很糟糕。她不吃飯、睡不著，一

直不停地哭。她母親氣壞了，她們一直把

這些人當做朋友來著。”

已經被捕的嫌疑人名叫Eunice Ilunga, 

40歲。她現在面臨八項指控，包括綁架、

使用武器攻擊他人、性侵、以及發出死亡

威脅。

渥太華女子為搶男友
毆打“情敵”已被捕

【CFC新聞2015-07-13】上周，在渥太華

RBC藍調音樂節上，活動志願者Amanda Lowe發

現了一名身穿聯邦旗的男子。她拍下了這名男子

的照片並上傳至社交網絡，隨後引發了諸多爭議

和網友對該男子的口誅筆伐。Lowe稱：“我們

當時看到他都驚呆了，我不清楚他為什麼會獲准

進入活動場地。我們對觀眾的著裝有要求，如果

有人穿帶納粹標誌的衣服，我們肯定不會讓他進

場。聯邦旗也是一樣的。”多數人都把聯邦旗看

做是種族主義和奴隸制度的象徵，尤其在上個月

南卡羅來納州槍擊案發生後，穿聯邦旗出現在公

共場合是非常不合適的。

上個月，南卡羅來納州查爾頓市伊曼紐爾非

裔衛理聖公會教堂中發生一起血腥槍擊案，21歲

極端種族主義白人男子迪倫·魯夫向正在舉行祈

禱會的人群開槍，9名黑人倒在血泊之中。這起

仇恨犯罪的動機主要與兇手的白人至上主義和種

族主義暴力有關。槍擊案發生後，網絡上流傳出

了犯罪嫌疑人手持邦聯旗(Confederate Flag)的照

片。

邦聯旗是南北戰爭時期南部七州（簡稱邦

聯）所使用的旗幟。七州

邦聯主張脫離聯邦、維護

奴隸制，但最終被林肯總

統所領導的軍隊打敗。如

今 ， 奴 隸 制 度 早 已 被 廢

除，但這面聯邦旗卻仍然

飄揚在美國許多地方，對

黑人來說，它代表這南北

戰爭和奴隸制的歷史，也

是種族主義的象徵。

不過，爭論中也有人認為這面旗幟算不上那

麼不合時宜，因為它也代表著美國南方人的精

神，以及對南北戰爭中陣亡南方軍人的紀念。

自由作家Annette Ejiofor也參加了RBC藍調音

樂節活動，她在自己的社交網絡主頁也轉載了這

張照片：“這太令人失望了，為什麼會有人認為

這樣做沒什麼大不了的？我感到非常痛心，希望

音樂節的組織者能出面道歉。”

照片中的男子脖子上挎著一部專業單反相

機，而活動現場是不允許帶單反相機入場的，除

非有官方發出的媒體許可。音樂節的確有一些規

定著裝的要求和政策，但是沒有非常明確具體的

規定，活動網站上是這樣表示的：“若觀眾著裝

不合時宜或可能冒犯他人，工作人員和活動主辦

方有權拒絕其入場。”

到目前為止，音樂節主辦方還沒有出面做出

回應。而渥太華黑人權益組織Black Lives Matter 

的負責人R.J. Pate已表示，他們將在網上發起請

願活動，給主辦方施加壓力、要求公開道歉。

渥太華RBC音樂節：
男子身穿種族主義聯邦旗

入 場 引 爭 議

奇葩男子即將受審
Barrhaven公交站

強吻陌生女性
【CFC新聞2015-07-13】渥太華一名

65歲的男子上週六上庭受審，指控罪名是

在Barrhaven強吻或試圖強吻數名陌生女

性。該男子叫Narinder Jain，被控四項性侵

犯罪名和一項性騷擾罪名。

檢察官Matthew Miller稱：“我們已

經提出要求三天的候審期。在此期間，我

們可能會收集到更多證據、提出更多指

控。”警方在這三天內將配合調查，看是

否還有其他被Narinder Jain騷擾過的受害

者。

犯人嫌疑人Jain講北印度語，完全無法

聽懂法庭交流。因此法官還允許一名移民

律師以及翻譯陪同上庭。嫌疑人在庭審期

間表現得鎮定冷靜。

法官已發佈兩項信息公開禁止令，任

何有關案件受害者或具體證據的信息都不

允許公開發佈。上週五，警方曾發佈公開

消息徵集證據和與案件有關的信息。這名

男子曾在Longfields公交車站強吻或試圖強

吻數名女性，後來又在Longfields-Davidson 

Heights中學試圖強吻一名女子及其幼兒。

知曉相關信息或曾被這名男子騷擾過

的市民可撥打警方電弧613-236-1222轉

5944提供線索，或撥打613-233-8477或免

費熱線1-800-222-8477匿名提供消息。



【CFC新聞2015-07-13】進入

盛夏，渥太華市內及周邊有很多好

玩的地方。渥太華市政廳前面的小

廣場上也有種類繁多的免費活動，

拉 丁 舞 、 瑜 伽 、 太 極 拳 、 競 走 等

等，一周每天不重樣。來看看有沒

有你感興趣的吧！

1、薩爾薩舞和野餐會(Salsa Ba-

bies and Picnic)

時間：七月7日起至八月18日每

週二，上午10點至中午

地點：市政廳Jean Pigott Place

這是渥太華“跳舞的媽媽(Danc-

ing Mama)”拉丁舞俱樂部組織的活

動，意在鼓勵媽媽們加入運動和舞

蹈中，帶上孩子和家人一同享受樂

趣。帶著孩子的媽媽們可以拿上零

食和午餐，在拉丁舞課結束後和其

他媽媽一起野餐、交流。這是個適

合全家一起參加的活動。

2、運動瑜伽(Hatha Yoga)

時間：七月7日起至八月25日每

週二，中午12:00點至下午1:00點 

地點：市政廳Marion Dewar Pla-

za，如遇下雨天則改在Jean Pigott 

Place

這是渥太華Rama Lotus 瑜伽俱

樂 部 組 織 的 活 動 ， 任 何 水 平 層 次

的、甚至沒有瑜伽基礎的人都可以

參加。組織者會提供一些瑜伽墊，

但是數量有限，最好還是帶上自己

的。

3、健身和競走(Fitness and Com-

petitive Walking)

時間：七月14日起至八月11日，

每週二中午12:00點至下午1:00點 

地點：市政廳Marion Dewar Plaza

這是渥太華Bytown Walkers Club

競走俱樂部組織的活動。

專業的競走運動員會教授參與

者一些保持健康活力的經驗技巧。

參與者可以學習怎樣使日常的“走

路”變成一種調動主要肌群的有氧

運動。教練會帶領參與者試走1.5至

2公里左右的路程，運動量不算大，

年紀稍大的人也可以參加。

4、馬戲雜耍(Circus Jam)

時間：七月7日起至八月25日，

每週二傍晚7:00點至9:00點

地點：市政廳Marion Dewar Plaza

這是Glebe社區活動組和渥太華

馬戲學校聯合舉辦的活動。參與者

可以帶上自己的緞帶、呼啦圈、拋

接球等物件去跟專業雜耍者學一點

有趣的小技巧和小把戲，順便人士

一些興趣愛好相投的朋友。小朋友

也可以參加這個活動，但是必須有

家長監護。

5、太極拳 (Taoist Tai Chi)

時間：七月8日起至八月26日，

每週三中午12點至下午1點 

地點：市政廳Marion Dewar Pla-

za，如遇下雨天則改在Jean Pigott 

Place

這是渥太華道家太極協會組織的

活動。參與者可以學習到一些太極

拳的基本招式，以及如何使用道家

的理念在生活中釋放壓力、保持健

康心態。這個免費活動非常適合初

學者參與。

6、薩爾薩舞會(Salsa @ City Hall)

時間：七月8日起至八月26日，

每週三傍晚6點至晚上11點

地點：市政廳Marion Dewar Pla-

za，如遇下雨天則改在Jean Pigott 

Place

這是渥太華Azucar! Latin Dance 

拉丁舞學校組織的活動。每週三傍

晚在市政廳外都有面向初學者的拉

丁舞入門課。薩爾薩舞是拉丁舞的

一種，易於掌握、輕鬆有趣，適合

各個年齡層的人參與。

7、原住民文化遊覽(Indigenous 

Walks)

時間：每月一次，六月18日、七

月16日、八月20日，以及九月17日

中午12點至下午1點

地點：市政廳Marion Dewar Plaza

這是一個瞭解加拿大原住民文化

的好機會。活動由公益組織Indige-

nous Walks 舉辦，將帶領參與者在

渥 太 華

市 內 徒

步 行 走

遊 覽 、

尋 找 原

住 民 文

化 的 痕

跡。

8、午餐時間打排球(Lunchtime 

Volleyball)

時間：七月9日起至八月20日，

每週四九月17日中午12點至下午1點

地點：Lisgar Field

渥太華居民或是在市政廳附近的

上班族，趁著中午的閒暇時間到市

政廳前打一會休閒放鬆的草地排球

吧！最好叫上幾個朋友，一起參與

這項簡單有趣的體育活動，讓一天

變得豐富起來！

9、米隆加探戈

時間：七月11日、25日，八月8

日、22日，傍晚6點至晚上11點

地點：Councillor’s Lounge

這是渥太華探戈舞協會組織的活

動。熱情歡快的米隆加探戈(Milonga 

Tango)是南美洲阿根廷、巴西、烏

拉圭一帶一種風格近似於探戈的舞

蹈形式。探戈舞者會教授一些入門

舞步和技巧，參與者需要穿上舒適

跟腳的鞋子，在一小時的課程結束

以後可以和其他參與者一起盡情跳

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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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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echwood Cemetery
& Funeral Services

林維憲
Raymond Lam

(华華人顧問华华)
(华华粵語，國語，台山話，英語华)

(公司) 613-741-9530
(住家) 613-526-0648
(手機) 613-769-8276

rlam@beechwoodottawa.ca

風水壽地，福澤延綿，令後
人世代永享，豈能疏忽。況
且事前準備充足，便可免卻
兒孫他日倉卒奔波，臨事周
章，令一切更加安心舒泰。

必治活華人墓園
280 Beechwood Avenue,Ottawa,ON K1L 8E2

必治活墓園及殯儀館
提供『一站式』服務

﹣凡向本墓地預先購買福地，無須擔心日後通
脹加價，并可細心挑選，分期付費，預先設計
墓碑墓地。
﹣墓地業權永久，日後無須遷移及再交費用。
﹣本公司負責墓地的永久維修管理，不另收
費。
﹣本公司服務範圍包括土葬、火葬、骨灰供奉
龕位、骨灰甕、碑石及海外親人骨灰移奉安
置。
﹣華人顧問林維憲先生了解華人習俗，提供親
切忠誠服務，解答墓地購買問題及提供緊急服
務；更可以依照各地風俗設計建造家族墓地。

