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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候選人唐納德•川普到休斯頓拉選票

本報記者陳鐵梅報導

2016年6月17日，美國總統候選人唐納德•川普在休斯頓北部的林地市（woodlands）與支持者進行拉票
演講。根據主流媒體的報道，前幾天特朗普落後希拉裡的有10個百分點，因為發生奧蘭多（Orlando）槍擊
案後，差距拉近到5個百分點，川普在休斯頓的演講，還是一直保持他口無遮攔的風格，他反對自由貿易、
反對移民，他說：中國為了阻止外來侵犯
，在兩千多年前就建造了兩千多英裡的長
城，今天美國與墨西哥除了天然的屏障，
可以穿越的邊境只有一千多英裡，他用手
指著支持者問要不要建？他還說：美國沒
有必要參與日本的事情，有一天我們為日
本去打仗，日本人坐在家裡看著他們的索
尼電視（Sony）。就是這樣的川普在休斯
頓也刮起一陣川普風。

現場有幾萬人排隊入場。

德克薩斯州副州長丹•帕特裡克（Dan Patrick）到場支持川普。

現場狂熱的支持者。

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陳鐵梅到現場進行采訪報道。
場地外的保安級別非常高，天空有直升機巡邏，地面警察
分布密集。

在唐納德•川普演講現場外面有很多關於川普的紀念品賣。

盧軍宏台長 「觀世音菩薩心靈法門」 開示（七）
參加【法會】能帶來的【好運】
女聽眾：您好像大法會一般都是

三月份、六月份、九月份（對）那這
個跟我們平時說的“三六九”過劫有
沒有什麼關聯啊？

師父答：當然有關聯了，三、六
、九月份和平時的日子是一樣的，
“三六九”幫助大家消災解難啊。過
去比方說家裡有一個亡人要過世之前
，孩子馬上結婚，可以沖喜嘛，爸爸
媽媽的身體會弄好的，這是古時候講
的，叫“沖喜”。現在師父幫你們
“三六九”不在“沖喜”嗎？ “三六
九”都會有大的劫嘛（哦，明白了）
把這麼多菩薩請下來，那“三六九”
不就沒有災了嘛！ （就是說多參加師
父的法會也可以幫我們消掉很多災劫
的）這個肯定的（感恩師父，感恩觀
世音菩薩）否則天上為什麼要開法會
啊？ （對）

女聽眾：有一位法國里昂的師兄
想跟大家分享：無論我們是不是弟子
都應該多參加師父的法會，去助緣菩
薩的法會，這真的是太重要了。無論
我們修行到什麼層次，菩薩都會讓我
們比原來有一個提升，每次在境界上
有一個新的飛躍。還有就是發心特別
重要。這位同修的老公是法國人，在
法國的時候，他就發心去護持法會、
護持師父。他本來一年多沒有工作，
但法會結束後好幾份工作都擺在眼前
；還有他的車兩年沒有賣出去，法會
回來第二天車子就賣出去了。更讓人
感動的是上週這位同修過生日，早上

起來她那
法國老公
說送她一

樣東西，讓她在佛台找，她居然看到
了3張經文組合，是她法國老公念的
，這3張對於一個外國人來說真的是
太不容易了。三年前她老公還是一個
天主教徒，到後來慢慢念經，堅持不
肯念經文組合，到現在念了3張。尤
其是這次法會觀世音菩薩和師父給他
加持之後，他的變化特別大，他現在
自己也準備念經文組合了。

師父答：每次法會師父見到很多
人都可以加持的（是的師父。這位同
修說對待西人念經一定要非常耐心，
等到他們緣分到來，不要太著急）對
（還有法國里昂的一個老太太病得很
嚴重，她的女兒前幾年也去世了，我
們同修就讓她念經文組合。她也是一
句中文都不會講，念了4張經文組合
，一個字一個字在太陽底下念的，質
量非常好。燒到第4張的時候，她說
那個火焰不是往上的，而是往下的，
那個火焰就形成她女兒的臉）哎呦
（她看到了。晚上就夢到觀世音菩薩
到她家看她，用法語跟她講：“我會
保佑你的。”因為她以前對心靈FM
半信半疑，現在堅定不移地念經、念
經文組合。能聽到外國人念經真的是
法喜充滿，很不容易，我們更要好好
珍惜心靈FM）現在你知道了吧，菩
薩什麼話都會講，她感覺菩薩是講法
語，實際上觀世音菩薩就是意念跟她
講，到了誰的耳朵裡就是誰的語言，
這是一種信息（嗯）

女聽眾：我爸爸媽媽這次參加師

父在高雄的法會，後來我才知道參加
這次的法會，讓他們化掉了一大劫。
因為我後來夢到一個大山洞被水淹了
，裡面至少有一千五百個人被困出不
來，最後遇難。他們兩個也在裡面，
我很擔心他們出不來。但是接著就看
見爸媽開著快艇從山洞裡面出來了，
船上還救了幾個人，快艇後面有一個
牌子寫著“高雄號快艇”，我真的是
感恩師父。

師父答：現在你知道了吧，救他
們命啦。師父到哪裡去弘法，菩薩就
往哪裡跑（是，感恩師父）

女聽眾：同修為她智障女兒念了
半年多的經文，經文組合已經送了接
近兩千張了，所以這個小孩子現在恢
復得挺好。她的先生這次也去馬來西
亞參加法會，開始的時候半信半疑還
不完全相信，到了觀音堂我們都勸他
好好念經，好好聽師父開示，然後他
自己也完全相信了。他自己本身有甲
狀腺結節，法會回來之後也消失了。

師父答：哎呀！你看看（是的，
我們都非常開心）那裡菩薩多，每次
開法會菩薩多少啊！ （對，我們真的
很感恩師父，感恩菩薩，讓我們有機
會去聽聞這麼好的佛法）

女聽眾：我們在法會上，如果突
然之間想通一件事情，菩薩都會馬上
加持我們嗎？

師父答：已經加持了，你才會想
通的，不加持你不會想通的（噢，對
，在法會上特別容易想通一些事情，
想通後反應也會很強烈，我們有幾位
同修都是這麼……）那就是菩薩已經
加持了（在法會上如果動壞的念頭、

起嗔恨心，孽障也會特別大嗎？）比
正常要大。

女聽眾：我還想跟同修們分享一
下，我覺得跟著師父一起弘法是特別
好的，跟師父一起開完法會之後，我
就會夢見一朵很大很大的蓮花，每一
個花瓣可能都像人一樣大（對，呵呵
）會發光，然後會往上升，那是不是
我自己的蓮花，還是護法神呀？

師父答：那有可能你看見菩薩了
，因為你只能看到蓮花，你看不到蓮
花上坐的菩薩，一般蓮花上面都有菩
薩，你要叫師父看的話我就能看見蓮
花上的菩薩了啊，你只能看到蓮花。
因為層次不一樣，有的人眼睛只能看
到這個層次，有的人眼睛可以看到更
高的層次，明白了嗎？ （明白明白。
我向師父懺悔，我修得也是特別不好
，雖然我跟師父緣分特別深。我夢到
之前我是您的徒弟，然後師父帶著我
拜觀世音菩薩，還有佛陀。師父也經
常在夢裡面給我加持）給你加持，你
說你救了多少人啊？你努力了多少啊
？唉！ （我很慚愧……有的時候一個
月我都會夢見師父法身可能有二十天
左右，所以我覺得真的是……）那你
跟師父的緣分很深啊，傻姑娘，好好
努力啦！讓你投個女身已經讓你受苦
了，修得不好（我知道，我一定會好
好修的）好好努力啊，要多度人啊，
這次這麼好的機會，師父要到墨爾本
來，你們應該拼命地去度人啊！ （好
的，明白）

女聽眾：師父您好！ 5月5號我
們去發書了，很多人都結緣了很多書
啊，我覺得收穫挺大。結了那麼多緣

，把師父那些碟片、書也拿回來，他
們都看了，都分享了，很多人都很激
動……

師父答：真正的學佛人，到了一
定的時候知道了這些知識，他馬上就
明白咋回事了，剛剛前面就有一位女
士說的，她是通靈人，本來也是左看
右看的，突然之間一看師父的書，她
全部都明白了。誒，這就對了，一個
人如果沒有慾望的話，心就平靜像水
一樣了。觀世音菩薩真的為了眾生啊
，觀世音菩薩吃多少苦啊！所以你要
知道菩薩下來不容易的。這個法門讓
眾生能夠離苦得樂，多好啊！讓他們
每個人在家都能念經，那最好了，對
不對呀？ 過去我們多緲小啊，就自己
一個人，朋友沒幾個，整天在家裡不
知道幹什麼。現在你結了善緣之後，
你有多少朋友出來了？大家都對你這
麼尊敬，這不就是觀世音菩薩給你們
的法力嗎？ 去跟不去，完全是兩個感
覺，一個是得到加持的嘛

（本報記者秦鴻鈞） 老休士頓人
對僑教中心旁 Ranchester & Harwin 交
口上的韓國 「 故鄉 」 餐廳并不陌生，
它成了在Harwin 上班，工作者解決午
，晚餐最喜愛前往的地點。他們的午餐
飯盒，豆腐煲，石鍋拌飯，Bar. B. Q
韓國烤肉及各式小菜，泡菜，更是津津

樂道，回味不已。如今老客人可以美夢
成真，重溫舊夢了！ 「故鄉」 的老闆
搬來搬去，還是在 「 中國城 」 ，這次
在 「 越華廣場 」 靠近八號公路區位,
才新開張，已有不少老客人聞風而至，
大塊朵頤一番。

重新更名為 「Bobs & Grill Koren

B.B.Q. 」 的韓國烤肉食府，為了慶祝
新張，特別優惠新、老客人。一份
Package Order, 有兩種品種的菜色。如
您點了石鍋拌飯，可另選一份豆腐煲，
或韓國烤肉，或煎魚，即算一個Order
的價錢，還有供您隨時免費使用的泡菜
，小菜吧，讓您儘量取用。一個價錢，

兩種享受，絕對物超所值!
韓國菜是亞洲食物的一種，很

合國人口味，吃多了中國菜的
客人不妨換換口味，到Bobs &
Grill Koren B.B.Q.b 來嚐鮮，精
緻健康的豆腐煲，口感十足的
韓式石鍋拌飯，還有風味十足

的韓國烤肉，保證帶給您不一樣的口味
和享受，讓您一吃就愛上它！

「Bobs & Grill Koren B.B.Q. 」 的
地址在：8300 W. Sam Houston Pk-
wy, Houston TX 77072 （ 位於越華廣
場靠近 8 號公路區位 ），電話:(832)
338-6653, ( 832 ) 486- 9458

