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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讀圖

冬冬 季季 團團
洛磯山脈6天 $399/人

北極光4天 $839/人(含禦寒套裝)

上海北京雲南張家界九寨溝
日本韓國泰國 豪華郵輪

中國特價遊中國特價遊 $49起

美東美東55天天 : $153起 (4人)
美加東美加東66天天 : $239起 (4人)
美西7天 : $213起 (3人)

歐歐 洲洲 團團
名人假期優惠 $300(10月報名)

天寶旅遊 $730起

震撼價震撼價 僅
$1399 (12/19 - 1/3/2016)

北京來回機票
$399/人

(含上海機票+旅遊團)

$499/人
(含台灣&上海機票+旅遊團)

Debbie文媛/Manager
專線：281-799-2833
debbie@chinatourusa.com

全旅用心全旅用心 顧客安心顧客安心

WWW.CHINATOUR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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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旅假期全旅假期

專辦中國簽證 (十年) 全球豪華郵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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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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靜茶香盛大開張心靜茶香盛大開張！！美國郵局中國城分部盛大開張美國郵局中國城分部盛大開張！！歡迎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美國歡迎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美國““中國圖書展銷月中國圖書展銷月
””開幕剪彩同時於開幕剪彩同時於20152015 年年1010月月1616日中午日中午1212時整同時舉行時整同時舉行，，來自天津的五位出版社社長來自天津的五位出版社社長、、心靜茶香負責心靜茶香負責
人黃琛女士人黃琛女士、、休斯頓中國城郵局負責人王慧萍女士與休斯頓市長候選人馬迪麥克為休斯頓中國城郵局負責人王慧萍女士與休斯頓市長候選人馬迪麥克為(Marty McVey)(Marty McVey)及其助理及其助理
陳文律師陳文律師、、恒豐銀行兩任公關楊國楨周明潔恒豐銀行兩任公關楊國楨周明潔、、石山地產負責人伯尼莊麗香女士石山地產負責人伯尼莊麗香女士、、徐建勛大律師徐建勛大律師、、川渝同鄉川渝同鄉
會會長卿梅會會長卿梅、、上海聯誼會會長金仲賢上海聯誼會會長金仲賢、、美國青年大使俱樂部主席袁麗美國青年大使俱樂部主席袁麗、、江蘇同鄉總會副會長陳韻梅等嘉賓江蘇同鄉總會副會長陳韻梅等嘉賓
集體上臺剪彩合影集體上臺剪彩合影。。

20152015 年年1010月月1414日中午日中午，，中國總商會休斯頓分會特別舉行中國總商會休斯頓分會特別舉行““中國國家主席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成功通報會習近平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成功通報會”，”，特邀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李強民特邀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李強民
大使做專題報告大使做專題報告，，並舉行並舉行Q&AQ&A。。美國總統老布什代表尼爾布什美國總統老布什代表尼爾布什、、得州眾議得州眾議
員吳元之員吳元之(Gene Wu)(Gene Wu)、、美國國務院外事辦區域主任美國國務院外事辦區域主任Nicholas PappNicholas Papp、、夏普斯夏普斯
堂管理區主席李雄堂管理區主席李雄、、休斯頓國際區主席兼美南新聞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休斯頓國際區主席兼美南新聞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
中石化美國公司總經理張吉星等出席中石化美國公司總經理張吉星等出席。。中石油總經理李少林主持了大會中石油總經理李少林主持了大會。。

20152015 年年 1010 月月 1111 日日，，國際領袖基金會創始人傑龍國際領袖基金會創始人傑龍（（JoelJoel
SzabatSzabat））及休斯頓主席伯尼莉香對新一屆顧問委員會董事們及休斯頓主席伯尼莉香對新一屆顧問委員會董事們
頒發聘書頒發聘書。。賴清陽大律師賴清陽大律師、、江麗君江麗君(Maria)(Maria)、、宋蕾宋蕾(Grace(Grace
Jacobson)Jacobson)、、新世紀通訊新世紀通訊Lily LiLily Li等一批新老董事均出席等一批新老董事均出席。。

20152015 年年1010月月1313日日，，得州州長得州州長Greg AbbottGreg Abbott見面會在休斯頓見面會在休斯頓
AdobeAdobe 餐廳舉行餐廳舉行，，亞裔與會者亞裔與會者 GraceGrace、、Sally ShaSally Sha、、MinMin
ZhengZheng、、何冰何冰、、黃琛黃琛、、著名油畫家沙漠著名油畫家沙漠、、張晶晶等與坐在輪張晶晶等與坐在輪
椅上的得州州長合影椅上的得州州長合影。。

20152015 年年1010月月1313日日，，得州州長得州州長Greg AbbottGreg Abbott見面會在休斯頓見面會在休斯頓
AdobeAdobe餐廳舉行餐廳舉行，，亞裔與會者國際華裔女企業家專家協會會長亞裔與會者國際華裔女企業家專家協會會長
宋蕾宋蕾(Grace Jacobson)(Grace Jacobson)向州長介紹自己振興得州旅館業的計向州長介紹自己振興得州旅館業的計
劃劃，，深得州長褒獎嘉許深得州長褒獎嘉許。。

20152015年年1010月月1515日日，，海綿寶寶海綿寶寶
冰雕再現牧笛花園冰雕再現牧笛花園 (Moody(Moody
Garden)Garden)。。世界名人網顧問李世界名人網顧問李
柏棋和總編輯王福生專訪來自柏棋和總編輯王福生專訪來自
中國哈爾濱的由邱廣會大師為中國哈爾濱的由邱廣會大師為
首的冰雕大師首的冰雕大師3030人組成的龐人組成的龐
大隊伍大隊伍，，範永強範永強、、褚克峰兩位褚克峰兩位
大師也在首次完工的兩個最新大師也在首次完工的兩個最新
冰雕前介紹今年冰雕的最新特冰雕前介紹今年冰雕的最新特
色色。。據悉據悉，，20152015年年1111月月1515日日
海綿寶寶冰雕展將正式開放供海綿寶寶冰雕展將正式開放供
遊人參觀遊人參觀。。

20152015年年1010月月1515日下午國際華裔女企業家暨專家協會特邀大通日下午國際華裔女企業家暨專家協會特邀大通
銀行資深銀行資深SBASBA貸款專家貸款專家Mitchell Williams, Harry Leach, MaryMitchell Williams, Harry Leach, Mary
ChuaChua在在EscalanteEscalante墨西哥餐廳宴會廳舉行怎樣獲得資本的專業墨西哥餐廳宴會廳舉行怎樣獲得資本的專業
講座講座！！大通銀行副總裁大通銀行副總裁Clare JinClare Jin作為副會長為各位女企業家準作為副會長為各位女企業家準
備了非常豐富的大餐備了非常豐富的大餐，，使得每一個人都受益匪淺使得每一個人都受益匪淺。。

（本報訊）十月的休斯頓格外美十月的休斯頓格外美
麗溫暖麗溫暖。。經過一整天的緊張經過一整天的緊張、、激烈的激烈的
比賽比賽，，20152015 ““致諾杯致諾杯””於十月十日於十月十日
圓滿結束圓滿結束。。本次近四十名乒乓球運動本次近四十名乒乓球運動
員參加了這次乒壇盛會員參加了這次乒壇盛會。。來自中國的來自中國的
著名運動員著名運動員Kewei LiKewei Li 擊敗現任美國擊敗現任美國
冠軍冠軍Jim Butler,Jim Butler, 又上演了兩大頂尖又上演了兩大頂尖
高手的對決高手的對決。。第三名是新近來訪的美第三名是新近來訪的美
女運動員王爽女運動員王爽。。她經過一場鬥智斗勇她經過一場鬥智斗勇
的較量最終擊敗同樣來自大陸的的較量最終擊敗同樣來自大陸的““大大
力神力神””莊翔莊翔，，莊翔為第四名莊翔為第四名。。 BB組冠組冠
軍由本地老牌乒乓好手余峰獲得軍由本地老牌乒乓好手余峰獲得。。本本
次比賽由次比賽由““致諾電腦公司致諾電腦公司””和乒乓愛和乒乓愛
好者張楠共同贊助好者張楠共同贊助。。

這次比賽分成這次比賽分成A/B/CA/B/C 三組三組，，AA組組
優勝者設獎金優勝者設獎金。。第一號种子選手李克第一號种子選手李克
偉目前美國乒乓球協會排名第一偉目前美國乒乓球協會排名第一，，削削
球結合正手弧旋球打法球結合正手弧旋球打法，，尤其是他的尤其是他的
進攻的頻率和力度是不亞於進攻型選進攻的頻率和力度是不亞於進攻型選
手的手的。。第二號种子第二號种子Jim BulterJim Bulter是美國是美國
冠軍冠軍，，兩次代表美國參加奧運會兩次代表美國參加奧運會，，正正

手弧旋球結合反手快攻手弧旋球結合反手快攻，， 糾纏功夫糾纏功夫
了得了得，，可稱為可稱為““大蟒大蟒”，”， 過幾天他過幾天他
會代表北美參加在瑞典舉行的會代表北美參加在瑞典舉行的20152015
世界杯乒乓球比賽世界杯乒乓球比賽。。第三號种子王爽第三號种子王爽
剛剛來休斯頓訪問的年輕女運動員剛剛來休斯頓訪問的年輕女運動員，，
發球隱蔽性強發球隱蔽性強，，非常旋轉非常旋轉，，正反手弧正反手弧
旋球進攻性打法旋球進攻性打法。。第四號种子莊翔是第四號种子莊翔是
來自中國的好手來自中國的好手，，一手變化莫測的發一手變化莫測的發
球常常是接球方一籌莫展球常常是接球方一籌莫展，，要不就是要不就是
直接吃球直接吃球，，要不就回出高球要不就回出高球，，他的正他的正
手力大無比的弧圈球可謂殺手手力大無比的弧圈球可謂殺手，，對方對方
基本無法有效防禦基本無法有效防禦，， 故有故有““大力神大力神
””稱號稱號。。這次比賽有休斯頓乒壇元老這次比賽有休斯頓乒壇元老
之一之一Henry ChenHenry Chen做比賽主任做比賽主任，，加上加上
Manny ValazquezManny Valazquez做助手做助手，，還有熱心還有熱心
的義工李雅偉等協調的義工李雅偉等協調，，比賽秩序始終比賽秩序始終
保持良好保持良好，，比賽流程也非常順暢比賽流程也非常順暢。。比比
賽從早上八點半開始持續到傍晚五點賽從早上八點半開始持續到傍晚五點
半結束半結束。。場上場上,,選手們個個精神飽滿選手們個個精神飽滿，，
滿頭大汗滿頭大汗，，精力旺盛精力旺盛，，每人都使出了每人都使出了
渾身的解術渾身的解術，，真是八仙過海各顯其能真是八仙過海各顯其能

。。最後李科威技高一籌奪得這次大獎最後李科威技高一籌奪得這次大獎
賽的冠軍賽的冠軍；；Jim ButlerJim Butler獲得亞軍獲得亞軍；；王王
爽奪得第三名爽奪得第三名，，莊翔第四名莊翔第四名。。

各組比賽經過激烈的角逐後各組比賽經過激烈的角逐後，，產產
生了以下的前三名生了以下的前三名：：

AA 組組-- 冠軍冠軍：：李科威李科威；；亞軍亞軍：：JimJim
ButlerButler；；季軍季軍：：王爽王爽；；第四名第四名：：莊翔莊翔

BB 組組-- 冠軍冠軍：：余峰余峰；； 亞軍亞軍：：AmirAmir
HormozHormoz ；；季軍季軍：：Augustine BuiAugustine Bui

CC組組-- 冠軍冠軍：：Justin BertschiJustin Bertschi；；亞軍亞軍
：：Clayton PavlicekClayton Pavlicek；；季軍季軍：：TonyTony

這次比賽精彩紛呈這次比賽精彩紛呈，，亮點頗多亮點頗多：：
來自國內的於雙堪稱直拍怪球手來自國內的於雙堪稱直拍怪球手，，一一
面反膠面反膠，，一面是特別長膠一面是特別長膠，，從發球開從發球開
始就換拍面始就換拍面，，時而長膠擠搓時而長膠擠搓，，時而反時而反
膠進攻膠進攻，，而在而在AA組把休斯頓高手卡路組把休斯頓高手卡路
斯落下馬斯落下馬。。在與美國冠軍布特勒的比在與美國冠軍布特勒的比
賽中賽中，，也敢打敢拼也敢打敢拼，，雖敗猶榮雖敗猶榮。。而少而少
年選手更是後浪推前浪年選手更是後浪推前浪：： 本地著名本地著名
高手高手VictorVictor女兒在小組塞中不畏強手女兒在小組塞中不畏強手

