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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情景紀錄片《他們與自然共生》
完成前期拍攝

本報記者陳鐵梅整理報道 / 田野 供圖

由旅居休斯頓的著名導演田老師執導的大
型情景紀錄片《他們與自然共生》， 日前在中
國貴州省從江縣占裏村順利完成前期拍攝。田
老師是央視體育頻道《NBA 最前線》欄目前方
攝制組的導演。近年來，田老師開始將目光轉
向宣傳中國的傳統文化，以紀錄片的形式記載
和傳播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2014 年田老師
執導的《岜沙漢子》榮獲第 48 屆休斯頓國際電
影節民族文化紀錄片金獎。2015 年拍攝的《中
國古法造紙》榮獲第 49 屆紀錄片鉑金大獎。
2016 年，田老師應邀拍攝第三部中國非物質文
化遺產紀錄片。經過三次考察，田老師最終選
定位於中國貴州省從江縣的占裏村。

占裏村是一個美麗而古樸的侗家山寨。占
裏村現有居民 182 戶，總計 827 人。令世人感
到神奇的是，四百年來，這裏的每個家庭只生
育兩個孩子，其中 99% 的家庭均為一男一女。

由於控制了人口數量，這裏的森林、水源和耕
地得到了最有效的保護。占裏村山清水秀，生
機盎然。占裏人團結和睦，生活安逸。令世人
感到嘆服的是，占裏人創造了兩項世界記錄。
一是四百年來人口增長率幾乎為零；二是犯罪
率為零。占裏村先進的人口文化和環境保護意
識值得人類深思。

在拍攝期間，攝制組遭遇了塌方、暴雨、
高溫、蚊蟲叮咬和停水停電等困難，但攝制組
全體人員戰勝了這些困難。在寨老和村民的支
持下，包括三次采風，歷時一個月，順利完成
了近 100 小時素材的拍攝。另外田老師在該紀
錄片中首次使用三名演員，其中包括來自哈佛
大學的一對兒兄妹。該片目前正在後期制作中。
我們期待田老師的新片《我們與自然共生》再
獲殊榮。

美麗而古樸的占裏村

現場拍攝祭祀盟誓活動

劇組人員排除塌方險情 房東藥師母為哈佛兄妹制作了侗裝

哈佛女孩 Marisa 學習織布

田老師在現場執導

非常感謝“美南日報”在 2016
年 6 月 27 日修成社區 B8 版上刊登
了關於“少林秘功”創始人的文章，
文章中詳細介紹了本人如何掌握少林
六合門的內氣功、怎樣響應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的號
召和報導了本人首創不給病人服藥，
不給病人打針劑，能康復的“少林秘
功”。其中提到了中國江西籍美國德
州大學阿林頓分校女博士生劉麗婧突
發嚴重的腦溢血，經美國德州沃斯堡
市哈里斯衛里工會醫院搶救治療三個
月一事，我了解到在這個三個月中，
經報導，轟動了美國社會各界。其中
，特別是哈里斯衛里工會醫院，他們
用了西醫最先進的設備和最優秀的教
授為劉麗婧服務，採用了最先進的外
科手術為他打開頭蓋骨，疏通淤血。
最後，雖然沒有康復，但也盡了最大
責任，並發揮了國際人道主義精神，
免去了劉麗婧昂貴的醫療費 1000 萬

美金！還送她回
中國。在這段時
間里美國社會各
方人士都積極奉
獻愛心，包括台
灣佛教慈善基金
會達拉斯分會都
獻出了愛心。中
國駐美國休斯頓
領事館副總領事鬱伯仁、於海英領事
、汪東領事等中國外交官員都在
2009 年 9 月 26 日前往醫院看望劉麗
婧！特別是美國的“世界日報”、
“達拉斯時報”和很多媒體都跟報導
。德州大學都學生會，以王琦為代表
的同學們，還主動組織了宣傳組、聯
絡組、接送組、捐款組，並設列救助
網站和救助基金，幫助她和她的父母
解決各方面的困難，他們還為劉麗婧
輪流值班、翻譯、招募護理人員、專
業人員等等愛心活動，在德州大學任

教的陳興義教授，還
主動請劉麗婧父母住
在他家，家離醫院
45 公里遠，陳教授
開車每天親自接送等
等，許多感人肺腑的
愛心事例，到處都是
！大學
的校報都是以頭版頭
條向社會報導。

在說劉麗婧被送回
中國一年兩個月的
2010 年 9 月 9 日由
她父母送她到我上海
郊區奉賢區海春大酒
店，我的特許培訓基
地康復部時，劉麗婧
還是植物人狀態、沒
有知覺、面部表情僵
硬、不會吃飯、不會
吸水、大小便失禁、
更不會說話等等。經
我運用“少林秘功”
後，劉麗婧奇蹟般的
康復了！ ！ ！她的
一切表現請看照片，

徹底推翻了哈里斯衛里工會醫院和西
方專家教授會診後所下的“劉麗婧就
是醒了也是植物人狀態，永遠也不會
有知覺的結論！ ”劉麗婧之所以能康
復，證明中國的武醫運用中國的中醫
傳統和創新手法成功了！這在很大程
度上彌補了西醫的不足，而且劉麗婧
是在不服藥物、不注射針劑、不紮針
灸的情況下康復的！通過許多實例，
這更證明“少林秘功”的神奇性和出
神入化，就這樣一個創新在上海我這
裡的成功卻遭遇到意想不到的怪事：
正當劉麗婧的康復向深度發展時，她
的父親劉軍到上海某報刊和上海電視
台請求採訪和報導，可得到的是：
“你們是江西人，到江西去聯繫，我
們不採訪，也不報導！ ”當時在場的
人一聽都大吃一驚，無法理解。這種
對新聞事業抱著“三頭主義”的態度
，我認為是錯誤的，對國家對人民不
利，應該改！他們所造成的後果是：
1.劉麗婧不能更好的繼續康復和鞏固
。 2.我為此基地關了門還背債幾十萬
，至今尚未還清！ 3.得不到支持直接
影響教科文組織的“號召”的推行，
得不到發揚光大。 4.我這樣的首創者
莫名其妙的被打擊壓制。

對劉麗婧病情兩地治療的變化由以
下幾點看法和希望：1.通過實例和我
幾十年的臨床可以證明許多醫院難治
的和不能治的神經系統疑難雜症，可
以在不服藥物、不注射針劑、不紮針
灸的前提下運用中國少林六合門的
“少林秘功”可以康復，而且不會產
生醫源性疾病。 2.按照實例，中國的
武醫可以和美國西醫合作各負其責，
這樣才能更多的康復病人對世界人民
的健康長壽保健有利。 3.我在德州召
開的“世界針灸及結合醫學學術會議

”休斯頓第一次年會上所作論文論證
中提到的三名特殊病例：一名是劉麗
婧，另兩名是中國溫州患的是“運動
神經元損傷引起的肌無力”（也就是
霍金病），經我運用“少林秘功”後
（有照片和錄像），但當時大會不知
何故沒有放。在美國最近有一位老年
婦人雙眼瞎了八年經我運用了“少林
秘功”後，她復明了！由她丈夫胡恩
剛先生寫的感恩信登在美南日報
2015 年 11 月份等等這些都說明中國
武醫“少林秘功”的實施，是使世界
醫療事業在打破常規的情況下向前邁
進了一步，這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號召”的偉大勝利。 4.我是響應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號召”後，才首
創少林六合門的“少林秘功”的，還
請求教科文組織多多關心和大力協助
為盼！那才會起到最實在的和全面的
效果，可以達到當年“號召”的目的
，世界人民感謝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而且聯合國總部設在美國更便於調研
“少林秘功”。 5.中國少林六合門之
“少林秘功”能康復劉麗婧這樣的病
人，同樣也能對中國、美國及世界各
地類似的病人亮出了“康復有希望的
綠燈”！6.“ 少林秘功”對老年人和
需要健康長壽保健的人都適應，特別
是對患有神經系統疑難雜症的如：植
物人狀態；高、低位截癱；腦溢血、
腦血栓後遺症；手術後遺症；股骨頭
無菌壞死；癌症後期病人痛苦的減輕
和延時；運動神經元損傷引起的肌無
力；婦女臉部整形到美麗；嫩白光滑
；人長高幾公分等等，這些都可以在
“少林秘功”的操作下不服藥物、不
注射針劑、不開刀、不紮針灸的前提
下都可康復和做到。 7.“ 少林秘功”
的最大特點收費低（相對來說）療效

快又好。 8.一位婦女知道我有這麼多
的神奇功夫要求我為她身高增加兩公
分，在我運用“少林秘功”後，這名
53 歲的婦女，果然增高了 2.5 公分
！ ！ ！ （由美南日報的秦鴻鈞）佐
證。 9.本人在離開中國上海前多次向
各方面雙掛號發信，要求解決問題可
都沒有答复，這無法和總書記鄧小平
他老人家比（1984 年 3 月），我發
給他老人家的信，8 天就收到回信了
，對我的感動和鼓勵很大。 10.雖然
我已 77 歲，但身體健康，記憶裡好
，精力充沛，還有很好的武功和內氣
功更有堅強的毅力和勇氣，所以我可
以在美國打下基礎，繼續向世界各國
宣傳和發揚中國少林六合門的“少林
秘功”，為世界人民的健康長壽服務
。再次感謝“美南日報”的各位領導
和各位為此工作的先生和小姐，你們
辛苦了，為表達謝意，如您和親屬有
不健康請來我處，一定優惠認真服務
！謝謝，最後熱烈歡迎不健康者來我
處為您運用“少林秘功”康復！使您
滿意也歡迎諮詢、採訪和合作洽談。

聯繫電話：832-757-3787
中國少林六合門掌門人、少林秘

功創始人、世界功夫報副社長、美國
德州和平統一發展委員會常務

理事李國忠頓首

“美南日報”就是好！能快又負責地讓閱報者了解新聞事實的好報刊
李國忠先生投書

C8休城工商

尊 MIKOTO  Ramen & Sushi Bar
地址：12155 Katy Freeway, Houston, TX77079
電話：281-741-4695

（本報記者黃梅子）對於日本料理來說，除
了生魚片、壽司之外，日本拉面也是享譽世界的
美食，吃過一口就再也不能忘記那鮮美的味道！

位 於 12155 katy freeway 的 尊 MIKOTO 日 本
拉面壽司店 4 月剛剛開業，但出手不凡，由從日
來請來的拉面師傅主理，味道正宗。日式拉面的
重頭戲是湯頭，而好的湯頭直接決定一碗麵的成
功，人常言湯是拉麵的靈魂。尊拉麵湯頭的妙處
在突破與變化，入口時，濃厚鮮汁郁香滿口，而
後，遊走而出的絲絲清爽脫穎而出，再於此中如
脫韁野馬般奔走而出的二次遞進濃香攝人心魄，
且濃淡相宜，薄厚交融，層層臻於迥然不同的境
界。尊拉面它不同於市面上大多以工廠產湯頭為
主的程式化拉麵，而是用整雞與雞骨架精心熬製
逾六小時，將最精華的湯汁和骨膠原及膠原蛋白
以最好的姿態呈現，尤其適合女生，可謂美容滋
補聖品。

