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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裔社區與休斯頓警察局聯合舉辦座談會共同打擊犯罪行為

慈濟德州分會負責人致詞。

《華人行動起來，重視自身安全》，華人團體在6月11日下午2點在休斯頓慈濟會禮堂
召開的警民座談會。座談會主要最近針對華裔的搶劫案頻發，據不完全統計，一個半月
內各類偷搶事件已達九起，歹徒行徑囂張，光天化日之下屢屢犯案，前不久，犯罪分子
入室搶劫，造成華裔老人一死一傷。對於犯罪分子把華裔定為搶劫對像，如果我們還繼
續無動於衷，那麼華人的經濟、生命安全、生活品質受到嚴重威脅。舉辦這個活動可以
通過與警察直接對話，更好地表達改善治安狀況的訴求、消除警民間因溝通不足而產生
的誤解，這是一個警方和市民直接對話的平台，以便市民了解警察出警、破案的流程，
以和平友好的方式共同探討如何解決華裔社區搶劫案頻發的方案，同時希望通過此次活
動使市民了解如何防範搶劫，搶劫發生時如何應對，搶劫發生後如何報警並保護自己。
警民座談會的由來自休斯頓華僑華人及幾十名軍官近四百人參加。

國際區主席李蔚華先生委托秘書長 Brian Bnrks和休斯頓國際區Alice Lee在座談會上介紹國
際區的管理範圍和保安措施。

HPD首席助理教務長的代表介紹，老百姓如何自我防衛。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劉紅梅副
總領事出席座談會並致詞。共
同出席座談會的還有僑務房振
群組長和張鐵虹領事。

哈 裡 斯 縣 代 表 Luis
Batarse致詞。

哈裡斯縣警長羅恩
•希克曼致詞。

警民座談會召集人
張晶晶致詞。

本報記者
陳鐵梅報導

連著兩個 星期被邀參加了休斯頓西區
（westside Command）警民會議。各路僑領
紛紛反映，休斯頓近期的治安急劇惡化。尤其
是中國城越南城所處的西南區，搶劫空巢頻繁
發生。甚至到了觸目驚心的程度。

會後閒談時，休斯頓警察局助理局長
（Assitant Chief） Mattie Provost 問 我
“Why Asian People Don’t Make Sense To
Protection？” 讓我滿臉通紅，無地自容。

休斯頓正慢慢成長為中國新移民立足美國
的一大重要城市。但中國人在公共場合的大大
咧咧，滿不在乎真讓我們這些專業防範意識的
人直搖頭。

筆者曾與一位休班警員在超市購物，一位
中年女士把挎包搭在購物車上，包開著，

Iphone手機和LV大錢包
一覽無遺。而她卻在一邊
挑選著雞蛋。警員見此情
景，毫不客氣地告訴她
“Don't Make Crinminal
！”而這位大姐非但不領

情，還結結巴巴用英語說“No Your Business
！Here America No Problem！”結果是老外
亮明身份，大姐才悻悻離去。

美國人的意識是犯罪的發生起因於本人的
疏忽大意。只要有足夠的警惕，絕大多數的犯
罪傷害是完全可以防患於未燃的。
筆者希望為廣大讀者提供一些多年的防範經驗
，幫助大家避免犯罪的傷害。
一， 空巢入室

中國城90%以上的居民仍在使用三十年
前齒狀鑰匙門鎖。隨著科技和信息量的發展，
用點膠和撞鐘兩種小伎倆三秒就能打開。換一
把平面圓坑的新型鑰匙鎖吧！
木柵欄門鎖盡量在Homedept 買把十塊以上的
。國產帆船牌之類用塊小鋁片就能不露痕跡地

開了。
客廳臥室的滑動玻璃門裡側一定要放上一根粗
木棍或是防盜拴。
門鏈沒有門眼安全。
正門和後院要安置定時的明亮的照明。
定期修剪門前阻礙視線的灌木。
車庫門要隨時關好。
每當新房客入住，一定要更換門鎖！
不要盲信警鐘警鈴系統。美國所有房子的電源
總閘與上網盒都在屋後，竊賊進屋前只要先切
斷電源與上網， 即便高效率的警鐘系統也可
能終止工作。
重要物品一定不要放在家中。即使您購買了保
險箱！搬運工人怎麼搬進來的，壞人也能如法
炮製 搬出去。
外出度假時，除了用定時器定時開閉室內外照
明，讓親戚朋友來收取郵件。請一定到當地警
局填寫Alert Slip。負責社區安全的警察會定期
來檢查直到你回來。警局的這種服務並不為華
人熟悉，卻是一種極為有效的安全防衛。
二，遭遇被劫

與自然界弱肉強食的道理一樣。劫匪的目標與
犯罪現場不外於偏僻黑暗角落裡落單的瘦弱人
種。
所以防劫就是避免把自己置身於不利的環境。
只要身邊出現奇怪的人，車，就要提高警惕。
如果你遇到劫匪了，一定要保持清醒冷靜，盡
可能大聲狂叫是一個方法！但不要與其爭執，
廢話囉嗦，更不要去設法分散他的注意力。劫
匪很明白被劫者的各種意圖，不要讓他反感。
因為劫匪求財，越快越好！但如果你不配合，
他就用他的方式告訴你，誰擁有主動權。
把財物用力向劫匪一側扔去，然後拼命反方向
逃跑。一般來講，他會對你的錢包比對你更感
興趣！
（1）請注意！遭遇劫匪，千萬不要捨不得。
因為什麼都可以再買到。而你的生命是買不來
的。
（2）永遠假設劫匪擁有致命武器，不要抵抗
！絕對不要抵抗！你的目的是確保人身安全。

幾招避免犯罪傷害
JOHN ZHANG

盧軍宏台長 「觀世音菩薩心靈法門」 開示（六）
【菩薩畏因】~業力如影隨形
要知道你們在苦海中想擺脫業力，你們擺

脫不了啊。我們在人間就是在苦海當中，我們
想擺脫業力，例如，最好到時候身體不好的不
是我，最好遭竊的不是我們家，最好過世的人
不是我們家裡的人，但是最後都是發生在自己
家裡。這個業力是擺脫不了的，而且它是跟隨
著你的。就像夫妻吵架一樣，你回到家不想跟
他講話，他就盯著你啊。這就是業力。

師父常說每個人的業障像海一樣大，像山
一樣大，因為山是很重的，海是很廣的，也就
是說這個人渾身都是毛病，猶如山一樣大、海
一樣廣，業障在身上，沒有一個好的地方。想
一想，你們每個人從小到現在有多少缺點？不
聽人家勸，不聽人家說，好吃懶做，只知道自
己，不知道人家，不知道人家的感受，只知道
自己的感受，傷害人家，誹謗人家等等，這些
罪業重如山，惡業大如海。

你想做好人，你就做不了好人，業力糾纏
著你；你想拋開煩惱，你就拋不開煩惱，而且
煩惱永遠糾纏著你。比如想做個好人，而腦子
裡雜念四起，一會兒壞的意念又來了，這些壞
的意念、煩惱都是自己找來的，推又推不掉，
這個好人怎麼做呢？
師父跟你們談談業力：

第一，要輪迴的業力是很重的
，而且很濁。
因為你們身上的業障，足以

讓你們輪迴，而不能到天上，所以這些輪迴的
業障它是很濁的，而且是很重的。帶業往生說
的是什麼？說的是你們可以把這些業帶到天上
去，但那是很輕的業。

往生靠的是自己修行的力量，雖然靠的是
自己修行的力量，但是你根本就消除不儘自己
的業障。師父經常給你們講：一張白紙，上面
寫過字，你想把它擦乾淨，你們說能擦乾淨嗎
？根本的字跡還是在上面的，是擦不掉的，擦
掉的只不過是表面上的東西而已，但是菩薩很
慈悲我們，等我們要走的時候，雖然還有印跡
，菩薩慈悲也會讓我們上去的。

告訴你們業障很難達到根本去淨的，要想
把所有的業障真正去掉，要有毅力和決心。一
個人如果沒有毅力和決心，身上的毛病（業障
）是去不掉的，一定要痛改前非，必須把身上
的毛病徹底改變。

第二，當業力受報的時候，猶如火山爆發
。

比如，一個人開始的時候挺好的，當業力
受報時，忽然一下子中風了，或家裡出大事了
等。業障來的時候是突然之間的，逃都逃不掉
，就像火山爆發一樣。當業力來的時候，你要
一邊逃，一邊看。如家裡要出事情了，趕快逃

，師父告訴你們的這個“逃”不是讓你們逃避
，當業力來時，你們說能逃得掉嗎？我教你們
這個“逃”，就是把這個徵兆化解掉，消除掉
。同時還要看，這個“看”就是讓你去化解，
讓你去想。

當業力來的時候，像火山爆發一樣，你一
邊逃，一邊看，那種恐怖的力量你是無法逃脫
的，若稍不留神就會把你熔進去，就會被熔化
在業力裡面，所以業力是很可怕的東西，師父
現在教你們這個法門就是要多做功德來消除業
力，因為只有功德才可以消除業障，而做善事
只能得到善報。

第三，當你在苦海裡，業力像鯊魚一樣緊
盯著你，你想擺脫和脫離它的時候，這個鯊魚
是不會放過你的，你游到哪裡，它就會尾隨著
跟到哪裡，等到你好容易看到岸了，想拼命游
上岸，想擺脫業力的時候，最後業力像鯊魚一
樣，拉著你一條腿把你再拖下去。想想人有多
可憐，拼命想擺脫業力，拼命逃啊逃，快到岸
邊了，又被業力拖下去了，業力是永遠追隨著
你。

業力就在你的心裡，就在你的靈魂上。業
力又是魔力，與業力作鬥爭很累，很辛苦，所
以最好不要有業力，不要去犯業力，犯了業力
，接下來就會痛苦難當，能明白嗎？而且隨時
會被鯊魚吃掉，或者自殘，就是說你會被業力
所受傷或死掉。

業力，是脫離不了的，它是業障，如影隨
形，業障隨身，隨時會被激活，激活之後會產
生靈性，先把你的功德全部吃掉，因為功德可
以幫你擋災，就像一個人很胖，業力去咬他，
先把他的肉咬掉，但傷不到骨頭，道理是一樣
的。如果人很廋，一咬就會傷到骨頭。

當你想離開苦海的時候，鯊魚會把你咬回
去，他不讓你離開苦海，你要用你的根力，扎
進你原始的佛性裡面，就是說你如果想離開你
的業障，你必須要有根力，就是你原始的佛性
的力量，也就是你的本性，用佛菩薩的佛力和
慈悲力來去除他，來解脫，否則全部的冤親債
主都會來找你的。

圖為來自馬來西亞的伍萍萍師姐（ 前排中
）昨在 「 觀音堂 」 與同修們分享修法禮佛
心得。（ 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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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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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華裔社區治安警民面談會
上周六在慈濟靜思堂舉行

出席大會的貴賓（ 前排左起 ） 中國駐休士頓副總領
事劉紅梅，休市市議員 Steve Le, 僑務組組長房振群，
張鐵紅領事等人。

國際特區的代表 Brain Burks ( 中 ） 介紹該區的地理
位置。

出席面談會的警察代表。

十餘位警界主
管代表及主講
人出席大會。

參加警民面談
會的僑胞十分
踴躍。

出席大會的貴賓（ 左
起 ） 中國駐休士頓副
總領事劉紅梅，休市
市議員 Steve Le, 「 華
裔社區安全警民會談
組委會」 張晶晶，哈
瑞斯郡警局警長 Ron
Hickman。

哈瑞斯郡警局警長 Ron Hickman（左二
），糖城華語警民熱線浦浩德（右二）
在大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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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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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宝石:

