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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軍宏台長 「觀世音菩薩心靈法門」 開示（九）
【香港】2016.7.1精彩開光開示
人生就是一個緣分，人生就是活

在一個緣分當中。如果沒有緣，我們
怎會今世在人生當中相見？如果沒有
緣分，我們在末法時期怎麼能夠聞到
佛法？希望大家在人間一定要懂得離
苦得樂，靠的是眾善奉行，諸惡莫作
。

無論得到還是得不到，得到的多
還是得到的少，都是空的。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有慾望而不執著，有求
而不貪，心態平衡的人就會淡定、坦
然、從容，六根清淨，萬事不擾。

學佛必須要誠實，如果連一個誠
實都做不到，你就慢慢離開佛法。說
謊沒有意思，真心待人，別人待你像
親人一樣。

你希望別人怎麼樣對你，你就怎
麼樣對別人，傷別人最終就是傷害自
己。佛法說“知其人之心”——你懂
得別人的心，你就能夠懂得自己的心
；當你懂得別人的意，你就懂得別人
在世界上生存的含義。

學佛必須要行善。不傷害自己又
能度到眾生，就是妙法。能讓別人開
悟，讓自己能度到更多的人，這就叫
智慧。

我們很多人活在世界上，天天在
浪費著無謂的生命，要記住我們很多
人做的事情都是用自己的行為來做的
。你的行為代表你的思維，你今天學
佛人，做的一舉一動就是從你思維開
始的。所以我們的手是勞動，不是拿

來索取的
，腦筋是
用來懺悔

，而不是用來偏執的。讓自己頭腦原
諒別人，才能讓自己不斷地進步。解
決問題最好方法那就是要原諒別人。
有些人到處去報怨，到處去煩惱，到
處去釋放自己精神垃圾，讓別人承受
著垃圾精神的痛苦，所以這些人的大
腦是不健全的，台長希望我們學佛的
人一定心中要有一堵牆，就像電腦一
樣，我們要有一堵防火牆，不管來自
於哪裡的病毒，我們用佛法的智慧都
能把它擋在人間的煩惱之外。

學會懂得人與人的關係靠的是尊
重，心靈法門靠的是溫暖的金鑰匙才
能把別人的心房打開。不管你年長還
是年小，不管你對與錯，不管你出於
什麼樣的心態與目的，記住，善良的
語言就是你最好的解釋。

我們很多在家學佛之人不明白佛
教的戒律、精神和它的本質。雖然自
己非常渴望修行，但感受到佛教的戒
律太嚴，不確定自己日後能不能堅持
守戒和約束而放棄受戒，或者不斷定
自己的心能不能全部受持，而索性捨
棄另外所有的戒律，導致自己在六道
當中流轉生死，沉溺六道。大家想一
想，我們今天很多學佛人嘴巴里說
“我要學佛，我要改變”，又不肯念
經，又不肯去度人，又不肯放生，又
不肯奉獻自己的時間。這些人他們哪
怕受戒一條，都比沒有受戒的好。今
天很多人說：“學佛太累了，又要念
經，又要許願，又要放生，還要守戒

，所以我索性就不學佛了。”台長告
訴你們，許願、念經、放生，你只要
守了裡面的一條，你就是在進步。這
猶如我們做人一樣，上前走三步，倒
退兩步，再上前走三步，又倒退兩步
，不管怎麼樣，學佛的人他總是一步
一步前進著。

我們在苦難眾生的娑婆世界當中
，我們只要相信菩薩，雖然我們做不
到完美和圓融，但是我們只要堅定地
學佛，沿著這條佛法的道路走下去，
我們一定能從中受益。

人每天都會遇到很多煩惱的事情
，讓自己感到苦惱和煩悶，有時候希
望某一方面能夠好一點。實際上記住
，台長告訴你們一句話：自在和快樂
，那是一種生活的態度，同時也是自
己內心的一種感受。想一想，我們小
時候的快樂現在沒有了，我們小時候
的痛苦現在同樣沒有了。人生就是一
種感覺，希望大家尋找著這種感覺，
才能真正悟到人生無常。佛法的真諦
告訴我們：人生就是苦空無常。想一
想，我們小時候得到的一切，現在空
了、沒有了，我們小時候得到很多，
包括現在得到的一切，那是無常的
——今天得到了，過幾天又沒了。等
到我們最後為了自己把一切都能得到
的時候，我們的生命變得空了。所以
苦空無常是學佛的真諦，希望每個學
佛人一定要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佛告訴我們，一個人能夠持戒、
守法，他的心就會安定——安而後才
能定。所以持戒就是不讓我們走偏的
佛理。想一想，一個人不該看的不能

去看，不該拿的不能去拿，不該想的
不去想，這個人會出事嗎？會犯法嗎
？而我們人就是不該想的就是要想，
不該做的就是做了，你就是違反了人
間的法律。學佛人不該想的去想了，
你會違反天律；在人間不該做的陰陽
兩極的事，你去做了，你就違反了陰
律。所以要守戒才會安定，有定性的
人都會生出智慧，這是佛法講的“戒
定慧”。

學佛人一定要懂得，為自己的事
情、為私心的事情都帶著惡意在裡面
；為別人的事情，哪怕就是一點點，
都是善良的。我們剛學佛的時候很難
懂，等到我們修出定力了，才懂得因
為自己執著，我們才會修出我執。所
以人不能執著。

要懂得，在末法時期我們對至高
無上的大圓滿生起了信心，這說明我
們非常有信心、有福報，這是宿世修
來的福報。如果我們能夠把握珍惜因
緣，今生珍視得到解脫的機會。希望
所有學佛的人都能夠好好把握因緣，
讓自己在人生苦難當中找到一艘法船
趕緊乘上去，不然這張舊船票能登上
菩薩的法船嗎？你們全身都是缺點，
全是貪瞋痴，你們能登上觀世音菩薩
的法船嗎？從今天開始，把貪瞋痴全
部地消掉，成為一個新人，成為觀世
音菩薩喜歡的弟子，那我們這張新船
票才能登上觀世音菩薩的法船。

修心修得好的人，真正的布施就
是把煩惱、分別、憂慮、執著全部都
拿掉，布施出心中的慈悲。對治煩惱
要用無常心。台長教你們幾個方法，

一個人煩惱來的時候用什麼辦法呢？
經常這麼想：自己一個很愛的人離你
而去了，就想“這個世界都是無常的
，今天他離我而去，可能我們兩個好
下去，有一天我也會離他而去” 。所
以對治煩惱，用無常心；對治憂慮，
用慈悲心；對治分別心，要用寬容心
；對治執著，要用般若心。一個人非
常地執著、不買賬，要想一想，你這
種人有沒有智慧啊？

若無是非掛心頭，人間都是好時
候。學會看穿人間，一切的果都是空
，你就不會掛礙。任何的人間事物，
掛礙人間的事物，你就讓自己寶貴的
生命變成了人間妄想的產物，所以人
不要去妄想。記住了：禍福無門，惟
人自召啊。

今天，我們尊重所有的人，尊重
所有的學佛人，把他們當成我們的兄
弟姐妹，當成這個世界的未來佛。讓
我們共同搖起雙槳，撐起我們觀世音
菩薩的法船！

（ 本報記者秦
鴻鈞 ） ( 花 ） 是
人間美好的象徵，
象徵幸福，美好，
祝福與思念。一束
美麗的花朵，代表

了贈送者的千言萬語，也代
表接受者的喜悅與幸福洋 溢
。 「花」 是大自然的傑作，
美的精靈，它是我們生活中
的潤滑劑，帶給我們視覺與
心靈的雙重美好！

位於休巿西南區 Gess-
ner 與 59 號公路交口上的
「 F JFlorist 」 花店，是大

家婚喪喜慶最愛光顧的花店
。不僅插花手藝一流，還有
外送服務，價格公道，是各
公司，機關，住家的最愛，
往往一通電話， 「 F J Flo-
rist 」 ，立即幫您搞定，從
製作到運送 「 一條龍 」 式
服務，節省您不少的時間，
也將您的心意傳遞到無遠弗
界。

「F J Florist 」 的新東
主劉梅梅（ Amy ) 女士，剛
把店接過來作，即顯示花藝
超群，讓中外客人嘆為觀止
。她對花藝有研究，您不需

花大把的錢，就能讓您有物
超所值之感。凡婚禮，喪禮
，生日，結婚，醫院探病，
乃至母親節，父親節，新生
兒女，商務禮儀，開業喬遷
，畢業典禮， 回報老師，祝
福賀壽，探病慰問，乃至愛
情鮮花，這裡都有供應。一
通電話，馬上為您搞定！

「 FJ Florist 」 的地址
：8000 S . Gessner #700 ，
Houston TX 77036

電話：（ 713 ）778-
0028

FJ Florist 易主，新人事，新作風
各式婚喪喜慶，佳節送禮的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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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 6 月 25 日舉行全美最大的同性戀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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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脫口說出：“她的 Hi C 不準！”鄰
座的觀眾觸電般的註視著這個小女孩。
此舉動也把父母著實嚇了一跳。她的耳
朵，對音樂有一種超出常人 的
靈性。七八歲時，就能憑自
己的感覺，判斷出哪個唱
片好，是何人演唱，或者
何人之手所彈奏。對於
音樂，周天羽天生有一
種狂熱的激情。尤其

是面對鋼琴，總會透露出一分純粹與自然。她學習哥德堡變奏
曲的時候，很瘋狂，半夜會從床上爬起來一直練到早上 7、8
點鐘，攔都攔不住。小時候她住在多倫多，那正是她的“童
子功”時代。當時，她幾乎總是最後一個離開音樂學院的
琴房。特別是冬天，有時晚上 11 點才離開學校。平
時回家只有五分鐘的路程，因為厚厚的積雪要
走十五分鐘。問她苦不苦，她說，不苦，
我喜歡下雪，喜歡在雪裏走，聽吱吱
的聲音，聽它的音高……。這種癡迷
近乎戀愛，母親曾經幽默地說道，鋼
琴是我們家小天羽的情人啊。  

她偶爾會連續幾天不碰琴。再彈
時，便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獲。每到此時，
周天羽便會露出很傻很天真的微笑。周天
羽人如其名，她像會飛的羽毛，飛向不同
的國家、不同的城市……不知是為了旅行才
愛上鋼琴，還是為了鋼琴才環遊世界。天羽
自 15 歲起，受邀在多個國家成功舉辦獨奏音
樂會，其中包括：荷蘭、意大利、英國、波蘭、
美國、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及
香港特區。自 16 歲起，天羽每年在中國多個
城市巡回演出：北京、上海、廣州、深圳、
武漢、南寧、廈門、成都、西安、石家莊
等。天羽飛翔，琴聲環繞…… 

目 前， 周 天 羽 在 波 蘭 高 等 音 樂
學 府 希 曼 諾 夫 斯 基 音 樂 學 院， 師
從 國 際 著 名 鋼 琴 家 WOJCIECH 
SWITALA（沃柴克•史維塔瓦）
教授。遙遠的東歐，寧靜的波蘭，
深深吸引著從小成長在北美的天羽，
極賦音樂天才的她，偏偏要去波蘭深
造音樂，可見她內心的安靜和對音樂
的執著！是的，年輕的她，悄悄做
一個修行的隱者，尋找音樂的底蘊，
追尋大師的腳蹤。肖邦、魯賓斯坦、
弗裏德曼、霍夫曼…… 

7 月開啟的鋼琴神童周天羽全
球巡演，天羽飛翔，琴聲環繞……

2 0 1 6 年 6
月 8 日， 加 拿
大 鋼 琴 神 童 周
天 羽 贏 得 了 波
蘭 Tournament 
Antonin 大 賽
的 頭 獎（Grand 
Prize）! 6 月 20
日，中國國家主
席習大大和彭麻
麻訪問波蘭時，

