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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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1212屆墨西哥灣國際龍舟賽在史上最強颶風屆墨西哥灣國際龍舟賽在史上最強颶風PatriciaPatricia登錄墨西哥灣之際登錄墨西哥灣之際，，於於20152015年年1010月月2424日上午日上午88點點3030分分，，在在
糖城的糖城的Brooks LakeBrooks Lake隆重拉開帷幕隆重拉開帷幕！！此次比賽有此次比賽有1616支企業參賽隊支企業參賽隊，，1818支社區隊支社區隊，，77支專業隊支專業隊，，1212支青年隊參加支青年隊參加，，
休斯敦華裔聯盟隊在經過了三輪激烈分組競技後休斯敦華裔聯盟隊在經過了三輪激烈分組競技後，，勇奪社區組桂冠勇奪社區組桂冠，，逐得金牌逐得金牌！！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
強民大使和總領事館文化組楊松參贊參加了此次龍舟賽的啟動儀式強民大使和總領事館文化組楊松參贊參加了此次龍舟賽的啟動儀式。。圖為比賽開始前李強民大使還到現場給圖為比賽開始前李強民大使還到現場給HCAHCA
參賽隊員們鼓勁加油並合影留念參賽隊員們鼓勁加油並合影留念！！

20152015 年年1010月月2424日中午日中午，，中國人活動中心在活動大廳舉行中國人活動中心在活動大廳舉行6666週年國週年國
慶升旗及晚宴慶功答謝會暨歡迎國僑辦中餐廚藝訪問團慶升旗及晚宴慶功答謝會暨歡迎國僑辦中餐廚藝訪問團。。圖為中心圖為中心
董事長陳珂董事長陳珂、、執行長謝忠執行長謝忠、、國慶升旗共同主席戴慧怡與國僑辦孫剛國慶升旗共同主席戴慧怡與國僑辦孫剛
處長在開香檳後合影處長在開香檳後合影。。

20152015 年年 99 月月 2323 日晚日晚，，著名華裔旅館投資家宋蕾著名華裔旅館投資家宋蕾
(Grace Jacobson)(Grace Jacobson)與美國前總統小布什與美國前總統小布什((右右))在為其弟弟在為其弟弟
Jeb BushJeb Bush競選總統的早餐會上探討美國經濟的妙藥良競選總統的早餐會上探討美國經濟的妙藥良
方方，，並親切合影並親切合影。。

20152015 年年1010月月3030日是提早投票的最後一天日是提早投票的最後一天，，擁有五擁有五
家香港足浴城的湖南妹子家香港足浴城的湖南妹子LindaLinda專程來到位於專程來到位於AliefAlief的的
投票點為市長候選人投票點為市長候選人Marty McVeyMarty McVey捐款打氣捐款打氣，，站臺站臺
拉票拉票。。 Marty McVeyMarty McVey是亞裔的好朋友是亞裔的好朋友，，年輕有為年輕有為，，
精力旺盛精力旺盛，，是今年休斯頓市長競選的一匹是今年休斯頓市長競選的一匹““黑馬黑馬”。”。

20152015 年年1010月月2323日日，，國僑辦國僑辦、、江蘇省僑辦和美南江蘇總會聯合主辦的文化江蘇省僑辦和美南江蘇總會聯合主辦的文化
中國中華美食國宴全球巡展代表團來到休斯頓著名錦江餐廳舉辦國宴淮揚中國中華美食國宴全球巡展代表團來到休斯頓著名錦江餐廳舉辦國宴淮揚
菜培訓展示推廣菜培訓展示推廣，，受到李桂喜副總領事和中國人活動中心前董事長張亦勤受到李桂喜副總領事和中國人活動中心前董事長張亦勤
執行長謝忠執行長謝忠、、副執行長卿梅副執行長卿梅、、財務長黃華財務長黃華、、執委陳卓醫師和新執委美南江執委陳卓醫師和新執委美南江
蘇總會執行副會長陳韻梅等的熱烈歡迎蘇總會執行副會長陳韻梅等的熱烈歡迎。。當晚一百多位江蘇老鄉和嘉賓出當晚一百多位江蘇老鄉和嘉賓出
席了這一盛宴席了這一盛宴。。

20152015年年1010月月3030日日，，蘇絲黃東主楊曉白與一眾閨蜜好友黃美蘇絲黃東主楊曉白與一眾閨蜜好友黃美
子子、、宋蕾宋蕾、、趙海英趙海英、、夏菱夏菱、、張曉帆張曉帆、、陳霞等在意大利餐廳陳霞等在意大利餐廳
Maggiano's Little ItalyMaggiano's Little Italy慶祝曉白生日慶祝曉白生日。。當天恰好也是萬聖節當天恰好也是萬聖節
，，一眾女神也加入祝福一眾女神也加入祝福，，祝曉白年年歲歲有今天祝曉白年年歲歲有今天，，姊妹友情姊妹友情
永不老永不老。。

20152015年年1010月月3030日日，，德州安徽同鄉會副會長趙美萍德州安徽同鄉會副會長趙美萍、、理事鄭秀耘在省僑聯宣傳部部長助理理事鄭秀耘在省僑聯宣傳部部長助理
谷新的陪伴下谷新的陪伴下，，代表汪宏正會長和德州安徽同鄉會理事會來到安徽金寨縣桃嶺鄉桐崗小學代表汪宏正會長和德州安徽同鄉會理事會來到安徽金寨縣桃嶺鄉桐崗小學
開展獻愛心活動開展獻愛心活動，，將董事承寧女兒陶思源義賣畫冊籌款所得捐給小學生們購買新校服將董事承寧女兒陶思源義賣畫冊籌款所得捐給小學生們購買新校服。。圖圖
為桐崗小學的杜方仁校長和小學生們與兩位理事合影為桐崗小學的杜方仁校長和小學生們與兩位理事合影。。

20152015年年1010月月2323日晚日晚，，美南電視美南電視
傳媒集團主辦的二戰傳媒集團主辦的二戰7070週年紀週年紀
念活動新聞發布會及市民月慶祝念活動新聞發布會及市民月慶祝
活動在休斯頓國際貿易中心舉行活動在休斯頓國際貿易中心舉行
，，現場邀請二戰老兵現場邀請二戰老兵 9191 歲的歲的
Gloria GarmanGloria Garman出席出席。。右為邁威右為邁威
地板地板(Maxwell Flooring)(Maxwell Flooring)董事長董事長
胡安妮胡安妮(Annie Hu)(Annie Hu)。。

本報記者
吳凱俊攝吳凱俊攝

2015年10月18日- 一場由美華協會(OCA)主辦和印度裔社區

組織合辦的休士頓市長選舉亞裔社區辯論會論壇及系列辯論會近期

盛大舉行。各界人士紛紛踴越參與力挺的候選人們表示支持。參加

本次市長論壇的休斯頓市長的候選人們分別回答了來賓們的提問並

闡述了自己的主張和綱領。辯論會上他們就選民關心的問題闡述了

各自的觀點, 隨後主持人對7位候選人輪流提問，就如何發展社區，

推動社區經濟發展，以及商貿往來提出了社區普遍關心的問題，並

且對於休士頓多元化社會有何發展綱領等討論項目。

休士頓市長選舉亞裔社區論壇會集錦回顧

休士頓市議員阮進盛休士頓市議員阮進盛(Richard Nguyen,(Richard Nguyen, 圖右圖右))
，，休士頓主計長候選人之一休士頓主計長候選人之一 Chris Brown(Chris Brown(圖圖
左左))合影於市長選舉亞裔社區辯論會中合影於市長選舉亞裔社區辯論會中

休斯頓市長候選人休斯頓市長候選人Bill KingBill King發表政見發表政見

休斯頓市長候選人前哈里斯縣警長休斯頓市長候選人前哈里斯縣警長AdrianAdrian
GarciaGarcia發表政見發表政見

市長候選人市長候選人Adrian GarciaAdrian Garcia同時也在兢選期間舉行籌同時也在兢選期間舉行籌
款活動款活動，，得到了華人社區許多僑界名人得到了華人社區許多僑界名人，，僑領和老僑領和老
僑們的積極支持和鼎力贊助僑們的積極支持和鼎力贊助，，獲得了市民的認可獲得了市民的認可。。
圖為僑界名人賴清揚律師圖為僑界名人賴清揚律師，，賴李迎霞夫婦表示支持賴李迎霞夫婦表示支持

休斯頓市長候選人休斯頓市長候選人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發表政見發表政見

市長候選人市長候選人Adrian GarciaAdrian Garcia同時也在兢選期同時也在兢選期
間舉行籌款活動間舉行籌款活動，，得到了華人社區許多僑得到了華人社區許多僑
界名人界名人，，僑領和老僑們的積極支持和鼎力僑領和老僑們的積極支持和鼎力
贊助贊助，，獲得了市民的認可獲得了市民的認可。。圖為僑界名人圖為僑界名人
賴清揚律師賴清揚律師((圖右三圖右三,, 右五右五))，，賴李迎霞夫賴李迎霞夫
婦及義工團隊們齊聚中國城合影婦及義工團隊們齊聚中國城合影

（本報記者黃梅子）美南國際電視55.5上
周六2015年10月31日晚8點的《生活》節目
為您介紹今年的德州文藝復興節，並采訪了德
州文藝復興節的國王。

德州文藝復興節，英文叫 『Texas Re-
naissance Festival 』 。是美國最大規模的文
藝復興節，於每年的十月份開始，連續八週在
每個週末來舉辦。德州文藝復興節有八個主題
公園、十七個舞臺，佔地55英畝，活動預計
每年會吸引五十萬的遊客參與。

德州文藝復興節，最早開始於1974年。
今年是第40屆德州文藝復興節，舉辦地點在
文藝復興主題公園內，位於休斯頓的西北方向
，開車大約需要一小時。進入文藝復興主題公
園，使人感受時光倒流，仿佛置身於歐洲文藝
復興時代。多臺歐洲不同民族的音樂歌舞表演
精彩紛呈，讓您目不暇接，留連忘返。請記得
帶好相機，留下從時間隧道穿越到古老歐洲旅
行的難忘記憶。

