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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歲華裔女孩進入2016全美小姐比賽決賽

本報記者陳鐵梅報導

6月 20日，2016 全美小姐德州賽區在富麗堂皇的Royal Sonesta
Hotel 隆重舉行！來自德州的將近450名佳麗參加了比賽！現場高貴
典雅，佳麗明媚多姿，才華橫溢，競爭非常激烈！來自傑星教育學院
舞蹈班學生 (Top Star Academy) ，明湖高中 10年級學生，Lucy
Wang （王亞茜）經過激烈的競爭角逐（每組90人以上），順利進
入了2016 NAM Top 20 Overall ，並且贏得才藝比賽第二名, 最後
順利取得了參加全美決賽的資格（Finalist for 2016 National
American Miss Pageant）。因為德州賽區的比賽剛好在父親節的後
一天，所以這也是王亞茜送給親愛爸爸的一份特殊父親節禮物！因為
在舞台上的突出表現，比賽結束後很多觀眾（包括孩子），各區佳麗
都熱情要求和王亞茜合影！王亞茜保持一貫的自然大方態度，親切的
和每一位Fans合影留念！回想整個比賽，王亞茜最想感謝親愛的爸
爸媽媽對她的養育之恩！沒有父母的大力支持就不可能有今天這麼優
秀的王亞茜！也特別感謝傑星教育學院全體老師同學的支持和幫助！
感謝王奕童老師悉心指導王亞茜學會中國彩綢舞，在比賽中取得好成
績！感謝東方藝術教育中心一直以來對王亞茜的舞蹈才藝培訓！我們
都一起期待Lucy Wang （王亞茜）在接下來的全美決賽中取得更好
的成績！為華人爭光！

各區佳麗各顯身手，不但美麗動人，更是才華橫溢。

華裔小美女Lucy Wang （王亞茜）經過激
烈的競爭角逐，順利進入了 2016 NAM
Top 20 Overall ，並且贏得才藝比賽第二
名, 最後順利取得了參加全美決賽的資格。

華裔小美女Lucy Wang （王亞茜）的表演獲得評委的好評。

華裔小美女Lucy Wang （王亞茜）動人的舞姿。

盧軍宏台長 「觀世音菩薩心靈法門」 開示（八）
導致事業不順的重要原因

看色情版，事業一定不順；男女
之間的事情，可以讓一個人徹底倒霉

問：台長，我現在求其他事情還
比較順利，就是求事業的時候，也不
是說不順利，就是好像還沒有結果，
這是為什麼？

答：很簡單啊，事業和你的心有
密切的關係，你的心還有雜念，事業
一定不會順的。比方說你經常看一些
不該看的雜誌報紙那種色情的東西，
你的心就會動，一動的話，事業馬上
就會不順了。連報紙上那種色情版，
你都不能看（我明白了）看的話一定
事業不順，很多人事業不順，跟這個
心裡男女之間的事情特別有關係。因
為最倒霉的就是男女之間的事情，可
以讓一個人徹底倒霉。所以你去看好
了，有些人貪污還不一定出事，但是
他只要跟女人搞上之後，接下來，一
鍋端，什麼都出來了（噢，是這樣的
）
被太多女人喜歡、陰氣太重，導致事
業走下坡路

問：您好，我是馬來西亞打來的
。我想問一下我先生，他是1969年1
月27號的雞，他的事業如何？

答：事業不好，現在走下坡路，
過去還賺到很多錢，現在不行了（對
對）你老公在不在邊上啊？ （在）你
叫他要當心，他身上陰氣很重。你跟
他說，有很多女人喜歡他，叫他不要

去碰（對
）他的事
業運都是

被女人碰掉的，女人屬陰啊（如果是
他的家里人呢？）一樣，是女人都少
碰（他時常協助他家里人的）你這種
人搞都搞不清楚的（對，他家里人也
是屬於女人，是屬陰的）就是陰啊，
他陰氣太重。明白了嗎？ （明白。那
怎樣化解呢？）好好念解結咒，好好
念心經（可是他現在才剛剛開始學念
經，他的經文念得不是很好）他剛剛
開始，不能馬上改變他的運氣，所以
叫他好好學，他以後事業才會順利
（要多念解結咒，多念心經，還有
……）還要多念消災吉祥神咒。

吃海鮮導致貴人緣、菩薩緣全部
跑掉；吃全素對事業好，會帶來財運
吃海鮮導致貴人緣、菩薩緣全部跑掉

問：我夢到台長的幾個弟子在佈
置法會現場，因為當時會場還沒佈置
好，沒地方坐，我就乾脆坐在地上。
剛坐下沒多久，台長就過來了，對我
說：“我看見佛祖就在你的左後方。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答：很簡單，你有佛祖保佑，你
自己要好好的，要進一步度人、幫助
別人，這是台長在夢中點醒你，你已
經有佛祖保佑了。你自己想想，一輩
子這麼過來不是經常有很多事情轉危
為安啊？碰到很多不好的事情的時候
馬上就有貴人相助了？ （對對，這是
事實！ ）那你自己都不知道感謝菩薩
？ （我知道，我非常感謝菩薩！ ）

知道就好好努力，多度人；不能吃活
的海鮮。 （沒有，我已經許願不吃活
的海鮮了。 ）
活的東西一吃，菩薩都跑掉了，不騙
你的！我看很多人過去都是天上來的
，很好，後來就是不停地吃海鮮，吃
到後來，腦子愚癡得不得了，不該投
資的還要投資，結果虧得一塌糊塗、
傾家蕩產。很多人真的很可憐，就這
麼吃啊吃啊，他的貴人緣、菩薩緣全
部跑掉。
吃全素對事業好，也會帶來財運

問：師父，前幾天有一個男的看
圖騰，他問他的財運怎麼樣，師父問
他：“吃全素了嗎？”他說已經許願
吃全素了。師父說您給他加持了加持
，他比命根中的財運還會多很多。請
問師父，他一是許願吃全素，二是您
加持了加持，他的財運就比命根中多
了，是因為他吃全素的功德帶來財運
嗎？是不是吃全素對一個人的事業會
越來越好呢？請師父開示一下。

答：對，吃全素的人不但對事業
好，還會對他財運也好。有些話我也
不能講，你去看，現在有很多大的老
闆都是吃素的（對對）很多理念都吃
素了。所以有些時候給你財運，因為
你不殺生，不殺生的人他不會有漏啊
，不會有漏的話他容易聚財。他不跟
動物結冤，他不跟人結冤，所以這種
人財運會很好。你想想看，身體好了
財運不就好了嗎？很多人再有錢，家
裡看病把錢全部看得傾家蕩產了（是
的）吃素怎麼沒關係？比他的命根當

中財運還要好，就是他在積福積德了
（明白了，謝謝師父慈悲開示）

嘴巴不好導致事業不順，要多看
《白話佛法》

嘴巴不好導致事業不順，要多看
《白話佛法》

問：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的事業
，請您幫我看一看。

答：你的事業啊？ （我知道肯
定您會說不好了）呵呵，你知道還問
我啊？ （但是我要改正啊）你要改
正啊，你的嘴不好，很多事情都是被
你講出去的，講壞掉的（這樣子我就
少說話了？）對呀（除了少說話，還
需要做什麼呢？）除了少說話，還要
多看書，每天晚上看一篇《白話佛法
》（我已經開始了）多念經（有啊。
我想繼續讀書，可以嗎？讀得成嗎？
可以畢業嗎？）可以讀的，但是我覺
得你也是很辛苦，因為你這個人腦子
不是太好的，聽得懂嗎？ （哦，我念
多點心經）讀書對你來講很辛苦（對
對對，就是說我要很勤勞才可以？）
對，要自己很喜歡，才會有效果（就
是說還是可以讀？Ok ）
事業有靈性，導致事業不好
女人話不要太多，脾氣不要倔，不要
太強悍；事業不順要念經文組合

問：師父，我是1976年屬龍的
，我想看一下自己的姻緣，還有事業
。

答：姻緣不好（因為我到現在還
單著呢）有兩個跟你很好過的，談過
的，兩個。這兩個也是你的姻緣當中

的。你自己好好改毛病啦，話不要太
多，脾氣不要太倔，女人嘛稍微弄得
像女人的樣子。不肯聽人家話的，一
點都不聽人家意見的。要改毛病的，
否則的話，你自己怎麼找啊？哪個男
人喜歡找一個女人，還沒有結婚就天
天跟他頂啊、跟他辯論啊？整天辯論
的，嘴巴會講是吧？ （我要改的）好
好改，已經吃苦頭了，還“我要改的
”，馬上改（嗯，立刻改）這是一個
，還有你問我什麼？ （問事業）事業
現在有靈性。過去蠻好，現在有靈性
（那麼要念幾張？）你事業想好起來
要60張（60張給自己的要經者，就
專門針對事業的對吧？）對（好的。
師父，目前為止姻緣還是沒有對吧？
）現在幾歲啊？ （虛的39）你其實
現在應該找得到的呀（好的）找得到
的，你不要太自閉啊（改自己的毛病
）你太強悍了（嗯。感恩師父）再見
。

車禍，工傷，各種全身疼痛 請找脊椎骨神經科何成宗醫師

圖為脊椎骨神經科的何成宗醫師（ 中 ）與兩位主要工作同仁合
影於診所內。 （ 記者秦鴻鈞攝）

（ 本報記者秦鴻鈞 ）您遭遇車禍，工傷，全身疼痛嗎？請
找中國城 「 黃金廣場」 前， 「 中國餐廳」 西面建築的脊椎骨
神經科----- 何成宗醫師，何醫師服務僑界十多年，深受各地
僑胞的信賴。凡遭遇任何不測，無論車禍受傷，工傷，全身各
種疼痛，請別驚慌，失措，馬上跟何醫師聯絡，何醫師有從律
師，保險公司一條龍的服務，有專業律師幫您向保險公司求償
，有何醫師幫您作一系列的復健，讓您此後不會有任何副作用
，且在完成這整套復健過程後，您才能拿到保險公司的完整賠
償（ 包括精神與肉體），有些人不肯花時間來作復健，結果不
僅拿不到保險公司的賠償，事後還後遺症遺患無窮，真是得不
償失。

何成宗醫師的脊椎骨神經科不僅接受各種車禍，勞工賠償

和各種保險，還以改革性的治療設計，不用手術，採用最先進
的科技，有效的消除由脊椎引起的手腳麻痺，以及頸腰間壓迫
所造成的疼痛。並所有醫療過程，受到美國FDA 的驗證。

何成宗醫師通曉國、粵、英語，主治各種身體的疼痛, 包括
： 頸痛、頭痛、腰痛、關節痛、運動受傷，手腳麻痺痛、椎間
盤突出，手術後復健，及肩周炎等症。

何醫師診所內設備完善，有全套X光，激光治療，以及
ULTRA Sound等儀器，一應俱全。

何成宗醫師的脊椎骨神經科門診時間為每周一至周五 9：
30am- 6:30pm, 該診所地址：9798 Bellaire Blvd. Unit K ,
Houston TX 77036電話： （713 ）777- 7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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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樂視視頻的全球發展，2016 絕對是最重
要的一年。身為首家站在全球範圍內推廣影視戲
劇的中國視頻網站，樂視一鳴驚人，從 < 親愛的
翻譯官 > 到 < 好先生 > 收視霸頻，不但創下了上
半年度戲劇界收視奇蹟，中國大陸與海外播放量
之高，驕傲地為樂視視頻全球戰略，應證了成功
的第一步。不僅如此，樂視更加快腳步，斥資購
買大量海外版權，豐富海外視頻內容以及文化輸
出，為的是朝向全球發展的高峰邁進。

< 親愛的翻
譯 官 > 收 視 奇
蹟 引 發 全 球 效
應     

國 內 首 部
以 高 級 翻 譯 行
業 為 主 題 的 職
場 愛 情 大 劇 <
親 愛 的 翻 譯 官
>，日前已榮譽
收 官， 在 國 內
創 下 了 開 播 26
天霸榜 26 天的
收 視 奇 蹟， 樂
視 視 頻 全 終 端
播 放 量 突 破 40
億， 北 美 總 點

