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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團

日本東京大阪6日 $499/人

美東5天 : $153起 (4人)
美加東6天 : $239起 (4人)
美西7天 : $213起 (3人)

歐 洲 團

名人假期優惠最高$300
天寶旅遊 $699起

翠明假期 超值旅遊

$499/人 (含台灣&上海機票+旅遊團)

$399/人 (含上海機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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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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10, Houston, TX 77036（美南銀行後棟）

全旅假期全旅假期

專辦中國簽證 (十年) 全球豪華郵輪

上海北京雲南張家界九寨溝
日本韓國泰國 越南馬來西亞

澳洲新西蘭中南美迪拜

特 價 遊 $49起

黃石公園4-12天 :特價$398起

CC11

2016德國文化藝術節集錦回顧
（本報訊）2016年3月27-29日- 2016年度藝術盛事,知名的德國文化藝術節表演盛會在Tomball市熱烈舉行。主題持續了往年的精深表演內容展現文化特色,舞影和音樂讓觀眾感受巨大震撼。

領略優質生活的藝術。今年繼續推出一系列多元主題的活動，獲得觀眾熱情迴響沉醉於寫意豪邁的風情中。現場互動熱烈。

本報記者吳凱俊報導本報記者吳凱俊報導藝術展覽藝術展覽德式燒烤美食德式燒烤美食

鄉村音樂會表演鄉村音樂會表演

節日網羅了當地風靡的時裝節日網羅了當地風靡的時裝、、美食佳釀及音樂會等美食佳釀及音樂會等

團隊的演出水準高團隊的演出水準高，，為國際文化交流開闢新領域為國際文化交流開闢新領域 主題宣傳國家展區講究藝術品味主題宣傳國家展區講究藝術品味，，打造了精采的生活文化對國度有更深入的認識和了解打造了精采的生活文化對國度有更深入的認識和了解

本報記者
黃梅子報導

休斯敦古董拍賣行4月拍賣會將於16日周六中午12點舉行。
詳情請電：713-936-2265；832-251-6666；
網站：www.houstonantiqueauction.com；
公司地址：9931 Harwin Dr., Houston TX 77036

休斯頓古董拍賣行4月16日拍賣會部分拍品

乾隆粉彩花瓶乾隆粉彩花瓶

明代青花大盤明代青花大盤

明代青花碗明代青花碗

白玉大碗白玉大碗 清代西藏大唐卡清代西藏大唐卡
陳納德陳納德、、陳香梅結婚用的屏風陳香梅結婚用的屏風

乾隆聖旨乾隆聖旨

美國國稅局查稅的關鍵因素
海外美國人有更多被查稅的可能

蘇馥蘭選民見面會
暢談參選訴求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為
5月7 即將到來的糖城市長與市議員
選舉備戰，曾擔任福遍獨立學區
(FBISD)學區委員的蘇馥蘭 (Naomi
Lam)登記參選投入選舉，8日下午在
自宅舉辦選民見面會活動，與同一陣
營的糖城市長參選人Myatt Hancock
及市議員候選人Diana Miller 會晤選
民，暢談競選訴求。

蘇馥蘭曾任僑灣社會長，也是福
遍華裔選民協會發起人之一，曾於
2011年至2013年期間擔任福遍獨立
學區學區委員，在最後一年任內反對
學區發行債券議案，成功阻止該案實
施，卻引起支持陣營批評聲浪，任期
屆滿後，選擇淡出政壇。

提及這次重回市議員選舉戰場契
機，身為在地數十年糖城居民，對於
日前鬧得沸沸揚揚的糖城高密度公寓
開發案，3100名居民辛苦連署請願書
遭到市政府惡意駁回，蘇馥蘭表示，
「實在是忍無可忍，看不下去」 。她

說，政府罔顧居民權益，明顯在決策
執行上面不夠公開透明化，為了還給
糖城寧靜優質的居住環境，她決定跳
出來參選。

蘇馥蘭說，若要解決糖城長久以
來的錯誤決策問題，唯一解決辦法就
是進入市府核心，才能改變現狀，為
居民發聲。蘇馥蘭與兩位致力於糖城
高密集住宅公寓開發案的主流社區領
袖 Diana Miller 與 Myatt Hancock 聯

手，蘇馥蘭競選全體議員
第 二 席 (At-large Posi-
tion2)、Diana Miller 參選
全 體 議 員 第 一 席
(At-large Position1)，
Myatt Hancock則競選糖
城市長。

蘇馥蘭說，糖城在地
有4000名華裔選民，但
投票率僅有 900 至 1000
名，她希望能結合福遍華
裔選民協會資源，提高華
人參與公共事務的地位，透過多元族
裔陣營合作，維護居民權益。

她表示，若能當選，當務之急就
是解決糖城高密集公寓開發案和區域

重劃(Zoning)問題及增加糖城華裔警
察的比例。這次挺身而出，希望能做
拋磚引玉作用，為年輕一代立下榜樣
，讓更多有為青年投入政治，華人從
政提高華人的主流社會地位。

Myatt Hancock則表示，糖城的
社區多元化，不只讓各族裔互相合作
，也可增加城市動力，這對各個部門
的運作都有助益，多元文化若能相互
影響，有助於糖城各領域發展。

蘇馥蘭蘇馥蘭((前右二前右二))與主流社區領袖糖城市長參選人與主流社區領袖糖城市長參選人Myatt Hancock(Myatt Hancock(前右三前右三))、、市議員參選人市議員參選人
Diana Miller(Diana Miller(前左一前左一))一起召開選民見面會一起召開選民見面會。。((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最新
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有150
萬人被美國國稅局（IRS）查
稅。

國稅局在網站上解釋如何
選擇查稅對象，選出稅表進行
查稅有兩種選擇：隨意選擇和
電腦篩選。大部分選擇是因為
納稅人的W-2表或1099表與
申報的資訊不符。此外，如果
稅表涉及與其他被選出接受查
稅之人的問題或有貿易來往時

，例如商業伙伴或投資人被查
，你有可能會被選出來接受查
稅。一般來說，高收入納稅人
面臨較多被查稅的風險。

年收入為 100萬美元的納
稅人比一個年收入僅5萬美元
的人，更容易被查稅，因為國
稅局想獲得更多的稅錢。根據
美國國稅局2014年的查稅報
告顯示，16%以上的審查是針
對年收入達1000萬美元的個
人所得稅納稅申報表 。一般

情況下，更多的收入意味可能
有更多被查稅的機率，而低
於 2.5萬美元年收入納稅人受
到查稅，往往是由於退稅引起
的。 過去三年，被查稅的納
稅人不到1%，所以你被查稅
的機率相當低。

自行報稅有更多被查稅的
可能：如果你的稅表單純，輸
入數字無誤，你不會因自行報
稅，而增加被查稅的風險，也
不會因請會計師報稅，就不會

被查稅。但是，連最聰明的人
都可能計算錯誤，所以如果你
自行報稅，最好用電子報稅。
國稅局說，紙張報稅的錯誤率
達21%，電子報稅出錯的比
率則不到1%。根據統計數據
，不同州的人被查稅的機率也
有所不同。根據TaxAudit網站
的信息，國稅局（聯邦）查稅
排名前10位的州分別是：1.
佛蒙特州（Vermont）2. 加州
（California） 3. 內 華 達 州

（Nevada） 4. 麻 薩 諸 塞 州
（Massachusetts）5.德拉瓦
州（Delaware）6.科羅拉多州
（Colorado）7.紐約州（New
York） 8. 新 澤 西 州 （New
Jersey）9.佛羅里達州（Flor-
ida） 10.新罕布什州（New
Hampshire）。

很難想像海外美國人有更
多被查稅的可能; 最糟糕的是
，居住在海外的美國公民，如
果欠交的稅款超過規定，護照
有可能會被注銷。 美國政府
近年大力打擊逃稅行為，國會
去年12月通過一項法案，針
對在海外居住的所有美國公民
，如果欠交的稅款超過5萬美
元，有機會被當局注銷護照

。
到現在，大約有800萬美

國人在海外居住，美國政府要
求所有國民就海外收入交稅。
他們的報稅方式比居於國內的
美國人更複雜及昂貴。為了打
擊逃稅，稅務局最近更要求海
外的國民，提交他們儲蓄及投
資的資訊。 稅款專家認為，
新的海外收稅政策令很多海外
美國人憤怒，他們很容易感到
自己在付雙重稅收。根據美國
財政部的資料，美國去年放棄
公民資格的人數急增25%，
人數為4279，但沒有數據顯
示當中有多少人是因稅務問題
而放棄公民資格。

“澳門”是座城

McDonald員工教育計畫一年, 已令五千以上員工受益
首富巴菲特讚揚 McDonald, 不但事業成功且助經濟茁莊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McDonald
’s今天隆重宣布 Archways to Op-
portunity員工教育計畫自創辦一年
以來已有超過五千名員工參加計畫
。該計畫提供協助讓員工獲得中學
文憑、接受大學課程學費援助、以
及幫助他們學習英文。 「創辦 Arch-
ways to Opportunity 員工教育計畫
目的讓 McDonald’s員工可以達致
完成中學的夢想、進修大 學獲得學
位、並無須因為費用昂貴或遙不可
及而不能夠在事業上更上一層樓，
」 McDonald’ s 首 席 行 政 總 裁

Easterbrook 表示。 「投資天天在
McDonald’s餐廳將我們品牌生氣
勃勃地展現在顧客面前的員工們，
至為理想。」 自 2015 年4月以來，
McDonald’s已向合乎資格員工提
供數百萬美元的學費補助，讓他們
獲得中學畢業證書和大學學位。