德州文藝復興節的每個周末根據不同的歷
史傳說和民族風情設有不同的主題，你去幾次
就會有幾次新的驚喜。2015年的德克薩斯州
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節為主題的周末，包括
：
•10月10日、11日式開幕周末：慶祝百威淡
啤啤酒節，欣賞傳統的德國音樂，巴伐利亞舞
蹈和黑森林之旅！參加很多競賽，包括：* 波

爾卡舞蹈大賽和 香腸競吃大賽等比賽等有趣
的比賽。
•10 月 17 日及 18 日，這個周末的主題是
1001個夢：讓夢想開始飛翔！新的集市和村
落，在花園間飛來飛去的仙女，魔宮的法術讓
你大吃一驚！
•10月24和25日的主題是：萬聖節之夜：
“幻影”，妖怪和魔鬼從陰影中出現。吃玉米
比賽和南瓜雕刻大賽！
10月31日及11月1日這個周末的主題是： 海
盜冒險，模仿海盜說話比賽, 海盜尋寶！
•11月7日和8日這個周末的主題是：羅馬酒
神！所有被邀請的人都穿上長袍，暢飲葫蘆壺
中的紅酒，以此來彰顯他們的榮譽！
• 11月14日和15日這個周末的主題是： 蘇
格蘭高地舞！在管道音樂中旋轉，參加高地舞
大賽，在健美膝蓋下炫耀你的褶裙，或加入狩
獵大羊比賽！
• 11月21日和22日這個周末的主題是：蠻
族入侵！成群的蠻族侵入新集市村搶劫，掠奪
各地來的野蠻人！
•11月28和29日閉幕式周末主題是聖誕節：
閉幕周末將歡迎聖誕老人光臨新集市，空氣中
彌漫著王室的奢華氣息，以皇家的禮節和時尚
慰問您，祝您過上一個精彩的聖誕節！

2015年德州文藝復興節共有500多名特
色藝術家盡情施展他們的才華和絕藝，400多

家店鋪展示的是世界各國的特色手工
藝品，有黃金白銀寶石首飾、也有陶
瓷、皮飾、木雕等，生意最好的出售
文藝復興時代的服飾的商店。好吃的
就更多了，墨西哥、法國、意大利的
美食應有盡有，您可以一天吃遍世界
風味。在連續8周的節日裏，文藝復
興時代的國王和王後邀請您以及來自
世界各地的的朋友們、藝術家們，在
文藝復興時期風格的標致景點，讓時
光倒流，讓歷史重現，讓您感受那個
鼎盛時期的聲音和氣味。

走進文藝復興村，人們都身著文
藝復興時代的傳統服裝，也有一些打
扮得千奇百怪的人在幹著貌似奇怪的
行為，每個人都自得其樂。您可能以
為他們是演員，因為從服裝到表情再
到態度，他們都顯得那專業，其實這
些人只是本地的遊客。其實這些人正
體現了一種美國文化，美國人喜歡戶
外活動，也喜歡表現自己，他們從不
認為舞臺只屬於明星和專業演員，美
國人每個人都是自己人生舞臺劇的主
角。

文藝復興主題公園開放期間，您
開車在接近德州文藝復興主題公園地
方，就會看到入園指示牌，隨著管理
人員的指揮，就可到達共園外的免費
停車場。德州文藝復興節網站有詳細

資 訊 ， 網 址 是 texrenfest.com。 地 址 ：
21778 FM 1774, Todd Mission, TX 77363。
電話800-458-3435。

如果您想購買文藝復興節的門票，可以上
網購買，也可以到HEB和Woodforest國家銀
行購買。提前購票會有一定的折扣，詳情可以
到官方網站查詢：www.texrenfest.com。

德州文藝復興節入口處是一座歐洲早期像
城堡似的大城牆，一進入場內後立即看到許多
中古時代建築以及各式商店和打扮成當時代的
男女演員及店員，這不但可以娛樂自己也可以
娛樂別人，萬聖節的時候，群魔出動、大小鬼
都出來遊行，那就更加過癮了！

來文藝復興節遊玩的人，都打扮得很艷麗
。如果你也想過把癮，進門以後有個小鋪子可
以租一些道具服裝，讓你瞬間變身成為一個古
代貴婦或貴族，或者乞丐、馬販子什的，一天
的租金在30元至70元不等，當然，如果你覺
得租來的衣服不幹凈，或者年年都要來穿來玩
，可以在裏面買一套，價錢大約在一百美元以
上。

文藝復興節在美國其它各州也都有，不過
德州文藝復興節算是規模最大了，整個公園被
改建裝飾成一五三六年情景，每年的主題總是
繞著英國國王-亨利八世準備迎娶新太太。在
這個莊園內可以看到許多扮演貴族階級的人士
和平民百姓們大家聚在一起喝酒跳舞慶祝，事
實上這裡有點像迪斯尼的遊樂園。在文藝復興
莊園裏走走停停，從各個景觀之間的門一穿過
去就到了另一個國家，風格完全不一樣，連人
的口音都不一樣了。剛從德國村莊喝完啤酒，
再走幾步就是法國或西班牙，讓人不由得產生
出恍如隔世的感覺。

德州文藝復興節的特點是處處皆風景，連
賣爆米花的都很有趣，一個壯小夥子舉起架子
沿路叫賣爆玉米花，感覺像在玩雜耍，對小孩
子有很大的吸引力。喜歡看街頭表演的人都會
很喜歡來逛文藝復興節，光是照節目單走看表
演就可以玩上整整一天，肚皮舞、脫口秀、恐
怖秀、雜技都很好看，壓軸表演應該是在羅馬
競技場的鬥牛表演或其他比賽，看臺上端坐著
英國、法國、德國和西班牙的國王和王後，讓
人仿佛穿越到了古代文藝復興時期。

德克薩斯狂野的牛仔，意大利風雅的文藝
復興，兩個壓根就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就這
完美地被結合在了一起。德州文藝復興節年年
都辦，今年已經是第40屆了，德州文藝復興
節是美國最大的文藝復興節，也是最有名的，
毫無疑問，德州文藝復興節已經成了休斯頓的
一個文化標誌，這讓我們每一個休斯頓人都倍
感自豪。

想詳細了解德州文藝復興節嗎？想親自去
那兒玩一趟嗎？敬請關美南國際電視55.5《生
活》節目。 《生活》每週六晚8點至8點30
分首播，週日下午5點至5點30分重播，週三
上午9點30分至10點重播，歡迎收看。

美南國際電視55.5《生活》采訪德州文藝復興節

《《生活生活》》節目製片人黃梅子節目製片人黃梅子（（左左）、）、主持人翁大嘴主持人翁大嘴（（右右））採訪採訪
德州文藝復興節國王德州文藝復興節國王（（中中）。）。

《《生活生活》》節目採訪德州文藝復興節的國王節目採訪德州文藝復興節的國王。。

參加文藝復興節的人都穿著古代服裝參加文藝復興節的人都穿著古代服裝。。

文藝復興節好玩文藝復興節好玩！！

各種牛鬼蛇神各種牛鬼蛇神。。

(記者黃麗珊) 「美
國華人石油協會 」 於
2015年10月30日舉辦
2015 年 「美國華人石
油協會」 石油和石油化
工技術研討會。馬龍會
長表示, 「美國華人化
工 協 會 」 西 南 分 會

〔the Southwest Section of the
Chinese American Chemical So-
ciety (SW-CACS)〕繼續和我們一
起合辦這次石油化工技術會議；並
且 「探勘地球物理學會 」 （the
Society of Exploration Geophysi-
cists-SEG）繼續贊助學生論文比
賽。

大會主席李怡德介紹研討會在
上午的全體會議期間特別邀請了五
位在石油和天然氣產業界的知名人
士進行專題演講。他們是：

·Claudia J. Hackbarth (Man-
ager, Unconventional Gas &
Tight Oil R&D, Shell International
E&P Inc.)

- “Technology and Innova-
tion for Unconventionals in Cur-
rent Times”

·Dawn Constantin (VP Mar-

keting & Fundamentals, BP Ener-
gy Company)

- "North America Energy: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 Dr. Kenneth M. Tubman
(VP Technology & Subsurface,
ConocoPhillips)

- “Technology Develop-
ment and Exploitation to Main-
t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a
Volatile Oil Price Market”

· William (Bill) Barkhouse
(Associate Executive Director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and
GEOPHYSICS, Society of Explo-
ration Geophysicists)

- "The CAPA/SEG Global
Partnership"

· Dr. Marinda Li Wu (2013
President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Partners for Progress and
Prosperity: Challenges and Op-
portunities” 等知名石油公司的主
管分享業界菁英對行業如價格預測
、技術創新、供應鏈等各方面的分
析.

-大會主席李怡德說明,研討會
在下午則舉行同
時進行的五個技
術會議:

· 深水（海
）以及常規的探
勘 和 生 產
（Deepwater
and Convention-
al Exploration &
Production）

· 非常規油
氣資源的勘探與
開 發 （Uncon-
ventional Plays）

· 工程和健
康/環 境/安 全
（Engineering

and HES）
· 商務發

展 （Business
Development
）

· 學生論
文比賽（分為
兩 個 會 議 ）
〔Student
Paper Con-
test (two
sessions)〕

參加研討
會 的 朋 友 在
「美國華人石

油協會」 網站
www.capaus.
org 上註冊繳
費。費用(包括
歐式早餐、午
餐、飲料、專題討論會會刊和停車
費）：會員為30元，正在轉換工
作者為15元，學生為10元。未經
預約而臨時與會者，將在所屬參與
者類別費用上增加10元註冊費。

為鼓勵大家參與這個研討會，
以及由於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 網
站和會員資格數據庫將遷移，以便
會員們查詢資訊，這次研討會對會
員和非有效會員收取同樣的註冊費
。但是請注意所有未來會員有效資
格的更新和確認將是自每年1月1
日開始到同年12月31日為止在該
年度這段時間是否繳納會費為準。
如在年中期間申請加入為會員，則
需繳全年會費，不會按參加的月份
作相對比例的減收。

如對會員有效資格有疑問，請
與 李 一 寧 〔Yining Li
(liyn2000@gmail.com)〕或俞立凡
〔Li-Fan Yue (lifanyue@gmail.
com)〕聯繫。如對討論會的註冊
有問題，請發電子郵件到CAPAU-
SAEVENT@gmail.com.

