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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克布森旅遊公司帶你遊蓋沃斯頓
本報記者 陳鐵梅 報道

2016 年 7 月得克薩斯夏日陽光普照在蓋沃斯頓海面上， 緊靠名勝古跡 Strand 區的始於 1940 年一個
蝦場的漁人碼頭 Fisherman’s Wharf 餐廳坐落在在 21 號碼頭，是墨西哥灣上一個“最新鮮”的海鮮
餐廳，這裏的蝦被譽為“世界上最好的蝦”曾經直接飛運到白宮給肯尼迪總統作為國宴的頭牌佳肴。 
在 1966 年代這裏變成蓋沃斯頓蝦場。1970 年開始售賣窮小子蝦三明治 Shrimp Po-boy，輝煌的歷史
延續了近半個世紀。傑克布森旅遊公司總裁宋蕾 (Grace Jacobson) 提供高級豪華奔馳專車，帶您遊
蓋沃斯頓，大休斯頓地區從北到南周日周未，小型私人包車到中型集體一日遊到多日遊，同時也提
供大型巴士服務，所有車輀司機均有商業保險，安全可靠優質一流服務。
大小團體聯絡：713 857 4088

漁人碼頭 Fisherman’s Wharf 是 Tall Ship Elissa
的停靠點，隔壁的碼頭就是遊輪“嘉年華微風
號 Carnival Breeze”、“嘉年華自由號 Carnival 
Freedom”和“海洋自由號 Liberty of the Seas”
等的停靠點。

漁人碼頭 Fisherman’s Wharf 是 Tall Ship Elissa 的停靠點，圖為一家人坐遊船
出海。

最美的風景是夕陽中絢麗的
晚霞隨著夜幕一點點消逝在
墨西哥灣鉆井平臺中，圖為海
鷗飛來與您作伴。

 傑克布森旅遊公司總
裁宋蕾 (Grace Jacobson) 
享 受“ 蝦 之 吻 Shrimp 
Kiss”和“比目魚三明治
Flounder Sandwich”，
一杯得墨特色的瑪格麗
特雞尾酒伴隨著波光粼
粼的海灣柔柔的舞著，
你還在這紛繁雜亂的人
世間嗎？
 特色美食還包括本樓
小圓面包 House Bread，
蟹 蛋 糕 三 明 治 CRAB 
CAKE SANDWICH， 珍 寶
蟹 Dungeness Crab，
龍 蝦 堡 LOBSTERMAN'S 
FONDUE，以及各式各樣
的海鮮拼盤 Platter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漂亮的現代化新屋社
區，不一定要在 Katy ,
Missouri City, 在離您上
班地點最近的西南區的國
際區即可找到。不僅省下
您大把的通勤時間，汽車
的損耗，尤其交通尖峰時
間的塞車損耗時間，精力
，由蘇點勇先生所開發的
「 Ashford Terrace Gat-

edCommunity 」 是您住
家的首選。這個 「 有安
全大門的Ashford 陽臺式
社區 」 僅 41 戶，已賣掉21 戶，只剩20 戶，社
區佔地3.63 英畝，2014 年蓋的新屋。最小的為
三房，有1912 呎 ，另有2137 呎及2378 呎兩
種有隔局的四房建築，充份利用的空間，更增加
住家的實用性。這坐落在國際區的心臟位置
（Dairy & Beechnut ), 具備安全大門的美麗社區
，使您可以在短短幾分鐘內到達休士頓任何地方
。屋子裏面配有各種不銹鋼家用電器，定制的櫥
櫃和花崗巖檯面，成為您和您家人的完美的家。
社區內有專人打理庭院，幾乎不需要做維修院子
的工作，社區內有24 小時安全門和充足的私人
停車位，讓我們的房子之一部份，成為您的
家-----Ashford 陽臺式社區！

這有安全大門的Ashford 陽臺式社區，僅為22 萬元起價！是人人都買得起
的高級現代化住宅。請聯繫經紀人 Keith Galloway (832)987-3066, 講中文的可
直撥中文專線蘇點勇（Jeff D. Suh ) : (281) 774 -8999

地產開發商蘇點勇 在國際區的心臟位置為您推出「有安全大門的Ashford陽台式社區」

（本報記者秦鴻鈞） 恆豐銀行於七月三十日上午舉行一項 「 談房地產貸款
和商業投資」 講座，吸引了許多人前往聽講。

首先由該行資深貸款專員高德潤女士為大家解說 「 購房貸款和重新貸款」
，包括： 1，新移民申請貸款應注意事項，2，如何申請自住和投資房屋貸款，
3，如何避免申請房屋貸款時，被銀行拒收？高德潤在演講時也提到房屋貸款要
儘早準備最適合他的貸款方式，以及新移民的貸款計劃（ 包括綠卡和工作簽證
），應儘早準備。

另外，在商業投資方面，特別邀請到地產權威和商業投資專家李達曾先生
和唐心琴女士以他們三十年的房地產投資經驗與實例回顧三十年休市房地產的
興衰起伏，展望今年的休市房地產及土地開發的步驟和過程，吸引了許多人前
往聽講並發問頻頻。

恆豐銀行七月三十日舉辦「 房地產貸款和商業投資」 專題講座

內蒙古 「 小肥羊」 火鍋 慶祝奧斯汀小肥羊新店開張
即日起一律買15元送5元，多買多送，歡迎光臨
（本報記者秦鴻鈞） 「小肥羊

」 近期特別推出新款菜色，如如肉
質特別細嫩，好吃的 「春羊」 肉，
涼拌花生，秘製羊肝及涼拌羊肚，
這是 「七天」 全天 「任點任食」 之
外，需另外付費的新菜，但價格相
當公道，一大盤春羊肉僅7.95 元，
而其他新菜也不過三、四元之譜，
但 「秘製羊肝」 非常可口，頗有嚼
勁，滋味無窮，而 「涼拌羊肚」 更

是你從未嚐過的美味，鮮脆可口，
讓人停不下來。

您多久沒來 「小肥羊」 大塊吃
肉啦？作為休士頓第一家 「小肥羊
」 連鎖店，這家位於Westheimer
與Fountainview 交口上的 「小肥羊
」 ，打著 「不用蘸小料的火鍋」 的
招牌，六年來在休士頓打出一片天
，因為他們改變了吃火鍋的傳統模
式，也改變了許多人的進食習慣。

60餘味藥材熬製的鍋底，
濃湯，是訣竅，這種不需蘸
料 「涮」 火鍋，涮出美味與
健康。再加上上等牛、羊肉
，由他們進行了精細加工後
，才送到顧客面前，每一盤
肉均來自牛羊的不同部位，
口感細膩，香氣四溢，自有
別於一般，火鍋店的單一模
式。
顧名思義， 「小肥羊」 以

大草原的精品牛、羊肉起家
，還有各種滑蝦，鮮墨魚等

海鮮，每一款都精緻可人，每一款
都博得滿堂彩，令每一位食客大塊
朵頤。

「小肥羊」 這種 「任點任食」
活動原則上是限二人以上堂食，最
好是一大群知己好友歡聚一堂，盡
情享受多種原料，聚集於一鍋，一
鍋煮天下的樂趣，該店歡迎八人或
以上來電預約桌位。
「小肥羊」 火鍋店，為慶祝，Aus-
tin 小肥羊新店開張，自即日起推出
「一律買15元送5元活動」 (剪本報

週五週六廣告前往），多買多送，
老人，小孩還有特價優惠，Wes-
theimer 店與百利店共同使用此優
惠。
「小肥羊」 地址：5901-A Wes-

thimer Rd Houston Tx 77057
定座電話：（713）975-0687
小肥羊（百利店）地址：
8488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771-1153。

圖為恆豐銀行資深貸款專員高德潤
主講： 購房貸款和重新貸款。（ 記
者秦鴻鈞攝）

圖為演講人（ 左起 ）恆豐銀行資深貸款專員高德潤，李達曾，唐心
琴及主辦人徐朗。（ 記者秦鴻鈞攝 ）

（本報記
者黃梅子）日
前，中國紅木
家俬景德鎮陶
瓷研究所精品
展在糖城大華
超市和側鄰原
新 世 紀 學 院
(GT Learning 
Academy) 舊址
展覽促銷。在
瓷都景德鎮有
上千家窯廠、

瓷廠，但只有一家是正宗——景德鎮陶瓷研究所，
被業界譽為當代官窯。這裏研制出來的高檔瓷器

大師作品 越南黃花梨博古架

空運到港

陽光快遞位於敦煌廣告敦煌超市旁

本報記者黃梅子 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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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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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8 月 1 日起三個月之內，奶粉特惠價每磅
只要 $4.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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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光国际速递
—無首磅直郵中國最快最省錢！奶粉專線每磅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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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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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德鎮陶瓷研究所精品展大甩貨，折扣高達 90% OFF ！
不是中央國家機關專用就是外事國禮清單特定，
歷來都被視為“國瓷”。 此次展銷的數十件景德
鎮陶瓷研究所保存的一比一老釉宮廷陶瓷中，有
幾件是上個世紀 70 代輕工部為海外巡展特別制作
的高仿作品，歷代宮廷陶瓷監制羅老三傳人的老
料仿古青花瓶工藝高超，做工精細，厚重莊嚴，
大氣磅礴，讓人眼界大開。大師作品，可作為傳
世珍品收藏，不可錯過。

此次次精品還有不少氣派恢弘的紅木家俬，
難得的是幾件上品海南黃花梨根雕，還有各種越
南黃花梨家具套組、大型博古架、貢臺、五鬥櫃、
大型沙發組、餐桌組、大型床架、貴妃床等。各
種金絲楠木大型根雕茶臺、中型茶盤、小型果盤、
平安扣、鎮紙等，各種黑檀木茶盤，應有盡有。
本次精品展出現的各種和田玉精美擺件也是休斯

頓首次亮相，品味不亞於國內官家收藏。
另外，本次展出的精品還包括金絲琺瑯描金

開光八駿圖、景德鎮陶瓷研究所陶瓷名家的各種
作品、蘇繡名家精品刺繡等均屬上品，讓你愛不
釋手。整個精品展上萬件精品前所未見，等你收
藏。因展覽時間有限，現大甩貨，折扣最高達 90% 
off，機會難得，不可錯過這個收藏買進的大好時
機。

此次景德鎮陶瓷研究所展覽的負責人梁先生
是古董瓷器和玉器專家，為感謝海外華人華僑和
熱愛中國精品的人士的關愛，可以對您收藏的古
董免費鑒定。感興趣者可以直撥梁先生的手機電
話 832-412-0038。

中國紅木家私景德鎮陶瓷研究所精品展
地 址：3410-A Highway 6, Sugar Land, TX 

77478（糖城大華超市廣場）
電話：832-412-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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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冠海鮮酒家 」 招牌菜介紹

