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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随笔 

这一期聊聊华人从政的话题。封面上的这位老人叫何荣禧，英文名字 George Ho Lem，1918 年

6 月 15 日生于卡尔加里，是阿尔勃塔历史上第一位华裔省议员，1971 至 1975 在职。他的母亲

Mary Ho Lem 是卡尔加里官方记录第一位在此居住的华裔女性。 

何荣禧开过干洗店和餐馆，曾养马为生，获得过两次阿尔勃塔赛马冠军。他任职 Stampede 公园

主管长达 18 年，也担任过卡尔加里青年商会总裁和卡尔加里附属医院主席。何荣禧 1959 年 41

岁进入政界，在 16 位竞选者中以最高票当选卡尔加里市议员。1969，作为竞选活动主要负责人，

何荣禧为阿尔勃塔社会信用党 Rod Sykes 成功竞选卡尔加里市长立下汗马功劳。1971 年，何荣

禧竞选阿尔勃塔省议员成功，但 1975 年被进步保守党击败。1980 年联邦大选，何荣禧转向自由

党，试图进入国会任职，但再一次被保守党击败，从此退出政界。2001 年 11 月，阿尔勃塔省议

会授予何荣禧特殊功勋，以表彰他从政 21 年的成就和贡献。何荣禧 2005 年 7 月 9 日过世，享年

87 岁。 

中国人在西方社会不太有参政议政的概念，总觉得这是别人的国家。一代又一代人在这块土地上

生活，虽说衣食无忧，却无法摆脱客居他乡那种隐隐约约的孤独无助感。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

些抱怨，说少数族裔如何如何发奋努力，却总得不到太多的机会。作为一个中国移民，我不赞同

这种说法，抱怨没有任何意义，应该从自身找原因。西方国家已经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和公平的

社会竞争体制。机会，每一个人都有，接下来是你自己的努力。这一点，半个世纪之前的何荣禧

先生已经证明给我们看了，他从社会最底层干起，最后做到省议员。今天，这样的例子已经很多

了，不说我们的近邻美国，当今总统奥巴马和加利福尼亚上任州长斯瓦辛格都是移民或移民的后

代。现任卡尔加里市长南希也是移民，他父母来自坦桑尼亚。这些人靠自己的努力，竞选成功，

进入政府主导一个国家、一个州、一个城市的工作。 

说到这里，我再提一个中国人的名字，栾晋生，英文名字 Jason Luan，他是阿尔勃塔历史上第一

位大陆华裔省议员。栾晋生 1963 年生人，早期来加拿大留学，1989 年卡尔加里大学毕业后进入

市政府工作，2012 年至 2015 年任省议员。过去几年中，我连续三届参与在卡尔加里举办的中加

石油论坛，台上是演讲者，台下当义工。栾晋生是这个论坛的主要发起人，这也是他从政功绩的

一部分。栾晋生今年谋求连任，我曾挨家挨户敲门替他拉选票。可惜统治阿尔勃塔长达 40 年之

久的进步保守党民心向背，大选兵败如山倒，栾晋生输给了新民主党的 Michael Conolly。这小伙

子年仅 21 岁，渥太华大学历史与政治科学系三年级学生，超出栾晋生 1068 票。 

这期杂志我特意编辑了一篇文章，介绍加拿大一些名人，他们过去都曾经是难民，通过努力，在

加拿大取得成功。我们这些来到加拿大生活的中国人，团结起来，积极参与社会，积极参与政府

事物，珍惜你手里的那张选票。 

我们要做这个美好国家的主人，而不是住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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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故事:一首英文诗和一幅插图 (王玮岩) 

 

我在厄瓜多尔工作时，正好赶上几个中国同事跟一位女士（现已记不清是美国人还是加拿大人）

学英语，自己也跟着一起学。有一天老师教我们读了一首英文诗，并且大概讲了怎样写英文诗，

无非就是要押韵等等，然后让我们写一首。我就写了首小诗交给她，A pretty girl who has black 

long hair，她读了之后问我，你是第一次写英文诗吗？我说是。她又问，你想那个黑发 girl 吗？ 

然后微笑着看着我。现在想起来，我当时确实有些思念在内心深处，只是自己没有留意而已，不

经意中，这首小诗把这种思念表达出来。 

在 AER 工作后，我有一个很好的加拿大老太太同事 Candace Johner，她经常帮助我，也时常给我

及同事们带一些 cookie，她的 cookie 是我在加拿大至今为止吃到的最香的， 我也经常带一些

dumpling 给她吃，而且还经常互相开玩笑。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了这首小诗，为了在她面前显摆自

己，就给她看了。当天下班之前，她送了我一幅配图，还说这画和诗在一起很完美。由于身体和

年龄的原因，她现在退休了，我再也吃不到加拿大最好的 cookie 了。前几天又突然看到这首小诗

和配图，自然就想起了 Candace。当然，还有那个黑发 girl。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

霎那间，整个宇宙已经发生了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活在当下，珍惜身边每一个与我们有缘的人，

难道不是我们宇宙一尘埃应该做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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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者按）我喝酒的历史很长，上小学的时

候开始偷我爸的酒喝，因此挨揍，揍完接着

偷喝，偷喝完接着挨揍，直到上高中有机会

和他平起平坐在一个饭桌上喝酒，我怀着复

仇的快感把他喝翻了。来到加拿大，各种各

样的洋酒让我眼界大开，变成了一个铁杆酒

迷。我是个业余入门级别的调酒师，家里各

种调酒工具一应俱全。迄今为止，我服务过

的客人只有我自己。每天晚上下班回家，先

进厨房给自己调杯酒，慢慢嘬了，一天的劳

累消失许多，心情也会舒畅起来。因酒的缘

故结识了 Sherry Gao，有一次她开玩笑，说

想喝 2006 年的 ANGELUS，大概 500 加币一

瓶。Sherry 文笔好，写一些简短的酒评文字。

我说，我一直跟读你的品酒文章，很过瘾，

跟到 100 篇，我买瓶送给你。她说好，一言

为定。下面我选了一篇 Sherry 的文字，插图

也是她本人配的。 

  

干邑和音乐 (Sherry Gao) 

 

 

 

 

 
 

1，起源 

干邑地区位于法国西南部，起源于法国干邑

镇（Cognac）。16 世纪中叶，为便于葡萄酒

的出口，减少出口所需缴纳的税金和海运船

舱占用空间，最关键的一点也是为了避免因

长途运输发生的葡萄酒变质情况，酒商们把

葡萄酒蒸馏浓缩后出口，这就是白兰地的早

期雏形。 

 

 
 

所有干邑都是白兰地，但是，并非所有白兰

地都是干邑。木桶在储藏干邑的过程中起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 

 

只有在法国特定的森林区专为酿酒而种的坚

实橡木，才会制成酿酒桶。虽然酒窖阴凉，

但随着储藏年份日久，在橡木桶里挥发的酒

也越多，行内称之为 Angle’s Share，天使的

抽成，形象而艺术。 

 

 
 

2，分级 

 

VS（VERY SUPERIOR），至少两年的木桶酿藏

期。VSOP（VERY SUPERIOR OLD PALE ），至

少四年的木桶酿藏期。XO（EXTRA OLD），

至少六年的木桶酿藏期，但普遍来说 XO 都

有 20 年以上的年龄。 

 

3，香气 

 

通常干邑酒都会具有果香味，花香味，香料

味，熏烤过的木头香味，焦油味以及少许的

油脂味或老酒味。 

作者简介：Sherry Gao，英国 WSET 认证二

级品酒师，WSET 中级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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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侍酒 

 

干邑的最佳侍酒温度在 20°到 24°之间。对

于生活在北美的小伙伴们而言，这基本上就

是我们的室温，对品鉴干邑而言，是件得天

独厚的好事。 

 

5，品鉴 

 

和葡萄酒一样，品鉴干邑也可以遵循着观色，

闻香，品鉴这个顺序。要注意的一点是由于

干邑属于酒精度大于或等于 40°的烈酒，不

建议晃杯或者将鼻子凑近酒杯用力吸气，因

为这样非但不会带来任何美感，反而容易刺

激鼻腔或眼睛。正确的做法是将杯子稍微离

开鼻子，在杯口上方轻嗅即可。也可加入少

许纯净水，让更多酒香释放出来。 

 

 
 

有人爱用手把杯子捂热，有人喜欢加冰块

（笔者不推崇），更有甚者愿意用巧克力或

者雪茄搭配干邑的香醇，而资深饕客们追求

一种空杯闻香的境界。 

 

 
 

 

6 爵士配干邑 

 

 

干邑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烈酒，主要原因是葡

萄酿的。和麦子，谷物等原料相比，葡萄有

着太多的灵动性，骨子里透着一缕优雅。爵

士亦然。而爵士的即兴和随意性又能很好地

搭配各个年纪的干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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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浅龄的干邑，像是 VS 或者 VSOP 级别的，

