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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5月14日
晚間休士頓陰雨綿綿，但
卻擋不住熱情的僑胞們，
冒雨7時休斯頓僑學界的
同胞們，來到珍寶樓酒店
參加 「歡送李桂喜副總領
事任滿歸國暨歡迎劉紅梅
副總領事到任履新晚宴」
；三百多位僑胞歡聚一堂
，歡送中國駐休士頓副總
領事李桂喜，歡迎新任副
總領事劉紅梅履新休士頓
。

晚宴主持人由卿梅和
謝忠擔綱。主持人首先表
示為嘉賓們冒雨前來出席
歡送暨歡迎副總領事的熱
情而感謝和熱烈鼓掌。中
國人活動中心董事長陳珂
則代表致詞提到，曾和朋
友聊天時談到在海外兢兢
業業的努力的外交官並不
是官，而是僑胞們的好朋
友。這樣的好朋友就連天
也捨不得他走，今天是下雨天留客天
。

李桂喜致辭說：對大家冒雨趕來
表示感動，不覺間就要回國了，由衷
感謝每一位朋友，在休士頓的四年間
，感受到僑胞朋友們的熱情與溫暖，
也讓他格外珍惜這段深厚情誼，這是
他人生一段美好的記憶。感謝僑胞們
對中領館工作的支持。僑胞們的付出

，對於推動中美交流、促進雙方健康
發展及雙邊的合作有著相當的貢獻。

劉紅梅提到，雖然剛來到休士頓
不久，已經能感受休士頓僑胞們的熱
情。休士頓給她的感受是個低調卻相
當有內涵的城市，讓她很快就愛上了
休士頓。休斯頓雖然沒有炫耀的地方
，但有舉世聞名的醫療中心。著名的
航天城，世界著名的油都。 。 。 。
。休斯頓華僑華人素質高、熱情、團

結，反映出華人的特點，為美中文化
交流作出諸多貢獻，此時我來接李副
總的班，以後有更多的時間和地方和
大家交流。祝各社團會務昌隆。

在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李強民大
師見證下，由前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
長謝忠交棒給新任執行長范玉新。

謝忠致詞時感謝各界過去對他的
支持和信任，而范玉新則感謝並肯定
謝忠的貢獻，貢獻是前任無法比擬的

。現在中國人活動中心已經成為名至
實歸的僑胞之家，在前任的基礎上。
我會更加努力、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完成弘揚中華文化、服務海外僑胞的
責任和重擔。歡迎更多的朋友參加中
國人活動中心的工作中來。
當晚眾多社團代表全美華人協會休

斯頓分會會長喬鳳翔、華夏學人協會
會長魏波、豐建偉醫師、安良工商會
主席李雄、中華總商會會長孫鐵漢會

長紛紛登台致歡送辭，眾多協會紛紛
和李副總領事合影留念並贈送禮品，
中國人活動中心送一頂牛仔帽，安良
工商會李雄、陳燦基會長羅榮華和李
副總領事一起唱歌依依惜別，孫鐵漢
代表中華總商會送一塊褒獎狀稱讚李
副總是：《卓越外交家》。

休士頓僑學界 晚宴歡送李桂喜副總領事
歡迎劉紅梅副總領事履新

謝忠執行長交棒范玉新執行長

越棉寮聯誼會會長翁作華、周滿洪理事長、許華章創會會長歡迎劉紅梅副總領事履
新。潮州會館贈送會旗與李副總領事

【本報休士頓訊】 「重新建造」 培靈聚會：陳瑞曾牧師主
持，有關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及靈命的重建，6月10-12
日星期五 7:30pm、星期六 10:00am 及 7:00pm、星期天 1:

30pm。歡迎參加。
金色年華團契：以50歲以上的中老年人為主組成，每月

第二個星期五上午活動，安排與中老年人生活健康有關的知識

講座。6 月 10 日 9:30am 「老年人如何保健」 ，由 Doctor
Health Lifestyle Solution公司的CEO牛博士(Dr. Sam Niu)主講
。

永生神基督教會主辦 「重新建造」 培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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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現代 Genesis 和 Sonata 同獲「最優選擇」殊榮
在美國權威消費者購車指南 The Car Book 對 2016 年度「最

優選擇」車款的評選中，現代汽車 2016 Genesis 和 2016 Sonata
雙雙脫穎而出。在過去 36 年裡，The Car Book 都會選出每年
眾多新車款中性能和安全配備最受美國消費者認可的車型，給
予其「最優選擇」的榮譽。

「現代汽車不斷給消費者帶來驚喜，在汽車品質和標準配
備上甚至超出預期 , 」The Car Book 特聘撰稿人 Jack Gillis 說道，
「鑑於當今消費者對安全和性能的更高需求，現代汽車總是及
時滿足，在不斷改進造車品質的同時，也為美國汽車業整體水
平的提高貢獻良多。」

The Car Book 提供的購車指南，一直以來都幫助美國消費
者做出理性且聰明的購車選擇。其對「最優選擇」車款進行評
估的核心標準主要來自以下 9 項：撞擊測試結果、安全配備、
汽車翻轉測試結果、防護檢修、維修成本、保固計劃、燃油效
益、和消費者投訴及保險成本。其中對安全配備最為重視。

「The Car Book「最優選擇」獎項的認可凸顯了現代汽車
對於安全與性能的重視，我們房車系的流體雕塑設計和先進科
技配備便是對這一理念的踐行，」北美現代汽車企業與產品規

（本報記者黃梅子）美國味全食品公司是信譽卓著的食品公司，味全公司有 200 多種產品，而
且不斷在研發推出新產品。美南國際電視《生活》節目從 2012 年起，與美國味全食品公司合作推
出每年一季的由味全食品公司冠名贊助的電視節目《味全小廚房》，大受歡迎。往年的《味全小
廚房》每年撥出四個月，每個月兩期。節目播出以後，很受家庭主婦和吃貨們的歡迎，因此，從
2016 年 3 月起，《味全小廚房》將每月播出一期《味全小廚房》節目，全年不停。五月的《味全
小廚房》依然由休斯敦最受歡迎的名廚——錦江飯店老板丁德忠師傅教大家做菜。今晚兩道菜是釀
苦瓜和油淋茭白。

《味全小廚房》的主持人翁大嘴通中、英、日三種語言，而且擅長做日本料理。他跟丁師傅搭
檔，可謂珠聯璧合。

每月一期的《味全小廚房》是《生活》的一部分，每月第三周的《生活》是《味全小廚房》。
2016 年 4 月起《生活》節目調整播出時間，首播為每周日下午 5 點，重播為周一晚 8 點，再次重
播為周二下午 1:30 分。

今晚 8 點和明天下午 1:30 歡迎收看《味全小廚房》，千萬不要錯過這難得的機會，跟著丁師傅
學做菜！

劃部副總裁 Mike O’Brien 說道，「在房車級距競爭日趨白熱
化的今天，我們希望將「造更好的車」的理念貫徹始終，從更
安全到更強性能的方方面面，都滿足消費者的需要。這也是現
代汽車對消費者的承諾。」

2016 Sonata 和 2016 Genesis 的高科技安全配備，都遙遙領
先同級距對手。Sonata 用可選配的自動緊急剎車系統替代了上
一代車的前方碰撞警示功能。Genesis 還將道路偏離警示、變道
輔助、胎壓監測系統和後方倒車攝像頭列為標準配備。

現代汽車北美有限公司 (Hyundai Motor America)
位於南加州的北美現代汽車總部，是韓國現代汽車集團的

分公司。現代全車系共十餘款房車與休旅車由北美現代汽車
（Hyundai Motor America）在美國市場的超過八百家現代經銷
商進行分銷。此外，這些車行還提供相關汽車保養和維護服務。
所有在美國銷售的現代汽車都享有「全美最佳保固計劃」，包
括新車有限保固 5 年 6 萬哩，動力系統有限保固 10 年 10 萬哩
和 24 小時路邊緊急救援 5 年不限哩數。

《味全小廚房》
今晚錦江酒家丁師傅
教你做上海菜！ 

《味全小廚房》由翁大嘴（右）和丁師傅（左）联袂主持

休斯頓名廚——錦江酒家老板丁師傅

美國少林功夫學院主辦德州功夫節(Texas Kung Fu Festival)
由糖城的美國少林功夫學院釋延峰師傅發

起主辦的德州功夫節在Eldridge Park熱烈舉行
。五湖四海的朋友包括十多家功夫學院的身著
武術服裝的師生和觀眾近數百人參加，參加學

生們年齡從4歲小朋友到青年組。 來自各地的
武術愛好者接連登台表演了不同門派的拳術、
刀術、棍術，以及氣功等各種功夫。讓學生們
在輕 鬆有趣的各項功夫遊戲中比賽，德州武術

節上也同時為德州兒童醫院(Texas Children’
s Hospital)和兒童癌症基金會Sunshine Kids募
款。讓當天參與的各界習武之人以武會友 共同
進步。