在會場註冊時，登記台會確認

您的停車票並為您繳費，我們鼓勵
您為參加此研討會盡量合夥用車，
以表示我們對節約能源的支持。

為統計人數作為研討會籌備工
作的參考，請到 「美國華人石油協
會」 網站www.capaus.org註冊。
研討會詳細情形也可以到 「美國華
人石油協會」 網站查閱。

馬龍會長, 大會主席李怡德,
財務陳家傑在10月30日的石油和
石油化工技術研討會上熱烈歡迎中
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科技參贊陳宏生
博士、黃河領事和駐休士頓台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科技組組長遊慧光博
士及與會近二百人, 提供業內各個
職業階段的人士交流互動發展機會
。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會長馬龍強
調，研討會應對各個階層的需求，
石油行業就是這麼一個週期性強的
行業。新生代可就此了解與做準備
；中流砥柱可以向已經有過相關經
歷的前輩請教，一些商業機會就在
這樣的平台交流中產生。

2015年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 石油和石油化工技術研討會圓滿成功舉行
主題：低油價和更嚴格的環保法規對能源產業的挑戰與契
機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o the Energy
Industry for Anemic Oil Prices and Increasingly Strin-
g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時間：2015年10月30日，星期五，上午8時至下午5時
地點：Marathon Oil Corporation; the Marathon Con-
ference Center, 5555 San Felipe, Houston TX 77056.

Claudia J. Hackbarth (Manager, UnconvenClaudia J. Hackbarth (Manager, Unconven--
tional Gas & Tight Oil R&D, Shell International Gas & Tight Oil R&D, Shell Interna--
tional E&P Inc.)tional E&P Inc.)

-- 專題演講專題演講““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r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r
Unconventionals in Current TimesUnconventionals in Current Times””獲美國華獲美國華
人石油協會會長馬龍人石油協會會長馬龍、、大會主席李怡德頒感謝獎大會主席李怡德頒感謝獎
牌牌((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20152015年年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美國華人石油協會」」 石油和石油化工技術石油和石油化工技術
研 討 會研 討 會 、、 專 題 演 講 員專 題 演 講 員 Claudia J. HackbarthClaudia J. Hackbarth、、
Dawn ConstantinDawn Constantin、、 Dr. Kenneth M. TubmanDr. Kenneth M. Tubman、、
William (Bill) BarkhouseWilliam (Bill) Barkhouse 、、 Dr. Marinda Li WuDr. Marinda Li Wu吳吳
李梅達和部份會員李梅達和部份會員、、大會贊助者之一華美銀行林起湧大會贊助者之一華美銀行林起湧
副總裁副總裁、、會長馬龍會長馬龍、、大會主席李怡德合影大會主席李怡德合影((記者黃麗記者黃麗
珊攝珊攝))

Dr. Kenneth M. Tubman (VP Technology &Dr. Kenneth M. Tubman (VP Technology &
Subsurface, ConocoPhillips)Subsurface, ConocoPhillips)

-- 專題演講專題演講““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Exploitation to Maintain Competitive AdvanExploitation to Maintain Competitive Advan--
tage in a Volatile Oil Price Markettage in a Volatile Oil Price Market””獲美國獲美國
華人石油協會會長馬龍華人石油協會會長馬龍、、大會主席李怡德大會主席李怡德、、秘秘
書張世曉頒感謝獎牌書張世曉頒感謝獎牌((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Dr. Marinda Li WuDr. Marinda Li Wu 吳李梅達吳李梅達((20132013 PresidentPresident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 專題演講專題演講““Partners for Progress and ProsPartners for Progress and Pros--
perit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perit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獲美國獲美國
華人石油協會會長馬龍華人石油協會會長馬龍、、大會主席李怡德大會主席李怡德、、徐鵬徐鵬
博士頒感謝獎牌博士頒感謝獎牌((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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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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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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人曾参加诺曼底登陆战
导语院近日袁习近平主席访英袁在英国议会大厦发表演讲时袁提到了两段中英交往的历史故事遥

近日袁习近平主席访问英国袁在英国议会大厦
发表演讲时袁提到了两段历史故事遥 一个是第二次
世界大战期间袁20余名名中国海军学员参加了诺曼
底登陆战役曰一个是已故英国学者林迈可袁曾积极
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遥 淤本期揖短史记铱袁即扼要
介绍一下这两段历史遥

1943年袁为给海军建设储备人才袁中国选派了
85名青年海军军官出国留学袁60人去美国袁25人去
英国遥 赴英学习的 25人先从重庆到昆明袁通过野驼
峰航线冶袁飞越喜马拉雅山袁到达印度的加尔各答遥
再从这里搭乘火车到孟买袁乘商船前往英国遥 他们
中有 21人在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袁4人在朴
茨茅斯轮机学校渊另一说袁有 24名学生在格林威治
皇家海军学院接受培训冤遥
皇家海军学院特别为郭成森尧 黄廷鑫等 21名

学生开设了野中国班冶袁在这里学习航海尧数学等基
础课程遥 黄廷鑫回忆袁他们野还有一个重要的学习内
容是强化英语的听说能力冶野带队的一个英国海军
少校袁他不厌其烦地对我们解说英国海军各种场合
中的礼节与规定袁要求我们在英国能够像英国海军
军官一样行事遥 冶于1944年 1月袁21名中国学生前
往英国南部的恰塘兵营袁学习使用火炮尧鱼雷遥 学业
结束后袁他们开始在各战舰上实习遥
在一些实战训练后袁年轻的中国海军军官们随

舰参加了诺曼底登陆遥 1944年 6月 2日晚袁黄廷鑫
所在的野搜索者冶号轻型航母悄悄出港袁而以往都是
在白天训练袁这让黄廷鑫感到野这次出港有点非同
寻常冶遥 他后来回忆袁野虽然种种迹象显示袁盟军的反
攻已经临近袁但我当时仍然不知道遥 耶搜索者爷号此
次执行的任务袁正是后来举世闻名的诺曼底登陆战
役的一个组成部分遥 冶盂野搜索者冶号的任务是外围
反潜袁以防德军潜艇威胁登陆行动遥
相比之下袁郭成森对诺曼底登陆的记忆更富传

奇色彩遥 他当时和卢东阁在野肯特冶号巡洋舰上分任
一尧二号主炮塔副炮长遥 野肯特冶号负责火力支援袁炮
击海岸遥 郭成森野先后指挥舰艇炮兵发射炮弹数千
发袁摧毁了德军大量的岸防设施袁为登陆部队撕开
了一个大口子遥 在布雷封锁作战中袁他还指挥炮兵
击沉了一艘德军大型救生船和四艘运输船冶遥 榆
战争的惨烈超出了他们的想象袁 卢东阁回忆袁

野当时的战斗场面非常壮观尧惨烈遥 周围全是舰艇袁
大大小小尧各种用途的军舰简直是挤在一起袁炸弹
在舰艇周围爆炸掀起的水柱比舰桥还高遥 炮声震耳
欲聋袁连周围的人说话都听不见遥 盟军舰队在进攻
时遇到了一艘巨大的德国军舰袁比耶肯特爷号大好
多袁就像一座山一样漂浮在海面上遥 耶肯特爷号军舰
与其他的盟军军舰一起围攻袁用了很多炮弹才把它
击沉遥 冶虞盟军最终以强大实力袁取得了登陆的成
功遥
幸运的是袁 参加诺曼底登陆的 21名中国军人

无一人伤亡袁 并在 1946年 2月经香港回国遥 1949
年袁郭成森尧卢东阁尧黄廷鑫领导了野长治冶舰起义袁
后在解放军中任职遥 2006年袁法国驻上海总领事袁代
表法国政府向时年 88岁的黄廷鑫颁发了法国最高
级别的荣誉勋章要要要野荣誉勋位骑士勋章冶袁以表示
对所有参加过诺曼底登陆战役的中国军人的谢意遥

法国驻上海总领事薛翰（Jean-Marin SCHUH）为黄

廷鑫佩戴勋章。

林迈可渊Michael Lindsay冤袁亦称迈克尔窑林赛袁出

生于一个教育家庭袁其父 A窑D窑Lindsay曾任牛津大
学贝利奥尔学院院长遥 林在牛津大学取得了政治
学尧哲学尧经济学的硕士学位遥 1937年袁应燕京大学
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之请袁来校创办导师制并担任
导师遥 赴华途中与白求恩结识并成为好友遥 在此之
前袁林迈可已与费正清尧欧文窑拉铁摩尔等人相熟遥
愚

林迈可来华时袁正值抗战全面爆发袁据其妻李
效黎披露袁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袁林迈可野就利用当
时日本人不能管制英美人的情况袁尽量用他自己的
钱开始买药品及通讯器材遥 这时他已经和北平的中
共地下工作人员取得联系袁 多次巧妙地避开敌人袁
把药品尧器材等送到游击区去遥 冶珍珠港事变爆发
后袁燕京大学虽有美国背景袁也已不再安全袁林迈可
夫妇遂逃离北平袁抵达八路军平西根据地袁野主要工
作是在聂荣臻将军的晋察冀边区通讯组做技术顾

问冶遥 1944年夏袁林迈可抵达延安袁担任野军三局通讯
组技术顾问及新华社英语主编顾问冶遥 抗战胜利后袁
林迈可全家返回英国遥 舆
在根据地期间袁林迈可做了两项主要工作遥 一

是作为野无线电技术专家冶袁为根据地提供通讯方面
的帮助遥 尤其是去到延安后袁设计了一种功率很大
的无线电发射机袁使新华社得以开通了对外英语广
播袁 自此延安的声音能够直接传递到美国的旧金
山遥 余