尊 Mikoto 還有其他日系料理，純日本本土配
方，堪稱套餐中的霸主。純正的柚子雞，甜酸咕
嚕雞，烤三文魚，及日式照燒牛排等地道的日式

套餐。香脆可口的雞肉與鬆軟細滑的牛排，再配
以濃郁透亮的日式澆汁，瞬間滿口噙香，主菜副
菜搭配合理、營養均衡，無論在日本還是紐約都
是人氣爆棚的料理，不容錯過。

不說了，約上三五好友，吃麵去。

一“面”難忘

診所

生魚片和壽司

一“面”難忘！—— 尊 MIKOTO 日本拉面店印象 !
本報記者黃梅子 報道

最新技術治療腰椎、頸椎間盤突出有奇效！
（本報記者黃梅子）很多人長期腰痛背痛頸

痛，這個病不能輕視，很有可能是椎間盤突出。
椎間盤突出分為腰椎間盤突出和頸椎間盤突出。
腰椎間盤突出癥為腰腿痛常見原因之一，其主要
癥狀為腰痛及下肢痛。腰椎間盤突出又名腰椎間
盤纖維環破裂癥或腰椎間盤髓核突出癥，就是人
們常說的“腰脫”或“腰突”。它是指人體隨著
年齡的增長或急性外傷和積累性外傷等原因，使
腰椎間盤發生退行性變異導致纖維環破裂，造成
髓核脫出壓迫神經根或硬膜囊而引起的坐骨神經
痛等一系列腰腿痛癥狀的骨科常見病、多發病。

腰椎間盤突出使腰部及腰骨底部疼痛，下肢
放射性疼痛（坐骨神經痛）下肢麻木、感覺異常、
前行困難。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和萎縮。腰
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減輕，勞累就加重，常
常有彎腰困難，久坐後疼痛，彎腰過久後疼痛加
重等。多數患者有不同程度的外傷史，造成腰椎
間盤纖維環破裂，髓核向後或後外側突出，壓迫
脊神經根引起腰腿痛，坐骨神經痛是腰間盤突出
癥的最突出表現。

頸椎間盤突出多見於青壯年，有明顯的頸部
外傷史或有長時間低頭位工作的職業史。神經根
受壓者，出現頸部、肩部、上背部劇烈疼痛，伴
上肢放射性神經痛；頸部運動和睡眠時，疼痛加
重。肌力下降，腱反射減弱或消失，臂叢神經牽
拉試驗陽性。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痛等癥狀，

甚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手酸。
Texas Spinal Care 的李醫生治療椎間盤突出有

20 多年的經驗，李醫生畢業於加州大學聖荷西分
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他採用非手術治療，
運用推拿、器材和營養相搭配的方法，治療腰椎、
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效，病人無痛苦、不用專門
請假，可以邊工作邊治療，而且整個療程的費用
比手術治療時的 copay 還低。

李醫生診所使用最新技術 MRI 診斷治療，病
人躺在治療床上，電腦很快就能診斷出是哪一節
椎間盤受損或突出、有無炎癥、缺水程度等，李
醫生根據電腦診斷的結果針對受損的那一節椎間
盤治療，既準確又見效快，一次治療下來疼痛馬
上減輕 80%。李醫生還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禍
後 PI 與 PIP 都收。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
中文請與 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 所 地 址：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診療時間：週一至週五（8am -6pm）

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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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讀圖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

自製干腸

「東北人」 餐廳，推出東北菜，淮揚菜，川菜饗客

水晶蝦仁 東北清蒸燒賣

淮揚小炒 跳跳蛙

麻辣小龍蝦
鍋包肉 蔥薑炒花蜆子



C7環球視野

阿斯塔納：“冷都”今年已十八
7月 6日，是哈萨克斯坦“首都

日”。此节为新都阿斯塔纳而设，从

总统致辞、新闻专题报道和位于市内

不同角落的各类大型庆祝活动都可以

看出，哈官方与民众对此节格外重

视。此次又适逢哈萨克斯坦独立 25

周年，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称“意义

特别重大”。

7月的阿斯塔纳气温于10到25摄

氏度间徘徊，实际上整个夏季都会这

样怡人。但一入冬，则完全变为另外

一副面孔，其最低温度可达零下40度。

“冷峻”如斯，阿斯塔纳成为仅次于

蒙古乌兰巴托的世界第二冷首都。

时光流变，“冷都”虽新，今年

业已十八。1997 年 12 月，阿克莫拉

市被定为哈“永久性首都”。1998年

5月 6日，阿克莫拉改称阿斯塔纳，

后者在哈萨克语中意为“首都”。6

月10日，迁都工作宣告完成。随后，

哈立法确定每年 7月 6日为全国性节

日——“首都日”。

缘何迁都？

关于首都由阿拉木图迁至阿斯塔

纳的原因言人人殊。有说法认为，旧

都阿拉木图位于地震多发区，历史上

曾于地震中毁于一旦。另有观点指出，

阿拉木图靠近边境，城市的扩大与发

展在地理空间上十分受限。

哈政府机关报《哈萨克斯坦真理

报》关于“首都日”的专文则表示，

迁都兹事体大，“旨在维护国家统一、

完整和民族和谐”。美国学者 Sho-

nin Anacker对此深以为是，他在自己

的著作中分析道，随迁都而进行的移

民改变了哈萨克斯坦原有的种族分布。

话说从头，哈萨克斯坦原为苏联

加盟共和国之一，1991 年 12 月宣布

独立。哈国境内约有 130个民族。据

2015 年数据，其人口逾 1700 万，其

中两大主体民族哈萨克族和俄罗斯族

分占 66%、21%。后者多居住和生活

在邻近俄罗斯的哈国北部，此种“南

哈北俄”的局面在迁都移民后才有所

改观。

同时，德国学者Bernhard K?ppen

还指出，哈萨克斯坦要建立以哈萨克

族为主体民族的国家，66%的占比并

不具明显优势，但作为“少数民族”

的俄罗斯族，其超五分之一的占比则

不容忽视。因此，“将首都迁至位于

北部的阿斯塔纳，比在阿拉木图显得

更加‘中心’，更有利于这个多民族

国家的建构。”

建筑并非只是风景

阿斯塔纳市中心的“巴伊杰列克”

观光塔蕴含着哈萨克族历史上的“生

命之树”传说，“可汗金帐”大型购

物中心脱胎于哈萨克族传统毡房，中

央音乐厅的造型是哈萨克斯坦传统乐

器… …

诸如此类的标志性建筑可以说

“无一处不用典”，正是因此这些具

有别样外观的建筑并非简单的只是风

景。“在形塑哈萨克斯坦的国家定位

方面，阿斯塔纳的物理特征作用和意

义非凡。”ShoninAnacker认为。

这一点也为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

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成所注意，他称

“新都的市政建设与改造具有明显的

国内政治功能，尤其是一批政治纪念

性建筑和地标型公共建筑，更是凸显

了哈萨克的民族/国家身份意识”。

“花20年建起了一座城”

实际上，阿斯塔纳的重要性远不

止于此。杨成告诉中新网记者，阿斯

塔纳实际上是表现哈萨克斯坦发展的

一个符号，同时“在相当程度上，这

座新兴城市更是国家领袖带领整个国

家、整个民族和整个社会通往‘光明

大道’的象征”。

明乎此，才能理解，为什么“首

都日”这一天“恰好”是总统的生日；

才能理解，为什么在今年 5月的阿斯

塔纳经济论坛上，哈总统纳扎尔巴耶

夫会饱含深情地说：“耗费 20年心

血，我建起了阿斯塔纳这座城市”。

的确，哈萨克斯坦自独立以来，

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阿斯塔纳

市正是随着哈萨克斯坦的这种发展节

奏，成为“中亚的迪拜”。如纳扎尔

巴耶夫所言 ，“它就像一面镜子，

折射着独立以来哈萨克斯坦所走过的

每一个步伐。”

4日，阿斯塔纳迎来了其第一百

万名市民。该新生儿的父母收到了阿

斯塔纳市长的亲自祝贺，并获赠“豪

礼”——一套位于市区的住房。显然，

临近这第 18个“首都日”时人口突

破百万大关，当是阿斯塔纳“喜上添

喜”的好彩头。

超去年5倍：
日本一周內數千人因中暑送醫 6人死

日本总务省消防厅近日发表速报数值称，自今年 6

月27日起至7月3日的1周内，日本全国共有2847人因中

暑被送往医院，其中6人死亡。

报道称，其中，被送医人数超出2015年同期的5倍。

本月 3日，日本全国共计 42个地点记录到了最高气温 35

度以上的“猛暑日”等，外界认为是天气炎热所致。

日本消防厅借此呼吁民众采取预防措施，例如要少

量多次补充水分，以及不要让室温超过28度等。

据日本气象厅表示，进入 7月后，受到因梅雨前线

影响变弱、高气压随之扩张的影响，记录到 35度以上

“猛暑日”、及 30度以上“真夏日”的地点数量有所增

加。

据悉，今后一周时间里，晴好天气虽会出现在被

高气压所覆盖的一些地区，然而自北日本起至西日本

地区，因受梅雨前线及湿润空气的影响，较易出现多

云天气。

加拿大山火兩個月後得到控制
成該國損失最重火災

当地时间7月5日，加拿大艾伯塔省官方宣布，该省

麦克默里堡肆虐长达两个月的山林大火火势终于被控制

住。这场大火可能是加拿大历史上造成损失最严重的一

起火灾。

5月1日，艾伯塔省麦克默里堡附近突发山火，火势

迅速蔓延至市区。该省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火灾疏散行动

随即启动，有8万当地居民被迫撤离。

艾伯塔省农林部门表示，尽管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控

制，但个别地区的大火可能会继续燃烧一年之久。

加拿大跨部门森林火灾中心的马克· 穆索透露，此次

火灾所造成的损失尚无法全部统计，但这“极有可能”

是该国历史上损失最惨重的一次火灾，有 2400栋建筑被

烧毁。

另外，此次山林大火的过火面积达2300平方英里(约

合5957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一个美国特拉华州的面积

。不过，马克· 穆索说，尽管损失巨大，但这次大火并不

是加拿大或艾伯塔省历史上受灾面积最大的山林火灾。

2011年 5月中旬，艾伯塔省理查森大火的受灾面积

更大，但好在当时山火没有波及大城市，仅有油砂工厂

的工人被撤离。

“朱諾號”進入木星軌道
探索太陽系最大行星未解之謎

经 5年的太空飞行，跋涉 27亿公里，

美国宇航局(NASA)发射的朱诺号(Juno)探测

器4日成功进入太阳系最大行星——木星的

轨道，成为自 2003年“伽利略”号之后人

类发射的第二个进入木星轨道的探测器。

美国宇航局加州喷气推进实验室(JPL)4

日晚间说，通过地面遥控操作，“朱诺号”

探测器点燃主发动机进行 35分钟的减速后

已成功进入绕木星轨道，成为木星的一颗

“人造卫星”。

“这一次我一点儿也不介意在 7月 4日

的晚上被困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屋子里。”来

自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西南研究所的首席

研究员博尔顿(Scott Bolton)说：“任务团队

和探测器做得非常好，这是伟大的一天！”

美国宇航局局长博尔登(Charlie Bolden)