招牌貴妃雞

清蒸筍殼魚

龍蝦煎麵

北京片皮鴨

椒鹽龍蝦

特 價 雙 龍
蝦 $26.99，
堂 吃 ， 外
賣 不 限 量
。

特 價 德 州 生 蠔 ，
$11.99 （ 6 只 ） 特價海鮮

：維吉尼
亞螃蟹沙
茶粉絲煲
，僅$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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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血”的烏爾米湖：面積不斷縮小
誰在作怪？

据外媒报道，伊朗境内最大

湖，也是地球上第二大的咸水湖

乌尔米湖正逐步走向“死亡”。

连续的干旱导致该湖的面积不断

缩小，湖水更由美丽的蓝绿色变

成血红色。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拍摄的

卫星图片显示，今年 4 月 23 日，

乌尔米湖的湖水还是绿色，但在 7

月 18日，已因水位下降而变成血

红色。

科学家解释，这是因为湖水

蒸发减少后，湖水变得较咸，藻

类及细菌变得更加明显，令湖水

颜色改变。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称，因为

季节性降水和气候模式，该湖泊

的颜色转变在春天和初夏很普遍。

据悉，因为降雨和融雪的汇

入，乌尔米湖在3、4月盐分降低。

但是在7月，因为天气的干热与淡

水流入的减少，湖面开始下降，

盐分增加，这时湖里的微生物就

开始“作怪”了。

虽然专家们并不十分确定是

什么微生物导致湖水变红，但是

他们相信有两种微生物的可能性

比较大：一种是属于绿藻门的杜

氏藻，另外一种是古菌中的嗜盐

菌科。

近几年，因为气候干旱和农

业引水限制了淡水流入湖内，乌

尔米湖变色可能会更加频繁。

据此前报道，乌尔米湖是伊

朗境内最大的湖，也是地球上第二

大的咸水湖，它的表面面积大约

有 2000平方英里。其最宽处约有

87英里长，34英里宽。最深处可

达52英尺，并有102座岛屿组成。

夏威夷火山會“微笑”
噴發巖漿吸引觀光客

据外媒报道，夏威夷基拉韦

厄火山(Kilauea)火山爆发，不过，

从火山口上方看起来，却意外酷

似一个大大的笑脸。

据报道，夏威夷大岛上的基

拉韦厄火山喷发后，由于熔岩流

入太平洋中冷却堆积，让这个岛

的面积略微变大了些。

根据美国地质勘探局(USGS)5

月以来的勘探结果，长达约 6.5英

里(10.46公里)的岩浆，从基拉韦厄

火山火山南侧淌出，26日早上碰

触到海面。

USGS表示，宽约20米的岩浆

溢出到悬崖边，流进海里。

滚烫的红色岩浆碰触到海水

时生成大量蒸气，随后冷却变成

石头，吸引许多当地人与闻风而

来的观光客。

新西蘭一奶農虐牛被定罪
1年禁止畜牧行業謀職

新西兰第一产业部３日发表

声明说，一名奶农因虐待奶牛

被法院定罪并判处社区劳动，

同时被禁止一年内在畜牧行业

谋职。

现年５６岁的克里斯托弗· 马

克· 班尼特曾受雇在新西兰北岛怀

卡托地区拉格伦市一座牧场放

牧。在一次驱赶牛群的过程中，

他驾驶四轮越野摩托车至少两次

冲撞一头不太听话的奶牛，被目

击者举报。

第一产业部调查后认定，这

一行为给那头进入产乳期的奶牛

造成剧痛，“情绪低落”。调查

人员西蒙· 安德森说，这种行为令

人难以接受，“制定动物福利法案

就是要保护动物免受此类虐待”。

安德森说，第一产业部对这

类举报非常重视，没有任何借口

可以为虐待动物开脱，“一旦发

现可以起诉的证据，我们就会诉

诸法律”。

最终班尼特被法院定罪，判

处１２５小时社区劳动，并被剥

夺继续在畜牧业工作的资格，为

期一年。

新西兰高度重视动物权利。

今年６月，一名女子因未能善待

自己饲养的马匹，导致一匹马饿

死，被法院判处１０年内不得养

马，并被勒令将其名下其他动物

全部移交动物保护机构。

史上最嚴人口普查？
澳對信息不實者處罰1800澳元

澳大利亚 2016年全国人口

及住房普查 (2016 the National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

ing)将于9日正式开启。而“史

上最严格”将成为今年人口普

查的主题：除提供错误信息将

会受到 1800澳元罚款外，民众

在 9月中旬前未能完成普查将

根据延误天数被收取每天 180

澳元的罚金。同时，民众个人

信息的保留时间被延长也引发

了部分人的担忧。

迟交表格、信息错误将被

罚

报道称，据本届人口普查

的处罚条例规定，在收到提醒

函，且有普查工作人员对(未能

在 9月中旬前完成普查表格的)

民众居所进行实地调查后，这

些民众将会被收取每天 180澳

元的罚金。同时，一旦被发现

提供的信息错误或具有误导性

质，这些民众将被处以 1800澳

元的罚款。

澳大利亚统计局 (ABS)人

口普查和统计服务机构 (Cen-

sus and Statistical Services Di-

vision)总经理利贝里(Chris Li-

breri)表示，这些规定将使那些

完全拒绝填写人口普查表格的

人受到处罚。他表示，在上一

次人口普查时，仅有约 100人

受到了罚金处分。自上次人口

普查后，罚金数额有了一定的

提高，但这些数额仅根据通货

膨胀率做了一些调整。

利贝里说，澳大利亚统计

局安排了一系列优质的控制举

措，旨在侦查那些提供错误信

息的民众。然而，他并没有对

这些举措进行详述。

延长信息保留时间引担忧

针对即将举行的 2016年人

口普查，不仅未能按时参与普

查将受到罚款处罚，个人信息

的保留时间被延长，进而引发

了一些人的担忧。

据了解，在今年的人口普

查中，例如姓名、地址等信息

将延长保留至 2020 年 (保留 4

年)，这比过去普查保留 18 个

月延长了一半还多。而在过

去，收集到的民众个人信息将

在其他人口普查数据记录完毕

后立即被删除。

然而，利贝里说，这些信

息是经过加密处理的。同时，

ABS也已经采取措施确保信息

的安全，例如雇用一些“黑客”

测试攻击ABS的安全系统等。

他还补充道，政府还颁发了一

些法律，以保护人口普查信息

不会被泄露出去。利贝里说：

“在 110 年的人口普查工作

中，我们从没有泄露过民众的

个人信息。”

早在 7 月，ABS 曾表示，

在信息收集及处理过程完成

后，ABS将去除其他个人及家

庭信息中的姓名及家庭地址信

息，并将这些信息单独存放，

且这些信息将永远不会重新合

并。但这些信息将以匿名且加

密的状态，被用作其他调查研

究。

尽管如此，澳大利亚隐私

基 金 会 (Australian Privacy

Foundation)副主席瓦莱特 (Da-

vid Vailet)说：“新技术能够使

民众的信息交叉匹配，还能分

析个人的隐私信息，人口普查

已经从一个有价值的匿名快速

调查变成了一个可识别澳洲民

众身份的长期档案。”

同时，新州公民自由委员

会(NSW Council for Civil Lib-

erties) 主席布兰克斯 (Stephen

Blanks)也表示，由于担心政府

会使用保留的个人数据，一些

民众会选择提供错误信息。

人狗情深：金毛拯救
抑郁癥女郎後患病去世

据外媒报道，22岁那年，

朱莉•巴顿经历了一场严重的

抑郁症，对生活和世界都失去

了希望，每天沉浸在消极情

绪、悲伤中难以自拔。然而，

一只名为“邦克”的小狗被带

到她身边，一直陪伴她。后

来，她走出抑郁症，重拾信

心，“邦克”却身患重病，最

终去世，巴顿全家对小狗至今

深深怀念。

朱莉在纽约经历了一场

失败，回到童年居住过的老

家。在那里，她试图给心灵

疗伤，每天躺在床上，思考

着如何寻死，时常陷入周而

复始的昏睡中，不愿意下床

活动，更不用说出门社交，

展开新生活。她患上了抑郁

症，需要服药。

不过，在家人帮助下，朱

莉得到了一只可爱的小狗，名

叫“邦克”。初次见到小狗的

时候， 朱莉就觉得有眼缘，

但当时，她并未觉得仅凭一只

小动物，就能让她的生活起什

么变化。过了一阵子，朱莉想

把小狗送走。但眼看着这个可

爱的小家伙在她身边绕来绕

去，她感受到生活起了一些微

妙的变化——毕竟，这是一条

活生生的生命，也许，把狗狗

照顾好，是她的使命。

当她伤心难过时，聪明的

“邦克”似乎察觉到主人的情

绪，会过来在她身边依偎，给

予她温暖。她感觉到狗狗的好

处：从不像人类一样对她指指

点点，妄加评论，只是忠诚地

陪伴着她，从不伤害她。

几个月过去，朱莉搬到了

朋友家，展开了新生活。她和

狗狗“邦克”形成了牢固的友

谊。她希望能为狗狗打点好一

切，即使无法做到对自己满

意，无法善待自己，但她一定

要善待狗狗。

终于，她意识到，自己已

经不知不觉走出了抑郁症的阴

影。一只宠物的陪伴比那些昂

贵的药物要有效得多。父

母深感欣慰，觉得朱莉的

恢复简直是一个奇迹。

一天，父母来为朱

莉庆生，大家带着狗狗

“邦克”去公园玩。一开

始，“邦克”还在欢快地

玩着棍子和球，并且跳进

河里去拾棍子。但是突

然，奔跑中的“邦克”

摔倒了，后腿如同瘫痪

般失去了行动能力，狗狗

发出了如同“人的哭声一

般”的哀嚎，躺倒在地尾

巴摇动，表达着自己的痛

苦。

医生检查后发现“邦

克”的后腿患上了重度增

生，而摆在朱莉面前的

，只有两个选择——一、将

狗狗安乐死；二、为狗狗做

手术，但手术难度很高，狗

狗也会很痛苦。

朱莉觉得如果“邦克”不

能好好活下去，她将再次陷入

抑郁症的魔爪中。但这一次，

她决定鼓起勇气打破阴影，她

选择为狗狗做手术。

后来，朱莉的家人与朋友

为“邦克”筹集了手术费，它

接受了两项臀部手术。朱莉悉

心照料“邦克”直到它康复。

2000年，朱莉结婚了。在她怀

着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她发现

“邦克”还是患上了癌症。

最终，一家人怀着沉痛的

心情，为“邦克”安排了安乐

死。“邦克”的寿命为11岁。

多年来，这条狗狗已经成为朱

莉最亲密的家人之一，它一生

忠诚护主，令大家无限怀念。

朱莉后来将她和“邦克”的

故事写成了书出版，吸引了很

多养过宠物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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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风俗文化
从重视阶级地位的国家来到