在華沙皇宮觀看了由 22 歲的她與烏卡什•克魯賓
斯基演奏的肖邦經典作品歡迎音樂會。繼朗朗之

後，又一位華裔鋼琴神童震驚了世界！
從 7 月開始，周天羽將開始全球巡演，7 月 10

日中國第一站是長沙，7 月 15 日第二站是上海。
周天羽出生於音樂世家，自幼就顯出非凡的

音樂稟賦。4 歲學琴，10 歲在多倫多 Barrie 國際音
樂節上嶄露頭角，同年被加拿大多倫多電視臺評
選為“令人驚奇的孩子”。 11 歲贏得多倫多皇家
音樂學院年輕藝術家協奏曲比賽第一名，並與樂
隊合作，演奏貝多芬第二鋼琴協奏曲。12 歲，受
邀在多倫多尼亞加拉國際室內樂音樂節上成功舉
辦獨奏音樂會。 

周天羽聽力驚人 ，6 歲時曾和父母一起看歌
劇《遊吟詩人》，正當女高音演唱到高潮時，她

加拿大華裔鋼琴神童周天羽
      7 月開始全球巡演

本報記者黃梅子 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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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原聲之友會駱建明在記者會上講

台灣原聲童聲合唱團 「 感恩之旅」 8 月 9 日將來休市演出
為籌建 「 原聲音樂學校 」 積極募款，希各界善心人士慷慨解囊

原聲合唱團記者會照片集錦

合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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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家漢字博物館開幕
民众樂在其中

据日媒报道，通过体验型的展示学习汉字历史及

知识的“汉检 汉字博物馆与图书馆”近日在日本京都

祗园开馆。这是日本首家汉字博物馆。

据报道，位于京都市的管理博物馆的日本汉字能

力检定协会希望在首年度以修学旅行学生及游客为

主，吸引约5万人次来馆参观。

馆内有使用触屏填空四字熟语、以身体表达汉字

等项目，参观者可边娱乐边学习汉字。博物馆还展示

每年年底在清水寺举办的“年度汉字”活动中写下的

大字。

开馆时间为上午 9点半至下午 5点。门票为成人

800日元(约合人民币 52元)、大学及高中生 500日元、

初中及小学生300日元。每周一闭馆。

从冈山县仓敷市前来旅游的一名日本公务员表

示，“可以体验很多活动，十分开心。通过射击填空

四字熟语等游戏很好玩。”

裏約奧運會開幕在即
多座場館仍未完工

目前距离 2016 年里约奥运会开幕仅有 5 周的时

间，但多座奥运场馆仍未完工，依旧处于紧张的建设

当中。

7年前，在国际奥组委将 2016年奥运会举办权授

予巴西里约热内卢时，他们大概没有预料到，7年后

迎接他们的会是这样的结果：电缆垂在人行道上，一

些人行道因为水泥还没干，所以被暂时封闭，交通混

乱……巴拉奥林匹克公园(Olympic Park at Barra)现在

还正在施工，园内的网球场正在进行最后的收尾工

作。在位于德奥多罗奥林匹克公园(Deodoro Olympic

Park)的X公园(X-Park)内，工人们还在建设观众席，安

装座椅。那里将会举行山地自行车、小轮车比赛以及

皮划艇激流回旋等赛事，但很显然，场地设施还没有

建设完成。

此外，连接里约市中心与巴哈奥林匹克公园的地

铁线路因为财政问题，也不得不在原计划的基础上缩

短5英里(约8千米)。而且地铁线路现在还正在建设当

中，计划于 8月 1日开始运行。当地居民担心没有充

足的时间对地铁进行安全检测。

在紧张的奥运会筹备期间，当地政府还承诺他们

会确保游客们的健康状况，寨卡病毒不会威胁到游客

们的身体健康。奥林匹克场馆周围的开阔水域已用土

地填埋，避免了可能携带寨卡病毒的蚊虫在此产卵，

防止情况进一步恶化。

奥运场馆的状况也影响到了运动员们的准备情

况。有运动员对于目前里约热内卢的场馆环境存有疑

虑，于是先行飞往阿根廷进行赛前准备。

巴西现在正处于 1930 年以来经济状况最为恶劣

的一个时期。而且，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Dil-

ma Rousseff)身陷贪污丑闻，被弹劾停职，总统一职

现由副总统米歇尔•特梅尔(Michel Temer)代理。据

调查，有许多巴西民众对于此次巴西承办奥运会感

到失望，认为这并不会给巴西人民的生活带来切实

改变。

谷歌最新地圖應用換代衛星
像素極高

因引用最新卫星技术，谷歌公司的地图服务近期

得到升级，提供的地球图片像素极高，能达到 700万

亿像素。

据悉，这家总部位于加州的网络巨头 2013 年首

次发布了无云地球图片，图片由陆地卫星 7拍摄的高

清照片拼接而成，但会出现马赛克。不过，由 2013

年发射升空的陆地卫星 8拍摄的更高清地球照片使得

谷歌地球图片的清晰度得到升级，将于近日服务于

用户。

陆地卫星 8是陆地卫星 7的换代替代品，应用的

技术比后者更先进，能捕捉到更宽的光带，包括深蓝

光和红外线，拍出的照片更清晰。

君主時代的懷舊：法國複古服裝宴

穿越到17世紀
据外媒报道，法国大革命已经结束了 217

年，但当你置身于一年一度的“伟大时期”

复古服装盛宴，你将穿越到那个遥远的 17世

纪。

当地时间6月26日，人们穿上路易十四时

期的服装，表达对君主时代的怀旧之情。

这个一年一度的节日在沃乐维康宫举办

。沃乐维康宫又称子爵城堡，是法国最大的

私人城堡，其花园是法式花园的典范。

1789年，法国大革命将世界推入到资本

主义时代，在经历了好几个世纪服饰装饰过

剩、矫揉造作的状况之后，此时期服饰最显

著的变化是流行古典简朴的风尚。

人们以健康、自然的古希腊服装为典范

，追求古典自然的纯粹形态。

古希腊服饰风格复兴并焕发出迷人的魅

力，它以其自然的造型、流动的线条、高腰

的形式、单纯的色彩、清新的风貌滋润着人

们的眼睛，抚慰着人们向往自然和古典文明

的心灵。

考古學家在蘇格蘭地區
發現百件羅馬時代銀器

近日，考古学家在苏格兰北部地

区又发现 100多件银器，包括硬币、

胸针和手链残片等，据推测，这些银

器属于古罗马时代晚期的手工艺作

品。

苏格兰阿伯丁大学考古学院的高

级讲师戈登•诺布尔(Golden Nobel)博

士原本是在带领其团队对已有的发现

进行更深入的历史背景研究，却意外

地又找到了 100多件银器，他们随后

将这一发现发表在《古物》杂志上。

这些银器包括古罗马硬币、军事装

备、胸针等个人装饰物品、银锭以及

一些折叠起来的银片。

早期，考古学家在这一地区发现了两处

人造的巨石阵，一处建于新石器时代，另一

处建于青铜时代(公元前 1670 至公元前 1500

年)。170年前，人们在巨石阵中发现三件银

器，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 6-7世纪。随后，这

里被开垦为农场。2013年春天，苏格兰的两

个研究团队又重新到访这个地区，并且发现

了很多银器。经考证，这些银器属于皮克特

人，而且这些银器在当时很可能是精英阶层

所使用的。

皮克特人是铁器时代晚期到中世纪

早期，居住在福斯河以及克莱德河以北

的苏格兰地区的族群，他们勇猛善战，

就连当时装备精良的罗马战士都无法抵

抗。

科学家们现在正在测量这些银片的重

量，认为它们很可能是遵循古罗马的盎司计

量制度所制作的。

大馬夜店爆炸案仍在調查
IS成員放話“只是開始”
据外媒报道，尽管马来西亚警方否认雪

州夜店的手榴弹袭击案是恐怖袭击，不过，

宣称负责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成员阿布

韩查恫言，这只是开始，并称这是回应警察

总长卡立阿布巴卡的谈话，还嘲讽警方把这

起案件归咎于私会党纠纷，非常可笑。

报道称，卡立之前向在叙利亚的马国

“伊国组织”(IS)成员表示，要他们“有胆量

就回国”，不要在国外虚张声势。

阿布韩查在手榴弹袭击事件后，通过社

交网络说：“这就是你(卡立)要的答案。”

对此，雪州副总警长阿都拉欣重申，此

案是一宗刑事罪案，无关恐袭，相信凶徒作

案动机与商业纠纷、私人恩怨及黑帮寻仇这

三大因素有关。

他说，警方对此案已有眉目，不排除嫌

凶的目标就是 8名伤者之中的一人。8名伤者

目前仍留院接受观察。

阿都拉欣说：“以伊国组织一贯的作

风，他们会选择向人群多的地点下手，所以

警方相信这起手榴弹袭击案并不是伊国组织

所为。”

他指出，警方已成立以雪州刑事调查副

主任雅亚为首的专案小组，雪州警察总部也

正与沙登警区总部联手展开调查，目前已调

阅事发酒廊及附近的监控录像进行分析，并

援引刑事法典307(企图谋杀)条文调查此案。

此外，沙登警区主任美格表示，嫌凶或

是两名共乘摩托车的男子，其中一人把手榴

弹投掷到伤者的座位，因此不排除其中一名

伤者是他们的目标。

他说，从手榴弹投掷手法看来，嫌凶不

像是恐怖分子，目的也不是破坏该夜店。

不过，马来西亚警察政治部总监弗兹认

为，在还没有掌握凶徒的身份及来历前，警

方无法确认此案是否是恐袭。

他指出，警方会从各角度展开调查。

“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案件，警方会采取一

切必要的行动，以揪出涉案者，但现在就判

断这起案件的性质还言之过早。”

针对身在叙利亚的马来西亚“伊斯兰国”

分子阿布韩查在社交网络宣称凶徒是该组织

成员，弗兹指出，这只是对方的片面之词，

不排除对方意图借此展开心理战，以扩大他

们的影响力。

目前，阿布韩查的社交网络账户已被删除，

但警方仍在调查其账户之前的使用情况。

当地时间 28日凌晨，雪州“Movida”夜

店外的露天餐桌凌晨遭手榴弹袭击，造成正

在观看欧锦赛的8名顾客受伤。

伊国组织分子阿布韩查随后在社交网络

宣称对这起袭击案负责，但警方及夜店业主

都说，初步调查显示此案涉及私人恩怨，与

恐袭无关。

星期一 2016年7月4日 Monday, July 4, 2016C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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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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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CLA發生校園槍案,
美國留學安全這六方面須注意！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是一所

