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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
4月中旬來勢洶洶的暴風雨，休士
頓災情慘重，造成8 人喪生，眾多
低漥地區積水不退，洪水侵襲讓民
眾苦不堪言。美南銀行(Member
FDIC)在了解社區民眾在洪災後，
對於人參及財產保險規劃特別重視
，7日於社區會議中心舉辦 「明天
過後，該如何抵抗洪水猛獸」 社區
服務講座，邀請安穩保險負責人楊
德清，為大家講解應該如何規畫洪
澇保險以避免天災損失。

楊德清表示，FEMA根據地面
高度和洪澇的可能性，將洪澇區域
以字符代表，分為A,AE,B,C,V,D,
X,X 陰影等，簡單說，除 C,X 區

(500年泛澇區)之外的其他區，都
算洪水區，貸款都要強制屋主買洪
水險。而地面水位上漲造成的損失
，上面下來的雨水損失不屬於泛澇
險。

楊德清提到保費，若不在洪水
區，過去沒有理賠紀錄的區域，會
得到最優惠的價格，價格會在400
元左右。若在洪水區，那就得做一
個高度評估(Elevation certificate)
，價格會取決於住宅高度與平均泛
澇線的相對高度，越低越貴，越高
越便宜，從300元到幾千元不等。

他補充，出租房和自住房有保
費價格差異，同等條件下，出租房
會比自住房貴225元左右。若是在

泛澇區，也有公司不收額外費用的
。如是自住房，需提交險視該自住
房地址的駕照複印件，或簽署保險
公司提供的 「房屋自住證明書」 。
而住宅房最高限額25萬、商業建
築最高50萬，而最高險額可延伸
至75萬。

休士頓近年來平均每一年都會
遇到一次洪水災情，楊德清建議，
建房時要考慮排水，加強排水系統
，後院低的房屋兩側要增修排水通
道。室外可加蓋防雨棚，預先購買
泛澇險，注意天氣預報，盡量避免
外出，注意人身安全。有任何疑問
， 都 可 來 電 安 穩 保 險
713-952-5031。

美南社區服務講座 楊德清主講洪澇保險

圖：楊德清為民眾解釋洪水險須知。(記者黃相慈／攝影)

識家鄉人，吃家鄉飯，聊家鄉事
，聽家鄉音，唱家鄉曲，系家鄉情，
這是我們內蒙古同鄉們的共同期望。
內蒙古同鄉會正在籌備舉辦初夏大型
聯歡聚會，為同鄉們創造相互認識，
充分交換信息，自由交流的機會，促
進同鄉們建立起日常的交往和合作。

聯歡聚會時間：2016年 5月 21
日，星期六下午5時30分開始

聯歡會聚地點：5905 Sovereign
Drive, Houston, TX 77036. 中國人活
動中心多功能活動大廳。

本次聯歡聚會免費向所有內蒙古
同鄉開放，也邀請僑社各界朋友參加
。同鄉會期望參加者以家庭為單位自
帶食品、水果和飲品，與同鄉們分享
。同鄉會真誠邀請各工商企業和個人
讚助聯歡聚會，支持內蒙古同鄉會。
同鄉會為這次聯歡聚會安排的主要活

動非常豐富。
A.信息交換。提倡和鼓勵交流工

商和生活信息，鼓勵張貼和分發簡介
廣告、名片，鼓勵介紹自己的生意和
服務，以及生活技能，以便同鄉們在
今後加強合作，互相幫助，共同發展
。同鄉會還將收集同鄉們的商業等相
關信息，稍後製作成同鄉黃頁放在同
鄉會的網站上，方便同鄉生活，增強
同鄉之間的聯繫和服務。以不同方式
贊助這次聚會的企業和個人將有機會
在聚會上隆重介紹自己。或許聚會還
可以幫助各種愛好者找到自己的球友
、歌友或牌友等。

B.文藝表演和才藝展示。演唱內
蒙古民歌，歌唱關於內蒙古的歌、內
蒙古人創作或者首唱的歌；內蒙古的
舞蹈、戲曲，以及其他具有內蒙古地
域特色和風格的才藝展示和文藝表演

。歡迎演唱自己家鄉歌曲和
小調，或用家鄉話講段子，
說笑話等。形式不設限，只
求相互娛樂，活躍氣氛。

C.內蒙古美食品鑑。請同鄉們大
展廚藝，把你們親自烹調的美味佳餚
帶上與同鄉們分享。聯歡會現場將評
選“最受同鄉歡迎美食獎”。凡是有
意角逐“最受歡迎美食獎”的同鄉，
請認真準備：
• 必須是自己動手在家裡烹調的；
• 參加評選的菜餚需要有一定的量；
• 菜餚需具有內蒙古地域特色和民族
風格，歡迎展示內蒙古的傳統食品、
風味食品，或者是具有內蒙古特色的
創新美食；
• 需要標示出菜餚名稱，主要原材料
等；
• 通過微信、郵件、以及電話報名，

並在入場登記時申報參加評選；
• 獲獎菜餚製作人需要現場介紹菜餚
，分享給更多的人，讓他們能夠在美
國也可以享受到自己喜歡的家鄉美食
。

D.為了豐富小朋友的活動，聯歡
會還專門安排了12歲以下少年兒童現
場繪畫、著色和摺紙等競賽，並準備
了豐富的獎品。
E.自願開展園藝交流、種子、樹苗和
菜苗交換等。
F.聯歡聚會還有抽獎、地方特色的有
獎遊戲和卡拉OK。

內蒙古同鄉會的宗旨是聯絡鄉情
，服務同鄉，團結互助，共謀發展。
我們期望通過聯歡聚會為大家建立更

好的溝通和交友平台，把大家聯繫在
一起，凝聚在一起，增進鄉情和友誼
，加強交流與合作。歡迎大家通過微
信、郵件、電話儘早報名。同時也期
望和拜託大家轉告你認識的同鄉，代
同鄉會邀請他們。

聯 絡 電 話 ： 張 憲 寬
832-766-8003

劉貴明 713-306-2826
郭玉祥 832-646-1388
同鄉會電子郵箱：ima_usa@ho-

tmail.com
同鄉會網站：www.imassocia-

ton.net
微信群：休斯頓內蒙古同鄉朋友

內蒙古同鄉會5月21日舉行初夏大聯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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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讀圖

休城工商

休斯頓第49屆國際電影節“全景中國”回顧特集(上)

本報記者
吳凱俊 報導

2016年4月16-17日- 休斯頓第49屆國際電影節頒
獎晚宴在Double Tree Hotel以及全景中國頒獎典禮休斯頓
市中心的老牌電影院Majestic Metro紛紛完美落幕.來自72
多個國家近千部電影參加電影節﹒49屆電影節增加了
《全景中國》這個項目﹐中國20多部電影及紀錄片參展﹐多
部電影及紀錄片獲得大獎. 這次休斯頓國際電影節由“美
國休斯頓國際電影節”組委會﹑美中藝術節協會和夢河傳
媒公司共同發起﹒休斯頓國際電影節最早由Hunter Todd
創辦於1968年﹐堪稱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獨立電影節﹐與
舊金山電影節﹑紐約電影節並稱為北美地區三大評選性質
的電影節﹒此次電影節邀請到上百名資深電影人﹒其中
包括《出山》﹑《九層妖塔》,《太極先鋒》﹑《狼》﹑《北京卡門》﹑
《讓愛回家》﹑《一個人的課堂》等故事片﹒

美中藝術節協會會長﹑全景中國組委會主席蔣銳表示將
休斯頓國際電影節比喻成伯樂,強調藝術無國界﹐呼籲更
多的中國電影人加入推動中國電影藝術走向世界﹒

休斯頓國際電影節的創立者及主席Hunter Todd致詞
介紹了電影節的歷史﹑影響和對此次電影節的展望﹒圖
左為美中藝術節協會會長﹑全景中國組委會主席蔣銳,
圖右為中國知名導演陸川代表電影九層妖塔

休斯頓國際電影節全景中國匯集一線新老牌實力
派明星助陣包括奧斯卡終身評委盧燕, 圖左為盧燕
好友休斯頓知名雕刻藝術家王維力老師

美南新聞集團總裁李蔚華先生(圖左)與美南山東同鄉會老
會長豐建徫醫生(圖右)也紛紛致辭﹐表示希望更多的中國電
影人加入此行﹐促進中美文化的交流﹐幫助更多的中國好電
影登上國際舞臺