功夫節舉行了武術套路和散打決賽階段的比賽 現場策劃了徒手破木板、頭上頂碗平衡能力等遊戲

釋延峰功夫示範和表演

功夫節展示中國武術的魅力，以吸引更多人的關注和參與

本報記者吳凱俊報導

德州功夫節接受頒獎

美國少林功夫學院釋延峰師傅表示把不同的功夫門派聚集在一起，大家交流學習，
幫助學生們開闊視野。

展示包括傳統武術、太極、少林和跆拳道等不同的門派，同時向美國孩子們傳播中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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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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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中央特科“風語者”：
周恩來是密碼專家

第一部电台

中央特科的“风语者”中，

既有“工匠”，又有“木匠”。

“工匠”是学土木工程出

身的李强。“木匠”是周恩来

给涂作潮起的外号。加上蔡叔

厚、张沈川，上海时期的中共

中央不仅有了第一座电台、第

一个无线电培训班，而且还有

了第一部密码。

罗青长说：“我党的第一个

密码是豪密，第一个译电员是邓

颖超。也可以说周恩来是密码专

家。”

风语轻盈。风行天下。我党

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创始人，为中

国工农红军的反“围剿”胜利作

出了重大贡献。

回眸

他只能由两个同志搀着扶着

发报、收报，确保电台畅通

我们党的第一座电台建立于

1929年的秋冬之交，当时李强 24

岁。

青春作证。上一年，26岁的

“木匠”涂作潮刚在莫斯科结识

周恩来，并被他亲自派去学习无

线电通讯技术。下一年，“工匠

”李强和蔡叔厚、张沈川他们就

成功搞出第一部收发报机，在上

海西区正式建台。

一年，仅仅一年，我们就白

手起家，从无到有。

要知道，这时离美国人设计

的无线电台在斯坦福大学草坪上

跟所有大陆电台进行通讯并大获

成功，也才两三年。要知道，这

时的国民政府也只是简单使用几

近原始的“摩尔斯码”。要知道，

当年上海哪怕买点铜片线圈，也

有被人举报的危险。要知道，躲

在蔡叔厚的绍敦电机公司里搞电

台，一旦被查，殃及全家。

更加令人可喜的是，特科电

台所用密码的创编者是周恩来。

这一密码保密性极高，素有“豪

密”之称。

然而特科电台也有致命弱点，

就是发射功率太低。

李延明是李强的儿子。李延

明说他父亲“最先研发成功的那

一台收发报机，多少有点笨重，

灵敏度也不太高，功率只有 50

瓦，大家就又试着搞了一台 100

瓦的民用收发报机。但是一按电

键，它所产生的感应电流，足以

把隔壁邻居家的电灯点亮，隔壁

邻居就叫了起来：‘今晚怪了，

电灯怎么关了还是老在闪呀?’

他们一听不好，只好放弃，停止

试验”。

涂胜华是涂作潮的儿子。涂

胜华也说：“那时我父亲已经回

到上海，跟李强一起搞100瓦的民

用收发报机。要是邻居们稍许有

一点无线电常识，或者跟无线电

通信沾一点边，马上就会猜到隔

壁有电台，那就糟了，后果不堪

设想。”

另一个危险是天线，张沈

川他们以竹竿替代。他们把电

线藏入晾衣服的竹竿，又将发

射接收的天线架在三楼阳台，

或者不易为人察觉的屋脊上。

有天晚上，“梁上君子”光顾，

把衣服都偷走了。为免暴露，

他们也没声张。

由于环境险恶，经常熬夜，

张沈川日益体衰，终至伤寒。他

只能由两个同志搀着扶着发报、

收报，确保电台畅通。

张沈川病弱的身子最终竟还

遭到敌人的摧残。

1930年末，租界巡捕突袭挂

着“福利电器公司”招牌的无线

电培训班，所有的在场人员全被

戴上手铐，押上警车，唯独涂作

潮侥幸脱险。其实张沈川反应很

快，被捕前已经拉开窗帘，发出

警报，但涂作潮还是手拎漆桶，

莽撞闯入。眼看法国巡捕冲他大

吼，他才急中生智，伸手索讨工

钱，讨“福利电器公司”老板拖

欠他的工资，还要法国巡捕帮他

“维权”。气得法国巡捕飞起

一脚，把这个一身油腻的“油

漆工”当场踢出巨籁达路(今巨鹿

路)四成里。

第二天的《申报》登出了张

沈川等人被“中西包探”“一并

带入捕房”的消息。消息说：

“昨午十二时许，市公安局局长

袁良，忽据密报，谓现有大批反

动分子，匿迹法租界巨籁达路四

成里十号屋内，私设无线电机，

图谋不轨，请速饬员往捕等情。

袁局长据报，立即饬干探多人，

持文至法捕房特别机关，请求协

拿。捕 头复派中西包探偕同前

往，果在屋内三层楼搜获无线电

听筒及电线多种，当场获得男女

二十余人，一并带入捕房，经捕

头略诘一过，即交来探带去归案

迅办。”

不久，麦建平、陈宝礼、张

庆福和谢小康等四人，因受刑过

重，在狱中牺牲。张沈川等人则

被反动当局以《危害民国紧急治

罪法》第六条“宣传与三民主义

不相容之主义”论罪、分别判处

重刑，直至抗战爆发，经周恩来

多方斡旋、积极营救，方才获释

出狱、重见天日。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

红色风语者们送出了“龙潭三

杰”助苏区成功反“围剿”的决

胜密电，送出了“广西百色起义

成功了”的胜利消息，送出了历

史永记的一段段红色电波……

钩沉

第一座特科电台到底建在哪里

有人说 1929年秋是在沪西极

司裴尔路福康里 9 号，租了一幢

石库门三层楼房作密台。

我们所查到的是，上海五条

福康里，分别位于新闸路、康脑

脱路(今康定路)、大西路(今延安

西路)、海宁路和北浙江路(今浙江

北路)。其中，第一座特科电台的

确切地址应是在大西路福康里(即

后来的中正西路433弄，也就是再

后来的延安西路420弄)9号。

特科时代到底有没有无线电

测向仪

有人说国民党当局和租界

巡捕房为破坏地下电台，将定

向电台装在汽车上，每天晚上

兜马路，巡回侦察秘密电台的

方位。蒋冯阎战争期间，冯玉

祥和阎锡山设在上海的秘密电

台均先后被侦破。电视连续剧

中也有相似情节。

李克农的儿子、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参通信部原副部长李力却

说：“无线电测向，这是抗日战

争胜利以后才有的。现在拍电影，

拍电视剧，说上世纪 30年代，中

央特科时代，国民党就开着汽车

满街跑，上面装了测向仪，共产

党一发报，他们就知道了，就盯

上了。那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不

是那么回事。那个不可能。”

口述

百色起义成功消息从广西发

报到香港再转发到上海

口述人：李延明 (李强之子)

我父亲李强，1905年生，江

苏常熟人，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

，然后入党，为上海工人武装起

义制造炸药。“四· 一二”后，我

父亲从上海到了武汉，担任中央

军委特科的特务股股长。那时的

中央军委特科设在汉口余积里 12

号一座三楼三底两厢房的房子里，

跟后来的中央特科既有区别又有

联系。中央军委特科的一些人，

譬如我父亲，后来到了上海，都

成为中央特科的骨干。

我父亲到上海，组织上先是

分配他搞交通，当时叫交通科。

过去我们党的交通，也就是通信

联络，都是靠人力传递，一个是

时间长，再一个也不安全。情报

经常写在内衣上，交通员贴身穿

上。后来周恩来就找我父亲商量，

希望他牵头研制无线电收发报

机。周恩来说我父亲有这个条

件，理工科成绩比较好。我父亲

就接受了这个任务。

当时完全是白手起家，不但

没有元器件，而且图纸资料也没

有。我父亲就找蔡叔厚帮忙。蔡

叔厚从日本留学回来，开了一家

绍敦电机公司，我父亲就在绍敦

电机公司的二楼，弄了一些车

床、铣床、刨床，然后自己动手

加工零件。大概经过一年，就把

收发报机搞成功了。

收发报机搞成功后，我父亲

就去香港建台。因为我们的电台

功率太小，上海要跟苏区联系，

必须经过香港中转。当时他西装

革履，手拿大铁皮箱子，把收发

报机藏在里边。到了香港，看见

英国警察，他给人家手里塞了几

块银元，人家就在他的铁皮箱子

上画个叉，表示验过，根本没有

打开来看。

我父亲把香港台设在了九龙

弥敦道。正好邓小平从上海去广

西，路过香港，两人还商定广西

那边有情况用什么方式进行联

络。后来广西那边百色起义成功，

成功的消息就是从广西发报到香

港，然后由香港把这个情况再转

发上海。

我父亲确实从小做木工

口述人：涂胜华(涂作潮之子)