称，“通过朱诺，我们将研究那些人类未

知的木星巨大辐射带，不仅仅是行星内部，

还包括木星的形成，以及我们整个太阳系

是如何演变的”。

木星是太阳系中最大的一颗行星，体

积是地球的1300倍，质量是地球的318倍，

大气主要成分为氢气与氦气，很可能保留

着太阳系形成时残留的尘埃和气体物质。

虽然人类之前已经发射过“伽利略”号探

测器对木星进行过近距离观测，但是木星

仍有磁场、大红斑、核心成分等未解之谜。

“朱诺号”探测器于2011年8月5日从

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升空。如果

错失今次进入木星轨道的机会，它将一去

不复返，飘荡于茫茫宇宙中。

一旦就位，“朱诺号”将按照椭圆形

轨道绕木星飞行，完成为期 20个月的科学

任务。NASA预计，其将于8月27日首次近

距离拍下木星的特写图像，同一天，它携

带的红外成像仪、微波辐射计、高能粒子

探测器等科学仪器将对木星展开观测研

究，探测木星的物质组成、重力场、磁层

和磁极，监测大气中水的成分等。

2018年 2月，环绕木星 37圈后，“朱

诺号”最终将冲入木星外层大气焚毁，结

束探测使命，以免地球微生物污染可能存

在原始生命的木星的天然卫星。

騙子瞄准社交網絡盜信息
英國身份欺詐案上升57%
报道称，这个数据调查自英国的261家

公司，该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骗子从社交

媒体上盗取用户的个人信息。Cifas表示，

Facebook、推特和Linkedln已经成为身份窃

贼的“狩猎场”。

数据显示， 2014 年有 9.45 万个受害

者，相比之下，2015年受害者人数超过了

14.8万。小部分案件涉及虚拟身份，但大

多数骗子通过获取用户的真实姓名、出生

日期、地址和银行信息来假冒用户，超过

85%的诈骗是在网上进行的。

Cifas表示，一些用户的个人资料被黑

客入侵电脑盗取，但越来越多的骗子利用

社交媒体整合人们的私人信息。它呼吁人

们检查隐私设置，仔细思考他们在网上分

享了什么信息。

一项确保上网安全的运动发起者忠告

人们不要将私人信息，如电话号码、家庭

地址、出生日期，或者家里、工作场所以

及学校的照片放在个人简介或发布出来。

Cifas补充说，有些受害者在收到并没有

消费过的账单或者遇到信用评级问题之

前，甚至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被身份窃

贼盯上了。

研究：印度“生男秘方”
含高劑量危險化學物

最新研究发现，印度妇女通过民俗疗

法取得的生男秘方，常含有高剂量危险化

学物，包括仿人类荷尔蒙制剂，这些化学

物与生产死亡和新生儿先天缺陷的发生机

率高有关。

根据 2016年 1月刊登在《儿科与周产

期流行病学》期刊上的研究显示，印度的

“生男秘方”含危险成分，印度北方哈雅

纳省生产死婴的案例约 20%与此有关，当

地使用生男秘方相当普遍，该秘方购买成

本约在 3至 15美元之间(约合人民币 20元至

100元间)。

研究的领队儿童专科医师纽吉说：“问

题很大。”他采样了325个死婴案例和同等

数目的顺产控制组样本，注意到头胎生女的

妇女后来服用生男秘方的可能性上升。

妇女通常在受孕后用药，其实胎儿的性

别已经确定。研究人员表示，不管何时开始

用药，都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该秘方有效。

根据《生物医学中心-妊娠与分娩》

2015年刊登的一篇研究论文显示，科学家

测试 30 种不同的生男秘方，发现其中超

过一半有大量植物雌激素。高剂量的植

物雌激素可能致癌、造成哺乳动物先天

缺陷和发展迟缓，“恐不利胚胎成长和

发育”。

《药品安全》期刊还有一篇 2015年的

专文指出，服用生男秘方妇女导致子女患

有两种先天缺陷有强烈关联，包括神经管

缺陷和一只手臂缺失的结构异常。

报道称，印度存在着有女儿是“赔钱

货”的文化偏见，对养儿防老并继承家业

的渴求，使印度成为全球性别比率扭曲最

严重的国家。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显

示，每年有 40万名印度女婴“消失”。当

局也在设法扭转这种趋势，自 1994年起，

明令禁止产前性别诊断，制造、兜售和使

用生男秘方也都属于违法行为。

日企合力打造四輪驅動月球車
助力太空開發支援

日本铃木近日宣布与民间宇宙勘测团体

“HAKUTO”签订合作协议。铃木正在讨论

为参加“Google Lunar XPRIZE”登月比赛的

HAKUTO提供轻量化和四轮驱动等技术支持

，汽车技术将在太空开发支援上发挥作用。

报道称，HAKUTO由太空开发新创企业

Ispace运营，也有大学和专家等各方加入。在

无人探测器月球行走竞赛“Google Lunar

XPRIZE”中，HAKUTO是确定出战的唯一

日本队伍，目前正在进行探测器的研发。

据了解，月球表面覆盖着细砂，行走

困难。为此，铃木正在讨论向HAKUTO提

供四轮驱动等技术。

此外，日本通信运营商KDDI也是HA-

KUTO的赞助商之一，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

正在加入到援助方名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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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mdgroupus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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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同学在被学校录取后，都会收

到从学校寄来的包裹，里面包含时间安

排、课程介绍、学院概况、学校概况、

导师介绍等相关信息，在里面会说明一

个重要活动，即是新生 Orientation。虽

然并不强制性要求参与，但我认为能赶

上的同学一定都要到场。Orientation 是

很多同学第一次和导师和其他老师和管

理人员的见面的机会，也是见到来自世

界各地同学们的机会。不同于国内的新

生欢迎大会那样的严肃和程序化，国外

大学的 Orientation 除开院长的讲话和致

辞，最重要的部分是学生和老师们的

Free talk。

在谈话中，可以向导师询问研究的

主要方向、工作地点与时间安排、选课

安排， 甚至有不少同学在录取时并无

奖学金，但在Orientation中却在学院找到

。 美国留学新生入学学校注册。学校

注册相对烦琐，在新生注册那天学生应

该带齐护照， I-20， I-94(即是在飞机上

填写的入境小卡片，此卡片非常重要，

一定要妥善保管)，录取信，奖学金信

等。一般在开学 2周以内注册都算按时

注册(因学校不同而异)，此为方便因签

证或各种问题不能如期赶到学校报道的

同学。

其他需要的资料可能包括：免疫证

明，过往大学或高中成绩单。在此提醒

同学们，学校所要求的免疫证明，大家

尽可能的在国内完成，比如一系列的疫

苗、结核测试和胸片扫描等。因为如果

在国外进行，一方面价格昂贵，加之医

院的预约程序比较麻烦，费事又费钱。

很多同学向我咨询说，出国之前是否必

要到各地的出入镜检疫局的出国旅游体

检中心去接受一系列的体检以及疫苗接

种，中国海关有如下说明：在国外呆上

一年以上的人需要到各地指定体检中心

进行体检。

从一个熟悉的环境，到一个陌生的

国度，许多留学生都会遇到各种问题。

如何适应美国的生活环境？如何了解美

国的风土人情？

1、了解所处的城市及周边环境：到

了美国后，可以在周末或是没课的时候

出去走走，了解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

有助于你更好地在这座城市生活和学习。

2、尽可能多地参加社团活动：美国

高中有许多社团，他们会定期举办一些

有意义的活动。可以参加一些自己感兴

趣的社团，多与他们交流，能促进同学

关系，提高你的社交能力和口语能力。

3、了解美国的法律制度：例如曾有

留学生将宠物放在汽车里，导致宠物窒

息而死，最后被以过失导致宠物死亡的

罪名告上法庭，这与我们中国的法律有

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要了解美国的法

律制度，建立法制观念，防范下意识触

犯美国的法律。

4、要学会独立生活：到了美国，离

开了父母的怀抱，就要学着独立生活。

要养成自己洗衣做饭、收拾房间的好习

惯。并锻炼自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小

菜，一方面可以结交到美国当地的朋友，

另一方面也能让在中国的父母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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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美国游学，是很多孩子的梦想，

