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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西七天
$318（再買二送一）$215起

加拿大洛磯山七天,
哥倫比亞大冰原 露易絲湖 溫哥華

$566/人(原$629)

美東六天 $175起 美加東八天 $303起

黃石公園( 丹佛) 六天 $266起

黃石七天 羚羊彩穴、布萊斯峽穀、包偉湖 $286起

（
買
二
送
一
）

專辦中國簽證 (十年) 全球豪華郵輪

北歐七天 $730起

（
買
二
送
二
）

上海 ,南京 ,無錫 ,蘇州 ,烏鎮 ,

八日遊 僅 $699

機票+旅遊團(含國際來回機票&稅金
並可自行選擇回程日期)

張家界三峽遊輪十一天
$$299299//人人 ((原原$$499499))

99//66 -- 99//1717
( 含三峽遊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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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掠影名人掠影
世界名人網供稿世界名人網供稿

20152015年年77月月1515日中午日中午，，亞美地產協會舉行午餐會亞美地產協會舉行午餐會，，介紹介紹
風水在房地產交易中的實際運用風水在房地產交易中的實際運用。。圖為南灣地產董事長賴圖為南灣地產董事長賴
李迎霞女士李迎霞女士((左左))大吉大利大吉大利，，喜中大獎喜中大獎，，並與釋行浩少林功並與釋行浩少林功
夫學院院長釋行浩大師夫學院院長釋行浩大師((右右))等合影等合影。。

20152015年年77月月1717日日，，美南山東總會青年會美南山東總會青年會、、亞裔青商會亞裔青商會、、德州廣東總會青年會在金殿海鮮德州廣東總會青年會在金殿海鮮
餐廳聯合主辦法律金融講座餐廳聯合主辦法律金融講座，，並邀請休斯頓警局並邀請休斯頓警局Michael LeeMichael Lee介紹槍支的應用介紹槍支的應用。。圖為主講圖為主講
人金潤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陳文人金潤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陳文、、WangWang律師事務所王誌楷律師與主辦人青年會長吳凱俊律師事務所王誌楷律師與主辦人青年會長吳凱俊
等合影等合影。。

20152015年年77月月2222日下午日下午，，僑社著名僑社著名
人士何冰女士來到人士何冰女士來到AMCAMC3030觀看金觀看金
獅引的青春偶像片獅引的青春偶像片《《梔子花開梔子花開》》
並在海報自拍前留影並在海報自拍前留影。。

20152015年年77月月1717日日，，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肯塔基州肯塔基州
參議員參議員Rand Paul(Rand Paul(右二右二))來到休斯頓凱悅大酒店來到休斯頓凱悅大酒店(Hyatt)(Hyatt)
舉行誓師大會舉行誓師大會，，與支持者見面與支持者見面。。圖為世界名人網顧問李圖為世界名人網顧問李
柏棋柏棋、、電視事業發展部主任裴習梅和首席主播張君瑭法電視事業發展部主任裴習梅和首席主播張君瑭法
學博士均受邀出席學博士均受邀出席。。

20152015年年77月月1818日晚日晚，，印度著名節日紮格納特印度著名節日紮格納特
乘車節乘車節(Ratha Yatra)(Ratha Yatra)在休斯頓西南區盛大舉行在休斯頓西南區盛大舉行
,,紮格納特的神像從普裏城出紮格納特的神像從普裏城出，，放在高達數米放在高達數米
的車上的車上，，繞城數匝繞城數匝,,供教徒膜拜納福供教徒膜拜納福。。圖為世圖為世
界名人網特約記者劉婕在乘載神像的花車前報界名人網特約記者劉婕在乘載神像的花車前報
道這一盛況道這一盛況。。

20152015年年77月月1818日晚日晚，，休斯頓休斯頓
市長候選人市長候選人 Marty McVey(Marty McVey(
右右))在亞裔助選委員會共同主在亞裔助選委員會共同主
席宋蕾席宋蕾 (Grace Jaobson,(Grace Jaobson, 右右
二二))陪同下來到挪威總領事館陪同下來到挪威總領事館
邸出席邸出席 Farewell PartyFarewell Party 活動活動
。。左二為斯裏蘭卡住休斯頓左二為斯裏蘭卡住休斯頓
總領事總領事Bandula WijayBandula Wijay，，左一左一
為 挪 威 總 領 事為 挪 威 總 領 事 JosteinJostein
MykletunMykletun大使大使。。

20152015 年年 77 月月 1414 日日
，，國務院僑辦裘援國務院僑辦裘援
平主任親赴揚州平主任親赴揚州，，
參加由國務院僑辦參加由國務院僑辦
主辦主辦，，國僑辦國外國僑辦國外
司司、、江蘇省僑辦江蘇省僑辦、、
揚州市政府揚州市政府、、揚州揚州
大學承辦的大學承辦的““第第
2929 期華僑華人社期華僑華人社
團負責人研習班團負責人研習班””
結業儀式結業儀式。。來自休來自休
斯頓的代表斯頓的代表 SallySally
ShaSha，， GraceGrace
JacobsonJacobson，， 丁 德丁 德
忠師傅忠師傅、、劉濤和王劉濤和王
中平均參加合影中平均參加合影。。

20152015年年77月月2020日中午日中午
，，少林六合門傳人少林六合門傳人、、少林少林
秘功創始人李國忠秘功創始人李國忠((右右))大師大師
與著名雕塑家王維力與著名雕塑家王維力((左左))在在
黃金點心茶寮喜相逢黃金點心茶寮喜相逢，，仰仰
慕王維力藝術大師在美國慕王維力藝術大師在美國
的傑出藝術成就的傑出藝術成就、、推崇王推崇王
維力國際大家庭對多元化維力國際大家庭對多元化
社會藝術的貢獻社會藝術的貢獻。。

我是黃金玉的媽媽。首先,我很高興
參加你們畢業生返校活動，感謝王老師,
校領導給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學習和交
流的平台。

回顧我女兒黃金玉跟王老師學了七
年中文
, 她 之
所以能
堅持下
來學這
麼 久,
真的是
王老師
和中文
學校的
功勞。
像許多
高中生
一 樣,
她週末
常常有

各種比賽、活動，以及考試。她還常常
做義工。王老師一次次幫她把課從周六
上午調到下午；從周六調到週日。而且,
在這些年學中文過程中,她也遇到過種種
困難,每次都是王老師一次次打電話到我
們家鼓勵她,更重要的是幫她找到解決學
中文困難的辦法,也使她收穫了中文。有
一次我們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巧遇錄
製電視採訪節目。一個英國人、一個中
國人和一個中英文翻譯官，因為黃金玉
懂中英文，所以她很清楚的知道這個翻
譯官沒能完全地翻譯出整個句子，而且
她發現這個翻譯官採用的是從中文到英
文翻譯的方式，這樣會失去了很多原意
。因此她意識到學好中文真的很重要。

我希望同學們在感受到王老師用愛
心教你們中文的同時,把從王老師那學到
的愛心和責任心傳承下去,傳播給更多的
人。你們很幸運遇到了王老師, 趕上了
華夏中文學校為你們創造的良好的學習
條件,有家長多年來每一個週末的付出和

支持。在我看來,華夏中文學校作為一個
非盈利組織,自成立二十多年來越辦越好
,是因為全體老師,校領導,理事會,員工和
家長們為的是一個簡單、統一、清晰的
目標,就是熱愛中華文化,傳承中華文化,
傳播中華文化。希望能在不久的將來,看
到你們也能加入到華夏中文學校老師和
校領導的隊伍中來,共同推動這項有意義
的工作和事業。

一年前, 我們家的另外三個孩子黃
金磊、黃金蕊、黃金晶也開始跟王老師
學中文。面臨更多的困難和挑戰,但是有
王老師一如既往地從容應對,有華夏中文
學校一如既往地支持和幫助，我們的孩
子有了較大的進步，我期待著他們能像
你們一樣學好中文,順利畢業。

謝謝大家!
華夏中文學校2013年結業生家長代表

黃金玉同學媽媽—李麗
2015年6月7日 張瑞媽媽張瑞媽媽----周曉周曉：：代表籌備組感謝大家對代表籌備組感謝大家對

再次畢業生返校活動的支持再次畢業生返校活動的支持

華夏中文學校2014屆
王美琴老師的畢業生及家長代表在返校師生聯誼會上的發言稿

我是華夏中文學校2014屆畢業生，名字叫吳正瀚，我今天想要給大
家講一件有趣的事。

我從華夏中文學校畢業以後，遇到很多方面的事都要用中文，我也用
中文幫助了許多人。比如，有一次，我在高中上自習課時,老師要求我幫
一個剛從中國來的學生翻譯一些課堂規則，並要求我向他介紹一下在這個
班他可以做什麼？就是他可以把其他課的作業放在這節課的時間做。我翻
譯完老師的話之後, 我和這個同學聊了一會兒，並談了一些關於學校的事
。比如，我告訴他怎樣找到他的教室，以及學校裡的一些課外活動。快要
下課的時候，他告訴我，他記英文的方式。他說，如果單詞記不住，他就
用中文注音。注的越好笑就越記得住。比如，“pig ”，他以前每次都想
不起來，因為他覺得豬很髒,於是他就寫了“屁個”；“stove”，他也想
不起來,他就注了＂是豆腐＂ ；就連醫院“hospital”他都有辦法，來個
“浩死陪頭”。我用在華夏中文學校學會的中文，幫助了這麼一個滑稽的
朋友。我覺得很有趣。
謝謝大家！

華夏中文學校2014屆畢業生 吳正瀚
2015年6月7日

黃金玉媽媽黃金玉媽媽----李麗李麗：：學好中學好中
文真的很重要文真的很重要

首先，非常感謝大家對本次活動的
參與和支持。很高興又看到這麼多熟悉
的面孔，歡迎各位同學回到母校來！

我叫周曉，我的兩個兒子都是王老
師的學生。老大張瑞去年已從華夏中文
學校畢業，老二張傑現在是王老師九年
級新生。和在座的每一位學生一樣，他
們在王老師的課堂上學到的不僅是中文
，還有許多遠遠超出課本的知識。

我每次見到王老師，她講的最多的
還是你們。你們每一位學生都好像是她
自己的孩子，都是王老師的驕傲，也是
華夏中文學校的驕傲。

一晃，你們畢業已經一年過去了，
大家都很想念中文學校，想念你們的王
老師，不是嗎？你們的母校，你們的老
師也非常關心和惦念大家。於是就有了

我們今天的這次聚會。
這次返校活動得到

校領導的高度重視和大
力支持。黃校長、關校
長給我們提了許多好的
建議，學校還為我們提
供了活動場地，飲料、
水果和蛋糕等；陳曉英
老師、柳未央老師還幫
助我們製做了橫幅，佈
置會場；學校領導馬
莎理事長、黃玲校長
也親自來參加我們的
活動。謝謝校領導和
相關老師！

這次活動是在王
老師親自安排下，由
我們四個班媽、班爸
籌備組織的。我們選
擇了大多數同學都能
夠參加活動的6月 7
日定為活動日期。可

還是很遺憾，有些同學因為預先定好了
回中國的機票，未能前來參加。活動通
知發出後得到了你們及家長們的積極回
應。我們還邀請王老師的部分結業生和
新生參加這次活動，為他們創造一次向
大哥哥，大姐姐們學習，感受中華文化
魅力的機會。在此我們還要用熱烈的掌
聲感謝為這次返校活動成功舉行而做出
無私奉獻的班媽、班爸，他們是吳隆的
媽媽，萬詩嘉的媽媽，以及姚辛柯的爸
爸。

2014年的畢業生是華夏中文學校
建校21年來畢業生最多的一屆。畢業
後，你們還能繼續保持與中文學校和王
老師的聯絡，珍惜師生間的友誼，說明
你們對華夏中文學校有著深厚的感情，
非常可貴。在走出校門後，你們更加體
會到學中文的重要性，更加感受到華夏
中文學校，中華文化的魅力。希望你們
將來能夠經常回中文學校來看看，繼續
不斷地學習、運用中文，為弘揚中華文
化奉獻自己的力量。

