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盧軍宏台長 「觀世音菩薩心靈法門」 開示（六）
【眾生畏果】為什麼今天我吃苦？
大家知道，因果定律，天地所為

。就是說因果二字，遍及世間、出世
及天地一切諸法。因果涉及到出世法
和入世法，是我們人間、地府和天上
的一切諸法。沒有一個地方，沒有一
件事情是沒有因果的。

比如我們現在學佛學法，等到我
們走的時候，我們可能就是菩薩了。
如果我們在人間做惡事，等到我們死
的時候，就會變成惡鬼。因和果不僅
在今世，它在任何世和任何法門都是
定律，也是說不盡、道不完的。並不
是說只有佛教講因果，所有的宗教和
法門都是講因果的，因為因果是天地
之道理。
為什麼今天我吃苦？
為什麼今天我享福？

這都是有因果關係的。其實在儒
家的書籍中，很早就有明白的訓示。
積善餘慶，積不善為餘殃。多做善事
的人，家裡就會有開心的事情；如果
不做善事，家裡經常會倒霉的。

很多書說，做善降祥，做不善降
殃。就是說，當一個人做善事的時候
，會有吉祥和福分降臨；當一個人做
惡事的時候，就孕育著倒霉事情和災
禍的發生了。用現代話來講，就叫種
瓜得瓜，種豆得豆。經常行善的人，
一定會有善報的；不做善事的人，肯

定得不到善報。
實際上，因果在我們的生活中無

處不在、無時不在。有一句話叫現世
報。什麼叫現世報？現世報就是當一
個人做了一件壞事情的時候，已經等
不到下輩子來報應了，因為罪惡太大
、孽障太深，所以，馬上就要報應。

同樣，如果一個人做了太多的好
事，也會現世報。善因種得很多的時
候，報給你的善力和因緣果報的願力
就越大，人就會得到馬上想擁有的好
事情。舉個例子，過去如果某個人想
中狀元，天天苦讀，但是要到10年後
才能夠參加考試。這也是現世報，因
為讀書好，10年後科舉考試就能夠中
狀元了。讀書不好，考不上狀元，也
是今世的報應。

根據《春秋》、《左氏》記載，
這個世界上一切奇奇怪怪、善善惡惡
的事情，都是因果的真實記錄，讓我
們後世人誦其書，安其樂，知福禍之
無常。我們現在的人，順著因果在做
事情，生活在因果之間。因為前世做
壞事了，這輩子在人間就會嚐到惡果
。

如果種了好的因，就會有好的果
報，凜然於禍福之無常，在禍福的無
常中生活著，報應絲毫不爽。聰明一
點的人，都知道要自己奮鬥一番的，

要修點福、積點德。那麼下等愚蠢的
人，等他們做了鬼，才知道以後不能
夠做壞事情。很多人雖然很笨，但是
也害怕因果，不敢做惡事。我們人更
要明白這些道理，我們要做上智者呢
，還是做下愚者呢？

因果實為維繫人心之大防，足以
輔助皇化所不及。懂得因果的人，就
是在心中已經設立了一道防線，能夠
維護自己的心不去作惡事。這道防線
是守住自己的良心和本性，不去做惡
事，足以保持國家和名族的繁榮和穩
定，這是一些國家的政策法律有時都
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因果能夠幫助做
到。所以世間盛出聖人，幫助眾生擺
脫苦惱。自古以來，國家興衰之關鍵
，就是要讓老百姓多多知道因果。人
人懂得因果，這個人民有救了。

大至世界，小至國家，再小至家
庭，有誰離得開因果？因果就是種瓜
得瓜，種豆得豆。你今天所付出的一
切，你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會有結果
。懂得這個道理，壞人不敢再做壞事
了，好人會充滿熱情地繼續做好事。
因果絲毫不爽。現在的世道，人的心
已經暴戾到了極點，每個人心裡只有
錢，沒有良心，不講道德，猶如人的
心已經溺斃。很多人不懂因果，所以
才敢做壞事。

因果就在我們的身邊，因果就是
你今天所做的事情，你今天所想的事
情，你今天所思考的事情，還有你今

天所說的事情。所有的這些，一定會
有一個結果的。我們經常勸人不要去
動因果，就是這個道理。台長希望大
家好好學佛，好好懂因果，不要去動
因果。
佛菩薩畏因，眾生畏果。

就是說，佛菩薩畏懼因，是因為
佛菩薩做某件事情前，就知道這件事
情的結果了。如果果不好，就不會去
造這個因。而眾生畏果，就是說眾生
不明白道理，做某件事情時，沒有考
慮後果，所以不能夠得到善果，因為
他們在做事情的時候，已經忘記了正
在形成的這個果。

你今天害人的時候，實際上就是
在害自己。你今天做好事的時候，實
際上就是在幫助和改善自己的命運。
所以，台長希望眾生能夠多多地懂得
因果，明白道理。不明白道理的人，
是很可憐的。只知道因，不知道果的
人，也是非常可憐的。我們在勸戒別
人時經常講一句話，“你要知道這件
事情的後果啊？”“我不怕。”等到
他被抓緊監獄的時候，等到他被判刑
的時候，他才知道，原來我種的這個
因，得到的是這個果啊。但是那個時
候已經悔之晚矣。

問：師父您曾經說過，“你們這
些弟子，都是觀世音菩薩的孩子。同
修之間都是兄弟姐妹，是一家人。”
怎樣才能都成為家裡的好孩子，有什
麼辦法制約自己的行為規範，嚴格自

律，不造身口意業，從哪個突破口得
到理解，牢記“菩薩畏因，眾生畏果
”？

答：你已經講到了最後的結果了
，從哪個突破口？就從因果論開始突
破。做一件事情的時候，就要想到結
果，今天罵了老公，你就要知道，老
公一定會找機會要罵還的，所以就不
罵他，這叫因。如果今天要成為台長
的好弟子，要好好地念經，這是種了
因，以後一定會修得更好，那是果。
所有的事情，做之前就要想到結果，
你就不會造因，才會自律。比方說，
很多人說自己要活命，他就不會去參
加摩托車比賽；他不想活命，知道今
天開著摩托車可能會撞死，他就不懂
得這個因，所以他真的可能會撞死，
那就是果。所以因果就是讓人開悟的
一個很好的學佛的基礎。

美國專業旅遊雜誌《環旅世界》Global
Traveler 甫公布 2016 年第四屆休閒旅遊大獎 (
Leisure Travel Award ) 獲獎名單，華航獲頒最佳
豪華經濟艙 ( Premium Economy Class ) 大獎，此
為繼去年華航 「親子臥艙」( Family Couch ) 榮
獲該獎項之卓越創新獎後，新世代客艙設計再
度榮獲國際肯定。

華航全新 777-300ER 豪華經濟艙，在國際
級設計師團隊打造下，座椅採用具有科技感的
墨黑色及象徵宋代美學的花紋織法，展現清朗
脫俗的山間文人書院氣息，提供旅客與眾不同
的嶄新舒適體驗。全艙共有 62 個座位，椅距加

大達 39 吋，固定式椅背的設計，讓座椅傾斜時
不會打擾到後座，個人乘坐空間也不受前座乘
客之干擾；並設有可調整式腳靠及腿靠墊，提
供腿部更大的空間與完整的支撐性，方便旅客
在航程中隨意調整最舒適的姿勢。讓旅客不用
花大錢，輕輕鬆鬆由經濟艙升級享受豪華經濟
艙之 39 吋加大空間。另外華航豪華經濟艙還配
置全球同艙等最大12吋超大螢幕頂級娛樂享受
、巧妙設計增加多處置物空間、加大尺寸功能
性餐桌、座椅獨立配備 USB 插槽及電源插座，
讓旅客專屬享有電源不間斷貼心服務。

《環旅世界》Global Traveler是全球知名的

專業旅遊雜誌，在業界享有極高的聲譽，該雜
誌之休閒旅遊大獎則是由該雜誌資深編輯群對
相關產業進行評比頒發。華航美洲地區處李献
光處長19日代表出席頒獎典禮時表示： 「華航
新世代豪華經濟艙能由各世界級航空公司中脫
穎而出，我們備感榮幸。未來華航也將繼續努
力，提供更多更好更先進的產品及服務，以回
饋廣大支持我們的顧客。」7月即將抵台之華航
最新 A350 客機仍將延續該豪華經濟艙《Nex-
Gen》 新世代風格，為旅客打造專屬自己的飛
行空間、展現台灣讓人驚豔的文創實力，創造
品味旅行新主張。

中華航空新世代豪華經濟艙曾獲頒Skytrax
豪華經濟艙全球第 8 名，另連續三年獲 Global
Traveler 雜誌評選為 「北亞最佳航空公司」 (
Best Airline in North Asia ) 殊榮，新世代 777 機
隊並同時獲選 「最佳商務艙座椅設計」 ( Best
Business-Class Seat Design) 及 「最佳航空公司制
服」( Best Flight Attendant Uniforms )，拿下三冠
王。今年亦獲 PAX International 雜誌讀者票選
「2016亞洲區最佳餐飲服務」、Onboard Hos-

pitality 雜誌評選 「最佳豪華經濟艙盥洗包」及
「最佳豪華商務艙寢具」等大獎。

中華航空獲頒美國《Global Traveler》 「休閒旅遊」
最佳豪華經濟艙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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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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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華人社團與休城警察局聯合舉辦《警民聯歡》

本
報
記
者

陳
鐵
梅
報
導

休斯頓警察局所有的負責人出席活動，活動組織者，華人社區領袖陳灼
剛先生（左二）、李雄先生（右二）、Mr. Peter Huang（右一）代表
華人社區頒獎給為服務社區做出貢獻的優秀的警察。

左起：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頓總領館劉紅梅副總領事、休斯頓哈裡斯縣警察局長 Tim W. Cannon、中華人民
共和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李強民總領事、休斯頓警察局Michael A. Dirden主任、休斯頓唯一的華裔大法官張文華女
士、休斯頓著名僑領李雄先生出席活動。

休斯頓警察局副局長John Chen 給優秀經常頒獎。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李強民總領事致
詞，他代表總領館感謝華人社區為鞏固與發展中
美兩國關系所做的貢獻。

休斯頓哈裡斯縣警察局長 Tim W. Cannon先生致詞

活動上最精彩的就是由休斯頓警察局的帥哥們，牽著廣東總會舞蹈團的美女
們手送上舞台。

2016年6月3日晚，由德州廣東總會牽頭，其他社團參與，組織與休斯頓警察局
共同舉辦《2016警民聯合會》。活動在莊嚴的警察儀仗隊入場中開始！這個活
動已經連續舉辦了好幾屆了，目的是，通過與警察部門的交流，能普及華人社區
的法律知識、拉近與主流社會的關系、更多的是讓他們注意華人社區，提高華人
社區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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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最近休斯頓暴雨連連，加上氣候炎熱潮濕，蚊蟲白蟻等大量繁衍滋生。尤其是