擊數超過了 4,000 萬之多，網路上話題閱讀量超過
50 億，收視以及討論度高的驚人，成為樂視視頻
2016 年上半年播放量最高的電視劇。

< 好先生 > 告別劇荒的良心好劇
< 好先生 > 以電影的畫面質感，精彩的內容

配上演員細膩的演出，開播至今零差評，網友們
無不對該劇雙手豎起大拇指，紛紛稱其為真正告
別劇荒的良心好劇。挾帶著超高口碑的光環，< 好
先生 > 收官當日，全網播放量突破 80 億，相當於
每個中國人都看了 6 集的好先生。北美樂視視頻
的播放總量也超過 2,800 萬，收視口碑雙贏。

收視奇蹟的推手 樂視視頻全球戰略旗開得勝   
顛覆者的挑戰 :  樂視如何將華語劇掀起全球瘋

顛覆傳統  剖析樂視視頻全球戰略布局
斥資購買海外版權  
首家中國視頻網戰布局全球
樂視造劇的能力，已毋庸置疑。然而樂視所

看到的是遠景，是未來；身為國內第一家具有全
球化內容布局的視頻網站，除了計畫 3 年內投資
150 億元，戰略布局影視內容，對於全球市場的營
運，天價購買海外版權，讓觀眾能合法地欣賞諸
如 < 羋月傳 >，< 親愛的翻譯官 > 以及 < 好先生
> 等熱播大劇。據消息指出，樂視視頻在 2016 下
半年度，將會有更驚人的創舉，保證將讓海外觀
眾享有極致的影視體驗。

樂視視頻全球戰略    顛覆傳統的生態體系
剖 析 熱 播 劇

在樂視視頻全球
超高播放量的背
後，除了戲劇本
身的質量，樂視
視頻全球的戰略
核心，才是真正
推手。樂視視頻
以”內容服務生
活”為主線，運
用了內容連接用
戶，開放打造服
務，以及全球化
共享的三大戰略，
藉助”平台 + 內
容 + 終端 + 應用”
連動的生態體系，

將戲劇的人氣與話題推至極致；移動端網路和
APP 下載，讓全球觀眾隨時隨地可以追熱門大劇；
樂視超級電視的高清畫面更是讓劇迷在家裡也能
享有劇院裡的感官享受體驗。樂視從去年底進軍
北美，日前也發布了在俄羅斯發展的長期計劃。
樂視生態頻藉著”顛覆傳統”的優勢，在國內建
立起良好的典範，從 2016 年開始，成功地布局海
外，在香港，印度，北美以及俄羅斯，通過內容，
產品，技術和生態組織，準備用樂視獨有的全球
攻略，打一場獨一無二的世紀之戰。

美南大專校聯會2016 年會暨獎學金之夜（ 下）
大專校聯會理事長劉秀
美（ 左 ） 頒獎給鑽石
贊 助 廠 商 「 Crown
Mark Inc. 」 由 Angela
Mark ( 右 ） 代表接受
。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獎學金得主Amy Dong 表演舞蹈 「 蒙古人 」 。

新任會長葉宏志（ 右 ） 頒贈紀念品給即將奉
調返台的齊永強副處長（ 左 ）

頒獎給得獎學生家長代表周芝陽（ 右 ）。

孫雪蓮（ 後排右一） 與其弟，恆豐銀行董事孫定藩（ 前排
左一）及恆豐銀行總裁張永男夫婦（前排中，右），及趙婉
兒（ 後排左一） 等人在餐會上。

（ 左起） 「 石山地產 」 負責人柏尼先
生，莊麗香夫婦，王妍霞在餐會上。

黃處長（ 右） 代表僑委會頒發嘉
勉狀給洪良冰會長（ 左 ）。

新任會長葉宏志（ 左四 ）介紹新任幹部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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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印度總理怎么推廣瑜伽：
萬人同做 拉普京“下水”

今年 6 月 21 日是第二个

“国际瑜伽日”。在印度总理

莫迪的大力倡议下，联合国于

去年设立了这个节日，在全球

掀起一股瑜伽风潮。作为瑜伽

爱好者，莫迪一直大力推广这

项运动，尤其是在出访的时候

，向其他国家领导人大力推荐

，连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被说动

，表示愿意尝试瑜伽。

莫迪是瑜伽爱好者，曾透

露他每天起床做完瑜珈才展开

公务。去年的国际瑜伽日，他

在首都新德里献上了自己的首

次公开瑜伽秀。当天，一身纯

白、披着三色围巾的莫迪发表

完简短致辞后，就站在瑜伽队

伍的最前方，与数万人一同做

起了各种瑜伽动作。

今年，莫迪再度上阵，动

作更加丰富。他向人们呼吁，

让瑜伽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从而踏上“转变，健

康和自我发现之旅”。

除了身体力行之外，莫迪

还通过政府部门推广瑜伽。在

2014年改组内阁时，他特别任

命了一名瑜伽部长，以推动这

门古老活动的发展。去年，为

确保瑜伽展示成功、动作规范

，印度瑜伽部专门制作手册和

瑜伽录像带供各界人士学习，

并特地举办为期一个月的培训

班。

去年 12月的印度高级警察

会议上，莫迪要求为与会警员

上一次瑜伽课，他本人也参与

其中。此外，印度驻泰国大使

馆还曾发布免费手机应用程序

。

去年 6月 21日，在莫迪的

率领下，新德里近3.6万人在该

市里国王大道摊开瑜伽垫，同

做大型户外瑜伽。全场民众跟

着麦克风里传来的英语指示，

伴随着坦普拉琴演奏的诵经曲

，做各种瑜伽动作——摆动头

部、舒展手臂、并拢双脚、弯

腰、呼吸控制、冥想等。

这一人数创造了最多人同

做瑜伽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据

吉尼斯官网称，参加瑜伽的包

括 5000名儿童，5000名全国军

校学院，5000名中央陆军成员

，1200名女警官，5000位工会

部长和类似岗位人员，5000名

外交官和外国公民，以及1.5万

瑜伽机构成员。

今年，莫迪则来到了昌迪

加尔市，约 3 万名印度民众被

他带动，在户外同做瑜伽。此

外，在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

印度诸多城市，都举行了大型

的户外瑜伽活动。甚至在印度

的“维拉特号”航母和海岸警

卫队船只上，海军和海岸警卫

队成员也集体做起了瑜伽。

为了推广瑜伽不遗余力的

莫迪，在出访和会见其他国

家领导人时，也大力宣传瑜

伽。在白宫晚宴上，莫迪同美

国总统奥巴马畅聊瑜伽；澳大

利亚总理阿博特访印期间，

莫迪特地送了他一本关于瑜

伽的书；在访华期间，他还

参加了天坛举行的“太极瑜伽

相会”活动。

在去年的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七次会晤期间，莫迪向俄罗

斯总统普京大力推荐瑜伽，而

普京向莫迪承诺，他对瑜伽很

有兴趣，并且打算在每日的健

身锻炼加上瑜伽。

普京表示，“我还从未尝

试过做瑜伽训练。但瑜伽无疑

有着自己的吸引力。我正在努

力，将会在自己的运动训练水

平上达到从事瑜伽的状态。”

日本一名高三女生
因妊娠不能上體育課被勸休學

日本京都府立朱雀高中

2015年发现一名 18岁的高三女

生有妊娠迹象，并劝其休学。

据了解，该校于本月 15日表示

为达到毕业标准，该名女生必

须补修体育课。

据该校相关负责人介绍，他

们于去年8月左右发现该名女生

有妊娠迹象。虽然学生本人希望

能够正常毕业，但是校方认为她

不能上体育课，劝其休学以安心

待产。当时，校方表示，因为该

名女生的体育成绩空缺，所以在

毕业时必须补修包括球类和长跑

在内的实践课程。

该校负责人表示，在校规

中生病或受伤是“特殊情况”，

但在全日制高中教育阶段未事

前考虑妊娠情况，所以妊娠不

属于“特殊情况”。

此外，校方在采访中表

示，为了照顾母亲的身体情

况，不会让该名同学进行剧烈

运动，会考虑用在教室中演习

的方式代替实践活动。然而校

方并没有将这一考虑告知该名

学生。

最后，该学生从今年 1 月开

始休学，并计划今年 8 月转为

接受该校的函授教育。

该校副校长石田充学表示，

因为考虑到在全日制课程下，

很难兼顾待产和学习，所以才

劝其修学并转为函授教育。通

过这次事情，该校将会讨论妊

娠学生的安排问题。

威廉王子登同性戀雜誌封面：
沒人該因性傾向受欺淩

英国王位排名第 2 的继承

人威廉王子为英国知名同性恋

杂志Attitude拍摄封面，成为第

1 位登上同性恋期刊封面的王

室成员，令同性恋社群大受感

动与鼓舞。

据台湾“中央社”6 月 15

日报道，威廉王子未来将是

英国的君主，在王室的重要

性不言可喻，日前发生美国

奥兰多同性恋夜店枪击屠杀

事件，引发世人关注同性恋

者议题，威廉王子此时登上

同志杂志封面，显示王室拥

抱多元社会，并随着时代演

进。

今年 5月 12日威廉王子邀

请 Attitude 杂志主编陶德 (Mat-

thew Todd)带领 9位LGBT(同性

恋、双性恋及变性者)成员到肯

辛顿宫，分享他们因为性向问

题被霸凌的不幸经验，其中有

人曾想自杀，吸毒并患有忧郁

症。

对于同志与变性者经常遭

到霸凌的遭遇，威廉王子强调，

“没有任何人应该为他们的性

别或任何理由被霸凌”。

威廉王子肯定这几位 LG-

BT的代表勇敢说出自己的故事，

给正在经历可能霸凌的人一些

希望，他们的勇气与乐观应该

让所有人受到鼓舞，可以对抗

霸凌。

他同时呼吁所有的年轻人，

不要因为自己的性别承受霸

凌，应该向值得信赖的大人、

朋友、老师、护童专线或其它

单位求助。

威廉在会谈中说，“你们

应该以你自己为荣，完全不需

要感到可耻”。

陶德说，他自 2008年担任

Attitude杂志主编以来，遇到不

少 LGBT 的家长，他们的小孩

因为被罢凌而自杀或丧生，他

很高兴英国未来的国王认同霸

凌必须被制止，并呼吁所有各

地的家长确保学校保护所有的

儿童。

7 月份封面照，威廉王子

穿着白色衬衫，左手握拳微靠

着下巴，神情愉快开心微笑。

这期最新杂志将于 6月 22日出

版。

柬埔寨獲2016年度
世界最佳旅遊目的地獎

柬埔寨首相洪森 22日在首

都金边接受由欧洲旅游和贸易

理事会评选并颁发的 2016年度

世界最佳旅游目的地奖。

据理事会消息，柬埔寨提

交的竞选报告标题为“柬埔寨

：神奇的土地——神和国王建

立的世界”，并最终凭借丰富

的文化、自然风光和社会安全

性获此殊荣。

洪森在仪式上表示，这个

奖项将吸引更多游客访问柬埔

寨。他说：“柬埔寨以前因战

争和冲突而闻名，但现在将会

以文化与生态旅游而被世人重

新认识。”