謝謝大家！
華夏中文學校2014屆畢業生返校

活動
籌備組代表張瑞同學媽媽—周曉

2015年6月7日

吳正瀚同學吳正瀚同學：：談談我當中文談談我當中文
翻譯時遇到的有趣的事翻譯時遇到的有趣的事

本報記者
吳凱俊攝吳凱俊攝

休斯敦大愛正心慈善基金會休斯敦大愛正心慈善基金會（（AQZ Charity Foundation)AQZ Charity Foundation)「「與明星互動與明星互動、、牽手傳愛牽手傳愛」」 慈善晚宴集錦回顧慈善晚宴集錦回顧
20152015年年年年77月月2626日日 -- 由休斯敦大愛正心慈善基金會由休斯敦大愛正心慈善基金會（（AQZAQZ慈善慈善Foundation)Foundation)主辦的主辦的 「「與明星互動與明星互動、、牽手傳愛牽手傳愛」」 系列活動包括慈善晚宴及與公益明星有約粉絲見面會意在吸引更多的社會愛心心人士与系列活動包括慈善晚宴及與公益明星有約粉絲見面會意在吸引更多的社會愛心心人士与
公益活動公益活動。。2626日晚在休斯頓希爾頓威斯契斯酒店盛大舉行大愛正心慈善基金會日晚在休斯頓希爾頓威斯契斯酒店盛大舉行大愛正心慈善基金會（（AQZAQZ））慈善晚宴慈善晚宴。。本次慈善公益活動的目的不僅是為救助先天性心臟病的貧困患兒募捐本次慈善公益活動的目的不僅是為救助先天性心臟病的貧困患兒募捐，，而且也為了提高公眾心臟保而且也為了提高公眾心臟保
護健康意識護健康意識。。北京北京BQZBQZ的志願者的志願者--華人影視明星代表團不遠萬里從北京飛到休士頓來助一臂之力華人影視明星代表團不遠萬里從北京飛到休士頓來助一臂之力，，並與來賓進行面對面的互動並與來賓進行面對面的互動，，傳遞愛心傳遞愛心，，弘揚大愛理念弘揚大愛理念。。包括三位明星包括三位明星：：知名影視演員楊志剛知名影視演員楊志剛、、王王
思懿思懿、、知名戲曲演員董飛攜手僑界人士和政商學界代表知名戲曲演員董飛攜手僑界人士和政商學界代表，，為救助中國大陸貧困地區患有先天性心臟病和失聰兒童募集善款為救助中國大陸貧困地區患有先天性心臟病和失聰兒童募集善款，，扶危濟困扶危濟困，，奉獻愛心奉獻愛心。。AQZAQZ大愛正心慈善基金會秉承一個信念大愛正心慈善基金會秉承一個信念：：扶危濟困扶危濟困
、、弘揚大愛弘揚大愛。。 AQZAQZ除了繼續資助弱勢人群醫療項目除了繼續資助弱勢人群醫療項目，，還會組織專家宣講健康知識還會組織專家宣講健康知識，，嘉惠社區嘉惠社區。。 AQZAQZ與北京屈正愛心基金會與北京屈正愛心基金會（（BQZBQZ））一脈相承一脈相承。。 BQZBQZ自自20122012年年55月在北京註冊成立以來月在北京註冊成立以來，，始終倡導始終倡導
「「一幫一一幫一、、點對點點對點、、全透明全透明」」 的公益模式的公益模式，，得到了得到了5050余位大陸和港台影視明星及數十名企業愛心人士捐助余位大陸和港台影視明星及數十名企業愛心人士捐助，，通過四家合作醫院的協作支持通過四家合作醫院的協作支持，，已成功救治了已成功救治了130130多名來自西藏多名來自西藏、、新疆新疆、、甘肅甘肅、、陜西等地陜西等地
區貧困家庭的先天性心臟病兒童區貧困家庭的先天性心臟病兒童。。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強民和夫人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強民和夫人((圖左四圖左四，，左五左五))與北京大愛正心祕書長鐵燕寧與北京大愛正心祕書長鐵燕寧((圖左三圖左三),),大愛正心大愛正心
慈善基金會休斯敦主席豐建徫醫生慈善基金會休斯敦主席豐建徫醫生((圖右三圖右三),), 知名影視演員楊志剛知名影視演員楊志剛((圖左二圖左二))、、王思懿王思懿((圖右四圖右四))及休斯及休斯
敦知名藝術家張要武敦知名藝術家張要武((圖右一圖右一))等集體合影等集體合影

大愛正心慈善基金會休斯敦主席豐建徫醫生大愛正心慈善基金會休斯敦主席豐建徫醫生((圖左二圖左二))和德州廣東總會主席陳灼剛伉儷和德州廣東總會主席陳灼剛伉儷((圖圖
左一左一,, 圖右二圖右二))與知名影視演員楊志剛與知名影視演員楊志剛((圖右一圖右一))合影合影

德州主計長德州主計長 (Texas Comptroller) Glenn Hegar(Texas Comptroller) Glenn Hegar當天活動代表休斯敦辦事處主任當天活動代表休斯敦辦事處主任Jacey Jetton(Jacey Jetton(圖圖
左左))，，華裔社區事務主任吳凱俊華裔社區事務主任吳凱俊(Kevin Wu,(Kevin Wu, 圖右圖右))與知名影視演員王思懿與知名影視演員王思懿((圖中圖中))合影於盛會中合影於盛會中

知名影視演員楊志剛知名影視演員楊志剛、、王思懿在晚宴現場王思懿在晚宴現場
和到場嘉賓們合影留念和到場嘉賓們合影留念

北京大愛正心祕書長鐵燕寧北京大愛正心祕書長鐵燕寧((圖左圖左))與全美山東總會會長與全美山東總會會長
孫鐵漢孫鐵漢((圖右圖右))向來賓們介紹當天的拍賣物品向來賓們介紹當天的拍賣物品

東北同鄉會會長李秀嵐東北同鄉會會長李秀嵐 ((圖右二圖右二))，，美中藝術家協會會長蔣瑞美中藝術家協會會長蔣瑞((圖右一圖右一))贈送蔣瑞親筆繪畫楊志剛畫像贈送蔣瑞親筆繪畫楊志剛畫像
作品給知名影視演員楊志剛及夫人知名配音員張靜作品給知名影視演員楊志剛及夫人知名配音員張靜((圖左一圖左一,, 圖左二圖左二))

國會議員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亞裔代表譚秋晴亞裔代表譚秋晴((圖左圖左))、、休斯敦市議員休斯敦市議員
Richard Nguyen(Richard Nguyen(圖右圖右))頒發賀狀給知名戲曲演員董飛頒發賀狀給知名戲曲演員董飛((圖中圖中))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梅子報導黃梅子報導

【本報訊】休斯敦古董拍賣公司夏季拍賣會將於8月6
日周四下午5點開始始，在位於休斯敦好運大道的該公司拍
賣大廳舉行。

此次拍賣會拍品主要有瓷器、玉器、紫砂壺、奇石、銅
器、精美首飾以及古畫等，共480件拍品。目前此次拍賣的
物品已經擺放完畢，開始進入展示階段。休斯敦古董拍賣公
司總經理吳因潮歡迎廣大收藏愛好者前來公司觀賞拍品。

休斯敦古董拍賣公司拍賣形式是現場與全球視頻同步競
標，共有三種拍賣方式，一是現場競標，二是通過網絡叫價

，三是通過電話讓現場的工作人員幫您報價。三種拍賣方式
簡潔明了，您只要事先辦理註冊手續即可。歡迎大家競拍，
拍賣當天免費入場並備有小食品招待。

詳情請電:832-251-6666；713-936-2265；
網站：www.houstonantiqueauction.com;
休斯敦古董拍賣公司地址：9931 Harwin Dr，Houston，
TX77036。

休斯敦古董拍賣公司夏季拍賣會休斯敦古董拍賣公司夏季拍賣會88月月66日舉行日舉行

大清乾隆青花包月瓶大清乾隆青花包月瓶 大清乾隆百花印泥盒大清乾隆百花印泥盒

景泰藍蓮花供瓶一對景泰藍蓮花供瓶一對

大清康熙花神杯大清康熙花神杯44只只 明代青銅四面佛壇明代青銅四面佛壇

明代龍泉窯大盤明代龍泉窯大盤

景泰藍大香爐一對景泰藍大香爐一對



CC22史海鉤沉 CC77故事天地

二十年安裝經驗

☆白色的硬木櫥櫃
☆不同類型的水龍頭
☆各種顏色和大小的花崗巖
☆各種廚房和浴室水槽

Reborn Granite LLC實木櫥櫃

地址：14730 Hempstead Road, Houston，TX77040.
電話：713-690-4888 www.reborngranite.com

大理石品種最多大理石品種最多！！規模最大規模最大，，價格最低價格最低！！
批發批發！！

敦煌地板敦煌地板敦煌地板
上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832832--353353--69006900
832832--877877--37773777

地毯、磁磚、花崗石、
內外油漆、櫥浴更新。

8mm $$11..9999 /呎＆up

12.3mm $$22..3535 /呎＆up

12.3mm $$22..9999 /呎＆up

(高仿真複合地板)

$$44..99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免費贈不銹鋼水槽
32種花崗石任您選購

with Min. 45 sq. ft. of Counter Top Purchase & Installation.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

15% OFF

花崗石花崗石

平方呎

Peach &
Tea Brown

特價

帶按裝費帶按裝費＊

$$1414..9595

＊櫥櫃15%折扣
並有送貨及按裝服務

優質
楓木實木櫥櫃
軟滑軌關閉抽屜

NEW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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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活動櫥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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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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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金門爐頭廠
金門是您的事業通往成功之門！

Golden Gate Restaurant
Equipment Co.

9330 Summerbell Houston, Texas 7707459

★

Beltway 8

Summerbell 9330 Summerbell

Bissonnet

Bellaire

Ho
ne

yw
ell

★抽油煙機 ★冷凍房 ★布菲檯 ★抓碼檯 ★安裝服務 ★修理服務
★中式爐頭 ★油爐 ★洗碗檯 ★燒臘爐 ★免費估價

★零件配套 ★專門店製造不銹鋼餐具

金門爐頭廠專製業造各種中式爐頭﹐抽油煙罩﹐精美布菲檯﹐各種不銹鋼廚具

本廠具有十多年經驗 手工精細﹐交貨快捷﹐以及提供一切餐館設備修理及安裝服務﹐

一切工程及產品保證通過政府及衛生局檢驗

Tel:(713)228-2155
Fax:(713)228-2156 9235 Bissonnet,Houston,TX 77074

出售各種製冰機、洗碗機、冰箱、絞肉機、冷凍機、油鍋、爐頭、
抽風罩、電飯鍋、各類盤碗、叉燒爐、切肉機、絞面機

出租各種製冰機、洗碗機
修理各種廠牌：絞面機、切肉機、電飯鍋

Tel:(713)772-7494 Fax:(713)772-8719
外地請撥：1-800-448-7494

9235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74

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
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
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

美聯美聯美聯鐵工鐵工鐵工

951595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77036

(((832832832))) 868868868---109010901090

The Unite Construction Co.The Unite Construction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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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岳会议院蒋介石谈国军野十二大耻辱冶
导语院值此抗战胜利七十周年袁叶短史记曳推出抗战特刊袁自七七事变至九三胜利日袁选取三十个重要的抗战节点进行解
读袁力求勾沉隐没不彰的史实袁再现真实的抗战胜利之路遥 此为第七期叶南岳会议曳遥

武汉会战后袁 中国军队伤亡过半袁
许多人对抗战前途生出悲观情绪
自 1937年 7月袁至 1938年 11月袁中日军队先

后经历了淞沪尧太原尧徐州尧兰封尧武汉等诸多大型
会战遥甚至不得不掘开了黄河袁以延缓日军攻势遥据
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统计院

野自去年七月渊1937年 7月冤至本月渊1938年 11
月冤死伤官兵袁第一期四十四万七千袁渊由开战至南
京失守遥 冤第二期渊自南京失守至徐州失守冤死伤官
兵三十四万二千遥 第三期 (自徐州失守至本月二十
日冤死伤官兵二十五万四千袁总计一百茵四万四千袁
内官长伤二万七千百余员袁 死一万三千五百余袁士
兵伤六十六万九千余袁死三十三万四千余袁即伤与
死之比为二与一袁官兵伤亡之比为一与二五遥 自开
战至本月二十日袁共计补前方兵员为一百九十四万
七千余袁渊其川尧滇尧桂尧晋尧冀尧鲁各军自行补充者尚
未计及遥 冤冶淤
开战之前袁国军总兵力为 207万遥 于至此袁其伤