白蟻，它們會在建築物、牆身及近水源位置築巢，並利用建築物的接縫位置發展及擴散。白蟻一般隱藏

性高，較難即時發現，即使能發現，亦未必見到其主巢所在，所以一般民眾較難自行消滅白蟻。白蟻多

以木材及纖維製品為主食，如木材潮濕或曾經浸水便更易為白蟻侵蝕。因此，在家中可以通過檢查及保

養以下多個高危位置以防止白蟻入侵：

1. 廚櫃近星盆位置，廚櫃門框近地腳線位置。

2. 洗手盆附近的廁所木櫃，廁所門框近地腳線位置。

3. 近水喉位置的木櫃、木製家具及木造地板的地腳線。

在美國白蟻每年導致 50 億美元的財產損害，比其他的天然災害造成的損失更大，寶夏殺蟲公司負責

人 Geroge 林說，預防勝於治療，早一點防範可以省下不少錢。當大雨過後，庭院發現一些小翅膀，那

極可能是白蟻的先頭部隊，打個電話給寶夏殺蟲諮詢一下，以防萬一。   

寶夏殺蟲對餐館和住宅的害蟲有豐富的殺蟲經驗，專殺蟑螂、老鼠、白蟻、蛇、蝙蝠、蜜蜂 。對於

浣熊、松鼠以及一切草坪和樹的害蟲也有專業的手法驅趕，絕不馬虎草率。寶夏殺蟲，24 小時服務。 

電話：713-966-0996
網址 : http://www.proshotpestcontrol.com
地址： 9600 BELLAIRE BLVD., #131,HOUSTON,TX 77036（王朝廣場）

寶夏殺蟲，害蟲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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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J Florist 易主 新人事 新作風
是各式婚喪喜慶 佳節送禮的首選

圖為 「 F J Florist 」 花店現貨供應的各式喜慶鮮花，開張綠樹
「 FJ Florist 」 的地址：

8000 S . Gessner #700 ，
Houston TX 77036
電話：（ 713 ）778-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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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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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劇迷必知美國文化：
舞會派對習俗掃盲

1.masquerade/masked ball 化妆舞会

化妆舞会绝对是反映美国校园生活不可

缺少的部分。从《绯闻少女》到《吸血鬼日

记》，编剧们无不例外的抓住机会大做文

章。神秘浪漫的舞会气氛不仅为剧情升温，

同时更给了剧中男女主角大展魅力的平台。

2.prom（美国高中的）正式舞会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a

prom, short for promenade, is a formal

(black tie) dance, or gathering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It is typically held near the end of

the senior year. At prom, a Prom Queen and

Prom King may be revealed. These are honor-

arytitles awarded to students chosen in a

school-wide vote prior to the prom.

在美国和加拿大，prom（promenade的简

写）指为中学生举办的正式舞会或聚会。通

常在高中学年即将结束时举行（故常译作

“毕业舞会＂）。在毕业舞会上，还会揭晓

Prom Queen和 Prom King的获选者。这两个

荣誉称号的获得者是毕业舞会之前在全校范

围内投票选出。

3. pajamaparty 睡衣派对

参加睡衣派对小贴士TIPS

(1)准确着装。除了睡衣外，还要准备床

上的公仔或抱枕，最好再带上牙膏牙刷

啦！

(2)打破小圈子。不要因为别人或自己穿

着睡衣而害羞哦，只和认识的人交谈是错误

的。

(3)大方地表现自己。派对的环节、游戏

或话题，不要只是缩在一边看，而是要积极

地参与。

(4)尊重他人。尽量记住

别人的名字、如果别人穿的

睡衣和打扮贴合主题的话，不要忘记赞美一

声。

4.banquet晚宴

5.house-warming party 乔迁派对

6.cocktailparty 鸡尾酒会

7.luncheon午餐会

8.commemorativeparty 纪念宴会

9.wedding reception结婚宴会

10.birthday party 生日舞会

11.farewellparty 送别宴会

12.invitation card 邀请函

13.to be dressed up 整装打扮

14.hoedown方形舞舞会

美國50號公路：全世界最孤獨的公路!

