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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貿易中心主席
李蔚華與中華總商會孫
鐵漢也在會場上頒發聘
書，特聘美國大型企業
駐中國總代表李瀚唐為
休斯頓總商會的高級顧
問。

國際貿易中心主席李蔚華強調，ITC 兩大宗旨就是促進增進商
業交流機會，建立商業聯盟，另外一大任務就是多元族群政
治行動委員會 (Diversity Political Coalition) 的推動，除了積極為
政治活動籌款和號召群眾運動，政治脫口秀也正在美南國際電
視 15.3 頻道熱播中。ITC 為五千多家中小型企業舉辦過活動，
舉辦過非洲論壇，為無數個中國企業及二線城市舉辦過宣傳活
動，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曾在這裏演講，休斯頓國際貿易中心
是中小型企業相互交流的平臺，歡迎每一個中小型企業加入
ITC，聯系電話：832-448-0190

7 月 12 日，美南國際貿易中心在 ITC 大樓舉辦每個月大型午宴，邀請各行各業商
務人士與僑界領袖進行商業聯誼，建立多元商業合作交流平臺，本次午餐會吸引
將近 60 位業界人士參加，國際貿易中心名譽主席吉米 . 諾維爾主持午餐會。

活動上，德州理工大學 (Texas Tech University)
的國際專員 Victoria Oin 主講德州理工大學招
生事項和學校簡介；另一位被票選為年度最
佳主講人的 Jonathan Sprinkles，教大家商場
上成功秘訣。

休斯頓 Small Business Today 雜誌創刊人 Steven Le 發言。

（本報記者秦鴻鈞）由美國德
州觀音堂文化中心主辦的首屆 「 心
靈素食分享會」 ，於上周六（ 7 月
16 日 ）上午十時起，在中國人活
動中心舉行。共有三百多人與會，
興盛況空前，大家一起品嚐來自紐
約素菜名廚唐東昇先生的手藝，及
觀音堂師兄師姊提供的愛心素食。
該會還在現場贈送 「 素進萬家」 食
譜（ 前50 名），以及觀賞圖騰節
目，聆聽盧軍宏台長的佛法開示，
度過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周末。

當天 「心靈素食分享會」 的菜
色，包括了唐大師傅的名菜：梅干
茄子，麻辣腰花，什錦百果，干扁
四季豆，沙茶合掌瓜，大鵬炒米粉
，麻婆豆腐，富貴豆腐，干燒樹茶
菇，客家小炒，以及港式羅漢齋，
及現場現做的紫菜捲，以及台灣師
姐做的椰香猴頭菇，日式沙拉，彩
菇粉絲，義式番茄起司，八寶粥

港式羅漢齋，土豆素牛肉，炸春
捲，日式土豆沙拉，韓式粉絲，雪菜
毛豆，麻婆豆腐，油飯，鹹酥麵筋，
四鮮烤麩，香菇撈麵，土豆咖哩，煎

餃，沙茶蒟蒻，三丁玉米，泰國涼拌
木耳,小黃瓜, 生菜，白飯，

這些菜他們一直準備到當天凌晨
三時（很多熱炒的菜 ），所有人一律
免費進場，誠意十足。

根據負責人趙毅英師姊表示：當
天有號的人可以領取{ 素進萬家} 素菜
譜。由於當天太忙，很多沒拿到食譜
的，可憑號到觀音堂領取素菜食譜。

（又訊）由於7月22 日是觀音菩

薩成道日，觀音堂將於當天上午十點
至十二點舉行講座---- 「 觀音菩薩
心靈法門為您找工作助力」 ，歡迎各
界踴躍參加。

「德州觀音堂文化中心」 地址

： 10161 Harwin Dr., Suite 100,
Houston , TX 77036, 電 話 ：
832-736-1897

美國德州觀音堂文化中心首屆 「 心靈素食分享會」
三百餘人與會，本周五上午有講座，為您找工作助力

（本報記者秦鴻鈞）日產LEXUS
汽車，可說是日本出品，令全世界嘆
服的車中 「 極品」 ，它的引擎性能與
德產車BNW 類似，衝勁十足，爆發力
夠，是玩家的最愛，它的車體外殼，
又堅固有如 Benz 車，令每個開過的人
愛不忍釋，開心又放心。

位於十號公路與Kirkwood 交口上
的 「 Westside Lexus 」 車行，不是
旗下經銷的公司，而是家庭企業，服
務比較貼心，該公司所有的經理都做
很久（ 一，二十年以上），將服務徹
底體現出來。

根據該公司唯一的華人代表
Danny Hou 侯先生表示： 老中買車都
以比價錢為主，其實， 「 服務」 比 「

價錢」 更重要。其實，也省不了多少
錢，每家車行的價錢都差不多，真正
差別在服務（Service) 的品質。該車行
給每一部新車可享有兩年或是 25，
000 哩的全車免費保養，遠勝一般車
行只作兩年的免費換機油及油隔服務
。

開車行家只要一踩Lexus 的油門
，就為車行的穩定及機械的緊實而嘆
服不已。 侯先生說： 一部車子不是 「
重」 才安全，根據美國 IRHS 的報告
，Lexus 車是美國2016年安全系數最
高的。而根據 「 ConsumerReport 」
顯示， 每年的可靠性最高的，及 「
Resale Value 」 也是最好的，歡迎上
www.iihs.org (. 網站） 查詢。

「 Westside Lexus 」 車行地點極
佳，位於Memorial 區，又位於休士頓
與Katy 的交口，交通方便，人流量大
，除了日本原裝進口Lexus 的各型車
種外，另有大量優質的二手車供選擇
。

中國人買Lexus 名車，一定要找誠
懇實在的華人售車代表侯先生（Dan-
ny Hou),他會幫你選擇最適合您的
Lexus 愛車。

「 Westside Lexus 」 車行地址
：12000 Katy Freeway, Houston TX
77079,

Danny Hou ( 侯先生） 的電話：
（281）558-3030，E-Mail:
Chou@westsidelexus.com

Westside Lexus 提供最優質售後服務
華人代表Danny 侯帶您選購性能一流愛車

圖為 「Westside Lexus 」 的華人代表Danny Hou 侯先生攝於該車行面
向十號公路的大門口。 （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觀音堂部份義工在素食大會上合影，（ 右五，左五） 為負責人張
杰，趙毅英夫婦，（ 中 ） 為來自紐約的名廚，信徒唐東昇師傅。（ 記者
秦鴻鈞攝）三百多人參加這項 「 心靈素食分享會 」 。

C8休城工商

節的內容趨向多元，來自拉美和亞洲的音樂人開始在歐洲的舞台上
頻頻展現自己的風采，其中就包括中國的杭蓋樂隊和二手玫瑰樂隊；
韋爾比耶音樂節位於著名滑雪勝地，已經超越了單純的藝術表演，
成為融合音樂、文化、教育與旅遊的綜合性盛會，多年來，音樂節
持續不斷地把當下最具聲望的古典及爵士音樂家帶到這裡。

樂視視頻重質也重量

綜觀全球視頻網網站，多數內容以量取勝，樂視視頻北美秉持
著內容質量並重，從無差評的熱播劇 < 好先生 >，到樂視音樂 < 瑞
士之夏 >2016，直播最頂級的音樂盛事，為的就是要讓觀眾能有機
會參與影視娛樂最高饗宴。許多網友對於本月初所直播的瑞士蒙
特勒音樂節拍案叫絕；接下從 7/19 至 7/24 日的帕里奧音樂節以及
7/22 至 8/7 的韋爾比耶音樂節，觀眾也可以經由樂視視頻直播，從
Le.com 或是手機 APP 裡，在這個炎熱的夏季，不論身哪個城市，
和瑞士人一起，在音樂聲中痛痛快快地享受夏日的激情與浪漫。

樂視視頻 < 瑞士之夏 >“音樂 + 旅行”的創新概念
“樂”迷的夏天    國際音樂節的震撼 

樂視視頻把觀眾帶進瑞士音樂節 

（本報記者黃梅子）夏天是音樂的季節，音樂盛會接湧而來，
在歐洲瑞士尤其明顯。每年七八月間，從蒙特勒爵士音樂節，帕里
奧音樂節到韋爾比耶音樂節，許多國際樂迷紛紛組團前往，為的就
是要接受這一連串從搖滾樂到古典音樂的洗禮。今年樂迷有福了，
樂視視頻 < 瑞士之夏 > 將開啟瘋狂直播模式，三個世界頂級音樂節
登陸樂視音樂，讓您隨時隨地都能和瑞士人一起感受音樂的瘋狂震
撼。

蒙特勒音樂節 50 週年    從爵士到搖滾

此次樂視視頻 < 瑞士之夏 >，以“音樂 + 旅行”的創新型跨界
概念，直播三個世界頂級音樂節，帶領觀眾體驗音樂無國界。今年
是瑞士蒙特勒音樂節 50 週年。作為世界上最悠久、最著名的音樂

節之一，蒙特勒不僅是爵士樂的聖地，也是每位音樂家心目中的天
堂。蒙特勒的風格已變得十分多元化，涵蓋所有流行音樂類型的超
級音樂節。

帕里奧與韋爾比耶音樂節    中國音樂元素加入 

瑞士尼翁的帕里奧音樂節是歐洲規模最大的戶外音樂節之一。
歷年陣容之強大，售票經常剛剛開票就被搶購一空。近年來，音樂

圖一 : 樂視視頻 < 瑞士之夏 > 直播瑞士頂級音樂節盛會
圖二 : 第 41 屆帕里奧音樂節即將在樂視視頻網站直播

圖三 : 下載樂視視頻 APP  隨時隨地感受音樂節的激情與浪漫

本報記者黃梅子 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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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毅攝影
秦鴻鈞報導

美國德州觀音堂文化中心首屆 「 心靈素食分享會」

由觀音堂張杰師兄（ 左一） 所率領的義工
團隊，為這首次大會盡心盡力。

近五十道品種大 Tray 的素食，都是名
廚唐東昇與信眾發心製作的成 果。

義工們忙著為大家打菜。

三百多人參加這項 「 心靈素食分享會 」 。

參加者遍嚐五十種素食，真可謂 「 大塊
朵頤 」 。 中國人活動中心大堂內人潮洶湧，座無虛席。 負責人趙毅英師姊（ 左一 ）統領現場。

許多從未見過的創意素食，令人大開
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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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网站 7月 11日刊登尤迪特· 莫泽题为

《丝绸之路不能在奥地利门前终止》的文章称，丝绸

之路曾经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连接在一起。中国计

划重建丝绸之路。奥地利对新丝绸之路也有很大的兴

趣。

文章称，古丝绸之路给历史上的中国带来过一段

外交关系活跃和经济扩张的黄金期。眼下中国希望通

过复兴这条贸易路线推动饱受产能过剩之苦的国有企

业增长。因此，从中国的东部开始将诞生一条新的经

济走廊，它将涉及大约65个国家、44亿人和全球经济

产出的29%。

奥地利交通部长约尔格· 莱希特弗里德到威尼斯

参加了题为“沿着丝绸之路”的国际会议。

文章称，正如题目所表明的，会议围绕着将中国

与欧洲以及西方连接起来的古丝绸之路的新版本。除

了经济界代表之外，重要政界人士也参加了会议，这

并不令人意外。毕竟这一庞大基础设施项目(计划包括

对从扩建铁路到港口再到核电站等基础设施的巨额投

资)的实施首先取决于参与国政界人士的意愿。

“一带一路”