亡渊104余万冤已然过半遥至于所补充者袁多系毫无训
练之新兵要要要此点袁中尧日有所不同遥 日本战前已有
完备的义务征兵制度袁故其所补充之野预备兵冶尧野后
备兵冶袁均受过良好训练曰中国则因军阀割据袁部队
被视作个人政治资本袁 重私人关系的募兵制盛行袁
重国家义务的征兵制则无法实施遥

所以袁当武汉会战结束后袁国民政府有两大问
题亟需马上解决院1尧抗战究竟还有没有前途钥 2尧如
果有前途袁那么袁伤亡已到如此地步袁后续的战略该
如何调整钥
大约从 1938年 7月份开始袁国民政府内部袁以

汪精卫为首袁有相当部分的人士已对抗战前途产生
了悲观情绪遥 这种悲观情绪蔓延甚广袁以至于汪精
卫在 1938年 12月份秘密脱离重庆前往河内时袁曾
乐观估计将会有大批的国民政府地方实力派要要要
包括云南尧四川尧广东尧广西诸省要要要响应他的旨在

野恢复中日和平冶的野艳电冶遥 如何阻击这种悲观情绪
的蔓延袁成了摆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军高层的一道
难题遥 而阻止这种悲观情绪蔓延最有效的方式袁莫
过于拿出新的可行的抗战方略遥

参加南岳军事会议的陈诚（右）与薛岳（左）

于是遂有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遥

南岳会议第二天袁 蒋介石尖锐
指出国军存在野十二大耻辱冶
自 1938年 11月 25日袁至 11月 28日袁第一次

南岳军事会议只开了四天遥 但这四天袁攸关整个抗
战大局遥
鉴于连续 15个月的军事失利袁 政治文化中心

上海尧南京尧武汉相继失守袁逾半国土沦陷袁蒋介石
第一天的开幕词袁主要是在给与会的百余名师以上
将领灌输抗战必胜的信心遥 蒋首先指出袁这场战争袁
迄今为止袁在大的战略上仍是正确的袁野就一时的进
退看表面上我们是失败了曰但从整个长期的战局上
说袁噎噎我们已经依照我们预定的战略袁陷敌军于
困敝失败尧莫能自拔的地位浴 冶要要要所谓的野预定的
战略冶袁 乃是指将日军自华北引至长江流域遥 蒋认
为袁若在华北与日军决战袁野那我们的主力或许早就
被敌人消灭冶袁野所以噎噎一定先要引诱他到长江流
域来遥 现在我们这种战略的布置已经完成遥 冶

但军事的失利尧部队的伤亡袁终究是难以回避
的现实遥 所以袁蒋又长篇大论袁向与会将领细细讲述
了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之乱时坚忍不拔的精

神要要要野当曾文正公在衡阳开始训练水师时袁 武汉
早已被太平军占领袁岳州亦已陷落袁而在湘阴附近
一战袁湘军更是遭受全军覆没的惨败袁噎噎但是他
噎噎无论处境如何困难袁旁人如何讥笑袁他能够忍
耐袁能够励志袁这种艰苦忍耐百折不回的毅力袁是我
们高级将领最重要的一种修养袁亦就是我们今后抗
战要转败为胜的基本精神遥 冶盂

经过第一天对士气的鼓舞袁次日袁蒋的言辞开
始变得尖锐起来袁并细数了国军所存在的十二大耻
辱院

野1尧阵亡官兵多暴尸战场袁乃我军之耻辱一遥 2尧
伤兵病兵有流徙途中渊如乞丐冤袁乃我军之耻辱二遥
3尧士兵逃亡袁不能防止袁乃我军之耻辱三遥 4尧军行所
至袁民众逃避袁乃我军之耻辱四遥 5尧谎报军情袁不负
责任袁乃我军之耻辱五遥 6尧一线式阵地不能改正袁由
于指挥官能力缺乏袁乃我军之耻辱六遥 7尧不能贯彻
命令袁不能达成任务袁为抗战挫失之总因袁乃我军之
耻辱七遥 8尧不能抽调部队机动使用袁乃我指挥官缺
乏胆识与决心袁为我军之耻辱八遥 9尧规避责任乃军
人自私自利袁贪生怕死袁为我军之耻辱九遥 10尧缺乏
秘密性能袁战术上因受无上的损失袁乃我军之耻辱
十遥 11尧谍报与侦探不健全袁接战不知敌队番号袁乃
我军之耻辱十一遥 12尧监视封锁不严密袁阵地附近发
生敌探与汉奸袁乃我军之耻辱十二遥 冶榆

27日袁 蒋又重点评价了日军的九大优点院1尧勇

往直前袁不顾前后左右之攻袭袁誓死达成任务遥 2尧富
有研究能力与仿效性袁擅长情报搜索分析遥 3尧贯彻
命令遥 4尧各部队各兵种均纵横联络袁密切协同袁结成
一体遥 5尧幕僚精明强干袁指挥部健全有力遥 6尧官兵忍
苦耐劳遥 7尧交通通讯健全敏捷遥 8尧忠君爱国尧团结一
致遥 9尧纪律极为严肃遥 虞

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会址“南岳圣经学校”

此次会议袁 制定了新的抗战大方
略袁也总结了具体的新的抗日战术

28日袁蒋拿出了其与军委会酝酿已久的新的抗
战策略遥 蒋宣布袁抗战自此袁进入第二期战略相持阶
段遥 该阶段的当务之急袁乃是院野将全国现有部队之
三分之一配备在游击区域要要要敌军的后方担任游

击袁以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袁对敌抗战袁而抽三分之
一到后方整训遥 等到第一批整训完成袁仍调回前方
作战袁或担任游击袁乃换调第二批到后方继续整理袁
第二批整训完毕袁 再依次抽其余未经整训的部队遥
每期整训期间袁暂定为四个月袁一年之内袁即须将全
国军队一律整训完成遥 冶愚

该策略有两个核心袁1尧整训部队曰2尧用三分之
一的全国兵力开展敌后游击战遥 白崇禧后来在回忆
录中如此评价这一策略的实施效果院野民国二十八
年袁改订战斗序列袁遂设立冀察尧鲁苏两游击战区袁
将正规军开至敌后游击袁且规定各战区应以三分之
一兵力袁于本战区内担任游击任务袁化敌后方为前
方遥 是时袁沦陷区民众闻风而起袁纷纷加入游击队袁
发展至为迅速遥 当时袁沦陷区之内几大部为我占领袁
使仅控点线之敌人穷于应付遥 冶舆

最后袁蒋向与会将领们介绍了野一个消灭敌人
最有效的战术冶遥 蒋说道院

野我们将来要消灭敌人袁最有效的方法袁就是在
战术战略上都要能够迂回包抄敌人袁来切断敌人后
方的交通袁断绝敌人一切接济袁使他后路断绝增援袁
战车没有汽油的接济袁枪炮没有弹药袁官兵没有食
粮袁通讯完全封锁袁使他必趋溃灭浴 例如我军在鲁南
台儿庄与德安万家岭两次大胜利袁 都是我忠勇将
士袁 不惜牺牲袁 能运用这种迂回包抄战术的收获遥

噎噎这一个战术袁我们行之已见实效袁希望各位高
级将领和高级司令部参谋人员袁 特别注意研究袁确
切实施袁以树立战术的基础浴 冶余
蒋所说的这个野战术冶袁实际上是军委会根据一

年多以来与日军交战的教训袁所总结出来的一套应
对之策遥 在第一南岳会议之后袁该战术被推广至全
国各战区袁日后九战区之野长沙大捷冶尧六战区之常
德会战等著名战役袁均是该战术精神的变种遥 对其
精髓袁陈诚曾如此总结院

野国军为抵制敌之战术攻势袁曾创一以劣势装
备抵抗强敌之典型法袁即阻绝前地交通袁改变地形袁
延长敌后联络线袁逐次消耗之袁然后依正面之强韧
抵抗袁转移主力于两翼袁同歼敌人于预期之地点曰所
有自二十八年至三十二年之历次会战袁皆依此而获
得极大之战果遥 冶俞
实际上袁 该战术在武汉会战期间已略具雏形袁

且颇具成效遥 苏联军事顾问团曾撰写过一份关于武
汉会战的总结报告袁其中说道院经过此役袁野军官和
将军的战役战术素养有了提高遥 军队学会了顽强防
御和对敌人实施猛烈的突袭遥 噎噎在徐州战役中袁
日军各部队的战术推进速度为每昼夜 l0-20公里袁
而在武汉战役中则不超过 2要3公里遥 战役范围的
推进速度下降更多遥 如果说日本人在战争第一年推
进了 1100公里袁那么在第二年上半年推进不足 300
公里遥 战斗损失也能说明中国军队作战技能的提
高遥 如果说在沪宁战役中袁中国军队与日军的损失
之比是 5院1袁那么在武汉战役中彼此损失相当遥 冶逾
该报告在南岳会议召开前夕被送到蒋介石手中袁无
疑也在相当程度上鼓舞了其抗日的信心遥
第一次南岳会议袁 在抗战胜利之路上的地位袁

长期被忽略遥 但恰如剑桥大学教授方德万渊Hans
van de Ven冤所言院野第一次南岳会议时恰值 15个月
的失败的余波中袁而丧失了中国的经济尧文化和政
治中心袁尤其意义重大遥 噎噎这次会议召开之时袁许
多人都必须在蒋介石号召继续抗战和日本提出的

妥协和解之间做出抉择袁第一次南岳会议的一个目
的袁便是表明胜利还是可能的遥 冶渊11冤

南岳干部训练班部分教员（右二乃叶剑英）

中国抗战最大的困难是什么钥摘要院长期任职中央政府的史学家袁谈抗战史真相遥

组织触角未能深入基层袁国民政
府连野所得税冶都没有办法征收
蒋廷黻是民国著名的史学家袁 在抗战期间袁还

先后担任过驻苏联大使尧 行政院政务长等要职袁得
以直窥国民政府之政务的具体运作遥 这种特殊的跨
界经历袁使其对于野抗战冶袁有着不少别于常人的深
刻理解遥
譬如袁蒋氏曾亲历国民政府在野所得税冶征收工

作上的彻底失败要要要1936年夏袁为准备抗战袁行政
院决定借鉴西方国家的累进税率模式袁在中国推行
野所得税征收冶遥 但问题是袁国民政府当时袁并没有完
备的人口与财产统计遥 在农村袁野很少有人在地契上
用真名的袁多半是用假名袁刻一个图章袁以代签名遥
噎噎有些县份地籍册子上的名字比全县实有的人
数还多遥 冶在城市袁野一个人将款存在银行里袁也可以
不用真名袁刻一个化名图章做印信遥 也可以用化名
创立公司行号担任股东遥 冶

换言之袁野如果利用很多名字就能隐瞒一个人
的真正收入袁则所谓累进税率者不过是徒具虚名而
已遥 冶针对该问题袁实业部长吴鼎昌建议出台野财产
姓名法案冶袁即院国民可以用化名置产袁同时须向政
府登记其真名与化名袁以保证政府在征收野所得税冶
时有所依据遥

蒋廷黻高度赞扬野财产姓名法案冶袁视之为野中
国财政革新中的一大进步冶袁故而野到处游说袁搞公
共关系冶袁欲促其实现遥 迁延数年之后袁野财产姓名法
草案冶终于走完立法程序袁在具体实施上袁却全然没
有了下文遥 蒋氏感叹袁野一项新措施在立法时袁人们
都很认真遥 一旦立法完成袁人们就把它淡忘了冶要要要
对一个组织触角始终无法深入基层的 野弱势独裁冶
政权而言袁野立法冶是容易的袁野执法冶则往往力有未
逮遥
无法有效地征收野所得税冶袁使得国民政府的财

政体系一直长期畸形地依赖关税维持遥 而随着日军
的推进和东南沿海地区的沦陷袁关税锐减袁这一畸
形财政体系实际上形同崩溃遥 诚如蒋廷黻所言院野一
个国家没有健全的所得税制度袁在战时等于自动解
除武装遥 我认为中国当时就是如此的遥 冶