蓝宝石是色美、透明的宝石级刚玉。蓝宝石的英文名称

是 sapphire,来源于拉丁文。也是美国国石。

蓝宝石的英文名称为Sapphire，源于拉丁文Spphins，意

思是蓝色。蓝宝石的矿物名称为刚玉，属刚玉族矿物。实际

上自然界中的宝石级刚玉除红色的称红宝石外，其余各种颜

色如蓝色、淡蓝色、绿色、黄色、灰色、无色等，均称为蓝

宝石。

蓝宝石以其晶莹剔透的美丽颜色，被古代人们蒙上神秘

的超自然的色彩，被视为吉祥之物。早在古埃及、古希腊和

古罗马，被用来装饰清真寺、教堂和寺院，并作为宗教仪式

的贡品。它也曾与钻石、珍珠一起成为英帝国国王、俄国沙

皇皇冠上和礼服上不可缺少的饰物。自从近百年宝石进入民

间以来，蓝宝石分别跻身于世界五大珍辰石之列，是人们珍

爱的宝石品。世界宝石学界定蓝宝石为九月的生辰石。日本

人选其作为结婚 23周年（蓝宝石）、26周年（星光蓝宝石

）的珍贵纪念品。

世界蓝宝石产地不多，主要有缅甸、斯里兰卡、泰国、

澳大利亚、中国等，但就宝石质量而言，以缅甸、斯里兰卡

质量最佳。

蓝宝石的化学成分为三氧化二铝（Al2O3），因含微量

元素钛（Ti4+）或铁（Fe2+）而呈蓝色。属三方晶系。晶体

形态常呈筒状、短柱状、板状等，几何体多为粒状或致密块

状。透明至半透明，玻璃光泽。折光率1.76-1.77，双折射率

0.008，二色性强。非均质体。有时具

有特殊的光学效应-星光效应。硬度为

9，密度 3.95-4.1克/立方厘米。无解理

，裂理发育。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

产生美丽的六射星光，被称为"星光蓝

宝石"。

蓝宝石可以分为蓝色蓝宝石和艳

色（非蓝色）蓝宝石。颜色以印度产"

矢车菊蓝"为最佳。据说蓝宝石能保护国王和君主免受伤害

，有"帝王石"之称。国际宝石界把蓝宝石定为"九月诞生石"

，象征慈爱、忠诚和坚贞。蓝宝石是世界五大珍贵高档宝石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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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威夷群岛 1959年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州府在瓦胡岛

（Oahu）上的檀香山（Honolulu，火奴鲁鲁）。 梁启超称

夏威夷群岛为檀岛。据檀香山Bishop博物馆的资料，夏威夷

最早居民的祖先可追溯至中国的长三角地区，时间大约在

5000-6000年前。檀香山与近代中国有着多种联系。

夏威夷群岛位于太平洋几乎正中部，是波利尼西亚群岛

中面积最大的一个二级群岛，该群岛呈弧状横贯北回归线，

介于 154°41′W-178°75′W，18°54′N~28°15′N之间，总面

积 16759平方千米。由 8个主要岛屿（基保 4大 4小）、124

个小岛，以及环绕在各岛附近的礁岩、尖塔所组合而成。8

个主要岛屿位于北纬 18°54′-22°之间，依纬度顺序为考爱

岛 (Kauai)、尼好岛(Nihau)、瓦胡岛(Oahu)、莫洛凯岛 (Mol-

lokai)、拉奈岛 (Lanai)、毛依岛 (Maui)、卡胡拉威岛 (Ka-

hoolawe)、 大岛 (Hawaii，也称夏威夷岛，不要与夏威夷群

岛混淆)。

夏威夷群岛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其中的毛依岛和考

爱岛2013年世界排名第一、第二。

夏威夷群岛是火山岛，也是太平洋上有名的火山活动区

，因为这些岛屿正位于太平洋底地壳断裂带上，夏威夷群岛

由地壳断裂处喷发出的岩浆形成的。20世纪 60年代，地质

学家曾提出用夏威夷岛下暗藏的热泉活动来解释夏威夷的奇

异地貌。地质学家认为，太平洋板块在夏威夷热泉的上方缓

慢移动，就好像是一张纸在一根点燃的蜡烛上移动，移到哪

里，哪里就开始喷发火山，形成火山岛。

夏威夷的第一批外来者，是公元750年自马贵斯群岛航

行而来的波里尼亚人。“夏威夷”一词源于波利尼西亚语，

意为“原始之家”。13 世纪乘着两只巨大独木舟的大溪地

人来到夏威夷群岛。

詹姆斯 · 库克船长，FRS，RN(Captain James Cook，

1728 年 10 月 27 日 -1779 年 2 月 14 日)，英国探险家及航海

家。库克船长在 1778 年 1 月 18 日率领两艘帆船登录考爱

岛发现夏威夷，他是第一个发现夏威夷群岛的西方人，

并把夏威夷命名为三明治群岛(英语：Sandwich Islands) ，

以纪念时任第一海军大臣他的上司兼他的赞助者，第四

代三明治伯爵。在 19 世纪晚期开始，这个名称开始不再

被广泛使用。此后，西方人便在夏威夷的历史发展中起

着重要作用。

18 世纪末，夏威夷酋长柯玫哈玫哈（Kamehameha）以

加农炮征服了其他岛屿，建立夏威夷王朝，成为卡美哈美王

一世。夏王朝在卡美哈美王一世死后开始分裂，其中一部分

由他最钟爱的妻子卡亚胡玛努女王统治。卡亚胡玛努女王作

风强悍，废除了沿袭已久的卡普制度和许多禁忌，特别是那

些贬低妇女地位的风俗习惯。

19世纪来自英格兰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传播了民主立

宪的观念，他们要求裸体的土人穿上衣服，并放弃夏威夷传

统文化。传教士的下一代成了岛上的商人和政治家，与夏威

夷人联姻，并与外国签订劳工契约，发展了种蔗制糖业。这

些移民就是当今夏威夷多种族的源头。

1898 年美国兼并夏威夷。1901年投资者在王室游乐场

建设了饭店和其它设施，自此之后，旅游业得到蓬勃发展。

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偷袭珍珠港，使美国在西太平洋

海空军的主力瘫痪，也因而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区的

战事。战后，美国成立了位于珍珠港的“亚利桑那纪念馆”

，向每年来访夏威夷的数百万游客讲述当年的惨剧。“密苏

里号”见证了二次大战结束的历史性时刻。1945年 9月 2日

9时02分，停泊在日本东京湾中的“密苏里号“成为日本签

署无条件投降书的地点，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画上了句号。

1999年开始，“密苏里”号被改为纪念舰，停泊在珍珠港福

特岛内，成为太平洋战争开始和终结的见证。1959 年 3月

11日，夏威夷成为美国第五十个州。

10大生前必喝的
美國葡萄酒

美国是全球第一大葡萄酒消费市

场，也是世界第四大葡萄酒生产国，仅

次于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除了在产

量上取胜以外，美国葡萄酒的品质在近

几十年中也让人耳目一新，其中更不乏

啸鹰和作品一号等名酒。关于美国名

酒，你知道多少？和红酒百科全书（微

信号：wikiwine）一起来盘点。

1、啸鹰酒庄（Screaming Eagle）

啸鹰是美国最引以为傲的第 101 空

降师的别号，是美军的代表和荣耀。在

美国葡萄酒中，啸鹰也是绝对的代表。

在每年评选的美国十大最贵葡萄酒品牌

排行榜中，啸 鹰酒庄通常位列第一，是

加州最知名的“车库酒”，正牌年均产

量仅 1200瓶左右。啸鹰一出，立即受到

葡萄酒皇帝帕克的赞赏，其葡萄酒常接

近满分。酒庄前任 女庄主菲利普斯有着

“加州铁娘子”的称谓，可以媲美法国

勃艮第勒桦酒庄（Domaine Leroy）的拉

鲁女士。

2、哈兰酒庄（Harlan Estate）

啸鹰酒庄东边不远的山坡上就是哈

兰酒庄，哈兰的酿酒葡萄采用的是标准

的“梅多克配方”（赤霞珠、梅洛和品

丽珠），1990年第一个年份面世后就轰

动一时，次 年即获得帕克98分的评价，

随后也有 3个年份得到满分。哈兰被誉

为“法国梅多克一等顶级酒”。哈兰的

酒标也颇具艺术感，哈兰酒庄第一款葡

萄酒标的设计灵感 来自于由美国财政部

雕刻家河伯?费希特（Herb Fichter）监督，

耗费10年完成的19世纪雕刻艺术品。其

庄主表示：“酒标不是用来陈列在商店

的货架上的，而是要放在餐桌上在烛光

下欣赏的。”

3、鹿跃酒窖（23号桶）（Stag’s Leap

Wine Cellars, Cask 23）

鹿跃酒窖于 1972年开始酿酒，在第

二年就出产了一款绝世佳作——23号桶。

这桶酒在 1976年法国巴黎的盲品大赛中

打败了来自波尔多顶级酒庄木桐以及侯

伯 王等酒庄的 1970 年份葡萄酒，从而

震撼了整个葡萄酒世界，从此一鸣天下。

2006年的一场盲品大赛上，1973年份的

鹿跃 23号桶再次经受了严格的考 验，

完胜法国名庄酒。此酒也成为美国总统、

英国女王等宴客用酒。

4、蒙大维赤霞珠珍藏（Robert Mondavi

Cabernet Sauvignon Reserve）

蒙大维酒庄（Robert Mondavi Win-

ery）是美国最重要的酒庄，一直扮演美

国葡萄酒业领导者的角色。其创始人蒙

大维更是有着“美国葡萄酒教父”的称

谓。该酒是蒙大维进军世界一流红酒行

列的尝试，1974年份为处女作，该酒已

经成为行家酒窖的“镇窖之宝”。

5、作品一号（Opus One）

1979 年，最轰动世界酒坛的大消息

莫过于法国的木桐酒庄（Chateau Mou-

ton Rothschild）和蒙大维合作，在加州

纳帕谷设厂酿酒，这就是作品一号。酒

标的设计非常突出：淡乳白色的标签，

简单地以蓝色勾勒出罗伯特与男爵的

头 像侧面剪影，相当特殊，令人印象深

刻。该酒依旧反映出波尔多地区甚至是

梅多克区波亚克葡萄酒的风味。

6、钻石溪酒庄湖园（Diamond Creek

Vineyards Lake）

钻石溪酒庄在种植葡萄方面仿效法

国勃艮第的做法，每个园区各自酿酒。

酒庄为了使每一串的葡萄都达到最佳的

成熟度，采收会持续1个月，分15~20次

进行。钻 石溪有 4块葡萄园：火山园、

湖园、碎石草原园和红石园，其中湖园

一发售的价格就有 200美元，成为美国

最贵的葡萄酒之一。每年，钻石溪酒庄

共生产约 4万瓶 葡萄酒，但只卖给私人

客户、固定经销商和餐厅。

7、佳慕酒庄特选（Caymus Vineyards

Special Selection）

佳慕酒庄是加州最大的酒庄之一，

以法国勃艮第的康帝园为效仿对象。酒

庄酿制各种美酒，特选酒是其拿手作

品。特选酒平均年产量仅为2.4万瓶，该

酒的 1984年份和 1990年份被《葡萄酒观

察家》杂志评为“年度之酒”，其它年

份多次入选百大前10。

8、思福酒庄（鹿跃山区精选）（Sha-

fer, Stag’s Leap District, Hillside Select）

思福酒庄以“纳帕最佳葡萄酒之一”