我父亲是五卅运动之后去苏

联学习的。他在东方大学上的是

工人班，组织关系在中共旅莫支

部。

1928年，中共中央在苏联召

开“六大”，我父亲是旁听代

表，正好和邓颖超挨着坐，就和

周恩来认识了。周恩来听我父亲

说我爷爷那一辈做过竹篾匠，自

己也 13岁开始学做木工，1924年

到上海又在恒丰纱厂做木工，就

拍着他肩膀，亲热地叫 “ 木

匠”。从此，“木匠”就成了我

父亲的代号。

“六大”后，共产国际远东

局开会研究中共代表团请求苏联

代为培训10名无线电人员的方案。

决议案副本的提议名单和决定名

单中，我父亲都以首选列入。根

据这一决议，1928年 11月，东方

大学将我父亲的名字从所有的名

册上删除，停止供给，派往托尔

马乔夫军政大学。其实，我父亲

是到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

络学校报到，学习通讯技术。

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建

立于 1924年，50年后才解密。直

到 1974年，苏联方面方才公开承

认列宁格勒有那么一所学校。我

父亲他们在学校里穿的不是通信

兵的制服，而是炮兵的制服，那

就是为了保密，绝对保守秘密，

完全不让外界知道一点真相。

我父亲的报务始终没学好，

因为他以前生过脑膜炎，记忆有

障碍，收报速度上不去。人家每

分钟能收100多个字，他连四五十

个也困难。他就专攻机务，加紧

学习电台修理。

1930年初，我父亲回到国内，

住在蔡叔厚那里，跟李强他们

一起搞特科电台。我父亲找来

不少美国出版的无线电杂志，

从中寻找新式合用的无线电收

发报机图样，然后弄来可供装

配的器材、零件，反复试制 100

瓦的新机型。

后来的“福利公司事件”的

确很险。也怪我父亲太大意了，

竟然没有看到张沈川的预警，一

头撞上门去。幸好随机应变。巡

捕看他身穿工装，手里拎着油漆

桶，一副纠缠不清的模样，就狠

命踢了一脚，赶他走了。

走进北京东交民巷，拐进

一条僻静小路，我们在一个

“居有竹”的小院屋内，看到

墙上挂着同一个人不同年代的

一排照片。

这个人，就是李强，当年中

央特科的四科科长，与其他同志

一起创建了第一部红色电台。他

儿子李延明写给我们的题字是：

“勿忘来路，不忘其初。”

我的烟瘾和我的这个大夫有关系，我犯了鸦片烟瘾，

他就打一针解药。问题就在这儿，开始一天就打一针两针就

行了，后来越打越多。烟瘾发作是什么感觉啊，难受啊！我

那时候用句土话说，是活人叫死东西给管着。你要不能跟它

应付完了，那你什么都做不了。

戒烟要靠很大的毅力。我跟你说，不是我吹，一个人

如果能把这烟戒了，那这个人就了不得！

我跟你说，烟瘾一犯，难受得像什么似的，那肉就好

像没皮肤一样，就好像烫了以后没有皮肤一样。尿尿、大

小便都不敢坐，烫得难受。那滋味呀！

这个人是外国人，德国(裔)的美国人，名叫米勒。他

给我打一种药，我连着三天处于昏迷状态，什么都不知道

。要是中国医生，就不敢那么做。这个人他对我很好。他

胆大。我那个部下跟他说，你要是把他治死了，我可救不

了你，你的命可就没了！

这事是这样的，早先在奉天时代，米勒是孔祥熙认识

的朋友，我不认识他。他到奉天为他的医院募捐。我就帮

上他点儿忙，捐了十万块钱。后来他用募捐的十万块在奉

天建了一个小疗养院。后来，他又在汉口也搞了一个疗养

院，我又捐了十万块钱。替老先生捐的这二十万块钱。这

样，我跟米勒也算是相当好的朋友了。

不过，他后来写了一本书，说了好多话，其中有一些

不应该说的话。

我跟墨索里尼小姐(墨索里尼的女儿)，我俩是好朋友。

她的先生，就是齐亚诺，在中国当公使，后来叫墨索

里尼给枪决了。

那时，我正是北方负责人，她到北京来，我招呼她、

招待她，就这样认识的。我陪她出去玩玩，到处看看，吃

吃饭，就这样。

当时没其他特殊关系，我也没想到她会喜欢上我。

是这样子，她有一个秘书，是一个女的，一个意大

利小姐，这个小姐告诉我，我才知道。不过她真是对我

很好。临走她告诉我两句话，那时候我有嗜好(烟瘾)。

她说，我希望你呀，把嗜好戒掉，积极抗日。就这两句

话。

这个秘书小姐后来告诉我，她说，你这个人呐，简直

是不同凡人！

她走的时候，我派我的车送她到天津口。后去上海的

时候，秘书小姐说她在车上大哭一场，我说她哭什么？她

说哭你不理她，你怎么一点也不理会她，她喜欢上你了。

我说她喜欢上我有什么用呢？她说她是真的，你不理她，

她难过了，大哭呀。

我和她是属于应酬招待，都是一种礼貌上的，人家说

了我才知道的，那么这是一段。

后来我辞退，也到了上海，去戒针的时候见到她。

给我戒针的美国大夫米勒告诉我说，每天早晨都有一

个外国女的打电话来，问你的情况，问你戒针怎么

样，身体好不好。哦，我一想，一定是她——墨索里

尼小姐。

所以，我后来就跟她到意大利去了，她也是拿专车把

我接进去的。到了意大利，后来就待不了了，人家那么客

气，对我那样好，所以，后来我就走开了。

我和她没有关系，完全是好朋友。我对她客气得很。

墨索里尼对我很好，我见过墨索里尼几次，我认为墨

索里尼说的话也是好话。

我到那儿去，他也知道我身上多少是带着任务的，他

认为我有政治活动。他跟我讲，你到欧洲来是没有用的，

现在欧洲自顾不暇呀。中国要想对付日本，意大利一点力

量也没有，我们没有这个力量。能对付日本的，只有美

国，英法都自顾不暇呀。

墨索里尼说得也对。

后来墨索里尼就非常地(发)火，为什么火了呢？我可

惜了当时的那些信件，因为国联制裁意大利的时候，中国

是一腔没发，同意完全制裁。他说，我意大利对你们中国

这么好，你们还这样对我，非常气！回去大骂我，我说我

不负政治上的责任。

张学良自曝：墨索里尼的女儿曾经喜欢我

張學良自曝：
墨索裏尼的女兒曾經喜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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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北海退潮驚現
7000年前人類足跡

近日，由于潮起潮落冲刷了淤泥，英国

北海的诺森伯兰郡海岸线上浮出许多树桩与

倒下的原木，绵延 200米长。考古学家表示

这是一片 7000年前的原始森林，并且还在那

里发现了人类与动物的足迹。

据悉，这片原始森林形成于公元前 5300

年，那时海平面较低，直至公元前 5000 年

前，海水迅速涨高，将森林完全淹没。之后

潮水退去，森林却埋于沙子与泥煤里。泥煤

是一种生物淤泥，由于缺少空气，能够抑制

细菌分解有机物，所以能够很好地保存树木

甚至动物遗体。由于最近涨潮，冲掉了覆盖

在上面的沙泥，所以森林遗迹逐渐浮现出

来。

考古学家认为这片森林属于道格岛的一

部分(道格岛：从苏格兰延伸至丹麦的巨大陆

地，于公元前 18000年至公元前 5500年被海

水逐渐吞没)，连接着欧洲与英国。除了木桩

，他们还在那里发现了许多动物与人类的足

迹。那里曾是许多动物以及猎人的家园，后

来被海水淹没，阻碍了人们的通行，使得人

们的活动局限在欧洲或英国。

美八旬翁摔跤骨折
超市毀監控卸責被判賠160萬美元

2014年底，俄勒冈州一名八旬

老人在美国大型连锁超市西夫韦

(Safeway)的一家分店内，因为地板

湿滑而摔跤跌倒，导致大腿骨折。

如今陪审团裁定，店家必须赔偿160

万美元。

据台湾“中央社”5月 16日报

道，2014年 12月 9日，84岁的阿姆

斯特朗史蒂文森 (Christopher Arm-

strong-Stevenson)在位于俄勒冈州圣

海伦斯(St. Helens)的一家西夫韦连

锁超市分店内，踩到溢在地板上的

清洁剂而摔跤，跌倒在地。

根据法院纪录，摔倒之后，阿

姆斯特朗史蒂文森原以为自己可以

开车回家，但后来发现左大腿骨已

经摔断了。受伤开刀迄今已经一年

半，他的大腿骨还打着钢条与9根钢钉。

报道称，这起事件造成阿姆斯

特朗史蒂文森行动不便，生活大受

影响，因此聘请律师将西夫韦告上

法院。

他的委任律师向法院表示，事

件发生后，西夫韦不但将店内监视

器录影带销毁，还更改记录资料，

企图湮灭证据，显然有卸责之嫌。

报道称，俄勒冈州默尔特诺马

郡巡迴法院(Multnomah County Cir-

cuit Court)陪审团13日裁定，西夫韦

必须赔偿阿姆斯特朗史蒂文森 160

万美元，其中包括约 60万美元的医

药与复健费用，外加 100 万美元的

惩罚性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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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网报道台媒称，经典