60年代袁蒋廷黻在美国撰写回忆录时袁曾就战
时财政袁如此说道院野战争拖下去袁噎噎盐税减少了
百分之七十五袁工业税减少了百分之八十袁土地税
减少了百分之五十强遥 中国领土只剩下一半袁而且
是较落后的一半遥 虽然我自从一九三八年五月就侧
身于中央机构袁一直于到胜利为止袁但直到现在我
执笔撰写本稿时为止袁我还不知道我们当时是如何
渡过上述财经难关的遥 冶

最大的困难袁是政府无法将仅有
的贫乏资源袁集中使用到战争上

略言之袁 在蒋廷黻看来袁野战时重庆最大的困
难袁是政府无法将中国仅有的贫乏资源集中使用到
战争上冶袁虽然野所有现代国家在战时都是实行配给
制的冶袁但中国当日袁还不是野现代国家冶袁所以虽有
实行配给制之心袁却无实行配给制之力遥 蒋氏说院

野当时试验过各种不同的配给方法袁有的以地
区为准袁有的以物品为准袁但没有一个获得良好效
果的遥 配给在中国是个理想袁没有任何实质的基础遥
一旦所生产的大部分食物和衣服被生产者自己消

费掉袁不再上市袁政府就没有办法了遥 比较进步国家
的经济像水管子中的水一样袁中国的经济却像雨水
似的袁一落地就被吸收了遥 如果水在管子里流袁控制
者可以开闭自如袁但是水洒到地上却无法控制遥 西
方国家直至他们生产和分配合理化后才实行配给

制袁这绝非偶然遥 中国经济情况是害了配给过敏症袁
因为中国还没有实施配给制度所必需的行政组织遥
于是配给制度的试行利少弊多袁引起许多官僚政治
的害处遥 冶

野水管冶和野雨水冶的比喻相当精辟遥 一者袁落后
的农业国迭经战乱袁生产能力本就有限遥 二者袁国民
政府无力在组织结构上实现野现代化冶要要要譬如袁无

法制定可靠的预算尧无法清查可靠的壮丁数量要要要
也就无力将野水冶渊资源冤纳入野水管冶袁只能任其如雨
水般袁洒在地上消失不见遥

国民政府不能对国家实施现代化管理袁有两大
原因遥 其一袁内战尧外患绵延不绝袁政府没有野现代
化冶的机会要要要30年初袁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袁曾努
力想要对中央政府的收入与开支实施 野数目字管
理冶袁最终与军事领袖蒋介石恶言相向袁分道扬镳袁
即是明证遥

其二袁 严重缺乏现代政治人才和技术人才袁政
府没有野现代化冶的能力要要要蒋介石曾在日记中一

再哀叹野难得谋士诤友袁为我筹策补过冶袁蒋本人既
是军事统帅袁又是外交问题的最终仲裁者袁还曾刻
苦钻研过亚当窑斯密的经济学著作袁 欲在经济问题
上也负起野指导责任冶袁这种哀叹与包揽袁多被解读
为蒋的个人权力性格上的缺陷袁但蒋廷黻在中央政
府任职多年袁同样也认为院野尽管政府官员的道德水
准应该提高袁 他们的知识水准同样的也需要提高遥
侧身政府的人中存心克尽厥职的袁固然远较一般人
想像的为多袁但政府官员中具有现代眼光的却远较
大家想像的为少遥 冶
今人回顾抗战史袁 在检讨当日之通货膨胀尧滥

抓壮丁等弊政时袁亦须明了上述时代背景袁其检讨袁
方可谓野客观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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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大无奇不有袁历史之长无事不怪遥 历史
见证了一连串奇迹袁也创造了一系列闹剧袁比如袁有
一些亲姐妹两人嫁给同一个皇帝遥 古代皇帝三宫六
院袁妃子间难免争风吃醋袁那亲姐妹共侍一个皇帝
会有怎样的奇妙故事窑野后宫姐妹花冶系列将为您解
读一系列两姐妹跟一个皇帝的故事遥

说起光绪皇帝袁喜欢
历史的人那都是无比悲

愤尧感慨良多遥 光绪非亡
国之君袁 而当亡国之运袁
实属无奈遥 虽然说是皇
帝袁也就是天底下最大的主袁但皇帝之上还有个老
佛爷管着自己袁真是太不幸了遥 但也没办法袁自己是
老佛爷的侄子兼外甥袁 皇帝位也是老佛爷赠与的遥
那么袁不管什么事袁就都得由老佛爷说了算袁包括娶
后立妃遥

光绪皇帝一共就一个皇后两个妃子袁在清朝皇
帝中应该是后妃最少的袁他的两个妃子就是珍妃和
瑾妃姐妹遥 这对姐妹花虽贵为皇帝妃子袁但是可惜
生于皇朝的末期袁 而且又悲催地遇上慈禧为婆婆袁
她们的命运甚至比自己的丈夫光绪皇帝还要悲惨尧
曲折袁成为清朝末期袁一曲让人颇为叹惋的悲曲遥

要说珍妃和瑾妃的故事袁还得从光绪颇为有趣
的选妃事件说起遥 在清朝袁一般皇帝从小继位袁基本
上十四到十六岁就该大婚尧亲政了袁比如顺治帝 14
岁大婚尧亲政袁康熙帝 11岁大婚袁14岁亲政遥可是老
佛爷怎能轻易放弃当上瘾的野太上皇冶袁于是直到光
绪 17岁袁 实在不能再拖了袁 老佛爷终于表面上放
权袁并着手筹划光绪的婚事遥

经过一轮海选袁 符合条件的女子被留了下来袁
然后又经过几轮严格的初赛尧复赛袁最后挑出了五
个女孩参加决赛袁分别是院慈禧的弟弟桂祥之女叶
赫那拉氏尧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尧侍郎长叙的
两个女儿遥

1888年 11月 8日袁在紫禁城体和殿袁这五个女
孩在慈禧尧光绪帝及许多公主尧大臣的面试下参加
决赛遥 当时主席台上放着玉如意一柄尧红绣花荷包
两对袁作为定选证物袁皇帝喜欢谁拿着玉如意给谁
谁就是皇后袁荷包给谁谁就是妃子遥 慈禧假惺惺地
对光绪说院野去吧袁皇帝袁你自己做决定袁喜欢谁就给
谁证物遥 冶

过去人们画的画袁还有现在清宫剧袁都把清朝

的皇后尧妃嫔们描述得如何如何漂亮袁其实这是一
大谬误遥 清朝给皇帝选秀女的基本条件是身体健康
无残疾的旗籍女子袁 比较公开的两条选秀标准袁一
是品德袁二是门第遥 长相不但不重要袁而且一般还特
别排斥长得漂亮的女孩袁 因为如果长得太漂亮袁就
有让皇帝沉湎于女色及让后宫争风吃醋的危险遥 所
以清朝后宫女人尤其是光绪的皇后和妃子的相貌

实在不敢恭维遥 现在选什么世界小姐尧环球小姐袁都
是把最美的留下来袁而给皇上选妃却基本上都是把
最丑的留了下来袁皇上还选个啥劲呢袁但不选也得
选遥

于是光绪拿起玉如意直奔自己还是比较喜欢

的德馨的女儿遥 刚走到跟前袁只听慈禧在身后一声
暴喝院野皇帝遥 冶光绪吓得直哆嗦袁回头一看袁慈禧对
着她的侄女桂祥的女儿直努嘴袁光绪一怔立马明白
意思袁很不情愿地拿着玉如意递到长相实在丑得有
特色尧大自己三岁的表姐叶赫那拉氏手里袁即为隆
裕皇后遥 然后情势便不由光绪控制袁慈禧直接让人
把两个荷包给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袁即为珍妃和瑾
妃遥 皇帝喜欢德馨的女儿袁慈禧偏跟他作对袁于是给
这两个女孩五十两银子报销路费让直接回家去吧遥

光绪大婚之后袁因为隆裕皇后是老佛爷极力选
的皇后袁自己并不喜欢袁所以避之唯恐不及袁基本不
答理遥 而瑾妃性情忠厚尧呆板木讷袁却与皇后走得很
近袁反而与光绪相处淡漠遥 后来在多次礼仪活动中袁
光绪发现珍妃不仅容貌略显俏丽袁 而且乖巧伶俐尧
活泼动人袁便对她有了好感遥 几次单独召见后袁更觉
得她不仅志趣广泛尧谈吐不俗袁而且性格开朗尧善解
人意遥 渐渐地袁光绪帝对珍妃产生了爱意袁在政治上
一直失意的光绪逐渐视珍妃为知音和感情上的依

托袁二人之间产生了真挚的爱情袁并达到了炽热化
程度遥 珍妃生性乖巧袁擅长书画尧下棋袁经常伺候在
光绪身边袁与光绪一起吃饭尧玩乐袁想着法子顺应光
绪的喜好遥 于是袁很快珍妃就获得了光绪的百般专
宠遥

然而袁 历来皇家奉行的信条是皇后主管后宫袁
妃嫔必须无条件地听命于皇后遥 可珍妃却不理这一
套袁我行我素袁并不去刻意逢迎尧巴结皇后遥 本来皇
后就对珍妃与皇帝的恩恩爱爱而吃醋袁珍妃这样的
态度更让皇后嫉恨不已遥 于是袁皇后因失宠而生妒
忌袁又因妒忌而生怨恨遥 为了泄愤袁她便经常向姑母
慈禧告珍妃的状遥

你想慈禧是多么富于心计和自大自傲的人袁岂
能容一个小丫头不听话袁于是珍妃与慈禧的一轮轮
PK就此启幕遥

按宫中规矩袁妃子不能乘八人轿袁只能坐四人
轿遥 光绪帝宠爱珍妃曾特意赏给她一乘八人轿遥 十
几岁的珍妃也真是稚气未脱袁一点不掂量轻重竟欣
然乘坐袁被慈禧知道了袁非常生气袁命人将轿摔毁遥

1894年慈禧六十大寿袁按照惯例要晋封一批妃
嫔遥 所以在这年的正月初一日袁慈禧发布懿旨晋封
珍嫔为珍妃遥 当然袁珍妃并不是因受到慈禧的特别
宠爱袁而是沾了慈禧六十大寿的光才被晋封的遥 可
到了十月袁慈禧却突然降下了一道令人意想不到的
懿旨院珍妃降为贵人遥 第二天袁慈禧又连发要求她
野改过自新冶的禁牌遥

这事说来甚为重大袁清朝妃子每年例银是固定
的袁珍妃花钱有点大手大脚袁不会节省袁而且还很大
方袁对宫中太监经常赏赐袁太监们得些小恩小惠袁也
都竭力奉承她遥 时间一长袁她也被捧得有点不知所
以袁渐渐失去自我节制袁亏空越来越多遥 没钱了可怎
么办呀袁一分 钱难倒英雄

好汉袁一分钱 也能难倒一

人之下万人 之上的皇帝

妃子袁于是她 铤而走险串

通太监受贿 卖官袁 小小
年纪真是胆 大妄为遥 珍
妃有一次为 一个叫玉铭

的人搞定四川盐法道一职袁按例这一级别的新官放
任袁要由皇帝召见一下遥 光绪在召见时问玉铭在哪
个衙门当差窑他居然答说在木厂袁 光绪一听简直是
耸人听闻袁于是命其将履历写出袁这个玉铭把笔头
都快咬烂了也没写出一个字袁 原来他就是一个文
盲遥 此事震惊朝廷内外袁不久珍妃受贿卖官之事败
露袁引起了慈禧的强烈不满袁于是连她姐姐瑾妃一
起降为贵人遥

据说在降珍妃为贵人的前一天袁光绪给慈禧请
安时袁慈禧铁青着脸袁不理他袁光绪不知道原委袁也
不敢问袁竟在地上跪了两个多小时遥 最后慈禧恶狠
狠地说院野珍妃的事袁你不管袁我来管遥 不能让她破坏
家法袁干预朝政遥 下去吧浴 冶 光绪莫名其妙袁连连称
是袁才得以回来遥

慈禧太后这次惩处珍妃袁 还只是婆媳 PK中的
一件小事袁更激烈的 PK还在后面遥事情的经过还要
从光绪帝变法维新说起遥 在与光绪帝相处一段时间

后袁珍妃发现光绪帝不是甘当傀儡的人袁只是由于
长期受慈禧的压制袁手中无权袁壮志难酬遥 甲午战
败袁割地赔款袁光绪帝在康有为尧梁启超等人的影响
下袁试图维新政治袁富国强兵遥 珍妃就坚决支持皇帝
变法袁是野帝党冶的重要成员袁为皇帝出谋划策袁尤其
在精神上给光绪帝以巨大的支持遥 慈禧一看袁这小
丫头片子不简单啊袁真是不知深浅袁那就给你来点
厉害的遥 于是袁当慈禧将光绪囚禁在南海瀛台袁同时
也将坚决支持变法的珍妃打入了冷宫袁 一直到死袁
也未能再见光绪一面遥