笔者觉得 Karen Souza 翻唱 Radiohead 的经典

《Creep》极为合适，把一首英伦摇滚唱成了

略带慵懒和调皮的蓝调。 

 

除此之外，像是 Diana Krall，Norah Jones，小

野丽莎，王若琳的曲风都还比较适合搭配浅

龄的干邑。笔者还做过一种奇葩的搭配，用

一款 VSOP 搭配了中国六七十年代的一首周

旋的名曲《永远的微笑》，却也毫无违和感。 

 

 
 

搭配顶级干邑 XO，自然也要用顶级爵士乐，

如此往往需要一个乐队的二重奏甚至是三重

奏，才能极大程度上烘托气氛。像是鼎鼎有

名的 Blue Note，又或者是爵士之父 Louis 

Armstrong 都是可供 XO 的不二选择。 

 

 

 

 

7 小结及笔者推荐歌单 

 

音乐与葡萄酒的搭配是一件非常主观的事，

最关键还是要分场合，心情，独酌又或是与

你对饮的人，怎么舒服怎么来。你若喜欢，

重金属摇滚也未尝不可。下附歌单，仅供参

考。 

 

1， Creep-Karen Souza 

2，Wake upand make love with me-Karen 

Souza 

3， Bodyand Soul-Diana Krall 

4， Fly meto the Moon-Dinana Krall/小野丽莎 

5， Don’t know Why-Norah Jones 

6， Nightingale-Norah Jones 

7， Sunrise-Norah Jones 

8， La Vie En Rose-Louis Armstrong 

9， What a Wonderful World-Louis Armstrong 

10，《永远的微笑》-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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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看世界杯女足大赛(万维博客) 

 

以往在电视上看球，甭管什么比赛，总看到

观众席上有大片的好位置空着，令人诧异。

而今天满场看去，却是座无虚席，这一点让

我很满意，因为这说明我在“一票难求”的情

况下侥幸得到的这几张球票，确实还算得一

种稀缺物品。赛前的传闻看样子也是真的，

果然有大批的美国球迷来到现场观战，目测

有小一半，而且他们显然精于此道，从行头

到口号都是一套一套的。相比起来，中国队

的啦啦队人数就显得少多了，不过一簇簇的

红衣服集中在几片看台上，加上打标语舞红

旗的，还算引人注目。 

普通的加拿大西人观众，肯定是倾向于美国

队的多。在前往体育场的专线公共汽车上，

就见到不少本地的观众穿戴着蓝白色调或有

星条图案的衣帽。有一位老兄很爱侃，看到

我爸爸和儿子都身着红衫，就问：“你们去支

持中国队？ ”“是啊！你呢？ ”“当然！Go, 

China!”他话音未落，坐在我们后方的几个白

人女孩就齐声喊道：“USA！USA！”引起全车

一阵欢笑。那几个女孩短衫短裙，戴着蓝白

色相间的假发，围着亮片闪闪的花环，一幅

标准的啦啦队打扮。从她们的对话中听出来，

这些女孩从小踢足球，美国队里的几个明星

队员是她们的偶像。坐在我前面的几个年纪

大点儿的本地人则在议论，最好美国队和加

拿大队能会师决赛。这没办法，一般加拿大

人对美国天生就更有亲近感，好像对自家的

大表哥一般。 

 

美军 

 

国军 

 

来看热闹的加拿大人 

说实话，别的我都不在乎，唯独在女足这件

事上，我觉得加拿大人如果支持美国队，未

免有点太健忘。2012 年伦敦奥运会女足半决

赛，就是一场美加之间的遭遇战。那场比赛，

可以说是女足历史上少有的精彩比赛，加拿

大队气势如虹，队长 Sinclaire 上演帽子戏法，

以 3:2 领先。比赛进行到 79 分钟，挪威主裁

突然判加拿大守门员持球超过 6 秒，美国队

由此在禁区内获得任意球机会，球打在加拿

大一名队员护住前胸的手臂上，裁判居然判

罚点球，美国队得以追平。这一波折极大地

影响了加拿大队员的情绪。加时赛最后补时

第 3 分钟，美国打入致胜一球，4:3 实现逆转。

用加拿大队员赛后的话来说，偏心的裁判员

偷走了她们的胜利。那个所谓的 6 秒规则，

绝少在正式比赛中被运用，却发生在如此关

键场次关键时刻，令人匪夷所思。事后，美

国队罚进点球的队长 Wambach 还洋洋自得地

宣称，自己在加拿大守门员发球门球时，故

意站在裁判员身边大声读秒来提示她。这种

所谓“利用规则”的聪明，只让我觉得 low，从

此不待见美国女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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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正式开始前，中美双方的队长分别代表

本队发言，表示要公平竞赛。OK，这样就好，

但愿如此！ 

 

开场仪式 1 

 

开场仪式 2 

一声哨响，比赛开始，双方你来我往，在绿

茵场上展开角逐。没有几分钟，美国队就形

成了有威胁的射门，幸而被中国队门将化解。

美国球迷兴奋地鼓掌，中国球迷也高兴地拍

巴掌。双方的啦啦队都不闲着，这边美方阵

营有节奏地击掌呼喊着“USA！USA！”那边中

方阵营就拉开嗓门，喊道“中国队，加油！”

好像要比谁的声势更大。我一边跟着喊，一

边跟 LD 嘀咕，觉得咱这口号喊起来有点拖沓

无力，不由得想起高晓松关于汉族人缺乏节

奏感的一段调侃，颇为滑稽。 

如此这般胡思乱想着，美国队又攻了过来，

中国队门前告急！猛地一激灵，我赶紧收起

心猿意马，认真看球。这时候坐在一旁的儿

子开腔了：“我觉得她们还不如我们球队踢得

好呢！”毛孩子不分场合不知天高地厚大放厥

词，我赶紧制止住他，暗地里却觉得不无道

理。那帮半大孩子踢球，虽然没有多少战术

思想可言，却充满强烈的进攻意识和求胜欲

望，攻防转换速度很快。而场上的中国队却

不是这样。打防守反击，防守漏洞多，反击

效率差，门前险象环生，明显处于下风。好

不容易坚持到中场休息，比分还是 0:0。我和

旁边的中国同胞议论道，挺吧，希望能坚持

过全场，最好拖到最后点球决胜负！ 

热情的啦啦队 

 
一言九鼎 

中场休息的时候，看到难得一见的奇特一幕：

几十名志愿者托着巨大的水管，仿佛两条起

伏的巨龙，喷洒着水雾浇草坪。景象虽然漂

亮，却凸显本届女足世界杯的一大弊病：球

场使用人造草坪。这是人造草坪首次被用于

世界杯比赛中，场地偏硬，容易造成队员皮

肤擦伤。更糟糕的是，人造草坪使用的塑胶

和橡胶材料，会在阳光照射和鞋底摩擦的作

用下不断升温，温度最高可达 80 摄氏度。即

使实际温度没有那么高，不致于使人灼伤，

这样高温的场地也会让运动员非常容易疲劳，

从而增加意外受伤的机会。这也正是为什么

在开赛和中场时，都要对草坪洒水降温的缘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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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场浇水 

早在 2013 年，国际足联（FIFA)就公布了本届

女足世界杯将使用人工草坪的计划。FIFA 给

出的理由是加拿大纬度高，气候原因导致无

法提供足够的天然草皮维护，而人工草皮则

没有这方面的担忧，且成本远低于天然草皮，

本届世界杯的 6 个赛区在这方面的费用仅

900 万美元，是去年男足巴西世界杯的 1/4。

据报道，其实有一家加拿大公司承诺免费提

供天然草皮，FIFA 却断然拒绝了。有外媒认

为这是 FIFA 在为解决俄罗斯和卡塔尔举办男

足世界杯时的草皮问题铺路。 

国际足联真不愧是这个星球上的一大黑帮组

织，无法无天，总是弄得天怒人怨。2014 年

10 月，以美国一批明星球员为首的 13 个国

家 84 名女足运动员，以“国际足联在人造草

坪上举办女足世界杯比赛是性别歧视”为由，

向安省裁判法院提出控告。在 FIFA 的打压和

拖拉之下，她们后来撤诉了，却也得到 2019

年法国女足世界杯使用天然草坪的承诺。今

年 5 月，美国 FBI 以涉嫌巨额腐败，逮捕数

名 FIFA 高官，一时间国际足联风声鹤唳，全

世界球迷人心大快。FIFA 这帮家伙，真得有

人收拾收拾他们呢！ 

这样想着，不禁对美国女足平添几分好感。

好感归好感，立场不能乱。作为中国球迷阵

营里的一员，我还是要给中国队助威。下半

场异地再战，我坐的一侧变成了美国队的后

场，而激烈的较量多发生在中方禁区一带，

离得老远。我们只好伸长脖子张望，眼看着

美国队头球攻破了中国队的大门，眼看着她

们继续在那边大幅扯动狂轰滥炸，眼看着中

国队发起的反击一次次无功而返。 

 
美国队进球了 

中国队反击 

大家都看得明白，无论从个人技术、身体素

质到球队战术，中国队与美国队相比，都存

在明显差距，但是她们依然顽强，尽心尽力。

看台上，中国球迷“加油”的声音此起彼伏，

热情一直非常饱满，后来连我老爸和爱耍酷

的儿子也都参加进来了。没有焦急和沮丧，

一直充满希望和激情，那真是一种奇妙的体

验！ 

终场哨响，比分定格在 0:1，中国队的本届世

界杯之旅至此划上句号。女足姑娘们绕场一

周，向球迷行礼致谢，看台上的球迷则齐声

呼喊：“中国队，好样的！”那情景不由得让

我有些感动。我看见旁边有一位同胞高举起

一块牌子，上面写着：“2019，冠军在法国等

你们！” 