世界级的科研大学，名声显赫，在把

纠缠不清的裙带、古藤之类的因素都

清除了之后的 US News 世界大学里

排名里，排第 8位（前面还有牛津、

剑桥），也是逐步脱离封闭之后的中

国学生非常向往的一所学校。可是它

今天上头条，却是因为校园里发生了

恶性的枪击血案。

目前UCLA的亚裔学生比例已经

过半，被戏称为University of Cauca-

sians Lost among Asians （“白人被

亚裔淹没的大学”）。UCLA虽然地

处都市中心，却是全美国治安最好的

大型学校之一，几乎就是路不拾遗的

感觉。她所在的洛杉矶西区，也普遍

被认为是洛杉矶最安全的地区。学术

地位、太平洋海岸的宽松文化、大都

市、优良治安，这都是她吸引中国学

生的地方。至于此次的恶性事件，是

否如同网传那样，是教授过于虐学

生、不让他毕业而诱发的，还要等

待官方消息的证实。

安全问题是计划出国留学的同学

和家长都非常关注的，尤其是现在低

龄化留学趋势的愈发明显，家长对于

孩子的安全问题就更为担心了。美国

留学安全吗？说安全也安全，说不安

全也不安全。关键在于平时自身要时

刻怀有安全意识，做好各方面，才能

最大程度避免安全问题。下面是美国

留学安全方面需要注意的六大方面。

生活方面

中国有句话叫“入乡随俗”。你

去了美国，就得对当地的法律，宗教，

风俗习惯等有个稍微全面的了解，学

会尊重他人的文化和习俗，在这个陌

生的环境里更要加强自我保护意识，

就算是土豪也不要随身带大量现金，

低调一些总是有好处的，至于晚上出

行，最好是结伴，要去什么地方几点

回来可以先告诉校内的朋友。

证件安全

个人的重要证件一定要妥善保

管，不要轻易示人，遇到有人检查

证件记得也要对方出示身份或工作

证核实，当然了你的态度要有礼貌。

如果遇到警察，在警察没叫你出示

证件的时候，千万不要急于证明自

己，把手伸进口袋里掏证件。因为

美国允许公民持枪，美国警察对

“掏”这个动作十分敏感，他很可能

误以为你掏枪，从而造成严重后果。

只有警察叫你出示证件的时候，你

才可以拿出证件。为了保险起见，

你可以记下警察的证件号，车号等。

有重要的文件也最好备份以防万一。

证件一旦遗失或者被偷被抢，要及

时像学校反应并向警察局报案，申

请出具书面遗失证明，配合相关部

门尽快做好补办申请。

住宿安全

一般来说大学宿舍相对安全，不

过大部分学生都是在校外租房的，所

以选择治安好的片区的房子尤为重

要，最好远离黑人区。那些地方安全，

这些信息可以向中国学长咨询。条件

允许的的话最好住在离地铁站近的地

方，学校附近也常常会有校车，大家

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有好朋友一

起租房当然最好不过，彼此之间多个

照应。千万不要为了省钱选择黑暗偏

僻的地方，这个钱咱不能省。外出或

睡觉前记得检查电源和煤气等安全，

门窗是否锁好，出远门可以请朋友或

邻居代为留意房屋安全。

校园安全

去美国留学，安全无疑是最重要

的。美国大学上千，不是每个学校都安

全。在选择学校之前，多了解一下该校

的安全状况，做到心中有数才好。了解学

校安全状况，上学校官方网站是较好的

一种途径。因为根据联邦法，全美大学都

必须公开学校里发生的犯罪事件，比如

抢劫，谋杀，强奸，纵火等。在校官网

上搜索相关关键词，便可以查看到相关

新闻。如果这些新闻较多，发生的时间

较密集，那么该校安全状况堪忧，我们

选择时要谨慎考虑。

交通安全

出行开车的同学，不要把车停在

人烟稀少的地方，离开记得关好门

窗，不要留贵重物品在车上。不要看

到美剧中随意搭载陌生的美女帅哥是

一件非常 cool的事情，那别人是顶着

男女主角的光环不是。现实中这样的

行为是相当危险的。也不要搭乘陌生

的车。没有特殊情况最好不要太早或

太晚搭乘地铁，不得已可以考虑坐出

租车，记下车号发给朋友。搭地铁也

不要太靠近边缘，空车厢也不要坐，

中段车厢比较安全，车厢出入口的位

子尽量不要坐，因为这是歹徒最喜欢

下手的地方。坐公交要是人少，可以

坐离司机近的位子。

美國“富二代”
是如何經營圈子的？

作为一个年轻的国家，美国在世人的

眼里是一个讲究“人人平等，机会均等”

的平民社会。这里没有世袭的王孙贵族，

却应着天时地利成就了一批又一批的富

豪，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美国梦”。

据胡润公司统计，2014年，完全依靠

继承财富上榜的富翁中，美国富二代人

数远超中国。看美国社会，从洛克 · 菲勒

到比尔 · 盖茨，从巴菲特到扎克伯格，新

富阶层的快速持续崛起，让美国社会一直不

缺“富二代”。

然而，由于社会风俗、文化背景、经

济结构和税收体制的不同，美国“富二代”

和中国的“富二代”圈子有相似之处，但

更有不同。

在美国，财富精英阶层有一个重要共

识，即留给子女的最好遗产不是金钱，而

是精英教育。

《华尔街日报》曾指出，上流社会子

弟“削尖脑袋”也要挤进常春藤名校，为

的是延续经济和文化上的上流地位，而富

二代们在社会上层阶层的出现和延续，正

是这一教育投资的重要回报。所以，美国

最好最顶尖的学校，比如常春藤系列，都

为各种“富二代们”趋之若鹜，竞争激烈。

富二代们之间比拼的不只是自身的综

合实力，很多更要付出不菲的“赞助费”。

而且，美国的顶尖教育资源面临着全世界

富豪阶级的争夺。

一句话，我们的富二代，爸妈送房送车

送钱;美国的富二代，更多的是要绞尽脑汁

维持着自己的精英教育圈子。什么样的学校

意味着什么样的圈子，决定着你未来的人脉

关系和社会资源。所以，在美国，大学教育

可以说是社会阶层的分水岭。与其冠以美

国富二代的称号，不如用“学二代”来得

更加贴切。

那美国名校录取有没有“潜规则”?答

案是肯定的。

以常春藤为代表的名校基本上都是私

立大学，他们的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社会

团体和基金会，尤其是精英校友的捐款。

这也意味着，学校在审核来自重要资助者

子女的申请时普遍倾向于“高抬贵手”，

破格录取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而大多数美国平民子弟对以常春藤为

代表的名校并不抱有孜孜以求的态度，很

多家长和学生早早把目标大学定位在家门

口的公立州大，没有“好高骛远”之心。

名校录取中另一个公开的“潜规则”

是校友子弟优先，即申请人的父母或者家

庭成员曾经在这所学校就读，该申请人将

得到学校对于校友子女的优先考虑。

哈佛大学教育学专家迈克尔 · 赫维茨

(MichaelHurwitz)在整理 30 所大学录取情况

后发现，在SA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分数等

其他因素同等的前提下，校友子女被录取

概率比其他人高出45.1%。所以有人说进常

春藤是拼爹的结果。

“富二代”进了精英名校，开始了自

己的人脉积累，不管是经营家族的产业或

投资新行业方面，好的学校和校友资源都

给富二代们带来强有力的辅助。在父母支

持基础上，学校为他们创造了一般人难以

企及渴望的财富和机会。

由此，美国“富二代”又多了一个

“学二代”的身份，并在这一过程中学会

了如何利用资源和人脉网络。作为富二代

的父母，在此过程中，也会获得一些新的

发展动力或者投资机会。

以下是小编梳理出的部分美国富二代

及其所混的学霸圈：

1.伊万卡· 特朗普(Ivanka Trump)

学校：沃顿商学院

伊万卡•特朗普(Ivanka Trump)是纽约

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与

纽 约 交 际 明 星 伊 万 娜 • 特 朗 普 (Ivana

Trump)的女儿。世界超级名模、美国纽约

房地产巨鳄“特朗普集团”副总裁、

“Ivanka Trump” 珠宝/鞋靴品牌的创建人。

伊万卡· 特朗普中学毕业后就去乔治城

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 读书，二年后，

伊万卡· 特朗普 (Ivanka Trump) 转到其父亲

的母校沃顿商学院。

2.贾瑞德· 库什纳(Jared Kushner)

学校：哈佛大学，纽约大学

大地产商查尔斯· 库什纳之子，同时也

是伊万卡· 特朗普丈夫的杰瑞德，除了帮助

父亲管理庞大的地产帝国外，在 2006年以

1000万美元买下纽约精英报刊《纽约观察

家周报》，成为纽约著名的出版商。

杰瑞德 2003年毕业于哈佛大学，2007

年在纽约大学法学院、商学院分别获得法

学博士和MBA学位。不得不提的是，在杰

瑞德上哈佛前，他父亲为该大学慷慨捐赠

了250万美元。

3.切尔西· 维多利亚· 克林顿(ChelseaVic-

toria Clinton)

学校： 斯坦福大学

前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和最近参加总

统竞选的希拉里克林顿的女儿。切尔西在

2001年从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毕业并取得学

士学位。如果希拉里成功当选总统，这妹

子可就连着当了两次“第一千金”!

2003年，切尔西进入纽约的麦肯锡公司，

是同级受雇的最年轻员工。2006年秋天，切

尔西离开麦肯锡，加入对冲基金公司Ave-

nue Capital Group，老板拉斯瑞(Marc Lasry)

是民主党大金主，也是克林顿的支持者。

目前，切尔西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的专题记者，为美国政治家后代中最

年轻的新闻记者。

4.丽莎· 乔布斯(Lisa Brennan-Jobs)

学校： 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

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Steve Jobs 的掌上

明珠， 200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如今是一

名记者和杂志专栏作家。据说， Steve Jobs

早先并不承认Lisa是他的女儿，Lisa的童年

一直和母亲相依为命，多年后Steve想通，

认回了女儿并在去世前修补了父女关系。

5.马克 · 扎克伯格 (Mark Elliot Zucker-

berg)

学校：哈佛大学（中途辍学）

扎克伯格是美国社交网站 Facebook 的

创始人。作为一个坐拥 175 亿美元 (约合

1100亿元人民币)身家的超级富翁扎克伯格

的父母，老扎克伯格夫妇一生都在经营他

们的牙医诊所，虽谈不上什么大富大贵，

但终究还是富裕阶层，非常重视子女的教

育和培养。

为了感谢父母对 Facebook 创立早期的

支持，马克· 扎克伯格曾赠送父亲艾德 200

万股 Facebook股票期权，这笔投资的价值

现为 6000万美元。不过，老扎克伯格从未

动用过这笔巨大的财富，并且一直继续从

事着自己的诊所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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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安裝經驗

中國“十二五”節能減排成效顯著
明年啓動全國碳交易市場

28日，首届中欧低碳城市会

议在武汉举行。中国气候变化事

务特别代表解振华指出，中国政

府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过去五年碳强度累计下降 20%左

右，超额完成“十二五”规划目

标，并将于 2017年启动全国碳交

易市场。

为落实 2015 年 6 月发表的

《中欧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

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欧盟委员

会和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首

届中欧低碳城市会议，中欧双方

高级别代表及 24 个城市代表与

会，围绕促进中欧关于低碳发展

和应对气候变化城市的政策、规

划及最佳实践进行交流。

解振华说，中国作为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脆弱

，资源禀赋差，能源利用效率

整体偏低，发展经济、改善民

生、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

任务十分艰巨。中国政府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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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重要内容，克服资金技术不

足、基础能力薄弱等各种现实

困难，主动实施一系列政策措

施，取得了显著成效。

“十二五”期间，中国实现

碳强度累计下降 20%左右，2015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

重达到 12%，均超额完成“十二

五”规划目标，可再生能源装机

容量已占全球的四分之一，新增

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全球的三

分之一，尽最大努力为全球应对

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贡献。

2015年 6月，中国对外宣布

并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秘书处提交了《强化应对气候变

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文

件，提出 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

放达峰并争取尽早达峰，2030年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

在2005年基础上降低60%—65%、

非化石能源比重提高到 20%等目

标及保障措施。

为实现上述目标，中国政

府在强化碳强度下降目标责任

考核、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

市试点、形成节能低碳的产业

体系、构建低碳能源体系、努

力增加碳汇等基础上，大力推

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

2011 年起，在北京、天津、上

海、重庆、湖北、广东及深圳

等地启动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

作，取得了积极进展。

解振华表示，中国政府将

在全面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

加强基础能力建设及制度设

计，推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建设，于 2017 年启动全国碳

交易市场。

中国即将启动全国碳交易市

场的举措得到了欧盟的积极回

应。欧盟驻华大使史伟当天称，

欧盟将出资 100亿欧元在中国碳

交易市场进行为期三年的合作，

同时将交流彼此的经验、做法、

最佳实践等。

全國首個基站鐵塔配建
強制規範將于7月1日正式實施

全国首个经住建部审批的基

站铁塔配建强制规范——山东省

《建筑物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

规范》（以下简称“强规”）将

于今年 7月 1日正式实施。4月 26

日“强规”发布后，为确保落地

执行，6月 22日至 23日，山东铁

塔在烟台组织承办了山东省建筑

物通信基础设施相关标准宣贯工

作会议，山东省住建厅、省通信

管理局以及 17个地市住建局、规

划及相关设计单位、质量监督、

三家电信运营商、房地产开发等

单位的 230 名领导专家参加，旨

在通过各方协同，将“强规”变

成落地执行的规定动作。

山东省住建厅总经济师张普

林要求，各级住建部门要充分发

挥铁塔公司作为新时期国家信息

化基础设施专业运营者的技术管

理优势，创新机制，密切配合，

严格审查验收把关，强化标准的

实施监督，保证移动通信基础设

施与建筑同步规划、同步设计、

同步建设、同步验收。

山东省通信管理局副局长孙

信波要求，三家运营企业以及铁

塔公司要密切配合，科学规划建

设需求，督促施工方按照“强规”

