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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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苦不堪言
，許多受災戶需要花金錢和
時間估算天災損失。不肖的
詐騙集團趁此機會進行有關
災害的欺詐，有的假冒公益
團體與政府機關謊稱災後捐
款宣傳或災後補助。聯邦緊
急 事 務 管 理 局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簡稱 FEMA)呼籲
民眾睜大眼睛，別掉進騙局
圈套。

大休士頓地區自嚴重天
災後，利用災害詐欺的事件
頻傳，詐騙集團利用受災戶
急於處理後續災後重建的心態，進行詐騙，騙
取身分盜竊和大筆金額，不少華人社區民眾已
接到詐騙電話、電郵，所幸目前並無人受害。

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FEMA奧斯汀聯合現
場辦公室發布新聞聲明表示，德州奧斯汀和聯
邦官員鼓勵德州人民舉報任何可疑活動或潛在
的欺詐行為，目前災後詐欺包括 「建築承包商
詐騙」 、 「災後捐款宣傳詐騙」 、 「身分盜竊

」 、 「房屋檢查員冒名詐欺」 等。
FEMA表示，為防範可疑建築承包商意圖

進行災後詐欺，當雇用承包商時，使用經許可
通過的可靠參考文獻支持的當地承包商，要求
承包商具有一般責任保險和工傷賠償，不要預
先支付一半以上的維修費用。通常騙子會利用
受災戶可憐災後狀況，引起民眾惻隱之心，災
難援助招攬騙子透過電話、電子郵件、信件或
面對面訪問達到騙財目的。

FEMA說，切記一定要要求申請者的名稱
以及慈善機構的確切名稱，街道地址，電話號
碼和網站地址，然後直接打電話到該慈善機構
確認身分。任何金融行為都要索取收據，不要
輕易在短信上提供個人金融信息或信用卡密碼
。

身分盜竊則會利用獲取社會安全號碼，銀
行帳戶號碼或其他敏感信息，竊取個人身份和
金錢。FEMA提醒，不要相信所謂的掃描藝術

家騙子，承諾大款項災難補助，並要求你付大
筆現金或預付款全額。民眾也必須謹慎小心假
冒的房屋檢查員，任何事都要要求出示帶照片
的身分證明，來驗證確切身分。
一旦發現可疑人物，請撥打聯邦緊急事務管理
局災難防詐騙熱線866-720-5721，或請致電
德州總檢察長辦公室800-252-8011。

災後詐欺頻傳 FEMA提醒別掉進騙局圈套

許多房屋受災戶需注意詐欺騙局。(網路照片) 休士頓水災造成嚴重災情。(網路照片)

【本報訊】為慶祝成立一周年，
美南浙江同鄉會將於6月19日晚間6
時30分在糖城的Sweetwater Coun-
try Club(4400 Palm Royale Blvd,
Sugar Land, TX 77479)舉行一周年慶
典，活動上將有美味的食物、豐富表
演節目和抽獎，歡迎僑界人士、會員
攜家帶眷積極參與。

作為美國南部成立的第一家浙江
同鄉會，一年來，在全體理事的努力
下，浙江鄉親以此為平台，增進了旅

美浙江人的聯絡往來。同時在融入社
區，努力為鄉親和家鄉辦實事、辦好
事，特別是在輸出海外優秀人才、商
貿、傳統文化交流、友好城市互動等
方面積極推動。

回顧過去一年，美南浙江同鄉會
成功地舉辦了成立大會，浙江省海外
人才對接，秋季BBQ燒烤，進出口法
律講座，理財貸款講座等一系列活動
。在協辦2015浙江省（休士頓）海
外人才政策發布暨高層次人才洽談會

中，美南浙江同鄉會理事團隊，非常
出色地完成了對接和接待工作。為此
次人才洽談會良好的現場交流和後勤
保障工作做出了巨大貢獻！

旅居美國南部的浙江藉僑胞，身
在異國他鄉，融入多元社會，奮力拼
搏，樂善好施。其中不乏各種感人之
舉，是旅居美國的鄉親們學習的榜樣
。更有許多鄉親在服務社區和僑胞中
默默奉獻著，都是同鄉會的驕傲。

美南浙江同鄉會的會務在不斷拓

展，是鄉情把我們連結在一起，在此
，同鄉會感謝海內外各級政府、各界
人士、朋友、鄉親們的大力關心和支
持。展望未來，該會要繼續發揮紐帶
和橋梁的作用。努力開拓、增進會務
，為促進中美友好合作和家鄉的經濟
發展，科技、文化、商貿的交流以及
城市互動合作多作貢獻。
時值浙江美南同鄉會成立一周年，為
加強浙江同鄉凝聚力、合作和交流，
定於 6 月 19 日在糖城 Sweetwater

Country Club舉行一周年慶典，屆時
請本會會員偕同家眷光臨。活動中將
為大家提供美味的食品，豐富的表演
節目和精美抽獎禮品。周年迎新喜氣
洋，自娛自樂樂翻天。晚宴票價40元
，有興趣的民眾，請聯繫張立成
832-282-4822或 zjsouthusa@gmail.
com。

美南浙江同鄉會6月19日成立一周年慶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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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好萊塢演員盧燕再次造訪王維立
藝術工作室畫素描

著名好萊塢電影演員89歲的盧燕 (Lisa Lu), 在參加休斯頓

國際電影節期間,再次來到"王維力藝術工作室”的素描課堂一

同畫人體素描, 她雖然沒有正式學過繪畫, 但由於藝術修養深

厚, 對人物有敏銳的洞察力, 所以每次畫得都很好.

盧燕專心作畫

推心置腹

互相切磋

交換心得

課堂一角

互相觀摩輕鬆一刻

本報記者吳凱俊 攝

本報記者黃梅子報導

最新技術治療腰椎
頸椎間盤突出有奇效！

中國城搶劫案頻發 警官講解安全知識
（本報訊）由華夏學

人協會、德州安徽同鄉會
、休斯敦湖南同鄉會聯合
主辦的安全講座於 2016
年5月7日周六下午在中
國人活動中心圓滿舉行。
安全講座由德州安徽同鄉
會前會長承寧主持，華夏
學人協會前會長何子敏協
調，休斯敦湖南同鄉會會
長吳安萍總結，到會的還
有安徽同鄉會執行副會長
方勝、副會長趙美萍及近
50名男女老少參加了講座
。

休斯頓警察局有 16
年警齡的資深警官 Ted
Wang應邀給大家作一堂
別開生面的安全講座。
Ted警官目前在警察局擔
任公共關系事務的工作。

Ted 警官首先就提到

這星期在Katy一家運輸公
司發生的槍擊事件, 每個
人都認為這種槍殺、爆炸
事件自己不會撞上，但是
我們必須為一些不太會發
生的災難做好準備，畢竟
它們是會發生的，有時就
發生在我們身邊。

那我們怎樣在槍擊中
幸存呢？請記住六個字及
順序：逃跑、躲藏、搏鬥
。能逃命的先逃命，無處
可逃的找地方藏起來，無
處可逃又無處可藏才進行
搏鬥。Ted警官還播放了
一段休斯頓警察局錄制的
錄像，大家通過觀看短片
更加深了印象。

當Ted警官談到與會
者感興趣的怎樣預防和應
對機動車搶竊；怎樣註意
個人安全的內容，聽眾們

很活躍，不時有
人問問題。舉辦
方還邀請到另一
位 Gary Ho 警官
和大家分享了一
些交通安全的法
規和執行。比如
說在百利大道中
國城有人亂過馬
路已有2人被車撞
死了，現在有警
察專門開罰單給
亂過馬路的人，
不要以身試法，
更不要拿生命去
冒險。

此次講座安徽同鄉會
贊助了5張5月16日演出
的黃梅戲票，活動結束前
有5位幸運的聽眾抽獎得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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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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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癥的最突出表現。
頸椎間盤突出多見於青壯年，有明顯的頸部

外傷史或有長時間低頭位工作的職業史。神經根
受壓者，出現頸部、肩部、上背部劇烈疼痛，伴
上肢放射性神經痛；頸部運動和睡眠時，疼痛加
重。肌力下降，腱反射減弱或消失，臂叢神經牽
拉試驗陽性。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痛等癥狀，
甚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手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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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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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

ton, Texas77063
診療時間：週一至週五（8am -6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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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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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國共談判細節：
蔣介石曾要朱德毛澤東出國留洋

核心提示：蒋介石还要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出国留洋，另外，在边区政府改制、释放政治犯等问题上也都僵

持不下。宋美龄、宋子文、张冲有些着急，在两边往返磋商，但谈判仍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宋美龄私下向蒋介石