祝愿这支年轻的队伍能够不断进步，就像歌

里唱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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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女足世界杯:中国姑娘昂首离开

（新浪） 

 

北京时间 6 月 27 日 7 点 30，2015 年加拿大

女足世界杯展开 1/4 决赛争夺，中国女足 0-1

不敌美国女足无缘四强。美国队占据绝对优

势，第 27 分钟李冬娜在门线上挡出对方的必

进球，第 51 分钟洛伊德力压赵容顶入制胜一

球。中国女足结束了本次世界杯的征程，美

国队将在半决赛迎战德国队。 

 

尽管对阵美国未能创造更多的震撼，但这次

世界杯，中国女足无疑已经让我们震撼。如

果不是有这次比赛，恐怕没多少人知道中国

队有一个笑靥如花又从容自信的队长，也不

会有人知道女足的韩鹏也会如男足的韩鹏那

样是位铁血“汉子”，扣球摆脱像罗本。王

珊珊有点像郝伟，怎么没看到传说中的女足

高圆圆…… 

 

 

应该感谢这次世界杯，让这些平常默默无闻

的女足队员得到了国人的关注，也是她们，

这些平日里不受关注的女孩子，在世界杯的

舞台上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荣光。 

 

如果只是回顾过去的这五场比赛，她们每场

比赛都会给人留下一些深刻的记忆。首战东

道主加拿大，时隔八年重新踏上世界杯舞台

的中国女足在主场数万名球迷压力下踢的从

容不迫，敢打敢拼，但补时阶段的争议点球

导致输球，赛后队员们坚挺走下场，没有任

何抱怨，就像郝伟说的，他们是来比赛的。 

背水一战打荷兰，中国队开场后就展开狂攻

，全场近 30 脚射门酣畅淋漓，但久攻不下的

她们仍没有急躁，耐心地传递寻找机会。王

飞的哭泣声感染了大家，补时阶段王丽思反

插抓住机会推射绝杀，从争议被绝杀到绝杀

对手，中国队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完成了角色

反转，这是内心强大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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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奇迹没有出现，那就去创造一个！”

女足带给我们精神上的感动比胜利更让人欣

慰，所以最后生死一战，她们没有让球迷再

次经历“打平出线被淘汰”的痛苦，顽强战

平新西兰，出线了。 

 

 
 

八分之一决赛对阵非洲劲旅喀麦隆，王丽思

、李冬娜、王珊珊的角球配合进球一气呵成

，在世界杯上留下中国经典。韩鹏血染赛场

，简单包扎后带伤作战，铁血般的精神正是

中国女足一路前行的支柱。 

 

四分之一决赛挑战美国，她们依旧从容自信

，与美国队抗衡到最后一刻，即便被淘汰，

她们仍然可以昂首离开兰士登球场。 

 

为了这几场比赛，她们准备了很多年，努力

了很多年。被称为“女足高圆圆”的李佳悦

，她是这支国家队组建以来的主力中卫，心

中也一直有个梦想，在世界杯舞台上为自己

正名，为中国女足正名，让所有人看到，曾

经的中国女足又回来了。 

 

可惜因为状态和战术考虑，李佳悦没有得到

出场机会，对她来说个人的小梦想没有实现

，但中国女足重新赢得认可的大梦想却实现

了。为女足复兴而默默奉献的人还有太多，

能为国出战的这 23 名主力和替补是幸运的，

她们有了实现梦想的机会，并通过自己的努

力赢得人们的尊重。然而就像开篇所提到的

，如果不是这次世界杯，会有多少人知道她

们，她们的存在感在哪里？ 

 

 
 

 

去年年底因为女足锦标赛生活条件太恶劣被

曝光后，她们得到了关注，或许这是除了女

足国家队打出好成绩之外，她们唯一能制造

的新闻点了。 

 

在过去几年，女足的发展形成恶性循环，因

为没有市场，所以没人愿意投入女足，更没

有家长愿意将孩子送去踢球。可总会有人在

坚持，默默付出的青训教练、待遇不好却仍

坚持下来继续踢球的女足队员们，她们都值

得我们尊重，没有她们的坚守，也不会有今

天在世界杯上的小小突破。 

 

想要获得更大的突破，需要各方协力，给女

足更大的关注和支持。不要再让她们孤独前

行，我们却要自私地享受她们带给这个国家

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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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华人容易被冒犯的四大内伤 

(枫华视界) 

 

 

华人人口壮大以后是什么地位？列治文发生

的货车标语事件就是答案之一。为了这条让

很多人不舒服的标语，华人自己争吵的一塌

糊涂，而挂标语的车主反倒置身事外偷着笑。

虽然华人在列治文的人数和财产已达统治地

位，可是一点也找不到存在感，仍然是容易

被冒犯的群体。这种人口和影响力倒挂的状

态是华人四大内伤的生动体现。 

华人第一内伤：“窝里斗”。华人来源复杂，

老侨新侨，富人穷人，利益立场各异。两岸

三地之间和各地本身都有很多斗争热点，所

以发生任何针对华人的事情，立刻引爆华人

内斗，外人等着看热闹。比如，车主说“中

国垃圾”是指伪劣产品，“他们”是指中国

政府。立刻一两拨千金，化愤怒为无形。因

为自有华人跳出来相互争吵，至于标语是否

容易被误解和其中的冒犯色彩，都被置之度

外。 

第二内伤：自卑的种族意识。华人历史上饱

受歧视，现在又时刻不忘教育自己的后代祖

先曾经“低人一等”，不知不觉华人已经习

惯于被歧视的角色，以至于自己都歧视自己。

比如夸耀某华人的成就要说“客户都是西

人”。为了彰显服务水平，要说提供服务的

“均是当地知名西人专业公司”。这些种族

歧视的字眼华人媒体上司空见惯。华人因为

自卑变得特别敏感，经常把正常的竞争或者

客观的评价和种族歧视混为一谈，让人莫衷

一是。作为种族意识受害者还搞“逆向种族

歧视”。比如不顾当地人反对坚持高挂全中

文招牌。选举中呼吁“华人投票给华人”，

不知道根据种族投票就是种族歧视。 

第三内伤：没有主人翁意识。华人有根深蒂

固的“侨居”意识，比较少有当家做主的态

度。原住民可能说这里本来就是我们的国家，

白人可能说这里是我们建设的国家，而华人

能说什么？你也许会说华人建造了铁路，其

实这种说法有些牵强。比如一栋大楼，开发

商和建筑工人都可以说“这栋楼是我建的”，

但是你应该知道其中的含义完全不同。过去

华人实力不够还有情可原，现在华人的实力

已经今非昔比，可是精力和财力多数只是投

入到营造自己的安乐窝，参与加国经济建设

和提高加国社会幸福度的积极性不高。 

第四内伤：害群之马。华人当中的害群之马

是极少数，但是对华人形象的破坏性极大。

加拿大的制度是建立在诚信之上，所以漏洞

很多，如果有心钻空子可以说防不胜防。华

人害群之马不断冲击社会的公平性，有的是

因为本身素质低下，有的是受到各种获取福

利“攻略”的诱导，以为有便宜不占白不占。

还有一种是不拘小节的人，入乡不随俗，坚

持坏习惯，与本地风俗格格不入。 

华人面对歧视或者冒犯，应该旗帜鲜明地站

出来反对。同时也要注意修补自己的内伤，

为社会多做贡献，别老招人烦。如果只专注

于堵住别人的嘴，可能得到短期表面的太平。

但是在某种社会条件下，比如经济下滑失业

率恶化，压抑的种族歧视就会爆发，到那个

时候华人受到的可能就不只是冒犯而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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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阅读 1： 

“向中国垃圾说不”？温哥华华人大怒 

温哥华港湾（BCbay.com）记者报道：温哥华

地区列治文市一华裔路遇一辆小型货车，上

有用英文写的反华字句，曝光到网上后引起

华人公愤。有议员认为已经涉及种族歧视，

将会要求皇家骑警跟进。 

 