说起瑾妃袁许多人可能没有多少概念袁她一生
确实是比较平平淡淡袁如果要找一点点印象袁那就
是在电影叶建党伟业曳中张勋复辟时由刘涛饰演的
和小皇帝溥仪一起坐在龙椅上的女子就是瑾妃遥

瑾妃和妹妹珍妃同时入选后宫袁时年 15岁遥 可
是在入宫之后袁姐妹俩的待遇和身份地位却出现很
大差别袁当然这主要与两人的性格特点有关遥

瑾妃性格比较孤僻袁不善辞令袁在宫中难以获
得光绪帝的宠幸袁和皇后一样受到冷落袁但瑾妃对
此也不甚在意遥 在刚入宫时她和妹妹只是嫔级渊在
妃之下冤袁六年之后袁借着老佛爷六十大寿的喜庆袁
两人才被晋升为瑾妃和珍妃遥 可是还没过一年袁因
为妹妹珍妃得罪慈禧袁瑾妃可怜地受到牵连而一同
被降为贵人渊在嫔之下冤遥 这瑾妃实在也够冤的袁光
绪总共也就三个老婆袁她还不受皇上待见袁同时受
宠的竟还是她的妹妹袁 这事已够让人心里憋屈了袁
没想到还有比这更悲催的袁妹妹得罪婆婆袁自己却
也得跟着受罪挨罚袁 哪说理去呀窑幸好第二年姐妹
俩又恢复了原本的妃子位遥 后来慈禧携光绪逃难时
害死了珍妃袁瑾妃却幸运地跟随慈禧一起逃出遥

直到宣统皇帝溥仪登基之后袁瑾妃的美好时光
慢慢到来遥 溥仪称他为皇阿娘袁封号从妃子升到贵
妃袁再到皇太妃遥 民国以后袁瑾妃的思想渐渐开通开
化袁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袁1924年才因病去世遥瑾妃虽
前半生不得宠袁但后半生见识了新时代和许多新事
物袁也算此生无憾遥

珍妃和瑾妃姐妹袁生于清朝末期袁见到了许多
中国几千年所未有的变局和新事物袁也尝到了许多
常人难以承受的苦难遥 珍妃虽死于非命袁但后来移
葬崇陵袁与光绪日夜厮守袁而慈禧的墓后来被军阀
盗掘袁抛尸弃骨袁也算了却一桩冤屈曰瑾妃无论自身
衰荣都平淡一生袁也算一种生存之道遥

末代后宫姐妹花的别样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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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YOTATOYOTA
Sterling McCallSterling McCall

9400Southwest Freeway HoustonTX77074

超低的價格和優質的售後服務
不是吹出來的，放眼Houston所有的TOYOTA車行

唯有我們的銷售團隊做到了
當您決定買TOYOTA之時，請務必聯絡我們

我們會不惜一切代價不惜一切代價不惜一切代價 讓您成為我們的顧客

休城唯一，堪稱全美唯一
華人"一條龍"銷售，貸款，售後服務團隊

(銷售部經理)
由Steven Ye和David Luo提供超低售價，眾口皆碑

(貸款部經理)
由Ray Lee幫你完成貸款和過戶手續，簡便快捷

(服務部經理)
由David Wang為您解決任何疑難雜症，開的安心

Steven Ye葉
(713)518-3169

David Luo羅
(713)732-8388

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

2015年新車提前清倉

請速與我們聯繫
(713) 518-3169

前所未有2015年
4月份特惠方案

2015年份所有車型提供
零利息貸款或高至
2500元現金折扣

（Tacoma,Sequoia除外）

☆精通保險理賠法，AAA, 州農場保險指定修護廠
☆USAA, FARMERS, ALLSTATE, TEXAS
FARMERS BUREAU,G.M.A.C. 等等
OPEN SHOP PROGRAM

☆鈑金修護，爭取減或免自付款，保證復原如新
☆最新電腦控制，下吸式，氣熱，無塵烤漆房
（原廠標準，且有終身保證計劃）

☆修護期間，備有免費（收費）租車
☆全車開入式拉大樑機（三臺）

高價收買
三年內
車禍車

˙噴射式引擎，電腦控制系統專家

˙精修電系，噴射式供油系統

˙四輪（電腦鐳射）定位

˙原廠標準保養，冷暖氣

˙引擎修護，剎車，底盤，變速箱等等

˙州政府汽車安全年檢

Bellaire Auto Services & Collision
地址：762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Bellaire & SW Freeway）萬 利 車 行

誠信可靠……高能技師……技術一流……工作保證……價格合理……服務親切……嶄新設備

一 條 龍 維 修 服 務 中 心

．．完整檢測汽車中心
．．引擎調整
．．原廠配件
．．剎車、防凍液、傳動系統
．．方向盤及僻震器

．．皮帶、水喉
．．電池、開動器及整流器
．．防止損壞定期檢驗
．．州政府汽車安全年檢
．．價位保證滿意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六
9:00AM-6:00PM

電話：713-484-7777

州政府汽車安全年檢
（請攜帶保險卡）

○誠徵有經驗的修車技師

鈑金部
免費估價

Stanley Cheung
張 華

832-766-9888 （通國語、粵話）
10595 West Sam Houston Parkway S.

Houston, TX 77099
(US 59 South @ Beltway 8)GillmanHondaHouston.com

自1938年就開始服務華人社區

2015 Honda Accord EX-L

營業時間:Mon-Sat. 9am-6pm

13230 Murphy Road #600 , Stafford, TX 77477
www.theyukongroup.com

˙實木地板
˙全木櫥櫃
˙超耐磨強化復合地板
˙磁磚
˙天然大理石/花崗石

8mm $$22..4949 /呎

12mm $$22..9999 /呎

(包工包料)特價

獨家代理全球質量排名第一的INOVAR防水地板
電話：281-499-4488

追求卓越追求卓越，，追求品質追求品質，，追求完美追求完美！！

* 強化複合地板，實木複合地板，
高光板，浮雕板，亞光板，
手抓紋等等，多種選擇。

* 多種高級靜音底墊
* 萬尺存貨，歡迎批發零售。
* 做地板找又福！作有福人！

又福地板

地址：9920Westpark Dr #107（靠Gessner）Houston TX 77063

www.yulfgroup.comwww.yulfgroup.com
TelTel：：281281--501501--83308330 OrOr 832832--978978--64406440

買買地板

送送靜音地墊

環球百葉窗簾環球百葉窗簾環球百葉窗簾
百葉窗簾耐磨、耐腐蝕，有藝術感，是高
檔生活和身份地位的象征。
翻開百葉窗簾，您看到的，不只是外面的
自然風光，還有心靈深處家的溫馨。
訂做新穎，雙層卷簾窗簾

木質百葉窗專家

WWW.eweb4u.net/blinds
Email：cd_order@yahoo.com

電話：832-310-3532
傳真：832-201-7897

隔熱、環保、省電、美觀
免費估價、到府安裝

CD Global Shutter Inc.

9600 Bellaire Blvd ,Suite116,Houston TX 77036 DYNASTY PLAZA (王朝)
展示廳 ( Show room）: 咨詢電話：

281-965-7485
281-908-3750

～讓陽光來去自由～讓陽光來去自由～讓陽光來去自由新穎窗簾新穎窗簾 (C.O.A.X.)(C.O.A.X.)

˙9600 Bellaire Blvd ,Suite116,Houston TX 77036 DYNASTY PLAZA (王朝)
˙Ritaco.10060 W Sam Houston Pkwy .Suit 180 Houston Tx 77099

展示廳 ( Show room）:
可訂做木制百葉窗

室內窗戶裝飾可以體現主人的風格與品味。
◎您想裝扮一個有品味的家嗎？
◎您想擁有冬暖夏涼又能保護隱私的窗戶嗎？
新穎窗簾色澤豪華、內藏貴氣，與眾不同。
新穎窗簾好產品、價格優、款式新、顏色多。

網站：www.flightblind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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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河北省三河市阳光小区的卢秀环阿

姨袁 十几年寒暑不离不弃的悉心照料全身瘫
痪尧生活无法自理的丈夫石应孝遥 可有很多人
都不了解的是卢秀环与石应孝是重组的再婚

家庭袁他们是一对野半路夫妻冶遥 他们仅仅度过
了 3年幸福美满的生活袁无情的厄运便降临到
他们身上遥

2001年 3月 21日早上袁 石应孝第一次发
病袁起床后他突然迈不开步子袁支配不了行走
的方向袁 卢秀环当即把石应孝带到了医院袁经
过确诊石应孝患上了腔隙性脑梗塞遥 卢秀环当
时吓傻了袁她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袁路该怎么
走袁她只有一个信念院不能让石英孝就这样倒
下去了遥 因为是初次发病袁再加上送医院及时袁
通过医院的积极抢救袁石应孝命保住了袁但是
丧失了行走的能力遥

从那以后生活上卢秀环悉心照料石应孝袁
为防止一些并发症袁 卢秀环每天给石应孝泡
脚尧按摩尧点压穴位尧饮食营养一样都不少遥 每
天上午 9 点卢秀环都要把近 160 斤重的石应
孝抱到轮椅上看会电视袁因为卢秀环知道他虽
然不能动袁却听得到也看得懂袁他比任何人都
更需要了解外面的世界袁倾听外面的声音遥 精
神上卢秀环也常做心理疏导袁卢秀环总是对石
应孝说院野老石袁虽然咱们是再婚的夫妻袁但是
耶一日夫妻百日恩爷我们是有感情的袁我会一直
陪着你袁照顾你袁你自己也不要放弃袁我们要牵
着彼此的手一直走下去浴 冶就这样经过卢秀环
的精心照料和石应孝自己的努力袁半年后石应
孝可以自己走路了袁甚至都能骑自行车了遥 当
时的卢秀环觉得好日子又回来了遥 这一年卢秀
环 47岁尧石应孝 58岁遥

2005年 9月石应孝第二次病发袁这次血栓
扩散至全脑袁他不能说话了袁身体只有手指能
微微动几下袁他多想再抬起手臂抚摸一下老伴
儿那瘦弱的脸庞袁 但是他已经抬不起来了袁闪
烁在石英孝眼中的只有无助和恐惧袁他多想张

开嘴再和老伴

说说话袁 可是
他嘴中发出吱

吱呜呜的声音

只有无奈和痛

苦遥 就在此次
住院期间袁医
院多次下达病

危通知袁 并让
卢秀环准备后

事遥 可卢秀环
不相信命运袁
她没有放弃袁

她相信奇迹还会再次出现遥 老天真的再一次眷
顾了这对可怜的夫妻袁石应孝从死亡的边缘又
被拉了回来遥

虽然老俩口都有退休工资袁也招架不住巨
额的医疗费用袁2006年卢秀环变卖掉了富余出
的一套房产全力为丈夫治病遥 她不能让丈夫看
到自己的难处袁她不想因为这些让石应孝放弃
治疗袁放弃求生的欲望遥 在半年的时间里卢秀
环跑遍了北京各大医院袁走遍了唐山尧遵化一
些专治脑栓瘫痪的专业医院遥 同时袁卢秀环每
天坚持把石应孝背在被上袁用绳子栓在石应孝
的腿上帮他一步一步向前挪袁为他做康复性训
练袁90斤的卢秀环背着 160斤重的石应孝累的
满身大汗袁1尧2分钟就得休息一下袁就这样经过
不懈努力袁石应孝最后能扶着床沿自己站起来
了袁甚至能扶着墙自己走到厕所去遥 这一年袁卢
秀环 52岁尧石应孝 63岁遥

卢秀环觉得生活再不如意袁 也不过如此
了袁 可是命运像是在捉弄这对苦命的夫妻袁
2009年 7月石应孝第三次发病袁这次石应孝全
身瘫痪多次重度昏迷濒临脑死亡袁一周之内就
被医院下达了 4尧5次病危通知遥 即使是这样卢
秀环依然和命运做着抗争遥 在这几次的住院期
间卢秀环向医生尧护士学会了多方面的护理知