进言，要灵活机变，以达到双方礼让。

1937年初，日本加紧了

对中国侵略的步伐，全国各

地要求一致抗日的呼声更加

高涨。1937年 3月，蒋介石

秘密与周恩来在杭州举行了

国共两党的高级会晤。此后

的 6 月 4 日和 7 月 13 日，周

恩来两上庐山与蒋介石谈判

，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不过其中颇费周折。

见蒋介石前先见宋美龄

1937年 1月 31日，蒋介

石指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顾

祝同，对红军“姑且每月支付二三十万

元军费”，但另一方面，他却在2月中

旬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

《根绝赤祸案》，要求“彻底取消所

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坏统一之

组织”。鉴于这种情况，周恩来感到

贸然与蒋介石直接谈判，有破裂的可

能，他决定采取迂回的办法。1937年

3月下旬，周恩来乘飞机抵达上海，

先期与宋美龄会晤，请她将中共中央

书记处关于谈判的十五条意见转交蒋

介石。宋美龄向周恩来表示，中共可

以合法存在。

次日，周恩来在潘汉年的陪同下到

杭州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周恩来向蒋

介石提交了11条书面意见，同时阐述了

6条口头声明。正是通过宋美龄、宋

子文等人做好了一些有利的“铺垫”

工作，所以蒋介石的态度热忱、认真

，他认为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

神，是新生力量”；几个月来，中共

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很好；中

共只要“检讨过去”，坚持新政策，必

能达到成功。

杭州会谈后有些新气象，南京政

府给红军每月 36万元军费得到保障

，5月底，南京还派出 8人“中央考

察团”到延安。

第一次庐山会谈蒋态度突变

6月 4日，中共代表周恩来携带

《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

纲领草案》和13个具体问题，与秦邦

宪、林伯渠来到庐山。当时蒋介石和

宋美龄住在美庐别墅，国共合作的庐

山谈判就在这里开始。蒋介石夫妇准

备了周恩来喜欢的几个小菜，一生不

喝酒的蒋介石还破例叫侍卫官上了酒

，表示客气。

8日至 15日，国共双方代表进行

了多次谈判。谈判虽然客气，但一碰

到实质性的问题，蒋介石的态度和在

杭州会谈相比，发生了变化。在中共

独立的问题上，他不同意中共在《纲

领草案》中提出的建立民族同盟、实

行党外合作，而提出要建立“国民革

命同盟会”，国、共双方各派相同数

量的干部参加，由蒋介石担任主席。这

显然是要从组织上把共产党溶入国民

党中去，从而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

对这样的方式，周恩来理所当然不同

意，他提出必须请示中共中央才能决

定。

蒋介石还要毛泽东、朱德离开红

军出国留洋，另外，在边区政府改制

、释放政治犯等问题上也都僵持不

下。宋美龄、宋子文、张冲有些着

急，在两边往返磋商，但谈判仍未取

得实质性的进展。宋美龄私下向蒋介

石进言，要灵活机变，以达

到双方礼让。

第二次庐山会谈宋美龄斡旋

第一次庐山会谈虽然没

达成最后协议，但国民党的

态度还是积极的。6 月 26 日

，南京政府来电，催周恩来

再上庐山。7 月 13 日，周恩

来和秦邦宪、林伯渠到达庐

山。17日下午开始了国、共

两党的第二次庐山会谈。这

一次，宋美龄也为谈判成员之

一。

谈判中，双方仍就红军的改编问题和

陕甘宁边区政府由谁担任主席的问题

争执不下。宋美龄对蒋介石作了些开

导、劝说，使他态度有所转变和软化

，蒋宣布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接着，

蒋介石在改编问题上作了让步，同意

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由朱德、彭德怀担任正、副总指挥，

并关照发给给养。

下山后，蒋介石的思想在宋美

龄、宋子文等人士的热心“进言”

后继续升温。8月 1日，延安接到张

冲发来的急电，蒋介石密邀毛泽东

、周恩来、朱德即飞南京共商国是

。12日开始，周恩来、朱德、叶剑英

同国民党代表张冲、邵力子、康泽举

行正式会谈，很快解决了庐山会谈

的遗留问题，并讨论实施办法和具

体细节。

9月 6号，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改

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任主席

、张国焘任副主席。9 月 22 号，国

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公布了《中国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公布国共合作

宣言》。次日，蒋介石对中共宣言

发表谈话，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

位，指出了团结抗日的必要，表明

了他的抗日立场。至此，第二次国

共合作正式形成。

抗戰時期潘漢年秘見汪精衛
為何沒向上級請示匯報？

1943年 4月，日伪计划对新四军

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当时担任新

四军政委兼中共华中局书记的饶漱石

要潘汉年到上海去一次，重新部署那

里的情报工作，加强与李士群的联系

，尤其要搞清楚日伪这次大“扫荡”

的准确情况。经饶漱石批准，潘汉年

再次经过镇江抵达上海。

胡均鹤热情接待了潘汉年，潘

汉年向胡均鹤提出：希望能立即见

到李士群。胡均鹤陪同潘汉年到南

京李家，李士群又不在家，说是去

看汪精卫了。当天晚上，潘汉年便

由胡均鹤安排住进了南京的一家高

级旅馆。据当时也在南京工作的大名

鼎鼎的“神秘牧师”董健吾以后回忆

：他在旅馆里还碰到过潘汉年，双方

都“大吃一惊”！

第二天一早，李士群由胡均鹤陪

同，来到旅馆会见了潘汉年，李士群

当即提出要带潘汉年去见汪精卫。这

是潘汉年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事，他

既无法向上级请示，又无法拉下脸面

一口回绝，只得随同李士群与胡均鹤

一同驱车到汪公馆会见了汪精卫……

这次会见时间并不长，据尹骐

撰写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一书

中揭露：汪精卫与潘汉年握了下手

，坐下后汪精卫讲：“我认识你们

的毛泽东先生，过去我是主张联共

的，以后发生误会了。你们和蒋介

石联合是没有什么搞头的。蒋是独

裁的，我是要搞民主的，我要搞议

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取各党

派参加，也请共产党参加。”潘汉

年回答说：“共产党是不会来参加

你的议会政治的，来的也是假的。

上海的共产党是不会代表延安来参

加的，但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话转告

给延安，我认为延安方面是不会退

出重庆参议会来南京参加你们的议

会的。”汪精卫又说：“现在是个

好机会。我们合作起来可以异途同

归。希望共产党不要和蒋介石搞在

一起。只有同我们合作才能解救中

国。”