他们向往美国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以及

美国的大学的浓郁的学术氛围，今天，

让我们跟随美国夏令营一起去了解美国

民族文化的五大特点吧。

(一) 尊重个人的价值观

美国建国之初，移民蜂拥而至，丰

富资源亟待开发，必须奖励个人艰苦开

拓，独立发展，坚信自我，尊重个人。

这种价值观，逐渐形成美国民族的特殊

性格：即对自己命运和力量深信不疑，

把依靠自己作为哲学信条。

(二) 冒险创新精神

美国人的格言是：不冒险就不会有

大的成功，胆小鬼永远不会有所作为，

不创新即死亡。移民美国的开拓者，

面对险恶的自然环境和待开发的丰富

资源，促使和培育了美国人顽强拼

搏、艰苦奋斗、敢冒风险的性格。不

仅在商战过程中，即使在文体生活中，

他们追求新奇刺激，参与环球探险，

组织高山跳水、滑雪，勇于向传统和

权威挑战。因而科技发明创新，处于

世界领先地位。

(三) 自由、平等精神

美国是一个没有经历封建社会的国

家，受移民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的

影响很深，所以逐步形成一个崇尚自由

的社会。除执法机关与执法人员外，任

何机关与个人不得非法侵犯他人自由，

这就为个人的才能智慧的发挥开辟了道

路。美国人有一句格言＂一个人富裕到

什么程度，就表明他的才能发挥到了什

么程度＂。因为机会均等的条件下，人

的才能通常决定人的富裕程度。

(四) 实用主义哲学

美国人在开发这片富庶处女地的实

践过程中，逐步形成＂有用、有效、有

利就是真理＂的理念。他们立足于现实

生活和经验，把确定的信念作为出发点，

把采取行动当作主要手段，把获得效率

当作最高目的，一切为了效益和成功。

(五) 物质主义的追求

美国人评价一个人的价值时，主要

指物质价值。即以赚钱多少，作为评价

一个人社会地位高低的重要依据。在美

国社会里人们积极进取，拼命工作，不

惜付出自己的一切辛苦与智慧，谋求事

业上的发展。通过个人奋斗，取得成功，

从低贱者变成大富翁，几乎成为美国式

的信条。

盤點美國7大最具
西部風情的酒店

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维德牧场

酒店

维德牧场酒店是一个全包式的度

假酒店，典型的西部度假牧场，被壮

丽连绵的山脉和沙漠包围着。该酒店

与仙人掌国家公园东部相邻，游客们

可以享受骑马、徒步旅行和骑山地自

行车等活动带来的乐趣，还可以游

泳，在公共牧场用餐以及和孩子们一

起玩耍。酒店房间的装修风格注重牧

场氛围，由木制横梁天花板、石制壁

炉和当地艺术品构成。

加利福尼亚州索夫昂镇的阿里萨

度假牧场

阿里萨度假牧场位于加利福尼亚

州的圣伊内斯山谷，自 1946年以来，

它一直是家庭短期出游的理想目的

地。这里有一个面积为 40 平方公里

的牧场，酒店的客房迷人且充满西部

风情。游客可以在这里开展一系列的

户外活动，包括钓鱼、打高尔夫球、

打网球、骑马以及在游泳池或湖泊里

游泳。自助式早餐和晚餐都包含在房

价内，晚上还可以享用丰盛的西部美

食，如牛排、肋骨或本地捕获的鱼。

此外，早餐还可以在马背上享用，也

可以边享受早餐边骑马前往山坡聆听

牛仔诗歌朗诵。

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的斯普林克

里克牧场酒店

斯普林克里克牧场酒店位于杰克

逊山谷约 213米高的野生动物保护区

内，这里可以说是拥有提顿山脉最优

美的景观。斯普林克里克牧场酒店的

房型多样，从标准间到两间卧室的大

套房都有。每种房型的内部装饰各不

相同,但整体设计都尽显西部牛仔风情,

房间内配有鹿角装饰的吊灯以及木制

装饰品等。这里的餐厅提供美味的食

物，广受大众欢迎。此外，设计巧妙

的室外温水游泳池也是不容错过的娱

乐设施之一。

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的主街车站

酒店

主街车站酒店本身就是美国老西

部建筑风格的原型，结合了维多利亚

时代的火车车厢以及20世纪的古董，

如温斯顿 · 丘吉尔曾经用过的台球

桌以及一大块的柏林墙，这一切都

使主街车站酒店充满西部风情。酒

店外部的旧式招牌与西式的文字广

告同样令人兴奋。同时，内部大厅、

赌场、自助餐厅的拱形天花板，巨

大的金色吊灯，彩色玻璃窗以及古

董老虎机更是完美地呈现了狂野的

牛仔情调。

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市的圣思

多罗牧场酒店

圣思多罗牧场酒店不仅是加利福

尼亚州的热门之选，更是全美国最独

特、最浪漫、最奢华的度假选择。原

因很简单，这里空气清新，位置僻

静，附近居民衣着考究，景观美得令

人惊叹。牧场的独立小屋内设高档的

西式砖壁炉、石墙以及四柱天篷床(部

分客房还设有私人按摩池和室外淋

浴)。浓郁浪漫的乡村气息吸引着每一

个人，曾到访这里的名人包括肯尼

迪、杰奎琳、格温妮丝· 帕特洛和克

里斯 马丁等。

亚利桑那州赛多纳市的奥多比大

别墅酒店

奥多比大别墅酒店风格独特，

共拥有 16 栋别墅，所有的艺术设计

均围绕一定的主题。以西部四轮马

车别墅为例，别墅的入口是一个正

常运作的水轮，内部设有棚车风格

的床。酒店内独特的设施包括可随

时制作新鲜面包的面包机，这使房

间充满新鲜出炉的面包香味。每天

的早餐由当地厨师精心准备五道菜

组成，当然客人也可以要求私人厨

师为其准备早餐。

犹他州麋鹿谷的斯坦埃里克森酒店

斯坦埃里克森酒店拥有 170间豪

华客房，这里还提供滑雪进出麋鹿谷

度假山庄的服务。酒店的设计风格充

满西部风情：宽敞的客房、牧场风格

的装饰(墙上的照片都以部落图案、马

为主)、舒适的床上用品和干净的浴

室。除了著名的温泉浴场外，斯坦埃

里克森酒店的两间餐厅，全年开放的

室外游泳池以及大壁炉都为酒店增加

了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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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公司大型圣诞晚

会即将来临，同事之间时不时聊

起这个话题。有一个从欧洲来的

同事说，就你们美国规矩多，还

得穿晚装，我们在欧洲穿着休闲

装就去了。公司的 Email 请柬上

写着：晚会着装标准（Dress

Code）是Black Tie Optional - 也

就是近乎晚装的标准，打不打领

结随意。

想想也是，好像美国人平时

穿的很随意，T 恤牛仔裤人字

拖，没那么时尚和讲究，但这并

不代表随意到底。其实美国讲究

在不同的场合穿适当的服装，搞

不好就会出尴尬的局面。

美国的Dress Code 大概是 5

类：

正式（Formal），包括半正

式（Semi-formal = Black Tie –

晚礼服）

非正式（Informal）- 其实是

商务装（Business Suit）男士西

装领带，女士套裙套装（颜色偏

暗）。

商务休闲（Business Casual

休闲西服，衬衣，毛衣，棉质裤

子，裙子等

其中最容易混淆的是半正式

和非正式。非正式很容易就理解

为休闲，半正式很容易就理解为

半休闲半正式，也就是商务休

闲。公司前几年的圣诞晚会写的

穿衣标准就是半正式，其实是晚

礼服标准，结果就有人误解了

（不是美国人），穿着商务休闲

的衣服来了，在一群晚礼服，

Tuxedo的男男女女之间很是不自

在，只好躲到了黑暗的角落里。

正式的服装，也叫white tie，

男士长的燕尾服和女士宫廷长礼

服，是宫廷和皇室的标准，和我

们关系都不大，除非你接受了英

国女王的邀请。和我们有关的是

半正式，男士穿缎面领子的西服

（Tuxedo），打领结，系同色腰

带，女士穿晚礼服。婚礼，正式

晚宴和好莱坞的奥斯卡颁奖，都

是这一类。我们公司的晚会标准

是 Black Tie Optional, 即可以穿

Tuxedo， 也可以只穿西装，但

要打领带，级别稍稍低一些，女

士晚礼服或是小礼服都可以。中

国的缎面旗袍和印度的沙丽都是

展示民族风情的礼服。

半正式服装

我参加过一个朋友35岁生日

晚会，请柬写了Dress Code是晚

装（Evening Dress），觉得有些

太正式了，是在家里，又不是高

档宴会厅。但接受了人家的邀请

就得遵守人家的规则，又不想太

过分，就穿了一件介于晚装和连

衣裙之间的一件小礼服。结果去

后看到家里里里外外摆着租来的

高脚餐桌，铺着白桌布，烛光，

鲜花 点缀其间，很是诗意浪

漫。女主人- 晚会的主角身着露

背晚礼服招呼客人，客人们也都

是晚装。只有一位德国老哥，穿

着T恤牛仔裤就来了，在人群里

显得极尴尬，和我先生说他恨不

得钻到地底下去。

回国时，国内的同龄人穿的

花枝招展，我的休闲打扮都会被

说成老土。中国女人平时穿的比

美国女人漂亮讲究，但真正该讲

究的时候，比如婚礼时，就不够

了。比如国内的婚礼办的都与国

际接轨了，新人和家人也都穿的

很正式。但宾客就不太讲究了，

有的穿着牛仔裤就来了，这在美

国是万万不行的，是对人家的不

尊重。美国出席婚礼一定是要穿

得体的服装。可以不时尚，但一

定要得体。

大部分上班的白领，穿着都

归非正式（商务装）和商务休闲

两类。每个公司规定不一样，公

司里不同工作性质的穿衣标准也

不一样。那我们公司来讲，一般

是接触客户的工作，穿商务装，

不用接触客户的工作，可穿商务

休闲。星期五可穿休闲装，包括

牛仔裤。先生的工作经常接触客

户，每次与客户开会前会被通知

是什么着装标准，有时休闲商务

就可以了，有时要求一定是西装

领带，不能马虎。几个星期前他

们去纽约一个大客户那里开会，

一个从欧洲飞来的同事被航空公

司丢了行李，只好在纽约又置了

一套行头，从西装衬衫，到鞋子

领带皮带，花了上千块，也不知

他有没有要求公司报销。

busniess casual 商务休闲

休闲，就不用说了，宽松，

舒服，牛仔裤，T 恤，怎么舒

服怎么来。关键是该休闲的时

候就得休闲，别舍不得漂亮的

装束，我本人刚来美国时就出

过洋相，穿戴整齐地去了海

滩。慢慢的，才学会了美国的

穿衣之道。

运动装，故名思意，运动

时穿的服装，这点美国人可是

不马虎，从上衣、裤子到袜子、

鞋一概俱全，运动还没开始，

行头都置办全了。有次我们出

去遛狗，我偷懒，没换上运动

袜，老公非让我换了才出门，

说是运动鞋不穿运动袜 Dorky

（傻冒）。他们从小养成了习

惯，该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

该怎么搭配，不遵守就像不洗

脸不刷牙一样不舒服。

美国人虽然穿衣的名堂多，

但不追求名牌，讲质量和款式，

都是以舒适的纯棉、纯羊毛质地

面料为主，很少

有人穿化纤、混

纺以及新式合成

面料的衣服。把

这些都制备齐了，

倒也花不了多少

钱。即使不买，

晚礼服是可以租

的到。

美国人还一

定天天换衣服，每天不重样，即

使在冬天里衬衫也要天天更换，

有个美国女同事就曾很郑重地跟

我嘀咕-你看某某，没换裤子，

昨天他穿的就是那条裤子。我们

那位从欧洲来的同事，穿的是一

条暗紫色的裤子（美国男人不会

穿这样颜色的裤子），所以很打

眼。我不以为然，各国有各国

的习俗吧，巴黎人还看嘲笑美国

的牛仔裤和旅游鞋呢。

美国的这些着装规范听起来

有些复杂，他们自己有时都搞不

清楚，也会犯规。移民背景的人

就更容易搞错，好在美国是多元

文化，比较包容，不会让人感到

太难堪。只要平时留点意，拿不

准的时候问问人家，就能差不

离。即使搞错了，也别太往心里

去，当上了一课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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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安裝經驗

什么會議如此重要讓李克強連夜召開？
7月 5日晚上 8点半，湖南岳

阳一间会议室里灯火通明。李克

强总理在此主持召开部分省份防

汛工作会议，部署下一阶段防汛

抗洪和抢险救灾工作。

当天白天，李克强经过飞

机、高铁和汽车的连续“转战”，

分别赴安徽阜阳和湖南岳阳考察

淮河、长江流域防汛工作。

几乎没有休息，总理连夜召

开此次会议。会场外，岳阳下着

夜雨。200 多公里外的武汉，正

在遭遇一场瓢泼般的集中强降

雨。6月 18日以来，四轮强降雨

覆盖了湖北省 102个县市区，部

分中小河流发生超过历史记录的

大洪水。

会场内，李克强开门见山地

说：“为什么抓紧晚上开呢？因

为考虑到汛情还在变化，希望参

会同志明天赶回去，抓紧落实防

汛工作。防汛工作关键在落实，

要强化责任、提高警惕。”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接下

来的汇报，也表明未来防汛任务

之艰巨繁重：今年我国入汛提前

较多、降雨强度大，雨情汛情超

常，长江中下游干流和洞庭湖、

鄱阳湖以及 200多条河流水位超

警。一批中小水利设施受损，福

建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据不

完全统计有79座城市出现局部内

涝。

李克强指出，兴水利除水害

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根据预

测，我国多地强降雨还会持续，

防汛形势十分严峻。“我们首先

要有一个抗大洪、抢大险的意

识，这非常重要。为什么这样

说？主要担心大家有麻痹思想。

麻痹思想主要来自两方面，一个

是多年没发生大洪灾了；再一

个，1998年以来国家在水利工程

方面花了很大力气，越是这样越

容易有侥幸心理。”