温哥华明报说，列治文市民杨震霆昨日告诉

该报，前晚 9 时 30 分左右接游完泳的女儿回

家，在史蒂夫斯顿公路(Steveston Hwy.)近 99

号公路入口附近，发现前方一辆小型货车上

写了大量反华字样，他当场拿手机拍下相片。 

根据杨震霆所提供的相片，这辆货车上英文

写的是：“向中国垃圾说不，他们为了利益

毒害自己的人民，你觉得他们会关心我们？

我们应该保护自己及我们的经济。如果你看

到这些感到被冒犯，那你就不应该在这个国

家。” 

杨震霆透露，自己当时感到很“不是滋味”。

由于当时该车只短暂停红灯，因此杨震霆未

能确认司机的身分。 

“我感到自己被严重冒犯了！”列治文市议

员麦乐田(Bill McNulty)对此事件表示愤怒，强

调这种言论已经涉及种族歧视，绝大多数列

治文居民都是外来移民，没有人有资格指责

别的族裔不应该入住列市。 

麦乐田称他将会将事件告知皇家骑警，由警

方来跟进。他说，加拿大是自由民主的国家，

虽然宪法赋予国民言论自由，但不代表可以

滥用自己的权利，公开散播种族言论。  

麦乐田还透露，市府早前宣传在中文招牌上

加入英文，并不是针对华裔，而是希望整个

社区能更加和谐安定。他认为列治文一向以

多元文化为荣，绝大部分的列治文市民仍然

对华裔非常欢迎，而自己身为市议员，也同

时代表了列市的华裔社区，绝不能容忍反华

言论在列市出现。 

 

对于近期频繁出现针对华裔的事件，麦乐田

强调本地并没有出现排华情绪，只是极少数

激进(Aggressive)分子在“搞事”。 

麦乐田“猜测”这辆车可能属于特定一群人，

并称这群人已经有多次散播激进言论的纪录，

将会关注事件的发展。 

杨震霆昨日除了告知明报外，还将相片发到

本地华裔聚集的互联网论坛，大批华裔皆对

此事件感到愤怒，纷纷要求报警找出这名司

机，都认为这是种族歧视，甚至还有挑衅及

煽动族裔仇恨的嫌疑，已经构成犯罪。 

一名愤怒网民更扬言要“人肉搜索”货车的

司机并动手砸车，不过随后有许多人出声制

止，强调如果诉诸暴力，反而会进一步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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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的形象，等于正中对方下怀。也有市民

呼吁华裔团结，认为华裔要自立自强，发生

这类问题不能只是指望别人代为出头。 

相关阅读 2： 

车主现身，儿媳妇是中国人！（卡城网） 

 

卑诗省列治文华裔市民，日前发现有人驾驶

写有疑似歧视华人字句的客货车穿街过市，

内容包括「向中国废物说不」（Say No to 

China Crap），事件令华社热议。本报记者周

二寻获驾驶这辆客货车的越南裔男子，他否

认歧视华人，并表示字句仅针对中国黑心食

品。自己不愿看见类似毒奶粉的产品流入加

拿大，甚至在中国出现。同时，他也不打算

除下这些文字。 

事件缘起列市居民杨先生在星期日晚 9 时 30

分许，接女儿回家时，在史蒂夫斯顿公路

（Steveston Hwy.）近 99 号公路（99 Hwy.）

入口处，发现一辆客货车车尾门写有疑似反

华字句。杨先生感到愤怒，随即用手机拍下

相片。 

车主用英文写着：「向中国废物说不，他们

为利益毒害自己人，你认为他们会在乎我们

吗？保护我们和我们的经济。若你觉得文字

有冒犯之意，你就不应该在这个国家。 

杨先生事后将相片上载至社交论坛，网上顿

时热议，纷纷讨论言语是否涉及种族歧视。

记者周二找到驾驶这辆客货车的越南裔男子，

他也对这些文字作出详细的解释。 

该男子名崔风（Phong Trieu），约在 45 年前

移民加拿大，先后在亚省爱民顿等地居住，

现在列治文定居。对于自己的客货车上了新

闻，崔风也是十分诧异。 

当被问及车尾后的文字是否是歧视华人或反

华时，崔风急忙挥手，连说数声「不是」。

他解释说，「China Crap」是指中国的一些黑

心产品，例如毒奶粉和地沟油食物，并不是

指中国人。崔风续说：「我身边有许多华裔

朋友，我们相处的很好，我的儿媳妇也是中

国人，所以我不会歧视任何华裔。」 

他又说：「之所以贴上这些字句，就是和身

边人相处长久后，了解中国存在食品安全问

题。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朋友被要求向中国邮

寄奶粉的案例，因此我希望这些坏的产品不

要流入加拿大、世界各地，包括在中国也不

要出现。」 

崔风表示，这么做也是希望提醒在本地一些

进出口商人，不要昧着良心把中国不好的东

西运来加拿大。 

被问道为何只提到中国的「废物」，崔风笑

说，因为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最多，外界报

道的也最频繁。他还强调：「自己只针对有

问题的产品，如果好的物品，例如许多中国

制造的日用品，真的给市民生活带来不少便

利，这样的产品我十分欢迎，总而言之，我

欢迎中国的一切好东西，也不会歧视华裔。」 

崔风指出，他在张贴这些标语前曾咨询过朋

友，包括部分华裔友人，并非一意孤行。他

也坦言，不打算除下这些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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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阅读 3： 

反击辱华货车，中国移民贴出标语 

温哥华港湾（BCbay.com）综合报道：列治文

中国大陆移民杨震霆，上月中看见一辆汽车

的车尾贴上辱华字句：“向中国垃圾说不”

等，一怒之下网上贴文，引发了大温华人的

强烈关注。此事目前又有最新进展：杨震霆

日前花一百多元制作了一个抗议标语，贴在

自己汽车上，并将汽车停在辱华车主住所前

的马路边，表达抗议之情。 

 

明报的报道称，杨震霆花了 100 多元委托广

告公司代为印制一张抗议标语，标语上用英

文写道：“他货车上的标语，冒犯了居住加

拿大的华人，请把标语除下！如果你看见

‘向越南垃圾说不’的字句，你会有何感

受？” 

此事最初发生在 6 月 13 日，杨震霆偶然发现

自己前方一辆小型货车的车尾上用英文写着，

“向中国垃圾说不，他们为利益毒害自己的

人民，你觉得他们会关心我们？我们应保护

自己及我们的经济。若你看到这些字句感到

被冒犯，那你就不应在这个国家。”他感到

非常愤怒，并当场拍下相片。 

此事在华人社区引起强烈反响，绝大部分华

裔网民对该段辱华字眼感到愤慨，而就在媒

体找到越南裔车主之后，该车主还强调，自

己并没有歧视华人，车上的字句仅针对中国

黑心食品，也不愿看见类似毒奶粉的产品流

入加国。同时，他也不打算取下这些文字。 

昨天下午，杨震霆驱车前往贴上辱华字句货

车车主位于列市的住所附近，看见两辆警车

停在该名车主的屋外，却不见警察踪影，目

前还不知道警车的出现是否与辱华标语事件、

车主本人、抑或其他案件有关。 

 

杨震霆于是把自己写有标语的车子停在马路

口，由于这个路口是越裔车主的邻居们平日

进出必经的路口，杨震霆因此希望，所有经

过他车子的人，都能看见其车上的抗议标语。

他解释，希望该辆小型货车的车主，尽快把

车上带有种族歧视成分的字句除下，令事件

尽快得到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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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名人，曾经是加拿大难民 

 

加拿大前总督武冰枝 

 

武冰枝 1939 年出生于香港。1941 年香港沦

陷，次年她随父母作为难民来到加拿大，在

渥太华安顿下来。她在多伦多和巴黎完成学

业，后来进入加拿大广播公司，在 1964 年到

1982 年期间主持过多个电视节目。 

1999 年，武冰枝被任命为加拿大第 26 任总

督。她是加拿大第一位华裔总督和第二位女

性总督。 

2005 年卸任后，她笔耕不辍，先后出版《白

求恩传》和《我们所有人的地方》等著作。 

温哥华警察局长朱小荪 

 

朱小荪 1959 年出生在上海。1962 年发生十

万人大逃港事件后，加拿大政府接纳了一百

多个中国家庭，朱家是其中之一。他们初来

时被安顿在卡尔加里，后来迁到温哥华。 

朱小荪在 1979 年进入警界，是当时温哥华市

仅有的三名华人警察之一。他在学生时代因

经济原因只上过一个学期的大学，工作几年

后才重返校园完成学业。 

2007 年，朱小被任命为温哥华警察局长，是

加拿大第一位担任此职的华裔。 

加拿大前总督米凯伊.让 

 