美国 50 号公路全程长度为

853 英里；即 1373 公里 · 被称为

“全美最孤独的公路＂，之所以

被《生活（Life）》杂志最早冠

以此称，因它是美国最荒凉的公

路之一，横穿快马递送区，人烟

稀少，有许多印第安人部落，著

名的死亡谷也在这条路当中，同

时也可以带你走进美国最美的一

些乡村和文化遗迹。

公路规划

50 号快速公路虽然是“全

美最孤独的公路＂，但西端是

被称为“The Biggest Little City

In The World（世界上最大的小

城市）＂的里诺(Reno)，附近的

太浩湖是世界顶级的度假天堂，

电影《教父》外景地。 1861

年，一个名叫撒母耳兰霍恩 克

莱门斯（Samuellanghorne Clem-

ens）的年轻人在太浩湖边住了

一段时间，被美丽清澈的湖水

及参天的松树所触动，“注视

再久，我的眼睛也不会觉得疲

惫。＂后来，他成为维吉尼亚

城《企业报》的编辑，并使用

了马克 · 吐温（MarkTwain）这

个笔名。他的著作《苦行记》

描写的正是在内华达的冒险经

历。太浩湖是北美地区最具胜

名的滑雪胜地。到了夏季，内

华达又成为山地自行车、攀

岩、徒步旅行、骑马及高尔夫

等运动的乐园。

雷诺汽车国家博物馆里面珍

藏了上千辆老爷车，第一辆奔驰

车的原形就在那儿。每年 8月在

雷诺有全美老爷车大展，大街上

摆着全世界各式各样的老爷车，

如果喜欢老爷车这个时间去最

好。

离雷诺不远的还有曾经全世

界最富的城市维吉尼亚城(Virgin-

ia City)，如今变成好莱坞外景地

，可以在街头体验当年美国西部

牛仔的风情。1859年在维吉尼亚

城发现了金矿时，矿工们找到了

世界上最大的银矿。1992年，内

华达州的产金量是全世界总产量

的 60%。游客们可以参观那些保

存下来的金、银矿，了解采矿的

艰难。

沿途风景

从西部向东，50号快速公路

先后穿过法伦（Fallon）和勒亨

坦山谷（Lahontan Valley）。

昔日被称为“40 里沙漠＂

的区城中，这里是首先获得水

的地段，成为土壤肥沃、产量

丰富的农牧场地。每年 9 月举

办 Cantaloupe Festival，5 月举行

Fallon Air Show， 以 及 7 月

All-IndianStampede和 Pioneer Days

等活动。法伦海军航空基地

（Fallon Naval Air Station ）更

是超级海军战斗机作战学校的

所在地，也是 Top Gun 射击比

赛的新基地。

Grimes Point 考古遗址位于

法伦以东，山上有许多绘有图画

的大圆石，这种“岩画＂艺术是

8000多年前当地居民的文化遗物。

再向东走，首先会到达奥斯汀

（Austin）等矿城，它是由以前

的快马递送员发现的。然后是

1870年代盛极一时的矿城尤瑞卡

（Eureka），如今则成为保留良

好的历史小镇。

到尤瑞卡后可在杰克逊旅馆

（Jackson house）住一宿。原建

于1877年、之后又经重建的杰克

逊旅馆提供经济的两卧两卫套房

，还有阳台可望街景。重建于

1991年的尤瑞卡歌剧院（Eureka-

Opera House）的宴会厅是团体表

演的最佳场地。

再向东就到了伊莱（Ely），

这个昔时的铜矿城内有两座铁路

历史博物馆，还有一座博物馆展

示采矿和早期垦荒者的生活方式

，可以搭乘燃煤蒸汽火车。火车

迷还可以在这条长达14里的上下

山途中，过足火车工程师的瘾。

此外，在维吉尼亚城也保留着旧

时的火车供游客乘坐。远东与西

方的邂逅在19世纪中期由中国劳

工所建造的铁路将许多金、银矿

与加工厂连接起来，跨越北内华

达州的横贯大陆的铁路带来了更

多的新移民。

伊莱也是进入游客稀少的大

盆 地 国 家 公 园 内 的 李 曼 洞

（Lehman Caves）的必经之地，

你可以尽情探寻特殊石块造型的

奇景。盘根错节的古老 Bristle-

cone松树，年代溯自旧约圣经所

记创世纪年代后的第 700年。精

心设计的健行山径不仅可以引你

到达清凉的湖水，还会带你到惠

勒蜂（Wheeler Peak）常年积雪

的山顶。

美國民族文化的幾個主要特征
一、美国民族文化的特征

美国建国才二百多年，是一

个年轻的国家，也是一个移民国

家，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

(一) 尊重个人的价值观

美国建国之初，移民蜂拥而

至，丰富资源亟待开发，必须奖

励个人艰苦开拓，独立发展，坚

信自我，尊重个人。这种价值观，

逐渐形成美国民族的特殊性格：

即对自己命运和力量深信不疑，

把依靠自己作为哲学信条。

(二) 冒险创新精神

美国人的格言是：不冒险就

不会有大的成功，胆小鬼永远不

会有所作为，不创新即死亡。移

民美国的开拓者，面对险恶的自

然环境和待开发的丰富资源，促

使和培育了美国人顽强拼搏、艰

苦奋斗、敢冒风险的性格。不仅

在商战过程中，即使在文体生活

中，他们追求新奇刺激，参与环

球探险，组织高山跳水、滑雪，

勇于向传统和权威挑战。因而科

技发明创新，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三) 自由、平等精神

美国是一个没有经历封建社

会的国家，受移民资产阶级自由

、平等思想的影响很深，所以逐

步形成一个崇尚自由的社会。除

执法机关与执法人员外，任何机

关与个人不得非法侵犯他人自

由，这就为个人的才能智慧的发

挥开辟了道路。美国人有一句格

言＂一个人富裕到什么程度，就表

明他的才能发挥到了什么程度＂。

因为机会均等的条件下，人的

才能通常决定人的富裕程度。

(四) 实用主义哲学

美国人在开发这片富庶处女

地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有

用、有效、有利就是真理＂的理

念。他们立足于现实生活和经验，

把确定的信念作为出发点，把采

取行动当作主要手段，把获得效

率当作最高目的，一切为了效益

和成功。

(五) 物质主义的追求

美国人评价一个人的价值

时，主要指物质价值。即以赚钱

多少，作为评价一个人社会地位

高低的重要依据。在美国社会里

人们积极进取，拼命工作，不惜

付出自己的一切辛苦与智慧，谋

求事业上的发展。通过个人奋斗，

取得成功，从低贱者变成大富翁，

几乎成为美国式的信条。

二、美国企业文化

(一) 突出个人能力，尊重个人价

值

与日本企业文化强调团队精神

不同，美国企业文化不着眼于集

体，而着眼于个人，鼓励个人努

力奋斗，突出个人能力；企业内

部充满自由平等精神，个人充分

发表自己的意见；革新和实验受

到鼓励；人们乐于求新求变，乐

于开拓冒险；强调个人负责，个

人决策。根据个人完成任务，尽

责尽职情况，给予个人奖励。这

些突出个人能力智慧的企业文

化，有效的调动人的积极性，激

励了人们的竞争、创新和冒险精

神，减少了人际摩擦和能量内耗。

但易于削弱集体力量，影响相互

合作，使人们更多地将企业看作是

个人赚钱和实现抱负的场所，缺乏献

身企业的归属感和集体荣誉感。

(二) 重视理性的行为方式。具体

表现：

1.求实精神较强，形式主义

较少。企业内部人际关系讲求实

在，较少虚假，沟通意见直接明

确。企业质量小组(QC)就信奉＂

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只要干得有

意义，有效果就好＂。企业有较

强的行动意识，既重言，更重实。

乐于实干。

2.提倡科学与合理。重视组

织机构和规章制度的作用。比较

重视硬性管理。企业对系统论、

信息论、控制论和各种定量方法，

计算机的广泛使用。人们在经营

管理过程，尊重科学，依章办

事，追求合理，较少受人情关系

的影响。

3.强调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契

约关系。从实际需要出发，招聘

或解雇工人完全靠合同契约维系

员工之间的关系，较少考虑情面

关系。这样做，虽有利提高效率，

但影响劳资关系。由于只重理性，

不重感情，企业内部等级较严，

刚性过份，柔性不足，往往压抑

人的情感和创造力。近年一些企

业已开始改变对员工行为的控制。

强调＂独立自主＂，＂感情投资＂、＂协

商沟通＂、＂大众参与＂、＂职务

扩大化＂、＂弹性工作日＂、＂动式

管理＂等，来实现硬管理与软管

理的结合，发挥员工各自优势。

(三) 坚持质量第一，顾客至上的

经营理念

美国有良好的社会文化氛

围，有极强的质量意识与顾客

意识。政府鼓励企业提高产品

质量，保护消费者利益，依法

严惩制假贩假者。要求企业保

护消费者＂安全权、知情权、选

择权和意见权＂。

1987年美国政府开始设立＂

国家质量奖＂健全＂社会质量监

督体系＂。政府还协同社会团体，

舆论工具，不断灌输质量与人类

生存的关系，以多种方式，提高

人们判别商品好坏的能力。坚持

顾客至上的经营理念，具体表现

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建立严

格的质量保证体系，如 ISO9000

质量认证体系等。同时坚持＂顾

客总是对的＂经营口号，千方百

计维护消费者利益。

美国人民是个勇敢而爱好

自由的民族。他们原本来自世界

各地，是许多不同的文化、种族

和宗教，经过长时期的共存结合

而形成的，渐渐他们以身为美国

人而自豪。17 世纪以前，北美

广大原野仅有印第安人和爱斯基

摩人居住，但经过百余年的移民

，这里已成为欧洲国家人民的新

家园，而其中最主要为英国人所

建立的 13 州殖民地，这 13 州殖

民地宣布脱离英国而独立。几经

协商与改革，联邦体制的美国，

于法国大革命前夕，正式登上世

界舞台。早期的美国很欢迎外来

的移民，这些移民使她迅速地成

长。美国人口，在 1776 年只有

300 万人，而现在则超过 2 亿。

在人口迅速增加的过程中，新的

生存空间，也跟着不断开拓，而

方向则由东向西，拓疆的先驱们

不但从事农耕畜牧，也寻找矿产

及其它资源。到了 20 世纪，美

国不但已成为世界强国，并且也

是科学、技术、医药及军事力量

的先进国家。殖民时期以前

(1607以前)

在两万多年前，有一批来自亚

洲的流浪者，经由北美到中南美

洲，这些人就是印第安人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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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儿童节，是属于孩子的快乐节日。然

而，有这样一些孩子，相比世界上大多数同龄人，

他们的双眼过早地目睹战火、动荡、贫困、封锁

……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更加清晰而迫切。这

些被打断正常成长过程的孩子境遇如何？他们有什

么节日愿望？新华社记者走进中东、非洲等动荡、

战乱、贫苦的地区，探访其中别样的童年。

苦难让孩子提前“长大”

亚萨· 赛义德，一个埃及孩子，骑着一辆生满

铁锈的童车在泥泞的小巷子玩耍，身上衣物已脏得

无法辨清颜色。埃及首都开罗市中心不远处的穆克

特姆山，被叫做“垃圾城”。当地垃圾处理仍旧主

要依靠人力，这里的居民世代以垃圾处理为业。

“我的家人都在这里生活，他们到外面去带垃

圾回来，坐在家里分装，然后运走，”赛义德对记

者说，“爸爸妈妈还有哥哥都在做这个，我不上学

的时候就回来帮忙。”

同样小小年纪的印度男孩纳亚，也开始帮助家

人承担繁杂家务，养家糊口。纳亚的家乡，是印度

第三大城市加尔各答西南部的一个乡村。儿童节来

临之际，记者来到这里，目之所及是破败的房屋、

泥泞的道路、衣不遮体的儿童。

清晨六点，阳光照射到河岸，纳亚拖着瘦小的

身体已在河水中工作了一个多小时，努力清洗着从

其他地方收来的脏衣服。一件衣服 5 卢比的清洗

费，一天清洗 100 件衣服，他就可以为家中补贴

500卢比。

虽然生活困苦，但能在家守在父母身边的赛义

德、纳亚还是幸运的。而那些因战火颠沛流离、饥

寒交迫、命运坎坷的孩子，又是另一番生活景象。

“我希望这场战争赶快结束，一切恢复曾经的样

子。”13岁的塞娜说。

战火纷飞的叙利亚，SOS儿童村中住着 141名

像塞娜一样的孩子。他们多是父母在战争中遇难、

或是因为家人无力抚养而被遗弃的孩子。大约每

10名儿童和一名“全职妈妈”组成一个家庭，儿

童村里共有18个这样的家庭。

难民危机爆发以来，在希腊北部和马其顿交界

地区，伊多迈尼附近的公路上经常能看见三五成

群、身背行囊、神色疲惫的难民。他们中不少是

孩子，岁数大一点的，已经帮父母携带行囊。

他们过早失去了向父母撒娇的“权利”，必须

学会照顾自己甚至家庭。

难民营里简单的快乐

动荡中的童年，也有简单的快乐和满足。

在雅典以北约 300 公里处的拉加迪基亚难民

营，由联合国和希腊政府联合设立，目前有192顶

帐篷，住着近 900人。这里的孩子们，生活相对安

定一些。

难民营工作区的办公室(简易的铁皮屋)里，来

自叙利亚的9岁男孩穆罕默德，正在帮志愿者分餐

票。他的小脸有点脏，但神情认真而专注。

穆罕默德对记者说，从到达希腊开始，他开始

在难民营的学校里学习英语、希腊语、数学等基本

课程。虽然学校条件简陋，课程断断续续，但毕竟

开始学习了。

位于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的卡兰

迪亚难民营里，有大约 1.4万名巴勒斯坦难民。孩

子们在破旧的房屋和狭窄的街道中长大。没有游乐

场，他们已经习惯放学后在难民营狭窄的街道上玩

耍。尽管条件艰难，他们仍然尽情欢乐，享受童年

时光。

“我叫穆斯塔法，今年 10岁，最喜爱的运动

是足球。难民营里有很多我喜欢做的事。”在仅容

一辆汽车通过的狭窄街道上，穆斯塔法和小伙伴们

翻跟头、踢足球，三两成群地嬉闹玩耍。看到记者

的镜头，他们聚拢过来，讲述他们最开心的事——

“这里有一个小广场，我们经常在那里玩”

“我最喜欢和我的表哥玩捉迷藏”……

孩子们的快乐总是简单的。儿童节，一本书、

一个玩偶就能让他们很满足——“我希望得到一个

大大的泰迪熊”“我想要一辆校车，还有胶水”

“我想要一套蜘蛛侠的衣服”“我想要一辆自行

车，就可以骑车上学了”“我想要更多的礼物，

比如书、铅笔和钢笔”……

梦想“发芽” 希望仍在前方

非洲有许多大大小小的贫民窟，生活条件十分

艰苦，但那些略显害羞却又笑容灿烂的孩子，并没

有因此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对梦想的追求。

肯尼亚的马萨雷贫民窟里，有一所简易音乐教

室，“教学设备”只有一台小音响。两位创办人从

小一起在马萨雷长大，他们希望这间教室能帮助贫

民窟的孩子改变命运。

孩子们每天放学后都会到这里来学习唱歌和跳

舞，他们心中充满音乐梦想。

“我叫塞琳，今年 10岁……我想成为一名出

色的说唱歌手，实现我的梦想。”

“我叫罗达，长大后想当一名音乐家，我知道

我能成为我想成为的人。”

“我叫埃尔维斯· 迪恩，今年 7年级，我在附

近上学，我最擅长跳舞。”

……

除了追求自己的梦想，许多生活在难民营里的

孩子，希望长大后能够改善这里的环境，为难民们

造福。

“我的梦想很简单，就是改善这里糟糕的条

件。我知道这个难民营只是个暂时居所，但我希

望能让这个破烂的地方焕然一新。”13岁的加沙

少年易卜拉欣· 内曼，从小在沙提难民营狭窄的街

道中长大。他的梦想也一起成长。

近 73万平方米的沙提难民营位于加沙城西，

是加沙7座难民营中最拥挤的一座。在这里，内曼

和朋友们没有地方玩耍。他说，如果他能梦想成真

当上建筑师，首先会给难民营的孩子们建一个操

场，改变难民营的面貌。

还有很多像内曼一样的孩子，他们的梦想正在

艰难的生活中渐渐“萌芽”。

大马士革的儿童村里，14岁的哈米妲来自阿

勒颇，梦想成为一名律师；

沙提难民营里的艾哈迈德· 阿克沙姆，梦想成

为一名医生，让生活在难民营里的人有更好的医疗；

拉加迪基亚难民营里，阿娅和弟弟妹妹们都没

有放弃自己的梦想：埃娜斯想到伦敦学英语，将来

当英语老师；14岁的拉万想当阿拉伯语老师；9岁

的扎哈想去帮助其他失去父母的孩子……

战火、动荡、贫困、封锁……让这些孩子如在

暗夜中一样艰难前行，但他们对美好生活清晰而迫

切的向往，让希望和梦想就在前方。

調查：日本70歲以上老人
和青少年自殺比率上升

日本调查发现，与 2007 年

相比，2015年 70岁以上和 19岁

以下自杀的男女比率均有所上

升。此外，自杀是 2014年 15岁

至 39岁年龄层的第一大死因。

报道称，日本政府 5 月 31

日在内阁会议上通过 2016 年版

《自杀对策白皮书》，当局在

2006 年开始制定此白皮书，今

年将满10年。

新白皮书提到警察厅的统

计结果显示，2015 年自杀人数

较上年减少1402人，为24025人，

连续6年减少，自1997年以来首

次低于25000人。

新白皮书对 2015 年与 2007

年自杀者的年龄层比率进行对

比，结果显示 70多岁男性自杀

者比率(9.1%)增加1.6个百分点，

女性(5.2%)增加 0.9 个百分点；

80 岁以上男性自杀者 (5.8%)增

1.9个百分点，女性(4.4%)增 0.8

个百分点；而 19岁以下男性自

杀者(1.6%)增加 0.6 个百分点，

女性(0.7%)增0.1个百分点。

将2014年的死亡者按每5岁

分为一个年龄层调查死因后发

现，“15 至 39 岁”内 5 个年龄

层最大的死因均为自杀，尤其

是“20至24岁”和“25至29岁”