二是以国际人士的身份袁 宣传八路军如何抗
日遥 在这个过程中袁其父 A窑D窑Lindsay也发挥了很
大作用袁林迈可的很多报道常常由其父帮助在英国
叶泰晤士报曳尧叶时代周刊曳等媒体刊发遥 1944年 10月
7日袁林迈可致信其父袁谈及八路军根据地袁其中有
这样的内容院野八路军和新四军牵制了约百分之六
十的日军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傀儡军队袁因此他们
有权得到公平比例的医药供应遥 据我看袁移交的钱
应有一个规定袁即至少按一定的比例数袁比如说三
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分配给共产党地区噎噎冶从这封
信里袁不难看出林迈可对延安的友好立场遥 俞
不过袁值得一提的是袁林迈可在华期间袁似乎还

有另外一重身份袁 即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工作人员遥

学界有研究称院野1943年底袁盟军东南亚战区司令蒙
巴顿访问重庆袁要求蒋介石允许秘密情报局在中国
自由活动袁得到蒋介石的许可遥 秘密情报局驻华高
级代表戈登-哈蒙(Gordon Harmon)中校在重庆设
立了总联络处袁 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活动自由遥 到
1943年 12月袁 秘密情报局获准在国统区设立了 5
个电台袁国民政府甚至允许其再增设 3个遥 秘密情
报局的对华情报合作在政治情报领域取得了较大

的成功遥 哈蒙派迈克尔窑林赛(林迈可)前往延安袁与
中共取得了联系遥 林赛取得了中共的信任袁成为中
共的无线电专家遥 美国迪克西使团访问延安时袁正
是林迈可向使团介绍中共的无线电联络情况袁并建
议美国向中共提供大量的无线电设备袁改造中共的
无线电通信联络系统遥 通过林迈可袁秘密情报局对
共产党根据地内部的情报有比较深刻的了解遥 冶逾
戈登-哈蒙 (Gordon Harmon)1940年奉命在重

庆设立情报站袁对外以驻英使馆新闻参赞的名义为
掩护遥 同年袁林迈可亦在英国驻华大使馆担任过半
年左右的新闻参赞袁至 1940年 9月袁才回到燕京大
学任教遥其与戈登-哈蒙发生联系袁或许正是在此期
间遥 林愿意为秘密情报局服务袁一个重要原因袁在于
当时的英国政府袁对八路军表现出的是一种合作态
度遥 1945年后袁中国陷入国共内战袁英国外交政策发
生变化袁其对林迈可的态度也发生改变袁据李效黎
回忆袁野因认为林迈可有亲共嫌疑袁英国外交部及联
合国远东经济总署袁取消了请林迈可担任的与中国
事务有关的职务遥 冶1994年袁林迈可病逝于美国遥

1939年 9月，朱德在同林迈可交谈。

民国野民意代表冶每月拿多少钱钥
导语院议员们当年为自己制定的工资标准袁放到今天应在月薪 5万元人民币以上遥

1913年 7月袁因宋教仁之死袁孙中山在南方发
起讨伐袁世凯的野二次革命冶遥 吊诡的是袁孙身为国
民党领袖袁却号召不了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遥 据时
人统计袁国会之中袁选择南下的国民党参议员仅 30
余人袁 众议员则不足 40人淤要要要作为国会第一大

党袁 国民党当时在参议院拥有 123个席位 渊共 274
席冤袁在众议院拥有 269个席位渊共 596席冤袁占绝对
优势遥 换句话说袁只有不足 18%的国民党国会议员袁
选择南下追随孙中山遥
为什么孙中山如此 野不得人心冶钥 有些学者认

为袁主要是野二次革命冶本身是一个历史性错误袁脱
离了民主尧法治的范畴袁属于武力作乱袁所以不但全
社会反对孙袁连国民党内部也不再支持他遥 不过袁这
种说法很可疑遥 最真实的原因袁或许藏在议员们的
薪金之中遥
民国第一届国会袁共选出议员 862人遥 自 1913

年 5月起袁至同年 9月 10日袁经过四个月漫长的会
议讨论袁参众两院终以多数选票通过袁定出了自己
的薪金标准院议员年薪渊野岁费冶冤5000元曰议长另有
年交际费 5000元袁副议长年交际费 3000元遥 于
这个薪金水平袁是什么概念呢钥 可以与当时的

物价略作对比院1911年-1920年间袁 北京的大米约
为每斤 3分钱袁猪肉每斤 1角-1.1角钱袁白糖每斤 5
分钱袁食盐每斤 1-2分钱袁植物油每斤 7分钱遥 到
1920年代袁物价略涨袁北京的四口之家袁野每月 12元
伙食费袁 足可维持小康水平冶曰野较为有钱的知识阶
层袁全家每月必须的生活费渊伙食房租交通费冤80元
已经很宽裕了冶曰一座 8-10间房的四合院袁月租金

约为 20元左右曰鲁迅在北京工作期间所请女佣袁全
包食宿外工资只需 3元遥 盂若以猪肉购买力为换算
标准袁则议员们当年为自己制定的工资标准袁放到
今天应在月薪 5万元人民币以上袁接近 6万遥
自己为自己制定了这样高的薪俸袁也就难怪当

年民间舆论对国会议员骂声载道遥 叶大公报曳骂他们
野不要脸而但要钱冶尧野堂堂国会议员竟无一个非卖
品冶袁叶申报曳也骂野所谓议员者良心丧尽矣浴 冶可以
说袁参众两院花了整整四个月来野开会表决冶自己的
薪俸标准曰媒体也就整整骂了四个月遥 即便如此袁议
员们最终还是坚决不作退让遥 不但不退让袁还一度
在骂声中又增入了出席费和交际费的名目袁出席费
虽因舆论汹汹而最终取消袁但正尧副议长的交际费
却保留了下来遥 榆大多数议员如此在乎自己的高薪
俸袁 自然不可能追随孙中山去干亏本的 野二次革
命冶遥
议员们为什么不要脸袁不怕骂钥 简略说来袁至少

有三大原因遥 第一袁许多议员对野民意代表冶的身份
认知甚浅袁仍有严重的野官本位冶意识袁处处以野最高
机关冶成员自居袁在薪俸上处处与高级行政文官攀
比遥 主张将年俸提升至 6000元的议员汤漪的说法
很有代表性院野吾议员受国民之委托袁责任如何之重
大袁若报酬太菲袁即以国民方面论袁亦必觉不安遥 且
行政官月费动辄八百元袁至少二百余元袁我议员在
最高机关袁何能大相悬殊遥 冶针对舆论指出的国家财
政困难的现实袁议员解树强的回应是院野财政困难乃
一时之影响袁万无终困之理遥 冶媒体报道时袁则在野若
报酬太菲袁即以国民方面论袁亦必觉不安冶一句后
面袁用括号愤怒点评院野放屁浴 冶遥第二袁不少议员在竞
选时采取贿赂手段袁自然也会希望用高薪俸来野补
偿冶前期投入遥 虞第三袁据张朋园统计袁第一届国会
议员当选时袁平均年龄为 36.45岁遥其中 30-39岁者
人数最多袁在参议院占到了总人数的 71.49%袁在众

议院占到了总人数的 58.55%遥 愚这些人上有老尧下
有小袁无疑正处于最需要钱的年龄段遥

不过袁 议员们终究是白挨了舆论四个月的痛
骂遥 9月份工资标准出台袁11月份袁议会即被袁世凯
非法解散了渊每人 400元遣散费冤遥 换句话说袁议员
们至多仅在 10月份领了一次标准工资要要要9月份
渊包括 9月份冤之前袁议员们每月按时领到的袁是袁
世凯临时发放的野月费银冶300元遥 孙中山 7月份发
起野二次革命冶时袁北京的国民党议员正拿着袁世凯
的 300元野月费银冶袁以多数票热烈通过了议员年俸
6000元的提案袁并将其交付给众议院讨论遥 舆

1912年 4月 29日，参议院在北京象坊桥前资政院

旧址举行开院仪式

民国第一届国会的议员们为自己制定高薪俸袁
是一个影响极坏的事件袁对中国近代议会政治的历
史进程袁有很大冲击遥 袁世凯后来非法解散国会袁就

以此为借口袁指责议员们除自定高薪外袁只会捣乱袁
一事无成遥民间舆论也始终不能忘怀此事袁1921年袁
学者尧政论家丁文江仍不忘警告旧国会议员院野明目
张胆袁悍然不顾舆论的牟利袁如厚定议员自己的岁
费袁我们做国民的袁还没有忘记浴 冶余

其中袁最坏的影响是院此后袁各方政治势力袁无
不以野岁费冶为诱饵袁来换取野国会冶及依附于国会之
上的野宪政合法性冶的支持遥 如段祺瑞粉碎张勋复辟
后袁不愿恢复第一届国会袁不少议员遂南下投奔孙
中山的广州政府袁另组野护法国会冶曰作为反制袁段祺
瑞拨款 60万给议员们补发工资袁 要求议员亲自到
京领取袁结果导致野护法国会冶远远无法达到召开会
议的法定人数遥 1921年袁孙中山在广州与苏联记者
谈话时袁也无奈承认野我们的资金不足冶袁所以在争
取议员方面竞争不过北京政府袁孙披露袁野我们每个
国会议员的工资不超过一百五十元袁而在北京则可
拿到四百元冶遥 俞
更让孙闹心的是袁 很多议员常常南北两头跑袁

吃两份钱遥 1923年袁有 393名议员跑到南边来领取
资助经费袁北洋政府宣布发野出席费冶要要要每参加一

次会议袁可领取 50-100元要要要后袁又有 226人陆续
返京遥当然袁议员们也不喜欢野吃相冶如此难看袁所以
曾建议北洋政府用野发放欠费冶的名义发钱遥但北洋
当局也不是傻瓜袁野发放欠费冶则所有议员均可名正
言顺领钱袁是不能保证将议员们留在北京的袁所以
即便野吃相冶被舆论一致唾弃袁他们也坚持只发野出
席费冶遥 逾1924年直奉大战后袁民国国会彻底关闭袁
再未重开遥 野不得人心冶的孙中山袁也转而另寻近代
化路径遥 1927年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袁继承孙之遗
志袁改行野军政要训政要宪政冶之路遥 中国近代议会
政治袁遂草草收尾遥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责任编辑：郑亦楠