（接上期）接著會長黃英亮給大家高歌一曲，

是北大校歌《燕園情》。七年前的五四校慶，我們

幾個校友和渥太華愛樂合唱團一起在舞臺上合唱了

這首歌。這首歌的歌詞有著恢弘的時間空間的廣闊

感，它的旋律優美流暢起伏，而詞的文學性和曲的

藝術性的完美結合，使得這首歌自從被選為北大代

校歌起就被廣為傳唱，深受不同年齡北大人的喜

愛。英亮當年是學校合唱團成員，現在也是渥太華

有名的男高音。從他的清唱，大家能聽出這位北大

才子的音樂功底和對母校的真摯感情。我們也期待

有機會校友們能夠再次合唱，這樣更多校友就能夠

感受親自唱這首歌的激動。這種激動，我曾經體驗

過。

天氣不冷不熱，基本無風，湖水靜靜的，遠處

小道不知通向何方，亭子裡面洋溢著我們的歡笑。

平時忙碌工作的人們，有機會徜徉於山水間，似乎

忘了所有的以物喜和以己悲。

聚餐過後，開始了本次室外活動的主要項目：

越野闖關。闖關的主題是“團結協作”，宗旨是

“和美歡樂”。闖關一共兩公里的路徑，沿途幾道

關卡有校友在把守。各個關卡有不同的闖關設計，

有的是有關著名北大人物的知識，有的是幸運闖關

即簡單動作，有的是趣味遊戲，有的是知識競答。

參與者小組成員必須合作完成每一關卡的題目才能

過關，各組名次以整個小組闖過所有關卡回到原地

的時間計算。每個參加了闖關的朋友，無論大人孩

子，都是滿頭大汗興高采烈地回來。看得出來，闖

關是個開心並有挑戰性的過程。

在很多人去闖關的同時，也有一些人留守在營

地，或暢談聊天，或湖邊戲水，或享受日光。周圍

人不多，我也大膽自娛自樂，和一位才子師兄在大

樹下唱起了歌。他喜歡三四十年代白光等人的曲，

我最近迷戀傳統的山西和陝北民歌。《夜來香》、

《滿天的花滿天的雲》，這兩類歌曲風格、地域、年代差得很

遠，但我們還是陶醉在歌曲帶來的不同情境裡面，周圍的人

也鼓掌表示欣賞。我和這位師兄是七年前校慶

活動上認識的，當時的北大副校長陳文申公參

給我們幾人徵文發了獎。雖說是一個參與鼓勵

獎，我也為能為我們的海外校慶添一筆感到榮

幸。

這次活動組織者們精巧的設計和周到的準

備，讓校友們度過了一段充滿校友溫情、能夠

重溫快樂學生時代情緒的相聚時光。聚會結束

之前，到場的所有朋友一起合影留念，讓影像

留住我們的歡笑和情誼。

校友會從2007年成立到現在，八年時間足

以讓一個校友會剛成立時的小娃娃長大成能當

節目主持人的小姑娘；八年的校友感情的沉澱

也讓一位校友到另一地方工作幾年又回到渥太

華後，仍把校友會當成可以依賴停靠的港灣。

年復一年，是校友們對母校的感情、是大家相

聚的願望、是組織者的辛勤奉獻，讓校友會有

著活潑雅致、溫暖常在的魅力。聚會時光總是

嫌短暫，大家期待著或山野賞秋景、或聖誕送

歡樂春節送祝福、或五四同歌《燕園情》的下

一次聚會。（完）

（北京大學渥太華地區校友會供稿，

趙燕濱執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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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1日清晨，細雨濛濛、涼

風習習。

今天是亇好日子！今天是加拿大國

慶日！

在新落成的Lansdowne Park體育場旁

的Aberdeen  Pavilion門口，7時許，己有

各種膚色的老人陸續來到。大家身著節

日盛裝：有的女士穿大紅套裝，戴珍珠

項鍊，頗顯貴氣；有的一身連衣裙，外

罩針織開衫，很是典雅------。男士

們或西裝革履，或牛仔笳克，年輕態、

很瀟灑------。還有好幾位搖著輪椅

前來，臉上充滿了喜悅。人們興奮地相

互打招呼，有的許久未見，更是倍感親

切。八時正，老人們欣然步入會場。

一進門，那莊重而美麗的佈置讓人

震撼，整個會場以加拿大國旗的紅白兩

色裝點。大紅的地毯連綿不斷，雪白的

臺布罩著一條條長桌，無數紅白相間的

一束束大汽球，如盛開的花朵冉冉飄浮

在空中。紅色的牆飾環繞四周。深色的

舞臺正中，一面巨大的藝術化的加拿大

國旗圖案，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那純

白的山形背景，如皇冠般護佑著鮮豔的

紅楓葉，顯得格外高貴而吉祥。慶祝加

拿大國慶的主題，和諧而鮮明地呈現。

大門左側，合唱團那高亢清亮的歌

聲，猶如天籟，在向所有的人們傳遞著

和平、友誼、幸福的祝願！刹那間，人

們的眼眶濕潤了。渥太華市長沃森先生

滿面笑容，迎上前來與每一位老人家握

手問候。當他看到華裔老人時，便用準

確的國語說：你好！如此貼心，讓人驚

喜！

大廳南面，各企業的展臺也早已

準備停當。他們熱情地向老人們一一送

上加拿大國旗、徽章，拎袋，潤唇膏，

小藥盒，圓珠筆，以及各種禮券。大廳

北面，早餐攤位一行行排列整齊。穿著

綠色服裝的年輕志願者們，親切地向老

人們派發炒蛋、香腸、麵包、奶酪、果

醬、水果------，以及咖啡等各種飲

料。一張張雪白的長條桌旁頓時熱鬧起

來。大家笑逐顏開，邊吃邊聊，老友重

逢，又結識新朋，真是快樂非凡！

舞臺上壯觀的樂團一切就緒：樂

手們身穿黑色西裝，手中的銅管樂器金

光燦燦。一旁還有電子鋼琴、電吉他等

現代時尚樂器，正體現了加拿大人的純

樸嚴謹，而又開放進取的精神！樂聲響

起，一首首加拿大乃至世界名曲，回蕩

在大廳上空，打動了在場每個人的心。

一位富態的女歌手聲音甜美奔放，瞬間

把全場熱情點燃；小號獨奏，嫺熟悅

耳，婉轉跌宕，讓人感覺仿佛來到草

原、來到林間、如小鳥般展翅飛翔----

--。

十時正，渥太華市長沃森先生發表

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向所有渥太華的

老人致以節日的問候！他感謝今天

出席慶祝會的老人家。他指出渥太華今

天的成就，離不開每一位老人及其子女

們的辛勤勞動。他堅信，只要大家繼續

齊心協力，努力奮鬥，渥太華的明天會

更好！市長那樸實無華的話語，讓我們

深刻體會到，不管你來自哪裡，無論你

的膚色信仰，只要你生活在渥太華，在

加拿大，這片自由、平等、幸福的大地

上，人們都親如一家！

接著，樂團的演奏更加激越，歌手

們聲情並茂，那些充滿磁性的吟唱動人

心弦。舞臺下老人們情不自禁地跳起了

歡快的舞蹈。有端莊的三步四步，也有

動感的吉特巴，嫵媚的倫巴；有雙雙對

對的舞姿，也有一個人的狂熱獨舞---

---。很多老人隨著節拍搖擺腰肢，揮

動雙手，釋放著內心的喜樂------。

最後，抽獎活動開始。一個個幸運

的老人笑逐顏開，紅光滿面地上臺領取

大包獎品。全場響起一陣又一陣熱烈掌

聲，向他們祝賀。今天在場的所有老人

都感到：今天無論是否得獎，我們都是

幸運的！幸福的！

十一時正，市長接待長者慶祝會

結束了。我們步出Aberdeen Pavilion大

門，雨停了，天色漸漸放晴。人們在寬

闊的大道上邊走邊看，左邊那嶄新的

LansdownePark體育場氣勢雄偉，右邊

新建的各色商鋪時尚別致，每個人的心

頭不禁迴響起那最莊嚴而美妙的旋律：

哦，加拿大！哦，加拿大！

加拿大國慶日

市長接待長者慶祝會側記
（文/姚爭）

競走、太極、探戈和拉丁舞

市政廳小廣場每天活動不重樣



新华侨报版6 渥太華新聞/社區活動2015年7月17日
NEWS

 （接上期）如此看來，陳式太極能

成為心力衰竭患者的輔助運動方式，因

為它合適的運動量、上上下下的伸展運

動和核心的力量，能調整病人對壓力的

控制，保持心理健康狀態，參與這項研

究的醫療機構在美國醫療體系中舉足輕

重。在美國獨立教學醫院中，貝斯以色

列女執事醫療中心從美國國家衛生研究

院所接受的生物醫學研究資金名列第三

位，一向被列為美國最好的醫院之一，

它是美國新英格蘭地區最大的醫院之

一, 僅次於麻省總醫院和布萊根婦女醫

院（均位於波士頓）。

 如此看來，陳式太極能成為心力衰

竭患者的輔助運動方式，因為它合適的

運動量、上上下下的伸展運動和核心的

力量，能調整病人對壓力的控制，保持

心理健康狀態，參與這項研究的醫療機

構在美國醫療體系中舉足輕重。在美國

獨立教學醫院中，貝斯以色列女執事醫

療中心從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所接受的

生物醫學研究資金名列第三位，一向被

列為美國最好的醫院之一，它是美國新

英格蘭地區最大的醫院之一, 僅次於麻

省總醫院和布萊根婦女醫院（均位於波

士頓）。

另一項研究則進一步證實了陳式太

極拳對於心衰患者的積極作用。哈佛

大學醫學院研究人員格洛裡亞·Y.葉博

士、艾倫·P. 麥卡錫博士、彼得·M.