中国领导人将丝绸之路计划放到了其外交政策

的核心位置，该计划与令中国成为一个强大富裕国

家的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与传统上对中国的猜忌

态度相反，眼下莫斯科也决心要从中分一杯羹：俄

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 6月底进行国事访问时在

北京与中国领导人达成了在基础设施项目方面进行

合作的协议。

文章称，“一带一路”中的一路指的是古中国、

非洲和欧洲之间的海上航线，而一带则指的是知名度

更高的陆路。目前关于新丝绸之路有三条路线在讨论

当中——两条陆路和一条海路：北边的路线经中亚国

家到莫斯科，南边的路线经过伊朗和土耳其，而海路

则经南中国海、印度洋和红海直到欧洲的地中海港

口。为了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财政上的支持，中

国成立了约 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并建立了启动资金

达1000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莱希特弗里德：“维也纳应成为核心枢纽”

文章称，奥地利对于新丝绸之路的扩建很有兴

趣，也将从与此相关的经济机会中获益，因为用交通

部长约尔格· 莱希特弗里德的话说，它“将我们的工

业与欧洲经济中心和全世界的市场连接起来”。对奥

地利而言，不管是经俄罗斯的北部路线还是经土耳其

和伊朗的南部路线都至关重要。与此同时，莱希特弗

里德认为，重要的是丝绸之路不能在奥地利门前终

止，而是要让维也纳成为核心枢纽，“旅行者从这里

到周边国家去，商品也从这里分散到整个欧洲”。

事实上维也纳位于丝绸之路欧洲三大走廊的节点

上：波罗的海—亚得里亚海轴心将地中海港口与中东

欧市场连接起来。莱茵河—多瑙河走廊通过铁路、公

路和船舶将西欧与东欧联成网络，东部的地中海走廊

则可以达到德国北部的港口和罗马尼亚的黑海。

文章称，具体来说，奥地利已经委托有关机构进

行一项可行性调查，对将从中国经俄罗斯到欧洲的现

有宽轨铁路从科希策延长至维也纳进行审核。但是经

土耳其(奥地利的一个重要贸易伙伴)的铁路也可能给

奥地利带来新的机会。

“一带一路”为中国带来更大影响力

文章称，然而国际上并非每个国家都像奥地利这

样善意地看待丝绸之路的复兴。除了经济繁荣之外，

中国领导人希望“一带一路”一方面能加强中国边境

地区以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相邻危机地区的稳定，

另一方面也可以给自己带来在一个多极化世界秩序中

更大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尽可能避免与美国二战后的

马歇尔计划的比较。与美国相反，中国领导人在谈到

丝绸之路计划时称它是一个“包容的进程”并将建立

一个“命运共同体”。

文章称，因此“中国梦”也有意提供一个与美国

世界经济视角形成对立的可能。在美国的视角下，美

国是欧洲与亚洲之间的核心。美国的两大自贸协定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

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形象地说明了这一视角。相反，

中国和欧洲将中国的丝绸之路构想视为共同的经济

区，但它的核心不是美国，而是中国。

全球多個旅遊景點禁用自拍桿
臺媒：預防"自拍死"

台媒称，面对“自拍危机”，两岸不少旅游地

区，明文禁止旅客使用自拍杆，例如上海及香港、日

本迪士尼乐园，均禁携自拍杆、自拍神器入园；台湾

则是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高铁月台、美术馆等也不准

使用。除了避免影响他人，也保障自拍者安全。

据台湾《旺报》网站 7月 12日报道，不光是在大

陆，近年来，“自拍死”造成的意外死亡事件越来越

多，据外媒统计，死者多为年轻人，平均年龄为21岁，

75%死者为男性，援引在于男性更敢于追求刺激的自

拍行为，因此导致悲剧。

以上海迪士尼为例，早在开幕前，官方三申五令，

不希望游客携带自拍杆进入。游客不但不可在园内举

棍自拍，甚至在入场检查随身行李时，如被发现带有

自拍棒，游客将被要求交出自拍杆暂由园方保管。

迪士尼官方解释，此举是为了每位游客的安全着

想。过去迪士尼官方接到不少游客抱怨，表示部分游

客在玩云霄飞车、海盗船及其他危险设施中使用自拍

杆，很有可能造成游乐设施损坏，万一不小心还可能

威胁到其他游客的人身安全。

其他不欢迎自拍杆的地点，是艺术馆和博物馆，

馆方表示，除了这些场馆艺术氛围的需要，之前不时

冒出游客，为和艺术品合影而做出许多不雅的举动，

影响他人参观，补光灯、闪光灯的开启，也会对馆藏

品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

台湾高铁及台湾铁路的月台，为防止旅客因自拍

而误触高压电的危险，皆已加强宣传不可使用自拍杆。

因此乘客虽可携带自拍杆搭火车或高铁，但不可在月

台旁使用，希望借此降低事故发生机率。

中斯智庫學者
看好中斯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斯里兰卡探路者基金会

合作举办的“海上丝绸之路”研讨会 11日在上海举

行，来自中斯两国的智库专家、学者对两国共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表示乐观，对中斯关系的未来发

展“很有信心”。

斯里兰卡正力争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

印度洋海域的核心枢纽。出席研讨会的斯里兰卡国际

贸易部国务部长Sujeewa Senasinghe表示，斯中关系历

史悠久，双方正努力发展全天候友谊。后危机时代，

全球化进程正发生结构性调整，中国在区域经济中正

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斯中合作有利于两国长远发展

和人民福祉。

“斯里兰卡愿发挥印度洋枢纽位置优势，同中方

共建海上丝绸之路，全面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水平”，

Sujeewa Senasinghe特别提到斯里兰卡愿与中国加强双

边经贸关系，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在斯里兰卡，已建成的和在建的中斯合作项目有

普特拉姆燃煤电站，以及南部高速公路等大量基础设

施建设。中国是斯里兰卡最大的投资来源国，当前，

中国企业也加大了对斯里兰卡投资力度，以推进中的

汉班托塔港及临港产业园为代表。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主任赵干城认

为，斯里兰卡地理位置特殊，斯新政府有意愿成为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重要支点国家的形势越来越

明朗。2017年将迎来中斯建交 69周年，两国可以此

为契机，进一步提升双边合作层次，推进更加务实

项目的开展。

尽管如此，赵干城指出，中斯开展全方位合作的

同时，不可避免受到地缘政治以及区域现有经济和政

治合作机制的影响。中斯两国如何增信释疑，坚定合

作共赢发展理念，避免外界因素的非正常干扰，将成

为两国合作面临的重要课题。

当天，中国斯里兰卡合作研究中心揭幕。中心执行

主任蔡鹏鸿表示，该中心必将增加两国人员间交流，

双方不仅在经济、金融领域，也将在政治、外交、国

家安全等方面加强沟通与交流。

全球最大太陽能飛機抵達開羅
環球旅將畫句號

综合报道，太阳能飞机“阳光动力二号”

再次完成一段航程，于当地时间7月13日在埃

及首都开罗着陆。接下来，它即将回到此次环

球飞行壮举的起点阿布扎比。

据报道，“阳光动力二号”上个月从美国

纽约出发，成功飞越大西洋抵达西班牙，飞行

时间长达 71个小时。11日早间，它从西班牙

塞维利亚起飞，穿越突尼斯、意大利和希腊领

空，并于当地时间13日早上7时10分在开罗机

场降落。

“阳光动力二号”是一款能够在不添加任

何燃料、不排放任何污染物的情况下昼夜飞行

的飞机。它以碳纤维为主材料，机翼有 72

米，重量仅有 2300公斤，与一辆小型汽车相

当，平均速度仅 100 多公里。机翼上装载的

17248块太阳能电池板为飞机提供了持续的可

再生能源。

“阳光动力二号”于去年3月9日从阿联酋首都

阿布扎比起航，计划飞行35400公里环绕世界，全

程由瑞士籍飞行员博尔施伯格(Andre Borschberg)

和皮卡德(Bertrand Piccard)轮流驾驶。

负责西班牙到开罗这段航程的是博尔施伯

格，这也是他在这趟环球飞行中的最后一次飞

行。接下来，皮卡德将负责“阳光动力二号”

的最后一段航程，从开罗飞返启程地点阿布扎

比。

印度推出25元人民幣全球最便宜手機

如何做到的？
印度一家公司今年年初推出全球售价最

低(约 25元人民币)的智能手机 Freedom 251，

并在官网上开启了预售。然而，其无比山寨

的官网和令人崩溃的抢购经历不得不让人怀

疑这只是一场闹剧。

正当大家快淡忘这则消息时，这家公司

名为Ringing Bells的公司突然发话——我们的

手机就要发货了！7月 7日，Ringing Bells在

新德里举行发布会，公司首席执行官莫希特·

戈尔公开了Freedom 251的最终销售版本，并

宣布将于8日起向部分订购者送货。

那么第一批现货有多少呢？只有5000部。

总订单量又有多少呢？7500万部！与此同时，

“吃瓜”群众惊奇地发现，Ringing Bells最终

销售的手机和年初发布的版本在外观上区别明

显。Freedom 251初版外观类似 iPhone设计，而

最终版走的是安卓路线——三按键加塑料一体

后盖。

至于硬件参数，从发布数据来看，Free-

dom 251虽然只能算是几年前安卓入门机的水

平，但考虑到其低价已算相当“彪悍”：4英

寸显示屏， 960x540分辨率；1.3GHz四核CPU

配 1G内存；内建 8G存储空间，支持插卡拓展

至 32G；320万像素后置摄像头及 30万像素前

置摄像头；支持双卡；搭载基于 Android 5.1

Lolipop系统订制的操作系统。

虽然 Freedom 251配置不高，但由于其售

价实在太低，Ringing Bells实际上是“卖一部

赔一部”。莫希特· 戈尔称，每部Freedom 251

手机的生产成本在 400卢比(约合 40人民币)左

右。由此看来，Freedom 251在2月启动网络预

售时，印度“举国参与”以至于官网崩溃也就

不足为怪了。

实际上，记者当天也参与了这场全民大

抢购。为迎接早上六点开始的预订，记者从

五点半就开始刷页面。好不容易挤进了订购

页，填写好信息后，点击付款按钮，却又重

新回到了欢迎界面。与记者有着相同经历的

印度人无法抑制满腔怨气，在社交网站上竞

相吐槽。

在 7日的发布会现场，印度半官方通讯社

印度报业托拉斯的一名记者提问道，Ringing

Bells的定价策略能否支撑后续生产和发货。莫

希特· 戈尔对此回应：“我们有领先科技，先进

的市场营销手段，规模优势，还有创新的商业

模式，这些足以支撑企业的持续发展。”不

过业内人士质疑，最终能有多少预购者收到

Freedom 251手机，这还是个未知数。

德國紅毛猩猩用網絡找對象
互感興趣將正式見面

据外媒报道，德国斯图加的威勒海马动物园

替园中的两只母红毛猩猩找伴侣，他们用的是目

前最流行的网络交友。

据报道，工作人员拿着笔记本电脑，在笼子外

面播放几只公红毛猩猩的影片给康妮和辛妲看。

经过仔细打量，辛妲看上了一只叫甘马的公

红毛猩猩。据悉，甘马对辛妲也挺有兴趣。

过一阵子，动物园将让他们俩正式见面，要

是交往顺利，小两口将择吉日完婚。

威勒海马动物园表示，他们举办网络交友活

动主要是想了解，灵长类动物靠哪些特性吸引异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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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贈不銹鋼水槽
32種花崗石任您選購

with Min. 45 sq. ft. of Counter Top Purchase & Installation.免費估價

15% OFF

花崗石

平方呎

Peach &
Tea Brown

特價

帶按裝費＊

$14.95

＊櫥櫃15%折扣
並有送貨及按裝服務

優質
楓木實木櫥櫃
軟滑軌關閉抽屜

NEW
白色活動櫥櫃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8am-5pm 週六8am-1pm

Telephone：713-690-6655 Fax：713-690-6662
地址：5922 Centralcrest St.Houston, TX 77092

www.cmdgroupusa.com

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
搬遷新址，擴大營業

批發﹐零售石英石臺面﹑廚櫃﹑水槽﹑水龍頭﹑
文化石﹑鵝卵石﹑木紋磚﹐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顏色多﹐種類全﹐庫存大﹐工廠直銷﹐免費估價﹒