童话主角“长发公主”拥有一头美

丽的金色长发，令许多女孩非常向

往，但想到那么长的头发整理起来

又很麻烦。

台湾ETtoday东森新闻云 5月 17

日报道，俄罗斯最近有名网络红人

Dashik Gubanova因 13年来没剪过头

发而被封为真人版长发公主。

Dashik Gubanova 经常在 Insta-

gram上大晒自己的秀发以及影片，

可以看出她相当满意。据了解，她

从 2003年起不曾剪过头发，所以才

能留到目前长及脚踝的长度。据了

解， Dashik Gubanova 会一直留下

去，目标是到脚趾，未来如果需要

修剪也希望能够捐出去做假发。

Dashik Gubanova以“真人版长

发公主”的封号在网络上爆红后，

吸引 10万多名网友追踪，她也不吝

于分享各种长发造型，还有保养妙

招。

悉尼內城開發計劃遭反對
被指人口密度可比肩香港

据澳洲网报道，澳大利亚新南

威尔士州政府计划在 Waterloo 内城

区大肆修建公寓住宅，但悉尼议会

担心此举会令该地区的人口密度达

到中国香港或美国纽约的水平。不

过，新州州长贝尔德(Mike Baird)认

为，这种担忧完全没必要。

悉尼内城拟建新居民区引担忧

澳广网获悉，新州政府计划对

位于悉尼内城 Eveleigh 区与 Central

区之间的铁路沿线城区进行再开发，

包括修建一座新火车站，并在附近

建造一个集商业办公楼、私人公

寓、可负担性住宅以及社会保障性

住宅为一体的居民区。

不过，该计划招致悉尼议会的

反对，认为该计划将导致 Waterloo

内城区的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

逾 7万人，超过悉尼目前人口密度

最大的郊区Pyrmont，甚至可与中国

香港与美国纽约比肩。

悉尼市长莫尔(Clover Moore)表

示，这一发展计划招致了市议会的

一致反对。“毫无疑问，后果是无

法想象的，这也是我们如此担忧的

原因所在。”她说，“我们一致反

对这一计划。”

此外，澳反对党规划事务发言

人戴利(Michael Daley)也表达了对上

述计划的担忧。他称，该计划可能

引发严重社会问题，对悉尼产生永

久性伤害。悉尼议会 CEO 巴罗尼

(Monica Barone)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称 “ 等到项目竣工，绿色广场

(Green Square)的人口密度将达到每

平方公里2.2万人，成为澳洲人口密

度最高的城区，而 7万人的人口密

度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实在难以想象！”

新州政府称担忧无根据

不过，新州政府认为悉尼议会

的担忧并无根据，称他们提供的人

口密度数据是错误的。

新州州长贝尔德表示，“实际

上，Waterloo 区的人口密度可能与

绿色广场差不多。”“当地的人口

密度确实会上升，但除此之外，并

无其他不利之处。”他说，“公共

空间、公园、学校、医疗设施……

所有此类配套设施将伴随着人口的

增加而出现，然而人们出行需要交

通工具，Waterloo 区新火车站会提

供很大便利。”

此外，Central 区至 Eveleigh 区

开发项目总监达利(Troy Daly)也支

持这一计划，并称悉尼议会给出的

数据有误。“我们认为悉尼议会给

出的数据以及他们考虑问题所参考

的标准都存在问题。”他说，“我

们相信相关的分析数据，该地区的

实际人口密度将与绿色广场相近。”

达利还表示，他的团队已与相

关社区进行了 18个月的磋商，以便

制定更合理的开发方案。“这里将

成为悉尼公共交通服务最佳的区域，

也是就业最便利的区域，而且前往

CBD、高校及医院非常便利。”

用胳膊充電用胳膊充電用胳膊充電用胳膊充電用胳膊充電用胳膊充電用胳膊充電用胳膊充電用胳膊充電用胳膊充電用胳膊充電用胳膊充電用胳膊充電用胳膊充電用胳膊充電用胳膊充電用胳膊充電用胳膊充電用胳膊充電用胳膊充電用胳膊充電用胳膊充電用胳膊充電用胳膊充電用胳膊充電用胳膊充電用胳膊充電用胳膊充電用胳膊充電用胳膊充電用胳膊充電？？？？？？？？？？？？？？？？？？？？？？？？？？？？？？？裝上仿生手臂裝上仿生手臂裝上仿生手臂裝上仿生手臂裝上仿生手臂裝上仿生手臂裝上仿生手臂裝上仿生手臂裝上仿生手臂裝上仿生手臂裝上仿生手臂裝上仿生手臂裝上仿生手臂裝上仿生手臂裝上仿生手臂裝上仿生手臂裝上仿生手臂裝上仿生手臂裝上仿生手臂裝上仿生手臂裝上仿生手臂裝上仿生手臂裝上仿生手臂裝上仿生手臂裝上仿生手臂裝上仿生手臂裝上仿生手臂裝上仿生手臂裝上仿生手臂裝上仿生手臂裝上仿生手臂
他成了他成了他成了他成了他成了他成了他成了他成了他成了他成了他成了他成了他成了他成了他成了他成了他成了他成了他成了他成了他成了他成了他成了他成了他成了他成了他成了他成了他成了他成了他成了“““““““““““““““““““““““““““““““半機械人半機械人半機械人半機械人半機械人半機械人半機械人半機械人半機械人半機械人半機械人半機械人半機械人半機械人半機械人半機械人半機械人半機械人半機械人半機械人半機械人半機械人半機械人半機械人半機械人半機械人半機械人半機械人半機械人半機械人半機械人”””””””””””””””””””””””””””””””

你听说过“未来式机械手臂”

吗？它可以安装充电器、手电筒甚

至无人机。据外媒报道，英国 26岁

男子詹姆斯•杨因为这条酷炫的高

科技手臂，成为了“半机械人”。

4 年前，22 岁的詹姆斯与朋友

们晚上在伦敦东区乘坐火车外出时，

意外坠落在 2节车厢之间。詹姆斯

多处受伤，肺部衰竭、颅骨断裂、

肋骨骨折、脊椎破裂，左臂严重受

伤，左腿膝盖以下当场被割断。

事发后，詹姆斯被送进伦敦皇家

医院，医生们首先移除其被感染的坏

死组织，最终被迫截去了他的左臂。

住院 3个半月后，詹姆斯戴着

假肢回家，但他认为这些假肢非常

“丑陋”而且功能有限，只能当钩

子用，并且这些假肢也为詹姆斯带

来更多困扰。

詹姆斯很难重新找到全职工作，

特别是假肢带来的疼痛让他非常依

赖镇痛剂。但就在一年前，詹姆斯

的生活迎来了改变——他成为“半

机械人”的试验对象，体验3D打印

的未来版仿生手臂。

詹姆斯的仿生手臂与真正的手

臂非常像，可以拿起硬币等小物体。

这种未来手臂还装有激光灯、手电

筒、可以给手机充电的USB接口、

手表甚至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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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中國夢的深刻內涵
正如人在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

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正确把握和处理各种社会

关系一样，一个人的梦想、一个国家的愿景、

一个社会的目标同样是在协调各种社会关系的

过程中得以形成、得到认同、走向现实的。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从认识和

行动上把握和处理三个“高度统一”的辩证关

系。

国家民族奋斗目标与个人梦想的高度统

一。国家不富强，就会被人欺侮；民族不复兴，

我们无颜担当龙的传人。中国梦讲复兴，不是

简单地重新寻回昔日的荣光，而是要让一个曾

经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侮、目前尚是发展中国

家的中国经济发展、政治昌明、文化繁荣、社

会和谐、生态文明，到本世纪中叶成为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巍然屹立

在世界东方。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

兴，所以毫无疑问是国家梦、民族梦。同时，

强国才能富民，强国也是为了富民。没有人民

富裕，发展就不算成功；没有人民幸福，复兴

就不算完成。我们谈复兴，不是为强大而强大、

为发展而发展，而是要让我们的人民有更好的

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

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

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我们的孩子们

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更

进一步说，就是要让中国人民自己当家作主，

过上更加富裕、更有尊严的生活，让13亿多中

国人实现自由全面发展。中国梦让每一个中国

人都能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

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

长与进步的机会，所以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

的梦。

软实力与硬实力的高度统一。中国梦追求

的复兴，不仅是物质文明等硬实力的复兴，更

是文化软实力的复兴。我们要通过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让传承5000多年悠久文明、能将自己

的价值观与世界共享、能用自己的软实力促进

世界共荣共进的中华民族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往昔中华民族对世界的贡献绝非仅仅是