韋恩博士、林恩·W.史蒂文森博士等

組織了一項大型調查，從前文提及的波

士頓三家著名醫院——貝斯以色列女執

事醫療中心、布萊根婦女醫院和麻省總

醫院隨機招募了100名病人，試圖查明

太極這種中國傳統運動作為輔助標準

護理方法，對心力衰竭狀況

的改善作用，以及對心衰

患者的生活質量能產生多

大影響。這100例門診慢

性心力衰竭病人（根據

紐約心臟協會分級為

I-III級，左心室射血

分數(LVEF)≤40%）被

隨機分配到12周太極拳運

動計劃組和心臟健康教

育計劃組做對照。

研 究 參 與 者 平 均

年齡為67歲，平

均 基 線 L V E F

為 2 9 % ， 中 位

NYHA分 級 為 Ⅱ

級 。 多 數 患者接受β

受體阻滯劑(86%)和ACE抑制劑(85%)治療。研究

者根據6分鐘步行測試和攝氧量峰值來衡量運動

能力；使用明尼蘇達心功能不全問卷(MLHFQ)評

估疾病特異**質量；使用情緒狀態量表預測患者

對臨床幹預反應的情緒狀態，並使用心臟運動自

我效能量表評估患者進行相關運動時的自信心。

陳式太極組患者由有資質的教練指導為期12

周、每週2次、每次1小時的群體課，並鼓勵患者

在家中練習，每週至少3次。對照組患者則每週2

次參加執業護師授課的教育課程，並被告知在研

究期間不要打太極。結果顯示，12周時，與健康

教育組患者相比，太極組患者的MLHFQ評分、

情緒狀態評分(總的情緒障礙、抑鬱和活力分量

表)以及心臟運動自我效能評分均顯著改善，但

血清生物標記物無明顯變化，包括B型利鈉肽、

兒茶酚胺和C反應蛋白。研究分析表明，與單純

接受教育相比，部分患者打太極可顯著獲益。與

單純接受教育的患者相比，太極組未植入心臟複

律除顫器、有NYHA Ⅱ-Ⅲ級症狀以及非缺血性

病因HF患者的MLHFQ評分顯著改善。另外，太

極組基線靜息心率較高的患者MLHFQ評分改善

更顯著，而對照組未見此種相關性。研究結果表

明，與接受學習教育的受試者相比，進行太極拳

鍛煉的受試者不但較大地提高了生活質量，還自

行進行了其他的活動，增加了日常鍛煉的次數，

而且自身幸福感也大大地得到提升了。

“在心力衰竭患者訓練時，太極似乎是一個

安全的替代運動。”貝斯以色列女執事醫療中心

一般醫學和基礎護理部門醫生、哈佛醫學院助理

教授、醫學博士格洛裡亞·Y.葉說，“陳式太極

是安全的，如果每天堅持打，能提高心力衰竭患

者生命質量、自我效能和情緒。”  不過她也指

出，“儘管在某些物理基準前提下，陳式太極補

充了醫療標準護理新方法，但是慢性心臟衰竭是

一個漸進的過程，患者會越來越衰弱，患者能否

獨立生活直接影響他們的生活質量，改善這些人

的情緒變得尤為重要。”  研究人員建議要進一

步研究基礎科學，包括太極讓心血管疾病病人受

益的機制，以及如何更好地瞭解陳式太極拳的動

作——深呼吸、有氧運動、認知重建和社會交

往，可能影響自主生理學、運動能力或情緒等。

“進一步的研究將幫助我們更好地瞭解綜合療

法，比如太極拳如何影響身體和心靈，另外，我

們也希望瞭解如何才能更好地為患者提供這些療

法。”格洛裡亞·Y.葉說。 

                             （未完待續）

1. 渥太華華人社區服務中心免費暑假兒

童活動

時間：七月 27 –八月 28， 2015                                              

週一至週五     上午9：00---12：00

地點：Room 208， 381 Kent Street.

19月至12歲兒童。父母是安省永久居民

或公約難民，免費！

七月 27-31    親子活動周：講故事，做

手工，玩遊戲;

每天一個育兒小講座：

July 27-31 

 星期一： 

兒童安全教育 （一）

讓我們教會孩子如何應對陌生人

星期二：

兒童安全教育 （二）

讓我們的孩子學會如何獨自在家

星期三：

有效利用社區資源

讓孩子們放下手中的ipad

星期四：

這個夏天和孩子一起讀書

給孩子買什麼書？

星期五：

這個夏天和孩子一起唱兒歌

在北美父母應該學會的兒歌

八月 4-7   桌面遊戲，國際象棋，中國象

棋，撲克牌，五子棋等

八月10-14   繪畫周 趣味畫畫，簡筆劃，

彩色鉛筆畫，手指畫等等

八月17-21  舞蹈、運動周  街舞Hip 

Hop，芭蕾等

八月24-28     閱讀周：中英文詩歌朗

誦；讀中英文書

請家長選擇內容報名。提供免費課間健

康零食（優酪乳、水果和點心）

服務人員：2名持有安省認證幼稚教育證

書的教師（ECE）；數名青年義工。

電話報名：613-235-4875 

                      分機:115, Jasmine

2. 怎樣在渥太華創辦自己的公司: 步驟和

問答（英語）

主講人：Invest Ottawa

7月22日, 週三下午2:00-4:00m. 渥太華華

人社區服心

地點： 381 Kent Street, 4004房。座位有

限需報名並攜帶楓葉卡。

報名: 613-235-4875轉115 Jasmine

3. 安福園七月免費敬老遊

    (Orleans, St. Laurent 和市中心）

· 活動日期:     2015年 7月 26日,  星期日

A:時間:  (務必準時)

  上午10時出發:    Ray Friel Recreation 

Complex 圖書館門前(奧林)

地點：1585 Tenth Line Rd, Or-

leans, ON, K1E 3E8

B: 時間：上午10時20分出發: St. Laurent 

Shopping Centre (Sears 門前)

地點：1200 St. Laurent Boulevard, Ottawa, 

ON, K1K 3B8

  

C：時間：上午10時35分出發:     渥太華

華人社區服務中心門口 (381 Kent Street) 

                                       

· 活動節目: 

大型遊覽專車10時出發, 按照以上地點接

人, 約11時到達安福園, 遊覽湖光秀麗園林景

色, 參觀環境優美的中式墓園.  在接待中心享

用免費美味午餐後, 下午2時離開安福園,  原

車送返.

禮券抽獎:   參加者每人奉送大統華禮卷

$10  並參與一年一度$10,000幸運抽獎

· 參加資格:     移民或公民(成年人)

歡迎成年子女攜帶父母一起參加

歡迎新老朋友一起參加           

· 報名預約:  即日起至額滿止, 座位有

限,請盡速報名  

Orleans & St. Laurent 上車者報名:  Jasmine  

613-235-4875 分機115, 

市中心上車者報名:  Doreen (朱志陶)  

613-235-4875 分機144, doreen.ju@occsc.org

渥太華華人社區服務中心最新活動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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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余與妻飛洛杉磯，參團

汽車美西行。

十餘天，五更起，夜半休，晝

遊夜宿，走近名勝，享受自然。

期間，拍照片無數，寫不像詩

的詩一首，作為遊記，與爾交流。

說走就走，打起背包，

美西旅遊，趁還不"老"。

中途轉機，抓緊趕早，

華府落地，首趟來到。

一路向西，與日賽跑，

安抵洛城，不見嚮導，

人生地疏，略感心焦，

遇見驢友，頗多華僑，

美西遊回眸     

 性鴻展翅

民族的災難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

國主義發動蘆溝橋事變，中

國抗日戰爭從此開始。

      抗日戰爭是中國各民

族、各階級、各黨派、各種政治

力量共同進行的戰爭。抗戰的勝

敗決定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

運。

      追根溯源，早在16世紀末，

（中國的明朝時代），日本的豐

臣秀吉結束了日本長期的戰亂，

掌握政權後，就表達了想征服中

國大陸的野心。19世紀中葉，日

本明治維新後，新政府的主導思

想就是：應當將亞洲置於“先

進”的日本支配之下。1874年日

本進攻臺灣。1879年琉球群島被

納入日本領土，成為沖繩縣。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中，清朝北

洋艦隊全軍覆沒，日軍對中國平

民進行了駭人聽聞的血腥屠殺。

從此，臺灣變成日本殖民地達50

年之久。

     日俄戰爭日本勝利後，加速走

向擴張領土和勢力範圍的帝國主

義道路。1900年包括日本在內的

八國聯軍入侵中國，佔領北京，

燒殺搶掠，其中日軍數量為最

多。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

變，佔領中國東北，成為全面侵

華戰爭的前奏。九.一八後，上百

萬東北人民向華北、南方逃難。

饑餓、寒冷、疾病、轟炸，使無

數難民慘死異鄉。在1937年七.七

事變後的7月27日開始，日本組

建了派往中國戰場的化學部隊，

使用化學武器和細菌武器，殘害

了超過九萬名中國軍民。1937年

12月13日，日軍佔領南京，進行

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

      面對著猖狂的日本侵略者的

血腥暴行，聽著苦難同胞的血淚

控訴，每一個有血性的中國人都

義憤填膺，義無反顧地投身到抗

日救國的洪流之中。戰士們端起

了土槍洋槍，揮動著大刀長矛，

詩人拿起了筆，音樂家撥動琴

弦，畫家拿起調色板------，

為抗戰而奉獻青春和生命。“黃

河大合唱”於是應運而生。

      名曲的誕生

     偉大的德國音樂家貝多芬

說，音樂能比哲學給人以更大的

啟示。

      美國戲劇家田納西.威廉斯

說，記憶中的一切，似乎都是伴

隨著音樂發生的。

     中國作家、教育家豐子愷

說，抗戰以來，文藝中最勇猛前

進的，要算音樂。只有音樂，普

遍於全體民眾，像血液周遍於全

身。

      據不完全統計，1931年至

1945年，中國誕生的抗戰主題歌

曲有上萬首，而“黃河大合唱”

正是其中的千古絕唱。

      “黃河大合唱”，作曲：

洗星海；作詞：光未然（張光

年）。他倆於1937年5月，在上

海遠郊的一場抗戰文化演出中相

識，共同的愛國熱情把他們的心

緊緊相連。1937年11月12日，上

海淪陷。很多文化人轉移到當時

的全國抗戰中心------武漢。

此時的洗星海與光未然同住在武

昌的一個宿舍裡，繼續投身于抗

戰文化活動中。

      此後，光未然帶著第二戰區

的抗戰演劇三隊去了西北，在黃

河兩岸為一線將士表演，並兩次

渡過黃河。黃河壺口瀑布那如雷

的驚濤，那陸地行舟的壯觀，那

逃難老鄉們淒苦的眼神，那船夫

號子的高亢悠揚，那黃河船夫與

狂風惡浪的殊死搏鬥------，

讓他一次次受到震撼。從馬上摔

下手臂骨折後，光未然被擔架送

到七百裡外的延安。巧合的是，

洗星海己先他從武漢到了延安。

           知道光未然來到延安，洗

星海跑了十多裡路去看他。光未

然向洗星海講述了自己1938、39

年兩渡黃河那刻骨銘心的感受。

洗星海就建議光未然圍繞抗戰主

題，創作一首“黃河”長詩，他

來寫一個大合唱作品。

    手不能動的光未然用了五天時

間，通過口述，迅速完成了400

多行的長詩“黃河吟”，並親自

朗誦這個作品。當富有感染力的

長詩的最後一個聲音還在回蕩

時，洗星海就一個箭步向前說，

一定會在抗敵演劇三隊離開前，

寫好“黃河大合唱”聲樂作品。

      當時洗星海還要參加延安的

大生產運動。因此在春耕告一段

落後，他開始著手這個作品。當

時患重感冒的洗星海用毛巾包著

頭，不顧一切日夜寫作。每天早

晨，兩個聯絡員會去拿他前一天

寫好的樂譜。整整六天六夜，洗

星海終於揮就了這一偉大傑作。

     延安條件艱苦，洗星海最初

只用簡譜寫就。首次在延安陝北

公學禮堂演出時，樂器也十分簡

陋，口琴、笛子、二胡，連煤

油筒都用上了。然而“黃河大合

唱”所蘊含的巨大能量，如

火山爆發，撕破了日寇鐵蹄

下風雨如晦的濃黑夜幕，發

出了中華民族的最強音！

   永恆的主題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黃

河大合唱”是偉大的音樂史詩。

她悲憤激昂，聞者奮起，萬眾一

心，同仇敵愾，節奏鏗鏘，色彩

雄壯！

      在祖國山河慘遭敵寇荼毒

時，“黃河大合唱”控訴揭露

侵略者的罪行，抒發對失去的故

鄉、親人的思念，唱出四萬萬

五千萬同胞的悲憤，喚起大眾抗

日救國的意志，極大地鼓舞了抗

日軍民的士氣。

      在和平建設的今天，“黃河

大合唱”如警鐘長鳴，讓人毋忘

國恥，保持清醒。尤其是日本的

右翼勢力還在否認和美化侵略戰

爭的歷史，全球局部地區的恐

怖主義組織還在肆虐。“黃河大

合唱”正是刺向敵人的匕首和投

槍！

       以史為鑒，開創未來。

    “黃河大合唱”己成為團結海

內外華人的強大凝聚力！黃河之

水天上來！黃河巨浪萬丈高！黃

河是中華民族的搖籃，中國五千

年燦爛文明從黃河之濱發祥。

黃河的精神就是中華民族的精

神：勇往直前、頑強拼搏、不屈

不撓、百折不回！我們是黃河的

兒女，我們要繼承黃河的精神，

我們要畢生為中華崛起，民族振

興，世界和平而謳歌，而貢獻力

量！

《勝利之聲》黃河音樂會將於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六日隆重獻

演！

  “勝利之聲”黃河音樂

會熱烈地歡迎各位朋友

蒞臨！誠摯地希望得到

各界朋友的大力支持和

幫助！

“勝利之聲”黃河音樂

會熱線

電話：613-801-0951    

郵箱：graceha iyan lu@

gmail.com

電話：613- 825- 5888  

郵 箱 ： y u n f u _ c h e n @
yahoo.ca 

電話：613- 747- 1377  

郵箱：hcai62@gmail.com 

“黃河大合唱”誕生始末
（系列報道之二）

（文/姚爭）

使用手機，聯絡呼叫。

... ...