从长沙西行几百公里袁是湖南西部渊简称湘西冤
的大山袁那里有世代居住在山里的苗族和土家族人
家遥 他们非常好客袁你若去了那儿袁他们会拿出家中
最富特色的菜肴来招待远方的客人遥 除了腊肉尧腊
鱼袁运气好的话袁说不定还会有鲊肉遥

本文选编于叶中华遗产曳 撰文/舒文峰
老坛里的秘密

我老家正处遥远的湘西大山深处袁小得理所当
然袁不足以与外人道也遥 家乡虽然小袁但却有着道地
的鲊渊zh伲冤肉遥

春节临近袁早已定居京城多年的母亲袁不顾已
逾花甲的高龄袁依然坚持远行千里袁辗转乘车袁回到
大山深处的老宅袁与那儿的亲戚朋友们一起置办鲊
肉尧腊味等年货遥 这就像她每年必赴的一个约会袁一
个与故乡尧与故乡美味的约会遥 临行之前袁她和我念
叨袁大伯家要宰杀一只专为过年准备的年猪袁这猪
不是用饲料袁而是用平日的剩饭和猪草养足了一整
年的袁那肉做成鲊肉袁不知会有多香遥

我的思绪很快被带到了老宅那烟火缭绕的厨

房要要要噼里啪啦的硬木柴袁烧得红红火火袁火舌舔
舐着灶上那口大锅袁母亲则在灶边忙碌着遥
记忆中袁她总是要先舀一勺端午节新榨的菜籽

油倒入锅中袁等锅中有少许青烟升起袁再投入切好
的干辣椒和鲊肉袁随着野吱要要要冶的一声袁顿时袁满屋
都洋溢着鲊肉的酸香遥 自此袁除了一点清水袁不用再
加入别的作料袁诸如院酱油尧味精之类遥 母亲说院鲊肉
本身酸爽尧清甜袁味道就很好了袁任何外来的味道袁
对它袁都是破坏遥

小时候袁往往等不及出锅袁在一旁被勾得口水
涟涟的我袁早就央求母亲从锅里拈出一块来给我尝
尝遥 似乎还在流动的半透明的肥肉袁被焦黄的米粉尧
鲜红的辣椒裹着袁升腾着诱人的清香遥 咬一口袁唇齿
间酸香四溢袁舌尖上袁酸尧辣尧爽尧嫩等多重味道轮番
登场袁继而混合在一起袁绵绵不绝袁令人欲罢不能遥
是什么赋予了鲊肉这么丰富的味道钥
其实袁鲊肉属于苗家坛子菜遥 顾名思义袁坛子菜

是在坛子中酿成的菜肴遥 在众多以素菜为原料的苗
家传统坛子菜中袁以猪肉为原料的鲊肉算得上独树
一帜遥

鲊肉的制作并不复杂袁没有时节的局限袁但实
际操作起来袁却讲究颇多遥

首先是选料遥 主料一般选用猪的槽头肉袁即猪
颈项肉遥 为何要选用槽头肉呢钥 做了几十年鲊肉的
母亲说院作为鲜肉袁猪颈项肉质疏松袁不好吃袁熏做

腊肉袁更不好吃袁所以聪明的苗家祖先袁就发明了化
腐朽为神奇的方法要要要在坛子里使其变酸尧 变香遥
除了槽头肉袁母亲还会精心挑选当年的新大米作为
配料袁用一方石磨慢慢地研磨一遍袁米不能磨得太
细袁还需留有一点儿粗糙感遥 如此制得的鲊肉袁口感
才会松软袁而不致粘结成一整块遥
倒置陶坛的杂技要要要倒着放置的坛子袁大概也

只有湘西才能看到遥 这就像上演着一种杂技院坛中
是裹着米粉碎屑的肉片袁人们用蓼叶和竹片将它们
牢牢的固定袁再翻转坛身袁置于清水盘中遥 摄影/黄
庭波

幼时袁我曾看着母亲无数次地演示过制作鲊肉
的过程袁这不仅是机械的步骤袁于我更是一种被镌
刻无数次的美好回忆遥
煮肉是第一步遥 先把槽头肉放入灶锅里加水至

全部淹没袁加入适量盐袁咸淡根据个人口感袁但一般
夏天要多放盐袁因为夏天气温高袁肉太淡放进坛子
容易臭遥大火煮六分熟即可捞出袁放凉遥如何判断肉
有六分熟钥 母亲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袁就是用筷子
轻插袁筷子很容易插进猪皮里袁这肉就是六分熟了遥
在这里袁火候成了关键遥 煮肉的火候不足袁肉在坛子
里容易变坏曰火候过了袁肉就会变柴袁将来鲊肉会变
硬袁口感会差很多遥 接着要将先前磨好的米粉放入
煮肉的锅里翻炒袁至米粉微微发黄即可出锅袁用大
盆盛装袁不时用手翻动袁使之凉透遥
再然后袁便是将切得厚薄适中的肉片倒入盛米

粉的大盆中袁搅拌使米粉均匀附着在肉片上遥 母亲
通常将这个技术要求不高的活儿指派给我遥 我半是
玩儿袁半是干活儿袁将小手插入细密的米粉中欢快
地翻搅袁不时会碰到软软的肉片遥 母亲慈爱地看看
我袁 一边刷洗着家里那个比我年岁还大的老坛子袁
为最关键的下一步做准备遥
裹足米粉的肉片袁被母亲逐一放入洗净晾干的

坛子里袁层层码紧遥 最上面用蓼叶盖紧袁再用竹片嵌
入固定遥 这非常关键袁因为做完这一切袁还要将坛子
翻转过来袁口朝下放入一个浅口盘里遥 如果码得松
散袁又不用大片的蓼叶盖住袁竹片嵌入不牢固袁那很
可能米粉和肉会散落一地袁最终功亏一篑遥 浅口盘
里会倒上干净的清水袁而这也是苗家坛子菜最大的
特色要要要倒置于浅浅的清水中的坛子袁不仅被水巧
妙的密封住了袁且盘中的水汽还会往上走袁充分与
坛子中的食物结合袁滋养美味遥
倒置陶坛的杂技要要要为何要如此大费周章钥 众

所周知袁盘中清水能阻隔空气袁而另一方面袁清水缓
慢蒸发的水汽能升腾至坛中袁 滋养坛中发酵的鲊
肉遥 摄影/黄庭波

万事俱备袁剩下的只有等待了袁把一切交与时
间袁某种神秘的美味正在坛子中滋长遥 不过不能让
浅口盘里的水干袁要注意随时加水遥 等待也不太久袁
一般夏天一周到十天袁冬天十天到两周袁鲊肉便能
开坛了遥

而这老坛中袁寂静的十天半个月里袁究竟又发
生了什么变化呢钥
老坛自然起到了隔绝空气的作用袁而拌入肉中

炒好的米粉袁则类似制酒时的曲遥 米中的淀粉袁在肉
中酶的作用下袁水解成糖袁糖又转化为乳酸袁使鲊肉
获得了酸爽的口感遥 另一方面袁酸能阻止蛋白的水
解袁抑制有害微生物的生长袁如此一来袁酸性环境中
的鲊肉能保存完好袁且不会产生异味遥

野 鲊 冶竟是古时美味
谁最先发明鲊肉袁已无实据可考遥 我拼凑起小

时候在寨子里听爷爷奶奶们说的故事袁大约是这样
的院相传袁蚩尤与黄帝炎帝联军战败后袁其部落被迫
四处迁徙袁躲避追击遥 苗家的祖先作为蚩尤众部落
中的一支袁也不例外袁被迫南迁遥 在迁徙途中袁时值
热天袁宰杀的猪肉不易保存袁一天就会变味遥 一个妇
女偶然将猪肉放入盛大米的坛子里袁 过几天拿出
来袁猪肉除了微微发酸袁居然没有变坏遥 炒熟后袁还
香味四溢袁引得大家纷纷前来一探究竟遥 于是袁鲊肉
就此诞生遥

最 古

老 的 酸

香要要要天

真无邪的

小女孩面

前袁摆着一
盘刚出锅

的鲊肉袁似
乎还在流

动的肥肉尧
微黄的米

粉袁被火红
的辣椒衬

得煞是好

看遥 不过袁她大概不知道袁在她的家乡依然保有袁甚
至还有些家常的鲊肉袁在两千年前就已出现袁还曾
风靡一时袁透着古朴的韵味和酸香遥 摄影/黄庭波
我曾无数次咂摸过这个传说袁太久远的年代和

太多偶然袁总令我倍加困惑袁鲊肉果真只留存于传
说吗钥
我将目光袁投向了浩如烟海的饮食典籍袁很快袁

就有了新的发现遥
公元前 300年袁我国最早的词典叶尔雅曳中袁鲊

第一次现身袁那时袁它写作遥 500年后袁解释叶尔雅曳的
书籍叶释名曳在这个字下写道院野鲊袁滓也袁以盐米酿
之袁如菹袁熟而食之遥 冶大意是说袁鲊是利用盐和米发
酵而获得的遥这不正与老家的做法一致吗钥其实袁鲊
的偏旁野乍冶袁是一种原始的醋袁加上鱼字袁表示的是
在酸性环境中保存鱼袁与醋本身的关系并不大遥
再看其后的典籍袁 鲊的出现竟然越来越频繁遥