经济富庶与国力强盛，更是文明的传播与文化

的弘扬，当代中国同样需要在文明的传承创新

方面为世界作出新的贡献。因此，复兴最根本

的是文明的复兴，中国梦究其根本是文明梦。

文明的核心是价值理念及其主导的思维与行为

模式。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又与时维新的“和

谐”价值理念，特别是由此展开的人与自然和

谐、人与人和谐、身与心和谐等思维与行为模

式，不仅为中国梦抹上了浓浓的文明底色，更

为“让世界变得更好”提供了一种新的文明图

景。人与自然的和谐，让早已不堪重负的地球

实现休养生息成为可能；人与人的和谐，为不

同种族、不同国家和平共处、和平发展提供了

文明范式；心与物、身与心的和谐，为实现人

生圆满幸福提供了价值导引。西方社会以对外

征服开启文明进程，结果走得越远越迷惘，斩

获越丰越空虚。如何反观自我、涵养心身，体

悟人生的真谛、发现人生的意义，走出心与物、

身与心的二元对立分裂，不再心为物役，给世

界也给自己一份祥和，中国梦为世界贡献了

“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中华民族复兴与世界和平发展的高度统

一。用占世界 7.2%的土地让占世界人口 20%的

人民过上好日子，用与美国相当的疆域养育 4

倍于美国人的人口，实现人民安居乐业、幸福

成功的中国梦，本身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同时，中国梦不是也不满足于“独善其身”，

而是要在“兼济天下”中发展自己，通过发展

自己更好地兼济天下、造福世界。中国人用自

己的行动告诉世界一个事实，中国好世界可以

更好。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文化交流

的拓展，当今世界越来越呈现为一个开放动态

的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1+1是大于 2的，

“正和博弈”不仅会是常态而且将逐渐成为主

流。中国持续快速发展得益于世界繁荣与发展

，中国发展也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共同发展的宝

贵机遇和广阔空间。中国梦用宽广的视野和辩

证的思维表明：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自由发

展是一切国家、一切民族自由发展的前提。历

史并没有终结，人类社会并不是只有资本主义

一条现成的路，还有很多的新路有待我们去开

辟；人类的价值从来不是单一的，五彩缤纷的

价值争奇斗艳、共存共生，才是人类社会应有

的价值图景。

全世界只有兩個國家能自造這萬噸巨艦：
中國縱橫大洋靠它保駕護航

中国的 055大型万吨驱逐舰牵动人心，尤

其是施工进展更为大家多关注。根据中国造船

技术近些年取得的成绩，中国自行设计的 055

万吨驱逐舰很可能会采用上千吨大分段拼接技

术进行快速建造。采用大分段技术不同于大家

现在看到在中国北方的001A航母建造，首先先

在建好机库以下甲板然后采用塔式堆叠逐层添

加，这样倒是方便万吨以上大型舰艇的建造，

不过占用船台时间过长。对于航母这样建造周

期长的舰种还好说，但是 055是驱逐舰，建设

目标就是为了大批量建造，不可能大量占用船

台时间，所以采用了跟美国DDG-1000驱逐舰

以上大分段技术。这方面最大的反例就是印度

航母，印度航母为了给人别人倒船台，三进三

出，相当耽误事。

大分段建造技术就是首先按照图纸划分好

分段分配任务，由船厂在车间内进行整个分

段建造，类似于我们买回来鱼切成的一段一

段，反向拼起来就是一条大鱼一样的建造方

式。但是这样的建造对标准化要求极高，并

且由于最终分段都是在千吨以上大型分段，

一般小型船厂并不具备这样的施工能力，所

以一般国家都不会选择这样的建造方法。当

然采用大分段建造技术最大优点就是，最大

程度上的利用工厂的车间，船台工作只需要

完成分段拼装，然后让船直接下水进行舾装

工作就可以不用再占用船台了，非常适合大

批量建造大型军舰。目前大分段这个技术全

世界只有中国和美国可以完全自主建造完成，

其余国家要不然就需要使用传统塔式建造，

要不然干脆建不了。说白了就是谁也没有像

中国这样大的需求要求船厂连轴转生产这样

的万吨巨舰。

中国的 055万吨大型驱逐舰，到底最终实

际项目编号如何谁也不得而知。但是 055这个

项目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有相应的远洋驱逐

舰计划，如果复用这个项目编号，说明中国海

军继承了上一代老将们的愿望正在扬帆远航中

。目前大家都称呼它为 055，我们暂且相信是

这个。目前关于 055项目，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至少会有 128个冷热共架垂直发射系统。最大

甚至可以兼容红旗-19反卫星导弹，这一突破性

进展，使得 055万吨巨舰无论是从火力强度上

还是防空持续性战力上都比中国以前的驱逐舰

有了实质性的提升。冷热共架的发射方式，不

仅使得中国的发射模组能力已经具备了和美国

同日而语的水平，并且中国海军这套设备是完

全自主研发，未来还可以出口。

055万吨驱逐舰另个特点就是超强的续航

力，根据目前透露出来的消息是续航能力可达

7000海里，7000海里就意味着可以从祖国的最

北端巡航到最南端，可以走 3个来回。这样的

续航力使得 055驱逐舰真正具备了大洋巡航舰

的潜质。目前中国舰队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除

了 071这样的万吨两栖登陆舰，作战舰艇中没

有超过万吨的。055的出现会显著改善这样的

情况，未来以 1艘 055为旗舰，2-3艘 052C/D，

以及多艘 054A短时间内组成的大洋舰队，在

1-2 艘 091 补给舰的支持下，可以航行至全球

95%的海区，这对于中国海军现在走出去战略

具备相当大的意义。海军能够到达哪，说明你

的作战能力就能投送到哪，中国未来纵横大洋

就需要 055这样的大舰保驾护航，所以中国这

次采用了大分段建造 055的意义就尤为突出，

055未来势必是要畅行全球的中国海军的必要

力量，所以要更快更多的建造。

世界旅遊發展大會
在北京召開並形成
《北京宣言》

5月19日，首届世界旅游发展大会开幕式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并致辞。世界旅

游发展大会由中国政府和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共同主办，

全球107个国家、600名外国代表齐聚北京，以“旅游促

进发展与和平”为主题，共商世界旅游业发展大计。

本届世界旅游发展大会将举办推介晚会、开幕式、主旨

演讲、高峰论坛、二十国集团旅游部长会议等主要活动。

据了解，本次大会将充分展示中国发展成就，分享

世界旅游业发展经验;大会还将为中外旅游企业对接搭建

平台，深化旅游领域国际务实合作。各国代表将有机会

实地了解中国旅游业发展现状，加强各国旅游业发展目

标对接，拓展旅游务实合作，共享发展机遇;本次大会是

凝聚合作共识，共谋世界旅游业发展大计。旅游业尽管

一枝独秀，连续六年保持增长势头，但其自身也面临转

型升级、加强互联互通、推动区域一体化等一系列挑

战，需世界各国旅游界齐心协力，凝聚共识，明确世界

旅游业发展方向和目标，实现旅游业包容性、可持续发

展;另外本次大会将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2015 年 9 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16年是可持续发展议程

启动第一年，各国正在制定工作计划，积极落实旅游业

所承载的重要使命。各方借助大会平台分享旅游业发展

经验、探讨增长途径，加强合作，无疑将助力世界经济

增长，为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出积极贡献。

19日下午大会形成《北京宣言》作为成果文件予以

发布。据了解，大会通过《北京宣言》承诺积极发挥旅

游业在推动实现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各项可持续

发展目标所在行动领域的作用，同时对旅游业作为促进

发展与和平的重要手段给予应有的认可;确保对政策、商

业行为和做法的必要改变，提升旅游对可持续发展、包

容性发展以及和平的贡献;进一步将可持续旅游纳入相关

政策、举措、项目与研究，以促进旅游作为可持续发展

和减贫工具的作用。

美媒：為何絕大多數歐洲人
認為中國已取代美國了？

如果说欧洲人在一件事上与唐纳德· 特朗普不谋而合

的话，那就是美国正在败给中国。中国正在努力提高其

在欧洲的形象，顺便还投资了很多的钱。中国人正在赢

得影响力和朋友。

2015年，皮尤的一项全球研究发现，在欧洲主要国

家，绝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

或者说中国已经取代美国了。

同一项研究表明，在德国和法国，越来越多的人认

为中国——而不是美国——是世界领先的经济体。这是

在中国最近遭遇经济麻烦之前，但这恐怕不会大幅度影

响公众的看法：中国的体量以及中国制造的商品在欧洲

商店的流行——美国商品很难找到——将继续助长这种

多少有点不成熟的看法。

这一切似乎没有让欧洲人感到特别高兴。整体而言，

他们对中国的不信任仍比对美国多一些。根据皮尤的研

究，83%的意大利人和 50%的德国人对美国有好感，而

对中国有好感的分别为 40%和 34%。即便如此，这些看

法近年来一直在改变。

在某种程度上，好感的大幅提升可以用接触到更多

中国人来加以解释。访欧的中国游客数量在过去四年里

翻了一番。其中一半是千禧一代——相比其父辈，他们

与欧洲的年轻一代拥有更多的共同点。他们更热爱自由，

更追求享乐，更随和。

还有就是中国移民。去年，中国人是继印度人之后

新抵达欧盟的第二大群体——不算从中东交战区来的难

民。从布拉格到里斯本，社区小店常常都是中国移民开

的，这些勤劳的人在别人都关门后还继续营业。再有就

是中国流入的钱——比以前更多了。欧洲是中国直接投

资优先考虑的地区。去年，中国企业向欧洲投入了创纪

录的230亿美元，美国只有150亿美元。

总体而言，美国在欧洲的投资仍然要丰富得多。然

而在一些国家，中国投资者已经比美国更活跃了。例如

在意大利，也就是对中国好感度增加最多的国家，中国

贡献了 78亿美元，而美国只有 4.34亿美元。在法国，中

国的投资也多于美国。

随着中国扩大其在西方世界的影响，欧洲相较于美国更

容易被接受。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黄育川在最近的一篇

文章中写道：“相比美国人，欧洲人更加矛盾一些，一般来

说对中国的负面情绪少一些，因为其中没有那么多大国竞

争，有的人有时还感到有必要与美国主导的倡议撇清。”