「Bobs & Grill 韓國烤肉食府」 在越華廣場新開張
原Ranchester & Harwin 上 「 故鄉食府」 東主

歡迎舊雨新知光臨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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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美國味全食品公司是信譽卓著
的食品公司，味全公司有 200 多種產品，而且不斷在研
發推出新產品。美南國際電視《生活》節目從 2012 年
起，與美國味全食品公司合作推出每年一季的由味全食
品公司冠名贊助的電視節目《味全小廚房》，大受歡迎。
往年的《味全小廚房》每年撥出四個月，每個月兩期。
節目播出以後，很受家庭主婦和吃貨們的歡迎，因此，
從 2016 年 3 月起，《味全小廚房》將每月播出一期《味
全小廚房》節目，全年不停。六月的《味全小廚房》依
然由休斯敦最受歡迎的名廚——錦江飯店老板丁德忠
師傅教大家做菜。今晚兩道菜是酸菜筍絲炒墨魚和豆腐

衣包肉。另外，本月特別為您介紹味全公司的新口味水
餃——茴香豬肉餡水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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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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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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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全小廚房》今晚錦江酒家丁師傅教你做菜！ 

丁師傅主理糖城家樂超市的“家樂小廚”
糖城的朋友有福了！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休斯頓，丁師傅是一
塊響當當的金字招牌。丁師傅的錦江酒家和位於
家樂超市內的家樂小廚生意都很火，食客如雲。

錦江酒家以做上海本幫菜和海派川菜而出名，
再加上精致的裝修，熱情的服務，使錦江酒家成
為了休斯敦華人宴客和聚會的首選餐館。一直以
來，錦江酒家還有許多精致上海點心令人無法抗
拒，生煎包、小籠湯包、豆沙鍋餅、鮮肉月餅、
糖酥餅、蟹殼黃、鮮肉粽子、砂鍋小餛飩等都是
錦江酒家的拿手小吃，尤其是粢飯糕和蔥油餅，
那更是老上海的味道。

從去年 12 月開始，錦江酒家每天從上午 10 點
至下午 4 點推出天天茶市，不但有廣東點心，也
有上海點心。廣式蒸點有：鮮筍蝦餃、蟹黃燒賣、
仙俠釀豆腐、蠔油腐竹卷、醬油蒸鳳爪、珍珠糯
米雞、蠔油叉燒包。煎、炸累廣式點心有：蜂巢
香芋角、家鄉鹹水角、臘味蘿蔔糕、金絲炸蝦丸、
油條等。腸粉類廣式點心有：鮮蝦腸粉、蔥花蝦
米腸粉、香西牛肉腸粉、玉子豆腐腸粉、排骨腸
粉、白腸粉等。甜品類廣式點心有香滑奶黃包、

香滑馬拉糕、香脆芝麻球、蛋撻、炸鮮奶。上海
點心有粽子、小籠包、生煎包、蔥油餅、肉絲蔥
油拌面、肉包、素包、薺菜蝦肉餛飩、蘿蔔絲餅、
豆腦、小餛飩、酒釀圓子、八寶飯、蠔油芥藍。
這些點心價錢從 $2.50 至 $4.50，好吃不貴，隨到
隨點。

對於雙職工家庭來說，下館子是周末的重要
活動，而平時怎麽解決吃飯問題確實傷腦筋。你
想想，在工作了一整天之後，用半小時的時間去
買菜、一小時的時間炒菜做飯、一小時的時間收
拾廚房，卻只有半小時的吃飯享受時間，這是很
多人所不願意的。去餐館吃當然美味而且環境好，
如果天天去肯定承受不起，只能偶爾為之。其實
性價比最高的外食就是去超市的熟食部，既快捷
又便宜，把美食打包回家，慢慢享用。

住在糖城的朋友有福了！糖城家樂超市的熟
食部最近煥然一新，更名為“家樂小廚”，由休
斯頓名廚、錦江飯店老板丁師傅主理，現在的“家
樂小廚”不光有熱菜和涼菜，也有包子、油條、
餃子、面條等面點，還另外設有烘焙部，每天新

鮮供應面包、蛋糕和三明治等。還有手工包的各
種餡兒的水餃、餛飩和鍋貼，當天包當天賣，絕
對是 home made 的味道。

丁師傅出身科班，又在上海的五星級錦江飯
店做過多年大廚，來美國後也一直從事餐飲業，
擅長各種中西菜肴，丁師傅的錦江酒家以做上海
菜而出名。此次家樂超市三顧茅廬，邀請丁師傅
出山來治理“家樂小廚”， 丁師傅果然出手不凡，
為推廣健康養生理念，丁師傅燒出了道道少糖、
少鹽、少油的健康菜餚，充分利用食材的原味，
讓菜肴味美鮮甜。天天現烤出爐的明爐燒臘、火
鴨、燒雞全面特價，既美味又節省荷包。

家樂小廚的優勢還在於就在家樂超市裏面，
家樂超市天天提供多樣化有機食品、百餘種新鮮
蔬果，所以家樂小廚的食材既新鮮又便宜，也能
更多地讓利給顧客。剛開業不久，家樂小廚就吸
引了大批食客的光臨，其中不乏一直跟隨丁師傅
的粉絲食客。丁師傅不光把錦江酒家的許多名菜
帶到了“家樂小廚”，而且實行新張大優惠。住
在糖城的華人朋友們，您下班回家的路上，順道
來家樂超市的“家樂小廚”一趟，不光能吃到美
食，而且還能得到不少實惠呢。

糖城家樂超市 welfresh
地 址：4635 Highway 6, Sugar Land, TX 

77478，電話：281-313-8838，
錦江酒家：9968 Bellaire Blvd., #160（黃金

廣場），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995-0985

《味全小厨房》主持人翁大嘴（左）和丁師傅（右）。
味全公司今年的新產品 - 茴香豬肉餡

山東手藝水餃。

豆腐衣包肉。 酸菜筍絲炒墨魚。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休士頓僑教中心莊主任雅淑(右 4)、僑務諮詢委員王敦正及
FASCA導師、學員於臺灣文化攤位前合照。

休士頓青年文化大使(FASCA)向主流社區介紹臺灣文化
設置攤位並接受觀眾
詢問。

德州州議員吳元之出席大會並致詞。

出席觀看節目的學生及家長們。

中華文化中心也來擺攤。
墨裔的學生們出席準備演出。

諮詢導師許健彬
帶 領 FASCA 學
員以台灣民俗節
慶 「舞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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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太陽能飛機
飛越自由女神像 抵達紐約

据外媒报道，全球最大太阳能飞机“阳光动力2

号”9日晚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启程前往纽约，经 5

小时后，于当地时间 11日凌晨 2时飞越纽约自由神

像，降落纽约市肯尼迪国际机场。

机师波许博格在社交网络留言庆祝，并表示飞

越纽约地标是梦想成真，令他深有感触。

纽约是“阳光动力 2号”环球飞行的第 14站。

这架太阳能飞机于 2015 年 3 月 9 日从阿布扎比出

发，然后飞跃亚洲和太平洋抵达美国。它计划在

不使用任何燃料的情况下完成围绕地球一周的飞

行。

之后，“阳光动力 2号”将横越大西洋到达欧

洲，然后前往中东。不过，由于要考虑天气因素，

可能要等数周才会开展下次飞行。

据澳洲网报道，澳洲饮料公司Maximus近日推出

一款新产品——番茄酱味的运动功能饮料，还建议

消费者搭配着猪肉派一起食用。

据悉，这款奇葩饮料一经问世就收到了“史上

最难喝”的称号，不少网民纷纷在社交媒体吐槽这

款饮料。

一瓶饮料 两种用途

据报道，澳洲饮料公司Maximus近日推出的新品——

“Pie Mate”(肉派伴侣)遭到了无数网民的差评，这

款运动型饮料呈鲜红色，味道与番茄酱很像，商家

还拿此作卖点，建议消费者在吃肉派的时候饮用这

款饮料，这样就可以省去番茄酱的钱了。不过，讨

厌这款饮料的网民并不买账。

视频网站YouTube的一位年轻用户还录了一段

“试胆”视频，当他把红色的液体倒入杯中时，他

一边笑一边紧张地说：“这闻起来很恶心。”

在把杯子送到嘴边之前，他又闻了一下，然后

说：“真的太难闻了。”之后年轻人准备开始挑战

一小口，但他又停住了，然后紧张地笑着说：“我

做不到。”不过最后，年轻人还是鼓起勇气喝了一

小口，结果还是被“雷人”的味道吓到了。

接着他把饮料端给他的父亲，他的父亲说：“我

敢打赌这个很难喝。”结果在喝了一小口后，年轻

人父亲的话应验了。不过视频到此还没有结束，年

轻人又不断劝说母亲也尝试一下，在抿了一小口之

后，这位母亲说：“味道真的太奇怪了。”

没有最奇葩 只有更奇葩

除了用视频吐槽 Pie Mate 饮料，图片分享网

站 Imgur 还有一张配图，上面写道“在澳洲，我

们有一个促销活动，如果你买一个肉馅饼，你就

可以免费得到一瓶 Pie Mate，因为它可以扮演番茄

酱的功能”。

一位社交网站“脸谱”(Facebook)的用户在喝过

这款饮料后这样写道：“这是我最不想放进嘴巴里

的食物”，另一位用户写道，“我喝了以后差点吐

了出来”。社交网站Reddit的用户们对此揶揄道，澳

洲人在努力变得”更奇怪“和”更奇葩“的道路上

已经走得太远了。

霍比特人為何嬌小？
或為生存“縮水”成76厘米

据外媒报道，10多年前在印度尼西亚佛洛

勒斯岛，发现被昵称为“霍比特人”的人类骨

骸之后，考古学家如今解释了霍比特人为何如

此娇小的原因。

据报道，8日刊载于《自然》期刊的两篇研

究报告指出，学者根据约70万年前的部份下颚骨

及6颗牙齿推测，霍比特人可能在约100万年前抵

达印度尼西亚佛洛勒斯岛，且或许因为岛上资源

缺乏，导致其“在数万年内”随着演化缩小身形

以生存，推断成年霍比特人身高只有76厘米。

考古学家莫伍德 2003年在印度尼西亚佛洛

勒斯岛梁布亚洞穴发现上述下颚骨及6颗牙齿，

并推测这些化石属于至少一名成人和两位孩童。

这项发现在当时造成轰动，但对人类演化

的解释不尽明朗。莫伍德 2013年逝世，未能见

证支持他最初评估的最新研究。

《自然》杂志上的报告写道，“这个下颚骨

看起来像直立人，而非健壮的人类始祖‘巧人’”。

日本东京的国立科学博物馆人类史专家海

部阳介说：“牙齿化石的形态显示，人类后裔

代表了直立人在佛洛勒斯岛上被孤立而侏儒化。”

不过，有部分科学家仍未被伯格的说法说

服。美国纽约石溪大学人类学教授强格说：

“我不认为这些拼凑而成的牙齿标本完整地解

释了人类的起源。”