总理说，洪水无情，缺乏防

备可能酿成大祸，各省同志要在

进入主汛期之前充分准备，在主

汛期期间全力以赴，以最坏打算

达到最好效果。

对此，李克强特别提出三点

要求。首先是实现“两个确保”，

即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确保

重要堤防和重要设施安全。二是

重点防御流域性大洪水和次生灾

害“两大灾害”。三是扎实做好

监测预报预警和查险除险“两项

基础工作”。

当天下午，总理在岳阳察看

了一个内涝严重的城中村。他指

出，内涝凸显了城市建设中突出

的短板，必须要加快地下管廊建

设，补上城市的历史欠账。

5日晚的会议上，总理再次

提到了“短板”。他指出，各地

要针对抗洪中暴露出来的问题，

下决心补上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和

小型水利工程“两大短板”。不

仅政府要加大投入，更要推进改

革、创新机制，放宽市场准入，

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建设。

最后，李克强强调，国家防

总和流域管理机构要加强统一协

调和分类指导，统筹好上下游、

左右岸、干支流防汛，对不服从

调度而造成重大损失的，因工作

不到位、组织不得力造成堤防缺

口、水库垮坝和重大人员伤亡

的，要依法严肃问责。完善军地

联动机制，为解放军、武警部队

参与抗洪抢险救灾提供保障，夺

取防汛抗洪全面胜利。

北京2016年首份高考錄取通知書遞出：

北語文科646分
北京市 2016年首份高考普

通招生录取通知书于今日由北

京语言大学递出。通知书的主

人是北京一六一中学的周润

达，他以文科 646 分的高考成

绩通过小语种提前批次录取到

北京语言大学法语专业。

今年，北京语言大学提前

批在全国计划招生300余人。其

中北京地区为 33 人，文科 16

人，理科 17人。北京语言大学

在北京提前批文科提档线为 638

分，高于一本线 45分，最高分

为 646 分；理科提档线为 633

分，高于一本线 85分，最高分

为645分，文理科最高分均来自

法语专业。

首封录取通知书由北京语

言大学校长崔希亮亲笔为同学

签发。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

部副主任高明乐亲自到同学家

投递这封录取通知书，并代表

学校送出“礼物”：只要同学

入校后各方面符合要求，将提

供公费留学机会。

近年来，各高校对于录取

通知书的制作和投递工作越发

重视，定制展现校园特色文化

的个性化邮递封套和录取通知

书，代替了过去千人一面的普

通信封。今年北京语言大学以

招生吉祥物“宝贝鱼”作为通

知书主题，印有“宝贝鱼，报

北语，跃龙门，闯天下”的招

生宣传口号，采用内页与封套

的组合形式，活泼而充满朝

气。

今年部分高校的录取通知

书还增加了“微信追踪功能”，

为新生提供个性化“入学锦

囊”。考生可通过输入准考证

号、考生号或邮件号，随时查

看录取通知书寄递状态，并可

选择订阅邮件状态变更推送，

实时掌握邮件信息。

傅瑩在英國演講：中國在南海的目標

首先是維護主權權益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社科

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首席专家傅莹 6 日应邀在

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失序与秩序再构

建》为题发表演讲。在谈到南海问题时，她表

示，中国在南海的目标首先是维护主权权益。

中国人民和政府始终对涉及领土主权完整的问

题高度敏感，绝不会允许再丢失哪怕是寸土。

傅莹说，南海有重要国际航道，中国是最主

要使用者，需要确保航行的畅通和自由。中国与

周边国家的共同利益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我们

没有旨在谋求地区霸权的动机和设计。中美都需

要南海和平和保持航行自由，应该也需要逐步走

向合作。中美不应进入地缘战略竞争，因为一旦

开启难免陷入长期争斗，焉知其尽头不是“修昔

底德陷阱”。

她表示，美国更多试图从地缘战略竞争的角

度看待和处置与中国在南海的分歧，这与美国的

战略文化和历史有关系。美国的霸权基于对海上

要冲的控制，对其他国家的海上行为天生敏感，

所以对中国在南海扩建岛礁如此紧张。而对中国

而言，南海问题的核心是围绕南沙群岛的领土主

权和相关海域的争议。中国民众坚信，南海诸岛

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

傅莹介绍了一些东南亚国家侵占南沙岛礁引

发争议的历史经纬，她

说，经过多年努力，中国

和这些国家终于达成共识

，主张通过双边谈判和平

解决问题，解决之前可以

搁置争议，同时积极推动

合作，促进了地区稳定和

繁荣。但近年一些声索国

的行为和美国的干预正在

令形势发生变化。尤其美

国不断派军舰军机靠近中

国岛礁，构成严重安全

威胁，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相信美国正在支持一些国

家损害中国利益。误判往

往招致后果，要走出因南

海问题形成的安全困境，

中美应澄清彼此意图，避

免误判。

关于中国对秩序的认识，傅莹说，中国

自认为是“国际秩序”的一部分，而中国所说

的“秩序”指的是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组成的

“国际秩序”，包括国际法原则，它或许与

“美国治下的秩序”有重叠，但不完全重合。中

国对这个由联合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有很强的归属

感，当年参与其创立，现在是受益者、贡献者，

也是改革者。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话来讲，

中国的意图“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

灶”。中国正在为改革、完善国际秩序贡献力

量，在经济上提出了亚投行、“一带一路”等倡

议，安全上倡导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

与可持续安全等理念。

傅莹指出，考虑未来秩序需要超越现有概

念，也许可以提出“全球秩序”这样一个更加

宏观的思路，最大限度地容纳全球治理、大国

协调、多边合作、南北对话等等，把这个时代所

需要的各种支柱和环节都包容进来，关注到所有

国家和地区的利益，提供一个大家都能舒适地居

于其中的“秩序屋顶”。

演讲后，傅莹回答了听众关于中英关系、南

海、朝核、世界经济秩序等方面的提问。

外交部發言人例行記者會:
美方對待南海應謹言慎行

经中欧双方商定，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将于 7月 12日至 13日在

北京与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共同主持第

十八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国

家主席习近平将会见与会的欧盟

机构两主席。

应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

和国外交部长曼格拉· 萨马拉维拉

邀请，外交部长王毅将于7月8日

至10日对斯里兰卡进行正式访问。

问：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仲裁

庭将于几天后作出最终裁决。请

问裁决是否会对中国在南海的主

权和海洋权益产生影响？

答：中国政府的立场是明确

的、一贯的，即不接受、不承认

应菲律宾单方面请求建立的仲裁

庭作出的任何裁决。所谓“裁决”

不会影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

和海洋权益。

我要指出的是，中国对南海诸

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

权，这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基

于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长期历史

实践及历届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

根据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关于领海的声明》、1992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

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

区和大陆架法》以及 1996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的决定》等国内法律文件，根

据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

的国际法，南海诸岛是中国固有领

土，中国依据南海诸岛拥有相应的

海洋权益，中国还在南海拥有历史

性权利。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海洋

权益拥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不容置疑。

问：你能否介绍此次中国欧

盟领导人会晤的有关安排？中方

对发展中欧关系有什么看法？

答：李克强总理和欧盟领导

人将共同主持第十八次中国欧盟

领导人会晤并出席中欧工商峰

会。欧方领导人在京期间，习近

平主席将予会见。

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是中欧最

高级别的对话机制，对中欧关系发

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双方领导人

将对中欧关系未来发展作出进一步

指导和规划，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

和重大国际议程交换意见。

当前，中欧关系发展正日趋

成熟、深入，和平、增长、改革、

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建设全面推

进。去年第十七次中国欧盟领导

人会晤决定对接“一带一路”倡

议和欧洲投资计划，建设中欧投

资基金、互联互通、数字化、法

律事务对话和便利人员往来五大

合作平台。目前五大平台建设均

取得积极进展。双方还在国际和

地区事务上保持密切沟通与合

作。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欧关

系，愿以第十八次领导人会晤为

契机，不断开拓创新，增进相互

理解，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

关系发展再上新台阶。

问：美国首次以人权问题为

由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实施制

裁。中方对此有何看法？制裁对

中国会有什么影响？

答：中方一贯主张在平等和

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开展建

设性对话与合作处理人权领域问

题，反对公开施压和对抗做法，

反对一国动辄依据其国内法对另

一国实施单边制裁，并损及别国

的正当、合法权益。当前朝鲜半

岛形势复杂敏感，有关各方应避

免采取相互刺激、加剧局势紧张

的举动，多做有利于半岛和平稳

定的事。

问：据报道，英国政府委任

的伊拉克战争调查委员会公布报

告指出，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政府

是基于错误情报加入以美国为首

的入侵伊拉克战争。英首相卡梅

伦称，应从中汲取教训。美国并

非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正确。英工

党领袖科尔宾称，没有联合国授

权的战争是危险的，伊拉克战争

促使恐怖主义在中东传播。请问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我们注意到英方有关报

告及相关人士表态。关于伊拉克

战争的是非曲直及其后遗症已经

不是什么新闻。这一报告再次表

明，任何一个国家的行为，任何

一个政府的重大对外决策，都应

尊重和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尊重和遵守国际法，而不是打着

国际法的旗号行违反国际法之

实，更不能为一己私利，假借所

谓国际规则的名目扰乱地区的和

平稳定，让地区人民乃至国际社

会埋单。

问：据报道，前国务委员戴

秉国会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

务助理赖斯。双方是否谈到南海

仲裁案的有关话题？是否谈到仲

裁案后的对应方案？

答：关于戴秉国前国务委员

访美及与赖斯助理会谈的有关情

况我还不掌握。

我要重申，美国不是南海问

题的当事国，应该恪守在南海争

议问题上不持立场的承诺。美方

应谨言慎行，不采取损害中方主

权和安全利益的行动，停止派舰

机抵近南沙岛礁海空域，停止在

南海地区耀武扬威，以实际行动

维护中美关系和地区和平稳定大

局。

问：据报道，蔡英文日前

“过境”美国期间，以不同形式

接触了多名美国会议员，并与美

有关部门官员、国会领导人等通

了电话。你对此有何评论？

答：我们一贯坚持以一个中

国原则处理台湾地区对外交往问

题，坚决反对中国的建交国与台

湾地区进行官方往来和接触。我

们对美政府官员、国会议员与蔡

英文接触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

对，已经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

涉。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

政策、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和

反对“台独”的承诺，慎重妥善

处理涉台问题，停止与台湾地区

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不向

“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

号，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大局。

问：请介绍王毅外长访问斯里

兰卡有关安排。中方对此访有何期

待？对当前中斯关系作何评价？

答：访问期间，王毅外长将

分别会见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

纳、总理维克拉马辛哈，同萨马

拉维拉外长举行会谈。

斯里兰卡是中国传统友好邻

邦，也是中方共建“一带一路”

重要合作伙伴。今年 4月维克拉

马辛哈总理访华期间，两国领导

人就巩固中斯传统友谊、稳步推

进重大项目合作等达成广泛共

识。中方期待通过此访推动落实

中斯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进一

步夯实双方在政治、贸易投资、

产能、旅游人文等领域合作，将

中斯真诚互助、世代友好的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推向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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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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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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油煙機 ★冷凍房 ★布菲檯 ★抓碼檯 ★安裝服務 ★修理服務
★中式爐頭 ★油爐 ★洗碗檯 ★燒臘爐 ★免費估價

★零件配套 ★專門店製造不銹鋼餐具

金門爐頭廠專製業造各種中式爐頭﹐抽油煙罩﹐精美布菲檯﹐各種不銹鋼廚具

本廠具有十多年經驗 手工精細﹐交貨快捷﹐以及提供一切餐館設備修理及安裝服務﹐

一切工程及產品保證通過政府及衛生局檢驗

Tel:(713)228-2155
Fax:(713)228-2156 9235 Bissonnet,Houston,TX 77074

出售各種製冰機、洗碗機、冰箱、絞肉機、冷凍機、油鍋、爐頭、
抽風罩、電飯鍋、各類盤碗、叉燒爐、切肉機、絞面機

出租各種製冰機、洗碗機
修理各種廠牌：絞面機、切肉機、電飯鍋

Tel:(713)772-7494 Fax:(713)772-8719
外地請撥：1-800-448-7494

9235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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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教圣湖巴松措的尽头，隐