会面结束后，潘汉年依然由胡均

鹤陪同回到上海，他还应李士群的邀

请会见了李士群的军事顾问、日本华

中派遣军谋略科长都甲大佐，陪同的

还是胡均鹤。胡均鹤向都甲介绍说：

“这位胡先生（潘汉年当时化名胡越

明）是影佐将军的好朋友，是专门在

江南江北做买卖的。”潘汉年以一个

买卖人的身份，介绍了在新四军苏北

根据地的所见所闻。也许是为了弥补

自己的歉疚之心，胡均鹤旁敲侧击，

配合潘汉年从都甲口中掏到了不少有

价值的军事情报。

几天以后，潘汉年决定返回淮南

根据地，离沪前，李士群又邀潘汉年

见了一面。这是潘汉年最后一次与李

士群会面。两人闲聊几句未作深谈，

便匆匆告别。以后胡均鹤两次派刘毅

渡过长江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送过

一些情报和新四军急需的药品。同年

，潘汉年的交通员何荦往返上海、苏

南也与胡均鹤和刘毅有过接触，但随

着 1943年 9月 9日李士群被日本宪兵

头目冈村毒死之后，这一联系也就彻

底中断了。

1943年4月，潘汉年回到淮南根据

地，向饶漱石汇报了有关日军近期不会

举行大扫荡的情报，但对和汪精卫见面

一事，只字未提。潘汉年与汪精卫见面

，形式大于内容，虽然谈话过程很短，

谈话中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但汪

精卫毕竟是和共产党的一个高级干部碰

了面，无论如何是一个大的政治事件。

对于这么重要的事件，不向上级汇报，

终于酿成了大祸。

古代哪一個皇帝無比殘忍
但每次屠殺前都要燒香哭泣

对萧昭业暗暗举起屠刀的是尚书令萧

鸾，他的特点就是“无情”，一辈子就像

个职业杀手。萧道成临死前，千叮咛万嘱

咐儿子不能相互残杀，可是自己的儿孙全

被萧鸾杀光了，也许这是冥冥之中对萧道

成屠杀刘氏后人的一种报应。

第一、除掉宠臣

萧鸾是萧道成的侄子，很小时父亲死

了，由萧道成抚养，论辈分他是萧昭业的

叔叔。

武帝萧赜病重时，因为太子死得早，皇

位就有两个人选：1、太子的弟弟萧子良，

声望很高；2、太子的儿子萧昭业。

萧赜时而昏迷、时而清醒，萧子良的

心腹王融趁机发动兵变，控制了皇宫。千钧

一发之际，萧鸾带兵赶到，把萧昭业扶上

皇位，杀死王融。一年后，萧子良在抑郁

和恐惧中死去。

算起来，萧鸾还是萧昭业的大恩人，但

看着这个小混蛋越来越不像话，心里也急

，苦口婆心地劝他。萧昭业像吸冰毒似地

玩得正嗨，根本听不清别人在说什么。萧

鸾意识到他已经成了“中毒”太深的疯子

，把天下搞得人心惶惶，萧鸾决定为民除

害。

正式动手之前，先杀几个人投石问路

，试探一下萧昭业会不会跳起来。他让几

个大臣联名上书，请求诛杀杨珉之。萧昭业

哪能舍得杀这个娈童，把奏章留着不发，

装呆。萧鸾料到他这一招，又派心腹萧坦

之等人走进皇宫，义正言辞地劝萧昭业要

以国事为重。

何婧英和皇帝坐在一起，一边听一边

梳妆，听到萧坦之的话，急得哭着说：杨郎

年纪轻轻，能有什么罪，陛下千万不能枉

杀啊。

萧坦之对萧昭业说：皇上，这事有隐

情，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萧昭业只好对何婧英说：你先暂时回

避片刻。

何婧英气在心里，怏怏地走了出去。萧

坦之说：外面都在传杨珉之和皇后有奸情

，不可不杀。

萧昭业无奈点点头。萧坦之一见，赶

紧跑了出去，飞马报告萧鸾。萧鸾早就准

备好了，立即抓拿杨珉之，处于死刑。

过一会儿，萧昭业要吃后悔药，写了

一份手诏，对左右说：快去找萧坦之，赦免

杨珉之。但杨珉之被斩首的消息已传进宫

中。

何婧英听到后失声痛哭，这时，旁边

一个小太监见她慢慢缓过气后，悄悄地说

：大家都在说，杀杨珉之是徐龙驹的主意

，他向皇上密报你和杨珉之有私情。

何皇后怒火中烧，跑到萧昭业面前，哭

着要求杀掉徐龙驹。

此时，朝中也有多个大臣弹劾徐龙驹

，萧昭业只好下令处死自己最宠信的太监

徐龙驹。

第二：杀掉皇帝

萧昭业突然醒悟过来，背后肯定是萧

鸾在捣鬼，这个叔叔想谋反了。

萧昭业找到何婧英的堂叔何胤商量，要

不要先下手为强。但何胤整天吃喝玩乐、

花天酒地，一听要杀人，吓得脸色发白，

说：萧鸾反迹未露，皇上不要轻举妄动。

萧昭业又找到萧坦之，问：外面传言

萧鸾打算废我，是真的还是假的？

萧坦之是萧鸾的人，平静地答：萧鸾

忠心耿耿，怎么可能做出废天子这样大逆

不道的事，一定是妇女小人的谣言，不能相

信。

萧昭业从此还是天天疯玩。几个月后

，他在寿昌殿和霍氏裸体相对而坐。突然

听到外面有吵杂声，感觉不妙，让太监到

外面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太监回来报告说

：看到几百个人，全副武装，冲进来了。

领头的正是萧鸾的另一心腹萧谌，萧昭业

跑到另一爱姬的房里，拔出剑自杀，下不

了狠心，只是划破了皮。包扎完脖子的伤口

后，又坐小车出来。

萧谌冲进来的时候，宫中侍卫将士都拿着

剑盾准备抵抗，萧谌说：我要找的不是你

们，不要乱动！

侍卫正在犹豫，萧昭业出来了。他们

急忙向皇上请示，萧昭业一言不发，掉头

就往门口跑。逃到外面时，被追兵杀死。

只活了 22岁，做皇帝才一年。霍氏和其他

宠妾都被斩杀。萧鸾以皇太后的名义下诏

，追贬萧昭业为郁陵王，废黜何婧英为郁陵

王妃,何婧英从此下落不明。

萧鸾接着立萧昭业的弟弟萧昭文为皇

帝。自任骠骑大将军、录尚书事、扬州刺

史等。萧昭文不仅是没有权，就是起居饮

食，也要先向萧鸾汇报。一次，萧昭文要

吃蒸鱼，厨师说没有得到萧鸾的指示，就

不给吃。只过了三个月，萧鸾又以皇太后

的名义下诏，废黜萧昭文为海陵王。萧鸾

即皇帝位，史称齐明帝，不久毒死萧昭文。

第三、赶尽杀绝

萧鸾如今大权在握，变成了一个恶魔

。他先把武帝的儿子全部杀光，最小的只

有 7岁。接着又不放心，再把高帝萧道成

的儿子们全部杀光。也许心理压力太大，

他每次杀人前都有个奇怪的举动，一定要

焚烧香火，跪在佛像面前痛哭流涕，不停

地祈祷。

498年，他只做了 4年皇帝就病重，死

之前担心儿子的位置不稳，又杀死了众多

位高权重的大臣。把太子喊到床边，谆谆教

诲说：当年我杀萧昭业，如果他动作快点

，奋起反击，那掉脑袋的就是我啊。所以

你看到哪个不放心，立即下手，千万不能

落在人的后面。

说完，才放心地闭眼去了，活了 47

岁。16 岁的太子萧宝卷即位，是南齐的

第六任皇帝，史称东昏侯，他是一个

“情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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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測試真空管道高速列車
時速1200公裏甚至更高

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

磁悬浮列车因为与轨道的磁力相互作

用悬浮在空中，运行时不与地面产生

摩擦，因而可以降低能耗、提高速度。

可是，如果要修建一条接近于真空的

管道，然后把列车“挂”在墙上，然

后贴着这个管道“飞”檐走壁，这个

车速能够达到多快？

以上是美国创业家伊隆· 马斯克提

出的“超级高铁”设想——马斯克曾

鼓励发明家们将其创意变成现实，今

天，洛杉矶一家初创企业研发的“超

级高铁”运输系统将在美国内华达州

拉斯维加斯郊区的沙漠测试场进行首

次的公开演示。

在不算久远的未来，人类运输方

式还会有怎样的花样翻新？当地时间

11号，美国超级高铁公司Hyperloop One

在内华达州的沙漠进行的首次技术全

面测试或许可以提供我们一些参考。

Hyperloop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罗

伯特劳埃德表示，今年就像来特兄弟

在基蒂霍克试飞一样，公司将大规模

展示全部的技术，完全应用于正在研

究的四项创新。

“超级高铁”、也叫“真空管道

高速列车系统”，它的初始方案的首

次公布来自有着钢铁侠之称的美国亿

万富豪埃隆· 马斯克之口。根据2013年

就提出的方案，“超级高铁”使用磁

悬浮列车在接近真空的管状轨道中行

驶，时速可以达到 1200公里甚至更高

。拿北京到山东六个小时的车程距离

为例，目前高铁2小时到达，而“超级

高铁”抵达的时间30分钟。

设计师介绍，这种高空管道运输

的交通工具像一个“胶囊”，每一个

胶囊被放置于管道中，像炮弹一样被

发射到目的地，而乘客只会感觉到最

小的爆发力。而更重要的是，这种交

通工具能耗更低。

Hyperloop CEO罗伯特劳埃德解释

，实际上,我们旨在5%的轨道长度需要

推进技术，当达到一定时速后，也就

是每小时750英里，设备就可以自行滑

翔100英里，不需要任何能量供给。道

理很简单，因为我们系统的摩擦力非

常的小。

美国研发超级高铁，这种列车如

同“炮弹”一般在真空管道中运行，

因而速度极快。不过美国研发超级高

铁却不在本国建造，而是选择了欧洲

国家斯洛伐克。专家表示，这种“超

级高铁”存在许多尚未能攻克的技术难

题，其最大的问题是空气阻力。那么

充满未来感的“超级高铁”还有多远

能够走进大众生活？对于竞争越发激烈

的轨道交通技术革新领域，试走中的

“超级高铁”又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张柱庭

教授认为，“飞机现在每个小时都能

够1000公里、900公里都没有问题。所

以我觉得它动力性技术上是没有问题

的。但是在轨道，如果这种大运量走

的话，它速度提升的话，一个难题就

是风的阻力，是影响它速度的一个重

大因素，围绕着铁路的技术革新，下

一步的竞争会更激烈。从铁路发展的

阶段看，它只能是越来越先进，越来

越便利我们的生活，还是鼓励世界各

国技术革命继续探索。因为它最终是

方便人民，方便老百姓生活，从测试

到运营，到最后投入使用，它还有一

个很漫长的路，但希望它的时间可以

缩短。”

