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樂死十大 No
有關安樂死的支
持和反對，上期跟大
家介紹網上專題「安
樂死十大Yes」，今期繼續同大家講講網
上專題「安樂死十大No」。

5,安樂死合法化會表示生命沒有存在
的意義。安樂死雖說是尊嚴的死亡，其實
是生命的摧殘和毀滅，應對無論有多大的
艱難痛苦，都要與其抗爭到底，然後平靜
地等待死亡的來臨，這才算是尊嚴的死。

1,安樂死就是謀殺。安樂死源於希
臘詞Euthanatos尊嚴死亡，但由他人安排
的和有意識地剝奪他人生命安樂死便是等
同謀殺，而謀殺是世界各地都被認定是非
法行為，天主教的「十誡」中的第六誡“
無殺人” ，不是說明殺人是上天的不容。

6,安樂死合法化會改變公眾的良知
。法律是維護人類生命和財產的有力工
具，一項措舉一旦被入法內，人們便奉
而行之，偌安樂死得到合法化，無良知
的醫護人員，便可以為所欲為大開殺戒
，公眾對醫護的良知如何信賴。

2,安樂死賦予醫生太多的殺人主動
權。安樂死是違法，這是給醫生有殺人
權，因為醫生都是人，有七情六慾有私
心有惰性，會經不起誘惑，在緊急情況
下會做出錯誤的決定，安樂死合法便使
出錯的醫生，有個掩飾其錯的避風塘。

7,安樂死合法化會害死越來越多的
生命。安樂死合法化會導致社會危輪，
因為人們會視安樂死，是解決病痛的唯
一途徑，就連生命非到絕望情況的老年
痴呆，或殘疾的病者，為求不連累傍人
，便以安樂死了卻此生。

3,安樂死會破壞病患者對醫療事業
的信任。醫生是我們在生病，虛弱和痛
苦是的救星，是我們尋求健康的導師，
但當知道他是主張或決定他人進行安樂
死的人時，你有病，便會對他失去信心
，因為他隨時會置你於死地。

8,安樂死鼓勵心理脆弱的人輕生。安
樂死合法化不僅不能保護心理脆弱的人群
，更會鼓勵他們對人生失去方向和依賴，
為自己和社會作出極大負面的影響。

4,安樂死會侵蝕醫學研究。當絕症病
人的痛苦遠超過人忍耐
的限度時，便以為安樂
死是唯一解決的方法，
而便不再繼續探索或研
究其它解藥，這豈不是
再無醫療的研究，對後
來的病患者毫不公平。

心
人
女
◆

愛美麗

九天峽谷團回來後，友

9,求安樂死者祇是一時迷惘。沒有
病患者想成為家庭親友的負累，更不想
輕生，就算口說讓我死吧，其實並不是
他的心聲，祇是一時迷惘之說。
10,減輕生命痛苦的良方。如果人們
覺得自己身患绝症，常常祇有两種選擇：
在病痛之中死去或是接受安樂死，平静且
快速地離開人世。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還有
另一種選擇：那就是足够的關懷和爱。

仙境
難度地遊覽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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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時候有一個人得到別人贈

於是，他把這張弓送到一個

送的一張弓，弓背由黑檀木所制

很出名的工匠那裡，請他在弓背

，弓弦是鯊魚筋繃成，這張弓射

上雕刻上精美的圖案。工匠花了

出去的箭又遠又準。因此他十分

兩個月的時間，在上面雕了一幅

地珍惜它。

完美的行獵圖。這個人高興極了
，“還有什麼比一幅行獵圖更適

這個人經常把弓拿在手裡把
玩，有一天，他仔細欣賞著手中
的弓時，突然覺得這張弓上好像
缺了點什麼，看起來有些單調，
暗淡。要是能讓它更顯眼些不是
更好？他思忖著。