實力派演員呂麗萍(圖左)和華裔知名化妝師譚
冰冰(圖右)合影於晚宴中﹐對曾替多位香港明星
服務的譚冰冰其化妝技術和打造時尚的理念贊
不絕口﹒

由山東電影制片廠﹑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廣西天昌投資有限
公司﹑重慶笛女阿瑞斯影視股份有限公司聯合出品的電影《出
山》﹐由中國著名演員盧奇主演的《出山》（The Compact Desti-
ny of Stone）榮獲最佳外語片小金人﹑電影金獎﹒主演盧奇(圖
左三)﹑李梅可(圖左二)﹐吳玉盛(圖左五), 導演王坪(圖左四),出
品人傅曉陽(圖右三)﹐編劇任國平(圖右一)等均親臨電影節現
場

獲得全景中國最佳男演員獎的資深演員孫海英
發表得獎感言

本報記者黃梅子報導

黃金點心茶寮點心好吃、粵菜地道！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休

斯頓，黃金點心茶寮以供應地
道點心及粵菜而馳名。黃金點
心茶寮原來開在黃金廣場，因
為食客越來越多，所以 2012
年7月搬到百利大道西側的龍
珠樓廣場，新店裝修得金碧輝
煌，也大了很多，有33張臺，
還有一個兩張臺可坐25人的包
房，能容納超過200人同時就
餐。黃金點心茶寮7天營業，
全天都供應點心。黃金點心茶
寮有80多種點心，炒菜也有
80多種，其中有不少點心和粵
菜是大廚獨創的。點心師傅是

從舊金山請來的，他已做了30
多年的點心，經驗老到；傳統
點心難不到他，更難得是勇於
創新，不時都有新派點心出爐
。黃金點心茶寮的點心不油不
膩，酥酥香，剛剛好。尤其是
師傅拿手的流沙包和榴蓮酥，
味道好極了，吃完後感覺頰齒
留香，回味無窮。

黃金點心茶寮的粵菜地道
正宗，就連每天中午的特價午
餐都有40多種菜色。最值得推
薦的是10人份的黃金喜慶套餐
，有$238.88和$288.88兩種可
供選擇。菜式豐富繁多，如果

您是素食者，那就更要來黃金
點心茶寮了，這裏的素菜清新
爽口，特別為您推薦鹹蛋黃炸
豆腐和鴛鴦炒飯，在別的飯店
是嘗不到的。最近推出新特价
北京片皮鴨（包括10個面夾）
，一只21.95元。

黃 金 點 心 茶 寮 Golden
Dim Sum

地 址 ： 10600 Bellaire
Blvd, Ste105, Houston,
TX77072

電話：281-495-1688

榴蓮酥 特價午餐——四季豆牛肉飯

鳳爪

北京片皮鴨一只（包括10個面夾），特價21.95元。排骨蒸腸粉

清蒸鱸魚

蒜蓉開邊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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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贈不銹鋼水槽
32種花崗石任您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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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OFF

花崗石

平方呎

Peach &
Tea Brown

特價

帶按裝費＊

$14.95

＊櫥櫃15%折扣
並有送貨及按裝服務

優質
楓木實木櫥櫃
軟滑軌關閉抽屜

NEW
白色活動櫥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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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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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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為何很怕江青：
她壞事做起來心狠手辣

林彪折戟沉沙后，我始终想

不通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把林彪

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是谁

提的？

我问汪东兴同志，我说：

“为什么要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

进党章，是谁提议的？”

汪东兴说：“是江青提的。”

这些工作量是很大的。

当揪出了林彪的一批黑干将

后，我明显地看到，主席的身体、

精神不如从前了，一下子变老多

了，他后悔选定林彪作为接班人。

他对国家的前途命运苦苦思虑，

白发骤增，我们无不为毛主席的

身体而焦虑。

而江青却趁这个机会四处表

现自己，踌躇满志。早在九大时，

她就想当副主席，这回似乎该轮

到她了。为了表白自己的立场，

她声讨林彪：“这几年，他采取

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想把我干

掉。”她还说：“我是在与林彪

的接触中，并同他进行斗争中逐

步了解了林彪。”

江青似乎忘记了，林彪作为

接班人就是她要求写进党章的，

是她首先提出来的，她真是一个

善于脑筋急转弯、稔熟自圆其说

的人。

1968 年 10 月 17 日中共八届

十二中全会讨论党章时，江青提

出，“林彪同志很有无产阶级革

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

就应该写在党章上。”“作为接

班人写进党章。”她进一步强调

说：“一定要写!”

1968 年 10 月 27 日讨论党章

时，江青“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毛

主席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

1969年 4月中央讨论修改党

章的会议上，江青说：“林彪的

名字还是要写上，我们写上了，

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全国

人民放心。”

张春桥第一个赞成。他说：

“是这样，写在党章上，这就放

心了。”

康生极力吹捧林彪，他说：

“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

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关系到我

党、我国今后命运，关系到我国

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彪同

志很谦虚，他要求把党章草案提

到他的那一段删去。我们的意见，

这一段必须保留。林彪同志是毛

主席的接班人，这是会上公认的，

是当之无愧的。”又说，“我的

意见，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

人是应当写入党章”。

之后，起草报告的人对毛主

席也不同程度地说了假话。他们

对主席讲：“大部份同志要求把

林彪作为主席的接班人写进党章，

写进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以进

一步提高他的威望。”

康生在吹捧林彪时，他自己

心里也不是滋味，起初提出的候

选人有康生，但是在搞无计名投

票时，康生少了几票，他当天晚

上就追查汪东兴，汪东兴说：

“谁没有投票，我怎么知道？”

关于林彪的名字是否写进党

章的问题，主席考虑了一个晚上，

最后对“写作班子”说：“既然

大多数同志都同意，那就把林彪

写进去吧。”

主席哪里知道，实际上只有

那么几个人在为此事闹腾。有些

同志虽然口头上同意，但心里却

不怎么赞成，因为选定林彪作为

接班人是主席提出来的，所以只

好附和同意了。

此后，江青跟林彪的关系便

难以琢磨了。

因为江青的好多事情不得不

倚重于林彪。但林彪虽然在许多

场合也在吹江青，可他眼睛盯着

的还是主席这里。于是二人总是

在“换手搔背”，相互利用着。

多少年来，林彪既用语录、

口号和“天才”吹捧毛主席，又

跟叶群一起在各种不同的会上高

度评价江青，给江青以许多桂冠。

这对于想当副主席的江青来讲，

是求之不得的事，加之主席又在

会上讲她不能当副主席，她非常

需要林彪和叶群这样为自己“提

高威望”。可作为林彪来说，他

并不认为江青有多了不起，只是

看到主席这里的份量太重了。

说实在的，江青并不希望林

彪当副主席。但是林彪还是当了。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就不得不

在很多场合支持林彪了。所以，

她的心里还是比较矛盾的。

江青与林彪的关系就是这样

微妙。

江青与林彪尽管在相互支持，

都不公开他们各自心中的账。

江青好事可以做，但坏事做

起来特别心狠手辣，林彪对此是

很害怕的。

那么，陈伯达对江青与林彪

二人的态度呢？陈伯达是“文革小

组”组长，江青是副组长，天天

处在一起，对江青了如指掌。他

最初跟江青搞得很亲密，但发现江

青经常张狂害人，担心自己落得

个不死不活的下场，所以后来只

好倒向了林彪。而林彪正缺“文

人”，很快，林、陈搞在了一起。

尽管陈伯达找林彪作了“保

护伞”，但他哪里斗得过江青。

本来，九大的政治报告

主席指示由陈伯达、张春桥、

姚文元三人起草，但张、姚跟

江青是铁了心的，在“文人相轻”

和“难有共鸣”中，陈伯达一下

子孤立了出来。

但陈并不罢休，他的“姜”

确实比张春桥、姚文元“辣”得

多，他很快就写出了政治报告，

尽管张、姚联合了康生，但送到

主席这里还是晚了一步。

这天晚上，陈伯达把报告呈

送给了主席。主席当时提出了一

些修改看法，陈伯达坐在一旁，

一字一句地记录了下来。

陈伯达离开主席这里，显得

很得意。他把主席的意见报告给

了周恩来，却没有给江青、张春

桥、姚文元讲一声。

于是，江青就拿此事对陈伯

达开刀，说陈伯达“封锁主席的

声音”，勒令陈伯达作检查。

后来，主席用了张春桥、姚

文元写的报告。

虽然陈伯达根据主席的意见

修改了报告，并呈送给了主席，

但主席连拆也没拆，就在信皮上

批道：退陈伯达。毛泽东。

听说陈伯达拿着退稿大哭了

一场。

毛主席说：“陈伯达太不像

话，怎么能单干呢，这不好嘛!”