所明确的标准进行设计施工，完

善监管制度，严格审核把关，共

同开展好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的建

设。

据悉，山东铁塔下一步将继

续推进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推动

住建部门在每个地市建立一个示

范点，将“强规”的内容落实到

具体项目中去，实现整个流程的

贯通，并形成标准化的实施流

程，便于全省的推广；二是明确

内部职责，理顺业务流程，与住

建、通信部门一起抓好图纸审查

和竣工验收等关键环节，按照

“强规”要求出具验收意见，实

现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和建筑物的

“四同步”，提高基站铁塔配建

的规范化水平。

“强规”的发布实施，将使

基站铁塔像水、电、暖、气一样

成为建筑物必备的配套设施，重

回社会公共基础设施行列，这也

是按照中国铁塔“将铁塔等通信

设施纳入战略性公共基础实施”

战略部署取得的具体成果。

2016年年底全球移動支付
用戶有望突破10億

研究机构 Strategy Analytics

日 前 发 布 最 近 报 告 《2010~

2022 年移动支付预测更新》

称，全球移动支付用户将在

2016 年年底突破 10 亿，相当

于 20%的独立移动用户。受

无银行账户支付及社交支付

的驱动，移动支付交易额在

2022 年将会是 2016 年的两倍

以 上 —— 将 从 2016 年 的

2000 亿美元上涨至 2022 年年

底的 5710 亿美元。

该报告预测了 2010 年至

2022年期间全球主要区域移动

支付用户市场、交易量和总交

易额的规模，包括新兴市场的

无银行账户用户的移动支付服

务和发达地区银行账户用户的

移动支付服务。

Strategy Analytics 移动支付

服务总监 Nitesh Patel 表示，移

动支付业务的蓬勃发展受以下

因素驱动：在新兴市场中使用

基础金融服务的需求；已有移

动支付服务的日渐成熟，比如

东 部 非 洲 的 M-PESA、 MTN

Money 和 Easypaisa；社交平台

与支付融合，尤其是微信、

BBM Money，以及Facebook Mes-

senger。

如今移动支付业务不仅仅

局限于个人之间的汇款和充值

这些基础用例，还包括更广的

移动支付服务比如水电费支付

、工资、奖金、商家支付以及

国际汇款。

Strategy Analytics 副 总 裁

David Kerr表示：“我们预计，

日益成熟的移动支付生态系

统将会提升移动支付活跃用

户的数量、每位用户移动支

付交易的平均数量以及总交

易额。约 75% 的移动支付用

户来自于亚太、中东以及非

洲地区。”

習近平出席觀看慶祝建黨
95周年音樂會

旗帜飞扬，歌声嘹亮。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

周年音乐会《信念永恒》29日晚在京举行。习近

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

张高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首都各界3000多人观

看音乐会，共同欢度这个光辉的节日。

今晚，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气氛喜庆。二楼

眺台悬挂着醒目的横幅：“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锐意进取、开拓创新，

全面推 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而努力奋斗！”舞台正中，“信念永恒”四个大

字熠熠生辉。舞台两 侧，坚实的城墙托起鲜红的

党旗，镰刀与锤头组成的党徽高悬其上，

“1921-2016”字样金光闪耀。

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

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95载风雨兼程，95载艰苦奋斗。在《红旗颂》

辽阔悠远的旋律中，诗朗诵《信念永恒》拉开音乐

会的帷幕。演出包括《历史选择》《浴血荣光》

《青 春誓言》《激情岁月》《人民向往》《信念

永恒》六部分，文艺工作者用动情的歌声、精湛的

演奏，抒发对党和国家的无

限热爱、对民族复兴的美好

憧憬。

一曲《南湖的船党的摇

篮》将人们的思绪带回中国

共产党宣告诞生的历史时刻

，《七律· 长征》《延安颂》

《保卫黄河》《山丹丹开花红

艳艳》《绣红 旗》《天下乡

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等脍炙人口的歌曲唤

起人们对峥嵘岁月的深情回

忆，激发后辈对革命先烈的

真挚缅怀。伴着清脆的童声

，一曲《召 唤》唱出了共产

党人为人民奉献牺牲的使命

担当。《我们走在大路上》

《咱们工人有力量》《唱支山

歌给党听》《北京喜讯到边

寨》《我爱你，中国》又道出了人民 在党的领导

下建设美丽家园的壮志豪情。《春天的故事》《在

希望的田野上》《走在小康路上》《为了谁》《老

阿姨》《推开这扇门》，一首首时代之歌，优美

动 听，展现亿万人民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

上的磅礴力量，观众心潮澎湃，掌声如潮。《党啊

，亲爱的妈妈》《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光荣

与梦想》激昂唱 响，全场气氛达到高潮，人们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崭新图景而振奋，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自豪。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的恢弘乐声中，音乐会 落下帷幕。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

导同志观看音乐会。

出席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

及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

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

表，受 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

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

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解放军、武警

部队官兵代表。

ARJ21客機首飛
我國迎首架自主研制噴氣式客機
6 月 28 日，成都航空公司航班号为 EU6679

的ARJ21—700飞机将搭载 70名乘客从成都飞往

上海，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制的首架喷气式支线

客机 ARJ21 正式以成都为基地进入航线运营，

这是我国民用飞机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中国的

天空首次迎来自己研发的喷气客机。据了解，

ARJ21—700飞机是我国民航机产业第一个投入

营运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飞机，也将成

为中国商飞公司进入民航机市场的第一个主打

产品。

2015年11月29日，我国ARJ21新支线飞机从

上海飞往成都，正式交付给成都航空公司。在商

业运营前，ARJ21—700飞机启动用户成都航空公

司为飞机运行储备了飞行人员、航务人员、机务

人员、乘务人员，并全部通过飞行标准委员会

（FSB）训练。截至目前，成都航空公司已有8名

机长完成培训并取得 ARJ21 飞机的机长型别等

级，52名乘务员、55名机务人员、30名航务人员

完成了ARJ21—700机型培训并取得运行资质。

据中国商飞公司介绍，ARJ21—700 飞机设

计客座为 78～90 座，标准航程型满客航程为

1200 海里（2225 公里），最大航程 2000 海里

（3700公里），最大起飞重量 40500千克，最大

使用高度39000英尺（11900米），设计经济寿命

为60000飞行小时/20个日历年，主要用于满足从

中心城市向周边中小城市辐射型航线的使用要

求。ARJ21—700飞机具有适应性、舒适性、经

济性、共通性、系列化等特性。飞机具有可媲美

干线客机的舒适性，并低于竞争对手的直接使用

成本和全寿命成本。

针对目前国内市场对国产飞机的疑虑，成都

航空方面表示，将与外部产业相关单位加强合

作，为ARJ21飞机争取最大化的外部资源，尽可

能在较短时期内提高ARJ21飞机的市场接受度，

扩大ARJ21飞机在二三线城市的影响力，并以此

辐射国内重、热点城市。

成都航空方面表示，此前初步选定了首批 5

架飞机的 7 条运营航线，从成都出发，分别飞

往北京、上海、南京、昆明、贵阳、西安、武

汉。

中国商飞公司还表示，未来将及时推出

ARJ21飞机系列化产品，以扩大市场份额。按照

国外民用飞机系列化发展的规律，一般在基本型

飞机推出后2年，系列化机型随即推出。

ARJ21诞生史

2000年11月6日原国防科工委宣布，中国将

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50—70座级新型涡扇

喷气支线客机。

2000年 11月 17日中航一集团在上海飞机设

计研究所宣布新支线飞机项目公司筹备组正式成

立并启动运行。筹备组提出，以ARJ21作为我国

新型涡扇支线飞机系列的代号。

2003年3月27日中国民航局适航审定司签发了

ARJ21—700飞机型号受理通知书。11月，ARJ21项

目完成预发展阶段评审，转入详细设计阶段。

2005年-2006年国务院批准ARJ21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ARJ21项目由详细设计阶段转入全

面试制阶段。

2007年首架ARJ21—700飞机首架机在上海

总装下线。

2008年 11月 28日ARJ21—700飞机圆满完成

首飞。

2012 年 2 月 14 日 ARJ21—700 飞机型号合格

审定委员会（TCB)验证试飞前会议批准发出型

号检查核准书（TIA），2月 29日开始局方审定

试飞。

2014年 12月 30日ARJ21—700飞机获中国民

航局型号合格证。

2015年 11月 29日ARJ21—700飞机首架交付

机交付给成都航空。

2016 年 6 月 28 日 ARJ21—700 飞机正式投入

商业航线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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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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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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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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裏的詩與遠方生活裏的詩與遠方生活裏的詩與遠方生活裏的詩與遠方生活裏的詩與遠方生活裏的詩與遠方生活裏的詩與遠方生活裏的詩與遠方生活裏的詩與遠方生活裏的詩與遠方生活裏的詩與遠方生活裏的詩與遠方生活裏的詩與遠方生活裏的詩與遠方生活裏的詩與遠方生活裏的詩與遠方生活裏的詩與遠方生活裏的詩與遠方生活裏的詩與遠方生活裏的詩與遠方生活裏的詩與遠方生活裏的詩與遠方生活裏的詩與遠方生活裏的詩與遠方生活裏的詩與遠方生活裏的詩與遠方生活裏的詩與遠方生活裏的詩與遠方生活裏的詩與遠方生活裏的詩與遠方生活裏的詩與遠方：：：：：：：：：：：：：：：：：：：：：：：：：：：：：：：
蒼山腳下蒼山腳下蒼山腳下蒼山腳下蒼山腳下蒼山腳下蒼山腳下蒼山腳下蒼山腳下蒼山腳下蒼山腳下蒼山腳下蒼山腳下蒼山腳下蒼山腳下蒼山腳下蒼山腳下蒼山腳下蒼山腳下蒼山腳下蒼山腳下蒼山腳下蒼山腳下蒼山腳下蒼山腳下蒼山腳下蒼山腳下蒼山腳下蒼山腳下蒼山腳下蒼山腳下 邂逅洱海邂逅洱海邂逅洱海邂逅洱海邂逅洱海邂逅洱海邂逅洱海邂逅洱海邂逅洱海邂逅洱海邂逅洱海邂逅洱海邂逅洱海邂逅洱海邂逅洱海邂逅洱海邂逅洱海邂逅洱海邂逅洱海邂逅洱海邂逅洱海邂逅洱海邂逅洱海邂逅洱海邂逅洱海邂逅洱海邂逅洱海邂逅洱海邂逅洱海邂逅洱海邂逅洱海

