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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乒乓球隊在德州乒乓球訓練中心集訓
為參加巴西奧運會做準備

本報記者 陳鐵梅 報道

左 起： 德 州 乒 乓 球 訓 練 中 心 負 責 人 徐 建 勛、 教 練 Massimo 
Costantini、教練、美國國家乒乓球華人教練 Lily Yip 全程陪同訓練。

 美國國家乒乓球教練 Massimo Costantini 坐鎮訓練現場。

乒乓球選手在集訓中。

乒乓球選手在集訓中。

乒乓球選手在集訓中。

今年代表美國參加巴西奧運的選手鄭佳琪、馮一君、Timothy Wang 等乒乓屆大腕們來到休斯頓，在德州乒乓球訓練中心進行閉門修煉，
為巴西奧運會做準備。7 月 29 日晚在訓練中心有一場乒乓球表演賽，這是休斯頓乒乓球迷們的千載難逢的機會，可以近距離觀賞世界級
的乒乓球選手的精彩表演。

中國少林六合門掌門人為使各界
見證其醫術之精妙，將自即日起展開
義診，每周二，四，六，歡迎大家來
電預約。下為李國忠先生之投書：

非常感謝“美南日報”在 2016
年 6 月 27 日休城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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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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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哈里斯衛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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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國忠大師投書本報介紹＂少林秘功＂治癒奇效
並自即日起，每周二，四，六舉行義診

李國忠先生投書

圖為李國忠大師將她從植物人搶救回來的劉麗婧博
士。

圖為李國忠大師治癒的劉麗婧博士已能自己行走。

圖為李國忠大師（ 左一 ） 正觀看他一手治
癒的女博士劉麗婧（ 中） 下棋。

圖為李國忠大師（ 右 ）陪同他一手治癒的劉
麗婧博士（ 左） 出席發表會。

圖為中國少林六合門掌門人李國
忠大師。

（本報記者黃梅子）不知大家註意到了沒有，

現在中國城內的華人快遞公司如雨後春筍般地冒

了出來，越來越多。這對於大家是個便利，可也

讓人頭痛：到底選擇哪家快遞公司呢？今天我就

為您推薦剛剛從南加州落戶休斯敦的陽光國際速

遞——無首磅、國內順豐快遞直達、門對門服務！

最快最省錢！

美國的東西物美價廉，尤其是奢侈品，即使

加上運費也比國內便宜很多。不管您是送給家人

禮物，或是海淘代購，大家都知道每家快遞公司

都有“首磅”價格，“續磅”價格，還要考慮報

關等因素。很多人都經理過郵寄貨物延遲到達或

者需要補稅等無可奈何的事情。所以說，找到一

家靠譜的快遞公司是何等重要。

陽光快遞位於敦煌廣場敦煌超市旁

中國國內全程順豐快遞 8-10 天送貨上門

陽光國際快遞物流配送中 陽光國際速遞洛杉磯
物流配送中心

空運到港

本報記者黃梅子 報道

阳光国际速递—无首磅直邮中国最快最省錢！
您聽過關於洛杉磯【陽光國際快遞】的傳說

嗎？洛杉磯快遞業內神話…全年均保持穩定實效 
8-12 天到貨！去年黑五期間也是維持 12 天內讓客
戶收到的好時效哦！ 陽光國際快遞休斯頓分部 8
月 1 日起在中國城敦煌廣場正式開始營業， 即日
起 85 折回饋客戶！（以下價格全部含國內關稅，
含國內關稅喔！！ ）

普貨：$5.10/ 磅（原價 $6/ 磅）（衣帽，維生
素，嬰兒輔食等），每箱不超過 8 磅；

化妝品 & 包包 & 小電子類等：$6.40/ 磅（原
價 $8/ 磅 ）；紅酒，花旗參，海參，手機，平板
電腦………$8.50/ 磅（原價 $10/ 磅）。 

陽光快遞休斯頓分部正式開始營業，為應廣
大客戶需求本公司將於八月六日起改成一周兩班
發貨，每周三和周六，請大家告知大家！

請大家如實填單，如
有 遭 遇 海 關 扣 留， 因 挾
帶、瞞報、不按照公司規
定而產生的額外關稅，由
客戶自理！

陽光國際速遞是北美
連鎖品牌，在洛杉磯、聖
地亞哥、拉斯維加斯、舊
金山、薩克拉門托、休斯
頓、芝加哥、亞特蘭大、
西雅圖、溫哥華、多倫多
都有分公司。

陽 光 國 際 速 遞 是 南
航、國航戰略合作夥伴企
業，同時也為很多大型企
業 客 戶 服 務， 如 天 貓 國
際、蘇寧全球購、寶貝盒
子、媽媽贏……等知名跨
境 電 商， 現 階 段 貨 量 為
40-50 噸 / 一個月！絕對
是您信得過的跨境物流服

務企業！

陽光國際速遞中心中國城店

八月一日隆重開業，無首磅直郵國內順豐快
遞 10 個工作日到貨，安全放心靠譜，自家清關直
達！再加上新張期間 85 折優惠回饋顧客，機不可
失！

陽光速遞休斯頓公司 Shining Express Houston Inc.
地 址：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B-24E ，
Houston，TX 77036.
( 敦煌廣場原敦煌超市右手邊 building 轉角處 )
  電話 ：832-206-1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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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活動中心七月份生日會

表演 「 卓瑪」 的舞者合影。

「 觀音堂」 一行表演完畢後與 「 康樂活動中心 」 負責人 Susan趙
（右二 ） 合影。

圖為 「 觀音堂」 代表（ 坐者右起） 張杰，趙毅
英夫婦，及他們的女兒（ 後立者） 及前來演出的
小朋友合影。

「 觀音堂」 的代表小朋友表演舞蹈。

表 演 新 疆 舞
「 卓瑪 」 。

「 觀音堂」 負責人趙毅英（ 左一） 向康樂
活動中心的長輩們贈送禮品。

圖為康樂活動中心出席生日月會的長輩極為踴躍。

圖為康樂活 動中心七月份壽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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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臺公布“水星淩日”新圖：
神秘而震撼的奇觀

欧洲南方天文台

(ESO)近日公布了一

张今年 5 月“水星凌

日”现象的全新照

片，捕捉了这个天

文奇观神秘而震撼

的一刻。

这张图像拍摄于ESO位于德国加兴(Garching)的总

部附近，在图中橙色的太阳下部，可以看到一个小小

的黑点，就是水星。

水星运行至地球和太阳之间，三者连成直线，太

阳投射的光线被水星挡住。从地球观测，太阳上形成

一个小黑点，即为“水星凌日”现象。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预告“水星凌日”的人是德国

天文学家开普勒。他在 1629年预言：1631年 11月 7日

将发生稀奇天象--“水星凌日”。到了那一天，法国

天文学家加桑迪在巴黎亲眼目睹到有个小黑点(水星)

在日面上由东向西徐徐移动。

从1631年至2003年，共出现50次“水星凌日”，

其中发生在11月的有35次，发生在5月的仅有15次。

每 100年，平均发生“水星凌日”13.4次。本世纪有

14次。

罕見：北極稀有白鯨脫群
愛同漁夫撒嬌嬉戲

近日，原本栖息在北极圈海洋上的稀有动物白

鲸，却定居在了日本北海道的湖内。一头脱群的幼小

雌性白鲸，经常对着当地一名渔夫撒娇，并凑上前与

之玩耍嬉戏。

据悉，野生白鲸亲近人类的情况十分罕见。当地

百姓纷纷行动起来，保护它不被看客追赶、避免受伤。

报道称，事件发生在北海道的能取湖。55岁的石

垣洋一在这片连接鄂霍次克海的海水湖内养殖着扇贝

幼贝，每当他开船出海时，水面下一个白色的身影便

以马力全开的势头冲了过来。

只见它穿过渔船船底，从另一侧探出脑袋，噗咻

一声喷出水花。石垣说道：“只要我一出海工作，它

总是凑上前玩耍嬉戏。”

两年前的春天，石垣第一次发现了这头白鲸。自

去年秋天起，白鲸开始靠近船只与之嬉戏。冬天，湖

面结冰无法开船。等到 4月船只一开进湖面，白鲸仿

佛等候多时一般立刻游了过来。

然而，石垣却在它的背上看到了伤痕。似乎被哪

条船的螺旋桨割伤了。“我想保护它”，石垣暗下决

心。

本月15日，石垣开始呼吁渔协等当地相关人士提

供协助。还成立了研究者们也参与其中的“守护能取

湖自然环境之会”。

目前，石垣正接受着癌症治疗。但他表示：“每

每想到明天还要见到它、一定能见到它，我便充满了

勇气。我想珍视这条爱意满满的小生命。”