安頓妥帖，微信首要。

匆匆上路，天才拂曉，

車行一路，千里迢迢。

困意漸濃，合眼睡覺。

導遊解說，中英對照，

聽力訓練，也是提高，

興致勃勃，景點報到：

白沙碧水，海鷗島礁，

薄紗輕撫，金門大橋，

群星薈萃，斯坦福校，

優勝美地，岩比天高，

瀑布飛瀉，銀河九霄，

奇峰怪石，斧劈刀削，

丹麥小村，歐風環繞，

      一路戈壁，略現枯燥，

普特萊斯，價物比較，

約書亞樹，綠過春苗，

喬治小鎮，高溫燒烤，

峽谷千仞，難見飛鳥，

羚羊彩雲，獨領風騷，

百折千回，幻境縹緲，

紅壤拱門，綠岩山腰，

徒步攀登，陡徑一條，

獨立岩石，“7.4”地標，

回眸歷史，總統石雕，

魔鬼峰禿，天公鑄造，

路遇驟雨，六月雪飄 !

磅礴黃石，活躍地殼，

犛牛野鹿，泉噴霧繚，

賭城光顧，人機過招，

用點小錢，試試心跳，

看秀賞燈，明珠夜俏。

回眸全程，享受獨到 。

涉九州足，行萬里遙，

頻越時區，幾對手錶，

小溪潺潺，激流咆哮，

丘陵起伏，群山遠眺，

大漠酷暑，草原廣袤，

峽谷溝壑，萬千地貌，

秀山麗水，江山多嬌，

相機電腦，內存嫌少 。

寒覺衣薄，暑感舌燥，

車馬勞頓，內急常擾，

時時關注，歸隊時到，

不敢怠慢，總是小跑。

……

做個遊客，學會逍遙，

走天下路，暫離喧囂，

看萬般景，忘卻煩惱 。

登淩絕頂，觀眾峰嬈，

面對自然，自覺渺小，

融進自然，我應常笑，

走進美西，我心不老 !



　　

據美國“健康日”網站報

道，一項即將刊登於美國

《臨床內分泌學與代謝雜

誌》的新研究發現，周圍

環境燈光太亮會降低睡眠

質量，增加糖尿病和高血

壓的患病風險。

　　參試者睡覺前在不同

房間，連續8小時分別接

受很亮燈光或較暗燈光照

射，共5天。同時被監測

褪黑激素水平變化。這種

激素由大腦松果腺在夜間

產生，作用是調節睡眠/

清醒週期。

　　結果發現，與在暗光

房間的參試者相比，在亮

光房間的參試者褪黑激素

產生期限縮短了大約90分

鐘 。 另 外 ， 正 常 夜 間 睡

眠 過 程 中 ， 燈 光 過 亮 也

會導致褪黑激素水平降低

50%。

　　一：糖尿病的診斷標準

　　糖尿病的診斷一般不難，空腹

血糖大於或等於7.0毫摩爾/升，和/

或餐後兩小時血糖大於或等於11.1毫

摩爾/升即可確診。診斷糖尿病後要

進行分型：

　　1 型糖尿病

　　發病年齡輕，大多<30歲，起

病突然，多飲多尿多食消瘦症狀明

顯，血糖水平高，不少患者以酮症

酸中毒為首發症狀，血清胰島素和C

肽水平低下，ICA、IAA或GAD抗體

可呈陽性。單用口服藥無效，需用

胰島素治療。

        2 型糖尿病

　　常見於中老年人，肥胖者發病

率 高 ， 常 可 伴 有 高 血 壓 ， 血 脂 異

常、動脈硬化等疾病。起病隱襲，

早 期 無 任 何 症 狀 ， 或 僅 有 輕 度 乏

力、口渴，血糖增高不明顯者需做

糖耐量試驗才能確診。血清胰島素

水平早期正常或增高，晚期低下。

　　二：高血糖的7大症狀表現

　　1、極度口渴；

　　2、尿多，皮膚乾燥，脫水

　　3、噁心，嘔吐，腹部不適；

　  4、厭食，體重減輕，虛弱無

力；

　　5、心跳快速，呼吸緩而深；

　　6、血糖測試值升高；

　　7、尿糖測試呈陽性反應。

　　三：治療糖尿病根本需要修復

胰腺，更好的分泌胰島素

　　1：吃西藥治療糖尿病：價格

是便宜，但是老感覺藥是越吃越

多，而且血糖還不穩定，有時候要

經常換藥吃，停藥後就會反彈，而

且很難控制併發症。

　　2：打胰島素，降血糖效果是

很好，但是依賴性非常的大，副作

用很大，容易產生身體疼痛，胰島

素抵抗，肥胖，水腫，淤青，過敏

等。

遠離高血糖的5個點

　　1、糖和油不要一起吃。導致肥

胖的唯一原因，是吃進去的能量大

於支出的能量。糖和油都是含能量

特別高的食物，如果一起吃，很容

易導致收入大於支出。所以進食的

時候一定要注意食物裡是否有糖又

有油，如果是的話儘量少吃。

　　2、水果要選不太熟的。成熟度

越高的水果含糖也越多，而成熟度

稍低的水果不但含糖少，裡面具有

保健價值的營養成分還更豐富。

     3、白粥米飯配芹菜香乾。白粥、

白米飯等都屬於上升血糖速度快的

食物，吃時一定要配一些膳食纖維

多、蛋白質豐富的小菜，比如芹菜

拌香乾。土豆或芋頭等澱粉含量高

的蔬菜，儘量別蒸著吃，要切成絲

炒著吃，以抑制血糖上升。

　　4、喝飲料加奶別加糖。臺灣

《 康 健 》 雜 誌 刊 登 的 一 項 實 驗 表

明，一杯500毫升的奶茶中含有50克

糖，已經達到了人體每天攝入糖的

上限。一般100毫升甜飲料中含糖

12—13克。如果實在想喝，可以在紅

茶等飲料中加點鮮奶。

　　5、自己做做“減糖訓練”。

如果一個孩子從小就特別喜歡吃甜

食，會慢慢不習慣吃天然食物，他

長大後吃加工食品的幾率就會大大

增加。所以，有意識地從每週一次

減糖餐或者減糖食物開始，增加到

每 日 少 吃 一 種 含 糖 食 物 ， 幾 個 月

後，口味就會變淡。

版7 2015年7月17日 新华侨报NEWS 健康生活/科學養生

过期日期: 2015年4月24日

30%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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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