地球物種數量可達1萬億種
99.999%的物種當前未知

地球上到底有多少种生物？一直是

科学家们争论不休的话题。美国印第安

纳大学研究人员给出了最新说法。

地球大部分面积被海洋覆盖，而且

气候独特，不同的气候孕育出了不同的

物种，每个地方的动植物都有自己的特

点。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目前一

项最综合全面的地球物种评测报告显示，

地球上可能存在着 1万亿种不同物种。

这至少是之前评估数据的 10万倍，意味

着地球上99.999%的物种未发现。

2011 年，美国夏威夷和加拿大生

物学家评估报告称，预计地球上物种数

量大约是 870万种，真实数据最低是 740

万种，最高是 1000万种。目前，印第安

纳大学研究人员指出，之前的评估数据

明显低估，之前所有的调查报告都忽略

了微生物，并且使用了不可靠的推测技

术。

印第安纳大学教授杰伊· 伦农在《国

家科学院学报》上写道：评估地球上物

种数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的研究

数据结合生态模型的最大数据库，将提

供一份严格的全新地球微生物种类统计

报告。微生物太小，肉眼不可见，其中

包括单细胞有机体、细菌、古细菌和某

些真菌。1克土壤中就能含有1万种生物。

研究人员从全球 3.5 万个地点统计到了

560万微生物和非微生物物种，利用数学

方法推算出1万亿这个数字。

该研究报告详细内容发表在近期出

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科学

家结合了来自政府、学院和民间来源的

植物、动物和微生物数据。伦农教授说：

“最新基因测序技术提供了全球物种的

最新信息。”

研究人员还发现，比例法则既能准

确地预测动物和植物物种的数量，同样

也适用于微生物，给本次研究工作带来

了极大帮助。论文作者之一、印第安纳

大学生物学博士后肯尼斯 · 洛西表示，在

此之前，学者们一直不确定生物多样性

和生物的数量能不能对上比例；而本次

研究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简单明

了，而且高度相关。

学者同时表示，找出、确认地球

上的每一种微生物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截至目前，地球微生物项目也只

找到了大约1000万种微生物。羅丹雕塑作品“永恒之春”
2040萬美元天價拍賣

据“中央社”报道，法国知名艺术家罗

丹(Auguste Rodin)的雕塑“永恒之春”(Eternal

springtime)，10日在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拍出

2040万美元，刷新罗丹作品纪录。

这项作品是罗丹在 1884年构思；1901年至

1903年制作的，长宽分别为 66.7厘米与 80厘

米。

罗丹这项作品“永恒之春”雕刻一对爱

侣的模样，拍卖前预估价格为800万至1200万

美元，但在纽约苏富比(Sotheby's)拍卖会上，

以2040万美元拍出。

罗丹先前拍出的最高价雕塑作

品 为 “ 夏 娃 ” (Eve,grand mod-

ele-version sans rocher)，于2008年

5月以1897万美元的价格成交。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博物馆馆长加加

林娜日前表示，由于克里姆林宫博物馆参

观人数剧增，未来可能考虑加大人流限制

范围。

加加林娜说，去年克里姆林宫博

物馆参观人数达到 220 万的创纪录水

平，预计今年参观人数还会增加。人

流拥挤让博物馆不堪重负，不利于文

物保护，也影响旅游者的参观感受和兴

趣。因此，博物馆考虑限制参观人数

，馆内教堂同一时间参观人数要控制

在200人以内。

目前，克里姆林宫博物馆中的武

器博物馆已经实行限流措施。

克里姆林宫博物馆位于克里姆林

宫内，主要包括武器博物馆和教堂广

场建筑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澳大利亞昆州80%考拉莫名消失
專家小組緊急集合

据澳洲网报道，调查显示，昆州部分地区的考拉

种群数量急剧下降，考拉海岸(Koala Coast)百分之八十

的考拉莫名消失。为解决考拉数量急剧下降一事，昆

州已经召集了专家小组来进行紧急讨论，希望解决这一

问题。昆州环境部长迈尔斯(Steven Miles)表示，调查

小组将在一个月内组成，并立即着手调查。

根据《每日邮报》7日消息，在发现澳洲考拉种群

数量急剧减少以后，澳洲成立了专门的小组来解决这

一“十万火急”的问题。昆州环境部长迈尔斯 7日在

布里斯班表示，专家和学者将在一个月内被任命来解决

此事，并且在2015年8月的时候，相关报告已经呈献给

州政府。

这项报告是由昆州大学研究提供的，报告显示，

昆州东南部考拉的数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下降。从

1996年以来，有 80%的考拉从考拉海岸逐渐消失，并

且布里斯班北部的松树河(Pine Rivers)地区的考拉也锐

减了50%。

报告说道：“在某些地区，考拉很有可能将成

为濒危甚至灭绝物种，考拉种群现在正在面临大面积的

灭绝。”

迈尔斯认为，现在之所以进展缓慢，是因为科研

小组还没准备好，他说：“我们最不希望做的就是莽

撞行事，没有科学的支持而去贸然行动是不对的。”他

表示，之前工党和联邦警察被指责为了城市更好的发

展而导致考拉种群数量的严重下降，并且有些人认为

考拉无法在有“篱笆、池子、道路以及狗”的环境下

生存。

克裏姆林宮博物館可能
增加參觀限流範圍

熊本熊地震後重新現身
粉絲喜極而泣歡迎

据日媒报道，日本熊本地震后暂停参

演节目及宣传等一切活动的熊本县官方吉

祥物、担任县“营业部长”一职的“酷MA

萌”本月 10日起恢复活动，在工作地点观

光物产馆“酷MA萌广场”现身。

据报道，当天，等待良久的大批日本

粉丝们兴高采烈地抱住“酷MA萌”，其

中还有人喜极而泣。

当天下午，“酷MA萌”在交流区的

舞台现身，人们立刻欢呼称“欢迎回来”

。它在观光物产馆内侧的部长室与粉丝们

互动，阅读了不在时的访客留言。

日本熊本市东区的灾民米田直美 (55

岁)称“因为余震好几个晚上持续睡不着，

看到了久违的酷MA萌，感觉很安心”。

从香港前来旅游的一名女性(30岁)表示，

看到它感到很幸福。

据了解，本月内，酷MA萌会每天两

次与访客见面，具体时间是当地时间下午3

点和5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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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首個深海科研基地運行
可模擬萬米水壓測試深潛器
据中新社报道，位于海南三亚市鹿回头半岛的中国

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下称深海所）10日通过

总体验收，并开始运行，成为中国首个深海科研基地和

深海研发试验平台。深海所设有内地最深的深海研究水

池，可模拟逾万米深海的超高压环境，为载人深潜器提

供安全测试及技术支撑。

2011年，中科院启动深海所筹建工作；2012年，中

科院与海南省、三亚市签署合作协议，共建深海所。经

过三方努力，深海所科研园区一期工程完成建设，形成

包括深海科学研究部、深海工程技术部和海洋装备与运

行管理中心在内的研发体系、管理支撑体系，聚集了一

批国内外深海科研人才。

验收委员会认为，深海所高质量完成筹建任务，明

确研究所发展定位，初步形成深海科学与工程技术研究

相结合的特色优势和核心能力，为国家和区域海洋科技

创新能力建设做出了贡献，已经具备中国科学院序列研

究机构的水平和要求。

6000米下深度为研究重点
中科院院长白春礼说，深海所的运行为争取深海空

间站落户海南提供很好的基础。中科院愿与海南省一

道，让深海所成为深海研究前沿阵地，为国家深海技术

发展起到重大作用，服务

海洋强国战略。

据介绍，深海所的定

位是在中国临近深海的前

缘地区，建设深海科学与

工程的现代化基地，成为

国家深海研发试验的共享

开放平台，以此强化中科

院在国家海洋战略中的作

用和地位，支撑海南海洋

科研、教学、产业体系的

建设，填补中国深海战略

的地域性空白。

中科院、海南省、三

亚市同时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共同推进深海所二期

建设。

另据央视新闻报道，

深海所将以 6000以下深度

的海洋及海底为研究的重

点方向，以 4500米载人深

潜器和万米载人、无人潜

水器为深海运载平台，主要承担深海观测信息获取、

处理，深海基础科学研究，深海前沿工程技术研发等工

作。另外，深海所还建成极端环境模拟实验室，实验室

为可以模拟逾万米深海环境的工程装备，为载人深潜器

等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极端环境模拟实验室有一个 22 米乘 10 米的大水

池，深度更达 20 米，是目前国内用于深海研究最深

的综合水池，国家自主研发4500米载人深潜器的维护和

调试将在这里进行。实验室内亦具备可以模拟深海超

高压条件的模拟实验装置，这个内径 800 毫米、有效

高度达 2.5 米的大罐子，通过加压后可以达到 200 兆

帕（MPa），即相当于大约 2 万米深海海底的压强条

件。

模拟极端环境研地外海洋
深海所深海科学技术部主任阳宁表示，实验室可

测试出材料和元器件的极限强度，为载人深潜器的安

全保障提供测试结果。此外，深海所还建成一系列模

拟深海极端环境的实验室。能够达到三万个大气

压、 1000 摄氏度的高压钻石枪等设备，不仅能够进行

海底生命现象与过程、矿产资源形成等科学研究，也为

地外海洋系统科学的研究提供有力支撑。

內地學子首登哈佛畢業演講
“農村故事”為演講增色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从全校数万名毕