澳大利亞北部
數千公頃紅樹林枯死

澳北部卡奔塔利亚湾已经有数千公顷红

树林因“顶枯病”死亡，或因气候变化所致。

詹姆斯· 库克大学教授、“澳大利亚红树

林和盐沼组织”发言人诺姆· 杜克说，年初首

次传出红树林大面积顶梢枯死的消息，即植

物从顶梢开始逐渐向下枯死，近期航空及卫

星观测证实了这一现象。卡奔塔利亚湾约

7000公顷红树林受到“顶枯病”影响，规模

空前。

杜克说，这是首个因干旱和高温造成红

树林死亡的案例，很可能还与全球气候变化

有关。该地区红树林之前出现过小范围植物

组织水分散失超过水分吸收现象，而这次与

以往不同，整个卡奔塔利亚湾南部海湾的红

树林在一个月内全部受到影响，速度和规模

都是空前的。

杜克说，当前证据表明，红树林的死亡

很可能是由旱季延长造成的，而不仅仅是高

温天气。该地区雨季通常持续 4、5个月，月

降水量大约 100毫米，但过去连续 10至 11个

月的降水量都不到 50毫米。由于全球气候变

化更不规律，类似现象可能会更频繁。考虑

到红树林对整个生态系统的重要性，杜克认

为适当的监测研究及资金支持将刻不容缓。

红树林一般生长在热带、亚热带陆地与

海洋交界的滩涂或浅滩，是陆地向海洋过渡

的特殊生态系统，有防风消浪、促淤保滩、

固岸护堤以及净化海水和空气的功能。有报

道称，红树林死亡已经造成一些海洋生物濒

危，并导致大量海藻死亡。

美國母親26個月生3對異卵雙胞胎
臺媒:機率1/88000

美国堪萨斯州20岁非洲裔年轻

妈妈库奇，在过去26个月内连续生

下 3对异卵双胞胎，她指自己没有

接受过任何提高生育能力的疗程，

3对双胞胎都是绝对“纯天然”。

据香港《明报》网站 7 月 19

日报道，每对双胞胎都是一个奇

迹，异卵双胞胎更是 “ 奇迹中

的奇迹”，而这在库奇身上发生

了3次。

库奇年纪轻轻，但已经是 6个

孩子的母亲，在过去26个月内，她

连续诞下 3对异卵双胞胎，即两个

不同的卵子同时受精，所以两个宝

宝的样子不同，分别为 1对双胞胎

兄弟和2对双胞胎姐妹。

前年，库奇生了第一对双胞胎

儿子，可惜其中一个在出生后不久

就因早产而夭折。一年前，她又生

了两名可爱的双胞胎女儿;而两名年

纪最小的双胞胎女儿则在今年 5月

底出生。

“当我告诉别人时，人们都认

为我是个自然界的怪物。”库奇说，

她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提高生育能

力的疗程，3对双胞胎子女都是经

自然怀孕的，每次都是剖腹生产。

她说，医生曾经警告她，由于她每

次都排两粒卵子，因此她怀有双胞

胎的机会比较高。

库奇说，她现在每天都要换 35

块尿片，每天都为新生女儿哺乳，

并每周花 100 美元为 1 岁的双胞胎

女儿买奶粉。

美国《赫芬顿邮报》引述BBC

称，怀有 3对异卵双胞胎的机会只

有 88， 000 分之一。报道又引述

《牛津期刊》发表的学术文章指出

，非洲裔美国人怀双胞胎的机会比

白种人和亚洲人高，而且曾经怀有

双胞胎的女性再度怀有双胞胎的机

会很大。

8000條金魚水中迎光舞動：
唯美清涼 如夢如幻

日本东京有个特美的展

览，展出由大约 8000条各个

品种的金鱼、各种艺术造型的

鱼缸以及绚烂多彩的灯光打造

出的一幅幅唯美图像。参观者

在美轮美奂的音乐及灯光中，

享受水中金鱼创造的艺术。

据报道，展出现场设置了

大小不等、形态各异的鱼

缸，有以地球为原型、直径

约1.5米的球体，还有的表面

装有凹凸镜。一个巨大的鱼

缸通过七色变化演绎出江户

时代花街的华美，近千条金

鱼在其中自由游动。

展出中还有许多稀有品种，

有些金鱼的尾鳍如羽衣般纤

长通透。身着和服与朋友一

同自日本奈良县樱井市前来

的游客兴奋地说：“展览充

满清凉感，十分美丽，让人

兴致高昂。”

这个在江户日本桥水族馆

(Edo Nihonbashi Art Aquari-

um) 举行的艺术展上周开

幕，将举行到9月。

悲劇！美女子夾睫毛時打噴嚏
使睫毛被扯掉一半

近日，美国一名年轻女子在网站Reddit上

分享了一张可怕的自拍照。照片中，她的上

眼皮光秃，睫毛少了大半。之后，她还在图

片下方自评：“当时，我真的以为我的眼皮

被扯掉了一半。”

据了解，缺失的眼睫毛是被这名可怜的女

子在化妆时不小心扯掉的。当时，她正在用睫

毛夹修理睫毛，试图使其弯曲上翘。不料，在

这个过程中，她突然打了一个喷嚏，使睫毛瞬

间被扯掉了大半。女子吓坏了，剧烈的疼痛感

让她以为自己是将眼皮扯掉了一半。

研究发现，眼睫毛可以阻止空气流和灰

尘进入眼睛。而睫毛的生命周期是 60 至 120

天，因此该女子还需等上很长一段时间，其

睫毛才能重新长出来。

视频发出后，有人笑话她，也有人同情

她。此外，还有人提议她使用蓖麻油帮助睫

毛生长，或先种植一个假睫毛。

震驚！
美女童與緬甸巨蟒水池中嬉戲
在视频网站 YouTube 上的一个热门视频

中，一名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雷丁市的女

孩与缅甸巨蟒在水池中嬉戏，让人惊叹不

已。而该视频自 2014年 4月上传至今点击量

已经高达210万次。

视频中的白色缅甸巨蟒8岁，名为苏门答

腊。它在水池中蜿蜒滑行，时不时地把头探

出水面。一名带着护目镜的女孩与它一起游

泳，有时甚至还会把头埋进水中靠近它。

“苏门答腊从小就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

它去过很多学校，还参加过 500 多个生日派

对。它从来没有伤害过谁，甚至还很喜欢我们

养的猫和狗。”视频上传者科里•华莱士说。

缅甸巨蟒属于无毒蟒蛇的一种。美国地

质勘探局(简称USGS)称：“无毒蟒蛇导致人

类死亡的案例极少，世界范围内平均每年仅

一两个。迄今为止，佛罗里达州还没有出现

野生缅甸巨蟒导致人类死亡的案例。总的来

说，被缅甸巨蟒袭击的风险是非常小的。”

尷尬！巨鯨躍出水面
卻被身旁遊客集體“無視”

英国业余野生动物摄影师和鲸鱼爱好者

约翰•古德里奇日前在悉尼海湾拍摄到一只

正在向北方迁徙的座头鲸。这只巨大的座头

鲸从海面上一跃而起，但在距它身旁几米处

一艘小型游船上的游客们却正饶有兴致地望

向右边，浑然不知身后的座头鲸正表演着一

出好戏。

约翰当时距离这只鲸鱼

只有不到300米，他说：“之

所以这些游客会望向另一边，

是因为8分钟前一只鲸鱼在那

个方向腾空而起，游客都在

等待鲸鱼的再一次出现。”

约翰拍摄鲸鱼已经一年左右，

他很了解鲸鱼的移动方式，

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再一次

腾空。约翰认为船上的游客

是幸运的，因为他从来没有

见过鲸鱼在距离船只这么近

的海面腾空而起，并且这是

一只比小船还要重得多、大得多的鲸鱼。

每年，数以千计的座头鲸从寒冷的南极

洲水域迁徙至热带水域，途径澳大利亚东部

海岸。6月至 8月期间，怀孕的母鲸经常向北

方温暖水域迁徙生产。而到9月至11月时，大

约有 8000只鲸鱼会再次向南迁徙 6000英里(约

9656公里)以捕食磷虾或者其他甲壳类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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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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的風俗、
禮儀與禁忌及交通介紹

美国的风俗、礼仪与禁忌及

交通介绍

1社交礼仪

美国人在待人接物方面，具

有下述四个主要特点。 第一、

随和友善，容易接近。 第二、

热情开朗，不拘小节。 第三、

城府不深，喜欢幽默。 第四、

自尊心强，好胜心重。

2服饰礼仪

总体而言，美国人平时的穿

着打扮不太讲究。崇尚自然，偏

爱宽松，讲究着状体现个性，是

美国人穿着打扮的基本特征。跟

美国人打交道时，应注意对方在

穿着打扮上的下列讲究，免得让

对方产生不良印象。

第一、美国人非常注重意服

装的整洁。 第二、拜访美国人时，

进了门一定要脱吓帽子和外套，

美国人认为这是一种礼貌。 第三、

美国人十分重视着装细节。 第四、

在美国女性最好不要穿黑色皮

裙。 第五、在美国，一位女士要

是随随便便地在男士面前脱下自

己的鞋子，或者撩动自己裙子的

下摆，往往会令人产生成心引诱

对方之嫌。 第六、穿睡衣、拖

鞋会客，或是以这身打扮外出，

都会被美国人视为失礼。 第七、

美国人认为，出入公共场合时化

艳妆，或是在大庭广众之前当众

化妆补妆，不但会被人视为缺乏

教养，而且还有可能令人感到

“身份可疑”。 第八、在室内依

旧戴着墨镜不摘的人，往往会被美

国人视作“见不得阳光的人”。

3餐饮礼仪

美国人用餐的戒条主要有以

下六条： 其一、不允许进餐时

发出声响。 其二、不允许替他

人取菜。 其三、不允许吸烟。

其四、不允许向别人劝酒。 其

五、不允许当众脱衣解带。 其

六、不允许议论令人作呕之事。

4习俗禁忌

国花：玫瑰 国树：山楂

国鸟：白头雕 国石：蓝宝石

最喜欢的颜色：白色 最讨厌的

数字：13和 3 忌讳：白色百合花

不可作为礼物送人

6.美国交通概况

美国各地必须仰赖由航空、

铁路、公路、高速公路与水路所

构成的庞大交通系统才能连接.在

以水路连接中西部与海岸之前,中

西部是东南海岸唯一的前哨.在铁

路通过西部之后,西部地区便迅速

地开发起来.现代美国随着铁路发

展起来,然后汽车和大卡车在全天

候的高速公路上奔驰,空中也有快

速飞翔的飞机,终于使分散在全国

各地居民,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抵达

其他地区。

航空

美国民用航空非常发达,主要

国内航线连接所有的大城,小一点

的城市则依赖支线.所有的航空支

线都与一个主要的航空中心联系.

国内航线每年可以运输24,000万名

旅客.货运的重要性也日形提高,因

快递与货物运输而开出的国内航

线每年约可飞行 65亿吨哩.一个吨

哩是指0.9公吨的货物,跑16里的距

离.美国启用的国际航线总共有 13

条.其他国家的航空公司也在美设

航线。

铁路

铁路对开发西部有很大的功

劳.农民、商人、以及矿工们都经

由铁路运输穿过大草原到西部的

荒凉地带. 1869 年,铁路已经遍布

联邦政府的东半部.那一年,第一条

横贯大陆运接太平洋的沿岸的铁

路终于完成.今天,美国境内有 539,

100公里的铁路.空中航线与高速公

路在运载乘客上减低了铁路的重

要性,然而在美国铁路还是货物运

输的重要工具。

公路

美国的公路与高速公路系统

扁遍布全国,全长将近 5,790,000公

里,其 5,150,000公里是铺好路面的.

约有14,000万辆车利用这些公路系

统.高速公路是由地方、州与联邦

政府建造的.从 1811年起,联邦政府

首次负起公路建造的责任.那一年

联邦政府开始建造通过阿帕拉契

山,名为肯伯兰公路的国家公路.今

日,联邦政府资助绝大部份的州际

公路系统,而由各州管理这些公路

的建筑工程,并负责州内自己的公

路网.大部分的州也帮助地方公路

的建设。

海运

美国优越的内陆水运网一直

是美国成长与进步的重要因素.早

期美国移民们经过阿帕契山到达

俄亥俄河然后再由俄亥俄河顺流

而下,在俄亥俄河沿岸建造家园.后

来居民们也曾让货物从俄亥俄河

顺流而到密西西比河,再到纽奥尔

良. 1825 年,伊利运河在纽约州完

工,它连接哈得逊河与伊利湖,因而

刺激整个大湖区的商业成长.今日,

远洋船可以往上游航行到圣罗伦

斯海道,再由大湖区到芝加哥.在那

儿,芝加哥河与运河构志连接密西

西比河的重要水路.因此,美国有从

大西洋经过中西部到墨西哥的水

路航线.密西西比河的支流密苏里,

从这儿的水路延伸到内陆平原的

西部.农业与工业制品都是由这条

水路运运往沿岸城市及其他国家.

国内另外两条重要的水道分别是

大西洋沿岸的大西洋内岸运河,以

及墨西哥湾的墨西哥湾内岸运河.