小故事 大道

合這張弓的呢？”他看著心愛的
弓自言自語道。
當他回到家，拿出箭來。“好
久沒用過它了，可得好好玩玩。”
他搭上箭，拉緊弓弦，“啪”的一
聲，弓斷成了兩截。

理
世界上沒有絕對完美的事物。若你一定要讓某一件
事情或某一個東西完美的話，你必定會付出更大的
代價，而這個代價是得不償失的。

有些團友愛大峽谷的雄偉

圍著和擁抱著。沿途的小鹿和

，一望無際，億萬年的大自然

小松鼠，無懼遊人，與我們共

結晶。

享大自然的自在寫意。

有些愛紀念碑谷的獨特風

而我，全都愛。

貌，浩瀚沙漠中，傲然屹立的

人們看見我上載的照片，紛
紛追問那一個峽谷最美麗，

完美的弓

第二種是中難度的爬山

不同型態的大小石碑，從不因

最愛，是羚羊彩穴。走進

最特別，最值得用多些時間

步行徑，

大約來回需時兩

大風沙侵蝕所動容似的，當然

去踏在紅沙上，觸摸岩層。土

去探索欣賞？

小時以上。因高地空氣稀薄

，還有那荷里活製片商和廣告

人導遊講解其形成，又教我們

，沙石小徑比較滑，上斜下

商的無數次取景，令這裡變得

如何拍攝最美的角度。

坡，在沒有兩旁扶手下要格

更具吸引力。

其實，在旅行團接近尾聲
時，團友們興緻勃勃地，都有

外留神小心。

當太陽從谷頂隙縫射進來

有些愛布萊斯峽谷的萬千

時，在黑暗的石谷內，突然出

第三種是難度較高，路

被侵蝕後的石柱，如當地土人

現一條光柱，從天而降直射到

通常，每一峽谷地，都有

程較長的小徑，所以之前的

所篤信，它們是壞人死後被罰

沙地上。就這樣的數分鐘，大

至少三種行程選擇：最容易的

裝備亦較嚴格。然而，它可

永遠站在沙漠裡，以來鑑誡後

家忙碌地捕捉拍照時，我的心

是乘坐國家公園提供的穿梭巴

以帶我們深入各近距離去觀

人。此傳說把這一帶增添了神

溶了，人也呆了。這個在網上

士，途中停站時，可以下車拍

賞峽谷的層次和顏色。有些

秘色彩。

和雜誌上看過很多遍的畫面，

照，步行一會兒，再登下一班

沙石徑直往谷底，好寧靜！

巴士前進。這個較輕鬆的選擇

當抬頭回望所走過的路，驀

有些愛宰恩國家公園的谷

，適合長者、步行困難或坐輪

然發現，那又高又斜的峽谷

底步行徑，瀑布，河流，岸灘

椅者，攜帶嬰兒車的人，沒有

頂，直插雲霄，好壯觀！

。令人真正感受到被大自然包

討論和分享各人的至愛。

那刻，在眼前，人間仙境，畢
生難忘！

卡加里動物園（二）
境，高温下孩子滿頭大汗，不便
久留。
黑色跳舞印度象雕塑，吸引我
們往歐亞城 Eurasian Gateway，玻
璃大樓門前，一邊犀牛半身浸在
水中享受浸浴，牠吃得多，臭臭
(糞便)特別大。另一邊，人叢罅隙
中，太座奇怪兩個會移動土丘，
上前看清楚，原來駱駝悠閒踱步。
自從大象離開後，代替是玻璃牆
內巨蜥，靜悄悄看着遊客，講解
員介紹是科莫多龍Komodo
Dragon，不要被笨頭笨腦樣子
騙了，牠是世上最大的蜥蜴，世
界上最大有毒動物，牠們棲息地
已越來越少，只在印尼島嶼生活。
1時半，露天劇場已坐了男女老少
觀眾看犀牛表演....津津有味吃着懸
掛的草堆，講解員營造氣氛增加趣
味性，請小朋友幫忙演出，介紹犀

大路旁，矮鐵網後，雪豹躲
在暗角睡午覺，日本鬣羚匆怱走
過，來不及看清楚。兩頭大肚豬
莫視一切，低頭覓食。兩個小朋
友在兒童玩樂區，見動物造型旋
轉木馬有點害怕，急忙跑開。見
大群紅白鮮豔的火烈鳥在水池邊睡
覺或嬉水就很興奮，指指點點。
卡加里天氣話變就變，烏雲
密佈，風雨欲來，小小子嚷着要
看長頸鹿，趁機入菲洲草原館
African Savanna避一避。戶外長
頸鹿也要躲入室內，牠用頭碰碰
牆上開關制，門便打開，真聰明。