业生中各选出一名本科生和研究生作为代

表发言──这相当于哈佛大学给予毕业生

的最高荣誉。5月 26日，一名在湖南农村

长大内地小伙何江将站在哈佛大学毕业典

礼的讲台上，作为研究生优秀毕业生代表

发言。哈佛校方确认生物系博士毕业生何

江是第一位享此殊荣的内地学生。当天，

他将与特邀嘉宾著名导演史提芬史匹堡同

台演讲。

这不是何江第一次获得一所大学毕业

生的最高荣誉。他曾经获得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本科生最高荣誉奖─郭沫若奖学金，

并作为获奖代表发言。

“现在乡村逐渐流行读书无用论，认

为寒门很难再出贵子。这样的观点让我觉

得挺无奈的。”何江说，“教育能够改变

一个人的生活轨迹，能够把一个人从一个

世界带到另一个不同的世界。我希望我的

成长经历，能给那些还在路上的农村学生

一点鼓励，让他们看到坚持的希望。”

1988年，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南田坪

乡停钟村的一户农民家中，何江呱呱堕地

。与村里其他农户明显不同的是，虽然家

里经济条件一般，但何江的父母却坚定不

能为了打工挣钱，而让儿子成为“留守儿

童”。

“啃”英文小说练美式英语

申请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演讲，总共

有3轮测试。第一轮，递交个人学习、科研

材料和演讲初稿；第二轮，从 10名入选者

中挑选4人，每个人都要拿着自己的演讲稿

念稿；第三轮，从 4人中选出 1人，所有人

都被要求脱稿模拟演讲。

对一个英语是母语的学生来说，这都

有极大的难度。更何况何江从小在农村长

大，初中才开始接触英语，操着一口“农

村英语”上了县城高中，在那里，他第一

次感受到自己的英语水平与城里孩子的巨

大差距。

不怕“使苦劲”的何江，买了一本英

文版的《乱世佳人》回宿舍“啃”，遇到

读到不懂的地方，就在书本旁边进行大段

大段的标註。后来，何江到哈佛大学硕博

连读时，又硬?头皮申请给哈佛的本科生当

辅导员，“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勇气，

反正就是想多讲讲英语”。从入学第二年

开始，何江给哈佛的本科生做辅导员，这

种方法让他的英语表达方式很快从“中式”

转到了“美式”。到了读博士期间，何江

就可以给哈佛本科学生上课了。

“学英语，跟任何一门学科的学习一

样，没有捷径。”何江说。

“农村故事”为演讲增色

令何江印象最深的是，无论白天农活

儿干得多累多苦，父亲都会在睡前给两个

儿子讲故事，几乎所有故事的主题都是好

好学习。何江上大学后问父亲哪来那么多

睡前故事，父亲说，很多故事都是自己瞎

编的，目的想告诉孩子只有读书才能有好

的出路。

除了给儿子讲睡前故事，放学后，何

家的两个儿子通常被严格的父亲关在屋里

“自习”；而这个时候，大多数农村男孩

都在田间地头玩耍。“那时觉得爸爸很

‘霸蛮’。但现在想想，这是农村环境下

的最佳选择。”何江说。

与父亲相比，母亲是个温和派。父亲

批评孩子学习不好时，母亲总会在一阵狂

风暴雨后笑呵呵地跑过来，送上“和风细

雨”。何江现在知道，母亲当年的做法，

就和如今他所见到的美国人的做法一样─

以鼓励孩子的方式，给予孩子最大的自

信。

这次申请毕业演讲，何江也是在教授

的鼓励下进行的。哈佛毕业典礼的演讲，

每年只有极少数的中国学生敢于申请。何

江希望让美国的大学生听听来自中国的声

音，但他此前并不敢报名，“教授告诉

我，你只要觉得可以，就去试试，没什么

好丢脸的”。

何江透露，自己的“农村故事”为

整个演讲主题增色不少。他将在演讲中

介绍中医在内地农村发挥的作用，进而

推及到自己在哈佛大学所专注的生物光

学、物理专业研究。据悉，哈佛毕业典

礼的歷届演讲代表多为文科生，何江是

为数不多的一名理科生代表。哈佛博士

毕业后，他将赴麻省理工学院进行博士后

研究。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专题调研团

昨日抵达上海，展开为期四日的访

问行程。上海市长杨雄会见调研团

一行人，简介上海发展现况。他指

出，沪港两地之间的关系由来已

久，认为现时双方是“合作大于

竞争”，未来应当继续保持良好

关系，这对两地经济发展有利。调

研团团长谭惠珠则认为，国家“一

带一路”发展战略能够为沪港两地

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组成的调研

团一行廿多人，由谭惠珠和马逢国

分别担任团长及副团长；中联办副

主任殷晓静亦参与调研。一行人昨

日抵达上海浦东机场后，随即下榻

东郊宾馆，之后与上海市长杨雄、

多个市政府部委官员，以及上海市

人大常委会委员等举行专题调研汇

报会，了解上海在建设成为国际金

融中心，以及自贸实验区金融改革

试点的进展。

杨雄表示，沪港关系历史悠久

，并在国家改革开放开始后得以

深化。长久以来，香港一直支持

上海的经济发展，例如第一个到

上海投资的外商，就是港资企业

；香港亦对上海的制造业、房地产

、港口发展等项目给予帮助，可见

两地经贸关系密切。

杨雄：两地合作空间多
杨雄又指出，中央明确提出上

海要到 2020 年基本建成国际金融

中心的战略决策，上海要实现这

个目标，必须与香港深入交流和合

作。他坦言，视沪港两地之间没有

竞争乃不现实的想法，但强调合作

空间定必大于竞争。

谭惠珠说，今年是落实“一带

一路”战略的“关键年”，也是

“十三五”规划的“开局年”，而

上海和香港都是国家对外开放的重

要窗口，应该把握上述两大发展机

遇，巩固和提升两地全方位合作的

水平。

因此，自己今次率团到上海调

研，目的是要寻求机会，让沪港两

地能够“比翼齐飞”。

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屠光绍认

为，沪港两地未来在金融方面有

广阔的合作空间，建议双方应该

加强联动，例如进一步加强人民

币跨境业务合作、优化及完善

“沪港通”，以及增加两地金融

人才交流和培训等，这不但能够

促进自身经济发展，也能共同服

务国家金融改革开放。

馀下三日的行程中，一众港区

人大代表获安排多场参观及考察活

动，包括到访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中国商飞公司、上海城市规

划展示馆、上海证券交易所等，深

入了解上海在贸易、金融等方面的

发展。

上海市市长杨雄（前排右六），昨晚宴请由谭惠珠（前排左五）担任团长的港区全国人大调研团。出席晚宴的还包括上海市常务

副市长屠光绍（前排左二）、全国人大副秘书长古小玉（前排左四）、中联办副主任殷晓静（前排右三）、上海市人大副主任洪浩

（前排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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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爐頭廠
金門是您的事業通往成功之門！

Golden Gate Restaurant
Equipment Co.