教你
幾招

一整個夏天
 蚊子都不敢

進房門

睡覺燈光太亮

高
血
糖
有
七
大
症
狀

易升高血糖

多 蚊 的 季 节 来

临，休假的季节也

随 之 来 临。有些旅馆和度假

屋 里 还 是有很多蚊子，怎样让

蚊子不敢进房 门，下面一些驅蚊小

竅門还是很管用 的。

1 、 煮 沸 過 的

醋用碟裝，放到房間 裡，不

用關門，整夜都不會被 蚊子打擾。

2、用空酒瓶裝上糖水或啤酒放在陰暗

處，蚊子聞到甜味就會往瓶子裡鑽，會被啤酒

或糖水黏住致死。

3、在室內點燃幹桔皮，可取代蚊香，既

能驅蚊，又可消除屋內異味。

4、儘量穿襪子。許多人喜歡夏天光腳穿

鞋，殊不知穿襪子後，蚊子感覺人的皮膚濕度

降低、皮表揮發物減少，會減少叮咬。

5、在使用驅蚊藥時，1個品牌連續使用兩

個月後，換一種藥物驅蚊，效果更好。

6、關上門窗，在窗前放置一盆混合洗衣

粉的水，過不多久後，水盆中就會有一些死去

的蚊子。每天持續使用，可以不用再噴殺蟲劑

了。

7、在房間裡放上幾盒開蓋的風油精、清

冷油，或在牆上塗點薄荷。

8、在身上或寢具上灑些香水。

9、將樟腦丸磨碎，撒在屋內牆角。

10、在室內的花盆裡栽一兩株番茄，番茄

枝葉發出的氣味會把蚊子驅除。

11、在燈下掛一把香蔥，或用紗袋裝幾根

蔥段，各種小蟲都不會飛來。

12、用橘紅色玻璃紙或綢布套在燈泡上，

蚊子最怕橘紅色光。

蚊子不僅吸人血、傳播疾病，還會吵得人

睡不著覺。利用現有的素材，讓蚊子遠離你家

吧！

一年中最熱的三伏天來啦！今年

的三伏天共40天，比去年多10天。7

月13日交“初伏”，7月23日交“中

伏”，8月12日交“末伏”，8月22

日“出伏”。三伏天氣溫高、氣壓

低 、 濕 度 大 、 風 速 小 ， 要 合 理 作

息，飲食清淡，及時補水。就要接

受“烤”驗，你準備好了嗎？

三伏

2015年三伏天是從公曆2015年7

月13日（農曆2015年五月廿八）開

始，末伏最後一天是8月21日，共40

天。

初伏：7.13-7.22，10天；

中伏：7.23-8.11，20天；

末伏：8.12-8.21，10天。

 “三伏天”怎樣養生？

“三伏天”怎樣養生？我們的身

體會出現什麼問題？該如何應對呢？

中醫保健科醫生建議，要從生活規

律、飲食清淡、適當運動上做好最熱

季節的養生。

夏季養生莫貪涼

預防中暑是大家首先想到的問

題。夏季瓜果眾多，特別是西瓜，確

能解暑，但不可多食，因其性寒，日

常可配些紅糖姜茶以平衡其寒性。海

帶綠豆湯是很理想的清熱解暑食物，

海帶能消痰軟堅、泄熱利水，止咳平

喘，而綠豆清熱解毒、消除暑熱，一

起煮湯味道也很特別。用10克荷葉，

加6克金銀花，再加10克黨參，組成

解暑益氣湯，可以清解暑熱，生津止

渴，也非常不錯，但身體偏虛寒的

人應少吃。

中醫認為，夏天是陽氣最盛的季

節，適合多吃些溫性食物，助陽升

發，陽氣抒發出來，可以讓毛孔張

開，汗液排泄通暢無阻，就算暑氣

逼人，也能及時散熱，不致於出現

中暑的現象。相反，如果為了一時

痛快，大吃寒涼性食物，身體的氣

血遇熱則行，遇冷則凝，反而將散

熱渠道堵塞了，更容易中暑。

食物清淡能養生

在食物“補養”方面，因為三伏

天天氣炎熱，出汗甚多，加上晝長

夜 短 ， 睡 眠 時 間

相對較少，因此

能量消耗甚大，

需要有合理的飲

食來支持，這就是通

常所說的“補養”。

容易耗氣傷陰，往往

影響了脾胃的功能和

整體的陰陽平衡，因此這時節不適

合吃得過於葷腥油膩，對於一般的

人，三分葷七分素比較合理。

盛夏常出現胃脹、食欲不

振的問題，可飲用香氣濃郁的

花草茶以醒脾，還可以用豬脾

與薑絲爆炒後隔水蒸熟來吃，有健

脾開胃的功效；草果去心去皮，切

細，與羊肉、生薑、料酒同放燉鍋

中，加水燉熟佐餐，能溫中燥濕，

開鬱消食；對於胃虛寒者，可用花

椒、胡椒燉雞腎，能溫中止痛助消

化；用當歸黃芪燉石斑魚，能補氣

血，益精髓，對於氣血兩虛而常出

現心悸患者大有裨益。

運動也可防中暑

除了吃，夏季的運動是不可或

缺的。許多人在夏季的首選運動可

能是游泳。專家建

議 ， 游泳後

幹蒸一會兒，將身上

的濕氣去除。此外，夏季 還 可

以選擇慢跑、快走、打太極拳、做瑜

伽等緩和的運動形式。專家特別提

出，陽光是補足陽氣的重要來源，因

此，夏天運動時盡可能選擇在室外，

可利用早晚陽光比較柔和的時間進行

運動。

熱浪滾滾如何來養生



（接上期）

LED日間行車燈

虛擬案例：假如一輛新能

源車與你近距離擦身而過，

你可能還沒反應過來，它

已經揚長而去，只留下直

冒冷汗的你在風中淩

亂。當新能源車在純

電模式下行駛時，依

靠發動機聲音判斷

車輛靠近的方式已

經不再可靠。這時

候 ， L E D 日 間 行 車

燈就顯得尤為重要。

此外，當你在霧燈或者

雪天等惡劣天氣行駛時，

LED日間行車燈也可以幫助行人和

來車更好地識別。

功能介紹：LED日間行車燈採

用LED光源，安裝在車頭作為白天

行車信號燈使用。LED日間行車燈

隨汽車啟動而自動開啟，打開照明

燈後會自動熄滅。與傳統汽車照明

燈不同，LED日間行車燈在白天開

啟，主要用於提高車輛的被辨識

度。如果道路視線環境較差，或者

行駛聲音較小時，它可以讓行人和

其他汽車駕駛員更好地識別，有效

提高了行車安全。

普及理由：在歐美地區，汽車安

裝LED日間行車燈已經非常普及，

白天行駛開啟日間行車燈甚至成為強制政策。

國外統計數據顯示，白天開啟日間行車燈，

可降低12.4%的車輛意外，同時也可降低26.4%

的車禍死亡概率。在國內，LED日間行車燈已

經 逐 步 被 使 用，除了提高行車安全，

也可以 提高外觀美

感。

HUD抬頭顯
示儀

虛 擬 案

例 ： 近 期 ，

如果你是一個

新手司機，在開

車時既要盯緊

前方的路況，

又要讀取儀錶

盤 上 顯 示 的 車

速，一來一回雖然

很短暫，但也給行車安全增添了不少危險。但

如果有了HUD抬頭顯示儀就不同了，車速、

油量等信息通過方向盤前方、擋風玻璃下方的

一塊虛擬顯示屏上出現，對車輛的信息一目了

然。

功能介紹：HUD是平視顯示器（HeadUp-

Display）的簡稱。平視的意思是指不需要低頭

就能夠看到需要的重要資訊。據瞭解，HUD

平視顯示器最早出現在軍用飛機上，降低飛行

員需要低頭查看儀錶的頻率，避免注意力中斷

以及喪失對狀態意識的掌握。該裝置應用在汽

車上，如同汽車上裝了一個特殊的小型投影

儀，這個投影儀可以把車速、油量甚至導航等

信息投射出來，而且這些信息顯示的位置正好

位於駕駛者平視的視野範圍內，方便查看相關

的信息。

普及理由：國內不少汽車品牌上已經有

了HUD抬頭顯示儀，如奔馳、寶馬，甚至標

緻等品牌的車型上也有該功能。相對車載的

HUD抬頭顯示儀，現在也可自行以較低的價

格購買並加裝該設備，但加裝效果肯定不能和

原車原廠的抬頭顯示儀相比，並且作為一個安

全類型的設備，如果走線不當，反而還會增加

安全隱患。

空氣淨化裝置

虛擬案例：近年來，隨著霧霾在國內頻

發，PM2.5成為了經常掛在老百姓嘴邊的關鍵

詞之一。霧霾頻發之地，很多家庭紛紛購買了

室內空氣淨化裝置，然而人們並不能一直待在

室內，在交通運行的過程中，你肯定非常希望

自己的愛車有空氣淨化裝置，讓自己和家人免

受霧霾之擾。

功能介紹：空氣淨化器是指專用於淨化汽

車內空氣中的PM2.5、有毒有害氣體(甲醛、苯

系物、TVOC等）、異味、細菌病毒等車內污

染的空氣淨化設備。例如在車內，空氣通過機

內的PM2.5過濾網和活性炭濾芯後將各種污染

物過濾或吸附，然後經過裝在出風口的負離子

發生器，將空氣不斷電離，產生大量負離子，

被微風扇送出，形成負離子氣流，達到清潔、

淨化空氣的目的。

普及理由：實際上，已經有不少車型自身

裝備了車內空氣淨化裝置，購車的同時即可解

決車內空氣淨化問題，如沃爾沃“關門北歐”

的空氣淨化效果印象深刻。除豪華車之外，東

標508、北京現代朗動、比亞迪車型上也有裝

備 。 由 廠 商

統 一 加 裝

的 車 載

空氣淨化器首先更專業，因為它經過了多次的

調試和匹配，避免降低後裝過程中對車型線路

改造帶來的損壞風險，其次市面上空氣淨化裝

置五花八門真假難辨，很有可能花了錢卻沒有

用。

備 胎

功能簡介：備胎即汽車的備用輪胎。當汽

車在行駛中出現爆胎或者其他問題時，備胎可

取代其他輪胎，避免汽車中途拋錨。一般情況

下，備胎都放在汽車的後備廂裡，也有部分

SUV車型採用外掛式備胎，這種方式可以減少

備胎對車內空間的佔用。

消失原因：備胎是以備車主不時之需而存

在。但是，由於多數汽車都將備胎儲存在後備

廂中，佔用車內空間的同時，也增加了車重。

即便不使用，備胎也需要跟普通輪胎一樣進行

保養和維護。隨著時間的推移，橡膠老化也會

影響備胎的正常使用，增加了用車成本。

一般情況下，如果不是非常老舊的車型，

爆胎或者漏氣的情況並不常見，備胎使用頻率

相對較低。與此同時，更換備胎較為複雜，很

多車主並不清楚如何換胎。隨著維修網點覆蓋

面擴大，撥打救援電話顯然要比更換備胎來得

方便。因此，備胎存在的意義已經沒有以前那

麼重要。

替換配置：目前，已經有越來越多的豪華

品牌出廠便配備防爆胎，或者用補胎液取代備

胎的功能。防爆胎雖然價格較高，但它能在輪

胎失壓的狀態下讓車輛繼續行駛一段距離，保

證安全的同時，也省去了

半路換胎的麻煩。隨著

技術的提升和成本的

降低，未來防爆胎

將有望在更多經

濟型轎車上普

及。

（未完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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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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大汽車配置

對 汽 車 水 箱 的 保 養
與 故 障 判 斷  

哪
些
是
你
的
愛
車
需
要
的  

  水箱在汽車的冷卻、散熱中有著重要的作

用。在連續高溫的夏天，汽車水箱

尤其容易出一些小故障，水

位不足、水箱銹蝕、漏水等都

會直接引起“開鍋”，也就是

水箱溫度達到沸點。此時發動 機散熱不

良，溫度過高，零部件膨脹會使各部件配合間

隙減小，另一方面溫度過高機油黏度降低，這

種情況下，各部件磨損加劇。如不立即作適當

處理，發動機很可能燒損導致嚴重機損事故。

 故障現場判斷：

 當車子行駛過程中，發動機蓋內突然冒出

白色的水蒸氣，或是水溫表指針快速上升至

高溫“H”記號位置時，即表示發動機溫度過

高。通常由於水箱的水量不足、漏水或者水箱

風扇不運轉等原因引起。

  即時處理:

 步驟一：立即找一個安全的地方停車，但

千萬不要立即熄火。讓發動機保持怠速空轉繼

續散熱，同時打開發動機蓋提高散熱速度。

 注意：在水溫過高甚至開鍋的情下：

1、不要試圖繼續行駛，以免造成大的機損

事故。

2、不要嘗試打開水箱蓋，否則很有可能有

滾燙液體

噴 出 導 致 燙

傷。

3、不

要向發動機

缸 體 、

缸 蓋 澆 冷 水 ， 很

有可能造成缸體由於驟冷而炸

裂。

 步驟二：經過一段時間後，檢查汽車下

方是否漏水。

 步驟三：等到水溫表指針降到適溫位置

後，關掉引擎。

 步驟四：用濕毛巾包水箱蓋，徐徐地打開

第一道開關（約1／4轉），待水蒸氣壓力釋放

完畢後，再完全打開水箱蓋，檢查水箱內的水

量與水質，以及風扇皮帶是否有異常。若水量

不足，則應慢慢地加水到最高標線附近。

 注意：若是水箱漏水或風扇皮帶松脫、斷

損的狀況，可以打牽引公司電話等待拖車救

援。必要時，也可以等發動機完全降溫後，以

低速駕駛的方式將車子開到服務廠維修。切

記，不能以正常車速駕駛，否則很有可能造成

發動機永久損害。

水箱日常保養

 