科莫多龍

晨昏覓食，磚紅色，頭頂到背脊
有一條長白毛的紅河豬，睡得香
甜。箭豬倚在牆角，收起黑白長
箭，很友善。五六隻叠在一起的
貓鼬，又稱沼狸，白臉大眼，輕
個子小，竟是眼鏡蛇剋星。今次
主角河馬藏在草堆後，不肯一展
身手，跳入玻璃魚池內，和我們
常吃的鯽魚一起暢泳，這是加拿
大唯一的水下河馬觀察池。
這時，戶外風大細雨，我們
衣衫單薄，怕孩子着涼，雖然有
些地方還未去，但小子决離開，
為免變「落湯雞」趁雨未密，急
忙返回停車場，結束半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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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說到：大仔小子一家四口
和我倆一起到動物園玩，兩個孫仔
還幼小，主要行聖佐治島。歲半的
孫仔小小弟拖着我的手，東張西
望，不久前才拖着他父親，暗歎
時光飛逝，珍惜目前。沿途矮鐵
網後野豬、鴕鳥，羊駝等都有介
紹牌，媳婦女娃耐心向4歲小小
子 講 解 。 桃 麗 詩 花 園 D o ro t h y
Harvie Gardens翠綠草坪，鮮花
盛放，連接着巨型温室，透明玻
璃大温室內，光亮寬敞大堂，小
子中文學校自小玩大孫同學就在
此舉行婚禮，講 I do 我願意！夠
浪漫，旁邊餐廳舉行自助餐婚宴，
別開生面，留下深刻印象。講解
員正介紹盛開不同品種蘭花，亞
省常見拖鞋蘭是其中之一。温室
一邊是熱帶雨林，奇花異草，有
錄音機介紹，另一邊是蝴蝶園，
中央蓮花池，蝴蝶飛舞，人間仙

牛皮、角等功用，半小時寓教於樂
的教育方式，收效最大。

駱駝

「旅遊資料只供參考，更多相片請登入chewing33.blogspot.com或聯絡電郵chewing3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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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 Pharmacy

康 寧 藥 房
卡城華埠龍成商場 Tel: 403-263-8300 Fax: 403-263-8638
營業時間：星期一至星期六 10am-6pm ／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以誠信忠厚 待客如己 為基本服務態度
早

午

晚 睡前

Fred

Lucas

本藥房可提供

兩位資 深
亞省註冊 藥 劑 師
梁垣英 Fred Leung
黎懿雄 Lucas Lai

每日用藥
獨立包裝

以專業水準提供優質藥品及藥理知識服務
任何糖尿病患者若對病症或藥物有查詢
請與藥劑師黎先生聯絡，所有查詢絕對保密

Custom
Shoes

Store Hours

Mon. - Fri.
Saturday
Sunday

11am - 7pm
11am - 5pm
CLOSED

新店

利用你的員工福利

如果你有一份工作，辛勤努力同時享
有員工福利，你應該擁有一雙高質量、舒
適的鞋子。
我們為你訂做「矯正鞋墊」，而你可
以在推廣期間免費獲得一雙舒適、高雅、
名貴的鞋子……作為我們送給你的禮物。
即使你沒有員工福利，你仍然能夠以
最優惠的價錢買到一雙「矯正鞋墊」，而
你的雙足再不會感到痛楚了。

現增添多款名廠鞋
ECCO, Lacoste, Adidas, DKOD,
Pikolinos, Merrell, France Mode 等

歡迎任何公司
員工福利計畫

優惠期有限，萬勿錯過！

(587) 216-0649

不要遲疑，請即致電︰
或親臨參觀選購

Unit 101, 920 - 36 Street, NE, Calgary, AB
張珮珊院士
皇家音樂學院鋼琴考試官 B.A. (Hons.), F.T.C.L., L.R.S.M., R.M.T.
張珮珊導師在溫哥華擁有一個活躍的音樂教室，培育出很多音樂精
英。因為在華人音樂社區的貢獻而多次接受傳媒訪問，在溫哥華多份主要
中文報章雜誌皆有專欄文章，廣為當地華人所熟悉。創立“JC簡易鋼琴法”
，為一個嶄新而有效的學習鋼琴教學法，成就最完整的音樂訓練。