美国的游客，或许觉得美国并不

特别尊敬显要人物。美国人向人

鞠躬致敬，不会因对方的身份地

位不同而特别殷勤，会多鞠几个

躬。不论在家或搭乘汽车，美国

人通常不会要求贵宾坐上特定的

座位。礼让的情形很少，你所能

见到的礼让情形，可能是请吃饭

的时候，让贵宾坐在主人或女主

人的右面。在某些国家里，汽车

后座是上座。但在美国，私用汽

车里驾驶座旁边的位子才是上

座，一半是因为司机往往就是主

人自己，另一半是因为坐上前面

那个座位，可以清晰地看到车外

的景象。

体语
你知道吗？两个人谈话，彼

此所站的距离，随文化不同而

异。在一些国家里，人们交谈时

可能站得很近，谈话下去，两张

面孔常常越来越贴近。根据研究

所得，美国人 谈话如果跟他人

站得太近，就觉得不舒服；他们

最合意的距离是五十公分左右。

另有一些国家的人，还喜欢站得

比五十公分更远一点交谈。

你会注意到美国人的另一社

交习惯，就是他们跟其他许多民

族一样，说话时往往做手势。他

们谈天之际，可能拍拍对方的肩

膀，以示友好，或者轻拍小孩

的脑袋，以示亲爱。依照其他国

家某些民族风俗来说，这种表达

法可能不受欢迎，尤其是用左手

来表达。许多美国人都用惯左

手；在美国左右手没轻重之分，

不论用左用右，都没有什么不

敬。不过，在这一类的小事上，

如果对方在社交场合中用双手的

用法令你不快的话，你只须略加

犹豫，你的美国朋友往往就明白

你的意思了。

静居独处
美国人无静居独处之念，往

往是游客难以了解的。美国人不

是围墙高筑、重门深锁的国民。

他们的院子通常连在一起，连篱

笆亦付阙如。他们通常不经邀

请，也不先通个电话，就互相过

访；他们在办公室工作，总是大

门敞开。

他们无静居独处的念头，也

许是本国历史发展的结果。美国

是个幅员广阔的国家。美国从无

筑墙之城，美国人也用不着防犯

邻邦。美国在初期居民极少，所

以邻居非常重要，不能把他们摒

诸门墙之外。邻居在艰苦创业时

会提供保护和帮忙，他们彼此守

望相助。

从美国早期历史发展出来的

这种不愿独处，只求坦然相对的

愿望，游客可以从许多小的地方

观察到：美国家庭可能有几间无

门的房间或只有玻璃墙。假若你

看见有人走出你的房间忘了关

门，别认为他粗鲁无礼。帮他

们，让他们知道你喜欢把门关

上，要不然你就得适应新方式了。

总之，你对于彼此间的不同，要

忍耐。

沉默
美国人人都不喜欢沉默。他

们会侃侃而谈，以免谈话中止，

纵使片刻的停顿，亦非所愿。假

若你很久没作声，美国人就会尽

量设法让你加入谈论。他们也许

问你是不是身体不舒适，要不要

他们帮忙。不过，美国人如果不

同意你所说的话，可能默不作

声。他们不出声，未必表示他们

同意你的意见，而是表示他们认

为同你继续辩论下去是没有礼貌

的。

说话爽直
游客到了美国，都发觉美国

人不说“废话”。这就是说，美

国人答话的时候，往往简单到只

说“是”、“不是”、“当然”，

或极普通的一个“对”字。但简

单的答语并不表示美国人怠慢、

粗鲁或脑筋简单。美国人平时匆

匆忙忙，跟你打招呼不外一个

“嗨”。真的，你在美国居留期

间，将一再听到这个招呼，几乎

人人都说，不论地位、年龄、职

业。不过，听惯了比较长的、漂

亮话的人，也许要经过一段时

间，才会对美国人的“坦言”不

当一回事。

美国人感到难为情时，就实

话直说。遇到别人特别客气的称

赞或道谢时，美国人可能难为情

而不知道该答什么话好。他们不

是有意粗鲁无礼，他们其实是喜

欢别人称赞他们的。除了特殊的

假日，例如圣诞节，美国人通常

不送礼。因此，你会发现美国人

接到礼物的时候很难为情，他们

如果没有东西回礼，就更加如

此。他们大体上是个热情不拘礼

节的民族。

介绍
美国社会风俗跟别国社会风

俗大不相同的一点，就是名字的

称呼。美国人不重视“地位”，

尤其是社会地位。大多数美国人

都不愿意自己因年龄或社会地位

的关系而特别受人尊敬，这样会

令他们觉得不自在。许多美国人

甚至觉得“先生”“太太”“小

姐”的称呼太客套了。不论年

龄，大家都喜欢直呼其名。“别

称我史密斯太太，叫我萨莉好

了。”称呼名字，往往是表示友

善亲近。不过，你如果觉得直呼

其名不好，尽可用比较客气的称

呼。你可以向对方笑笑，说你已

经习惯成自然，初与人见面的时

候总是比较拘谨，过一阵就会直

呼名字了。

介绍的时候，往往是连名带

姓：“玛丽•史密斯，这位是约

翰•琼思。”遇到这种情形，你

可以自己决定该称呼那位女士为

“玛丽”还是“史密斯小姐”。

有时你们两人交谈，开头是称呼

对方的姓，但没过多久，其中一

人或彼此就直呼对方的名字了。

你尽可自己选择，假若你不愿意

一下子就直称别人的头字，而要

依照你自己的习俗称呼别人，谁

也不会觉得你没有礼貌。

你可能会注意到，美国人聚

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几乎从不提

彼此的头衔。如果你平时听惯了

不离头衔的谈话，就会觉得美国

人说话不客气，不近人情。你高

兴的话，尽可依你本国的习惯称

呼别人的名衔。美国人听你这

样说话，只是觉得有趣，觉得特

别。不过，假若他们谈话时不

称头衔，你可别不高兴。

头衔
社会阶级的差异，在美国是

不受重视的，所以美国人没有家

庭世袭的头衔，虽则他们对于用

惯了头衔的外来客也会以他的头

衔相称。美国人反而有时用职业

上的头衔。这种头衔有别于家庭

头衔，因为它是靠自己“挣来”

的，而不是由祖先传下的。有头

衔的职业，最常见的是法官、高

级政府官员、军官、医生、教授

和宗教领袖。这里且举几个例

子：哈利法官、史密斯参议员、

克拉克将军、布朗医生、格林博

士（教授）、怀特神父、科恩老

师（对犹太人的尊称用语）、格

雷主教等。

至于从事其他行业的人，则

称他为“先生”、“小姐”、

“太太”（音密西斯）。“Ms.”

（音密丝）对已婚和未婚的女士

都可适用，近年来在美国已甚为

通行。假若你跟一个美国人第一

次碰面，不晓得他的头衔，但又

要对他表示尊敬，那么可用“先

生”或“夫人”称呼。被你这样

称呼的人也许会想到你不知道该

用什么称呼，于是会把正确的名

称告诉你。不过，一个人除非是

从事某种特殊职业，否则正式的

头衔是不常用的。美国人注重友

好的、不拘礼节的关系，而不注

重地位头衔。美国人相信自己即

使直称一个人的名字，仍一样可

以对他表示尊敬。

服务头衔之外，美国生活中

还有别的事情。平时受女佣、司

机、厨师侍候惯了的游客，可能

发觉和他在本国的情形大不相

同。有的游客也许想到自己是有

身份的人，但在美国所受的待遇

即跟普通人一样，因此觉得自己

被怠慢了。不过，美国是个“样

样自己动手”的国家。一般美国

人，不管是医生、教授、商人、

律师，都是自己煮饭、洗衣、上

市场买东西或做其他工作。在美

国，服务是要钱的；谁都可以

“买”服务，只要付得起钱就

成，地位是不相干的。一个人不

管干的是什么职业，如果自己动

手做家务，绝对不会被人认为有

什么不对。其实，许多美国人都

花得起钱请厨师、司机，但他们

不那么做。他们宁愿享受家庭宁

静，如果家里有个请来的帮手，

宁静感可能多少就会丧失掉。也

有人宁愿把钱花在旅行或其他方

面，而不愿付出高昂的美国工资

雇人帮忙料理家务。

找漱洗间
一位新到美国的游客，最近

有人问他，在美国第一天最麻烦

的事情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

答：“找漱洗间。”有些国家在

大街上有明显可见或在小建筑物

里面标志明显的公众漱洗间，美

国可没有。在美国，公众漱洗间

均设于加油站（都是干干净净

的，免费的，不过可能要向站员

索取钥匙）。机场、公共汽车站、

火车站、餐馆、图书馆、大商店、

戏院，以及一切欢迎大众光临的

场所，都有漱洗间，你还可以走

进任何一家旅馆借用“女漱洗

间”或“男漱洗间”，即使你

不是这家旅馆的住客。

不要被漱洗间门上的名称

弄糊涂了。有时上面写着“男”

或“女”以及“女士”或“夫人”，

或干脆叫“漱洗间”。有的在

门上可能画个图形或其他标

志，以示男女之别，餐馆尤其

采用这种方式。女用漱洗间有

时称为“化妆间”。欧洲人使用

的“方便处”或“W.C”，在美

国是少用的，但一般人都明白

是什么意思。

对你国家的认识

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对贵国

知之甚少的美国人。假若有这

种情形，请容忍他们。很遗

憾，美国学校很少教授他国的

文化风俗。美国东西两面是大

洋，跟其他国家隔得很远。结

果，美国人对于其他国家的文化

和不同的工作方式都不大熟悉；

这在其他国家也是常见的。

假若美国人用你所不熟知的办法

来帮你的忙，假若他们把贵国误

认为是千里以外的另一个国家，

请多包涵。

跟别的国家相比，美国发展

成为现代国家的时间极短，只

有 300年的光景。美国人一直忙

于本土的成长，忙着修建公路，

忙着建立城市，忙着为千百万的

孩子制定免费教育制度，忙着发

明，忙着发现，忙着为全球的利

益而发展。在这 300 年间，有

大部分的时候全国的注意力只集

中在美国本身，而不在世界。直

到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

美国人才开始对世界其他地区发

生兴趣。

社会习俗
美国人的祖先来自全球各

地，所以在美国境内“认可的”

社会习俗，比有些国家的社会习

俗要多得多。因此，到美国旅游

的人如果要照自己国家的风俗习

惯去做，也不必觉得难为情或有

什么不对。虽然美国人不拘礼

节，但是，如果你愿意在社交场

合中穿着打扮得很正规，你尽管

照你自己的方式做好了。你周围

的人一定会接受的。

不过，你能够对美国一般的

习俗做详尽的了解，也是有所裨

益的。当然，这个题目范围太

广，不能在这里详加探讨，下面

所谈的，只是你访问美国时可能

会遇到的一些常见情形。

有些私人问题，在甲国可以

提出来谈，但在乙国则不应该

谈。比方说，美国人可能会问你：

“你在什么地方工作？”“你有

几个孩子？”“你的房子有多大？”