柬埔寨吳哥窟旁“再現”
地下巨城 規模可與首都匹敵

考古学家近日宣布，借助航空三维激光雷

达扫描技术，他们在柬埔寨吴哥窟附近发现多

处地下城市遗迹，有些城市规模甚至与首都金

边相当。

规模可与金边匹敌

英国《卫报》11日报道，澳大利亚考古学

家达米安· 埃文斯率领的考古团队 2015年使用

机载激光雷达探测了大约 1900 平方公里的区

域，经过图像和数据分析，还原出这片热带雨

林下的数座城市遗迹。

“我们在森林下面发现了一些完整的城

市，先前没人知道那里有城市，”埃文斯说，

其中一些城市规模可与金边匹敌。

实际上，这不是埃文斯团队第一次在柬埔

寨有所发现。2012年，他们首次采用激光雷达

扫描技术，认定荔枝山下面曾经有座城市；

2015年，由欧洲研究理事会资助，埃文斯团队

在吴哥窟地下发现一大片“由直线组成的”螺

旋状沙土结构以及8座塔的遗迹。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名誉教授戴维· 钱德勒

长期从事柬埔寨研究，他说埃文斯团队的发现

将帮助人们更多地了解吴哥文明如何繁荣、如

何衰败，是在“重写历史”。

“虽然把这些重大发现写入旅游指南和历

史书籍尚需时日，”他说，“但他们成功把数

以百计没有姓名记载、讲高棉语的普通人放入

柬埔寨历史，这本身就是一大进步。”

考古学家戴维· 凯尔先前参与柬埔寨荔枝山

的探测活动，他说这些考古发现“彻底改变了

我们的理解和观念，不可能不为之兴奋”。埃

文斯定于13日在伦敦皇家地理学会介绍新发现，

相关成果将在英国《考古学杂志》上刊发。

菲律賓布盧桑火山噴發
火山灰升起約2000米

菲律宾吕宋岛南端的布卢桑火山于当地时

间10日喷发火山灰，高度达2000米，附近村庄

恐会受到影响。

报道称，菲律宾火山暨地震研究所发布通

告称，当地时间上午11时35分，布卢桑火山喷

发，时间约达 5分钟，火山灰云约 2000米高，

朝西北方飘移。

布卢桑火山目前处于一级警戒状态，意味

着火山内部正进行着热液活动，可能导致更多

的蒸汽爆发。菲当局提醒民众，不要靠近半径

4公里的“永久危险区”，民航飞机也不要飞

越火山口外围空域。

菲律宾火山暨地震研究所官员也表示，截

至 10日上午 8时的 24小时之间，当局在布卢桑

火山测得113次的火山地震。

布卢桑火山位于吕宋岛南端索索贡省，距首都

马尼拉约250公里，是菲律宾第四活跃的活火山。

澳洲史上最難喝飲料出爐：
番茄醬味可配豬肉派

外媒：吳哥窟附近現
古城遺跡 或改寫東南亞歷史
外媒称，考古学家利用空中激光扫描技术，发

现柬埔寨著名古迹吴哥窟附近大雾笼罩的深山里隐

藏着多个有900至1400年历史的中世纪城市。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 6月 13日报道，澳

大利亚考古学家达米安· 埃文斯说，他们在孔蓬思维

的圣剑寺发现一个深藏在丛林底下的城市群。他

说：“这次经过全盘的考察，我们发现这个城市群

遗迹有金边那么大。”金边面积约678.5平方公里。

报道称，埃文斯 2012年首次利用激光雷达技术

成功在古连山发现摩醯因陀山城的一部分，当时已

得悉一个城市建筑群，连接崩密列、贡开等中世纪

庙宇城市至吴哥，印证了考古学家长久以来怀疑古

连山隐藏了一座古城。

他在 2015年做了一个更大型的空中激光扫描，

覆盖范围达 1901平方公里，发现距吴哥窟不远的森

林，有多个900至1400年历史的城市，包括摩醯因陀

山城。

经过数据分析，专家相信这些巨大、人口密集

的城市，在 12 世纪组成了当时号称人口最多的帝

国——高棉帝国。激光扫描同时发现精密的水利系

统，这比历史学家估计的早了数百年。

报道称，吴哥窟不仅是东南亚最重要的古迹之

一，还被誉为世界奇观。这次发现据信可以修正现

时解释高棉帝国兴衰的理论，包括它如何发展、在

15世纪衰落原因及其与气候转变是否有关。新发现

也将颠覆一些东南亚史基本假设，如高棉帝国遭暹

罗人入侵而南迁，但扫描显示根本没有让他们南逃

的城市。

专研柬埔寨历史的澳洲莫纳什大学退休教授钱

德勒形容，埃文斯及其团队的发现或改写东南亚历

史。他表示，这次研究帮助人们了解吴哥文明如何

兴盛及崩溃。

考古学家波尔金霍恩表示，吴哥的衰落是东南

亚历史中最重要事件之一，但“我们至今仍不知道

这事件的明确日期”。

吴哥王朝国王苏耶跋摩二世，当年为了展示高

棉帝国强大的政治及军事势力，在公元 12世纪下令

建造吴哥窟。

澳大利亞將提供10億澳元
拯救大堡礁珊瑚白化問題

据外媒报道，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宣布

，澳政府将提供 10 亿澳元解决大堡礁的珊瑚白

化问题。

在昆士兰州北部展开竞选活动的特恩布尔说

，这些钱将拨入一个贷款计划，协助减少农工

业的污染，让珊瑚可以恢复能力，抵挡大海水

温的上升。

上个月有科学家发出警告，称大堡礁北部

与中部至少 35%的珊瑚已因白化现象死亡或即

将死亡。

据悉，珊瑚白化与气候改变有关，由于海水

变暖，珊瑚体内的共生藻死亡或被排出珊瑚，珊

瑚因为失去海藻提供的色素与养分，就会出现钙

化变白现象。

大堡礁名列世界遗产名录，每年可为澳大利亚

创造的旅游收益高达50亿澳元。

北極燕鷗遷徙距離世界最長
往返超地球兩倍周長

据英国《卫报》6月7日报道，据一个科学

家小组研究，来自英国诺森伯兰法恩群岛的北

极燕鸥迁徙距离为世界最长。从繁殖地到南极

洲再返回，这个过程长达 59650英里，比地球

周长的两倍还长。

据悉，北极燕鸥是一种很小的鸟，体重仅

有100g，寿命长达15到30年，这也意味着它们

一生中会飞行 3百万公里左右，大概相当于地

球到月球距离的4倍。

专家小组记录了去年7月开始它们的飞行，

它们从繁殖地南下穿越非洲西海岸，绕过好望

角进入印度洋最终于 11月抵达南极洲，整个过

程由系在它们脚上的一个微小仪器记录，这个

仪器只有0.7g中，因此不会对其飞行造成影响。

纽卡斯尔大学的理查德· 贝文是北极燕鸥追

踪小队的一员，他表示，“看到这些小鸟安全

返回时，我们十分震撼，毕竟迁徙距离如此之

长，途中所遇到的阻碍也必定很多。”

此次追踪中，科学家在29只北极燕鸥腿上绑

了小仪器，最终只有20只返回。他们推测部分燕

鸥可能在途中死亡，也可能是因为北极燕鸥并不

是每年都会回来英国繁殖。贝文表示，对数据的

进一步分析将有利于更好理解北极燕鸥的迁徙过

程，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对其迁徙路线的影响

据悉，北极燕鸥迁徙过程中靠浸入海面捕

鱼和获取其他食物为生。贝文还指出，整个迁

徙过程，它们基本处于一种高速前进状态，偶

尔会缓下来慢速前进。它们的翅膀必须不停地

扇动，这种活力充沛的方式简直不可思议。

跟其他迁徙动物一样，北极燕鸥迁徙也是

为了在不同季节获取所需食物。

目前，在法恩群岛上有超过 2000对北极燕

鸥，它们以海中的沙鳗为生。北极燕鸥尽管不

是全球濒危动物，但数量也在不断减少。

C2美國風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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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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想象不到的美國風俗