，，打出了高水平打出了高水平，，最後榮獲本次比賽最後榮獲本次比賽
““最佳進步獎最佳進步獎”，”， 而另一個新秀而另一個新秀，，
Oliver Wang,Oliver Wang,這次出乎意外擊敗美國這次出乎意外擊敗美國
乒協積分乒協積分20002000的選手的選手，，令人難以置令人難以置
信信，，造成轟動造成轟動。。

比賽結束時比賽結束時，，致諾公司代表致諾公司代表、、本本
次比賽總裁判次比賽總裁判Henry,Henry,後勤總管後勤總管MannyManny
奇好女士奇好女士,,俱樂部李雅偉教練俱樂部李雅偉教練，，和德州和德州

乒乓球訓練中心主席徐建勳分別為獲乒乓球訓練中心主席徐建勳分別為獲
獎的選手們一一頒發了獎金和獎杯獎的選手們一一頒發了獎金和獎杯
。。 20142014致諾杯乒乓球大獎賽圓滿結致諾杯乒乓球大獎賽圓滿結
束了束了。。但那些精彩的場面但那些精彩的場面，，選手們接選手們接
發球的競技風彩發球的競技風彩，，還在人們的腦海裡還在人們的腦海裡
浮動閃現浮動閃現，， 甚至成為人們永久的記甚至成為人們永久的記
憶憶。。

20152015““致諾杯致諾杯””
乒乓球大獎賽圓滿結束乒乓球大獎賽圓滿結束

（本報
訊）第12屆
墨西哥灣國
際龍舟賽將
於 10 月 24
日上午在位

於糖城的Brooks 湖畔開幕。休斯敦華裔聯
盟（HCA）今年第一次組隊參加，代表休斯
敦華人社區參與社區單元的比賽。

龍舟是源於中國的古老而具有濃郁中華
文化色彩的水上體育活動，承載著中華的精
神和文化。 HCA龍舟隊自招募隊員起，就
得到了休斯敦華人的積極響應和大力支持。
LSNA Energy Group、騰龍教育學院、UN-
ISHOW（美國）、張要武藝術中心、安穩
保險、智勝學院、和頂好牧草等商家及個人
向HCA龍舟隊提供了慷慨贊助。

為了讓華人健康向上、團結陽光的形像
出現在國際賽場，HCA龍舟隊自8月份組隊

以來進行了刻苦的訓練，表現令
人期待。 HCA龍舟隊與華人朋
友相約金秋10月的糖城Brooks
湖畔。屆時前來參加比賽的除了
休斯敦本地隊伍之外，還有來自
德州其他城市、外州、乃至世界
各地的龍舟愛好者。希望您能和
我們一起參與這項有意義的活動
，一起在休斯敦把中華傳統文化
發揚光大。

時間：10月24日（星期六
）上午8:30開幕

地點：糖城（Sugar Land）
的Brooks Lake at Fluor

地 址 ： 1 Fluor Daniel Drive, Sugar
Land, Texas 77478

義 工 報 名 表 ： http://goo.gl/forms/
o9OmWJcN9A

Google 地圖:https://www.google.com/

maps/place/1+Fluor+Daniel+Dr,+Sugar+
Land, + TX + 77478/@
29.605367,-95.6285731,17z/data=!3m1!
4b1!4m2!3m1 !1s0x8640e6c42be440ab:
0xc8c74efec4aaf20et

休斯敦華裔聯盟龍舟隊休斯敦華裔聯盟龍舟隊
將參加第將參加第1212屆墨西哥灣國際龍舟賽屆墨西哥灣國際龍舟賽

AA組前四名組前四名：：徐律師徐律師、、布特勒布特勒、、李科威李科威、、王爽王爽、、李雅偉李雅偉、、莊翔莊翔。。

（本報記者黃梅子）很多人長期腰痛背
痛頸痛，這個病不能輕視，很有可能是椎間
盤突出。椎間盤突出分為腰椎間盤突出和頸
椎間盤突出。腰椎間盤突出癥為腰腿痛常見
原因之一，其主要癥狀為腰痛及下肢痛。腰
椎間盤突出又名腰椎間盤纖維環破裂癥或腰
椎間盤髓核突出癥，就是人們常說的“腰脫
”或“腰突”。它是指人體隨著年齡的增長
或急性外傷和積累性外傷等原因，使腰椎間
盤發生退行性變異導致纖維環破裂，造成髓
核脫出壓迫神經根或硬膜囊而引起的坐骨神
經痛等一系列腰腿痛癥狀的骨科常見病、多
發病。

腰椎間盤突出使腰部及腰骨底部疼痛，下
肢放射性疼痛（坐骨神經痛）下肢麻木、感
覺異常、前行困難。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
瘓和萎縮。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減輕
，勞累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久坐後疼
痛，彎腰過久後疼痛加重等。多數患者有不
同程度的外傷史，造成腰椎間盤纖維環破裂
，髓核向後或後外側突出，壓迫脊神經根引
起腰腿痛，坐骨神經痛是腰間盤突出癥的最
突出表現。

頸椎間盤突出多見於青壯年，有明顯的
頸部外傷史或有長時間低頭位工作的職業史
。神經根受壓者，出現頸部、肩部、上背部
劇烈疼痛，伴上肢放射性神經痛；頸部運動

和睡眠時，疼痛加重。肌力下降，腱反射減
弱或消失，臂叢神經牽拉試驗陽性。部分患
者出現眩暈、頭痛等癥狀，甚至引發鼻炎、
耳炎，也伴有手麻、手酸。

Texas Spinal Care的李醫生治療椎間盤突
出有20多年的經驗，李醫生畢業於加州大學
聖荷西分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他採用
非手術治療，運用推拿、器材和營養相搭配
的方法，治療腰椎、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效
，病人無痛苦、不用專門請假，可以邊工作
邊治療，而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手術治療時
的copay還低。

李醫生診所使用最新技術MRI診斷治療，
病人躺在治療床上，電腦很快就能診斷出是
哪一節椎間盤受損或突出、有無炎癥、缺水
程度等，李醫生根據電腦診斷的結果針對受
損的那一節椎間盤治療，既準確又見效快，
一次治療下來疼痛馬上減輕80%。李醫生還
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禍後PI與PIP都收。請
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中文請與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主 診 所 地 址 ： 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診療時間：週一至週五（8am -6pm）

最新技術治療腰椎最新技術治療腰椎、、
頸椎間盤突出有奇效頸椎間盤突出有奇效！！

本報記者
吳凱俊攝吳凱俊攝

休士頓中國城警民互動安全日集錦回顧休士頓中國城警民互動安全日集錦回顧

眾多警官出席安全日活動眾多警官出席安全日活動，，希望警民聯手對抗犯罪希望警民聯手對抗犯罪 太極表演慶祝警民互動安全日商家們熱情為民眾提供食品太極表演慶祝警民互動安全日商家們熱情為民眾提供食品

除了多位高階及華裔警官外除了多位高階及華裔警官外，，休士頓西南區管理委員會主委李雄休士頓西南區管理委員會主委李雄((圖右四圖右四))、、國際華裔女企業家協會會長宋蕾國際華裔女企業家協會會長宋蕾(Grace Ja(Grace Ja--

cobson,cobson,圖右三圖右三))、、休士頓大商會亞太區主任沈健生休士頓大商會亞太區主任沈健生((圖左一圖左一))等到場支持大會等到場支持大會

休士頓市議員休士頓市議員Mike LasterMike Laster表示表示，，警民互動安全日是讓人們和警警民互動安全日是讓人們和警
察一起來共同討論防治犯罪察一起來共同討論防治犯罪、、制止惡行等治安議題和維護安全的制止惡行等治安議題和維護安全的
好辦法好辦法

休士頓警局副局長休士頓警局副局長John ChenJohn Chen希望民眾能夠理解員警們為維護治安的用心希望民眾能夠理解員警們為維護治安的用心
，，並呼吁移民和亞裔社區的人們積極和警察建立良好關系也希望獲得民眾並呼吁移民和亞裔社區的人們積極和警察建立良好關系也希望獲得民眾
的信任以增強警民互動的信任以增強警民互動

休士頓西南區管理委員會主席李雄及代表們表示說希望藉安全日的活動來休士頓西南區管理委員會主席李雄及代表們表示說希望藉安全日的活動來
提高華人對安全的意識提高華人對安全的意識，，教導民眾如何守望相助有更多互動機會教導民眾如何守望相助有更多互動機會，，一同防一同防
範打擊犯罪範打擊犯罪

（（本報訊本報訊））20152015年年1010月月66日日-- 休士頓頂好廣場與中國城警察局共同舉辦的休士頓頂好廣場與中國城警察局共同舉辦的 「「警民互動安全日警民互動安全日」」 National Night OutNational Night Out在中國城頂好廣場舉行在中國城頂好廣場舉行。。警察局副局長警察局副局長GeorgeGeorge
BuenikBuenik、、副局長副局長John ChenJohn Chen、、中國城警察局警官團隊中國城警察局警官團隊、、休士頓西南管理區委員會主席李雄休士頓西南管理區委員會主席李雄、、張文華法官張文華法官、、國會議員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助理譚秋晴助理譚秋晴、、德州州議員德州州議員Gene WuGene Wu、、休士頓休士頓
市議員市議員Mike LasterMike Laster，，休士頓社區大學代表等警官和社區人士休士頓社區大學代表等警官和社區人士，，希望和現場民眾藉活動讓警民有更多良好互動希望和現場民眾藉活動讓警民有更多良好互動，，攜手防範犯罪攜手防範犯罪。。現場用紅現場用紅、、藍藍、、白氣球連成了彩虹形狀白氣球連成了彩虹形狀，，活活
動中心停放著警車和摩托車動中心停放著警車和摩托車。。警員們和民眾互相問候警員們和民眾互相問候，，解答問題解答問題。。提供預防搶劫提供預防搶劫、、兒童安全指南兒童安全指南、、人身安全人身安全、、汽車盜竊犯罪預防汽車盜竊犯罪預防、、預防住家盜竊預防住家盜竊、、預防老年人成為犯罪受預防老年人成為犯罪受
害者和防止身分被盜等宣傳冊害者和防止身分被盜等宣傳冊，，由民眾取閱由民眾取閱。。現場警官和代表也紛紛發言表達相同的觀點現場警官和代表也紛紛發言表達相同的觀點，，遇到可疑和危險情況找警察幫助遇到可疑和危險情況找警察幫助，，多報案多報案，，也幫助警察更好的服務社區也幫助警察更好的服務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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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贈不銹鋼水槽
32種花崗石任您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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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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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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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8am-5pm 週六8am-1pm

Telephone：713-690-6655 Fax：713-690-6662
地址：5922 Centralcrest St.Houston, TX 77092

www.cmdgroupusa.com

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
搬遷新址，擴大營業

批發﹐零售石英石臺面﹑廚櫃﹑水槽﹑水龍頭﹑
文化石﹑鵝卵石﹑木紋磚﹐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顏色多﹐種類全﹐庫存大﹐工廠直銷﹐免費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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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尧波兰为二战史大打嘴仗
导语院苏军俘获波兰军队 20万人袁缴获飞机 300 架尧野战炮 900余门尧步枪 30万支袁
并同德军会师袁互致祝贺遥

波兰配合德国占领奥地利尧捷
克斯洛伐克袁终至唇亡齿寒
近日袁俄罗斯驻波兰大使安德烈耶夫在接受一

家电视台采访时说袁野二次世界大战开战之前袁波兰
曾经阻挡反纳粹德国的结盟冶野因此波兰为 1939年
9月随之而来的灾难负担部分责任冶遥 他还说袁后来
前苏联入侵波兰东部并非侵略行动袁而是野在德军
明确入侵之前确保前苏联安全的行动冶遥 针对安德
烈耶夫的言论袁 波兰外交部称其 野危害历史事实冶
野这对前苏联秘密警察的受害者缺乏尊重冶遥
波兰复国后袁其两大邻国苏联尧德国袁历史上多

次参与瓜分波兰遥 一战后袁波兰获得原属德国的波
兰走廊袁将德国本土与东普鲁士一分为二曰为使波
兰在波罗的海上拥有海岸线袁海港但泽成为波兰占
有主要权利的自由市遥 其后袁通过波苏战争袁波兰又
从苏联获得了争议领土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遥 因
此袁波兰与德尧苏两国都有矛盾遥
在两者之间袁波兰相对地亲德袁而强烈地反苏遥

波兰人认为袁野同德国人在一起袁我们有丧失自由的
危险曰而同俄国人在一起袁我们就有丧失灵魂的危
险冶遥 于以至于德国进军莱茵非军事区尧发动对奥地
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时袁波兰都没有反对遥

1938年 3月袁德国破坏叶凡尔赛条约曳袁吞并奥
地利遥 波兰外交部长贝克说袁野在奥地利问题上袁我
们没有任何利益冶袁将之归为奥地利的野内部问题冶遥
波兰甚至效法德国袁陈兵在立陶宛边界袁发出最后
通牒袁 要求其在 48小时内承认维尔诺区为波兰所
有袁立陶宛政府被迫同意遥 其后袁当德国侵占捷克斯
洛伐克时袁波兰不但给予配合袁还趁机占领了捷克
斯洛伐克的一小部分领土遥 盂从这一点来看袁波兰
确实对二战爆发负有一定责任遥
波兰助纣为虐袁 很快轮到了自己遥 1938年 10