米凯伊.让 1957 年出生在海地首都太子港。

在海地总统杜瓦里耶统治时期，她的父亲曾

经被捕并遭到虐待。1968 年，一家人流亡到

加拿大。 

米凯伊.让在魁北克省的一个矿山城市长大，

曾去意大利求学，因此除英法语和海地克里

奥语外还会说意大利语。和武冰枝一样，她

在被任命为总督前也是加拿大广播公司的著

名记者和主持人。 

米凯伊.让在 2005 年到 2010 年期间担任加拿

大第 27 任总督。她是加拿大第一位黑人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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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党参议员吴清海(Ngo Thanh Hai) 

 

吴清海 1947 年柬埔寨出生，在越南长大，成

年后曾去巴黎求学。越南战争期间，在南越

政府中任职。西贡失守后，1975 年流亡加拿

大。和许多移民和难民一样，吴清海来到加

拿大后需要重新上学，他选择了教育专业。

担任政府职务以前，他在一所渥太华中学任

教近三十年。 

2012 年，吴清海进入参议院，成为加拿大第

一位越南裔参议员。他在 2014 年提出 S-219

法案，建议设立“黑色四月日”，以纪念越南

船民的苦难，并感谢加拿大人对他们的慷慨

接纳。 

作家达尼.拉菲里耶尔(Dany Laferrière) 

 

拉菲里耶尔 1953 年出生在海地首都太子港，

尚在童年时父亲就因政见不同流亡加拿大。

他离开学校后成为当地杂志和电台的文化专

栏记者。1976 年，在一个记者朋友被暗杀后，

他星夜逃亡，辗转来到加拿大。 

他一直在蒙特利尔的工厂里打工，直到 1985

年出版第一本小说并大获成功。1999 年，拉

菲里耶尔获得法国梅蒂西斯文学奖。2013 年，

他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成为第一个获此

殊荣的海地作家和加拿大作家。 

 

舞蹈家巴里什尼科夫(Mikhail Baryshnikov) 

 

巴里什尼科夫 1948 年出生在前苏联共和国拉

脱维亚。他 12 岁开始学习芭蕾舞，后进入列

宁格勒市基洛夫芭蕾舞团。他被誉为芭蕾舞

史上三大舞王之一，在现代舞领域也建树颇

丰。 

1974 年，巴里什尼科夫随团到加拿大演出时，

在多伦多申请政治避难，并宣布永远不会返

回苏联。他在与温尼伯芭蕾舞团和多伦多的

加拿大芭蕾舞团合作后转往美国发展，后入

美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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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手科尔内耶(Cornelius Nyungura) 

 

科尔内耶 1977 年出生在德国。当时他的父母

正在那里留学。他在卢旺达长大。16 岁时发

现自己对音乐的热爱，开始加入演唱组合并

尝试歌曲创作。1993 年，他和乐队伙伴们获

得了卢旺达电视台当年的新人奖。但是他刚

刚起步的音乐生涯被次年发生的卢旺达大屠

杀残酷中断。一群暴徒在他眼前杀死了他的

父母弟妹。他自己因一个沙发的遮挡而幸存。

他先是流落到德国，然后在 1997 年来到加拿

大。 

他上学的同时也重新开始歌曲创作和演唱，

自 2002 年起开始走红，在魁北克省，法国和

法语非洲地区拥有众多歌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亲善大使，安大略勋章获

得者：潘金福(Phan Thi Kim Phuc) 

 

1972 年 6 月 8 日，9 岁的越南女孩潘金福被

汽油弹严重烧伤。美联社记者黄幼公拍下了

她哭喊奔逃的场面。这张照片引起巨大反响，

为越战的结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她经历

了十七次手术才活下来。 

 

1992 年，潘金福和新婚的丈夫在加拿大转机

时申请政治避难，此后定居安大略省。潘金

福现在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经常参加反战

和救助战地儿童活动，呼吁和平与宽恕。 

 

奥斯瓦尔多.努涅斯：魁北克党团移民事务发

言人 

 

1974 年，36 岁的奥斯瓦尔多.努涅斯带着一

家人从智利逃到蒙特利尔，向加拿大政府申

请政治避难。1993 年，他成为加拿大历史上

第一个拉美裔议员。在众议院的四年间，他

一直担任魁北克党团的移民事务发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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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三大党魁卡城牛仔节亲民秀 

卡城 - 总理哈勃做煎饼 (卡城网) 

今天去 Chinook Mall 吃早餐的童鞋们肯定吃

了一惊！新民主党领袖 Thomas Mulcair，自

由党领袖 Justin Trudeau，还有加拿大总理哈

勃都一起出现在做早餐的队伍中！看好啦，

他们不是跟着一起来排队吃饭的，是给大家

做饭的！这三人的到来一下引起了民众的强

烈反应，大家一拥而上排队，拍照，挣着吃

上总理亲自做的煎饼！ 

哈勃在做煎饼.... Thomas Mulcair 也在做煎

饼.... Justin Trudeau 比较有品位，在咖啡厅和

女士聊天.... 

 

 

 

“这三个人我全见到了，说实话，我还是觉得

哈勃给我的印象最深！我感觉他很友好，我

和他说了几句话，她也很乐意和我们聊天！

Trudeau 先生一直和一个女士讨论，他们就

在我们旁边，似乎从我排队开始，他们就在

讨论，也没理别人。总觉得哪里不对。” 网

友 Harvey Marshall 说。 

加拿大三大巨头在牛仔节现场拼了(先驱报) 

今天上午 Chinook 购物中心，那简直是人山

人海，“红旗招展”。卡城牛仔节期间最大规

模的免费早餐活动在此举行，人人都非常享

受这个美好的时刻！但是，有三位大佬可不

这么想，他们此次的目的不在于此。 

 

今年的 10 月 19 日为加拿大四年一度的联邦

大选，为了拉拢民心，三位大佬来到 Chinook

现场亲自为大家烙饼！三位同时当义工，在

卡城市民面前好好表现，这么火爆也是拼了。 

第一大佬，现任加拿大总理、保守党党魁

Stephen Harper，哈珀这次丢掉了自己的“根

据地”，还能在联邦收复实地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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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联邦 NDP 党魁 Thomas Mulcair，其

所在的 NDP 刚在 PC 党的老巢阿省赢得省选。 

Thomas Mulcair 表示要将阿省 15 加元最低时

薪带到联邦。 

 

第三位，自由党领导人 Justin Trudeau, 这次

能在阿省范围拉拢民心么？ 

 

让我们拭目以待！ 

 

相关阅读 1： 

加拿大最长最狠大选，哈珀要花多少钱？    

(温哥华港湾) 

 

总理哈珀 8 月 2 日解散国会，宣布于 10 月

19 日举行联邦大选，大选期持续 11 个星期，

成为加拿大近 150 年以来时间最长的联邦大

选，选举开销也是历来最大。这是加国近代

史上时间拖得最长的一次竞选，有分析指，

哈珀这个做法是要打一场持久消耗战。 

据了解，为期 11 星期的选举是加拿大自

1872 年以来历时最长的联邦大选。而哈珀提

前启动联邦大选，意味着可能成为史上最昂

贵的大选。根据保守党执政时期修改的选举

法，原本在投票日之前 37 天开始的选举，现

在时间提前一倍，选举开销相信会跟着翻倍。 

按照加拿大选举法，历时五个星期的竞选活

动，一个政党的竞选开支最多不得超过 2500

万元。37 天后，每增加一天可以多花 67 万

5000 元。11 个星期的竞选期，理论上有权投

入的开支就超过 5000 万元。 

从目前财力计算，执政保守党最强，根据全

国 2014 年选区财务数据﹐保守党净资产逾

1,900 万元﹐超越四大政敌选区财库总合。 

自由党选区报告净值约 800 万元﹐新民主党

选区协会有逾 440 万元﹐绿党将近 120 万元

﹐政团大约 41 万元。 

保守党政府 2007 年引进固定选举日法律﹐其

中规定竞选期间至少 37 天﹐但无限制最多日

数﹐意味政党愈有钱愈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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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珀周日正式启动大选﹐每个政党开销上限

剧增 1,960 万元﹐候选人的竞选费上限亦各

提高 78,300 万元。 

加拿大选务署数据显示﹐对上一次大选以来

﹐自由党与新民主党全国筹款明显改善﹐分

别入帐 1,500 万元与 950 万元﹐但远逊保守

党筹到的 2,010 万元。 

竞选就如打仗，一定要想办法消耗敌人的战

斗力，然后一举击溃对方。 

甚至微信上有人夸张说，这次哈珀竞选据说

要花 5 亿加币?! 

以下文字内容全部转载自贾斯汀杜鲁多(Justin 

Trudeau)的微信号： 

5 亿加币! 