趣事一：美国最土的是什么？

满大街都是穿着印着州名的T恤还有卫衣。想象一下，如果

中国人都在衣服上印上「河南、河北、湖南、江西......」会是怎

样一副情景？

除了穿印有州名的衣服，穿印着各个大学名字衣服的也不少

。在机场候机的时候，都能看到机场的商店里在卖这种衣服。去

过几个大学参观，大学里面的纪念品商店里也都是卖这些，此外

还有印有学校名字的杯子、钥匙扣等生活用品。尽管只是高中，

也到处都是学校的纪念物品，也是一种美国文化。

趣事二：冰箱贴

到了美国你难免会出去逛，去几个景点，景点里也都有纪念

品商店，卖印有标志建筑、当地风光的周边产品。明信片自是不

必说，另外一个哪儿都能看到的东西就是冰箱贴，无处不在。

除了最普通的冰箱贴，还有一些冰箱贴做成了开瓶器。有的

学生去到当地的家里冰箱上就贴满了各地搜罗来的冰箱贴，很有

意思。

趣事三：无处不在的冰块

想象一下如果是在热带，冷饮里都放冰块是能理解的，除了

气候原因，也是因为加冰可以减少糖的摄入。但是美国这个四季

分明的地方，冬天在餐厅要杯水，上来的都是冰水混合物。

这个让很多学生一开始就完全没法理解了。其实有的说法是

因为在冰水的刺激下，人都会吃得比需要的多一些。

趣事四：为「糖」而狂

只要你看过美国人做饼干，不用多，看一次，估计就再也不

敢吃那些饼干了。基本上一半都是糖。特别是 chocolate chip

cookies 和 peanut butter cups。

关于糖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在万圣节。美国孩子万圣节要到的

糖果能吃很久。真的是很多很多。2014年，美国人在万圣节花了

22亿美元买各种糖果。

趣事五：结婚礼物

说到中西方的婚礼。大家对「份子钱」这件事情很好奇。

各大购物网站上都提供一个功能，叫做 gift registry 或者

wedding registry。如果你要结婚，你就可以在上面创建一个单子

把你想要的礼物都加进去，发链接给你的朋友。更常见的是参加

婚礼的朋友，可以在指定的大型购物网站上面搜你的名字，找到

你的清单，从清单中选一个作为礼物，选了之后，这个选项就会

从清单上消失。非常人性化的设计对不对？

清单上比较常见的包括厨具之类的，有贵的也有便宜的，朋友们

就挑着买。大家也可以想想自己的礼物清单哟。

在美華人一定要了解的
美國風俗習慣和生活小竅門

所谓入乡随俗，刚到美国不久的华人，常常会因为生长的文

化背景不同，和对美国社会生活丶风俗习惯的了解不够，而＂出

洋相＂闹笑话。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一些在美国生活应该掌握的小

窍门，或应该了解的美国人的社会风俗习惯。

1丶许多中国人刚到美国时完全没有付小费的概念，常常

因此搞得大家很尴尬。其实，在美国很多地方都需要小费，

例如餐厅丶理发等通常占 10%-15%的消费；旅馆丶计程车等通

常只需要 1至 3美元。此外，您还应该了解，美国的餐厅一般

一桌只有一个服务生，一开始是谁帮你点菜的，待会有什么

事情就找他，因为你的小费只付给他，所以其他服务生没有

义务帮你。

2丶Rebate和 cash back都是在美国经常用到的促销方式。所

谓 rebate就是把东西买回家之后，填一份申请书，付上产品的电

脑条码（UPC），连同收据寄给制造商，他们回寄你支票；而

cash back就是在结帐的时候直接退还现金给你。附记：良好的节

俭习惯是留学生活的根本。

3丶很多场合会要求出示身份证件，特别是附有照片的证

件，如银行开户，餐厅酒吧点酒，使用支票购物，到邮局领包

裹等。可用来证明身份的证件有驾照（可持护照丶出生证明丶

居住地证明向各地汽车监理站申请）丶学生证丶信用卡等。附

记：驾照于笔试后即可得到，但无法开车，需要另外考路试才

可驾驶。

4丶在美国念书，一定要强制保险，多数学校明文规定没有

保险，就不能注册。学生保险的费用大约是五百至一千美元。整

个家庭大约在二千至三千美元之间。选择保险要注意可能发生的

疾病，是否在Cover的范围，还有Cover的比例是多少。美国保

险是部分给付，而且要超过一定金额，称之(deductible)。一般保

险Cover的范围是＂医疗上必须＂的。附记：如果学校没有一定

要申请，另外治牙费用不在保险范围内；大病通常都需要自己购

买保险。

5丶美国社会现在几乎是持卡时代，随身不带太多现金，

以免招来危险。有时在餐馆使用百元大钞，还会引来不便，不

如随身携带提款卡及信用卡，使用方便。虽是如此，但随身不

妨多带些 quarter，一来可打电话，二来可付小费，或其他投币

之用。附记：如提取大量现金（超过 2000美元）需要提前电话

预定。

6丶各种帐单应准时支付，帐单上多会载明付费截止日期，

最好能够提早一周左右支付。万一误时，不仅可能会遭罚款，同

时也会使自己信用扫地。附记：在美国信用大于一切，信用不好

今后买房丶买车困难，甚至连工作都难以找到。

7丶美国人喜欢养宠物，特别是狗和猫，但是在未经主人同

意时，最好别随意逗主人家的狗。美国人带狗去住宅区散步时，

会带着为狗清除粪便的工具与袋子。有责任心的美国人会将家中

养的狗猫带去兽医那儿做节育手术的。在美国虐狗等同于虐人，

不喜欢狗的朋友需要避让。

8 丶有人打喷嚏时，美国人就会异口同声地对他说"Bless

you"，打喷嚏的人也都会说"Thank you"致谢；在公共场所避免

打嗝，如果不小心打了嗝，就得赶快说声 \"Excuse me\"。切

记，了解并遵从简单的生活习惯，有助于让你很好地融入美

国社会。

9丶在美国公共场合例如公交车丶地铁不要大声喧哗，注意

排队上车。

10丶万圣节在北美有习俗，小孩子会挨家挨户敲门，你需要

准备些糖果，否则你的窗户可能不保。附记：这是北美的习惯，

警察不会管的，自己多

准备些才是硬道理。

11 丶租房在美国很

关键，学校里面比较贵

但是安全系数比较高；

外边自租相对自由也可

以有更多选择，费用也

会相对便宜，但要看清

楚房费是否包含各种水

电费。附记：自租尽量

避免在黑人区，那里相

对便宜但是安全系数真

的不高。

12丶BOXING日是美

国一年一度的打折日，也

是华人采购的最好时机。

如你需要购买心仪的商品

，需要提早去排队，否则

好东西都没有了。

美國風俗與
中國的區別

(一)礼仪

在美国社会必须“入境随俗＂，

必须了解并遵守美国社会中惯行的

礼仪规则。

在穿衣方面：

虽然美国人以随和、不正式的

印象，但在上班、赴宴会的场合，

仍是很正规，穿衣的规矩极多，但

以适合时宜为主。例如参加婚礼、

参加丧事，则应着黑色或素色的衣

服；女士在办公室应着裙装，避免

穿牛仔长裤。

乘车方面：

车内座位的大小顺序，要看主

人开车或司机开车而有所不同。如

是搭乘出租车，应该以后座右方的

座位为最大座。后座的左位为次之，

再其次为中间，而司机旁的座位为

最卑位。如开车的是友人，则他旁

边的座位为最尊位，其次才是后座

右、左及中间位。因此在中国常见

男女友搭乘出租车时，男士总是打

开车门让女士先进入，挪到左边位，

男士再坐到右边位上，这是完全不

符合正式西方礼仪的。正确方式应

是让女士入座后，绕到左边车门自

行上车入座。上下楼梯也有一定规

矩，上楼时应让女士、长者先行，

目的是保障女士、长者的安全。

在饮食的方面：

要注意餐具应先由最外面的一

副刀叉开始使用，食物要用叉子压

紧，切成小块才放入口中，吃食物

及喝汤时不可出声，喝咖啡的小汤

勺是用来搅拌奶品及糖的，切记不

可用汤勺来喝咖啡，并避免在餐厅

中喧哗。

如接到请贴赴宴，要注意下面

几点:

1、是否需要寄回回柬，告诉主

人参加与否，有时也可用电话通知，

如请贴上注明“regrets only＂，则

只有无法参加时才需通知，“rsvp＂

就应不论参加与否均寄上回帖或电

话通知。

2、注意参加的宴会有无服装的

规定。

3、准时，在参加酒会的时候，

则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如五时至七

时)前往，当然也不宜太晚才到。

如果邀宴宾客，则主人应注意:

1、陪客，应邀请与主客关系良

好的人做陪。

2、食物，应先了解客人有无忌

嘴的食物，如是否为素食者，是否

为不食猪肉及鳞鱼类的犹太人。

3、座位，主人应坐在背对门的

位置，主客则在其对面，另外要注

意阶级、尊卑，并以男女、夫妻、

中外分坐为原则。

进餐时饮酒种类应视当日主食

而定，如吃鱼则饮用白酒，吃肉则

喝红酒，红酒应与室温。相同，且

不可强邀宾客“干杯＂，至于威士

忌及白兰地等烈性酒，则多于饭后

或饭前饮用。

国际社交礼仪规定多如牛毛，

以上所举仅是其中数端，要在美国

社会中行止合乎礼仪，还需平日多

留心注意并虚心学习才可。

(二)礼节

鞠躬礼，是下级对上级或同级

之间的礼节。行鞠躬时要脱帽，右

手握住帽檐中央将帽子取下，左手

下垂，上身前倾约十五度，两眼注

视受礼者，同时表示问候

握手礼，是全世界通用的礼节

。起源于欧洲，最初是

表示手里没有武器或亲切

的意思、行握手礼时要客

人先伸出手时才能握手。握

手时一般不戴手套，但尊

贵的人和女人可戴手套。行

礼时忌交叉行礼，和女人

握手不可太紧。

点头礼，是同级或平

辈人之间的礼节。如在路上相遇,

可在行进间进行。如遇见长官、上

级或长者，不行点头礼，而行鞠躬

礼。

举手注目礼，这是军人礼节。

行礼时举右手，手指伸直并齐，指

尖接触帽檐右侧，手掌略赂外，手

臂与肩齐高，两眼注视受礼者，待

对方答礼后将手放下。

吻手礼，是欧美上层社会的礼

节。和贵族妇女或夫人见面时，如

果女方先伸出手作下垂式，则将手

掌轻轻托起吻之。如果女方不伸

手，则不行吻手礼。

接吻礼，是上级对下级、长辈

对晚辈或朋友、夫妻之间表示亲

昵、爱抚的一种礼节。通常是在受

礼者脸上或额上接吻。在高兴、喜

庆或悲伤时，一般也行接吻礼，表

示亲热或安慰。

拥抱礼，是欧美各国熟人、朋

友之间表示亲密感情的一种礼节。

见面或告别时互相拥抱，表示亲密

无间，感情深厚，拥抱礼通常和接

吻礼一起进行。

(三)节日

感恩节

每年 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是

感恩节。感恩节是美国人民独创的

一个古老节日，也是美国人全家欢

聚的节日。

每逢感恩节这一天，美国举国

上下热闹非常。城乡市镇到处举行

化装游行、戏剧表演和体育比赛等，

学校和商店也都按规定放假休息。

孩子们还模仿当年印第安人模样穿

上离奇古怪的服装，画上脸谱或戴

上面具到街上唱歌、吹喇叭。当天

教堂里的人也格外多，按习俗人们

在这里都要做感恩祈祷。美国人从

小就习惯独立生活，劳燕分飞,各奔

东西,而在感恩节，他们总是力争从

天南地北归来，一家人团团围坐在

一起，大嚼美味火鸡，畅谈往事，

使人感到分外亲切、温暖。

圣诞节

是美国人最大最热闹的节日。

每年12月25日，全国便沉浸在一派

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中。从感恩节

过后的第二天，美国人就开始为圣

诞节大忙特忙起来。每家商店都是

人流滚滚，商人们要鼓起如簧之

舌，推销他们的各种货物，普通人

也愿意趁此机会弃旧更新。

圣诞夜是一个狂欢的夜晚。美

国人常常通宵达旦地举行庆祝活动。

人们在小杉树上或小松树上挂满礼

物、彩花和彩灯，树顶上还装上一颗

大星。大人们站在一旁欣赏圣诞树，

孩子们更是手舞足蹈，甚至手拉手地

围着圣诞树跳起欢快的舞蹈。在公共

场所，贺年片上到处都有圣诞老我的

形象。有时在家里也由一人扮成圣诞

老人，为大家分发礼物。

美国人庆祝圣诞简直可以称得

上是狂欢。送礼物和装饰家庭，是

他们最重要的庆祝方式。每个家

庭，都放着大包的礼物。孩子们把

袜子挂在火炉边，希望圣诞老人在

深宵把礼物带来，放进袜子里。

每一个家庭在 12月中旬，便会

在市场上选择一株称心满意的圣诞

树并装饰得五彩缤纷。

青少年都爱在圣诞前夕和圣诞

晚上举行派对，许多情窦初开的小

伙子，视第一次参加圣诞舞会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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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born Granite LLC實木櫥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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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理石品種最多！規模最大，價格最低！
批發！

二十年安裝經驗

第七屆“低碳發展·綠色生活”
公益展系列活動在京開幕

由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周刊》主

办的第七届“低碳发展· 绿色生活”公益

展系列活动开幕式暨 2016“中国低碳榜

样”发布 16日在京举行。本届公益展系

列活动以“拥抱低碳+”为主题，活动由

影像展和互动体验展构成，在北京王府

井步行街展出，为期两周。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全国

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副主任崔玉英，国务院侨务办公

室副主任谭天星，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

副局长陈建明，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

综合利用司司长高云虎，国务院国资委

宣传局局长卢卫东，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宣传司司长许玉明，中国新闻社社长章

新新，中国新闻社副社长、副总编辑、

《中国新闻周刊》社长夏春平，北京市

发改委副主任张国洪等官员和学者出席

活动开幕式并参观展出。

解振华在开幕式上表示，“如果到

公益展上去看一看，就能看到中国应对

环境保护所发生的变化。我们国家正在

探索着一条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可持续

发展的道路，从这个展览上可以看到这

种变化，也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发展的希

望和未来。”