还有一些小水道连接许多的湖

泊、河川、水坝以及近海的咸水

湖,构成辅助的水运系统.美国大部

分的国外贸易都必须依赖海运.其

商船吨位占世界的七分之一.纽约

是美国最繁忙的海港,美国其他分

布在大西洋岸的重要港口有巴尔

的摩、波士顿、诺佛港、费城、

波特兰.而大湖区的重要港品则包

括芝加哥、底特律、杜鲁斯与苏

必略以及托雷多.墨西哥湾的重要

港口则是纽奥尔良、休士顿和巴

敦罗基.太平洋岸的主要港品则有

长堤、洛杉矶、波特兰、西雅图

及加州的里乞蒙。

7.国领土出生的孩子立刻取得

美国籍

按照移民法，任何在美国领

土出生的孩子，立刻取得美国籍。

若父亲或母亲为美国籍，但孩子

在美国境外出生，则须符合某种

条件，才能取得美国籍。以下列

举三种情况：1.父亲或母亲在美国

出生，子女虽在美国境外出生，

但自其生日那天起，即直接获得

美国籍。

美國的生活習俗與禁忌
保證有80%是妳聞所未聞的哦
无论你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跟美国人交

往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不要犯这些禁忌。因为，

不管你之前的工作做得多完美，只要犯一个严

重的错误，就会让你的形象大打折扣。

在用餐时

在餐桌上，美国人一般忌食肥肉和各种动

物的内脏，也不喜欢吃蒸和红烧的菜肴。在进

餐时他们忌讳打嗝，虽然这是很难控制的，但

是至少你在不小心打嗝以后要说一声“Excuse

me”。餐后美国人也很少使用牙签，因为美国

人相当爱护自己的牙齿，当异物残留在牙缝

时，他们通常用牙线（Floss）剔牙。

再就是，虽然之前在《留学美国，不得不

知道的交往礼仪》中提到，用餐时宾主要“无

话找话”，但是有一些话题不能问：

一是年龄。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年龄是个

非常敏感的问题，特别是对年过三十的女人来

说更是如此。所以不要打听女性婚否与年龄。

在这个崇尚年轻的文化中，想到变老是很痛苦

的事情。所以，许多美国人竭力想维持外貌的

年轻，他们最不愿别人问及的问题就是：“你

多大了？”尤其，在我国，老年人受到尊敬。

但在美国，老年人绝不喜欢别人恭维他们的年

龄，因为美国是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年老往

往有“落伍”之意。

有一次，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一个城市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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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老”字在中国是尊称，不料却触

痛了这位老夫人，当时她脸色骤变，尴尬不

堪，从此再也没在中国留学生的聚会上露面。

二是体重。美国人很关注体重，且极少透露

他们的体重，即使他们很瘦、身材很好。所以，不

问为妙。如果你非得要讲，告诉友人： “你看起来

掉磅了” 比 “你看起来像是重了几磅” 要稳妥。

然而，如果你想说实话但又想不伤人，还是建议你用

词要小心，或许可以说：“嘿，你看起来棒极了，很

健康。” 千万要记住，那不是脂肪，而是肌肉。

三是收入。绝对不要问别人挣多少钱，这

没什么可说的。但你可以问他们的工作头衔和

以什么为生计。这个信息可以让你对他们一年

挣多少钱有所了解。

四是心事。这是个很微妙的问题。有时你

会碰到迫不及待向你倾诉心声的人。但有些人

时刻确保自己的私事不为外人知晓。总之原则

是，不要太急于跟人谈论个人私事，不要让人

觉得你在刺探他们的生活。所以，不要对别人

的爱情、婚姻和家庭情况提太多问题。特别要

注意的是，基督徒视自杀为罪恶，在美国，

“自杀”这个话题是不受欢迎的，不论何时何

地还是少谈为妙。忌谈论信仰、党派。

在生活中：

美国人忌讳冲人伸舌头。小孩子伸伸舌头

会被当做是很可爱的表现，但是如果是成人，

美国人认为这是污辱人的动作。 与美国人握手

时，对方目视其他地方很反感，认为这是傲慢

和不礼貌的表现。

在跟美国人交往时，特别忌讳赠送带有你

公司标志的便宜礼物，因为这有让别人义务做

广告的嫌疑。忌用蝙蝠作图案的商品、包装

品，认为这是凶神的象征。

美国人很喜欢用香水，原因就是：在美国，

体臭在社交上是不被接受的。因此，美国人认

为使用除臭剂或止汗剂是必须的。女士通常会

再抹点香水以增加清香，男士则拍一些刮胡水

或是男性古龙水在脸上。但是，忌对妇女送香

水、化妆品或衣物，但可送头巾。也无论男女

老少，忌一般情况下送厚礼。

在美国文化里还有一项禁忌就是口臭。美

国人不喜欢闻别人午餐后留在口中的味道——

尤其是洋葱或大蒜味。他们怎么解决这问题呢？

漱口、吃薄荷糖，甚至饭后刷牙。其实我们国

人都不怎么注意这个问题，如果口气不好的人

跟你说话是一种非常不愉快的经历，反过来也

一样，清新的口气也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啊。

在特定场合需注意

在美国，若是在别人面前脱鞋或赤脚，会

被视为不知礼节的野蛮人。只有在卧室里，或

是热恋的男女之间，才能脱下鞋子。女性若在

男性面前脱鞋子，那就表示“你爱怎样就怎

样”；男性脱下鞋子，就会被人当做丛林中赤

足的土人一样。无论男女在别人面前拉下袜

子、拉扯袜带也都是不礼貌的行为。鞋带松

了，也应走到没人的地方系好。

在狭窄的场所，如在电影院，从别人身前

走过时，必须道一声“Excuse(me)”。这时候，

美国人习惯的姿势是背对坐着的人，低头弯身

而过。而欧洲人的习惯有所不同，欧洲人必须

面对坐着的人，低头弯身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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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同学都有一个美国留学

梦，那么想要去美国留学的同学，

必须提前了解美国的文化风俗和

校园文化，才能让自己的留学之

旅更有价值。下面小编和大家分

享几个留美必知的美国大学校园

文化，希望对即将去美国留学的

同学有所帮助。

1.用全职工作的心态来对待

在美国上大学

中国的大学是“严进宽出”，

而美国的大学刚好相反“宽进严

出”。相信很多人都在网上看到

那一张凌晨两点哈佛大学图书馆

的照片。在中国，大学里夜里两

点多大家早就回去睡觉了，即使

没睡觉的也是在打游戏、看电视、

出去 high玩。所以很多中国学生

来美留学后才知道不能用中国大

学学习的那套模式来对待美国大

学，反而那种学习精神更像是中

国高中的时候。

学生吃喝、社交、学习都在

同一个点：大学校园。不管是学

术讨论还是课外和社团活动，全

部都在此进行。尤其是临近期中

期末考，学生们更是深切的感受

到了这份 “全职工作”的压力。

上课仅仅是一个小部分，更多的

时间需要花在课堂之外：留堂作

业、小组研究和各种讨论。一周

花超过40个小时完成课业并不少

见，而逃课 这样的戏码是千万

不能在美国大学尝试的，否则将

会有很大可能由于“逃课”而导

致开除学籍。

2.多参加业余活动

除了花心思在主修的科目

上，美国大学生还非常重视业余

活动。参加课外活动不仅可以增

加个人阅历和拓展其他技能，同

时也更容易找到志趣相投的好

友，并保持长期 的友谊。

然而不难想见，业余活动也

是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的，所以

有选择且适度的参加课余活动就

显得格外重要。这同时也锻炼自

己的时间管理和事务协调能

力。 记住不管如何，学业永远

排第一，万不可顾此失彼。

3.不必急于选定专业

在中国，专业是在申请大学

时就敲定的，而美国则可以最晚

在大二结束前决定。美国文化更

希望你做自己喜欢的事，私人生

活和职业都这样。所以美国大学

更希望同学 充分了解学校、专

业之后再做出选择。当然如果你

在进入大学之前就已经有了自己

很明确的目标，可以在选专业之

前就进行自我学习。

4.美国大学生的校园风貌或

与中国不同

美国的大学并非像我们中国

的大学是用围墙围起来的，很多

时候，美国的一所大学就像是一

个大学城，校舍、商店、教学楼

等是相互穿插其中的。令人意外

的是，美国学生上课也并非预期

的那般正装出席，而是着随性的

服装出入校园;但在一些学校正式

的场合，学生们也是西装礼服

的，一派淑女绅士作风。

5.多与教授互动

一 般说来，第一学期最好

选一门小班课，这样更有利于同

教授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而他们

将给你在生活和学习上提供好的

建议和引导。最好是多认识一些

同你的研究领 域有关的教授，

因为他们不仅能给出建设性的意

见，还可以为你写详尽的推荐

信。要知道一封全面详细的推

荐信对于你

未来的工作

和项目申请

是极为有利

的。

6. 可申

请校园的工

作

像中国

这种高人口

密 度 的 国

家，即使拥

有高技能也

很难在校申

请到工作。

然而美国大

学却可以提

供在校工作，将你的研究领域

和 实 践 结 合 ， 真正地学以致

用。更令人开 心的是，你还可

以有一份不错的额外收入。像这

样的机会在美国校园里并不少

见，诸如助教和项目研究协助

员，建议来美后主动搜索校园相

关网站或者找校园的职业 指导

中心(Career Guidance Center)。

美国的校园文化是和美国整

体多样、包容、自由、民主的国

家文化密不可分的。

希望赴美留学的学生，可以

充分了解美国的校园文化，顺利

地融入到美国学校的学习和生活

中去。

星期一 2016年8月1日 Monday, August 1, 2016



C3縱橫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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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born Granite LLC實木櫥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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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理石品種最多！規模最大，價格最低！
批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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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积淀着百年史说，经