藏着一座几乎与世隔绝的古老村

庄，虽然并不被很多人知晓，却有

着最让人向往的藏地风情。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西藏，

我的西藏，不在经殿的香雾里，不

在转动的经筒中，不在磕长头匍匐

前进的山路间，它深藏于巍巍群山

中，在云雾里、在清风中，在苍穹

下随风飘动的五彩经幡间。

它有着人间的烟火气息，袅袅炊

烟下，是穿着艳丽服饰的藏族妇人

们，煮着酥油茶，备着青稞酒，腼腆

的笑容下是守得一方天地的知足。

于我而言，它叫错高村，是一

座位于西藏自治区工布江达县圣湖

巴松措深处的千年古村。

在当地藏语中，“措”即湖，

“高”为头，错（通“措”）高村

就是藏在湖之尽头的村庄。

说“藏”，是因为路实在不好走。

前往错高村，首先得经过一条

沿着巴松措湖畔逶迤前行的乡村

土路。或许是道路艰险难行，即

便巴松措早已声名大噪，但游客

也多半止于此地，让生活在其源

头的错高村免了不少外人打扰，

村民们也大多过着几乎与世隔绝

的宁静生活。

所幸的是，长达四十多分钟的

车程并不乏味，沿途有高大挺拔的

松林，松香淡淡，鸟鸣幽幽；又

有漫山遍野的高山杜鹃点缀其间，

在朗朗清风中摇曳生姿；更有圣湖

巴松措，如翡翠般通透的色泽中，

倒映的是连绵的巍巍雪山。

于是，清风为伴，高山流水相

知，一路且歌且行，错高村就这么

毫无防备地闯入视线中。

初识错高村

初识错高村，只见房舍错落，

一湖如带，一片时时徜徉着黑颈鹤

和赤麻鸭的湿地从村头缓缓铺向湖

畔，而背后，是海拔 6300余米的杰

青那拉嘎布雪山，飘渺的云雾从四

周的山头蔓延下来……错高村就这

样安然镶嵌在雪山绿水之间，好一

处依山傍水的世外小桃源！

村口的转经筒。借着水流，转

经筒可以一直保持转动的状态，

这里也是俯拍错高村的最佳观看点

在水中嬉戏的孩童

错高村据说有千年历史传承，

共有 105户人家，486位藏民和他们

先祖世代生活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是林芝工布地区唯一完整地保持了

工布藏族传统村落布局、民居建筑

风格、习俗、文化和信仰的村落。

错高村的布局充满着随意性，

遇到墙就停下，还有空间就能继续

延伸开来，那曲折的小巷在院墙之

间婉转逶迤，通向散落全村的玛尼

拉康、玛尼石堆和经幡柱，串起村

民们祈福、转经、祭拜的脚印。

错高村内的民居大都有着百年

以上历史，这里的建筑沿用工布藏

族的传统建造方式，因地制宜利用

木、石构建，石砌的院墙上堆放着

薪柴，既可以当围墙，又可以用来

烧火取暖。

这里的村民靠山吃山，藏香猪、

虫草和松茸是这里主要经济来源。

这里也是藏香猪的天堂，据说每户

都养了四五十头，漫步村中，随处

可见它们翘着小尾巴欢快地跑来跑

去，或是觅食，或是嬉闹，很是惬意。

做客藏民家

正午时分，在村里逛得微微有

点疲乏后，向导便带我们去她相熟

的次仁央金家里稍作休息。那是一

栋建于明末时期，有着四百多年历

史的老房子。村里年代同样久远的

房子一共有四栋，多以蛮石堆砌围

合，内部为木质结构，门窗狭小，

防御性很强。

这样特性的建筑，或许有着一

定的历史渊源，但现在的错高村，

对人却几乎毫无防备。村里的每家

每户几乎都不上锁，最多只挂一个

铁钩，表示屋里没有人。若有人在家，

一般会拉上门内的木栓，但这也是

无妨的，因为要打开实在太容易。

比如次仁央金家，半敞开的门，只

要轻轻一推就能进入。

或许是听到木门“咯吱”声，次

仁央金从二楼探出头来，好奇地看

着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在知道我们

来意后又用藏语热情地邀请我们上

楼来。

次仁央金今年54岁，有个儿子，

由于现在正是挖虫草的时节，她的儿

子儿媳进山挖虫草去了，要十来天

才能回来一趟，这样的日子要持续

2 个多月，直到采挖季节结束。因

为家里还有一个刚出生没多久的女

婴，她不能如村里别的家庭那样全

家出动，只能留下来照看孙女，并

照料牲畜。

也许是难得见到陌生人，也许是

天性使然，对于我们这些不期而至的

客人，她没有一丝不耐，只是不时

露出腼腆的笑容，请我们坐下，并为

我们倒上自制的酥油茶，于是我们就

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上了。

次仁央金为我们煮酥油茶，酥

油茶要边喝边添，不要一口喝完。

如果你不想再喝，就不要动它；假

如喝了一半，不想再喝了，主人把碗

添满，你就摆着；如果准备告辞，

可以连着多喝几口，但不能喝干，

碗里要留点漂油花的茶底。

房间里的原始灶正在熊熊燃烧

着，在藏区这样的灶子已经很少了，

多半是新砌的，但错高村却依旧完

好地保存了下来。我们所处的这间

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屋子集客厅、厨

房、餐厅和卧室与一体，由于灶子

一直燃烧着，屋里烟雾弥漫，不一

会儿眼睛就酸涩起来，我好奇地问

次仁央金，孩子这么小受得了吗，

她笑着说已经习惯了。

次仁央金一边哄着孩子，一边

不时为我们添些酥油茶，我问起了

她家里的情况，她养了三十多头藏

香猪，8 头牛，每年藏香猪的收入

有五千多，虫草松茸有一两千，她

似乎有些遗憾，说这样的收入在村

里并不算多，“我只有一个儿子

（一个劳动力）”她解释道。

从村中央往上看去，可以看到

一根高立的经幡柱，有 40来米长，

是工布地区最高的的经幡柱。为

了纪念工布地区著名的喇嘛米酿多

青，村里每两年都会举行“树经幡”

活动，已成一传统。那时来自附近村

庄的僧尼和村民们会聚集在一块儿

诵经、祈祷、煨桑（烧香柏芝，酥油、

糌粑等），将老的经幡柱取下，竖起

新的经幡柱并换上新的经幡旗。

在竖经幡活动的同时，错高村

的人们还会进行错高梗舞表演，

这种艺术形式是当地极负盛名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梗”象征着佛教

信徒心目中一种神，分为“波梗”

（男子）和“莫梗”（女子）两种。

在佛教宁玛派经典《铜色山之誓愿》

藏文版中即有记载，“在西南铜色

山之无量宫里，右面波梗翩翩起舞，

左边莫梗歌声飞扬，那欢乐的歌舞

回荡天际”。当地人认为当表演梗

舞的时候，“梗”就会出现，赐福

庇佑着这里的人。可惜我们这次前

来没有遇上节庆，唯有从当地人的

描述中遥想那种盛况。

同样出于对信仰的尊重，错高

村还有相当罕见的一个现象：这里

少有人抽烟喝酒。相传在多年以前，

有个喇嘛来到村里，告诫村民抽烟

喝酒并不是一件好事，于是村民就

自发地戒烟戒酒，慢慢的，连吃肉的

人都减少了。不过，对于来自远方

的客人，这里人的热情一点儿也不

会减少。

或许是常年与世隔绝，这个遗

世独立的小村庄依旧保有它的纯粹，

古老的工布藏族文化也得以继续传

承下去。在巍巍神山的庇佑里，在

圣洁巴松措的滋养下，在五彩经幡

的守护中，错高村的故事还将继续

被谱写。

错高村

错高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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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达，一个让我从未听闻的地方。

曾几度在梦中梦见那一排排绛红色的小

房子，自己置身于那房子里。心中早就

已经迫不及待想去那里净化心灵。

色达，指的并不是甘孜州色达县的

县城，而是“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

色达五明佛学院偏居于四川省甘孜藏族

自治州色达县城郊，距色达县城还有 20

余公里，那里有一条山沟叫喇荣沟，顺

沟上行数里，就是举世闻名的喇荣寺五

明佛学院，也称色达佛学院。

色达佛学院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藏传佛学院之一。这里的僧舍很壮观，

连绵数公里的山谷布满了密密麻麻的

小木棚屋。谷底和山梁上分布着几座

寺庙和佛堂，建筑规模虽都不很大，

但装饰考究而辉煌；身披绛红色僧袍

的喇嘛和尼姑来来往往，空气中充满

生机和祥和气氛。

而色达，藏语意为“金马”的意思，

传说因在这片富饶而美丽的草原上曾发

现过“马头”形金子而得名。

走进色达，走进这片神秘而纯净的

土地，我的整个心灵似乎也得到了净化

与洗礼！虽这里外部环境很

艰苦，但有几万名喇嘛和觉

母在此修行，佛学院分长

期和短期进修两种，长期

学制为 6年，特殊学位却需

要 13 年，学员通过各学科

的单科考试，立宗论和口头

辩论考试及格的，学院可以

授予堪布(法师)的学位。

五明佛学院就是他们每

天学习的地方，就像我们在

校读书一样，这样的日子或

许对于我来说很苦很枯燥乏

味，但是他们从每个地方聚

集来到佛学院却是一种心灵

的满足，每天学习，诵经，

辩经变成为了他们生活的全

部。除去这些好像也没有什

么格外的乐趣了，或许是我

们根本理解不了的一种苦行僧的生活。

在佛学院最高的山峰上，有一个金

碧辉煌的建筑，叫做“坛城”（音译）。

上半部分是转经的地方，据说如果你有

什么疾病，在这里转上一百圈就能够

好；下面一层是转经筒，金色的圆筒在

人们干枯的手转过之后留下一串悠长的

嘎吱嘎吱的响声，那一年转山转水转佛

塔只为遇见你。

几乎每个到色达的人都会去看天

葬，在一般人眼中，这种古老的仪式

颇有几分神秘的色彩，可能一些人还

会感到有点恐怖与残忍。对于我来说

属于后面这种。

众所周知，天葬习俗起源于一个美

好的愿望——家属希望已故的亲人能够

进入无忧无苦的天堂，同时，佛教一直

以来的教义都在宣扬馈赠，于是，以死

后的肉身饲喂秃鹫，让不食鸟兽只食尸

体的“神鸟”带他们升入天国，成为了

最理想的道路。另外，整个仪式中，还

有上师默默诵经，超度亡灵，以涤净生

前罪孽，在此过程未完之前，会有人驱

赶俯冲而下的秃鹫，直到过程完结。

色达天葬台在佛学院至色达县城之

间，（海拔：4010米）车程半小时左右，

紫外线较强，女生最好用纱巾把脸部给

遮起来，带上墨镜；天葬时间 13:00-16:

00，到了天葬台，闻见一阵阵的无法

表达的恶臭，一向胆子小的我根本不

敢往那面看，内心不够强大，只看见有

那么一群人盯着天葬台，法师把各具

尸体大卸八块后，一排排的秃鹰在这

里等着天葬师的召唤，最后吞噬，每当

想起那天的情形，虽然一直没忍心看，

但是心里却有着一种对生命而言的苦

痛，人来到世上，有的最后化作一堆

白骨，有的却尸骨无存，有的、有的、

我不敢继续的想象，我只能让自己每天

过得有意义，珍惜现在，珍惜我爱的

人，和爱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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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抗戰期間中國为什么會出現如此之多的漢奸？
当外敌入侵一个国家之时，

出现一批有奶便是娘的卖国贼，

不足为奇，然而，令人深思并值

得探讨的是：我们这样一个有五

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为什么也

会出现如此多的汉奸？

首先，日本侵略者的威逼利

诱。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是以小犯

大，在占领中国大片土地后，迫

于人力、物力、财力不足，为了

便于长期统治中国，积极实施

“以华治华”策略。日本在华

特务机关“其具体任务之一就是制

造汉奸。他们或金钱勾引，或私利

相诱，或武力威逼，投入大量人

力、物力，拉拢腐蚀部分国人”。

扶植建立傀儡政权，引诱一

批上层人士成为汉奸。九一八事

变后，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相继扶

持建立满洲国、中华民国临时政

府、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蒙古联

盟自治政府、上海特别市政府、

广东省政府等大小十多个汉奸政

权。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

本改变对华方针，对国民党实行

“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

辅”。“拟认”汪精卫为和谈对

手，再次发出诱降声明，于是，

汪精卫集团的代表高宗武、梅思

平在11月与日本代表影佐桢昭、

今井武夫在上海举行秘密谈判，

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1938

年12月18日，汪精卫与曾仲鸣、

周佛海等逃离重庆，在抵达河内

后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

1939年4月，在日本特务秘密护送

下，汪精卫等进入上海，并于

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成立伪“中

华民国国民政府”。汪精卫投敌

后，公开号召国军官兵“投诚”。

在其“和平建国”理论影响下，

出现了“降官如毛，降将如潮”

的局面。到1943年8月，投奔汪精

卫的有国民党中央委员20人，高

级将领58人，军队50余万。

威逼利诱一批下层民众成为

汉奸。抗战初期，由于国土过快

沦丧，民众失去政府与军队的保

护，身心倍受敌人的摧残，“在

爱国的心情上呈着害怕敌人的薄

雾”，“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头

子常常利用某些民众的饥饿与落

后来利诱与威胁他们参加汉奸活

动。”一些封建组织如大刀会、

青洪帮、同善社等，利用百姓迷

信心理，引诱落后群众，帮助汉

奸工作，以至最后当了汉奸。有

的知名绅士甚至是被绑票式捉拿

而当了汉奸。

大打文化牌，泯灭、麻痹一

些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引诱一

些人投降日本，当了汉奸。日本

侵略者大肆宣传什么“建立大东

亚共荣圈”、“反对白种人统治，

解放黄色人种”、“帮助亚洲从

欧洲人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中日亲善”等，用以证明“中

日合作”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从

而使一部分人在民族救亡的激情

过后，道统观念开始变得模糊，

最后当了汉奸。

其次，缺乏具有凝聚力的中

央政府。辛亥革命后，中国始终

没有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统一

的、民主的、爱国的、具有凝聚

力的中央政府，国家民族缺少一

个政治上的核心，这是抗战时期

出现大量汉奸的政治原因。

辛亥革命后，中国没有建立

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先有北洋

军阀的混战，后有国民党新军阀

和北洋军阀的混战以及国民党新

军阀内部的混战，即使 1930年中

原大战后，仍然是军阀割据，地

方各自为政。与此同时，国民党

内的英美派、亲日派、改组派、

CC 系、政学系也进行着你死我

活的争权夺利斗争。这种不统一

和内部争夺在进入全面抗战后并

没有改变。抗战时期，国军内部

派系林立，除了蒋介石谁也指挥

不了（有时蒋介石也指挥不动地

方系军队）。各级军事指挥员都

清楚军队是自己的身家性命，一

旦拼完也就一文不名（如台儿庄

战役中被严重削弱的孙连仲部，

大捷后反而失掉了42军番号），

因此在作战时都瞻前顾后，友军

有难不动如山。这种不统一和内

部争夺消耗了大量的资源，造成

了国家的一盘散沙，削弱了部队

的战斗力，降低了政府的公信

力、凝聚力和号召力。致使一些

民众地域观念强，缺乏国家认同

意识与归属感；致使一部分军队

在军事政治上失掉凝聚力；这种

不统一和内部争夺产生了一批失

败者，为日本侵略者在华推行

“以华制华”和“分而治之”的

政策提供了便利，一些失败的政

客为了自己的私利，纷纷投靠日

本侵略者当了汉奸。从历史来

看，上层汉奸中既有前清的遗老

遗少、北洋余孽，也有国民党内

的失意政客，他们都是从现政权

或旧政权中分化出来的。

辛亥革命后，中国没有建立一

个民主的中央政府。蒋介石以训政

之名，依靠国民党、特务和军队行

独裁专制之实，大肆宣传“一个主

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的法西斯主义。国民党规定“于必

要时，得就于人民之集会、结社、

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

围内加以限制”。“中华民国人

民，必须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始

得享受中华民国国民权利”。为了

加强对人民的镇压，国民党先后颁

布了《中华民国紧急治罪法》、

《暂行反革命治罪法》等，剥夺了

人民的一切自由与权利。孙中山先

生倡导的民权主义根本就没有得到

实行，国民的主人翁地位根本就没

有体现。这种状况导致部分民众对

国家没有认同感，国家观念淡薄。

辛亥革命后，中国没有能建

立一个能捍卫国家主权的中央政

府。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逐渐与

外国侵略者相勾结，成为帝国主

义统治中国的工具。辛亥革命后

的民国政府在对外关系上，有过

之而无不及。特别是九一八事变

后，先是坚决不抵抗，将东北拱

手让给日本；后又公开宣扬“攘

外必先安内”，坚持要先消灭共

产党和红军；在张学良、杨虎城

“兵谏”后，蒋介石才同意与共

产党联合抗日，但也搞了不少磨

擦，甚至发动“皖南事变”，同

室操戈；汪伪政权成立后，蒋介

石也没有中断和日本的谈判。这

不仅激起了老百姓的愤慨，而且

使国民政府在民众中威信大为降

低。汤尔和说：“谁说我们是汉

奸？北平是我们出卖的吗？现在

有一个口号，叫做‘曲线救国’，

我们不正是这样？”

再次，国力衰弱、民不聊生。

辛亥革命后，中国虽然建立了民

国政府，但是并没有能改变中国

贫穷落后的面貌。当时的中国虽

然是个大国，拥有众多的人口、

广袤的国土和丰富的资源，但当

时的中国只是个落后的农业大

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丰富的

资源未能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

工业总产值只不过 13.6亿美元，

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仅占 10%。

尽管有所谓“十年黄金时期”，

但重工业发展缓慢，国家的工业

化并没有实现，军事工业仍然落

后。到 1937年，我们仍只能生产

轻武器和小口径的火炮。与此同

时，中国的军事观念落后，军队

内部关系复杂，征兵制度还没有

建立起来，士兵军事与文化素质

低下，与日军相比差距甚远。所

以，一些汉奸认为“日本经济发

达，势力强大，中国根本不是日

本的对手，打是打不过的”。汪

精卫说，“试问以一个刚刚图谋

强盛的中国，来与一个已经强盛

的日本为敌，战的结果会怎样？

这不是以国家及民族为儿戏吗？”

民国建立后，由于独裁统治，

吏治腐败，军阀混战，列强凌辱，

导致人民生活水平极端低下，普

通百姓没有力量组织反抗。有土

地可以勉强养活自己或者敌对政

权可以提供生存条件的百姓组织

反抗的动力不足。当时，对普通

百姓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怎样

生存下去。全面抗战爆发后，全

国人民积极支持抗日，但国内的

土地等民生问题已十分严重，国

民政府没有像共产党那样解决百

姓的民生问题，使基层民众在最

初的激情过后，仍然面对着经济

的压榨，使广大基层民众对政府

难有更多认同。据日军军曹山田

武说：“从我们对主人家以及当

地的居民的观察来看，他们对现

政权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他们

常常说这样的话，卢永祥时代我

们要吃饭，孙传芳时代我们要吃

饭，蒋介石时代我们还是要吃

饭，日本人来了我们仍然这样”。

淞沪会战时“敌人总是用大汉奸

收买小汉奸，有的可得 100块、

200块、10块或者 50块，好像包

工式的，然后由他们分钱给小汉

奸。”有研究者说，“中国的老

百姓穷困到如此地步，以至不得

不去做汉奸来维持生计”。

最后，核心价值观的缺失。

中华民族原本并不缺乏核心价值

观念。中华传统文化一直有强烈

的国家和民族观念，国家民族认

同是国人的基本道德信条和行为

准则。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国家

初步形成，国人就坚持着国家正

统和国家一统的理想。在民族遭

遇外侵的存亡之秋，总有无数精

忠报国的英雄挺身而出。岳飞的

《满江红》和陆游的《示儿》就

充分地表达了这种强烈的爱国情

怀。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

种爱国精神是和封建思想文化联

系在一起的，是和忠君爱国联系

在一起的，国是一人的国，爱国

即是忠君。

然而，由于五四以后全盘否

定传统、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

商业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当时国

人的思想意识及道德观念出现某

种程度的断裂与混乱，但却没有

建立起一种新的核心价值观念。

英国人柯尔斯是这样描述上海一

带居民生活的，“这里商业已经

进入了繁荣的阶段，金钱的魔力

已经显示出作用，老派人士常常

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这句

话批评当今许多人的行为，就像

英国工业革命以后，道德品质，

出现了一种普遍的沦丧和堕落。”

从历史上看，我们有岳飞、张自

忠、杨靖宇、马本斋等这样的民

族英雄；我们也有“义和团”、

“三元里抗英”、“东北抗联”