当陈伯达在 1970年的庐山会

议上极力捧林彪时，主席说：

“这人成心要把事情搞乱。林彪

白天来了个突然袭击，陈伯达就

在晚上搞袭击。不知道他们究竟

要干什么。”

陈伯达倒台了，江青高兴了。

“封锁毛主席的声音”问题，

江青没有整倒陈伯达，陈还是排

行第四。可这回陈伯达什么也没

有了，江青兴奋得四处请客，说

“陈伯达早就该整一整了，现在

终于把他拉了下来，真是大快人

心。”

1970 年 11 月 16 日，中央下

达的《关于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

示》中，把陈伯达定性为“假马

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

林彪跟陈伯达不一样，作为

接班人，他是被写进了党章的，

所以主席当时还是很慎重的，如

果把林彪与陈伯达拉到一起来批，

这对中国很多人来讲是不好接受

的。因此主席思考再三，决定

“保林批陈”。就是在党内开展

“批陈整风”运动中，主席也很

少提及林彪的问题。但毛主席没

有想到，林彪在此后开始磨刀了，

阴谋政变，谋害毛主席。

当时毛主席作出“保林批陈”

的决定，其用意是很清楚的。

过了一段时间，江青大概感

到林彪还是“稳”的，觉得写进

党章的东西还是管用的。于是她

给林彪拍了一张学习毛主席著作

的照片，发表在第七、八期《人

民日报》合订刊和《解放军报》

合订刊上，题目为“孜孜不倦”，

署名为“峻岭”。

当林彪出逃后，江青摇身一

变，成为批林的先锋，被任命为

“林陈专案组”的主要成员。位

子也一下子显赫了起来，在党和

国家的领导人中，她排行第四，

居于周恩来、康生之后。

1971年 10月 3日，中共中央

下达通知：“为彻底审查、弄清

林——陈反党集团问题，中央决

定成立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

关问题。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

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

吴忠十人组成。在专案组领导下，

设立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汪东

兴两同志负责进行日常工作。各

地、各单位今后凡向中央上报有

关林——陈反党集团的揭发材料，

统一以绝密亲启件送交中央专案

组统一处理。”

1902 年，王蒲臣出生于浙江

江山县城内一个行医家庭。1912

年，王蒲臣进入江山县立文溪高等

小学读书，在这里结识了一位比他

大五岁的高年级同学戴春风。作为

新生，王蒲臣经常被老生欺负，戴

同学知道后，出面怒斥老生，主持

公道。同学们以为王蒲臣和戴春风

是亲戚，于是以后再也没有人欺负

他了。和王蒲臣一起读书的同学中

，还有一位被王蒲臣称作“五哥”

的远亲毛善馀。戴春风和毛善馀后

来分别改名为戴笠和毛人凤。在这

个小学里，王蒲臣还结识了一位比

他大四岁的高年级同学张冠夫，后

来张冠夫成了军统局少将处长。

1935年12月5日，王蒲臣被昔

日学长戴同学好说歹说，辞去位于

南京的江苏省民众教育馆馆长的职

务，进入军统局前身的国民政府军

事委员会特务处甲室(机要室)工作

，成为戴笠的左膀右臂。

据王蒲臣九十岁时回忆，在这

个甲室工作期间，只有十位同事不

分昼夜，随到随办，以“不令文电

有丝毫积压为原则”，因此每天晚

上都要到深夜二三点才能睡觉，办

公时间在十八个小时左右。他们经

常在处理的文稿上，写上“急急急

，十万火急，片刻不得停留，停留

便要杀头”的字眼，同时写明日期

时间，以示层层负责，尤其督促接

到这个电报经办人员不得延误。对

此王蒲臣非常自豪：这是抗战获得

胜利的重要因素啊！

也就是在一年前，“五哥”毛

同学在戴同学的劝说下，进入军事

委员会特务处下属的浙江警官学校

出任上尉军官。而张冠夫从 1932

年起已在南京的特务处工作。他们

四人，可谓中国传统社会中最为典

型、最铁的社会关系：同乡+同

学+同事。他们的交往友情，一直

分别延续到 1946 年 (戴笠去世)、

1956年(毛人凤去世)、2000年(张冠

夫去世)。

从 1935 年为戴笠掌管文书和

翻译电稿做起，到 1945 年抗战胜

利，这十年中，作为一个普通书生

，王蒲臣在军统系统中从底层做起

，跟随戴笠摸爬滚打，西安、汉口

、无锡、长沙、衡阳、上海、贵阳

和重庆等地，到处留下他的足迹，

包括协助戴笠参与西安事变的解决

，以及事后囚禁杨虎城等。

1937 年“八一三”淞沪抗战

后，8月14日王蒲臣和戴笠坐火车

抵达上海。为避人耳目，他们住在

两个地方，同时以王蒲臣的住所为

联系中心。9月初的一天，戴笠告

诉王蒲臣：“我用了一个化名张复

中的日本人，他在这里成长，会一

口很纯正的国语，我约定了一个地

方，明天由你去和他见面，要始终

保持我昨天告诉你的原则，此后凡

是他送来的文件，都由你收转。每

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也都由你决

定，见面时之谈话要点必须记下。

你只要告诉他你姓林就是，其余的

不必多言。”

第二天，王蒲臣和这位化名为

张先生的日本人见面。王蒲臣记得

这位日本人短小精悍，目光炯炯有

神，一口非常流利的国语，根本看

不出是日本人！随后王蒲臣和他每

十天见面一次，时间和地点随时变

动。王蒲臣回忆，这位日本人提供

的文件，对随后国民党的“八一三

”抗战时期的军事行动，“确实起

了很大的作用”。

在戴笠手下做特务工作的这段

日子里，给王蒲臣印象深刻的是戴

笠的工作态度。戴笠有时电话王蒲

臣，故意询问某人的电话号码，同

时不准他翻看记录本。他还时常考

验王蒲臣，说很多话但是不许王蒲

臣用笔记录：“身为情报工作人员

，一切都要放在脑子里，不容许翻

本子的，一要保密，二是省时。”

“一张纸和一支笔，固然对工作帮

助很大，但有时会得相反的效果。

所以革命工作者，是不能完全依赖

笔墨的，要把脑子训练成照相机一

样，一看就照进去，用到时马上就

可以洗出来。”在戴笠的影响下，

王蒲臣把上海常用的电话号码，几

乎能够记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1945年 8月抗战胜利时，他升

任军统局驻平津总督察兼理肃奸工

作，同时兼任第十一战区司令部少

将参议。而他独当一面有所“作为

”则在 1946-1949 年，在此时期，

王蒲臣一口气担任本兼各职好几个

，达到了他特务生涯的巅峰。

台北花园公墓内与王蒲臣墓比邻的张冠夫墓

戴笠教人做特務：
要把腦子訓練成照相機壹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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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達國家對外援助“錢景”尷尬
附加條件遭詬病