此外，McDonald’s 達成以下
進展： • 812 名獲得中學學費補助
• 3,346 名獲得大學學費補助 •
872 名在 English Under the Arches
畢業 • 308 名完成諮詢環節 Arch-
ways to Opportunity 員工教育計畫

迎合員工所需而提供一系列的機會
。McDonald’s 公司雇員及在美 國
的獨立東主/營運商雇用之男女雇員
均可參與以下所有計畫。• 完成中
學課程 -- 向合乎資格的餐廳經理和
前線員工免費提供獲得全美國認可
的網上職業中學課 程。 • 獲得大學
教育並完成課程 o 學費補助 -- 提供
預付學費補助以修讀美國教育部認
可的高等教育機構大學課程 o ACE
– McDonald’s 管理培訓課程符合
美國教育議會(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簡稱 ACE)之建議大學學

分，可轉至眾多兩年和四年制大學
。o 大學學分連繫計畫 -- McDon-
ald’s 已夥伴六間大學制定將建議
學分轉入特定課程和提供學費折扣
。 • 諮詢服務 -- 由專家提供的諮
詢計畫協助雇員確定達致他們目標
的最佳教育和職業途徑。

「模擬 諮詢專家」 應用程式協
助 計 算 美 國 教 育 議 會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簡稱 ACE)之
建議大 學學分並提供大學入學建議
。 • English Under the Arches –
教導經理和前線員工他們需要與同

儕、顧客、與在他們每天生活中有
效溝通的英文。 「McDonald’ s
Archways to Opportunity 員工教育
計畫已取得的進展將對他們眾多雇
員的生活有著重大的影 響，」 Berk-
shire Hathaway 首席行政總裁巴菲
特 Warren E. Buffett 表示。 「向其
雇員提供免費完成中 學課程、補助
大學學費、和學業諮詢，McDonald
’s 確保其員工在其事業上先利其器
，不但事業成功亦令 我們整個經濟
更為茁莊。」

四，澳門之光
澳門是不夜城，到處是霓光流彩

。但是，在澳門絢麗的夜晚，只要稍
微向遠處看，就會看到低沉的夜空里
紅紅的四個字：澳門大學！那四個字
並不巨大，但那無聲的光芒似乎就壓
倒了眾生的喧嘩。

澳門是水城，三座遙遙相對的跨
海大橋，下面流動著漁船和貨輪。但
是讓人驚喜的不是橋，而是一條隧道
，一條專門通向澳門大學的海下隧道
。那裡是中央政府從珠海特別劃給澳
門的一個島，就在這個與大陸緊緊相
連的地方，如今正在成為澳門的教育
聖地，也將預示著澳門的未來。

說起澳門大學，真是一個奇蹟！
此校1981年才成立，前身為私立的
東亞大學，1988年由澳葡政府購入才
改為公立大學，1991更名為澳門大學
。 2009年，對於澳門大學則迎來了
一個重要時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
政府將橫琴島東部約一平方公里的土
地租借給澳門特別行政區作為興建澳
門大學新校區之用！由此，澳門大學
開始了真正的騰飛。不僅校園比從前
擴展了20倍，而且一舉登上《泰晤士
高等教育》公佈的2014至2015年度
世界大學排名榜的前300名之列。

站在澳大典雅恢宏的教學樓前，
西式的樓體、中式的樓頂，輝映在波

光粼粼的湖水中，那樣和諧，那樣莊
嚴。這座雄踞東方年輕的大學，僅僅
在六年之中，其排名突飛上升了1600
名。更讓人感慨的是，她的快速成長
，成為中外歷史上活用“一國兩制”
的唯一跨境大學的教育典範。

在澳門大學，我見到一位“奇人
”，他就是親歷並見證澳大騰飛的校
長趙偉先生。這位從陝西走向世界的
國際知名華人學者，正是在2008年
出任澳門大學的第八任校長。在難以
想像的挑戰面前，他們在短短的四年
中就在新的校址上建成了八十座大樓
！

趙偉，前美國德克薩斯A&M大
學主管科研工作的資深副校長，美國
倫斯勒理工學院理學院院長，美國國
家科學基金會計算機與網絡系統分部
主任。早年因父母“支持大西北”生
於中國西安，1966 年小學畢業，
1970年初中畢業後在西安小型變壓器
廠做電鍍工人。 1974年被招收為陝
西師範大學物理系的工農兵學員，
1977年以優異成績留校任教，從此命
運開始逆轉。 1982年他考取國家公
派留學資格來美，進入麻州大學阿默
斯特(Amherst)分校攻讀計算機碩士學
位，那年他已29歲，而他的指導教授
才27歲。之後他再一路攻讀，獲得計
算機信息科學博士學位。

眼前的這位經歷斑駁的趙校長
，臉上總是樂觀而自信，平易謙和
中充滿胸襟與睿智。想當年，在中
國大陸留美的學者中，他是美國聯
邦政府和高校擔任最高職位者之一
。在港澳地區，他是第一位經全球
招聘成為大學校長的內地華人。在
他身上，凜然有高瞻遠矚的漢唐氣

概，也有銳意進取的大勇氣。在他擔
綱澳門大學僅僅六個月時，就首創了
澳門的第一所榮譽學院,目的是要擇優
招收有學術天賦、勤奮刻苦的優秀學
生，培養他們成為頂尖人才和社會的
未來領袖。

在趙偉看來，一國兩制並不是一
個簡單的分離和隔離，而是一個活的
製度，一國兩制如果推動得好可以讓
兩個制度下的人都獲得福利，澳門大
學的嘗試僅僅只是開始，還有很多空
間可以繼續努力。在2010年，有300
名內地學子被錄取，他們興高采烈、
歡天喜地到澳門來上學，成績都非常
優異。目前澳門大學的錄取標準是按
國內的一本線錄取，而且有些專業比
一本線要高出很多，比如澳大的工商
管理學院會計學專業，錄取學生的平
均分數高出了所屬省市第一批錄取分
數線百分之十七。

走在澳門大學全新的校園裡，看
到一個個在2014年8月首次在新校園
上課的學生們喜悅的笑臉，不禁讓人
感慨萬分。澳門大學的校訓是“仁、
義、禮、知、信”，懷想澳門竟然是
一個500年沒有流過血的地方，文化
的交融常常是伴隨著激烈的衝突，但
是澳門一直就處在中西文化的交匯點
上，真值得我們去思考。

夜色中向澳門大學告別。忽然感

到這座城市
如此厚重，
如此深遠。
顯然，澳門
的最終希望
，不是燈紅
酒綠，而是
教育！
五：再見澳
門

回顧澳
門與香港，
各有各的歷
史，各有各
的成就與痛
苦，都經歷
了回歸，經
歷了開放自
由行。但是
彈丸之地的
澳門，卻給
我們帶來瞭
如此豐富的
體驗，那就
是它的心胸
很大，不僅
敬重多元文
化，而且對
民族對歷史
有擔當。有
人說它是東
西方關係的
變壓器，在
我看來，小
小的澳門，
對於中國，對於世界，卻還是一個深
深的庭院，承載著太多人性和家國故
事。它的富足與不安，變化與焦慮，

它的現實精神和世界眼光，千頭萬緒
融合在一起，等待著我們一步步地走
進去。

澳門市區一景澳門市區一景

祝福澳門祝福澳門

文：陳瑞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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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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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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王震率孤軍南下：
壹夜行90公裏闖5道封鎖線

1944年，日本败局已定。毛泽东决定派一支

主力部队南下，担当发展华南的任务。三五九旅

旅长王震主动请缨。毛泽东对王震说：“如果国

际反法西斯战争迅速胜利，蒋介石决不允许你们

这把刀子插在他的咽喉，他会首先集中力量吃掉

你们。这样，你们孤军深入，没有根据地，斗争

将十分残酷，你们的处境会极其困难，甚至可能

全军覆没，包括你本人在内。”王震当即表示：“有毛

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坚决

完成任务。”毛泽东又指示王震：“你们要准备迎接这

场严重斗争，发扬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精神，争取光

明的前途。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们还能回到鄂豫边李

先念同志那里，那也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11月10日，王震率南下支队第一梯队5000人