9330 Summerbell Houston, Texas 7707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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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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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木错，藏语意为：天湖。位于拉萨以北当雄县

境内，距离拉萨 240公里，是藏区三大圣湖之一，其

余两个是玛旁雍错、羊卓雍错。

纳木错面积辽阔达1920平方公里，是除青海湖外

的我国第二大咸水湖。到了西藏，尤其是到了拉萨，

纳木错是一定要去的，可以是一天，当天往返，但如

果要是想看圣湖的黄昏和日出，那就要住上一晚。

纳木错是闻名西藏的三大圣湖之一，犹如一块耀

眼的碧玉，镶嵌在念青唐古拉山脉以北的羌塘高原上，

每个到过纳木措的人，整个灵魂都仿佛被纯净的湖水

所洗涤。站在纳木措湖边，这世界上最高最美的神湖

让人震撼，仿佛置身于一个蓝色的世界。

扎西半岛不仅有着奇异的景观，也是转湖的必到

之处，半岛上有许多简易的客栈和小餐馆，也是在这

儿唯一能吃住的地方。

为了看到最美的圣湖，我们下午时分便到了扎西

半岛，夕阳下的圣湖的确没让人失望，给了我们一顿

视角上的盛宴。晚上住在客栈，5000多米的海拔，高

反让人一晚都无法入睡，早上天还没亮便背着背包克

服“零下 2度”的低温和“高反”出发了，爬上扎西

半岛的最高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走一步都是那

么限难，幸好有长期住在拉萨的“曹哥”陪伴和对圣

湖美景的向往，才让我有动力爬上顶峰，一个字累……

天道酬勤，当天边第一束暑光出现，眼前的美景已经

让我容纳不下天下其他的美景；无法形容、无法表达

心中的欣喜，圣湖的美让我忘了一切的不适，完全被

震撼、被感动……

上海迪士尼試運營

僅向受邀者開放

上海迪士尼乐园日前起启动内部运营测试，为 6

月 16 日的正式开幕做准备。据悉，内部运营测试阶

段仅向受邀者开放，且并非所有设施都会进行测试。

记者日前实地探访发现，虽然运营测试阶段

仅向受邀者开放，但仍吸引了大批市民前往。现

场通过中英文广播提醒游客：“欢迎来到上海迪

士尼度假区。乐园尚未正式开幕，游客可游览上

海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其他景点。祝游客度过神奇

的一天。”

日前，迪士尼世界商店、乐高品牌零售店等商店

在迪士尼小镇入口处首度开放。羊城晚报记者在现场

看到，商店门口设置“蛇形通道”，早已排起长队。

工作人员介绍，商店内有超过4000件商品，一开门就

采取限流措施，每批放行 20人左右；据现场估算，

每次入店等候时间约30分钟。

据了解，受邀参与上海迪士尼运营测试阶段的人

员仅包括度假区演职人员以及度假区部分合作伙伴和

相关方。受邀者可在指定日期体验部分游乐项目、娱

乐演出和餐饮服务。

黃山黃山黃山黃山黃山黃山黃山黃山黃山黃山黃山黃山黃山黃山黃山黃山黃山黃山黃山黃山黃山黃山黃山黃山黃山黃山黃山黃山黃山黃山黃山
黄山位安徽

省的南部，跨越

四县──歙县、

黟县、太平和修

宁。一亿多年前

的地球地壳运动

使得黄山崛起于地面，后来历经第

四纪冰川的侵蚀作用，慢慢地就变

成了今天这个样子。黄山宏伟、庄

严、风光迷人，为著名的风景区。

黄山在秦朝（公元前221-207年）时

叫做黟山，在公元 747 年（唐朝天

宝六年）时才有这个名字。 黄山是

一个奇迹：在 154 平方公里的面积

上群峰耸立，许多山峰的名字是名

如其形，“莲花”、“光明顶”和

“天都”是其中最主要的三个，都

高达 1,800米以上。这些山峰都是花

岗岩体，通常是由竖直接合点连接。

侵蚀和断裂促使这些岩石变成巨大

的石柱，形成了高峰和深谷。天阴

时这些高山隐现在雾霭中，如虚幻

一般，天晴时则尽展其威严与壮丽。

黄山的颜色和形态随四季的更替而

不断变化。春天，盛开的鲜花色彩

缤纷，点缀着四处的山坡；夏天，

您可以看到青绿的山峰一座连一座，

泉水在欢乐地汩汩流着；秋天把整

个黄山装扮成红、紫相间的世界，

正是枫树火红的季节；冬天则把群

山变成一个冰与雾的世界，到处是

银枝银石。因此自古以来就一直有

许多游客来到黄山，探求其神秘、

惊叹其美景。人们渐渐地总结出黄

山的四大特征和吸引力：奇松、怪

石、云海和温泉。其

实，黄山上也到处可

见花岗岩，尤其是在以下几个景区：

温泉、玉屏楼、西海、北海、云谷

寺和松谷庵。 由于地貌独特，黄山

的气候呈垂直变化，山上的植物也

明显地呈垂直分布：山顶、山腰和

山脚的植物分居寒带、温带和亚热

带。黄山共有 1500多种植物，其中

树木占了三分之一。因此黄山在中

国的植物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

在山上您可以看到世纪松（或“百

年松”），冷杉、银杏、中国胶皮

糖香树、樟木和冰川时代的遗迹─

─珍贵的树。黄山的开花植物很丰

富，其中许多都是稀有珍品，如美

人花、黄山杜鹃花、茶花、李树花、

百合花、紫薇（也叫百日红）、兰

花和迎春花等等。黄山拥有大量的

中草药材，现在发现的有300多种，

著名的有人参、中国金丝根和肉桂。

黄山的毛峰茶也是享誉国内外的茶

叶。 黄山也是种类繁多的动物群的

栖息地。这些动物中有猴子、山羊、

鹿。稀有鸟类中有红嘴情鸟、八音

鸟和金黄鹂，这些鸟都能唱出悦耳

的 歌 声 。 金 黄 鹂 、 红 嘴 情 鸟

(red-billedleiotrix)非常可爱，成为许

多外国人最喜爱的宠物，并成双成

对地出口到国外。另外，溪中的欧

石鸡可做成美味可口的佳肴。 黄山

的天气四季宜人。夏季天气凉爽，

在最热的月份七月份，北海宾馆

（海拔 1,630 米以上）的平均气温

为 20°C，由于云海常常遮住太阳，

炎热的天气从来不会长久，这就使

得黄山成为理想的避署胜地。黄山

看起来清新、年轻，但却有着悠久

的历史，古代的书籍、诗歌、绘画和

雕刻都是很好的证明。李白并非歌颂

黄山的唯一的诗人，唐代诗人贾岛

（公元 779-843 年）和杜荀鹤(公元

846-907年）也曾来此吟诗作赋。在

唐以后的各个朝代中不断有人游览

黄山，在诗中表达他们的赞美之情。

明朝地理学家和旅行家徐霞客（公

元 1586-1641年）专门写了两本关于

黄山的游记，清朝的西安派大画家

渐江和石涛（公元 1642-1718年）在

身后留下了许多幅关于黄山的画。

已经去世的地理学家李四光（J.S.

Lee1889-1971 年）在其专著《安徽

黄山上的第四纪冰川现象》中总结

了他个人对黄山的考察成果。一代

又一代人的题词随处可见：“千姿

百态黄山云”、“刺天峰”、“清

凉世界”、“奇美” 和“独具魅力

的风景”，这仅仅是其中的几个而

已。这些诗一般的词汇配上优美的

书法不仅仅是装饰品，他们本身就是

一道迷人风景。 今天，由于政府的

关注，黄山的风景点已修复一新并

已对外开放。在山中的“ 云谷寺”