经合组织日前公布 2015年度发达国家向发展中

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报告显示，28个发达经济

体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仅占国民总收入的 0.3%，远

低于联合国提出的 0.7%的门槛。这项旨在促进发展

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国际合作资金“钱景”尴尬。

多数发达国家对外援助支出低于联合国标准

作为衡量各国对外援助支出的重要指标，联合国提

出发达国家官方发展援助与国民总收入比应为0.7%。

但在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 28个成员国中，仅丹

麦、卢森堡、挪威、荷兰、英国和瑞典 6个国家达

到 0.7%的水平。

报告显 示 ，2015年 发达国家官方发展援助资

金同比增加了 6.9%，但增量部分主要用于处理难民

事务。

去年，150万难民向经合组织国家寻求庇护，其

中 100多万难民流向欧洲国家。按照发展援助委员

会的规定，允许成员国在接受难民第一年将相关收

入纳入官方发展援助之中。奥地利、希腊、意大利、

荷兰、瑞典等国去年难民救助资金占政府发展援助

支出的 20%以上。

然而，扣除难民救助资金，发达国家官方发展

援助资金去年净增长仅为 1.7%，低于许多发达国

家 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去年，22个发达经济

体的官方发展援助资金增加，但 6个国家的援助金

额下降，其中下降最多的国家是葡萄牙和澳大利亚。

从账面上看，援助资金总量看似一直在增加，

但这距离占国民收入 0.7%的标准仍有很大差距。不

免让人觉得发达国家有“口惠而实不至”之嫌。

发达国家援助较少惠及生产或基础设施领域

官方发展援助，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或多

边机构提供的援助，旨在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

展和福利水平。这种援助被认为是典型的经济外交

模式。分析称，长期以来，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多

投向发展中国家原材料生产领域或其他人道主义领

域，而没有投资到生产领域或基础设施领域。受援

国经济无法根据自身需求进行发展，并丧失应对危

机的内部机制，导致在经济上长期依赖援助。

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可以分为战略援助、发展援

助和人道主义援助 3种类型。发展援助也多以扩大

出口、确保资源供应等对外经济利益为目的，将援助

国的经济利益与援助挂钩，从而获得长远的经济利

益。由于经济环境影响，许多发达国家开始收缩财

政，因此本身就占比很小的援助资金更加捉襟见

肘。

实际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就多取决于

其本身积极加入全球市场分工的努力，而非援助款

项的多寡。赞比亚经济学家丹比萨· 莫约直言，非洲

并未从政府开发援助中得到真正的帮助。莫约在

《致命的援助：无用援助的破坏和新的出路》一书

中说，尽管 1970年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接受了数

千亿美元的援助，但是该地区大部分国家仍陷入腐

败、疾病、贫穷和对外依赖的循环之中。1970年至

1998年，非洲接受的官方发展援助处于高峰时期，

同时期非洲的贫困率则从 11%激增至66%。

莫约表示，在经济层面，官方发展援助实则无助于

提升非洲国家生产部门的竞争力，而降低了产品出

口的能力。

实效不高的官方发展援助遭到更多的质疑

非洲战略咨询师洛朗· 比戈则认为，官方发展援

助的具体目标一直为人所忽视，0.7%的量化目标本

身就体现了发达国家对非洲的怜悯目光。他认为，

非洲应当加强自身发展，而非依赖救济。

因此，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反对实效不高的官

方发展援助，认为这是阻碍非洲可持续发展的一个

重要因素。此外，发达国家在给予非洲国家各种援

助的时候被诟病最多的是那些苛刻的附加条件，被

认为是干涉非洲国家内部事务。

法国国际关系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塞尔热· 米夏洛

夫在其《开发援助何用？》一书中表示，在未来数

十年，一些国家遭受危机的冲击，将间接影响到富

裕国家，因此必须在危机地区保持可持续发展，这

就需要政府对开发援助进行重新调整。欧盟委员会

去年的一份报告也指出，如果没有在卫生、教育、

基础设施以及绿色能源等方面制定真正切合实际的

政策目标，政府开发援助将是做无用功。

談 TPP：各國與美國在經濟上
捆綁，美國將更安全

在过去的 6年里，美国经济的运行为这

个国家创造了1400万个就业岗位。为了创造

更加良好的就业形势，我们必须努力将每一

点滴经济增长的潜力变为现实。对于今天的

美国来说，已经有大量的商业机会出现在亚

太地区，而这一地区即将成为这个世界上活

力最强、利润最大的市场。增强与这一地区

的贸易关系将给美国公司及美国产业工人带

来巨大利益。而且，这将有利于我们在与对

手的竞争中获得优势。我指的是，在过去几个

月的总统竞选活动中，大家天天谈论的那个

国家。你没猜错，我说的就是中国。

当然，中国在亚太地区也有巨大的商业

利益，所以中国才如此急迫地希望与该地区

国家签署贸易协定。中国与亚太地区国家之

间的贸易协定对美国非常不利，而且将夺走

美国人的工作和商业机会。

上周，中国与15个国家在澳大利亚继续

RCEP（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

ic Partnership，即“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由东盟十国发起，邀请中国、日本、韩国、

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共同参加。通过削

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建立16国统一市场的

自由贸易协定。若RCEP谈成，将覆盖约 35

亿人口，GDP总和将达23万亿美元，占全球

总量的 1/3，所涵盖区域也将成为全球最大

自贸区——观察者网注）相关谈判，他们计

划在今年底前完成全部谈判。这项贸易协定

无助于避免国有企业以及受政府政策倾斜的

企业进行不公平竞争，该协定也无法确保人

们可以完全自由开放地使用互联网，更无法

确保知识产权受到保护，而美国作家、艺术

家、电影人的大量知识产权将可能受到侵害。

在维护劳工权益和环保标准方便，RCEP更

是无所作为。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美国已经提出了可

以满足上述所有苛刻条件的贸易方案。作为

一个太平洋国家，美国希望推动一个高标准

的跨太平洋贸易协定，这个协定要将美国人

的利益置于优先地位，并确保我们可以在21

世纪继续制定全球贸易规则。

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2002年由亚

太经合组织中的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

莱四国发起。2009年11月，奥巴马宣布美国

将参与TPP谈判，强调这将促进美国的就业

和经济繁荣，为设定21世纪贸易协定标准做

出重要贡献。TPP因美国的加入而影响力迅

速提高——观察者网注）谈判由12国参加，

GDP总规模达到全球的 40%，这一贸易协定

将确保私营部门可以与国有企业公平竞争，

将确保人人享有自由开放的互联网接入服务，

而且将严格保护创新者的知识产权。TPP将

为地区贸易制定最高标准，破除各种贸易壁

垒，其中有 18000项针对美国产品的税目将

被取消。简而言之，一旦 TPP开始 运行，

美国将出口更多产品，美国人将获得更多高

收入工作机会。

TPP还将巩固美国的国土安全。亚太地

区更多的人将脱离贫困，我们的亚太贸易伙

伴将更加繁荣，在这个战略上如此重要的地

区，一旦各国与美国在经济上进行捆绑，美

国无疑将更加繁荣和安全。

但是，只要TPP一天不成为现实，上述

一切不过是空谈而已。因为，亚太地区的经

济整合一直在进行，无论是否有美国参与，

这一进程都不会停止。我们或者引导这一进

程，或者作为看客，眼睁睁看着繁荣离我们

擦肩而去。

如果我们不能将TPP变为现实，美国产

品就将继续在亚太地区面临高关税壁垒。美

国产品在亚太市场上将毫无竞争力，我们的

汽车制造商、农场主以及其他商业部门将很

难在该地区进行贸易，我们的雇主们将将失

去与其他国家公平竞争的机会。我确信，只

要我们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没有国家可以

击败我们。

我很清楚，国内还有些人对TPP持怀疑

态度，尤其是那些在受全球化影响最大的行

业工作的人士。但是，建立壁垒将我们与全

球经济隔离开来也将使我们与大量商业机会

隔离开来。美国该主动出击，美国必须制定

规则，其他国家则必须遵守美国与伙伴国家

共同制定的贸易规则，我们必须确保这一点

成为现实。

TPP将赋予美国这样的力量。白宫正与国

会通力合作，以确保此项贸易协定获得两党支

持。我必须提醒一点，这个过程拖得时间越长，

最后TPP获得通过的难度就越大。当今的世界

已经远非你想象中的那个世界了，各种规则将

不可避免随之改变。我们必须抓住机会尽快通

过TPP，美利坚合众国必须牢牢把握贸易规则

的制定权，而不能任由中国在其中发挥作用。

非戰亂國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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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亚蒂克（韦伯· 瓦伦蒂亚）——难民弗

法纳· 桑巴自称才十九岁，但看上去起码老了十

岁。他告诉记者称，每天九点起床，生活十分

单调：“吃饭，睡觉，上网，看电影”。有时

还会踢足球。如何保持房间清洁？有清洁工清

理房间。吃饭呢？“当食物准备好后才去吃饭

。我不煮饭”。桑巴自称来自马里，以上就是

他两年前抵达意大利后的难民生活。当记者见

到他时正玩着手机，周边都是与他一样的来自

撒哈拉地区的、玩着手机电脑的难民。他们几乎

没有人来自战乱地区，但却都向意大利政府提

出政治庇护。尽管他们的申请不时被驳回，但

鉴于意大利司法系统“慢郎中”，使得他们可

在意大利境内通过申诉的方式“悠闲”地度日

。

“““““““““““““““““““““““““““““““我要变成难民我要变成难民我要变成难民我要变成难民我要变成难民我要变成难民我要变成难民我要变成难民我要变成难民我要变成难民我要变成难民我要变成难民我要变成难民我要变成难民我要变成难民我要变成难民我要变成难民我要变成难民我要变成难民我要变成难民我要变成难民我要变成难民我要变成难民我要变成难民我要变成难民我要变成难民我要变成难民我要变成难民我要变成难民我要变成难民我要变成难民”””””””””””””””””””””””””””””””