“你有没有假期？”在美国人看

来，这些问题不算是纯粹的私人

问题。他们往往问这些话，不外

是要了解你与他之间的共同点，

或作为交谈的开始。请你明白，

问这些话的本意都是友善的，问

者是对你表示关心，不是对你无

礼。

美国人自己也是这样相识

的。由于美国人在美国时常搬迁，

这类问题就是他们每年认识许多

新朋友的常用办法。

有些国家的人们几乎终生未

离开过一个市镇，所以社会风俗

颇为不同。游客到了这些国家，

可能要过了许久，才会有人向他

问起家庭、职业、居所等私人问

题。但是在美国，样样事都快，

美国人没时间讲究礼节。他们一

定要在今天认识你，因为不久他

们可能又要搬到遥远的另一个市

镇去了。

在一些国家里，居民的社会

关系需要长期慢慢地培养。习惯

了这种情形的游客一旦到了美

国，可能觉得美国人的方式可怕，

太注意私人问题和无礼。不过，

美国人认为纯粹是私人问题的一

些事，在美国也是避而不提的，

否则未免太无礼了。这些问题包

括一个人的年龄，他有多少钱，

他的衣服和财产一共值多少钱，

他的宗教信仰，他的私生活等

等。

假如有人向你提出什么问

题，而你觉得这纯粹是私事，那

么你尽可不答。你可以说“不知

道”，或说：“在我的国家里，

这个问题好怪。”再不然，你可

以把话题一转，谈些不关私人的

事情。

你这样做，美国人不会觉得

你无礼，事实上，他多半会明白

你是不想回答或不想继续谈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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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born Granite LLC實木櫥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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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理石品種最多！規模最大，價格最低！
批發！

二十年安裝經驗

國內最快高鐵9月將在西安投入運營
時速380公裏

8 月 3 日上午 10 时许，两组

“海豚”型车头的CRH380B型高

速动车组抵达位于西安草滩的西

安铁路局动车段检修库。这是西

安首次配备国内最快的高铁车

型，最高运行速度可达每小时

380 公里，9 月份郑徐高铁开通

后，将服务于西安铁路局加开的

西安至上海、福州、合肥等高铁

线路。

最高试验时速超过400公里

这两组CRH380B型高速动车

组刚从唐山机车车辆公司生产线

下线，是在CRH3C基础上研发的

新一代高速动车组，最高运营时

速由 350公里提高到 380公里，最

高试验时速超过 400 公里，是我

国高铁客运的主力车型。

CRH380B型高速动车组车头

采用了优化设计的“海豚”型车

头，外形流畅优美，能够减小

高速运行时的空气阻力。华商报

记者看到，车头两侧有一条贯穿

全车的“凹槽”。工作人员介

绍，这种“凹槽”大大降低了列

车的气动升力，增加了尾车的稳

定性。

1000多个传感器分布在全车

上下，对列车的关键系统和部位

的温度、速度、加速度、压力、

绝缘性能等参数进行监测，当检

测值超出安全限值后，列车的监

控系统会分析判断，提供 5级安

全响应机制，触发列车的故障保

护动作。

残疾人卫生间里设婴儿护理

台

内装方面，全车采用全封闭

的绿色换新风自动空调系统，全

部采用LED节能光源照明，绿色

能源技术的全面应用。

除了设置残疾人乘坐区，在

餐车车厢的一端还有一个特殊的

残疾人卫生间，按了自动开关门

锁按钮，门可以自动打开，进去

后自动关闭。带扶手的残疾人专

用座便器，上方有一块搁板，拉

下来后秒变婴儿护理台，妈妈们

可以给宝宝很方便的换尿片了。

西安将与20余城高铁直连

据悉，此次西安首次配属

CRH380B型动车组，主要服务于

9 月郑徐高铁开通后西安局加开

的各次高铁列车。今年西安铁路

局将至少增配29组CRH380B型动

车组。郑徐高铁开通后，以西安

为枢纽的西部高铁首次与京沪高

铁互联。届时，西安将与上海、

南京、青岛、沈阳等 20余个大中

型城市首次实现高铁直连。

以青岛为例，现在从西安去

青岛只有多趟普通列车，耗时在

17到 23个小时之间，郑徐高铁开

通后，有望缩短到8小时左右。

專家：首艘國產航母進度順利
或在兩年後交付

大陆首艘自制航母舰岛未安

装，安装后即可下水，预计将于

2018年交付解放军海军。

大陆军事专家曹卫东认为，

航母的舰岛究竟是下水前还是下

水后装，视情况而定。中国大陆

正在大连建造的国产航母，目前

虽然没有装舰岛，但模组已经完

成，因此可以根据船坞需求，决

定下水的时间。

曹卫东说，大陆首艘自制航母

的外壳已经建成，建造过程还算顺

利。按正常的时间表推算，2016年

年底或2017年年初应该可以下水，

之后将进行相关海试，预计在2018

年或2019年左右，首艘自制航母就

能够交付解放军海军。

报道称，美国情报公司日前

曾披露中国大陆在大连建造首艘

国产航母，应该是从 2015年年初

才开始。如果最终如专家预期，

能在 2017年底前下水，这就意味

着这艘国产航母从开工建设到下

水仅用了短短两年多时间，造舰

速度在世界航母史上相当惊人。

报道还称，大陆网络近日曝

光航母“辽宁”舰的最新画面，

显示 8架海军灰色涂装的歼-15舰

载机在航母甲板上一字排开，加

上 1架直-8直升机，1架直-9救援

直升机，被认为是目前“辽宁”

舰所展示出的最强战力。

军事专家表示，“辽宁”舰

现阶段作为科研舰、训练舰，将

会尝试各种各样的舰载机配制方

案。如果“战力先行”，则会完

全按照实战的要求去配制舰载

机，最多可搭载 20 多架歼-15。

而航母舰载机单日起降架次是衡

量航母战斗力的重要指标，以前

“辽宁”舰上每天通常只有四五

架飞机进行起飞和着舰试验，而

现在 8架歼-15同时现身甲板，显

示“辽宁”舰起降架次可能已翻

数倍，战力得到大幅提升。

吉林：持續發力推動稭稈“變廢為寶”
５年內綜合利用率將達８５％
每年春耕和秋收时节，如

何解决秸秆焚烧问题，都是各

地“烦心事”。吉林是我国重

要商品粮基地，2015年粮食总

产 729.4 亿斤，居全国第四

位。同时，该省农作物秸秆

资源十分丰富，每年农作物秸

秆产生量达4000万吨以上，实

现秸秆综合利用对于改善大气

环境意义重大。

在已出台的秸秆焚烧工

作实施方案、发展生物质经

济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的基

础上，吉林近期又出台建立

以机收捡拾打捆为重点的较

完善的秸秆收储运体系，将

秸秆还田、捡拾打捆等机械

设备列入农机购置补贴目

录，实行秸秆运输“绿色通

道”等政策措施，努力破解

当前秸秆收储和运输难题。

吉林明确，到 2020 年形

成布局合理、多元利用的

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格局，

建立较完善的秸秆收储运

体系，秸秆综合利用水平

显著提高，综合利用率达

到 85%，基本解决秸秆露天

焚烧问题。

在一系列政策的支持引导

下，各地正积极采取疏堵结合的

措施，为玉米秸秆找到多个出

路。甜玉米秸秆用于酿酒、保鲜

糯玉米作为养牛场的青储饲料、

普通成熟玉米秸秆加工成生物质

能源材料或者作为黄储牛饲料加

以利用等试验，已经在一些地方

取得了很好的进展。

同时，让秸秆直接回归

黑土地，也是吉林秸秆综合

利用的重要途径。目前，中

科院东北地理与生态农业研

究所已在吉林省梨树、农安

等粮食主产县推广免耕生产

等保护性耕作示范种植面积

150万亩以上。

吉林省发改委副主任宋

刚说，吉林省正在以生物质

资源替代化石资源、玉米秸

秆资源替代粮食资源、生物

基产品替代石油基产品“三

个替代”为方向，加快发展

聚乳酸及下游产业为代表的

生物基化工和新材料产业，

着力扩大绿色消费市场，构

建与产业发展相协调的绿色

产业体系。

G20如何改變杭州
今天是 8 月 4 日，距 G20

杭州峰会开幕还有一个月。

迎接G20峰会，杭州作好准备

了吗？在最后的冲刺中，杭

州在场馆建设、志愿服务、

交通、安保等方面还有哪些

安排？杭州市政府和市民们

对G20峰会有何期待？光明日

报即日起推出《G20· 杭州时

间》专栏，为您讲述迎接G20

峰会的杭州故事。

“办好 G20，当好东道

主”，走出杭州高铁站，公

交车上的标语让人迅速触摸

到这座城市当下最清晰的脉

动。

在迎接G20峰会的最后冲

刺中，杭州付出了哪些努

力，又为城市带来了哪些新

气象？

容貌之变：

“打扫屋子迎宾客”

天下西湖三十六，最美

杭州西子湖。

最近一段时间，杭州市

委书记赵一德的朋友圈中，

不时有人晒出“西湖光影”

“钱塘夜曲”的照片。潜移

默化中，市民们感受到了杭

州容貌的新变化。

“我们对西湖、运河、

钱塘江这三个核心地带进行

了亮化，实施了一批道路整

治、街容美化、城市亮化的

项目。”赵一德说，市民们

晚上出去拍拍照，晒到朋友

圈，引来点赞的同时，也宣

传了杭州。

“用五年时间，为杭州

写一首诗”，一对年轻夫妇

程方和程晓，历时 5年，拍了

9万张照片，今年 4月做成了

一部《杭州映像诗》。杭州

之美让人惊艳。一时间这部

短片在网络上疯传。

“争当主人翁，护航G20”，

记录者的背后，是更多的建

设者。

目前，杭州的 33 个入城

口、264个街容美化项目已整

治完毕，平整道路 2334 条，

拆除违章建筑 1000 万平方

米，同时完成旧住宅区、旧

厂房、城中村改造任务 900余

万平方米。

而G20峰会主会场、B20

峰会主会场、中外领导人驻

地以及相关活动场地并没有

专门新建，都是根据峰会的

需要在原有基础上进行的完

善提升。

“杭州改造期间，正如

美女贴上‘面膜’一样，比

较难看，一些市民是有想法

的。”赵一德说，现在“面

膜”揭掉了，市民反映都很

好。在城市改造和会议筹备

中，会议组织者尽了最大努

力减少扰民，比如安全演练

都在晚上 11 点以后开始，到

凌晨4点结束。

如今的杭州空气清新、

道路整洁，处处绿意葱茏。

在老年志愿者王鲁民看来：

“客人远道而来，我们把屋

子打扫干净，这是最基本的

待客之道。”

