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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秦鴻鈞 ）韓國料理最令人戀戀難忘的莫過於風味，口感
十足的韓國烤肉，營養又美味的豆腐煲，以及美味，營養兼口感甚佳的石
鍋拌飯。位於八號公路旁與Beechnut 交口上的越華廣場今年六月才新開
張的 「Bobs & Grill 韓國烤肉食府 」 ，多年來一直在中國城，與中國人有
不解之緣，從Harwin & Ranchester 交口上的 「 故鄉 」 ，到如今仍在中
國城 「 越華廣場」 ，吸引了不少中國老客人前來，大家忍不住要就近前
來大塊朵頤一番。

「Bobs & Grill 韓國烤肉食府 」 現正舉辦烤肉，豆腐煲，石鍋拌飯 「
三合一 」 半價大優惠，至本周四為止，凡選韓式烤肉（ 牛，豬，雞任一
種，原價$18.99 ，$17.99，$16.99） 及豆腐煲或大醬湯任選一種（ 原價
$9.99 ），及石鍋拌飯二種任選 一種（ 分別為$9.99 ，$10.99 ）三合一
，即任選三種，平常要$39.97 的價格，現只收 $19.99，只有平常的半價
，還有免費供您取用的泡菜，小菜。這項優惠僅限周一至周四每天下午五
點前，其他時間還是原價。且必需在店內 「 堂食 」 ，沒有 「 外賣 」 （
To go ),敬請把握九月卅日前的優惠時間，多人前往大塊朵頤一番，只需付 一 ，二人的餐費，再
划算不過。

韓國菜是亞洲食物的一種，很合國人口味，吃多了中國菜的客人不妨換換口味，到Bobs &

Grill Koren B.B.Q.b 來嚐鮮，精緻健康的豆腐煲，口感十足的韓式石鍋拌飯，還有風味十足的韓國
烤肉，保證帶給您不一樣的口味和享受，讓您一吃就愛上它！

「Bobs & Grill Koren B.B.Q. 」 的地址在：8300 W. Sam Houston Pkwy, Houston TX 77072
（ 位於越華廣場靠近8 號公路區位 ），電話:(832) 338-6653, ( 832 ) 486- 9458

在越華廣場的 「Bobs & Grill 韓國烤肉食府 」
現正舉行烤肉，豆腐煲，拌飯三合一半價優惠，至九月底止

【休斯敦全旅假期】特別代理【超值旅遊】
2017長江三峽花季之約 快快參加超值盛會

”獨家包下超五星豪華遊輪“，還有特別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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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i-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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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ny Hou),他會幫你選擇最適合您的Lex-
us 愛車。

「 Westside Lexus 」 車行地址：12000 Katy Free-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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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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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視視頻如何創造“919樂迷狂歡夜” 全球化現像
美國東岸時間9月19日，上午9時19分，

樂視視頻集娛樂與生態為一體、彙影視歌文藝
明星、奧運大咖和網紅於一台的生態晚會“919
樂迷狂歡夜”，正式為黑色919樂迷電商節完
美收官，最終於24小時，在中國實現44.8億(
約7億美元)的生態銷量，3小時內全球線上直播
累積觀看人數超4,000萬，再次證明唯有樂視視
頻所具備的全球化生態體系，才能經由互聯網
、科技與文化、娛樂與生態完美融合，造就
“919樂迷狂歡夜”的全球聯動。

樂視視頻以內容帶動電商 顛覆全球視頻網
站產業

樂視視頻以“內容服務生活”為主線，具
備強大的內容生產與提供能力，此次“919樂迷
狂歡夜”完美演繹樂視視頻如何運用內容來連
接用戶，進而將用戶流量導入電商銷售，創造
出樂視視頻全球第一的獨特生態聯動模式。
“919樂迷狂歡夜”持續三小時的星光耀眼，最
終雲集起娛樂圈當紅炸子雞李宇春、蔡依林、
華晨宇、周筆暢、大張偉、林志玲、林志穎、
徐佳瑩等，奧運大咖郎平、劉國梁、張繼科、
馬龍、傅園慧、吳敏霞等、業界大佬賈躍亭，
以及新老網紅等數十位明星大腕同台狂歡。樂
視視頻生態體系的獨特之處，除了掌握自身強
大明星資源、行業號招力以及高品質的內容創
造，並且藉助”平台+內容+終端+應用”，成
功地將“919樂迷狂歡夜”打造成全球樂迷共襄
盛舉的晚會；綜觀全球市場，能夠實踐內容帶
動電商，開啟如此創新商業模式，結合強大內
容制作與明星資源互動，重塑消費者與用戶觀
念邊界，造就引領全球化現像的視頻網站，樂
視視頻可謂全球首創；樂視生態的高度發展，
樂視視頻走的是全方面的內容與生態產品集成
，高品質IP制作，比起像是Netflix，Hulu或是
Youtube，單純以提供視頻內容的視頻網站公司