欧洲旅游和贸易理事会总

部设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

特，由 28个欧洲国家组成。理

事会总裁安东· 卡拉贾说，这一

奖项表彰柬埔寨在保护和修缮

本国历史文化遗产、促进旅游

和文化交流方面所做的努力。

柬埔寨目前共有 2 项世界

文化遗产，分别为吴哥窟和柏

威夏寺。此外，柬埔寨西南部

还拥有全长450公里、跨越4个

省市的原始海岸线，以及诸多

生态旅游景点。柬旅游部信息

显示，柬埔寨 2015年吸引了大

约 480 万名外国游客，旅游总

收入超过30亿美元。

美國推出新型無人駕駛汽車

能同乘客對話
近日，在美国马里兰州国民海

港，美国汽车设计公司Local Motors

和国际商业机器(IBM)对外介绍它们

联手开发的自动车。

据悉，这款无人驾驶电动智

能车名为 Olli，它是一辆小型巴

士，一次可载 12 名乘客。Olli 使

用 了 IBM 的 “ 沃 特 森 ” 超 级 电

脑，不仅可和乘客即时对话，还

可提供个性化服务，是全球第一

辆采用人工智能同乘客沟通的交

通工具。

它可从多个源头大量收集周围环

境的数据，根据路况和乘客要求，选

择最快捷路线把乘客送到目的地。

美國西南部迎罕見極端酷熱天氣：
人行道上可煎蛋

本周，美国西南部迎来极端酷热

的天气。如果你早上7点在加州Nee-

dles市做早餐，可以尝试在人行道上

煎蛋。

21日，加州多个城市早上7点的

气温超过华氏100度（37.78℃），而

高温还将持续上升。这一打破历史

纪录的高温已经导致至少5人死亡，

多地电力紧缺，并令各州山火形势

更加严峻。

21日晚9点之前，亚利桑那州大

部分地区、加州西南部和内华达州

南部都进入高温警报。多地气温高

达华氏 110度，有的甚至超过了 120

度。Weather.com 预计，西南部沙漠

地区本周都将持续高温。

20日，美国加州洛杉矶地区部

分安杰利斯国家森林遭遇山火。受

连日高温影响，位于洛杉矶地区安

杰利斯国家森林的圣加布里埃尔山

20日中午遭遇山火。洛杉矶地区消

防部门派出近百辆消防车辆和飞机

参与火灾救援，过火地区部分居民

被迫离开家园。目前尚无人员和财

产损失报告。

据报道，亚利桑那州与加州一

带 (Arizona-California)20 日打破了高

温纪录。亚利桑那州的Yuma的气温

达到120华氏度，凤凰城的气温达到

118度，加州棕榈泉的气温为119度，

加州Burbank的气温则达到 109度。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报道，由于高

压气流影响，未来 17天内，南加州

将在26日温度达到历史新高。

炎热气候被气象专家形容为

“罕见且致命”的。AccuWeather.

com指出，这波强烈高压的威力将持

续到本周，使西南部气温升高到危

及性命的程度。该网站专家克拉克

克拉克说：“西南地区上次高温到

此程度是2005年和1990年。” 全美

6月最高温是2013年6月30日在加州

死亡谷创下的129度纪录。

极端高温还导致飞机起飞比较

困难，西南部各地航班可能晚点。

此外，如此高温的天气，也使

得消防员扑灭新墨西哥州、亚利桑

那州和加州山火的努力变得更加困

难。洛杉矶接近市中心地区星期天

发生野火，使公路两旁人口稠密地

区受到威胁。

相比西南部的炎热，几个风暴

将于 21日晚抵达五大湖地区和东北

部地区，带来降雨和凉爽的天气，

部分地区将面临雷暴天气。

21 日 下 午 ， 宾 州 南 部 和 新

泽西中部将遭遇雷暴天气。另

有几股小风暴将于 21 日晚抵达

维吉尼亚州、华盛顿特区、马

里兰州和特拉华州，以及肯塔

基州东部和西维吉尼亚州南部、

新泽西州。

3歲女孩站馬桶上做鎖門演練：

母親心碎 網友心酸
美国密西根女子菲利的3岁女儿

站在马桶上，她起初以为女儿在耍

宝，但小女孩实际上是在做锁门演

练，希望避免她这个年纪可能无法

完全理解的(枪击)悲剧，菲利得知实

情后“整个崩溃”。

菲利(Stacey Feeley)说：“我问

她：‘你在做什么？为什么站在马

桶上？’”她女儿回复：“锁门。

我们要非常小声。”菲利说：“这

样的反应让我崩溃了。”

她说：“当你想到在今日世

界，这是他们必须经历的事，这是

像现在的日常演练，想到这就令人

心碎。”

菲利说，身为母亲，她觉得有

必要发声。她将这张照片上传脸书

(Facebook)，发文表达她的愤怒，迄

今累积7000多个赞并有11000多次分

享。

菲利在贴文写道：“政治人

物，请看一看。这是你们的小孩、

孙子、曾孙与未来子孙。他们将在

根据你们决策所塑造的世界，过着

他们的人生并长大成人。他们只有 3

岁，他们将躲在浴室里，站在马桶

上面。”

菲利在贴文中说，她以为3岁小

孩会有的天真无邪，全都消失殆尽

了。

数千名脸书使用者在贴文下方

留言。网友史奎兹 (Madalyn Hooper

Squires)写道：“这看了真的让人很

心酸。”网友普莱斯(Cat Price)说：

“我很遗憾你的小女孩住在被教导

必须寻找掩护的世界，这真的让我

感到很难过。”

菲利说，她不知道这则贴文

会引发这么多人回响，但她很欣

慰。她说：“我希望这能让大家

觉醒。”

网友罗布森 (Lisa Robson)说：

“身为4岁女儿的母亲，我现在非常

庆幸我是住在澳大利亚，上一次造

成超过 4 人死亡的枪击案是发生于

1996年，已经隔了20年。”

贝尔 (Kedrin Bell)说：“这真

的让我感到很难过。她应该在玩

泥巴或堆积木，而不是做锁门演

练。”

利尔 (Catharina von Liel) 说：

“我必须承认，身为德国人，我花

了一下子才理解什么是‘锁门演

练’ (lockdown drill)，这不是语言问

题，我的英文很流利，只是这个概

念对我来说太陌生了。我想，我们

近代(过去约20年)只发生两起校园枪

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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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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峽谷空中走廊
美国大峡谷空中走廊，被喻

为“世界第八大奇景”。该空中

走廊以独特的玻璃制成，悬空于

科罗拉多河 1219米之上，向大峡

谷悬崖以外延伸 21.34 米，可承

载相当于 71架满员波音 747飞机

的重量，游客站在大峡谷空中走

廊，可以 720度的角度欣赏大峡

谷奇观。大峡谷空中走廊自 2007

年 3月开放以来，迅速成为美国

著名的观光景点之一。当选由美

国权威《旅游休闲》（Travel &

Leisure）杂志评选的“2012最佳

新地标（Best New Land-marks）”，

并位居“最佳新桥梁建筑（Top

New Bridges）”类别票选首位。

建设背景

这座建筑的构想源于拉斯维

加斯华裔企业家大卫 · 金，他在

1996年参观了大峡谷后有了这个

想法。由于大峡谷位于美国的华

莱派印第安自然保护区，因此他

邀请当地的华莱派部落与他合作

建设这个项目。

拉斯维加斯其它的一些部落

都通过经营娱乐场所来作为主要

的经济来源，而华莱派部落因为

位置偏远，因此无法依靠经营赌

场获得经济来源。正如华莱派部

落中管理旅游事务的成员罗伯特

所说，很少有游客愿意开车来到

这个拉斯维加斯的保护区，即使

来了也不会待很长时间。

数据显示，虽然著名的美国

大峡谷每年接待游客 400万，但

由于地处偏远，到目前为止大峡

谷西缘也只接待了125000名游客。

为了增加游客数量，华莱派部落

同意了建造空中走廊，他们希望

能通过这座玻璃走廊来获得更多

的经济来源，目标是首年能吸引

60万游客。

按照协议，这座玻璃走廊由

华莱派部落所有，而在建成使用

后的 25年里，大卫· 金将分得门

票收入的一半。

建筑结构

空中走廊的设计方案，由拉

斯维加斯MRJ建筑公司提出。该

公司的建筑师马克 · 约翰逊和华

莱派部落的顾问团、工程师以及

地质学家们起初设想建造一个像

跳台一样笔直的观光台，但后来

在排除了多个设计方案，最终选

择了建造一个U形的玻璃走廊。

整座桥重，相当于 4架波音

757的重量。它宽约3米，中间的

一米多是透明玻璃，左右两侧的

边道呈半透明，供不敢走在玻璃

上的游客使用。整个建筑从飞鹰

岩向外延伸出21米，距大峡谷谷

底约 1200多米。负责施工的洛奇

萨工程公司用94根埋入石灰岩14

米深的钢筋撑起了这座悬臂桥，

并将 3个振动阻尼器嵌在中空的

桥梁中，每个阻尼器都是一块

1.45吨重的钢板，它们通过上下

运动来消除脚步和时速达 160公

里的大风带来的振动。为进一步

强化支撑，天空步道本身是用三

英寸厚热处理强化玻璃（半钢化

玻璃）建造，并以约 1.5 米高玻

璃墙围住。

整个走廊的安置作业使用精

巧复杂的滑轮系统，连结上四部

牵引式拖车；鞋状水压机把天空

步道抬起，底下是混凝土轨道，

轨道上满是金属条，以便把步道

往峡内推。四根固定用的钢条深

深凿入大峡谷岩壁，工人再把步

道与钢条焊接起来。步道推往大

峡谷时，便不再靠峡谷岩壁固定，

为了保持平衡，工程人员在另一

端放了大约227吨的钢块。[3]

包括空中走廊的设计师在内的一

些专家都指出，这座空中走廊的

寿命可能不会很长。首先，虽然

整个空中走廊是建筑在抗腐蚀的

峡谷石灰石上，但是不可预测的

岩崩导致空中走廊的安全存在不

确定性。另外，由于当地气候干

燥，通过钻孔方式固定在岩石上

的空中走廊，有可能使岩石热胀

冷缩的程度加剧，进而威胁到建

筑的安全。

各方观点

空中玻璃走廊于 2007年 3月

28日正式开放给公众。不久后当

选美国《旅游休闲》（Travel &

Leisure）杂志评选的“2012最佳

新地标（Best New Land-marks）”，

并位居“最佳新桥梁建筑（Top

New Bridges）”类别票选首位。

除了凌空的玻璃空中走廊外，

旁边还将建起一座占地 3万平方

尺的游客中心，而建造该中心的

石块将从当地采集。Honta70岁，是

华莱派部落的一位长者，她认为

开发的已经过多了。她说：“我

感到他们正在破坏我们的土地，

对我们来说土地是非常神圣的。”

过去许多在冲突中死去的当地美

国士兵的坟墓都在这片区域，但

建筑者们并不知道具体的位置。

当地的一些居民也承认，虽

然旅游业带来的收入让他们感到

兴奋，但是实际上他们对于游览

“空中走廊”也存有疑虑。

西部大峡谷的执行经理Bra-

vo 承认，为了说服部落的长老

们支持“空中走廊”的建筑计

划进行了很大的努力，而且这

项工程还必须通过华莱派自然

资源部的批准。这项工程已经

实现，支持者们说他们为能够

提供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经

历感到很兴奋。

景区的门票近50美元，要亲

身踏足走廊，还需多付25美元，

旅客会获赠一双保护鞋，每次只

能逗留15分钟。

地理标志

位于美国大峡谷西缘的“空

中走廊”（Skywalk）日前当选由

美国权威《旅游休闲》（Trav-

el&Leisure）杂志评选的“2012最

佳新地标（BestNewLand-marks）”，

并 位 居 “ 最 佳 新 桥 梁 建 筑

（TopNewBridges）”类别票选首

位。此外，新加坡的亨德森波浪

桥 （HendersonWavesPedestrian-

Bridge）及法国的米洛高架桥

（MillauViaduct）分列第二及第

三位。

位于美国大峡谷西缘的“空

中走廊”（Skywalk）日前当选由

美国权威《旅游休闲》（Trav-

el&Leisure）杂志评选的“2012最

佳新地标（BestNewLand-marks）”，

并 位 居 “ 最 佳 新 桥 梁 建 筑

（TopNewBridges）”类别票选首

位。此外，新加坡的亨德森波浪

桥 （HendersonWavesPedestrian-

Bridge）及法国的米洛高架桥

（MillauViaduct）分列第二及第

三位。

在美一定要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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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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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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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发等通常占

10%-15%的消费；旅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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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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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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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证明，居住地证

明向各地汽车监理站申请），学生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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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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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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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车困难，甚至连工作都难以找到。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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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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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在美国公共场合例如公交车，地铁不要大

声喧哗，注意排队上车。

9：万圣节在北美有习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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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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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送禮習俗美國送禮習俗美國送禮習俗美國送禮習俗美國送禮習俗美國送禮習俗美國送禮習俗美國送禮習俗美國送禮習俗美國送禮習俗美國送禮習俗美國送禮習俗美國送禮習俗美國送禮習俗美國送禮習俗美國送禮習俗美國送禮習俗美國送禮習俗美國送禮習俗美國送禮習俗美國送禮習俗美國送禮習俗美國送禮習俗美國送禮習俗美國送禮習俗美國送禮習俗美國送禮習俗美國送禮習俗美國送禮習俗美國送禮習俗美國送禮習俗
美国的节日集世界各地的风俗、传统于一