洱海，本是湖，因人们对海的热爱

而名为海。海非海，湖非湖，既有海的

无边广阔，又有湖的静影沉璧，一景两

色，两种韵味都让人回味。最让人心旷

神怡的还是这份宁静致远的惬意和远离

尘嚣的雅致。

洱海古代文献中曾称为叶榆泽、昆

弥川、西洱河、西二河等，位于云南大

理，为云南省第二大淡水湖，洱海北起

洱源，长约42.58公里，东西最大宽度9.0

公里，湖面面积 256.5平方公里，平均湖

深 10米，最大湖深达 20米。洱海有两个

出水口：1.在下关镇附近，经西洱河流出

；2.“引洱入宾”。洱海是大理“风花雪

月”四景之一“洱海月”之所在。据说

因形状像一个耳朵而取名为“洱海”。

洱海水质优良，水产资源丰富，同时也

是一个有着迤逦风光的风景区。洱海，

虽然称之为海，但其实是一个湖泊，据

说是因为白族人民没有见过海，为表示

对海的向往，所以称之为洱海。

洱海是白族人民的“母亲湖”，白

族先民称之为“金月亮”，是一个风光

秀媚的高原淡水湖泊，具有优越的区位

优势，显著的综合功能，厚重的历史文

化，良好的发展环境，是大理政治、经

济、文化的摇篮，也是自治州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基础。

在古代文献中曾被称为：洱河、叶榆

河、叶榆泽、弥河、“昆弥川”、昆明池

等名，由西洱河塌陷形成，高原湖泊，外

形如同耳朵，故名洱海。虽面积没有滇池

大，但由于水位深，蓄水量却比滇池大。

苍山洱海，山水相依。洱海发源于洱源县

的芘碧湖，源头出自罢谷山，北有弥直河

注人，东南收波罗江水，西纳苍山18溪水，

总径流面积2565平方公里，面积约251平

方公里，蓄水量30亿立方米，平均水深约

11.5米，最深为20米。

洱海西面有点苍山横列如屏，东面

有玉案山环绕衬托，空间环境极为优美，

“水光万顷开天镜，山色四时环翠屏”，

素有“银苍玉洱”、“高原明珠”之称。

自古及今，不知有多少高人韵士写下了

对其赞美不绝的诗文。南诏清平官杨奇

鲲在其被收入《全唐诗》的一首诗作中

描写它“风里浪花吹又白，雨中岚影洗

还清”；元代郭松年《大理行记》又称

它“浩荡汪洋，烟波无际”。凡此种种，

不胜枚举。洱海气候温和湿润，风光绮

丽，景色宜人。巡游洱海，岛屿、岩穴、

湖沼、沙洲，林木、村舍，各具风采，

令人赏心悦目。古人将其概括为“三岛、

四洲、五湖、九曲。”

洱海形似人耳，南北长，东西窄，

宛如一轮新月，静静地依卧在苍山和大

理坝子旁。湖畔环湖有才村、喜洲、双

廊、挖色、海东等村镇，各具风情。 大

理大理州，全名大理白族自治州，地处

云南省中部偏西，东邻楚雄州，南靠普

洱、临沧地区，西与保山地区、怒江州

相连，北接丽江地区。大理州历史悠久，

素有“文献名邦”的美称，是云南最早

的文化发祥地之一。唐宋五百多年间

（即从南诏国建立至大理国覆灭），大

理一直是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地处低纬高原，四季温差不大，干湿季

分明，以低纬高原季风气候为主，常年

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以秀丽山水和少

数民族风情闻名于世，境内以蝴蝶泉、

洱海、崇圣寺三塔等景点最有代表性。

大理山水风光秀丽多姿，有“风花雪月”

的美称，即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

洱海月。

现存的大理古城是在明朝初年阳苴

咩城的基础上恢复的，城呈方形，开四

门，上建城楼，下有卫城，更有南北三

条溪水作为天然屏障，城墙外层是砖砌

的;城内由南到北横贯着五条大街，自西

向东纵穿了八条街巷，整个城市呈棋盘

式布局，素有九街十八巷之称。南北对

峙的两座城楼被修复一新。城内由南到

北，一条大街横贯其中，深街幽巷，由

西到东纵横交错，全城清一色的清瓦屋

面，鹅卵石堆砌的墙壁，显示着古城的

古朴、别致、优雅。

大理古城又名叶榆城、紫城、中和镇。

古城其历史可追溯至唐天宝年间，南诏王

阁逻凤筑的羊苴咩城(今城之西三塔附

近)，为其新都。现在的古城始建于明洪

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古城外有条护城

河，古城四周有城墙，东、西、南、北各

设一门，均有城楼，四角还有角楼。

大理古城的城区道路仍保持着明、清

以来的棋盘式方格网结构，素有九街十八

巷之称。南北对峙的两座城楼被修复一

新。城内由南到北，一条大街横贯其中，

深街幽巷，由西到东纵横交错，全城清一

色的清瓦屋面，鹅卵石堆砌的墙壁，显示

着大理的古朴、别致、优雅。 环海西路大

理环洱海旅游景观公路全长115公里，环

海西路是从下关到达江尾大约50公里。被

誉为中国最美的环湖公路。环海西路新修

成不久，东临洱海，西望苍山，穿过许多

非常有特色的白族村庄，骑行环海西路是

大理目前非常流行的活动。

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慢节奏的生

活和清新的空气洗涤着我的心灵，我骑

着单车，在这片纯净的土地上。探寻着

属于这里的每一份美好与感动。

没有任何目的的前行，亦没有任何的

牵绊，累了就坐在湖边，静静的看着轻舟

划过，海鸟纷飞，然后按下快门，让记忆

在这一刻停留。 崇圣寺三塔崇圣寺三塔

位于大理古城西北部 1.5公里处，西对苍

山应乐峰，东对洱海，距山脚约为1500米。

南336米处有桃溪向东流过。北76米处有

梅溪，东靠滇藏公路。三塔由一大二小三

阁组成。大塔又名千寻塔，当地群众称它

为“文笔塔”，通高69.13米，底方9.9米，

凡 16级，为大理地区典型的密檐式空心

四方形砖塔。南北小塔均为十级，高

42.17米，为八角形密檐式空心砖塔。三

座塔鼎足而立，千寻塔居中，二小塔南北

拱卫。1961年 3月 4日，被国务院公布为

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崇圣寺三塔还在 80年代衍生出一个

三塔倒影公园。公园占地 27亩，有水面

积达 10多亩。公园坐北向南，背靠一公

里许的崇圣寺三塔，以园内的潭水能非

常清晰地倒映出三塔姿态而得名。

2005年4月崇圣寺大规模恢复重建竣工，

结束了崇圣寺三塔近百年来“有塔无寺”

的历史。崇圣寺的规划布局以保护三塔

为核心，借鉴了世界著名寺庙布局的特

点，集唐、宋、元、明、清历代建筑特

色之精华，按主次三轴线，八台九进十

一层次进行规划建设。 双廊镇双廊镇位

于大理市东北部，洱海东北岸，东靠宾

川鸡足山，南接挖色镇，西临洱海，北

连上关镇，东北方与鹤庆县黄坪镇接壤。

双廊北有萝莳曲，南有莲花曲，前有金

梭、玉几二岛环抱于双曲间，因此而得

名——双廊。

这里是中国最佳魅力城市、国家级历

史文化名城、国家风景名胜区、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全国优秀旅游城市，是国家

4A级旅游景区“南诏风情岛”所在地。

境内水天一色、群山叠翠与湖光水色

交相辉映，金梭织锦、“双岛双曲”与古

色淡雅、风情浓郁的白族集镇相环抱，构

成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的美丽天然图画，是

最适宜人居的小镇，素有“大理风光在苍

洱，苍洱风光在双廊”之盛誉。

双廊镇域三面环山，一面临海。西

跳苍山十九峰，门临洱海万倾碧波，东

靠“佛教胜地”鸡足山，南接“蓬莱仙

岛”小普陀。

随着双廊旅游业的发展，吸引了越

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当地的居民开

始修建起了各式各样的客栈、餐饮等设

施...... 小普陀在云南洱海东部海中的一

个小岛上，相传观音开辟大理坝子时，

在这里的海面上丢下一颗镇海大印，即

为小岛，以镇风浪，保护渔民，因此，

渔民们在小岛上建观音阁，纪念观音，

并把小岛东部的一个渔村取名海印村，

将小岛叫做小普陀，将观音阁改为为小

浦脱，意为观音修行之处。

小普陀始建于明代，1982年重修，

为亭阁式两层建筑。一层祀如来菩萨，

二层祀观音菩萨。小普陀地处下关至双

廊和蝴蝶泉的海面旅游线上，游船到此，

都要停靠海岛，让游客登上小普陀，观

赏洱海风光。

游览小普陀的最佳时侯是清晨。这

时，海面上雾气袅袅，小普陀时隐时现，

宛如月宫，待登上小普陀，只见四周雾

气涌动，犹如洁白的轻纱。这就是洱海

八景之一“岚霭普陀”。

小普陀岛东面洱海岸边有个叫白石

曲的天然渔港，这里陆续聚集成一个渔

村，村名就叫海印村。海印村东靠玉案

山的旗鼓峰，西临洱海。全村人口为400

多户近二千人，全是白族。

他们保留着浓厚白族传统习俗。海

印村与小普陀的距离只有130米，小普陀

村民们水性好，从村里到小普陀岛上不

费力气几分钟就可游过去。在没有使用

机动船的时候，洱海渔民们驶的船大的

多是帆船，小的是用浆划的“骡子船”

。海印村是很典型的洱海渔村，村里虽

然竖起白墙青瓦的白族民居，但村前的

港湾停满了大大小小的船只，船里床椅

锅灶盆碗样样齐全，连猪鸡也喂养在船

上。船民们很少有时间住在宽敞明亮的

四合院里，他们终年航行在洱海上，船

是他们成年流动的家。每到传统节日期

间，小普陀就成了他们祭祀神灵、休闲

娱乐的好去处。在小普陀上看苍山洱海，

仿佛置身在白首老者托起的银盘之中，

心胸格外开阔......