更高达5成。其余年龄层的最大

死因为癌症。

围绕自杀对策，修改后的

《自杀对策基本法》于 4 月实

施，新规定地方政府必须制定

计划预防自杀。白皮书称在个

别地区“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细致的应对十分重要”，并要

求与民间团体加强合作。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極端天氣致農作物毒素增加
炎热干旱、雨水泛滥等极

端天气可能会导致农作物生成

更多有害人类和牲畜健康的化

学成分。这是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在最新报告中提出的警告。

【食物变“毒药”】

报告说，小麦和玉米等农

作物为应对极端天气会采取自

我保护措施，即在植物体内累

积更多硝酸盐、氢氰酸、黄曲

霉毒素等化学成分。如果长期

食用，这些化学成分会对人类

和牲畜造成伤害。

“农作物应对干旱条件和

气温升高的方式就好像人类应

对压力时所做的那样，”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早期预警评估部

门主管杰奎琳· 麦格莱德这样解

释道。

比如玉米、小麦、大麦、

大豆、小米和高粱，在正常条

件下可将硝酸盐转化为氨基酸

和蛋白质等营养成分，但长期

干旱会延缓甚至阻碍这一转化

过程，导致植物体内累积过多

硝酸盐。人类如果摄入过多硝

酸盐，会影响红细胞在体内运

输氧的能力。

木薯、亚麻、玉米和高粱

等农作物，在“久旱逢甘霖”

从而迅速成长时，会积累氢氰

酸这一有毒成分。学名氰化氢

的氢氰酸可应用于化学武器，

能阻碍人体内氧运输过程。即

便短暂接触氢氰酸，也会使人

感到虚弱。

气候变化所导致的天气模

式变化，也使得更多地区农作

物感染黄曲霉毒素。这种毒素

会损伤肝脏、诱发癌症和失明，

还会阻碍婴幼儿生长发育。

【专家吁警惕】

这份报告说：“我们才刚

开始意识到位于热带和亚热带

的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所面临的

毒素问题有多严重……随着更

温暖的气候带向地球两极扩张，

处于气候更温和地区的国家也

面临新威胁。”

隶属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欧

洲环境与卫生中心一名专家告

诉路透社记者，农作物有毒成

分的增加很可能会影响全球卫

生系统，尤其是在食品安全问

题已成为世界性难题的背景

下。

非洲人口与健康研究中心

的一名专家则指出，有毒庄稼

可能会引发人类神经系统疾病，

“最大威胁是诱发癌症”。

报告就限制毒素侵害农作

物提出了8点建议，包括标明受

污染热点地区，在这些地区收

集毒素发展情况数据。

科学家们还建议，为降低

食物中有毒成分含量，可培育

在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不同地区

都能良好健康生长的农作物品

种。

荷蘭專家：2050年
“機器人妓院”將開業

荷兰未来学专家伊恩· 约曼

(Ian Yeoman)与惠灵顿大学性科

学家米歇尔 · 马尔斯 (Michelle

Mars)最近畅想了 2050年妓院的

样子，他们认为性机器人将被

引入，有利于阻止人口拐卖和

性病传播。

约曼和马尔斯联名发表名

为《机器人、人类以及性旅游

》的论文，畅想了 2050 年阿姆

斯特丹 Yub-Yum 妓院的模样。

论文中称：“机器人妓院中将

有 100多名闪闪发光、具有异国

情调的‘美女’，她们穿着丁

字裤和内衣，金发和黑发应有

尽有。全套高级服务入门价格

为 1 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 65748

元)，涉及全方位的性服务，包

括按摩、膝上舞，以及在温馨

房间内性爱等。”

Yub-Yum的机器人妓女将包

括所有种族，体型、年龄、语言、

特征都将有所不同。但是最受欢

迎的将是金发碧眼、身材高挑的

俄罗斯女机器人埃莉娜(Irina)，

她在中东商人中最受青睐。

约曼和马尔斯描述称，这种

未来式妓院之所以会出现，是因

为到2040年，色情行业人口走私

活动异常猖獗。他们还预测，无

法治愈的性传染病问题将日益严

重，特别是艾滋病。这些性病将

发生易变，可以抵制疫苗。科学

家表示：“这些机器人将使用抗

菌纤维制作，可冲洗，因此可确

保客户不会感染性病。”

约 曼 和 马 尔 斯 认 为 ，

Yub-Yum 将帮助色情行业保持

健康发展，解决人口贩卖问题

，人类性工作者将被挤出这个

行业，她们根本无法与机器人

提供的性服务相媲美。

印度女孩患罕見病長
“青蛙眼” 被稱“外星人”

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 Pat-

na） 7 岁女孩莎伊利 · 库玛里

（Shaili Kumari）患有罕见遗传疾

病，眼睛向外鼓胀突出，看起来

就像青蛙。她因此备受欺凌，许

多人称她为“外星人”。库玛里梦想

着恢复正常容貌，以免吓到其他人。

库玛里患有克鲁宗综合症

(Crouzon Syndrome)，这是一种

多发性颅部骨缝和面部骨缝早

闭引起的颅部和面部复合畸形

疾病，浅眼窝和眼睛歪斜会导

致眼距过宽、眼睛突出以及视

觉问题。库玛里不愿意上学，

父母在家教她，她梦想着将来

成为医生，希望能够帮助与自

己患有类似疾病的人。

库玛里说：“当我看到镜子

中的自己时，我感觉糟透了。为

了让自己分散注意力，我努力地

唱歌跳舞。我知道自己不是个正

常人，但我希望能够受到正常对

待，过正常的生活。我不怕医生，

实际上我喜欢见到他们，因为那

意味着他们能给与我希望。”

患有克鲁宗综合症的大多

数孩子，都会在 18个月大之前

接受手术，但库玛里所在地区

附近的医生无法提供帮助。此

外，库玛里的父亲是一名保安，

每月工资仅为 40英镑（约合人

民币 383元）。他说：“无论是

孩子还是成年人，看到库玛里

后都会吓得跑开。这对我们来

说是巨大的伤害。”

库玛里出生时眼睛就显得特

别大，但她的问题到3岁时才开

始凸显。库玛里的母亲竭尽全力

缓解女儿的症状。她说：“过去

我常用热包为她止痛，但效果仅

能持续数秒钟。现在还没有任何

药物可止痛，她总说眼睛痛、头

痛、视力看不清。”

库玛里是家中3个孩子之

一，她的8岁姐姐和3个月大的弟

弟都很正常。现在，库玛里正等待

印度最好医院医生为其会诊，或许

只有最专业的医生才能帮助她。

悲劇！女子遭袋鼠“飛踢”
隆胸填充物被撞破

据外媒报道，对于澳大利亚人来说，马路上

“跑”袋鼠是一件他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事情。不

过，就算常见，但毕竟袋鼠是野生动物，要是在

路上碰见了，有时候还是不要靠得太近为妙，以免

遭遇“横祸”。

据报道，不久前，澳大利亚女子莎伦•海因里

希(Sharon Heinrich)和她的朋友海伦•索尔特(Hel-

en Salter)在西澳洲嘉拉谷骑行时，在路上遇到了一

只袋鼠。当她们骑车经过时，没想到

袋鼠纵身跳起，穿越道路。这一跳不

要紧，它两只有力的大脚一左一右，

分别踏到了莎伦和海伦身上。

莎伦和海伦随即摔倒地上。之后

经检查，海伦颈部扭伤，并有脑震

荡。莎伦伤势较重，不仅三根肋骨

骨折，胸部的隆胸填充物也在她摔倒

时撞破。她将在本周接受手术，更换

破裂的填充物。

莎伦和海伦在嘉拉当地的一家养

老院工作，平时经常能见到袋鼠。但

她们表示，从来没想过袋鼠会“跳自行车”。莎伦

也说，当时看到踢伤她的那只袋鼠，觉得它还挺可

爱，而且挺平和。

此番“劫难”过后，莎伦的丈夫送了她一个

袋鼠毛绒玩具作纪念。莎伦自己也挺乐观，说隆

胸填充物就像“气囊”，被这次事故被弄破了。

她还说，现在能做的就是：一笑置之，让伤痛愈

合。



C3縱橫中國
星期一 2016年6月6日 Monday, June. 6, 2016

中國科學家在國際上首次
實現百毫秒級高效量子存儲器
记者 6 月 2 日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

悉，该校学者在国际上首次实现百毫秒级高

效量子存储器，被学界赞为“非凡绝技”。

这一成果发表在最新一期国际权威学术

期刊《自然· 光子学》上，由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潘建伟和包小辉教授等实现的，为远距

离量子中继系统的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量子中继可以解决光子信号在光纤内指

数衰减的重大难题，是未来实现超远距离量

子通信的重要途径之一。量子中继的核心是

量子存储技术，为满足远距离量子中继的实

际需求，量子存储器需要对单量子态进行长

时间存储且具备高读出效率。

据介绍，近年来，量子存储的实验研究

进展很快，众多物理体系的存储指标均在不

断进步。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体系

能够在存储时间和效率方面同时满足量子中

继需求。

2012年，潘建伟、包小辉等首次实现了

毫秒级的高效量子存储器，但该存储时间仍

与远距离量子中继的实际需求相距较远。为

进一步提升存储时间，潘建伟小组近年来发

展了多项关键实验技术，使得原子运动导致

的退相干得到大幅抑制，并最终成功实现了

存储寿命达到 0.22秒、读出效率达到 76%的

高性能量子存储器。这一实验结果与 2012

年的工作相比，存储寿命提升了近两个数量

级。

该实验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次将存储

寿命及读出效率提升到能够满足远距离量

子中继的实际需求。据估算，该成果结合

多模存储、高效通讯波段接口等技术，原

理上可支持通过量子中继实现 500 公里以

上纠缠分发。

5位科學家獲2016年度
陳嘉庚科學獎及青年科學獎

2016年度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 6月 1

日在北京揭晓，5位中国科学家获此殊荣。中国科学院

院长白春礼为其颁奖。

“我们将陈嘉庚科学奖的定位调整为奖励近期在

中国做出的重大原创性科学技术成果。”白春礼说，

通过改进推荐方式，有效保证了推荐数量和学术质量。

2016年度陈嘉庚科学奖获奖项目有两项。中国科学

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的周向宇研究员凭借“多复变

中若干问题的解决”获数理科学奖，中国医学科学院基

础医学研究所的曹雪涛研究员凭借“树突状细胞与免疫

调控、免疫治疗的研究”获生命科学奖。

“陈嘉庚科学奖在国内基础科学研究领域是一个影

响力极大的奖项。能获得陈嘉庚科学奖的认可，我很激

动。”曹雪涛说。他的研究是要弄清免疫系统工作的奥

秘，比如免疫系统应答机制或免疫调控。他把基础研究

成果应用于临床，自主研发的用于晚期癌症治疗的树突

状细胞瘤苗已开始三期临床试验。

曹雪涛告诉记者，获奖让他感到压力、正视不足，“这

将是我工作的新起点，鞭策我不断前行”。周向宇也有相同

看法：“奖励和荣誉只能代表过去，未来一样要潜心研究”。

2016年度陈嘉庚青年科学奖获奖人有三位：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的陈宇翱教授，在自由空间量子隐形传态等