美國留學生活中如何飲酒
美国留学生活中如何饮酒，美国留学生活中很多

学生会有聚会等活动，喝酒在美国生活中联络感情与

交友的方式，只要你到了法定允许喝酒的年龄，你最

好知道一点喝酒的风俗。下面天道专家为大家介绍一

下美国留学生活中如何饮酒。

美国法定可以饮酒的年龄是 21 岁，所以去买酒

的时候，美国留学生最好带着证明年龄的 photoID，

因为老美看中国人总觉得长的年轻。酒一般可以在

grocerystore里买的到，有的州卖酒要 license，可能需

要去专门的酒店买酒。啤酒价钱不贵，6 个也就几

美元而已，wine 贵一些，只要不是特好的，也能喝

的起，当然要是去吃法国大餐的话，那些酒都是颇

贵的。除了自己买酒回家喝，也可以去 bar/pub 里喝

酒，不过那里的酒比店里卖的就贵很多，一瓶就

得几美元，要是去什么有 stripshow 的 bar，那酒就更

贵了。

还有一点就是去 bar 里，也很可能被要求出示

ID，只能进去和 softdrink。在美国生活中美国的 bar很

多，好的差的都有。我以前常去的都是在学校附近

的，学生很多，所以感觉风气很好，大家主要就是去

聊天。后来去过一些比较破的，感觉里面的人三教九

流比较多。

一般学校附近的bar，除了供应酒之外，还有吃的

东西，最常见的可能就是 chicken wing了，chickenwing

里最有名的是不是叫buffalo wing，辣辣的酸酸的，味

道很不错，还有什么 chickenfinger， fries，有的还有

sandwich，pizza，pasta等，不过这些东西，去的太晚

的话，一般就吃不到了。美国留学生活中的美国酒吧

风格都比较单一，主要一堆一堆人围着聊天，到处都

是大电视在放篮球或橄榄球的比赛，一般都比较吵，

不过有一种很活生生的感觉。

一些bar里也会有darts，台球之类的玩，不过人比

较多，不一定玩的到。美国除了大城市之外，其它地

方一到夜里就非常安静，似乎只有在bar里才能看到夜

间活动的人。除了一般的bar之外，应该还有danceclub

之类，不过我没有去过，就是在Bar harbor和New Or-

leans见过不少有 livemusic的bar，还有很多人随着音乐

跳舞，类似于蹦的那种的，大家一起吓蹦，倒是挺有

意思的。餐馆里喝酒也比较贵，一般除了什么特别点

的场合，要营造气氛，一般人吃饭大概是不要酒的。

不过在对卖酒有限制的州，很多餐馆不卖酒，可以自

己带酒去喝。

以上就是关于美国留学生活中如何饮酒的介绍，

希望本篇文章能够为大家在美国生活带来帮助，如果

您还有关于美国留学生活的疑问，可以和天道留学专

家带来帮助。

紐約唐人街紐約唐人街紐約唐人街紐約唐人街紐約唐人街紐約唐人街紐約唐人街紐約唐人街紐約唐人街紐約唐人街紐約唐人街紐約唐人街紐約唐人街紐約唐人街紐約唐人街紐約唐人街紐約唐人街紐約唐人街紐約唐人街紐約唐人街紐約唐人街紐約唐人街紐約唐人街紐約唐人街紐約唐人街紐約唐人街紐約唐人街紐約唐人街紐約唐人街紐約唐人街紐約唐人街
简介

今天的纽约唐人街，已扩展为45条街道，面积超

过 4平方公里。它已完全吞并了周边的犹太区和波多

黎各区、意大利区。到2007年，纽约的华人已达80万

之多，已经形成4座中国城和10个华人社区。

纽约唐人街的变迁就是一纽约中国城，也称纽约

唐人街，纽约华埠等。中国城位于纽约市曼哈顿区，

西起百老汇大街，东到Essex大街，北起Grand大街和

Hester大街，南至Worth大街和Henry大街。整个中国

城含 40 多条街道，面积超过 4 平方公里，人口约 10

万。纽约中国城已经成西半球海外华人的最大居住地

和商业区。书写着一部海外华人发展壮大的历史。

地理位置
纽约唐人街位于纽约市曼哈顿南端下城，其范围

以勿街为中心，包括坚尼街、摆也街、披露街、拉菲

耶特街、包厘街和东百老汇大道。距市政府仅一箭之

遥，与闻名世界的国际金融中心华尔街也只是咫尺之

途，又毗邻世界表演艺术中心的百老汇，优越的地理

位置使她在纽约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形成过程
纽约最早的唐人街是 1890年形成的。1848年，两

男一女共 3位台山人乘坐“流浪之鹰”号帆船到达美

国，这是最早移民美国的中国人。到 1851年，移入美

国西海岸的五邑人已达2.5万人，以后逐年增加。这些

先侨们在矿场、农场、雪茄厂、木材厂做美国白人不

肯做的工作。1880年美国发生经济危机，白人大批失

业，而中国人却有工开。于是，白人嫉恨中国人，无

端地指责中国人抢了他们的饭碗。由此，加利福尼亚

州通过了《排华法案》，被排挤和受迫害的中国人向

美国东海岸迁移。首先进入纽约的华人在曼哈顿下城

东南区的勿街（Mottstreet，意译丛林街）、柏克街

（Parkstreet,意译公园街）落脚，随着人口的逐步增

加，1890年唐人街形成。唐人街的英文名称是China-

town，意译中国城。

规划经营
纽约唐人街的居民以华人为主,华人的商业活动也

集中于此。住在唐人街,就像在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

等其他华人小城一样。通用的语言主要是国语,也有各

地方言。中餐为主食,许多街口有中文报摊。开车可以

听到中文广播,晚间看的电视是中文电视。在美国,只有

唐人街有这样的条件和氛围。

其特点是在这个区域的居民几乎全是中国人。同

时,中国人也在此从事商业活动,主要是开商店、饭店和

礼品店。居民的来源地主要是广东和香港,主要的语言

为粤语。

商店的三分之一是餐厅，街道两边摆放着堆积如

山的水果、药材、海鲜摊位，卖百货的大婶及漂亮的

中文招牌混杂在一起。想体会唐人街特有气氛的游

客，在运河街地铁站下车后，朝Mott街方向步行游览

就可以充分体会。周末纽约的唐人都回来这里购物，

而十分拥挤。该地区南面是象征中国人精神的领导者

孔子的"孔子广场"。因这里人口过密，到这里需排很

长时间的队伍才可到达。

纽约 最古老商业区
坐落于美国纽约曼哈顿区的唐人街，已有 100多

年历史。自形成规模以来，纽约唐人街一直是纽约华

人最重要的商业活动中心，其中最早的华人店铺可以

追溯到19世纪中叶。事实上，这里也是除亚洲之外海

外华人最早设立起来的华人商业街之一，具有“示范”

作用。纽约的唐人街被美国政府列入国家史迹名录。

旧金山 华人第一落点
美国旧金山唐人街，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条街

道，而是形成多街道纵横交错的街区，是亚洲地区外

最大的中国城，也是北美地区最古老的华人聚居区。

按路透社说法，旧金山是华人漂洋过海穿越太平洋登

陆美洲大陆的第一落点，也是美洲大陆中国元素最集

中的地区之一。统计显示，每年前往旧金山唐人街观

光的游客超过金门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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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交场合女士优先
美国妇女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究