这里的一切，如同画卷一般，惬意潇

洒，让人心旷神怡。等到日暮时分，望向

远处的山脉，看着光影在短短的十几分钟

里变换无穷。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孕育着

诗情画意，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却又偏偏来到了这里，然后朝思暮想，念

念不忘。 我想，这里教会我的，就是

如何去热爱现在的生活……

中國最美的十大古鎮
第一位：丹巴藏寨

丹巴县位于四川西部的甘孜藏族

自治州东部旁，与道孚、康定县和阿

坝州 小金、金川县接壤，全县总全面

积 5649平方公里，辖一镇十四乡，居

住着以藏族为主的15个民族共5.7万余

人。丹巴县是巴颜喀拉山脉、邛崃山

脉等汇聚的地方，又是革什扎河、

牦牛河、大小金川河的发源或流径处

素有“岩巅上的城”和“大渡河畔第

一城”之称。

第二位：黄姚古镇

黄姚古镇，位于县城东北部 40

公里(直距)，列为广西名镇。全镇居民

600多户，八条街道，房屋多数保持明

清风格，街道均用青石板砌成。古镇

保存有寺观庙祠 20多座，亭台楼阁 10

多处，多为明清建筑，著名的有文明

阁、宝珠观、兴宇庙、狮子庙、古戏

台、吴家祠、郭家祠、佐龙寺、见龙

寺、带龙桥、护龙桥、天然亭等。人

文景观还有韩愈、刘宗标墨迹、钱兴

烈士塑像、何香凝、高士其、千家驹

等文化名人寓所，以及许多诗联碑

刻。一般来说，比较常规的景点包括

中共广西省工委旧址纪念馆、古戏台、

皇帝诏书、宝珠观、鲤鱼街、八仙睡

榕、佐龙桥、千年古榕、岭南第一石

板街等。

第三位：婺源古镇

江西省上饶地区辖县，江西最大

产茶基地。位于赣东北乐安江上游，

北邻安徽，东毗浙江。面积 2947平方

公里,人口32.04万。县府驻紫阳镇。唐

置县，北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隶属徽

州。1934年由安徽划入江西。县境以

山地、丘陵为主,约占总面积的 80%,余

为低丘、岗地。最高峰擂鼓尖在与安

徽省交界处，海拔 1630米。属中亚热

带湿润季风气候，年降水量 1500～

2000毫米，有利林木生长。全县林地

占土地面积的 49%，活立木蓄积量达

820余万立方米。盛产松、 杉、毛竹和

茶叶、油茶、香菇等。茶叶产量常占

全省的1/3，绿茶素称“婺绿”，与武宁

县的“宁红”齐名。其他土特产有龙

尾砚、婺墨等。矿产资源有煤、铁、

钨、金、铜和砚石等。

第四位：乌镇

乌镇是江南水乡六大古镇之一，

古风犹存的东、西、南、北四条老街

呈“十”字交叉，构成双棋盘式河街

平行、水陆相邻的古镇格局。这里的

民居宅屋傍河而筑，街道两旁保存有

大量的明清建筑，辅以河上石桥，体

现了小桥、流水、古宅的江南古镇风

韵。镇东的立志书院是茅盾少年时的

读书处，现辟为茅盾纪念馆，为国家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镇上的西栅老

街是中国保存最完好的明清建筑群之

一。此外，还有修真观戏台、双桥风

情、梁苑胜迹、唐代银杏等众多景点，

当地有：贺岁拜年、元宵走桥、清明

踏青、立夏称人、端午吃粽、分龙彩

雨、天贶晒虫、中元河灯、中秋赏月、

重九登高、冬至祀祖、腊月小更等习

俗。

第五位：周庄

史载于1086年的周庄，位于上海、

苏州、杭州之间。镇为泽国，四面环

水，咫尺往来，皆须舟楫。全镇依河

成街，桥街相连，深宅大院，重脊高

檐，河埠廊坊，过街骑楼，穿竹石栏，

临河水阁，一派古朴幽静，是江南典

型的小桥流水人家。

第六位：同里镇

同里镇，位于太湖之畔古运河之

东。她建于宋代，至今已有 1000多年

历史，是名副其实的水乡古镇。同里

镇距苏州市 18公里，距上海 80公里，

是为江南六大著名水乡之一，面积 33

公顷，为五个湖泊环抱，由网状河流

将镇区分割成七个岛。古镇风景优

美，镇外四面环水。她是江苏省最早

(1982年)，也是唯一将全镇作为文物保

护单位的古镇。

第七位：西塘古镇

古镇西塘位于浙江省嘉兴市嘉善

县，距嘉善县城 11 公里，西塘是一

座已有千年历史文化的古镇。早在

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吴越两国的相交

之地，故有“吴根越角”和“越角

人家”之称。到元代初步形成市集。

西塘与其它水乡古镇最大的不同在于

古镇中临河的街道都有廊棚，总长近

千米，就像颐和园的长廊一样。在

西塘旅游，雨天不淋雨，晴天太阳

也晒不到。

第八位：赤坎古镇

赤坎古镇位于江门市辖下的开平

市中部，距开平中心城区 12公里，有

350多年历史，是一座具有浓郁岭南特

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古镇。潭江横贯

全镇，总人口4.8万人，海外华侨、港、

澳、台同胞共 7.2 万人，是著名的侨

乡。赤坎境内保留有大量的华侨建

筑，中西合璧。

第九位：长汀县

塘、长汀县为福建省龙岩市下辖

的一个县，位于北纬 25°18′40″～26°

02′05″之间，东经 116°00′45″～

116°39′20″，总面积3089.9平方千米。

地处福建西部，闽赣边陲要冲。这里

千山竞秀，群峦叠嶂，为武夷山脉南

段，是福建的边远山区，著名的革命

老区和历史文化名城。户籍人口 49.24

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14.01万人。通

行闽西客方言长汀话。

第十位：喀纳斯湖畔古村落

图瓦村位于喀纳斯湖南岸 3 公里

处的喀纳斯河谷地带，周围山青水

秀，环境优美，是布尔津县前往喀纳

斯湖旅游的必经之路。图瓦村居住有

100多户，1400多人。图瓦人多居住在

用松木搭建的塔形木屋中，这种建筑

称作“木楞屋”，四壁均为原木垒砌，

有天棚有地板，屋顶尖斜，以适应山

区多雨雪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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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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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日軍“挺進殺人隊”：
欲奇襲抓捕彭德懷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

军挺进华北敌后，建立抗日

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

牵制和歼灭了大量日本侵略

者。1940 年夏秋发动的“百

团大战”，更是有力地打击

了敌人。

1942年 5月，接任侵华日

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的所谓

“中国通”冈村宁次，接受

前任失败教训，学习八路军

游击战术，对华北抗日根据

地实施多次残酷“大扫荡”

之后，改变了“围剿”我军

的策略。他要求驻山西的第

一军好好研究八路军游击战

法，革新自己的战术。接着，

他批准侵华日军第一军司令

长官岩松义雄制订的“C号作

战计划”，按照“破坏中共

组织、中枢组织乃为重要，

应尽量逮捕其主要人物”的

意图，集中第36师团和第 1、

第8、第3、第4独立混成旅团

两万余众，从5月15日开始，

进攻太行、太岳，对八路军

和 129师首脑机关，实行“捕

捉奇袭”。他挑选了两个联

队，组成两支身着便衣的

“挺进杀人队”，印刷了彭

德怀、左权、罗瑞卿、刘伯

承、邓小平、李达等人的照

片和简历，发给挺进队员。

为了防止走漏消息，他采取

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使用的

兵力全部调用日军，伪军一

个不用；只许露营野外，不

许宿村住店，也不许住伪军

军营，以防我军掌握其动向。

同时调用无线测向队，侦察

我军无线电信号，窥探我军。

此时，八路军总部驻在

麻田村，还有八路军野战政

治部、后勤部、卫生部、军

工部，中共中央北方局、北

方局党校、新华社华北分社、

新华日报华北版编辑部、抗

大华北分校、冀南银行、鲁

迅艺术文工团等。这里被誉

为太行山的“小延安”。为

便于随时转移，以及有更多

主力部队开展游击战争，总

部机关并没有多少战斗部队。

对于新的交战对手，彭

德怀曾指出：“冈村宁次是

比他前任多田骏更为毒辣、

老练的对手。每次进攻，他

都要调查半年之久。没有内

线发动配合‘维持’，他不

进行‘蚕食’。他经常广泛

收集、研究我们的东西，是

历届华北司令官里面最厉害

的一个。”