月袁德国向波兰提出一个野总解决冶方案袁要求波兰
将但泽自由市划归德国曰同时德国有权修建通过波
兰走廊袁连接德国本土与东普鲁士的公路尧铁路曰波
兰加入反共产国际公约袁成为法西斯仆从国遥 作为

回报袁德国将保证波兰的现有国界遥 榆波兰断然回
绝了这一要求遥

但泽自由市和波兰走廊位置

波兰怕苏联觊觎本国领土袁
不同意战时苏军过境
面对德国的咄咄相逼袁波兰只能求助于英尧法遥

1939年 5月袁波尧法签署议定书袁规定波兰遭到德国
侵略时袁法国将出动主要兵力进攻德国曰反之袁当法
国尧比利时成为德国攻击目标后袁波兰也要进攻德
国遥 要要要这个议定书直到当年 9月 4日袁也就是德
国进攻波兰后第三天才生效遥 波兰与英国的协议则
是袁德国发动侵略后袁英国将出动 6个师驰援法国袁
命空军攻击德国的军事目标袁并给波兰以援助遥 在
此前后袁 德国宣布废除 1934年签订袁 尚未到期的
叶德波互不侵犯条约曳遥
与此同时袁英尧法也在与苏联谈判袁希望苏联能

在战争爆发后袁出兵援助波兰尧罗马尼亚等国遥 但苏
联同德国并不接壤袁要援助波尧罗这两个国家的话袁
就需要过境他们的领土遥 两国政府严词拒绝了这一
计划袁这就是所谓波兰野阻挡反纳粹德国的结盟冶遥
波兰和罗马尼亚害怕苏军的过境袁会导致西乌

克兰尧西白俄罗斯和比萨拉比亚渊为罗马尼亚所有冤
的丧失遥 贝克回复称袁野波兰在任何场合下绝不允许
苏联军队通过自己的领土冶遥 他认为野英法对波兰的
保证足以制止德国对波兰的侵略袁 而同苏联的结
盟袁只会激怒希特勒袁加速战争的到来遥 冶虞因此袁波
兰拒绝苏军入境袁自有其道理遥

德国吞并奥地利后，维也纳民众欢迎德军

苏联以保护本国安全尧少数族裔
为名出兵袁同德国一起瓜分波兰
在波兰拒绝苏军的过境要求后袁苏联转而同德

国签订叶互不侵犯条约曳袁在附件中规定袁野当波兰各
地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动时袁德苏两国大体沿纳雷夫
河要要要维斯瓦河要要要桑河一线划分势力范围遥 对于
保存独立的波兰是否符合两国利益袁以及波兰国界
如何划分问题袁要随着政治形势进一步发展才能明
确袁但两国要本着友好精神协商解决这一问题冶遥

1939年 9月 1日袁德军突袭波兰袁英尧法拖延救
援袁波兰大片领土很快沦陷遥 17日袁苏联照会波兰大
使袁宣称野实际上波兰国家和政府已不复存在袁因此
苏波之间缔结的条约已归于无效冶袁野波兰已变成可
能对苏联造成威胁的种种偶然和意外事件的方便

场所冶袁 同时 野苏联政府对居住在波兰境内的同
胞要要要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命运不能采取漠

不关心的态度袁这些同胞被抛弃袁任人摆布而毫无
保障冶袁遂出动红军越过边界袁占领了西乌克兰和西
白俄罗斯地区遥 愚在战事中袁 苏军俘获波军 20万
人袁缴获飞机 300 架尧野战炮 900 余门尧步枪 30 万
支袁并同德军会师袁互致祝贺遥
事实上袁苏联的这几个理由都不能成立遥 首先袁

苏联出兵时袁波兰政府不仅还在指挥抵抗袁且尚在
波兰境内袁是见到苏联出兵袁自觉无望后袁才被迫于
9月 18日撤往罗马尼亚遥 1941年袁 苏联还同这个
野不复存在冶的波兰政府恢复了外交关系遥 其次袁对

苏联造成威胁的不是波兰袁 而是侵略波兰的德国曰
第三袁苏联侵占波兰领土的行径袁不仅撕毁了与波
兰签订的叶里加条约曳尧叶苏波互不侵犯条约曳袁更违
背了国际法袁毫无合法性可言遥

苏联占领西乌克兰尧西白俄罗斯后袁将它们分
别划归加盟共和国乌克兰尧白俄罗斯袁使之成为苏
联领土遥 因西乌克兰尧西白俄罗斯地区居民尧难民复
杂袁那里的资本家尧地主袁以及波兰尧乌克兰尧白俄罗
斯的民族主义者袁都不满苏维埃制度袁开展各种反
抗行动袁 被苏联列为 野反革命分子冶遥 至 1941年 9
月袁苏联关押的来自西乌克兰尧西白俄罗斯的战俘尧
流放人员达到 38.9万人遥

1940年野卡廷惨案冶中被杀的 2.5万人中袁1.4万
人为波兰的军官尧宪兵尧警察袁另外 1.1万人即是西
乌克兰尧西白俄罗斯地区参加野反革命间谍组织冶尧
野破坏组织冶的地主尧工厂主尧官员等遥 这些人在战俘
营中散布野反苏言论冶袁声称野红军越过波兰边界的
目的是抢劫袁而不是解放冶野如果没有苏联袁波兰会
打赢与德国的战争冶等袁最终被集体处决遥 执行任务
的是苏联秘密警察机关野内务人民委员部冶遥 舆

德尧 苏两国原本想要保留一个领土狭小的波
兰袁以缓和国际舆论遥 苏联后来改变主意袁野放弃了
原先允许一个残存的波兰存在的意图冶遥 德国对此
表示欢迎袁回复说野俄国方面关于以著名的四河为
界的主张同德国政府的看法完全一致冶遥 余由此袁波
兰第四次被瓜分遥 在这件事上袁苏联无疑与德国一
样袁都是侵略者遥

苏军跨过边境，进入波兰

斯大林之死袁真相究竟如何钥
导语院简而言之袁正如俄国学者所评价的那般院野斯大林自己害死了自己遥 他在自己
身边制造了这种恐怖气氛袁以至于他的助手和警卫在他临死时都不敢去帮他遥所有
政治局委员都害怕斯大林遥 冶

从发病到死亡袁斯大林的最后五
天袁大致轮廓是可以搞清楚的

1953年 3月 5日袁斯大林去世遥对其死因袁迄今
仍有许多不同说法遥 不少人渊包括斯大林的儿子瓦
西里冤认为并非正常死亡袁而是贝利亚下的毒手袁理
由是斯大林生前已有意抛弃贝利亚遥 这种揣测当然
有些依据要要要贝利亚之子曾坦言院获悉斯大林病危
的消息时袁他和母亲野谈到斯大林准备对我们下手
的事冶袁并认为院野毫无疑问袁斯大林的死救了他周围
人的命袁否则袁他会一无例外将自己的战友换成新
人遥 冶淤但这些不同说法袁终究只是揣测袁并无实证遥
不过袁综合赫鲁晓夫尧斯大林之女斯维特兰娜窑

阿利卢耶娃尧 斯大林警卫阿列克谢窑雷宾等人的回
忆袁斯大林自发病至死亡的全过程袁倒是可以大致
廓清遥 先是 1953年 2月 28日袁斯大林邀请了最高
权力中心的四个人要要要马林科夫尧贝利亚尧赫鲁晓
夫尧布尔加宁要要要在自己的别墅野午餐冶袁一直吃到
第二天凌晨四尧五点钟遥于次日是星期天遥赫鲁晓夫
野以为斯大林肯定要叫我们去袁 所以整天都没有吃
午饭冶袁后来实在饿了袁野还是吃了点东西冶袁但野电话
始终没有打来噎噎几乎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况冶袁
一直等到很晚袁赫鲁晓夫才宽衣就寝遥 盂
在斯大林的别墅袁服务人员从中午开始陷入不

安遥 斯大林通常在上午 11-12点左右起床袁但这一
天服务人员始终没有见到斯大林出来袁也没有接到
传唤遥 阿列克谢窑雷宾回忆说院野已经 20时了袁接着
21时尧22时袁斯大林的房间里寂静无声遥 人们的不
安达到了极点遥 助手和警卫人员中开始争论起来院
应当到领袖房间看看袁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遥 值班工
作人员斯塔罗斯京尧图科夫和餐厅服务员布图索娃

开始商量由谁去遥 23时斯塔罗斯京拿着邮件去了遥
如果耶主人爷对违反既定制度表示不满袁就以此作借
口遥 冶榆然后袁他们看见斯大林倒在地板上袁已不能
说话袁身下全尿湿了遥 地上的怀表指针显示是六点
半遥
服务人员把斯大林挪到小沙发床上袁然后给国

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打电话遥 伊格纳季耶夫
让他们去找马林科夫遥 服务人员打通了马林科夫的
电话袁但马林科夫要先去找贝利亚遥 半个小时后袁马
林科夫回电称院野我没找到贝利亚冶遥 又过了半个小
时袁贝利亚终于来电话指示院野斯大林同志的病情不
要对任何人讲遥 冶
大约在 3月 2日凌晨 3尧4点钟袁马林科夫尧贝利

亚尧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袁终于来到别墅遥 马林科夫
不敢发出任何声响袁把新皮鞋脱下来穿着袜子走近
斯大林曰贝利亚据说骂了服务人员院野慌什么浴 没有
看见斯大林同志正在酣睡浴 冶赫鲁晓夫没有进入房
间袁只是在值班室听了一下服务人员的汇报袁据他
回忆院野我们听出了这样的事情渊斯大林摔倒并尿湿
了冤袁现在他似乎在睡觉袁于是认为袁既然他处于如
此不体面的状况袁我们就不便到他的房间去尧让自
己在场遥 我们各自驱车回家了遥 冶虞
服务人员提心吊胆袁稍后再次给马林科夫打了

电话遥大约在早上 7点-9点之间袁马林科夫尧贝利亚
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带着医生袁再次来到别墅遥 医生
开始诊疗遥 政治局分了工袁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值白
班袁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值夜班遥 3月 2日袁斯大林
被诊断为野由于高血压和动脉粥硬化引发左脑半球
出血冶遥 3日袁医生们汇报认为野死亡无法避免冶袁马林
科夫指示尽可能延长生命迹象遥 5日晚袁 斯大林去
世要要要阿利卢耶娃目睹最后一幕院野父亲死得很困

难袁很可怕遥 到最后 12个小时已经很清楚了院严重
缺氧遥 脸色变暗了袁也变形了袁面部的轮廓逐渐变得
难以辨认了袁嘴唇发黑袁最后的一两个小时袁他简直
就窒息了遥 垂死挣扎十分吓人遥 大家眼睁睁地看着
他被窒息而死遥 冶6日袁遗体被解剖切片袁证实诊断是
正确的遥 愚

斯大林与赫鲁晓夫，1936年

俄国学者的评价是院 斯大林制
造恐怖气氛袁自己害死了自己
在斯大林的死亡过程中袁有两点引人深思遥 第

一袁政治局委员们对救治态度消极遥 第一次别墅探
病后袁他们让 74岁高龄的斯大林袁继续穿着尿湿的
裤子野酣睡冶袁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遥 这种消极袁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贝利亚遥 最高权力核心的其他三人要要要
马林科夫尧赫鲁晓夫尧布尔加宁要要要均以贝利亚马

首是瞻遥 据赫鲁晓夫回忆袁野斯大林刚病倒袁贝利亚
就毫不掩饰地对他大发怨气袁又是谩骂袁又是取笑遥
简直叫人听不下去浴 不过有趣的是袁斯大林刚恢复
点儿知觉袁贝利亚就扑过去袁跪在地上袁抓住斯大林
的手不住地亲吻遥 冶莫洛托夫和阿利卢耶娃也有相
似的回忆遥 莫洛托夫披露贝利亚曾说过一句意义含

混的野我把他干掉了冶遥 阿利卢耶娃觉得贝利亚在斯
大林死后离去时那声野赫鲁斯塔廖夫浴 车浴 冶袁野透出
无法掩饰的兴奋冶遥 舆
第二袁 据参与救治的医生米亚斯尼科夫披露袁