音樂節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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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音樂節比賽，評判要尋
找準備充份的參賽同學。以下是一
些得獎的關訣：

開懷，傷感，動容。音樂靈感是需
要音樂基本技巧紮根，加上學生的
耐心思考，個人領會和感情投入。

最初接觸一首新曲目的時候
，必須將音符和拍子弄清楚，並且
將曲目盡快練得純熟。最直接和簡
單的方法，便是看清楚樂譜，瞭解
和明白樂譜上寫上的符號。參賽者
即使能夠純熟地演譯一首樂曲而內
容卻是錯誤百出，只會顯出表演者
不夠仔細的練習態度。

若要享受有效的練習過程，同
學們需要聚精和專注的慢慢練習。
我時常提醒學生在練琴的時候需要
觸覺敏銳，對個人的感覺有所感應
。只要將基本的技巧慢慢練好，很
多練習時的難題會迎刃而解，音樂
的靈感和樂曲的處理會變得容易。

第二步就是加入音樂元素。
單純將音符和拍子練熟是沒有靈魂
的，音樂是需要主旋律，句式，高
低韻律，強弱控制，聲部調校和音
色對比等等。即使學生能夠將這些
基本的音樂元素控制自如，他的演
繹也必須加上生命力。
一次有生命力的演出是展示出
參賽者的想像力，創意，對美學與
藝術的個人感應。成功的音樂演出
是充滿感染力，能夠讓聽者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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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加音樂節比賽的最大
意義不是得獎與否，而是練習時的
過程，如何克服問題，學習專注，
提高耐性，和如何面對自己的弱點
。若果參賽的同學是認真的付出時
間和精神，他們在音樂的路途上便
是有所得著。
(張珮珊現是一位資深鋼琴老
師，現為皇家音樂學院鋼琴考試官
。讀者如對學習音樂有任何疑問，
歡 迎 致 電 (604)377-3118或 電 郵
jcmusic@shaw.ca.)

可獲六五折優惠
節能門窗大特價

全卡城最優惠及最高質素門窗

0% 貸款利率
免供款十二個月
耆英折扣優惠

專業安裝及免費事後清理
免費估價電話 403-774-7202

A+

www.windows-west.ca

MADE IN
CALGARY

歡迎光臨我們的陳列室參觀

#340 - 2880, 45 AVE SE CALGARY
寵物
行天下

為什麼我家狗狗都不喜歡別的狗？

￭ 噯司

有些狗狗除了和人好外，更
是和狗狗也好；但也有些狗狗比
較不能和其他狗狗相處。如果家
裡的汪星人屬於後者，就一起來
看看為什麼，說不定可以改善這
個現象喔！

如果毛孩在面對其他狗狗時
，總是有所顧慮(並非真的討厭)
，那有可能是在幼犬時期沒有機
會接觸、並與其他狗狗互動。而
如果毛孩表現得有點害怕，那也
代表牠可能是因為太久沒跟狗狗
互動而怕怕的。
過去有不好的經驗
若以前毛孩對於狗狗有不愉
快的經驗，例如曾被其他狗兒欺
負過而有陰影，那牠可能會特別
害怕某種特質的狗狗(例如害怕
尖耳朵的狗狗)，嚴重的話甚至

競爭關係
假如我們領養了一隻狗回家
，但是原本的毛孩卻易點也不開
心，那可能是因為牠認為新來的
狗會威脅到牠在家裡的地位。加
上狗狗是很有地域性的動物，對
於入侵到牠地盤的傢伙，牠可是
不會客氣的！而且這樣的毛孩會
怕新狗狗搶走牠的食物或玩具，
所以在新狗狗靠近牠時，牠都會
忍不住發出警告性的低吼或吠叫
。所以如果一開始有這種跡象，
就要讓新舊毛孩慢慢認識，千萬
不要操之過急！
生性溫和害羞
別先入為主，認為毛孩就是
不喜歡別的狗狗，因為就像人一
樣，狗狗也是會有害羞、溫和款
的慢熟毛孩呀~