民生之变：

更是造福了百姓

从雷峰塔往东南绕过凤

凰山，不到两公里路程，是

上城区馒头山社区。由于这

里绝大部分属于南宋皇城遗

址重点保护区，近 60 年来馒

头山社区未进行过大规模的

整治与开发。

“满地都是狗屎，脚都

要踮起来走，早上倒马桶、

上厕所的人排成长队……”

今年 70 岁的郝素琴大半辈子

都生活在这里，忆及往日感

慨不已。

上城区委书记缪承潮

说，从 G20 峰会宣布在杭州

举办起，馒头山的整治加快

了步伐。有拆、有修、有建，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馒头山

如今焕然一新。家家户户有

了阳台、卫生间、厨灶。

“过程是不容易的，拆

除违章建筑最难。”馒头山

社区党委书记郑鸳鸯说，老

百姓非常淳朴，他们也知道

这个地方这么脏乱差，不拆

都觉得对不起中外嘉宾。

通过一家一户地做工作，

一点一点地示范，居民们看

到环境越来越好，房子越来

越漂亮，不但没了意见，还

主动参与到整治建设中。

“民生之变，最终赢得

了民心之变。”缪承潮说，

上城区一共有 93 个 G20 峰会

整治项目，全部是民生工

程。说是为了迎接G20，更是

造福了老百姓。

格局之变：

“迎来大气开放的钱塘

时间”

“我们抓住G20的契机，

不单改善了民生，把产业也

引了进来。”上城区南星街

道党工委书记鲁军对记者说

。现在绿树掩映的馒头山社

区，坐落着凤凰御元、凤凰

1138 两个创意产业园，80 多

家企业已经入驻。

对于杭州来说，这样的

变化并不鲜见。自去年二季

度以来，杭州市 GDP 增速已

连续 5个季度运行在两位数区

间。今年上半年，杭州以

10.8%的经济增速领跑，分别

高于全国、全省4.1和3.1个百

分点。

“坚持服务保障G20杭州

峰会与推动杭州经济社会发

展‘两手抓、两不误、两促

进’，让杭州的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找准了跑道、见到了

曙光、尝到了甜头。”赵一

德说。

在杭州看来，举办 2016

年 G20 峰会和 2022 年亚运

会，是杭州国际化发展的重

要“窗口期”。

杭州市为未来勾画了

“四大个性特色”——全球

影响力的“互联网+”创新创

业中心、国际会议目的地城

市、国际重要的旅游休闲中

心、东方文化国际交流重要

城市。

赵一德觉得，杭州变了，

“正从西湖的精致和谐，迎

来大气开放的钱塘时间”。

中國香港派出75人代表團
出戰裏約奧運會

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

匹克委员会 ( 港协暨奥委会 )2

日表示，港协暨奥委会义务秘

书长王敏超及港协暨奥委会副

会长刘掌珠暨代表团团部官员

于 1 日率领中国香港代表团的

乒乓球队及医疗团队启程前往

参加 里 约 奥 运

会 。 其余的队

伍包括羽毛球

及游泳等将分

别于未来数天

内抵达里约。

中国香港将

派出 75 人代表

团，当中 包 括

38 名运动员，

共出战 9 个体育

项目，包括游

泳、田径、羽毛

球、自行车、击

剑、高尔夫球、赛艇、滑浪风帆

和乒乓球。中国香港代表团的升

旗仪式定于里约时间8月4日下午

3时 30分于奥运村广场举行，届

时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将于里约

飘扬。

在这 38名运动员中，羽毛球

选手伍家朗被寄予厚望。现年 22

岁的伍家朗在羽毛球男子单打世

界排名上位列第 13位，被视为香

港羽毛球的新希望。

他曾于香港羽毛球公开赛

和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先后

击败两名中国国家队世界级球

手林丹和谌龙，被称为“巨人

杀手”。

即将出战里约奥运，伍家朗

表示，希望尽量发挥水平，至少

打进 16强，将终极目标放在 2020

年的奥运会，那时最有机会拿到

奖牌。

为支持中国香港代表团，

香港邮政将于 8 月 5 日起发售

以 “ 2016 年 里 约 热 内 卢 第 31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主题

的香港邮票及相关邮品，以

纪念中国香港参与这项国际

体坛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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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爐頭廠
金門是您的事業通往成功之門！

Golden Gate Restaurant
Equipment Co.

9330 Summerbell Houston, Texas 7707459

★

Beltway 8

Summerbell 9330 Summerbell

Bissonnet

Bellaire

Ho
ne

yw
ell

★抽油煙機 ★冷凍房 ★布菲檯 ★抓碼檯 ★安裝服務 ★修理服務
★中式爐頭 ★油爐 ★洗碗檯 ★燒臘爐 ★免費估價

★零件配套 ★專門店製造不銹鋼餐具

金門爐頭廠專製業造各種中式爐頭﹐抽油煙罩﹐精美布菲檯﹐各種不銹鋼廚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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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工程及產品保證通過政府及衛生局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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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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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各種製冰機、洗碗機
修理各種廠牌：絞面機、切肉機、電飯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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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35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74

從拉薩到珠峰 50條轉山而上的“信仰”
传说雪域的山巅本没有路，唯

是信念方能铸就天路，一步步转山

而上，才能傲立于世人不可企及之

地......一路将途经日喀则、定日、

珠峰大本营、拉孜，感受高山仰

止，领略人间仙境。

拉萨

1. 拉萨素有“日光城”的美

誉，全年日照时间在 3000 小时以

上。2.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为远

嫁西藏的文成公主建了布达拉宫，

还收藏了无数珍宝，堪称艺术的殿

堂。3. 去拉萨河边散散步，雪域

高原的河流有一种别样的美感。

4. 海一样辽阔的湖面，玛尼堆连

成的轨迹，摇曳的五彩经幡，纳木

措圣洁的美让人无法抗拒。5. 在

八廓街走街串巷淘一淘精致的工艺

品，但不要忘了讲价。6. 去羊八

井泡一泡温泉，真正地和大自然亲

密地接触。7.喝上一杯拉萨的酥油

茶，补充一下体力。8. “糌粑”

是炒面的藏语译音，它是藏族人民

天天必吃的主食，与酥油茶一起搭

配，别具一番风味。9. 青稞酒是

青藏高原人民最喜欢喝的酒，高度

青稞酒被称为“高原茅台酒”。

10. 唐卡是藏族文化中一种独具特

色的绘画艺术形式，大多表现藏传

佛教的主题，制作严苛，短则半年

完成，长则需要十余年。11. 雪顿

节是西藏最大的传统节日之一，

“雪顿”的意思就是酸奶，以演藏

戏看藏戏、群众游园为主要内容，

同时还有精彩的赛牦牛和马术表演

等。12. 在沐浴节期间，无论城镇还

是乡村，农村还是牧区，人们纷纷

下河洗澡，尽情在水中嬉戏，游泳。

日喀则

13. 日喀则，藏语中意思为

“水土肥美的庄园”的意思，丰茂

的草场、青翠的梯田，成群的牛

羊，一片田园风光。14. 在宗山遗

址，《红河谷》中宁静的歌声已经

远去，藏族军民抗英的事迹却依然

悲壮。15. 帕拉庄园是西藏大贵族

帕拉家族的主庄园，是目前西藏唯

一保存完整的旧西藏三大领主贵族

庄园。16. 扎什伦布寺是日喀则的

象征，依山而建，是历代班禅的驻

锡地。17. 江孜的白居寺拥有众多

佛塔，被誉为“西藏塔王”，寺内

的壁画总观结构连贯，局部看自成

一体。18. 日喀则的花海，雪山的

白、青山的绿、草甸的黄、狼毒花

的红，在彩色的线条中，别忘了爱

护这里脆弱的生态。19. 扎西吉彩

以金银器加工闻名，在这里不仅能

买到腰刀、手镯、项链等，还能亲

眼目睹一块粗糙的金属是如何打造

成华贵的工艺品的。20. 每年藏历

八月举行“斯姆庆姆”即跳神舞，

近 80名僧人，身着古装，戴着佛

教中各护法神的面具进行表演。

21. “朋必”是日喀则小吃的象征

，豆汁、粉丝都凝结了日喀则的特

色。22. 火烧蕨麻猪以蕨麻猪为原

料，外裹泥巴暗火中炮制而成的。

特点是皮脆肉嫩,味道特别鲜美。

定日

23. 定日县境内 8000米以上的

高峰有 4座，举世瞩目的珠穆朗玛

峰就是其中最耀眼的明珠。24. 珠

峰山脚下建有一座世界海拔最高的

寺庙——绒布寺，绒布寺也是观看

珠穆朗玛峰的最佳位置。25. 谷中

的冰川，在差异消融作用下形成世

界上最奇丽壮观的冰塔林景观。

26. 绒辖森林景区位于绒辖河谷打

章至中尼边界－－聂鲁桥之间的谷

地，其中曲嘎至聂鲁桥段森林景观

最为优美。27. 嘎玛山谷上游谷地

以及林线以上杜鹃群落，每年春天，

各种杜鹃自低至高山依次开放，五

颜六色遍染群山，成了名副其实的

杜鹃谷。28. 如在仓达温泉过夜，

有可能会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

珠峰和卓奥友峰在晨曦中向你微笑。

29. 协格尔镇是珠峰保护区最大的

城镇，具有悠久的历史，宗山顶上

古老的城堡始建于 13世纪的文朝

，迄今已有 700 多年的历史。30.

在长所沙丘景区，自然形式的星月

型沙丘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31.

虫草鸡块是定日的地方特产，营养

好，味道鲜。32. 定日人能歌善舞，

在学习和传承古代象雄文化的同

时，创造出了“拉堆洛谐”、

“甲谐”、“藏戏”等传统歌舞。

珠穆朗玛峰

33. 藏语中“珠穆”是女神的

意思，“朗玛”是第三的意思。因

为在珠穆朗玛峰的附近还有四座山

峰，珠峰位居第三，所以称为珠穆

朗玛峰。34. 珠穆朗玛峰是世界最

高峰，也是距离地心第五远的高

峰。35. 珠峰峰顶常年被冰雪覆

盖，呈金字塔状，漂浮在峰顶的

云彩像一面旗帜。36. 在珠峰大本

营，找珠峰邮政所盖一个珠峰纪念

的邮戳，再投递给亲朋好友。37.

绒布冰川是世界上发育最充分、保

存最好的冰川，巨大的冰塔林甚至

高达50米。38. 嘎玛沟在上世纪被

英美探险家誉为”世界上最美的山

谷“、”世界十大经典徒步线路之

一”，整个线路可一览珠峰全貌。

39. 珠峰大本营有一个三十米左右

高的小土包，它是观看珠峰的最佳

地点，提前向当地人询问日出日落

时间，千万别错过哦。40. 去珠峰

要上到 5000 米以上，很多在拉萨

等地没有高反的人在这也会受不了

，建议先了解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

再做决定。41. 如果在大本营住帐

篷，一定要自带食物和羽绒服以及

睡袋，刮风时是特别冷的。 42.