野斯大林在病倒前袁 从未求助于医生冶遥 其别墅中袁
野竟然没有存放必须药品的急救药箱袁 甚至都没有
备用硝酸甘油片遥 病人一旦发生心绞痛袁其实只需
服用该药两片袁即可缓解遥 如果没有袁很可能引起痉
挛性猝死遥 冶野斯大林的高血压究竟始于何时尧何处
无人知晓袁当然也就从未得到过任何治疗遥 冶余据秘
书鲍里斯窑巴扎诺夫讲袁 斯大林的生活方式很不健
康袁野老是坐着冶尧野从来不运动冶尧抽烟尧喝酒尧作息无
规律袁饮食无节制遥 从 30年代到 40年代袁经常出现
严重的心律失常和血管痉挛遥 1949年 12月甚至出
现了语言障碍袁 以至于拖延了同中国代表团的谈
判遥 去世前袁斯大林经常性头疼袁野不过他顽强地拒
绝任何系统治疗袁甚至拒绝作认真的体检遥 冶俞

斯大林生前正在部署整肃包括贝利亚在内的

诸多政治局委员遥 所以袁贝利亚们的消极态度是可
以理解的遥 1953年初袁多疑的斯大林袁还制造了一场
恐怖的野克里姆林宫医生案冶袁诬指包括自己的私人
医生在内的一大批为苏联高层政要服务的医学泰

斗袁乃是野旨在通过破坏性治疗袁缩短积极的苏联活
动家的寿命冶的野恐怖集团冶遥 斯大林去世前拒绝医
生治疗尧服务人员也不敢给他寻求医生救助袁与此
有很大关系遥 简而言之袁正如俄国学者所评价的那
般院野斯大林自己害死了自己遥 他在自己身边制造了
这种恐怖气氛袁以至于他的助手和警卫在他临死时
都不敢去帮他遥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害怕斯大林遥 冶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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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美的八大海岸
北方的海水深蓝透凉袁一旦游开了袁极为畅快

而并不觉得冷曰南方热带的海水如阳光下的一块碧
绿的天空袁让你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袁但在其内游
泳时缺少一种透凉的快意遥 基岩海岸对游泳者是一
个恶梦袁但对观赏者则是对大海力量的一个极好的
欣赏遥 海浪撞击礁石所产生的冲天巨浪袁一旦喷洒
在你身上时袁那绝对是大海对你善意的戏弄浴 这时
你一定会不禁自笑着尽快躲避开遥

亚龙湾跌落在地上的天空

亚龙湾是平静的袁她内敛而且含蓄遥 她的北面
一脉青山袁山势逶迤平缓袁长满种类繁多的树木遥 没
有肃杀的秋风袁树叶子努力主宰自己的命运袁年龄
各不相同袁青蓝绿黄堆满岭袁绿的青翠欲滴袁黄的金
碧辉煌曰共同的是袁树木习惯了台风的威猛袁不敢出
头袁都谦让着长得平平整整利益均沾尧共同富裕的
样子遥 山下是一马平川袁自然也是绿油油的升平景
象遥 翠绿中袁隐隐露出一些飞檐画栋袁藏着的是宾
馆袁 都是
一些琼楼

玉阁 袁消
费着许多

不为人知

的良辰美

景遥 月亮
一样的亚

龙湾就卧

在这里遥

野柳海浪

留在大地

上的作品

台湾

的野柳是一处被海浪雕塑成似人像物的各种奇特

形状的海岸袁这些形态能够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审美

感受遥 世界罕见的似人像物的海蚀地貌袁堪称绝景遥
奇岩怪石使人忍不住前来一探究竟遥沿节理(较大的
裂隙)风化尧经浪流反复荡蚀形成高 1原4 米不等的
蕈状岩群体袁如此集中实为海岸罕见奇观遥

成山头腹地对大海的渴望

成山头袁又名野天尽头冶遥 坐落在山东半岛最东
端荣成市的龙须岛镇遥 成山头被誉为野中国的好望
角冶袁素有野南有天涯海角袁北有极地尽头冶之称遥 成
山头直插入海袁临海山体崖壁如削袁崖下海涛翻腾袁
水流湍急袁常年经受大风尧大浪和风暴潮的冲击袁海
域最大浪高有 7米以上遥 在保护区内还具有典型的
沙嘴尧海驴岛上奇特的海蚀柱尧海蚀洞等海蚀地貌
以及受到国内外地质学家高度重视的柳夼红层等

自然遗迹遥 由于成山头及邻近海域岸线曲折袁形成
众多的大小岬湾袁加之海洋食物充足袁因而每年冬
季引来众多的大天鹅等珍稀鸟类来此越冬栖息袁形
成世界上四大天鹅栖息地之一袁被誉为野东方天鹅
王国冶遥
东寨港红树林留在陆地上的碧浪

1986年袁海南琼山东寨港红树林成为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遥 1992年在我国首个被列入野世界重要湿
地名录冶遥 据介绍袁全球红树林树种约 40多种袁我国
分布有 24种袁而东寨港就有 19种遥 同时该地栖息
的鸟类有 159种袁这里是许多国际性迁徙水禽的重
要停歇地和连接不同生物区界鸟类的重要环节遥 红

树林是生长在海水中的森林袁是生长在热带尧亚热
带海岸及河口潮间带特有的森林植被遥 涨潮时袁它
们被海水淹没袁或者仅仅露出绿色的树冠袁仿佛在
海面上撑起一片绿伞遥 潮水退去袁则成一片郁郁葱
葱的森林遥 在我国广东尧海南尧台湾尧福建沿海都有
分布遥 红树植物有灌木也有乔木遥 因其树皮及木材
呈红褐色袁因而称为红树尧红树林遥 红树的叶子不是
红色袁而是绿色遥 枝繁叶茂的红树林在海岸形成的
是一道绿色屏障遥

沙漠与大海的吻痕昌黎黄金海岸

昌黎黄金海岸袁 位于河北省东北部昌黎沿海袁
全境为沙质海岸遥 黄金海岸生成于近二三千年袁发
源于燕山的河流为这里的沙质海岸的发育提供了

丰富的沙源遥 辽宁西部的六股河带来了丰富的粗颗
粒河沙袁河沙入海后在强大的东北风作用下袁随海
流向西南方向漂移袁在沿岸堆积成一道道沙堤遥 海
滩沙在低潮裸露时被阳光晒干袁强劲的东北风把沙
吹扬起来袁因受树木的阻挡袁在经短距离搬运后即
坠落尘埃袁聚沙成丘遥 河流不断把泥沙带入海洋袁海
滩上的沙不断得到补充袁也不断地被风吹走遥 滨海
沙丘经常不断地得到沙的补给袁 逐渐变得高大尧雄
伟尧壮观遥 沙丘向海一侧迎风坡的坡度为 6要8度袁
向陆一侧背风坡的坡度达到 30要32度遥 沿岸分布
有 40多列沙丘组成的长 30公里尧宽 4公里的沙丘
带,最高处达 44米袁是全国最高的海岸沙丘袁也是一
种沙漠大沙丘与大海相连的特殊景观遥
维多利亚海湾万丈红尘映碧海

1万多年前袁这里是大陆山脉的延伸部分遥后来
由于山体断裂下沉与海水入侵才形成现在的维多

利亚港湾袁使香港岛与大陆分离遥 维多利亚港宽 1.3
公里袁东西长约 10公里袁水域总面积达 59 平方公
里遥 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袁经过 150年的开发与
建设袁已成为世界著名的金融尧交通尧旅游购物中
心袁是进入香港的门户遥 当年英军占领这个海港时袁

正是维多利亚女王在位袁因此得名遥

崇武海岸惠安女眺望大海的地方

崇武古城海岸坐落在福建惠安县东南 24公里
的崇武半岛南端遥 这里三面临海袁西侧的陆地起自
大雾山脉遥 在崇武古城的最高处袁可望得见金沙碧
水的野半月沉湾冶和野西沙银蛇冶天然海滨浴场遥 这里
还可以看见闻名中外的惠安女院黄斗笠尧花头巾尧银
腰带尧短上衣尧宽裤筒袁配上精巧艳丽的头饰袁与蓝
天白云下的大海构成独有的人与自然的风景遥

大鹏半岛临近闹市的一块荒野

深圳大鹏半岛三面环海袁包括葵涌尧大鹏尧南澳
三镇袁海岸线长达 133.2公里遥大鹏半岛为花岗岩山
地袁山势陡峭袁山谷幽深袁奇峰怪石众多袁山地直接
临海袁岸线曲折袁景色怡人遥 沿岸分布着大大小小十
几个沙滩袁如下沙尧西冲尧东冲尧桔钓沙等遥 这些沙滩
沙质松软袁属中细沙遥 湾内水深较大袁可进行冲浪尧
帆板等水上运动遥 目前尚未开发遥
本文选编于叶中国国家地理曳选美中国特辑

80后情侣辞职骑摩托游中国 313天骑行 8万里

历时 313天行程 39236公里“80后”成都情侣辞职

骑游中国

野我们是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人袁选择 28岁骑
摩托环游中国袁 是因为这是一生中羁绊最少的时
候遥 父母尚可自顾袁下无小儿抚养袁没有房贷车贷袁
就等实现一辈子最美的理想袁再和所爱之人一同拼
搏挣钱噎噎冶生活平稳的蒋灵川袁总向往自由游走袁
行走在路上袁却又盼望回家遥

10月 1日袁 蒋灵川骑摩托车载着女友燕子袁返
回成都袁结束了长达近一年的中国环游旅行遥 6日袁
两人牵手回到蒋灵川老家广安探望父母遥 迎接他们
的袁不是因隐瞒环游旅行的责备袁而是对年轻人梦
想的理解袁以及两人能平安到家的放心遥
去年 11月袁这对野80后冶情侣决然辞职袁骑着摩

托车从成都出发袁逆时针围绕中国地图边沿环游旅
行袁历时 313 天袁行程 39236 公里袁途经 20 多个省
份袁上百座城市遥
回家

隐瞒父母环游中国

已经大半年没回家了遥 6日下午袁29岁的蒋灵
川牵着女友燕子的手往广安老家走袁他心中微微忐
忑遥
回到家等着他的袁并没有多余的话袁而是一桌

热腾腾的饭菜遥 十几个亲戚迎面向他走来袁个个满
脸笑容袁好奇地问他一路上的奇闻轶事遥

野给你们补一下遥 冶她给儿子和燕子碗里舀上鸡
汤袁脸上止不住地笑遥 野自从晓得了他们在外头骑车
旅行袁我天天晚上都睡不着觉遥 冶蒋母说袁只要他们
平安回家就好遥
原本袁他最担心的是父母会责骂遥 辞职环游的

事袁他隐瞒了父母半年之久遥 甚至春节过年时袁为了
不穿帮袁干脆把行李和摩托丢在旅行地袁坐飞机回
家过年袁过完年又回去继续骑行遥 直到今年 5月袁两
人骑行至江西姑姑家袁才借姑姑的口袁让父母亲知
道遥
缘起

28岁带上女友辞职旅行
2012年 5月初袁在四川工作的蒋灵川约上大学

同学袁一早从成都市区出发袁骑着自行车上峨眉山遥
行至半山腰袁他看到前面一位背包客缓慢前行遥 再
近看袁是一位同龄女生袁名叫燕子遥 这次旅行后袁蒋
灵川和燕子一直保持联系袁而旅游成为两人共同爱
好遥 2014年 4月袁两人成了情侣遥
蒋灵川从小生活在广安一个小城镇袁听着火车

野呜呜冶声长大遥 野什么时候我也能坐着火车去其他
地方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噎噎冶

直到遇到燕子袁 蒋灵川提议 野咱们环游中国
吧冶遥一开始袁燕子并不同意袁28岁的年龄袁正是事业
上升期遥慢慢地袁她被蒋灵川劝说动摇遥蒋灵川花了
2万多买了一辆铃木摩托车袁 两人开始计划出行路
线尧准备装备袁再到若尔盖草原野试行冶袁最后辞去工
作遥

2014年 11月 22日袁在筹备 5个多月后袁两人
选了个野良辰吉日冶袁从成都出发遥
旅途环游两人花费 14万
出发前袁这对野80冶后情侣粗略地在地图上画了

画行程图袁逆时针顺着中国地图沿线一圈遥 事实上袁

两人每到一个地方袁再临时规划下一目的地遥 身体
不舒服就停下休息袁天晴时再重整出发遥

野我们靠自己的努力攒好了钱袁没有花费父母
一分袁我们住客栈和宾馆袁吃也不会亏待自己遥 冶这
一路上袁两人没有因为困难而退缩遥 这次环游花费
了两人 14万余元袁途经 20多个省份袁上百座城市袁
行驶路程 39236公里袁摩托车耗油每公里大约 2毛
钱遥
这次旅行实现了蒋灵川的理想袁也见证了他和

燕子的爱情遥 在自己制作出的 MV中袁两人选择了
叶只要和你走下去曳遥 歌词中这样写着袁野敢在天地留
足迹袁且为将来留回忆袁感情是漫长行旅袁我们是最
佳伴侣袁不离不弃不容易袁能在一起了不起袁走出去
只凭勇气袁走下去只要和你遥 冶
精彩旅途