马日夜兼程南下。大军迅速东渡黄河，穿过日军

严密封锁的同蒲路，翻过吕梁山，又南渡黄河，

进入河南。其中12月7日晚，南下支队跨汾河，

过同蒲路，一夜连闯敌人的五道封锁线，行军90

公里，打破了步兵史上的行军纪录。1945年1月

下旬，南下支队和李先念领导的新五师在湖北大

悟山胜利会师，只休整了半个月又踏上南下的征

程。国民党顽军得知我军要南下后，和日伪暗中

勾结，加强了长江防务，阻止渡江。王震指挥部

队出其不意地从敌人防守最严密的田家镇一带顺

利渡过长江天险。2月下旬，部队进入鄂南，并在大

田畈歼灭来犯日伪军400多人，推动了鄂湘边的革

命斗争。3月，南下支队开进平江、浏阳地区，革

命烈火迅速传遍湘赣边。平浏地区是王震和许多

南下将士的老家，王震以大敌当前，经过家门而

不入，最后在战友的劝说下，只是派了一个同乡代

他探望了母亲。4月，敌人扑了过来。王震指挥

部队与薛岳的六万大军周旋两个多月，然后返回

鄂南，进行休整。这时，毛泽东指示王震率主力

继续前进，到达到湘粤边与华南部队配合，开辟

新根据地。

7月初，王震率主力再次冒暑南征。8月中旬

，部队到达湘南八面山地区时，果然出现了毛泽

东预料的严峻情况：由于日本迅速投降，蒋介石

决心绞杀这支孤军。八面山很快陷入敌人重重包

围之中，山下的五条通道全被封死，粮也断了，

天又下起了大雨，将士们又冷又饿。在危急关头

，王震亲自在前面探路，决心率将士们杀出一条

血路。半路上遇到一个曾经当过赤卫队员的猎户

，在猎户的带领下，部队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

圈。

冲出八面山后，王震终于因积劳成疾病倒了，

胃又开始出血。战士们抬着他继续南进。8月下旬，

部队终于进入五岭地区，但是敌军已经在南雄一

带布置了口袋。东江纵队虽然也北上接应，却无

法为部队提供充分的后勤保障。8月29日，中央指

示王震可以“自己选择路线，北上与五师靠拢”。

南下支队又从大庾岭北返。国民党军却不想放虎

归山，继续进行尾追堵截。一个月后，这支英雄

部队终于到达江北，脱离了险情。中央军委专门

来电表示祝贺。10月初，南下支队和新四军胜利

会师。

这次远征，王震指挥部队孤军深入，历时329

天，行程1.3万多公里，不仅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

尾追堵截，还相继歼灭了大量日伪军，开辟了一

系列游击根据地，如出入无人之境，再次显示了

将军能征善战的英雄本色。

甲午戰爭日本收買媒體：
路透社壹篇報道606英鎊

战争中的舆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心向背，

意味着军心士气等。由此，这一本来与炮火硝烟相

隔甚远的文化形态，却与战争过程如影随形，让瞬

息万变的战场动态更加扑朔迷离，以致深刻影响着

一场战争的走向。

甲午战争中，相比于清朝政府对舆论宣传的

漠视与放任，日本主动操纵现代传媒工具，让反

复传播的战争谎言深深影响了社会公众和国际舆

论，在不见硝烟的战场上占据了优势，在一定程

度上加速了清军的败局。

时至今日，当我们再次翻开与甲午战争有关

的报纸、图片、文件，去审视战场背后的声音时，

那一幕幕让人悲愤无奈的事实，又能让我们想到什

么呢？

由于清廷与日本政府舆论较量上的失败，加

快和加重了一场原本正义战争的败局。鉴古知今，

甲午战争中那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也让我们殇思……

日本早在对朝鲜进行战略包围时，就将舆论

宣传上升为国家战略。他们曾秘密聘请美国《纽

约论坛报》的记者豪斯作为国家舆论宣传的总指

挥，制定的策略就是把中国和日本“包装”成野

蛮与文明的代表，并有计划地引导西方媒体形成

共识。如经过策划，《纽约新闻报》就曾发表评

论说：“中国的战败将意味着数百万人从愚蒙、

专制和独裁中得到解放。”

战争期间，日本高度重视和收集国内外舆论

信息。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就常常询问工作人员：

“国内外报纸之评论如何？乞来电。”日本驻其

他国家的公使也积极收集当地的舆论信息并及时

汇报。如日本驻俄国公使在发给他的电报中说：

“关于朝鲜问题，该地各报之评论已于本年七月

二十日，以第三十五号相告。……现将目前足以

窥知该国人对我国一般之意图，概要译述如下，

供您参考……”

日本朝野有组织、有计划地通过新闻媒体，

向本国人民灌输“朝鲜独立论”“义战论”“文

野之战论”和对中国的“蔑视论”，以营造国内

支持战争的舆论氛围。如日本《邮便报知新闻》

在1894年6月6日的社论中就叫嚣：“我帝国必须

援助朝鲜，并有坚决维护其国体之决心”“此实

为我帝国之天职，顺天之责任”。紧接着《北国

新闻》《朝野新闻》《东京曙新闻》《东京横滨

每日新闻》等报刊也随声附和，为军事侵略“正

名”。

反观清政府在战争期间由于对国内舆论的不

闻不问，致使舆论到了混乱的程度。战前，国内

报刊上既有主张加强海军建设，积极备战的，也

有主张希望派特使去努力寻求和平的；既有重复

过去那一套痛骂，并宣称不久将彻底消灭日本的

自负言论，也有对战局悲观预测的文章。在外国

人看来，当时的国内舆论是“无知、自负和可笑

的”。

清政府在掌握国际舆论动向上更是处处被动。

美国人丹涅特在《美国人在东亚》中说，中方“以

口舌文告，日劳精弊神于英、俄、德、法、美五国

之交，垂五十日。迄无要领” 。1894年7月23日，

驻朝日军发动事变，包围了汉城电报总局，切断

了经义州通往中国的电信线路，中国各级驻外公

使、官员竟无一人向朝廷报告，也没有一个人向

朝廷汇报所在国当地媒体的战前舆论动态。随后，

中日两国的最高领导人都宣布了宣战诏书。光绪皇

帝的宣战诏书主要阐述：朝鲜是我们的藩属，现在

有内乱，它请中国出兵平息内乱，这是中国和朝

鲜内部的事情，与别国无关，日本不应出兵。明治

天皇的宣战诏书则阐明：中国侵犯了朝鲜的独立，

我出兵是帮助朝鲜巩固独立；对中国宣战是为了

保护朝鲜；强调东亚和平、世界和平等。日本的

宣战诏书当然充斥着谎言，但从舆论的角度看，

比清朝诏书更容易拉拢国际舆论。

曹操不能統壹天下的秘密：
內部問題讓其操心

曹操二十余岁时于征讨黄巾军起家，以为国家讨贼

立功为本愿，从此纵横马上近四十年，几乎无一岁不出

征，可惜终究未能一统江山。

若论原因，最直接是看军事，击败袁绍后，曹操至

少有两次统一天下的机会──赤壁以及汉中之役。其中

赤壁之战前夕是他最接近统一的时刻。当时北方初定，

荆州投降。被他视为心腹之患的刘备一路逃亡，只剩下

江东政权摇摆不定。从曹操写给孙权的信来看，他颇有

已视江东为囊中之物的自大。

但实际上他在收服荆州之后马上攻打江东，已是因冒

进而失策。贾诩也劝他：“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

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而

曹操之所以不听而冒进，一是他以孙权为孺子，低估了

江东的决心和能力。未料孙权野心不比袁绍等人小，鲁肃

曾当众对孙权说：“愿至尊威德加乎四海，总括九州，克

成帝业。”孙权大笑，可见他早不讳言自己的称帝野心，

又怎会轻易投降。刘琮之降承自刘表的不思进取明哲保

身，而孙家父子兄弟都是极力开拓、野心勃勃之人，曹

操未免想得太简单。

二是他低估了刘备。刘备与他交手多年，向来被动，

以走为上。但建安十三年的刘备已今非昔比，诸葛亮不

仅能说服孙权抗曹，还能与之订立平等的外交联盟。后

一点尤为重要，保证了刘备不像过去那样只能成为地方

军阀的附庸，而拥有了争夺自己地盘的资格。刘备本已

到穷途末路，却突然反败为胜，占据荆襄，联合孙权，

奠定三分天下的基础。

如果没有刘备的参与和定盟，曹操只面对孙权一

个强敌，赤壁即便失败，后或可再度找到机会取胜，

然而当三股力量彼此牵扯互相制约时，要打破平衡

就殊为不易。如建安二十年本来孙刘两家就快为了

荆州大打出手，张鲁一投降曹操，两家马上划分了

势力范围，掉转枪口。刘备回师蜀中，而孙权以十万

兵进攻合肥。曹操后来专门赠送名贵的鸡舌香五斤给诸

葛亮，“以表微意”。这时候想到来挖墙角，显然已

经晚了。谁让他当年煮酒论英雄时没除去刘备，留下

后患无穷。

赤壁之战后，曹操损失的数十万士兵（大部分是他

的精锐青州兵）一时难以恢复，而马超、韩遂甚至趁机

占领了潼关以西，他对北方的统治已经出现危机，亟需

修补，无暇他顾，只能坐视刘备蚕食荆州挥师益州。此

后他的战争性质已从扩张的统一之战转变为对战略要地

的争夺，三家拉锯战开始形成。

与刘备的汉中之战，则是另一个转折点。张鲁投降

本是一个极有利的契机，曹操可以选择继续挥师入蜀，

如司马懿所建议，刘备初得益州，根基不稳，曹操若借

得汉中之势图西川，对方“势必瓦解”。而曹操答之以

名言“既得陇，复望蜀乎”。曹操当然有其考虑，可能

是受了赤壁时长线作战的教训，也不再寄希望于敌人自

动瓦解。何况当时刘备已从荆州赶回，孙权也有可能犯

境。年过六旬的他选择保险的做法，想凭借中原的富足

徐图。孰料四年后汉中反为刘备攻占，失去汉中的第二

年曹操即死去。

希特勒自稱喜歡日本人：
禁止討論南京大屠殺

日本侵略军1937年12

月13日进入南京，开始了

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三十

多万中国平民遇难。当时

留在南京的国际人士见证

纪录了日本军队的血腥行

为，并勇敢地向世人揭露

。德国人拉贝就是其中一

位，而他在南京大屠杀前

后，一直努力为制止日军

屠杀奔走呼吁，多次写信

给纳粹德国首领希特勒，

寄希望于希特勒能阻止日

本，但是希特勒无动于衷

，事后还下令禁止德国讨

论南京大屠杀的事情，原因很简单：“因

为他们(指日本人)会和英美作对，所以我喜

欢他们。”