《绝命海拔》、《八千米死亡线／

k2》、《攀登珠峰》等影片都向我

们展现了珠峰的绝美与残忍。

拉孜

43. 拉孜藏语意为“神山顶，

光明最先照耀之金顶”。44. 拉孜

县地处雅鲁藏布江上游宽谷，历来

有后藏地区粮食仓之称，素有“堆

谐之乡”的美誉。45. 拉孜县地域

开阔，国道 318 线即中尼（中

国——尼泊尔）公路贯穿拉孜南

部。46. 锡钦温泉泡泡澡是消除旅

途疲劳的好办法。47. 芒普景区有

寺庙、古墓葬群和秋古温泉，但未

开发成形。去芒普的路为乡村公

路，芒普村可租马及向导。

48. 每年藏历七、八月间，在

青稞黄熟以后、开镰收割的前两三

天，拉孜都会举行望果节。49. 拉

孜县城以北几乎全为农田和村庄，

6、7 月份雨后放晴时，可信步田

垄，青稞、油菜地里极易出现气势

十足的绚丽彩虹，拍拍照片再好不

过。50. 拉孜藏刀以刀刃锋利、图

案雕刻精细、工艺复杂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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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

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其

实不然，爱上一座城，也许是

为城里的一道生动风景，为一

段青梅往事，为一座熟悉老宅。

或许，仅仅为的只是这座城。

就像爱上一个人，有时候不需要

任何理由，没有前因，无关风月，

只是爱了。

——林徽因

其实，在一座城市生活久

了，就会对它产生感情，说不清

原因，可能因为生活的惯性，可

能因为对它莫名的依赖。我说我

喜欢看这座城市的潮起潮落，看

沙滩上溅起的水花，还有空气中

弥漫着的海洋的味道。这座城市

很小，有山有水，这是一座慢城

市，一个让你依赖、让你有幸福

感的城市，五大理由，让你彻底

爱上这海滨之城——定海。

理由一：空气是一宝全国居

第二

当杭州、上海一些大城市热

得汗嗒嗒滴的时候，定海这边却

是海风习习，凉风穿堂，在很多

游客和定海居民眼里，好空气是

定海的一宝。定海属典型的亚热

带季风性海洋气候，气候宜人，

风景秀美，空气质量居全国第

二，是名副其实的生态城市。据

大气负氧离子监测站网监测结果

显示，岛城空气负氧离子含量较

高，说明定海的空气挺有“营养

价值”，是为定海人自豪的标志

之一。

理由二：处处有“海市”，

座座是“仙山”

定海，素有“东海明珠”之

美誉。“港、景、渔”自然优势

明显，山海景观独特，名胜古迹

众多。128个岛屿似珍珠一般洒落

在东海之中，处处有“海市”，

座座是“仙山”；428公里沿海长

廊碧波桅影，鱼跃鸥翔。

定海五峙山鸟岛是浙江省唯

一的以保护鸟类资源及其栖息地

为内容的自然保护区。其中的中

华凤头燕鸥，全世界仅存不足 50

只，被人们称之为“神话之鸟”。

这个夏天，私奔到凤凰岛，

享受阳光、沙滩、海浪、游艇。

理由三：海鲜美食吃货天堂

舟山不仅是我国最大的渔

场，也是世界著名四大渔场之

一，有着“中国渔都”之称。定

海的黄鱼、带鱼、石斑鱼、锦绣

龙虾及蛎、蛤、虾、蟹，还有淡

菜、青蟹等，都是极具特色的海

鲜名品。

定海册子有“鮸鱼之乡”的

美誉，而西堠门水域历来盛产鮸

鱼，游客可品尝到正宗的“鮸鱼

十吃”。鮸鱼，从头到尾，全身

都美味无比，有着“宁可放弃三

亩稻，勿可忘记鮸鱼脑”的美谚。

理由四：“懒居”一城市幸

福慢生活

连日工作值班，是不是经常

让你疲惫不堪？你有没有想改变

生活方式、享受“慢生活”？

定海，就是这样一座适合

“懒居”的城市。生活在定海

的他们工作，但不玩命工作；

他们消费，但不过度消费……他

们希望拥有更多空间和时间享

受生活乐趣，比起上海、北京

这样节奏快的城市，定海这种

“小而美”的城市，更让人有

幸福感。

理由五：悠久历史瑰丽文化

铸就名城

定海历史悠久，文化瑰丽，

是浙江省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也

是全国唯一的海岛历史文化名

城。悠悠几千年，留下了无数美

丽动人的故事和传说，留下了无

数令人流连忘返的历史遗址和古

城建筑。有“海上河姆渡”马岙

土墩文化遗址、同归域和舟山鸦

片战争遗址公园；有保存完好的

刘鸿生、董浩云、丁光训、台湾

作家三毛等名人故居和祖居；有

明清时期祖印寺、蓝府大院、古

民居和明清古街等景点。

臺灣：聽見來自太平洋
的風和國境之南的遙遠召喚

台北夜市购物之旅：海峡

这边的浓浓乡愁

看多了高楼林立，看惯了

6排的机动车道，台北所拥有

的别样都市气质更符合我想象

中城市该有的样子：不大，但

繁华且井井有条；不喧闹、商

业，也不缺少文化氛围。虽然

只在台北停留了几天，还是浮

光掠影地感受了一次“夏季到

台北来看雨”的美好体验。

西门町，台北入夜后的第一

站，成为台湾记忆的第一页。

穿过一个写着“欢迎来到优质商

圈西门町”的牌楼，便正式进入

了一条条步行街。其实没有什么

购物目的或美食目的，纯粹漫不

经心地看看商铺和广告牌就足以

驱使你的脚步不断向前。

每次经过一个路口就会被

等待红绿灯的“小飞侠们”吸

引，零散地穿梭在汽车中的机

车总显得特别有趣，瞬间赋予

一条很商业的道路生活气息。

还有偶尔出现在眼前的台版帅

哥总会牵着一位即便再热也妆

发完好的台妹，一切都是那么

的赏心悦目。

由于师大夜市离台大和师

大都很近，无数当地学生晚上

闲来无事便来此逛逛。师大夜

市没有明显的入口，走到既定

区域，随便走进一个巷子，夜

市游就开始了。来这里的人选

择买服装和文创商品的居多，

不过尝美食是我的首要目标，

卤味、许记生煎包、盐酥鸡要

大力推荐，尤其是卤味的味道

至今都萦绕于心头。

海岸观光之旅：文艺片里

漫长海岸线 壮阔太平洋

真正的地图上，并没有一

个地点叫做台湾海，但这个字

眼是在说明，台湾的海是特别

的，虽然是无限接近透明的

蓝，却不似三亚，马尔代夫，

巴厘岛那样的度假海滩落入俗

套，更像是文艺片里面男女主

角骑车经过的漫长海岸线。台

湾地处中国的东南角，岛的尽

头就是太平洋。跨越台湾山脉

的崇山峻岭，可以感受蔓延至

天际的蓝色大洋所带来的震

撼，比海更加深邃，更加无

限，也包含更多。

垦丁：对垦丁的第一印象

其实是黑色的，因为有好多抱

着冲浪板的小哥露着上半身，

全身皮肤都是黝黑的。

龙磐：站在观海最佳地点

龙磐，风是剧烈的，太平洋的

浪是猛烈的，一遍一遍捶打着

悬崖，像是世纪初，也像是世

纪末，海的颜色有层次地越来

越深，感觉那就是世界的尽头。

海洋馆：唯一可以夜宿海

底的地方。小时候读《海底两

万里》，总是想象住在大洋里，

生活在大洋里是种什么样的感

受。海洋馆的神奇之处在于，

它真的可以让你睡在海洋里。

夜 宿 海 洋

馆，蓝色的

光，蓝色的

海 包 围 着

你，感觉神

秘陌生却温

暖，回想起

来，就如生命之初包围在那一

片温暖母体的水里般，宁静

而安全。人类，也只不过是发

源于整个海洋的一个细胞。

文艺台湾之旅：书、戏剧、

艺术都是生活一部分

文艺就像一张台湾名片，

提起就会联想到无数的台湾电

影、青春文艺片，无数的台湾

书店，从诚品到台大图书馆，

无数的戏剧，无数的博物馆。

文化，像是必不可缺的水

一样，滋养着台湾人的生活，

滋养着他们的精神。

你可能不知道女巫店，但

你一定不会不知道陈绮贞、张

悬、吴青峰、杨乃文、卢广仲、

黄小桢、自然卷这些曾经小众

如今有一众拥趸的著名创作型

歌手，而他们，都曾在女巫店

驻唱过。这弹丸之地，竟是台

湾音乐的指标性场所和台湾独

立原创音乐的重要舞台。它平

日是一家咖啡馆，周四到周六

夜晚则会变身为有乐队演出的

live house。重要的是，书店从

菜单到装饰都十分重口，你会

在这里看到春药、淫料等等。

除了正常的美术馆、博物馆之

外，台湾还有很多有趣的小博

物馆——比如下面这家——袖

珍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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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joining the SDR would boost foreign holdings 
of the yuan in the long run, the currency is now under 
pressure to weaken from a stronger US dollar and 
gloomy growth prospects.
The central bank also 
may not be able to 
intervene as easily in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in future.
Banks such as 
Standard Chartered 
and 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 expect 
the yuan to weaken 
between 2 to 9 
per cent next year. 
Researcher Zhang Ming, with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aid the yuan was overvalued 
and set to weaken. But he predicted "no big yuan fall 
immediately after the SDR inclusion".
China Merchants Bank analyst Liu Dongliang said 
the IMF decision would have "no direct relation" to 
the yuan's value. The currency's global profile would 
be decided by whether it was easy and cheap to use 
in payments, he said. "It means China has to open up 
domestic financial markets and accept international 
rules." 
China would do so cautiously, Zhang said. "China has 
already [done so much] to get the SDR deal done. It 
would be unwise to open up while the risks are high." 
(Courtesy www.scmp.com/news/china/economy/
article)

China's Internet Users Now Total 710 Millio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has approved the 
inclusion of the yuan among its Special Drawing 
Rights currencies at a board meeting in Washington, a 
move analysts say will put the currency under pressure 
to weaken.
The yuan, also known as the renminbi, will join the 
US dollar, euro, Japanese yen and British pound in the 
basket of currencies the IMF uses as an international 
reserve asset.
The IMF said on Monday that the yuan “met all existing 
criteria” to be included as one of the currencies used 
for the global organisation’s SDR, which is used as the 
standard for dealing with its 188 member governments.
The Chinese currency will have a weight of 10.92 
percent in the basket. It is lower than the dollar's 41.73 
percent and 30.93 percent for the euro but above the 
Japanese yen's 8.33 percent and British pound's 8.09 
percent. The addition will take effect on October 1, 
2016.
Currently the weights of the dollar, euro, pound and 
yen are 41.9 percent, 37.4 percent, 11.3 percent and 9.4 
percent respectively.
The move is seen as recognition of China's financial 
and economic progress after years of reform, though 

the authorities 
may take time 
to deliberate on 
how to further 
improve.
IMF chief 
Christine 
Lagarde, who 
along with in-