量子信息实验研究中取得重要研究成果，获得数理科学

奖；北京大学的陈鹏教授因发展活细胞化学工具，开辟

利用化学反应“在体”研究蛋白新途径，获得化学科学

奖；浙江大学的周昆教授在基于GPU的真实感图形并行

绘制等方面取得了国际领先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应

用价值，获得信息技术科学奖。

以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名字命名的奖项，前身为

1988 年设立的陈嘉庚奖，2003 年改为陈嘉庚科学奖。

2010年新增了面向年龄40周岁以下青年科技人才的陈嘉

庚青年科学奖，均为每两年评选颁奖一次。目前已有28

位杰出科学家获得陈嘉庚科学奖，14位青年科学家获得

陈嘉庚青年科学奖。

中國工程院提出建設國家工程
科技思想庫“三步走”

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1日提出国家工程科

技思想库的建设目标：未来10—15年建设国家

高端智库，到2020年建成国内工程科技领域权

威战略研究和咨询服务机构，到2030年建成世

界一流水平的国际知名工程科技思想库。

2015年11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国家高

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确定中国工程

院为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之一。

周济指出，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是建

设国家高端智库的核心任务，具体分为：围

绕全局性重大问题开展战略性、前瞻性和综

合性的咨询研究；围绕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

大工程科技决策开展咨询研究；围绕应对突

发性重大事件决策开展应急咨询研究；对国

家重大工程、重大科技计划的立项、进展情

况及实施效果等进行第三方评估。

近年来，中国工程院相继开展生态文明建

设、能源资源保障、国防安全、军民融合等重

大战略问题咨询研究。周济举例说，通过设立

“南海维权及资源开发”等咨询项目，为维护海

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等作出重要贡献。

“在应对马航客机失联、埃博拉出血热

疫情爆发、天津危险品仓库爆炸等事件中，

我们快速组织咨询研究并提出对策建议，为

中央决策提供重要支持。”他说。

周济介绍，中国工程院建设国家高端智

库的组织体系包括决策机构、工作机构、研

究支撑机构、信息服务机构。目前已与企业、

高校等联合共建中国航天工程科技发展战略

研究院、中国海洋装备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

究院等 6个战略联盟，形成建设国家高端智

库的重要力量。

上海啟動“千天計劃”項目
探索人類生命早期編程與疾病關聯

从受精卵起到两岁的婴幼儿期的1000天里，人的个

体基本完成早期生命发育编程，但任何子宫内外不良因

素都可能影响其健康发育。

1日，旨在探索人类重大发育源性疾病起源，并建

立早期干预模式的“千天计划”项目在上海交通大学附

属新华医院正式启动。新华医院将携手其在长三角地区

多个城市的联盟医院，共同通过“千天计划”项目，研

究探索生命早期编程与发育源性疾病易感性的关联，形

成一系列发育源性疾病的早期筛查、诊断、遗传咨询与

临床决策，为制定生命不同时期健康促进和发育源性疾

病的防控策略提供科学依据。据悉，这样有系统、成规

模的对人类生命早期进行研究，在中国尚属首次，在全

球范围亦无先例。

据悉，“千天计划”将搭建产科和儿科两大随访

平台，构建完善的人群资料、临床资料和生物样本

相结合的生命早期数据信息库，为研究人员以及临

床医生进行前沿性研究提供支持。新华医院院长孙

锟当日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千天计划”将在三

年内随访两万家庭获得大量数据。未来还将继续追

踪随访的儿童健康状况，进一步探寻相关疾病与生

命早期的关联。

根据“千天计划”，研究人员将对在新华医院分娩

的所有孕妇及其胎儿进行随访；分别在孕早期、中期、

晚期、分娩期和产后42天内留取生物样本、电子化记录

临床和实验室资料并进行问卷调查。

根据国际“健康与疾病的发展起源学说”(DOHAD，

多哈理论)，在生命最初的 1000天里，任何一种不良因

素都可能影响胎儿、婴幼儿的发育，导致将来一系列儿

童期、成年期疾病的发育源性疾病，包括代谢性疾病、

心血管疾病、神经行为发育、肿瘤、出生缺陷等。

新华医院方面表示，该项目将构建生命早期大数据

信息库，对提升中国孕妇和儿童健康水平意义重大。

探月量子通信齊亮相
“十二五”創新鑄國之重器

中国“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在

北京开幕，展出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

C919大飞机、“华龙一号”等一系列惠

及民生的高科技专项装备。科技部最新

数据显示，“十二五”期间，民口科技

重大专项共部署 2500馀个项目，中央财

政投入769亿元人民币（逾922亿港元），

带动企业、地方和其他单位投入 1080亿

元人民币（近1300亿港元）。

“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是配合

科技“三会”的重点展览，由科技部、

发改委、财政部、军委装备发展部联合

主办。采用大量现代科技，如虚拟现

实、裸眼3D、全息技术等，实现“以科

技展科技”。

现场展出的创新科技包括：量子通

信（利用量子纠缠效应进行信息传递的

新型通讯方式）、全超导托卡马克（利

用磁约束来实现磁局限融合的环性容

器）、中国极地考察等基础研究重大突

破、C919大飞机驾驶舱、天宫一号模拟

体验舱、北斗导航系统、高温气冷堆

（用氦气作冷却剂的核反应堆）、深海

潜水器、“天河二号”等战略高技术；

以及集成电路、自主可控国产软硬件系

统、新一代宽带无线通信等促进经济稳

定增长的科技创新技术。

C919智能驾驶舱首揭面纱

科技部表示，“十二五”期间科技

专项成果应用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新增

产值达1.4万亿元，出口额53.6亿美元，

净利润额3600亿元。

展场内，尽管运 20 和 C919 两型大

飞机只能以大模型方式登上展台，但中

国商飞公司还是设立了智能驾驶舱，参

观者可坐进舱内驾驶，感受多方位的摆

动。大公报记者看到，驾驶舱内设计布

局简洁，采用超宽超大触摸显示屏，通

过触摸和语音控制和集成增强形态势感

知技术，实现驾驶舱的智能控制。

C919总设计师吴光辉介绍，该套系

统是第一次展出，刚从北京实验室运来。

它集成地空移动宽带通信等技术手段，

实现驾驶舱的空地、空空信息互联。

高分四号创多项国际第一

巨大的、裹茠鰶婴熅T箔的“高分

一号”和“高分四号”卫星也是首次参

展。在 2015 年最后一次航天发射中，

“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高分

四号”遥感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展区负

责人介绍，“高分四号”创造了多个国

际和国内的“第一”。与之前发射的

“高分一号”、“高分二号”等低轨遥

感卫星不同，“高分四号”运行于距离

地面 3.6万公里地球同步轨道上，仍能

实现可见光 50米、中波红外谱段 500米

的高分辨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高分

四号”卫星系统总设计师李果表示，这

得益于“高分四号”采用的大口径面阵

凝视相机，它是中国目前口径最大的面

阵成像相机，一次能拍摄相当于河南省

大小的国土面积。“它不仅代表了中国

目前在高轨遥感卫星领域的最高成就，

而且国际上也没有能与之匹敌的同类卫

星。”

六方面成就显著

1、基础和战略高技术研究取得重

大突破；2、科技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

和民生改善提供有力保障；3、促进大

众创新创业；4、区域创新成效显著；5、

创新环境不断优化；6、全球视野谋划

和推动科技创新。

【天宫二号将试量子密钥传输】

中国“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展

出了天宫二号将搭载的冷原子钟与量子

密钥载荷装置。量子密钥载荷装置将配

合 7月发射的量子卫星，进行多次验证

试验。

据介绍，天宫二号搭载的项目包括

全球第一台冷原子钟，利用太空微重力

条件，稳定度高达10的负16次方，原子

钟是卫星导航等领域的核心技术。另一

项是三维成像微波高度计，能在三维海

平面测量中，得到精度优于 5厘米的测

量结果，还有天地量子密钥传输试验。

天宫二号将在大尺寸下实现密钥绝

对安全的验证，并将开展材料製备试

验，研究纳米复合光学材料、高性能热

电转换材料、高性能合金材料等。

【三代核电压水堆年内或投产】

上海核工程设计院副院长严锦泉表

示，此次代表中国三代核电压水堆最高

水平参展的CAP1400，实现了三代核电

百万千瓦级核岛主设备、大型锻件、核

级锆材等关键设备材料的国产化，正在

审批，争取年内投产，将为中国核电

“走出去”作出贡献，目前已与土耳其、

保加利亚等国家商谈合作。

严锦泉说，CAP1400的安全性体现

在採用先进的非能动设计理念，安全性

比二代核电提高两个量级。也就是说，

在不依赖外部电源情况下，能确保极端

事故条件下反应堆安全和馀热导出及堆

芯衰变热安全排出，事故发生72小时内

无需人工干预，72小时后具备补给能力

，大量放射性释放到环境的概率小于

7-10／堆年（一个反应堆运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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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學家在國際上首次
實現百毫秒級高效量子存儲器
记者 6 月 2 日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

悉，该校学者在国际上首次实现百毫秒级高

效量子存储器，被学界赞为“非凡绝技”。

这一成果发表在最新一期国际权威学术

期刊《自然· 光子学》上，由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潘建伟和包小辉教授等实现的，为远距