而享有盛名，酒庄葡萄酒多次入选《葡

萄酒观察家》百大榜单。鹿跃山区精选

是思福酒庄顶尖的酒款，也是令思福酒

进入世界顶级酒行列的那款。自 1990年

以来，获得的帕克最低分为 92分，且多

次获得99分的高分。

9、约瑟夫菲尔普斯徽章（Joseph Phelps

Vineyards, Insignia）

约瑟夫菲尔普斯酒庄也是纳帕谷最

大的酒庄之一，酒庄推出的招牌酒“徽

章”可谓一鸣惊人。酒庄庄主菲尔普斯

先生是纳帕谷的先行者，他是发现法国

罗讷河谷的葡萄 品种在纳帕谷潜力的人

之一，也是第一批在纳帕谷生产波尔多

风格酒款的生产者。徽章酒外形新颖，

是典型加州潮酒的设计，但本酒毫无加

州风味，倒有波尔多顶级 葡萄酒的气质。

10、赫兹酒窖（玛莎园）（Heitz Cellar,

Martha’s Vineyard）

当 赫兹酒窖（Heitz Cellar）在 1961

年成立时，整个纳帕谷只有不到 20家的

酒庄。正是玛莎园成就了赫兹酒窖。玛

莎园酿成的赫兹葡萄酒是一种“阳刚”

性极强的酒。该酒 每瓶的酒标上都会标

有葡萄年份、装瓶年份、总数量以及本

瓶编号，酒庄一丝不苟的态度令人赞赏。

《葡萄酒观察家》杂志曾在 1999年 1月

挑选出 12支“世纪 梦幻酒”，其中就

有1974年的玛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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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科學家：宇宙中生命
或最早誕生於“鉆石行星”

据外媒报道，浩瀚

宇宙，哪颗星球上最先

诞生了生命？美国哈佛

大学研究人员认为，宇

宙中首先出现生命的可

能是由石墨、碳化物以

及钻石构成的“钻石行

星”。

据报道，领导相关

研究的哈佛大学研究生

娜塔莉· 梅什(Natalie Mashian)称，研究显

示，即使太阳系中的恒星只含有很少的

碳，也能帮助构成行星。“我们有理由

相信，外星生命也像地球生命一样属于

碳基生命，因此早期宇宙中可能也存在

生命。”她说。

原始宇宙主要由氢和氦组成，缺少

碳、氧等生命构成所需必要元素。只有

第一批恒星发生爆炸变成超新星，第二

代行星形成时，才可能出现生命。

梅什和她的导师

研究了一类被称为

“碳增强金属贫星”

的老恒星。这些恒星

的铁含量仅为太阳的

十万分之一，这意味

着它们都是年轻宇宙

中的“化石”。通过

研究它们，可以弄清

楚行星甚至宇宙生命

是如何诞生的。

尽管相较太阳缺少铁和其他重元素

，“碳增强金属贫星”也有比预期更多

的碳。相对丰富的碳可能影响行星形成

。从远处看，这些碳行星很难与类似地

球的世界区分开来，它们的体积大小也

十分相似。天文学家必须检验这些行星

的大气，以观察它们的真实性质。通常

情况下，这些行星会被甲烷或一氧化碳

等气体会包围。

特技飛行世界錦標賽在日舉行

空中華麗炫技
近日，螺旋桨飞机

全球竞技大赛“红牛特

技飞行世界锦标赛”

(Red Bull AIR RACE

World Championship) 决

赛，在位于日本千叶市

美滨区的幕张海滨公园

举行。

据报道，当天，身为日本飞行员的

室屋义秀首次夺得冠军，其华丽的表演

赢得了现场约5万名观众的喝彩。

此次比赛共有 14

名飞行员参赛。参赛选

手需驾驶飞机完成通过

设置在海上 25 米高处

的多个空中关卡等项目，

从中较量用时。

室屋选手在 2009

年首次参赛，历史最好

成绩是第 3名。夺下首个冠军头衔的室

屋在记者会上欣喜地表示：“这虽是个

难度重重的领域，但终于拿下(第1名)了”。

默克爾奧朗德搭首班列車
體驗全球最長鐵路隧道
综合报道，当

地时间1日，世界最

长的铁路隧道、瑞士

圣哥达基线铁路隧道

正式宣布通车，包括

德国总理默克尔、法

国总统奥朗德、意大

利总理伦齐等在内的

欧洲国家领导人搭乘

了通过该隧道的首列火车。

在隧道启动仪式上，瑞士联邦总统

约翰· 施奈德-阿曼在隧道北端入口处发

表讲话。他说“这不仅是瑞士也是我们

邻国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迈出的一大步。”

当地时间6月1日，瑞士圣哥达基线

铁路隧道 (Gotthard-Basistunnel)正式宣布

通车。作为全球目前最长的铁路隧道，

该隧道总长度达到 57公里。这条隧道建

设用时达 17年之久，共耗资 120亿瑞士

法郎(约合 110亿欧元)。当天受邀搭乘通

过该隧道的首列火车的外国领导人有德

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意

大利总理伦齐等。

随后，两列火车以相对的方向穿越

隧道，上面搭载的幸运乘客，多数都是

通过抽签才获得这项殊荣的。德国总理

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意大利总理

伦齐等欧洲国家领导人也搭乘了通过该

隧道的首列火车

。

默克尔称赞

圣哥达基线铁路

隧道是“一项技

术上的惊人成就

，一个登峰造极

的建筑作品”。

奥朗德则表示：

“大型工程项目的落成总是开放和自由

的象征。瑞士成功开通了一条大型铁路隧

道，它打通的是通往欧洲未来的道路。今

天，欧洲梦在瑞士得到了实现。”

当地时间6月1日，瑞士圣哥达基线

铁路隧道 (Gotthard-Basistunnel)正式宣布

通车。作为全球目前最长的铁路隧道，

该隧道总长度达到 57公里。这条隧道建

设用时达 17年之久，共耗资 120亿瑞士

法郎(约合110亿欧元)。

圣哥达基线隧道长 57公里，这条双

孔隧道将用高速火车在阿尔卑斯山下把

北欧和南欧连接起来。瑞士说，它将为

欧洲货运带来一场革命。欧洲每年有上

百万辆卡车运输的货物，将来都经这条

铁路运送。

圣哥达基线隧道超过日本的青函隧

道，成为世界最长隧道，把连接英国法

国的海底隧道推后到第三位。

油價回到“解放前”
產油國靠啥過日子？

新年以来，经过崩盘式暴跌和报复性反弹的反复折腾，

国际油价基本锁定了低位震荡的格局，低油价时代真正来

临。低油价对于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和委内瑞拉这样的产油

国来说，无异于生存的考验。这些国家纷纷动用非常规手段

应对危机，而它们可用的办法又有多少呢？

沙特：谋划巨头上市 缓解财政危机

沙特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而自 2014年 6月以来，

沙特的经济状况伴随国际油价跳水和美元走强而陷入困境，

2015年度财政赤字高达979亿美元，占全年GDP的20%。

为平衡预算，沙特内阁去年 12月 28日颁布国王令，将能

源、用电补贴大幅削减 45%，并引入附加税、控制公共部门

支出，以控制2016年度预算赤字。

除了上述常规应对措施，沙特政府还在准备国有能源巨

头——沙特阿拉伯石油公司的上市计划。这家公司原油开采

量约占全球开采量的八分之一，以产量和储量来衡量，它是

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其控制的原油储量达 2610亿桶，是

埃克森美孚公司的10倍多。

英国《金融时报》称，沙特石油公司上市后的市值将超3万

亿美元，将成为全球首家市值超1万亿美元的上市公司。法国外

贸银行分析师阿比谢克· 德什潘德分析说，有关沙特石油公司计

划上市的消息表明，沙特决心化解低油价带来的经济后果。

实际上，持续一年半的油价大跌很大程度上与沙特的石

油策略有关。沙特主导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至今拒

绝减产，以期排挤竞争力偏弱的对手。而由于近年来积极推

动转型，沙特实体经济并没有因油价大跌而受到太大影响。

2015年除石油行业外的其他经济领域均实现增长，全年 3.4%

的经济增速基本与2014年相当。

有分析认为，沙特采取的削减预算、油企上市等应对措

施，反映了其为更长时间承受低油价做准备，以维持市场份

额，等待市场恢复均衡。现在看，沙特维持市场份额的政策

已经达到目的，低油价给竞争对手造成了损失。针对这场石

油博弈，沙特石油公司总裁法利赫甚至表示，“沙特能比其

他人撑得更久。”

俄罗斯：放任卢布贬值 对冲油价压力

俄罗斯同样是严重依赖能源出口的国家，油气出口占到财

政预算收入的一半以上，油价暴跌让本来就遭受西方制裁的俄

罗斯经济雪上加霜。据俄经济发展部最新数据，俄GDP2015年

萎缩3.8%。普遍预计该国经济2016年也不会恢复正增长。

现在每桶 30美元左右的国际油价已经回到普京 16年前执

政之初的水平，而据《俄罗斯商业咨询日报》测算，经过一

年多的经济衰退和本币贬值，当前俄罗斯GDP以美元计算已

经倒退回2006年的水平。

俄罗斯常年实行保守的预算政策，严格控制赤字规模。据

俄财长西卢阿诺夫日前透露，2015年度预算赤字占GDP的2.9%

左右，低于年初设定的目标。分析认为，之所以俄罗斯能在经

济危机中完成预算赤字目标，最主要原因是卢布的大幅贬值。

2014年 11月开始，卢布汇率经历了首轮暴跌，俄央行一

度大量抛售外汇储备，阻止卢布崩盘。而在 2015年三季度卢

布汇率遭遇第二轮暴跌时，尽管俄罗斯依然手握 3700亿美元

的外汇储备，但央行却未再进行重大救市行动。这显示出俄

政府放任卢布贬值，以平衡财政预算的策略。

2015年，卢布汇率下跌走势与国际油价走势高度一致，

这意味着以美元计价情况下，俄罗斯原油销售所带来的卢布

收益基本处于平衡状态，进而填补了因油价下跌导致的预算

收入损失。这就是俄政府在卢布剧烈贬值时非但没有实施资

本管制，反而允许汇率自由浮动的原因。

显然，俄政府以本币贬值对冲低油价预算压力是冒险的

做法，恶性通货膨胀就是最为严重的后果。据俄联邦国家统

计局数据，俄罗斯2015年全年通胀率高达12.9%，为国际金融

危机以来最高值。这标志着卢布在外汇市场上的贬值已经传

导至消费价格上，俄政府下一步将面对物价上涨过快而产生

的社会压力。

委内瑞拉：宣布紧急状态 强化经济干预

委内瑞拉拥有南美洲最为丰富的石油资源，石油是该国

经济支柱。但在过去 10年间，“查韦斯模式”的高福利政策

引导该国石油收入大量投入社会领域，而非进行上游投资和

扩大再生产，这限制了石油产量的增长，也让社会稳定和经

济发展更依赖高油价。

相比沙特、阿联酋等积极推动经济转型的中东产油国，

委内瑞拉经济在国际油价暴跌的局面下表现得更为脆弱。

1月 15日，该国央行公布的 2015年前三季度的经济数据

显示，其国内年通胀率高达 108.7%，经济衰退 7.1%。值得一

提的是，由于担心经济迅速恶化导致局面失控，这是该国

2014年年底以来首次公布宏观经济数据。

同一天，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宣布国家进入为期 60天的

“经济紧急状态”，承认经济危机已经威胁到政治稳定。他

强调，除了国际油价下跌，委内瑞拉经济陷入经济危机的原

因还有私营经济“不配合”以及国家经济持续遭到反动势力

的“恶意攻击”。

针对上述问题，“经济紧急状态”相关法案提出了解决

对策，包括允许政府使用议会批准之外的储备资金、保证物

资供给、继续发展各类社会民生项目、简化进出口和政府采

购手续、吸引外资、增加生产、打击逃税等。

美退伍老兵患“囤積癖”
室內垃圾堆積成山
近日，美国圣迭哥市的警方开始对一名患有“囤积

癖”的老兵的住宅进行清理，该住宅囤积了 6年的垃圾

和废物。目前，6辆垃圾车已经连续清理一周，预计还

需要两周以上的时间才能全部清理完毕。

屋主是一位名叫米拉•梅沙的退伍老兵(Mira Mesa)