北魏的叶齐民要术曳中记载了 8种鲊的制法袁而隋唐
的文献里则散布着更多有关鲊的介绍袁甚至成为一
个大的门类遥 在宋尧元尧明的权威食经著作中袁鲊显
然是一种很受欢迎的食物袁它不再仅仅是腌制鱼肉
类袁一些蔬菜也被纳入了鲊的范畴袁比如院春笋鲊尧
茭白鲊遥 叶梦梁录曳中至少提到了 12种在南宋京城
市场上所见的野鲊冶袁有些光是看名称袁便很惹人遐
想要要要荷包旋鲊尧玉板鲊尧银鱼鲊尧寸金鲊等遥 尤其
是玉板鲊袁想来应该莹润可人尧清香扑鼻袁根据记
载袁它是用大青鱼或鲤鱼白净的鱼肉制成袁腌制时
还要加入椒尧莳萝尧蕈尧橘丝尧茴香尧葱丝尧橘叶噎噎
真是豪华版的鲊鱼了遥

还有一种特殊的鲊袁 屡次出现在各色典籍中袁
即黄雀鲊遥 今人早就不吃这小小的雀儿了袁但在古
代却不然袁尤其是宋时袁黄雀鲊曾一度成为贡品遥 宋
时叶齐东野语曳记载袁宰相王黼渊f俪冤特别钟情于黄雀
鲊袁他的库房中野自地积至栋袁凡三楹冶遥 据说袁制成
后的黄雀鲊袁无论干炸或者蒸制袁都酥香味美尧入口
即化遥

只是这股食野鲊冶的风尚袁在清朝以后袁却逐渐
销声匿迹了遥 著名的清代饮食典籍如叶醒园录曳尧叶随
园食单曳中袁并无野鲊冶的只字片言遥 当下更是如此袁
除了深山之中尚能觅得袁多数人早已不知野鲊冶为何
物遥 居于北京的我袁更是只能靠母亲这一年一趟的
湘西之行聊以解馋遥
生物化学家黄兴宗曾注意过这个问题袁他认为

野鲊冶在 18 世纪的失宠袁是因为人们更偏爱技术日
臻成熟的发酵豆制品遥 自 6世纪至 17世纪末袁发酵
豆制品和肉制品展开了千余年的拉锯战遥 最终袁成
本低廉且能广泛用于调味品的发酵豆制品成为了

中国的主导遥 另一方面袁宋代初期袁新的腌制工艺开
始流行院其中一种是糟袁即在酿酒的残渣中进行腌
渍曰另一种则是在发酵好的豆酱内腌渍遥 新的工艺袁
将本就不再被青睐的鲊袁 赶到了更偏远的角落袁甚
至一度使黄兴宗等专家认为袁这种古代的滋味已然
失传了遥

还好袁在大山深处袁野鲊冶还零星而执着的存在
着袁延续着两千余年前的古老滋味遥
鲊的家族

其实袁大山深处还留存着更多野鲊冶的家族成
员遥 除了鲊肉袁还有鲊猪肠尧鲊鱼和鲊辣椒遥

先说鲊猪肠袁选取的是猪小肠袁其制作方法与
鲊肉无异遥 由于猪肠具有韧性袁食客咀嚼时袁会将这
种酸香清甜无限延长袁回味无穷遥 再说鲊鱼袁它的制
作则免去了煮鱼这一步骤袁以用盐腌制代之遥 苗家
制作鲊鱼袁都是用小鱼袁小鱼易于入味袁口感别具一
格遥
鲊辣椒非荤菜袁跟鲊肉尧鲊鱼的地位相去甚远袁

但从制作方法上而言袁依然是野鲊一族冶袁运用发酵
使其具备酸香之味遥 略微不同的是袁鲊辣椒的配料
不用米粉袁而用石磨磨制的粗玉米粉遥 不仅如此袁土
生土长的本地玉米为最佳袁市面上的转基因玉米做
出来的鲊辣椒无香袁口感轻薄袁一尝便知遥 辣椒要选
湘西本地的小辣椒袁这种辣椒辣度适中袁而且水分
少袁剁成丁的时候不用过滤遥 鲊辣椒炒熟后袁成松散
颗粒状袁油润可爱袁口感则酸辣尧生猛尧软香袁让人不
知不觉间多添一碗饭遥

不管是鲊肉袁还是鲊猪肠尧鲊鱼尧鲊辣椒袁它们
都随着苗家人四处奔波袁代代相传袁深入骨髓遥 每一
个苗家女子袁天生就会制作美味纯正的鲊肉袁她们
并不需要特别学习袁只是孩童时袁看着母亲制作袁长
大后自己再接着制作遥 当然她们的母亲会在关键的
时候袁指点一句袁这将使整个滋味回归到鲊肉本来
的味道上遥
如今袁食材的选择和获取变得唾手可得遥 许多

人放弃了槽头肉袁而改用五花肉尧后臀尖肉袁里脊肉
等袁配料的米粉中也加入少量玉米粉尧黄豆粉尧花生
粉尧绿豆粉等袁炒熟后颜色更加热闹袁夺人眼球遥 更
有甚者袁在主料与配料搅拌时袁加入拍碎的花椒尧切
碎的干辣椒袁或是陈皮粒袁使鲊肉的味道更为多样
而复杂袁以满足求新求异的食客们挑剔的口味遥

不过袁跟一些纯粹的老派食客一样袁我还是喜
欢那种最传统尧最简单袁也最古老的鲊肉遥

有句老话叫做

长得帅怎么拍都是艺术照

长得丑怎么拍都是游客照

从小到大作为丑女模板活着的我

自强不息

百折不挠

经过上千次实验

终于研制出了丑女拍照攻略

低颜值女子的福音来啦浴
因为相机不是人袁拿着我们不紧张袁而不紧张

的话脸部肌肉什么的也不会变形袁不会导致整张脸
变得更丑遥
如果是单反拍那就带上三脚架袁如果是手机那

就带上自拍杆遥 因为三脚架方便远距离自拍遥 带上
自拍杆袁因为找路人拍有风险遥 这不是说路人会拿
你的手机跑掉渊也不排除这个可能冤袁而是正常路人

都会把你拍得很正常或者更丑袁而自拍你可以很好
地控制自己的表情和拍照时机遥

另外袁自拍还会有一些特别的视角袁比如将相
机放在地面上袁也会别有一番风味遥
早点起床

早起可以避免拍到人人人人人人袁更可以避免
长得太美的路人抢了你的版面遥 早晨阳光也刚好袁
可以把你衬托得更好看袁 而且还不怕自拍时三脚

架尧相机被抢遥
不露脸

这才是关

键浴
最关键的

部分来了袁如果
脸不占优势袁到
底要怎么拍才

好看钥
当然是要

千方百计地不

露脸袁不管
是背影尧剪
影尧侧脸还
是远距离袁
就是要想

方设法让

别人看不

到看不清

看不明你

的脸遥 毕竟袁不靠脸咱可以走意境嘛遥
你可以拍背影遥 人都没有丑的袁凤姐也有很多

让人惊艳的硬照啊袁你可以留下一个强大的背影遥
其次袁你可以拍侧脸院大部分不好看的人侧脸

都比正脸好看遥 侧脸照还有个神奇的地方在于袁你

可以告诉朋友们院我可是在看风景而不是不敢露脸
哟~

再次袁你还可以拍剪影院用剪影拍照可以充分
突出景色袁而且还拍不到你的脸袁也看不出你好不
好看遥 当然遥 肢体美在这里就显得很重要遥 如果是
妹子的话袁建议穿长裙袁或者摆出婀娜多姿的 pose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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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既然青春留不住曳改编自治愈系爱情小说叶当
菠菜遇上空心菜曳袁由田蒙执导袁张翰尧陈乔恩尧王啸
坤尧施予斐尧贾盛强联合主演爱情喜剧片遥 该片入围
2015年度加拿大蒙特利尔电影节展映单元遥影片讲
述了张翰饰演的王劲辉与陈乔恩饰演的周蕙从大

学时期的青涩恋爱开始袁跨越十年的爱情故事遥
影片于 2015年 10月 23日在中国内地上映遥

十年前的某所大学里袁围绕着野空心男冶王劲辉
渊张翰饰冤尧野四眼波菜妹冶 周蕙 渊陈乔恩饰冤尧野冯三
套冶冯松渊王啸坤饰冤尧野辣妹儿冶朱婷展开了一段刺
痛的青春故事院大学一开学袁冯松便怂恿同学们各
自写下心仪的姑娘的名字袁大家立下野兄弟盟约冶四
年内不得侵犯彼此喜欢的女生袁并保证不会追求其
他人喜欢的姑娘遥 可是冯松喜欢的朱婷偏偏爱上了
校草王劲辉袁而王劲辉却偏爱发育良好的大胸女周
蕙袁一场关于友情爱情的青春争斗在所难免噎噎

王劲辉 演员张翰

外号院野空心菜冶 大学
中风云人物袁帅气多
才袁学习成绩不好遥
周慧 演员陈乔恩

外号院野菠菜冶 野四眼
妹冶 大学中学霸级人
物袁单纯善良遥
冯松 演员王啸坤

外号院野榨菜冶大学宿
舍中负责上窜下跳

的那个舍友袁 爱偷
窥袁还教兄弟亲吻女
孩遥
朱婷 演员施予 外

号院野辣椒冶袁 不折不
扣袁 喜欢当老大尧抢
男神尧替舍友打抱不
平遥

田蒙导演在一个早晨读到的一部网络小说袁因
为故事发生在重庆袁所以影片叶既然青春留不住曳大
部分是在重庆完成拍摄遥
电影叶既然青春留不住曳里不仅有引发 70尧80后

感慨的成长伤痛与怀旧记忆袁幽默狂放的校园喜剧
元素也是影片一大看点遥

电影叶既然青春留不住曳的画面很讲究袁是很用
心的怀旧青春电影袁看完影片留下许多对过往的感
叹遥 渊国际在线评冤电影叶既然青春留不住曳的感官刺
激强烈袁冲击力强遥

改编自治愈系爱情小说叶当菠菜遇上空心菜曳袁
由田蒙执导袁张翰尧陈乔恩尧郭子千等领衔主演的
野最懂青春期的电影冶 叶既然青春留不住曳今日全国
公映遥 主演张翰突破以往野霸道总裁冶形象袁野抛冶颜
值袁野飙冶演技袁成为一大看点袁而该片也被视为继
叶左耳曳尧叶致青春曳之后袁又一华语青春片佳作袁备受
影迷期待遥
张翰受伤点赞