离量子中继系统的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量子中继可以解决光子信号在光纤内指

数衰减的重大难题，是未来实现超远距离量

子通信的重要途径之一。量子中继的核心是

量子存储技术，为满足远距离量子中继的实

际需求，量子存储器需要对单量子态进行长

时间存储且具备高读出效率。

据介绍，近年来，量子存储的实验研究

进展很快，众多物理体系的存储指标均在不

断进步。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体系

能够在存储时间和效率方面同时满足量子中

继需求。

2012年，潘建伟、包小辉等首次实现了

毫秒级的高效量子存储器，但该存储时间仍

与远距离量子中继的实际需求相距较远。为

进一步提升存储时间，潘建伟小组近年来发

展了多项关键实验技术，使得原子运动导致

的退相干得到大幅抑制，并最终成功实现了

存储寿命达到 0.22秒、读出效率达到 76%的

高性能量子存储器。这一实验结果与 2012

年的工作相比，存储寿命提升了近两个数量

级。

该实验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次将存储

寿命及读出效率提升到能够满足远距离量

子中继的实际需求。据估算，该成果结合

多模存储、高效通讯波段接口等技术，原

理上可支持通过量子中继实现 500 公里以

上纠缠分发。

5位科學家獲2016年度
陳嘉庚科學獎及青年科學獎

2016年度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 6月 1

日在北京揭晓，5位中国科学家获此殊荣。中国科学院

院长白春礼为其颁奖。

“我们将陈嘉庚科学奖的定位调整为奖励近期在

中国做出的重大原创性科学技术成果。”白春礼说，

通过改进推荐方式，有效保证了推荐数量和学术质量。

2016年度陈嘉庚科学奖获奖项目有两项。中国科学

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的周向宇研究员凭借“多复变

中若干问题的解决”获数理科学奖，中国医学科学院基

础医学研究所的曹雪涛研究员凭借“树突状细胞与免疫

调控、免疫治疗的研究”获生命科学奖。

“陈嘉庚科学奖在国内基础科学研究领域是一个影

响力极大的奖项。能获得陈嘉庚科学奖的认可，我很激

动。”曹雪涛说。他的研究是要弄清免疫系统工作的奥

秘，比如免疫系统应答机制或免疫调控。他把基础研究

成果应用于临床，自主研发的用于晚期癌症治疗的树突

状细胞瘤苗已开始三期临床试验。

曹雪涛告诉记者，获奖让他感到压力、正视不足，“这

将是我工作的新起点，鞭策我不断前行”。周向宇也有相同

看法：“奖励和荣誉只能代表过去，未来一样要潜心研究”。

2016年度陈嘉庚青年科学奖获奖人有三位：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的陈宇翱教授，在自由空间量子隐形传态等

量子信息实验研究中取得重要研究成果，获得数理科学

奖；北京大学的陈鹏教授因发展活细胞化学工具，开辟

利用化学反应“在体”研究蛋白新途径，获得化学科学

奖；浙江大学的周昆教授在基于GPU的真实感图形并行

绘制等方面取得了国际领先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应

用价值，获得信息技术科学奖。

以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名字命名的奖项，前身为

1988 年设立的陈嘉庚奖，2003 年改为陈嘉庚科学奖。

2010年新增了面向年龄40周岁以下青年科技人才的陈嘉

庚青年科学奖，均为每两年评选颁奖一次。目前已有28

位杰出科学家获得陈嘉庚科学奖，14位青年科学家获得

陈嘉庚青年科学奖。

中國工程院提出建設國家工程
科技思想庫“三步走”

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1日提出国家工程科

技思想库的建设目标：未来10—15年建设国家

高端智库，到2020年建成国内工程科技领域权

威战略研究和咨询服务机构，到2030年建成世

界一流水平的国际知名工程科技思想库。

2015年11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国家高

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确定中国工程

院为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之一。

周济指出，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是建

设国家高端智库的核心任务，具体分为：围

绕全局性重大问题开展战略性、前瞻性和综

合性的咨询研究；围绕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

大工程科技决策开展咨询研究；围绕应对突

发性重大事件决策开展应急咨询研究；对国

家重大工程、重大科技计划的立项、进展情

况及实施效果等进行第三方评估。

近年来，中国工程院相继开展生态文明建

设、能源资源保障、国防安全、军民融合等重

大战略问题咨询研究。周济举例说，通过设立

“南海维权及资源开发”等咨询项目，为维护海

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等作出重要贡献。

“在应对马航客机失联、埃博拉出血热

疫情爆发、天津危险品仓库爆炸等事件中，

我们快速组织咨询研究并提出对策建议，为

中央决策提供重要支持。”他说。

周济介绍，中国工程院建设国家高端智

库的组织体系包括决策机构、工作机构、研

究支撑机构、信息服务机构。目前已与企业、

高校等联合共建中国航天工程科技发展战略

研究院、中国海洋装备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

究院等 6个战略联盟，形成建设国家高端智

库的重要力量。

上海啟動“千天計劃”項目
探索人類生命早期編程與疾病關聯

从受精卵起到两岁的婴幼儿期的1000天里，人的个

体基本完成早期生命发育编程，但任何子宫内外不良因

素都可能影响其健康发育。

1日，旨在探索人类重大发育源性疾病起源，并建

立早期干预模式的“千天计划”项目在上海交通大学附

属新华医院正式启动。新华医院将携手其在长三角地区

多个城市的联盟医院，共同通过“千天计划”项目，研

究探索生命早期编程与发育源性疾病易感性的关联，形

成一系列发育源性疾病的早期筛查、诊断、遗传咨询与

临床决策，为制定生命不同时期健康促进和发育源性疾

病的防控策略提供科学依据。据悉，这样有系统、成规

模的对人类生命早期进行研究，在中国尚属首次，在全

球范围亦无先例。

据悉，“千天计划”将搭建产科和儿科两大随访

平台，构建完善的人群资料、临床资料和生物样本

相结合的生命早期数据信息库，为研究人员以及临

床医生进行前沿性研究提供支持。新华医院院长孙

锟当日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千天计划”将在三

年内随访两万家庭获得大量数据。未来还将继续追

踪随访的儿童健康状况，进一步探寻相关疾病与生

命早期的关联。

根据“千天计划”，研究人员将对在新华医院分娩

的所有孕妇及其胎儿进行随访；分别在孕早期、中期、

晚期、分娩期和产后42天内留取生物样本、电子化记录

临床和实验室资料并进行问卷调查。

根据国际“健康与疾病的发展起源学说”(DOHAD，

多哈理论)，在生命最初的 1000天里，任何一种不良因

素都可能影响胎儿、婴幼儿的发育，导致将来一系列儿

童期、成年期疾病的发育源性疾病，包括代谢性疾病、

心血管疾病、神经行为发育、肿瘤、出生缺陷等。

新华医院方面表示，该项目将构建生命早期大数据

信息库，对提升中国孕妇和儿童健康水平意义重大。

探月量子通信齊亮相
“十二五”創新鑄國之重器

中国“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在

北京开幕，展出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

C919大飞机、“华龙一号”等一系列惠

及民生的高科技专项装备。科技部最新

数据显示，“十二五”期间，民口科技

重大专项共部署 2500馀个项目，中央财

政投入769亿元人民币（逾922亿港元），

带动企业、地方和其他单位投入 1080亿

元人民币（近1300亿港元）。

“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是配合

科技“三会”的重点展览，由科技部、

发改委、财政部、军委装备发展部联合

主办。采用大量现代科技，如虚拟现

实、裸眼3D、全息技术等，实现“以科

技展科技”。

现场展出的创新科技包括：量子通

信（利用量子纠缠效应进行信息传递的

新型通讯方式）、全超导托卡马克（利

用磁约束来实现磁局限融合的环性容

器）、中国极地考察等基础研究重大突

破、C919大飞机驾驶舱、天宫一号模拟

体验舱、北斗导航系统、高温气冷堆

（用氦气作冷却剂的核反应堆）、深海

潜水器、“天河二号”等战略高技术；

以及集成电路、自主可控国产软硬件系

统、新一代宽带无线通信等促进经济稳

定增长的科技创新技术。

C919智能驾驶舱首揭面纱

科技部表示，“十二五”期间科技

专项成果应用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新增

产值达1.4万亿元，出口额53.6亿美元，

净利润额3600亿元。

展场内，尽管运 20 和 C919 两型大

飞机只能以大模型方式登上展台，但中

国商飞公司还是设立了智能驾驶舱，参

观者可坐进舱内驾驶，感受多方位的摆

动。大公报记者看到，驾驶舱内设计布

局简洁，采用超宽超大触摸显示屏，通

过触摸和语音控制和集成增强形态势感

知技术，实现驾驶舱的智能控制。

C919总设计师吴光辉介绍，该套系

统是第一次展出，刚从北京实验室运来。

它集成地空移动宽带通信等技术手段，

实现驾驶舱的空地、空空信息互联。

高分四号创多项国际第一

巨大的、裹茠鰶婴熅T箔的“高分

一号”和“高分四号”卫星也是首次参

展。在 2015 年最后一次航天发射中，

“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高分

四号”遥感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展区负

责人介绍，“高分四号”创造了多个国

际和国内的“第一”。与之前发射的

“高分一号”、“高分二号”等低轨遥

感卫星不同，“高分四号”运行于距离

地面 3.6万公里地球同步轨道上，仍能

实现可见光 50米、中波红外谱段 500米

的高分辨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高分

四号”卫星系统总设计师李果表示，这

得益于“高分四号”采用的大口径面阵

凝视相机，它是中国目前口径最大的面

阵成像相机，一次能拍摄相当于河南省

大小的国土面积。“它不仅代表了中国

目前在高轨遥感卫星领域的最高成就，

而且国际上也没有能与之匹敌的同类卫

星。”

六方面成就显著

1、基础和战略高技术研究取得重

大突破；2、科技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

和民生改善提供有力保障；3、促进大

众创新创业；4、区域创新成效显著；5、

创新环境不断优化；6、全球视野谋划

和推动科技创新。

【天宫二号将试量子密钥传输】

中国“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展

出了天宫二号将搭载的冷原子钟与量子

密钥载荷装置。量子密钥载荷装置将配

合 7月发射的量子卫星，进行多次验证

试验。

据介绍，天宫二号搭载的项目包括

全球第一台冷原子钟，利用太空微重力

条件，稳定度高达10的负16次方，原子

钟是卫星导航等领域的核心技术。另一

项是三维成像微波高度计，能在三维海

平面测量中，得到精度优于 5厘米的测

量结果，还有天地量子密钥传输试验。

天宫二号将在大尺寸下实现密钥绝

对安全的验证，并将开展材料製备试

验，研究纳米复合光学材料、高性能热

电转换材料、高性能合金材料等。

【三代核电压水堆年内或投产】

上海核工程设计院副院长严锦泉表

示，此次代表中国三代核电压水堆最高

水平参展的CAP1400，实现了三代核电

百万千瓦级核岛主设备、大型锻件、核

级锆材等关键设备材料的国产化，正在

审批，争取年内投产，将为中国核电

“走出去”作出贡献，目前已与土耳其、

保加利亚等国家商谈合作。

严锦泉说，CAP1400的安全性体现

在採用先进的非能动设计理念，安全性

比二代核电提高两个量级。也就是说，

在不依赖外部电源情况下，能确保极端

事故条件下反应堆安全和馀热导出及堆

芯衰变热安全排出，事故发生72小时内

无需人工干预，72小时后具备补给能力

，大量放射性释放到环境的概率小于

7-10／堆年（一个反应堆运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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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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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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不能統一天下的秘密：
內部問題讓其操心