，在过去的 6年里，他不断地囤积各种废物和垃圾，屋

内和门前垃圾堆积成山，散发出来的恶臭，严重影响了

周边居民的生活和健康。邻居们对此苦不堪言，无奈之

下，只能求助警方。

警方接到投诉后，立即安排人员进行清理。清理过

程中发现屋子里的垃圾垃圾千奇百怪，有 100多只老鼠

和20多只猫，警方还在屋内冰箱里发现了用塑料袋包裹

住的 6只死猫、负鼠、狩猎迷彩服甚至爆炸物品。一名

清理人员表示，这是她见过的最乱的房间。6年里，垃

圾已经堆成了一座山，从谷歌地图上都能看见。

2010 年，邻居们曾尝试和屋主的家人一起清理垃

圾，但作用并不明显，因为这位屋主仍会继续囤积各种

垃圾，根本无法收拾。邻居们忍无可忍，决定卖掉房子

搬离这里，还有人抱怨称这间堆满垃圾的房子弄得这片

区域的房价都下跌了。

美法庭審判殺人犯
被害人父親難掩憤怒

猛撲被告
据英国《每日邮报》6月2日报道，美国俄亥俄州的

一名男子在 2013年残忍杀害 3名女子，其中一名还未成

年。近日，经法庭审判，凶手被判无期徒刑，被害者父

亲无法抑制内心的愤怒，当庭扑向凶手，这一幕被法庭

的摄像机记录了下来。

案件发生于 2013年 7月，38岁的凶手迈克尔•梅德

森 (Michael Madison)残忍杀害了 18 岁的谢莉达•泰瑞

(Shirellda Terry)、 38 岁的安吉拉•狄思金 (Angela De-

skins)和 28岁的谢提莎•谢莉(Shetisha Sheele)，并将她们

的尸体装在垃圾袋内抛尸荒野。

警方介绍，他们接到一名有线电视维护工人的报警，

称在一处废弃房屋附近闻到恶臭。随后，警方在车库发

现一具被垃圾袋包裹严实的女尸，尸体已经高度腐烂。

接着，又分别在房屋地下室和附近的一处空地找到两具

女尸。事后，警方深入调查，发现并拘捕凶手梅德森。

警方称，梅德森曾在 2002年曾因性骚扰被起诉，并

以强奸未遂罪被判有期徒刑4年。

印度“宗教儀式”上
現狂甩新生兒惹爭議

据英国《每日邮报》6月2日报道，近日，一段记录

印度某“宗教仪式”的视频在网上引起热议。视频中，

一名男子身着印度女性的传统服饰纱丽裙，手中高举着

一个婴儿甩来甩去，周围一群人一边喝彩一边随着令人

作呕的音乐跳舞。该视频是由所谓的“印度无神论团体”

上传的，“仪式”上的婴儿尚未确定是否为真人。如果

是真的，那么这个婴儿面临的是终生难以磨灭的伤害。

报道称，古时候，某些地方的确有这样罪恶的新生

儿仪式，但在当今世界的某个角落，这种可怕的陋习仍

然存在。这段视频简直让人不忍直视，娇弱的婴儿像破

碎的玩偶一样被蹂躏，目的竟是为了测试婴儿的力量。

这段视频是在 2014年被上传到YouTube上的，但最

近又被上传到印度版“脸书”网。上面附文称：如果不

能忍受，请善意地忽视，这段视频展示的是一位神职人

员高举像玩偶一样的婴孩。拍摄视频的无神论者称他们

的群体在宗教信仰方面的立场深刻又微妙，他们对不承

认这个仪式是宗教仪式的看法反应激烈，并表示将这个

仪式视为迷信的人才是无知的人。

有些网友则质疑这段视频的真实性。有网友称，近

看的话，那个不是真正的婴儿，最坏的结果是那是个死

婴，但不论怎样，这都是一种愚蠢的行为。还有网友评

论称，这个男人绝不是神人，而是个疯子，这不是宗教

问题，而是一群迷信的疯子的问题。举行宗教仪式没错，

但将一个婴儿在空中甩来甩去的仪式就是陋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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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安裝經驗

維和26年，
中國軍隊作了什么貢獻

6月 9日下午，长春龙嘉机场，随着一架空军专机缓

缓降落，烈士申亮亮的遗体回到了祖国。6月 1日凌晨，

联合国驻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营地的维和部队遭遇

袭击，申亮亮不幸牺牲，另有4名官兵受伤。

中国军队参加维和行动 26年来，申亮亮已经是第 11

名在任务中牺牲的官兵。

这11名烈士，有的在驻地国家执行任务中不幸身亡，

有的是在空袭中遇难，有的是在任务区染病去世……

他们是中国军人为联合国维和任务作出突出贡献的沉痛注

解和有力诠释。

26年维和路，中国军人用行动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热

爱和平、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宣示了

中国维和军人守望和平永不改变的坚定决心！

积极维护世界和平

1990年，中国首次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出5名军

事观察员；1992年，正式组建维和部队，赴柬埔寨执行维

和任务；2001年，参加了联合国维和待命机制；2003年，

向刚果(金)派出首批维和部队；2003年底，向利比里亚派

出维和官兵；2006年，首次向中东地区派出一个维和工兵

营；2013年，首次向马里派出安全分队；2015年，首次向

南苏丹成建制派出维和步兵营……

截至目前，中国军队现有 2800余名官兵在联合国 9

个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包括工兵、运输、医疗、警卫、

步兵等五种类型的 15支维和分队 2700余人及近 100名参

谋军官和军事观察员。9个任务区分别是：刚果(金)、利

比里亚、南苏丹、苏丹达尔富尔、黎巴嫩、马里、中东、

西撒哈拉、科特迪瓦。此外，应联合国请求，中国军队

将于近期向苏丹达尔富尔派遣 1支 140人的直升机分队。

中国不仅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兵力最多

的国家，而且 2016年度缴纳了联合国维和摊款 8.44亿美

元，占摊款总额的10.2%，居联合国成员国第二位。

26年，中国军队实现了派遣维和人员从无到有，兵力

规模从小到大，部队类型从单一到多样的历史性跨越。

在这背后，体现的是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升，承担的国际

责任越来越大，为维护世界和平作贡献越来越积极。

国防部维和事务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告诉新华社记者：

“中国历来崇尚和平，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也深知和平

的珍贵，因此对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更加坚定。作为联合

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一定会有越来越

多像申亮亮一样的中国军人，佩戴起神圣的蓝盔，投入到

伟大的维和事业中。”

真情播撒爱心友谊

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马里、冲突不断的南苏丹，还是

在病毒肆虐的刚果(金)、利比亚，处处都活跃着中国维和

官兵的身影。

在黎巴嫩日不肯村，中国第九批赴黎维和工兵营连续

奋战半个月，把一条坑坑洼洼、极难通行的道路夯实填平，

为村民运输作物和孩子上学提供了便利。

在刚果(金)，维和医疗分队与驻地SOS国际儿童村结

成对子，每一批维和官兵交接任务时，都要到儿童村交接

爱心接力棒。

在利比亚，中国维和部队工兵分队在埃博拉疫情最严

重期间，坚守岗位不撤退，连续施工 28天，建立了利比

亚首个外国援建的埃博拉诊疗中心。

数千中国维和官兵，在各个任务区架桥修路；维和工

兵排雷排爆，让当地农民恢复耕地；中国军医的精湛艺术，

让当地患者远离病痛……

26年来，中国维和官兵累计排除地雷及各类未爆炸

物 9400余枚；新建、修复 1.3万余公里道路和 300余座桥

梁；接诊病人16余万人次；运送物资120余万吨，运输总

里程1300余万公里；完成机动巡逻和警戒护送1500余次。

中国维和军人，用真情实意和实际行动温暖了当地民

众的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的大爱和胸怀，也赢得了

当地民众和其他维和部队的夸奖和点赞。在很多任务区，

当地民众都会主动接近中国维和官兵。不少居民说，虽然

他们不认识军服上的英文，但心里知道，这群臂章上有五

星红旗的军人都是好人。

一位联合国官员这样评价：“在中国军人身上，我们

看到了这个民族最伟大的优点——善良和智慧——如果世

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像中华民族一样友善，这个世界一定

会更加美好。”

展示中国蓝盔力量

战乱与冲突，饥饿与贫困，炎热与疾病……维和行动，

对中国维和部队来说，是一场新挑战、一次新“战斗”。

好在，中国军队有着不怕牺牲、勇于奉献的优良传统。

越是恶劣的环境，越是艰巨的任务，越能激起军人的血性。

在马里最高气温近50摄氏度的旱季，维和队员不到4

个月就建成了一个二级医院；在柬埔寨，中国维和部队创

造了“一天能架一座桥”的神话。

在南苏丹首都朱巴，中国首批维和步兵营的官兵们顶

着高温在一片乱石杂草中建造营区，1个月就住进了新房。

不仅是其他维和部队的官兵羡慕，就连前来参观的各

国驻南苏丹大使都连连称赞——“梦幻中国城！”

26年来，“中国速度”“中国质量”赢得了多少赞

赏，而维和的专业水平和职业素养，更让其他国家刮目相

看。

中国驻南苏丹维和步兵营的防爆、巡逻、警戒等课目，

已经作为教材发放给了各个国家的维和部队。联合国粮食

计划署、妇女署、儿童基金会等组织活动时，都点名要

求中国维和官兵提供保护：“跟着中国营，安全！”

26年来，中国维和部队执行的任务更加多元化，担

负的岗位也由最初的军事观察员拓展到处长、首席联络官、

司令等。

任务的拓展，磨砺了中国维和力量。26年的维和，

对中国军队，是一次自我检验，更是一次加钢淬火。

从中东到非洲，这支来自东方大国守望着世界和平的

专业蓝盔队伍，在世界人民的心中，树起了一面红色的旗

帜。

中美可再生能源就近消納試點政策

對話分會成功召開
6月 7日，中美可再生能源就近消纳试

点政策对话分会在北京成功召开。会议是

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一个分会，

也是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框架下电力领域

合作的重要内容。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双方

在可再生能源消纳、电力需求响应、售电

侧改革方面的合作正式启动。中国国家发

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美国副国务卿凯

瑟琳 A 诺韦利（Catherine A. Novelli）出

席会议并致辞，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运行

调节局局长李仰哲、美国副助理国务卿梅

勒妮 中川（Melanie Nakagawa）分别就中

美两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现状及政策作了主

题发言。

连维良指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携

手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

会共识，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应对气候

变化问题，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生态文明

建设的基本途径，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

等可再生能源，加快优化能源结构，促进

节能减排。

连维良强调，近年来，中美双方在气

候、能源等领域开展了全方位的交流合作，

下一步，要以本次会议为新的起点，在可

再生能源领域加强就近消纳试点建设、电

网技术研发应用、相关政策制定等方面的

务实合作，共同推进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开

发利用；并在电力需求响应、售电侧改革

等更多的领域合作，协力改善全球能源系

统，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诺韦利表示，中美两国在风电和太阳

能发电方面都面临着巨大挑战，分享双方

在清洁能源发展领域的经验，将使中美两

国共同受益。双方通过在可再生能源就近

消纳、需求响应和售电侧改革三个试点开

展合作，可以提高需求侧资源的灵活性，

提升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效率，有助于改善

能源输配系统。

会议分别从中美两国可再生能源消纳

面临的问题、市场化机制的推进、智能电

网等技术的发展、可再生能源就近消纳试

点实施等方面开展了交流和讨论，并初步

提出了未来三年双方在可再生能源就近消

纳试点、需求响应试点和售电侧改革试点

方面的合作计划。

会议由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国国

务院共同主办，来自中美两国有关政府部

门、研究机构和企业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沈陽舉辦新中國審判
日本戰犯６０周年紀念活動