南京城在1937年11月底已经岌岌可危

了，外国侨民纷纷撤离，但是有二十多位

西方人留了下来，其中15人自发组织成立

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德国商人约翰·

拉贝被推举为主席。拉贝1908年就到了中

国，1930年后担任德国西门子公司南京分

行经理，在南京期间加人了纳粹党，是纳

粹党南京小组长。他出任安全区国际委员

会主席，“有望更好地与日本当局进行谈

判”。当时的大背景是，1936年11月，德

国与日本缔结了《反对共产国际条约》，

1937年11月，德国、日本、意大利轴心国

形成。

南京沦陷后，国际安全委员会在救助

难民的同时，也通过各种手段纪录日军的

暴行，并向外界揭露。在不到两个月内，

向日本政府提交了日军暴行报告428件，公

函69件。徐淑希将其编纂成《南京安全区

档案》；英国记者田伯烈据此报告、公函

以及外籍人士的亲历记录编成《外人目睹

之日军暴行》。美国圣公会牧师、国际红

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马骥，用小型摄影

机拍摄的日军暴行影片。

拉贝也在日记中详细纪录日军的行径

，他的日记从1937年9月21日至1938年2月

28日止，长达2117页，记录了五百多个惨

案。

早在筹备国际安全区时，拉贝就幻想

通过希特勒来迫使日本同意设立安全区。

1937年11月25日，拉贝通过上海德国总领

事馆领事克里伯尔和上海国社党中国分部

负责人拉曼给希特勒发电报，请求“元首

阁下劝说日本政府同意为平民建立一个中

立区，否则即将爆发的南京争夺战将危及

二十多万人的生命。”

泰国一对连体小姐妹腹部相连，两人各有

两只手，却要共享一双脚，而且是每人控制一

只脚，可想而知生活多么不便与困难。但她们勇

敢适应生活，用四手两脚走路上学。

泰国一个慈善组织将这对7

岁连体姐妹小宾和小攀的生活拍

成短片，她们各自有身体和双手，

但一出生便腹部相连。

小宾和小攀每人控制一只脚，

要站起来非常困难，每做一件事

都要好好配合，她们更独创了

“蟹式”走路法，用四手双脚合

力走路。

她们大部份生活与普通小朋

友无异，每天早上上学时，同学

都会让她们先爬上梯级进入课室

。她们会读书、玩手机，中午在

校内吃饭时无需帮助，由于各有

上身，她们可以各自吃自己喜欢的食物。

不过，上洗手间对她们来说是一大折磨，

片中解释因她们动过手术，上洗手间会令她们

经常发痛。

泰國連體姐妹共用雙腿
發明“蟹式”走路法

豬心在狒狒體內跳動兩年半
創下異種器官移植新紀錄

器官移植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医疗技术之一，

自 1989年器官移植技术成熟以来，这项技术已经

使成千上万的患者获益。但由于人体移植器官的严

重短缺，医疗领域的研究人员们一直致力于利用

动物器官进行移植，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异种器官

移植。

这两天，这项研究传来了好消息，美国科研人

员让移植的猪心在一只狒狒体内跳动了约两年半，

创下了异种器官移植存活时间的新纪录。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一个研究小组通过修改

猪心的3个基因，成功让接受移植的狒狒对猪心具有

一定程度的排异耐受能力。在研究中，5只狒狒接受

了猪心移植，但这些猪心并没有替代狒狒的心脏，

而是连接到了狒狒的血液循环系统上。

结果显示，这些狒狒的平均存活时间为298天，

其中一只更是活了945天。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表示，

这项工作是异种器官移植面向临床应用所取得的重

要进展，令人鼓舞。

景區黃牛炒高票價獲利
上海迪士尼被炒至十倍

上海迪士尼乐园开业首日的

门票“一票难求”，门票甚至被

炒至官方票价十倍之多；原价60

元的故宫门票，在官方渠道当日

售罄后“黄牛”叫价达300元；

利用本地人身份带游客逃票，随

后捆绑销售获利……

清明小长假期间，记者在北

京、湖北、安徽、吉林等地旅游

景点采访发现，一些景区的“黄

牛”能够拿到低价真票，有的

“黄牛”把价格炒高数倍获利，

有的则还带着游客逃票然后强制

消费。

清明节期间，记者走访发现，

在一些热门景区，由于门票供不应

求，出现大量高价“黄牛票”。

4月3日，在北京故宫，由

于每日限流8万人次，中午时间电

子大屏就提示当日门票已售罄。不

过，记者在门口却发现不少“黄

牛”兜售当日门票。原价60元

的门票大多开价150元，最贵的

要价300元。

当有游客质疑门票的真伪，

一名“黄牛”说：“放心吧，这

里都有监控拍着呢，没人敢卖假

票。”据“黄牛”称，他们手头

有十几张身份证和几十个证件号

码，专门用来购票。

从贵州来京旅游的李女士，

以450元的价格买了一张3人劵

，平均每人花费150元。“带着

父母来一趟不容易，买‘黄牛票’

就是图省事。”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启动主题

乐园售票后，在抢票潮下，票务

系统一度出现间歇性故障。一些

游客于是转而寻求代理甚至通过

“黄牛”购票。原本370元、499

元两档的门票被炒至上千元，部

分商家甚至挂出“首日门票3899

元”的价格，高出官方渠道售价

10倍之多。

据了解，景区门票被“黄牛”

炒到价格翻番甚至更高的诸多乱象

，在福建武夷山、上海自然博物

馆等景点均曾出现，已成为不少热

门景区扰乱旅游秩序的“顽疾”。

而在一些资源并不紧张的

景区，门票“黄牛”同样活跃。

记者在武汉举办的第十届中国园

博会门口发现不少“黄牛”在兜

售门票，窗口售价100元的门票

一般被“黄牛”以90元或80元

的价格交易。

记者调查发现，活跃在景区

周边的“黄牛”有多种门路获利

：钻实名制执行漏洞囤票炒票；

当地人带游客逃票，然后强制消

费获利；线上线下一起“倒票”。

目前，一些地方旅游部门和

景区已经意识到“黄牛”门票对

市场的扰乱，采取办法打击这种

乱象。如黄山风景区加大现场管

理力度，采取“一个 ID只能订

购八张门票”的方法，提升违规

操作的难度。武汉园博会曾打击

过20多批次的“黄牛党”，并

处罚相关违规操作的旅行机构。

目前，该园博会的所有门票都可

以实现追溯，即根据门票信息便

可了解门票来源。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副教授魏翔说，在加快建设国家

公园等公益性景区背景下，景区

“黄牛票”乱象将减弱公益性景

区普惠制的福利效应，损害游客

正当权益。

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

会长刘思敏认为，涉及公共产品

与公共利益的景区门票带有社会

福利性质，决不允许有“黄牛”

据此牟利；而对于完全市场化的

景区门票，如迪士尼乐园门票，

则需要根据供求关系变化来体现

市场价值。

多位专家建议，加快完善门

票预约制，并将实名制管理贯穿

预约、现场查验等环节。这样既

可以有效分流游客高峰，还可以

堵住现行景区门票管理漏洞，让

“黄牛”无机可乘，保障游客权

益。

魏翔说，从一些发达国家的

经营情况看，解决“黄牛”套利

问题需要加强监管手段，在智慧

景区建设过程中加快探索应用人

脸识别、二维码等新技术，加强

对门票流向与使用的监管；强化

内部管理，避免出现内外勾结，

完善规则制度防“黄牛”。

俄一小偷3小時鑿墻只偷巧克力
因羞愧謊稱偷啤酒

俄罗斯库兹巴斯一名18岁的中学生为了能吃

到巧克力用时3小时凿开商店墙壁，偷吃十块巧克

力。但在审讯时因感到羞耻，撒谎称偷了啤酒和

咖啡。

据报道，俄罗斯内务部值班室接到基谢廖夫

斯克市当地一家食品店经理的报警电话。她向办

案小组报告称，有人凿开了商店的墙壁。

经调查，一名18岁中学生涉嫌作案被拘留。

调查发现，他用了将近3个小时的时间用大锤捣坏

墙壁，偷走十块巧克力。他承认自己有过，同时还

称自己偷了店里的啤酒和咖啡。

然而，商店盘点后并没有发现啤酒和咖啡短缺。

在又一次审讯时他才坦白说偷了十块巧克力。而他

之所以谎称偷了啤酒和咖啡是因为他感到羞耻。最

终，犯罪嫌疑人因"非法入室偷窃罪"受到起诉，

他将面临五年监禁。

效率不高事故頻頻
機器人服務員被“炒魷魚”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从扫地机器

人、无人工厂，到前段时间“阿尔法狗”和李世石

的人机大战，人工智能可谓攒足了人气。但是在广

州，曾经使用机器人服务员的几家餐厅，已有两家

关门歇业，仍然营业的一家，机器人服务员也被

“炒了鱿鱼”。

在广州，实际上使用过机器人服务员的餐厅

，对于机器人的使用并不太满意。比如说机器人

它不能够端汤水太多的食物，还不时的会发生故

障，只能够沿着餐厅内固定的线路来送餐。加之

这个餐厅内人员的走动是比较大的，机器人自身

也不会懂得躲闪。在上菜的过程中，就容易把菜品

洒落、打翻，甚至造成小的事故。

此外机器人服务的水平从目前来看也十分有

限，体验过机器人服务的顾客说，服务的内容现

在来看有点少，既不能够点餐、加水，而机器人

送餐过来，还需要顾客自己从托盘上把这个菜端

下来。顾客表示说，机器人服务更多的是机械性

的，人性化还不够。另外一方面，实际聘用机器

人的餐厅在之前对机器人的服务水准就没有抱太

大的希望。

此前有餐厅经营者就表示，最初引用机器人

服务员，主要是为了能够给餐厅增添人气，并不

是真正想希望能够通过机器人节省餐厅的人工。

尽管说这个机器人服务员接连被餐厅炒了鱿

鱼，但专家也表示说，聘用机器人服务员并不意

味着机器人就真的能够代替人。同时从目前来看

，机器被"炒了鱿鱼"，也不能简单的说机器人效

率低下。那么纠其原因除了目前机器人技术还没

有成熟之外，机器人发展和应用更大的问题在于

如何看待它人与机器人之间的关系。

广州工业大学副校长章云表示，由于制造行

业的领域存在很多重复性工作，那么就可以使用

机器人来提高生产效率。而在服务行业，人际沟

通和交流是比较多的，这也是目前机器人所很难

办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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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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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門爐頭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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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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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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州林州：：壹路向西之井底掛壁公路壹路向西之井底掛壁公路
堪稱堪稱““世界第九大奇跡世界第九大奇跡””

以前偶然看到了我市骑单车旅行者所

拍的照片，我震惊了，真是绝世奇观，啥

时候自己也要体验一把，在回想下有句话

：年轻时有时间，没钱去不成旅游“。现

在已近迈入中年的我唯恐时间不够，周末

偶然出行，从林州市区到石板岩一路向西

，经过石板岩镇、王相岩、三亩地、太行大

峡谷漂流、神龙湾、祥云湖、鹊桥、挂壁公路

.....