崔玉英在致辞中表示，传播绿色理

念，倡导低碳生活，新闻媒体责任重大，

她对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周刊》连续7

年举办“低碳发展· 绿色生活”公益展给

予了高度评价。她同时指出，实现绿色

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既是国家的

事情，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情，希望

全社会行动起来，积极的参与到生态文

明建设中。

谭天星在开幕式现场谈到低碳发展

与绿色生活时，分享了三点体会：一要

是发展绿色发展文化，二是打造绿色生

产方式，三要践行绿色生活理念。他认

为，低碳发展与绿色生活是一种方式，

是一种态度，一种责任，一种我们共同

的必然选择。

夏春平在致辞中介绍了举办活动的

初心。他表示，中国在低碳之路上的同

行者还不够多，比起热火朝天的网民数

量还嫌太少，还有很多的观望者和歧路

者。他呼吁大家“要像热爱互联网那样

去热爱环境，像拥抱WIFI那样拥抱低碳

，低碳和绿色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不可

或缺，它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

高云虎表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是

当今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

《中国制造 2025》提出了要全面推行绿

色制造，这也是作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

重要之侧。因此，实现制造业发展既要

坚持重点突破，也要坚持全面协调推进

，围绕绿色制造工程的实施，贯彻国家

重大发展战略，回应民众的巨大关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

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指出，“十三五

”期间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转型的关

键时期，是一个战略上的转变期，环境

保护在夹缝中前行，治标与治本同步推

进。因此，必须通过法制建设，进行有

力改革，从而满足广大人民日益生长的

物质生活和生态环境要求。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

合作中心副主任邹骥表示，促进绿色低

碳转型意味着巨大的机会，巨大的利益

，更高级的经济形态，更发达的经济结

构，意味着新的就业机会和商机，也意

味着更优良的环境质量的改善，它与每

个人都息息相关。

为了发挥榜样的带动和引领作用，

开幕式现场还揭晓了“2016中国低碳榜

样”。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爱普生(中

国)有限公司、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威能(中国)供热制冷环境技术有限公

司、碧桂园集团、常州市友晟电子有限

公司、小狗电器(北京)有限公司等 8家企

业获此殊荣。

据介绍，“低碳发展· 绿色生活”公

益展系列活动至今已经成功举办六届，

展出在北京核心区王府井步行街道路两

侧向公众开放，每年都会有超过 200万

人次观看和参与其中。

今年的展出依然由影像展和体验展

组成。其中影像展汇集了 120 余幅精彩

图片，通过高碳代价、人与自然、低碳

转型、绿色生活、未来畅想等五个章节

，展现了中国绿色崛起的步伐和低碳态

度。

解讀中國首部“北鬥白皮書”：
有關“3”的三個“密碼”

中国官方 16日发布首部关于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的白皮书。记者注意

到，白皮书中蕴含有关“3”的三个

“密码”。

“三步走”

白皮书指出，中国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实施“三步走”战略：第一步，

1994年启动建设北斗一号系统，直至

2003年发射第三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

第二步，2004年启动北斗二号系统工

程建设，2012年底完成 14颗卫星发射

组网；第三步，2009年启动北斗全球

系统建设，计划在 2018年面向“一带

一路”沿线及周边国家提供基本服务，

2020年前后，完成35颗卫星发射组网，

为全球用户提供服务。

“我们已顺利完成‘三步走’战

略的前两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

设计师杨长风对记者说，目前北斗二

号保持连续稳定运行，服务区内系统

性能与其他卫星导航系统相当。

杨长风指出，北斗系统走出了符

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创造性提

出‘先区域、后全球，先有源、后无

源’的建设思路，用较短时间形成了

覆盖亚太地区的服务能力，并为后续

全球系统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他

说。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总设计师谢军解释，美国全球定

位系统(GPS)采用“无源定位体制”，

即用户不用发射任何信号即可免费获

得卫星信号并实现定位。北斗系统除

提供无源定位服务，还可以实现有源

测定技术，由用户把位置报告给指挥

中心，便于统一调度。

“三部分”

白皮书指出，北斗系统由空间段、

地面段和用户段三部分组成。空间段

由若干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倾斜地球

同步轨道卫星和中圆地球轨道卫星三

种轨道卫星组成混合导航星座。

“混合星座是国际首创。”杨长

风说，这种技术体制可以高效构建区

域系统，兼顾拓展全球系统，具有高

轨卫星多、抗遮挡能力强等特点。

地面段包括主控站、时间同步/注

入站和监测站等若干地面站。中国卫

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冉承其介

绍，北斗地基增强系统已完成框架网

建设，具备为中国境内用户提供米

级、分米级实时定位服务能力。

用户段包括北斗兼容其他卫星导

航系统的芯片、模块、天线等基础产

品，以及终端产品、应用系统与应用

服务等。冉承其说，中国已完全实现

核心芯片、终端板卡、天线等产品自

主可控，并且具备国际先进水平。

“三融合”

伴随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

网等新的信息技术发展，作为天地一

体化信息系统的北斗系统也体现出

“三融合”。

首先是“融网络”。杨长风说，

将重点推动北斗系统与蓝牙、宽带移

动互联网、有限互联网和卫星通信网

等融合，实现“北斗地基增强网＋高

精度位置服务网＋宽带移动互联网”

互联互通，使北斗时空信息传输更快、

位置更精、图像更清、用法更巧。

其次是“融数据”，实现“北斗系

统＋高精度遥感数字地图＋导航网格

码＋云计算平台”融合发展。“让孤

立、静止的北斗时空数据活起来、动

起来，提升北斗时空数据应用价值。”

他说。

第三是“融终端”。截至 2016年

4月，应用北斗技术的终端超过 2400

万台，应用北斗作为手机芯片的手机

销量超过1800万部。仅在今年一季度，

中国境内出货的新款智能手机中，使

用北斗芯片的已超过30%。

杨长风认为，手机、平板电脑和

可穿戴产品将是未来北斗应用的最大

市场，需要重点推动“北斗导航＋无

线局域网＋移动通信＋卫星通信等”

一体化芯片研发，打造多功能融合的

信息终端产品。

李肇星談“中醫與外交”：
世界人民在慢慢接受中醫

年过七旬的中国外交部原部长、中

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李肇星 16日在河北

石家庄发表主题为《中医与外交生涯》

的主题演讲时称：“中医药有着非常好

的发展前景，世界人民都在慢慢接受中医。”

第二届中华健康节 16日在河北石家

庄开幕。海内外院士、养生专家、学者、

健康产业企业代表

等各界人士千余人

参会。

开幕式上，李肇

星结合外交生涯谈起

中国的中医药事业

时，首先想到的是要

“尊重”。李肇星认

为，中医药事业的发

展也要学习中华文明

的优良传统——相互

敬重，中国人首先要

尊重自己的中医，然

后才能虚心学习西医

的长处。

李肇星称，中医

对中国外交事业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李肇星小时候所在的那个村以及周围的

十来个村只有一个中医会针灸和推拿，

他在 18周岁考到北京上大学之前没有看

过西医，有了病就是吃中药、用针灸。

到了北京以后还是看中医多。

中医不仅在国内有着重要作用，在

海外也承担重要责任。李肇星工作后一

共到过 51个非洲国家，曾在非洲国家 3

次得了疟疾并和死神擦肩而过，都是中

国医疗队用青蒿素给他治好的，而且都

是当天治好。

李肇星认为，中医中药的一个神奇

之处就是不一定“头疼治头，脚疼治

脚”。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

义，事情都是发展的，人的病发展不是

偶然的，可能事先就有发病因素，中医

的“治未病”与之契合。此外，中医不

光是治人的肌肉、骨头，它还治心，提

高人的思想境界，帮助人更加健康。

“所以世界人民都慢慢在接受中

医。”李肇星说。中医药发展前景非常

美好，有着厚重的历史经验。屠呦呦和

她的团队创造青蒿素，多少年之后终获

诺贝尔奖。李肇星和夫人专门提前去颁

奖的地方——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去看

望屠呦呦。

李肇星说：“中国人一定要热爱民

族文化，爱国也包括热爱自己的民族文

化。”

公安部：建立警企聯動
處置違法APP機制

为指导移动应用(简称 APP)发布

平台加强安全管理，防范违法应用软

件网上传播，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

益，近日，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在

天津召开了全国移动互联网应用发布

平台安全管理会议，决定建立警企联

动处置违法APP机制，部分省市公安

机关网安部门和境内31家重点移动应

用发布企业参加会议。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高速

发展，移动应用服务已成为互联网重

要的信息传播渠道和公众服务平台。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境内现有各类移

动应用 900余万个，移动应用发布平

台 450余家。与此同时，移动应用加

挂木马病毒、恶意程序和传播违法信

息等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危害公共安

全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2016 年以

来，公安部依托天津国家计算机病毒

应急处理中心、广东移动互联网安全

监测中心，监测发现查处境内窃取用

户隐私、推送欺诈、垃圾信息等恶意

程序，以及传播

色情低俗、暴力

恐怖等违法信息

的违法移动应用

8714 个，涉及

全国 24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的 412 家移动应

用发布平台。

会议通报了

全国移动应用发

布平台的安全现

状，天津国家计

算机病毒应急处

理中心、广东移动互联网安全监测中

心、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分别介绍了在

移动应用恶意代码检测、安全监测、

联动处置以及版权保护等方面的工作

情况，中移互联网、腾讯、360、华为

等移动应用发布企业介绍了在移动应

用上线检测、动态巡查等方面的安全

管理经验。

会议提出，移动应用发布平台应

落实移动应用安全检测、登记核验开

发者真实身份、落实日志留存等安全

措施，以及加强用户个人信息保护、

建立群众举报渠道、及时发现报告违

法移动应用等要求。会议决定，建立

公安机关和移动应用发布平台违法移

动应用联动处置机制，由天津国家计

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广东移动互

联网安全监测中心发现违法移动应

用，及时通报属地公安网安部门和相

关移动应用发布平台，同时对危害严

重、性质恶劣的违法移动应用予以公

开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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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ssonnet

Bell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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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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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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最浪漫的地方，妳知道幾個？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变老”……那你

能想到的最浪漫的地方，在国

内有几个呢?