生病了
健康狀況不好有時候會讓狗
狗的反應比較激烈，所以我們也
可能會誤解為牠「不喜歡」別的
狗狗。舉例來說，突然對其他狗
兒具有攻擊性有可能是因為甲狀
腺功能低下。所以毛爸媽們如果
察覺毛孩是因為身體不舒服而反
應激烈，那就趕快帶牠們去看醫
生吧！因為他們可能不是討厭其
他狗狗，而是討厭身體不舒服的
感覺呀~
安全感
「打架」對於狗狗來說可不
是開玩笑的！如果毛孩對於其他
狗狗的攻擊力總是很強，那就要
避免讓牠們太靠近小朋友或是其
他狗狗，並趕快尋找專業的行為
矯正老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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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社會化

會連帶害怕所有的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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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Food Court生意
連接Plus-15，五天工作，西餐三文
治店。三人團隊操作，適合小家庭
經營，既出糧又賺錢。月租
$5,428.04（全包）。生財器具齊又
新，極速回本。兩年租約，另五年
生約，待業者創業良機。

誠徵：業主託售
回饋社群
分 享 25年 經 驗 、 知 識

$95,000

免費解答房地產、租務問題

本人具 CPM®，FRI，ACCI ，CCS專業及物業管理經驗，絕對是投資客戶資產。

西北 Edgemont
1999年建，2020呎，坐西南，大單邊，Stucco外墻。主
層書房，二樓三睡房，土庫完成，另有大廳，睡房，浴
室及運動間（可作第五睡房）
。全屋三個半浴廁。新地毯，
油漆；打磨木地板，數年新屋
頂膠板。頂級西北學校網。面
對公園，步行到Ravine、水池
及徒步徑。
市府估值$663,500

西北 Sandstone 四睡房 Walkout

西北 Edgemont 2-Storey Split

1989年 建 ， 向 南 ， 位 處 幽 靜 內 街 ， 2095呎

1987年建，1891呎，前進雙車庫，Stucco外墻，坐西北

Wa l k o u t土 庫 。 傳 統 客 、

，前客廳、飯廳及

飯廳、家庭廳，二樓4睡房

廚房均高樓底。位

，主人套房，按摩浴缸。

處幽靜內街，後園

土庫部份完成，有大廳及

無敵公園景。全屋

$498,000

四睡房（主層一睡

$619,900

西南 12 AVE 一房柏文

壁爐。

645呎向北有市及河景高層有大露台。近年新裝修：

1981年建，坐東南，位處休靜鎖匙圈，1570呎 walkout

仿 木 地 板 、 地 磚 、 電 器 …等

大平房。主層三睡房，主人套房。土庫完成，有大廳

。包一土庫停車位，管理月

、睡房及全浴廁。特大後陽台

。夾13街，交通方便。

超吸引叫價 $189,999

居樂業

卡城上市盤存貨增加，消
化期Absorption Rate較過往長
（慢），這是無庸置疑的。最
受影響的是共管單位或分契物業
Condo：平均消化期為5.16月。
普羅大眾的印象是：亞省受石油價低企的影
響，近似「地產泡沫」。現實是：有錢、懂價值
的人多的是，分別在於「是否閣下社交圈內」？

兩個半浴廁。近年
翻新，包括屋頂膠
板、全PVC窗、木

，近年裝修及更新：屋頂膠片

地板、不銹鋼電器

、仿木地板、不銹鋼電器、廚

...等。步行到初中

房桌面、油漆、電panel等。

大件抵買、歡迎出價

$466,000

，叫價吸引！

百萬元無敵景

$525,000

給卡城地產的強心針
（每區約3,000個物業），均有不同消費者的需
求。上期文章談及物業講求Locations，引證為
何不同區，有不同的「市場」價值！
別忘了利好卡城因素如下：
(一)卡城人口的增長：數據如6月23日文。
(二)耗資20億元的卡城機場擴建計劃，新國
際大樓十月將啓用；近期在徵志願者試用。
(三)六月中，卡城機場最長的新跑道啓用。全
長14,000呎，闊200呎，可容納全球最大的機種。
(四)Marriott集團新建的機場酒店，將於9月
開張，有318房間，17,000呎會議廳。重點客戶
為商務人士。時間上是絕配。
(五)北京至卡城直航6月30日啓航，既方便
亞省居民，更有助訪客及引入海外投資。千萬
別忽略了中國資金流入對卡城影響的威力（最
佳例證：香港自由行）。與更多國際大城市直
航，將陸續實現。