据悉，挂壁公路是一种最有特色的公

路，是在悬崖峭壁上开凿而出的奇险公路

。挂壁公路是在悬崖峭壁上开凿而出的。

交通专家称，此类工程奇险、艰难，在中

国筑路史上都很少见。为了施工方便和开

通后取自然光照明，挂壁公路多贴壁而凿

，相隔十余米旁开一侧窗。从远处望去，

这一线侧窗勾勒出隧洞的走向。我国共有七

条挂壁公路，位于太行山及晋东南地区。

分别是：

一、井底挂壁公路 (位于山西省东南

部的平顺县，长治市的东部，太行山南端

，与河北涉县、河南林州毗邻);

二、郭亮挂壁公路(郭亮村的具体位置

是：河南省新乡市辉县沙窑乡郭亮村);

三、陈家园挂壁公路(

位于山西省陵川县陈家园

水库附近) ;

四、锡崖沟挂壁公路(

位于山西省东南部陵川县

，太行山南端最高地带，

县人民政府驻崇文镇。北

邻壶关，西连高平，西北

接长治县，西南连晋城，

东部和南部与河南省辉县

市、林州市、修武县毗

邻);

五、回龙挂壁公路(位

于河南省新乡市辉县上八

里镇回龙村，太行山南麓

，河南、山西两省交界

处);

六、昆山挂壁公路(位

于山西省陵川县古郊乡昆山村);

七、虹梯关挂壁公路(位于山西省东南

部的平顺县虹梯关乡的梯后村与虹梯关之

间)

今日有幸走一次井底挂壁公路，这是我

有生以来遇到最雄奇的风景之一，井底挂壁

公路全长1536米，2002年挂壁公路修通，

2007年扩宽。

根据村民回忆：山西平顺县井底村是

太行深处的一个小山村，因为四周都是大

山，村子就像一个村的井的底部，因此而

得名，以前村民要出去都需爬行山路，太

艰难了。不过话说回来，大山阻隔的同时，

也就造就了一片世外桃源，也产生一个"

世界第九大奇迹"挂壁公路。.井底人苦战

数十个春秋，在头上壁立千仞、脚下万丈

深渊的悬崖峭壁上，用钢锹、铁锤开凿出

这条挂壁公路，用生命和鲜血铸造一座时

代的丰碑，谱写一曲人与自然抗争的英雄

壮歌。

真是古有愚公移山，今有如此挂壁公

路。挂壁公路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大

批游客来此穿越，欣赏了绝地美景的同时

不忘学习前辈建路精神....