1、 三亚亚特兰蒂斯深海

套房 在梦境中遨游

三亚亚特兰蒂斯是国内首

家拥有海底套房的酒店，全景

海底体验，在梦境里依然与海

洋生物悠游。水上乐园让你在

15条各式各样的滑道中开启未

知的梦幻之旅。2 间可同时容

纳 1300人的全日制餐厅、12间

不同风味的国际主题餐厅，让

美食不打烊。海豚湾可以让你

尽情地与海豚玩耍。

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生活

，三亚亚特兰蒂斯拥有全球三

座亚特兰蒂斯中唯一可投资物

业。807席瞰海公寓、197席亲

海别墅，世界级湾区重资产，

让生活就是度假。

地址：海南省三亚市海棠

湾

2、可可西里 极限的浪漫

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位于

青海西南部的玉树藏族自治州

境内，气候严寒，自然条件恶

劣，人类无法长期居住，被誉

为“生命的禁区”。但其给高

原野生动物创造了得天独厚的

生存条件，成为“野生动物的

乐园”。

地址：青海西南部的玉树

藏族自治州境内

3、台湾瑞里萤火虫 萤火

点缀的夜空

瑞里位于嘉义县梅山乡瑞

里村，海拔 1200米，茶园满布

，竹林茂盛，还有溪流，峡谷

，青年岭步道，野姜花步道，

情人桥，蝙蝠洞，燕子崖等等

景点，满山遍野的萤火虫让你

如临仙境。

地址：台湾嘉义县梅山乡

瑞里村

4、阿尔山 梦幻的地方

著名的四大草原在这里交

汇，巍巍的大兴安岭在这里驻

足，全国首屈一指的冰雪资源

在这里厚积，世界最大的温泉

群在这里流淌了几个世纪。它

就是位于中蒙边界的内蒙古阿

尔山市。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兴安

盟西北部

5、查尔汗盐湖 圣洁唯美

察尔汗盐湖，是中国青海

省西部的一个盐湖，总面积

5856平方公里，格尔木河、柴

达木河等多条内流河注入该湖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盐湖上还

有一条长 32公里的浮在卤水上

的“万丈盐桥”。

地址：青海省海西蒙古族

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察尔汗镇

6、霍城 薰衣草之城

霍城地处新疆西部的伊犁

河谷，种植了全国面积最大密

度最高的薰衣草田，每到6-8月

份，紫色的薰衣草就会静静地

开放，静静的等待一个又一个

爱的故事……夏秋两季最佳，

一般行程安排在 2 天左右最为

适宜。这里薰衣草庄园也是结

婚留念的好地方，留住一辈子

的幸福。

地址：新疆省伊犁市霍城

县

7、腾冲银杏村 遍地是

“黄金”

这里，是宛如天堂的静谧

秋景;这里，是冬季里的金色梦

想; 这里，是电影《武侠》的

拍摄地;这里，是天堂的后花园

，这里"村在林中，林在村中"

相互依托;这里，约有 33000 银

杏树，面积达 1000多亩，是天

下第一银杏王国。这里是腾冲

银杏村。

地址：云南保山市腾冲县

固东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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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彩池是位于黄龙最上端的钙化彩池群，共

有693个钙池，距入口 4166米。这里，青山吐翠

，5588米高的岷山主峰雪宝鼎巍然屹立在眼前，

漫步池边，无数块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彩池宛

如盛满了各色五彩颜料的水彩板，蓝绿、海蓝、

浅蓝等等，艳丽奇绝。

海拔

五彩池海拔 3900米，是黄龙景点最高处。

走到这里需要一定的体力，很多人因为体力不支

或高原反应，而中途下山放弃了这个最美丽的看

点，所以上山时，一定不要走太快，保存体力，

预防高原反应。

地理位置

黄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境内岷山山脉

南麓 ,距成都450公里，距九寨沟120公里。历经

千百年岁月形成的地表钙华蜿蜒在雪山峡谷中，

宛若黄色“巨龙”，故得名黄龙。黄龙海拔在

3000米以上，3000余个碧透斑斓的彩池，宛如五

彩珍珠镶嵌在原始森林中，被誉为“人间瑶池”。

历史 万年前

几万年来，黄龙沟四周高山上的冰雪融水和

地表水不断流淌下来，渗入冰碛物中，在松散的

石灰岩下部形成浅层潜流，并在流动过程中溶解

了大量石灰岩的碳酸钙物质。随后，饱含碳酸钙

质的潜水出露地表，形成无数小溪散流而下。

这时因水温和压力降低，二氧化碳气体逸出，使

溶解于水中的碳酸钙又结晶析出，淀积于植物的

概茎、倒木或落地枯枝上，日积月累，形成了厚

数十厘米、高10余厘米至2米不等的坚固的碳酸

钙围堤。

万年后

随着地势的高下和地形的起伏，结成的钙华

呈阶梯状叠置。漫山遍野的灰华围堤，围成各种

妙趣天成、形状绝妙的水池，大者亩余，小者仅

一二平方米。在三维窨上展开，高低错落，层层

相连，就是如今游客看见的钙华梯池了。

由于水是富含钙离子，水流缓慢，所以经过

长年的沉积，水中渐渐生成不同形状的沉积。

湖水色彩的起因，主要源于湖水对太阳光的

散射、反射和吸收。太阳光或自然光是由不同波

长的单色光组合而成的复色光，在光谱中，由红

光至紫光，波长逐渐减小。九寨沟的湖水呈现艳

丽的蓝绿色，说明湖水中短波长的散射远大于长

波长，这就是瑞利散射（RAYLEIGHSCATTER-

ING）效应。瑞利散射效应在九寨沟的湖水中之

所以尤为突出，主要是因沟内植被郁闭度高、水

循环条件较畅通以及石灰华对悬移质的固定作

用，从而使水中悬浮物、有机物、浮游生物极少。

湖水的洁净度和透明度极高。

湖水中常见的Ca2+、Mg2+，HCO3-等离子

也有增强短波光散射的作用。同时由于湖水透明

度高，湖底的灰白色钙华、黄绿色藻类对透射光

的选择性吸收和反射，也增加了湖水色彩的层次

和变化。另外，九寨沟的湖泊处于地形起伏很大

的深切峡谷中，不同地段同一时间、同一地段不

同时间，太阳光的入射角及入射量、湖水表面对

光的反射状况和湖水的透明度都有很大的变化，

因此也造成了湖水色彩的更加变幻多姿。

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牟尼溝
牟尼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

境内，2011年顶峰国际旅游规划项目。距成都三百

多公里，占地 160平方公里，最高海拔 4070米，最

低海拔 2800米，年平均气温 7℃，自然风光迷人、

民族风情浓郁、汇聚了原始森林之神韵，牟尼沟风

景主要以原始森林、高山湖泊、温泉、巨型钙化瀑

布、环形瀑布、钙化彩池为主要特色，景区由扎嘎

瀑布和二道海两部分组成。山、水、林、在这里巧

妙地融为一体。主要景点有：扎嘎瀑布、牟尼森林、

百亩杜鹃、翡翠温泉、百花湖、月亮湖、天鹅湖和

溶洞群等。

中文名称 牟尼沟 所属地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

州松潘县 地理位置 四川阿坝州松潘县境内 面

积 160平方公里 方 言 四川话 气候条件 年

平均气温7℃ 著名景点扎嘎瀑布、牟尼森林、百亩

杜鹃、翡翠温泉、天鹅湖和溶洞群等 占地面积

160平方公里 最低、高拔 2800米，4070米

地理位置 所属景区: 黄龙名胜风景区

景点介绍

牟尼沟位于松潘县城南 30公里处，面积 160平

方公里，由扎嗄瀑布和二道海组成。

扎嗄景区有茂密的森林，一条高 104米，宽 35

米的瀑布从天而降，犹如一条洁白的哈达，献给远

道而来的客人。

二道海景区以高山湖泊（俗称海子）著称，由

一连串的小海子组成，湖泊中生长着奇花异草。最

为奇特的古松树下含硫温泉，是仙女沐浴之处，沐

浴后能强身健体。

从谷底沿栈道往上走，第一个景点是红柳湖。

这里为水面开阔的浅水湖，水中长满成片的红柳。

经卧龙滩、蛤蟆宫、绿柳滩，到距离标示为1450米

之处，可见一片风格独特的小瀑布群--林中叠瀑，

沿栈道继续上行，途经九流池、玉液瀑，就到了札

嘎瀑布的底部溅玉台。溅玉台是一座圆形的平石

台，当瀑布从高山绝顶往下倾泻，跌落在此平台，

浪花溅，如同白玉。经过一段陡峻的栈道，可以到

瀑布中段的观景台参观。从这里往下俯视就是飞珠

溅玉的“溅玉台”。离开观景台，栈道开始变陡。

经过一段狂瀑，就到达札嘎瀑布的源头。

扎嘎瀑布地处海拔3270米，瀑高93.2米，宽35

米。上游是湖泊，下游为一串阶梯式河床。上百个层

层叠叠的钙化环型瀑布玉串珠连，经三级钙化台阶跌

宕而下，冲击成巨大钙化面而形成朵朵巨大白花，瀑

声如雷，声形兼备。在大瀑布第二阶的钙化壁上，有

一“水帘洞”，洞口水流飞挂，洞内气象万端。

二道海为牟尼沟风景区北部景段，和扎嘎瀑布

仅一山之隔。二道海的名称由来已久，据说来自在

于小海子、大海子这两个主要湖泊。《松潘县志》

中也有记载：“二道海，松潘城西，马鞍山后，二

海相连如人目。”

在绿绿苍苍的林海中，天鹅湖、百花湖、犀牛

群湖等明丽的湖泊如宝石般点缀其间，幽静迷人。

在这条沟的南端有一水温为21℃的医疗矿泉湖煮珠

湖，传说这是黄龙真人住二道海尚未跨鹿迁黄龙时，

为九天仙女们营制的祛病美容之所。百花湖旁有一

处神秘壮观的溶洞“九天玄宫”。洞内钟乳石形成

无数巧夺天工的造像，神奇迷幻。

二道海原始森林中分布着上千个大小不等、形

态各异的高原堰塞湖和溶洞、温泉、草甸景观，因

其中最大湖泊二道海得名。其他还有天鹅湖、石花

湖、人参湖、珍珠温泉湖等。湖水清澈透明，湖底

钟乳与湖畔奇花异草、绿柳青树，在原始密林的衬

托下，在阳光柔和的照耀下，缤纷夺目，变幻万千。

二道海景区为一狭长山沟。长达 5公里，有栈

道相连。从营区沿栈道上行，沿途可观赏封小海子、

大海子、天鹅湖、翡翠湖、犀牛湖等，个个宛如珍

珠、宝石。有的藏匿于密林之中；有的袒露在蓝天

之下。湖水清澈透明，水面如镜，翠林倒映水中，

一派清新湛蓝的景色。夏秋季节，满湖开满洁白的

水牵花，花海难分，极具特色。海与海之间由栈道

连接，错综复杂；几座凉亭为群海添上几分野趣。

自二道海上行至景区的最深处，有一棵古松，松下

是一座温泉，名叫珍珠湖，又名煮珠湖，相传是九

天仙女在这里煮珠炼泉所营造出的祛病沐浴池。这

里水温较高，即便是大雪冰封的严冬时节，水温也

在25℃左右。池边硫磺气味浓烈，常有人在此沐浴，

据说能医治皮肤百病。

黄龙矿泉水出露于牟尼沟景区。流量0.58升/秒，

水温 9.5～9.8℃，pH值 6.3，矿化度 1159毫克/升，

含硫(H2S)0.16毫升/升。经国家有关部门鉴定，为

锶、二氧化碳优质天然饮用矿泉水。

景点特色

牟尼沟景色不逊九寨沟哟。因为其民族风情更

浓，集九寨沟和黄龙之美于一身，却比九寨沟更为

清静，尤其其冬季不会结冰，即使大雪纷纷，仍然

可以进入，当然需要当地向导。

牟尼沟现有两大景观：扎嘎瀑布，二道海。此

外较大的陷落湖有：明镜 海、天鹅湖、犀牛海等。

天鹅湖，是进入二道海景区的第一个湖泊，面积约

1.33万平方米，水色深蓝，因常有野鸭、天鹅凫游

其中得名。

犀牛海，传说湖中出现犀牛而得名，是由36个

环环相套的湖中湖组成的巨大湖群，长85米，宽80

米；其中面积最宽的犀牛海长30来，宽40米。湖底

呈撮箕形，水深18．5米，水色湛蓝。犀牛海下游湖

堤发育一系列钙化溶陷洞穴，左侧有一洞延伸方向

为南30”，东斜井状，坡度20一25度；高3一4 米，

宽15米，深20米；底部有椭圆形小厅堂，面积30平

方米。其北侧有一平台，南侧为北西——东向溶陷

沟，沟口和洞中有一天窗，洞壁遍生钟乳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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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卷宗裏秘聞：
中共成立前上海發生了什么？