竟如何，这里姑且不论。但在社交场合中，

她们总是会得到格外的优待。尊重妇女是

欧美国家的传统习俗，从历史角度分析，

是受到欧洲中世纪骑士作风的影响;若从宗

教的角度分析，它是出于对圣母玛利亚的

尊敬。

按照美国人的习惯，在社交场合，男子

处处都要谦让妇女，爱护妇女。步行时，男

子应该走在靠马路的一边;入座时，应请女子

先坐下;上下电梯，应让女子走在前边;进门

时，男子应把门打开，请女子先进。但是下

车、下楼时，男子却应走在前边，以便照顾

女子;进餐厅、影剧院时，男子可以走在前

边，为妇女找好座位;进餐时，要请女子先点

菜;同女子打招呼时，男子应该起立，而女子

则不必站起，只要坐着点头致意就可以了;男

女握手时，男子必须摘下手套，而女子可以

不必摘下。女子的东西掉在地上时，男子不

论是否认识她，都应帮她拾起来。

总之，美国男子在社交场合同女子接

触时，一方面事事尊重她们，另一方面又

要处处以保护人的姿态出现，以显示男子的

地位。

(二)礼貌用语多多益善
不少到过美国的人，都有这样一种印

象：即美国人讲话嘴很甜，他们对好听的话

从不吝啬，常令听者心舒意畅。的确，在美

国“请”、“谢谢”、“对不起”之类的语

言随处可闻，不绝于耳。

在美国，不论什么人得到别人的帮助时

都会说一声“谢谢”，即使总统对待者也不

例外。在商场里，售货员的脸上总是堆着笑

容，当顾客进门时，他们会主动迎上来，问

一声“我可以帮助你吗?”当顾客付款时，他

们会微笑着道谢。最后还会以谢声送你离

去。同样，顾客接过商品时也会反复道谢。

美国人在一家人之间也是客气话不离

口，不仅夫妻之间如此，对小孩子们说话也

常带“请”和“谢谢”，这样，孩子便自然

地养成了讲礼貌的好习惯。

美国人还习惯于对别人道“对不起”。

当人们发生小摩擦时，一声“对不起”，

常使芥蒂烟消云散。就是遇到一些微不足

道的小事，例如向别人问路、在剧场中从

别人座位前走过等，美国人也会连声表示

歉意。美国人把在公共场所打嗝或与别人

交谈时打喷嚏、咳嗽都视为不雅，遇到这

种情况，他们就会说声“对不起”，请对

方原谅。

(三)见面礼节去繁就简
西方国家人民在传统上有一套繁琐的

见面礼节，从握手、问候到互相介绍都有

约定俗成的习惯。相形之下，美国人在人

与人间的交往上就比较随便。在美国，朋

友之间通常是熟不拘礼地招呼一声“哈罗”，

哪怕两个人是第一次见面，也不一定握手

，只要笑一笑，打个招呼就行了，还可直

呼对方的名字，以示亲热。但在正式场合

下，人们就要讲究礼节了。握手是最普通

的见面礼。在美国，握手时，男女之间由

女方先伸手。男子握女子的手不可太紧，

如果对方无握手之意，男子就只能点头鞠

躬致意。长幼之间，年长的先伸手;上下级

之间，上级先伸手;宾主之间，则由主人先

伸手。

握手时应注视对方，并掐下手套。如果

因故来不及脱掉手套，须向对方说明原因并

表示歉意。还应注意人多时不可交叉握手，

女性彼此见面时可不握手。同握手的先后顺

序一样，介绍两人认识时，要先把男子介绍

给女子，先把年轻的介绍给年长的，先把职

位低的介绍给职位高的。

(四)称呼随便舍姓喊名
大多数美国人不喜欢用先生、夫人或小

姐这类称呼，他们认为这类称呼过于郑重其

事了。美国男女老少都喜欢别人直呼自己的

名字，并把它视为亲切友好的表示。

人们初次见面，往往是连名带姓一起介

绍，譬如说：“我叫玛丽· 史密斯。”这时对

方可以随便叫她“玛丽”或“史密斯小姐”。

常见的情况是，交谈之初可能互相用姓称

呼，过不了一会儿就改称名字了。

有时刚同一个美国人结识，不知如何称

呼好，你可以只称先生或女士。这时，对方

会很快理解你的心理。热情地告之：“我叫

詹姆斯 · 威尔逊，叫我詹姆斯好了。”或者

“别叫我史密斯夫人，叫我萨利好了”。

的确，美国人之间，不论职位、年龄，

总是尽量喊对方的名字，以缩短相互间的距

离。美国有家刊物曾专就称呼问题在150种工

商行业中做过调查，结果发现他们之中85%的

称呼是只喊名字。

美国人很少用正式的头衔来称呼别人。

正式的头衔一般只用于法官、高级政府官

员、军官、医生、教授和高级宗教人土等。

例如：哈利法官、史密斯参议员、克拉克将

军、布朗医生、格林教授、怀特主教等。值

得注意的是，美国人从来不用行政职务如局

长、经理、校长等头衔称呼别人。

(五)与人交谈莫问私事
在美国社会中，人们的一切行为都以个

人为中心，个人利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

种准则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人们日常

交谈，不喜欢涉及个人私事。有些问题甚至

是他们所忌谈的，如询问年龄、婚姻状况、

收人多少、宗教信仰、竞选中投谁的票等等

都是非常冒昧和失礼的。

美国入看到别人买来的东西，从不去

问价钱多少?见到别人外出或回来。也不

会去问上一句“你从哪里来?”或“去哪

儿?”至于收人多少，更是不能随便问的

事，谁想在这些方面提出问题，定会遭

人厌恶。美国人往往用“鼻子伸到人家

的私生活里来了”这句话来表示对提问

人的轻蔑。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人对年龄的看法同

我们大不相同。在我国，老年人受到尊敬，

而在美国却是“人老珠黄不值钱”。因此在

美国，老年人绝不喜欢别人恭维他们的年

龄。有一次，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中西部的一

个城市举行盛大聚会，宾客如云。当地一位

名牌大学的校长与其母亲也光临盛会。留学

生在欢迎辞中说：“××老夫人的光临使我们

全体同学感到荣幸。”“老”字在中国是尊

称，不料却触痛了这位老夫人，当时她脸色

遽变，尴尬不堪，并从此再也不在中国留学

生的聚会上露面了。

美国人还十分讲究“个人空间”。和美

国人谈话时，不可站得太近，一般保持在 50

公分以外为宜。平时无论到饭馆还是图书馆

也要尽量同他人保持一定距离。不得已与别

人同坐一桌或紧挨着别人坐时，最好打个招

呼，问一声“我可以坐在这里吗?”得到允许

后再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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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潔篪就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作出所謂裁決接受采訪
7月 14日，国务委员杨洁篪

就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作出所谓裁

决接受中央媒体采访，全面阐述

中方有关立场主张。全文如下：

记者：7月 12日，菲律宾南

海仲裁案仲裁庭作出所谓裁决，

企图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

和海洋权益。中方随后发表了关

于应菲律宾共和国请求建立的南

海仲裁案仲裁庭所作裁决的声

明、关于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

洋权益的声明和《中国坚持通过

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

有关争议》白皮书，表明了我国

对仲裁庭所谓裁决不接受、不承

认的严正立场，并重申了中国在

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您

如何看待这个所谓的南海仲裁庭

作出的裁决？

杨洁篪：日前，南海仲裁案

仲裁庭作出所谓裁决。这一裁决

完全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政

府已经发表了有关声明和白皮

书，表明了我们坚决反对仲裁和

不接受、不承认裁决的严正立

场。中国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坚

决拥护和支持中央政府的立场，

纷纷在报刊、电视以及短信、微

信、微博等网络平台发表文章和

观点，表达了反对非法仲裁、维

护主权权益的鲜明态度。

南海仲裁案由始至终就是一

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其

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图谋。某些

域外国家妄图借仲裁案否定中国

的南海主权权益，甚至拉帮结

派，要在国际社会孤立、抹黑中

国，牵制中国的和平发展，但他

们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害人不成

反害己。必须指出，仲裁案违反

国际法治精神，危及地区和平稳

定，损害国际社会利益，对此世

界上大多数国家都看得很清楚。

目前有70多个国家和国际、地区

组织发表声明，对中国的立场表

示理解和支持，这足以说明国际

社会对这场政治闹剧的态度，也

足以说明某些国家围堵、抹黑中

国的阴谋失败了。

主权问题是中国的底线。中

国虽大，但老祖宗留下来的基业

一寸都不能丢。中国在南海的领

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在两千多年

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有着充分

的历史和法理依据，绝不是满纸

荒唐言的所谓裁决所能否定的。

仲裁裁决抹杀不了历史事实，否

定不了中国在南海的权益主张，

更动摇不了我们维护领土主权和

海洋权益的决心和意志。中国不

接受、不承认裁决的立场不会改

变，同时，中国将继续坚定走和

平发展道路，坚持通过谈判协商

解决在南海的有关争议，坚持发

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互利

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

稳定。

记者：为什么说菲律宾提起

仲裁违反国际法？

杨洁篪：国际法治的基本要

求是依法行事。中菲南海争议的

核心是领土问题和海域划界问

题。对于领土问题，《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根本管不着。对于海

域划界问题，中国早在 2006年就

根据《公约》规定作出声明，排

除适用《公约》争端解决机制。

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单方面提

起仲裁的行为，违反中菲多年来

达成的通过谈判解决南海有关争

议的双边协议，违反中国与包括

菲律宾在内的东盟国家于 2002年

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违反国际法，违反《公约》。这

一仲裁自始至终都是非法的，不

能同国际法划等号。

记者：为什么说仲裁庭丧失

了公正性和合法性？为什么说仲

裁裁决是非法无效的？

杨洁篪：从仲裁庭的组成来

看，大部分成员是由右翼色彩浓

厚、一心推动突破战后体制的日

本籍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柳

井俊二指定的。此外，个别仲裁

员和专家证人还在审理过程中推

翻自身以往长期坚持观点，为菲

方说项。任何明眼人都能看出其

中的猫腻。

仲裁庭不顾中方表达的严正

立场，任意扩大管辖权，完全无

视南海的历史和现实，曲解《公

约》有关规定，从一开始就把

《公约》这本经念歪了，其越权、

扩权作出的非法裁决自然非法无

效。仲裁庭代表不了国际法，更

代表不了国际公平和正义。

记者：裁决结果对中国的南

海断续线有何影响？

杨洁篪：历史不容篡改，法

律不容滥用。中国在南海的主权、

权利及相关主张是在中国人民千

百年来的历史实践中逐渐形成和

不断发展起来的，并且一直为历

届中国政府所坚持。早在1948年，

中国政府就在公开发行的官方地

图上标绘了南海断续线，确认了

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

主权和相关海洋权益，这是不容

置疑的历史事实。中国是《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中国

当然享有《公约》规定的权利。

中国在南海权益主张远早于《公

约》签署的时代，它不可能被

《公约》所否定，更不可能被一

纸谬误百出的所谓裁决所否定。

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海洋权益受

到国际法和《公约》的双重保护。

记者：南海仲裁案裁决公布

后，中国将如何维护在南海的领

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杨洁篪：南海是中国人民的祖

宗海，是吾祖吾宗用智慧和生命开

拓出来的基业。中国政府捍卫南海

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是坚定

不移的。中国人民不觊觎他国利

益，不嫉妒他国发展，但绝对不会

放弃我们的正当利益，任何外国

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

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

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苦

果。中国政府和人民将继续团结一

心，众志成城，以实实在在的行动

坚定捍卫属于我们的每一寸领土、

每一片海域。

记者：中国不接受、不承认

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外界

有人称中方不遵守国际规则，认

为中国改变了和平发展的政策。

请问您怎么看？

杨洁篪：菲律宾南海仲裁案

违反中菲双边协议，违反《南海

各方行为宣言》所体现的地区规

则，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在内的国际规则。而中国针

对仲裁案采取的立场完全符合国

际法，这个基本事实在中国政府

的一系列立场文件中已充分说

明。对这一基本事实进行歪曲，

并以此竭力对中国进行抹黑，再

次暴露了仲裁的本质，那就是某

些国家假国际法之公名，谋取其

私欲的闹剧。

中国始终是国际和地区秩序

的维护者、建设者、贡献者。70

多年前，中国直接参与设计建立

了战后国际秩序。70多年来，中

国始终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以

《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

础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坚定

维护和促进国际法治。中国将与

各国一道，继续维护好、建设好

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

仲裁案丝毫不会动摇中国走

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中国选择

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

而是顺应时代潮流和自身根本利

益作出的战略抉择。中国坚持在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

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不断深化

与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互

通，坚持通过谈判协商解决有关

领土和海洋划界问题，坚定捍卫

周边地区和平与稳定。

记者：南海仲裁案将对中

国－东盟关系造成什么影响？您

对中国－东盟关系发展前景有何

期待？

杨洁篪：南海问题不是中国

和东盟之间的问题。东盟一向承

诺在南海问题上持中立立场，不

介入具体争议，因此不应该在仲

裁有关问题上选边站队。中国和

东盟国家始终就南海问题保持着

坦诚友好的沟通，愿意全面、有

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继续通过对话协商保持南海的和

平稳定，同时稳妥推进“南海行

为准则”磋商进程，争取在协商

一致基础上早日达成“准则”。

中国将继续与东盟有关直接当事

国保持沟通和磋商，妥善处理南

海有关争议。中国的愿望是真诚

的，政策是一贯的。

中国和东盟关系发展良好，

前景广阔。今年是中国－东盟建

立对话关系的25周年。25年来，

中国－东盟关系经受了各种考

验，合作硕果累累。双方贸易额

从 25年前的不足 100亿美元上升

至近 5000亿美元。中国和东盟互

为重要贸易伙伴。双方关系的发

展给地区各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利益，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

相待、共谋发展的成功典范。

今年 9月，中国领导人将出

席在老挝举行的中国－东盟建立

对话关系25周年纪念峰会，同东

盟各国领导人一道，为双方关系

未来发展勾画蓝图，加强战略沟

通，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

作，推进人文交流，实现互利共

赢的和平发展。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菲两国

关系的未来？

杨洁篪：中菲是隔海相望的

近邻，两国有着上千年的友好交

往历史。近年，由于菲律宾前政

府在南海问题上对华采取敌视政

策，执意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

，使中菲关系遭遇严重困难。仲

裁案违背中菲达成的共识和国际

法，违背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

益，是阻碍中菲关系改善的主要

政治障碍。我们希望菲新政府从

中菲共同利益和两国关系大局出

发，妥善处理有关问题。只要中

菲都坚持《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的原则和精神，通过对话协商妥

善处理分歧，坚持互利友好合

作，就一定能为两国关系开辟美

好未来。

记者：如何看待域外国家频

繁插手南海问题，中国将如何应

对这一局面？

杨洁篪：仲裁案是域外国家

插手南海问题的一个典型反面案

例。南海问题是南海沿岸国之间

的问题，理应由当事方通过和平

方式谈判解决。长期以来，在中

国和东盟有关国家的共同努力下，

南海保持了持久的和平稳定，为

本地区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一些域外国家出于

一己之利，打着“航行自由”、

“维护地区和平”的幌子，频繁

介入、插手南海问题，导致南海

局势有所升温。他们这些做法是

非常不负责任的，已经成为影响

南海和平稳定的主要风险源。

我们始终认为，中国和南海

周边国家完全有智慧、有能力管

控好分歧，将南海建设成为和

平、合作、友谊之海。当然，我

们也从来不排斥域外国家在南海

地区的合法权益。我们是这么讲

的，也是这么做的。希望有关国

家尊重中国和南海周边国家的自

主选择，多做有利于维护南海和

平稳定的事情，而不是相反。

记者：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的

思路是什么？

杨洁篪：中国坚持走和平发

展道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

为伴”的周边外交政策，坚持通

过谈判磋商和平解决争议。得益

于这一政策，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与 14 个陆地邻国中的 12 个

依据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基本准

则，通过双边磋商与谈判，解决

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划定和

勘定长度达 2 万多公里的边界

线，占总长度的 90%以上。此

外，中国和越南通过谈判协商划

定了两国在北部湾的海洋界线，

中国和韩国也已启动黄海海域划

界谈判。

作为地区大国，中国深知维

护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意义和自

身责任担当。中国一向坚决反对

有关国家对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

礁的非法侵占及在中国相关管辖

海域的侵权行为。同时，中国愿

与直接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基

础上，依据包括《公约》在内的

国际法，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有关

争议。中国愿同有关国家积极商

谈争议解决前的临时安排，包括

在南海相关海域进行共同开发，

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南海的

和平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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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核集团官方微信 7月 14日发表一