历过凤凰涅槃，这座被誉为“中

国近代工业摇篮”的城市，创造

出太多的“第一”：第一条标准

轨铁路、第一台蒸汽机车、第一

座现代化煤井、第一桶机制水泥、

第一件卫生陶瓷……如今的唐山，

秉持一股涅槃重生的精神，从曾

经的辉煌中昂扬迈向更加绿色环

保的未来——一座生态宜居之城

在这渤海之滨灿烂绽放。

【回忆】 唐山地标：铭记、

缅怀与致敬

为了纪念40年前那场大地震

以及抗震救灾、重建唐山的伟大壮

举，在市区中心广场西侧，唐山人

民建立起一座抗震纪念馆，它也是

全国唯一的一座有关地震、抗震

和防震的陈列馆，同时也是“全国

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馆中陈列全面地向人们展示

大地震给唐山造成的损失、抗震

救灾的成绩以及在地震废墟上崛

起的新唐山的风貌。

唐山抗震纪念馆有个曾用

名——“唐山地震资料陈列馆”，

始建于震后10周年的1986年，就

是如今可以看到的纪念馆中央主

体建筑。而在这外镶紫红色陶瓷

面砖的两层方形建筑的旧馆外，

环抱一圈的新馆是于震后20周年

建立起来的，同时更用新名。

新馆屋面西高东低，呈阶梯

状，意为步步登高，在屋顶上有

一个倾斜的人字架，意为人定胜

天。馆内地面、立柱均为花岗岩，

浅蓝色玻璃屋顶再配上各色灯

光，使整个展厅内部光线充足、

明亮柔和，不失肃穆但也不会让

人感到压抑。

走出唐山抗震纪念馆，不远

处的台基上一座高耸的建筑就是

抗震纪念碑，连接二者的是一座

大型水池。红色地砖铺砌的地

面、寓意“7.28”的台基石阶。

踏上 4 段 7 步的台阶，我们就来

到了这座雄伟的纪念碑脚下，近

距离地仰望它。

抗震纪念碑由 4只矗立的通

天巨臂组成，就如同新唐山必将

拔地而起的气势和一代代唐山人

那不屈不挠的精神。

纪念碑1.5米处，环带一周，

有八面花岗岩浮雕，象征全国四

面八方的支援，记述着地震灾害

和唐山人民在全国支援下抗震救

灾、重建家园的英雄业绩。

如今这里早已成为唐山市的

地标。偌大的广场上，有很多市

民在这里休憩、放风筝、玩耍和

跳舞，每天来此瞻仰缅怀的人也

络绎不绝。

【启迪】 开滦国家矿山公

园：唐山工业游焕发新活力

近代以来，位于唐山的开滦

煤矿开启了这个古老国度近代工

业文明的新纪元，被誉为“我国

现代工业的活化石”。为保留这

份荣耀，铭记这里的历史，缅怀

前辈们的辛勤奋斗，如今在旧址

上建造而成一座蔚为大观的公

园——开滦国家矿山公园。

在公园入口，博物馆广场的

中央区域矗立着用黑色花岗岩雕

刻的公园主碑——“世纪追梦”，

主碑左侧是以开滦标志“双环金

钻”图案做成的喷泉广场。主碑

用巨型“中国黑”花岗岩石材雕

凿而成，其上的“开滦矿工”栩

栩如生。绕碑一周，仔细观察会

发现，这个黑色的大家伙似乎没

那么简单。正面是最早的开滦矿

工，他们举着手镐，推着小推车，

而如今采煤已经用综合采煤机

了。默默矗立，却无声地诉说着

历史——百年开滦一直在坚定不

移地开创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开滦国家矿山博物馆和整个

广场都是在开滦唐山矿业公司废

弃的矿区上建立而成的。

甫一进馆，引入眼帘的便是

“黑色长河”大型主题展览，煤

炭工人的群像，惟妙惟肖——头

戴安全帽、身着工作服、昂首阔

步，似乎在迈向一个崭新的时代。

馆内珍品甚多，比如开滦修

建的中国第一条准轨铁路的30米

实景长卷图，观赏时能体会出移

步换景的国画美妙；中国迄今为

止最早的股票“开平矿业局老股

票”，里面的文字和印章都非常

清晰；我国第一条准轨铁路唐胥

铁路路轨，上面还有英文标示；

1：1复原的龙号机车头，曾经就

是它拉响了中国铁路运输史上的

第一声汽笛……不胜枚举，美不

胜收。

此次参观，让我印象最为深

刻的非博物馆中的小小讲解员莫

属了，虽然只有 8岁，但口齿伶

俐、头头是道，万字的讲解词，

在他肚中滚瓜烂熟。沉醉其中，

除了震撼，我的内心更多的是喜

悦和欣慰，历史和文明总会通过

无心插柳或有意为之的方式一代

一代传承下去。小小讲解员，就

是这博物馆中最靓丽的风景。

对于我们中的很多人来说，

最期待的就是这一场井下探秘之

旅了。在井下还原了矿工的真实

工作，镐刨、落垛、炮采、普采、

高档普采、综采和综掘 7个实景

实物工作面，让我们切身体验采

煤的过程。神奇的是，井下还有

一个 4D 影厅，由百年前的采煤

旧矿道改建而成。除此之外，另

一个有趣的体验是，乘坐井下列

车，小列车分好几段车厢，每节

车厢可坐 4人，厢内的显示屏，

模拟外部行车环境，就是由它带

着我们通往地面。

除了开滦煤矿国家公园，唐

山还有水泥工业博物馆、启新

1889文化创意产业园。历史厚重

的积淀、工业创客精神的新演

绎，唐山的工业旅游已然成为一

个鲜明的文化符号。

【大美】 生态文明、欣欣

向荣的杰作

南湖，经历了由“深黑”到

“蔚蓝”的历史性巨变，很难想

象，曾经工业废料盈野、荒草杂

芜丛生、恶臭扑鼻，因采煤形成

的“百年沉降区”，如今已成为

自然生态、历史文化和现代文化

有机融为一体的大型城市中央生

态公园。

2016年世界园艺博览会正在

这里举办，而这也是唐山首次承

办世界性盛会。会期 4月底至 10

月中——从春到秋，这里湖光山

色，花开似海。

唐山选址南湖生态公园举办

此届世园会，就是为了弘扬“时

尚园艺、绿色环保、低碳生活、

都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而这也与这座城市当今发展的路

径保持一致。

“不占用一分耕地”，这是

世园会历史上的一次创举。倡导

“节俭、洁净、杰出”既是唐山

世园会的办会原则，也是这里的

居民所秉承与希冀的，将成为唐

山人带给世界的新印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世园会

所追求的绿色环保、都市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理念在低碳生活馆得

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通过图

片、文字和影像，甚至原型复刻

还原的方式，游客在这里可以全

面地了解南湖的前世今生。而这

馆中是最吸引我的，是一张用废

弃的硬纸壳做成的可以折叠沙

发，有兴趣，请您也去坐一坐。

40年前，我们从资料、图片

和珍贵的影像里看到的是一片断

壁残垣、废墟瓦砾；20年前，我

们从当地的老人们口中听到的是

一派欣欣向荣的工业化城镇化的

发展图景；而今天，蓬勃发展的

唐山在经历了震灾的洗礼和工业

的崛起之后，更加珍视生态，注

重环保。

如今，唐山已经拥有国家A

级以上景区39家，生态、文化等

内容在产品中交互、相融和体

现。冰雪旅游、乡村旅游等新兴

业态也在快速崛起。

而唐山人的城市建设也重视

旅游资源开发及生态文明建设相

统一，将各类生态资源、人文资

源综合利用起来。随着南湖生态

公园、唐津运河生态旅游度假

区、玉龙湾滑雪场建成和开放，

唐山已经被打造成为当今国内旅

游出行的新地标。

在废墟上生长起来的新的历

史、新的唐山已踏过昨日的断

层，浴火重生，精神饱满。依托

背山临海的地理格局、特有的历

史文化，唐山如今俨然已成为爱

好游玩的青年们麇集之所。在涅

槃重生的历练中，唐山焕发出青

山绿水的生态之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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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中西文化的百年交融和

积淀，香港人对文化的理解更加

深厚。他们在传统文化的源头活

水中注入无限创意，使极具香港

特色的文创产业再现芳华。

香港文化产业联合总会会长

林建岳表示，香港是一个充满活

力和创意的国际大都会，长期以

来是亚洲的创意中心。香港制作，

尤其在影视、动漫、流行歌曲、

设计等领域，风靡亚洲以至全球

华人社会。

管窥“港漫”