1921年 7月，一个新型的无

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上

海的石库门里宣告诞生。

在这前后，上海发生了什么？

在档案史料中，保留着历史的秘

密。

上海市档案馆保存着一批公

共租界工部局的《警务日报》，

这些曾经神秘的卷宗，正是还原

历史细节的一把钥匙。仔细研读

这些档案，或能让后人更好地理

解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的历史

必然。

租界警务密报跟踪报道陈独秀

上世纪20年代，在华洋杂处、

分而治之的上海，一年中，发生

着数不清的琐事和要闻，密谋和

公务。1920年 8月 22日，上海公

共租界工部局的 《警务日报》

（S.M.C.Police Daily Report）在

“中国情报”一栏中，突然出现

长达36行的情报秘闻：

“陈独秀，前北京大学教授，

现居环龙路。据报道称，陈正于

该处安徽籍人士中组织一社团，

旨在改进一系列安徽事务并废除

现任督军……到达上海后，陈独

秀去了全国学联和江苏教育联合

会，但并没有参加任何学生会议，

至此也可以确定他并没有公开卷

入到学生动乱中。一般认为，陈

独秀是一位相当激进的改革者，

在北京时曾撰写过一些书，这些

书在发行流通之前就被政府控制

了。但是在没收前，学生就从政

府圈得到了这些书的一些印本。”

以上文字，是由工部局警务

处长麦高云（K.J.McEuen）呈送

总办利德尔（N.O.Liddell）的报

告。《警务日报》是用英文撰写

的，将陈独秀的名字拼写为

Chen Tuh Hsu。

工部局《警务日报》是一份

什么性质的日报，为何在此时突

然出现关于陈独秀的大量跟踪报

道？

据《上海租界志》载：《警

务日报》是工部局警务处编制的

日报，从 1907 年 1 月 1 日到 1938

年 6月 30日，由警务处呈送总办

处。主要记载警务处各捕房中、

西人员变化情况，监狱及各捕房

拘押囚犯统计，当日捕房管辖范

围内发生的火警及各种刑案等。

《警务日报》中的重要内容，总

办通常会批转给工部局相关职能

部门处理，或提交工部局董事会

议及其各委员会——公共租界的

决策与咨询机构，并加以讨论。

《警务日报》属于动态简报

性质，文字一般都比较简短。这

则长长的文字，透露出一个重要

信息：租界警方已十分关注陈独

秀的行踪动向，并详细了解陈独

秀在北京和上海的“过激”行为。

公共租界的密报，探知陈

独秀在 1920 年 8 月正在“安徽

籍人士中组织一社团”。这些

密报虽然未能破解出陈独秀组

织社团的真正意图，但却还原

出一个重要事实：1920年 8月，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正式

成立，选举陈独秀为领导人，

称为“书记”。

城市并不只是历史事件发

生的地方，更是历史人物积极

活动的场所。上世纪 20 年代，

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一批

先进知识分子，在时代大潮中，

怎样将马克思主义思潮转化为

建党的实际行动，点燃了红色

革命的薪火？

渔阳里红色弧光引来密探记

载

新年到了，租界的洋人们正

沉浸在跨年的兴奋中，北洋政府

依旧在分割、动乱中履行行政统

治。就在元旦这天，上海《星期

评论》周刊发表《红色的新年》

的新年宣言：

“一九一九年末日的晚间，

有一位拿锤儿的，一位拿锄儿的，

黑漆漆地在一间破屋子里谈天……

他们想睡，也睡不成。朦朦胧胧

的张眼一瞧，黑暗里突然的透出

一线儿红。这是什么？原来是北

极下来的新潮，从近东到远东。

那潮头上拥着无数的锤儿锄儿，

直要锤匀了锄光了世间的不平不

公……这红色的年儿新换，世界

新开！”

时处危局，理想与现实的强

烈反差，让新兴知识分子发出红

色新年的呐喊。而随着陈独秀南

下上海，舆论界的南北执牛耳者

有了地理和思想的交集。

不久后，陈独秀住进法租界

环龙路老渔阳里 2号（今南昌路

100弄2号）的石库门里弄，《新

青年》编辑部也随之由北京再迁

回上海。仿佛有着神奇的磁力，

这里先后聚集了李汉俊、俞秀松、

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等一批

新文化运动者和早期共产主义者。

上海已成为输出新文化范畴的进

步知识分子的思想聚集地。

就在酝酿筹备上海共产党早

期组织的日子里，一本薄薄小

书——《共产党宣言》的出版，

如同下了一场及时的春雨。这本

译作气势磅礴，富有鼓动性，始

译后便成为千古名篇。上海市档

案馆保存了一本 1920 年出版的

《共产党宣言》，因其珍稀罕见，

已被列入“上海市档案文献遗产”

名录。

就在渔阳里逐渐升温的建党

过程中，苏俄对中国由关注的目

光转化为实际的行动。1920年 3

月，列宁和共产国际决定，由俄

共（布）中央远东局海参崴分局

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首要

任务就是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团体，

组建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代表

团一行五人以俄文报纸《生活报》

记者的身份，于 1920年 4月初来

到北京，经李大钊牵线，旋即来

到上海拜晤陈独秀。他们的负责

人是维经斯基。

一时间，群贤毕至，聚集上

海滩，渔阳里红色弧光初现。

频繁的聚会活动，引来租界

当局关注的目光，于是，便有了

本文开头《警务日报》的密探记

载。

历史承接与演进中迎来新拐点

既有证据，租界警方为何不

采取行动？这得益于在中国大一

统格局中，“上海华界与公共租

界、华界与法租界之间、公共租

界与法租界之间，出现了城市管

理的一道道缝隙”。

这是物理意义上的缝隙，

更是制度意义上的“缝隙”。

对于早期共产主义的活动乃至

中共成立后领导的政治斗争，

提供了一个政治活动的缓冲地

带。

上海共产主义发起组成立

后，发起组的部分成员又分赴各

地组建党小组，经过组织与联络，

北京、武汉、济南、长沙、广东

等地先后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一个共产主义的火苗，开始在中

国大地悄然擦亮火花。

共产主义不是流于理论止于

实践。一批早期共产主义者脱下

长衫，走出书斋，深入工人群体

中，赋予了共产党早期组织深厚

的工人运动基础。

而到 1921年，在历史的承接

与演进中，迎来近代中国的新拐

点。

租界里的文化出版政策步步

紧收，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编辑的

刊物也陷入步步惊心的境地。

1921年初《新青年》月刊的出版

被破坏，8卷6号“排印将完的时

候，所有稿件尽被辣手抓去”。

初春不久，《共产党》月刊正排

出第 3期，突遭租界密探查抄，

编辑部只得在此期一页空白纸上

写下“此页被上海法捕房没收去

了”一行字。

1921年五一节之前，在共产

党发起组的领导下，召集学校、

社团、报馆中进步人士在渔阳里

6号开过三次庆祝五一劳动节的

筹备会。而这些活动，均被《警

务日报》进行了密集记载：

“24日，早上 9时 10分。在

霞飞路（Avenue Joffre）渔阳里

（Yu Yang Lee）6号召开的会议

讨论了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方式和

途径，会议有34人参加。会议决

定于五月一日在圣凯瑟琳附近的

公共娱乐场举行大型集会……可

能会参加五月一日的会议。要求

商店关门停业，在五月一日悬挂

旗帜。会议还决定了于 4月 28日

晚上 7时举行另一个会议。这次

会议由李启汉（Li Chi-hoen）主

持，于晚上12时20分结束。

29日，关于五月一日庆典准

备联合会的会议在霞飞路渔阳里

6号晚上8时召开，会议主席是李

启汉，大约20个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决定派出四人去区龙华警备

司令部访问，并要求准许他们在

五月一日的西门公共娱乐场举行

大型集会。由于两名法国警方的

中国人警探的出现，会议讨论内

容受到了相当的限制。会议于当

晚10时结束。

30日，法国警方代表又去到

了渔阳里 6号，也就是五月一日

劳动庆典准备活动的总部。警方

搜查了该处并发现一些传单。他

们还警告与会人员不要在这里开

会。会议组织人员散去了，新来

了几个学生在这里。

一份传单已被印刷出来，将

于五月一日由商人和劳工共同救

援会散发，以下是传单内容：

“五月一日，伟大的纪念日。醒

来吧，劳工们和商业员工……”

尽管受到严密监视，五一劳

动节当日，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成

员还是集体出动。几名热血青年

到先施公司的七层楼上，像天女

散花似的把传单、标语投到大马

路（南京路）上，不仅惊动了行

人，也忙坏了印度巡捕。这是共

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五一劳动节

庆祝会，昭示了共产党与工人运

动结合的雄伟力量。

在中国开展卓有成效的联络

和建党准备之后，1921年初维经

斯基受命回国。4月初，列宁派

出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马林。6

月 3日，马林踏上上海十六铺的

码头，在李达、李汉俊的协助下

，1921年 7月 23日后的一周，中

国共产党各地组织的代表有史以

来第一次在树德里石库门大厅里

汇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

生！犹如一座火山，在中华大地

上，一个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经

过漫长的积蓄能量期，终于到了

喷发的临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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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房产牛市

鸦片战争前后，天地会衍生

出一个分支——小刀会。公元

1853年，小刀会首领刘丽川公然

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率领

帮会成员和附近贫民攻占嘉定县

城，继而攻占上海县城，宣告

“大明国”成立，刘丽川自封

“大明国招讨大元帅”。清朝政

府调派军队围剿，被刘丽川打得

稀里哗啦。清军败退，小刀会又

攻占宝山、南汇、川沙、青浦，

清军再次围剿，双方在今天的上

海市区和近郊区县打了几十场硬

仗。

过去有句老话：“小乱居乡，

大乱居城。”在和平年月，城市

是优于农村的，有钱的农村人为

了换一个相对良好的环境，纷纷

在城里买房定居；一旦爆发战

争，城里反不如农村安全，城里

人为了保住妻女、钱财和自己的

小命，不得不向农村逃难。

小刀会跟清军打仗，战火

烧到了家门口，上海人自然要往

乡下搬迁，可是这时候连乡下也

不安全了——太平天国的起义军，

也就是被江南百姓称为“长毛”