识袁 并且自己从中医学的书籍中学习预防褥
疮尧溃烂的方法遥 此次发病石应孝不定时的就
会抽搐袁 卢秀环每天都会给石应孝做全身按
摩袁特别是到了晚上袁不管多晚卢秀环都要给
石应孝按摩够 1个小时袁才能休息袁从未间断
过遥 卢秀换为了防止石应孝身上有异味特别是
夏天袁一天除了正常的擦洗身体袁在换尿湿的
小垫时还要再给石应孝擦洗一遍遥 因为石应孝
不能动袁这一系列的动作做完后袁卢秀环已经
浑身大汗了遥 石应孝的一天三餐要将做熟的饭
打成糊状喂下袁这今年卢秀环已经不知道用坏
了几个打浆机了遥 糊状的食物用小勺一点儿一
点儿的喂下袁有的时候一顿饭要用将近 1个小
时的时间袁等到卢秀环吃饭的时候饭菜都已经
凉了袁 即使是这样卢秀环依然要抓紧时间吃
完袁 就要赶紧把上午换下来的尿湿的床单尧小
垫洗干净遥 也有人建议卢秀环给石应孝用成人
尿不湿更省事袁 但是卢秀环想都没想就否定
了袁她说院野用尿不湿不透气袁老石自己不能动袁
他会很不舒服的袁 我给他用纯棉的小垫子袁透
气他就不难受了袁大不了多洗几回呗浴 冶就这
样袁这么多年石应孝没得过一次褥疮身上没有
一块溃烂过遥 虽然平时有亲朋好友过来帮一下
忙袁但是有一件事袁卢秀环从未让旁人做过袁那
就是排便遥

由于石应孝已经没有了排便功能袁 每一
天袁卢秀环都要带着一次性手套帮他用手把大
便一点儿尧一点儿的抠出来袁卢秀环说院野排便
时必须做的袁正常人不排便都难受更何况老石
这种情况呢袁所以每天我要让他即使躺在那里
也要舒舒服服的遥 冶

虽不在花季执子之手袁但与子偕老之心坚
若磐石遥 时光如白驹过隙袁青丝已然白发袁不变
的仍是真情遥 一个野情冶字不只是花前月袁下更
有风雨同舟的相守遥 十四载的陪伴袁让我们明
白院甜蜜不是爱情的标尺袁艰难才能映照爱情
的珍贵遥

“半路夫妻”不离不弃 妻子 14年照顾瘫痪丈夫

3 月 10 日晚上 10 时左
右袁 忙碌了一天的盛承敏驾车
准备回到位于某学校的家袁一
想到此时正值学生下晚自习袁
为了不给学生回寝室途中避让

车辆带来不便袁 她把车静静地
停在学校门外耐心地等待遥 估
计学生都走得差不多了袁 她才
慢慢开车进入学校袁 尽量不惊
扰路上已经为数不多的学生遥

当她开车进入车库正准备

停车时袁 突然看到两个神色慌
张的男孩抱着另一个男孩袁盛
承敏赶忙下车袁 询问发生了什
么事情袁两个男孩告诉她袁下自
习后他们三个准备回寝室袁其
中的一个同学不小心从一处高

坎掉下来摔伤了头遥
高坎掉下摔伤了头袁 这还

了得浴得知事件经过后袁盛承敏
赶忙叫他们上车袁 借着车灯观
察了一下伤情遥盛承敏想袁伤着
头校医务室条件有限袁 肯定难
以解决袁为了以防万一袁必须得
送医院遥于是袁他带着三个男孩

待受伤男孩的母亲赶到医院

时袁各项检查也做得差不多了袁
盛承敏把情况给男孩的母亲作

了介绍后袁正准备离开袁男孩的
母亲将盛承敏垫付的检查费

600 元钱塞到盛承敏手中袁硬
要她收下遥 经再三推辞袁盛承
敏只得收下替男孩垫付的费

用袁 当家长再三追问她叫什么
名字袁在哪里上班时袁盛承敏只
留下了一句话院野这算不了什
么袁谁遇上都会这样做的遥 冶说
着就匆匆离开了遥

第二天袁学校领导发起了
一场寻找爱心人士的活动袁在
多方询问没有结果的情况下袁
学校通过监控录像查看到了是

本校李老师家属的车牌号袁于
是袁打电话给李老师才得到证
实遥 李老师只是轻描淡写地说
了一句院野这是件小事情袁没什
么大不了的遥 冶

与此同时袁受伤男孩的小
姨也在微信圈寻找恩人袁通过
一个在州国税局工作的微信圈

朋友的帮忙袁终于知道了恩人
的姓名遥

据了解袁受伤男孩叫宋玉
茗袁 那天他从约 3米高的地方
摔下来袁送州医院后袁经医生诊
断是颅骨骨折袁骨头扎进颅内袁
引起了 20毫升的出血袁如果不
是当时处理方法得当袁并在第
一时间送往医院袁可能男孩的
生命就不保了遥 在医院袁男孩
做了开颅手术袁保住了生命遥

3月 30日下午袁宋玉茗的
父母给盛承敏送去了一面写着

野是您的爱心袁使他的生命得以
延续冶 的锦旗和一封感谢信遥
孩子父母感动地对盛承敏说院
野谢谢你救了我儿子的命袁如果
没有你出手相助袁我们可能再
也见不到孩子了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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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往黔西南州人民医院开去袁途中她
叫孩子们用自己的手机及时给老师尧家
长打电话遥

孩子送到医院急诊室交给医生后袁
盛承敏又忙前忙后袁办手续袁交押金袁协
助医生做 CT尧胸片尧B超等检查遥

2008年至今袁常德市先
后出台了叶农村饮用水水源
保护管理办法曳袁叶常德市水
功能区监测实施方案曳等措
施袁并全面启动农村水源保
护工作袁市政府把野帮助 20
万农村人口解决饮水安全

问题冶列为市政府为民办实
事的十件大事之一袁将作为
保证饮水安全的农村水源

水质监测任务交给了常德

水文局遥
钱锋同志在承担如此

重大的监测任务后袁带领科
里和水文测站的技术人员袁
对分布在全市各区县的 37
个大中型水库尧219 个小 I
型水库尧300个小域型水库尧
6个大型湖泊尧42 个河道断
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取样监

测遥 为保证取样的可靠性袁
钱锋同志按 叶采样技术规
程曳的要求袁组织采样人员
进行培训袁从理论到操作做
到人人过关遥 对样品严格按
规范进行验收袁坚决杜绝弄
虚作假使水样失去可靠性

和真实性的现象发生袁保证
了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

确性遥
全市对农村饮水水源

的水库禁止投肥养殖后袁市
里对区县渊市冤袁县里对乡镇
层层实行野一票否决冶袁钱锋
手里检测出来的水质监测

数据成了许多人看重的野生
死牌冶袁为了考核达标袁有些
人会找到她说情袁也有人说
些狠话袁但她坚守质量是水
环境监测生命线的原则袁坚
持用科学的数据说话遥

众所周知袁质量保证是
监测工作的生命线袁质量控
制是实现质量目标的重要

措施遥 作为网点式国家级计
量认证机构袁水环境监测中
心实验室自 1996 年获国家
级资质认证后袁每年都得通
过复杂的国家实验室计量

认证资质检查遥 计量认证是
一项系统工程袁大到实验室
的整体管理尧 仪器设备袁小
到每一次药品登记尧一个样
品标签袁钱锋从硬件到软件
实施系统管理遥 实行了月计
划尧周安排尧天落实制度袁实
施了一培一考一评价的工

作方式袁各项工作措施落实
到位袁确保计量认证检查每
年都顺利通过检查考核遥

2010年袁水资源监测中
心实验室在完成整体化实

验室的升级改造后袁配置了
气相色谱仪尧 流动注射仪尧
原子吸收仪尧 原子荧光仪尧
红外测油仪等一批大型现

代技术装备袁技术力量和仪
器设备在全省水文系统是

发展的最快的一家袁为强化
分析技术人员的专业能力袁
在钱锋带领下袁全科人员积
极参加水利部尧省行业系统
内有关专业理论与技术培

训尧 知识与技能竞赛等袁学
习水资源管理和分析检测

先进技术袁提高整体素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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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在一家夜总会里吹萨克斯袁收入不高袁然而袁却总
是乐呵呵的袁对什么事都表现出乐观的态度遥 他常说院野太阳
落了袁还会升起来袁太阳升起来袁也会落下去袁这就是生活遥 冶

罗森很爱车袁但是凭他的收入想买车是不可能的遥与朋
友们在一起的时候袁他总是说院野要是有一部车该多好啊浴 冶
眼中充满了无限向往遥 有人逗他说院野你去买彩票吧袁中了奖
就有车了浴 冶

于是他买了两块钱的彩票遥 可能是上天优待于他袁罗森
凭着两块钱的一张体育彩票袁果真中了个大奖遥

罗森终于如愿以偿袁他用奖金买了一辆车袁整天开着车
兜风袁夜总会也去得少了袁人们经常看见他吹着口哨在林阴
道上行驶袁车也总是擦得一尘不染的遥

然而有一天袁罗森把车泊在楼下袁半小时后下楼时袁发
现车被盗了遥

朋友们得知消息袁想到他那么爱车如命袁几万块钱买的
车眨眼工夫就没了袁都担心他受不了这个打击袁便相约来安
慰他院野罗森袁车丢了袁你千万不要太悲伤啊浴 冶

罗森大笑起来袁说道院野嘿袁我为什么要悲伤啊钥 冶
朋友们疑惑地互相望着遥
野如果你们谁不小心丢了两块钱袁会悲伤吗钥 冶罗森接着

说遥
野当然不会浴 冶有人说遥
野是啊袁我丢的就是两块钱啊浴 冶罗森笑道遥
大道理院换一个角度袁就能得到快乐遥 丢掉生活中的负

面情绪袁要有一种认识挫折和烦恼的胸怀遥

有一个人想挂一张画遥 他有钉子袁但没有锤子遥 邻居有
锤子遥 于是他决定到邻居那儿去借锤子遥

就在这时候他起了疑心院要是邻居不愿意把锤子借我袁
那怎么办钥 昨天他对我只是漫不经心地打招呼袁也许他匆匆
忙忙袁也许这种匆忙是他装出来的袁其实他内心对我是非常
不满的遥 什么事不满呢钥 我又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袁是他自
己在多心罢了遥 要是有人向我借工具袁我立刻就借给他遥
而他为什么会不借呢钥 怎么能拒绝帮别人这么点儿忙

呢钥 而他还自以为我依赖他袁仅仅因为他有一个锤子浴 我受
够了遥

于是他迅速跑过去袁按响门铃遥 邻居开门了袁还没来得
及说声野早安冶,这个人就冲着他喊道院野留着你的锤子给自己
用吧袁你这个恶棍浴 冶

大道理院消极的思想造成错误的行为袁积极的心态可以
避免一切不必要的麻烦和错误遥

一个人被烦恼缠身袁于是四处寻找解脱烦恼的秘诀遥
有一天袁他来到一个山脚下袁看见在一片绿草丛中袁有

一位牧童骑在牛背上袁吹着悠扬的横笛袁逍遥自在遥 他走上
前去问道院野你看起来很快活袁 能教给我解脱烦恼的方法
吗钥 冶

牧童说院野骑在牛背上袁笛子一吹袁什么烦恼也没有了遥 冶
他试了试袁却无济于事遥 于是袁又开始继续寻找遥
不久袁 他来到一个山洞里袁 看见有一个老人独坐在洞

中袁面带满足的微笑遥
他深深鞠了一个躬袁向老人说明来意遥老人问道院野这么

说你是来寻求解脱的钥 冶
他说院野是的浴 恳请不吝赐教遥 冶
老人笑着问院野有谁捆住你了吗钥 冶
野噎噎没有遥 冶
野既然没有人捆住你袁何谈解脱呢钥 冶
他蓦然醒悟遥
大道理院由于我们的心态没有调整好袁烦恼也就一个跟

着一个而来袁实际上袁大多数烦恼都是无中生有遥
把心态调整好袁 问题会变得很简单袁 烦恼也就不驱而

散遥

老先生常到一家商店买报纸袁 那里的服务生总是一脸
傲慢无礼的样子袁就连基本的礼貌都没有遥做事追求效率固
然重要袁可是缺乏礼貌一定会流失客人袁没有了客人服务速
度再快袁又有什么用钥