文创可以这样玩

提起“港漫”，打响头炮的

自然是香港漫画家马荣成笔下的

聂风和步惊云这两位“风云”人

物。一身银白色战衣和紫红色披

风潇洒飞扬，浓密的灰色长发向

后高高梳起，外表挺拔、俊朗的

“风云”二人自上世纪末以来，

陪伴香港二十余载，可谓是本地

动漫中最具标志性的“文化符

号”，承载着数代香港人的回忆。

如何将以“风云”为代表的

本地动漫玩出新意和趣味，香港

人也不乏好点子。正如秋叶县是

日本漫迷的“朝拜圣地”，位于

港岛的湾仔区则是本地动画、漫

画迷们的“创意天堂”。

前不久，香港动漫海滨乐园

在湾仔金紫荆广场旁开幕。30个

栩栩如生的本地原创动漫角色经

创意改造后，以立体雕塑形式重

新亮相，体态各异、生动有趣。

除了大摆“冷酷男神”造型的

“风云”，还有随性慵懒的老夫

子、肌肉型男的《古惑仔》男主

角陈浩南以及上世纪 60 年代的

“时尚波点教主”少女十三点等。

开幕当天，市民和游客络绎

不绝。有人坐在步惊云身旁模仿

其“炫酷”坐姿，竟也惟妙惟

肖；还有几个小女生跟白熊一同

玩起“跳格子”，仿佛置身漫画，

动感十足；最妙的则是与聋猫打

麻将，看它手里抓着牌脸上却不

动声色的思索模样，怕是摸了一

手难得的好牌呢！

其中，由香港新生代漫画家大

泥创作的“白熊与男孩”人气最

旺，圆身材、大耳朵、挂着纯真微

笑的白熊曾登上过不少电视及平面

广告，甚至还被植入手机软件，以

独特的萌态向全港市民播报天气。

信奉纯真理想的大泥告诉记者，都

市冷漠，却仍旧可以有童话，希望

他笔下的漫画可以帮助香港人重拾

对生活的希望和勇气。

理想激发创意，更推动文化

传承。一则则小小的漫画，却也

是香港文创产业的生力军。

三大特色

港府扶持文创很给力

作为香港最具经济活力的环

节之一，文创产业正在成为本地

未来经济增长的泉源。据特区政

府的最新统计，香港现有 4万余

家与文创产业相关的企业，从业

人员达 21.3万人，对香港经济多

元化贡献不小。2014年，文创产

业的增加值约为 1100亿港元，对

本地生产总值贡献5%。

由于香港土地稀缺、房屋昂

贵，没有多余的空间大规模设立

文创产业区、开发园区等，因此

政府在扶持文创产业方面另辟蹊

径，形成了独具香港特色的做法

和经验。

首先，采取倡导扶持、资助

项目、活化旧建筑老街区等方法

促进文创产业在香港“开天辟地”。

例如香港的“文创地标”中

环荷里活道元创方，就蕴藏着丰

富的历史故事，其前身是香港中

央书院(后改称皇仁书院)和已婚

警察宿舍，3栋楼共有300多个房

间，空置多年后，特区政府决定

活化原址成为香港标志性的创意

中心。变身后的元创方，云集超

过 100位设计师及创意企业家，

带来不同的时装饰物、家居用

品、珠宝手表及设计廊等。

而隔着几条街的湾仔“动漫

基地”则是香港首个以动漫为主

题、结合活化历史建筑元素的文

创社区。基地原址是10幢被列为

香港二级历史建筑的战前楼宇，

现时作为展示、交流和连接本土

与国际动漫艺术的平台，为香港

催生出了更丰硕的文化资产，进

而推动创意产业。

类似的文创基地，还有九龙

石硖尾的“赛马会创意艺术中

心”创意市集。石硖尾原是工厂

大厦的密集区，近年来工厂北移

后辉煌不再。2008年香港赛马会

牵头将其中一栋厂房改造为创意

艺术中心，给年轻艺术家、创意

者提供了发挥空间。这里陈列中

西画作、摄影、陶艺、雕塑等艺

术作品，并伴有音乐表演和舞蹈，

还有工艺小店、茶艺馆、咖啡室

等。每季举办的创意手作市集，

往往聚集百余位手作人展售自己

的产品。

其次，特区政府让文创产品

进行最大限度的自由生产和流

通，政府只提供必不可少的法治

和商业环境，同时依照不同产业

链的需要适当介入。

特区政府本年度的财政预算

案提出，向“创意智优计划”额

外注资 4亿港元，资助创意产业

的初创公司和人才。政府又成立

电影基金，银行以履行合约保证

的方式，发放贷款给电影制作公

司。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说，近年

政府支持中小型电影制作，其中

不乏富有香港特色的电影，包括

《岁月神偷》《狂舞派》等，既

叫好又叫座。

最后，在创意人才的引进方

面，香港也充分利用了自身的独

特政策优势。在“输入内地人才

计划”下，香港已吸纳数以万计

的内地人才，包括不少明星。在

港的海外人才也很多，不同国

家、文化背景出身的人才汇聚于

此，增加了城市的创意与活力。

再创辉煌

仍需一抹情怀

香港电影、粤语流行曲和武

侠小说等曾风靡华人社会，现在

优势有逐渐流失的势头。例如影

视，内地电视剧又多又好看，香

港相对单调，很多香港影视人士

也北上“揾食(打工挣钱)”。以

前拍剧，先考虑港台看什么，先

选港台演员，再配一两个内地演

员，现在反过来了。

作为“东方好莱坞”，香港

吸取了诸多好莱坞电影工业的长

处，率先告别“小作坊”式的生

产模式，取得产业化经验。

清水湾邵氏影城，曾经的

“电影王国”，1961年启用时，

是全球最大的私人投资影城。内

中设施齐全，有一条条古装街。

风光时期，员工 1500多人，还有

无数特约演员，6大摄影棚齐开，

台前幕后穿梭不断。那时候的港

产片创造了神话，真正走向了世

界。如今清水湾相对冷清了，香

港寸土寸金，占地不能虚置，于

是影城的一部分，改为豪宅、商

店，让海内外的影迷叹惜。

香港电影注重娱乐，但其成

功并非仅靠取悦观众。从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起，外来文化对香港

社会冲击不小，电影帮助许多无

所适从的人重新整理思绪，拥有

了值得固守和敬畏的事物。有专

家指出，香港电影保留了英雄主

义和传统观念，帮助一代人重拾

传统中仍有生命力的人格理想，

如侠义精神、英雄主义，有的也

揭示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如白

道黑道、商场风云。

其实，中华意识、家国情怀，

常常是香港影视最打动人心之

处。即使在香港叙述上海滩的故

事，也是“浪奔，浪流，万里滔

滔江水永不休”。软实力少不了

硬支撑，未来，更多香港电影创

作者要接续这些情怀，才有助于

走出困境再创辉煌。

精神产品如此，那些实用性

较强的创意产品则是另一番风

景。香港的家居用品、礼品等充

满创意，主要是因为设计人才

多，理念新，且擅长将艺术与商

业结合。他们思维灵活，从小接

触高端品牌，理解消费心理，对

设计的把握会更为准确。况且市

场是现实的，他们必须聚精会神

地做每个产品，如果一个主意不

赚钱，马上就会被无情淘汰。

当然，现时的文创产品已不能

仅仅靠外形或包装取胜，其内含的

文化底蕴和地方情怀更能留得住人

心。好在，香港人懂得“怀旧”，

也有实力“创新”，也许这就是香

港文创生生不息的主因吧。

星期一 2016年8月1日 Monday, August 1, 2016C6旅遊中國

金門爐頭廠
金門是您的事業通往成功之門！

Golden Gate Restaurant
Equipment Co.

9330 Summerbell Houston, Texas 7707459

★

Beltway 8

Summerbell 9330 Summerbell

Bissonnet

Bell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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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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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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烧烤”模

式再次开启。在这酷暑时

刻，避暑旅游自然大受欢

迎，而到高原旅游成了众多

游客选择的避暑游新方式。

高原的高海拔，让它像安装

了“天然大空调”，气温比

低海拔地区凉快不少，云贵

高原的云南、贵州，青藏高

原的西藏和四川，自然是避

暑游的热门方向。而且，高

原夏天，缤纷多彩，无论是

森林、湖泊、草地、雪山，

美丽的景色无不让人为之倾

倒，都市人来到其中，仿佛

是参加清凉狂欢节。无论是

云南、青海、西藏、四川，

在高原之上都可选择一个心

仪的地方避暑度假，和当地

人一起分享当地山水的秘

密；又或者是踏上长线之

旅，沿途去邂逅这清凉世界

的美景。

西藏林芝

林芝古称工布，是西藏

自治区的一个地区，林芝藏

语意为“娘氏家庭的宝座或

太阳的宝座”。位于西藏自

治区东南部，地区政府驻巴

宜区八一镇。林芝地区地处

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其西部

和西南部分别与拉萨、山南

两地市相连，东部和北部分

别与昌都市、那曲地区相

连，南部与印度、缅甸两

国接壤。林芝平均海拔3100

米，总面积 116175Km2，总

人口 14 万人。被称为西藏

的江南，以世界上最深的峡

谷-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著称

于世。南迦巴瓦。

西藏阿里冈仁波齐

神山岗仁波齐位于西藏

阿里地区普兰县境内，是冈

底斯山的主峰，海拔 6638

米。 岗仁波齐外形有如巨

大水晶钻石，四周有八瓣莲

花状的群峦护绕，雪峰洁白

晶莹，一如圣女。其周围自

然风景非常美丽：与藏族人

称之为“圣母之山”的纳木

那尼峰相距 100公里遥遥相

望，两峰之间是圣湖玛旁雍

错和鬼湖拉昂错。

玉龙雪山

玉龙雪山丽江地区处于

云南省西北部，境内群山起

伏，全区山地面积占 95%。

由于地处高原，终年太阳照

射较强，平均海拔为 2400

米。丽江境内有玉龙雪山、

老君山两大山脉，其中最高

点为终年积雪的玉龙雪山主

峰——扇子陡，海拔为5596

米。玉龙雪山，虎跳峡使丽

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旅游

热点。

红石滩

红石滩位于四川省海螺

沟雅家埂的两河口地带。这

里红石不仅神秘，而且在全

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奇观。

石头上的鲜艳血红色其实是

一种气生丝状绿藻，细胞内

富含虾青素，只有在空气质

量很好的情况下，这种苔藓

才能够生存。

然乌湖

然乌湖周围高山危耸峻

峭，众多海拔 5000 米以上

的高峰皆有冰川发育；而山

下近湖坡地则长满了青翠苍

劲的松柏等针叶林丛，在这

群山绿影环抱之中的然乌湖

显得格外静谧而妩媚，它那

明镜般的湖面倒映着四围的

雪峰、翠林和那蓝天白云，

景色异常迷人；再加上湖畔

绿茵般的草滩上成群的牛羊

以及一块块生长着青稞、豌

豆、油菜等作物的农田点缀

其间，构成了一幅既有青藏

高原独特的壮丽风貌、又有

藏区田园牧歌般风韵的风情

画卷。

波密

西藏波密古乡湖自然风

光和人文景观。这里是雪

山，草地，和一年四季常

绿的原始森林的完美结合。

位于藏东南的林芝地区波密

县，良好的气候和丰富的自

然资源，让这里成为西藏最

为富饶的地区之一。

格尔木西大滩

青藏铁路由此继续向前

延伸，经过昆仑山脉——玉珠

峰山脚下，然后翻越昆仑山口

进入可可西里茫茫草原。

哈巴雪山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

香格里拉县哈巴雪山。香格

里拉县，坐落于云南省迪庆

藏族自治州，云南省西北

部，邻接四川省，青藏高

原南缘，横断山脉腹地，滇、

川、藏三省区交汇处，世人

寻觅已久的世外桃源——

“香格里拉”。香格里拉著

名景点：纳帕海、普达措、

松赞林寺、独克宗古城、碧

沽天池、石卡雪山。

稻城

稻城“川藏线”，这条

路被称为中国最美的景观大

道，每次走过都有不同的感

受，每次走过都有全新的认

识，每次走过都有别样的风

景。美丽、多变、复杂、险

峻，从海拔几百米到海拔

5000多米，要翻越二郎山、

折多山、色季拉山等 14 座

高山，跨越大渡河、金沙江、

澜沧江、怒江等汹涌湍急的

江河，途中既有雪山草原、

森林冰川，也有峡谷石林、

大江大河。2013 年 11 月 21

日，秋天的四川藏族自治州

稻城，这里风景如画，许多

地方人迹罕至，被誉为“地

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

长坪沟

长坪沟全长 29 公里，

面积约为 100平方公里，峡

谷长天、平缓悠长，四姑娘

山就坐落在沟内 16 公里处

。沟内只有部份路段可以

通车，其余大部份路段只能

步行或骑马。经过长坪沟可

直通四姑娘山的山脚下，还

可绕过四姑娘山经毕棚沟穿

越到理县。

巴里坤

全国其他各地都已经进

入夏天了，巴里坤草原的春

天才姗姗到来。草原上盛开

的马兰花，掩映着金色的鸣

沙山，远处是白雪皑皑的东

天山，构成一幅仙境般的美

景。鸣沙山。

门源

门源油菜花位于青海省

海北藏族自治州的门源县，

是青海省及西北地区的主要

油料产区，这里的油菜花成

为了一种美丽而蔚为壮观的

人造景观。夏日时节，走进

青海门源回族自治县，恰如

走进一幅浑然天成的油画。

唐古拉

“唐古拉”，藏语“高

原上的山”，由于终年风雪

交加，号称“风雪仓库”。

唐古拉山口是青海、西藏两

省的天然分界线，这里视野

开阔。这一带是一片冻土，

泥土层的水分长年结冰,天

气极不稳定，即使夏天，公

路也经常被大雪所封，冰

雹、霜雪更是常见现象。

万佛山位于湘、桂、黔

三省区交界处的湖南怀化市

通道侗族自治县临口镇太平

岩村，位于县城25公里的临

口镇太平岩村，东南与广西

龙胜、三江县接壤，西与贵

州省黎平县交界，北与靖州

县、绥宁县相连。于2009年

12月，经国务院批准为国家

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因主峰

老佛顶似弥勒大佛面南盘坐，

气势宏伟，俊秀的群峰拱卫

其四周，形成褚佛拜祖之景

观，还有因万佛山中，悬崖

绝壁之上拥有天然“万佛山”