情况正如彭德怀所料，

从 5 月 19 日起至 24 日夜，冈

村宁次将两万日军从东、南、

西、北四个方面对我八路军

总部形成了战役包围态势。

直到 22 日，八路军总部才陆

续发现敌军动向。总部决定，

立即布置主力转移外线，准

备反“扫荡”作战。并在当

天夜间，由左权副参谋长，

安排总部第二天转移的具体

事项。24 日夜，总部和北方

局大批人马在崎岖狭窄的山

路上摸黑前行，一夜走了 20

多公里路，进至南艾铺、窑

门口、偏城地区。此处方圆

不过十里，大山纵横犹如十

字，故名：十字岭。

当时我军主力，大多在

敌人的包围圈外，牵制敌人

的“围剿”。在合围圈附近

的只有郑国仲团长和漆远渥

政委带领385旅769团团部和1

营，掩护机关坚壁物资，于

当夜到达南艾铺宿营，准备

第二天向河北转移，团确定

由 1营负责南艾铺和十字岭的

警戒。担任 1营营长的正是李

德生。在红军时期，他当了 7

年战士、班长，在鄂豫皖苏

区、川陕边革命根据地，长

征路上参加过多次大战、恶

战。在彷徨镇战斗中，及时

发现敌情，打掉敌人切断我

军的企图，受到总指挥徐向

前的表扬。抗战初期，担任

连长，在响堂铺战斗中，打

到最后，率全连战士同日军

拼刺刀。百团大战，他们营

坚守狮垴山，攻打关家垴，

又显示出他作战勇敢机智的

战斗作风。

警戒工作还没有部署完

毕，八路军总部大队人马就

从麻田方向过来了，只见左

权副参谋长和罗瑞卿主任走

来，他们大为吃惊，怎么总

部首长还没有走？左权副参

谋长问他们有多少部队，然

后向他们说：敌情发生了重

大变化，总部和地方机关向

外转移的道路已被敌人堵住

了，总部战斗部队很少（仅

一个警卫连）。根据总部首

长的判断，这一带可能是日

军“铁壁合围”的重点，由

于总部人多目标大，白天转

移会遭受很大损失，首长们

决定先在南艾铺隐蔽到夜晚

再转移。左权副参谋长指示：

你们 769团 1营和团特务连一

起担负保卫总部任务。如果

敌人合击十字岭、南艾铺，

一定要坚决阻击，掩护总部

和地方机关安全转移。现在，

东南西三个方向都有敌情，

只有北面暂时还没有发现敌

人。十字岭西北山垭口是突

围的唯一通道。如果合击的

日军占了这个垭口，我军将

处于四面受敌的不利态势。

按照左权副参谋长的指示，

团首长要求 1营坚决完成掩护

总部任务，李营长派 3连去扼

守十字岭，自己带领营部和2、

4连。守卫南艾铺西南方向山

地掘壕据守，王亚朴教导员

主动要求带 3连。全营立下决

心，誓死坚守阵地，决不后

退一步，绝不能让周围的敌

人靠拢，构成合围圈。李德

生环视周围地形和敌我态

势，深感此次保卫八路军总

部，形势严峻，任务艰巨，

责任重大，绝不能让敌人突

入、切断十字岭南艾铺。而 1

营战士们也都是久经战场的

勇士，其中班长以上人员大

多是经过长征的战斗骨干。

虽然人数不多，却是日军合

围圈上的“泰山石”。

时间十分紧迫。果然，25

日上午，日军各地面兵团在

飞机的侦察、轰炸、扫射下，

突然向八路军总部发起大规

模进攻。只见日军漫山遍野

扑过来，铁壁合围圈不断收

紧。突围的唯一通道就是地

形险要的南艾铺——十字岭。

李德生守卫的地域，正是这

里。他指挥 2连、4连，利用

地形地物，抢修工事，配置

火力，向全营指战员作了战

前动员。他强调：一、前沿

尽量前伸，加大防御纵深；

二、所有轻重火力统一混编，

远近火力交替，以增强机动

协同；三、充分利用占领的

有利地形，保存自己消灭敌

人。此时，整个日军 36 师团

主力已经对南艾铺阵地发起

进攻。紧接着，两架侦察机

飞临南艾铺上空，在发现总

部机关队伍后，随即召唤 6架

战斗机，实施低空轰炸扫

射，日军炮兵也开始猛烈轰

炸我方的阵地。与此同时，

日军地面部队向我军阵地发

起多波次的进攻，2连、4连

的战士们一次又一次地打退

敌人的集团冲锋。由于与敌

人数量、装备极其悬殊，战

士们不得不在敌人压倒性火

力下拼死奋战，充分发挥了

超水平的作战能力。从清晨

到黄昏，阵地上断水断粮，

全体同志忍受着饥渴终于打

退了十几倍于己的敌人，日

军的包围圈始终没能合拢。

与此同时，守卫在十字

岭的 3连，在漆政委的指挥和

同志们的支援下，由教导员

王亚朴和副连长李基中带领，

多次打退敌人进攻，掩护总

部同志们突破敌人包围圈。

就在指挥总部突围过程中，

一发炮弹落在左权副参谋长

身旁，他不幸牺牲。战士们

眼含热泪，发誓以消灭日本

侵略者的实际行动，为左权

副参谋长报仇！

在总部机关全部成功突

围后，南艾铺阵地上的李德

生营长和他的两个连队依然

处在敌人的包围圈内。李德

生看着山下黑压压围过来的

敌人想，既然掩护总部突围

的任务已经完成，就不能再

有任何耽搁，一定要把战士

们带出包围圈。他把 2连、4

连连长召集在一起，要求大

家不怕疲劳，打起精神。他

说：敌人这么多，包围圈这

么小，多方向突围是不行的，

我们要集中火力，攻击一点，

向日军薄弱环节连续突击，

打开一条血路，实施全营突

围。于是，他马上把两个连

队的机枪、掷弹筒，与营机

枪排的火力集中起来，以 4连

为主攻，2连跟进。他乘着天

黑，选择南艾铺西南日军合

围圈的薄弱部分悄悄接敌，

在距离日军几十米时，一声

令下，8挺重机枪和各种武器

一起开火，打得日军晕头转

向。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堵

住缺口时，全营已经冲出包

围圈，挺进到尖庙以南地区。

当南艾铺方面的日军冲上十

字岭时，发现十字岭上已阒

无一人。

5月27日，刘伯承师长迅

速总结这次反“扫荡”的经

验，他指出“被围到合击圈内

的部队，只要指挥员意志坚

强，富于机动，很易突围而出，

即使是统帅机关，也只要能够

做到灵活分遣，隐蔽转移，同

样不难脱出危险。”这也是对

李德生掩护八路军总部突围战

斗的充分肯定。

从八路军 769 团 1 营南

艾铺阻击战看，八路军突遇

强敌，从装备和兵力对比，

以一当十甚至更多的悬殊情

况下，顽强阻击了装备优良

的步、炮、航空兵协同轮番

强攻。1 营牢牢的固守阵地

一整天，死死扼守住突围通

道，为总部机关、根据地党

政机关的安全转移做出了决

定性的贡献。在这场坚苦的

阻击战中他们不但阻击消灭

了敌人，而且突出重围保全

了自己，在我军战史上是不

多见的。在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史上，无论与国军、苏

军、美军、盟军的典范战例

相比，都是值得大书一笔

的。八路军 769 团指战员用

鲜血和生命在反法西斯战争

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南艾

铺阻击战的八路军勇士们英

名千古！牺牲的烈士永垂不

朽！

他27歲當軍長被譽爲遊擊天才

曾拔槍威脅劉伯承

红军时期，有一位将领饱受争议。

张国焘说他是游击天才，但是刘伯承

却说他是土匪，是山大王。他就是余

天云，任三十军的军长。这个年纪轻

轻就当上军长的天才在即将走出了草

地看见胜利的时候跳下了大金川。

余天云在二八年入党，战功赫赫

在三儿年被任命为了三十六团的团

长。同一时期被任命为团长的还有许

世友。余天云真正受到赏识是在柳林

河地区的一次战役之中。当时红四军

的两万多士兵遇到了卫立煌带领的近

十万兵力。张国焘等人都坐在指挥所

里焦距不堪，这个时候一队敌方人马

直直往指挥处冲来。这个时候整个指

挥所的兵力还不足百人，情况十分危

急。也是这个时候，余天云率领了自

己的人马火速赶来，在经过一天的血

战后才保住了指挥所内高级将领的安

全。也就是那件事情以后，余天云被

一路提拔，最后成为三十军的军长，

那个时候他才二十七岁。

可能是天生有敏锐的嗅觉和打仗

的才能，这个军长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成为军长后余天云仍然战功显赫。可

是，由于他实在是过于年轻了，在其

他方面从他上位的第一天开始就褒贬

不一。张国焘说余天云简直是打游击

战的天才，这个人的前途无量，在这

样的兵力悬殊的情况下他就是我们最

需要的人才。可是也有人说，余天云

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军长，在作风方面

简直一塌糊涂，思想也跟不上脚步。

这也是余天云广为诟病的一个地方，

那就是自恃自己的军事才能，瞧不起

政治工作。

1935年 5月，余天云率部参加长

征，7月任红 4方面军 31军军长，同

年冬随军南下川原边。1936年 1月，

红1、4方面军会师草地又分道扬镳后

，为了培养干部，成立了一个红军学

校，有伤残的原 9军军长何畏当校长

，刘伯承兼任总教官。张国焘对刘伯

承还是很看重的，他认为刘是正统派

军人，比较喜欢讲究战略战术，自己

手下的将领普遍文化程度不高，‘游

击观念’太重，刘伯承的正规战术思

想对他们很有帮助，因此为了提高手

下军官的军事素养，4方面军主动提

出送一些军、师一级的高级将领到刘

伯承任总教官的红军学校受训，以图

接受较高较新的军事知识，余天云入

校学习，兼高级指挥科科长。

余天云聪敏倔强，作战勇敢，不

到30岁便当了军长，深受张国焘器重

；余天云文化太浅，阅历有限，入校

后，由于看到学员多是营团级军官，

师军级的没有几个，觉得掉身份，老

大不愿意来上课；加上深得张国焘的

信任，一路顺风，对政治上“不可靠”

的刘伯承，他自然不会放在眼里，加

之性格刚烈，年轻气盛，争强好胜惯

了，见识浅薄，在上课时在好几个战

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了争执。

这类争执若是学术争鸣，倒也罢了，

但这种争执发展为他公然拔枪威胁、

谩骂刘伯承等教官的严重违纪事件。

校长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面制

止，他仍不服，仍然在刘伯承面前大

喊大叫，口出狂言，惹得刘伯承大怒，

表示不处分余天云这样的学生，他决

不再上课，何畏只得将他关了短期禁

闭，张国焘闻讯后赶到学校，将余天

云声色俱厉地训斥了一通，命令他当

众向刘伯承道歉。

然而谁也没料到，心理素质不

好、骄横自负的余天云事后想不开，

认为他这个红 4 方面军的最年轻军

长，天之骄子，折损了面子，不久后

的 1936 年 4 月，在随部队向北移途

中，在部队行至西康省（四川）丹巴

大金川激流时，乘人不备，从高崖纵

身跳入河中自杀了。

由于路线斗争和年代的久远，加

之当事人回忆的不一，关于余天云的

死因变得扑朔迷离，说法不一。

最早对余天云死因作出结论的是

张国焘，认为余天云死于心理的脆弱。

余天云的死，震动了全军。张国焘第

一次承认，“四方面军的干部，军阀

习气相当严重。”但他又很伤心，毕

竟余天云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在埋

葬余天云时，张国焘讲了话。他首先

痛悼余天云之死，褒扬他过去的战功，

说余天云曾几次负伤，不惜个人牺牲

来为革命争取胜利。然后，张国焘又

强调指出，自杀行为是不对的，“一

般同志要经得起批评和处罚的考验，

红军纪律应当严格，高级干部也应同

样遵守。”从这里可以看出，张国焘

认为余天云是因为心理承受能力差而

导致自杀的。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

但不是主要原因。

对余天云死因第二次作出结论则

是在西路军失败，特别是张国焘叛变

以后，认为余天云死于张国焘的迫害。

一部分人由于“左”倾观念比较严重，

把余天云塑造成“反对南下”和反对

“另立中央”的英雄，说余天云军长

对张国焘的家长式作风一向很反感；

因为后来红军大学政委何畏也离开了

红军，于是何畏这个小人打小报告诬

告，张国焘把余天云当作“犯人”，

最后导致余天云死亡。在这种论调的

支持下，余天云在 1945年七大召开时

获得了平反，还被授予烈士称号。应

该说，余天云授予烈士是可以的，尽

管他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毕竟他为

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不

过，如果是因为“反张国焘”之说而

被评为烈士，则显得有点狭隘，余天

云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完全认清张国

焘的错误，说他是反张国焘错误路线

的“英雄”有点拔高之嫌。

余天云死因的第三个结论和刘

伯承元帅有关，这种观点认为是刘

伯承间接地害死了余天云；1958年 5

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在批判刘

伯承的教条主义“错误”时，彭德怀

元帅说：“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

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就连

北京（指训练总监部）也有些吹鼓

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

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

志的。”他指的就是余天云。好在

余天云只是张国焘的爱将，而且毛

泽东对此并未过多去说什么。只是

淡淡“唔”了一声，说道：“余天

云还是个娃娃嘛，想不开，寻了短

见，怪不得谁。”这个事也就没有

再多追究——刘伯承逼死余天云的

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作为校长

的刘伯承批评余天云的行为是正常

的。

因为存在这些分歧，因此，对

于余天云的死，官方的表态非常的谨

慎；到目前为止，关于余天云的权

威评价有两次，一次是《红四方面

军烈士名录》，一次是《解放军报》

两者都将死因简单的说成是“溺

水”而亡。

不管是死于何种原因，历史最终给了

余天云一个公正的评价，把他称为我“红

军时期的高级指挥员”，这个应当是客观

的、公允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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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west Airlines Freedom Over Texas
July 4, Eleanor Tinsley Park
$8 per person; Under 5 free
Grab your lawn chairs and blankets for this
one-of-a-kind patriotic event that is done with a style
that is all Houston. The iconic Houston skyline will set
the backdrop for an extraordinary patriotic celebration
at Mayor Annise Parker's official Fourth of July event,
Freedom Over Texas. Prolific singer-songwriter and
Houston son, Clint Black and double-platinum-selling
singer, songwriter Josh Turner will headline the
29-year-old annual event on the Southwest Airlines
Stage that will culminate with a spectacular fireworks
display by Citgo.
July 4th Celebration at Bayou Bend
Bayou Bend Collection and Gardens
July 4. 1pm-5pm
FREE
With performers, crafts, activities, refreshments, and
much more, join the the Museum of Fine Arts, Houston
to celebrate Independence Day at Houston's home for
American decorative arts and paintings. A reading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beings at 3 p.m. on
the Diana Terrace of the Bayou Bend house and will be
followed by birthday cake. And don't forget to sign the
giant replica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before
you leave to remind us the freedom and privileges we
have in this country.
ExxonMobil Summer Symphony Nights:
Star-Spangled Salute
Miller Outdoor Theatre
July 4. 8:30pm
FREE
Enjoy an evening with the Houston Symphony and
conductor, Steven Reineke as they play patriotic
classics. Be sure to stay for the finale of 1812 Overture,
complete with booming cannons, which will be followed
by the fireworks spectacular provided by Miller Theatre
Advisory Board. Open seating will be available on the
hill while free tickets will also be available while they

last for the covered
seating area. Tickets
can be picked up at
the Miller Outdoor
Theatre box office
the day of the event
between 10:30 am -
1 pm.
4th of July
Weekend at