弗法纳笑着说道：“我要成为难民”，这

就是他的立场。在这两年中，一名律师，—韦

伯· 瓦伦蒂亚是意大利律师人数最多的地区—，

代表他向意大利政府提出难民申请，尽管多次

被驳回。这名律师向他收取了一百欧元的劳务

费。在这两年中他不曾学会一句意大利语，如

今甚至已意识到意大利正重蹈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福利主义的覆辙：政府默默付出，不求任

何回报，不求福利申请人去工作、或学习当地

语言，甚至不求保持当地市容整洁。布里亚蒂

克作为地中海著名的旅游城市，市容整洁无疑

是极为重要，而就在不久前，当地市长因涉黑

遭司法调查。如今的问题不是是否接待难民，

而是如何对待他们。在今年四月十四日，德国

政府经七小时闭门会议后宣布了一个决定：为

了避免难民因无所事事进而犯罪，必须超越现

有的福利主义，要求难民以工代赈。与意大利

政府一样，德国政府也向难民提供住宿，甚至

向无身份的难民提供一小笔资金。

无人工作无人工作无人工作无人工作无人工作无人工作无人工作无人工作无人工作无人工作无人工作无人工作无人工作无人工作无人工作无人工作无人工作无人工作无人工作无人工作无人工作无人工作无人工作无人工作无人工作无人工作无人工作无人工作无人工作无人工作无人工作

但与意大利政府不同的是，难民必须完成

相应的工作：例如必须学习当地语言、文化与

法律，当地政府可随时随地核查他们的学业。

如发现不曾完成相应课程，政府可逐步收回相

关福利。默克尔政府还提出了一些许多意大利

地区政府本应采取的措施：为当地政府工作，

报酬为每小时一欧元。但这个方法在意大利却

似乎“行不通”。不久前数百个管理难民协会

之一的蒙特莱奥内协会赢得了当地政府的难民

再教育招标工程：其投资八点五万欧元设立多

媒体中心，向难民组织电工、烹饪、农机驾驶

、海滩救援等课程。然令人惊讶的是，两百十

九名难民申请者竟无一人报名。该协会主席莱

拉· 赞加拉苦涩称，他们最终被迫向难民支付五

十欧元换取他们报名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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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在意大利境内共有八点二万个类似的难

民收容中心。尽管意大利国内无任何法律要求

当地政府需动用财政预算填补难民福利政策，

不过在去年十一月份意大利移民局局长马里奥·

摩尔科内已明文要求各地政府对难民实施以工

代赈政策，但效果不佳。尽管司法部已要求各

地法院就快处理难民申诉，但相关法令却屡遭

内阁驳回。与此同时， 韦伯· 瓦伦蒂亚的难民

们发现可免费获取医药后，每天都会出现“患

病”难民索取药物的情况。但幸运的是，由于

这些难民不识意大利文，至今未弄明白医药与

薄荷糖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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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青春——
總理對青年的期望

今天，是第97个“五四青年节”。国

务院客户端为你梳理，在与青年的交往中

，总理提出了哪些期望与建议？

2013年 6月 8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在河北师范大学了解大学生就业情况。

1. 2013年 6月 8日，李克强来到河北

师范大学看望师生。在了解到不少学生愿

意到基层工作时，李克强鼓励大学生们，

只有“下得去”，本事才能“上得来”，

干事才能“拿得起”，基层最能锻炼人。

李克强对学生说，下基层、到基层工作，

才能使人更快地成长起来。基层的经验，

无论以后走到什么岗位都将是一笔宝贵的

财富，只有经历基层锻炼，才会成长为社

会的有用之才。

2014年 5月 27日，李克强在全球研究

理事会北京大会开幕式上致辞

2. 2014年 5月 27日，李克强在全球研

究理事会北京大会开幕式上阐述了"青年"

对于科学进步的重要意义：“没有全球的

交流，科学难有巨大成就；没有青年人的

后来居上，科学难有辉煌未来。”

2014年 7月 3日，李克强参观湖南大

学学生创业成果展，为大学生创业者“点

赞”。

3. 2014年 7月 3日，总理参观湖南大

学学生创业成果展时说，创业要敢为人先

，宽容失败，跌倒了重新再来。在学校你

们做求知的思想者，到社会上做创业的实

践者。

2014年 8月 21日，李克强同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代表举行座谈。

4. 2014年 8月 21日，李克强在同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代表座谈时说，

青年人最富创新梦想和激情，在知识更新

加速的时代，许多新技术、新创意往往出

自那些有初生牛犊、“青苹果”之称的年

轻人。要创新体制机制，加大对青年优

秀人才的扶持，不搞论资排辈，摒弃门户之

见。

2015年 4月 10日，李克强在吉林大学

考察，为志愿者签名。

5. 2014年 9月 23日，李克强给吉林大

学白求恩志愿者协会回信表示，希望这些

志愿者继续以爱心和知识帮助需要帮助的

人，与千千万万志愿者一起传播守望相助

的正能量，在全社会形成崇德向善的好风

尚。也希望大家在这一过程中潜心研学、

砥砺品行，在为国家发展、人民福祉奉献

中成长进步。

2015年 4月，李克强到访厦门大学，

专程来到该校的“厦大时光”书店，与正

在此购书阅书的同学们互动交流，分享读

书心得。

6. 2015年 4月 22日，总理到访“厦大

时光”书店，总理说，书籍是人类文明传

承的承载工具。大家需要读时新的书籍，

但要获得最基本的常识，还要更多阅读古

典、经典的著作，这样才能积淀更深厚，

视野更开阔，真正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2015年 5月 4日，李克强给清华大学

的学生创客们的回信。

7. 2015年 5月 4日，李克强给清华大

学的学生创客们回信说，"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核心在于激发人的创造力，尤

其在于激发青年的创造力。青年愿创业，

社会才生机盎然；青年争创新，国家就朝

气蓬勃。

2016年 4月 15日，李克强考察清华大

学建筑学院，祝贺该院70华诞。

8. 2016年 4月 15日，李克强在考察清

华大学考察时对学子说：“‘七十而从心

所欲，不逾矩’，你们还不到‘三十而立’，

但要努力追求卓越境界。”

李克强15日来到清华大学图书馆，与

正在自习的学生围坐交流，妙解清华校训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9. 2016年 4月 15日，李克强来到清华

大学图书馆，与正在自习的学生围坐交流，

总理说，《易经》里自强不息前有“天行

健”，指天在不停运转，君子要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前有“地势坤”，地势起伏能容

纳万物，所以你们走向社会要致力于追求

公平正义和包容发展。

上海虹橋至北京南本月
將開通首趟“紅眼高鐵”

本月 15日起，将首次开通上海虹桥站至北京南站

的“红眼高铁”列车，结束了上海至北京晚上 18时后

无高铁列车开行的历史。

上海铁警昨天介绍，此次开通的夜间高铁G8次列

车，于晚上 7时从上海虹桥站出发，晚上 11时 48分到

达北京南站，并于次日返回，以方便旅客商务、旅游出

行需求。此外，上海站至北京南站还将增开一趟夜间动

卧高铁D312次列车，该趟列车于晚上 7时 10分从上海

站出发，于次日早晨 7时 7分到达北京南站，进一步提

升了旅客夜间出行的舒适度。

据悉此趟红眼高铁的价格和白天的一样：一等座

933元，二等座553元。

由于夜间治安形势复杂多变，旅客防范意识降低，

为确保首趟夜间京沪高铁顺利运行，上海铁路乘警及时

调整警力部署，抽调骨干民警进行全程添乘，严格列车

车厢巡查清理，严密盘查各类可疑人员、可疑物品，确

保列车安全检查、治安防控、刑事打击等工作有序开

展。

中國唯壹土族自治縣的旅遊“經”

离青海省会西宁四十公里外的纳顿庄园的传统青稞

酩馏酒作坊里，“酒大工”将刚煮好的上等青稞，晾温

后，拌入自制的灰白色酒曲，再封坛入缸，待其发酵二

十八天，而作坊地底下的恒温酒窖里，一群土族阿姑趁

着还没游客光顾，便开始擦拭酒窖里大大小小的酒

坛子。

纳顿庄园，位于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因青海

特有少数民族土族世代栖息于此，而称互助县为“土乡”，

这里被认为是中国青稞酒的发祥地，也是中国最大的青

稞酒生产基地。

来自“中国民间文化艺术(花儿)之乡”的互助县丹

麻镇的鲁哇麻四什姐，自小以土族人热衷的花儿(即西

北民歌)、安召舞为伴，学业结束后，还在外面的小饭

店当过一阵服务员，可是眼瞅着来土乡的游客络绎不绝，

有一技之长的她，来到纳顿庄园，在这里专门表演具有

土族风情的歌舞，可喜得是，在这里，还与现在的丈夫

喜结连理。

“现在我们在县城买了房，也有了车，还有一双儿

女，也从靠天吃饭的脑山地区把公公婆婆接到县城来住，

日子过得挺美满。”鲁哇麻四什姐说，自己会唱、会跳，

又会主持，到旅游旺季，收入可观。

现在纳顿庄园集酩馏酒酿酒技艺展示、土族歌舞、

饮食、住宿为一体，随着到土乡的中外游客越来越多，

庄园建设规模还在进一步扩大，越来越多的土乡人，或

是加入纳顿庄园搞旅游，或是自己开办农家乐，很多人

都靠旅游发家致富了。

“酩馏酿酒技艺曾经是青藏高原最流行的酿酒方法，

但现在传统酿酒作坊已不多见，我们想真实复原这项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各道工序，不想让它中断在经历巨大社