朋友对老先生说袁为何不到其他地方去买钥
老先生笑着回答院野为了与他赌气袁我必须多绕一圈袁浪

费时间袁徒增麻烦袁再说礼貌不好是他的问题袁为什么我要
因为他而改变自己的心情钥 冶

大道理院 不要因为别人的不好而影响了自己做事情时
候心情袁也不要因外界的不如人意而影响一生的幸福快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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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台湾媒体报道袁明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野大选冶
蓝绿双雌争霸袁叶联合报曳最新选情调查发现袁蔡英
文以 4成 5的支持度领先洪秀柱 12个百分点遥 不
过袁选民对洪尧蔡两人的印象偏好不分轩轾袁3 成 7
选民喜欢洪秀柱袁3成 8对蔡英文有好感遥

据报道袁叶联合报曳最新调查发现袁洪秀柱虽高
标冲破国民党台湾地区领导人初选民调 野防砖门
槛冶袁并获核备成为国民党 2016准参选人曰不过袁如
果明天投票袁蔡英文目前获得 4成 5选民青睐袁3成
3支持洪秀柱袁 双方差距 12个百分点袁2成 3选民
支持意向未定遥
中立选民 蔡略胜一筹

交叉分析发现袁巩固蓝营基本盘是洪秀柱跨过
党内初选门槛后的当务之急遥 蓝营支持者中袁 仅 6
成 8支持洪秀柱袁2成 3拥护蔡英文袁相对于蔡英文
获得逾 9成绿营支持者力挺袁洪的政党凝聚力明显
有待加强曰中立选民中袁蔡英文也略胜一筹袁4 成 2
支持蔡英文袁2成 3青睐洪秀柱遥

从胜选声势来看袁选民也多看好蔡英文的赢面
较大遥 5成 3选民认为蔡英文较有胜算袁仅 1成 3觉
得洪秀柱有胜选机会袁3成 4无法判断谁能胜出遥

即便是蓝营支持者袁 也有 4 成 9 看好蔡会当
选袁仅 2成 9相信洪较有胜算曰至于支持洪秀柱的
选民中袁有 3成 6 认为蔡胜算较大袁仅 3 成 7 对洪
胜选有信心遥
好感度 两人不分轩轾

蔡英文的支持度及看好度虽都领先洪秀柱袁不
过袁若比较蓝绿两位参选人在选民心目中的印象偏
好袁洪尧蔡两人喜好度不相上下遥分别来看袁有 3成 7
选民喜欢洪秀柱袁2成 4不喜欢洪袁3成 9对洪无个
人偏好曰至于蔡英文则有 3成 8选民对她有好感袁2
成 7不喜欢蔡英文袁3成 4对蔡无个人偏好遥

40岁以上 认同尧喜好洪
分析显示袁蔡英文较获 20至 39岁年轻族群的

青睐袁4成 2喜欢蔡英文袁2成 4不喜欢蔡袁40 岁以

上选民对蔡有好感者则降至 4成以下曰洪秀柱则是
在 40岁以上选民中较获认同袁喜好度都超过 4成袁
但 40岁以下青壮族群中袁 仅 2成 6对洪有好感袁2
成 7不喜欢洪袁4成 7对洪无偏好遥

中国国民党第 19 次全代会第 3 次会议 19 日
通过提名台立法机构副负责人洪秀柱为 2016台湾
地区领导人参选人遥

在正式获得提名后袁洪秀柱在会上发表演说强
调袁若当选袁一定在野九二共识冶基础上袁巩固尧深化尧
推动两岸的和平发展袁 让全民共享两岸的和平红
利袁为两岸开创持续尧稳定的和平环境遥

6月 14日袁国民党唯一候选人尧台立法机构副
负责人洪秀柱 3 家民调机构的平均支持率为
46.203豫袁 超过国民党党内 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
初选民调 30豫的门槛遥

6月 17日袁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核备提名洪秀柱
为该党 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候选人遥 2016
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将于 2016年 1月举行遥

野小辣椒冶洪秀柱被国民党正式提名袁参加 2016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遥 此前有媒体放料袁国民党
全代会有可能临阵换将袁推选其他党内大佬代表国
民党出征明年大选遥 现在看来袁国民党在野大敌冶渊选
战冤当前袁暂时克服了党内不团结遥

早有舆论总结袁台湾领导人选举是两个女人的
战争遥 现在对垒正式开始袁从直接观感来看袁洪秀柱
是最不像国民党的野女汉子冶袁蔡英文是最不像民进
党的野大小姐冶遥 两个人差异鲜明的特征袁令选战增
添更多变幻莫测的因素遥
以往选战中袁民进党常把阶层议题作为舆论战

的主战场遥 犹记得袁九合一选举民进党和柯文哲用
权贵的议题袁打得国民党几无还手之力遥 可现在洪
秀柱的出线袁使得国民党的候选人第一次出身阶层
低于民进党遥 蔡英文上大学已经开豪车袁而洪秀柱
上大学后打工领到第一份薪水是帮家里买第一个

电锅遥 面对这样一个野四级贫户冶的洪秀柱袁民进党

的舆论战

怎么打钥
民 进

党还喜欢

打族群议

题遥但洪秀
柱的父亲

因为白色

恐怖坐牢

三年多袁出
狱后袁四十

年没有正式工作袁至其临终袁冤狱都未及平反遥 民进
党面对这样的对手袁舆论战又如何打钥 有意思的是袁
洪秀柱的闽南话也好过蔡英文袁 蔡英文要怎样操
作袁才能让本土议题发酵钥
备受瞩目的还有两岸议题遥 过去两岸议题是民

进党的强项袁但在 2008年尧2012年大选袁被国民党
翻转袁成为国民党的吸票机遥 民进党在两岸议题无
法得分袁却害怕失分袁这从国民党一直死咬蔡英文
两岸议题袁而蔡英文一直回避就可以看出遥 蔡英文
和民进党的两岸论述正在逐渐向国民党的两岸论

述靠拢袁采取对两岸议题进行模糊处理的策略遥
所以从两岸政策来看袁国民党和民进党已没有

本质区别袁两者都在向中间靠拢遥 当然袁野总统冶战打
的不单是两岸政策袁还有经济和民生袁对于后两者
来说袁由于马英九八年执政政绩不佳袁岛内民意对
国民党甚是不满曰 加上民进党一贯对国民党抹黑袁
指责其野亲中卖台冶袁从道德上将国民党矮化了一大
截遥 所以袁在本土意识愈来愈强化的背景下袁明年台
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对国民党天然就不利遥
洪秀柱代表国民党出征袁就必须要接受国民党

的各种正负野遗产冶遥 国民党还是一个山头林立的政
党袁党内派系深厚袁作为一个野弱势候选人冶袁洪秀柱
要想赢得党内各方支持袁就必须听话袁做出一定妥
协遥 在未来几月袁洪秀柱能否摆平党内派系袁抵挡来
自党内保守势力的冲击袁还将是未知数遥
台湾总统大选一向很复杂袁未知元素很多遥 洪

秀柱固然过了党内候选人这一关袁但还要面对民进
党的杯葛及美国的态度这两关遥 目前洪秀柱的民意
调查比蔡英文要低袁选民对其评价也在回归各自的
意识形态遥这对洪秀柱都是不利因素遥另外袁在台湾
从政治领导人到一般平民都高度野哈美冶的大气候
下袁美国的态度对谁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也相当重
要遥从当下的现状看袁洪秀柱想改造国民党很难遥所
以袁虽然她早先喊出野一中同表冶的口号袁但在党内
遇到反弹后随即退回国民党的立场遥 对洪秀柱袁不
仅台湾很多人把她看做统派袁大陆这边也有人这么

看袁实际这是一种错觉遥 在台湾袁没有真正意义上的
统派袁或者说这样的统派已边缘化遥 这一点大陆必
须有清楚的认识遥
台湾会进入蔡的时代还是洪的未来钥 很大程度

还得由台湾的民意决定遥 对大陆来说袁无论谁当选
都不会有太大影响袁因为该来的总要面对遥

据台湾叶联合报曳报道袁蓝营绿营 23 日在台湾
中部拼场遥 国民党野大选冶参选人洪秀柱获党提名
后袁23日启动野拥抱希望袁阿柱秀台湾冶行程遥

洪秀柱会以洪父当年工作的月眉糖厂为首站袁
下午到台中市与前市长胡志强夫人邵晓铃对谈曰民
进党野大选冶参选人蔡英文 23 日也安排台中行程袁
两人将在台湾中部互别苗头遥

洪办幕僚表示袁月眉有洪秀柱童年回忆袁也是
父亲受政治迫害的伤心地袁 这是一份复杂的情感袁
却是洪秀柱成长记忆中永难忘怀的一部分曰从月眉
出发袁也象征野饮水思源袁莫忘初衷冶遥

洪秀柱将在糖厂的千年树下发表竞选歌曲野台
湾是咱的名冶袁这首歌是知名制作人陈宏铭创作袁陈
宏铭曾写过包括歌手蔡琴野被遗忘的时光冶等歌曲袁
脍炙人口遥 陈宏铭说袁野台湾是咱的名冶这首歌在他
心中酝酿 3年袁 从报道得知洪秀柱与父亲的故事袁
给了他灵感袁特地向洪办要数据袁歌词中也加入了
洪秀柱父女情感的词遥 洪秀柱 22日晚特地排开行
程练歌袁未来将会成为洪的竞选歌曲之一遥

洪秀柱 24日将到彰化鹿港袁 除了知名的摸乳
巷袁行程小组特别安排洪秀柱到野老师巷冶与退休老
师尧地方耆老对谈遥

幕僚表示袁老师巷的子弟多半选择有公费补助
的师范院校就读袁与洪秀柱出身背景相似袁对谈一
定激荡出不同火花遥

幕僚说袁洪秀柱也将拜会地方人士尧参访创新
产业袁加上非典型行程袁纳入更多人文尧文创尧观光
元素袁希望用说故事方式阐述理念袁倾听民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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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擴大營業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10

290
Genard Rd.

Be
ltw
ay
8

St
eff
an
i

Ge
ss
ne
r

Clay Rd.

萬事達石業公司

North

反應迅速 專業施工 工廠直銷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GRANITE MASTER

4502 Steffani, Houston,TX 77041(新倉庫室內外面積達6萬餘呎，新址在舊地址路口處)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部分花崗石樣板花崗石板 室外倉庫 倉庫一角 廚房洗盥盆 倉庫展示間 實木櫥櫃 花崗石廚房檯面

一年內付清，可享12個月無息分期付款。

2999

皇冠地板皇冠地板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9am-6pm

總店：Tel: 281-988-0060 中文專線: 713-574-2432
11727 W. Sam Houston Parkway Suite G ,Houston, TX 77031

8號公路南北從WestAirPort出口

各大名牌各大名牌 工廠直銷工廠直銷 批發批發零零

※顏色﹑種類多
※庫存量大﹑現場提貨
※價優品優﹑服務好

休士頓南分店：電話：972-467-8510 地址：3310 Telephone Rd. Houston TX 77023 www.crownflooringhouston.com

休士頓最具規模專業老字號

複合地板 12.3mm $0.99/SF &UP(僅材料)
複合地板 12.3mm $2.35/SF &UP(包工包料)
實木複合 1/2" $4.99/SF &UP(包工包料)

花崗石台面
$15.50/SF &UP

Corpper Peach & Tea Brown

40余種顏色供選擇
$1500以上送不銹鋼水槽

˙實木﹑複合地板
˙花崗石台面﹑櫥櫃
˙各大名牌地磚﹑地毯
˙室內外裝修

酬賓大優惠

China Vows To Keep Yuan Stable
And Widen Trading Band

Beijing has pledged to maintain a "basically stable"
yuan and widen its trading band as it paves the way
for the renminbi to be recognised as a world reserve
currency and to make room for depreciation to aid its
ailing exports.
The country would keep exchange rates "reason-
ably" steady, improve its market pricing mechanism,
and expand the daily trading range within which the
yuan is allowed to float, the State Council said yes-
terday.
The yuan is under mounting depreciation pressure,
faced with a stronger US dollar and increasing capi-
tal outflows amid its lacklustre property market and
the recent stock market rout.
Foreign reserves shrank US$36 billion in the second
quarter of the year, after falling by US$113 billion in
the first quarter.
Economists say stable exchange rates, more mar-
ket-driven pricing and a wider trading band would
boost confidence in the yuan as Beijing strives to in-
clude it in the Special Drawing Rights (SDR) basket.