和山项的“白鹅峰”之间已架起电

动缆车，目前为亚洲地区最长的缆

车。在过去，黄山的山道很危险，

现已得到修复和拓宽，总长度已达

50多公里，并且兴建了许多宾馆、

亭台和其他建筑。高压线已经延伸

到峰顶，在“光明顶”上已经建起

了天气预报台。来自全国各地的专

业工作组在黄山进行了许多方面

的科学研究，如地理探测，植物和

气象研究，中草药材收集等等。黄

山上还有许多艺术活动，中外的画

家、摄影师、作家、诗人、音乐家

和演员都来此进行艺术创作或丰富

阅历。

西藏林芝：別樣花海 川藏古道觀花
西藏，并不像海子诗里所说,“一块孤独的石

头坐满整个天空”。在这个世界上最高的地方，

除却一望无垠的高原与充满心灵的信仰，还有繁

花似锦的灿烂。

5月，西藏东南部的林芝，已经过了粉红色

的桃花季节，从雅鲁藏布大峡谷水汽通道来的充

沛降雨正滋润的土地。此刻，正是万物疯狂生长

的季节，高原上的花朵在一个冬季的蛰伏之后开

始进入争相斗艳的时节。

△灰背杜鹃

林芝，常被人称之为“西藏江南”，这得益

于印度洋暖湿气流，使这里气候湿润，四季常绿

。从 4月开始遍布尼洋河、雅鲁藏布江两岸的野

桃树就争相开放，肆无忌惮的粉红色，怒放得畅

快淋漓。此时的山顶还积满皑皑白雪，河边的青

稞地已经抽出嫩绿的麦苗。桃花在气势磅薄的雪

山怀抱中无限柔媚，映着蔚蓝云天，在雪山与新

绿的麦田之下，美不胜收。

△色季拉的黄杯杜鹃

5月，山顶的积雪悄悄融化，高原上的报春

花也正在冰雪的缝隙中相继开放，报春花是一类

草本植物，它的中文名“报春”和拉丁学名

Primula（“首先”的意思），均含有早开花的意

义，主要分布在喜马拉雅山两侧及横断山区，在

林芝湿润的草甸上和神秘的高山湖泊旁都遍布它

们的身影。如果说报春花是高原花海的点缀，那

么杜鹃花一定是高原春天的主旋律。5月的杜鹃

从色季拉山开始绽放，这里生长的约 20多种杜

鹃花，从山脚一直分布到山顶，有高枝大树，也

有低矮灌丛，错落有致。花团锦簇的杜鹃花从山

脚到山顶沿着海拔升高陆续开放，尽染高原，蔚

成花海。

△鲁朗的藿香叶绿绒蒿

6月，是藏东南的初夏季节，在高山草甸上，

原始林下，有着“喜马拉雅蓝罂粟”之称的绿绒

蒿开始吐露花苞。绿绒蒿并非指花朵是绿色，而

是在绿色的茎叶上生有绒毛。它的花色多姿多彩，

见到绿绒蒿的人无不被它丝绸般的花瓣和妖艳婀

娜的身姿所折服。当然想看到绿绒蒿并不是一件

简单的事情，它生长在 3500米以上的湿润的高

山草甸以及高山的上的流石滩间，所以遇见高原

的美丽是需要勇气的。

△鲁朗的拟多刺绿绒嵩

赏花最佳之处当属色季拉国家级森林公园。

它位于西藏林芝县和米

林县，大致范围包括了

已建的雅鲁藏布大峡谷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西侧

外围，森林覆盖率高达

55.1%，共有植物1046种

，被誉为“世界植物的

博物馆”。中国最美的

景观大道 318国道盘山而过，在色季拉山两侧分

布着约20多种杜鹃。色季拉山的杜鹃花期从4月

中下旬开始一直持续到 8月初，其中以 5月至 7

月最为繁盛。

△鲁朗花海牧场中，马匹惬意地漫步在报春花与

鸢尾花丛中

从色季拉山盘山而下（往成都方向）即可抵

达 318过道上著名的鲁朗镇。在鲁朗镇国道旁右

侧（往成都方向）有一个柏油小路，从此进入就

将到达鲁朗花海牧场。这条路曾经是著名的川藏

茶马古道，在天险般的色季拉山口未开通公路之

前，经“鲁朗镇——东巴才村——德木（北）沟

——德木拉山口——米瑞乡——林芝镇”一线，

是连通小到“工布和波密”，大到“川藏滇三省

”的著名通道。在这片草甸之上，从每年 5月的

开始便是花的海洋。

△日照金山的壮观景象

报春、杜鹃、鸢尾等高山珍稀花卉，依次开

放成为林中花海。这条由溪谷地、林缘草甸、山

地牧场、古寺遗址、古村落等串缀而成的徒步小

径轻松惬意，既可欣赏色季拉山高山区一带丰富

多元的自然美景，又可领略藏东南深厚的人文胜

迹与独特的民俗风情。此外，从色季拉山到鲁朗

花海牧场的这条线路还可以观赏到中国最美的雪

山——南迦巴瓦峰。

● 游览线路

自驾或租车出行从林芝八一

镇出发，沿尼洋河，走 318国道

过林芝镇翻越色季拉山，沿途可

以欣赏色季拉原始森林、杜鹃花

丛，抵达海拔 4700 米的色季拉

山口后可以远眺中国最美的山峰

——南迦巴瓦峰。之后一路下山，

国道右侧即是鲁朗原始的森林，

下山抵达鲁朗镇，右拐进入乡村

公路，行车 6公里抵达鲁朗花海

牧场景区。

游览完花海

牧场，还推

荐经过东巴

才村上一趟

“拜峰台”

。拜峰台海

拔4600米，

在这里可以

俯瞰雅鲁藏

布大峡谷，

也是近距离

观赏南迦巴

瓦峰的最佳

地点。从成

都方向过来则是先经过鲁朗再翻越色季拉山，之

后到达林芝八一镇。

● 住宿

如果想感受藏东南的民俗风情，推荐住宿鲁

朗扎西岗村的家庭旅馆。如果是休闲度假，推

荐住宿鲁朗花海牧场景区的花海别墅。花海别

墅簇拥在山花从中，外看雪山刺破云尖，耳听

万顷松涛阵阵，这是一路兼程的你值得拥有的

幸福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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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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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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達石業公司

North

反應迅速 專業施工 工廠直銷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GRANITE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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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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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內付清，可享12個月無息分期付款。

2999

二十年安裝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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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born Granite LLC實木櫥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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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理石品種最多！規模最大，價格最低！
批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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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孩子去旅行要
準備什麼呢？(下)

D. 提前check-in，選座位
有 很 多 航 空 公 司 可 以 提 前 online
check-in, 選座位。通常帶孩子的話最
好選飛機上有幾個空間比較大的座位
，現在有不少航空公司把這種類型的
作為定義成Economy Plus收取一點額
外的費用；如果孩子有獨立的座位的
話，普通的座位問題也不大，但是最好
選進出方便的，這樣孩子坐不住或者
要上廁所的時候都會比較方便。提前
在網上Check-in的好處是，登機當天
在機場不用拖著孩子排長隊。
E. 預訂飛機上的搖籃
如果是帶著小baby坐飛機，飛機上時
間比較長的話，我會建議預訂一個搖
籃，這樣孩子在飛機上可以平躺下來，
大人也會比較舒服。但是飛機上的搖
籃一般都很小，如果孩子超過6個月，
就會不舒服了。而且在預訂機票的時
候，通常不會讓你訂搖籃，搖籃需要提
前直接跟航空公司預訂。
F. 飛機上注意孩子的耳壓
我們大人坐飛機的時候都會在飛機起
飛和降落的時候感覺到不舒服，小孩
子就更要注意了。好幾次我都聽到嬰
兒在飛機起飛和降落的時候大哭，多
半是因為耳壓的問題。我們可以在飛

機起飛和降落的時候讓孩子喝水，或
者給安撫奶嘴，如果都不行的話，可以
給孩子按摩一下耳朵後面，也會有幫
助的。
G. 鼻子太乾的問題
機艙裏通常很乾燥，小孩子容易鼻子
乾甚至脫水，所以一定要讓孩子多喝
水，並且準備好棉花棒，隨時可以蘸水
幫孩子濕潤鼻腔。
9. 坐火車或大巴旅行要注意的問題
A．訂票的時候可以多問一下有沒有
家庭折扣或者給小孩子的折扣
B．在車上不要讓孩子亂跑，以免找不
到人
10. 自駕遊要注意的問題
A. 一定要用安全座椅！不管你所在的
地方法律規定有多鬆，我都會強烈建
議一定要用安全座椅，這真的是為了
孩子的安全著想！

B. 多裝一個後視鏡用以觀察後座孩子
的情況，尤其是在隻有一個大人的情
況下。
C. 一定要給孩子帶一些他/她感興趣
的玩具，書或者是音樂。不能讓孩子在
車上覺得無聊，尤其是如果要開 2 個
小時以上的車的時候；如果他們開始

無聊了，司機就會很煩惱了！
D. 如果旅程超過1個小時，就要
預備出中間停下來休息的時間，
因為孩子很容易覺得無聊覺得
累；如果是已經脫了尿布的孩子
，還要隨時準備他們需要停下來
找地方上廁所。
目的地相關
1. 健康衛生相關的注意事項
A. 如果是去熱帶地區，一定要記
得每天至少給孩子準備兩身換
洗衣服，而且要是容易吸汗的材
質，例如全棉。去哪裏玩都要注
意防曬，帶上帽子，塗上兒童防
曬霜；孩子的眼睛也很敏感，所
以如果要暴露在陽光下，一定要
給孩子準備太陽眼鏡。
B. 盡量不要讓孩子喝直接從水
龍頭出來的水，雖然在美國很多
地方這種水也是符合飲用標準
的，但是去旅行還是小心為好，
盡量喝瓶裝水。