６０年前的６月９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

辽宁沈阳先后审判３６名日本侵华战犯。８日开始，沈阳

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举行系列纪念活动，邀请亲

历者向后来人讲述那段难忘的往事。

沈阳市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坐落在皇姑区黑

龙江街７７号。１９５６年６月９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

军事法庭首先对日本前陆军１１７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

久等８名主要战犯进行审判。７月１日至２０日，对伪满

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２８名伪满战犯进行审

判。

曾亲历当年审判日本战犯工作的权德源老人８日一早

来到陈列馆，看到一楼展厅复原的当年审判庭场景，老人

指着现场认罪的日本战犯蜡像对观众说：“当证人们袒露

着日军杀戮时留下的伤疤，声泪俱下地控诉战犯罪行时，

每一个战犯认罪，有的战犯甚至扑通跪倒在地，痛哭流涕

地请求严惩自己。”

法庭旧址陈列馆内的大屏幕上，不间断播放着当年审

判日本战犯的原始录像，见证着那段历史。

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洁说：“这是自１８４０年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由

中国人担任审判官，不受外来干涉地独立审判外国侵略

者。”

在特别军事法庭上，侵华日军５９师团中将师团长藤

田茂供述了自己下令杀害大量俘虏和把士兵作为“活靶”

杀掉的罪行。

“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只

要我一息尚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诉自心里的话

。……侵略战争，绝对不能允许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

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藤田茂当庭忏悔。

审判结束，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２８名罪

犯分别判处十二年到二十年有期徒刑，之后又对其他在

押的职务低、罪行轻、改造表现好的下级官兵，做出了

免予起诉的决定。被宽大处理释放回国的日本战犯回国

组建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以“贡献于和平与日中

友好”为宗旨，促进中日友好。

辽宁抚顺的观众何明说：“如果不来这里参观，这

段历史很多人都不了解。６０年后进入法庭，仍能感觉

到历史的厚重。”

中国近现代史料学会副会长王建学说，新中国在１

９５６年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国际社会对二战战犯审

判的延续，也是中国人民对抗日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总

结。其价值不可磨灭，也不应该被忘却。

据主办方介绍，纪念活动期间，陈列馆将邀请亲历

者、历史学者向观众讲述当年审判的相关情况，并联合

媒体寻找历史亲历者、见证人，搜集整理相关历史资料

和文物等，更好地记录、还原这段历史。

到科技館感受虛擬現實
北京數十個互動項目免費開放
戴上高清VR头盔，背上高性能游戏主

机背包，您能与小伙伴3人协同作战，躲避

敌人子弹、爆炸、烟雾、火海，最终“飞

夺泸定桥”。通过全球最大的裸眼 3D显示

屏，您能真正的感受到“另一个世界”的

魅力……昨天，虚拟现实博览会在中国科

技馆正式开幕，数十个精彩的互动项目免

费向公众开放。

博览会展区面积 2300平方米，设有序

厅、亦幻亦真、虚拟世界、全方位体感、

教育活动 5个展区，引进全球最大裸眼 3D

屏幕以及基因探索、嫦娥奔月、航母虚拟

漫游、爱国主义教育主题“飞夺泸定桥”

等 30余个互动展项，全方位展现虚拟现实

和增强现实技术在航空航天、科研、文化、

教育等众多领域的应用现状与发展前景。

作为科技馆在暑假期间推出的亮点活

动，本次博览会将持续至 8月 31日。展会

闭幕后，中国科技馆还将在主展厅3层倾力

打造一个以虚拟现实展示为主要内容的信

息技术新展厅，并计划在今年9月全国科普

日期间与观众见面。

上海收藏家朱祖國積極
推進圓明新園文博園建設

上海中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朱祖国

近日在沪透露，中国圆明新园文博院建设

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中，典藏展示基地相

关工作也进展顺利。

据介绍， 今年初，中国浙江横店集团

暨中国横店影视城创始人、中国横店圆明

新园董事局主席徐文荣先生与上海中外文

化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国家书法家、古

文物鉴定专家朱祖国先生一拍即合，决定

合作共同创建“中国圆明新园文博院”和

典藏展示基地。

根据计划，“中国横店圆明新园文博

院”典藏珍品分三期。第一期将分别由

“官窑瓷器馆”、“玉器馆”、“青铜器

馆”、“佛教文化馆”等四大展示区组成。

作为中国圆明新园文博院创始人之一，

朱祖国（名号“樵耕山人”）为人低调务实，

从事文化及多种产业于一身，是一位资深藏

家和鉴赏家，致力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

史文物的研究和保护，获得收藏界的公认与

好评。他旗下的“齐辉堂”是一座瑰丽的艺

术殿堂，典藏涵盖了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珍贵

的瓷器、玉器、翡翠、佛像、字画等艺术珍

品，其藏量之丰富让人惊叹。

据介绍，朱祖国对中国瓷史的发展脉

络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真知灼见。

他几十年深入一线采集各个历史时期的

瓷片标本达数十万件；与景德镇瓷器研

究所、各大窑厂、国内古玩仿制高手都

保持着密切的来往和交流，并掌握了现

代制瓷的原材料、烧制流程和制作工艺。

同时，他与国内一线专家和国内藏家都

保持着密切来往，并聘请拍卖行资深专

家及博物馆退休专家，组成了一支高端

的专家团队。

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圆明新园文博院和

典藏展示基地建成后，将是全球规模最大的

博物馆之一，也是中国古代艺术珍品的展

示、交流、教育、民间鉴赏学习的基地，有

助于传承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文化。

300余件上海工技大
畢業生作品亮相松江美術館

带交互体验功能的灯具，融时尚与

传统的根雕设计，还有集实用与科技

于一体的智能白板……这些别出心裁的

巧思设计皆出自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艺

术设计学院 2016 届毕业学生之手， 300

余件毕业设计作品昨天在松江美术馆

和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艺术楼展厅集中

亮相。

据悉，本次展览以“功· 匠”为题，展

品包括包装设计、会展设计、工业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摄影、数字媒体设计、广

告设计等专业的本科生展品。从创意构思

到表现手法，全面地体现了毕业生的综合

设计能力及创作水平，多层面、多角度、

多方位展示了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四年来的

学习成果。

2016届在毕业设计启动之际，学校还

将让企业走进学生的创作现场，目的是让

企业更加直观地了解学生的实际专业能力

以及了解他们需要的人才类型，持续深化

校企合作，为毕业生的创意灵感“买单”，

从经济上资助毕业生设计作品从创意到成

品。目前，2016届毕业生有 10%的同学获

此殊荣。

C6旅遊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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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eltway 8

Summerbell 9330 Summerb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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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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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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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香港电影《云水谣》后，