SDR refers to supplementary foreign exchange re-
serve assets currently made up of the US dollar, Brit-
ish sterling, Japanese yen and the euro.
"China will keep the yuan stable and reasonably
strong against the US dollar to help progress the ren-
minbi's internationalisation," UBS Securities econo-
mist Wang Tao said. "After the SDR review this year,
which could endorse the renminbi's inclusion … Chi-
na will likely allow the yuan to depreciate slightly
more against the US dollar … to offset the dollar's
strengthening."
The yuan depreciated 2.6 per cent against the green-
back last year. It weakened by one per cent in the
first two months of 2015 before regaining some
strength from March. Recent rates have remained
largely stable at around 6.2 to 6.21.

China controls its exchange rate, with au-
thorities fixing the US dollar-renminbi rate
every trading day and then allowing it to
float by 2 per cent either way.
"Reforming the fix could take time," HSBC
analysts wrote in a research note. "In the in-
terim, widening the trading band, to say 3
per cent, is one way [to] increase the flexibil-
ity in the US dollar-renminbi exchange rate."
Related

South African Usage Of Yuan For
China Payments Soars

The direct payments value between South
Africa and China/Hong Kong denominated
in yuan soared to 31.3 per cent in June
2015 from 10.8 per cent in June 2014 and

4.6 per cent in June 2013.
Recent SWIFT data shows that the number of pay-
ments denominated in Chinese yuan or renminbi
(RMB) for direct payments between South Africa and
China increased by 33 per cent over the last 12
months and by 191 per cent over the last two years.
“ The rise of yuan usage in South Africa is another
good indicator of the cross border use of the curren-
cy” , Hugo Smit, Head of Africa South, SWIFT said.
“Much of this growth has to do with the strengthened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South Africa and China,
which were renewed at the end of 2014 to include
trade co-operation and sustainable investment oppor-
tuniti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s a result of this
effort, yuan usage in South Africa should continue to
grow at a good rate.”
SWIFT provides financial messaging for more than
10 000 banks‚
securities
institutions and
corporate
customers in
212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China was
South Africa’ 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for the
sixth consecutive year in 2014 with $60.3 billion in
bilateral trade.
To further deepen ties between these two BRICS
members, South African Deputy President Cyril Ra-
maphosa was in China for an official visit from 13 Ju-
ly to 7 July that focused on economic and trade mat-
ters.
Usage of the Chinese yuan as an international pay-
ments currency has soared by more than 400 per
cent since June 2011. In January 2012 it was only
ranked 20th with a 0.25 per cent share or almost half
the rand’ s 0.48 per cent share at the time.
Since then there has been a concerted effort to
make the yuan an international payments currency
and in December 2012, the yuan moved above the
rand in the rankings as the yuan moved to 15th and
the rand to 16th. In April 2014 it displaced the Swiss
Franc and was ranked seventh with a 1.43 per cent
share and in June 2015 it was ranked fifth with a
2.09 per cent share having overtaken the Australian
and Canadian dollars.

The Crimean crisis in 2014 saw the South African
rand overtake the Russian rouble as an international
payments currency, because traders fled from the
Russian currency in case more Western sanctions
were applied.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SWIFT currency tracker, the
share of the rand remained stable at 0.42 per cent
between January 2013 and April 2014, while the
share of the Russian rouble dropped by almost a
third from 0.56 per cent to 0.39 per cent. In June
2015 the rand was ranked 15th with a 0.49 per cent
share, while the rouble was ranked 20th with 0.22

per cent share. (Courtesy http://thebricspost.com)

China's Defense Ministry Thursday accused the
United States of "militarizing" the South China
Sea by staging patrols and joint military drills
there, leading to raised tensions in the disputed re-
gion.
China Defense spokesman Yang Yujun said Bei-
jing has been angered by U.S. Navy and Air Force
forays through waters it claims as its own,
strengthened military alliances with the Philippines

and others, and frequent military ex-
ercises in the region.
Yang said the actions are creating
risks of incidents in the air and at
sea.
"The Chinese side expresses its se-
rious concern over U.S. activities to
militarize the South China Sea re-
gion," he said. "Such actions taken
by the U.S. side would inevitably
arouse suspicion from others that,
does the U.S. want nothing better
than chaos in the region?"
Yang's remarks were prompted by
comments made last week by Ad-
miral Harry Harris, head of the U.S.
Pacific Command, who criticized

Chinese island-building in the disputed waters.
In the past year, China has stepped up its creation
of artificial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larm-
ing neighbors and provoking U.S. criticism.
Security leaders
Harris, speaking at a Colorado gathering of U.S.
national security leaders hosted by the Aspen In-
stititue, warned China that its aggressive build-up
could undermine international norms that have
long supported the global economy and political
order.
More than $5.3 trillion in global sea-based trade
relies on unimpeded sea lanes through the South
China Sea, Harris said. That is made possible
through regional partners' recognition of interna-
tional law and protection of freedom of navigation,
he said.

Harris also argued the newly created islands are
clearly intended for China’ s military use, possibly
as forward operating bases.
Speaking at a monthly news conference, Yang
said China rejected the claims and accused the U.
S. of ulterior motives.
"The U.S. side disregards and distorts the facts
and plays up China's military threat to sow discord
between China and the littoral sta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e firmly oppose such actions," Yang
said.
Disputed waters
China and five other claimants – Taiwan, Vietnam,
Malaysia, Brunei and the Philippines – have com-
peting claims to all or part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home to rich fishing grounds, potentially sig-
nificant mineral reserves and some of the world's
most crucial shipping lanes.
Harris said the amount of land reclaimed by Viet-

nam,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and Taiwan over
the past 45 years totaled a mere 40 hectares (100
acres), a fraction of the more than 1,200 hectares
(3,000 acres) reclaimed by China in the last 18
months alone.
“ The South China Sea is front and center in the
tug-of-war between the majority of regional na-
tions that want to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and Chi-
na that wants to change it to suit its narrow self-in-
terest,” he said at the security panel discussion
July 24.
In response to Yang's remarks, State Department
spokesman Mark Toner said Thursday that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he U.S. has played a
"critical role" in supporting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of the Asia-Pacific, which has been instrumental in
the region's "remarkable growth." He called on
South China Sea claimants to peacefully manage
and resolve their disputes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
national law.
China and five other claimants have competing
claims to all or par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home
to rich fishing grounds, potentially significant min-
eral reserves and some of the world's most crucial
shipping lanes.
Harris said last week the South China Sea was
now "front and center in the tug-of-war between
the majority of regional nations that want to main-
tain the status quo and China that wants to
change it to suit its narrow self-interest."
China accuses the U.S. of maintaining a double
standard by not criticizing work by other countries
on their South China Sea holdings. (Courtesy http:
//www.voanews.com)

China Accuses US Of "Militarizing"
The South China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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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pine and U.S. troops prepare for a combined assault
exercise at a beach facing one of the contested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known as the Scarborough Shoal in

the West Philippine Sea, April 21,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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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has vowed to widen the yuan's trading
band. (Photo: Reuters)

Chinese dredging vessels are purportedly
seen in the waters around Mischief Reef in
the disputed Spratly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this video image taken by a

P-8A Poseidon surveillance aircraft
provided by the U.S. Navy, May 21, 2015.

Boost To Sluggish Trade Sector Pledged

责任编辑：胡玉兰

“漫漫人生路，总会错几步。”人生中，许多意外难

以预测。有的带来惊喜，有的带来困惑，更有人的一

生会因意外完全错位。而与整个宇宙相比，地球上的

悲欢离合看起来又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本周，在太空

探索领域有不少震撼人心的大事发生，或将影响人

类的未来。

意外逆转人生院双胞胎抱错命运大不同
1988年袁在哥伦比亚一家医院袁两对同卵双胞胎同时出生遥但四个

婴儿竟然被搞混了袁两个家庭分别领走了两对双胞胎中的一个遥
27年后袁这个失误才被偶然发现遥 但是被抱错的两名双胞胎的人

生已经无法回头院在城市长大的两人成了白领尧会计曰而在农村长大的
两人因家庭原因无力供养学业袁两人都成了屠夫遥

无独有偶袁美国华盛顿一名哈佛高材生的野人生大逆转冶更让人唏
嘘遥 他曾是拥有包括哈佛法律学在内的三大学位的高材生袁但多年后
却因不幸患上精神分裂症袁流落街头遥更让人唏嘘的是袁当这名曾经的
天之骄子因侵占他人财产被起诉时袁 审理此案的法官正是他的校友袁
昔日同窗一个庭上审案袁一个庭下聆讯袁不禁让人感叹造化弄人遥

另一名美国男子的人生经历则多少有些乌龙要要要该男子因为

1982年的一宗谋杀案袁已经在监狱度过 23年的光阴袁日前竟被法官宣
判无罪袁即将出狱遥

这名男子说袁当年案发时袁他在别处喝酒袁还想买毒品来野high冶遥但
他的哥哥尧父亲都是警界人士袁因野怕家人蒙羞冶袁没在法庭上说实话袁
没想到被判入狱遥小编有疑惑院明知不说实话的结局是终身监禁袁您为
啥要自己坑自己呢钥
逃犯别嘚瑟院笨贼晒照被警方抓获

本周袁全球头号毒枭从墨西哥顶级监狱越狱的消息让人好不紧张!
有野全球头号毒枭冶之称的古兹曼这已经是第二次越狱了袁他在钻出那
个为他野特制冶的超豪华地道后扬长而去袁不知所踪遥如今袁古兹曼又过
上了喝啤酒尧坐飞机的自在生活袁甚至还在社交网站上晒出悠闲享乐
的照片院野我就是想让全世界知道袁我特别低调浴 冶小编想问问袁如果下
次再抓到这种专业越狱犯袁是不是就只能把他囚禁在月球了钥

不过袁古兹曼也别高兴得太早遥 狡猾的逃犯即使小心藏匿行踪袁但
百密一疏袁总有疏忽的时候遥菲律宾一名通缉要犯就是太嘚瑟袁逃亡期
间大喇喇与友人见面聚会袁 被不知情的友人在社交媒体上晒合照袁暴
露了要犯的藏匿地袁 从而使人得警方顺利抓捕到该
犯人遥

有拼了老命想从监狱里出去袁 有人却 野迫不及
待冶想进去院美国佛罗里达州两名男子从工地偷来挖
土机袁直接推倒建筑袁撬走自动取款机袁想偷回去把
钱弄出来遥不过袁两人的野大阵仗冶自然不能逃脱警方
的视线院两人已经被捕入狱袁估计日后将在狱中结伴
了遥
宇宙那么大袁我想去看看
跳出地球上的悲欢离合袁 让我们把视线放得远

一点院本周袁还有不少或震撼人心尧或将影响人类未
来的大事发生遥

7月 14日袁美国宇航局(NASA)野新视野冶号探测
器历史性地飞掠冰冷尧阴暗的冥王星袁把太阳系最后
一个未知世界的照片传回地球遥这架探测器上袁还有
1930年冥王星的发现者要要要美国天文学家汤博的骨

灰遥 9年半光阴袁30亿英里袁忍耐宇宙中难熬的寒冷
和孤独袁只为和你瞬间的邂逅遥

浩瀚太空值得人类不断发现探索遥 一项新的研

究指出袁太阳活动如耀斑将于 2030年剧减 6成袁这一现象届时将对地
球产生何种影响还不得而知遥有担忧说袁地球或会迎来野小冰河期冶遥不

过不用担心浴 NASA宣布袁将进一步探测月球袁通过机器人建立日光反
射器并改善其环境袁使月球成为人类宜居之地袁人类入住月球将不再
是梦~~

除了野移民月球冶袁天文学家最近也发现一颗类似木星的行星围绕
一颗类似太阳的恒星运转袁它们所在的星系可能与太阳系相似遥 推测
认为袁距离这颗恒星更近的地方可能存在类似地球的行星遥

看来袁人类移民太空的梦想袁很有可能在未来实现浴 小编关心的
是袁以后地球上的人没那么多袁没那么拥挤袁房价会不会降一点呢钥

一周趣闻：意外逆转人生“移民太空”不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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