体，成为世界文化的大融炉。特别是现在，整个

世界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把节日搞

得那么有贸易色彩。

美国送礼习俗之情人节

美国人现在庆祝的圣瓦伦丁节来源于古罗马

的牧神节。这一节日定于 2月 14日，据说乌类在

这一天开始交配。现在人们在圣瓦伦丁节这一天

向情人、家人和朋友表达爱心，许多圣瓦伦丁节

的饰物中都有古罗马爱情的象征——丘比特及弓

箭。良多人在这一天还互赠小礼品，最常见的是

互赠心形糖果，或是男子给女子送鲜花，学生们

则在教室里庆祝这一节日。他们将送给朋友的礼

物放进圣瓦伦丁盒子里，放学前打开盒子以便交

换。年青人则举办一些有浪漫情趣的舞会和庆祝

流动。相爱着的人有时不透露自己的姓名就在卡

片上签上圣瓦伦丁。

美国送礼习俗之复活节

每年在教堂庆祝的复活节指的是春分月圆后

的第一个日曜日，假如月圆那天恰好是礼拜天，

复活节则推迟一礼拜。因而复活节可能在从 3月

22日到 4月 25日之间的任何一天。复活节是最古

老的基督教节日。由于它庆祝的是基督的复活，

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都要庆祝这一节日。复活节前

夕，孩子们为朋友和家人给鸡蛋着色梳妆一番。

复活节那天早晨，孩子们会发现床前的复活节篮

子里装满了巧克力彩蛋、复活节小兔子、有绒毛

的小鸡及娃娃玩具等。据说复活节兔子会将彩蛋

藏在室内或是在草地里让孩子们去寻找。复活节

也是向你所关怀的人送鲜花、盆景、胸花等的节

日。很多去做星期的人这天也向教堂献上花束。

成人们则往往互赠小礼品。传统上人们在复活节

给孩子们送去活的小鸡、小鸭、小兔子等，现在

的城市糊口送这些显然是不恰当的。母亲节。5月

的第二个日曜日。5月的第二个日曜日。

美国送礼习俗之父亲节

6月的第三个日曜日。每年全美国要在.. 5600

万令人尊敬的父亲自

上用去数亿美元礼品

费，但是礼品的种类

却很单调，除了领带

和雪茄烟较合适外，

很难买到独出心裁的

礼物。

美国送礼习俗之

圣诞节

12月25日。圣诞

节这一西方最受正视、

普遍庆祝的节日使人

想起那稣在伯利恒一

个马棚里的情景。基督教徒们以为基督——上帝

独一的儿子——是上帝给人间的最高礼物。美国

人因为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庆祝圣诞的方

式也不同，但相互赠予礼物是不可少的。共享基

督仁爱的基督徒们这时对家人、心爱的人、朋友、

穷人和无家可归者都有所赠送。圣诞白叟一样是

孩子们的幸运白叟。

美国送礼习俗之感恩节

11月的第四个木曜日。感恩节从三个方面来

说都是送礼的节日：大多数美国人要感谢上帝在

过去一年里的恩惠，人们按传统要用时令的果实

招待亲朋挚友，人们还送食品给那些饥饿的人。

美国人庆祝感恩节时通常用加好调味品的烤火

鸡、鸭或鹅来摆宴。阔别家乡的人被作为客人受

到邀请。人们也为那些不幸者送去食品。当地一

些机关、学校和教堂先收集食品然后装入食物篮

内分发给穷人。有些商店老板还将火鸡送给雇员

和一些老顾客。

美国送礼习俗之万圣节

万圣节前夕10月31昼夜。一年中最闹鬼的这

天夜里，各种妖魔鬼怪、海盗、外星人和巫师们

纷纷出动。在基督纪元之前，凯尔特人在夏末举

行典礼感谢打动上苍和太阳的恩惠。当时的占卜

者点燃起篝火并施巫术以驱赶据说在四环浪荡的

妖魔鬼怪。后来，罗马人用果仁和苹果来庆祝丰

收节就与之融合了。在中世纪，人们穿上动物造

型的衣饰，戴上可怕的面具是想在万圣节前夜驱

赶黑夜中的鬼怪。尽管后来基督教代替了凯尔特

和罗马的宗教流动，早期的习俗仍是留存下来了。

现在，孩子们带着开玩笑的心理穿着上各种衣饰

和面具参加万圣节舞会，这些舞会周围的墙上往

往吊挂着用纸糊的巫婆、黑猫、鬼怪和尸骨，窗

前和门口则吊着龇牙裂嘴或是言语无味的南瓜灯

笼。这天孩子们穿上古怪的眼饰去按邻居家的门

铃，并按传统发出是款待我仍是要我耍花招的威

胁。邻居们无论是否被吓着，老是预备了一些糖

果、苹果等点心，孩子们则逐一收入自己的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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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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征七號怎么“走”到發射塔的？

22日 8时许，中国新一代火箭“长征

七号”在海南文昌发射基地正式亮相。

“高颜值”的火箭徐徐驶出总装车间，顺

利进行了“垂直转运”，进入发射区。6月

25日至 29日它将择机发射，目前各项准备

工作对准的发射窗口是 25日傍晚。这将是

“长征七号”的首飞，也是文昌卫星发射

基地首次执行发射任务。

月亮湾前，铜鼓岭上，面朝大海，蓝

天白云。文昌不同于酒泉、西昌、太原三

大卫星发射基地，作为开放程度史上最高

的场所，游客可近距离观赏发射。羊城晚

报记者将带您全程直击“文昌首发”。

场地 将有“长箭出海”奇景

22日 8时，文昌龙楼镇。承载着运载

火箭与搭载载荷组合体的活动发射平台，

慢慢驶出发射场垂直总装测试厂房。“长

征七号”准备“转场”。所谓“转场”，

就是将组装好的火箭，通过铁轨从总测试

装厂房转运至发射塔架。

羊城晚报记者获悉，“长征七号”运

载火箭及其搭载载荷等飞行产品自5月中陆

续进场后，按照发射流程，相继完成了总

装测试等技术区各项准备工作。相比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 2800平方公里的面积，文昌

发射基地堪称“迷你版”，包括发射场、

指挥中心、火箭组装厂以及规划中的太空

主题公园，占地只有 20平方公里。基地内

一共只有两条路：航天路和问天路。两路

串联起航天器总装测试厂房、测控中心、

火箭总装测试厂房以及两座发射塔。

从发射中心外围的龙楼镇远远望去，发

射基地最显眼的是两座发射塔架。发射塔

800米之外就是海面。这也意味着，“长征

七号”升空后马上就到海面上空，若发射

时天气状况良好，火箭会在海面上划出一

道圆弧，呈现“长箭出海”的奇景。“文

昌的卫星发射，将是四大发射基地中最美

的。”一位参与过西昌、酒泉基地多次发

射的工程师如是称。

距离两座发射塔 2.8公里之外的是卫星

基地最高的建筑——两个火箭垂直总装厂

房。记者获悉，文昌基地比酒泉基地多一

个垂直总装厂房，这源自两个厂房分别供

直径5米和直径3.35米两种型号的火箭卫星

总装测试使用。高度上，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的垂直总装厂房高 93.5米，曾是亚洲最

高的单层建筑。而现在，这一纪录被文昌

航天基地打破。

转场 保证火箭垂直全靠它

22日，“长征七号”转场历时约三小

时，运抵2号发射台。

8时，“长征七号”从垂直总装测试厂

房出发转场，“背着”它的是大火箭活动

发射平台。这是文昌航天发射基地的亮点

之一，工作人员介绍，活动发射平台被称

为转场“脐带塔”，能保证火箭从装配完

成到发射时都保持垂直状态。

“脐带塔”高近 70米，相当于 24层楼

房的高度，台体的上表面面积达600多平方

米，相当于一个半篮球场，整个平台自重

近 2000吨。有了它，火箭可以直接转场且

所有连接状态不变，到发射区后直接进行

加注发射，缩短在发射区的测试时间。

羊城晚报记者获悉，相比于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大戈壁上每秒9米左右的风速，文

昌发射场的风速经常达到每秒 20米，为了

能够保证火箭时刻都站得住、站得稳，文

昌发射场的“脐带塔”两侧加装了两根摆

杆，即便8级大风的情况下，火箭也可进行

垂直转运。

“长征七号”沿间距 30米宽的铁轨平

稳行进着，9时许，它抵达轨道的第一个拐

弯处；10时许，经第二个拐弯处，在完成

了直线距离为2.8km的转场后，11时运抵发

射塔。发射台分上下两段、左右四翼进行

“封闭围合”。

目前，文昌发射场测控通信系统、着

陆场系统等已完成相关准备工作，静待点

火发射。

解密 “长征七号”6大“秘密武器”

作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为发射货运飞

船而全新研制的运载火箭，“长征七号”

可以说是“一出生就风华正茂”，是我国

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的基本型号，采用了

液氧煤油发动机等新技术，近地轨道运载

能力 13.5吨，也可用于发射人造卫星等其

他载荷。专家预计，随着“长征七号”各

项技术趋于成熟稳定，将逐步替代现有的

长征二号、三号、四号系列，承担中国

80%左右的发射任务。

文昌基地的本次发射，是载人航天工

程空间实验室阶段四次飞行任务的开局之

战，也是我国新建成的海南发射场首次执

行发射任务。本次发射的主要目的，是为

全面验证火箭设计的正确性和各项性能指

标，同时搭载了国内相关科研机构的有效

载荷，开展空间技术试验。要全面了解该

火箭特点，以下六大“解密”你不能不关注。

1 下雨天不耽误发射

现役中国长征火箭发射，选择窗口时

都会避开雷雨天。“长征七号”则能在雨

中发射。这是因为新一代运载火箭做了

“防水设计”。

海南发射场气候潮湿多变，全年降水

量很大，“长征七号”的燃料中有液态氧，

它的温度是-183℃，因此表面会出现水蒸

气凝结的现象。所以“长征七号”专门做

了防水设计。“当然，只能中雨或小雨，

大暴雨还是不行，另外雷暴和大风也有影

响，但相对其他型号，已经改进很多了”，

一位火箭专家说。

2 可提前一天加燃料

以往长征火箭发射前，会在几个小时

前开始加注。“长征七号”经过专门的设

计和演练，它的液氧和煤油推进剂组合虽

然属于低温燃料，但可以安全停放 24个小

时。这使得它可以灵活应对多种发射需求，

而且在发射前程序最为复杂的阶段，减少

了工作量，可以为成功发射争取更多有利

时间，提高可靠性。

3 转场后仍有“脐带”

胎儿在母体约十个月，脐带起到重要作

用，它为胎儿吸取养料、排除废料。火箭在

到达发射场后，也有着同样的“脐带”，

它就是火箭的加注管道、供气管道、空调管

道以及电缆等。它们向火箭源源不断地输送

燃料、供气以及调节体温。此外，“长征七

号”在转场过程中，要拐四个 60度的弯。

为何拐弯？这是因要和“长征五号”火箭共

用一个转运轨道，节省占地面积。

4 平台涂“防晒霜”

“长征七号”发射点火的刹那，温度

会高达 2800℃，和过去主要起支撑作用的

钢制发射平台不同，文昌发射场使用的新

一代发射平台里面装载着仪器设备，而且

也需要多次使用，所以专门采用喷水降温

和涂特种防护涂层等方式，这类似于“防

晒霜”，使它不怕被高温摧毁。

5 起飞重量90%是燃料

虽然“长征七号”起飞重量接近600吨，

其实这里面钢筋铁骨的结构和设备占重量比例

很小，只有10%左右，大部分都是燃料。作为

卫星等航天器前往太空的“专车”，“专车”