篇题为“深度能源观察：我国将在南海

岛礁建造20座海上核电站”的文章，文

章称，中国科技人正在撑起中国作为全

球大国脊梁。随着中国海上民用核动力

技术成熟，中国正在全力建造海上核动

力平台及破冰船。

文章称，近日，中国首艘海洋核动

力平台即将在中船重工集团旗下渤船重

工进行总装建造，而中船重工未来将批

量建造近20座海洋核动力平台。

据悉，海洋核动力平台是海上移动

式小型核电站，是小型核反应堆与船舶

工程的有机结合，可为海洋石油开采和

偏远岛屿提供安全、有效的能源供给，

也可用于大功率船舶和海水淡化领域。

海洋核动力平台将为中国南沙岛

礁提供能源保障及淡水保障。长期以

来，由于电力供应问题，南沙岛礁驻

岛官兵淡水供应得不到保障，只能通

过小船往岛屿上送桶装水，遇上极端

海上天气，可能官兵们就得依靠雨水

生活。因为缺少淡水，官兵们可能很

长时间不能洗澡。

文章称，海洋核动力平台的建造将

支撑起中国对南海地区进行实际控制、

商业开发的能力。预计，未来，得益于

南海电力和能源系统建设力度加强，中

国将加快南海地区的商业开发。

海洋核动力平台是中国首创技术。

平台技术可填补中国在民用核动力船舶

领域的技术空白，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核心技术，对中国开发利用新能源

和全球能源的发展具有重

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海洋核动力平台实现

批量建设后，预计每座海

洋核动力平台的投资约为

20 亿元。20 座海洋核动力

平台总造价大约为 400 亿

元，比打造一个航母舰队

造价便宜。中国每座南海

岛礁搭配海洋核动力平

台，就相当于是一座核动

力航母，西沙永兴岛、南

沙永暑礁就是两座搭载作

战飞机和导弹系统的海上

航母。其在军事上的优势

远远大于美国远途而来的

航母舰队。

国家能源海洋核动力

平台技术研发中心是国内

首个国家级海洋核动力平

台技术研发机构。该研发

中心由位于湖北的中船重

工 719研究所发起，中国核

动力研究设计院、中科华

核电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和中海油研究总院等单位共同组建。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是核电巨头中

核集团旗下单位。目前，中核集团正在全

力以赴推动破冰船研发项目，未来中国可

能与俄罗斯携手，推动欧亚大陆与北极陆

地之间的北方航道开发，由此，中国可以

绕开南海和马六甲海峡，开辟新的通往欧

洲的海上通道，而且北方航道比经过南

海、马六甲海峡的南海航道距离更短、成

本更低。一旦中俄联手打通北方航道，那

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在南海地区的

战略布局就会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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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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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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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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来到丽江 ，并不是

为了做什么，不是为看风景、探

险、风情或者艳遇，只是什么也

不做，走在这古镇的街头巷尾，

或者漫步，或者闲逛，或者发呆，

或者听流浪歌手信口而唱，或者

在街边桥头默默流泪……这就是

丽江 古镇，一个不必顾忌目光，

适合逃避而又宁静安逸的小镇，

从大研到束河，到处都是静静流

淌的时光。

丽江古城 又名大研古镇，

它是一座没有城墙的古城，古城

里到处是光滑洁净的青石板路、

完全手工建造的土木结构房屋和

无处不在的小桥流水。

大研古城又是一座具有浓烈

人文气息的小城，明亮的阳光

下，总会有步履缓慢的上了年纪

的纳西老人悠闲地踱步，他们身

着藏满历史的靛蓝色衣服，头戴

红军时期的八角帽，对眼前身后

猎奇的目光视而不见、不屑一顾。

现在的古城内更多的是来来

往往的游客，他们信步街头，悠

闲懒散，躲避着城市的喧嚣，来

到这个既热闹却又无比令人安心

的遥远小镇。

来到丽江，走在四方街 ，

看到古城与新城 交界处的大水

车——丽江古城的标志，听着大

水车旁大屏幕里播放的歌曲——

《纳西净地》，丽江浓郁的异域

风情便一点点飘散开来。

主要景点：四方街；

四方街的夜

丽江古城最中央 的一片大

约 500平方米的小广场，如果把

丽江比作北京 的话，那么这里

就是它的天安门 广场。四方街

街面宽广，主街有四条，向四

周辐射，每条街道又分出许多

小街小巷，街巷相连，四通八

达 。每条巷道，均由五彩花石

铺就，原本是各族人民在此交

易商品的地方，现在已成为游

客聚集的地方，是丽江最热闹

喧哗的地方。逢年过节，四方

街都会成为活动场地，每天晚

上，当地男女会自发地聚集到

四方街打跳。打跳是在云南 很

多地方都被人们喜欢的一种民

间集体歌舞活动，在四方街的

中间升起篝火，从四面八方来

的游客在当地人的带领下手拉

手地围成一圈，随着音乐节奏

起舞，形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木王府：

1723年清朝改土归流前纳西

族土司木氏的王府。木王府称得

上是小型故宫 。徐霞客曾叹木

府 曰：“宫室之丽，拟于王者”。

可见古时木府的气派。现在的木

府是 1996年大地震后，世界银行

贷巨款相助，经三年努力重建的。

从古城四方街顺七一街向东步行

大约 200米遇见右侧的关门口牌

坊，进入关门口直行 100米就是

木王府啦，门票 45块钱，需出

示古城维护费票据。木府一般16:

30-17:00关门，要去要趁早。

万古楼 ：

是中国 木结构建筑第一楼。

其实就是个看古城全景的好地

方，票价 15 元。万古楼在狮子

山 上，怕爬坡的可以打车前往，

也可以从四方街沿翻越狮子山

的街道步行攀登至万古楼（30分

钟），但是最好的方法是游览

木府时沿石阶攀登（狮子山在

明请木土司时期即为木府的后

花园 ），这样则可一边攀登，

一边观景。如果不想花那 15 元

门票而又想看古城全景，那么

介绍你去阅古楼观景台，从酒

吧街 的小巴黎酒吧 对面的小

巷子往上走大约一百米就是，

那里是看日出和古城全景的好

地方，每天有很多摄影 爱好者

一大早到那里去拍日出。坐在

那儿看着古城发一下呆，跟小

妹聊聊天，带着笔记本免费上

网，一个免费的舒适浪漫的下

午很快就过去了，还有一个秘

密，只告诉你的哦，就是在那

里可以使用观景台上的电话打

遍全中国 ——免费！嘿嘿，又

有个免费的好去处是不是。

五凤楼 ：

位于城内福国寺的五凤楼始

建于明代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

年)，楼高 20 米。因其建筑形制

酷似五只飞来的彩凤，故名“五

凤楼”。五凤楼融合了汉、藏、

纳西等民族的建筑艺术风格，是

中国古代建筑中的稀世珍宝和典

型范例。

五一 街：

有人说五一街是丽江的798，

就是很有艺术范儿。在我看来，

它也的确优于其他街道，跟其他

千篇一律批发式的街铺比起来，

五一街更个性些。它的服装店，

一般都兼卖首饰饰品，甚至有一

些，是个人制作的艺术作品。有

一次陪一个朋友整条街逛下来，

都可以看到不少不错的东西。另

外，这条街也是丽江的清吧一条

街，特别是走到街尾，小酒吧

一个挨着一个，这其中就包括比

较出名的我在丽江等你、38号、

D调、性感拖拉机等等。这些酒

吧，一般都有自己特酿的酒品，

配合着店里歌手的自弹自唱，喝

起来很有感觉。

就连五一街的小吃店，也是

比较地道和出名，包括之前介绍

的阿安酸奶、88号小吃店、十月

酸梅汤等，都在这条街上。

狮子山：

古城只有一座山，就是狮子

山，也是神奇地隔开新城 古城

的一座山。从这里可以看到丽江

古城的全景。

看全景都要往这座山上爬，

如果不怕高，就爬到万古楼那个

地方，也是古城最高点，但是万

古楼需要 15 块的门票和出示 80

块的古维费。狮子山山路特别安

静，如果想感受一下在古城看新

城的感觉，也可以找个人走走山

路。

其他看全景的地方有好几

个：文昌宫门前的观景台，浪漫

一生客栈的观景台，看着全景还

有烤肉可以吃。

其实往狮子山上走，只要地

理位置够高的客栈，都会开辟个

观景台让游客观景，哪个合心

意，就进哪个吧。一般消费10元

一杯饮料起，可以坐一个下午，

超值了。

走在丽江古城的街头巷尾，

避不开的是小桥流水，这就是丽

江古城区 内的玉河水系，其上

修建有桥梁 354座，其密度为平

均每平方公里93座。其中以位于

四方街以东100米的大石桥 最具

特色。

关于古城维护费

丽江古城维护费交纳一次的

有效期限七日内有效，票据记得

保留，若再查的时候把票要拿出

来，一次缴纳即可通行各个景区。

上面征收每人 100元的丽江古城

维护费，“以城养城”，是以旅

游业为主要支柱产业的丽江市保

护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的

主要经费来源。

从 2011年 7月开始，购买了

古城维费的游客，均有机会参与

每年两次的抽奖。抽奖时间初步

定在每年的 1月 6日和 7月 6日，

20名幸运游客将通过电脑摇号的

方式产生，每人将获取20万元的

大奖。

关于丽江游览

一、登高揽胜，你可看古城

形势。古城巧妙地利用了地形，

西有狮子山，北有象山 、金虹

山，背西北 而向东南，避开了

雪山寒气，接引东南暖风，藏风

聚气，占尽地利之便。

二、临河就水，你可观古城

水情。古城充分利用泉水之便，

使玉河水在城中一分为三，三分

成九，再分成无数条水渠。使之

主街傍河、小巷临渠，使古城清

净而充满生机。

三、走街入院，你可欣赏古

城建筑。古城建筑全为古朴的院

落民居，房屋构造简造、粗犷，

而庭院布置和房屋细部装饰丰富

而细腻，居民喜植四时花木，形

成人与自然的美好和谐。

四、入市过桥，你可一览古

城布局。古城布局自由灵活，不

拘一格，民居、集市、道路、水

系组织聚散合理，配置得当，再

加上石、石桥 、木桥、花鸟虫

鱼、琴棋书画、民风民俗，生发

出无穷意趣，使古城独具魅力。

束河古镇 ，古老宁静的小镇，

又称龙泉村，位于丽江古城西

北 四公里处，是纳西族先民在

丽江坝子中最早的聚居地之一，

是茶马古道 上保存完好的重要

集镇，也是纳西族从农耕文明向

商业文明过渡的活标本，是对外

开放和马帮活动形成的集镇建设

典范。古镇核心保护区面积约一

平方公里，有 1000 多户人家，

3000多人。

束河古镇位于丽江所有景区

的核心部位，是游览丽江古城、

玉龙雪山 、沪沽湖、长江第一

湾和三江并流风景区的枢纽点。

从丽江古城往北，沿中济海东侧

的大路程行约四公里，便见两边

山脚下一片密集的村落，这就是

被称为清泉之乡的束河古镇 。

当年徐霞客游芝山解脱林

时，曾走过此道，在他的记述中

这样写道：“过一枯涧石桥，西

瞻中海，柳暗波萦，有大聚落临

其上，是为十和院”。“十和”