的家伙，正在势如破竹地攻城略

地。城里没法待，乡下又不敢去，

外有政府军，内有小刀会，上海

市民何去何从？

逃命的地方还是有的。刘丽

川是个“洋务派”，他深知中西

武力相差甚远，得罪洋人后患无

穷。为了使“大明国”这个新政

权获得洋人的支持，刘丽川攻占

上海当天就去了租界，他向各国

领事承诺：小刀会只针对清政府，

不针对洋人，外面杀声震天，租

界安如泰山，决不让一兵一卒进

租界捣蛋。这个承诺使洋人暂时

保持了中立，也让租界成了战争

中仅存的和平孤岛。哪里才是上

海人逃难的最佳选择？租界。

按照清政府和英、法、美等

国签订的条约，华洋应该分居，

租界里只能住外国人，不能住中

国人。可是这时候战火烧身，哪

还顾什么条约不条约？小刀会跟

政府军交火的第一天，英租界里

就涌进了两万名中国人。

华人难民得向洋房东租房

住。房子供不应求，难民不惜千

金，一时人如潮涌，房租陡涨，

家有大屋的洋人都发了。头脑精

明的洋人趁机搭建简易房，再高

价租给华人，从中获取高额利润。

很快，在英租界西北部和分隔英

法租界的洋泾浜两岸，一排一排

的小木屋拔地而起，上海租界迎

来了有史以来第一个房产牛市。

战争财利润虽大，只能在战

争时候发，和平一降临，生意就

歇菜。小刀会占领上海不到两年，

清朝政府游说洋人一同“剿匪”，

在洋枪洋炮的支持下，清军打跑

了小刀会，“大明国”就此覆灭，

上海恢复了和平，在租界避难的

人们返回家园，洋泾浜两岸的小

木屋开始空置。

开发商是打出来的
上海租界的房产熊市并没有

持续几年。1862年，太平天国的

军队接连三次打到上海，引起居

民大恐慌，像潮水一样逃进租

界。这回去租界避难的不光是上

海人，还有苏州人和南京人，粗

略统计在10万人以上。难民去而

复来，楼市死而复生，曾经空置

的小木屋被洋房东用更高的价格

租了出去，卖鸦片的洋行再次干

起房地产，租界土地严重紧张，

地价房价联袂飞涨。当时法国驻

上海领事描述了法租界的情形：

“法租界长期以来不被注意的地

皮突然变得身价百倍，所有出卖

的地皮都被争相购买。”

在这种大好形势下，更多的

洋行从事了房地产开发，租界之

内开发商林立。这些开发商不再

建造小木屋，改建两三层的小楼，

砖木结构，小小天井，一圈石头

的门框，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中国

近现代建筑史的“上海石库门”。

早先开发商只租不卖，后来他们

既租又卖，有钱的华人可以把一

所甚至多所楼房一次性买下来，

然后再分租给没钱的华人。

在我们中国，房地产开发这

门生意出现得并不晚，古代中国

的开发商，其最大特色就是只租

不卖，多数为个体经营，在我看

来，专业的开发商出现在太平天

国起义以后，出现在 1862年的上

海租界，被战争所催生。

太平天国一亡，楼

市就崩盘
专业的开发商也好，不专业

的开发商也罢，在暴利当头的时

候，都很难看清楚未来的形势。

事实上，在江南富人仍在源源不

断地搬进租界的时候，太平天国

已经危如累卵，战

争即将结束的迹象

已经显现，可是开

发商们认为租界里

的虚假繁荣还将一

直持续下去，房价

还将一直上涨，所

以他们的开发规模也

一直在扩张。

谁知在1864年，

太平天国灭亡了，江

南战事平息，租界里

的难民再次返回家园，新建房

屋再次空置，在建的房屋也纷纷

停工，许多开发商破了产，从事

土地投机的中国买办也血本无归

，开始有人跳黄浦江了。租界里

的银行、租界外的钱庄，因为在

牛市时期把资金放进楼市，这时

也出现危机，11家银行有 6家濒

临关门。紧接着是 1866年的世界

金融危机，一些资金雄厚、经营

多年的大洋行也不得不倒闭。

表面上看，成也房产，败也

房产；实质上，成也战争，败也

战争。

史海沉浮

and construction 
of new bridges 
and roads. New 
flight routes from 
China to Poland are 
also expected, and 
officials in Warsaw 
say they are 
working to strike 
more agreements in the days leading up to the visit.
Previously-agreed projects such as a $1.5bn private 
equity fund for the region funded by Beijing and 
a motorway in Montenegro financed by Chinese 
lenders show promise. But despite the fanfare, eastern 
Europe’s potential as a golden destination for Chinese 
investment has so far disappointed.
Grand visions to link China to European trading partners 
have previously promised to bring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to Europe’s eastern reaches. Proposed 
investments include rail lines linking the south-eastern 
European states, and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in 
Serbia, Russia’s strongest ally in Europe and the heir 
to China’s friendly ties with nonaligned Yugoslavia.
(Courtesy http://www.ft.com/intl/cms)

David Roy was born and grew up in China, which led 
to a long career as a professor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 a 30-
year odyssey translating a 16th-century Chinese novel.
Roy, who retired in 1999 from the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worked from 1982 to 2012 translating 
"Chin P'ing Mei," or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The late 16th-century novel by an unknown author, 
first published in 1618, is considered a masterpiece of 
Ming-era Chinese literature.
There were many expurgated editions where sexual 
passages were deleted, but in 1950 Roy found an 
uncensored version of the novel in a secondhand 
bookstore in the Confucian Temple area of Nanjing. It 
was an early step in Roy's decision to devote years of 
his life to translating the work.

"The book gives by 
far the most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everyday 
life in Chinese society 
that had appeared before 
that time. But I was a 
teenager so I was excited 
by the prospect of 
trying to read something 
pornographic," Roy 

was quoted as saying in a 2013 edition of Tableau, a 
publication of U. of C.'s humanities department.
Roy, 83, died on May 29 of complications of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or Lou Gehrig's disease, 
according to his wife, Barbara. He was a longtime 
resident of Hyde Park.
Roy's parents were American educational missionaries 
working in China when he was born. His father was 

brother said. "Within a 
year, he could read the 
local newspapers."
While completing his 
high school education 
in Philadelphia in 
1951, he was able to 
enroll in a graduate-
level Chinese program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He 
was obsessed with the 
language and within 
a year had completed 

the equivalent of four years of language studies," his 
brother said.
Roy went on to study at Harvard University, but 
interrupted his education to volunteer for the draft and 
a two-year stint in the U.S. Army that included service 
in Japan and Taiwan. Upon his discharge, he was 
readmitted to Harvard, where he went on to complete 
his doctorate.
He taught Chinese literature for four years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before moving t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n 1982, he began the epic task of translating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The novel chronicles the 
rise and fall of a corrupt middle-class merchant, his six 
wives and his concubines.
His work was praised for its masterful research, 
reflected in more than 4,400 endnotes, providing a 
window into the lives of ordinary people of the time, 
with meticulous descriptions of everything from dinner 
party banter to bribery schemes to funeral rites.
At U. of C., Roy had the opportunity to teach a 
seminar on anything he wanted and chose to teach 

"Chin P'ing 
Mei" in Chinese. 
Although only 
one student 
showed up for 
the first seminar, 
he continued the 
seminar for two 
years, covering 
one chapter 
each week and 
becoming more 
fascinated with 
the book. Roy described the novel as loaded with 
poetry and songs.
That led him to spend about two years making a 
card index of every line of poetry, related prose and 
proverbial sayings to help him identify material he 
came across from other sources. The effort resulted in 
tens of thousands of cards, which became his source 
for notes in his translation.
Translating the first volume of the novel took more 
than a decade. It was published in 1993. Roy once 
acknowledged that the pace of the project picked up 
after he retired from U. of C. in 1999. The fifth and 
final volume of his translation was published in 2013.
His brother said it was not long after he completed his 
translation that Roy was diagnosed with ALS.
"It would have been an enormous tragedy if he had 
been unable to complete the translation because of the 
disease," his brother said.
Roy had no other direct survivors.
A Chicago memorial service is being planned for this 
coming fall. (Courtesy http://www.chicagotribune.
com/)

a professor at what was 
then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We were a 
close-knit family unit," 
said Roy's younger 
brother, J. Stapleton 
Roy, who served as U.S. 
ambassador to China 
from 1991 to 1995.
The family spent the 
war years from 1938-
45 in Chengdu, the 
provincial capital of 
Sichuan, where they 
were subjected to frequent Japanese bombing raids. 
The family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45, but 
returned to China in 1948, just in time for the final 
stages of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Roy spent a year at the 
Shanghai American School 
until it closed following the 
communist takeover. He 
and his brother then rejoined 
their parents in Nanjing, 
where they remained until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 in June 1950, when the 
two children returned to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his year in Nanjing, 
university professors 
tutored him through his 
junior year in high school.
"He had become totally 
fascinated with Chinese — the written language," his 

The initiative “fits China’s idea of a multipolar world,” 
said Zhao Chen, a European studies expert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For eastern Europe, Chinese capital is seen as a 
welcome new source of finance to reduce their 
dependence on FDI from traditional western markets 
like Germany and France, and a hedge against the end 
of large EU funding streams, which are expected to 
decline sharply after 2020.
But critics said some eastern European expectations 
of Chinese investment were unrealistic and argued 
Beijing was following “a classical divide and conquer 
strategy.”
Bilateral trade rose 28 per cent to $56.2bn last year, 
but so far eastern Europe accounts for only about 2 
per cent of total Chinese investment into Europe, 
according to Ministry of Commerce statistics. “The 16 
countries are relatively backward and have more need 
for Chinese investment,” said Zhou Xiaoyan,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of European affairs.
Mr. Xi and his entourage are expected to sign 24 
"co-operation agreements" in Serbia, according to 
the country's President, but many are expected to 
cover already announced projects such as rail plans,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s second trip to eastern 
Europe in four months is raising expectations of 
an investment surge, as Beijing seeks to increase 
geopolitical influence and trade access amid western 
concerns of a potentially divisive influence on the 
continent.
Mr. Xi travels to Serbia and Poland this weekend, 
following a trip to the Czech Republic in March. At 
each stop he is expected to dangle the promise of 
Chinese capital and increased traffic via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policy, despite a patchy record on 
delivering previous pledges. 
The five-day trip, which begins in Belgrade on Friday, 

builds on China’s controversial “16 + 1” strategy, first 
articulated four years ago, which provides a platform 
for the Asian giant to deal directly with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states and circumvent Brussels.
Beijing believes there are more opportunities in those 
states for Chinese investment, alongside easier and 
cheaper market access compared to more developed 
European economies.

China is also lobbying hard for the World Trade 
Organisation to grant it “market economy status” 
this year, which would increase its trade access — 
Beijing faces stiff opposition from Brussels and many 
western EU capitals but sees eastern member states as 
a potential source of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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