自身重量越低，燃料越充足，能够运送的“乘

客”也就越多。

6 火箭可抗八级大风

文昌发射场的地面风非常常见和多

变，相比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大戈壁上每

秒9米左右的风速，文昌发射场的风速经常

达到每秒 20米，为了能够保证火箭时刻都

站得住站得稳，设计人员专门为它设计了

防风减载装置，可以在8级大风的情况下进

行垂直转运，抗风能力为目前“长征家

族”之最。

设有八个观测点

发射当天将有海域及交通管制

“海上升火箭，天涯共此时”，或将

成为文昌卫星首发最诗意的注解。自“长

征七号”确定将于 25日至 29日在文昌航天

基地发射的消息传出，众多航天科技“发

烧友”计划前往龙楼镇，希望一睹火箭升

空的壮美画面。据文昌市迎卫星首发办公

室介绍，当地最终确定了八个火箭首发观

测点，总占地面积671亩，能够容纳2.53万

人观看火箭升空。

周围海域将受管制

这八个最佳观测点大多集中在龙楼镇，

分别为：文昌清澜大桥西侧桥头公园、龙

楼交界处航天科普中心、龙楼镇天福云龙

湾度假村、龙楼镇山海天酒店营销中心西

侧、龙楼镇山海天酒店沿海沙滩、龙楼镇

堂洪港（石头公园西侧）、龙楼镇213地块

（石头公园西侧）、龙楼镇希尔顿酒店沿

海沙滩。

22日下午，羊城晚报记者探访了位于

石头公园西侧的瑞华园酒店。该酒店濒临

海边，与卫星发射塔架处于一条直线上，

通过海面可用肉眼直接看到两座发射塔。

若站在酒店的第三层平台上，视野所及更

是壮丽美景：蔚蓝的大海，翻滚的波涛，

青绿的椰林。届时火箭升空，游客可不用

凭借什么工具即尽观壮景。据酒店老板介

绍，因该店地理位置绝好，顶楼观测地已

被政府征用。不过住客有优先上到平台观

测的机会，但也不能绝对保证。

据了解，火箭发射当天，政府将会派

出工作人员，对该海域进行管理。附近捕

捞作业的渔民称，火箭发射时会暂禁出海

捕鱼。

距离文昌卫星基地大门左侧大约100米

处，游客接待中心出售130元的观光票，游

览项目为：从卫星发射中心大门进入，到

远程控制中心参观，然后为总组装厂房，

接着是发射塔架，最后参观基地其他区域。

据工作人员介绍，因发射期临近，目前接

待中心已不接受外来参观的游客。但可进

行火箭发射后的参观预约。

有酒店房价涨五倍

据统计，目前文昌全市共有各类住宿

设施 256家，住宿设施房间 11540间，共有

住宿设施床位19900张。但在卫星发射基地

附近的最佳观赏点，22日几乎所有的高档

酒店都提前两天被抢订一空。

位于石头公园的瑞华园酒店，前一天房

费还是158元/晚，到了25日却涨到了800元/

晚，而且住客必须付清全款才接受预订。

据当地交通部门预测，火箭首发之际，

涌入文昌的客流量可能远超承载能力，因

此，交通部门将在适当时间启动道路交通

管制。龙楼镇当地政府提醒，火箭发射前

八小时，龙楼镇开始实行人和车流的管控

，而在发射前三小时，就不允许人和车再

进入龙楼，因此，前往龙楼观看火箭发射

的游客要提前进入。

除了交通的管制应对，记者获悉在餐

饮方面，整个龙楼镇的餐饮企业都已经忙

碌了起来。除了储备必要的食材外，当地

餐饮企业还根据文昌市食药监部门的要求

整饬一新。据悉，文昌全市的餐饮服务企

业共 2132家，日接待能力达到 8万人次，

而龙楼镇通过前期筹备，目前仅镇墟就能

同时容纳万人就餐。

国际在线报道：罗伯特· 库恩

博士是全球著名的知华派人士，

集科学家、投资专家、作家和媒

体人多重角色于一体。在同中国

近 30年的接触中，他深刻感受到

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崛起，

他相信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自

我完善能力将引领中国变得更强

大，并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

的作用。

科学家出身的库恩博士聊

起中国共产党 95 年的历史也如

做科学报告一般客观严谨；同

时，身为作家和媒体人的他看

待中国共产党 95 年的历史又是

激昂慷慨的。库恩说：“中国

共产党的故事、中国的故事是

一个宏大且非常复杂的故事，

可说是现代史上最神奇的故事，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 95 年历史，

基本上充斥了世界重大事件的

不断冲撞盘旋，如同过山车一

般跌宕起伏。因此纵览中国共

产党的历史绝对堪称是人类历

史上最伟大的故事。”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

时，中国作为四大古老文明仅存

的硕果也是满目疮痍，内忧外

患，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军阀纷

争、抗击日本侵略、内战等腥风

血雨的考验之后发展壮大成中国

的执政党，建立了新中国，并带

领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不

断地创造着人类历史的奇迹。库

恩说：“说到中国共产党的成

就，最显著的一个就是将中国从

几十年前的一个贫穷、几乎是无

足轻重的国家发展成如今的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当今世界的

每一项事务几乎都有中国的参

与，每一项国际事务都离不开中

国的参与。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

转变。”

库恩博士尤其推崇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改革开放，认为这一场

改革不仅在极短的时间里创造了

巨大的财富，更使得五、六百万

中国人脱贫跨入了中产阶层，堪

称人类的奇迹。

他知道，这一次的改革并

非党内自上而下策划推动的，

而是由 基 层 民 众 自 下 而 上 开

始 倒 逼 的 ， 但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能够顺应民意，顺势而为，将

民众自发的改革需求发展成国

家的战略方针，这跟共产党的

高级干部来自于基层、了解百

姓 需 求 密 不 可 分 ， 这也是中

国共产党强大的生命力所在。

库恩说：“回顾这段漫长的岁

月，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总是

在 不 断 地 调 整 自 己 的 位 置 ，

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优势，

就是与时俱进。”

正是这种根植于民、与时

俱进的能力，使得中国共产党

成为改革的推动者，也使得中

国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

擎之一。而中国共产党干部层

层选拔的机制也确保了优秀人

才得以脱颖而出，这在库恩博

士看来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

要优势，干部的优秀和领导班

子的稳定确保了利国利民的政

策得以延续，从而实现可持续

的稳定发展。

当然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也并

非一帆风顺，也曾经犯过错误，

走过弯路，并为此付出了极大的

代价。但是，库恩博士相信，凭

借着共产党自身不断学习并修正

错误，未来的道路会走得更加坚

实。

他极不赞同美国等西方国

家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共产

党以及共产主义理念。他认为

共产主义提倡人人平等是一个

非常好的理念，只不过冷战时

期苏联的一些残暴行径以及某

些共产主义国家竭力向世界其

它地区输出革命的做法使得西

方民众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抵触，

进而对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产生

敌对情绪。但是，共产主义作

为一种政治经济哲学，跟资本

主义政治经济哲学并没有什么

不同。他说，中国人民选择中

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发展

模式是符合中国国情及发展需

要的。库恩说：“我相信至少

是在现在 ， 以 及 我 们 所 能 预

见 的 未 来 ， 这是中国 最理想

的发展道路。任何一个政治体

制都不是完美的，但是对于幅

员辽阔、发展极不均衡的中国

来说，以及为确保实现发展目

标 所 需 的 稳 定 环 境 ， 这 才是

中国的最佳道路。”

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和社

会转型期，如何最大限度地代

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是对中国

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一个考验。

库恩博士认为，习近平主席提

出的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尤

其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

“ 全 面 从 严 治 党 ” ， 是非常

及时和重要的。

他更欣喜地看到中国正在更

加积极地参与全球事务，他非常

赞赏习近平主席“一带一路”的

倡议。库恩说：“倒退 40年，中

国跟世界几乎没有什么联系，甚

至可以说中国整个国家都被长城

包围着，跟外界没有联系，而外

部世界也不太在意。然后从改革

开放时期到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

领导人之前，中国在国际事务中

虽然非常活跃，但是更多的是一

种反应性的参与，而‘一带一路’

的倡议是中国首次积极主动的参

与，是对全球整体发展的一个重

要贡献。”

库恩博士相信，中国领导人

的远见卓识和坚定的意志必将带

领中国走向新的辉煌，并在国际

事务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全球著名知華派人士相信
中國共產黨將引領中國變得更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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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tway 8

Summerbell 9330 Summerbell

Bissonnet

Bellaire

Ho
ne

y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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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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中國藏區最敏感的地方
是種什么體驗？