曹操二十余岁时于征讨黄巾

军起家，以为国家讨贼立功为本

愿，从此纵横马上近四十年，几

乎无一岁不出征，可惜终究未能

一统江山。

若论原因，最直接是看军

事，击败袁绍后，曹操至少有两

次统一天下的机会──赤壁以及

汉中之役。其中赤壁之战前夕是

他最接近统一的时刻。当时北方

初定，荆州投降。被他视为心腹

之患的刘备一路逃亡，只剩下江

东政权摇摆不定。从曹操写给孙

权的信来看，他颇有已视江东为

囊中之物的自大。

但实际上他在收服荆州之后

马上攻打江东，已是因冒进而失

策。贾诩也劝他：“若乘旧楚之

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

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

矣。”。而曹操之所以不听而冒

进，一是他以孙权为孺子，低估

了江东的决心和能力。未料孙权

野心不比袁绍等人小，鲁肃曾当

众对孙权说：“愿至尊威德加乎

四海，总括九州，克成帝业。”

孙权大笑，可见他早不讳言自己

的称帝野心，又怎会轻易投降。

刘琮之降承自刘表的不思进取明

哲保身，而孙家父子兄弟都是极

力开拓、野心勃勃之人，曹操未

免想得太简单。

二是他低估了刘备。刘备与

他交手多年，向来被动，以走为

上。但建安十三年的刘备已今非

昔比，诸葛亮不仅能说服孙权抗

曹，还能与之订立平等的外交联

盟。后一点尤为重要，保证了刘

备不像过去那样只能成为地方军

阀的附庸，而拥有了争夺自己地

盘的资格。刘备本已到穷途末路，

却突然反败为胜，占据荆襄，联

合孙权，奠定三分天下的基础。

如果没有刘备的参与和定盟，曹

操只面对孙权一个强敌，赤壁即

便失败，后或可再度找到机会取

胜，然而当三股力量彼此牵扯互

相制约时，要打破平衡就殊为不

易。如建安二十年本来孙刘两家

就快为了荆州大打出手，张鲁一

投降曹操，两家马上划分了势力

范围，掉转枪口。刘备回师蜀中，

而孙权以十万兵进攻合肥。曹操

后来专门赠送名贵的鸡舌香五斤

给诸葛亮，“以表微意”。这时

候想到来挖墙角，显然已经晚了。

谁让他当年煮酒论英雄时没除去

刘备，留下后患无穷。

赤壁之战后，曹操损失的数

十万士兵（大部分是他的精锐青

州兵）一时难以恢复，而马超、

韩遂甚至趁机占领了潼关以西，

他对北方的统治已经出现危机，

亟需修补，无暇他顾，只能坐视

刘备蚕食荆州挥师益州。此后他

的战争性质已从扩张的统一之战

转变为对战略要地的争夺，三家

拉锯战开始形成。

与刘备的汉中之战，则是另

一个转折点。张鲁投降本是一个

极有利的契机，曹操可以选择继

续挥师入蜀，如司马懿所建议，

刘备初得益州，根基不稳，曹操

若借得汉中之势图西川，对方

“势必瓦解”。而曹操答之以名

言“既得陇，复望蜀乎”。曹操

当然有其考虑，可能是受了赤壁

时长线作战的教训，也不再寄希

望于敌人自动瓦解。何况当时刘

备已从荆州赶回，孙权也有可能

犯境。年过六旬的他选择保险的

做法，想凭借中原的富足徐图。

孰料四年后汉中反为刘备攻占，

失去汉中的第二年曹操即死去。

这四年间为何曹操没有动作

反而导致前功尽弃？不妨从曹操

的朝堂上找找原因。以建安十八

年曹操称魏公、如萧何故事为标

志，曹操后期活动的重心更多地

偏向了政治。他早年虽尽力勤王，

并无不臣之心，但汉祚倾颓之无

法挽回有目共睹。就算他自己有

顾忌，群下出于自己的名位考虑，

也多有劝进之心。而随着曹操年

龄渐老，为子孙计，他亦不能不

为代汉铺路。

翻开武帝纪，建安十八年后，

几乎每年都有天子对曹操超规格

的册封和晋位记录，可以想见这

背后复杂的正统之争和政治程

序。与此相对应的是愈渐单薄的

军事记录，到建安二十五年，比

较大的军事行动只有平陇西凉州

以及夺汉中两起，其中汉中得而

复失。而两次征讨孙权都在有利

情况下草草结束，究其始末，第

一次回去后曹操登位魏公，第二

次受了献帝赐予的天子旌旗。其

中是否有关联？

因称魏公之事，曹操还失去

了最重要的谋士荀彧，这也多少

影响了他的军事决策。荀彧当年

力劝曹操迎汉帝至许都，目的却

是希望曹操藉此“奉主上、秉至

公、扶弘义”，扶保汉室是他的

原则，他也为之而死。跟随曹操

多年，忠心耿耿屡建功勋的荀彧

尚且如此，曹操所能感受到的政

治压力可见一斑。

所谓的“挟天子以令诸侯”