脑海中始终有个挥之不去的美丽

画面：影片中的男女主人公手牵

手从溪流中走过，他们的背后是

一排老旧的木式尖顶建筑，和一

架硕大的水车。影片额画面充满

美感，尤其那手牵手的温暖，宛

如那涓涓细流，不停地流淌在我

的心间。

看完电影之后，才知道有那

么个诗情画意的地方，才知道那

个叫“云水谣”的古镇，才知道

自己一直想要去寻梦的，原来就

在那里。

其实“云水谣”原先并不叫

这个名字。查资料它的原名叫

“长教”，位于福建省漳州市南

靖县境内，是一个古村落，居民

以闽南人和客家人为主。古村四

面环山，纵横 10余里，村中有条

叫“长教溪”的河流，千百年来

汩汩流淌着从村中蜿蜒穿过，留

下一滩滩绿草、一湾湾碧水，然

后流向远方的山峦。

古村里有一条长十里的鹅卵

石铺就的古道，据说已有六百多

年的历史，村民外出必须每天经

过此道，南来北往的马帮客人也

要从古道上穿村而过。久而久之，

沿着古道开设了一些店铺、驿站，

方便每日奔走的人们。“长教

溪”的沿岸，好心人栽种上大榕

树，炎炎夏日，高大挺拔的榕

树，枝繁叶茂，为四方客人和村

民纳凉歇息。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或许

长教古村就这样在一代代人中，

默默地守着年华。冬去春来，长

教溪水依旧穿村而过，带走的是

岁月，带不走的是古村的淳朴。

如果没有那部电影，没有那个动

听的名字——云水谣，那么长教，

依然只是那座古村落。

《云水谣》这部电影于 2006

年底上映，片子本身不算是巨

片，但是电影在长教古村取景拍

摄后，把一个原本清静无名的古

村推上了前台，更多的人从电影

中秀美的场景，认识了长教古

村。2008年，福建土楼申遗成功，

为了更好的宣传土楼，当地便把

长教古村改名为“云水谣”，那

条六百多年的古栈道，也改名为

“云水谣古栈道”。

随着游客纷至沓来，古村已

经没有了往日的宁静，然而它惊

诧于世人的美还在，长教溪两岸

的老榕树虽只剩下 13棵，但它的

苍翠依旧在展现，长教溪依旧在

涓涓流淌着。

每天清晨，当太阳从东边越

出山头时，阳光便把溪水照的如

水银般透彻。微风从溪水两岸拂

过，老榕树却纹丝不动，似乎用

它的刚毅告诉人们，六百年了，

古人已逝，山河依旧，风景还是

如此的好。傍晚时，溪水两岸的

农家会有炊烟袅袅升起，洗汰的

农妇从溪水边拾阶而上，转身就

淹没在老榕树的碧绿中。

入夜的云水谣却是另外一种

世界，也许它跟其他古镇一样，

离不开商业的氛围，毕竟有那么

多游客要来住宿、要来休闲。于

是你能见到是各种歌厅酒吧、露

天烧烤，各种灯红酒绿、杯觥交

错。只是在云水谣，并不只有喧

哗，还有它宁静的一面。约上恋

人、朋友，在长教溪边的老榕树

下，搬个桌椅，沏上一壶茶，耳

边是溪水流淌的声音，唇边是茶

的幽香。不时会有小情侣走到溪

水边，点燃起手中的烟火棒，在

寂静的夜色里勾勒出彩色的图

案。

在长教溪的两端，目前还

保留着 53 座建筑风格各异的土

楼，这些土楼散布在山坳与田

野之间，最早的土楼建于元代

，其中最闻名的是双环圆形土

楼 ——怀远楼。沿着河岸还建

有吊脚楼、竹竿楼、府第式土

楼等，也许这些别具一格的土

楼建筑，才是云水谣最值得留

恋的地方。

幽长古道、百年老榕、神

奇土楼、灵山碧水，当地人就

是用这些词来形容云水谣的传

奇。其实到了云水谣，给人感

触最深的还是那没有给时间的

长河淹没的乡村生活，在云水

谣，一水、一山、一楼、一步，

你都能触摸到那浓厚的乡情，

体会到那淳朴的民风，就如同

那长教溪水一样，似乎永远是

清澈见底的。

如果非要用自己的感受来说

云水谣，我会把云水谣比作一幅

画，这里的古榕、栈道、溪流、

水车、石栈、断壁，都是画中的

一段元素，一种色彩。这里的风

景，靠梦想绝对是想象不出的，

只有你身临其境，才能体会到云

水谣的神奇，；领悟到云水谣原

生态的美。云水谣，我寻梦的地

方，去过了还想再去。

最後一條古街
是誰潑了這狗血紅漆

当我从百度上查到说灵光街是昆明市区最后

的一条古街的时候，我异常兴奋，只因资料中说

了这样的一句话：“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灵光街

的存在”。这分明透露了灵光街所在位置的隐秘

和偏远，否则就这样最后一条古街年轻人怎么可

能会不“践踏”？

满怀期待的奔去灵光街的时候，我顿时被泼

了一脸的狗血。眼前这条不足两百米的老街放眼

望去，每座老房子上都被喷满了红漆，醒目而刺

眼，这到底是谁下得狠手？实在心疼。这条民国

初期就建成的老街本不止如今这般短，但时代比

岁月惨烈多了，它还能留下一点痕迹算是时代的

高抬贵手。只是不明白到底是谁在这些土墙的老

房子上涂满了红漆，覆盖了岁月，掩盖了历史，

就连最后的斑驳和苍茫都被粉饰。

一间鞋铺的老板娘说这红漆涂了有半年多了，

政府说这些房子都是文物，要保护，所以都涂了

红漆。听了这话我除了愤怒也只剩下无奈。处于

保护的意图将这些老房子涂满狗血一般的红漆，

实际上与摧残有何不同？但这些对开着铺子做着

小买卖的商家们而言，并没有触痛他们。

或许房子是他们的，或许不是，反正楼下开

门做生意，楼上已是荒废，或许对他们而言，拆

建比涂红漆更大快人心。

来灵光街的多是当地人，游客很少，年轻人

几乎不会走到这里，对他们而言，老街的模样可

能该是光华街那般。

街铺很寻常，没有文艺，没有繁华，它看起

来更像是一个小商品市场，买着尽是简单的东西，

不时髦的衣服，不流行的鞋子，还有买卖菩提珠

子的，唯一觉得有些古意的可能就是几家古玩店

了吧。

店铺的老板们都很清闲，聊天，打牌，发呆，

午后的时光在他们的身上显得极为慵懒，换句话

说该是无聊。就连本该自由的猫都被主人栓了一

根绳子，它的空间很小，大多时间都在一张破椅

子上度过。

关在笼子里的鸟不停的啼叫，它躲藏在树上

最茂盛的地方，然而它要的并不只一棵树，它跟

我们一样，需要整片森林，需要全部的自由。

人们对我的到来有些好奇，他们看不起的事

物在我眼里就是一道风景，说句实话，在这条已

经看不见岁月的老街上，我只能细细去发现，发

现生活所给的美好。

一家门铺前的铁皮垃圾桶里扔了几枝快枯萎的

红玫瑰，它孤独而无奈，容颜一旦衰败就会被抛弃。

倚着墙或低着脑袋，这些终将躺在垃圾堆上的玫瑰

花，谁也不会去留意。当初它是多么美，多少女人

渴望。如今，随手一扔，由鲜花变成了垃圾。

当我的镜头几番对准它们的时候，引起对面

街铺几个正在聊天的妇女的注意，她们的神色分

明是在好奇或是困惑，这垃圾桶里的玫瑰花有什

么好拍的？亦如，这条老街被涂上了红漆，想必

也不曾在意吧？本是土质的老房子，在现代高楼

下就被对比的十分惨败，人们逛街吃饭更不会走

到这里，如今政府要保护它，以红色划分成文物，

这对这些店铺的老板们而言兴许还是一件好事，

至少挂上“文物”的老街会给他们招揽来人气。

但这对于老街本身而言，却是一件羞耻的事情。

民国初期的老街，旧社会留下的痕迹，有太

多往事发生在这里。历史不需要重大事件才成为

历史，它记载的是过去的发生过的全部岁月。然

而曾经的灵光街几乎是了无音信。我试图在荒废

的二楼寻找一丝痕迹，那些逃脱红漆的土墙像是

悲壮的抗议者一样，隐约可见的木梁尤为珍贵。

不论对于学者，还是摄影师或旅行者，我们更

愿意看到是事物的真实本身，红漆说是保护，实际

已在破坏。这条孤落在繁华城市里的一条老街，不

过是无数街巷里的一条小道，它的红色极为刺眼，

最后是否真的能生存下去，还是一个未知数。

安徽藏著個桃花源
這個古村據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縮影
这里有完整的古村落原型和大量的地面文物

遗存，精美的建筑文化艺术与原生态的自然环境，

代表了中国唐宋以来住宅和人居环境建设方面的

最高水平，被人们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

“中国明清民居博物馆”、“世界上保护最完好

的古民居建筑群”，这里就是西递村。

徽黟县西递村坐落于黄山南麓，由于河水向

西流经这个村庄，被称为"西川"，后又因古有递

送邮件的驿站，故而得名"西递"，素有"桃花源里

人家"之称。

这个村子的兴衰都与胡家的命运紧密相连。

西递始祖为唐昭宗李晔之子，因遭变乱，逃匿民

间，改为胡姓。胡家从 1465年起开始经商，他们

经商成功后大兴土木，建房、修祠、铺路、架桥。

在18世纪到19世纪，西递的繁荣达到最顶峰，当

时村里有大约600栋华丽的住宅。

虽然之后历经数百年社会的动荡，风雨的侵

袭，虽半数以上的古民居、祠堂、书院、牌坊已

毁，但仍保留下数百幢古民居，从整体上保留下

明清村落的基本面貌和特征。

漫步村中，随处可见那粉墙青瓦，鳞次栉比；

青石铺路，巷贯街连。而那镶嵌漏窗，镂空门罩，

层层叠叠的飞檐翘角，突兀多资的马头墙依旧保

存完好。民宅厅堂雕梁画栋，描金飞彩，拦板斗

拱，窗扇、菱花门全是精美细做的木雕佳品。天

花板上饰有绚丽的彩绘，厢房板壁配有典雅的书

画。厅堂挂有内涵丰富，寓意深刻的古楹联，不

仅予人以美学之享受且晓人以处世哲理。

西递村建房多用黑色大理石，两条清泉穿村

而过，99条高墙深巷，各具特色的古民居，使游

客如置身迷宫。村头有座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

建的三间四柱五楼的青石牌坊，峥嵘巍峨，结构

精巧，是胡氏家族地位显赫的象征。

村中有座康熙年间建造的"履福堂"，陈设典

雅，充满书香气息，厅堂题为"书诗经世文章，孝

悌传为报本"、"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

守成难知难不难"的对联，显示了儒学向建筑的渗

透。

村中另一古宅为"大夫第"，建于清康熙三十

年（公元 1691年)。"大夫第"为临街亭阁式建筑，

原用于观景，楼额悬有"桃花源里人家。"六个大

字"有趣的是，近人多将此楼当作古装戏中小姐择

婿"热抛绣球"所在，现已成为西递村举办此项民

俗活动的场所。"大夫第"门额下还有"作退一步想"

的题字，语意双关，耐人寻味。

在西递，住的地方比较多，占据西递古村天

时地利的位置，很多客栈都比较有特色，大多是

砖木结构的古民居和白墙黑瓦的老屋，室内装修

也多为木雕，此外，还有一些比较大型的酒店，

结合传统文化和现代商业文明，设施都较为完善。

到达黄山市后，在黄山市汽车站后再换乘到

黟县的班车，每 30 分钟一班，票价 12 元，最晚

17:30分，到达黟县后再乘班车至西递，每20分钟

一班，票价 2元，最晚 17:30分。交通非常方便，

不需要长时间的等车。

从宏村到西递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乘宏村-屯

溪的旅游公交。上午在宏村的南湖停车场有8、9、

10、11点和下午 1、2、3、4点各一班，车票是 2

元，大约 20分钟后可直达到西递。另一种方法是

在宏村的老村口（牛角）的位置乘宏村-黟县的公

交车，每 20分钟一班，车票 2元一人。大约 20分

钟后到达黟县县城，下车后过一个桥向左转便是

黟县汽车站了，在汽车站乘汽车到西递便可以了，

每20分钟一班车车票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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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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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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戰役粟裕立了第一功
三次“鬥膽直陳”

在1949年新年到来之际，毛泽

东在为新华社撰写的新年献词《将

革命进行到底》中指明：“一九四

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

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

伟大的胜利。”在强大的军事打击

和政治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引

退”到幕后指挥，李宗仁代行总统

职权。但国民党已无法挽救其失败

的厄运。

1949年 4月 21日，中国人民革

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

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了向全国

进军的命令。命令称：“奋勇前

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

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

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

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同日凌

晨，集结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

500余公里战线上的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二、第三野战军 100多万人，

同时发起进攻，强渡长江。百万雄

师迅速突破国民党军的江防，占领

贵池、铜陵、芜湖和常州、无锡、

镇江等城，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军的

长江防线。新华/TAKEFOTO

淮海战役—

彻底粉碎蒋在长江北“重点防御”