答案是：分別在於每個人對銀碼的「價值」
觀。例如：較上層人士，開平治、寳馬是基本
「入門」消費，再上一階層可能會覺得未入流
；中產則開日本菱志；普羅大眾開美國福特、
佳士拿車。

(六 )溫 哥 華 發 展 商 計 劃 在 位 於 西 北 4街 夾
Mcknight Blvd的舊Highland Park高球場，興建
2,000套公寓Condo。猶如Hamptons及Harvest
Hills高球場的建議發展項目，為居民所反對。

同理：每個人標準不一。故此卡城241小區

(七)發展商Brookfield Residential，6月底

正 式 動 工 ， 開 發 西 北 新 Livingston 社 區 （ 中
央街北夾144 Ave）。佔地1,200英畝，將建
11,000間住宅，可容納3萬人口；更位處建議
LRT Green Line的North Pointe站。除商、住
外，並建議建中央北端新醫院。
(八 )市 內 可 建 住 宅 地 難 求 ， Brookfield
Residential及Truman Homes開發並即將推出預售
其「大學區」University District的公寓及城市屋
。該6,000多套房項目將修建在卡大西面，32 Ave
、Shaganappi Trail和西北16 Ave之間的養老土地
上；四周環繞著卡加利大學的主校園、亞省兒童
醫院、山麓醫療中心和McMahon體育館。
商人掌握的內幕消息或一手知訊總比普羅
大眾多、快及準。大公司願投資卡城，必是看
好後市。在觀望想撈底一族（尤其計劃開始首
間投資物業者），別再等了。2008/09年最低
潮曾否錯過了？過分「自我中心」，「主觀願
望」幫不上忙：因忽略了「你賺人錢、人賺你
錢」的世情。若不懂體會「不可能賺到盡」的
道理，總該明白：(1)利息會上漲；及(2)越遲
開始攤還期，房貸供滿日Mortgage Free亦相
應延後。（簡單一句話：要享受果子收成，得
先種樹，給時間讓其成長，開花結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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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舉過往60天，成交價在200至300萬元的
物業（全在西南區）有12套：
Aspen Woods:
2套
Bel-Aire：
1套（$300萬元）
Britannia：
1套
Elbow Park：
3套
Elboya：
2套
Springbank Hill：
3套
難道那些買家是傻的嗎？

房，可作書房），

西北 Ranchlands Walkout 平房

費$423.01，地稅每年$1,295

安

任用 Realtor®Green 是保障買家建新房、買樓花的最佳選擇。

41

龍友園地

0707—03 疑幻 疑 真

0707—01 懶洋洋的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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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 7 —04 紅葉遍地

0707—02 夜光

大比拼
歡迎龍友提供自選相片（題材不限），讓廣大讀者分享及評選
。每兩個月會選出一張最受歡迎的相片，優勝者可獲得超市金
額＄50購物券一張，而選出獲勝相片之讀者可參加抽獎，幸運
兒可獲超市金額＄50購物券一張。

相片提供方法：
請將參賽相片連同個人資料、相片標題電郵至：
info@trendweekly.com 並註明：Photo Contest。

評選相片方法： 細節將會日後公佈

西 北 Dalhousie

樓房出租
詳情請來電：403-265-8333查詢

城市屋，三睡房，一個半浴廁
可商議與小童入住，寵物免問
隨時入伙，月租 $1,345
0721

西北
Capitol Hill

東北
Tuxedo

東北
西北
Saddle Ridge Capitol Hill

獨立屋上層
中央街獨立屋
三睡房
兩房一浴廁
兩浴廁
與土庫共用洗衣房
歡迎與小童入住
分門出入
寵物免問
可商議與小童入住
連單車房及
寵物免問
屋後儲物間
月租 $1,525
月租 $1,075
0721