哈珀为自己的党派政治私利，让加拿大人支

付史上最昂贵的选举费用。 

哈珀“玩弄选举机制”﹣前加拿大选举局主

管。 

现在，加拿大经济陷入衰退，中产家庭挣扎

于应付生计。哈珀唯一关注的却是不让批评

的人发声，并把纳税人数百万金钱纳入保守

党自己囊中。 

本次大选从三个方面花费加拿大人更多金钱，

让哈珀个人得益： 

1. 正常的竞选大约耗费$3.75 亿(引述自 8 月 1

日 CBC)。而此次竞选期长达 79 天，纳税人

将不得不额外花费至少$1.25 亿。 

2. 保守党将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接受纳税人承

担的政党选举退款的最大受益人﹣高达$2500

万﹣直接纳入哈珀保守党囊中。 

3. 被停职的保守党参议员 Mike Duffy，

Pamela Wallin，Patrick Brazeau 将再次开始接

受纳税人支付的薪水。由于哈珀延长竞选期，

他们每人将额外收取超过$1.63 万纳税人税款。 

哈珀失败的 10 年后的今天，依然竭力想继续

掌权。哈珀至今认为这是他应有的位置，而

且哈珀从未严肃考虑滥用纳税人金钱的问题。

滥用和不善管理，就是典型的保守党风格。 

只有杜鲁多有真正变革的计划：增加工作岗

位，促进经济发展。联邦自由党政府将为中

产阶层减税，给最需要的人$30 亿税务减免。

联邦自由党还将创设一项更大、公平、免税

的月付福利计划，帮助家庭减缓抚养小孩的

高额负担。这是真正的变革。 

很明显这些言论是联邦自由党为了抨击对手

做的微信营销。但是否一语成谶，只有等到

竞选结束那一刻谜底自然揭晓吧。 

 

 

相关阅读 2： 

2015 联邦大选前瞻：石油价格经济走势将成

热门议题  (卡尔加里生活) 

2015 年已经过半，对于加拿大来说还有一件

大事做完，今年才算圆满。不出预料的话，

10 月 19 日将如期进行第四十二届联邦大选。

不管你现在是否具有投票权，四年一届的大

选结果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在加拿大生活

的华人群体。随着大选临近，大选话题，各

类竞选策略分析、民调，已经成为加拿大媒

体的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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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当年克林顿竞选总统时的口号是：

“这是关于经济，傻瓜（It’s the economy, 

stupid）”。结果，他结束了老布什的连任梦。

无论老布什曾有过怎样其他的成绩，经济成

了他的致命弱点。加拿大一些资深经济学者

也认为，随着加元疲软、石油价格低迷，加

拿大今年的联邦大选也将取决于石油与经济

这个重要命题。 

我们将在近期陆续介绍一些有关联邦大选的

内容。主要聚焦大选对在加华人政治生活带

来的影响，选情介绍、热门候选人竞选纲领

等。 

加元疲软的危险与机会 

此刻，恐怕各路政治人物的经济顾问们都在

绞尽脑汁，希望想明白最近疲软的国内经济

对他们的选情带来怎样的影响。这其中，最

为焦虑的可能是执政的保守党了。越来越多

的分析已经预测，石油价格在短期内不会回

升。结论很明显，加拿大政府目前没有更新

的增加收入或是削减开支的举措，道明银行

（TD BANK）已经稍早前预计，在接下来的两

年，加拿大联邦财政将依然面临赤字。 

石油价格猛跌还不是加拿大经济面临的唯一

问题。在美国经济复苏强劲的情况下，加拿

大的就业职位却在减少。接下来，美国很可

能会因经济复苏而提升利率，迫使加拿大也

提高自己的长期利率。 

但提升利率对加拿大经济没有好处。加拿大

银行行长帕鲁兹（Stephen Poloz）在接受采

访时曾表示，在经济低迷、利率低的这几年，

加拿大人借了不少债务，一旦提升利率，意

味着加拿大人的还款额度要加大，这将对普

通加拿大人的经济状况带来影响。 

钱，钱，钱！ 

不过，在谈到即将到来的联邦大选，一些加

拿大学者认为，保守党将会处于尴尬的位置。

这主要是保守党一直非常侧重石油工业发展，

而目前油价大跌 50%，令石油重镇阿尔伯塔

省的经济陷入了衰退期。而且，保守党一直

强调应该由市场决定经济，所以，如果政府

向阿省的石油业实施救助补贴，无异于自打

嘴巴。 

通常政府在遇到经济衰退威胁时，还可以采

取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措施。不过，联邦大

选在即，时间上显然有些来不及了。另外值

得一提的是，在选举年，与竞选本身相关的

支出对经济也是个小刺激，比如，各个政党

以及候选人的竞选花费就会备受媒体关注。 

 

来自卡尔加里的现任总理哈珀目前仍有意连

任并是热门人选之一。 

如何拉拢年轻选民与女性选民 

约克大学选举方面的专家麦克德米表示，通

常年轻人与穷人是投票率比较低的两个人群。

他分析说，在今年的选举中，哈珀领导的保

守党会受到批评，因为在过去这些年，保守

党过分地依赖石油工业的增长。 

此外，加拿大各个政党都知道女性选民的重

要性。此前许多分析称，自由党党魁、政治

明星贾斯丁.特鲁多会成为吸引女性选民的主

要原因。目前看来，这个分析是有一定道理

的。 

根据一份民调显示，女性选民更倾向于选择

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支持率为 37%，保守

党的女性支持者占 28%，新民主党为 22%。

而加拿大男性则有 36%选择保守党，34%选

择自由党，18%选择新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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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联邦选举新规 

加拿大选举局（Elections Canada）对 2015 联

邦大选的规则做了一定修改，比如选区的规

划以及国会新增了 30 个席位、竞选战线拉长

以及个人对党派的捐助上限调高等。其中比

较值得关注的有几点: 

1.竞选活动会比往常更早开始 

从 1990 年代晚期开始，选举活动通常是 37

天左右，这么计算的话，以 10 月 19 日大选

之日为准，国会应于 9 月 13 日解散。不过，

国会也可以在此日期之前就解散，意味着加

拿大人会经历一个比往常更久的选举期。 

2.开支可能更大 

同理，每增加一天竞选期，意味着竞选开支

的增加，但法律规定不能超过总预算的三十

七分之一。根据过往经验，额外增加的竞选

日开支约为每天 80 万加元。超支党派将面临

财政惩罚，即未来所获的补贴会减少。 

3.个人捐款者额度提高 

2011 年个人捐款上限为 1200 加元，不过今

年已经增加至 1500 加元。 

4.选区改变，国会席位增加 

2015 年联邦大选大部分选区重画，由此新增

了 30 个议席，使得国会席位总数达 338 个。

安省增加了 15 个，BC 省和阿尔伯塔省各增

加 6 个，魁省增加了 3 个。 

5.投票工作人员可允许有限度地使用高科技

产品 

监票人及各党派志愿者可以在投票站使用平

板电脑及智慧手机以协助工作，但他们不可

使用这些工具来拍照或录影。 

 

相关阅读 3： 

什么是加拿大联邦大选  我们都可以做什么  

关于大选你必须知道的事 (枫华视界) 

 

加拿大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这意味着，

加拿大是一个君主(国王或女王为国家元首)和

民主共存的国家 - 加拿大公民以投票的方式，

选举政治候选人作为他们在政府的代表。 

加拿大公民可以在三个政府级别的民主选举

中投票：1、市政级（乡，镇或城市）2、省

级或地区级（省或地区）3、联邦（全国） 

加拿大联邦选举 

加拿大联邦政府负责那些影响整个国家的事

要，如税收制度，公民权和移民事务，国防，

外交以及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等等。 

在联邦选举中，您将选择一位国会议员(MP)

代表您所在的选区，成为加拿大众议院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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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选举区也被称为“选区(constituencies)”

或“骑行(ridings)”。“Riding” 一词起源于

旧时的英国，政治家和官员以骑马的方式出

席各个选区的会议。 MP 的候选人通常属于

一个政党。加拿大众议院目前有 308 个席位。 

在加拿大，我们不投票选举总理。选举结束

后，获得席位最多(得票最多的候选人)政党的

领袖，将成为加拿大总理和加拿大政府最高

长官。得票次之的政党领导人将成为反对党

领袖。 

大部分省份和地区的国会议员人数，由该地

区的人口数量而定。 

 

非民选的政府官员 

在加拿大，各个政府级别都有一些不经由选

举产生的职位。这些官员是被政府选定的。

其中一些是：1、联邦内阁部长 - 总理指定国

会议员(MP)担任政府各部门的职责。2、省内

阁部长 - PEI 省长指定立法大会(MLA)的官员

对省政府部门负责。3、总督和省督 - 加拿大

总督由君主任命，各省省督由总督指定，总

督和省督均需得到加拿大总理的认可。4、参

议员 - 加拿大参议院的主要职责是审议、通

过众议院提出的法案。参议员由总督任命，

并得到总理的认可。 

每一票都十分重要 

每位有资格投票的公民都应该参加投票。选

举中每一票都十分重要。今日加拿大，在选

举中投票是自由宪章内立定的公民权利，选

民必须年满 18 岁的公民。此规定并不是从一

开始就这样立定的。在加拿大早期的历史中，

只有超过 21 岁，有财产的男人才有权利投票。

妇女，亚裔和原住民为了投票的权利努力争

取了数十年。一些人在 20 世纪下半段才获得

这一权利。 

您为什么要投票？ 

因为投票是一个能影响政府运作的最基础的

方法，如纳税人的钱用在何处，政府如何制

定法律和政策，以创造一个更适合居住的环

境;支持那些最能反映您意见的候选人和/或

政党;是一项值得赞赏和使用的权利。世界上

很多人仍然没有这种权力，在一些国家，有

许多人为了获取这项权力，仍然不顾生命危

险地战斗着。 

谨记： 成为一个明智的选民非常重要。选举

之前，收集身边影响您所在社区、省和您的

新国家 - 加拿大的一些问题。阅读新闻，观

看电视，收听广播，出席公众论坛或辩论，

了解更多关于政治候选人和各个政党的信息。

您可以访问候选人的竞选办公室，进一步了

解他们的信息和他们所代表的利益。 

投票资格 

在加拿大选举中投票，必须符合以下资格：1. 