张翰破总裁形象成看点 频登话题榜引热议

此前袁叶既然青春留不住曳还未上映袁便在上海
国际电影节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上大受肯定袁而
点映以来袁依旧口碑获赞遥 张翰在影片中饰演了一
位野空心菜冶校草王劲辉袁形象上的转变明显袁野路边
尿冶尧野喝大酒冶尧野打群架冶等诸多的情节袁打破了以
往霸道总裁的印记袁接了地气袁被网友称为叶既然青
春留不住曳的最大看点遥 电影上映之前袁张翰就凭借
该电影频频登微博话题榜遥

张翰熟男魅力

叶既然青春曳力撑青春片 张翰跑路演挺宣传
叶既然青春留不住曳路演正在火热进行袁张翰开

启了电影宣传暴走模式袁 先后登陆重庆尧 上海袁杭
州遥 媒体见面会上袁张翰大方分享了拍摄趣事袁曝光
了许多拍摄野猛料冶袁不仅大坑野闺蜜冶陈乔恩称其在
剧组也会 野路边尿冶袁 发布会上还频频调侃导演田
蒙袁逗趣十足遥 张翰表示叶既然青春留不住曳是一个
非常有爱的剧组袁并大放狠话野如果电影不好看袁找
我来退票冶袁但笑言野但至今还没有人找我退票袁好
不好看不用我说了吧冶遥

由田蒙执导袁张翰尧陈乔恩尧王啸坤尧刘挺等领
衔主演的青春校园爱情电影 叶既然青春留不住曳即
将于 10月 23日全国上映袁日前袁电影在京举行了
全国首映礼袁演员和主创们纷纷出席亮相袁该影片
入围 2015年度加拿大蒙特利尔电影节展映单元遥
讲述了懵懂少年们从大学时期的青涩恋爱开始袁跨
越十年的爱情故事遥 该影片从点映到首映期间一路
斩获好评袁刘挺表示院无论是八零后尧八五后尧九零
后看完该片都会产生共鸣要要要青春永不退色遥
青春时代怀旧成主旋律欢笑共鸣只因共同经历

据悉袁叶既然青春留不住曳改编于著名治愈系爱
情小说叶当菠菜遇上空心菜曳袁该影片在拍摄期间就
已经受到了广大的关注遥 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青春
爱情校园剧袁该影片在人物尧台词处理上十分接地
气袁更有情节内容中设定的野青春十八式冶引得观众
无限的欢笑和共鸣遥 剧中对大学校园生活的真实再
现尧青春时对爱情的迷茫尧成长后对生活的感悟袁以
及承载一代人成长记忆的张国荣去世尧SARS肆虐尧
刘翔夺冠的时代大背景尧展现出一代人朴实却又动
人的成长经历必将引发新一轮关于青春的回忆遥

剧中很多情节相信会让你仿佛重新穿越回学

生时代袁男生偷窥女生体检尧男女主角的另类相遇袁
都将把你带回那个泪笑掺半的青春时光袁此外剧中
也不乏爆笑台词像野那一瞬间袁无数的形象在我脑
海中飘过袁棉花糖尧席梦思尧大奶牛冶野野你别告诉我
你从小到大都没湿身过冶袁野要想生活过得去尧 头上
就得顶点绿冶等台词遥 当然扮演同学冯松的王啸坤尧
扮演朱婷的施予斐尧扮演谢庸的贾盛强等配角表现
也可圈可点袁尤其是王啸坤袁将猥琐又有义气的冯
松演得很传神遥 除了搞笑剧中也不乏女主患上乳癌
的悲情场景遥
面包树下野教主冶浑身湿透塘边泳池野总裁冶火线

救急

前不久刚获得华鼎奖的野东方姑娘冶陈乔恩袁可
谓戏路宽阔袁既可以当野面包树下的女人冶袁又能演
绎高度近视镜不离身的野四眼学霸冶遥 不过袁这位学

霸在叶既然青春留不住曳中虽然成绩斐然袁却状况频
出袁比如为博得心中男神野众里回眸冶袁不会游泳的
她毅然纵身跳进泳池深水区遥 然而袁泳衣突然杯具
崩落袁学霸瞬间成了被看笑话的野波霸冶遥

不过袁数危急时刻袁还看野霸道总裁冶遥尽管不是
鱼塘袁但由张翰饰演的野空心男冶依旧果断跳入泳
池袁快速冲刺袁英雄救美袁化解了美人的尴尬时刻遥
其实袁在戏里乔恩学霸心目中的野欧巴冶袁正是这位
身材线条堪称完美的空心男张翰遥 而两人在叶既然曳
里是否因此生情袁 会否将校园恋曲推进至新的阶
段袁值得期待遥

校园感伤诠释野青春+冶青春恋歌标签非野三无冶
据了解袁由和润影视出品袁恒业影业尧天工异彩

联合出品袁田蒙执导的校园爱情电影叶既然青春留
不住曳主打青春怀旧风袁讲述了张翰饰演的空心男
和陈乔恩饰演的菠菜妹从大学毕业前到走向社会

的爱恨情仇路遥 该片有别于同类青春题材电影袁转
而打出了野青春+冶的概念袁剖解了大学男女们学习
与爱情的生活断面袁呈现了一段有哭有笑袁有得有
失的真实青春遥
虽然剧情中不乏荷尔蒙爆表的搞笑与狗血桥

段袁但叶既然曳并非是野无下限尧无尺度尧无节操冶的
野三无冶青春片遥 张翰和陈乔恩在片中完全不见偶像
艺人的光芒环绕袁而是扮演了最普通尧最真实的中
国大学生遥 片中袁有考试前疯狂复习袁有江边羞涩的
初次约会袁更有寝室卧谈评点野那个 ta冶的小私密遥
不过袁到底这群热情似火的大学青年到底如何突破
天际袁就要留待上映来揭晓答案了遥

近日袁张翰尧陈乔恩等主演的校园青春爱情电影
叶既然青春留不住曳在太原金逸国际影城超前点映遥

叶既然青春留不住曳的影片故事始于 90年代大
学校园袁围绕以张翰尧陈乔恩为主的几个主人公在
面对青春时期爱情尧友情的懵懂和迷茫袁以及成长
后的珍惜与感悟袁故事跨度十多年袁呈现出一代人
真实动人的青春历程遥 影片里袁主人公们一起跨越
了千禧年袁经历了张国荣去世尧SARS 肆虐袁再到刘
翔跨栏夺冠噎噎他们经历的每一个大事件都饱含
着每个观众不一样的青春记忆袁在真实社会背景下
的故事更易引发观众共鸣袁剧中角色也仿佛就是观
众自己袁那个曾经再平凡不过的大学生遥

在现场袁这些大事件引发的青春记忆戳中了不
少观众的泪点遥 有位观众表示野我一看到影片里哥
哥张国荣去世和 SARS肆掠那一年袁想起不少初中
的记忆袁比如说因为 SARS 学校宿舍消毒袁我偷偷
溜出封锁的宿舍约会袁有的时候这些事情已经成为
了一种记忆标签袁 每当想起这些会想起初恋的记
忆遥 冶观影后袁不少观众表示电影真实有趣袁令他们
感动遥 一位观众称院野第一次在电影院看到了我们的
写照袁让自己回想起大学那段美好时光袁我们要好
好把握自己的青春袁把自己最好的年华留在那个最
精彩的片段袁希望以后的我们都要狠狠幸福袁某一
天当我们回忆起来依旧那么美尧那么甜蜜遥 冶

另一位观众说院野泪点比笑点多袁 太触动内心
啦袁青春袁感觉就在昨天袁珍惜就好袁回忆再多也是
过去袁过去在过去活着袁带着期待走下去遥 冶当然也
有一些开玩笑院野这不是鱼塘老大吗钥 冶

日前袁电影在京举行了全国首映礼袁演员和主
创们纷纷出席亮相袁 该影片入围 2015年度加拿大
蒙特利尔电影节展映单元遥 讲述了懵懂少年们从大
学时期的青涩恋爱开始袁跨越十年的爱情故事遥 该
影片从点映到首映期间一路斩获好评袁 刘挺表示院
无论是八零后尧八五后尧九零后看完该片都会产生
共鸣要要要青春永不退色遥

据悉袁叶既然青春留不住曳改编于著名治愈系爱
情小说叶当菠菜遇上空心菜曳袁该影片在拍摄期间就
已经受到了广大的关注遥 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青春
爱情校园剧袁该影片在人物尧台词处理上十分接地
气袁更有情节内容中设定的野青春十八式冶引得观众
无限的欢笑和共鸣遥 韩笑渊刘挺饰冤是一直破坏阻挠
王劲辉周慧在一起的主力队员袁被冠以野坏小子冶的
称号袁 在影片中刘挺与张翰也有不少激烈的对手
戏袁飙戏过程让观众大呼过瘾遥
刘挺出生于北京袁 早在 90年代就已是家喻户

晓的小童星袁 曾出演过 叶江湖奇侠传曳尧叶马永贞曳尧
叶还珠格格 2曳尧叶康熙王朝曳等经典作品袁后毕业于中
央戏剧学院表演系袁参演的电影叶握紧你的手曳尧叶危
城歼霸曳也将陆续和观众见面袁敬请期待遥

近日袁主演张翰尧郭子千奔赴全国多个城市为
影片宣传助阵袁刚刚结束了重庆和上海的院线和校
园见面会袁所到处获得当地影迷观众的热情支持遥
叶既然青春留不住曳回重庆 张翰自曝拿手菜是煮面

张翰此次带着叶既然青春留不住曳重回了拍摄
地重庆做宣传袁该片 80%取景重庆袁张翰透露自己
非常喜欢重庆这座城市袁从人到饮食到环境袁都非
常适应遥 当记者问到对重庆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袁张
翰表示是重庆邮电大学的游泳池野那段时间袁刚好
是重庆降温下雨遥 我每次下去都冻得要死袁最重要
的是我还不会游泳冶遥 影片中袁张翰饰演的王劲辉袁
凭借做面条转变命运袁当被问及平时是否会做菜的
时候袁张翰透露自己的拿手菜就是煮面条遥