C. 帶上一些兒童常用藥: 退燒藥，感
冒藥，過敏藥。
D. 在外面吃飯的時候，盡量選擇流動
率比較高的餐館，尤其是如果目的地
的衛生條件不是很好就更要注意；盡
量不要吃自助餐，就怕萬一自助餐的
食物放在那裏被蟲子叮過了。
E. 孩子比大人更容易脫水，出門在外，
一定要讓孩子多喝水；如果是小嬰兒，
要每天注意baby有沒有足夠的尿尿。
F. 不要說孩子了，大人在外面旅遊都
很容易出現便秘的問題。如果孩子出
現這個問題，除了多喝水之外，還可以
做的事有：按摩肚子，用一點凡士林按
摩肛門，喝少量的植物油等等。
G. 如果是去熱帶地區或者衛生條件
相對較差的地區，還要注意防蚊叮蟲
咬。除了兒童可以使用的防蚊水之外，
還可以用一些比較安全的方法，比如
自帶蚊帳在Crib上使用；給孩子穿全
棉或紗質的睡袋，在睡袋上稍微用一
些防蟲水。還可以帶一些小蜜蜂紫草
膏類的比較安全的藥膏，萬一孩子被
咬了，可以塗抹。
2. 檢查旅館的房間
孩子的安全永遠是旅行中最重要的一

件事，所以在入住任何
一個旅館之後，都要檢
查一下旅館的房間。門
鎖好不好啊，有陽台的
話看看陽台是不是安
全（會不會有小孩子不
小心掉下樓的隱患），
要帶一些絕緣膠帶把
暴露在外面的插頭或
電線封起來。當然啦，
一定要提醒孩子，不能
自己隨便開熱水。
3. 合理安排徒步或者
騎車的路程
千萬要記得孩子是很
容易累和覺得無聊的，
所以如果行程中有徒
步或者騎車，一定要考
慮最小的那個孩子能
夠完成的量，或者是做
好扛著孩子走的準備。時間的預算要
做得比較寬裕，因為孩子不可能根據
一個既定的速率去完成一個行程，他
們很容易在途中被某個東西吸引就停
下來看一看玩一玩。通常要帶著孩子
走的話，最好選擇一些景色和活動多
樣化的路程，比如沿途有湖，有小池子
，他們可以停下來玩玩水甚至遊泳一
小會兒之類的。
4. 給孩子穿衣要採用多層原則
出門在外給孩子穿衣服最
好採用多層原則，這樣冷
了可以穿，熱了可以脫，隨
時可以根據溫度和孩子的
情況改變策略。
5. 給孩子留下美好的記憶
我們帶孩子一起去旅行，
除了無奈非要帶著外，總
也想給孩子增長點見識，
留下點旅途中美好的回憶
。俗話說，讀萬卷書，不如
行萬裏路。我們可以做一
些事情，讓孩子們的記憶
一直延續到他們長大成人
。
A. 每到一個地方，就買一
張明信片，在背麵讓孩子
自己寫或者幫孩子寫一句

話，記錄日期和孩子的年齡。
B. 也可以給孩子收集每個地方都有的
紀念品，比如有一陣子我自己就收集
各地的星巴克杯。
C. 如果孩子已經開始自己記日記了，
那麼要鼓勵孩子在旅行途中也每天堅
持記錄。
D. 給孩子買當地的玩具，除了當作紀
念品外，孩子通常也會比較喜歡玩當
地孩子在玩的玩具，這樣有時候還能
幫他們交到當地的朋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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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cent report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CAE) claimed that China currently ranks fourth in the world vis-à-
vis manufacturing ability. The other three top manufacturing giants 
include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and Japan.

Since 2000, China has been working hard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it and the other three manufacturing powerhouses, the Chinese 
state media Xinhua said quoting the 2015 China Manufacturing 
Development Index. The report further quoted the CAE president 
Zhou Ji saying that manufacturing provides a solid ground for any 
strong nation, and it is also vital for uplifting China's economy.

A year ago, China's State Council introduced a decade-long plan 
titled "Made in China 2025" last year with a view to update China's 
manufacturing set up. The plan aimed to help China attain the 
manufacturing standards of Japan and Germany in the next 10 years.

Although China's manufacturing ability has improved greatly over 
the years, the country still faces several major obstacles for China 
in becoming a global leader in manufacturing. Hence, it is essential 

The Chinese national government has urged 
its local officials to prepare for more potential 
natural disasters, as the country is expected 
to experience more rains with the peak of the 
flood season.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Land Resources 
(MLR), the country faces more risks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during the current rainy 
season. The ministry then called on local 
governments to improve their risk assessment, 
particularly in places like construction sites, 
tourists spots and migrant worker communities.

The MLR made the call on Sunday, following 
a landslide that occurred at a construction site 
in Taining, Fujian Province, the Global Times 

reported.

Personnel from Taining's local fire department 
have already recovered 22 bodies from the site 
and have managed to find two people alive. 
A total of 14 people sustained injuries, three 
of which are sustained severe injuries. All are 
being treated at the Taining People's Hospital.

The MLR has already raised the emergency 
response management operations to level two, 
the second highest level, and sent experts to 
determine the cause of the disaster and assess 
other potential hazards.

The landslide was reportedly brought about 
by heavy downpour that started on Saturday 
which deposited 18 centimeters of rain in just 
24 hours.

In an advisory, the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Center said that heavy downpour is still 
expected not only in Fujian, but also in 
Jiangxi Province and the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and urged residents 
to take the necessary precautions, CCTV 
reported.

According to China Earthquake Administration 
researcher Gao Jianguo, the number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caused by frequent 
extreme weather has been exacerbated by 
increasing construction activity in disaster-
prone regions. He also said that China's current 
geological hazard prevention map is lacking, 
as it only shows places where disasters have 
already happened.

To remedy the problem,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conduct a thorough survey to determine 
places with potential geological hazards, the 
researcher added. (Courtesy http://en.yibada.
com/articles)

A Chinese steel worker helps load steel rods onto a large truck for 
transport at a plant on April 6, 2016 in Tangshan, Hebei province, China. 

(Photo/Getty Images)

China Should Prepare For More Geological 
Disasters, Land Ministry Warns

The site of the landslide in Taining, Fujian Province. Officials warned that 
there could be more such disasters in the area due to heavy downpour. 

(Photo/Twitter)

for China to prevail over the obstacles like excess capacity and 
substandard production quality to achieve its goals.

According to the CAE report, it is important for China to modify 
a status quo wherein the West continues to control as well as 
monopolize several crucial industrial techniques. Currently, China 
accounts for roughly 20 percent of the total global manufacturing 
ability.

Even as the country's performance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is 
showing huge improvement, business in China's non-manufacturing 
sector expanded at sluggish pace during April, another report pointed 
out.

A report released collectively by the China Federation of Logistics 
and Purchasing and the country's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NBS) 
stated that the 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 (PMI) for the country's 
non-manufacturing sector witnessed a decline from 53.8 in March to 
53.5 in April. Even the service sector sub-index was 52.5 in April, 0.6 
points down from March.

Related

Chinese manufacturing growth has slowed along with 
other major economies including US and UK

China’s factories have now stumbled to join a broad decline in 
manufacturing across Europe and the US, adding further evidence 
of sharp downturn in the global economy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Factory output contracted in China and the UK during February while 
growth slowed in France, Germany, Italy and the US to indicate that 
businesses and consumers remain wary of committing themselves to 
large orders while the direction of global trade remains uncertain.

UK manufacturers, which cut jobs for the second month in a row, 
were among the worst hit following a tumble in monthly exports.

In China, however, longstanding issues of oversupply, sky-high 
pollution levels and recent falls in demand could lead to a dramatic 
jobs cull. According to Reuters, the Chinese state plans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state workers in the country’s bloated industrial sectors by 
up to 6 million.

China’s manufacturing output declined for a fifth month to push 
the Caixin reading down to a five-month low of 48.0, versus 48.4 
in January. The official manufacturing 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 
(PMI) came in at 49.0, below Reuters’ average forecast of 49.3 and 
January’s reading of 49.4. A figure below 50 indicates contraction.

“Companies that reported lower output generally cited weak market 
conditions and reduced intakes of new work. Furthermore, total new 
business declined for the eighth month in a row, albeit at a modest 

pace that was similar to January,” said the Caixin financial media 
group, which publishes the general China manufacturing PMI survey 
with financial information service provider Markit.

Analysts expressed concern about the continued decline in total 
new business and about the number of goods on factory warehouse 
shelves decreasing at the fastest pace since September 2011.

In another sign that manufacturers are braced for a long period 
of chasing business from a diminishing number of customers, 
they continued to lower their prices in February. (Courtesy www.
theguardian.com/business/2016)

Businesses associated with tourism, accommodation, 
telecommunications and storage posted sound growth in April. 
However, wholesale, catering, insurance and repairing industries 
showed a decline in business volumes. (Courtesy en.yibada.com/
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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