即今束河古镇之古称。

束河，是丽江古城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相对丽江更加原始

的部分，无论是建筑的风格、水

的清澈与否，还是人的淳朴程度

都在逐渐递进着。

相比与喧嚣的丽江古城，束

河真的清净了好多。镇口的石头

刻着鲜明的“束河古镇”，在蓝

天、白云、古树、绿草的映衬下，

让人真的感觉仿佛置身画中。

现在的束河有“夜市萤火”

“龙门 望月”“雪山倒映”

“断碑敲音”“鱼水亲人”“西

山 红叶”“石莲夜话”这束河

八景。

束河分为老区和新区。老区

指的是青龙桥以西和老四方街附

近，是有着 800多年历史的古村

落。最有看点的是明万历年间兴

建的青龙古石桥，还有束河居民

赖以生存的泉眼九鼎龙潭。

皖南山水之美,漁詩之樂,隱于秋浦河畔
路在脚下走,水在河中流,不

知不觉来到了这里,只见远方云雾

萦绕，山峦叠翠，俯视山下，只

见绿树成片，绿草如茵，山依偎

着水，水映照着山，在山水之间

的小白房子点缀下，寂静和谐。

那水,绿如玉;那山,云雾缭绕;

那户人家,有人住么？真想渡河彼

岸,偷得半日闲。

难怪李白会在这里欲去不得

去,就算现代人来到这里,望的此

景,也会清歌一首来寄情与山水。

曾经过去的点滴在心中留下的感

受或许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经

历过,感受过,珍惜过,那些给予自

己的美好与苦恼,怀念与留念,或

者会忆起,而此刻,心底已经泛起

一丝温暖。

雨水淅淅沥沥下个不停，一

行人撑伞走在这座横跨秋浦河面

的悬索桥面上，临水望山，山水

秀色给人一朦朦胧胧的感觉，如

梦如画。

不禁想起昔日诗仙李白曾五

次游历秋浦并留下《秋浦歌十七

首》，其中说到：“秋浦长似秋，

萧条使人愁；客愁不可度，行上

东大楼；正西望长安，下见江水

流。寄言向江水，汝意忆侬不。”

如今的秋浦放佛重现了当时的画

面，面对此情此景，谁又能不为

之动容，唯有“欲去不得去，薄

游成久游”。

雨天也有雨天的好处，撑一

把伞或执一把“剑”，到也显得

有点大侠风范，我总觉得下雨天

跟山村古镇更搭。虽然我们不是

大侠，也不必成为大侠，我们只

是来这里寻一场梦，一场梦的旅

行，就如李白一样豪放飘逸。

踏过悬索桥，走向彼岸，融

入秋浦渔村，雨后的村庄显得有

些荒凉，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屹

立在秋浦河畔，灰石小路、原木

围栏设计的恰到好处，不仅没有

破坏这里的环境，反而起到了很

好的装饰效果，显得古朴古色。

秋浦渔村因李白而富有浓厚

的诗文化气息，因古代四大美女

“貂蝉”而得名女儿村，因秋浦

河而保留下来了原始淳朴的渔家

民俗活动…在这里，可以体验到

渔家真实生活，品味当地可口的

渔家饭菜。披上蓑衣戴上斗笠，

驶离一艘乌篷船，一张张斑驳的

旧渔网撒向秋浦河面，或丰或

歉，这便是秋浦渔家千百年来真

实的生活写照。

来秋浦河之前，便对它的名

字很有好感，字里行间充满了诗

情画意，因其名带一秋字，总以

为秋天的秋浦河才是最美的，没

想到直到身临其境，才发觉此时

秋浦河一样很美，或许应了李白

的那句话：秋浦长似秋…

秋浦之意出自汉县“石

城”，县城抱山环水，风光秀丽，

又因“溪流澄碧长秋”而得名。

据记载，公元 754年，著名诗人

李白因不满朝政黑暗腐败，一路

漂泊至秋浦河，被这里的山水风

光吸引，留下了脍炙人口的《秋

浦河十七首》，李白与秋浦河的

缘分注定也是诗歌与秋浦河的缘

分。因此，秋浦河也被称之为

“流淌着诗的河流”。

辗转千年，李白乘船游历秋

浦河山水风光演变成了现在的秋

浦河漂流，秋浦河漂流不仅可以

观赏到两岸秀丽风光，而且沿途

李白笔下的“水车岭、渔梁坝、

钓鱼台”等场景悉数再现。

现在的秋浦河是一条充满欢

乐与激情的河流，吸引了来自各

地的游客前来体验漂流在诗一样

的河中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感觉。

河水清澈，水流时缓时急，偶尔

会遇到河床阶梯处，唰的一下子

冲了过去，简直刺激极了。或者

几只船儿互相泼水打起水仗，全

然不顾已在河中央，最后湿身才

是重点，来这里怎能不湿身呢？

船至河中央，心里不禁想起了

李白乘坐的一叶扁舟，悬起风帆，

傲立船头举目四望，风景甚好，或

捋下胡须或举杯小酌，即酒作赋

“水如一匹练，此地即平天；耐可乘

明月，看花上酒船”，随船渐行渐

远，消失在水天连接处。

或许，此刻李白就站立在彼

岸，手持酒杯望着我们漂流于秋

浦河面，默而不语。忽然感觉还

真有点仙仙的感觉，如飘游于尘

世之外般，身心忘却浮躁，与山

水画融为一体。

相传汉末王允经过渔村钓鱼

台，看到一个被丢弃女婴，便抱

起带回长安收作义女，这义女就

是中国古代四大

美女之一的貂蝉。

从此，村中新婚

夫妇便多生女孩，

且个个天生丽质，

貌美如花，女儿

村由此得名且声

名远扬。

女儿村内依

旧保留着那份古

老的气息，内有

古时结婚的花轿、

结婚古装，墙壁

上的画中展现了

李白身着蓝色长

袍驾鹤仙游的场

景，墙壁上也悬

挂有仿李白服装

的衣服。

看到这么多

各具特色的服饰，忍不住穿上

体验一把做古人的感觉，新郎手

扬黑色礼帽，胸前悬一大红绣球

，一副志得意满、洋洋自得的模

样；新娘则凤冠霞帔，尽显古典

优雅之美；李白、杜浦也闻讯

穿越而来，头戴幞头、身穿长

袍，手持玉龙宝剑，一场梦幻般

的模仿秀在秋浦河上演绎着。

缘分这个东西很奇妙，到底是

个什么东西？不知道，有时会让我

遇见，便惊叹：哦，原来这就是缘

分；有时，又会让我遇不见，难道

就没有缘分吗？到底还是有点说不

清道不明，可遇不可求吧。

星期一 2016年7月18日 Monday, July 18, 2016



C4

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10

290
Genard Rd.

Be
ltw
ay

8

Ste
ffa
ni

Ge
ss
ne
r

Clay Rd.

萬事達石業公司

North

反應迅速 專業施工 工廠直銷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GRANITE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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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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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內付清，可享12個月無息分期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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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处两母之间的孤臣孽子

“孤臣孽子，愁闷孤独，操

心也危，虑患也深”——这十六

字是蒋经国一生之心理写照。何

以致此？这实在牵连非常复杂繁

多的因素，要言不烦地讲，这些

千丝万缕的关系，主要源自几个

主要面向，源自父亲蒋介石与母

亲毛福梅夫妻关系的形同冰炭终

归仳离，源自对母亲毛福梅处境

艰危、孤立无援的忧愤，源自蒋

经国与庶母宋美龄之间的微妙关

系……这些微妙的互动关系，使

得蒋经国陷于一种高度压抑的孤

臣孽子情境中。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日本军机大举轰炸蒋介石浙江奉

化溪口故居，蒋经国的母亲毛福

梅躲避不及，被一面倾倒的土墙

压倒，当场被土墙及弹片伤及，

肚破肠流，气绝而亡。悲剧发生

之初，现场一片火海，鬼哭神

号，处处狼藉，蒋介石故居瞬间

变成了瓦砾堆，毛福梅被压在土

墙下，未被及时发现。蒋介石接

报后，即以特急电报通知在江西

的蒋经国，说：“顷接张恺电

称，家中被炸，尔生母无踪，恐

有不测，将生亦受伤，希即请假

回家，照料理一切为要。”

关于毛福梅死难的详情，蒋

介石在事件发生后十天发给在美

国考察美军的次子蒋纬国信函中

有较为详尽的叙述。信中写道：

“溪口家中与乐亭皆被敌机炸

毁，经国生母不幸在屋后单家墙

门之倒墙压死，宋甥将生亦死，

全村约毁屋八十间，死二十人，

皆在三房与四房之间地区，余皆

无恙。家中事已有经儿归家料

理，丧事亦已办妥，勿过哀伤，

望努力求学，以报家国。”

毛福梅是蒋介石结发元配，

因毛氏出身农村，学历不高，与

蒋介石之间情感素来不睦，但是，

毛福梅之死，蒋介石也相当错愕

忧戚，他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

四日给蒋经国的电报上透露了内

心感受，并交办蒋经国处理毛福

梅丧事的原则：

刻与赣县接电话，据报昨日

已起程回奉，想今夜可到家，家

事至此，悲戚无已，惟事由天命，

只可达观处之，当以报国者报家

也。家中丧事，在此乱时一律从

俭、从简，不宜张皇登报发讣，

免敌多一宣传材料。我意世事前

途不能预测，如能从速安葬更

妥，其葬地可在摩诃殿后面大树

附近，此地幽静，必能安定也。

如何？望与大姑母等商定可也。

将生甥伤势如何，甚念，希代慰

大姑丈母与其家属衷怀。

蒋介石心细如发，远在重庆，

心神却与蒋经国同在溪口老家，

但是，他考虑的重点，更不仅止

于丧事本身，他所关心的重点，

是此事在政治上可能牵动的阵阵

涟漪。因而，在蒋介石避免供给

敌人“多一宣传材料”的前提下，

“秘不发丧”、“一律从俭从简”、

“从速安葬”三个原则，就是蒋

介石交代蒋经国处理毛福梅后事

的圭臬准则。这事若是发生在一

般悲痛逾恒的孝子身上，肯定会

引爆父子矛盾，毕竟母子连心，

母亲惨死于日寇炸弹，竟然强要

秘密下葬，且不得对外发丧，如

此安排，若非有深沉之理智，完

全压抑激越情绪，常人是万万难

以消受的。蒋经国面临如此悲愤

情境，犹能遵命行事，更见其虑

患之深与孝父之诚了。

但是，于私，蒋介石也有一

番说辞与思虑，他惟恐日本飞机

再到奉化侵扰滥炸，因此，觉得

毛福梅葬在摩诃殿后，仍非稳妥

之地，在十二月十八日给蒋经国

的电报上说：“葬地如在摩诃殿

后，离村庄太近，恐遭轰炸，则

应另觅较远之处，如在上山桥

头，现在兵房附近，择一墓地安

葬，似较妥也。……丧事后家中

如不便居住，你可移住慈庵庄屋

也。此次居乡应略久，以便整理

家务，你当告假二三月，派员代

理为妥。”