壩美：群山懷抱宛如世外桃源
坝美村位于云南文山壮族苗

族自治州广南县北部的阿科乡和

八达乡交界处，那里四周群山环

抱，进出村都需乘船经过三段幽

深昏暗的水洞，是一个现实中的

世外桃源。

“坝美”是壮语的音译，意

为“森林中的洞口”。由于坝美

村的人们世代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环

境中，直到上世纪末，村里依然沿

用着300多年前的耕作方式。船

进桃源洞，洞内十分幽暗，撑船

的艄公用头顶戴的灯来照明。偶

尔有光从头顶的洞口照进来，便

是当地人口中所说的“天窗”了

。坐在船上，听着船与水冲击出

的声音，确实有一种进入桃花源

的感觉。

船行十余分钟，临近洞口，

眼前豁然开朗，河谷、流水、翠

竹、水车……满足了我对桃花源

的所有想象。坝美方圆不足1平

方公里，村子布局很简单，村口

没有人家，只有一条小路，直通

村内。由于去坝美的游人不多，

虽然村里已经开了数家客栈，却

没有太重的商业气息。村中的那

几棵大榕树下，几位身着传统土

布衣服的壮族妇女坐在树根上聊

天、绣花。夜宿坝美村，听着蛙

鸣，枕着清风，一觉睡到天亮。

晨雾中，坝美也醒了过来。勤劳

的坝美人早早起床，准备开始一

天的劳作：男人们拉着耕牛犁地

，妇女们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炊

烟升起，薄雾轻飘，河面好像笼

罩了一层水汽，把远处的油菜花

田蒙上了一层薄纱，如临仙境。

潿洲島：火山口的小島

涠洲岛，位于广西北海市北部湾海域中部，

是火山喷发堆凝形成的岛屿，也是中国地质年

龄最年轻的火山岛。

在涠洲岛火山口公园，你可以找到最近一

次火山喷发留下的痕迹：喷涌而出的熔岩被海

水冷却又侵蚀后，留下了大片暗红色的火山岩，

形成了各种形态的熔岩轨迹、火山蛋和海蚀洞

等奇特景观。

待到退潮时，沿着海岸向西南方向走，便

可到达滴水丹屏，那里是涠洲岛上观看火山、

海岸景观最好的地方。滴水丹屏美在色彩，山

崖上青翠的藤蔓植物，瀑布一样覆盖着或黑或

红的崖壁，仙人掌娇嫩的黄花向阳开放；海蚀

平台上，水洼里倒映着蓝色的天空，清风拂过，

让人心旷神怡。

继续沿海岸向西，潜水胜地石螺口便出现

在不远处。与其他海滩相比，石螺口的海湾前

后都有山岭的围护，海水似乎格外蓝。正午时

分，浮潜至离海岸几十米的地方，便能清晰地

看见鹿角珊瑚群。不会游泳也没关系，在这里

还可以赶海。还不赶快追着退去潮水的脚步，

捉住那只贪玩回不了家的海螺！

中國旅遊景點排行
中国旅游景点排行No.1丽江

丽江市区中心海拔高度为2418米，

与同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四川

阆中、山西平遥、安徽歙县并称“保存

最为完好的四大古城”。

丽江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

地方，共有12个世居民族，其中纳

西族23.37万人，彝族20.14万人，傈

僳族10.62万人。其中纳西族占古城

区及玉龙县（即原丽江县）总人口的

57.7%，并且著有“国中贵原，云中

丽江。丽江旅游景点：玉龙雪山、大

研古城、云杉坪、白水河、甘海子、

冰塔林、束河古镇、拉海市、虎跳峡

、泸沽湖、丽江木府、东巴万神园、

四方街、印象丽江、玉水寨、梅里雪

山、万古楼！

中国旅游景点排行No.2三亚

三亚市位于海南岛最南端，因三亚

河（古名临川水）有三亚东西2河至此会合

，成“丫”字形，故取名“三亚”，东邻

陵水县，西接乐东县，北毗保亭县，南

临南海及三沙市，陆地总面积1919.58

平方公里，海域总面积6000平方公里，

人口68.5万，是一个黎、苗、回、汉多

民族聚居的地区。三亚是中国最南部的滨

海旅游城市，是海南省南部的中心城市和

交通通信枢纽，是中国东南沿海对外开

放黄金海岸线上最南端的对外贸易重要

口岸。

三亚古称崖州"崖州在何外，生渡鬼

门关。"唐宋两代流放到崖州的大巨就是

李德裕、赵鼎、胡铨等四五十人。他们

只见山遮海拦，前路已尽，这就怀疑已

经走到了天的边缘，海的尽头，"天涯海

角"的名称由此而来。

中国旅游景点排行No3黄山：

黄山，位于安徽省黄山市，地跨市

内黟县、休宁县和黄山区、徽州区，面

积1078平方公里。黄山为三山五岳中三

山的之一。日出，奇松、怪石、云海、

温泉素称黄山“五绝”，令海内外游人叹

为观止。黄山不仅以奇伟俏丽、灵秀多姿

著称于世，还是一座资源丰富、生态完整

、具有重要科学和生态环境价值的国家

级风景名胜区。

黄山旅游景点：

1.观日出最佳地点：清凉台、曙光

亭、狮子峰、始信峰、丹霞峰、光明顶、

鳌鱼峰、玉屏楼。 2.看晚霞最佳地点：

排云亭、丹霞峰、飞来石、光明顶、狮

子峰。3.看云海最佳地点：玉屏楼观前

海、清凉台观后海、白鹅岭观东海、排云

亭看西海、光明顶看天海。4.看雪景最佳地

点：北海、西海、天海、玉屏楼、松谷、

云谷和温泉。

中国旅游景点排行No4九寨沟

九寨沟以神妙、奇幻、美艳绝伦

而成为世界鲜见、中国唯一的拥有"世

界自然遗产

"和"世界生

物圈保护区

"两项国际

桂冠的胜地。九寨沟是个佳景荟萃、

神妙奇幻的风光明珠，当空鸟瞰，翠

海、飞瀑、彩林、雪峰浑然如画，相

映成趣。

九寨沟位于四川西北部的阿坝藏族、

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境内，地处岷山山

脉南段尕尔纳峰北麓，是长江水系嘉陵

江源头一条支沟，海拔2000－4300米。

九寨沟一年四季均可旅游，犹以秋季为

最佳，过去人们都已为九寨沟的冬季不

能旅游，但是随着成都－九寨沟旅游公

路的开通，才发现九寨沟冬季之美是养

在深闺人未识。远望雪峰林立，高耸云

天，终年白雪皑皑，加上藏家木楼、晾

架经幡、栈桥、磨房、传统习俗及神话

传说构成的人文景观，被誉为“美丽的

童话世界”。

中国旅游景点排行No5桂林山水

桂林是举世闻名的旅游城市，甲天

下的山水勾勒出一幅唯美的中国画卷，

乘一叶竹筏漂荡于漓江之上，犹如置身

百里画廊，充满着诗情画意。同时也是

世界著名的风景游览城市和历史文化名

城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最重要的旅游城

市。作为广西第三大城市，享有山水甲

天下之美誉。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

，湘桂走廊南端。东、北与湖南省相邻。

桂林处处皆胜景，漓江山水堪称其中的典

范。漓江风光尤以桂林阳朔为最，“桂林

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群峰倒

影山浮水，无山无水不入神”，高度概

括了阳朔自然风光的美。

中国旅游景点排行No6鼓浪屿

鼓浪屿位于厦门岛西南面，原名

“圆沙洲”，别名“圆洲仔”，明朝改

称“鼓浪屿”。乃因岛西南方有一礁石，

每当涨潮水涌，浪击礁石，声似擂鼓，

人们称“鼓浪石”，鼓浪屿因此而得名。

鼓浪屿有许多幽谷和峭崖，沙滩、礁石、

峭壁、岩峰，外形奇丽俊秀，其街道纵

横交错，清洁幽静，空气新鲜，岛上树

木苍翠，繁花似锦，小楼红瓦与绿树相

映，格外漂亮。

鼓浪屿有许多浓烈的欧陆风格的建

筑，被称为是建筑的博览馆.鼓浪屿被称

为是“音乐家摇篮”，“钢琴之岛”，

漫步海滩上经常会听到钢琴的美妙的音

符传来，钢琴声与海浪声相互应答，音

乐，已成为鼓浪屿一道绚丽的风景线。

另外这里还是明末英雄郑成功屯兵的地

方。

中国旅游景点排行No7长城

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建筑，

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修筑长城的历史可

以追溯到公元前9世纪，其主要目的在

于防御北方民族的侵袭。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统一前北方互相

争斗的诸侯小国各自建造的长城衔接起

来，形成穿山越岭的北方边界的屏障，

长达5,000多公里，是抵御来自北方蒙古

大草原上游牧民族骑兵袭击的壁垒，也

是秦始皇自身权力和荣耀的一个有利证

明。汉武帝也曾多次修筑长城，用以保

护河套、陇西等地，加强东西方交流，

其长度达到了10,000余公里。到明代，

为防止前朝(元)残留势力南下，也不断修

筑北方长城，全长达7,300多公里，整个

工程延续了200多年。在中国历史的其

它时期，统治者也不同程度地修筑长城，

长度相加超过50,000公里。因此，长城是

“上下两千年，纵横十万里”的伟大工程

奇迹。2007年7月7日，长城成为世界新

七大奇迹之一。

中国旅游景点排行No8张家界

张家界是中国湖南省的省辖地级市，

位于湖南西北部，澧水中上游，属武

陵山脉腹地，为中国最重要的旅游城

市之一。1982年9月，张家界成为中

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1988年8月，

武陵源被列入国家第二批40处重点风

景名胜区之内；1992年，由张家界国家

森林公园、索溪峪风景区、天子山风

景区三大景区构成的武陵源自然风景

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

然遗产名录》。

中国旅游景点排行No9布达拉宫

布达拉宫享有“世界屋脊上的明

珠”的美誉。以其辉煌的雄姿和藏传

佛教圣地的地位，成为世所公认的藏

民族象征。公元641年松赞干布迎娶唐

朝文成公主后，欣喜之余，为公主造

了布达拉宫。自公元七世纪起就成为

达赖喇嘛的冬宫，象征着西藏佛教和历

代行政统治的中心。

布达拉宫是一个活着的巨大珍宝。

优美而又独具匠心的建筑、华美绚丽的装

饰、与天然美景间的和谐融洽，使布达

拉宫在历史和宗教特色之外平添几分风

采。漫长的历史、神秘的传说、杰出的

建筑、无数依然在呼吸的文物．永不终

止地环绕在它四周的朝圣者，一起构建

了布达拉宫的生命。

中国旅游景点排行No10西湖

“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而杭州的

天堂地位，多半是由于西湖。

旅游资源：西湖有十景，苏堤春晓、曲

苑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闻

莺、花港观鱼、雷峰夕照、双峰插云、

南屏晚钟、三潭印月而“苏堤春晓”为十

景之首。苏堤由苏东坡在杭州做官时修成，

堤上种满了香樟树等植物，全年常绿，

春天时堤上桃花盛开，令人心旷神怡。

为纪念白居易而命名的白堤同样值得一

看，它的特点是一株柳树一株桃，每到

春天桃红柳绿时，游人走在白堤上时似

在画中行。西湖一年四季都有美景，春

天的桃柳、夏天的荷花、秋天的明月、冬

天的寒梅。

风味特产：西湖绸伞形制精巧，色彩

绚丽，是西湖特产之一。西湖龙井“色

绿、香郁、味醇、形美”，是茶叶中的

佳品。

在渝北金港国际工作的杨女士向爆

料，渝北金港国际金饰一条街出现了一

只白色“串串狗”(指杂交、混血狗)，

疑似走失，已经在附近等了主人五天五

夜。狗狗不接受陌生人递出的水和食物，

现在精神萎靡变得很瘦，希望借助本报

帮助狗狗找到主人或者领养者。

五天前在店门口从早趴到晚

伸手摸它不躲也不跑

杨女士告诉记者，五天前，她到位

于渝北金港国际的单位上班时，发现不

远处的一家金饰店面外，一只白色狗狗

正趴在红毯上。“当时我心想，哪家的

狗儿好听话哟，主人买东西它还在外面

等着。”谁知，过了几个小时后，杨女

士发现狗狗还在原地，到了晚上她下班

时，狗狗仍旧没有离开。

杨女士走近观察狗狗，发现它是

一只白色的“串串”，体型比土狗大，

毛偏长，身上很干净。她伸手摸狗狗，

它不躲也不跑，眼神非常和善，“看

来不是流浪狗，比较亲近人”。这时

候，一位好心人买了一根火腿肠走过

来喂它，趴着的狗狗抬头望了火腿肠一

眼，然后把脑袋埋进腿里，装睡，喂水

它也不喝。

如今依然在金店附近流浪

肚子瘪了毛没了光泽

接下来的四天，狗狗一直在附近徘

徊，依旧不接受陌生人的食物和水，下

雨了就躲在屋檐下趴着。有一天，杨女

士看着不忍心，买了一根肉串，希望

“引诱”它跟自己回家，再帮助狗狗找

主人，但狗狗面对递到眼前的肉串，只

淡淡看了一眼，还是不吃。

杨女士尝试向狗狗招手让它跟她

走，但狗狗却不肯挪动一步，又回到

金店附近趴着了。

“狗狗已经在附近流浪五天了，

淋了雨水，又不愿意吃东西，毛失去了

光泽，肚子越来越瘪，精神也越来越差，

好怕它会死去。”杨女士告诉记者，她

现在租房住没有条件，不然早就把狗狗

带回去了。

忠犬走失街頭忠犬走失街頭55天天55
夜不吃不喝等待主人夜不吃不喝等待主人

濟南一交警給妻“割肝續命”
25年相濡以沫

一对结婚25年相濡以沫的夫妻，走

到了人生十字路口，在妻子因肝病面对
死神威胁时，丈夫毫不犹豫地要捐献自

己约三分之一肝脏，以挽救妻子生命。

山东省立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刘
军说，虽然技术方面他们会尽全力进行

手术，但患者一家老小全靠交警丈夫的

工资支撑，未来几十万元治疗费依然
“愁人”。

但无论如何，在丈夫眼中救命始终
是第一位的，“对于家庭来说，不管丈

夫还是妻子都是顶梁柱，少了谁都不行。”