这样的普通大众；我们也有如梅

兰芳等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的

知名人士。他们抵抗侵略是发自

内心的，这说明国人并不是面对

强敌就屈膝做汉奸，国人并无所

谓的汉奸本性。但是，国民党统

治时期，在“三民主义”的旗号

下，蒋介石进行的是思想文化的

复古。以其为首的国民党当局，

公开宣扬封建伦理道德。胡汉民

一针见血地指出：“一部分人抛

开了三民主义，目的只是在愚

民。”国民党政府推行的党化教

育是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文化上

的复古主义的混种。由于固守传

统、拒绝改革、与时代潮流背道

而驰，使得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

态只能成为空洞的口号和说教，

无法获得全国各民族各阶层民众

的认同，根本没有形成民族的精

神凝聚中心，导致部分国人一盘

散沙和缺乏向心力。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研究汉奸现象是为了总结历史

经验，找出并铲除滋生汉奸的

土壤，避免在中国再产生类似

的现象。汉奸既是个人的悲剧，

其实也是近代中国的悲剧。要

防止这种悲剧的重演，不仅需

要实现国家的强大、社会的民

主、人民的幸福，而且还需要

弘扬民族精神、培养社会的核

心价值观念，增强民族凝聚力，

使中华民族真正自立于世界民

族之林。

公元前 215年，在今天内蒙

古的河套地区，秦朝大将蒙恬率

领以步兵为主的秦军，与凶狠的

匈奴骑兵展开了一场殊死之战，

刚刚统一天下的秦军士气正旺，

一举拿下了河套地区。匈奴残部

望风而逃，远遁大漠。

然而，凯旋的秦军得到的命

令却不是再接再厉，攻占漠北，

而是转攻为守，30万大军以战国

时期燕、赵、秦三国的北方长城

为基础，就地修筑长城，从西北

的临洮一带一直延伸到辽东，横

贯东西的万里长城第一次出现在

人们的眼前。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秦始皇停

止北伐，反而耗尽全国的财力、

人力去修筑长城呢？因为秦始皇

不仅是我国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他还是一位卓越的经济学家，他

肯定算过一笔经济账。

让我们站在秦始皇的角度来

思考对付匈奴的难题。首先，秦

始皇统治的民众基本上都是农民

，而如果要深入大漠与匈奴作战

，就需要相当数量的骑兵。把平

时基本不骑马的农夫转变为强大

的骑兵，不仅要花费大量的时

间、金钱训练，同时由于这些农

民当了兵，不能再从事农耕了，

还要蒙受生产上的劳动力损失。

况且即使有了强大的骑兵，

要送他们到北方草原深处作战，

粮草的运输和损耗也是一笔很可

怕的开销。古代没有高速公路和

铁路，也没有大货车，粮食运输

只能靠人力和畜力，十分艰难。

史记中曾经记载，从中原地区运

送 1石粮食抵达北方的前线，路

上运输队消耗的粮食竟达到了

192石！

而匈奴骑兵的作战成本却很

低，游牧民族从小在马背上长

大，既是放牧者，也是战士，角

色转换很容易，甚至可以一边放

牧，一边作战，后勤保障比农耕

民族好多了。

农耕民族作战的成本比游牧

民族要高，而作战的收益却很可

怜。即使占领了广袤的草原，却

无法耕种，中原王朝的税收是从

农民的头上获取的，没有了农民，

要那么大片的草原有什么用处？

即使打赢了对游牧民族的战争，

也要被高昂的战争成本压垮。

汉武帝雄才大略，曾经在对

匈奴的战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可是劳民伤财，大大削弱了国家

的经济实力，直接导致了汉朝的

衰落；明成祖朱棣的大军五出漠

北，苦战多年，把蒙古各部赶得

四处奔逃，但仗打到最后，先吃

不消的却是明朝。

反观骑马的游牧民族，他们

来去如风，掠夺农耕民族积累的

财富轻而易举，收益惊人。成本

低，收益高，游牧民族怎么会不

热爱劫掠战呢？

得想个招儿，改变成本和收

益上的巨大反差。秦始皇借鉴战

国时期的策略，想到了修筑长

城。有了长城这种防御工事，流

动的战场将会变为固定的战线。

游牧民族无法重演来了就抢、抢

了就跑的闹剧，必须先在长城一

线与守军打一仗。

如此一来，成本和收益就改

变了。防守的农耕民族可以从附

近的农田中获得粮食，进攻的游

牧民族却远离了放牧的草场。而

且长城一线多群山，重要的道路

上又修建了坚固的关隘，农耕民

族的步兵只要固守防线，游牧民

族的骑兵就毫无用武之地，往往

还没有抢到东西，就先挨了一顿

打。

依托长城打防御战，农耕民

族不用训练骑兵部队，训练成本

得以降低，又因为士兵原本就是

农民，有了固定的根据地，熟悉

农活的士兵们在闲时完全可以就

地屯垦，后勤的负担也小多了。

说句实话，农耕民族的杰出

代表秦始皇虽然没有读过现代的

《经济学原理》之类的著作，但

他大规模修筑长城的举动，的确

与经济学最基本的成本、收益规

律是相符合的。修筑长城固然要

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在短期

内经济压力很大，但从长远来看，

秦始皇的这笔账算得很精明。

此后的各朝各代，只要有条

件、有需要，也都尽量采取修筑

长城的方式防御北方的游牧民

族。比如明朝成化年间，蒙古鞑

靼部常常进犯陕北、甘肃一带，

皇帝于是召集大臣讨论防御事

宜。大臣们算了一笔账，如果征

集 5万劳工，用两个月的时间修

葺长城，耗银不过 100万两；而

派出 8万大军征讨鞑靼入侵者，

每年粮草、运费折合银两，总计

耗银近 1000万两。成本高低一目

了然。而且，军人可以在长城之

内屯田耕种，获得一定的粮食，

这就节省了从内地调粮食到前线

的巨额成本。于是，明朝的皇帝

们选择了修建长城，我们今天看

到的雄伟长城就是那个时期完工

的，在元朝初年就来到中国的马

可波罗自然是看不到明朝长城的

明朝皇帝为何選擇修建長城：北伐1次耗銀10倍修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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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ves of 46,000 people. To find a way to those 
trapped, six firefighters and local officials had to wade 
for nearly four miles through rushing floodwater.
Pu Qianqian is a "chengguan," or urban management 
officer, but in the past few days he has been on the 
front line of saving lives in Qianshan County, Anqing 
City.
"My usual job is to oversee sanitation, but these days 
I'm a rescuer," Pu said, standing outside his office, 
wearing a raincoat.
Late on Friday night, he and 23 other chengguan 
arrived in Youba Township to prevent a dike breaching 
on the Wanhe River. They used sandbags to shore 
up the dike. "There are few young people in the 
countryside nowadays, so the locals have only us to 
count on," he said.
More than 2,000 tourists were evacuated from Anhui's 
Tiantangzhai Forest Park on Saturday as the area 
was hit by mountain floods.(Courtesy http://news.
xinhuanet.com/english)

where a factory collapsed 
and buried workers under a 
wall.
The authorities said that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bout 
1.5 million people had to be 
evacuated and 56,000 houses 
had collapsed. The direct 
economic losses amounted 
to 50.6 billion yuan (HK$59 
billion).
In all, roughly 1,200 
counties in 26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had been 
affected.
The week of torrential rain 
in southern China has killed 
dozens people and displaced 
tens of thousands of 
residents
Those 
taking 

the biggest hit were Zhejiang, 
Anhui, Hubei and Hunan, as well as 
Chongqing and Guizhou.
Torrential rain wreaks havoc in 
central, eastern China but Yangtze 
flood risks diminish
The downpours prompted authorities 

to raise the national flood alert to level three, with level 
one the highest.
Various provinces, including Hubei, upgraded their 
own emergency response alerts to level two.

“Our country’s flood control work has entered a 
critical stage.”

--State Flood Control and Drought Relief 
Headquarters 

Wuhan rail authorities suspended operations on 17 
lines and the closures will continue to affect 10 lines 
on Monday.
In total, 45 roads in the city were flooded and 
impassable to cars. But roads to the city’s Tianhe 
International Airport were reopened to traffic after 
being closed a day earlier.
Also in Hubei, a section of a railway track near 
Macheng was washed away on Saturday, forcing a 
delay of several hours to at least one service, from 
Shenzhen to Jinan in Shandong province, until the line 

was ¬repaired.
The rain also flooded 
Mingtang Stadium in Ezhou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it was 
built three decades ago.
In Anhui, several tourist 
spots in Jinzhai county were 
closed amid mudslides, 
landslides and road 
subsidence. The local 
government had to step in 

to bus out 
stranded 
visitors.
The heavy 
rain is 
forecast to 
continue to 
Wednesday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 Huai River area, and parts of western and 
southern China.
“Our country’s flood control work has entered a 
critical stage. For the next step, the state authorities 
will make plans based on the most adverse situation,” 
the State Flood Control and Drought Relief 
Headquarters said in a statement on its website.
Jiang Yansheng, deputy chief engineer of Hubei’s 
flood control office, said the authority was prepared 
for any flood possibility in major parts of the Yangtze 
and Han rivers.
“Combatting the floods [in small rivers] over the 
weekend was just a beginning for us. We will meet 
bigger challenges soon,” he said. (Courtesy SCMP.
com)

BEIJING, July 6 (Xinhua) --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and armed police will send more troops 
to support flood control and disaster relief on the direct 
orders of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While praising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recent disaster 
relief, Xi, also chairman of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CMC), urged the CMC to immediately 
send troops to the affected areas.
The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said on Tuesday that 
five days of heavy rain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and 
its tributaries had left 128 people dead and 42 others 
unaccounted for.
The rain has led to the collapse of 41,000 houses 

and forced the evacuation of more than 1.34 million 
people. Nearly 600,000 people are in urgent need of 
basic living assistance.
Following Xi's 
order, the PLA 
Rocket Force 
Command 
College 
immediately 
dispatched a 
rescue team with 
183 servicemen 
and 16 pieces 
of rescue 
equipment.
After hours 
of work in 
torrential rain, 
the rescue team 
prevented a 
dike breaching 
in Daokou Lake, Qingshan District of Wuhan City, 
capital of central China's Hubei Province.
Armed police in Anhui, Hubei, Jiangsu, Jiangxi and 
other areas also took part in the work.
Related

Heroism Abounds In China Floods
HEFEI, July 5 (Xinhua) -- As torrential rain continues 
to cause deadly floods along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re have been many 
miraculous rescues and tales of heroism.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have been evacu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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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asonal rains are expected to increase 
in coming days, deluging central China.

In Guangdong province, more than 200 students were stranded inside a school as waters 
rapidly rose preventing their escape.

SHUCHENG, July 5, 2016 (Xinhua) -- Photo taken on July 
5, 2016 shows a submerged house in Taoxi Township of 
Shucheng County, east China's Anhui Province. Torrential 
rainfall in Shucheng since June 30 and rain-triggered dike 
breaches have affected 300,000 people, destroyed 370,000 
mu (about 24,667 hectares) of crops and forced 44,870 to 
relocate. (Photo/Xinhua)

ZONGYANG, July 6, 2016 (Xinhua) -- A 
soldier carries a sandbag to reinforce 
the Dadao dyke of Baidang Lake 
in Tanggou Township of Zongyang 
County, east China's Anhui Province, 
July 6, 2016. Over 260 soldiers were 
dispatched to reinforce the dyke. 
(Photo/Xinhua)

Xi Orders More Troops To Join Flood Control

Death Toll From Torrential Rain
Across China Rises To 186

Torrential rain across swathes of the mainland over the 
past few days has inflicted a heavy toll, washing away 
rail lines, shutting down city road networks and turning 
a massive sports stadium into a swimming pool.
By Sunday, the death toll from the downpours stood 
at 186, with another 45 missing, according to the State 
Flood Control and Drought Relief Headquarters.
Eight of the fatalities were in Wuhan, Hubei province, 

More Than 56,000 Homes Have Collapsed---1.5 Million People Evacuated

in downpours that have left at least 128 people dead 
and 42 others missing in 11 provincial Chinese regions 
since Thursday. Anhui has been one of the worst-hit 
provinces.
Police officers in Bowang District, Ma'anshan City of 
Anhui rescued a blind 80-year-old woman besieged 
by flood water by pushing her out of her home in a 
buoyant drinking water vat.

In the early hours of Saturday, the officers received a 
report that the lady living alone on the second floor 
of a building near the swollen Bowang River was in 
danger, as the first floor had been submerged.
The police car was forced to stop about 500 meters 
from her home and four policemen reached her after 
wading through the chest-deep water.
Since there was no boat available, she was carried into 
the vat, common in rural Chinese homes, police officer 
Hou Yan told Xinhua.
Around the same time, a river breached its banks and 
grew to about 4.5 miles wide in Lu'an City, threa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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