为曹操带来政治资本的作用，恐

怕远远小于它所带来的政治压

力。虽然毛玠劝曹操说“宜奉天

子以令不臣”，但事实上建安元

年曹操迎奉天子后，面对的形势

是“袁绍内怀不服……太祖方东

忧吕布，南拒张绣”，这还仅是

中原一地，少数民族尚有乌桓鲜

卑西凉，各地军阀尚有刘表张鲁

孙策等人，未见一人因曹操占据

中央而归附。而曹操几个最为得

力的股肱谋士与猛将，也很少是

因为响应朝廷征辟而来到他门下

的。无论是吸引人才，还是攻城

掠地扩大势力范围，用吕思勉的

话说，都是靠他“政治清明，善

于用兵”。

反过来，既然是迎奉天子，

那曹操就等于将汉室的责任揽在

了自己身上，成为众矢之的。一

边周瑜骂他托名汉相实为汉贼，

一边荀彧还满心期待他重振汉

纲。之前统一过中国的三位皇

帝，无一人面临过如此复杂而矛

盾的政治处境和法理难题。随着

曹操权势的增大，政敌也越来越

多，他不得不腾出手来解决这些

问题──比如进献三个女儿、杀

伏皇后一家、诛孔融，如何平衡

汉朝与自身的关系，耗费了曹操

的许多精力。比较两个对手：江

东在赤壁战后便不以朝廷为顾

忌，刘备以正统自居，两家几乎

没有内部斗争，故可一致对外，

巩固自身。

士族对曹操的抵制也不容小

觑。陈寅恪在《崔浩与寇谦之》

中说，曹操的政权叫做“法家寒

族之曹魏政权”。曹操出身士族

最为歧视的宦官家庭，又以军功

起家，用人唯才是举，不信天

命，厉行法制，抑制兼并，每一

条都与士族观念背道而驰。荀彧

之死，也与他的士族背景有关。

直到曹操死后，曹丕任用陈群实

行九品中正制，由士族垄断做官

权，然后在士族内部按照声望的

高低、门阀的上下、势力的大小

来分配官位官职，这才真正消除

了士族的疑虑，交换来他们对曹

丕代汉的认同。故而在曹操有生

之年，他对全国的士族集团始终

没有产生强大的凝聚力，虽然中

原士族集团鉴于乡土与正统观念

多有归附，但地方上如荆襄、益

州、江东集团，便不大买它的账

了。反观刘备与孙权政权，都得

到士族集团强有力的支持。诸葛

亮本身出自琅琊士族，又与荆襄

士族多有联姻，刘备作为外来者

，在荆襄地位的稳固，很大程度

上仰仗于诸葛亮、庞统、马良等

当地士族的支持，顿时翻身，与

前期狼奔豕突的状况不可同日

而语。

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内部问

题操心操肺，而孙刘皆为人杰非

一时能攘除。曹操在这三人中年

纪最大，就算天假以年，只怕他

无心也无力统一了。

揭秘：解放軍如何
登上國民黨重兵守衛的華山

1949年5月中旬，随着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一野战军“陕中战役”的展开，

已遭到我陕甘宁边区大荔军分区路东总

队（以下简称总队）重创的国民党保安

第六旅旅长兼第八区专员韩子佩率残部

400余人逃上华山，企图凭借“自古华

山一条道”的天险负隅顽抗。

华山，我国五岳名山之一，

位于西安城东 200余里华阴县城南，

北依陇海铁路，南接秦岭，以其险峻

挺拔而闻名中外。

华山有五峰，主峰为南峰、东

峰和西峰。南峰分为落雁、朝阳、莲

华；东峰和西峰，鼎峙耸立，高插入

云，登临其顶，确有“只有天在上，

更无山与齐”之感。除主峰外，还有

玉女、五云、天台等峰，人称中峰和北

峰。

华山的东西南三面都是层峦叠嶂，

悬崖峭壁，无路可走。只有华山的北

面可以上山，即常言所说的“自古华

山一条道”，这条路也是崎岖难攀。

凭此险要的地势，一夫当关，万夫难开。

韩子佩部逃上华山后，路东总

队奉命回师华阴，任务是休整、剿匪、

围困华山。为防止敌人逃跑，解放军

增派一个连占领了华山东面通往陕南

的皇甫峪口。原来一直在围困华山的

一营部队仍然驻扎在华山脚下的玉泉

院，担任上山道路的警戒任务，同时

就地整训，并寻机歼灭山上之敌。

总队其余部队驻扎在华阴县城

内整训，同时派少量部队执行剿匪任

务。围困华山的部队安置好后，在加

强整训、以防不测的同时开展调查研

究，了解敌情。

当时敌人为了节省粮食，延长他

们的抵抗时间，把山上的年轻道士驱

逐下山，这正好为我军了解敌情创造

了有利条件。

凡是从山上下来的人，总队首长

都要找他们谈话，了解山上的情况。

经过调查得知，韩子佩住在西峰，保

六旅旅部和大荔专署职员驻扎在东

峰、南峰，敌营长带一个排约30人驻

扎在北峰，副营长指挥两个连沿北峰

以下道路设防，直至山上的路口。

敌人认为华山只有一条路，只要

他们守住这个天险，解放军是上不来

的，因此他们饱食终日，抽烟打牌，

思想麻痹。总队首长还了解到山上的

存粮大概够敌人吃一年零四个月。

敌情基本搞清楚后，总队党委专

门进行了研究。认为强攻不利，长期

围困也有困难，敌人粮食够吃一年

多，不能等待。

路东总队决定派参谋刘吉尧带侦

察小分队进行秘密侦察。经过秘密查

访，刘吉尧一行 7人在华山东猩猩沟

两岔口找到了一位名叫王银生的猎

户，通过宣传动员，王银生向他们介

绍了可从华山东峰石岩上爬到山顶的

情况，并表示愿意为小分队带路。6

月13日黎明，刘吉尧、王银生一行来

到了东峰“天井”，这里地势险要，

四周均为陡峭的山壁，王银生通过用

竹竿挑将绳子拴在“井口”伸出的一

根树干上形成了一道“天梯”，接

着，战士们一个个小心翼翼地攀上了

“天井”。天黑时，他们越过“青龙

背”，从连接东峰的石崖上隐蔽机动

到苍龙岭的老虎口附近。

此时，刘吉尧发现北峰是华山下

接老君犁沟、千尺幢，上通西峰、中

峰的咽喉，如果夺取了北峰就等于切

断了敌人的上下通道，上面的敌人也

就成了瓮中之鳖。根据这一情况，刘

吉尧果断决定在晚上乘敌人入睡时打

个措手不及，以夺取北峰。他把八个

人编成四个战斗小组，分别明确了战

斗任务。午夜一时左右，刘吉尧带领

一、二、三组共六人向北峰庙摸去，

借敌哨兵换哨之机，尾随其后悄然进

入庙内，乘敌不备一齐开火。被枪声

和喊杀声从睡梦中惊醒的敌人乱成一

团，还没来得及穿上衣服就做了俘

虏，侦察小分队仅用30分钟就结束了

夺取北峰的战斗。

在山上道士的帮助下，他们又

解决了瘟神洞、千尺幢各一个排的守

敌，接着又向苍龙岭之敌进攻。至 14

日中午，刘吉尧率领小分队夺取了华

山北峰、苍龙岭、千尺幢四个据点，

俘敌 110名，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

和各类装备物资。随后，刘吉尧安排

山上的道士化装下山，向分区首长报

告情况。15日下午至16日清晨，增援

部队陆续到达北峰，并做好攻击西峰

的准备。17日天亮时，在炮火的打击

、掩护下，我军很快攻上五云峰和金

锁关，包围了敌旅部，活捉敌旅长韩

子佩。“智取华山”一役是我军以少

胜多的经典战例，韩子佩企图固守华

山，以拖待变的梦想至此破灭。

战后，刘吉尧光荣出席了全国

英模代表大会，并被授予“全国特等

战斗英雄”荣誉称号，智取华山也被

拍成电影，广为传颂。

1887年日本浪人間諜
浦敬壹曾赴中國收集情報

日本浪人浦敬一于1887 ，他先派两名

间谍藤岛和大屋提前将资金和药铺、书店

中的药品、书籍运到兰州售出，换成现金，

作为自己“探查”新疆的路费。

1888年 6月 18日，浦敬一率领其他两名

日本间谍离开汉口，装扮成广东商人北上

新疆。到达古都西安时，三人已经是一副

衣衫褴褛的乞丐模样了。

在西安期间，其他两名间谍要求回

去。可浦敬一认为藤岛和大屋一定在兰州

接应他们，于是强逼着两人继续向兰州前

进。可到兰州后，三人住了一个月，也没

见到资金的到来。由于过度贫困，浦敬一

只好狼狈返回武汉。

回到武汉后，浦敬一才得知，打前站

的间谍藤岛在前往兰州的途中，用携带的

资金收买一伙在长江上打劫的中国盗贼，

以为这些人可以成为日谍的帮手。谁知这

伙盗贼没几天便被官府缉拿归案，弄得藤

岛两手空空，根本无法前往兰州接济浦

敬一。

但浦敬一还不死心，1889年3月25日，

他再次装作广东商人前往新疆，于 7月初

到了兰州城。这次浦敬一根据上次的经验，

做了充分准备。他一到兰州，就立即着手

售出所携带的药品和书籍。不过由于语言

没有过关，在兰州停留 3个月，药品和书

籍没卖出去，手中剩下的盘缠，只有白银

88两。同伙认为此次间谍行动又告失败，

提议用剩下的钱迅速返回。可已经在同伙

前发下誓言的浦敬一死要面子，说什么也

不回头。第二天，浦敬一拿了 70两银子前

往新疆，结果一去不返，谁也不知道他最

后死在哪里。

史海沉浮

outlook report last year. China was the principal source 
of the surge, the IEA said.
Broader Trend
Closing coal-fired power plants is seen as a critical 
step in addressing pollution in China, which gets about 
64 percent of the primary energy it uses from the 
fossil fuel. Coal accounts for about 30 percent of the 
U.S.’s electricity mix, while gas comprises 42 percent, 
according to 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 data.
Coal use is declining or slowing in China as policy 
makers encourage broader use of hydroelectric power, 
solar and wind. The nation is also pushing to restart 
its nuclear power program in a bid to clear the skies. 
China’s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last year grew at its 
slowest pace in 16 years, according to data from the 
China Electricity Council.
The nation’s emissions of carbon dioxide fell 2 percent 
last year from 2013, the first decline since 2001, 
signaling that efforts to control pollution are gaining 
traction, according to a 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 estimate based on preliminary energy demand 
data from China’s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Air pollution has attracted more public attention in 
the past few years as heavy smog envelops swathes 
of the nation including Beijing and Shanghai. About 
90 percent of the 161 cities whose air quality was 
monitored in 2014 failed to meet official standards,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China’s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earlier this month.
The level of PM2.5, the small particles that pose 
the greatest risk to human health,averaged 85.9 
micrograms per cubic meter last year in the capital, 
compared with the national standard of 35.
The city also aims to take other measures such as 
closing polluted companies and cutting cement 
production capacity to clear the air this year, according 
to the Municip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Courtesy 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

National Tourism 
Administration, 
Xinhua News 
Agency reported 
on Thursday.
China will pursue 
a new way to 
explore the 
tourism market 
that extends 
tourist attractions 
from spots to 
border regions, 
said Li Jinzao, 
chairman of China 
National Tourism 
Administration, 
at the first World 
Conference on 
Tourism for 
Development on Thursday, according to the Xinhua 
report. The conference began Thursday in Beijing and 
ends Saturday.
The national tourism authority will facilitate more 
regions to improve traffic networks and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promote the 
better use of 
the i internet 
in the growth 
of tourism, and 
fuel the rise of 
other economic 
sector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 
which will allow 
residents to get 
more benefits 
from tourism, he 
said.
In 2015, China 
saw tourism 
visits, including 
inbound and 
outbound, exceed 

4.1 billion. People working in the tourism industry 
accounted for 10.2 percent of the total domestic labor 
market, the administration's earlier report showed.
China has become a strong force in the global tourism 
market, with the largest outbound travel visits since 

pressure at home and abroad, policy makers are 
racing to address the environmental damage seen as 
a byproduct of breakneck economic growth. Beijing 
plans to cut annual coal consumption by 13 million 
metric tons by 2017 from the 2012 level in a bid to 
slash the concentration of pollutants.
Shutting all the major coal power plants in the city, 
equivalent to reducing annual coal use by 9.2 million 
metric tons, is estimated 
to cut carbon emissions 
of about 30 million 
tons, said Tian Miao, a 
Beijing-based analyst at 
North Square Blue Oak 
Ltd., a London-based 
research company with 
a focus on China.
‘Clear Impact’
“Most pollutants come from burning coal, so the 
closure will have a clear impact to reduce emissions,” 
Tian said. “The replacement with natural gas will be 
much cleaner with less pollution, though with a bit 
higher cost.”
Nationally, China planned to close more than 2,000 
smaller coal mines from 2013 to the end of this year, 
Song Yuanming, vice chief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Coal Mine Safety, said at a news conference in July.
Coal is the most carbon-intensive fossil fuel and the 
leading source of carbon-dioxide emissions.
In the 10 years to 2013, coal demand globally grew 
by more than 50 percent, meeting almost half of the 
increase in the world’s total primary energy needs,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said in its annual energy 

China will reduce the amount of coal burned directly 
in industrial furnaces and residential heating systems 
in order to tackle a major source of smog, the country's 
energy regulator said on Wednesday.
The National Energy Administration (NEA) said in a 
joint announcement with other government bodies that 
around 700 million to 800 million tonnes of coal is 
burned directly in China every year, much of it in the 
countryside, where access to electricity is limited.
Directly burned coal amounts to about 20 percent of 
China's total coal consumption volume, much higher 
than the 5 percent rate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ims to replace direct burning with electricity, 

including 
renewable 
power as well 
as ultra-low 
emission 
coal-fired 
generators, 
the NEA said.

China currently relies on coal for around 
64 percent of its total primary energy needs 
and for three-quarters of its total power 
generation. Emissions from the direct 
combustion of coal are around five times 
higher than those from coal-fired power 
plants, which are subject to strict anti-
pollution regulations.
During the 2016-2020 period, China plans 
to raise electricity's share of the country's 
overall energy mix to 27 percent, up about 
1.5 percentage points from now and raising 
total power consumption by around 450 
billion kilowatt-hours a year, the NEA said.
Experts have estimated that China will 
need an additional 600 GW of coal-fired 
power capacity over the 2015-2030 period 
in order to replace direct coal combustion. 
(Courtesy www.reuters.com/article/us-
china-coal-power)

Related
Beijing to Shut All Major Coal Power Plants 

to Cut Pollution
Beijing, where pollution averaged more than twice 
China’s national standard last year, will close the last 
of its four major coal-fired power plants next year.
The capital city will shutter China Huaneng Group 
Corp.’s 845-megawatt power plant in 2016, after last 
week closing plants owned by Guohua Electric Power 
Corp. and Beijing Energy Investment Holding Co., 
according to a statement Monday on the website of 
the city’s economic planning agency. A fourth major 
power plant, owned by China Datang Corp., was shut 
last year.
The facilities will be replaced by four gas-fired stations 
with capacity to supply 2.6 times more electricity than 
the coal plants.
The closures are part of a broader trend in China, 
which is the world’s biggest carbon emitter. Fa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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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spending in the tourism sector is likely to triple 
by 2020, to three trillion yuan ($460 billion).
China invested more than one trillion yuan in the 
sector last year, an increase of 42 percent from one 
year earlier, Li Jinzao, head of China National Tourism 
Administration, said at the ongoing First World 
Conference on Tourism for Development.
The sector contributed 10.8 percent to GDP last year 
and created 10.2 percent of new jobs, according to Li.
Li expects the number of outbound travellers to exceed 
600 million in the next five years.
Li said China plans to send 150 million travellers to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 the next five 
years, whose travelling spending likely to top $200 
billion.
Related
China Tourism To Reduce Poverty For 12-14 

Million, Official Says
China will reduce the poverty-stricken population 
by 12 to 14 million in the next five years through 
facilitating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head of the 
national tourism authority said on Thursday.
The population that will rise out of poverty via tourism 
growth will account for 17 to 20 percent of the national 
total of poverty-stricken people, according to the China 

A worker loads coal on a truck at a depot near a coal mine from the state-
owned Longmay Group on the outskirts of Jixi,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China.(Photo/Reuters)

China plans to send 150 million travellers to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 the next five years, whose travelling spending likely to top $200 billion. 

[Photo/Xinhua]

2012. It 
accounted 
for 13 
percent 
of global 
tourism 
revenues, 
according 
to data from the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The number of outbound travelers from the Chinese 
mainland is estimated to hit 600 million in the next 5 
years, Li said.
Li expressed the continued expectation of global 
cooperation, saying China would cooperate with more 
countries to boost global tourism and revenues in the 
future.
In the next five years, around 150 million Chinese 
tourists are expected to travel in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through cooperation 
programs, which will bring tourism revenues reaching 
an estimated $200 billion, Li said. (Courtesy www.
chinadaily.com.cn/china/20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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