遭遇泥石流

今年 1月中旬袁蒋灵川载着燕子顺着西双版纳
边境公路 318国道行驶遥
太阳已经落山袁天空泛出橘黄色遥 野轰轰冶袁蒋灵

川听到前方抢险车的声音袁放眼望去袁3米左右的土
坡挡在前面遥 野刚刚发生了泥石流袁山上滚下的泥土
把路堵了遥 冶前后 100公里都没有人袁公路右边是悬
崖袁悬崖下滚滚江水袁河对岸就是缅甸遥 蒋灵川尝试
着骑着摩托上坡袁坡地松软袁一上去就摔了下来遥 多
次努力后袁终于翻过了山坡遥 然而袁行驶没多远袁再
次遇到一个泥石流形成的土坡遥 而这个坡袁 高约 5
米遥

野完了完了袁水也喝干了袁车根本推不上去遥 冶车
和车上的装备加在一起有四五百斤重袁蒋灵川和燕
子在旁边眼巴巴地看着遥 天即将黑尽袁四下无人袁两
人看着崖下滚滚江水袁着急起来遥 突然袁后面开来了
两辆摩托车袁 一问才知道是来接挖土机驾驶员的
人遥 蒋灵川看到希望袁询问对方能否帮忙推摩托过
坡遥 不想袁对方四个人径直走过来袁让蒋坐上车袁连

车带人地抬了起来袁直接往坡上走遥 燕子抱着头盔
站在后面袁提心吊胆看着前面抬车袁车旁就是悬崖袁
野心头虚惨了浴 冶
最后袁几人合力终于翻过山坡遥
翻越火焰山

今年 7月袁 两人行至新疆吐鲁番盆地的火焰
山遥 穿越火焰山需要两天多袁最让蒋灵川害怕的事
是院胎会被热爆遥
到达吐鲁番的时间是下午 6点左右袁地表温度

显示 57摄氏度袁最高时仪器显示超过 70摄氏度遥
两个人紧贴在一起袁带着头盔尧各类护具袁汗水

顺着头盔往下滴袁浸湿的衣服尧裤子很快被风吹干遥
野这里的风景就是像火一样的山袁和路面上的

热波浪冶遥 蒋灵川说袁从早上骑车到下午袁都见不着
一点有遮阴的桥梁等地方袁全身 360度处在一个烤
箱之中遥
翻过火焰山袁两人就到了吐鲁番市区客栈遥 慢

慢摸索袁再到了一个叫野葡萄沟冶的地方遥
傍晚刚过袁天上一轮月亮遥 蒋灵川和燕子坐在

客栈庭院里享受着凉爽遥 野真的就是游记里写的袁吃
着烤肉袁一伸手就可以抓起一串葡萄遥 冶

1援确定旅游目的地
2援了解交通情况
3援出发前的准备
A援掌握旅游地的概况;
B援根据天气预报选择服装曰
C援带一点常用内外科药
D援相机尧电池尧胶卷以及洗漱用具等曰
E援带少许水果或点心尧瓶装饮料水钱要分散放好袁如
有全国通用银行磁卡最好带上曰
F援专门提醒一下袁带上身份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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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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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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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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副快板打开快乐之门

2000年蔡成 10岁袁 因直吹空调和风扇导
致视神经急性发炎袁眼前突然模糊一片袁不能
看书尧 不能写作业尧 更不能去田径场上跑步
了遥

几近失明的蔡成自此对声音格外敏感袁邻
居叔叔练习快板时那清脆的声音尧 活泼的节
奏尧逗乐的语言袁让他内心泛起了一丝新奇和
快乐遥 邻居叔叔就从 2001年初开始主动教他
快板并为他介绍专业老师遥 蔡成付出了超出常
人几倍的心血遥 站在舞台上的蔡成英气勃勃袁
信心十足袁又重新找回了失去的快乐遥

2002年 11月袁 天津市首届少儿少年曲艺
大赛开赛遥 蔡成演唱的快板叶愚公移山曳袁获得
了少儿组二等奖遥 2005年袁蔡成还代表天津去
台湾慰问袁表演的节目也是这个唱段遥 蔡成就
是用愚公移山的精神袁 把自己打磨成了一位
野快板小王子冶遥

蔡成不但快板唱得好袁对流行音乐也情有
独钟袁特别喜爱原创音乐遥 蔡成的艺术之路越
走越宽袁2007年他参加了第五届全国盲尧聋尧培
智学校艺术汇演袁参演了小品叶等待阳光曳袁获
得特别奖遥2009年 5月荣获天津市第二届十佳
野自强青少年冶光荣称号遥

一双巧手奠基创业之路

蔡成知道袁作为一名残疾人袁仅仅会唱会
跳会演只能是兴趣爱好袁他始终要面临生存的
问题袁他不想野啃老冶袁他想在经济和生活中独
立遥 2011年袁他在家人的帮助下开办了一间家
政公司要要要野春华秋实家政公司冶遥

在他的按摩客户中有一位残疾阿姨袁四十
多岁了袁因为脑瘫终日卧床遥 蔡成每周都会上

门给她按摩遥 虽
然她不能说话袁
但每次按摩前她

都会含着微笑拉

拉蔡成的手遥 这
是两双残疾人的

手袁 无声的语言
里有诚挚的感谢

更有深切的敬

佩遥
他服务的一

个残疾朋友袁家
住在一片破旧的平房中间袁每次去那儿袁蔡成
都要自己走一段磕磕绊绊的土路遥 他拿着盲杖
试探地走,缓慢而又紧张遥可每次听见残疾朋友
热情的招呼声袁一切不适就都过去了遥 他为病
人按摩之后还主动和他下下棋袁虽然眼睛看不
到棋盘袁但他可以凭着记忆说棋谱遥 这样的沟
通袁密切了他和残疾朋友的关系遥

27岁的张鹏是蔡成的一位主要服务对象袁
由于患有脑瘫袁 张鹏不喜欢与人交流沟通袁总
是一个人默默低着头发呆遥 看到张鹏这样袁蔡
成特别着急袁每次到他家做康复按摩袁蔡成都
会带上心爱的吉他袁随时弹上几首自己的原创
励志歌曲遥 渐渐地袁张鹏变得比以前开朗多了袁
也愿意与人搭讪说话了遥 张鹏的妈妈说院野我特
别感谢蔡成袁他不仅能够治疗张鹏身体上的不
适袁帮助他积极尧乐观地面对生活袁更打开了他
与人沟通的一扇大门遥 现在袁蔡成和张鹏已经
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袁我们全家都特别感
谢他遥 冶

蔡成的服务公司也承担一些残疾人的居

家托养服务遥 工作中袁不少残疾人朋友都会求
员工帮忙袁有时顺便买个菜袁有时是帮忙换个
纱窗尧缝个被子遥 有的员工会抱怨袁觉得这些都
是工作范畴之外的麻烦事遥 于是袁蔡成在员工
培训中告诉大家袁我们的服务对象是一个特殊
群体袁我们要尊重和体谅他们袁要将每一位残
疾人客户当做自己的家人尧朋友来对待袁才能
让他们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遥

一丝情热拥抱满目阳光

心存感恩袁回报社会袁蔡成渴望尽己所能
奉献社会并快乐生活遥

2014年 5月 16日, 暖暖的阳光抚摸着一
张张绽放着微笑的脸颊袁让步入北京人民大会
堂参加野第五次全国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集体
和个人表彰大会冶的代表们心旷神怡遥

一位来自天津的帅小伙袁 十分惹人注目遥
他身穿浅色西装袁打粉色领带袁胸前佩戴着大
红花袁咧开嘴憨憨地笑着袁丝毫不掩饰自己的
兴奋遥1米 82的个头袁明亮的大眼睛袁几乎看不
出他是一位残疾人遥 他就是年仅 24岁的自强
模范袁身患遗传性视神经萎缩袁视力仅剩下一
点光感的二级残疾青年蔡成遥

上午 9时 30分袁 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
来到人民大会堂北大厅袁 同代表们亲切握手袁
发表重要的即席讲话袁习主席期望代表们野要
更加勇敢地迎接生活挑战袁更加坚强地为实现
梦想努力冶袁 那亲切的声音如同甘泉在蔡成的
心中涌动遥 那以往的失望与痛楚袁那曾经的徘
徊与坎坷袁那追梦中的艰辛与苦涩袁瞬间融化遥
他眼前分明清晰地看到了天安门上空的五彩

云霞袁云霞的照耀下袁自己正迎着阳光袁健步如
飞噎噎

90后小伙身残志坚 凭一双巧手服务残疾朋友

叶

方袁 男袁
中共党

员袁瑞安
市公安

局汀田

派出所

民 警 遥
2005年参加公安工作以来袁一
直用真情践行为民服务宗旨袁
危难面前袁更是用行动诠释大
爱和责任遥 6月 26日袁为尽快
救助落水的群众袁叶方不顾触
电危险袁跳河救人袁在救援过
程中遭电击受伤住院遥 该事件
被现场群众拍成视频上传网

络袁引起强烈反响袁群众纷纷
为他点赞遥 叶方同志在群众危
难时袁 在面临生死考验时袁挺
身而出袁其英勇的救人行为得
到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高

度赞誉遥
清理河道保洁老人落水

6 月 26 日 8 时 56 分袁瑞
安警方接到群众报警称汀田

街道汀三村老人公寓前河道

中有人落水遥 汀田派出所民警
叶方接警后袁带领 3名协警迅
速赶到现场遥

现场河道中央尧离岸两三
米远停一铁板船袁据船上一名
老人称袁其与落水者均系当地
一保洁公司的清洁工遥 当天袁
二人驾驶铁板船沿河道清理

河内垃圾时袁 铁板船突然停
下袁疑似马达被不明物件缠绕
无法开动遥 施某伸手下水清理
时袁突然掉入河中袁老人称自
己当时拉了下施某袁野似乎有
触电的麻痹感冶袁随即放手遥

野我下去救他还有生还希
望冶

根据专业知识判断围绕

漏电点形成的电势圈应该不

会太大袁而且越是离漏电点越

叶方将救生绳系在腰间袁
救生圈挂身上袁从边上一河岸
阶梯进入水中袁 朝落水点靠
近遥

河水不深袁仅齐腰袁但河
水恶臭又污浊袁根本看不清河
水下面状况袁也无法找到落水
老人身影遥 叶方从船上老人处
取来竹竿袁 试图往落水点靠
近袁用竹竿挑拨以寻找老人遥

他是会野魔法冶的优秀社
区民警

事实上袁 在叶方同事眼
里袁参加公安工作 10年袁且一
直从事社区民警的他从来就

不是个野一般人冶袁而是会野魔
法冶的优秀社区民警遥

野他总能做出一些耶非一
般的事爷冶遥 叶方所在的汀田派
出所所长陈棋锡说自己刚调

任到所里的第一天袁就见到让
自己野大吃一惊冶的一幕院老信
访户张某跑到叶方办公室袁
野叶哥袁 你说我要不要去信访
呢钥 冶这让陈棋锡很是吃惊遥原
来数年前袁张某因小事与他人
发生纠纷袁公安机关依法作出
处理袁 但他对处理结果不满袁
到处信访袁 听不进去任何解
释遥 叶方发现张某虽有多次前
科袁但为人讲义气袁甚至还曾
协助警方抓捕歹徒遥 叶方便多
次到张某家串门袁 嘘寒问暖遥
两人很快建立起一种信任感遥
随后叶方开始从法理上对张

某的案件进行详细客观的分

析袁最终使其心服口服袁真正
把叶方当成了知心朋友袁啥事
都要征询下意见遥 这不袁连自
己对其他事的不满野要不要信
访冶都要先问下野叶哥冶遥

因为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袁
叶方荣誉缀缀袁他多次被上级
授立个人三等功尧嘉奖袁但事
实上袁谁又真的会魔法呢钥 叶
方的魔法袁其实就是比常人多
了一份爱民与亲民的情怀袁多
了一份果敢和担当袁多了一份
真心付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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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的外围袁电压也应当越小要要要是不是

可以试试从外围展开救援钥 叶方说当时
时间很紧袁自己脑里就一个念头野如果
我不下去救袁老人肯定没生还希望遥 冶

在山东省莱芜市颜庄镇

状元村有一个温馨而美满的

小家庭袁丈夫勤劳体贴袁妻子
温文尔雅袁 一对儿女活泼可
爱要要要女儿 13 岁袁 儿子 3
岁遥 按说这样的幸福是多么
的平凡袁 可对于这个家庭来
说又是多么的奢侈遥 2003年
父亲的意外去世使这幸福的

小家支离破碎遥 突如其来的
沉重打击使纤弱的母亲整日

以泪洗面而最终变得精神恍

惚袁因口服精神类药物袁母亲
整日不思饮食袁 身体的状况
每况愈下袁 从此再也不能照
顾孩子和家务遥 当别人家的
孩子还在父母面前撒娇时袁
而年仅 13岁的曹静静想院我
一定能够也必须能像爸爸那