一 般

來 說 ，

行 駛 兩 萬

公里或一年

時間就應更換防凍液；沒有防凍液時，千萬不

要添加自來水。

 發動機水箱生銹、結垢是最常見的問題。

鏽跡和水垢會限制防凍液在冷卻系統中的流

動，降低散熱作用，導致發動機過熱，甚至造

成發動機損壞。防凍液氧化還會形成酸性物

質，腐蝕水箱的金屬部件，造成水箱破損、滲

漏。解決水箱故障的辦法主要在平日的例行檢

查，應該經常察看水箱是否有漏水或銹蝕現

象，

要按時

清 洗 ，

更 換 或 添

加 防 凍 液 ，

以 提 高 沸 點 ，

延長使用壽命。

一般來說，行駛兩

萬公里或一年時間就

應更換防凍液。這樣可

以起到提高沸點，防止產

生水垢、銹蝕及提升散熱效果，使水泵產生潤

滑作用，避免與消除氣泡引起瞬間高溫所造成

的發動機傷害。

 當防凍液缺少時也儘量不要加水來添補，

尤其是在夏天。因為自來水中含有的氯氣成分

會對水箱、發動機等系統產生腐蝕、銹蝕、阻

塞，使冷卻系統冷卻不暢，造成發動機溫度過

高致使車輛損傷。

您瞭解多少

真皮座椅養護一 般採用皮革專業柔軟

清潔劑。這種清潔劑 具有去汙柔和、無溶解

性、不會傷害皮質也不 會影響皮革的原貌或光亮

度等特點，對皮革具有良 好的保養作用。

一般情況下，新車一個月 以後就可以做護理，然後保持每

個月做一次，這樣的話就能保持 皮革常年光亮如新。

真皮座椅養護內容

    1、 清洗：用清洗劑去除皮革表 面的灰塵以及頑固的污漬。

    2、 加脂、補傷：加脂後可以幫皮 革補充營養，進行局部補傷處理，恢復皮面

的平整光滑。

    3、 調色：按照生產工藝對皮面的磨損 進行修補，同時使皮面恢復鮮豔亮麗的色彩。

    4、 做手感：使用專用絲綢手感劑使 皮面手感更柔軟、光滑。

汽車真皮座椅的簡單保養方法：

    1、汽車皮椅要遠離熱源，如離 熱源太近會導致皮革乾裂。

    2、不要長時間在陽光下暴 曬，避免皮革退色。

    3、定期實施清潔保養， 用半幹的濕抹布扶去塵灰，保持乾

爽、整潔。

    4、如果髒了，用多功能泡沫清洗劑少量清洗即可，保持皮面乾

燥。

    5、坐在座椅上時避免身上的鑰匙扣、衣服上的鐵紐扣

等接觸座椅，以防劃傷。

    6、防止液體等浸泡座椅。

真
皮
座
椅
養
護



（接上期） 趙：《沒有影子的行走》之

所以叫這個題目，是因為在您看來，傳統文化

是遊子永遠的影子，試圖擺脫影子而行走，何

其艱難而怪異。所以，在這本小說中，大陸移

民，都帶著中國儒釋道的文化傳統，在加拿大

基督教、民主和個性主義至上的社會裡，尋找

立足之地。在他們做出重大抉擇時，往往還是

中國的傳統占上風。在渥太華做白領的編程專

家曹嘉文離婚後，因要將留在中國的兒子接到

加拿大，並因害怕承擔婚姻責任，而遲遲不願

和美麗體貼的女同事蘇南共結連理。在加拿大

開移民公司的老萬夫婦，因熟諳中國的人情世

故而業務興旺。靠智慧和勤奮創下千萬資產、

嫁給洋人並生有混血兒的軟件設計師何芳，不

管工作多忙，都盡力恪守妻責母道，卻因丈夫

明哲保身不能風雨同舟而決定與之離婚。

《香火》對中國移民身上的傳統詮釋得則

更為明確，就是修有幾十代家譜的丁家到了移

民加拿大的丁信強這一代，必須要有男丁繼承

香火。即便是已有兩個女兒的丁信強不在乎，

其妻蕭月英卻自始至終地為生兒子想盡辦法，

甚至不顧自己的身體安危。雖然她的兒子沒能

保住，但丁信強在渥太華無意發現的同父異母

兄弟、畫家秦剛和妻子在多年無嗣後，終於生

下男孩。另外，和丁信強有婚外戀，因無法與

之結合而出走的印第安女子黛安，在丁信強毫

不知情的情況下，也在渥太華同一家醫院生下

男孩。丁家香火在加拿大

土地上一波三折的延續，

其實也意味著中國的傳統

和文化在第一代移民身上

是根深蒂固，融在骨血裡

的。他們永遠無法擺脫。

而到了第二代，比如丁

家兩個女兒，在加拿大長

大，講英語或法語，中國

文化傳統對於他們則是陌

生，沒有束縛力的，他們很容易白化成“香蕉

人”。

您說過，“兼顧兩種文化始終是移民美好

的願望，同時也是他們痛苦的根源……移民

只屬于自己，堅硬的靈魂下面，他們的‘洋

派’終究不能徹底，而對於故鄉，他們已是異

類。” ④能否請您具體談一談？

笑 ： 趙 思 運 博 士 在 《 拖 著 影 子 的 行

走》（http://www.xiaoyan.com/title_disp.

php?tn=152，抱歉不記得他發在哪個權威雜誌

上）中評論《沒有影子的行走》時，認為移民

加拿大的華人不可能沒有影子，而是拖著一條

沉重的影子。

 很多華人來加之後便急著“融入主流社

會”，我曾碰到不止一位同胞以自豪的口吻

說，我們住的那個區都是白人，沒什麼中國

人。或者說，我女兒的學校沒有中國孩子，她

適應很快。我猜測，我們就是要儘快擺脫那個

拖著的影子。多年之後，也許我們會發現，無

論怎樣的融入，我們身上的中國烙印其實是去

不掉的。很多華人為了方便，會取一個容易上

口的英文名字，甚至將其合法化。但冷不丁什

麼時候，在一起的洋人會問一句：你原來的中

國名字叫什麼？

 1923年至1947

年，加拿大曾經出

臺 過 一 個 排 華 法

案 。 那 時 在 溫 哥

華，華人到醫院看

病只能到地下室候

診。公共游泳池不

准許華人入內。大部分白領工作不准華人染

指，華人只能開洗衣店、餐館這類底層服務生

意，而且華人餐館連白人女服務員都不准招。

人類社會在向文明的方向邁進，加拿大政府終

於深刻反省，為以前制訂的錯誤政策向華人道

了歉，加拿大真正走上了多元文化共同發展的

道路。今天，加籍華人與加拿大其他移民享有

同等的權利與義務。每個種族都有自己的歷史

淵源，我們沒有必要過分在意自己的影子，我

心安處是我家。但這個安心的過程，畢竟還與

在國內不同。語言會有障礙，文化會有衝突，

子女會脫離家長的掌控，成為真正的加拿大

人。

趙：北美知名的華人作家或評論家，如張

翎、林楠、徐學清、申慧輝、陳瑞琳等，對您

的《香火》評價甚高，認為是“藝術上非常

成功的，具有海外華文文學史價值的長篇佳

作”。 您怎麼自評？或者，拓寬了講，您對

自己的作品有什麼要求？希望它能傳遞什麼意

旨？

笑：衷心感謝這幾位評論家和作家的鼓

勵。《香火》的確反映了加拿大對中國人打開

移民之門的那個時代，大批技術移民與投資移

民湧入之後的方方面面。在這個大背景下，華

人移民過著什麼樣的生活，怎樣在異國他鄉站

穩腳跟，養家糊口，教育子女以及夫妻兩地分

居，與異族異性的情感糾葛等等，一系列的困

難，最終的塵埃落定，串起了一條加拿大的移

民主線。而中國傳統文化又無時無刻不在影響

著小說主人公，那些骨子裡的觀念與做法，那

個延續香火的心結，將他們牢牢定位在自己的

角色之中。

作品的價值，最終要由讀者來衡量，由時

間來判斷。如果我的小說可以引起加拿大華人

移民的一些共鳴，能給對華人移民感興趣的人

士提供一些思考點，那我就很欣慰了。

 