会变革的我们这辈人手里。”纳顿庄园负责人介绍庄园

里最核心的青稞酩馏酿造技艺时说。

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县委书记陶启业之前接受中

新网记者采访时说，今年，该县将申创一座集中展示中

国土族历史、民俗、古建、青稞酒文化等为一体的国家

级 5A级旅游综合体——互助土族故土园，其规划面积

达6.75平方公里。

从最初的游客自发深入土乡探秘土族文化，兴起乡

村旅游接待点，到现在“大力发展旅游型县域经济”，

据当地官方资料显示，2015年该县共接待游客 290万人

次，是该县总人口的 7倍有余，旅游总收入 11.65亿元

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10%和26%。

陶启业表示，互助县作为中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

文化底蕴厚重，是融合民俗文化、古建文化、游牧文化、

酒文化和高原生态等于一体的旅游胜地，在当地打造国

家 5A级旅游景区时，应提炼区域民俗和文化特色，注

重整体民俗氛围的营造和文化程度的提升，形成特色旅

游文化，打响土族文化知名旅游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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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果树大瀑布的成因要上溯至二亿多年前

的中三叠纪，那时黄果树一带沉积了一套巨厚

的碳酸盐岩。黄果树瀑布发育在一套“中三叠

世中统关岭二段中厚层夹少量薄层状云灰岩”

中，位置在翁寨小背斜东翼。黄果树瀑布形成

时期的白水河，是一条发育于距今10万—50万

年之间，第四纪中、晚更新世时期由“宽谷期”

向“峡谷期”演化中的地上河流，后因“喜马

拉雅运动”时期地壳多次间歇抬升，引起河流

侵蚀基准面下降，导致河流的侵蚀、溶蚀等下

切作用加强，在该处形成“裂点”（河床因地

壳抬生、侵蚀基准面下降及构造、岩性等因素

的影响而发生较大转折处），这个裂点处的裂

隙、溶洞、暗河非常发育。白水河先是形成了

一个喀斯特侵蚀裂点型的落水洞型瀑布，后来

随着河流侵蚀、溶蚀、侧蚀作用在地壳间歇抬

升及晚更新世后期温湿气候中，水动力逐渐加

大等因素影响下，落水洞的洞顶逐步坍塌，黄

果树大瀑布终于呈现，已经有5万年的历史。

黄果树瀑布水体形态特征

黄果树瀑布在打邦河流域的白水河段上，

河水由北向南，到达黄果树时，河床出现一个

大的纵坡裂点形成黄果树瀑布，水流经瀑布后

向西绕行一个近似半圆的弧形，弦长 500米，

向西凸出300米，到达水刮冲以下的螺丝滩头，

恢复由北向南的流向。瀑布宽 101米，高 77.8

米。瀑布飞泻入犀牛潭，水流依次经过三道滩、

马蹄滩、猪龙潭、油鱼井、锅底凼、湾塘、冒

水塘。

徐霞客描写黄果树瀑布：“透陇隙南顾，

则路左一溪悬捣，万练飞空，溪上石如莲叶下

覆，中剜三门，水由叶上漫顶而下，如鲛绡万

幅，横罩门外，直下者不可以丈数计，捣珠崩

玉，飞沫反涌，如烟雾腾空，势甚雄厉；所谓

‘珠帘钩不卷，飞练挂遥峰’，俱不足以拟其

壮也。”在他所见的瀑布中，“高峻数倍者有

之，而从无此阔而大者”。从那时起，黄果树

瀑布就逐渐被人们认为是全国第一瀑布。

瀑布河水的流量，水小时只有几个流量，

最大时达到一千多个流量。水大时，瀑布溅珠

飞洒到一百多米高的黄果树街上，两三里外能

听到雷鸣般的响声。水小时，河水仍然分成四

支，铺展在整个岩壁上，不失其“阔而大”的

气势。

瀑布后有一长达134米的水帘洞拦腰横穿瀑

布而过，由六个洞窗、五个洞厅、三股洞泉和

六个通道所组成。从水帘洞内观看大瀑布，令人

惊心动魄。这样壮观的瀑布下的水帘洞，在世界

各地瀑布中也是罕见的。瀑布前面是一很深的

箱形岩溶峡谷，左为悬崖峭壁，古木森森;右为

钙华坡、石笋山，芳草繁花，铺上云天;中为犀

牛潭、马蹄潭……，潭滩相连，透逝相接。犀

牛潭深17米，常为溅珠覆盖，雾珠腾空;上午下

午，阳光折射，彩虹升起，前人有“雪映川霞”

的称誉。瀑布对面建有“观瀑亭”，甚古雅，

有清代著名书法家严寅亮名联:“白水如棉，不

用弓弹花自散;红霞似锦，何须梭织天生成。”

亭下林木茂密，有一曲折磴道直抵河边。河面

架曲桥通“水帘洞”。瀑布下游不远岸边绿树

丛中建有黄果树瀑布宾馆，宾馆建筑采用了布

依族石砌建筑风格。瀑布侧畔建有徐霞客大理

石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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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果树瀑布，即黄果树大瀑布。古称白水河瀑布，亦名“黄葛墅”瀑布或“黄桷树”瀑布，

因本地广泛分布着“黄葛榕”而得名。[1] 位于中国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属

珠江水系西江干流南盘江支流北盘江支流打帮河的支流可布河下游白水河段水系，为黄果树瀑布

群中规模最大的一级瀑布，是世界著名大瀑布之一。以水势浩大著称。瀑布高度为77.8米，其中

主瀑高67米；瀑布宽101米，其中主瀑顶宽83.3米。黄果树瀑布属喀斯特地貌中的侵蚀裂典型瀑布。

黄果树瀑布出名始于明代旅行家徐霞客，经过历代名人的游历、传播，成为知名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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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道鄢陵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