样撑起这个家袁 给病重的妈
妈带来她希望袁 使幼小的弟
弟健康快乐的成长遥 于是成
绩优异的她在初中毕业以后

放弃了上高中考大学的机

会袁 而选择山东中医药高等
专科学校要要要护理专业袁以
便于早早的担起家庭重担遥
在她入学的第一学年袁 母亲
在亲人的照顾下袁 精神症状
越发严重她不得不住院接受

治疗遥 这时年幼的弟弟在姥
姥姥爷尧 爷爷奶奶两家辗转
生活袁 曹静静看到四位年过
花甲的他们本已疾病缠身袁
有心无力遥 但为了能让她安
心学习袁仍轮流照看弟弟遥她
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袁 她常常
想院我该如何报答老人们钥我
要以优异的成绩回报他们遥
她在学校里刻苦学习争取到

一等奖学金袁 即使自己的家
境贫寒但仍然尽自己所能帮

助有困难的同学袁 因为四位
老人的言行教会了她该怎样

做人遥 2009年老人的身体越
来越差曹静静疼在心里袁这
一年袁 在老师的帮助和支持
下袁 毅然决然带着年幼的弟
弟来到学校遥 老师无论是从

学习还

是生活

上都给

了她莫

大的鼓

励和支

持遥野人
生没有

剧本袁 我们就是自己生活中
的主角冶袁 她带着这样的信
念袁 从此踏上了边读书边照
顾弟弟的路程遥

但现实是残酷的袁 自从
把弟弟带到身边后袁 年少的
她才发现自己的能力是多么

的渺小遥 每天照顾弟弟的饮
食起居袁 利用课余时间打工
贴补生活是她们幸福的日

子遥 但遇到弟弟得病就尤如
天塌下一样袁 她经历这身心
的考验袁 有时为了凑齐给弟
弟买药的钱袁 自己经常省吃
俭用曰 有时怕弟弟打扰别人
睡觉袁 她经常抱着弟弟在校
园里来回的走遥 年幼的弟弟
时常也有不听道理的时候袁
但还是孩子的曹静静也不知

道该如何是好遥 日子过得虽
然艰难袁 但也让她积累了许
多社会经验遥在老师的关爱尧
同学的帮扶下她和弟弟度过

了她们人生中最为漫长的一

年遥终于袁在 2010年袁曹静静
参加了工作袁 如愿以偿的成
为了莱钢医院的一名护士遥
这一年对于她来说是幸福

的袁 终于将妈妈从医院接回
自己租住的小屋袁 这样一家
三口安定了下来遥

上天总是眷恋善良的

人袁婚后的她袁希望妈妈能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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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住的地方近一点袁方便照顾遥 老
公带着她四处给妈妈找房子遥 只要有
空便去陪她聊聊天袁说说这几天我们
生活中的野大事件冶袁她的心情也越来
越好曰弟弟也在健康成长袁性格开朗
了许多袁并且这对勇于担当袁善良并
富有正能量的小夫妻也有了自己爱

情的果实遥

励
志故
事

永远失去父亲的那一年袁哈伦德还不足 5岁袁连自己的名
字尚拼写不完整袁当家里的人哭作一团时袁他觉得很好玩袁因
为一时间没有人能顾及他袁他可以自由自在地满镇子去疯遥

14岁辍学后回到了印第安那州的农场袁 上学时他不开
心袁干农活仍让他不开心袁在电车上售票还是让他不开心袁瘦
削的小脸上罩满与年龄不相符的沉重与愁苦遥

17岁袁他开了一个铁艺铺袁生意还未完全做开就不得不
宣告倒闭遥

18岁袁他找到生命中第一个爱的码头袁并栖身在此遥 但不
久后的一天袁他再回家时袁发现房子里的东西已被搬迁一空袁
人也不见了踪影袁爱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流失袁码头从此
成荒遥

他尝试过卖保险袁失败了遥
他力争到一份轮胎推销业务袁也失败了遥
他学着经营一条渡船袁失败了遥
他试着开一家汽车加油站袁也失败了遥
他几乎在清一色的尝试与失败中晃到了人生的中年袁这

个中年的生命苍白无力到甚至无法从前妻那儿见自己的女儿

一面遥为了这日思夜想的一面相见袁这个落寞的中年男人想到
了绑架袁绑架自己的女儿袁然而袁就连这荒唐之举袁在他不惜弯
下男儿之驱在路边草丛中潜伏守候了十多个小时之后也宣告

失败了遥
这个几乎被失败判了死刑的人袁 又晃过了几十年无人知

也无人欲知的岁月之后袁退休之年袁一天袁他收到了 105美元
的社会福利金袁 他用这点福利金最后开了一家想以此维生的
快餐店要要要肯德基家乡鸡要要要

随后的快餐史便是一部肯德基史遥

郑大清袁四川仪陇县人袁新建天地集团董事长遥 在 圆园园猿
年底的 野四川省十大杰出创业之星尧 第五届创业之星表彰大
会冶上袁当选为 圆园园猿四川省野十大创业之星冶遥 表彰会上袁知情
人士告诉记者袁这个其貌不扬的人身家已达 圆园亿袁而在 员愿年
前袁他只是一个从贫穷农村出来的打工仔遥 野圆园亿钥 冶一个农民
出身的打工仔能赚到这么多钱吗钥春节期间袁记者通过各种方
法袁终于联系到了这位野传奇冶的人遥

成长故事从农村打工仔到 苑园万元的小老板
记者的采访单刀直入院野听说你的个人资产已经达到了

圆园亿元钥 冶郑大清十分爽朗地笑了笑院野哪里浴只是小小的成功
了一盘冶遥 接下来袁他向记者讲述了他成功的经过遥

据他介绍袁员怨愿缘年 猿月袁 时年 圆远岁的郑大清揣着从亲朋
好友那借到的 苑园元钱踏上了去乌鲁木齐的火车袁开始了他神
奇的创业征程遥在走出乌鲁木齐火车站的大门时袁郑大清的全
部家当只剩下 员块 圆毛钱和一张在部队用过的旧被子遥 在老
乡的介绍下袁懂建筑知识的郑大清当上了建筑工地的班长袁一
天的报酬是 缘元遥一年下来袁挣了近 圆园园园元袁这在当时无疑是
个让人羡慕的数目遥

员怨愿远年 源月袁觉得野有做头冶的郑大清又从老家带来了 源园
多个农民工袁从别人手中转来一个小工程遥 悲惨的是袁在交工
后老板跑了袁一分钱都没有领到遥 年底的时候袁郑大清没有钱
回家遥有一位朋友给了他 缘元钱袁一天就只吃 员顿的日子延续
了近 员园天遥

那样的情况刺痛了郑大清的自尊心袁 他当时暗暗发誓一
定要混出个人样遥

员怨愿苑年 猿月袁郑大清终于迎来了自己的野春天冶袁他和新疆
制胶厂签定了 员猿万元的厂房维修合同袁当年 愿月袁郑大清按
时按质完成了全部工程袁并受到对方的称赞遥 在其介绍下袁郑
大清又接了几个小工程遥 年底清盘的时候袁 郑大清惊喜的发
现院除去各种债务袁自己竟然有了 缘万元的存款遥 这也让郑大
清坚定了搞小工程的决心遥 到 员怨愿怨年袁郑大清完全在乌鲁木
齐站稳了脚跟袁个人资产也超过了 苑园万元遥

二次创业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

员怨愿怨年下半年袁郑大清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院进入流通
领域和生产领域遥他先是花 圆园万元在乌鲁木齐市中区租了一
间大型地下室袁装修成商场后转租给他人袁每年可以净赚 缘万
元袁同时他还在乌鲁木齐郊区开了两家煤矿遥 刚开始 圆年袁煤
矿和商场为郑大清带来了滚滚财源袁但是袁摊子的铺大袁带给
郑大清的是管理和决策上的大难题袁随着时间的推移袁经验不
足袁 决策失误等接踵而来袁员怨怨源年袁 两家煤矿相继倒闭袁员怨怨缘
年初袁商场也关闭遥

身家 圆园亿野生钱运动冶利滚利
因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袁在今年初袁郑大清被选为乌鲁木

齐政协常委遥郑大清的成功创业不是一蹴而就的袁当记者问及
他的成功奥秘时袁野先做人后做事冶袁郑大清对记者做总结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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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夏洛特烦恼曳改编自野开心麻花冶同名舞台剧
叶夏洛特烦恼曳袁是由开心麻花尧新丽电影和腾讯视
频联合出品袁闫非尧彭大魔执导袁沈腾尧马丽领衔主
演袁艾伦尧常远等演员联袂主演的喜剧电影遥 该片讲
述了由沈腾主演的男主角在大闹初恋婚礼后意外

重返青春并最终领悟人生尧找回真爱的故事遥 影片
于 2015年 9月 30日上映遥

昔日校花秋雅 渊王智 饰冤 的婚礼正在隆重举
行袁学生时代暗恋秋雅的夏洛渊沈腾 饰冤看着周围事
业成功的老同学袁心中泛起酸味袁借着七分醉意大
闹婚礼现场袁甚至惹得妻子马冬梅渊马丽饰冤现场发
飙袁而他发泄过后却在马桶上睡着了遥 梦里他重回
校园袁追求到他心爱的女孩尧让失望的母亲重展笑
颜尧甚至成为无所不能的流行乐坛巨星遥 醉生梦死
中袁他发现身边人都在利用自己袁只有马冬梅是最
值得珍惜的遥

演员沈腾袁 配音沈腾 因为一场意外袁在
梦里穿越回了 1997年袁 从窝囊废逆袭成为时代偶
像遥 穿越后的夏洛成功追到校花袁摆脱了现实中的
媳妇马冬梅遥 但是在走上了人生巅峰后袁夏洛却遭
遇了欺骗尧背叛袁才终于醒悟袁感受到之前和马冬梅
在一起的日子袁虽然艰辛袁但平淡之中不乏幸福袁为
了再次抓住幸福袁他就一直甜蜜的抱着马冬梅遥

演员王智袁 配音王智 学生时代是老师眼

中的好学生乖学生袁众人公认的校花袁众多男生竞
相暗恋的对象袁更是男主角夏洛的梦中情人遥 在他
重回高中校园的梦境里袁是夏洛成名后的妻子兼经
纪人袁而在之前她喜欢的是袁华遥

演员马丽袁 配音马丽 从小习武袁 体育
生袁爱耍标枪袁性格大大咧咧袁爱笑袁是女汉子的性
格袁与校花秋雅有诸多反差遥 现实中袁夏洛的野死忠
粉冶袁为人豪爽仗义袁却缺乏野女人味冶遥 在夏洛的梦
里袁为了帮助夏洛而远走他乡遥

演员尹正袁 配音尹正 一个名副其实却内

心猥琐的高富帅袁夏洛的强劲情敌遥 喜欢秋雅袁父亲
是区长袁老师眼中的好学生遥

沈腾表示袁为了电影叶夏洛特烦恼曳袁他答应了
很多野不平等条约冶袁比如计划跑 60个城市的路演袁
作为一个面对陌生人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演员袁
能够做到这一点十分不容易遥
沈腾称整个电影拍摄过程非常顺利袁最大的困

难是与马丽的吻戏袁 沈腾说自己和马丽实在太熟
了袁那种感觉就像是亲自己的亲人袁实在下不了嘴袁
于是拍了九条都没有过遥
出生于书香世家的演员田雨袁 在接到该片时袁

他野一开始是拒绝的冶袁曾自曝称是位野狠老师冶遥 后
来跟导演聊过之后才慢慢发现王老师是个很现实尧
很丰满尧极富戏剧色彩的人物角色袁应该赋予他多
层面的意义遥

在拍摄一场夏洛被几个臭流氓打倒还要保护

马丽的戏时袁马丽当时被武行重重地踢到袁拍完的
时候袁马丽已经哭成了泪人遥

2015年 6月 16 日袁电影叶夏洛特烦恼曳推出了
野课桌冶海报与野老清新冶预告片遥 预告片中袁由沈腾

饰演的夏洛意外重回 1997年袁 手舞足蹈尧 大闹课
堂尧强吻校花袁在对校花表达完爱意之后袁又对马丽
大喊野媳妇冶遥 而由马丽饰演的女主角袁则伴随招牌
式笑声出场遥 在预告片的最后一个画面中袁一身富
贵扮相的沈腾意味深长的看着身旁饰演呆萌大春

的艾伦袁与之前的校园形象产生反差遥

叶夏洛特烦恼曳实际上走的是魔幻现实喜剧的
套路袁可以称为野美梦成真冶型故事遥 该类型作为叙
事脉络的故事核心都可以总结成一句话袁其涵盖了
电影的诸多要素遥 人物的状态袁人物的动机和欲望袁
以及故事的展开方向是不可分割的高度统一遥 渊网
易评冤