一直有个愿望，可以去藏区

看一看；一直向往藏区的白云，

还有藏族人民的热情好客；一直

想要躺在苍穹之下，背靠大地，

仰望星空。

在甘肃省的藏区，有一个神

奇般的存在——Norden游牧营地，

营地位于海拔 3,200 米的草原上,

地势高低起伏，野花俯拾皆是。

这遍营地为人带来无价的天然礼

物，包括清新的空气、源于喜马

拉雅山脉汇流而成的河水，以及

辽阔且略带翡翠色调的土地。

藏族牧民Yidam Kyap在这片

大草原上迎娶他的美国妻子Dech-

en Yeshi，抱着对这片土地的热情

，经营着这家处在敏感地区的藏

式营地“酒店”。这里既是他们

的生意，同时也是他们赖以为生

的家。

先来看看传说中的藏区营地

是个什么样子↓

传说中的藏区营地

注 入 时 尚 元 素 的 藏 族 营

地，大概和你想象中的不太一

样，保留了藏民们原始的形式

感，增加了现代元素的舒适和设

计感。

河水潺潺和涓涓细流中树立

着 4 个游牧帐篷和 7 个传统小木

屋，与青藏高原林地上所见的牧

民的家很相似，不同的是 Norden

所用的帐篷是欧洲知名品牌生产

的牦牛绒，并且全部是手纺和手

织而成。

每个帐篷和小木屋都有一个

露天阳台，推开门就可摆脱世俗

繁嚣，倾听雀鸟的美妙歌声，和

河水长年累月洗刷水中石的声音,

真正是质朴的极致奢华。

白天在苍茫的绿色中饮杯

茶，夜幕低垂，裹着厚毛毯，调

暗灯光，欣赏漫天星光，留下大

把时间清算天空流星数目。如果

恰逢现在这个时节去Norden游牧

营地，四周常有野兔、旱獭、羚

羊、猫头鹰和候鸟出没。

营地范围以外的地方亦有不

少活动可供参与。宾客可于Gyen-

jia 草原上与 Yidam 的亲人及其他

游牧民族家庭一起野餐，也可参

加导赏漫步之旅或草原瑜珈。藏

族的马匹敏捷灵活，穿着别具传

统特色的皮革马鞍，披上以手工

打结的藏族毯子，让喜欢骑马的

宾客一展所长。

吃在Norden游牧营地是种什

么体验？

热情好客的藏族人民，食

物在他们的待客之道之中是不

可或缺的一环。仰仗着藏区大

自然的馈赠，夏季餐厅从牧场

上采摘香草和蘑菇，这种天然

有机的食材不掺杂任何杂质，

毋庸置疑吃到嘴里的食物绝对

健康又新鲜。

Norden 游牧营地的餐厅开在

河畔，“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

餐秋菊之落英”，绝对没有附庸

风雅的意思。主厨 Andrew Notte

是Norden远道请来的朋友，每天

精心奉上传统泥砖烤炉烤焗，这

里所有的面食都出自厨师之手，

手工而成。必不可少的自然是藏

族特色美食， momo 的藏族饺

子 、 藏族沙拉，肉质醇厚的羊

肉、香肠和当地以 droma 根部为

饲料的黑猪肉。

一餐饱足的餐食之后，用

一杯现煮的咖啡让浓郁的肉香

更加深入心底，同时也让唇齿

间再度回味羊肉和牛肉的现实

存在性。最后必须要用足以抚

慰人心的甜品结束湖边的这场

饕餮。当然如果你是素食爱好

者，藏区的蔬菜也新鲜爽口的

饱足你的味蕾。

营地周边有什么？

拉卜楞寺毗邻Norden游牧营

地，只需要 20分钟左右的车程。

这座修建于 1790年的藏地瑰宝自

带信仰之光，宁静且平和。

拉卜楞寺藏语全称为“噶丹

夏珠达尔吉扎西益苏奇具琅”，

意为“具喜讲修兴吉祥右旋寺”。

拉卜楞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

教）六大寺院之一，也是甘肃、

青海地区最大的黄教寺院。

黎明时分来到拉卜楞寺后面

的山坡上等待日出。登高四望，

整个寺庙尽收眼底。对面的高山

上依旧阴云密布，不知是否能见

到日出。等待着直至整个寺庙地

区炊烟袅袅，连同晨雾一起为拉

卜楞寺披上了轻柔的面纱，直至

顺时针绕着寺庙奔走诵经的教徒

越来越多。忽然朝阳自山间显露，

奋力从阴云中挣脱出来，投射出

这一天第一缕佛光。

走出拉卜楞寺，又是一派活

力的民间市集场景。Yidam的姐妹

在拉卜楞寺周边开了一家咖啡馆

，出售自制的三明治、薄饼、果

然朱古力蛋糕和现榨果汁，离开

了藏地营地的庇护也不必担心。

Norden Travel

开放时间：

Norden 每年只开放数月，今

年的开放时间是2016年5月1日至

10月15日。

位置和交通：

Norden 位于中国甘肃省藏族

自治州关东地区内的青藏高原，

于 3200米的海拔上，以一条蜿蜒

的河流为界。这个 11公顷的营地

是绵羊和牦牛的放牧区，放牧次

数更会于冬季期间倍增。

游牧民族营地距离夏河机

场（GXH）约 30 分钟的车程，

游客可乘搭固定航班来往拉萨

（2 小时 25 分钟）和西安（1 小

时 15 分钟）。而 Norden 距离兰

州中川机场（LHW）则为 4 小时

的车程，每日有多班航班来往北

京、上海、成都、昆明、天津、

重庆和西安。

天气：

六月，七月和八月，整个营

地区域的大地都被野花覆盖，日

间温度为 15~25℃。秋季在 9月来

临，温度为 6~12℃。十月的天气

则更为晴朗，日间温度约 10°C，

而晚间气温会下降。在Norden的

所有季节都十分适合观星。

悲情九份
漸成臺灣必遊之地

在台湾新北市瑞芳区，有一个叫九份

的小城，它依山傍海，保留着独特的旧式

建筑。别看它的名字朴实无华，这里可是

台湾第一部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

的影片——《悲情城市》拍摄地，也是日

本著名动画导演宫崎骏的《千与千寻》灵

感来源地，还是台湾女歌手陈绮贞的歌

《九份的咖啡店》创作地……一个小小的

九份，以其独特的气质成为艺术家眼中的

宠儿，也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一探

究竟。

市井与艺术的融合

来到九份之前，笔者以为充满文艺气

息的九份应该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冷”

小城，如果有一种颜色属于它，那应该是

蓝灰色，安静又略显神秘;来了之后，才发

现它有商家店铺、老街美食，街头巷尾人

来人往，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很多人家

的门口还挂着火红的灯笼，如果用一种颜

色描述它，那无疑是红色，温暖又热闹。

九份的房屋顺应山势，鳞次栉比地盖

在一起，狭窄的街道和陡直的石阶，高高

低低，弯弯曲曲。行走时，常常会以为走

在别人家的屋顶上，或许因此更让人觉得

神奇而又充满趣味。

在窄窄的街道里继续行走，来到最热

闹的基山老街，经过老街两边上百家的传

统小店，又恍惚重新从漫画书里走到了热

闹的人间市井。这条颇有味道的老街，体

现了台湾特有的“食”文化，从传统特色

小吃到饮品店、民间艺术品店，吃喝玩乐

一应俱全。

一位九份当地的朋友对《环球时报》

记者介绍说，如果是第一次来九份，一定

不能错过九份独特的芋圆，这种纯手工美

食，把芋头的香甜展现得淋漓尽致，再加

上滑润细腻的口感，简直让人欲罢不能。

天热了可以吃芋圆沙冰，天凉了就吃芋圆

红豆汤。据说，终年不断的海风和雾夹带

着海水盐分渗入山坡泥土中，因此这里的

芋头特别好吃。

九份的咖啡店和茶馆也很多，且各具

特色，很多咖啡厅都设置了露台。由于九

份依山傍海，很多位置不错的露台还能看

到壮阔的海景，在这种环境下喝一杯香浓

的咖啡或品茗，让脚步随着小城慢下来，

真的有一种悠然自得的感觉。难怪台湾歌

手陈绮贞一来到这里，就创作了《九份的

咖啡店》。

“亚洲金都”的繁华与没落

九份的名字也是有故事的，根据《台

北县志》的记载，由于在清领时代初期，

这里的村落住了9户人家，每次到市集购物

时都是每样要“九份”，到了后来九份就

成了这村落的名字。

另外还有一种流传的说法是，九份一

开始被当地人称作“有金子的地方”，而

这个发音被后来到九份的广东人听成“九

份”，因而沿用至今。九份最开始的繁荣

源于被探测到金矿。大概在 19世纪末，大

批的淘金客蜂拥而至，让这座原本只有九

户的小山村迅速地发展成三四万人的小

镇，结束了它的平静和荒芜。

台湾进入日据时代后，日本人及基隆

颜氏家族相继拥有九份一带的矿权，尤其

在颜氏家族的经营之下，九份进入金矿出

产鼎盛时期，同时也在附近开挖煤矿。九

份生产的黄金，最多时以吨计算，含金量

最高达九成以上。当时，九份大大小小的

金矿坑有 80多个。入夜后这里灯火辉煌，

因此曾有“小香港”和“亚洲金都”之称。

大约在 1957 年后，九份的黄

金开采开始衰退，最后于 1971 年

正式结束开采。九份的繁荣也因

而褪色，人去楼空、老街人烟稀

少，喧闹的小镇又归于平静。

九份“黄金时代”的繁华虽

已褪去，但每年都有许多画家、

雕塑家、陶艺家聚集在这个小小

的山城，缅怀过去，寻求灵感。

在去年谷歌的“台湾最新街景热

搜景点排行榜”中，网友热搜的

台湾景点第1名就是九份老街。

折射台湾“悲情文化”

曾经灯火通明、霓虹闪烁;历经金尽人

散，沉寂多年，这份起伏让九份多多少少

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气质。上个世纪 80年代

后期，《悲情城市》在九份附近取景拍

摄。这部获得威尼斯大奖的电影，令人再

次留意到这个特别的小镇，也让那份捉摸

不透的神秘气质具象了——那就是悲情。

笔者认为，这部作品之所以一上映就大获

成功，本质上是因为它恰到好处地将台湾

文化中的“悲情意识”通过纪实性的影像

折射了出来。“台湾文化中悲情意识的形

成，与台湾历史的特殊性密不可分”，一

名长期从事台湾文化研究的学者在接受

《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台湾长期

与内地的隔离，让很多台湾人产生了身份

认同的困惑，甚至身陷压制与抵抗、理想

与挫折不断冲撞的人生困境。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农耕为主的封闭

性大陆文化，其特点就在于重家庭、以血

统连接彼此。在这种文化心理的支配下，

跨过台湾海峡来到台湾的早期移民，不可

避免怀有“恋乡情绪”，难舍故土，深藏

悲情。此外，台湾在历史上又遭遇了西班

牙、荷兰、日本等外族的长期殖民统治，

丧失民族身份所产生的苦难和屈辱，使台

湾民众内心的悲情意识更加浓烈。于是，

几代台湾人的悲情文化，就这样通过一座

小城平静地流露出来。九份，它未尝不是

一座小岛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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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中国游客可持有效驾照在加拿大各省内开车 6 个月，之后需

要考取本地驾照。

英国：中国内地驾照在英国可以使用一年，香港地区的驾照可以在英

国自由使用。

荷兰：在荷兰，中国大陆驾照只能使用 6 个月。此后需要重新进行实

践考试和路考。

瑞典：中国驾照一年内可以使用，如果不是永久居留，可以让公司帮

助申请延期。

比利时：中国驾照法定翻译后再经法院认证，就可以到住地市政厅申

请转换本地驾照。

丹麦：短期逗留带有英文注解的中国驾照有效，持寓居许可的居民只

在前14 天有效。

中国台湾：根据台湾“交通部”有关规定，持中国大陆驾照者不得在

中国台湾地区驾驶机动车。

韩国：中韩两国并未签署韩国通用中国驾照的相关协议。中国驾照在

韩国不能使用。

美国：大部分州承认英文公证的中国驾照，但有时间限制。长期驾车

要考取当地驾照。

瑞士：公证后的驾照能在瑞士使用一年，然后需在当地考取，但可免

去理论考试。

意大利：中国驾照到意大利法院翻译公证后，可以在意大利境内合法

使用一年。

法国：外国驾照在法国是有效的，被承认一年。但驾照要用法语撰写

或随同官方翻译。

德国：在德国驾车必须携带驾照及一份德国法院或驻华使馆认证过的

德语驾照文件。

中国香港：拥有中国内地驾照一年以上即可免试办理香港地区驾照。

10 年有效期，1 周领照。

新西兰：在新西兰交通局认证的翻译机构取得翻译件就可以在每次入

境后合法驾车1 年。

日本：中国人在日本境内驾车必须持有长期在留签证，并通过考试取

得驾照。

驾照公证：

驾照的翻译公证件不是一定要去专门的公证部门走流程，我

们的目的只是要一份认证翻译件。翻译准确无误，翻译者的资质

不会受到质疑就可以，一般由驻华大使馆，或者当地的法院、交

通署作为翻译者都可以。 不过获得中国驾照的翻译和公证后并

不代表可以在接受外国驾照的国家永久驾车，对于移居人员及长

久居住人员还有许多其他的规定，如果长期居住还是要考取当地

的驾照，只不过持有中国驾照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可以省去一些考

取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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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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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達石業公司

North

反應迅速 專業施工 工廠直銷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GRANITE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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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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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內付清，可享12個月無息分期付款。

2999

哪位開國將領敢當面頂彭德懷：
就妳最正確我不幹了

彭德怀：“你领导的晋绥部

队真是好啊，能打仗，听指挥”

贺龙虽然离开了前线军事指

挥岗位，但无时无刻不在关注晋

绥部队在西北战场的表现。他说：

“我带的部队，如果别人不能指

挥，那就说明我贺龙党性不强。”

对将领们与彭德怀在磨合过程中

产生的摩擦，他高度关注，全力

以赴地协调解决，做好“补位”

工作。

西北野战军第 1纵队是从湘

鄂西红二军团发展而来的老部队，

号称“贺龙嫡系的嫡系”。司令

员贺炳炎、政委廖汉生都与贺龙

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贺炳炎15岁

起就跟贺龙干，贺龙言“宁失一

个师也不能失一个贺炳炎”；廖

汉生是跟贺龙从桑植一路拼杀出

来的，还是贺龙的外甥女婿。他

俩长期跟随贺龙转战南北，习惯

了贺龙宽和而直爽的指挥风格；

而彭德怀指挥风格迥异，性格暴

躁，骂人是家常便饭。这对于年

轻气盛的贺炳炎、廖汉生而言，

一时难以适应。

1947 年 8 月上旬，第 1 纵队

奉命攻打榆林，攻城两天没能得

手。胡宗南急派36师驰援榆林。

为避免腹背受敌，1纵队回撤，

廖汉生心情很糟。这时彭德怀打

电话来，话没有说两句，就开始

骂人。廖汉生本来就郁闷，开始

还解释战斗为什么不顺，被彭德

怀一骂，火直往头顶上窜，就在

电话里争执起来。放下电话，廖

汉生带上警卫连，到榆林城附近

选了一个有利地形，憋足一股劲：

“今天，我就要让野司看看，我

们1纵是什么部队，就这一个连，

最少也要挡住追兵一两个钟头。”

贺炳炎闻报，亲自带一个营增援，

击退了追敌。

1947 年 10 月，1 纵队和 3 纵

队攻打清涧，遭到国民党守军廖

昂部的顽强抵抗，胡宗南命29军

军长刘戡率 5个半旅赶来救援，

军情非常危急。清涧城外的耙子

山敌军主阵地久攻不下，1纵队

伤亡较大，716 团团长储汉元牺

牲。在前沿指挥的贺炳炎十分窝

火，这时接到彭德怀电话，话筒

传来炸雷般的吼声：“为什么还

没有打下来？我命令你赶快给我

拿下耙子山！”贺炳炎是个火爆

脾气，听到彭德怀的话带火药味，

也来了情绪，跟着吼起来：“部

队伤亡大，有困难！”贺炳炎心

里着急前线攻山头的事，“啪”