十二月十九日，蒋介石又电

蒋经国，交代他再找别的地点葬

毛福梅，并且要蒋经国不要听信

风水堪舆之说，这说明外界常称

蒋介石信风水，其实完全是一种

以讹传讹的扭曲。蒋介石此电说

明他根本不重视风水迷信：“上

山桥头如无相当墓地，则在显灵

庙东首，即马鞍山东北山脚，或

可觅得一地，惟不可听乡人讲风

水堪舆之说，而只择高朗之地，

如其无水蚁之患足矣。”不久，

蒋介石又补发一电报给蒋经国，

说：“本日为祖母诞辰，谅在慈

庵祭祀。回念家事，无任惶惶，

惟望尔兄弟能立业光前也。葬事

待明春再举亦可，你待家事料理

完妥，可仍回任服务……”忧惶

之念跃然纸上，但仍不忘鼓励蒋

经国墨绖从公，移孝作忠。

毛福梅意外遇难，在蒋经国

内心造成了巨大的创痛。少年时

代，他感觉到父亲和毛福梅感情

并不融洽，未料远赴苏联途中，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父亲与母亲

仳离，父亲与宋美龄结婚。蒋经

国虽然远在俄国，父母离异形成

的心理阴霾，如影随形，他却只

能压抑心中，莫以名状。况且，

离国十三载，回国不过八个月，

又赴赣任官，平日鲜少承欢毛福

梅膝下，遭此巨变，尤其悲恸逾

恒。多年后（一九四五年元月十

四日）蒋经国写给蒋介石的一封

家书中，犹不经意吐露出潜藏心

底始终未曾宣泄的悲痛：

儿此次在渝得与大人谈及家

事，心感欢乐，但在离渝之前二

夜，当拜读大人在儿日记本上批

示之后，心中未得一时安宁，且

曾痛哭数次。儿回国以后第一次

哭泣，是在杭州初次拜见大人之

时。第二次是在溪口家乡当儿生

母罹难之日。……此次受大人之

感动而数次流泪，乃第四次也。

母亲死于日寇狂轰滥炸，蒋介石

复以不让倭寇有可资宣传的题

材，谕令蒋经国要低调地处理毛

福梅之后事。为人子女者，面临

母丧，已是人伦至痛，尚且要

“秘不发丧”，简略速葬，这教

稍有孝心之子女，情何以堪？

尤令蒋经国悲愤莫名的，是

日本军阀在一九四一年春季多次

侵扰奉化故里，这段时期的蒋经

国，始终处于焦虑愤懑的情绪，

难以平抚。这一年五月十九日，

蒋经国写信禀告父亲说：“此次

敌军扰侵浙东故乡庐舍，祖先坟

墓备受蹂躏，国难家仇于斯已

极，每念及此，终夜不能成眠，

今后只有埋头苦干，尽忠党国，

以期报此不共戴天之仇。”

未几，蒋经国复又得知日本

军阀拆毁毛福梅的坟墓，稍后连

棺椁也遭贼人掘开，这让蒋经国

既惊骇又悲愤，但是消息未经证

实，只是故里辗转传来之音讯，

而他本人又未便亲往已经沦陷的

溪口一探究竟，因此倍感焦灼、

苦闷。为此，蒋介石父子之间更

是函电交驰，为了安抚儿子的焦

虑情绪，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日，

蒋介石在重庆亲笔写下致蒋经国

电文文稿：

蒋县长：皓电悉，此消息不

必可信，寇或藉此以试探吾家人

对此之心理如何，如我着急，则

寇更进一步对我祖父母之坟墓亦

将加以破坏为恫吓，故此事无论

其虚实，即使果有其事，亦已成

过去，着急亦无能挽救。昔汉高

祖之父，被敌军所俘，敌藉此要

挟汉高祖，乃以“愿分乃父一杯

羹”，以示决不以家人为念之意。

吾人立志革命，早以为国忘家，

只求对民族子孙能永久获得自由

独立，则一家之生死尚且不顾，

何惜死后之尸身，故不必过于悲

痛，应以革命大业之成败为怀

也。此时可由学校间接派人设法

探视，如其实在，则再托人殓葬，

总不使寇兽藉此要挟，以示吾人

心理上之弱点也，至于暴尸在外

之说，余决不能信，希儿亦宽怀

勿过忧伤。总之，此事以岩头舅

家为名，派人照料最为相宜，以

寇兽决不能将收尸之外亲牵累

也。父。 所谓“分一杯羹”，

典出《项羽本纪》。相传楚霸王

项羽与汉王刘邦相争于广武，兵

荒马乱之际，楚霸王抓住了汉王

的父亲，准备烹煮汉王之父而食

之。刘邦得到消息，毫不为意地

传话给项羽：“我跟项羽是约定

的把兄弟关系，我的父亲就是他

的父亲，如果项羽一定要烹杀我

父亲，那么我希望有这个荣幸能

分食一杯羹。”楚霸王项羽知道

此计无法得逞，只好释放了汉王

之父。蒋经国为了母亲坟墓可能

遭日本军阀破坏而心烦意乱、焦

虑痛苦，蒋介石为安慰他，乃以

“分一杯羹”的历史故事开导儿

子，希望儿子以大局为重，勿为

私情害公义。

蒋介石担心蒋经国不能释怀

毛福梅坟头遭日寇破坏的消息，

翌日又发了一封特急电报给蒋经

国，电文全文如下：

赣县蒋县长：昨电谅达。未

知儿意如何决定，惟对武岭学校

应先复一电，其大意如下：电

悉，此事恐系谣言，未必真实

（按：原件中有一段话是蒋介石

删掉的文句，删除之全文为：我

家上下早以牺牲救国，即使有此

事，其实亦不足为异，先人求仁

得仁，遗体虽毁，其灵亦安）。

但既有此消息，请派人前往墓地

省视，如墓柩果毁，望代为在原

地埋葬，不必移墓等语。一面速

派可靠乡人或亲友，前往溪口附

近，与当地县府军警极秘密探察

究竟。以余判断，决不致暴尸天

外，可勿过虑。岩头如有人能代

办更好，否则亦不必强勉，以免

乡人起谣，更使寇兽有此要挟

也。父。 所幸，蒋经国对父亲

的意思心领神会，他明白，于今

之计，除了按照父亲的计策，坚

定意志，不受敌人裹胁，此外别

无他法。九月二十四日，他赶紧

给蒋介石发了一通特急电，答复

称：

哿马二电拜悉，谕以大义，

以汉高祖为法，公尔忘家，儿不

胜感奋涕零。暴尸在外，儿亦不

信，即使是事实，为表示吾人革

命决心，亦决不受敌威胁，兹已

遵谕电复武岭学校，并电在永康

之毛母舅，设法派人探视。儿对

此事已不过于悲痛，乞释念，儿

远离膝下，已将一年，眷念无

似，拟于十月底来渝，以补定省

有阙之罪，不知大人之意如何？

毛福梅坟墓遭敌寇破坏事件，之

后证实并非空穴来风，为此事件，

蒋经国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

给父亲的信上，充分表露了他内

心难以言宣的深沉悲伤：

武岭学校来信，儿生母之墓

被敌人拆毁后，灵柩亦遭盗贼开

拆。后来，以我方无动静，敌人

见计不售，乃听由乡人将灵柩盖

好。儿早存移孝作忠之心，故对

此事已坦然于怀。武岭学校方面

已汇去五千元，作为校费及分赠

亲友之用。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

十五日，毛福梅亡故已过六年，

蒋经国回顾往事，在致父亲信上

仍三复思言，指陈生母之死是他

毕生最悲痛之事：“儿于上月三

十日深夜含泪上机忍痛离赣以

来，无时不在忧念苦愁。儿生母

之亡于敌手，以及赣州之陷于敌

军，乃一生所最感痛心之事，亦

终身所不能忘者。”

为了体念父亲与宋美龄的婚

姻关系，顾及与宋美龄之间微妙

的“母子”关系，蒋经国必须谨

小慎微地处理若干问题。小自应

对进退，晨昏定省，大至家事、

国事，凡涉及宋美龄者，蒋经国

无不小心应对，从来不敢稍有造

次。生母毛福梅后事之处置，基

于父亲已关照，既不能过于张扬，

可是为人子者又不可草草了事，

故而让蒋经国大伤脑筋。由于战

争的耽搁，毛福梅的安葬事宜其

实是到了一九四七年才全部告一

段落，诸如墓地的选定、墓志铭

的撰写、墓碑的题字落款，都让

蒋经国大费周章。

蒋经国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二

十四日致父亲的信上说：“生母

前之墓碑已遵大人之意请吴老先

生书写。”一九四八年二月一号

的信上说：“父亲大人膝下敬禀

者：一、关于为生母立墓碑与作

传事，儿定遵谕办妥，附呈吴老

先生有关墓碑评论一则，敬请大

人一阅。”蒋经国信上提及的

“吴老先生”即吴稚晖，毛福梅

作传立碑之事，蒋介石即命请吴

稚晖捉刀。

蒋经国自己先写就了一幅碑

文样稿，上面以毛笔写了“蒋子

经国生母之墓”八个大字，吴稚

晖就在蒋经国写的样稿旁边，写

下这段文字：“生母习惯指妾，

不可用。不用蒋母毛太夫人以志

特殊。毛太夫人，实为蒋经国之

显妣也”，接着，吴稚晖在一旁

写下八个大字：“显妣毛太夫人

之墓”，以取代蒋经国写的“蒋

子经国生母之墓”，吴稚晖并加

上了脚注说明：“称不可表以为

母氏也，凡子女以母氏为太夫人”。

为了这一方石碑，吴稚晖已经设

想得面面俱到，“显妣毛太夫人

之墓”这八个字，一方面顾虑到

蒋介石可以在宋美龄面前好交

代，不致让宋美龄吃醋。同时，

也顾虑到了蒋经国的立场，毕竟

毛福梅是蒋家为蒋介石明媒正娶

的元配，假设连“显妣”二字都

不敢用，那不光是对死者毛福梅

不尊重，更对孝子蒋经国不公

道。

换言之，吴稚晖认为，不论

是传略，或者是墓碑，都不宜以

蒋氏父子所谓的“蒋经国生母”