三字奇观而得山名之说。

万佛山地处云贵高原向

南岭山地的过渡地带。区内

岩层系中生代白垩纪中期的

紫红色砂砾岩，砂砾岩夹含

砾砂岩、砂岩、粘土岩，是

形成丹霞地貌的物质基础。

盆地内节理、裂隙发育是形

成丹霞地貌的内力因素。由

于地壳上升运动和长期的流

水作用、风化剥蚀、重力崩

塌，逐渐发育成以单面山为

主体的各种奇特的丹霞地貌。

境内块状、楔状、墙状、线

状地貌组合分布有序，按一

定空间地域相对集中，密中

有疏，疏密结合，呈现丹霞

赤壁、石岭、石寨、石柱、

石桥、一线天、狭谷、沟巷等

奇特的丹霞地貌自然景观。

景区内丹霞峰林拔地而

起，巍巍阵列。尤如一幅天

然水墨长卷。登临万佛山主

峰山顶，俯视峰林，气势磅

礴，向西南可望海神龟活神

活现；向北望毛蜡烛峰、天

书岩、夫妻岩形象逼真；向

南可远眺将军山主峰及该将

军山景区螺丝峰和神仙洞景

区大寨岩主峰及神仙山主峰。

将军山景区内将军岩位于将

军山西侧，沿节理分出的一

较大石柱，形似一位头载钢

盔，身穿红色战袍，右手执

武昌的咸武将军。将军山景

区北万寿山主峰南崖壁上仙

人居，长约20米，高约7米，

深过 3～5 米，为一典型丹

霞洞穴而构成的一座天然石

屋；右侧大厅内厅顶正中有

一天然大圆盘，似一豪华吊

灯；中厅可称游艺宫，正中

有一石桌，两边各有一石墩，

形成对弈态势。由丹霞巷道

构成的三十六湾为一奇怪之

森林迷宫，迷宫由三十六个

巷谷组成，纵横交错，人行

其中，模不清方向，在宫内

往返行走，走不到出宫之路；

巷谷迷宫中原始次森林植被

茂密，古木参天。天然石拱

桥（天生桥）是由一块丹霞

巨石崩塌构成，单孔石拱，

跨度 32 米，高 15 米，桥面

宽 3米，桥厚 5米，桥面平

坦且植被茂密，桥头天生一

株迎宾古松，整座桥姿雄伟

壮观，气势非凡。

万佛山丹霞地貌区内水

系十分发达，溪河纵横交

错，主要呈树枝状分布，

部分区段小溪流呈网状分布

（如三十六湾等地），溪流

较为平缓，流程不长。次级

小溪沟都呈树枝状分布，水

流量不大。区内水质清澈透

亮，无污染，可以作为多种

用途水源。丰富的降水，充

足的水源为区内复杂的天然

次森林植被及珍稀物种提供

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万佛山景区是雪峰山脉

的延伸，为云贵高原向南岭

山地的过渡带，在地史上没

有受第四纪冰川侵袭，成为

许多古老的孑遗植物的避难

所，在景区内保留了许多古

老的孑遗植物。风景区内现

已查明记录的维管束植物

246科，960属，2521种。珍

稀植物有中华水韭、莼菜、

桫椤、红豆杉、南方红豆杉、

伯乐树、篦子三类杉，华南

五针松、穗花杉、白豆杉、

半枫荷、黄皮树、樟树、闽

楠、桢楠花榈木、任木、厚

朴、毛红椿、香果树、伞花

木、大叶樟、华南锥等。属

国家一级保护种 3种，二级

保护种 17种，省级重点保

护的一个全科 62种和重点

保护种 49种，列入《中国

物种红色名录胁迫等级》

（2007版）的 40 种，其中

极危 1种、濒危 6种、易危

22种、近危 11种，无危 17

种。景区内群峰挺立，象形

景观众多，植被丰茂，有

“绿色万里长城”之美誉。

万佛山海拔 629.1m，高

耸入云，气势磅礴。南有将

军山独岩峰，西有南海神龟，

周围丹簇拥，形成许多美丽

的气象观。山中日出、夕照、

风云、山雾、雨雪、星月都

非常美丽，万佛山、将军山、

独岩峰日出、春雾、冬雪最

为迷人。春夏之季，由于境

内降雨量增大，地表水大量

蒸发，山体气温带状下降层

次清晰，山下水蒸汽上升，

形成浓雾水珠，在海拔

600m 以上经常出现烟波浩

翰、雾涌云腾的云海景观，

飘浮山间，宛如仙境。若逢

雨中放晴，山间彩虹飞驾，

若在夕阳西下之时，彩虹晚

霞相映，形成一幅别具一格

的图画，令人陶醉。每年冬

季来临，境内气温下降，初

冬遍地银霜，树枝竹尾挂满

冰柱；寒冬腊月则大雪纷飞，

一派北国风光，到处是雪的

世界。

万佛山景区气候温和，

雨量充沛，除具有“奇、险、

秀、美”的景观特点外，既

具沟谷森林景观，又具有田

园紧密环绕的绿色生态景观。

沿着S241省道公路线，从下

乡至杉木桥小水 40余公里，大

片的田园、白杨树林随着季

节变换着色彩，映衬连绵的

丹霞峰峦，成为俏丽的丹霞

画廊，置身其中，可感受田园

风光的宁静与秀美，是陶冶

性情、乡村旅游的理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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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醉夢幻烏鎮：
似水年華唱悠情

我始终认为,一个人的旅行，似乎有

点孤单，但是很潇洒，尤其是来到这里——

个清新、静谧的世界，静静的独享这里的

一切……曾经在电视上见过的景致，历历

呈现在我的面前，让我不时地多了份激动，

也多了份亲切。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

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白居易的《忆江南》娓娓道出了诗人对江

南春色的无限赞叹与留念之情，千古年来

一直为世人所传诵，经久不衰。正是伴着

这句“能不忆江南”和一幅幅景色宜人的

图片，我独自一人怀揣着无尽的神往与遐

思，来到了具有六千余年悠久历史的江南

四大名镇之一—乌镇，终于揭开了她神秘

的面纱。

一条悠悠的碧绿长河首先映入眼帘，

蜿蜒曲折，好似一条绿色的丝带，围系在

乌镇的腰间，轻盈飘逸，将乌镇的一切都

牢牢地拴在了她的身旁。的确，整幅乌镇

画卷就是围绕着这条河徐徐展开的。那河

畔的杨柳，似清风下的娇女；青葱翠绿的

柳枝，宛如少女的长发轻轻地随风飘逸；

白墙青瓦的房屋依河而建，好似河的忠诚

卫士，时刻守望着它，一天又一天，一年

又一年……静静的河水默默地润泽哺育着

一代代勤劳淳朴的乌镇人。任凭朝代更迭，

岁月流逝，乌镇的一切似乎都是这样平静、

祥和地相处着。

走过“逢源双桥”，来到了河的另一

边。踏着石板小路，穿梭在窄窄的小巷里，

两旁尽是古旧木屋，伸手抚摩未经修饰的

木门，光滑有如镜面，一圈圈的树木年轮

仍清晰可见。这是不是在以另一种方式向

我诉说着乌镇古老、悠久的历史呢？虽然

没有下雨，但我还是情不自禁地默诵起戴

望舒的《雨巷》。想象着在这样一条古老

的弄堂里，一个结着丁香一样的愁 怨，

穿着紫色旗袍，身围披肩的姑娘，独自撑

着一把油布伞，缓缓地在雨中前行，嘴角

挂着一丝淡淡的微笑，或许是想到了她即

将归来的心上人，掩盖不住的欣喜冲淡了

独处和守望的寂寥……

我对乌镇的特殊情感最初源自黄磊和

刘若英拍的一部电视剧《似水年华》，海

峡两岸的男女主人公恬淡自如地在梦幻般

的境界里书写着爱的诗篇，一个偶然的邂

逅，正如乌镇本身一样浪漫而又美丽，把

爱的火花放在这恋爱天堂里演绎。

顺着弄堂走进去，保留着原始和古朴

风貌的景点接踵而至。江南百床馆、江南

民俗馆、江南木雕陈列馆、余榴梁钱币馆、

古戏台、汇源当铺……风格各异的精美木

床，民俗馆里栩栩如生的蜡像人物，做工

精致的木雕——形象地镌刻着各种乌镇生

活场景，当铺里高高的柜台和墙上挂着的

利率计算法则……都在以各自的角度和方

式向游人展示了旧时江南的经济、文化、

科技和风土人情。牵引着人们顺着弄堂走

进当年熙熙攘攘的人群，车水马龙的街道，

想象着她曾经拥有过的繁华发达之美。

乌镇的美，不仅美在它的自然景观，浓

郁的文化底蕴更是为它抹上了多彩绚烂的一

笔。她的古色古香和宁静淡雅正好迎合了封

建士大夫和文人墨客返璞归真和淡泊明志、

宁静致远的胸怀。千百年来，这里诞生了数

不胜数的名人雅士——中国山水诗派的开创

者谢灵运、现代文学巨匠茅盾等，都留下大

量的传世佳作，给“钟灵毓秀”、“人杰地

灵”这两个成语作出了最好的诠释。不仅如

此，在这里你还有幸亲眼目睹现在稀有的中

国古老民间艺术——皮影戏。一段段妙趣横

生的故事，通过几位技艺高超的表演艺人控

制着活灵活现的小影人，淋漓尽致地展现出

来，引人入胜。

提及乌镇的特产，给我印象最深的就

是蓝印花布和三白酒。蓝印花布是我国传

统的民间工艺精品，已有上千年的印染历

史。在宏源泰染坊，我有幸看到了它制作

的全过程。经过刻制、涂花版、染色等工

序后，长长的布面挂在一排排高架上晾晒

，虽然只是单纯的蓝、白二色相间，配之

朴素的花纹，却显得秀气、典雅、清新、

自然。置身其中，一种朴素、安宁、深邃

而又亲切的感觉油然而生。走出宏源泰染

坊不远，一股淡淡的酒香扑鼻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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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ath student at a private university in the Midwest, 
who asked to be unnamed due to the sensitive 
nature of the matter, said his father bought a total 
of $150,000 from last October to this January. His 
father, an employee of a big Chinese bank, borrowed 
identification cards from his coworkers to circumvent 
the $50,000 annual exchange ceiling, the student said.
“He works for the bank’s risk department and learns 
a lot about companies’ bad loans, so he is pessimistic 
ab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blogs.wsj.com/
chinarealtime)

US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Kerry said on Tuesday that 
he supported the resumption of bilateral talks between 
China and the Philippines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following a ruling against Beijing over the dispute 
earlier this month.
China did not participate in and has refused to accept 
the July 12 ruling by the UN-backed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in which American ally, the Philippines, 
won an emphatic legal victory.
China’s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had asked Kerry to 
lend his support for talks to restart between Beijing and 
Manila in a meeting between the two in the Laotian 
capital of Vientiane on Monday.
The foreign minister said the time has come to move 
away from public tensions and turn the page.
“The foreign minister said the time has come to move 
away from public tensions and turn the page,” Kerry 
told a news conference. “And we agree that ... no 
claimant should be acting in a way that is provocative, 
no claimant should take steps that wind up raising 
tensions.”

before the spring semester 
this year, three times the 
amount of dollars the family 
usually buys per semester.
As China’s economy 
sputters, ordinary Chinese 
like Zuo Rui rush to change 
their yuan into dollars.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has 
used its foreign reserves to 
keep the currency exchange 
rate at a relatively stable 
level. In June, China had 
$3.21 trillion in currency 
reserves, down from nearly 
$4 trillion in 2014. Facing 
pressures from capital 

outflows, China has tightened its oversight of the flood 
of money leaving the country, including increased 
monitoring of individuals purchasing foreign assets 
and greater scrutiny of foreign-currency transactions.
“The pressures of our nation’s cross border capital 
outflow have been gradually eased recently,” said a 
spokesperson from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Foreign 
Exchange in June in regards to China’s first-quarter 
balance of international payments. In June, China 
reported the foreign reserve’s biggest rise in more than 
one year, up $13.4 billion to $3.21 trillion.
Despite the crackdown on underground currency 
markets and heightened enforcement of the $50,000 
annual cap that each individual in China is allowed to 
buy, students have found various ways to circumvent 
the restrictions.

