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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採用加拿大衛生部認證仙豐科學濃縮中藥服用安全衛生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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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鼻竇炎，急性鼻炎，肥厚性鼻炎，萎縮性鼻炎，一樣可用中藥治好，其病理機轉如何，我多
年臨床經驗認為，因濃縮中藥含有多種天然維他命，對現代醫學，認為頑固難治的鼻病，運用
特效藥性，不但對鼻腔局部發炎病灶，有清熱解毒，利濕殺菌，以清餘邪，使之收歛修補再生的
功能，另一方面，據現代醫學研究，中藥具有提高體內T細胞及淋巴細胞轉化率，有助於抗體
之產生，又能增強巨噬細胞功能，以及改善抗體之素質，將可改進免疫功能，而提高治療的效
果，依據我的運用中醫藥治療鼻病有扶正與袪邪並用，「邪去」則「正自安」，不但提高抗體的產
量，更可加強機體的免疫功能，使鼻炎患者於治療後能獲得特別好的效果。

為甚麼為甚麼中藥中藥可將可將鼻炎鼻炎治好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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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列市圖書館與加華歷史協

會昨日舉辦 「三十年變化巡航」 座談會

，與會的市議員、華人資深圖書館員及

傳媒代表齊聚一堂，剖析列市這30年來

的變化。卑詩大學（UBC）歷史系教授

余全毅指出，傳媒報道下的列治文，並

非是列治文的全貌，列治文中學生表現

好，沒有幫派問題，這些均是未來值得

社會學家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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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溫哥華台灣同鄉會日
前舉辦50周年慶祝晚會
，歷屆會長齊聚一堂切
蛋糕並合影留念。晚會
請來花布藝術家吳清桂
，帶來 「台灣紅台灣衫
」 的花布服裝秀，由不
同世代的台灣移民穿上
祖母花布圖案做成的不
同流行服飾，包括花布
婚紗，勾起海外台灣移
民對老祖花布圖案的共
同回憶。 （張伶銖攝）

【明報專訊】加拿大華裔作家協會日前在華埠
富大海鮮酒家舉行文學講座，邀請魁北克華人作
家協會會長鄭南川主講，講題為 「魁北克華人文
學的現狀和對北美華人文學的一些思考」。

文學講座由 「加華作協」前任會長陳浩泉主持
，來自蒙特利爾的鄭南川在講座中介紹了魁北克
華裔作家的創作狀況，特別介紹了幾位魁省較重
要的華裔作家，包括多產的薜憶溈，用法語寫作
的應晨和張芷美。

會上，鄭南川、梁麗芳和陳浩泉分別代表兩會
互贈作品留念，雙方都期望將來加國東西兩岸的
華裔作家加強交流，共同促進加華文學的發展。

當天活動的出席者包括梁麗芳、陳浩泉、青洋
、韓牧、黎玉萍、陳麗芬、曹小莉、楊蘭、程宗
慧、宇秀、李愛英、付紅妹、陳中明、里強、郎
莉、孫雪峰、周嵩麟等。

【明報專訊】星雲大師 「一筆字」世界巡迴展
昨日在溫哥華佛光山開幕，多名政要及來賓應邀
參加，溫哥華佛光山住持覺初法師擔任引導，了
解星雲大師晚年因病無法讀書，才開始創作 「一
筆字」書法的源由。一些慕名前來的市民可透過
拓印，將星雲大師 「一筆字」的作品帶回家。

應邀參加開幕儀式的包括卑詩省議員李燦明及
駐溫哥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李志強等人。

星雲大師 「一筆字」世界巡迴展是台灣佛光山
慶祝開山50周年的活動之一，除了 「一筆字」展
外，溫哥華佛光山還同時展出 「佛光山開山50周
年影像回顧圖像展」，吸引不少民眾前來參觀。

覺初法師指出，星雲大師晚年受糖尿病影響，
眼底完全鈣化，在無法讀書，也無法看報的情況
下，開始了 「一筆字」的創作。她表示， 「一筆
字」就是一沾墨便開始揮灑寫字，無法用肉眼計
算每個字的間隔，星雲大師就用 「心眼」替代肉
眼，揣摩出適當間隔。

她說，大師常謙虛認為自己的字沒有藝術價值
，只能代表是他出家70多年來，一份想與人結緣
的用心。

該展覽總共展出大師 「一筆字」45幅，包括心
經、無相頌及十修歌等，免費供市民參觀，時間
由昨日至17日上午10時至下午4時在溫哥華佛光
山展出。地址：列治文甘比路( Cambie Rd.）
8181號6680室。