叶夏洛特烦恼曳表达的情感汇聚了难忘的校园
记忆尧青涩的恋爱回忆尧蓦然回首的真爱袁通过一幕
又一幕的剧情推进袁带来正能量的野爱与梦想冶的故
事主题将不断深化袁观众将在爆笑与感动中见证令
我们念念不忘的那段时光袁也会由此认真思考人生
的价值尧幸福感尧成功的意义遥 渊新华网评冤
美好的喜剧人格袁扎实的戏剧设定袁此刻袁我不

烦恼遥 渊演员闫妮冤
意外的好看袁全程高能袁结构很巧遥主创全不认

识袁但真心祝贺他们遥 渊导演李玉冤

国庆假期的第五天开始袁其他影片单日票房均
有不同程度下降袁唯独叶夏洛特烦恼曳继续保持 25%
的增长率袁创造了一条前所未见的野神级曲线冶遥 并
蝉联单日票房和上座率双料冠军袁 总票房则达到
3.6亿袁成为国庆档最大黑马遥 渊10月 7日中新网冤

叶夏洛特烦恼曳 袁这部电影的名字已经让观众耳
目一新了袁 细心的观众会去想电影名字的含义袁可
能有人会想到叶威尼斯商人曳里面的夏洛克袁有人也
会想到美国的野女王之城冶夏洛特市袁但是这些都跟
电影将要给人们介绍的东西没有半毛钱关系袁因为
叶夏洛特烦恼曳就是一部彻头彻尾的野标题党冶电影袁
但是它的名字对得起它的剧情也对得起它的口碑袁
因为袁票房黑马的称谓是实至名归遥

与其说它是一部电影袁不如说它是多部小品的
集合袁 这些个小品虽然是开心麻花剧组的惯用剧
情袁但是却一个比一个精彩袁一个比一个有新意袁小
品式的对话配上主演夏洛渊沈腾饰冤和马冬梅渊马丽
饰冤的默契表演袁观众仿佛就在电影院把这些年错
过的春晚小品全都观赏一遍袁从这部电影的广泛好
评度可以看出袁 电影其实不需要太复杂的剧情起
伏袁观众需要的是新鲜感袁而一部迎合了大众口味
的电影肯定会迎来高票房遥

相比于同样高票房的另一部电影 叶港囧曳 袁叶夏
洛特烦恼曳的口碑却比叶港囧曳高出一大截袁至于其
中的原因袁 观众眼睛是雪亮的评价也是客观的袁同
样都是以青春校园为第一场景切入袁叶夏洛特烦恼曳
表达的情感汇聚了难忘的校园记忆尧青涩的恋爱回
忆尧蓦然回首的真爱噎噎通过一幕又一幕的剧情推
进袁带来正能量的"爱与梦想"的故事主题将不断深
化袁而这些都来得自然而然袁没有过多地铺垫和冗
余袁其中主人公夏洛酒后倒在马桶边袁吐得不省人
事然后穿越时空的故事看似荒唐袁 实则别有韵味袁
这一幕在最开始的观众看来是不理解的袁看到最后
结尾蓦然回首时袁才发现主人公的这个野梦冶好真
实袁把观众都情不自禁地融入进了剧情袁其实袁这才
是一部电影也可以说是一段小品的魅力袁 短小精
悍袁看似无厘头的剧情却有深包袱袁等包袱被人发
现时袁才觉得意犹未尽遥

叶港囧曳是有笑点也有尿点袁而叶夏洛特烦恼曳则
是笑点与泪点并存袁这也看出了小品演员们的演技
确实更接地气袁更懂得与观众的审美趋向互动遥 其
中有一幕夏洛欺负一个绰号叫大傻的人时袁用了一
句野我把全部都给你袁你把马冬梅留给我冶袁大傻虽
然很傻袁但是在一幕幕啼笑皆非的闹剧背后袁他内

心隐藏着的是一颗固执的善良的心袁 夏洛对他有
恩袁但是傻归傻袁他爱马冬梅袁他不愿意放弃自己爱
的人袁即使自己穷得一文不剩遥 所以即使是在笑袁观
众也在看电影的同时体会到了导演想要告诉的一

种情感袁笑着流泪不奇怪袁奇怪的是在放声大笑的
同时马上又热泪盈眶袁笑得不顾及袁哭得也是稀里
哗啦袁留给人的太多袁情怀来得恰如其分袁这才是电
影细腻得让观众舒心的地方遥

片中的恶搞片段很多袁恐怕有不理解的观众会
不开心袁叶一剪梅曳和粤语版的叶屯儿曳把两个偶像级
男神费玉清和刘德华的形象颠覆得淋漓尽致袁但是
这并不代表电影是纯粹恶搞式的袁虽然叶一剪梅曳的
剧情本应该符合高雅式爱情的概念袁但是将一个近
乎烂俗的模式转化成新时代的内容袁需要胆量也需
要智慧袁而叶夏洛特烦恼曳做到了这一点袁因为袁观众
在看完电影过后袁对叶一剪梅曳的创新改编津津乐
道袁会在影片放完之后耳畔响起叶一剪梅曳的旋律袁
电影做到这步已经很成功了袁既有对老歌的敬意也

有对观众的责任感袁小品演员的敬业精神在这部电
影各个片段中随处可见袁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同样
也证实了这一点遥

怀旧得很彻底袁笑点和泪点密集袁一部倾注了
片方人员良心的诚意之作值得起观众的好口碑袁将
小品做成电影很简单袁而要把一部电影变成让人意
犹未尽的小品却很难袁演员的演技以及导演的拍摄
细节都要求足够细致袁 每一段剧情都有一个包袱袁
来得很巧妙也来得刚刚好袁每一个观众泪点和笑点
都不一样袁 而要让全场影院观众同时笑同时哭袁很
难袁而叶夏洛特烦恼曳做到了袁这部小品式电影开了
先河袁并将一路向前进遥

据悉袁由张承导演尧沈腾尧马丽领衔主演的电影
叶一念天堂曳有望于年底上映遥 近日影片发布插画海
报袁沈腾在片中的角色野沈默冶也随之曝光遥 正忙于
叶夏洛特烦恼曳 巡回路演的沈腾和马丽在采访中表
示袁能被观众喜爱和支持很幸福袁野沈马组合冶还只
是影视新人袁会继续努力拿出好作品遥 正如海报所
说袁野不忘初心袁演好自己遥 冶

在叶一念天堂曳的插画海报中曝光了沈腾新片
的角色名字野沈默冶遥 画面呈现院主角手握着话筒线袁
话筒自然垂下直指地面遥 缠绕的话筒线诉说着野从
登台到发声袁我们都有很长的路要走冶的寓意遥 人物
的下半身占据画面主体袁一前一后的脚步给人一种
主人公长途跋涉归来的感觉袁沈腾马丽收获大量粉
丝的背后是他们十几年来演艺之路的磨练与经验

积累遥 画面整体采用浅蓝尧深蓝两种颜色袁给人一种
朴素的静穆感遥 沈腾马丽的表演是最朴素的诚意袁
给予观众的是最简单的快乐遥
真诚的情怀尧精巧的剧情尧密集的笑点尧高质量

的金句袁沈腾马丽组合的喜剧元素已成为引导观众
野哈哈哈冶的杀手锏遥 在叶一念天堂曳影片中袁沈腾马
丽再次联手上演一段野扯不断尧理还乱冶的感情戏袁
影片将继续有情怀喜剧的风格袁引导观众一起玩命
快乐袁而主角野沈默冶的命运将如何也是一个期待遥

前有万众期待尧来势汹汹的叶港囧曳袁后有粉丝
众多尧特效制胜的叶九层妖塔曳袁谁也没有料见袁这个
国庆档的最大赢家居然是小成本尧无明星的喜剧电
影叶夏洛特烦恼曳遥 据初步统计袁今年国庆档 7天票
房报收逾 18.5亿袁超过去年国庆档的 10.71亿近一
倍袁成为史上最赚钱的国庆档遥 其中袁开心麻花出品
的叶夏洛特烦恼曳以 5.58亿问鼎国庆档冠军遥 叶港囧曳
则以 5.47亿排在第二袁不过其累计票房已经达到了
14.86亿袁刷新了内地影史 2D影片的票房纪录遥 陆
川的叶九层妖塔曳4.63亿排第三袁累计票房 5.77亿遥
拼口碑野夏洛冶超叶港囧曳

同样是喜剧袁 同样主打怀旧牌袁叶夏洛特烦恼曳
的最大对手显然是叶港囧曳袁但无论从宣传声势尧观
众期待尧 明星加盟等各个角度来看袁叶夏洛特烦恼曳
都远远不是叶港囧曳的对手遥 唯一可以与之抗衡的就
是口碑遥
正是缘于对影片质量的信心袁叶夏洛特烦恼曳早

在 9月初就开始了为期 1个月的路演袁主创们疯狂
地连轴跑了近 60
个城市袁 所到之
处收获的全是笑

声和掌声遥 在一
次路演时袁 主演
沈腾坦承袁野我们
可能没有什么票

房号召力袁 但我
们有的是对喜剧

的热忱袁 有的是
让观众发自肺腑

大笑的决心遥 冶
一向挑剔的

豆瓣网友给叶夏洛特烦恼曳打出了 8.4的高分袁这个
分数不仅远超叶港囧曳的 6.3 分袁而且超过了叶煎饼
侠曳叶心花路放曳叶泰囧曳等一系列高票房喜剧遥 前期
看过点映的观众也成为叶夏洛特烦恼曳的野自来水冶 袁
自发地通过微博尧朋友圈甚至口口相传地推荐这部
电影遥
从档期的选择来看袁9月 30日上映的 叶夏洛特

烦恼曳巧妙地和叶港囧曳打了一个时间差袁晚五天上
映正好避开了叶港囧曳开盘强劲的势头袁而就在叶港
囧曳口碑出现争议时袁叶夏洛特烦恼曳以几乎野零差
评冶的口碑低调入市袁酝酿爆发遥 从上映首日到 10
月 7日袁叶夏洛特烦恼曳 实现了排片量从 12.51%到
31.93%的逆袭袁并从 10月 4日起坐稳单日票房冠军
位置遥 其单日票房更是画出了完美的逆袭曲线袁从
2310 万尧4040 万尧5100 万尧6230 万尧7900 万 尧9880
万尧1.12亿到昨天的 1.14亿袁一路逆势向上袁在票房
占比尧排片量尧上座率等数据上完成了对叶港囧曳和
叶九层妖塔曳的全面超越遥
国产片野叫好不叫座冶突破了
有业内人士表示袁 今年堪称国产好片的逆袭

年袁从春节档的叶狼图腾曳尧暑期档的叶大圣归来曳袁再
到国庆档的叶夏洛特烦恼曳袁都在观众的口口相传中
实现了逆袭遥 观众对优质国产电影的渴望袁让野叫好
不叫座冶成为了历史袁野好片不再被埋没袁这无疑是
国产电影最好的时代冶遥

叶夏洛特烦恼曳的成功看似野意料之外冶袁实际也
在野情理之中冶遥 这部影片改编自开心麻花的同名话
剧袁在话剧观众心目中早已是有口皆碑的经典喜剧
作品袁影片的每一个笑点尧每一处节奏尧每一个表演
细节袁都经过了话剧舞台的千锤百炼遥 其背后的开
心麻花团队更是专注做喜剧 12年袁 从早期的话剧
甚至有一场只卖出了 7张票袁 到如今已有超过 10
万的会员袁甚至还三次登上春晚的舞台袁开心麻花
的成功绝非偶然遥 电影版叶夏洛特烦恼曳只是开心麻
花团队多年积累的一次爆发袁也是他们从小剧场进
军大银幕的一次成功尝试遥
作为创造这个奇迹的两位 80后导演袁 闫非和

彭大魔对此却非常冷静院野我们还只是电影界的小
学生袁怀着对大银幕的敬畏心袁我俩小心翼翼地交
出第一份成绩单袁这两天获得了一些观众和业内前
辈的认可袁我俩受宠若惊遥 我们深知电影还有很多
遗憾袁感谢你们对它的宽容遥 冶
有趣的是袁作为同档期的竞争对手袁叶夏洛特烦

恼曳和叶港囧曳不仅类型相近袁就连主题和卖点都有
几分雷同遥 影评人司马平邦认为院野其实这两部电影
故事非常相似袁都是失意的中年男人一心想找回初
恋感觉的那点儿破事袁 最后结果又都是良心发现袁
还是身边的老婆更可靠袁不过叶夏洛特烦恼曳玩得更
幽默高级遥 冶

而且袁 两部电影都在喜剧之外大打青春怀旧
牌遥 叶港囧曳里一首首经典的香港金曲让 70后听了
心潮澎湃遥 而叶夏洛特烦恼曳则主攻 80后观众袁主人
公夏洛利用穿越前的人生经验袁赶在朴树尧许巍成
名之前把他们的金曲唱遍袁斩获野新生代华语音乐
教父冶的美名袁甚至还与野那英冶合唱当年的叶相约一
九九八曳袁笑果十足遥 其中最为洗脑的莫过于黄渤献
唱的叶一剪梅曳和粤语版叶屯儿曳袁影片对叶一剪梅曳的
魔性演绎让无数观众直呼 野再也无法直视 叶一剪
梅曳冶袁而野华哥冶颠覆演唱的粤语版叶屯儿曳更是让人
笑到野根本停不下来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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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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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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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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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ton, Texas, August 5, 2015) On November 7,
2015, Southern News Group, a leading Asian
media group located in Houston, Texas, with offices
in major U.S. cit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n Houston will hold a “ A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event in Minute Maid
Park that will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nd celebrate the cultural

diversity of the Houston
community.
The event will honor all
those veterans who served
in WWII and will celebrate
the many diverse
international cultures that
have become an ingrained
part of the very essence of

Houston. It is this rich ethnic diversity that now
makes our great city one of the world's major
international melting pots.
Recently, the 69th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adopted by consensus a resolution to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World
War II victory. On June 26, 2015, the United
Nations commemorated the signing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of 1945, marking its 70th
anniversary. The organization was formally
chartered on October 24, 1945.
“ History cannot be forgotten and the tragedy of war
must be remembered. The coming commemoration
event will also write an important memorable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verse city of Houston, Texas,” said
Wea H. Lee, Chairma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The event will include musical and
dance performances by representatives
of ethnic groups from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the Goddess of Auspicious
(Thousand Hands Guangyin), acrobats
“ The Power & Strength” – Performers:
the Xiangyuen Brothers and “ Face
Change Artist,” Zhang Song.
Southern Newspaper Group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n Houston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overall ope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event which will attract
thousands of ethnic
peoples from multiple
backgrounds including
Jewish, Asian, Latino and
African and they will
represent the wishes of the
whole world for world
peace.
MC for the event will be
well-known Houston TV
anchor, Shern-Min Chow.