的计划

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地区，历

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国民党反

动政权首都南京的北大门，战略地

位十分显要。早在 1948年 1月，粟

裕经过慎重考虑，将自己逐步形成

的改变中原战局、发展进攻战略、

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构想，向中央

军委“斗胆直陈”。此时，军委曾

电示粟裕率领 3个纵队渡江南进。

粟裕则认为，3个纵队渡江南进，

会分散和削弱我军在中原战场的兵

力，于 4 月再次向军委建议：3 个

纵队暂不渡江南进，而是集中兵力

在中原黄（河）淮（河）地区打几

个大规模的歼灭战。4月底，毛泽

东在河北省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共中

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如何发展

战略进攻问题时，采纳了粟裕的建

议，改变渡江南进的设想，决定尽

可能多地把国民党主力消灭在长江

以北。六七月间，粟裕组织指挥的

豫东战役，不仅创造了一个战役歼

敌 9万余人的空前战绩，而且证明

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

战的决策是正确的。

济南战役以前，粟裕就考虑攻

下济南后的行动方向，认为应出兵

苏北、苏中作战，为渡江创造条件，

指出“在长江以北决战比长江以南

决战有利得多，而在长江以北决战，

又以在徐（州）蚌（埠）地区最为

有利。”8月下旬，粟裕等联名向

中央军委建议：“两月以后我们即

可举全力沿运河及津浦南下，以一

个兵团攻占两淮（即淮阴、淮安）

及高邮、宝应，则苏北局势即可大

大开展。”济南战役即将结束时，

粟裕 9 月 24 日向中央军委及华东

局、中原局建议，“即进行淮海战

役”。次日，中央军委发出两个电

报：一说“济南战役后，我们同意

乘胜进行淮海战役。”一说“我们

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

中原局当日也来电支持，并表示配

合华野作战。中央军委在征询刘伯

承、陈毅等人意见后，批准了这个

建议。毛泽东 10 月 11 日为中央军

委起草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

针》，计划战役分 3个阶段进行。

随后，军委还接受了粟裕的建议，

决定“整个战役统一受陈（毅）邓

（小平）指挥”。

攻克济南后，华北与山东解

放区连成一片，国民党徐州刘峙集

团陷于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

夹击之中。由此，国民党统帅部调

整部署：决以华中“剿总”白崇禧

所部在平汉路以西发动攻势；以徐

州“剿总”刘峙所部在陇海路东西

两侧，加强防御，确保徐州。国民

党军参加徐蚌地区作战的总兵力共

29个军70个师80万人。

11月 6日，华东、中原两大野

战军等发起淮海战役。此时已扩大

了战役的原定规模，扩大到歼灭淮

河以北全部敌军。中央军委决定由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

震林 5人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任书

记，统一领导指挥淮海战役。参战

部队有华东野战军的山东兵团、苏

北兵团、西线兵团等共16个纵队36

万人；中原野战军共 7个纵队 15万

人；华东、中原和华北冀鲁豫军区

的地方部队，总兵力60万人。

淮海战役，历时65天，共歼灭

国民党军黄百韬、孙元良、黄维、

邱清泉、李弥 5个兵团 22个军，包

括蒋介石“五大主力”之第十八军

、第五军，共 55. 5 万人，生俘徐

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第十

二兵团司令黄维等高级将领。野战

军伤亡 13.4 万人。淮海战役的胜

利，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在长江以北

建立“重点防御”的计划，消灭了

国民党在华东、中原战场上的精锐

主力，使国民党的政治、经济中心

南京、上海及武汉等重要城市处于

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美帝国主

义扶植下的蒋家王朝已穷途末路。

粟裕在整个战役中，及时建议

举行淮海战役，并促成指挥领导的

统一，以及在战役中的深谋远虑和

指挥艺术，为最终夺取战役的胜利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所以毛泽东说：

“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

平津战役—

创造了解决国民党军队的3种模式

辽沈战役的胜利结束和淮海

战役的捷报频传，使华北国民党在

战略上陷于完全孤立的境地，国民

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面临着

华北、东北两大野战军的夹击之

势。傅作义集团共 4 个兵团 13 个

军，连同其他部队约 50 万余人。

1948年11月，傅作义将各地兵力收

缩集中于西起张家口，东至北平、

天津、唐山、塘沽、山海关一线，

摆出“一字长蛇阵”，后又决定重

点固守平、津、张地区，同时确保

塘沽海口。

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东北野

战军主力部队于 11月下旬分 3路提

前入关。月底，东北、华北两大野

战军联合发起平津战役。参战部队

有：华北 2个兵团 7个纵队及地方

部队共 20 余万人；东北野战军 14

个纵队共 80万人，总兵力约 100万

人。12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

起草《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

提出“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

口、新保安）和“隔而不围”（例

如对北平、天津、通州）的基本原

则。1949年 1月上旬，中共中央决

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织平

津战役总前委，林彪为书记，统一

领导和指挥平津战役。在整个战役

中，创造出解决敌军的3种模式。

一是天津。天津是华北最大的

工商业城市，河流纵横，高楼林立

，城防坚固，易守难攻。国民党军

在城内外修筑了 380座碉堡，在护

城河周围埋设数万枚地雷。国民党

天津警备司令兼防守司令中将陈长

捷自吹天津城防“固若金汤”。尽

管东北野战军完全有能力用武力占

领天津，但为减少广大人民的生命

财产损失，仍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

天津问题。但在陈长捷拒绝走和平

之路后，东野 1月 14日对天津发起

总攻。经过29小时战斗，全歼国民

党守军13万余人，生俘陈长捷以下

将官 28人；野战军伤亡约 2万人。

塘沽国民党军5万余人从海上南逃。

二是北平。北平是国民党军在

华北最大的战略要地。东野主力入

关后，紧缩对北平的包围圈，隔断

了傅部西窜或南逃之路。傅作义在

兵临城下，孤立无援，欲战不能，

欲守不得，欲逃无路的情势下，只

有接受和平谈判与和平改编才是唯

一的出路。为此，国共双方进行了

3次和平谈判。其间，野战军攻占

天津后，北平20万守军陷于绝境，

傅方在谈判中“讨价还价”的幻想

完全被打破，促成了双方达成《北

平和平解放的初步协议》。1月下

旬，傅作义正式接受中共提出的和

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将其所部开出

城外，接受改编。31日，东野第四

纵队率先开入北平城接管防务，古

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三是绥远。北平解决后，国民

党绥远省主席兼绥远保安司令官董

其武中将向傅作义表示，愿意追随

傅走和平道路，并为实现绥远和平

解放做了大量工作。此时，中共为

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

中的主要部分，有意地保存一部分

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保

持中立，然后经过一个相当的时间

之后，再去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

民解放军。3月下旬，傅方代表与中

共代表经过多次谈判，签订了《绥

远和平协议》，协议于6月8日正式

生效。9月，董其武所部4万余人宣

布起义，华北地区遂全部解放。

平津战役是三大战役的最后一

次战略决战。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

中全会上，总结概括出如何解决国

民党军事力量的 3种方式，指出：

“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

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

种。”实践证明，人民解放军进军

之所以如此神速，大片地区接连获

得解放，正是坚决执行上述 3种方

式的结果。

补白

“壮哉粟裕”：三次“斗胆直陈”

粟裕是个性格独特的共产党将

领。

据他的秘书鞠开在《在跟随粟

裕的日子里》回忆，同“三”有缘

分的粟裕大将，解放战争期间曾三

次“斗胆直陈”。第一次是1946年

8月，为扩大苏中战役战果，粟裕

几次发电报要求调五旅参加战斗，

却老是调不来，他便向毛泽东“斗

胆直陈”。第二次是 1948年 1月 22

日，对全军的建军方针和作战方向

，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第三次是

1948年 4月 18日，对于毛泽东提出

的“率三个纵队下江南，以减轻刘

邓在大别山的压力”，他又一次提

出不同意见，建议不要到江南。

令人惊讶的是，历史数次证明，

他所坚持的战略意图对共产党人赢

得战场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1年的国庆庆典，在天安门

城楼上观礼时，毛泽东曾问粟裕：

“你是湘西人，你是少数民族吧？

是不是苗族？”历史学家王树增在

《解放战争》一书中说，不知毛泽

东的疑惑是否与粟裕倔强的性格有

关。后经调查证明，粟裕为侗族。

1955年，授大将军衔，毛泽东

说：“论功、论历、论才、论德，

粟裕可以领元帅衔，在解放战争

中，谁人不晓得华东粟裕呀？难得

粟裕！壮哉粟裕！” 赵莹莹

战略决战—

5 年打倒国民党的任务提前两年

完成

举世闻名的辽沈、淮海、平津

三大战役，从 1948年 9月至 1949年

1 月，历时 141 天，共歼敌正规军

144 个师（旅）、非正规军 29 个

师，俘虏 86 万人，毙伤 25 万余

人，起义 5万余人，投诚 12万人，

改编 25万人，合计共 154万余人；

野战军共伤亡24万人。这是中共中

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决策、组

织、领导和指挥的伟大的战略决

战。叶剑英指出：“三大战役所取

得的伟大战略决战的胜利，是毛泽

东同志的战略决战思想的胜利”，

“是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思想的

胜利”。这种战略决战，不仅在中

国战争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

史上也是罕见的。三大战役的胜

利，为渡江战役乃至夺取全国胜利

奠定了基础，大大缩短了原先预计

的解放战争进程。

经过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军

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共两党军事

实力发生了根本变化，国民党军由

战前的 365 万人降至 204 万人；人

民解放军由战前的280万人增至357

万人。这充分表明，蒋介石统治集

团的末日已为期不远了，就连蒋介

石也不得不承认国民党的军事作

战，“陷入无可挽回的颓势”。到

1948年11月，毛泽东根据敌我力量

对比的状况，提出“只需从现时起

，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就可能将国

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这样，原来预计从 1946年 7月算起

的五年左右打倒国民党的任务，提

前近两年时间就可以完成了。

渡江战役—

终结蒋家王朝在大陆22年的专制统治

在1949年新年到来之际，毛泽

东在为新华社撰写的新年献词《将

革命进行到底》中指明：“一九四

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

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

伟大的胜利。”在强大的军事打击

和政治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引退”

到幕后指挥，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但国民党已无法挽救其失败的厄运。

4月，决心与人民为敌的南京

政府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之后，

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

全国进军的命令》。由此，人民解

放军第三、第二野战军共 7个兵团

24个军约 100万人发起渡江作战。

百万解放大军横渡长江，这是中国

人民解放战争史上的空前壮举。渡

江一举成功，国民党巢穴南京陷落，

终于结束了蒋家王朝在大陆22年的

专制统治。在欢庆南京解放之际，

毛泽东欣然挥笔写下催人奋进的豪

迈诗篇：“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

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

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新中国的建立

和全中国的解放，已是指日可待。

中國近五百年移民史：
方言與賺錢引導遷移足跡

今年2月，著名汉学家孔飞力逝世，让他的著作重回

人们视野。《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近日

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为孔飞力 2008年完成的著作，

对中国近五百年移民史进行梳理。

中国移民有执着 的故土观念

“孔飞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安土重迁’

做出了新的解读。”李明欢认为，“安土重迁”的另一

面，就是“衣锦还乡”。

孔飞力研究发现，相比其他国家的移民，将家庭根

基永久迁入异邦，中国移民具有显著特征。他从语义学

的角度，对此做了有趣的剖析：在英语当中，“移民(em-

igrant)”一词意味着一个人离开本地而(长久地)居住于另

一地，但中国词汇中找不到能够完全与之相对应的词汇。

孔飞力认为，长期以来，绝大多数中国人移民的本

意，并非在外国长期定居，而是在国外工作一段时间后

回归故里。因此，对中国人移居海外，与其用“移民”