招聘
出租
買賣

城市屋
四房
兩個半浴廁
連屋單車房
可商議
與小童入住
寵物免問
月租 $1,600

0721

獨立屋土庫
兩房
一浴廁及廚房
分門出入
可商議
與小童入住
寵物免問
月租 $950
0721

Golden Leaf 聘

泰興燒腊

市南唐餐外賣店
誠聘 全職經驗炸爐
有意請電

聘請經驗砧板一名

聘美容按摩師

泰興燒腊面洽

0728

餐館檯椅出讓 百好小廚急聘 華埠一品火鍋
84座位檯椅及
大批新淨大小生財用具
廉讓，有意請電
0630

403-474-9000

唐人街 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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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617-8232

洽

急聘經驗幫廚
點心幫廚及流利
國、粵、英語傳菜

華埠百好小廚急聘經驗
全／兼職炸爐
全／兼職晚間洗碗
有意請電

卡城唐人街有很多類別的「有心人」。最
「大」的應該是那些擁有物業者。他們有小有
大。讀者們如果在十多年前已在卡城居住的話
，可能還記得那時幾個商場及一座柏文是分單
位出售的。那時只在數小時內便全數售出，個
個都笑著說「執到寶」了。但到十多年後的今
日，雖不至十室九空，但出租及出售牌處處。
據聞不少銀行拒絕借錢給唐人街商場的買賣。
買了舖位的唯有等運轉。
在唐人街擁有物業者，除了做生意，據聞
還有不少是非牟利團體。它們有的是得到它們

誠聘點心師傅
點心師傅，有意請電劉太

780-435-3388
587-229-2362 780-951-9981
0707

金源菜館 聘
晚間經驗炒鑊
及
懂流利粵、英語企擡

有意請電

0721

0721

美容及按摩師，有意請電

萬豐超市內

0707

獨立屋
三房
兩個半浴廁
雙車房
可商議
與小童入住
寵物免問
月租 $1,750

東北 Edmonton Trail 美容 Edmonton 著名大酒樓誠聘
按摩店誠聘 有牌經驗

有意請親臨

403-510-9896

0721

西北
Evanstone

403-708-8088

0714

0707

電腦維修
免費上門診斷
殺毒、維修、升級
安裝、優價、快捷

403-680-0288 403-775-9877

團體的善長人翁支持，買一個單位作團體用途
；但亦有不少是要得到政府的財務支持才能應
付到每日的運作。待沒有接班人時這些非牟利
團體便可能是會無聲無氣地失踪。
而還有那幾位大地主，當然都是為了賺錢
而投資。他們可以說有錢又有時間；他們是可
以等的。不想等時亦可以賣給另一個財團或投
資者。讀者們有沒有留意唐人街有一座原本是
某族類中心的建築物，但已空置了十多年，業
權據聞也換了數次。同時，相信讀者們也留意
到已有不少其他族裔人仕到唐人街做生意及擁
有物業。這當然是自然定律；你們不用不做，
便會有別人來用來做。
返回談談任何大地主。如果他們所投資或

0707

0728

所做的是全然符合加拿大三級政府的規限去做
，一來推動經濟丶二來更換環境加入新血丶三
來對他們來說有錢賺，可以說是三贏局面。為
何要阻住地球轉，阻人家發達呢？且看十多年
前的卡城市中心，如果不讓那些大地主去發展
去錢，今時今日的卡城市容又會是怎樣呢？
筆者並不是說要錢便是對的，是好的。筆
者在上文也聲明在加拿大做任何事都要循著法
例去做；如果法例是容許的，做市民者便要接
受。於是這便帶到卡城唐人街的另一類有心人
。他們並不做唐人街生意，沒擁有唐人街物業
，亦很少到唐買餸，食飯，或探親戚朋友。他
們只是想將唐人街成為他們認為應該是怎樣的
樣子。這是好是壞呢？下期再續。

1078 6 AVE SW

$539,900

名 建 築 商 Bosa建 全 水 泥 柏 文 ，
1300呎，兩睡房加書房，兩全廁
，9樓，包兩個地下停車位，管理
費$671，大廈有暖水泳池，健身
房，Hot tub，Party Room，三分
鐘步行到C-Train總站。