虽然美国仍被认为是一个更自然的盟友，但中国争取

欧洲人的接纳的耐心努力正开始得到回报，特别是在欧

洲那些更有需求、经济较弱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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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湘西一直怀有一种敬畏。

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孕育了沈从文这

样的文学大家，出过熊希龄、陈渠珍这

样的大人物，也不仅仅是因为张家界这

样令人惊叹的自然奇观。

1934年 12月 12日，突破了湘江防

线的红军已是损失大半且危机四伏。如

果按照先前制定的北上与红二、六军团

讳饰的方案继续走，那么，全军覆灭的

前景已不难预测。这时，已经离开领导

岗位的毛泽东走到了前台，他说，大路

朝天，各走一边。力主放弃原来的部署，

挥师贵州。毛泽东说话的地方在湘西的

通道县。于是，12月12日这个日子被载

入了中国的历史，通道县也因此进入了

一段历史。刘伯承说，如果不是毛主席

坚决主张改变方针，还剩 3万红军的前

途只有毁灭。

通道，这座湘西小县的地位和意

义，一下子变得不一般了起来。

之后的中国革命史每每要提及通

道，提及通道会议。这无疑让通道的历

史变得厚重和关键了许多。

细细推敲，通道这个名字，颇值得

玩味。古人说，穷则变，变则通。红军

作战方略的改变，恰在危机四伏的穷途

之中，而毛泽东的一变，确实打开了一

条通途，通道会议之后的黎平会议、遵

义会议，让中国革命这条航船再次踏上

了一条正确的路径。古人还说，“道，

理也，……道无不理”，这是说，道即

是合规律。毛泽东在通道为红军指出了

一条合乎实际、合乎规律的路径，一举

扭转了覆灭的危局，或者说，在通道，

年轻的共产党人开始逐渐找到了中国革

命之道。

如此说来，地处湘西山区的通道这

个地名本身包含着某些谶语的意味。于

是，通道这个地名仿佛有笼罩了一层神

秘的色彩。

当年行色匆匆的红军队伍，一定没

能够细细品味通道的神秘，也无心领略

通道神奇的山色。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在通道，

还有一座神秘的万佛山。

公元 366年，一名叫做乐樽的和尚

来到了敦煌的三危山下，他的眼前呈现

了“金光万丈，状若千佛”的奇景，于

是在他的身后有了莫高窟这样的人间奇

迹。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山与佛开始连缀

联署的开始，但山确实与佛有着某些联

系。

万佛山也是如此。

它的得名，是因为丹霞地貌的特殊

原因，生成了无数座掩映在苍翠绿海中

的山峦，远远望去，与乐樽和尚开到的

景观约略相同。一座座独立的赭红色山

峦，宛若一座座佛像，但是它又比三危

山显得更加浩大，远非目力所及，给人

留下横无际涯的感觉。所以，它敢称之

为万佛了。因为有了佛像，因为有了宛

若佛像的山峦，山与佛自然开始在人们

的想象中，开始产生某种联系。

对于万佛山而言，更像一片未曾开

发的处女地，至今仍笼罩在一层神秘的

面纱之中。或者说，这层神秘的面纱，

并不是可以随意地打开，露出它神奇的

真容。

我来万佛山的时候，正赶上下雨。

雨中的万佛山更显出了它的神秘。

沿着新修葺的石阶，我开始了登山

之旅。此时的雨是温柔的，细细的雨

丝，宛若朝露，缠绕在我的身旁，腻腻

的，涔涔的。石阶的一侧，是裸露的山

岩，质感十分坚硬；另一侧是深不见底

的山涧和生长在山涧中的原始森林，所

以并不让人觉得险峻。林木的掩映和水

汽生成的烟岚，遮蔽了天空，我仿佛穿

行在跋涉在一条蜿蜒而又拥蹙的幽径之

中。

行至山腰，雨似乎大了起来，林木

也越发茂密。这时，丛林里开始响起雨

滴敲打树叶的声响。那声音宛若天籁，

低沉、宏大却不嘈杂，像是在一个巨大

腹腔内涌动出的诵经声，隐隐约约又铺

天盖地。当产生诵经声的联想时，我不

禁停下了脚步，静静地驻足倾听。这声

响，让我想到了甘南草原，想到了拉卜

楞寺，想到了那悠扬的法号和喇嘛们的

低吟。或许，在那空旷的草原，在这幽

密的林海，还有这深邃的山涧，才可能

产生这种宛若天籁般的声响，为周边，

为与佛联系的山峦，涂抹上一份庄严。

终于来到了山顶。雨也恰到好处地

停住了。走出了幽闭的山径，我终于看

到了天空。但是，此时的天空并不豁然，

铅色的云层低低地压在山顶的上空，让

人无法无需仰视。放眼一望，更大的奇

观出现在眼前。小雨初歇的时候，那漫

山的水汽，变化成无边的云雾，将整个

万佛山淹没了。虽然见过各种各样的云

雾，但如此浩大、如此漫无边际、如此

厚重低沉的云雾，确是平生仅见。我完

全是置身在一片迷茫之中，白色的云雾

缠绕着我，吞没着我，也吞没了整个的

万佛山。更神奇的是，那厚重的云雾是

流动的，一会儿在流动的身影中，露出

一座山头，一会又在一种穿行中，轻轻

地从林稍上滑过，又像在林海间蒸腾，

袅袅娜娜，曼妙幻化。都说在山顶上，

才能看到万佛的奇观，但此时，万佛却

完全被这扑天而来的云雾所淹没了，只

是随着云雾的滑过，偶尔显露出一个或

几个赭红色的山峦。此时的云雾，好像

无边的大海，流动的烟岚，好像翻卷奔

涌的浪花，但它没有山呼海啸般地气势，

而是轻柔地流淌着，起伏着，缠绕着，

蒸腾着，整个的万佛山，就在这一片茫

茫的云雾中，隐去了它的真容，隐去了

它万佛般的奇观。

我的万佛山之旅就这样地结束了。

下山时，雨再一次下了起来，那宛若诵

经的声响再一次响起。我一直在问，万

佛在哪里？回答我的似乎也只有这无边

的诵经声。雨中的万佛山，给我留下的

仅仅是无边无际的云雾和巨大的茫然。

再一次联想起了通道这个地名。

通道有道，通道是可以通向道之境

界的地方。当年，毛泽东在这里指出了

一条道，中国革命实现了一次转危为安

的转折。道，是可以追问的，也是可以

探寻的。我来问道无余语，云在青天水

在瓶。或许我们还需要探寻，还需要追

问。这一如雨中的万佛山，那无边无际

的云雾，遮掩了它的身形。人生就像这

问道之旅，永远没有停歇。

面对这云雾，我只能留下“曲径承

晨露，一帘烟雨锁千岭；幽林掩天光，

半山云雾隐万佛”的联语。我想，要真

正想一览它的真容，或许还需要时日，

还需要继续的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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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历史上最寒冷的冬季，蒙古

国许多遭受雪灾的牧区在春天迎来产

羔季。作为畜牧业国家，产羔是春季

生产头等大事。蒙古人将马、牛、骆

驼、绵羊和山羊称为“五畜”，也叫

“五宝”，其中骆驼被尊称为“五畜

之王”，骆驼不仅能解决物资运输问

题，还可以提供肉食皮毛、奶制品等。

蒙古人对骆驼有深厚的情感，形成独

特的“骆驼文化”，其中“母驼劝奶

习俗”还被列入迫切需要保护的世界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骆驼大赛创吉尼斯纪录
蒙古骆驼大部分为双峰骆驼，不仅