一词，不如用“侨”居他国更合适。

孔飞力发现，中国人外出务工，都会寄钱回去养家；

散居四方并不意味着家的解体，无论家庭成员离家多远，

都负有对家庭的道义责任，移民他乡者也不例外。

侨居他乡的中国人表现出执着的家乡感，不仅与老

家乡亲保持联系，还组织类似同乡会的组织，关心、支

持家乡人的生计。“与其说是离开中国，不如说他们正

在扩展劳作者与家庭之间纽带的空间维度”。

孔飞力认为，“侨居”观念有重要意义，它强化了

移民所在地同胞之间的团结，为他们的生意、社会交往

提供种种便利，还可以与故乡维系情感通道，移民商人

可以从中吸引新的资金和人力。

“但是‘侨居’的想法往往是不现实的，”孔飞力

指出，侨居是中国移民商人们希望选择的生活模式，然

而，对于贫苦佣工、手艺人而言，虽然他们有相同的愿

望，但或许根本没法积攒到足够的钱，如愿踏上回乡之

路，很多人尚未实现衣锦还乡的梦想，就已魂断他乡。

方言影响迁移方向

李明欢指出，此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海外华人，但

其涉及的核心问题，却与中国社会的大历史、中华民族

的大文化密切相关，比如方言与移民方向的关系。

1567年，明朝下令解除长期推行的海禁政策，标志

着中国海外移民史的开启。东南沿海及岭南地区是中国

人海外移民的主要区域。

经过研究，孔飞力发现，中国移民帮群特征明显，

决定帮群的不是自然地理、行政区划分，而是方言。孔

飞力认为，中国方言差异巨大，共同的方言让族群凝聚、

团结，互助互保，在生意上互通有无。“共同的方言是

实现连锁迁移的纽带”。

孔飞力指出，不同方言族群，迁移方向不一。闽南

人是东南亚移民的最主要来源，17世纪后，闽南人最初

来到台湾岛定居，后来，一部分人搭乘商船前往菲律宾、

爪哇、马来西亚、婆罗洲或暹罗(今天泰国)。

18世纪中叶，广州港是唯一获准接待西方船只的口

岸，广东人更多活跃于南海的海上航道，经由香港，去

往北美、澳洲。19世纪下半叶，广东人又大批进入马来

丛林，开采锡矿。

华人移民东南亚曾被当地统治者厚爱

孔飞力研究发现，就中国移民数量而言，东南亚显

然是核心区。20世纪末，中国移民 70%居住在东南亚，

3700万华侨中，约半数居住在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

西亚。他分析，这种现象是有历史渊源的。

历史上，东南亚一直是宗教、文化和商品贸易相互

交汇之处。自 15世纪以来，东南亚本地统治者就看好华

人和明王朝的中介作用。他们之所以重视与明朝的关系，

就在于明朝实施的朝贡制度有利于提升他们在本地区地

位，并带来财富。

在欧洲人来到东南亚之后，港务监督、商贸等职位

大量由华人担任。因此，东南亚地区成为当时华人移民

的首选之地。因为能给当地统治者带来利益，华人作为

定居者在招募时，颇受欢迎。

淘金诱惑让中国人迁移北美和澳洲

孔飞力在书中提到，19世纪中叶之后，中国海外移

民掀起第二波浪潮。这次大规模人口流动发生了明显变

化，当时的中国人从对外劳务输出，逐渐到外国谋职，

争取获得更好的机遇。因此，他们从旧有的东南亚地区，

进一步向全世界延伸。

地处温带的北美和澳洲，人口稀少，成为不少中国移民的

目标。“中国移民与欧洲移民，几乎是一前一后紧跟着进入

北美和澳洲，淘金对于两地移民具有同样的诱惑力”。

184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消息一出，世界

各地淘金者蜂拥而至，其中，以广东人反应最为迅速。

1850年，约有 1000名中国人到达旧金山，次年，又来了

6000人，第三年，来了2万人。1852年的人口普查资料显

示，加州人口中约有10%是中国人。加拿大的淘金热始于

1858 年，几年后，就有数千中国人移居英属哥伦比亚

。“中国人移民北美从一开始就轰轰烈烈”。

当1851年澳大利亚墨尔本兴起第一波淘金热时，大批

中国人前往，为避免征收高额人头税，很多中国人从南澳

桂珍湾登陆，再跋涉250多英里，才能到达维多利亚的金

矿所在地。

史海沉浮

that spiralled out of control.
“If the Pentagon continues its closeup offshore 
surveillance operations against China, as our military 
prowess increases, more interceptions can be expected. 
As a result, the odds of another collision will go up. 
But if there is a recurrence, the calamity and sensation 
it causes will be much bigger than in 2001, when the 
Sino-US relationship was not as intense as it is now,” 
an opinion piece argued. 
“The simmering distrus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will probably 
explode if there is another 
collision. It will be extremely 
difficult for both sides to control 
the risks and damage.”
Fu Ying, a former ambassador 
to London and the chairwoman 
of the People’s Congress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said: “The 
South China Sea is like a billiard 
ball situation. You hit one ball and 
you strike many others. And the 
US is very big billiard ball.”
She criticised the US for being 
provocative in its use of spy 
planes.
“EP3 surveillance is so constant. You don’t need to 
come back three times a day for something that only 
changes over months. The US military should know 
Chinese history. We have suffered invasions since 
1840, mostly from the sea.”
Fu added: “Both sides are very tense with very strong 
positions. For the US, it is a geopolitical issue but for 
China it is territorial. There would be 1.3 billion people 
who would be angry if we cede territory.”
Another official portrayed Xi as the heir to China’s 
historic emperors. “None of them lost territory, and Xi 
cannot be the first.”
China lays claims to islands covering 80%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nside a big territorial loop known as the 
“nine-dash line”. The area was occupied by Japan and 
then surrendered in 1945, without a stated beneficiary, 
but Beijing argues its sovereignty was accepted by the 
west until the 1970s. It insists on all published maps of 
the region having the nine-dash line clearly marked.
The legitimacy of these claims is being challenged by 
Vietnam, Malaysia and the Philippines, which have all 
colonised the islands closest to their coasts, and Manila 
has taken its challenge to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in The Hague, disputing Chinese attempts to claim 
territorial waters around uninhabitable rocks. China 
refused to cooperate with the tribunal proceedings. 
Diplomats and military officials from the US and China 

held a ”strategic security dialogue” in Washington on 
19 May, at which US officials said they had urged their 
Chinese counterparts to rein in their reaction to the 
tribunal ruling. 
However, there is pressure from the US military to 
take up a more aggressive position. The Navy Times 
has reported that the head of US Pacific Command, 
Admiral Harry Harris, was proposing “a muscular US 
response to China’s island-building that may include 

launching aircraft and conducting 
military operations within 12 miles 
of these man-made islands”.
Currently, the White House has to 
give its approval if a US warship 
navigates within a 12-mile limit 
around the disputed islands and 
rocks, and they do so under 
conditions of “innocent passage”, 
under which they cannot fly 
aircraft, use anti-aircraft systems 
or carry out live fire exercises. 
But there are also calls for a more 
assertive stance from Congress.
“The White House’s aversion to 
risk has resulted in an indecisive 
policy that has failed to deter 

China’s pursuit of maritime hegemony while confusing 
and alarming our regional allies and partners,” John 
McCain, the chairman of the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told the Navy Times. “China’s increasingly 
coercive challenge to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must be met with a determined response that 
demonstrates America’s resolve and reassures the 
region of our 
commitment.”
“US warships 
and airplanes 
should be 
aware that the 
South China 
Sea is all about 
high seas, but 
it also contains 
territorial seas 
and airspace of 
many coastal 
countries,” deputy minister Liu said. “Chinese needs 
peace and stability, and we do not want to have any 
military standoff or conflicts with the US. We hope the 
US warships and airplanes will not make provocations 
against us.” (Courtesy www.theguardian.com/
world/2016)

Fears are growing that there will be a sharp rise in 
tens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the next few weeks 
after an international tribunal delivers a ruling on 
disputed islands and reefs that Beijing has said it will 
reject.
Western officials say they fear 
China will react to the rul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which 
is expected to side with the 
Philippines, by raising the 
stakes in the busy trade route, 
expanding its land reclamation 
and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to reefs in the Scarborough 
Shoal, close to Manila.
The White House is under 
pressure from the top US 
commander in the Pacific 
and some in Congress to take 
a tougher line with Beijing 
and carry out more military patrols close to China’s 
fortified islands, where there have already been close 
encounters between ships and planes from the two 
rival powers. 
Beijing, which argues the tribunal has no jurisdiction 
on the matter, has warned the US against escalating the 
conflict, saying it will defend itself if necessary. 
“Of course, when the ruling comes out our friends in 
Philippines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preach that 
the tribunal has binding power, and that China must 
obey the result. But surely we will be firm in saying 
that the results are illegal, that the tribunal has no 
binding power and China will not accept the ruling,” 
said Liu Zhenmin, the Chinese deputy foreign minister 

who has been a lead negotiator on the 
issue.
“The US knows about its own history in 
south-east Asia. We will oppose the US 
if it stirs up any conflict in south-east 
Asia. But if scenarios of the Korean 
war or Vietnam war are replayed we 
will have to defend ourselves.”
Liu added that he did not think “things 
would go as badly as that”, but warned 
that any US attempt to contain China’s 
rising sea power was doomed to 
failure. “We have been saying to our 
American friends you cannot really 
circle China by having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or building military bases – 
you were not able to do that 30 years 
ago, let alone now. China’s rise and 

development will not be held back by anyone,” he said.
According to Chinese officials, there was a debate 
about the wisdom of the island construction programme 
when it began in earnest three years ago, a discussion 
that the hawks won. The volatility of the situation is 

heightened by the fact that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yet to consolidate his 
power base and has alienated 
powerful figures i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in the 
Communist party with his anti-
corruption drive. Diplomats in 
Beijing said Xi’s hold on power 
would be in doubt at least until 
next year’s party congress. 
Until then, he cannot ignore 
the increasingly nationalist 
mood in the country centred 
on the standoff in the South 
China Sea. Public anger has 

spiked each time US ships and planes have conducted 
“freedom of navigation” patrols close to Chinese-
claimed islands and reefs, sometimes leading to near 
misses between military forces from both countries. 
Concern is rising over the prospect of a repeat of the 
collision in April 2001 between a US EP3 spy plane and 
a Chinese jet fighter. The US plane was forced to land 
on Chinese territory and its crew was soon released, 
but the Chinese pilot was killed in the collision. The 
incident was nearly repeated earlier this month when 
Chinese jets almost collided with a US EP3 near the 
same spot, off Hainan island. 
The Chinese state-run Global Times warned that such 
a collision in the current climate could lead to a fall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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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China Sea Fears Grow Before
Tribunal Rules On Disputed Island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China Already Says It Will Reject Ruling, Increasing West’s Fears
Of Construction Surge In Islands And Reefs In Busy Trade Route

Filipinos protest in Manila stage demanding China pull out of the contested 
Scarborough Shoal in the South China Sea. 
Photograph: Dondi Tawatao/Getty Images                                                              

Militarization at Scarborough Shoal would 
give [China's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Navy] the ability to hold Subic Bay, Manila 
Bay, and the Luzon Strait at risk with coastal 

defense cruise missiles or track aviation 
assets moving in or out of the northern 

Philippines." 

International Tribunal Headquarters In 
The Hague

gov, or by calling 1-800-621-3362. If you or a loved 
one is hearing or speech impaired, please call 1-800-
462-7585.
Do you need legal assistance?
The State Bar of Texas,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s 
Young Lawyers Division, and FEMA are providing 
assistance to survivors who need help dealing with 
issues related to the flooding but have no means to hire 
a lawyer. A confidential, toll-free hotline (1-800-504-
7030) is available 24/7 to help low income individuals 
with legal assistance on issues such as:
Life, medical, and property insurance claims

Landlord-tenant problems
FEMA and other government benefits available to 
disaster survivors
Help with home repair contracts/contractors
Replacement of wills and/or other legal documents lost 
or destroyed in the disaster
Consumer protection issues such as contractor scams
Mortgage-foreclosure problems Additionally, Lonestar 
Legal Aid is offering free legal assistance to those 
who qualify.  Please review criteria for obtaining free 
legal aid by visiting www.lonestarlegal.com or calling 
1-800-733-8394.

Area Flooding Update And Relief Resources Available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Dear Friends-
Our region continues to be slammed with heavy 
rains, resulting in more flooding affecting thousands 
of residents. Those seeking federal assistance can 
receive help at one of four flood recovery centers 
in Harris County. These recovery centers will 
have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FEMA) who can help people 
register flood damage, apply for aid, and answer 
questions. City and county officials will also be 
available to offer referrals to legal aid and local social 
services.
Please note that individuals must apply for FEMA 
Disaster Assistance by Friday, June 24, 2016, to 
receive aid. The four recovery centers will be open 
from 9 am to 6 pm Monday through Friday, and 9 am 
to 2 pm on Saturday. Please review the list below to 
see which recovery center is closest to you:
Bayland Community Center, 6400 Bissonnet St., 
Houston, TX 77074
Greenspoint Commercial Office Building, 16800 
Imperial Valley Dr. Houston, TX 77060
Cypress Creek Christian Church and Community 
Center, 6823 Cypresswood Dr. Spring, TX 77379
Lone Star College Cy-Fair Library, 9191 Barker Rd, 
Cypress, TX 77433
Come prepared! Applicants will be asked to 
provide:
Social Security number
Address of the damaged primary residence
Description of the damage
Information about insurance coverage
Current contact telephone number
Address where they can receive mail
Bank account and routing numbers for those preferring 
direct deposit of funds
Even if you are not 100 percent certain whether you 
qualify for aid, please apply. You can apply at the new 
recovery centers, by visiting www.disasterassistance.

Texas Workforce Commission Unemployment 
Assistance
Individuals can apply for benefits by calling a TWC 
Tele-Center Monday through Friday between 8 am and 
5 pm at 1-800-939-6631. 

Sincerely,
 

Rodney El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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