名建築商BroadView Homes，位於西北Sherwood

James Tull
杜振邦

區名貴Sherview地段之全新兩層Spec Home，前
Marlborough Park NE

D
L
O
S
$214,900

超平城市屋，二層，二睡房，個半
浴廁，新裝修，新窗，新暖爐，包
兩個室外停車位，近學校，巴士站
，管理費$287，已吉，即可入住。

進雙車庫，包名貴家電。以下價錢已包GST。
NUMBER

SQ. FT

BEDROOM

BATH

BASEMENT

PRICE

90

2345 sq.ft

3

2.5

Not Walk-out

$668,089

132

2475 sq.ft

4

2.5

Walk-out

$681,393

264

2345 sq.ft

3

2.5

Walk-out

$681,615

34

2417 sq.ft

4

2.5

Not Walk-out

$659,335

42

2345 sq.ft

3

2.5

Not Walk-out

$664,910

77

2048 sq.ft

3

2.5

Not Walk-out

$637,358

大自然的搖籃裡，枕著歲月的臂彎，依著時光的輕柔，

Cell : 403-863-2888
e-mail : jamestull888@gmail.com

光蔥蘢裡的慢慢凋零，面對歲月的蒼桑，把一切都看淡。

心漫步在淡淡的微風裡，把過往凝聚成一朵花的淡雅
，好比空谷幽蘭的靜美。

既然不能改變，不妨試著接受。做到不以物喜，不以
己悲，恆定淡然，豁然開朗。看庭前花開花落，寵辱不驚。

喜歡蘭之醇美，因為它生長在幽靜的深谷
裡，不與群芳爭艷，不羨慕花園的繁華，守著
自己的一片淨土，韻染天地大自然的靈氣。
靜靜的盛開，不帶一絲張揚，散發著若有若

人

無的淡香，讓人心生憐愛和敬仰。有著“四大

生

君子”之稱，“蕙質蘭心”美德。鋪一箋墨香，

悟

裡，默然守候，悄悄憫然。
生活中，我不是最好的，但我卻有一顆最真
摯，善良的心。不論貧窮和富有，醜陋和美麗，都
以同樣的心理看待。不驕不燥，心平氣和，和顏悅色
。懷一顆坦然自若的心，以平易近人的姿態對待身邊的

清靜如蘭 淡若清風

每一個人。也許，我的心是一滴透明的水珠。入眼，清
潔平淡；入心，溫婉清馨。
人生之路，終有幾朵熏香的嫣紅散落在其中，點醉

平淡的生活，簡單中也自有情趣。淡雅如玉、淡
泊明志、淡然處世。淡是一種生活態度，有的人要過濃

了生命旅途的平庸。待到繁華過後，平淡之時，仍有一股
淡淡余香，一縷綿綿柔情，回味無窮，纏綿不休。

濃的生活，有的人要過平淡的生活；有的人總在榮華富

種美德，一種涵養，一種風度，一種勇敢，一種力量，一
種原則。來自於心靈深處，不與群芳爭姝麗，淡若清風。
生命本是一場花開的過程，是心靈相約的驛站。
只有處在寧靜中，才能聽到花開的聲音，感觸心靈深處
的呼喚。才能看清塵世裡，繁華過後成蕭條的殘境。面
對浮萍，我早已習慣了獨自承受孤寂，看時光蹉跎在流
年裡悄無聲息。生活賜予我們應有的幸福，同時也帶來
許多遺憾和不足。不必抱怨，不必自卑，看淡便是晴天
。與其抱怨，不如改變對人生的態度，加強自我世界關
的改造。換個角度思考，可以看到事物的另一面。以冷
靜的態度來看待問題，也許會看到易想不到的風景，有
了“柳暗花明又一春”的遇見。
淡定，遇事波瀾不驚，才會看清波詭雲譎的多變。
用淡然的心態看待紅塵萬物，用心靈感受生活中的每一個
細節。讓陽光的明媚衝淡心底的憂慮，攜一抹淡淡的蘭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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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輕筆淡寫，將曾經的記憶蘊藏在文字的痕跡

淡然，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對人生的態度，是一

，靜觀紅塵過往。嫣然一笑，在風輕雲淡的日子裡飄淺。

貴裡找自己的幸福安樂，有的人雖然茅屋三椽，松竹數

淡，是開在角落裡一朵寧靜的小花。溫婉了歲月，

株，從平淡中也能找到自己生命的安住處。試想仰臥在

清淺了時光。守著一份寧靜，用一顆安定祥和的心，看時

◆此文摘錄網絡

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