但是在河南却是为人不知无人不晓。

鄢陵位于整个河南省的中部，

隶属于许昌市，千里伏牛山脉的东

方，万里母亲河黄河的南岸。可谓

既依山傍水又有万亩沃土的中原富

饶之地。因此在古代鄢陵也是兵家

必争之地，在这里发生过很多经典

之战。

公元前 575年晋国和楚国为争

夺中原霸权，在鄢陵发生战争。在

战争中，晋军善察战机，巧妙指挥，击败同自己

长期争霸中原的楚国，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中

原地区的优势地位。鄢陵之战是春秋战国经典

战役之一，这场战争后，晋、楚两国都逐渐失

去以武力争霸中原的强大势头，中原战场开始

沉寂下来。

战国时期，鄢陵属韩又属魏。公元前 375

年，韩哀侯灭郑，鄢并入韩。公元前 365年，

魏惠王从山西安邑迁都大梁（今开封），魏强

韩弱，鄢陵遂属于魏。公元前 318年，魏襄王

封其弟为安陵君，鄢仍属魏。

现在的鄢陵交通非常的发达。西距国家交

通大动脉京广铁路、京港高铁、京港澳高速公

路 20公里，北距新郑国际机场 70公里，311国

道横穿东西，219省道纵贯南北，兰南高速、

许亳高速在鄢陵交汇。

在鄢陵种植观赏花木的历史由来已久。早

在盛唐时代，鄢陵境内就出现了大型综合园林

植物的栽培，北宋时期更有皇家园林在此落户。

李白、苏轼、范仲淹等历史文化名人，曾多次

莅鄢寻古赏花，留下千古传诵的绝唱。

清代诗人汪琬曾有诗云：“鄢陵野色平于

掌，也有江南此景无”。现在的鄢陵继续传承

着种植观赏植物的历史，并将其发扬光大。

目前鄢陵县花卉苗木种植种植面积达60万

亩。2011年被农业部、国家旅游局认定为“全

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成为鄢陵的

支柱产业。

鄢陵国家花木博览园（鄢陵花博园）建成

于 2002年 9月，占地面积 1500亩，整个园区分

为博览会展区、蜡梅文化展示区、生态科普展

示区、热带植物盆景展示区、休闲度假区、游

乐区、系列景观区等十三大功能区域

整个公园内有景点 200余个，绿化种植苏

铁类、银杏类、松柏类、紫薇类、花草类、水

生花卉等2800个品种。鄢陵花博园2004年被国

家评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2005年被国家旅

游局评定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2009被确

定为河南省服务业特色园区。

到鄢陵的人都知道，到了鄢陵不泡温泉那

不算到过温泉。鄢陵可以泡温泉的地方甚多，

花都温泉就是其百花争艳中的一家。

花都温泉度假区位于河南省鄢陵县陈化店

镇西，占地 1036亩，建筑面积 57792平方米，

南依 311国道，西邻京珠高速公路 20公里、京

广铁路25公里，北距新郑国际机场65公里。

这里以陈化店镇丰富优质的矿泉水为依托，

度假区的深井矿泉水不仅水温达到63度以上，

且富含多种人体必需的矿物质，

其中微量元素锶和偏硅酸的含量均超过天

然矿泉水水质的国际标准，长期饮用和沐浴，

具有软化血管、降低血压、调节神经等功效，

并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及神经功能

紊乱等引起的多种疾病。

到了鄢陵看花看累了，温泉泡饿了怎么办？

吃呀！鄢陵有足够多的美食让你满足你的味蕾

。炒焖子、老油条、杂炣、

牛肚、牛肉丸子等等实在是

太多了。

江南采茶季，偶入百草原

浙江省安吉县的中南百草原，处于传统意义上

的江南地区核心位置，没有大都市的忙碌拥挤，只

有江南的舒适与情调。四五月份间，正是一年中最

美的季节，不冷不热，花红草绿，最适宜出行。若

是赶上蓝天白云的天气自然是最好的，如果是阴雨

天，也同样不会让你失望。

大片的草地，绿树，看到第一眼就已经心旷神

怡了。印象中的江南，总是小桥流水，粉墙黛瓦，

似乎与自然之美没多少关系，其实不然。

在中南百草原内，虽然有观光电瓶车，我却偏

偏不用，最喜欢步行，这样不会错过任何美景。大

片的草地旁边是美丽的静湖。中南百草原内诸湖以

此为大，没有游人的时候，平静的如同一片镜子，

湖光山色尽收眼底。沿着湖边的栈道慢慢步行，不

赶时间，只需要深呼吸，一切烦闷顿时消散。

到了春季，水也变清了。细细的溪流穿过草地，

注入到静湖中，三三两两的游人在草地上或慢行，

或奔跑，再有两匹飞驰的骏马，那就更完美了。说

话间，身着红衣的妙龄女子骑马飞奔而过，马蹄声

渐远，只留下路人的惊愕与赞赏。

然而，安吉最有代表性的并非草原，而是竹子。

这是中国最有名的竹乡之一，竹子在安吉可以说随

处可见。在初春季节，大约一个月之前，这些竹林

中是刚刚露头的竹笋，胖乎乎的敦实可爱，那也是

餐桌上的美味。到了今天，时间刚刚过了一个月，

竹笋已经长大，灰褐色的外皮褪去，俨然已经成年。

静湖旁边的茶园是中南百草原中的一处静谧之

地。4月份正是江南的采茶季，此时的茶叶已经不像

清明之前那样娇嫩，已经到了大面积采摘的季节。

安吉的白茶，在茶叶市场中独树一帜，虽然也可归

为绿茶一类，但是口感却不相同。

茶树生长的茂盛，有半人多高，枝叶展开，已经

遮盖住了茶树之间的垄沟。采茶是一项考验耐心的劳

动，喝茶时的悠闲与采茶时的辛劳绝对是两种体验。

游客若有兴致，也可以步入茶园间，闲做采茶

人。竹林与茶园，是文人雅士的寄情之处。

茶园旁的大片红枫林，让你有了季节错乱的感

觉。中南百草原，哪个颜色才是你？



C4美國看病
星期一 2016年5月9日 Monday, May. 9, 2016

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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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最大，價格最低！
批發！

美國看病潛規則

【來源:https://www.guruin.com/articles/723】
聽過太多身邊朋友講述過在美國看病的慘

痛經曆，其中不乏一些“因病致貧”的故事，也有
一些抱怨看病效率太低，排到自己都可以自愈了
等等。即使是享受了美帝醫院如酒店般的設施和
服務，在看到賬單的那一刻卻不免一張生無可戀
臉。許多人對健康問題時會有一種緊張的心態，
或覺得看病這事不能省錢所以先去跑個急診再
說，而這樣毫無準備的就診正是導致超高額賬單
和低效率就診的罪魁禍首。

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即使最近再忙，也請記
得盡快把美帝看病這一套流程熟悉起來，以備不
時之需哦。
首先管理好自己的醫療保險：

對於大部分人來說，看病的流程取決於自己
的醫療保險。許多大公司都會將醫保作為員工福
利的一部分，學校也會強製學生購買保險——值
得一提的是學校提供的保險不一定性價比最高，
但是一般不出錯。如果是需要自行購買保險的，
那麼需要重點了解一下這幾個條款。
• Deductible：在保險公司為你支付費用之前，
你自己先要花銷的部分，通常按照每年計算。例
如你今年第一次進醫院急診花了$300，而你的自
付額是$500/年，那很不幸，這$300你需要自行承
擔了。
• Co-insurance：保險公司開始為你支付費用
之後，你仍需自行承擔的部分，有時會按照百分
比來計算。
• Co-pay：按照一定數額/每次看診。
• Annual maximum：每年保險公司會承擔的封

頂數額。
• In-network &
out-of-network：在
保險網絡內和非網
絡內的 醫院就診
，同一個保險計劃
內會有自費比例的
差異。例如許多留
學生熟悉的 ISO 保
險，就是前者由保
險公司負擔80%，後
者負擔60%。因此可
以根據自身情況，
盡可能選擇涵蓋自
己想用的醫院的保
險計劃。
附：關於怎樣找到
合適的 in-network
裏的醫生，一般有
兩種方法。首先可
以打電話給保險公
司客服，向客服說
明 自 己 對 於 PCP
（基 礎 保 健 醫 生，

Primary Care Physician）的偏好，例如擅長治療哮
喘，讓客服推薦一位適合自己的PCP；另一種方
法就是登入保險公司官網查詢in-network的診
所和醫生，有些提供選單過濾功能，輸入關鍵字，
就會出來相關醫生的列表。

買好保險後，等到真的需要看病時，該怎麼
做才符合美國的就診流程呢？美國看病兩個很重
要的概念就是預約和referral。不管是哪種計畫的
看病方式大多大同小異，我們舉最常見的HMO
和PPO來做示例。
HMO保險看病流程：
1、打電話預約基礎保健醫生Primary Care Phy-
sician（學生黨預約student health）
在美國看病要先預約，然而經常會發現自己當初
指定的PCP，早在幾天前甚至幾個月前就預約滿
了，但是不要因此就隨便跑急診（稍後會作說明）
，如果遇到突發狀況，直接打電話給PCP可以預
約到一兩天之內，即使這位PCP當天沒空，診所
也會安排其他當值醫生，或次一級的助理醫生
（physician assistant）。
• 電話預約流程大致為：
（1）準備好自己的保險卡（member ID card）、紙、
筆
（2）電話中告訴接線員自己是某某保險計劃成
員，想要與自己的PCP進行預約
（3）告知自己的大致狀況，或者想要做哪方麵的
檢查
（4）記錄下自己預約的日期與時間
（5）如要取消預約，提前24小時告知
• 第一次看病須知：

（1）切記守時，切記帶上
保險卡和身分證 (photo
ID)
（2）向櫃檯領取保險信息
表格和身體狀況描述表
格，進行填寫
（3）填好後交給櫃台，等
護士叫名，領到專門的診