地把电话筒摔了。敢跟彭德怀摔

电话的贺炳炎是第一个，但他次

日上午，硬是把耙子山拿下了。

这些摩擦引起了远在后方的

贺龙的焦虑，他感到自己有责任

找机会协助彭德怀解决这些问题。

可在西野前委扩大会议上又出现

了新问题。由于 1 纵队在配合 6

纵队夹击屯子镇外围之敌时，

“走错了路，耽误了时间”，彭

德怀批评 1纵队“没有意识到危

险，自己先走了”。这件事其实

是因彭德怀越级指挥造成的，廖

汉生心里一直有气，会上又将彭

德怀的意思理解成 1纵队“有意

识地先走了”。彭德怀一讲完，

廖汉生就站起来分辩：“什么叫

有意识的？你越过两级指挥直接

给团下命令，还是口头命令，事

后也不通知。这是有意识的还是

无意识的。要是信不过我们纵队

领导，干脆以后把我们和旅都取

消掉吧！你直接去指挥团好了！

我不干了！”贺炳炎也站起来冲

撞彭德怀：“对也骂，错也骂，

就你一个人最正确！我也不干了！”

参加会议的贺龙赶紧制止，

十分严肃地对贺炳炎、廖汉生提

出批评。会后，贺龙又把 1纵队

的领导留下来开了个小会，特地

请了习仲勋参加。在肯定 1纵队

仗前段打得不错，工作有成绩之

后，毫不留情地批评 1纵队领导

近来受到的表扬多了，骄傲了，

听不进批评了！贺龙严肃地说：

“跟彭总顶牛，要检讨。彭总说

了就是命令，必须坚决执行，不

管有什么理由，有多大困难，都

必须坚决执行，没有价钱可讲！”

贺炳炎、廖汉生主动找彭德

怀检讨。彭德怀笑笑，连连摆手

，其实他挺喜欢这两个部下“有

话就说，有屁就放”的痛快劲，

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直爽率性的

血性军人，心里憋屈就“放炮”。

在他看来，上下级之间有不同意

见，摊在桌面上，哪怕拍桌子骂

娘，都没关系。所以彭德怀并没

有把“顶牛”的事放在心上，还

做了自我批评，表示在指挥方法

上要改进。彼此沟通，坦诚相见，

相互理解，上下级关系融洽了，

指挥顺当了。1纵队成为西北野

战军能打硬仗的主力，贺炳炎、

廖汉生也成为彭德怀的爱将。彭

德怀还拟提任廖汉生为兵团政

委，廖从野战军干部的全局考虑

谢绝了；建国后，国防部长彭德

怀推荐廖汉生任国防部副部长，

在 7位副部长中，有 4位大将，2

位上将，仅廖为中将，可见彭德

怀对他器重。

西北野战军第 2纵队是红六

军团发展而来的，王震任司令员

兼政委。1947年底，2纵队在解

放山西运城的战斗中，执行党的

城市政策和群众纪律方面出了偏

差。周恩来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

上对此提出严厉批评：“连学校

里的钢琴也没收了，真是乱弹

琴！”这使贺龙深感不安，主动

同彭德怀商量，由他到 2纵队整

顿纪律。1948年 2月初，贺龙赶

到 2 纵队驻地山西新绛县，对 2

纵队错误提出了严肃批评。他还

在 2纵队住了一段时间，帮助王

震抓部队纪律整顿。王震后来

说：“贺老总专门到 2纵队来抓

执行政策、遵守纪律，对 2纵队

此后的建设作用很大。”

西北野战军第 3纵队司令员

许光达是贺龙在洪湖苏区时的老

部下。1948年 4月，西北野战军

发动西府战役，3纵队主力在追

歼从延安南窜敌人的战斗中取得

了一定胜利，但是未能达到预期

目的，原因是个别旅的指挥员未

能坚决执行野司的命令。 5 月

初，贺龙同林伯渠前往 3纵队驻

地陕西白水县。在纵队党委扩大

会上，贺龙动员大家开展批评与

自我批评，揭露矛盾，总结经

验。贺龙对个别旅的干部未能坚

定执行彭德怀命令的问题提出了

严肃批评，要求他们“虚心检

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要怪

张三李四，互相埋怨”。

西府战役后，西北野战军进

行了为期两个月的政治、军事整

训。贺龙马不停蹄地深入 1、2、

3纵队，找各纵队和各旅干部谈

心，要求老部下们总结经验教

训，加强团结，坚决服从彭德怀

的领导和指挥。在贺龙的协调

下，西北野战军将帅之间的磨合

期大大缩短，将领们对彭德怀更

加理解、更加尊重。彭德怀对贺

龙的良苦用心一直感激为怀，全

国解放以后，有一次在中南海怀

仁堂开会，很少当面称赞别人的

彭德怀，情不自禁地对贺龙说：

“你领导的晋绥部队真是好啊，

能打仗，听指挥！”

1898年何人去世導致清朝失去平衡
國家元氣折騰殆盡

慈禧太后将恭亲王打发出京，

随后多次秘密召见光绪的生父醇

亲王，确定了中央新的领导班子。

以恭亲王20多年执掌最高权力的

苦心经营，他必然也能及时掌握

这些异动情报。如果说“甲申易

枢”是慈禧太后发动的不流血政

变，那恭亲王绝对是心照不宣、

并且默契配合地“被政变”了，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1884 年 5 月 2 日，美国《芝

加哥每日论坛报》(ChicagoDaily-

Tribune)发表了一篇震撼性的报道：

“中国前总理恭亲王自杀身亡”。

这篇报道回顾了这位中国总理

“两起三落”(他的第三“起”要

等到十年后的甲午战争才会来到)

的政治生涯，给予了他很高的评

价，并且拿美国国务卿西华德

(WilliamHenrySeward)来做陪衬。

据说，每当西华德谈起中美关系，

为了强调自己的权威性，最爱将

恭亲王挂在嘴边：“恭亲王与我

共同认为……”

这篇长达近千单词的报道，

代表了当时美国及国际社会对恭

亲王的主流评价，但其核心内容

却大摆乌龙。52岁的恭亲王还好

好地活着，在他那四周环绕着绿

树红墙的王府中，荡起双桨，推

开波涛，看着阳光洒在湖面上。

无风不起浪，恭亲王的确在

20多天前(4月 8日)被判处了政治

上的死刑。

不需杯酒释兵权

引发恭亲王下岗的直接导火

线，是日讲起居注官、左庶子盛

昱在 4月 3日上的一道奏折，

从题目就能看出其鲜明的立

场：《疆事败坏请将军机大

臣交部严议》。此时，中法战

争已经爆发，清军在越南北圻

丧师失地，朝野震惊。盛昱

奏折中的攻击目标是政治局

委员兼中组部部长(“军机大

臣兼吏部尚书”)李鸿藻，正

是他推荐任命了前敌将领，但是，

恭亲王作为首席军机大臣，不能

不承担领导责任。盛昱的本意，

在于敲打敲打军机处，推动善意

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但是，5天后，慈禧太后的

批复令众人大吃一惊：军机处全

体下岗。

这一天，慈禧太后反常地没

有召见军机大臣，而只是召见了

军机处的“秘书长”(领班军机章

京)，按照她的思路拟定了圣旨，

指责恭亲王等军机大臣“委蛇保

荣”，地位越来越高，却越来越

不思进取(“爵禄日崇，因循日甚”)。处

理结果是，恭亲王奕 开去一切差

使，家居养疾;宝鋆原品休致;李鸿藻、

景廉降二级调用;翁同革职留任，

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

同一天，慈禧太后宣布组建

由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

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

工部侍郎孙毓汶组成的新的军机

处，随后又宣布“军机处遇有紧

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譞商

办”，至此，以醇亲王奕譞为首

的新的行政核心组成。

这就是清史上著名的“甲申

易枢”。在主流史家眼中，“甲

申易枢”普遍被看做是慈禧太后

抢班夺权的“疑似政变”，是以

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反动”

势力向以恭亲王为首的改革派们

的反攻倒算。利用中法战争的失

利，慈禧太后甚至不用一杯酒，

就成功地解除了恭亲王的权力，

至于李鸿藻等人，则成了陪衬而

已。

琐屑的总理

“甲申易枢”当然有极为浓

厚的权争色彩，但在慈禧太后

“夺权”之外，恭亲王也的确在

此前暴露出了极大的破绽。

根据当时的末班军机大臣、

光绪皇帝老师翁同龢的日记记载，

3月 30日，慈禧太后召集紧急会

议，讨论越南军情。当天，军机

处已接到电报，确定了北宁、谅

江失守。会议上，恭亲王却大谈当

年十月为慈禧祝寿进献之事，“极

琐屑不得体”。慈禧太后终不耐

烦，表示说早已决定不为生日搞

什么“进献”了，何必请旨呢?

“且边事如此，尚顾此耶?”但恭

亲王“犹剌剌不休，竟跪至六刻(

一个半小时)，几不能起”。第二天

的会议还是如此，还增加了一个

惇亲王奕誴(恭亲王的五哥)，两位

王爷兄弟“所对皆俗语，总求赏收

礼物”，慈禧太后的话就开始说

得重了：“心好则可对天，不在

此末节以为忠心”。翁同龢看不

下去，只好“越次”发言，劝两

位亲王“宜遵圣谕，勿再琐屑”，

总算给大家找了个台阶，“两王

叩头，匆匆退出”。翁同龢则在

当天日记里感慨说：“天潢贵胄，

亲藩重臣，识量如此!”

翁同龢的日记，虽然经过他

日后不断地修正调整，但基本事

实的可信度还是相当高的。吊诡

之处在于，此前在处理一系列内

政外交中杀伐果断的恭亲王，何

以此时变得如此琐屑?年龄上，

他此时才50出头，作为国家领导

人，正是年富力强之时，虽然从

1883年开始他休了一年的病假，

但已经病愈;经验上，从 20 多年

前临危受命，与兵临城下的英法

联军谈判开始，他长期主持中央

日常工作，大清国上下没有任何

一个官员比他更能驾驭复杂的局

势。只有一种合理解释：恭亲王

的变化，非自主也，实无奈也。

8年前(1876年)，恭亲王的得

力助手文祥病逝后，慈禧太后将

同治皇帝的老师李鸿藻安插进了

总理衙门。李鸿藻是倭仁一类的

人物(参阅本专栏2月22日《改革

的阳谋》)，能唱出调门很高的政

治高音，但基本不干事，只管挑

刺，做监工。毫无疑问，这种组

织措施上的“掺沙子”，就是为

了防止恭亲王在这个几乎等于

“国务院”的衙门中尾大不掉。

曾经团结一心的总理衙门，从此

派系林立，只在表面上维持着一

团和睦。

在这之后，无论军事、经济、

人才建设等任何改革，都无不遭

遇重重阻力，打横炮的、使绊子

的，弄得恭亲王也心灰意冷。

1882年他因病离职，病是真的，

但身病的根源仍是心病。病愈后

返回工作岗位，又碰上了中法在

越南对峙。以李鸿藻等为首的

“清议派”高喊主战，实际上既

不知彼，也不知己，他们的背后

是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这位

王爷此时也政治春情萌发，希望

能贡献力量了。而以李鸿章为代

表的务实派，则认为此时最好还

是避免战争，以外交手段为主，

韬光养晦，夹紧尾巴，先把国内

建设搞上去，厚殖国力。

了解家底的恭亲王是倾向于

韬光养晦的，但却架不住主战派

的道德攻势，十分为难。同样的，

作为最后拍板者的慈禧太后，也

左右为难、上下摇摆。显然，无

论战还是和都有风险，而无论出

现任何风险，其责任当然不能由

太后来承担，恭亲王就是那个注

定要做“检讨”的冤大头，这是

他的角色注定了的“台词”。而

在“战无可胜”的情况下，本就

不主张冒险一战的恭亲王，选择

以婆婆妈妈的琐屑来主动获咎，是

给所有人包括他自己找到一个最

合适的台阶。

盛昱弹劾军机处的奏折，被

慈禧太后足足压了 5天。收到奏

折的次日，正是清明节，慈禧太

后将恭亲王打发出京，随后多次

秘密召见光绪的生父醇亲王，确

定了中央新的领导班子。以恭亲

王20多年执掌最高权力的苦心经

营，他必然也能及时掌握这些异

动情报。如果说“甲申易枢”是

慈禧太后发动的不流血政变，那

恭亲王绝对是心照不宣、并且默

契配合地“被政变”了，一个愿

打，一个愿挨。

平衡木上骑毛驴

恭亲王在中法战争中表现出

来的无奈、无力和无能，并不是

第一次。与他相熟的美国传教士、

同文馆校长丁韪良 (WilliamAlex-

anderParsonsMartin)就说：“总理

衙门这台机器是根据测微螺旋原

理制造的，将震动最小化，但并

不促进问题的解决。”这并非

“机器”本身的质量问题，而是

定位问题。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早

已证明，一个执政者、尤其是改

革者，如果没有足够的权威资源

作保障，他的改革是难以推进的。

而恭亲王所能掌握的权威资源，

并非完全自主，在很大程度上还

必须取决于他和慈禧太后之间的

权力平衡。大权旁落，除了作为

减震器外，还能做什么呢?