Internet users in China use instant messaging apps 
and almost 80 percent use news apps. Mobile search, 

online music and videos, as well 
as online payments were also 
among the most popular mobile 
applications.
Users of food take-out apps 
rose over 40 percent in the first 
six months of 2016, with 146 
million Chinese using their 
phone to order food. (Courtesy 
news.xinhuanet.com/english)

Related
China's Supreme Court To Broadcast Open 

Trials Live On Internet
BEIJING, July 6 (Xinhua) -- Jing Hanchao, vice 
president of China's Supreme People's Court (SPC) 
said Wednesday that all of its open trials would be 
broadcast live on the Internet from July 1, 2016.
Jing said the live webcasts will be significant progress 

house experts 
had previously 
given her support 
for the inclusion, 
made it clear she 
did not expect 
Beijing to stop 
there.
“The renminbi's 
inclusion in the 
SDR is a clear 
indication of 
the reforms that have been implemented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implemented,” she told reporters.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said the move, which 
was backed by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Japan, showe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xpected China to play a bigger role in the 
world economy.
“Going forward, China will continue to deepen and 
accelerate economic reforms and financial opening 
up, and contribute to promoting world economic 
growth, safeguarding financial stability and improving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it said in a statement.
The PBOC's vice governor Yi Gang said he expected 
the inclusion would make the yuan more stable and 
there was no basis for it to devalue further, as some 
traders had expected.
"SDR inclusion will be a recognition of how far China 
has come," said Jonathan Fenby, China managing 
director at research firm Trusted Sources. "But it 
remains a question whether China will continue to 
open up the capital account."

WHY IS THE 
YUAN'S 

INCLUSION
IN THE SDR 

SIGNIFICANT?
1. The reminbi 
is the first 
currency from an 
emerging market 
to be added to 
the SDR.
The yuan will 

have the third largest weighting in the currency 
basket, larger than the yen and pound.
2. The renminbi is the first SDR currency from a 
not fully open capital market.
3. Its inclusion is one of the biggest changes in 
the system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euro in 
1999.
As its economy slowed, China would be reluctant to 
bring down capital flow barriers when "households are 
moving money out", said Fenby, a former editor of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China has been making more changes to its financial 
system this year - it lifted controls on deposit and 
lending rates, opened up the interbank bond market to 
foreign central banks, tweaked the yuan exchange rate 
formation mechanism to give market forces greater 
play, and increased its frequency of releasing some of 
the country's financial data.
All these were done despite its weakening economy 
and rising financial risks with a clear target of getting 
the IMF to recognise the yuan as a stable currency.

BEIJING, Aug. 3 (Xinhua) -- China has 710 million 
Internet users as of June, accounting for 51.7 percent 
of its total population, exceeding the global average 

by 3.1 percent,according to an official report released 
by the 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CNNIC) on Wednesday.
China gained about 21.3 million 
new web users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6, an increase of 1.3 percent 
compared with figures from the 
end of 2015, the report said.
The report noted that 191 million 
people, almost 27 percent total 
Internet users were from rural 
areas, marking a huge gap of 
35.6 percent in the Internet penetration rat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number of people surfing the Internet via 
smartphones reached 656 million, about 92.5 percent 
of Internet users, the report said.
On average, web users spent 3.8 hours per day on the 
Internet, an increase of 0.3 hours from 2015.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almost 92 percent of 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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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Online Shoppers In China

The Chinese Yuan Joins Other 
International Currencies 
Including The US Dollar, Euro, 
Yen And British Pound In The 
Special Drawing Rights Basket Of 
International Currencie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Chief 
Christine Lagarde

China has 710 million Internet users as of June 2016, 
accounting for 51.7 percent of its total population, 
exceeding the global average by 3.1 percent,according to 
an official report released by the 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CNNIC) last Wednesday. (Photo/
Xinhuanet File)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pproves                    
Reserve Currency Status For China's Yuan

Now In The International Special Drawing Rights Basket 
– Along With The US Dollar, Euro, Yen And British Pound – Yuan Could Weaken Under Pressure

for judicial openness. With full transparency of trials 
online, the public can better play their supervisory role.
Live broadcasts will also drive judges to strengthen 
their capabilities, thus improving the judicial system, 
Jing added.
Furthermore, Jing said live webcasts will create a large 
amount of data that will help jurists study China's legal 
system. (Courtesy news.xinhuanet.com/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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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達石業公司
GRANITE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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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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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內付清，可享12個月無息分期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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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抗日戰場上八路軍
為何不留日軍活口？

1937年 10月，日军在侵占大同后继续

向南进犯太原。例如：太原北部忻口战役时

，雁门关南北的游击战争，破坏同蒲铁路、

平型关汽车路、杨方口汽车路，所起的战役

配合作用，是很大的。

1937年 10月，日军在侵占大同后继续

向南进犯太原。

为配合国民党军在忻口的防御作战，八

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命令第358旅第716团

深入日军侧后，在代县的广武、雁门关、太

和岭间，破击大同经代县、忻口到太原的公

路，打击日军运输队，截断日军补给线。

深秋的一天，第 120师召开师团以上干部军

事会议。

“怎么样啊？部队刚到这里来，人生地

不熟，有什么问题？”贺龙操着一口湖北

话，用轻松的语调问。

“我们一路上看到日本鬼子的暴行，同

志们十分气愤，恨不得立刻上战场，真刀真

枪地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

“蒋介石的军队真是熊蛋，连鬼子的影

子还没见到，就吓得拼命往后跑……”

“人家 115师首战平型关、打了个大胜

仗，咱也不能落后。”

听着与会者的议论，贺龙不禁放声大笑

起来。

“大家的求战情绪很高，这很好嘛！我

们到这里来，就是来打仗的，要逛风景就不

到这里来了嘛！”

听到贺老总诙谐的话语，大家都轻松地

笑起来。

贺龙在鞋帮上磕了磕烟斗灰，站起身

来，走到挂在墙上的一张地图前，指着地图

上被等高线标得密密层层的地区，说：

“现在同日本鬼子较量的机会来了，我

们师准备马上开到这一线去，在这个古战场

上，同敌人打一仗！”

大家俯身一看，贺龙所指的地方正是历

史上著名的隘口——雁门关。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公元前 136

年，李广率军出雁门关，因寡不敌众而受伤

被俘。押解途中，他飞身夺得敌兵马匹，射

杀追骑无数，回到汉营，从此赢得了“飞将

军”称号。除此之外，这里还有民间广为流

传的杨家将的故事。可以说，雁门关早已不

是一个普通的关隘。正如著名史学家翦伯赞

先生所指出的：如果把漠北草原比作是中国

历史演变的大后台，那么雁门关就是演义一

幕幕波澜壮阔、金戈铁马历史剧的出场门！

贺老总环视在座的诸将，语气坚定地说：

“眼下日军正向山西的几个重镇进击，

忻口战役正在进行。敌人每天都要从大同经

雁门关，不断向前线输送弹药和给养，可以

说，这是敌人的一根大动脉。目前，日军的

气焰十分嚣张，自以为这一带已是他们的后

方，所以戒备相当疏忽。我们正好利用敌人

的这一弱点，出其不意，给他一个致命的打

击！”

10月16日，驻守大同的日军纠集了300多

辆汽车，满载武器弹药，一路向雁门关驶来。

接到情报后，八路军第 120师将伏击车

队的任务交给了第716团。

第二天拂晓，第 716团独臂团长贺炳炎和廖

汉生政委就带着连以上干部勘察地形。他们

悄悄钻进黑石沟，爬上山顶，一条弯弯曲曲

的公路立刻一览无余地呈现在脚下。它从雁

门关伸出，在脚下由西向东绕了一个大圈，

然后向忻口方向折去。公路的西面是悬崖峭

壁，北面是一段陡坡，顺公路向南不远处有

一座石拱桥。这里果真是一个绝好的设伏之

地，既便于部队隐蔽接敌，又使得敌人遭打

击后无法进行有效还击。

贺炳炎团长当即进行了具体部署：1营、

2 营埋伏在陡坡南北，中段由 3 营负责主

攻，再由 1 营派出一个连向阳明堡方向警

戒。3营11连伏在桥西，断敌逃路。

明确任务后，贺炳炎十分严肃地说：

“这是咱们 120师到前线的第一仗，贺

师长信任我们，把第一个任务交给了咱，咱

可要打一个漂亮仗，攻击信号一发起，全团

要一齐动作，力求把敌人干净、彻底地消灭

在黑石沟内……”

10月18日，鸡叫头遍时，天黑得伸手不

见五指。第716团主力沿着崎岖小路，神不知

鬼不觉地进入黑石沟，在公路西侧高地设伏。

10 时左右，北面公路上腾起了滚滚尘

土，同时还传来了轰轰的马达声。战士们抑

制不住内心的高兴，悄悄地互相传递着消息。

“听见动静了没？龟孙子来了！”

“好家伙，这得多少辆汽车，把半拉天

弄得灰天灰地的……”

炮兵阵地上，4门迫击炮早已高高地昂

着头颅，十多发炮弹在炮侧摆得齐齐整整。

两门平射炮的炮架已被牢牢地固定在地上，

黑洞洞的炮口指向山下的公路。

眼看着敌人长龙般的车队马上就要进入

伏击圈，3营突然送来报告：南面阳明堡又开

来200多辆汽车，估计他们会在这一带会合。

敌人数量无形间增多，为战斗增加了困难。

廖汉生高兴地说：

“既然送上门来了，就一起吃掉它，如果

放走这到嘴的美味，那可真有些可惜了……”

“好，那就一块儿干掉它！马上通知各营，

听统一号令，准备战斗！”贺团长命令道。

两路汽车鸣着喇叭，大摇大摆地开过来

了。南来的车队，几乎都是空车，只有第一

辆车上坐着十几个鬼子兵，后面的少数几辆

车里装有伤兵和死尸。北来的车队可就不同

了，一共有 50多辆，满载兵员、弹药。最

前面的车上坐着掩护部队，荷枪实弹，不时

警惕地注视着四周，一副如临大敌的架式。

两个车队正巧在八路军伏击圈内交会

了。车上的敌人看到对面的车队，高兴得

哇哇啦啦地大喊大叫，手舞足蹈。忽然看见

车上面还有伤兵和死尸，慌忙又纷纷脱帽致

哀，有的还居然呜啦呜啦地唱起了挽歌。

正在此时，随着贺团长的一声令下，三

发红色信号弹飞上天空。平射炮和迫击炮首先

开火，只听得几声隆隆的巨响之后，前面的几

辆汽车陡然间飞上了天，然后火光一闪，又轰

轰地爆炸起来。为断敌车队后路，炮兵立即调

整炮口，瞄准两个车队的后尾，又是一阵齐

射。后面的敌人见势不妙，掉头就跑。“打！”