CityCentre
CityCentre
July 3-5
FREE
The July 4 weekend welcomes four nights of free con-
certs plus an Independence Day fireworks spectacular
to CityCentre. Festivities begin on July 3 with classic
rock band Legendary Rhythm Bandits from 7 until 10
PM and continue on July 4 with 90s country tunes from
Mustache The Band starting at 7 PM and a fireworks
spectacular at 9:30 PM.
Houston Symphony's Star Spangled Salute
Cynthia Woods Mitchell Pavilion
July 3. 8pm
FREE
Celebrate America's birthday with a bang at the annual
Star-Spangled Salute July 3. This free Independence
Eve spectacular, which has been a tradition at The Pa-
vilion for 25 years, features the Houston Symphony in a
selection of patriotic favorites. Steven Reineke con-
ducts and is joined by vocalist, Christopher Johnstone.
Doors open at 6:30 pm.
18th Annual Red, Hot & Blue Festival & Fireworks
Extravaganza
Town Green Park and Waterway Square, Woodlands,
TX
July 4. 6 pm - 10 pm
FREE
This all evening event celebrating American Heroes,
will have two locations along the Waterway. Enjoy your
Independence Day at both Town Green Park and Wa-
terway Square, each featuring a main stage and activi-
ties for all ages.
Celebration of Freedom
Pearland High School Football Stadium (3775 South
Main, Pearland, TX)
July 4. 6-10 pm
FREE
Join the city of Pearland in celebrating our country's in-
dependence! Stadium and field seating will be avail-
able at no charge beginning at 6 p.m. A VFW military
salute will begin the evening's entertainment, followed
by a performance of the National Anthem. Then sit
back, relax and sing along to the sounds of our fea-
tured band, The Spinsations, on the HEB Entertain-
ment Stage! At 9 pm, enjoy a spectacular fireworks
show, "unleashed" by Westside Veterinary Hospital, to
conclude the night.
4th Fest in Pasadena
Pasadena Convention Center
July 4. 4pm-10pm
FREE
Being Pasadena's largest city-sponsored event, 4th
Fest provides fun activities for all ages throughout the
evening. Before the
20-minute fireworks
show at the end of the
event, live music will be
performed by The Slags,
a Houston cover band
that will play a range
from today's hits to the
classics. Also included in

the lineup of activities is the USMC Toys for Tots BBQ
Cook-off, water balloon fights, a kid-zone, sports,
games and a car/truck show.
The Katy Freedom Celebration
Katy Mills Mall
July 4. 9:30pm
FREE
The Katy Freedom Celebration fireworks display will be
launched between the east side of the mall and Katy
Fort Bend Road. This display begins at approximately 9:
30pm and can be viewed from several miles around the
mall area.
July 4th Parade and Festival
Bellaire, TX
July 4.9:30am - Parade; 10am-1pm - Festival
The Fourth of July parade will begin at 9:30am, led by
the children's parade. To participate in the parade is
free. However, only the first 75 applicants will be taken
to march. Kids of all ages can march in the parade with
decorative and festive bikes, wagons and even cos-
tumes, and without entering in advance. Following
promptly after the parade, which will roughly be around
10am, the festival begins at the Bellaire Town Square.
There will be a petting zoo, moon jumps, carnival
games - including a dunk tank - and a mini Ferris
wheel. Food and game tickets will be available to pur-
chase at the festival.
Fourth of July Celebration at Kemah Boardwalk
July 4. All day with fireworks at 9:30 pm.
FREE.
Live music & patriotic fireworks show over Galveston
Bay.
Missouri City's 4th of July Celebration
Buffalo Run Park
July 4. 6pm-9pm
FREE
This July 4th celebration is an evening event. Starting

at 6pm, free
activities, such as
moonwalks, a
rock wall,
mechanical bulls
and pony rides
will be available
to entertain all
ages until 9pm.
Food will be
available on site for purchase. But come early as the
first 600 kids will receive a free giveaway (must be 12
years old or under). Shortly after the festivities, the
fireworks show will start around 9:15pm. Thurgood
Marshall High School's parking lot, next to Buffalo Run
Park, will be available for guests to park their cars at.
Independence Day Parade and Fireworks Show
Galveston Island
FREE
July 4. 7:30pm - Parade (Along Seawall Boulevard
from 28th Street to 53rd Street)
Join Galveston Island as they commemorate America's
freedom with their annual Independence Day Parade.
The parade will begin at 7:30pm on Seawall Boulevard
from 28th Street and will progress down to 53rd Street.
It will feature local groups, performers, creative floats
and decorated military vehicles. When the parade has
ended, head over to 37th Street and Seawall Boulevard
where Galveston will present a 20-minute long fire-
works show at 9:15pm over the waters of the Gulf.
Fulshear Freedom Festival
Downtown Fulshear
The Fulshear Freedom Fest, hosted by the City of Fuls-
hear and the Fulshear Area Chamber of Commerce, is
scheduled for Saturday, July 4, 2014, 6 PM - 9:30PM in
Downtown Fulshear. Music, parade, children's activi-
ties, fireworks, shopping, and food, this event has it all!

Happy Fourth of July!!!

History of the Fourth of July
Indepen-
dence Day,
commonly
known as the
Fourth of
July, is a
federal
holiday in the
United States
commemorat-
ing the
adoption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
dence on July

4, 1776, declaring independence from the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Independence Day is
commonly associated with fireworks, parades,
barbecues, carnivals, fairs, picnics, concerts,
baseball games, family reunions, political
speeches and ceremonies, and various other
public and private events celebrating the history,
government, and tradi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dependence Day is the national day of the
United States.
Background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he legal separa-
tion of the Thirteen Colonies from Great Britain
occurred on July 2, 1776, when the Second Conti-
nental Congress voted to approve a resolution of
independence that had been proposed in June
by Richard Henry Lee of Virginia. After voting for
independence, Congress turned its attention to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 statement ex-
plaining this decision, which had been prepared
by a Committee of Five, with Thomas Jefferson
as its principal author. Congress debated and re-

vised the Declaration, finally approving it on July
4. A day earlier, John Adams had written to his
wife Abigail:

“The second day of July, 1776, will be the most
memorable epoch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 I am
apt to believe that it will be celebrated by succeed-
ing generations as the great anniversary festival. It
ought to be commemorated as the day of deliver-
ance, by solemn acts of devotion to God Almighty.
It ought to be solemnized with pomp and parade,
with shows, games, sports, guns, bells, bonfires,
and illuminations, from one end of this continent

to the other, from this
time forward forever
more.“
Adams's prediction
was off by two days.
From the outset,
Americans celebrated
independence on July
4, the date shown on
the much-publicized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rather

than on July 2, the date the resolution of
independence was approved in a closed session
of Congress.
Historians have long disputed whether Congress
actually signed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on July 4, even though Thomas Jefferson, John
Adams, and Benjamin Franklin all later wrote that
they had signed it on that day. Most historians
have concluded that the Declaration was signed
nearly a month after its adoption, on August 2,
1776, and not on July 4 as is commonly believed.
In a remarkable coincidence, both John Adams
and Thomas Jefferson, the only signers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later to serve as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ed on the

same day: July 4, 1826, which was the 50th anni-
versary of the Declaration. Although not a signer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James Mon-
roe, the Fifth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died
on July 4, 1831. Calvin Coolidge, the Thirtieth
President, was born on July 4, 1872, and thus,
was the only President to be born on Indepen-
dence Day.
Fourth of July Observance Historical High-
lights
• In 1777, thirteen gunshots were fired, once at
morning and again as evening fell, on July 4 in
Bristol, Rhode Island. Philadelphia celebrated the
first anniversary in a manner a modern American
would find quite familiar: an official dinner for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 toasts, 13-gun salutes,
speeches, prayers, music, parades, troop re-
views, and fireworks. Ships were decked with
red, white, and blue bunting.
• In 1778, General George Washington marked
July 4 with a double ration of rum for his soldiers
and an artillery salute. Across the Atlantic Ocean,
ambassadors John Adams and Benjamin Frank-
lin held a dinner for their fellow Americans in Par-
is, France.
• In 1779, July 4 fell on a Sunday. The holiday
was celebrated on Monday, July 5.

• In 1781, the Massachusetts General Court be-
came the first state legislature to recognize July 4
as a state celebration.
• In 1783, Moravians in Salem, North Carolina,
held a celebration of July 4 with a challenging mu-
sic program assembled by Johann Friedrich Pe-
ter. This work was titled "The Psalm of Joy".
• In 1791 the first recorded use of the name "In-
dependence Day" occurred.
• In 1820 the first Fourth of July celebration was
held in Eastport, Maine which remains the largest
in the state.
• In 1870, the U.S. Congress made Indepen-
dence Day an unpaid holiday for federal employ-
ees.
• In 1938, Congress changed Independence Day
to a paid federal holiday.
While the official observance always falls on July
4th, participation levels may vary according to
which day of the week the 4th falls on. If the holi-
day falls in the middle of the week, some fire-
works displays and celebrations may take place
during the weekend for convenience, again, vary-
ing by region.
The first week of July is typically one of the busi-
est American travel periods of the year, as many
people utilize the holiday for extended vacation
tr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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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 Hot And 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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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ebrate Uncle Sam at
these events

• Fourth of July Parade in Bellaire | FREE – Join 
the Bellaire community in celebrating the fourth 
with a parade down Bellaire Boulevard and South 
Rice Avenue. The festivities continue with live 
entertainment, a mini Ferris wheel, petting zoo, dunk 
tank and more. 9:30am to 1pm.
• Kidpendence Day at Children’s Museum 
of Houston – Kids won’t want to miss this epic 
Independence Day celebration at the Children’s 
Museum of Houston. Make magnifying glasses and 
spy disguises, create an I Spy nature journal, and 
watch the High Steppers Brass Band march through 
Kidtropolis. Entrance is included with museum 
admission. 10am to 6pm.
• 4th of July Celebration at Bayou Bend | FREE – 
Celebrate America with a reading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 slice of birthday cake, crafts, 
activities, performances, and by signing the giant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Noon to 5pm.

• 4th of July Celebration in Missouri City | FREE – 
Bring the family out to Missouri City for moonwalks, 
face painting, a rock wall, food trucks and local 
vendors, then pile into the Thurgood Marshall High 
School stadium to watch the fireworks show. 6pm to 
9pm.
• Katy and LaCenterra | FREE -- Katy and 
LaCenterra plan to light the evening skies on the 
Fourth of July. Fireworks in Katy will be released 
from the east parking lot of Katy Mills mall and will 
begin about 9:30 p.m. LaCenterra also rolls out the 
fireworks about 9:30 p.m. on the Fourth, following 
an afternoon of events and live music from 5:30-9:30 
p.m. The seventh annual Fourth of July celebration 
begins at 4:30 p.m. with a patriotic bike parade 
featuring bicycles decorated in red, white and blue.
• Red, Hot, & Blue Festival in The Woodlands | 
FREE – The Woodlands is celebrating the fourth with 
their 19th annual Red, Hot, & Blue festival featuring 

food, live entertainment on multiple stages, vendor 
booths, kids activities and firework show at Town 
Green Park. 6pm to 10pm.
• Galveston Independence Day Parade and 
Fireworks | FREE – Line the streets in Galveston 
and watch as floats, vehicles, and performers make 
their way down Seawall Boulevard during the 177th 
annual Independence Day Parade. End the night with 
a 20-minute fireworks show over the Gulf. 7:30pm.
• Star-Spangled Salute at Miller Outdoor Theatre 
| FREE – Bring a blanket and lay out on the lawn 
of Miller Outdoor Theatre as you enjoy a concert 
of patriotic music from the Houston Symphony in 
celebration of Independence Day. Songs include “The 
Star-Spangled Banner”, “Deep in the Heart of Texas” 
and “1812 Overture”. 8:30pm.
• Fourth of July Celebration at Kemah Boardwalk 
| FREE – Enjoy live tunes and fireworks over the 
water as you watch from the boardwalk in Kemah. 
9:30pm.

• Memorial City Fourth of July Hot Air 
BalloonFest – Soar to new heights this Independence 
Day at the first ever Memorial City Fourth of July Hot 
Air BalloonFest. Witness a 25-foot hot air balloon 
rise above west Houston in this unique celebration 
and enjoy live music, food trucks, arts and crafts, and 
games. Balloon rides will cost $10 for adults and $5 
for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12. 6pm to 9pm.
• Freedom Over Texas at Eleanor Tinsley Park 
– Celebrate the 4th with Houston’s annual Freedom 
Over Texas celebration featuring a concert from The 
Suffers and Darius Rucker, a kids zone, beer garden, 
and a spectacular fireworks finale. Tickets start at $8. 
4pm to 10pm.
• Fourth Fest in Pasadena | FREE – Spend the day 
at the Pasadena Convention Center enjoying live 
music, a car show, kids zone, water balloon war, 
prizes, a BBQ cook off, vendors, and fireworks. 4pm 
to 1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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