张翰野撞胸冶陈乔恩 遭粉丝野逼问冶感受
叶既然青春留不住曳除了主打的青春尧爱情元素

之外袁幽默诙谐的情节设计也成为影片的看点遥 其
中袁张翰饰演的王劲辉不小心撞到了陈乔恩饰演的
周蕙的胸部袁这个场景也成为粉丝和影迷追问的焦
点袁张翰也坦诚分享拍摄细节袁野撞胸冶这个镜头拍
了不下十次袁并且没有采用替身袁由于两人私底下
是野闺蜜冶袁闺蜜就不存在尴尬一谈啦遥

导演田蒙替张翰拍水下戏 张翰见花絮被感动

在映后的见面会上袁当记者问到拍摄时最感动
的瞬间是什么袁张翰表示有一场野航模比赛冶的戏袁
因为自己不谙水性袁在水下拍摄的戏份其实是采用
的替身拍摄袁 但是直到最后曝光的花絮彩蛋时袁才
得知那一场戏其实是导演亲自下水做替身袁张翰表
示感动之外还有对导演的深深敬意遥 张翰表示一部
好的电影是需要所有人的共同付出袁叶既然青春留
不住曳是一部非常有爱袁有共鸣的好作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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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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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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ropean continent leaders are following each oth-
er's steps to China this week, a move pondered by
political observers for its subtle timing as it came af-
ter President Xi Jinping's state visit to the United
Kingdom pulled China closer to their estranged neigh-
bor.
German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arrived in China
on Thursday for a two-day visit, while French Presi-
dent Francois Hollande has scheduled a trip on Nov
2. King Willem-Alexander of the Netherlands is al-
ready here for a state visit from Oct 25 to 29.
Xi, the first Chinese head to visit London in a decade,
wrapped up his packed four-day trip last week that
sealed a slew of business deals totaling $61 billion
and lifted China-Britain relations to a "golden era".
Potential beneficiaries include big-name British multi-
national companies, including Aston Martin, Jaguar
Land Rover, Rolls-Royce and BP, while what com-
manded global attention was China's $9.18 billion in-
vestment in the Hinkley Point nuclear project in south-
western England, an agreement seen as Chinese
money's foray into Europe's infrastructure sector.
Ordinary Chinese, who may think state affairs
out-of-reach, could find it easier to relate to the visa

policy. Britain will issue a two-year multiple-entry vi-
sa in 2016, seen as a remedy to win back
big-spending Chinese tourists who often shrug off
visa hassles and opt for less restrictive Schengen
areas such as France. (Britain is not a signatory
party to the Schengen Agreements. )
To catch the China ride,
Germany and France
sent their leaders
eastward. At least this
is how some media
reports decoded their
one-after-another
travels.
Prior to Merkel and
Hollande's arrivals,
People's Daily
published an article by

their respective
ambassadors, Michael
Clauss and Maurice Gourdault-Montagne. Germany
and France are "China's central partners in Europe",
the article reads.
Hong Kong-based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lso
said: After Xi Jinping's visit to Britain, German Chan-
cellor Angela Merkel keen to show she "knows China
best".
Taking frequencies of visits into account, Merkel
does have some credibility to claim that she knows
China well, if not the best. The German chancellor is
on her eighth trip to China since taking office in 2005.
During the previous seven visits, a set item on her
agenda always took her to an enterprise.
As usual, the leader is here to mind the German busi-
ness. According to Reuters, she led a delegation of
20 executives representing the machinery, auto, elec-
trical and telecommunications sectors.
Among the delegation is Volkswagen's new CEO Mat-
thias Mueller, who is seeking to rebuild the compa-
ny's tarnished reputation from the emission scandal
in China, the world's largest auto market.
Challenged by China and UK's deal package last

week, Merkel is
eyeing deals with
China too, in an
effort to cement
Germany as China's
biggest trade
partner in Europe.
German airline
Lufthansa and
Deutsche Boerse
are among a raft of
German sides to ink
their signatures,
according to
Reuters, but the
report also said that
volume of deals are
not expected to rival
China-UK's $61 billion.
Unlike business-driven Merkel, Hollande's agenda in
early November will center on carbon emission cuts.
Taking climate change experts with him, the French
President expected talks with China to pave the way
for the United Nations climate conference.
The climate summit, to be held from Nov 30 to Dec
11 in Paris, is seen as a big diplomacy show for the
French leader, who has launched a global drive to
make it tick.
Now it seems that China is intertwined in EU mem-
bers' own complexity of diplomacy and economic
needs.
Related

China-EU Cooperation Is Important
For The Entire World

The economies of China and Europe need each oth-
er and cannot be separated. Mutual respect and ben-
efit are necessary for both sides, says an article in
People's Daily (excerpt below):
The daily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currently
stands at $1.5 billion. The fourth Sino-EU high-level
economic and trade dialogue was held in the Europe-
an Union's headquarters in Brussels. This is the first

of its kind between the new government of China and
the EU, and will touch some key issues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sending out positive signals on the deep-
ening of b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s of national conditions, cul-
tures and political systems, divergences and frictions
are unavoidable. The key is to solve the divergences
and frictions properly, with a cooperative spirit.
Both sides promised to continue in the direction of
opening up markets, using stimulus packages pru-
dently and strengthening coordination and communi-
cation in multilateral forums.
These valuable points of consensus should be trans-
lated into concrete action to improve the resistance
of bilateral cooperation to crisis.
The EU's business investment in China only account-
ed for 2 percent of its total in 2012, while China's in-
vestment in the EU represented only 2.2 percent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EU. So there is great poten-
tial for both sides to deepen their cooperation and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e Sino-EU relationship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
tant bilateral ties in modern world, 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win-win cooperative model for developed
countries, emerging economies and developing coun-
tries. Therefore, managing the
risks through dialogue and coop-
eration is not only important for
the two sides, but also for the
whole world.(Courtesy www.chi-
nadail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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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y Week Of Diplomacy Starts As EU
Leaders Begin Lining Up For China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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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ton, Texas, October 1, 2015) On November 7,
2015, Southern News Group, a leading Asian media
group located in Houston, Texas, with offices in ma-
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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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em-

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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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g-
edy of war must be remembered. The
coming commemoration event will also
write an important memorable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

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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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fore in the
long history of huma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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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ern history, with more
than 100 million military personnel being mobilized
and directly involved in this world conflict. In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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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ter in Houston will
sponsor the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event that will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World War II while also celeb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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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form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who
will provide a
variety of
entertainment
while
reminding us
of the rich
and diverse
community
that is
Houston,
Texas.
The coming
commemor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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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pez or Angela
Chen at (281) 498-4310, or email
at jenniferitc@gmail.com or
angela@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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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American Flag
Being Raised On
Iwo Jima During

WW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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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al and Cultural Entertainment From Around The World

U.S. World War II
Veterans

Houston TV
Anchor,

Shern-Min
Chow

Wea H.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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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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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rman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arrives at the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Beijing, October 29, 2015. Merkel

is on a two-day visit to China. [Photo/IC]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R) is welcomed

by Britain's Prime
Minister David Cameron
to 10 Downing Street, in
central London, Britain,
October 21, 2015.[Wu

Zhiyi/China Daily]

French President Francois
Hollande delivers his speech at

the opening of the event
"France is committed to

climate. Go COP21!" at the
Elysee Palace in Paris, France,
September 10, 2015. Paris will

host the World Climate
Summit, called the COP21,

from November 30 to
December 11, 2015. [Photo/

Agencies]

China And EU Partnership Affects Whol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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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 10月 21日电 据外媒报道袁 至今还是许多小孩掌上宝
贝的乐高积木袁对德国设计师来说袁也是另一种宝贝遥 从 2007年开
始袁该设计师就在德国柏林的街道上袁使用乐高积木填补路边砖墙
上德缺口袁让原本受损的砖墙有了不一样的新风貌袁每一块不同颜
色的乐高积木袁与砖墙结合在一起袁多了艺术的气息袁也让整个市
容充满了朝气袁深受大家的喜爱遥
别出心裁的野修复市容 Dispatchwork project冶计划袁虽然一开始

会让人以为是乐高积木厂商的另类广告袁 但渐渐地市民们才知道
其背后的用意袁 几年下来该项计划已经扩展到全世界 35个城市袁
让各地的朋友运用自己的设计巧思袁 让自己的城市有不一样的艺
术气息袁冲突的美感更人流连忘返浴

而该设计师也强调袁每当有新城市邀请他帮忙时袁他绝对会义
不容辞地发挥自己所长袁除了邀请城市会提供乐高积木之外袁若有
临时要增加填补的地方袁他也会至邻近的商城购买乐高袁让全世界
各地的市容多了不一样的感觉之外袁自己也可以动手设计袁填补缺
口袁其实生活可以不用这么的拘谨与严肃袁利用孩子手上的宝贝袁
反转大人的思想袁也是一种放松的选择遥

另类美感：设计师用乐高积木修补城市残缺

中新网 10月 21日电 据外媒报道袁
第一眼见到一个人通常会先看眼睛袁这
不但是基本礼貌也是人与人之间相处之

道遥眼睛有着野灵魂之窗冶的美称袁显见眼
睛对一个人来说有多重要袁 不过当看到
对方双眼的瞳孔颜色不同时袁 想必一定
充满好奇遥

国外有位 20 岁的模特莎拉 (Sarah
McDaniel)就是天生瞳孔异色袁她拥有一
蓝一黄的双色瞳孔袁清澈水亮又耀眼遥令
人着迷的可不只是眼睛袁 身为模特的她
身材姣好袁整个人看起来既魅惑又性感遥

为什么瞳孔会出现不同颜色钥 很多
人会羡慕这种特色袁 但这其实是一种特
殊疾病野虹膜异色症冶(Heterochromia)袁这
种疾病造成两边眼睛出现不同颜色遥

20岁妹子天生瞳孔异色 一黄一蓝魅惑又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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