3营营长王发祥挥动着驳壳枪，指挥全

营官兵朝着公路上的敌人开始了第一轮攻

击。各种枪弹、手榴弹，在敌人的汽车前后爆

炸开来。有的直接落到了厢板上，打得敌人无

处藏身，有的落在车头上、轮胎上，把原来一

辆辆威风凛凛的汽车炸得东倒西歪……

“冲啊！”

王营长驳壳枪一举，3营的官兵们手端

步枪和机枪，如汹涌的波涛冲下山冈。

日军在突然的打击下刚刚清醒过来，正

要组织反击，汽车上的弹药开始爆炸，一声

声如雷爆般巨响，汽车被炸得轮滚板飞。

冲上公路的八路军战士们大声呼喊着，

与残余的敌人展开了白刃战。十多里长的公

路上，刺刀撞击铿锵声，血肉迸飞的惨嚎

声，拼死挣扎的呼喊声搅成一片。

在这次伏击战中，129师的官兵们接受

了 115师的沉痛教训。在不久前的平型关大

战中，115师虽歼敌上千人，但也付出了好

几百人的巨大损失。“据说，当时很多鬼子

都躺在地上，等八路军靠近时突然起来开

枪”。因此，129师的官兵们不再呼喊“缴

枪不杀”的口号，只要鬼子没放下枪，不举

起双手，就毫不手软地将他消灭掉。

第 11连指导员胡觉三，挥舞长征时带

过来的鬼头刀，连续砍死两个日本兵，解救

了被围战士，自己却被钻在汽车底下的鬼子

射中前胸，光荣牺牲。

“为指导员报仇！”的口号声响彻山

谷，激励着广大指战员奋勇拼杀。

一个多小时后，枪声渐渐稀落下来，公

路上的火药味浓烈扑鼻，日军官兵的尸体横

七竖八地躺在公路上、山坡上，有的淹没在

一尺多深的烂泥里。

战斗胜利结束了。方圆数十里内的老乡

们听说八路军在雁门关打了大胜仗，都好奇地

赶来了，黑石头沟里充溢着一片开心的欢笑声。

他们和战士们一起搬运战利品，清扫战场。

廖汉生政委正在战场上巡视，忽然看到

一名年轻战士正在用铁锹狠命地砸汽车，一

边砸一边气呼呼地骂：

“我叫你跑，我叫你驮小鬼子……”

廖汉生看了直想笑，有罪的不是汽车，

而是日本鬼子，汽车是我们的战利品，可是

由于我们现在打的是游击战，也没有人会开

汽车，因此这些战利品只能处理掉。想到这

里，廖政委阻止道：

“不要砸了，用炸药炸掉，绝不能把它们

再留给鬼子……”

响声四起，黑烟弥漫。敌人的一辆辆汽

车冒出了滚滚的浓烟。紧接着，贺炳炎团长

命令部队迅速撤离了战场。当阳明堡的日军

闻讯赶来增援时，这里只剩下一片日军尸体

和汽车残骸了。

此战，共毙伤日军 300余人，击毁汽车

20余辆。

20日夜，第 716团再次前往黑石头沟地

区设伏。这次分兵三路：一路占雁门关，一

路向广武镇，一路向太和岭，并连夜破坏 8

座桥梁。

21 日上午 9 时，日军由南向北的汽车

200余辆和由北向南的汽车数十辆相向而来

。当其先头车辆驶入伏击区时，第 716团居

高临下，以突然而猛烈的火力展开攻击。

日军汽车因公路被破坏无法前进，约一

个营的步兵下车迎战。日军吸取上次教训，防

守严密，还派出5架飞机支援。但是经过两小

时激战，日军仍然以3倍于我的伤亡败退。

两次伏击战斗，共毙伤日军 500余人，

击毁汽车 30余辆。与此同时，八路军第 120

师切断了日军由大同到忻口的交通补给线，

第 115师打击了蔚县至代县的日军交通补给

线，使进攻忻口日军的弹药、油料供应濒于

断绝，攻势顿挫。

雁门关伏击战是继平型关大捷后，八路

军打的又一个较大的胜仗。忻口会战前敌总

指挥、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在

战役结束后曾对周恩来说：

“八路军把敌人几条后路都截断了，对

我们忻口正面作战的军队帮了大忙。”

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一书中对此战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

游击战争还有其战役的配合作用。例

如：太原北部忻口战役时，雁门关南北的游

击战争，破坏同蒲铁路、平型关汽车路、杨方

口汽车路，所起的战役配合作用，是很大的。

粟裕黃橋戰役殲韓德勤部1.1萬人
事後為何不滿

在 1940 年的黄桥战役这场

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中，作为前

线总指挥，粟裕是怎样带领新四

军赢得胜利的呢？“打仗就是数

学”——一向善于险中求胜的他

用这句话诠释了黄桥战役的胜利

秘诀。在这场战役中，粟裕一连

做好了三道“数学题”。

战前：7000余人＞30000余

人

1940年 7月，陈毅、粟裕率

部进军苏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

地，并于 8月进驻黄桥（今江苏

泰兴东）。国民党顽固派担忧新

四军壮大，妄图趁陈粟部立足未

稳之际予以消灭，命在苏北的

“反共专家”韩德勤（时任江苏

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司令）

不断制造与新四军的摩擦，并

于 9月进逼黄桥。韩德勤将所属

精锐倾巢出动，并在动员令中

叫嚣“把新四军赶到长江里去

喝水！”

9月 30日，韩顽军向黄桥出

击，行动甚为隐秘。新四军未及

时发现，第二天才获知韩顽进攻

的消息。黄桥的防御工事十分简

陋，加紧布置势必造成部队极度

疲劳。更严重的是，新四军兵力

不到对方的 1/4，处于绝对劣

势。但黄桥之战关系到新四军

能否在苏北立足，被逼到墙角，

只能打不能退。陈毅坐镇黄桥西

北 5 公里的严徐庄统揽全局，粟

裕在黄桥前线负责战场指挥。

此战成败难料，连陈毅也

没有取胜的把握。据粟裕回忆：

陈毅同志有一挑珍贵的书籍文

稿，从皖南挑到茅山，又从江

南挑到苏北，从来不肯丢开，

可这时也从铁皮箱里拿出来埋

入地下，显然是做了“破釜沉

舟”的打算。

表面上看，韩顽 30000 余

人，新四军 7000 余人，兵力悬

殊。不过，粟裕看到了常人看不

到的另一面，做起了第一道数学

题，得出了 7000余人＞30000余

人的结论：韩顽尽管有 30000余

人之多，但兵分三路进攻，兵力

分散，直接投入进攻黄桥的实际

只有中路韩顽第 89 军和独立六

旅15000余人。

这样一来，新四军的压力

在无形中就减轻了一半。粟裕还

看到，韩顽师出无名，冒破坏抗

日统一战线之大不韪，其官兵情

绪低落；新四军则是正当防卫，

事关生存，群情激昂，战斗精神

倍增，再加上群众支持，对韩

顽可运用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

战法。如此，韩顽兵力优势又被

抵消一半，我军胜算就大了。下

定决心后,粟裕立即进行了精心

部署。

10月 4日凌晨 4时，韩顽第

89军33师（共4个团）在黄桥东

门发起猛烈进攻。该顽军初战即

投入 3个团，且来势凶猛，不但

突破了新四军前哨部队的防御，

其一部还攻入了东门，几乎就要

拿下黄桥。千钧一发之际，第三

纵队司令员陶勇和参谋长张震东

把上衣一脱，挥动马刀，带领部

队硬是将韩顽赶出东门，然后架

起机关枪，死死顶住，使其难越

雷池一步。

战中：3000余人×1.5米约四

五公里

黄桥激战时，韩顽后续梯队

也向黄桥推进，企图增援第 33

师。4日 16时，粟裕登上黄桥镇

北门的土城观望，发现韩顽第 6

旅成一路纵队正向黄桥开来。他

迅速做起了第二道数学题：“如

果两人之间的距离为 1.5 米，

全部 3000 余人的队形将是长达

四五公里的一路长蛇阵。从黄

桥到高桥约 7.5公里，其先头部

队抵达黄桥以北 2.5公里时，后

尾必然已过高桥，也就是说敌

人已经全部进入了新四军的设伏

地区。”

粟裕见“肉馅”已全部包进

“饺子皮”，遂令叶飞立即发动

进攻，速歼韩顽第 6旅。叶飞遵

照粟裕指示，采取“黄鼠狼吃

蛇”的战法，将该顽军截成数

段，歼其大部，迫使其旅长翁达

绝望自杀，打开了局面，扭转了

黄桥战役的不利态势。

同日 24 时，王必成率第二

纵队进占分界，断绝了韩顽第

33 师退路，并与陶勇的第三纵

队前后夹攻，迅速全歼该师，

还活捉了其师长孙启人。接着，

王必成部与陶勇部兵锋北指，

与叶飞部合力围攻韩顽第 89 军

军部。韩顽见势不妙，渡河逃

窜，连军长李守维也在混乱中

落水淹死。

至 6日晨，进攻黄桥的主力

韩顽第 89 军军部被彻底歼灭。

为痛打落水狗，粟裕下令乘胜追

击，进占海安和东台等地。

战后：5天 100公里＜1天 90

公里

黄桥一役，新四军以不到

1000人的代价，歼韩顽 1.1万余

人，其第 89 军中将军长李守

维、独立第6旅中将旅长翁达和

团长数人毙命，第 33 师师长孙

启人、第 99 旅旅长苗瑞林、第

117师参谋长等师、旅、团级军

官 10 余名及下级军官 600 名被

俘。国民党军遭到军事和政治上

的双重失败，蒋介石哀叹：“诚

吾人之奇耻大辱。”

黄桥决战胜利后，陈毅满

心喜悦地赋诗一首：“十年

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

归。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

十月满天飞。”粟裕没有陶

醉在胜利的喜悦中，而是清

醒地看到了部队在这次战役中

暴露的不足。

10 月 10 日，他在战役总结大

会上做起了第三道数学题：

“过去一天一夜走 90 公里还

打仗，而我们从黄桥到东台

近 100 公里路追了 5 天……”

也就是说，新四军克服疲劳、

连续作战的能力没能充分发挥

出来。

战前，沉着冷静，在不利条

件下看到有利因素；战中，精确

计算，正确指挥部队运动歼敌；

战后，保持清醒，在光辉胜利中

细察缺点不足。这就是常胜将军

粟裕的非凡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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