四、別具一格的力作《渥太華華人史話》

趙：多謝惠寄四篇關於渥太華華人歷史的

大作——《孤獨的湯姆墓》、《渥太華華人

教會和華人社區共成長》、《渥太華中文學

校》和《欣華中文學校》。我都津津有味地拜

讀了。過癮，也幫助我瞭解了渥太華同胞的移

民、教育和宗教生活。您是下了功夫做這項工

作的，扎實細緻，史料性強，又顯示出時代的

變遷。而且，我覺得，您是帶著感情來研究寫

作的，無論是寫小鎮早年華人湯姆被排斥在墓

區外的孤墳，還是寫艱辛成長有40年歷史的渥

太華中文學校，還是寫渥太華華人教會的發展

和“會眾分裂”，都讓我感受到您在客觀平實

敘述中對人的關懷和尊重。另外，照片也配得

漂亮而到位。

 您本是專注創作和虛構的，是什麼讓您轉

向于容不得虛構的華人歷史研究？

笑：寫歷史就是紀實，而紀實有一個很流

行的別名：非虛構寫作。非虛構寫作具有一種

特殊的力量。“事實”與“親歷”以及“誠實

原則”是非虛構寫作的基礎。寫歷史更是不容

虛構，基本上就是白描勾勒，作者不能妄自揣

測歷史人物的心理活動，連評論都該由讀者根

據事實自行做出。這樣的寫作對作品的客觀性

與嚴謹性要求很高，同時也呈現出一種閱讀的

開放性。我生活在渥太華，又是一名寫作者，

覺得有責任把我們這個城市的華人史順一順，

讓歷代華人的付出與成就不至於因為我們沒寫

而湮沒。歷史是一面鏡子，寫作的時候也可以

照到自己，照鏡也是一種精神昇華。就這個意

義而言，我很慶倖選擇了這樣一個課題。

  我並沒有就此終止虛構寫作，虛構的自由

與天馬行空，一直是我喜愛的。但是眼下，我

的確更享受非虛構寫作。

                                         (未完待續）

-----

注释： ④ 笑言，《沒有影子的行走》，咸

寧：時代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2頁

（ 接 上 期 ）  賽 場 上 姑 娘 們 已

經開始熱身。中國隊著紅色球衣、

褲 、 襪 ， 白 色 或 熒 光 綠 球 鞋 。 美

國 隊 ， 白 衣 、 褲 ， 熒 光 綠 襪 ， 蘭

綠色球鞋。在F區前面熱身的美國

姑娘們，從我們這第三排的座位可

以 看 得 十 分 清 楚 ， 但 一 個 都 不 認

識。只見這些白色的球衣一直在跳

躍、奔跑，精力充沛地像球一樣彈

跳不停，對比墨綠色的草地，十分

耀眼。中國隊的姑娘們在西半場熱

身，紅色球衣與綠色的草地是經典

的對比色彩，鮮豔、熱烈。由於紅

綠兩色的明度接近，加上姑娘們跑

動 的 速 度 ， 偏 向 溫 和 、 內 斂 、 文

靜。 

運動員出場，逐個介紹雙方隊

員，在大銀幕上亮相。首先演奏中

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在世界盃女

足的賽場上響起，紅衣人們跟著旋

律齊聲高歌。咱家那位鄉親鏗鏘有

力的美聲男中音，令身後的美利堅

鄉民竊竊私語。然而，輪到奏美國

國歌時，身邊手握五星紅旗的在加

拿大鄉土生土長的“紅"二代小鄉

親，卻跟著輕輕哼起了星條旗永不

落的調，只當上音樂課了，哈哈。

娘家的革命傳統教育沒有搞好，慚

愧！ 

上半場，中國隊的球門正好面對

F區，我們坐在F區的第三排，所有

精彩，盡收眼底。守門員王飛至少

攔截五個以上的懸、險、刁、蠻、

匪球，美國隊起碼賺到了兩次罰點

球 的 機 會 。 上 半 場 ， 一 大 半 的 時

間，就在我們面前迂回，周旋，搶

球。面對美國隊直逼球門的頻頻攻

勢，中國姑娘們展開小巧玲瓏的身

姿，多次從美妹的腳下撈回球來。

看得我們緊張而艱辛。當姑娘們腳

下運球往對方球門前進，路過我們

面前時，此刻，我們身邊的一位大

嗓門紅衣大哥充當教練，向中國姑

娘們支招大聲吼道：“慢慢來！不

著急啊！”。也許，姑娘們能夠聽

見他的教誨，就是沒有聽見，也足

以看到觀眾和運動員們心連心的緊

密程度。每次姑娘們傳球到位，接

球準確時，紅衣哥們高呼“好球！

好 球 ！ ！ ” 。 鼓 聲 敲 起 ： “ 咚 ！

咚！咚！中國隊，加油！咚！咚！

咚！中國隊，加油！”。 狡猾的

美 利 堅 藍 旗 營 鄉 民 ， 跟 著 鼓 聲 ，

我 們 喊 “ 中 國 隊 ” ， 他 們 同 時 喊

“USA”。不過沒用，反正重音最

後落在“加油”上。 

上半場在我們的鼓聲助威下，在

元氣充足的條件下，女足姑娘們有

驚無險取得平局。當然，這只是從

我們外行的角度去看得出的結果，

真正的原因那一定是有技術的因數

在裡面的。 

賽場銀幕公佈，電子掃描檢票結

果，今天到場各路粉絲24141人。 

下半場，中國隊移居西邊球門。

45分鐘球賽結束，再次上場時，看

不出美國姑娘們有絲毫的倦意，仍

然彈跳有力，衝勁十足。雖然在奔

跑時，有腳軟摔跤的情況發生。但

是，在傳中射門時，爆發力還是很

具威懾力的。中國隊不是沒有中場

獲得控制球的機會，但

就是無法射門美國隊。

美妹們防守太嚴，嬌小

的中國姑娘實在無法沖出

重圍。在下半場開始不久

的第51分鐘，美國隊洛伊德力

壓趙容頭球頂入致勝的一球。

我們身邊的藍色粉絲們歡聲雷

動，幾乎全部跳離座位，騰空

而起，歡呼聲震耳欲聾。我們

身後的藍粉們來自美國，從幾

歲的閨女到幾十歲的老漢，對

拉拉隊的工作十分敬業，不僅

為運動員的精彩表現喝彩，也

為運動員的失誤大喝倒彩，唏

噓聲四起，一點不留情面。面

對這樣認真的粉絲，運動員真

的要有一顆堅強的內心才行。 

1比0勝券在握，下半場美國

隊頻頻換人。 

 比 賽 繼 續 ， 在 最 後 的 一 分 鐘

裡，中國姑娘們表現得非常自如，

運球到位，速度加快，兩次直逼對

方的球門。其中一個球直接遠距離

地 射 到 對 方 的 門 前 ， 可 惜 被 美 國

的守門員輕輕接起。雖然沒有殺傷

力，但是，有進攻的勇氣。這幾乎

成為是全場比賽的亮點。此時，比

賽結束的哨聲響起。身邊的鄉親很

紳士的向身後的美利堅鄉民表示祝

賀，也獲得了對方善意的回應。交

談中得知好幾撥都是全家老小飛過

來 的 。 好 幾 家 還 是 場 上 隊 員 的 家

屬。怪不得，我們坐的是足聯預留

區呢！ 

 全 體 美 國 運 動 員 們 來 到 粉 絲

區，向粉絲們致謝，鞠躬，久久彎

身致意，令人感動。中國姑娘們在5

號隊長吳海燕手執國旗的帶領下，

來到粉絲區答謝球迷。 

 對中美女足姑娘（在我看來）

世界級水平的表演，留下了難以忘

懷 的 深 刻 印象。 

  在回程的專車上，載滿了

紅藍雙方的球迷們。我們前面坐

著一家三口美國球迷，從遙遠的

洛杉磯過來的，事先連下一場的

半決賽票都買好了，篤定他們鄉

一定打進那一場。這對父母有一

位長著一雙明亮大眼睛的小女

孩。母親頭上插著兩面美國國

旗，滿臉的星條旗圖案，女孩則

向著我們揮舞手中的一面小五星

紅旗面。 

“我就想中國隊贏！”小女孩固

執地說。 

“為什麼？” 她爸爸驚訝地問

道。 

“這壓倒一切的USA，USA，好

煩哦 ” 。

接著，我家的小紅二代和這位藍

旗營小姑娘開始切磋中美國歌的旋

律來了。 

 那晚，中美女足戰火的餘煙，

就這樣被這對天真無邪美麗孩子的

笑臉和笑聲所淡化，在渥村的夜幕

之中消散... ...         （完）   

---注释：

1，紅衣：中國女足球迷。

2，星條藍衣：美國女足球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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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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版、專欄／文化教育

數
獨 界世

答
案見

下
期

現場觀看           

20 15世 界 盃

女 足 中 美 賽  路風/文

渥太華唐人街的牌樓，也是渥太華唐人街的標誌（2015.5.16.）

—— 專訪加拿大華人作家、渥太華華人史學者笑言

生活和 歷史遠比小說精彩文/笑言、趙慶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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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此兩團，遊波士頓、麻省、哈佛及奧特萊特

水晶瀑布二日遊
豪華巴士每週六早7點直發

古城魁北克
蒙特利爾
大峽谷

紐約三、四日游

$119起

$179起

$179起

$179起

$119起

$379起

今天你還身處繁華悸動的國際都會，明天

就可能已置身海邊小鎮的古樸寂靜之中。隨時

出發，隨時停步，或是隨性改變行程;可以自

駕，可以找個司機，也可加入旅行團;旅遊觀光

項目的設計就是為了讓你看到更多的加拿大。

在奧肯那根(Okanagan)的果園中漫步，你

聞到的是蘋果和蜜桃的甜香;在惠斯勒(Whistler)

的山坡上和落基(Rocky)山谷中滑雪，你呼吸

的是清風的自由和新鮮;而在繁華都市溫哥華

(Vancouver)，你嘗到的是純正的日本壽司和印

度咖喱。

第一 以探險的方式征服卑詩山脈：Heli-

skiing，被直升飛機運上高山頂部，再滑雪下

來，或者從山頂粉末滑雪而下，亦或參加heli- 

hiking，坐直升機直達三千余米的八格堡(The 

Bugaboos)山峰，居高臨下參觀風景，相信會是

十分刺激。特殊的家庭之旅和美酒佳肴之旅也

有提供。

第二 如果你想在一個旅遊勝地既可以享

受美食美酒，又可以享受按摩、海濱生活、愛

斯基摩人的皮船和華麗的風景，只有在卑詩省

觀看逆戟鯨之旅才能如此愜意。在觀看逆戟

鯨的諸多景點中，超豪華度假村Nimmo 

Bay Resort是最值得推薦的，來到這

裏就會有世外桃源的感覺。前面

是波平如鏡的海灣，後

面是翠綠的樹林，來到

這裏將會住在坐落

於海濱的兩層

高 水 上

小

屋上，整所度假村由木橋和小徑接連，將人

與大自然連成一體，融合於天地之間。晚餐前

安排了一頓精美的地道小吃，有各款的魚幹和

煙三文魚，住客藉此機會互相認識，然後才開

始正式的晚餐。在享受小吃之際，酒店的

按摩師為客人按摩30分鐘，為大家驅走倦

意。

第三 如果想暫時逃離都市的匆忙，

希望享受自然的寧靜和協調，可以去溫

哥華唐人街的中山公園(Dr. Sun Yat-Sen 

Classical Chinese Garden)，將帶您進入中

國明朝文人學士的私人庭園。在人來人

往的唐人街裏，中山公園是個難得的幽

靜之所。

第四 可以在午後沿著斯坦利公園

的10裏海岸騎自行車享受自然的魅 力

風光。

這 片 鄰 近 溫 哥 華 市

中 心 的 常 青 綠 洲 ，

是 溫 哥 華 第 一

個 公 園 ， 占

地 約 1 0 0 0 英

畝，被 被

列 入

全

球十

大最

佳

公

共空

間

之

一。在丹文街夾喬治亞街的專門出租店您可以

租用自行車或直排輪。

第五 乘直升機從溫哥華市區到維多利

亞。經常走這條路線的商人也許感覺不新鮮

了，但常常還是讓遊客們遊興大發。單程要花

費$109到$179。

第六 面對藍色的維多利亞內灣，帝後飯

店(The Fairmont Empress Hotel)這座愛德華時

代的古堡風格建築穿越百年時空，訴說著往昔

歲月的輝煌和瑰麗。飯店繼承英倫傳統，其下

午茶舉世聞名。下午茶點心裝在特殊的銀制雙

層托盤中，美味的三明治、蛋糕、小面包精心

陳列其中，新鮮水果點綴其上，看著令人不忍

下手。每年有13萬遊客在飯店富麗堂皇的店堂

裏、對著窗外美麗的海灣景色享受精致的茶

點。

第 七  沒 到 過 寶 翠 花 園

(Butchart Gardens)，就不算來

過維多利亞。寶翠花園

位 於 維 多 利 亞 島

市 中心北面大

約 12英裏

的

地

方。花園占地大約55英畝，座落於面積大約

130英畝的莊園中。花園是由四個庭園組成：

意大利園，日式庭園，玫瑰園和低窪庭園。這

是園林藝術的世界。

第八 在溫哥華島Storm watching已經變成

越來越受歡迎的一項運動，在Tofino區這裏提

供特別前排的座位，可以觀看波浪起伏和感受

自然風的狂吼， Wickaninnish旅店可以提供優

質的服務讓您躺在房間裏觀看最優美自然景

觀。

第九 位於溫哥華島的西海岸小徑West 

Coast Trail，是世界聞名的徒步旅行路線，也

是世界上最美麗之一。這條路線一邊是美麗的

太平洋，一邊是綠意蔥翠的原始森林。全長75

公裏的路程上，你會通過漫漫無垠的沙灘，也

許你會看見成群的海豹在陽光下沐浴;一路有大

海與你相伴，你也許會看見偌大的鯨魚與你相

隨;路上有木梯，有河流，還有有靠自己臂力通

過的單線索橋。

第十 乘坐渡船、快艇或是愛斯基摩皮船

在夏洛特皇後群島間徜徉，可以停駐下來觀看

海達族的村莊，村裏的房屋遺跡以及圖騰和死

亡之柱，展示了海達人的藝術和生活方式。這

裏到處都是一片郁郁蔥蔥的景象，野生動植物

資源也極其豐富，遊客來這裏可以同時感受大

自然的美景和深厚的海達文化。

第十一 奧肯那根山谷(Okanagan Valley)擁

有逾80個大大小小的葡萄園。逛酒莊，就是一

趟視覺與味覺二合一的華麗旅程，風景與美酒

缺一不可，奧肯那根兩者兼備，正好是最佳目

的地。而每年在卡洛娜城舉行的春酒品嘗會將

為你推薦最好美酒。

第十二 苦尼湖(Kootenay Lake)可能是卑詩

省最大的天然湖泊，來這裏在湖邊以覆雪的山

峰、優美的湖面、溫泉和野生動物為背景悠

閑的騎著山地自行車，肯定是一種天堂般的

享受。羅斯蘭(Rossland )位於莫納希山脈上，

歷史悠久並充滿冒險精神，全年都是舉家遊玩

的好去處。該地區有“加拿大山地自行車運動

之都”的稱號，令人興奮的自行車道與旁邊古

老的馬車道以及草木叢生的斜坡，為山地自行

車高手帶來驚心動魄的體驗。遠足者可以沿著

平坦或更偏遠的觀景小道漫步，欣賞兩旁的風

景。

第十三 約霍國家公園(Yoho National Park)