来称呼毛福梅，而必须以“显妣

毛太夫人”称呼毛福梅，这不仅

是恭敬已逝长辈，更是对中国传

统礼制的尊重，这或许正是孔老

夫子所谓“尔爱其羊，我爱其

礼”的微言大义吧。为毛福梅立

碑，最后定案的题字是“显妣毛

太君之墓”，落款处则铭刻“男

经国敬立”。将毛福梅生前事略

编入家谱，亦是抗战胜利后蒋家

一大盛事。蒋经国奉父命委请吴

稚晖写就母亲的生前事略，但

是，他也考虑到父亲蒋介石的多

所顾虑，因而除了刻意避免事略

中某些辞句举措引起宋美龄不

悦，事前曾敦请吴稚晖规避，等

吴稚晖写好毛福梅事略，蒋经国

则将有关毛福梅传略、祭母文、

墓碑碑文等内容，全部呈给蒋介

石过目定夺，蒋经国完全听从父

亲意思办理，个人完全不表达强

烈意见，只扮演被动角色。故

而，蒋经国在一九四八年六月二

十八日，给父亲的信上写道：

前奉谕，托请稚晖先生为儿

生母作一传，以备刊入家谱，儿

之衷心感动万分，曾为此亲谒稚

晖先生，作数次之长谈，并以生

母事略与祭母文，送稚晖先生参

考。在事略与谈话中，皆曾特别

指出，生母与大人离婚后，由祖

母收为义女一节，并恳请稚晖先

生对于此点在传中加以叙述，日

前接奉稚晖先生手书，并附生母

传一篇，但此传“但叙母子不涉

夫妇”，此乃稚晖先生自己之意

思，与大人之本意，以及儿之所

请者，自有出入，但亦未便再向

稚晖先生提出修改之意，故将稚

晖先生手书，与其亲书之儿生母

传，以及曾供稚晖先生参考之事

略与祭母文，呈请大人核阅，儿

一切决遵大人之意而行之，请勿

以儿意为念。 换句话说，吴稚

晖不仅仅不认同蒋介石父子以

“蒋经国生母”称呼毛福梅，更

不认同蒋介石把毛福梅与蒋介石

离婚后，曾由蒋母王太夫人收为

“义女”的情节，纳入蒋经国母

亲毛福梅的传略及祭文之中。吴

稚晖认为，蒋介石母亲王采玉女

士将蒋经国母亲毛福梅收为“义

女”，是避免毛氏离开蒋家的权

宜之计，此为王采玉、蒋介石和

毛福梅三人之间的事，和蒋经国

毫不相干，吴稚晖并以“但叙母

子不涉夫妇”，未将王采玉收毛

福梅为“义女”之事纳入传略或

祭文。吴稚晖意思至为明显，蒋

介石要注明毛福梅为王采玉“义

女”之事，应是避免宋美龄之吃

醋，但是，事略与祭文的主人公

是蒋经国，并非蒋介石，故而根

本无需以“义女”之说狗尾续

貂。

由此可证此时之蒋经国内心

之压抑，以及为了不致影响蒋介

石与宋美龄之感情，他表现了自

己完全不在乎任何安排、一切以

父亲之意旨为意旨的态度。关于

毛福梅的归葬事宜，及立碑、传

略、祭母文，实际上最后都有蒋

介石干预的影子。例如，吴稚晖

写的毛福梅墓碑碑文是“显妣毛

太夫人之墓”，然而，蒋介石最

后拍板的墓碑碑文刻的却是“显

妣毛太君之墓”。这最后手笔，

乃是蒋介石修改后的结果，说明

蒋介石仍觉得以“夫人”称呼毛

福梅似有不妥，为免造成宋美龄

之不快，故而修润成“太君”二

字。按古代的制度，唐宋之间，

凡当四品官的人，都可称死去的

母亲为“太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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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d Wednesday. Seven infants have been born with 
Zika-related birth defects, he said.
“We are hopeful that Congress will work quickly to 
fund critical-response efforts to protect pregnant 
women against Zika,” Frieden said.
In response to 
a question from 
Rubio, Frieden 
said the CDC is 
recommending 
that pregnant 
women not 
travel to Brazil 
for the 2016 
Summer Olympics next month.
Brazil has registered more than 100,000 cases of 
Zika, with at least 5,000 newborns afflicted with 
microcephaly.
American athletes and spectators can go to Brazil for 
the Olympics if they observe safeguards, Frieden said.
Sen. Johnny Isakson, a Georgia Republican, praised 
efforts to combat Zika by the CDC, which is based in 
Atlanta.
“This is a crisis of major proportions, and time is of the 
essence,” he said.
Judith Garber, acting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scientific affairs, told the Senate panel that 40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are currently experiencing active, mosquito-born 
transmission of the Zika virus.”
Garber added: “It is only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we 
experience local transmission in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and Hawaii as well.”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almost 1,200 Zika cases in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and Hawaii have come 
through contact among people who have traveled in 
Puerto Rico, Brazil or other heavily infected places.
With Brazil, Colombia and Haiti already reporting 
thousands of cases of Zika, Rubio said all of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Mexico, the rest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face a potential epidemic.
“It’s only growing by the day,” Rubio said. “And the 
links between our nations make this a hemispheric 
public health crisis.”

Without mentioning his party, Rubio criticized the 
Republicans who’ve blocked funding for Zika research, 
vaccine development and other forms of prevention.
“The problem is only going to accelerate,” he said.
In a tense exchange Tuesday on the Senate floor, Nelson 
upbraided Senate Majority Leader Mitch McConnell, a 
Republican, for failing to bring to a vote a clean Zika 
funding bill without the extraneous provisions that 
Democrats oppose.
“This is an emergency (of the sort) that is always dealt 
with in the history of this Senate as a bipartisan response 
to meet the situation of the emergency,” Nelson said. 
“And now this has been used ideologically as a 
political message in a partisan-driven bill.” (Courtesy 
www.mcclatchydc.com/news/politics-government)

bill in May, but when 
it was returned to the 
chamber last month, 
House Republicans in a 
conference committee 
had inserted provisions 
unrelated to Zika that 
Democrats have long 
opposed.
Among the provisions 
are limits on Obamacare, 
restrictions on abortions, 

funding cuts for birth control and the lifting of key 
environmental controls.
Branding those provisions “poisons pills,” Senate 
Democrats last month voted down the altered Zika 
measure, leaving it at an impasse. Rubio and Sen. Bill 
Nelson, an Orlando Democrat, want a new vote on a 
clean bill limited to the Zika response.
At the hearing Wednesday, Sen. Barbara Boxer of 
California, the senior Democrat on the subcommittee, 
criticized another clause that would override a law that 
bans displaying the Confederate flag at cemeteries for 
veterans.
“Few issues pose as immediate threat to the health of 
Americans as the Zika virus,” Boxersaid. “There’s no 
room for politics in this.”
Pregnant women are most at risk because Zika can 
cause birth defects such as microcephaly, a congenital 
condition marked by abnormally small heads and 
stunted brain development in infants.
There have been 599 cases of Zika among pregnant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territories, Frieden 

first half has laid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country 
to achieve its 2016 growth 
target.
The economic stabilization 
is set to continue, with 
major indicators operating 
in a reasonable zon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economic 
restructuring continuing to 
advance, and new growth 
engines picking up steam, 
Sheng said.
The service sector 
expanded 7.5 percent year 
on year in the first half, 
outpacing a 3.1-percent 

increase 
in primary industry and 6.1 percent in 
secondary industry. It accounted for 54.1 
percent of the overall economy, up 1.8 
percentage points from a year earlier.
Industrial output expanded 6.2 percent 
year on year in June, accelerating from a 
6-percent increase in May. Retail sales rose 
10.6 percent, a faster expansion from May's 
10-percent growth.
The government boosted fiscal spending 

by 19.9 percent in June, 
bringing expenditures for 
the first half to 8.92 trillion 
yuan, up 15.1 percent year 
on year.
However, growth of fixed-
asset investment slowed 
further to 9 percent for 
the first half, the lowest 
growth rate in years. 
Private sector fixed-asset 
investment growth fell 
again to 2.8 percent during 
the January-June period, 
from an already weak 3.9 
percent in the first five 
months.
Sheng attributed the 
continued slowdown in 

private sector investment, which accounts for over 60 
percent of total investment, to overcapacity in some 
traditional industries, entrance barriers for private 
companies in some sectors and limited access to loans.
Wang said shrinking private sector investment 
reflected the deterioration of business confidence and 
would worsen the country's growth mix if the trend 
continued.
The government should move faster to shut down 
and restructure inefficien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outline 
a clearer 
agenda for 
growth and 
reforms, 
which will 
help to build 
confidence 
in policy 
continuity, 
Wang said.
Meanwhile, a potential deceleration in global demand 
also pointed to downside risks.
Data showed that China's exports in U.S.-dollar terms 
fell 4.8 percent year on year in June, while imports 
were down 8.4 percent. A Chinese customs official 
warned of a dim outlook as weak demand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would continue to weigh on trade.
A CICC report said external demand would become 
more challenging for China because of the Brexit 
shake-up and rising geopolitical tensions worldwide.
Faced with a cooling housing market and weak private 
investment, China's growth will rely more on fiscal 
easing and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n the near term, 
said HSBC's Wang, adding that some pre-emptive 
easing may be appropriate. (Courtesy www.china.org.
cn/business/2016-07)

WASHINGTON - Top health officials warned last 
Wednesday that the Zika virus threatens much of the 
Western Hemisphere, with Florida, Puerto Rico and 
Brazil in the crosshairs.
At a Senate hearing convened by Sen. Marco Rubio 
of Florida, three senior U.S. government experts urged 
Congress to pass a $1.1 billion Zika-prevention bill 
that has been stalled by partisan politics.
“We have made difficult decisions and redirected 
resources from other important public health activities 
to support our most critical needs,” Tom Frieden, 
director of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told senators on a Senate Foreign Affairs 
subcommittee focused o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These redirected funds, however, are not enough 
to support a comprehensive Zika response, and they 
divert funding from other critically important public 
health activities,” Frieden said.
The CDC chief criticized partisan congressional 
squabbling that has held up the emergency Zika funds.

“This is no way to fight 
epidemics,” he said.
Rubio, a Miami 
Republican, described 
the harm already 
wrought by Zika in his 
state and in Puerto Rico.
Florida, he said, reported 
13 new infections 
Monday. With those, 
the state had a total 282 
known cases – 129 of 
them in South Florida – more than any other state 
except New York.
Both states have about 1 million Puerto Rican residents, 
many of whom travel frequently to the commonwealth 
or host visitors from there.
Zika, carried mainly by the Aedes mosquito species 
but also transmitted sexually among humans, has 
ravaged Puerto Rico, where almost 2,500 people have 

been infected.
“The growing threat of the Zika virus 
as a full-blown public health crisis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a clear call to 
action,” Rubio said.
Republicans, who hold majorities 
in both the House and Senate, have 
blocked a $1.9 billion emergency 
Zika-prevention package President 
Barack Obama sent to Congress in 
February.
The Senate overwhelmingly 
approved a compromise $1.1 b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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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let Trains In Production For Both 
Domestic And Overseas Markets

Congressman Marco Rubio

China'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expanded 6.7 percent year 
on year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6. [File photo]

China's economic growth has cooled to 
25-year lows reports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NBS) .

Health Experts: Zika Threat
Is Serious – And Getting Bigger

China's Economy Stabilizes Despite Headwinds 
China's economy grew slightly faster than expectations 
in the second quarter of 2016, stable from the first 
quarter and fueling hopes that the economy is heading 
for a steady but slower period of development.
The country's GDP grew 6.7 percent year on year in 
the second quarter, according to data released by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NBS) on Friday.
The figure, though the lowest quarterly rate since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remained within the 
government's targeted range of between 6.5 and 7 
percent for 2016.
On a quarterly basis, the economy increased 1.8 
percent from the first quarter.
GDP expanded 6.7 percent year on year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6 to reach 34.06 trillion yuan (5.08 trillion U.S. 
dollars).
The stabilization in the second quarter suggested "the 
infrastructure-centric stimulus strategy, supported by 
a mixture of monetary 
accommodation and 
fiscal expansion has had 
some degree of success," 
said Julia Wang, HSBC 
Greater China economist.
NBS spokesperson Sheng 
Laiyun said the economy 
still faces "relatively big 
downward pressure," but 
economic growth in the 

Overcapacity In Some Traditional Industries, Entrance Barriers
For Private Companies In Other Sectors And Limited Access

To Loans Present Ongoing Economic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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