在整个大清国的权力架构中，

随着恭亲王地位的不断下降，他

也日益成为一个大管家而已，平

衡着上、下，平衡着左、右，平

衡着“抓革命”与“促生产”。

对于大清改革的艰难，总税

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Hart)看

得很清楚。恭亲王去世3年之后，

在八国联军占领下的北京，他为

英国《双周评论》(FortnightlyRe-

view)撰写了《中国、改革和列强》

(China，ReformandthePowers)的著

名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不厌

其烦地讲述了一个毛驴的寓言：

老人和男孩牵着毛驴去赶集，路

上碰到一个主张改革的经济学家，

教导他们说让驴跟着走而不骑实

在是一种浪费，于是老人骑上了

驴。另一个鼓吹儿童权益的改革

者，却斥责老人怎么忍心让孩子

在一边跟着毛驴跑，于是，换了

孩子骑驴。第三个改革者责怪孩

子，岂能让患有风湿病的爷爷踉

跄步行，于是，一老一小同时骑

驴。动物保护协会的人就不答应

了，大声斥责他们，告诉他们最

适当的方式就是牵着驴走。最后，

老人、孩子和毛驴都掉到深沟里。

而恭亲王的艰难之处，不仅

在于很多人对是否骑毛驴、如何

骑毛驴七嘴八舌，而且，日渐丧

失权力的他，还只能在狭窄的平

衡木上骑毛驴。体操中的平衡木，

没有男子选手，原因据说很简单

，如果摔落后正好跨坐其上，会

导致致命危险。政治体操中的平

衡木也如此，“欲练神功，必先

自宫”，才能杜绝“鸡飞蛋打”

的危险，除非你不玩。因此，包

括恭亲王在内，作为权力排行榜

上的“老二”，中国历史上的

“总理”们，总是不得不告别阳

刚、走向阴柔，只关心问题、不

关心主义(或假装不关心)，只埋

头拉车、不抬头看路(或假装不抬

头)，并且在任何必须向老大低头

的场合，主动地、深刻地检讨自

责，从而即使在暴政、庸政泛滥

的年代，也能离奇地建立起自己

在民众心目中操劳、亲切、忍耐

的好管家形象。

中国宰相，其职责就是“调

和鼎鼐”，做好政治大厨。所谓

“治大国如烹小鲜”，当所有的

烹饪用油都已经是被深度污染而

后“漂白”的“地沟油”时，大

厨所能做的，也就只能是尽量可

口些，当毒性发作时，口舌至少

还能享受到致命的快感……

史海沉浮

rolled out the 
red carpet for 
a state visit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October to such 
a degree that 
critics labelled 
it “kowtowing” 
to Beijing. Xi 
signed a slew of investment deals, including a £40 
billion (HK$426 billion) deal to develop nuclear 
plants in Britain and hailed a “golden era” in bilateral 
relations.
Wang Yiwei, a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Renmin University, said Brexit would “damage the 
faith in European integration”. “The EU is going to be 
more conservative, continental and self-oriented, and 
the uncertainties will reduce the EU’s importance to 
China,” he said. “As for Sino-British relations, in the 
short term there will be a lot of turbulence. But in the 
long run, Britain without the EU restrictions might be 
able to form better ties with China.”
Foreign ministry spokeswoman Hua Chunying said 
China “respects the choice of British people”.
A European diplomat in Beijing said Brexit was set to 
weaken the EU’s influence in China.
Chen Fengying, a senior world economy researcher 
at the China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Beijing, said: “Brexit is a crack in the 
Western alliance, and it means the Western sphere is 
not a whole bloc ... so it’s not necessarily a bad thing 
for China.” (Courtesy www.scmp.com/news/china/
diplomacy-defence)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put forward a five-
point proposal Friday for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to consolidate unity and mutual 
trust, and deepen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
Speaking at the 16th SCO Council of Heads of 
State meeting in Uzbek capital Tashkent, Xi urged 
all the SCO members to firstly carry forward the 
Shanghai Spirit, which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bloc's 
undergirding value.
Secondly, the SCO should prioritize security and 
cement this foundation of the SCO development, said 
the Chinese leader.
Thirdly, the SCO should expand practical cooperation 
and broaden the path for its progress.
Fourthly, it also needs to enhance culture and people-to-
people foundation as a bridge for future development.

Last but not the least, the SCO should uphold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and get more parties on board for 
SCO cooperation, Xi said.
The annual summit, hosted by Uzbek President Islam 
Karimov, was also attended by Kazakh President 
Nursultan Nazarbayev, Kyrgyz President Almazbek 
Atambayev,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and 
Tajik President Emomali Rahmon.
The heads of state signed the Tashkent declaration on 
the 15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CO 
as well as several resolutions to approve an action plan 
of the SCO development in next five years, and the 
working reports of the SCO secretary-general and the 
organization's anti-terrorism institution.
The leaders also witnessed the signing of the 
memorandums of obligations for India and Pakista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push for the building of 
international transportation corridors and hubs that 
link Asia and Europe, and deepen cooperation in areas 
including economy and trade, industrial capacity, 
energy, investment, agriculture, 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
The leaders of the SCO reached consensus on 
maintaining the maritime legal ord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s, including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 All disputes on this matter should 
be resolved by peaceful means through friendly 
negotiations and consultations by parties concerned, the 
leaders said, who also oppose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disputes or any external interference.
They also urged all relevant parties to abide by the 
UNCLOS and the 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OC), as well as 
all clauses contained in the follow-up guideline on 

implementing the DOC.
The leaders agreed that the SCO 
has become an effective factor in 
guaranteeing security, stabi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mporary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y also agreed to cooperate 
closely to crack down on 
terrorism, separatism and 
extremism, as well as cross-
border organized crimes, modern 

IT-related 
crimes, and 
illegal drugs 
manufacturing 
and 
trafficking.
The summit 
has decided 
that the next 
SCO summit 
will be held in 
Kazakhstan's 
capital Astana 
as Kazakhstan 
will take 
over the 
SCO rotating 
presidency 
from 
Uzbekistan.
The leaders signed the Tashkent declaration on the 
15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CO as 
well as several resolutions to approve an action plan 
of the SCO development in next five years, and the 
working reports of the SCO secretary-general and the 
organization's anti-terrorism institution.
Founded in 2001, the SCO has six full members, namely 
China, Kazakhstan, Kyrgyzstan, Russia, Tajikistan and 
Uzbekistan, and six observers -- Afghanistan, Belarus, 
India, Iran, Mongolia and Pakistan. (Courtesy http://
en.people.cn/n3/2016) 

to join the SCO, which 
is a key step for the 
two countries to obtain 
membership of the 
organization.
The SCO leaders agreed 
to remain committed 
to maintaining peace, 
boosting development 
and consolidating their 
relationship of equality 
and mutual trust,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mutual respect, good-
neighborliness and 
friendliness.
They pledged to deepen 

effective cooperation in wide-ranging areas and 
contribute to the security, stabi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
The leaders reaffirmed their 
support for the China-proposed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initiative 
and decided to take actions to 
continuously implement the 
initiative, thus promoting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mong the 
member states and integrating their 
respectiv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he leaders said they will advance 
their cooperation in transportation 

“The direct impacts from 
Brexit on China may be 
limited, and what should 
really worry China is the 
following development 
– will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follow Britain 
to leave the EU, and how 
will the British economy 
perform after the exit?” 
said Ding Yifan, a senior 
fellow at the State Counci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s Institute of World 
Development. “There 
are more questions than 
answers for China.”
Ties between Britain and 
China have been close in 

recent years. On top of Beijing’s big diplomatic victory 
in convincing Britain to join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London’s offshore yuan market is a 
key venue to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use of yuan, 
with Britain the first Western country to issue a yuan-
denominated sovereign bond. The two countries are 
also studying a link between the Shanghai and London 
stock markets.

In the long run, 
Britain without the EU                                                                               

restrictions might be able to form 
better ties with China.

--- WANG YIWEI, 
RENMIN UNIVERSITY

The British royal family and government 

Beijing may brush off limited, short-term turbulence 
brought about by Britain’s exit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Chinese scholars said, but the dynamics of its 
relationships with London and the bloc may shift in 
the long run.
While China is using London as a bridgehead to expand 
the yuan’s global clout, treating Britain as an ideal 
destination for overseas property and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wooing British support for its own 
international initiatives, they said it was too far away 
from the centre of the storm to be badly affected by 
Britain’s exit from the EU.
Chinese markets reacted only mildly to the British 
referendum that sparked the biggest global financial 
turmoil since the 2008 crisis – the Shanghai composite 
stock index lost 1.3 per cent and the onshore yuan 
exchange rate weakened slightly. In comparison, the 
Japanese stock market plunged 8 per cent as the yen 
rallied 5 per cent.
As the world’s second-biggest economy and its largest 
trader, China was not immune from ripples caused by 

Brexit, said Sun 
Lijian, a finance 
professor at Fudan 
University in 
Shanghai, but its 
capital account 
controls could 
provide a buffer to 
manage the market 
fallout and Beijing 
might become more 
cautious in opening 
up its domestic 

market to a stormy world.
Hong Kong can turn 
Brexit challenges into 
opportunities, says CE
Brexit “may also add 
international pressure 
to do more in terms of 
growth and maintaining 
exchange rate stability, and 
China is expected to face 
such pressure at the G20” 
meeting in Hangzhou, 
China, in September, Sun 
said.
China’s zeal for investment 
in Britain might cool off a 
bit if the terms of its exit 
from the EU turned out to be 
unfriendly to business, said 
Zhang Ming, a researcher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ina may shift some deals from London to 
continental European hubs such as Luxembourg or 
Frankfurt,” Zhang said.
But he said there was no need to worry too much about 
offshore yuan development in London – a key yuan 
business hub along with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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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Front row, 6th from right) poses for a group photo with other 
participants at the 16th SCO Council of Heads of State meeting in Tashkent, Uzbekistan, 

June 24, 2016.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put forward a five-point 
proposal for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to consolidate unity and mutual trust, and deepen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 on June 24, 2016 in in 

Tashkent, Uzbekistan. [Photo/Xinhua]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R) meets 
with Kyrgyzstan's President Almazbek 

Atambayev in Tashkent, Uzbekistan, June 
24, 2016. [Photo: Xinhua/Ma Zhancheng]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C) meets 
with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L) and Mongolian President Tsakhiagiin 
Elbegdorj in the Uzbek capital of 

Tashkent ahead of an annual summit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June 23, 2016. [Photo: Xinhua/

Rao Aimin]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British Queen Elizabeth toast 

each other at a state banquet in 
Buckingham Palace In October 

2015. Photograph: WPA Pool/Getty 
Images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ttended a 
banquet in London's financial district held 
in honour of his visit in October 2015. The 
banquet  was held in a 15th-century hall at 
Guildhall and was hosted by London's Lord 
Mayor and attended by guests including 
Prince Andrew, left. Photograph: WPA Pool/
Getty Images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Spokeswoman 
Hua Chunying

China's President Puts Forward Five-Point Proposal          
To Consolidate, Deepen SCO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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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Markets React Mildly To British Referendum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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