是加拿大洛基山脈的兩個國家公園，位於庫特

內以北，山峰、危崖、峽谷及瀑布四處可見，

素有“落基山屋脊”之稱，這裏不僅有著秀

麗迷人的絕世風景，其所提供的露營、

滑雪、登山、釣魚等多樣化野趣

活動，也是遊客們逃離城市

喧囂，投入大自然

懷抱的最佳選擇

之 一 。 約

霍國家

公園至今保留著原始的自然的神韻，真正喜歡

回歸自然的漫步旅行者和登山者對這裏情有獨

鐘。但是讓歐洲和日本遊客遠道而來，為約霍

國家公園帶來最大聲望的景點，當屬1號公路

南面的奧哈拉湖(Lake O'Hara)及其周邊。奧哈

拉湖水，是極清的，象水晶般透明，可以非常

清楚地看到水下的碎石和斷木。慢慢延伸的湖

的遠處，呈淡淡的孔雀石的顏色。

第十四 卑詩省東南方鄰近洛磯山脈一帶

的峽谷、湖泊、高山，蘊藏了豐沛的礦物泉

水，深具魅力的溫泉度假區設備完善、風光美

妙，更是旅行者趨之若□的度假天堂。養生溫

泉、Spa美容，已經成為全世界的休閑趨勢，

卑詩省的溫泉度假村，綜合了泡湯樂趣、頂級

Spa與精致住宿，近年備受青睞，加上這些度

假村多半位於受到保護的國家公園、景致優美

的湖區，都讓泡湯成為一種享受。

第十五 可以租船釣大馬哈魚，嘗試一下

自己的運氣。

第十六 來惠斯勒山嘗試一下鐵索攀巖(via 

ferrata)，Via Ferrata是意大利語，故名思義是

“有鐵索的小徑“，在難走的地方或懸崖上釘

上鋼筋鐵索，人用與攀巖類似的裝備與鐵索相

連，節節而上，既保證了安全，又體驗了絕佳

的風光。此活動老少鹹宜，有恐高癥的人不適

宜。

卑詩 省 必 去
的 16 個 景

點

（文章來源北美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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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签证

餐馆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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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機: 613-799-3368     電話:613-567-9700 ext 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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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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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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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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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 www.rubyxue.com

地址:1749 Woodward Dr. Ottawa ON  K2C O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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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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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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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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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613-852-8388        地址：Ottawa,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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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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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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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旅游  拥有10多年丰富的旅游产品经验、专业的

旅游团队。为客人提供：世界各地特价机票、特价酒

店、各地旅游、阳光旅游度假产品（全球邮轮）、考察

交流会展、相关签证保险。    電話:1-855-512-1088 

地址: 3601 Highway 7 EastUnit 806Toronto, L3R 0M3 

法律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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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学教育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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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o h n  J 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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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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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四勤牙醫診所  鄭四勤醫生(Dr. Steven Zheng)   在

安省从事多年牙医工作，設備先進，人手齊全。鄭四勤

專業知識面廣，工作經驗豐富。   電話: (613)225-3564

地址：780 Baseline Rd. Ottawa, ON K2C 3V8 

孙世华  中医师  注册自然疗法师和推拿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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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 Kan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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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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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 www.bridlewooddent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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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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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保险

房屋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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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少平（Shaoping Xu）加拿大房屋貸款中心 (The 

Mortgage Centre) ，對貸款雙方負責，為你提供更方便

的服務, 更好利率，更適合你的房貸。

電話：613-656-2756      手機：613-286-2126

Email: xu.ottawa@mortgagecentre.com

王 兵 CPA, CMA   加拿大渥太华注册税务会计师, 美

加跨境税务会计, 在加拿大具有十多年资深会计事务经

验和良好社会声誉，个人和企业的好税务顾问。

電話: 电话: 613-600-6988   传真: 613-800-0119

电子邮件：bing@accxpert.com

128好铺子  北美营养保健品、美容瘦身护肤品、礼

品。電話: (613)265-7798     網址: www.128bestbuy.com

地址：Meadowlands near Merivale Ottawa, ON

曾峥（Cecilia Zheng Zeng）安省注册中医师/针灸

师(R. TCMP, R.Ac )       電話: (613)-265-9036    

網址: www.hamptonwellnesscentre.com

地址：1419 Carling Ave. Suite 209,Ottawa, K1Z 7L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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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渥太华语言学院  CAEL 英语培训中心：1 移民局认

可的语言学校；2 对注册学生出具移民局认可的就读证

明；3 免费办理学生的Study Permit, Entry Visa, 成功率

100%；4 接机和帮助新生安排寄宿家庭；新生报名时

间：每周一早上9：30。

電話: 613-274-2999，613-866-6286 

地址：101-900 Dynes Rd.Ottawa, ON.

尹成武（Jason Yin ）Keller Williams Solid Rock

手机：613-315-7999    办公室：613-733-3434

传真：613-733-3435     

E-Mail: chengwuyin@gmail.com

地址： 1 Antares Drive, #110, Ottawa, ON   K2E 8C4      

网站：http://bbs.comefromchina.com/forum123/

thread1145235.html

M&C 地产团队--麦燕萍（Mary）英国金融硕士毕

业，在海外长期从事经贸和文字工作。对市场有非常敏

锐的洞察力和辨识度，为客户优化最佳决策方案。

Chandra Juneja 拥有工程师背景，卡尔顿大学毕

业，具有多年地产从业经验，尤其擅长商辅、住宅物业

的投资与分析。    

手机：:6137901633（Mary)

手机：6132550124  (Chandra)      

地址：245 Stafford Road W, Suite 100，ON.K2H 9E8 

Email: mcrealestateteam@hotmail.com

纪托 (Todd Ji)，安省执业律师。TDJ 律师楼位於

224 Huntclub路I單元，位於大統華超市東側Wind Mobile

旁。    電話: (613) 501-1588      傳眞: (613) 482-5038   

地址：224 Huntclub Road, Unit I, Ottawa ON, K1V 1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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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渥太華潮州會主辦，CASINO 

LAC-LEAMY冠名贊助的“渥太華

亞洲文化美食節”將於7月17日（下

午8時至午夜）、18日（中午12時至

午夜）、19日（下午2點至8點）於

LANSDOWNE PARK（1015 Bank 

Street）隆重舉行。

      此次活動是由本地華人發起并舉

辦的亞裔美食嘉年華會，因此，得

到了本地三級政府的鼎力支持，各

政要紛紛發來賀信預祝本次活動成

功舉辦。

    亞洲美食享譽全球！港式臭豆

腐、新疆烤羊肉，台灣鹽酥雞、現

烤海鮮、麻辣燙、串烤魷魚、原只

菠蘿汁都將出現在本次亞洲文化美

食節的現場，此外，你也可以品嚐

到華夫雪糕、旋風薯條、泰式美食

等等，相信，此次夏日亞洲文化美

食節定會為渥太華的華人帶來久違

的美食體驗及舌尖上的驚喜。

    飽享口服之餘，本次活動的另

一個亮點便是三天不停歇的視覺盛

宴。本次活動將由A1中文電臺的

“牛黃”（黃安信、劉建民）擔當

主持，另外，主辦方重金力邀4位來

自香港的歌手（吳彤、朱紫嬈、林

志程、鄭家維）於8月18日晚闪亮登

场，於此同時，2015年度多倫多星秀

動全城的獲獎者也將精彩獻唱，此

外，本地眾多新銳歌手及樂隊如Jane 

Lu(盧婧)、Maybe Refuge等也將登場

飆歌獻藝，保證令每一位親臨現場

的朋友感受到一股與衆不同的音樂

正能量。

    另外，此次活動得到各亞裔領

館及相關機構的大力支持，泰國領

事館將特別呈現泰式功夫表演，日

本文化中心也精心準備了傳統日式

舞 蹈 ， 此 外 ， 渥 太 華 大 都 學 院 ，

KCSSC(華裔老年支助中心)等也將

在三天的活動中帶來精彩紛呈的演

出。

    為答謝每一位光顧美食節的朋

友，主辦方特設現場抽獎箱，舉行

一連三天的每小時大抽獎。

    三天不停的舞台表演加上眾多美

食攤位免費入場，趕快約上三五知

己、親朋好友一起去感受亞洲文化

美食節帶來的歡樂氣氛。

     更多詳情，請參閱Facebook專頁

（OAF）或致電活動熱線613-716-

8133 SIMON HUANG。

停车信息

 

Friday, there is a football game. 

There will be no parking at Lansdowne 

Park. 星期五有球赛， 没有现场停车

位。

People who attend the event 

should take OC Transpo, walk or bike.

可以坐公共汽车，走路或者自

行车到达

 There is a shuttle bus from 

the Canada Post building 

on Riverside and 

H e r o n  t o 

Lansdowne 

P a r k . 

S h u t t l e 

will run 

f r o m 

7 :00pm 

-  t o 

2 : 0 0 a m 

on Friday 

only.星期

五在Canada 

Post 大楼有专车。

Saturday, Sunday, there's street 

parking as well as underground parking 

available at Lansdowne Park. 星期六和

星期天有地下停车场和街边停车位

美 食 節 攤 位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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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7月17日

8pm - 11pm

盧婧

JRabbit

Kanna Qiu

少林武術

Maybe Refuge

星期六，7月18日

3:00pm - 舞獅開幕式

3:30pm - 泰拳武術示  範

4:00pm - 新時代電視 星 

秀動全城     

VOCALIBRE 2015 歌手獲 

獎者

5:00pm - 日本文化舞蹈

5:30pm - 盧婧和Kanna 

 Qiu

6:30pm - JRabbit

7:00pm - 吳彤、朱紫嬈、  

林志程、鄭家維

10:00pm - Maybe Refuge

星期日, 7月19日

2:00pm - 盧婧

3:00pm - JRabbit

4:00pm - 少林武術

5:00pm - 太极扇，太极剑

6:00pm - 吳彤、朱紫嬈、

林志程、鄭家維

7:00pm - 閉幕式

渥太華亞洲文化美食節
           7月17日至19日隆重舉行

AUGUST 14 

DJ Iggy Smalls and DJ Ray Ray
AUGUST 21 

DJ Adam Doubleyou and DJ Magnificent

TRADITIONAL  
BLACKJACK WITH  
MINIMUM LIMITS  
OF JUST $10! 
Sunday to Thursday, from 
11 a.m. to 4 a.m. the next morning,  
and all day Friday and Saturday*

Discover all the activities at casinolacleamy.ca.

RED BULL THRE3STYLE  
SPECIAL EVENTS

*Hour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casinolacleamy.ca 1-800-665-2274 18+

節目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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