50岁的槐荫交警董相勇说。
等肝救命，丈夫第一时间站了出来

7日上午，记者在省立医院见到董相

勇时，他正陪47岁的身体消瘦的妻子赵
殿梅说话。

“去年十月份住院，除过年回家待

了几天外，其余时间基本都在医院了。
”董相勇说，妻子2013年左右就感到过

肝部不适，吃了点药感觉没事，就没太

在意。没想到去年下半年开始病情急转
直下，妻子出现数次昏迷，最后被确诊

为急性肝衰竭，且肝腹水情况越来越严

重。
记者看到，即便经过治疗已经排出

了3000毫升腹水，但目前赵殿梅的肚子
依然相当于七八个月孕妇肚子的大小，

之前健康时体重在130斤左右的她，由

于长期难以进食，造成严重营养不良，
目前只有80来斤。

“大夫说，要想救命，就只有亲属
肝移植这一条路可走了。”董相勇说，3
月5日前后，他和妻子的两个弟弟分别

在省立医院进行了体检，均通过配型，
这意味着三人都可以给赵殿梅进行肝移
植。“身为丈夫，怎么能在这时候退缩
？”董相勇说，他马上向大夫要求将肝

移植给妻子。
“救命肝”有了，妻子却不“敢”要

现在的赵殿梅，平静地躺在病床上，

等待“救命肝脏”的到来，但在20多天

前，当这个女人第一次听说丈夫要捐肝
救自己时，第一反应却是“坚决不同意”，

妻子的态度让董相勇也没想到。

董相勇和赵殿梅是高中同学，后来
在熟人的撮合下走到了一起。身为警察

的董相勇忙得顾不了家，为让丈夫没有

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赵
殿梅始终在家照顾一家老小生活起居，

结婚25年来无怨无悔。

“他是家里的顶梁柱，这个家没我
行，但不能没他。”面对记者，赵殿梅

说出了自己当时的顾虑，20多岁的儿子
仍在上大学，需要不小的花费，家里还

有老人养老也需要钱，万一移植过程中

丈夫有个三长两短，今后这个家该怎么
办？而让弟弟捐赠，她更是觉得过意不

去。

“那段时间几乎天天哭，现在感
觉眼泪都已经没有了。”赵殿梅说，

肝脏移植及后续仍需要花费数十万元，

也让她没法下定决心接受丈夫的“救
命肝脏”。

“不着家”的警察学会了洗衣做饭

刘军介绍，虽然经过积极治疗，但
最近赵殿梅病情仍不断恶化，各项指标

较之前明显变差，且腹胀越来越严重，

药物治疗效果有限，“目前只能走肝移
植这一条路了。”

“家里不能没有你，不管花多少钱，付
出什么代价，我都要治好你。”董相勇对

妻子说，在他看来，妻子同样是家里的

“ 顶梁柱”。“结婚这么多年，要是没
有她无怨无悔地操持家务，我不可能安心

在外工作，这个家少了谁都不行。”
虽然对丈夫捐肝给自己仍有抵触，

但赵殿梅架不住丈夫整天的劝说，而她

也担心万一自己走了，家里谁来照顾？
共同生活这么多年，夫妻俩已经习惯了
拥有对方的日子。

之前的日子里，除了工作，董相勇

基本没管过家里事，做饭洗衣服都不会，
而在妻子生病后，这些本事他都慢慢学
会了，每天上午都会给媳妇煮鸡蛋，中

午熬稀饭。

“这位交警丈夫的做法令人钦佩。”
刘军也被董相勇的重情重义感动了，

“我见过许多父母为子女捐献的，少量

子女为父母捐献的，这种丈夫给妻子的
情况，非常少见。”

为凑后续治疗费，丈夫还要卖房

“不能说手术一点风险都没有，但
我们会尽全力给他们做好手术。”省立

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刘军告诉记者，

前期检查时，他们发现董相勇有轻微脂
肪肝，为了保险起见，他们还建议同样

具备捐献条件的赵殿梅的小弟弟也做好
准备，“手术当天一旦发现丈夫肝脏不

能用，就会启用‘第二梯队’。”

刘军说，虽然跟肾移植相比，肝移
植难度要大很多，因为两个肾相对独立，

而肝脏只能“割下”一部分移植，牵扯

到很多血管，缝合很复杂，但目前肝脏
移植技术也已相对成熟，是治疗一些晚

期肝病（乙肝肝硬化等）的最佳手段。

他表示，一般来说移植肝脏重量会占到
供体肝脏的三分之一左右，由于人体器

官中肝脏代偿（代偿，指由原器官的健

全部分或其他器官代替补偿功能或结构
发生病变的器官，记者注）能力非常强，

移植后供体剩余肝脏会不断再生，因此

“活体肝移植不会对供体以后的生活造
成什么影响”。

虽然已经到了万事俱备，只待移植
的时候了，但高额的治疗费用仍是这个

贫困家庭迈不过去的坎儿。全家从老到

小，全部花销都来自董相勇不高的工资，
工作这么多年家里也没攒下多少钱，目

前为给妻子治病已经花费十余万。董相
勇告诉记者，为了凑后续的手术及术后
康复等费用，他已经打算卖掉家里的房

子给妻子治疗。
刘军说，虽然已经争取医院减免部

分治疗费用，但由于肝移植需要的花销
实在太大，仍有待好心人捐赠。目前，

董相勇已经做好各种准备，就等着这周
六进行手术给妻子“割肝续命”了。

都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

各自飞”，但董相勇捐肝救妻的做法反

驳了这句话，大难考验下，两人患难之
情感动了众人。

日本侵華老兵後代立碑出書
代父向中國人民謝罪

“就这样，我把父亲的遗愿传递到了中国。因为谢罪得

到了中国人的欢迎，我感到内心获得了安宁”。“我企盼日

本政府能尽早做出发自内心的谢罪并做出赔偿，并且希望这

一方针绝不要再改变”。日本侵华老兵大泽雄吉后代仓桥绫

子，在其所写《宪兵父亲的遗言》一书中这样说道。

8日，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北京理

工大学出版社将该社出版的《宪兵父亲的遗言——父女两代

人的心路历程》图书捐赠给纪念馆。

据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社长林杰介绍，仓桥绫子女士的

父亲大泽雄吉，是参加过日本侵华战争的一名宪兵。大泽雄

吉在病重之时，拿出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自己对中国人民

所犯罪行的愧疚与忏悔，他希望，家人能将这些忏悔刻在自

己的墓碑上。

为此，仓桥绫子背负沉重的心理压力，走上了漫长、追

溯真相的路。

仓桥绫子多次来到中

国北京、沈阳、东宁等地，

探究父亲当年在中国战场

上犯下的罪行，替父亲的行为向中国人民道歉

谢罪。

她冲破来自家庭、社会的阻力，实现了父

亲的遗愿，在日本为父立起“赎罪碑”。

她曾委托日本侵华老兵东史郎将“赎罪碑”的照片，转

交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于2000年跟随

“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植树访华团”在南京植树，为中日

友好祈福。

最终，仓桥绫子将心路历程写成了书。

《宪兵父亲的遗言》责任编辑王佳蕾表示，仓桥绫子在

由教师向家庭主妇角色变换过程中，揭示了战争给普通家庭

带来的后遗症，以及给日本战后一代人带来的认知困扰。然

而，往事并不如烟，历史不容湮没。“无论如何都必须把过

去的事情清算干净。扣子扣错了就必须从头再扣，建立友好

的楼阁必须要先打好地基。”书末，仓桥绫子写道：父亲的

在天之灵和我一起从心底里祈祷日本与中国之间战火不再重

燃；祈盼亚洲的和平、地球的和平。

“宝贝不哭，叔叔在这里。”昨天

下午，在太原绕城高速上处理一起事故

时，32岁的高速交警高卫庭抱起了哇哇

大哭的小男孩，耐心地安慰着。这一暖

心的举动，在网络上流传开，赢得众多

网友点赞。昨日16时左右，高速交警

一支队四大队民警高卫庭和同事郝健一

起巡逻。当他们巡逻到太原绕城高速柴

村往东社方向65KM处时，发现一辆半

挂货车停在路中间，旁边一辆微型面包

车侧翻在路上。高卫庭他们赶紧停车，

打开警报，第一时间做好现场安全防护

，防止二次事故发生，同时拨打了120

急救电话。

此时，面包车上3个伤势不重的大

人，自己从车里爬了出来。而坐在副驾

驶座上的一名女子受伤较重，被卡在了

座位中不能动弹，司机正在想办法把她

拉出来，并向民警求助“快救救我老婆

！”高卫庭和郝健赶紧去帮司机的忙。

往过走的时候，高卫庭突然看到，

不到一米宽的中央隔离护栏里，一名三

四岁的小男孩，一边哭一边往护栏那边

爬，眼瞅着就要爬到对面的车道里。高

卫庭赶紧冲过去，一把把孩子抱起来。

这时，他才发现，小男孩头上满是血迹

和玻璃碴。很明显，刚才他就坐在侧翻

的面包车上。小男孩很显然并不知道刚

才发生了什么，只是一个劲地喊着“妈

妈！”高卫庭抱着孩子，向伤者询问孩

子的情况，才知道司机和被困的女子正

是男孩的父母。

看着男孩混杂着血水和泪水的脸庞，

高卫庭心里一阵难受。作为一个父亲，

他不愿孩子看到父母受伤的那一幕。他

抱着孩子走到安全的地带，一边逗孩子，

一边用身体将孩子寻找妈妈的视线挡住。

直到20分钟后救护人员赶到现场，高

卫庭才将孩子送到车上，继续开始现场

事故的处理。当天晚上，高卫庭在朋友

圈里发了这样一条消息，“不要让恐惧

刺伤孩子天真的童年……”

山西壹高速交警抱起大哭孩子暖心舉動獲贊



CC44軍事天地
星期一 2016年4月11日 Monday, April. 11,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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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
ffa
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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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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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G20 summit to be hosted by China this year 
should be about economics and not political 
issues like territorial disputes, China's foreign 
minister said on Friday, firing a warning shot 
ahead of the country's biggest diplomatic event 
of the year.

The summit, expected to be held in early 
September in the eastern Chinese city of 
Hangzhou, will gather major world leaders 
together like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Japan next month hosts a summit of Group of 

Seven (G7) nations, which China is not a part of, 
and has proposed discussing issues like Russia, 
Ukraine's conflict and the threat posed by North 
Korea's nuclear ambitions. 

Speaking to reporters after meeting his German 
counterpart,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said China wanted to make proposals at the 
G20 about global economic growth.

"We hope that the G7 can be like the G20 and 
concentrate on economic and development 
topics countries of the 
world are the most 
focused on," Wang said.