加拿大公民(加拿大永久或临时居民不能投

票);2. 选举当日至少年满 18 岁;3. 居住于选举

区(在 PEI 省级选举中，选民必须已经在当地

居住 6 个月以上);4. 在您选区的选民名单上登

记 5. 确保您的名字已登记在选民名单上 6. 在

联邦选举投票时，您必须出示选民信息卡，

并提供有效的身份证明。7. 在任何级别的选

举中，都应该确保您的名字已经登记在选民

名单上。8. 在联邦选举之前，您会在信箱中

收到选民信息卡。此信息卡告知您已经完成

了投票登记，并且包含了投票时间和地点。9. 

如果信息卡上的资料不正确，或者没有收到

信息卡，您可以联系加拿大选务局(Elections 

Canada)索取选举主任(RO)的联系方式。在选

举之前联系选举主任，以纠正您的选民资料，

或得到选民登记表格。10. 如果您没有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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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或无家可归，但是符合投票标准，仍然

可以在选举中投票。预备投票，请联系：加

拿大联邦选务局。 

假如出于一些原因，选举当日选民名单上没

有您的名字，您仍然还有可能登记并投票。

在这种情况下，前往适当的投票站求见选举

主任。 

选举当日 

在选举日当日，您需要做到以下几点：1、在

选举指定时间到达正确的投票站(联邦选举，

投票时间通常为上午 8 点至晚上 8 点，而省

级选举投票时间为上午 9 点到下午 7 点)。投

票站通常设立在学校，社区或教堂大厅，或

者您家附近其他类似的公共场所。2、在联邦

选举中 ，必须携带您的选民信息卡和有效的

身份证明。3、告诉投票站工作人员您的姓名，

地址。他们会在选民名单上进行确认，并发

给您一张选票。4、把您的选票带到屏幕后填

写，确保隐私。5、展开选票，并在您所支持

的候选人名字旁边空白处标记“X”。6、把

填好的选票再次折叠并交给工作人员。工作

人员会撕下选票的一部分，然后把选票还给

您，再投入票箱。 

如果符合以下条件，您可以在工作时间带薪

参加投票选举：您在指定的工作时间之前之

后都没有足够的时间投票，(特别是，如果在

联邦选举中，您的私人时间不能达到连续 3

小时;或者在爱德华王子岛省级选举中，您的

私人时间不能达到 1 小时)，并且在选举日之

前提前通知您的雇主安排投票时间(注：您的

雇主有权利选择您投票的时间)。 

提前投票 

如果不能在选举当日投票，或者希望提前投

票，那么您可以在选举日之前投票。您的联

邦选举选民信息卡或省级选举选民确认记录

上，附有提前投票的相关信息。 

邮寄选票 

如果您既不能在选举当日投票，也不能提前

投票表决，可以注册一种特殊的投票表决方

式，“邮寄选票”。这种方式对于学生，军

队成员，或者选举时正在旅行途中的选民非

常有帮助。 

如果您希望邮寄选票，请在选举日之前，把

填写好的表格以及有效身份证明寄出。请联

系正确的选举机构(联邦，省级或市级)。 

联邦选举中的有效身份证明 

如果要在联邦选举投票站获取选票，提前或

在选举当日登记投票，您必须提供有效身份

证明和居住地址。您可以：1、出示一份政府

签发的身份证明原件，其中必须包括您的照

片，姓名和地址，例如驾驶执照。2、出示两

份身份证明的原件，其中一份必须包括您的

姓名和地址，另外一份至少含有您的姓名(例

如，健康卡和电费账单)。3、有人为您担保。

担保人必须认识您，并拥有有效身份证明，

在同一投票区的选民名单上有他(她)的名字

(例如，邻居或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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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爱好者镜头下的卡尔加里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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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 ART 

 

 

Art is about beauty and feeling. 

 

《你何时结婚？》拍卖 3 亿美金。 

 保罗•高更（1848-1903）法国后印象派画家、雕塑家、陶艺家及版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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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环画: 丫丫学中文 1 (Emily Xu) 

 

 

 

 

 

 

 

 

 

 

 

 

 

 

作者简介：Emily Xu （徐凡/丫丫），13 岁。

加拿大卡尔加里 Tom Baines School 九年级学

生。痴迷绘画。梦想是成为迪士尼的动画

师。2012 年 The National Capital Commission 

(NCC) 举办的全加拿大  “Raise Your Voices!” 

National Student Banner Contest 七名获奖者之

一。2014 年画作“Calgary Tower”及配诗

“Rapunzel’s Tower”被选入卡尔加里艺术

家城市宣传画册“A city map in verse and 

visual”，并因此受市长邀请于市政厅展示作

品并朗读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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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者按）认识 William 有些日子了，ASPE 协会举办技术讲座他几乎都参加，我注意到他不怎么

说话。一次ＣＮＲＬ有个岗位在网上ＰＯＳＴ出来，他找我了解这个职位的情况。我们一起喝了

一次咖啡，才知道彼此是校友，他也是学钻井的，比我高两届。 

天性的缘故，我对文字比较敏感，能透过文字感觉作者。特别好玩的是，看电影的时候我也常常

有这种奇妙的感觉，随着情节的发展，我大致可以猜出导演下一步会让演员如何表演，猜对了常

常让我内心愉悦，独自在黑暗中微笑。 

读了 William 九年前写下的这首诗，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并且这个感觉和那幅看上去略有些

幼稚的插图浑然天成。William 感慨说，“活在当下，珍惜身边每一个与我们有缘的人，难道不是

我们宇宙一尘埃应该做的吗？”我套用一下这句话的模式，“和身边每一个与我们有缘的人去分

享一个美好的精神世界，难道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 

这个感慨也是我办这份杂志的初衷。与别人分享你的内心世界，你会感到快乐。而快乐，在当下

是多么珍贵的东西！ 

 

英文诗歌: A pretty girl who has black long hair (王玮岩) 

 

 
 
 
 
 
 
 

I like to walk on the path in the forest for the fresh air 

I experience the feeling of the wind blowing my hair 

I can smell the pleasure with the animal 

The kinds of flowers give me their smile 

In the beyond, the green mountain looks like a big chair 

I hope a beautiful girl is with me on the path in a pair 

Although she is not happy and not rich in despair 

I will tell her: you should be happy because you are so fair 

I am not grand in power 

作者简介：William Wang，王玮岩，P. Eng. 1989 年石油大学钻井工程专业毕业后到塔

里木油田工作，先后从事钻井监督，钻井工程师以及钻井工程项目相关的管理工作。

2005 年 5 月移民加拿大卡尔加里。2006 年至 2008 年在 CNPC 厄瓜多尔、伊朗国际项

目工作。2009 年至今在 AER 工作。ＡＳＰＥ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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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I hold an undefiled flower 

So, I invite you a pretty girl who has black long hair 

We walk together on the path to breathe more fresh air 

(William Wang 07/17/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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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  四十岁随想 (范傥) 

 

 

 
 

 

 

 

 

 

 