极其适合寒冷气候，而且对草场的破坏

力小，适合荒漠盐碱地区。蒙古国骆驼

以嘎里宾戈壁骆驼品种最为有名，这种

骆驼体格粗壮，体量较大，胸深而宽，

四肢短而粗，蹄大而厚，毛色一般为紫

红。蒙古人认为，骆驼形似十二生肖，

具体形容为“鼠耳、牛脊、虎爪、兔

唇、龙颈、蛇眼、马鬃、羊胸、猴峰、

鸡冠、狗踵、猪尾”，是长生天赐予蒙

古人十全十美的礼物。与阿拉伯地区的

骆驼相比，蒙古的骆驼体格更加健硕，

毛发更长，奔跑起来飘逸有力，很有美

感和动感。

蒙古人将骆驼作为娱乐和健身的工

具，骆驼越野竞速大赛已经成为蒙古漫

长冬季的一项有趣的体育赛事和旅游亮

点，已经成为蒙古冬季标志性的体育项

目。参赛的骆驼必须是纯种蒙古骆驼，

年龄4岁左右。今年3月6日在南戈壁省

达兰扎德盖德市举行的骆驼大赛上，共

有超过1000峰的骆驼参加15公里的越野

竞速比赛，参赛骆驼数量刷新冬季雪地

骆驼大赛吉尼斯世界纪录。

“母驼劝奶”进入非遗名录
“对牛弹琴”这个成语，说的是讥

笑听话的人不懂对方说的是什么。比喻

对蠢人谈论高深的道理，白费口舌，用

以讥笑说话的人不看对象。然而，在蒙

古对“对驼拉琴唱歌”却有重要经济意

义和社会价值。牧民并不是做无用功，

骆驼能听得懂，双方传递的是真情。蒙

古雌性骆驼每两年繁殖一次，怀孕期为

13个月，翌年 3月至 4月生产，每胎产

1 仔。幼仔出生后不到 1 小时便能站

立，并能跟随母驼行走，直到 1年以后

才分离。然而，无论是初次生产的母

驼，还是多次产仔的母驼，在驼羔出

生后，都不让驼羔吃奶，将驼羔驱离自

己身边，不许接近。蒙古牧民用悦耳动

听的音乐安慰遗弃幼羔的母驼，恢复母

驼的“情感”和业已中断的母子

感应联系;用同样办法抚慰失去

幼羔的母驼，使之“领养”其他

的驼羔，消除母驼因失去“子女”

而产生的悲伤。产羔季节，在

牧区你就可以经常看到，牧民在

母驼旁边，拉着马头琴，唱着歌

颂母爱的长调，述说着情谊。

悠扬的琴声，回荡在空旷的草原

上，感人的话语，催人泪下。母

驼在听到这一切后，眼中涌出

泪水，无声地哭泣，渐渐开始接

纳自己的孩子并哺乳。

电影《哭泣的骆驼》是 2003 年

蒙古年轻导演宾巴苏伦在德国慕尼

黑影视学院学习时拍摄的毕业作品，

该片充分体现了蒙古人具有丰富的

动物心理学知识，讲述的正是劝驼

哺乳的故事。该电影先后获得巴伐

利亚电视奖、巴伐利亚最佳电影奖

和德国电影奖，并于 2005 年获得奥

斯卡奖提名，也成为蒙古第一部获

得奥斯卡奖提名的电影。

2015年，在纳米比亚举行的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政府间会议上，“母驼劝奶

习俗”被列入迫切需要保护的世界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骆驼奶被誉为“沙漠软黄金”
骆驼全身都是宝，肉和毛皮都是

牧民赖以生存的必需品，骆驼奶更被

誉为“沙漠软黄金”“长寿奶”。母

驼泌乳期产乳量为 340 升。骆驼奶里

包含有五种特殊成分，由胰岛素因

子、类胰岛素生长因子、奶铁蛋白、

免疫球蛋白和液体酵素组成，这些

“长寿因子”的有机组合，可以使人

体日渐衰老的所有内脏器官都能得到

年轻态的修复。骆驼奶里还含有许多

人们未知的人体所需的稀有元素。此

外，驼奶还有解蛇毒和治疗静脉曲张

的独特疗效。长期服用驼奶，可增强

体力和提高预防疾病能力。驼奶中所

含的维生素 C 比任何奶类都多，维生

素 C 有抗氧化作用，可延缓衰老，同

时，驼奶中的维生素 C 可以帮助铁质

的吸收，也能帮助制造血红素，因此

具有治疗贫血的功效。驼奶中含有大

量钙质，可以强健骨骼和牙齿，预防

儿童佝偻病。驼奶还有降低胆固醇，

降低血脂，治疗肝病的功效。驼奶适

合饮用的人包括老人和儿童、糖尿病

患者、免疫力低下和手术后恢复体能

的人等。骆驼奶对人类的防病、健康

和长寿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因此，用

驼奶制作的奶产品，如奶干、奶酪等

产量都很低，市场上很难看到，往往

一上货架，就被抢购一空。

蒙古人把駱駝當做五畜之王
母駝勸奶將入非遺



C4教育信息
星期一 2016年5月23日 Monday, May.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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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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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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資訊請上
cheerinus.com
走進美國網站

【來源:僑報網】
據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22日報道，因為財富的增加和對

西式教育的饑渴，越來越多的中國學生申請留學美國大學。而美
國大學也在積極招生中國學生，除了想要保持校園的多樣性外，
對他們帶來的學費收入也有很大的需求。看起來很公平，雙方的
需求都能得到滿足，但是在有些情況下，這種狀況還是會在課堂
上帶來矛盾，部分美國學生和教授也對此頗有微詞。

據國際教育協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數據，中
國留學生佔據美國大學校園裡所有國際學生的約三分之一，是
其中最大的一群。但是，這種趨勢中也夾雜著一些不太和諧的現
象，比 如過去三年時間裡，約有8000名中國留學生因為作弊或者
成績太差被開除。可以說，對大量的中國學生來說，留學美國面
臨著雙倍的文化和語言壓力。

這種經驗是“痛並快樂著的”，西北大學梅迪爾學院（North-
western University's Medill School）的華裔講師傑娜•羅•馬西
（Jenna Luo Massey）說道，中國留學生都有著“陡峭的學習曲線”。
“很多來到這裡的學生掙扎在文化障礙和語言問題中，他們的表
現沒有達到我的預期。”她說道。而且中國學生在課堂上也很被
動，從來不會跳出固有的思維，她補充道。

這種狀況就會招致其他教職員工和學生的抱怨，《華爾
街日報》就曾經報道過，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的一名教授表示，因為要照
顧到課堂裡的很多中國學生，他不得不使用更為簡單的語
言進行講解。而且還表示這些學生在問問 題的時候他都聽
不太懂。

尋找那些能夠適應美國教育體系的學生，也是西北大
學和亞洲一些學校合作招生的原因，馬西說道。

“我們更注重的是學生的整體素質，不僅僅是考試分數
。”她說道。也就是說還要評估他們的其他一些技能，比如人
際交往能力等。

雖然在逐漸的減少，但是中國留學生所感受的文化衝
突仍在繼續。中國經濟的放緩意味著越來越少的家庭能夠
承擔得起送孩子留美的負擔。而且，這種趨勢已經顯現，比
起之前兩年17%和21%的增長率，2014-15學年留學美國的
中國學生僅增加了11%。

這可能會導致美國大學開始從其他國家招生。國際學生的學
費要比本土學生高三倍。美國家庭越來越難以承擔增長速度遠
超通貨膨脹率的大學費用。

在其他國家招生的轉變看起來已經開始，2014-15學年，留美
印度學生的增長比例已經超過中國學生。
至於中國學生在美國校園的學習問題，“他們在前兩三個月的英
語不夠流利並不意味著他們不夠聰明。”她說道：“每個人都有自
己的優劣勢。如何讓自己的學生進行提高是教授們的工作。”

中國留美學生數量多
本土學生和教授抱怨

【來源:僑報網】
法國國際廣播電臺5月12日消息

稱，美國各地大學中的中國留學生每
年均大比例增加，美國大學大量招收
中國留學生的主要目的，是賺取比本

地大學生學費高出數倍的金錢。許多
中國留學生水平不夠格，但中國留學
生卻擠走了美國學生的入學機會。

據美國福克斯新聞網報道，中國
留學生奪去了美國留學生的大量資源

。中國學生根本沒準備好留學，他們根
本不知道分析性文本到底意味著什麼
，也很難達到分析性思考或寫作的基
本要求。即使這樣，美國大學仍然競爭
多收中國留學生。

報導稱，在美國，中國留學生
的數目已增長至30多萬。僅密歇根
州立大學，中國留學生的數量就已
達到4400多人。加州大學伯克利分
校中國留學生的數量也 已達到

1200多人;而10年前，這所大學裡中國
人的數量只有47名。波士頓地區的大
學中，中國留學生的數量達到4.5萬人
。

福克斯新聞網的報道批評美國大
學 為 錢 忘
義。越來越
多 的 中 國
留 學 生 前
往美國，他
們 正 奪 取
本 屬 美 國
學 生 的 資
源。高校機

構變得越來越貪婪，這也就意味著許
多美國學生收到了大學的拒信，而中
國學生卻在中國的土地上享受被錄取
的喜悅。

金錢推動中國留學生一直湧入美
國。因為留學生支付的全部學費幾乎
是本土學生支付學費的兩倍。美國的
大學和學院當前正熱烈歡迎亞洲的學
生，甚至還雇傭會說普通話的員工來
錄取中國學生、幫助後者順利進入美
國大學。