2001年抵埗的市民喬先生昨日帶家人前來參
觀 「一筆字」展，喬太說，兩個兒子雖然在本地
出生，但希望多讓他們認識中文字書法的優美，
並在現場拓印了星雲所寫 「隨緣」以及 「聰敏靈
巧」等字語回家。

國際佛光會溫哥華協會這次還與北美攝影家協
會合辦 「佛緣」攝影比賽，歡迎愛好攝影的市民

以佛光山佛堂為攝影主題，以創新角度拍攝佛堂
，拍攝時間除了昨日，還有今天上午10時至下午
4時，作品請電郵至mail.paona@gmail.com，截止
日期為7月15日，最高獎金為500元。

該座談會是為配合第九屆世界海外華人研究學
會年會（ISSCO）在列市召開，列市圖書館與加
華歷史協會及列治文博物館等多個機構，舉辦與
華人歷史有關的系列活動之一。該座談會邀請各
領域專家，從自己的經驗，分析列治文市這30年
來因為湧入華裔移民而產生的改變。《明報》是
該座談會的贊助之一。

主持座談會的余全毅指出，如果不真正到列治
文，只從本地傳媒報道認識列治文，會認為列市
就是一個市民為了中英文招牌而爭吵，大量中國
移民來到開車不守規矩的城市，而無法認識列治
文中學表現好，校內幾乎沒有幫派問題，列治文
有可能是世界最好的海鮮酒家等，這屬於列市好
的一面。

他認為，對社會學家來說，列治文如何在吸納
如此高比例的外來移民的同時，各族裔之間能夠
和諧相處，且治安及學校素質高，列市如何辦得

到？這是值得社會學家進一步研究。
列治文市議員鄧偉雄一開始表示，要說列市30

年的改變，一定得先了解加拿大最早對華人實施
的人頭稅說起。他表示，他的祖父是付了人頭稅
才來到加拿大，對比當時加拿大政府甚至分配土
地給予歐洲前來的移民，加拿大卻要求華裔移民
付人頭稅，對華裔特別不公平，但祖父仍然設法
籌錢將子女接到加拿大。

他說，30年前的列治文，只有漁業及農業，後
來的發展，主要靠早期的香港移民、台灣移民
，以及來自亞洲不同地區的移民，包括來自亞洲
國家的華人，一直到現在主要是中國大陸移民，
才讓列市經濟快速發展，城市面貌也為之改變。

鄧偉雄說，列市中文招牌問題受到注意，他也
同意，確實是有些小商家，對與說英語人士做生

意感到沒有把握，所以乾脆使用中文招牌，他認
為招牌的問題，可以靠教育及宣傳來解決，並
非不能解決的問題。

列治文公共圖書館華人社區服務部主任鄭素雲
則說，在1994年時，當時全市已有25%的人口是
華人，但中文書籍比例只佔 2%，明顯無法與說
華語的人口相比。她表示，當時華裔社區到傳媒
投書批評圖書館中文書太少，圖書館即從善如流
，與華裔社區合作舉辦長達一個月的中文書募捐
活動，募得1800本中文書，加上圖書館自己購買
2100本新書，令中文圖書比例大幅提高，圖書館
還因為該中文書募捐活動，於1998年得到公立圖
書館協會頒發的全國成就獎。

與會的列治文區報《Richmond News》發行人
Pierre Pelletier說，他觀察Brighouse列市圖書館在

還沒有開門前即有市民前來排隊，這是在全加拿
大或是全北美少見的情況，他因此稱讚列市圖書
館的用心經營。

鄭素雲則解釋，一大早有人等候圖書館開門的
主要原因，是圖書館提供中文報紙，市民是為了
爭讀當天出爐的報紙才會前來等候。

曾在中文傳媒任職多年的大衛鈴木基金會
（David Suzuki Foundation）的賀明禹，談及傳媒
在列治文的發展表示，香港在97回歸之前，以及
97那年，愈來愈多香港資金和移民湧入多倫多、
大溫及卡加利，帶動本地中文傳媒的設立，《明
報》則早在1993年已經看好不斷增加的讀者市場
而在列治文設立辦公室。鄧偉雄也肯定中文傳媒
對列市發展的貢獻，尤其在幫助新移民了解新環
境，學習融入社區的部分，中文傳媒功不可沒。

移民湧入卅年列市大變身
座談會探究因由嘉賓細說當年

▲覺初法師（左）向李志強（中）及李燦明（右
）說明 「一筆字」 的創作源起。
▶喬先生（右）與喬太（左）帶一對兒子參觀
並拓印 「一筆字」 作品。 （張伶銖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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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可拓印字跡收藏市民可拓印字跡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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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魁省華人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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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由余全毅（右）主持，左起為鄭素雲、賀明禹、
Pierre Pelletier及鄧偉雄。 （張伶銖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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