Kerry said he would encourage Philippines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to engage in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s with China when the two meet in Manila 
on Wednesday. Kerry is due to travel to the Philippines 
later on Tuesday.
China’s dismissal of the court ruling as illegitimate 
presented a challenge, Kerry sai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sees the 
ruling as legally binding and a matter of law, he added.
“So we still have a task ahead of us, a challenge, which 
is to try to work going forward to make sure that we 
are resolving the issues through diplomacy and the rule 
of law,” he said.
China claims mos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through 
which more than US$5 trillion of trade moves 
annually. Brunei,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Taiwan 
and Vietnam have rival claims.
China has repeatedly blamed the US for stoking 
tensions in the region and of taking sides in the dispute, 
accusations Washington denies.
In a meeting on the sidelines of a gathering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 Wang told 
Kerry that China 
and Asean had 
agreed the dispute 
should get back 
onto the “correct” 
track of being 
resolved by direct 
talks with the 
parties concerned.
So we still have a 
task ahead of us, a 

challenge, which is to try to work going forward 
to make sure that we are resolving the issues 
through diplomacy and the rule of law,
China “hopes the United States side takes actual 
steps to support the resumption of talks between 
China and the Philippines, and support the 
efforts of China and Asean to maintain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Wang said, according to a 
foreign ministry statement released on Tuesday.
Competing claims with China in the vital 
shipping lane and resource-rich sea are among 
the most contentious issues for the 10 Asean 
members, who are pulled between their desire 
to assert their sovereignty while fostering ties 
with an increasingly assertive Beijing.
China scored a diplomatic victory on Monday 
as Asean dropped any reference to the court 
ruling in a joint statement in the face of resolute 
objections from Cambodia, China’s closest 
Asean ally.
Speaking to reporters in Vientiane, Philippines 
Foreign Minister Perfecto Yasay said the dispute 
was not a figh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but 
between China and the Philippines.
“We would like to pursue bilateral relationships 
in so far as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dispute 
is concerned that is between the China and the 
Philippines. The others are not concerned with that 
dispute,” Yasay told reporters.
China has also accused Japan of interfering in the 
dispute.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aid Wang again urged 
Tokyo not to interven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aying 

Japan was not a claimant in the disputes and should 
avoid interfering in up the maritime spats.
“The China-Japan relations are still vulnerable and 
unsatisfactory,” Wang told Fumio Kishida, Japan’s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Courtesy www.scmp.
com/news/china/diplomacy-defence/article)

The yuan’s depreciation may benefit exporters, but 
it makes life costly for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S., 
many of whom are buying extra dollars because they 
think the yuan will fall further.
“The depreciation means my tuition will be more 
expensive,” said Eva Liu, who is going to attend 
Bryn Mawr College, a private liberal arts college in 
Pennsylvania, this fall.
The Chinese currency has dropped more than 8% 
against the U.S. dollar since last August, when 
China surprisingly announced its biggest one-day 
decline in two decades. For the over 300,000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tudying in the U.S., this has 
created a big uncertainty when they calculate the 
already high cost of education.
“My mother studies economics, and she told me 
renminbi is definitely going to depreciate,” said Zuo 
Rui, a stud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whose family bought a total of $75,000 
before the spring semester this year, three times the 
amount of dollars the family usually buys per semester.
As China’s economy sputters, ordinary Chinese like 
Zuo Rui rush to change their yuan into dollar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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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preciation means my tuition will be more 
expensive,” said Eva Liu, who is going to attend 
Bryn Mawr College, a private liberal arts college in 
Pennsylvania, this fall.
The Chinese currency has dropped more than 8% 
against the U.S. dollar since last August, when 
China surprisingly announced its biggest one-day 
decline in two decades. For the over 300,000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tudying in the U.S., this has 
created a big uncertainty when they calculate the 
already high cost of education.
“My mother studies economics, and she told me 
renminbi is definitely going to depreciate,” said Zuo 
Rui, a stud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whose family bought a total of $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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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S. are finding ways to buy more 
dollars in case the value of the yuan continues to fall. 

(Photo/Reuters)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left, 
reaches his hand to Philippines' 

Foreign Affairs Secretary Perfecto 
Yasay in Vientiane on Tuesday. 

Photo: EPA

The Disputed Area Of The South China Sea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Kerry speaks in Vientiane, Laos, 
last Tuesday. (Photo/Reuters)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S study 
ways to buy more dollars if the 

value of the yuan continues to fall. 
(Photo/Reuters)

The Fall Of The Yuan

John Kerry: Time To Turn New Page 
On The South China Sea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S. Fear The Yuan’s Fall

US Secretary Of State Pledges To Encourage Philippines
To Resume Talks With China Over Maritime Disp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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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德國為何
多次向中國提供軍事支持？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固然与德国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直接

相关，但与蒋介石改变了以往的军事

策略也有着密切联系。无独有偶，蒋

介石这个策略的制定与出台，恰好也

与德国人有关，因为蒋在 20世纪 30

年代也聘请了大批德国顾问为他服

务。为什么这些德国人此时来到中

国？这就要从 20世纪 30年代的中德

关系说起。

国民党的洋帮手：德国顾问团

对于不熟悉国民政府外交史的

人来说，在 1930 年代，德国与南京

国民政府居然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是

非常令人诧异的。但事实上的确如

此，按照美国著名学者柯伟林的说

法就是：“从 1928年到 1938年，蒋

介石政府与德国关系的密切程度超过

了列强的任何一个。”至于为何德国

会在亚洲选择了中国，中国最终选择

了德国，这个原因很多。一个可能是

同病相怜，因为一战后的德国作为

战败国遭到严厉惩罚，被迫割地赔

款，这对好面子的日耳曼民族来说

是无法忍受的。而中国自近代以来

就遭受列强入侵，而且此时的日本已

经在 1931 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将东

北全境占领，并窥视关内，中日大战

迫在眉睫。这样，双方拥有了相似的

民族情感经历。

在 20世纪 30年代初，德国曾打

算开辟一条从柏林到南京的直达航

线，但在首次试航时就遭到苏联的

阻拦，苏联战斗机将其在蒙古上空迫

降，“德国飞行员和机械师都摔断了

骨头，并在一座蒙古监狱中被判刑五

年”，后中、德方面经过多方努力，

他们才被释放。这个变故使得开通

该条航线的计划中途流产。尽管如

此，德国却给中国提供了大批贷款，

而中国也以原料换取德国的军事装

备、铁路器材和整座工厂等，正是

这些工厂，后来奠定了中国国有工

业的基础。

但要说双方完全因为民族感情才

交往频繁，是不恰当的。毕竟国家之

间，利益是最主要的关注点。此时的

德国急于摆脱凡尔赛体系对它的束

缚，希望大力发展军备。但是德国领

土面积较小，国内资源有限，特别是

紧缺一种制造军火最重要的战略物

资——钨矿。因为在钢铁中加入一

定的钨，能大大提高枪炮管的熔点，

不会出现因持续射击造成枪炮管高温

软化变形的情况。可见，钨矿对于德

国发展军事力量来说至关重要。但问

题是，欧洲英、法等战胜国始终对德

国存有戒心，严格控制钨矿等战略

物资的出口，使德国十分恼火。无奈

之下，德国只得将目光转向中国。早

在 1929 年，德国工业界就通过民间

贸易从中国获得了其所需的88%的锑

和 53%的钨。1915 年至 1937 年，中

国钨矿的平均产量就占世界总产量

的38%。锑的重要用途在于制造印刷

合金（铅字）及轴承合金等。1934

年，中国也成为德国进口锑的主要

来源。

为了东山再起，德国不断向外派

遣军事顾问，一是为了保证退役军官

的素质，二是为给德国的工业和军用

品寻找市场与战略物资。由于德国被

强制裁军，使得大批具有军事技术技

能的军官们无事可做。根据《凡尔赛条

约》，禁止德国战略物资的出口，同

时也禁止德国公民以军事资格受聘于

外国，所以德国军官们通常是以“平

民”身份受聘，而德国政府则宣称无

权阻止他们。这样，1928年 11月，

经过中、德两国反复磋商，由德国名

将鲍尔率领下的首批德国顾问团来

华，主要是为德国的军事装备开拓

中国市场和帮助蒋介石训练军队。

早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蒋介

石就使用了由德国人训练的军队，最

后在张学良的帮助下，最终打败了反

对者，蒋介石也渡过了他一生中最

严重的政治危机。这些德式训练的

军队，同时也被用于“剿共”军事。

由于蒋介石利用德国军事顾问来训练

军队，红军就要被他们俘虏的国民党

军官来给红军战士讲授德式战术课，

例如《多种武器的使用与作战》等。

这大概有点冷幽默的味道，德国军

事顾问的训练方式，居然在国、共

两党的军队中被同时使用。

在德国顾问的建议下，在第五次

“围剿”中，蒋介石改变之前派兵

“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战术，实

行“碉堡政策”。所谓“碉堡政

策”，简单地说，就是在根据地周

围连绵建筑一道道封锁线，在步枪火

力能够交叉的地方修筑两个碉堡，每

五个碉堡之间建筑一个大碉堡，并用

公路连接起来，形成碉堡公路网，然

后修建储藏弹药和给养的仓库；接着

在若干距离处又修筑第二道碉堡封锁

线，建筑的方法与第一道相同，待第

二道完成后，再把第一道拆除，将砖

石材料移建第三道碉堡。这样，逐次

推进，在飞机和大炮的配合下，向根

据地匍匐蚕食。这无疑增加了苏区的

困难，使其与外界的联系完全被断+

匮乏，就连生活必需品食盐都难以供

应。

实践证明，这种办法确实在第五

次“围剿”中起到了预期的效果。蒋

介石命令部队每天只向前推进固定的

距离，然后就开始修筑碉堡。无论红军

如何“示弱”，国民党军队皆不予理

会，这让红军“诱敌深入，集中优

势兵力歼灭敌人一部”的战术基本失

去了效用。而且蒋也仿照德国，对现

役军官进行轮训。据当时在国民党军

第十八军任连长的杨伯涛回忆，自从

1933 年蒋介石开办庐山军官训练团

后，该军上至军长、下至排长均分批

前往受训。经过此次集训，该军的作

风有了很大的改变，军官无论职位大

小，一律不佩武装带，身着布制军

衣，脚穿草鞋或胶鞋，和士兵一起

吃大锅饭。这种办法使红军的狙击手

无法确定狙击目标，同时也使国民

党军士兵的战斗力大大提高。除此

之外，各师、团部均设置武装便衣

队，专门负责侦查。这样，加之共

产党方面的德国顾问指挥失误，红军

损失惨重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在所有的德国顾问中，最著名

的是有“国防军之父”之称的塞克

特将军了。塞克特曾在蒋介石的盛

邀下两次来华，他 1934 年 4 月第二

次来华担任总顾问之职时已是 67岁

高龄。蒋介石对他十分尊崇，使他

在给家人的信中自夸为“军事上的

孔夫子”。南京给他每月 2000 美元

工资，是前任顾问魏采尔的 3 倍，

据说这是“南京政府付给一位外国

顾问的前所未有的高薪”。他的门

口还有礼仪士兵站岗，平时有 4 位

保安跟随，旅行时乘坐特供的车

厢。蒋介石不在时，他还可坐在蒋

介石的办公室召见中国军官。1936

年 12月 27日，塞克特因心脏病逝世

后，南京国民政府还特别为他举行

了追悼大会，蒋介石因“西安事

变”后回溪口休养，由何应钦代他

致悼词，给予塞克特高度评价。

德国顾问们在华使命的结束

在国、共两党的历史上，德国

顾问都是值得书写的重要内容，因

为他们对中国政局、军事力量的变革

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但随着第

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第二次世

界大战的蔓延，这些顾问们都先后

结束了自己在华的使命。

先说李德。在他的错误指挥下，

中央红军反“围剿”频频失利，最后

被迫放弃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在

遵义会议上，李德因在军事指挥方

面的错误被批评，接着被取消了军

事顾问的名义。失去了顾问职位的李

德跟随红军走完了长征的全部路程，

最后到达陕北。由此，他成为唯一一

个经历过长征的外国人。

李德在长征途中也经历了每个普

通红军所遇到的困难。他后来在回忆

录中对长征中过草地时的艰苦程度进

行了这样的描述：“灰色的云层挂在

天际，几乎一直贴到地面，往往白

天冷雨淅沥，夜间雨雪交加。四处

没有房屋，没有树，几乎连一丛灌木

也没有。我们蜷缩着坐在高出沼泽的

小丘上睡觉，只用薄毯子和大草帽这

些军队发的装备，或者用油纸伞以及

在极少的情况下用缴获的无袖雨衣来

遮盖自己的身子。有的人早上就再也

起不来了，他们在寒冷和疲惫中牺牲

了。”