（一） 

我打小多病，在家独自养病的日子远多过在

学校上学。那些日子于我可并不坏。躺着听

收音机兼看书都不错，养几只小鸡看他们啄

米，一样好玩。就是看着那时窗外湛蓝天空

下的白云发呆，也很惬意。要知道，那时的

我可是住在彩云之南呢！以至于后来大人们

常常质疑我是宁可病着的，我也不敢理直气

壮地反驳。 

也因为常常病着，慢慢自己生出奇怪的想法， 

觉得自己总之是活不到四十的。为什么是四

十，而不是三十或五十，这事，我也考究不

了了。 

有了这个怪念头，我倒并不像外人猜度的会

整日悲悲戚戚，但焦虑是实实在在有的。因

为只有四十年呐，一切都得赶紧着。我开始

对一切有效率的东西有了偏执的爱好。于是，

症状相当全面：一边看电视，一边做作业；

一边走路，一边看书，还加一边吃东西；洗

澡时要听着收音机；如今开车，得一边听音

乐，另一边听书 MP3；考试一定只临时抱佛

脚，因为效率最高；两个学位得一起读，快

快把学位读到头；剥蒜一定先刀拍；四块豆

腐摞起切；三个炉头同时炒；登峰造极的时

候，同时打开八个网页追美剧，宁可被吵得

神经错乱，也决不能浪费网速！五分钟没睡

着觉就开始不耐烦；再也不能浪费时间在制

造学术垃圾上了；赶紧出省游，出国看，非

洲、澳洲都还没去呢！北极还有戏吗？可千

万别化了！怎么加拿大作家也得了诺贝尔？

一本还没看呢！孩子一年怎么只长一岁？真

急人！ 

好吧，我承认，这前四十年，是被我过得有

点走火入魔了。 

（二） 

前些时，跟一个小辈斗嘴玩。她自然是斗不

过我，所以，恨恨地甩给我一句她自认为有

终极杀伤力的结语：“你不就是嫉妒我年

轻！”通常，对这种话还真是没啥好的反驳

办法，只有狠狠翻她个白眼了事。可那天，

我智力爆发，静想了两秒，马上发现，这句

真他妈是屁话。老娘我怎么会嫉妒你年轻！

我又不是没有年轻过！比如你到欧洲玩，兴

奋地给我打个电话说：“我在英国了。”我

自然是问你玩的好不好，建议你到哪里哪里

去瞧瞧，却绝没有嫉妒你的道理，因为老娘

我早在十年前就去过了。你的十五岁有三百

六十五天，我的十五岁也，等等，让我算算：

三千一百五十三万六千秒。绝不比你少一秒。

你说我嫉妒你啥？反倒是：我好歹已经撑到

了四十岁，你呢？地球这么危险，你活不活

得到四十还不一定呢！倒是最近在退休公寓

碰到个 103 岁的老太太，德裔犹太人，满脸

褶子快没有人型了。看到她，我倒是羡慕、

嫉妒、恨得流口水。一战二战都经历了，挺

过了人世间最黑的黑暗，新政后的繁荣她一

作者简介：原中国地质大学教师，现

居加拿大卡尔加里，为自由撰稿人及

画室培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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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看过来，宪政下的民主和自由，她亲身

体验过来。到现在，还一点老年痴呆的征兆

都没有。按这个节奏，她还能遇上哪些美事

我是猜不到了。 

再说说活的质量吧。最近听到一个很有现实

意义的理论：人，只有在重大惊喜和重大失

落下才会感到幸福或悲伤，而这种情绪最长

不过 18 个月。换句话说，一下中了 2000 万，

或者突遇车祸截肢，这是你感觉幸福或悲伤

的所在。而如果你生来就在土豪家，或是先

天残疾，脑残不算，你都没啥感觉的。 

 

这么算来，我这四十年可真是幸运，充满喜

悦地一天一个变化。我生在云南一个相对隔

离的山头上，是个小科研单位。单位里第一

家买录音机的时候，全单位的父老乡亲依次

到他家录音放音，傻笑着合不拢嘴，这帮人

可都是那个时候的高级知识分子勒！第一台

电视是我家邻居买的，干脆抬到操场上，接

了电线，全山头的人一起看。我家呢，是第

一个买洗衣机的，为方便大家参观，放在楼

道里洗衣服有一个礼拜之久，把我得意的！

后来冰箱，空调，初买来时，家里那也是跟

过节似的。玩具呢，那是从玩泥巴，到滚铁

环，到塑料车，到掌中游戏机，到电脑游戏。

零食呢，从腐乳，到话梅，到北京锅巴，到

香蕉冰棒，到数不胜数。 

听北欧的同学说，因为动物保护组织施加压

力，卡车运猪的时候，要保证一只猪占有一

平方米的空间，每开一个小时要停车休息。

我立马想，这北欧的猪还真是娇气。我小时

候出去玩，单位里终于有了一部军用卡车，

大家几十口人全站着，挤在上面，两个小时

的路程到石林，马不停蹄，喜气洋洋，精神

抖擞。那个时候的我，看着斑驳的树影向后

飞奔，耳边风声鼓鼓，觉得自己幸福得不成

体统，哪里想到过原来跟猪有得一拼？后来，

单位换了一个大面包车。后来的后来的后来，

我也买了车，兴奋得那叫一个傻呀，不说也

罢！去年，买到我新新旧旧的第五部车的时

候，一个月了，我居然不知道车是什么牌子

的，虽然还是辆新车呢。可见这个大悲大喜

理论靠得住。 

我跟一个加拿大长大的我的同龄人，谈过彼

此的童年。交谈了两个小时后的结果是：我

们彼此无限同情。她同情我的是：没有圣诞

礼物，没有电视可看的童年该多难熬。而我

同情她在于：几乎一成不变，没有重大惊喜

的童年何其惨淡！千真万确，看看她小时候

住过的 house 就知道了。70 年代的房子、设

施，跟现在的房子基本没有区别，家电一应

俱全：烤炉，冰箱，洗衣机，烘干机，暖气

锅炉。电话，二十四小时的热水供应和车库，

也是从那个时候就有的。这四十年，她都经

历了些啥？！怎么熬过来的？！无聊得厉害

吧！？ 

我妈来加拿大后，常常感叹，这么个国家，

怎么还会有那么多人吸毒吃救济？！其实，

这是必然的呀。您想想，几十年来，没什么

特大利好。脑残的，靠着拆包圣诞礼物，追

捧新款手机、电脑，算是活下来了。智商稍

高点，不失望到自杀的份上，也就只好堕落

了。 

现在的国内，情况也是一样。习惯了前面二

三十年，天天有重大利好的节奏， 近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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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发现预想中的民主、自由、法制迟迟不至，

环境、安全、腐败问题却欣欣向荣。 

我爸要是看到这段，肯定又要笑骂我胡说八

道了。可是这次，我真的没有胡说八道，严

肃着呢。不过，我也清楚，我这一代的所谓

幸运，是以父辈祖辈曾经所处时代的混乱、

倒退、悲催为代价的。这事让我如此的如鲠

在喉，它让那些我曾经经历的愉悦，变得如

阳光下的肥皂泡，美好又易碎。 

（三） 

又去查了一遍日历，我确实是活过四十岁了。

很有可能上帝彻底算错了日子，或者按错了

键盘，谁知道呢。姑且我认为他老人家又给

了我另外一个四十年。 

突然从上帝那里偷来了四十年，还没有来得

及太多打算。不会干什么，干不了什么心里

是明白的。比如再回去制造学术垃圾，那是

万万不可的了。而我那点理科天分和动手能

力，本可以给人类做点贡献的，因为早年走

上了歧路，现在，是再也不可能了。 

外部变化方面，要比拟得上当年第一次看到

电视的美好，想想只有四件事：国内实现民

主、自由、法制；全球打破国域疆界，也叫

世界大同；科学界制造出时光机器；医学界

全面攻克癌症加实现长生不老。掰着指头算

来算去，估计我能在有生之年看到任何一项

的机会都渺茫。这后面的日子没法过了嘛！

心情惨淡。好吧，如果下半辈子指望不上这

个世界，那就只能自己另作打算了。其实，

要做的事还不少。 

那些科教片、旅游片拍得再好，总抵不过自

己亲眼去见，亲耳去听。所以，世界各处还

得自己去走走。生物学家做不了了，但是，

总不能放弃做点贡献的义务吧。以现在的状

况，到山区去支教几年，或到非洲去做个护

士还是有那个能力的。 

如果还有时间，我大概该再拿起画笔和钢笔

吧。无论怎样的人生，都是值得刻画的人生。

不瞒您说，前两天我开始看门罗的作品，一

看之下，大声惊呼，这老家伙抢了我的诺贝

尔奖！慢着，我是不是太狂妄了？其实说真

的，我确实是打算像她那样写作的：“记叙

平实人物的爱情、日常生活、生老病死跟别

离。用简单朴素的笔触刻画生活平淡真实的

面貌。”很久没有看到让人流泪的作品了。

不要跟我说这样的作品不够宏大，没有深度。

那些在饭桌上高谈阔论政治八卦的我的博导

教授呀，你们所谓的深度，倒了我吃地沟油

炒小龙虾的胃口！ 

 

不过，大家也不能着急指望着看到我的作品，

虽然，我放在草稿箱里面的标题、开头、片

段已经堆积如山。而我真的拿出东西来的速

度，奇慢。好吧，再不济，再不济，退一万

步说，还有浩如烟海的好书等着我去读呢。 

这么一想，我的后四十年，不至于再过得走

火入魔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