A Message From Wea H. Lee,
Chairman, Southern News Group

Seventy years ago, an unthinkable and
now unmentionable calamity
that had never been seen be-
fore in the long history of hu-
manity occurred. But the
tragedy, even 70 years ago,
is still unforgettable. And the
trauma that World War II
brought to all of mankind so
many years ago, still haunts all peoples
of the world today while it also still
guides the events of daily life.
The war broke out in 1939 and ended
in1945 and was the largest war in mod-
ern history, with more than 100 million
military personnel being mobilized and
directly involved in this world conflict. In-
cluded in the sad events of the war were
the tragic Nanjing Massacre in China
and the Holocaust in Europe.
For the first time Japanese germ warfare
was carried on against Chinese soldiers
and civilians, and finally, for the first time
United States dropped two atomic
bombs on Japan to put a finish to the
war disaster. There were a total of 50
million to 70 million deaths caused by
the war -- the largest number of deaths
in the history of war.
Learning about history is like holding up
a mirror to reflect the past to teach us a
lesson.
On November 7, 2015, Southern News
Group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
ter in Houston will sponsor the “Celebra-
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event
that will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
sary of World War II while also celebrat-
ing diversity and world peace along with
the many diverse international cultures
that have become an ingrained part of
the very essence of Houston.
The event will include many talented per-
form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who will

provide a variety of entertainment while reminding
us of the rich and diverse community that is Hous-
ton, Texas.
The coming commemoration event will also write an
important memorable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verse city of Houston, Texas.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at Minute Maid Park
on November 7, 2015.
Wea H. Lee
Houston, Texas
October 18, 2015

For additional details and sponsorships

for the “WWII 70th Anniversary
And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event at Minute
Maid Park on November 7,
2015, please contact Jennifer Lo-
pez or Angela Chen at (281)
498-4310, or email at jennifer-
itc@gmail.com or angela@scdai-
ly.com.

Classic Dance
By The
GODDESS OF
AUSPICIOUS/
HEART VOICE
DISABLE
PEOPLE'S
ART TROUPE.

The dancers use different sensing method to meet
the beats of the music and the instruction of sign
language from the edge of the stage to coordinate
their motion and movement to accomplish the
complicated dance program with rhythmic strength;

"Face Change Artist"--
Performer: Zhang Song. Face
Change is a mysterious stunt
originating from China's
Sichuan Opera, and a romantic
way to reveal one's inner
thoughts and feelings resulting
in a piece of magical instant
transformation on the painted
face.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first lady Peng Liyuan will
meet three generations of the British royal family
during Xi's state visit next week, the Chinese am-
bassador to the United Kingdom said in London on
Thursday.
Queen Elizabeth, the Duke of Edinburgh, the Prince
of Wales, the Duke of Cambridge and other royal
family members will meet Xi during his visit from Oc-
tober 19 to 23, Liu Xiaoming told a news confer-
ence.
The ambassador said that a state visit is accorded
the highest-level reception in the UK.

He said said a welcoming ceremony, a state ban-
quet hosted by the queen, a banquet in the City of
London and a 103-gun royal salute will be staged
for the president. The salute will be performed by
41 guns in Green Park and 62 guns at the Tower of
London.
Laura King, senior communications officer at Buck-
ingham Palace, told China Daily, "The royal kitchen
may showcase native products on the (state ban-
quet) menu, with many fresh ingredients being
sourced from the queen's estates."
The menu traditionally
includes a fish course,
a main meat course,
desserts and fresh
fruit, she said.
"The royal chef is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a team of
more than 20 chefs
who will cater
for the
banquet,"
King added.
Liu said Xi will
deliver a
speech to the
British
Parliament. In addition to official talks with Prime

Minister David Cameron, the president will be
joined by Cameron at several events in London and
during his visit to the northern city of Manchester.
Xi and Peng will also visit Cameron and his wife Sa-
mantha at Chequers, the prime minister's country
residence in Buckinghamshire that has hosted for-
eign dignitaries since becoming an official retreat
for prime ministers in 1921.
China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tate visit,
Liu said.
"During previous overseas visits, the president usu-
ally toured a number of countries on one trip. But
this time ... President Xi's state visit will take him to
only one country - the UK.
"All these factors are pointing to a super state visit."
Buckingham Palace also disclosed more details
about the royal welcome planned for Xi.(Courtesy
chinadaily.cn)
Related

Which Royal Members Is Xi Going
To Meet In Britain?

BEIJING, Oct. 15 (Xinhua) --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is expected to arrive in London today for a
five-day state visit, a first of its kind in 10 years.
According to unconfirmed itinerary carried by the
Nouvelles d'Europe newspaper, Xi will be greeted
at the airport by Viscount Hood on behalf of the
Queen.
The Chinese president will meet Prince Charles

and the Duchess of Cornwall on Tuesday. The roy-
al couple will accompany him to the Horse Guards
Parade.
With the presence
of Queen
Elizabeth II and
Prince Philip, a
welcome
ceremony with a
21-gun salute and
a parade will be
held in honor of Xi
at Horse Guards
Parade.
Xi, accompanied by the Queen and Prince Philip,
will ride in the Golden State Coach, a symbol of roy-
al power, to Buckingham Palace. He is going to
stay in the Belgian Suite. After lunch, Xi is sched-
uled to see Chinese exhibits at the Royal Collection.
Xi is expected to meet Prince William at the place.
The Chinese president and his wife, Peng Liyuan,
and Prince William and his wife, the duchess of
Cambridge, are going to attend China-UK ex-
change activities on innovative industries. The two
couples are expected to pose for photos.
The arrangements, yet to be officially confirmed,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the Mexican president's visit
to Britain in March. (Courtesy news.xinhuanet.com/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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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s News – Tomorrow's History”

The American
Flag Being

Raised On Iwo
Jima During

WWII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To Be Held At Minute Maid Park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International and Cultural Entertainment From Around The World

British Royal Family Coming
Together To Greet Xi Jinping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U.S. World War II
Veterans

The State Banquet will be held in the Ballroom of the
Buckingham Palace in London on the first night of
President Xi Jinping's State Visit.[Photo/chinadaily.

com.cn]

Houston TV
Anchor,

Shern-Min
Chow

Wea H. Lee

The Acrobats: "The
Power & Strength" –
Performers: Xiangyuen
Brothers. The twin
brothers (Yang Lin and
Yang Jian) started their
dedicated acrobatic
career at the age of only
ten years old.

Britain's Queen Elizabeth II
talks with Prince Philip, Duke of

Edinburgh at Tweedbank
Station in Tweedbank on the
Scottish Borders on Sept. 9,

2015. (AFP/Photo)

British Parliament In Session

British Parliament
Building

Three Generations Of The British Royal Family To Welcome China's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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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 10月 8日电 据外媒 8日报道袁会打乒乓的机器人尧会飞的
纸鹤尧会显示身体质量指数(BMI)的镜子袁是今年日本尖端资讯科技与
电子综合展(CEATEC)的一些杰出和创新研发遥

报道称袁医疗设备制造商欧姆龙(Omron)开发的打乒乓机器人可
以准确回击乒乓球袁几乎做到拍无虚发曰制造商称袁它甚至可以训练乒
乓球员遥

欧姆龙发言人渥美正行说院野球员开球后袁机器人回击球的位置就
会显示在乒乓桌上袁帮助球员掌握下一个击球遥 冶

打乒乓机器人配备了一台摄像机和一系列感应器袁可以预测乒乓
球的移动和位置袁所以能近乎完美地击球遥

欧姆龙说袁这套科技也可以应用在汽车里袁避免汽车意外碰撞遥
展览另一个吸引众多目光的展品是一只会飞的纸鹤遥日本半导体

制造商罗姆电子(Rohm)研制的这只纸鹤身长约 30公分袁重量仅
31克袁配有一台超轻马达袁所以能展翅飞翔遥

罗姆电子发言人古川巧说院野研制这只纸鹤最困难的部分就
是确保所有零件都很轻遥 冶

罗姆电子也研发出一种行李箱感应器袁它可以侦测行李箱是
否在寄舱时被地勤人员扔来扔去袁也可以在行李箱遗失时向主人
报告其位置遥

古川说袁该公司希望有行李箱制造商有兴趣将这个感应器进
行商业化生产遥

电子业巨头松下电器展示了 2018年至 2020年间可能会出
现的未来屋遥 这间未来屋配备了各种电子器材和电器袁它们相互
之间还可以沟通遥

例如一面与家中电器相连接的镜子袁可以告诉坐在镜子前的
人的身体质量指数遥 镜子也可以评估皮肤的健康程度袁还可以为

镜像野化虚拟妆冶袁给早上起床准备上班的女士们提供意见遥
未来屋的饭桌和玻璃窗也是一面显示器袁它们可以听懂人们的谈

话袁例如在人们谈到最近一次家庭旅行时袁就会显示他们的旅行照片遥
松下电器发言人上原大介说院野目前没有确切的商业化计划袁但如

果顾客需要袁我们已经可以实现这套科技遥 冶

东京科技展：机器人打乒乓 纸鹤能展翅飞翔(图)

野垃圾咖啡馆冶自成立以来袁成功挽救了不少过期食材遥
中新网 10月 9日电 过期的食物袁一般人都会以不新鲜尧腐败等理

由丢弃遥 但据外媒报道袁英国有一家野垃圾食品咖啡店冶
反其道而行袁专卖这些过期的食品袁让尚可食用的食物
有效利用遥据悉袁这样的理念被许多商家认同袁甚至影响
到其他国家袁 至今全球已有约 120家商店加入了合作袁
遍及美国尧法国尧澳大利亚等地遥

报道称袁 发起这项理念的英国厨师史密斯认为袁每
年有近 13亿吨的粮食被浪费袁 然而这相当于全球总生
产量的 40%袁 粮食分配不均的结果也造成不必要的浪
费遥 史密斯认为人们需要重视食物浪费的问题袁因此成
立了一个名为野真正垃圾食品计划(Real Junk Food Pro鄄
ject)冶袁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袁唤醒大众对于这个
议题的重视遥

报道指出袁这项计划始于墨尔本的一处河岸袁史密
斯与合作伙伴在澳大利亚目睹了食物被浪费的规模是

如此的庞大袁于是他们意识到要着手进行改变袁在征求
友人意见后袁决定先从自己的家乡开始袁认同他们理念
的商家提供了胡萝卜等食材袁 与史密斯交换了豆腐尧薯

片袁这也是野垃圾食品咖啡馆冶引进的第一批食材遥
但不是所有的过期食品都会被再次利用袁这间野垃圾食品咖啡馆冶

也有质量检验袁 通过
味道尧 试吃等方式判
断是否能提供给客

人遥
随着全球响应这

项计划的商家越来越

多袁 但受限于英国法
律不容许出售过期食

品袁 因此 野垃圾咖啡
馆冶采用捐款制袁让顾
客品尝过后自由付

款遥 史密斯还表示袁自
咖啡馆成立以来已经

野拯救冶了约 200 吨过
期食物遥

专卖过期食物 英国“垃圾咖啡馆”走红(图)

资料图：发起理念的英国厨师史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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