"...If certain countries, 
because of political 
aims, insert concrete 
issues like problems 
left over from history or 
disputes over territory 
or sovereignty into the 
G20, not only will this 
not benefit the issues' 
resolution, it could 
impact upon the regional 
situation and stability 
and is inadvis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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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Says G20 Summit Should
Be About Economics, Not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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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did not elaborate or name any country.

China has rattled nerves around the region with 
its increasingly assertive moves over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

China disputes ownership with Japan of a group 
of uninhabited islets in the East China Sea.

China claims most of the resource-rich South 
China Sea amid rival claims by Brunei,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Taiwan and Vietnam. 
(Courtesy www.reuters.com/article)

UNITED NATIONS, April 7 (Xinhua) -- UN 
Secretary-General Ban Ki-moon on Thursday 
said that diabetes now causes some 1.5 million 
deaths a year and called for healthier lifestyles on 
this year's World Health Day.

Diabetes is an ancient disease that is taking a 
growing toll on the modern world, said Ban in 
his message to mark the day.

Ban said that in 1980, 108 million adults were 
living with diabetes. By 2014, that number had 
risen to 422 million - 8.5 percent of adults -- 
reflecting a global increase in risk factors such as 
being overweight or obese.

"Even though we have the tools to prevent and 
treat it, diabetes now causes some 1.5 million 
deaths a year. High blood glucose causes an 
additional 2.2 million deaths," he noted.
The Secretary-General also pointed out that 
"the burden of diabetes is not equally shared, 
within or between countries. People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are disproportionately 
affected, but wherever we find poverty we also 
find disease and premature deaths."

"We can limit the spread and impact of diabetes 
by promoting and adopting healthier lifestyles, 
especially among young people," he said. "We 
must also improve diabetes diagnosis and access 
to essential medicines such as insulin."

To do this, Ban underlined the cooperation 
among governments, health-care providers, 

people with diabetes, civil society, food 
producers and manufacturers and suppliers of 
medicines and technology, saying that they must 
all contribute to changing the status quo.

Concluding his message, Ban called for global 
efforts to "halt the rise in diabetes and improve 
the lives of those living with this dangerous but 
preventable and treatable disease."

Last year, governments adopte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which include the target 
of reducing premature mortality from non-
communicable diseases, which include diabetes, 
by one-third. The theme of this year's World 
Health Day, which is on April 7, is "beat 
diabetes". (Courtesy news.xinhuanet.com/
english)

NEW YORK, April 7, 2016 (Xinhua) -- A poster reads "Follow Medical 
Advice Beat Diabetes" is seen at the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in New 

York, on April 7, 2016, World Health Day. UN Secretary-General Ban 
Ki-moon on Thursday said that diabetes now causes some 1.5 million 

deaths a year and called for healthier lifestyles on this year's World 
Health Day. (Xinhua/Li Muzi)

Diabetes Cause Of 1.5 Mln
Deaths A Year: UN Chief 

BEIJING, Jan. 14, 2016 (Xinhua) -- Chinese State Councilor Yang Jiechi (C, front) poses for a group photo with delegates 
attending the first G20 sherpa meeting during its opening ceremony in Beijing, capital of China, Jan. 14, 2016. (Xinhua/

Zhang Ling) 

UN Secretary-General Ban Ki-moon

MEXICO CITY, April 8, 2016 (Xinhua) -- Soda bottles are displayed for sale 
in Mexico City, capital of Mexico, on April 7, 2016. According to local press, 

in Mexico around the 70 percent of adults have obesity or overweight 
and the country registers the highest number of deaths from diabetes 
in Latin America, revealed in a study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UN Secretary-General Ban Ki-moon on Thursday said that diabetes now 
causes some 1.5 million deaths a year and called for healthier lifestyles on 

this year's World Health Day. (Xinhua/Alejandro Ayala)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speaks at a joint news conference with 
Australian Foreign Minister Julie Bishop at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n 

Beijing, China, February 17, 2016. (Photo/Reuters)

美稱中國造轟炸機需壹條
用20年3千億美元研發
美媒称，中国正在开发两种新

型隐形战斗机、隐形无人机、新型

巡航和弹道导弹，然而北京迄今为

止一直并未尝试开发新的轰炸机。

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3

月31日刊登戴夫· 马宗达《中国军事

武器库填补不了的巨大空白》一文

，文章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一

直依靠升级后的轰-6K，这种轰炸机

可以携带多枚巡航导弹。但考虑到

太平洋的辽阔以及一旦发生冲突美

国和中国飞机可能要飞越的广大区

域，对于北京来说开发一种远程轰

炸机才符合逻辑，这样就可以攻击

美国一些更遥远的基地或者攻击海

上的美国航母。此外，如果美军在

战争中攻击中国大陆，北京将只有

两种还击的选择。其中一种是利用

核武器——而这将意味着第三次世

界大战的开始——或者网络攻击。但

是，它必须要有用常规武器进行回

击的手段。

有传闻说，中国一直试图从俄

罗斯购买图-22M“逆火”轰炸机生

产线，但是这种努力一直没有成功。

然而，中国若曾经试图购买“逆火”

生产线也是讲得通的，因为北京提

出的反介入与区域拒止战略的大部

分内容借鉴了苏联的一旦冷战变成

热战则切断欧洲与北美联系的计划。

苏联人也设想过用潜艇、军舰、轰

炸机发射的巡航导弹战胜航母作战

群的方案。中国的反介入与区域拒

止战略唯一的新内容在于它的反舰

弹道导弹。

文章称，中国还缺少足够的空

中发射的巡航导弹。升级后的轰-6K

是一个可用的平台，但是一种更新、

能力更强的轰炸机对中国人来说可

能更有用。这种更新的平台可以是

远程隐形轰炸机，或者是一种携带

战区外发射型巡航导弹的轰炸机，

类似于俄罗斯的图-160“海盗旗”轰

炸机。但迄今为止一直没有看到中

国开发一种新型远程轰炸机。

为什么会这样？文章称，答案

很可能是推进器的问题。中国人尽

管努力多年，但一直没有能开发出

一种可靠的、可以大规模生产的喷

气发动机。今年早些时候，中国政

府承认其发动机技术尚未达到顶级

水平，中国的军事技术与一些发达

国家之间还存在“绝对的差距”。

文章称，然而，中国已经把喷

气发动机技术开发作为一个优先考

虑重点。据总部设在上海的航空咨

询公司帆船集团估计，北京将在未

来 20 年投入 3000 亿美元发展民用

和军事飞机发动机项目。路透社援

引不同渠道的消息说，中国的航空

公司已经雇了外国工程师和前空军

人员进行发动机开发。这意味着北

京很可能最终将能够建造自己的喷

气发动机，一旦做到这一点，我们

完全可能看到中国出现一种新型轰炸

机。

外媒關註中國軍改：
已洞察俄軍與西方的軍改得失

外媒称，中国人民解放

军正经历上世纪80年代以来

最大的改革和重组。这次重

组伴随着创建21世纪战斗力

的现代化改革，也是这次现

代化改革的重要补充。中国

希望打造一支装备更精良、

可以完成多项目标的模块化

部队。

中国军方密切关注着其

他国家的军事现代化计划，

尤其是2008年入侵格鲁吉亚

后俄罗斯军队的改革，而且

借鉴了其中的一些主要理念。

不仅如此，俄罗斯的军工产

业也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现

代化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

俄罗斯和苏联时期的军事遗

产将作为中国最新军事力量

的关键要素。

格鲁吉亚战争后不久，

俄罗斯国防部长阿纳托利·

谢尔久科夫便发起了对俄军

的全面重组。虽然谢尔久科

夫的军事重组只是在2020年

前重新武装、改革俄罗斯军

队三部曲宏大计划其中的一

部分，这次重组到目前为止

是改革中最有争议的。在四

年内，俄罗斯军队舍弃了许

多根深蒂固的做法。俄罗斯

大幅削减军官数量，军队从

苏联时期的师级建制改为北

约式的旅级作战结构，其军

事教育体系也进行了根本调

整。

俄罗斯突然吞并克里

米亚及目前在叙利亚的军事

行动，令不少专家宣称俄罗

斯军队是一支重整旗鼓的

现代化作战机器——这似

乎是肯定了谢尔久科夫的

做法。一些中国军事评论

家也表达了对俄罗斯最新

军事改革的赞赏，并且公

开呼吁中国人民解放军把

俄罗斯的军事改革作为模

板。然而，这样的观点并

不是普遍的。中国国防大

学的王宝付教授表示，无

论在乌克兰还是叙利亚，

俄罗斯大多使用的是苏联

时代的武器和技术。裁员

和士气令俄罗斯再续军事

辉煌，但是俄军在很大程

度上仍是一支依赖于过时

武器的部队。

俄罗斯的“东方”、

“西方”系列大规模军事演

习，也给海内外观察人士留

下了深刻印象，但是在远东

地区的“东方2014”演习，

暴露了俄军在协调方面以及

缺少现代化军事装备的长期

问题。

表面上看，解放军的重

组和军事改革计划与俄罗斯

不久前的军事重组的多个关

键目标是一致的。两国的军

事战略家一致认为，在指挥

控制一体化的架构内组建快

速反应部队是重中之重。尽

管中国的军事专家认为，模

仿美国的军事模式对中国或

俄罗斯并不可行，但是西方

的旅级指挥结构广受青睐。

报道认为，中国人民解

放军踏上了雄心勃勃的改革

重组之路。仅是替换过时装

备一项任务，就将贯穿至

2020年。中国认真学习着西

方和俄罗斯军事改革的得失

，洞察最佳的做法和潜在的

危险。虽然目前就评价中国

的军事改革仍为时过早，但

是中国做出重大改革的能力

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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