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李德

也对张国焘分裂红军的行为进行了坚

决抵制，并在组建的红军大学从事军

事教育工作。尽管他实际指挥作战水

平不高，但毕竟是伏龙芝军事学院毕

业，他在军事理论、图上作业等方面

还是有一套的。有时候，军事上已经

靠边站的他，也会被邀请列席中共中

央军委和政治局的会议。

抗战爆发后，他还担任过中央

军事研究委员会编委会的主任，后

去抗日军政大学讲授过一些战术课。

1939年，李德返回苏联，所幸的是此

时大清洗已经过去，斯大林并没有为

难他，在李德为自己在中国的失误做

出检讨并保证对中国的事情守口如瓶

后，将他调出共产国际，到苏联的外

文出版社编译马列著作。二战后，

李德返回东德，后为协助苏联反华写

了一些文章，攻击毛泽东，并对中国

革命史进行了歪曲性的报道。1974年

8月15日，李德因病去世。

作为李德的同胞、在南京的德

国军事顾问，除为“剿共”出谋划策

外，还对南京政府的军事改革起到了

重要作用，这为后来中国的抗战奠定

了重要基础。例如塞克特在考察了南

京政府的军队后，他给蒋介石呈递

《陆军改革建议书》，建议加大对军

官的培养与精锐部队的训练。在德国

顾问的协助下，南京政府先后建设了

一大批专门军事院校，比如步兵、骑

兵、炮兵、工兵等学校。特别是加强

了军队的炮兵、装甲兵等。可以说，

在 1928年至 1937年间，南京政府从

武器装备到军事思想，几乎全部仰仗

于德国。

塞克特返国后，由法肯豪森将

军继任总顾问之职。为了应对即将

到来的中日战争，法肯豪森设计了

从上海到南京间的江南国防工事

图，这条被称为“中国的兴登堡防

线”后来成为中国抗日国防的重要

工程之一。在 1937 年淞沪会战中，

蒋介石将德式装备的主力第八十

七、第八十六、第三十三师全部投

入作战，“打给外国人看”。在这

些德式训练军队的顽强作战下，中

国军队抵抗日军居然达三月之久，

这对于坚定国际上对中国抗战的信

心具有积极意义。在此次战役中，

德国顾问团在法肯豪森将军的率领

下，亲赴前线协助作战，一些德国

顾问甚至下派到师、团一级。

但是，好景不长，中德关系很快

就随着二战的爆发而趋于冷淡。德国

在华军事顾问也很快被终止了在华的

使命。二战中德国为了获取日本的支

持，将所有在华的德国顾问全部撤回

国内，中、德关系就此走向低谷。

1941年 7月 1日，在德国承认了汪精

卫政权后，重庆国民政府迅速作出反

应，第二天就宣布与德国断绝外交关

系。珍珠港事件后，重庆政府正式向

德、意、日三国宣战，双方关系彻底

破裂。

常德會戰時蔣介石欲回香港
遭丘吉爾拒絕

常德是水陆交通的枢纽，可北扼长江，

进逼宜昌，东指粤汉铁路，西协黔川。素

有“西楚唇齿”、“黔川咽喉”之称，历

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43年，经过 6年的浴血奋战，中国始终

牵制着日本陆军的主力，受到盟国的高度

重视。此时，疲于奔命的日军为策应太平

洋战场，牵制中国军队转移到滇缅，制定

了新的作战大纲，要求其第十一军在鄂西

会战之后发动常德会战。

1943年11月，我第六战区官兵在荐祖溪

俘获的日军4艘运输船中搜出敌战役兵力部

署图一张，使我军准确掌握了日军的上述计

划。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建议派七十四

军坚守常德，然后将敌人压至洞庭湖畔和常

德周围一举歼灭，得到蒋介石的批准。蒋介

石深感执行坚守任务的五十七师责任重大，

特意致电师长余程万，嘱咐他“勿负国人殷

切期望”。余程万没有想到他一个区区师

长，竟能得到蒋介石的指示电，当即电呈蒋

介石表决心称：“奉电寄重，保卫常德，本

师官兵，极感光荣。”

此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发生重

大转折，美、英、中三国首脑决定于1943年

11月22日-26日举行开罗会议，讨论如何协

调对日作战的共同军事问题和战后如何处置

日本等政治问题。会议召开前，蒋介石曾写

信给罗斯福，会议中还宣传常德战役的成

果，并保证对英美盟国的支持。

11月 22日，日军第十一军主力在常

德城郊集结完毕，开始向常德发起总攻。

11月23日上午11时，开罗会议正式开幕，

参加会议的是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

罗斯福首先致开幕词，然后东南亚盟军最

高司令蒙巴顿报告英国拟定的反攻缅甸的

计划：在 1944年 1月中旬，中英两国军队

分别从缅甸北部、西部同时发动进攻，预

订在同年4月收复北缅。

中国早就主张收复缅甸全境，早日

恢复滇缅公路，以确保运输美国援华物资

的战略交通线的畅通。因此蒋介石向丘吉

尔提议，在陆军开始反攻的同时，希望英

国向孟加拉湾出动海军夺取制海权，切断

日军补给线。陆海协同，南北夹击确保收

复缅甸。席间，蒋介石还指出：如果海军

不集中使用兵力，即使陆军集中使用了兵

力，仍乏胜算。敌人绝不会轻易放弃缅甸，

原因是日本若在缅甸失败，它在华南、华

中都将溃不成军。敌人的生死战场有3个：

一为缅甸，二为华北，三为东北，缅甸之

重要于此可见，是故陆军与海军兵力必须

同时集中使用。对此，英国却认为当下最

重要的是不让日本人进入印度，并尽快收

复新加坡。

11月 23日晚，罗斯福把蒋介石请到

寓所，进行了长达 5个小时的重要会谈。

在谈到天皇制问题时蒋介石说：日本军阀

必须根本铲除，而让日本国民去选择他们

自己政府的形式。对于军事占领日本问题，

蒋介石认为，占领日本应由美国主持，中

国可以派兵协助。在谈到日本对华赔偿问

题时，蒋介石提出建议在战争结束后，日

本可用实物来做对华战争赔偿的一部分，

也可以把日本的工厂机器设备、军舰、商

船、流动股本等作为赔偿品，罗斯福对此

表示同意。关于领土问题，蒋介石和罗斯

福一致同意日本侵占的东北、台湾和澎湖

都必须归还中国。罗斯福还问中国对琉球

群岛的处理意见。蒋介石认为：中国将愿

同意中、美两国共同占领琉球，最后可由

国际机构委托中美

两国担负管理琉球

的行政事宜。蒋介

石还以通报战况的

方式宣传常德战役

的成果。罗斯福则

对常德守军的英勇

抗战精神表示敬

佩，还问到了常德

守军将领的名字。

蒋介石回到住

所后当即召集幕僚

商议解常德之围的

方略。会上，大家

认为第六战区代司

令长官孙连仲长于

守而拙于攻，要解常德之围，必须调善于

进攻的第九战区长官薛岳。于是蒋介石致

电薛岳，命他率部援救常德。

薛岳接到蒋介石命令，随即率军杀奔常

德，他行进途中致电余程万：“岳以大军援

兄，敌必溃退。望传令将士，坚守成功!”

接下来，会议着重讨论了中美英联合

对日作战计划，通过了在缅北发动反攻作

战的方案，还就打败日本后对日本的处理

问题进行了研讨，一致同意将日本侵占的

中国领土归还中国，蒋介石曾向英国首相

丘吉尔提出把香港归还中国，但遭到丘吉

尔的拒绝。

11月 26日，举世闻名的《中美英三

国开罗宣言》定稿在开罗会议上得以顺利

通过，12月 1日，《开罗宣言》在中国重

庆、美国华盛顿、英国伦敦三地同时发表。

宣言全文如下：

罗斯福总统、蒋主席、丘吉尔首相偕

同各该国军事与外交顾问人员在北非举行

会议业已完毕，并发表概括之声明如下：

三国军事方面人员关于今后对日作战

计划已获得一致意见。我三大盟国决心以

不松弛之压力，从海陆空各方面加诸残暴

之敌人，此项压力已经在增加之中。

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

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

己图利，亦无展拓领土之意图。三国之宗

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

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

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领土，例如东

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

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

务将日本驱逐出境。

我三大盟国稔知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

遇，决定在相当时期使朝鲜自由与独立。

根据以上认定之各项目标，并与其他

对日作战之联合国目标一致，我三大盟国

将坚忍进行其重大而长期之战争，以获得

日本之无条件投降。

蒋介石从开罗回到重庆后，得知常德

之围尚未解除，就命孙连仲、薛岳加速进

军。余程万当天接到孙连仲用电报转达蒋

介石的命令：“一、令七十九军以两个团，于

明午4时前进常德城;二、限第十军于明拂晓

攻击常德东南之敌;三、令六十三师以6个连

星夜驰入常德解救该师为重。”同一天，

薛岳也按蒋介石指示致电余程万：“友军

在德山东南激战，已再三严令占德山。到南

城以援兄，多(2日)期相见，坚守成功。”

在蒋介石督促下，薛岳、孙连仲率第

六、九战区各部队杀向常德。双方反复拉

锯相持，均伤亡惨重。国军暂五师师长彭

士量、第一五 0师师长许国璋、预备第十

师师长孙明瑾以身殉国。蒋介石见战斗如

此激烈，急忙勉励全体参加常德会战的将

士特别是余程万所部官兵：“此次守卫常

德，与苏俄史太(斯大)林格勒之保卫价值

相等，实为国家民族之光荣，各关系援军

即到，务必苦撑到胜利为盼!”

余程万调整部署，缩短战线，同攻进

城里的日军展开巷战，又激战 15昼夜，

全师8529人大部分壮烈殉国。在弹尽粮绝

之时，余程万率 321人突围而出，最后剩

下 108人，会同两个战区官兵杀回常德，

又歼敌数千，几乎以全军覆没的代价为中

国军队形成对敌的反包围赢得了主动。几

天后，中国军队收复常德。但蒋介石对此

极为不满，扬言要将余程万枪决，后因众

将劝阻和战事的发展得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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