療間後，先由護士，再由醫生與你進行交流與病
況檢查
2、如果PCP認為你的症狀他們無法處理
而是需要一位專科醫生（specialist）的建議，那麼
他們會refer病人去一位專科醫生處就診。如果保
險計劃裏沒有允許你隨意掛專科醫生的號，那麼
這樣做可能導致你要全額承擔費用哦。值得注意
的是，在掛號時，護士不一定會向你索要推薦函
(referral)或提醒你自行掛專科的後果，因為大部
分人選擇的HMO保險中，referral是非常基本的
流程，他們不會想到外國人不知道這個環節的必
要性。
3、大部分時候：先看病再付款
除了 Fee for Service 是先付款再報銷以外，其他
各種保險計劃都是先看病再付款。在看病後的幾
天，醫院會把你的開銷寄給保險公司要求付款。
之後，根據美國的醫療法，保險公司會寄給你一
份詳細的賬目表（即使公司會付全款），包括全額
醫藥費，和保險公司承擔的款項，這兩項的差額
就是你要負擔的。
＊小貼士＊

收到帳單後，如果醫
療費用過於龐大實在無法
負擔，可以向醫院溝通說
明自己的困難，醫院通常
會適當給予折扣減免自付
額。
PPO保險看病流程：
對於選擇 PPO 保險的人，
遵循上述流程也完全OK，
隻是在一些特定情況下，
可以省去referral這一環節
，因為PPO不用指定PCP，
可以直接去預約一個自己
明確知道要去的專科醫生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你外出登山時摔了一
跤，不幸破相，這時你知道
自己需要去看一位整形外
科醫生；你搜索了自己保
險in-network的醫師目錄
，發現唯一的一位整形外
科 A 醫生評價很低；顏值
是大事，不能為了省錢而
勉強選擇in-network的醫
師，你的同事向你推薦了
一位高評價整形外科醫生
B，不過是在out-network；
你想起自己的保險是PPO
，展現它卓越性能的時候
到了；果斷打電話給 B 醫
生，預約診斷。
緊急情況：Urgent Care v.

s. Emergency Room
下面來講一下不得不進急診的情況。其實，

一般來講如果不是生命垂危，都不會建議進急診
，原因有三，一是急診室往往排滿了人，僅排隊就
要一兩個小時，二是如果醫生發現你的情況沒有
生命危險，那即使你自己感覺非常不舒服，也隻
會得到治標不治本的治療，三是價格驚人，各種
項目分開收費，價格翻幾番，即使有保險賬單也
是慘不忍睹，有時一句“沒事兒，回去洗洗睡吧”
都會讓你支付上百刀的費用。

但是我深刻的了解，在病來如山倒的時候人
還是會不顧一切的往急診室跑，尤其是如果過了
一般診所的看診時間，那腦海中隻有緊急照護診
所（Urgent Care, UC）和 急 診 室（Emergency
Room, ER）兩根救命稻草了。UC和ER都不需
要預約，是直接walk in掛號，區別在於UC類似
於方便門診，能應付一般的突發小毛病，收費較
低，僅略高於一般就診。但UC儀器少，無法處理
重大問題。ER則在大醫院裏，設備齊全24/7營
業。
電話諮詢：

如果糾結於是不是自己“想多了”，完全可以
先采取電話諮詢的方式，許多大型診所都有分診
護士（triage nurse），會根據你描述的病症分類處
理，如果是突發小毛病，例如反映在皮膚上的過
敏，他們會提供簡單的自救處理辦法，而他們覺
得你的情況比較緊急而建議直接到ER檢查的
時候，那就毫不猶豫去ER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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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ports, the sports arm of Beijing-based internet 
company LeEco, has set a new record by raising    
8 billion yuan ($1.2 billion) in Round-B financing, 
it said at a news conference in Beijing last Tuesday.

According to the company, this is the biggest 
amount ever raised by an internet-based sports firm.

LeSports joins the illustrious list of internet 
companies, which include Facebook, Uber and 
Airbnb, that have raised more than $1 billion in a 
single round. From 2010 to October of 2015, only 
10 companies managed to reach that amount.

More than 20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led by 
HNA Capital and Zhongze Culture Investment, 
joined the financing round, as well as a collection 
of individual investors including Chinese TV 
celebrities Sun Honglei, Liu Tao and Chen Kun.

HNA Capital and CAISSA Touristic (Group) AG 
joined the Series B round through Jiaxing Fund 
with an investment of 1.2 billion yuan.

Series A shareholders such as LeEco Group 
and Fortune Link also increased their shares, 
contributing to the total fund of 8 billion yuan and 
lifting the company's valuation to 21.5 billion yuan 
in total.

Lei Zhenjian, founder and CEO of LeSports, said 
after the new round financing, LeSports will further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its sports ecosystem 
and promote internal synergy through leveraging 
content and expanding the user scale.

According to Lei, LeSports will provide a diverse 
range of sports-based consumer products -- 
including betting, lotteries, ticketing, e-commerce 
and gaming.

"In 2016, LeSports will continue to strengthen its 
efforts in developing and manufacturing smart 
devices. Apart from launching the new generation 
Le Super Bike, by the end of the second quarter,  
we will also complete R&D into smart camera that 
incorporates a comprehensive camera ecosystem 
and live streaming software," said Lei.

Lei also said the company plans to set up its second 
headquarter in Silicon Valley.

"The decision to invest in LeSports was not made 
based on financial considerations alone. Tourism 
and sports are natural partners," said Li Mingbi, 
chairman of HNA Capital. "We look forwar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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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s in sports and 
tourism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ternet sports 
marketing."

Chai Sen, chairman of another investor -- Zhongze 
Culture Investment, said that reviving the sports 
industry is a key component of the country's new 
economic plan.

"We want to assist in its rise and support the global 
development of China's sports industry with our 
international resources. Our two companies will 
also cooperate in developing drones and other 
products," said Chai.

LeSports' Series A round wrapped up last May after 
securing 800 million yuan in funding. (Courtesy

http://www.chinadaily.com.cn/business) 

Does the man dream that he is a butterfly or is the 
butterfly dreaming that he is a man: Can we really 
tell our dreams from reality?

This question, asked by a netizen on China's most 
popular microblog site Weibo on Thursday, was 
directed at the official account of world-renowned 
British theoretical physicist Stephen Hawking.

Hawking replied, "We don't or perhaps can't."

The question was discussed by influential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er Zhuangzi, who was known for 
his philosophy of skepticism. It was Zhuangzi who 
had dreamed of being a butterfly, or perhaps it was 
the butterfly who dreamed he was Zhuangzi. Either 
way, it has been the starting point for discussions 
on reality, self, illusions and more for over 2,000 
years.

In his fourth posting on the microblog, Hawking, 
who has 3.6 million followers on Weibo - more 
than the population of Wales - selected the question 
from comments left on his previous updates.

"Zhuangzi dreamed of being a butterfly - perhaps 
because he was a man who loved freedom," he 
said.

Hawking said, in his case, he might dream of the 
universe and wonder if the universe dreamed of 
him, "but we humans just don't and perhaps can't 
know if we are living in our dreams or reality, at 
least not until we start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consciousness and the universe."

The era in which Zhuangzi lived is considered 
by many Chinese thinkers to be a time "when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ed."

Chinese philosophers argue that Dao (the Way), 
from which Daoism gets its name, is the most 
indefinable of them all.

The Way of the universe is change: Night into 
day, joy into sorrow, life into death. Nothing is 
fixed, nothing definable. Moreover, everything is 
connected. No one knows where the Way leads.

Over 40,000 web users had commented on or 
forwarded the post within 24 hours of it being 
published. One follower said Hawking's answer 
was "a historic conversation."

Since Hawking opened his Sina Weibo account 
on April 12, his four posts have been forwarded 
572,000 times, received 620,000 comments and 
been liked by over two million users.

In a previous post, Hawking introduced his 
Chinese followers to his latest project - Alpha 
Centauri, an astonishing space mission to our 
nearest star system.

Hawking said that the project, a collaboration 
with Russian venture capitalist Yuri Milner 
and Facebook CEO Mark Zuckerberg, would 
revolutionize space travel as it would use tiny 
nano-spacecraft able to travel fast enough to relay 
information to humans within a life time. It means 
humans would learn more about the galaxy, and 
ultimately themselves. (Courtesy http://europe.
chinadaily.com.cn/world)

Models pose with Le Super Bike during the Round-B financing press 
conference held by LeSports in Beijing on April 12, 2016. [Photo 

provided to chinadaily.com.cn]

Hawking Answers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ical Question

Zhuangzi (Chuang-Tzu, 369—298 B.C.E.)

Representatives of investors pose for a group picture on April 12, 2016 
during the Round-B financing press conference held by LeSports in 

Beijing. [Photo provided to chinadaily.com.cn]

World-renowned British theoretical physicist Stephen Hawking listens 
to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Breakthrough Starshot initiative involving 

investor Yuri Milner in New York on Tuesday. [Photo/A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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