報導認為，中國學生就學術而言
並不比美國學生準備更充分。一些學
校發現，他們需要更改甚至簡化課程、
來滿足中國學生的語言以及學習要求
。報道還稱，中國部分學生前往美國求
學時，似乎有花不盡的錢，他們一到美
國就買上奧迪、奔馳或雷克薩斯。而美
國學生往往開家裡的舊車。

美國大學為錢狂招中國留學生
搶佔本地學生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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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Says It's Ready To Respond If U.S.  ‘Stirs Up Confli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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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Two Chinese military aircraft intercepted a U.S. military reconnaissance 
plane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Tuesday, May 17, 2016..
U.S. Defense Department spokeswoman Lt. Col. Michelle Baldanza 
said that the U.S. maritime patrol reconnaissance aircraft was flying 
in a "routine patrol" in international airspace on May 17 when "two 
tactical aircraft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tercepted the 
U.S. plane.
The two Chinese fighter jets were J-11s and flew approximately 50 
feet from the U.S. aircraft, a Navy E-P3.
"Initial reports characterized the incident as unsafe," Baldanza said in 
a written statement. "Over the past year, DoD has seen improvements 
in PRC actions, flying in a safe and professional manner."
The incident is under investigation by U.S. Pacific Command. The 
U.S. has photos but they are classified.
In a statement, China's Defense Ministry said it was "aware of such 
reports," adding: "We will learn more and assess related facts."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Explained 
China has increasingly asserted its territorial claims over mos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which is thought to have large oil and gas deposits. 
Brunei,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Taiwan and Vietnam also have 
claims to parts of the waters, through which about $5 trillion in trade 
is shipped every year.
Related: Vietnam Seizes Chinese Ship for 'Illegal' Entry in South 
China Sea
China has said the U.S. is "militarizing"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U.S. had conducted "freedom of navigation" patrols and sailed within 
12-nautical mile territorial limits around disputed islands. (Courtesy 
http://www.nbcnews.com/news/china)
Related
China Demands End To U.S. Surveillance After Aircraft Intercept
Beijing demanded an end to U.S. surveillance near China on Thursday 
after two of its fighter jets carried out what the Pentagon said was an 
"unsafe" intercept of a U.S. military reconnaissance aircraft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incident, likely to increase tension in and around the contested 
waterway, took place in international airspace on Tuesday as the plane 
carried out "a routine U.S. patrol," a Pentagon statement said. 
A U.S. Defense official said two Chinese J-11 fighter jets flew within 
50 feet (15 meters) of the U.S. EP-3 aircraft. The official said the 
incident took place east of Hainan island.
Initial reports characterized the incident as unsafe," the Pentagon 
statement said. 
"It must be pointed out that U.S. military planes frequently carry 
out reconnaissance in Chinese coastal waters, seriously endangering 
Chinese maritime security,"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Hong Lei Hong told reporters.
"We deman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mmediately cease this type of 
close reconnaissance activity to avoid having this sort of incident 
happening again," Hong said.
Speaking at a regular press briefing, he described the Pentagon 
statement as "not true" and said the actions of the Chinese aircraft 
were "completely in keeping with safety and professional standards."
"They maintained safe behavior and did not engage in any dangerous 
action," Hong said.
The encounter comes a week after China scrambled fighter jets as a 
U.S. Navy ship sailed close to a disputed reef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hina claims mos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through which $5 trillion 
in ship-borne trade passes every year. The Philippines, Vietnam, 
Malaysia, Taiwan and Brunei have overlapping claims.
Washington has accused Beijing of militarizing the South China Sea 
after creating artificial islands, while Beijing, in turn, has criticized 
increased U.S. naval patrols and exercises in Asia.

The Pentagon statement said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was 
addressing the issue through military and diplomatic channels.
China's Defense Ministry said in a fax that it was looking into reports 
on the incident. 
"DANGEROUS INTERCEPTS"
In 2015,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nnounced agreements on a 
military hotline and rules of behavior to govern air-to-air encounters 
called the Code for Unplanned Encounters at Sea (CUES).
"This is exactly the type of irresponsible and dangerous intercepts that 
the air-to-air annex to CUES is supposed to prevent," said Greg Poling, 
director of the Asia Maritime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at Washington'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ink-tank.
Poling said either some part of China's air force "hadn't gotten the 
message," or it was meant as a signal of displeasure with recent U.S. 
freedom of navigation ac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f the latter, it would be very disappointing to find China sacrificing 
the CUES annex for political gamesmanship."
Zhang Baohui, a security expert at Hong Kong's Lingnan University, 
said he believed the encounter highlighted the limitation of CUES, 
and shows that Chinese pilots would still fly close to U.S. surveillance 
planes if needed.
"Frankly, we're always going to see these kinds of incidents as China 
will always put the priority on national security over something like 
CUES whenever it feels its interests are directly threatened," he said.
The encounter took place in international airspace about 100 nautical 
miles south of mainland China and about 50 nautical miles east of 
Hainan island, a Pentagon spokesman said in a statement issued later 
on Thursday. (Courtesy www.reuters.com/article/us-southchinasea-
china-usa)

Chinese Fighter Jets Intercept U.S. 
Military Spy Plane Over South China Sea

A Chinese J-11 fighter jet is seen flying near a U.S. Navy P-8 Poseidon 
about 215 km (135 miles) east of China's Hainan Island in this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handout photo taken August 19, 2014.  
(Photo/Reuters/U.S. Navy) 

A U.S. Navy EP-3 surveillance plane. (Photo/ U.S. Navy)

Fully Armed Chinese Naval Vessels Have Been See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Disputed South China Sea Area

BEIJING — China's attempts to claim a nearly 1.4-million-square-
mile swathe of open ocean are without precedent and probably 
without legal merit, but Beijing continues to assert its right to the 
economically critical zone — and increasingly puts its claims in 
military terms.

Speaking to a small group of reporters in Beijing on Thursday, a 
high-ranking Chinese official made his warning clear: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not provoke China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ithout 
expecting retaliation.

"The Chinese people do not want to have war, so we will be 
opposed to [the] U.S. if it stirs up any conflict," said Liu Zhenmin, 
vice minister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course, if the 
Korean War or Vietnam War are replayed, then we will have to 
defend ourselves."

The so-called "nine-dash line" that China has drawn over mos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 a gargantuan territorial claim that 
stretches about 1,200 miles from its shores — would give Beijing 
control over a zone that's estimated to handle about half of global 
merchant shipping, a third of the planet's oil shipping, two-thirds 
of global liquid natural gas shipments, and more than a 10th of 
Earth's fish catch.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backed by several 
Asian governments and entities such as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argues that such massive ocean claims at great distance from 
land are "inconsistent with international law." 

China has a growing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region, including 
the wholesale raising of islands and construction of airfields 
on what were once atolls. The U.S. Navy operates there as 
well, increasingly in concert with regional powers such as the 
Philippines. Two Chinese fighter jets on Tuesday intercepted 
and passed within 50 feet of a U.S. military reconnaissance 
plane.

China has a growing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region, including 
the wholesale raising of islands and construction of airfields 
on what were once atolls. The U.S. Navy operates there as 
well, increasingly in concert with regional powers such as the 
Philippines. Two Chinese fighter jets on Tuesday intercepted 
and passed within 50 feet of a U.S. military reconnaissance 
plane.

Beijing's real strateg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e rely heavily on the South China Sea [for] transportation of 
resources and energy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is an important 
trading group for us. We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aid Liu, who warned the 
United States that it "cannot circle China by building military 
bases — we cannot do so 30 years ago, or even now."

"Chinese people and the government feel like we haven't been 
treated fairly because the U.S. is blaming China for rising 
tens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aid Liu, who added that 
"what matters is that the U.S. government has recognized that 
times have changed, [and the U.S.] can gain much more through 
cooperation than going to war."

China is party to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nd that framework provides "no legal basis" for China to claim 
its "nine-dash" area, said Alessio Patalano, senior lecturer in 
Naval History and East Asian Security at King's College London. 

But beyond that, Patalano said, China's actions have no historical 
precedent.

"There is not a precedent of this kind, and this is for two 
reasons," Patalano told CNBC. "First until recently, technology 
didn't allow nation states to project power over the oceans as 
it is possible today. Second, today's degree of interdependence 
has no precedent in history, therefore issues over the ability of 
shipping to move through this basin has potential impact o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a way that was not possible previously."

The South China Sea for years has been a point of contention for 
bordering nations besides China, including Vietnam, Malaysia and 
the Philippines, but in recent years has become a larger nexus of 
disagreement as China has unilaterally declared the region its own. 
China's fishing fleet, the world's biggest, operates increasingly 
within the legally exclusive zones of Vietnam, Indonesia, Thailand 
and other countries.

"China attaches far greater importance to peac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 much greater than the U.S. and Japan. No one should doubt 
our sincerity in this subject," Liu sai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uphold peace in Southeast Asia even for the sake of our own 
survival. In this sense we are actively against any moves that will 
jeopardize peac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Liu warned that a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have wide repercussions for the global economy. 

A tribunal at the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in The Hague is 
expected to rule in the next couple months on China's expansive 
territorial claims, though China has already rejected those 
proceedings. (Courtesy http://www.cnb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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