看來，樂視視頻能帶給海外消費者
的全新內容價值，邊際效益，也就
進入更高維度的層次。

直播技術成為走向全球化市場
重要推手

樂視視頻一直以來以內容生產
力為生態核心，結合內容與科技，
走向全球化。上周樂視視頻向北美
媒體與網絡名人所發出的“919樂
迷狂歡夜”邀請函上寫道:“無論您
在世界的哪個角落，LeEco world
邀您共享。” 這句話可以看出樂視
視頻對自身直播技術的信心，運用
互聯網與科技結合，隨時隨地擁有
將內容帶入全球用戶的實力。樂視
視頻全球雲直播技術，可以說是讓
樂視視頻內容成功地走向全球市場
的另一推手，3小時內“919樂迷狂
歡夜”海外累積線上直播觀看人數超310萬，
其中又以北美所佔的人數最多，估計超過20萬
，所造就的空前盛況，完全跨越地域性限制；
樂視雲的差異化競爭力體現在每一層面都針對
不同視頻需求和多種終端進行了大量的優化，
以達成零事故、無卡頓、高清、低延遲；樂視
雲目前已成為全球最大規模的視頻CDN商業平
台，可以滿足不同客戶在不同地點輕松流暢接
入網絡完成視頻的直播點播。也就是說，無論
“919樂迷狂歡夜”在哪個國家，哪個城市舉辦
，樂視視頻通過樂視雲的CDN服務，直播平台
保證用戶快速取得所需內容，精準的提升用戶
體驗，唯有在樂視視頻生態資源的聯動下，才
能打造全球性現像級盛會，這種跨界的實力，
讓樂視視頻不僅站穩國內視頻網站產業龍頭寶
座，也奠定了在海外市場競爭優勢，為傳統視
頻網站競爭者帶來極大威脅。

以產業優勢打破互聯網與科技邊界
此次“919樂迷狂歡夜”在樂視視頻全終端

(包含樂視視頻網站、樂視視頻APP、樂視超級
電視以及樂視電視盒子)直播，許多北美樂迷與
粉絲對與晚會網絡直播的穩定與順暢度十分贊
揚，用戶體驗一至好評。早在“919樂迷狂歡夜
”之前，樂視音樂連續兩個月直播李宇春和周
筆暢北京大型演唱會，甚至采用全景VR直播技
術，讓全球觀眾即使在網絡上觀看，也能有親
臨現場之感。樂視視頻經由獨特產業技術、科
技，運用平台上不可或缺的全球市場優勢，再
次打破互聯網與科技的邊界，形成同行難以企
及的娛樂基因、內容基因、超級IP的基因，和
科技基因，而“919樂迷狂歡夜”正是這些基因
的集大成呈現。

娛樂、內容、科技、生態聯動為全球用戶
帶來無限可能

樂
視 黑 色
919 樂
迷電商節，在“919樂迷狂歡夜”的壓軸下，打
出全球性漂亮的一戰。展現給世人的不單只是
24小時內，在中國超過7億美元驚人的銷售數
字，也再次證明樂視視頻如何以內容與服務價
值為核心，成功開啟樂視生態體系聯動；作為
中國第一家啟動全球化內容布局的視頻網站，
樂視視頻在短時間內憑借海量的版權內容，自
制超級IP，全球化內容直播，為海外觀眾帶來
極致觀看體驗； “919樂迷狂歡夜”在高潮聲
中落下帷幕，對於全球消費者而言，又開啟了
網絡視頻的無限可能，可以預期的是，樂視視
頻將會持續放大全球產業競爭優勢，以娛樂、
內容、科技、生態聯動的效應，為全球用戶提
供更高層次的價值和平台。

“919樂迷狂歡夜” 傅園慧玩很瘋

“919樂迷狂歡夜” 蔡依林燃爆全場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美華協會第十七屆頒發服務榮譽獎及慈善賭場大會
會長方宏泰（ 右二
） 頒獎給得獎人休大
教授 Dr. Wynne Chin
( 中 ），旁為大合共
同主席江麗君（ 右
一 ），林婉真（ 左
二 ）。

近四百人出席大會。

頒發傑出員工獎給 「石山地產」 Shawn Chen ( 右三
），（ 左三，左四） 為 「 石山地產」 負責人莊麗
香（ 柏尼夫人） 及柏尼先生。

美華協會會長方
宏泰致詞。

頒發傑出員工獎
給 She'll Oil 公司
的 Maria Christina
（ 右二 ), ( 右一
） 為美華協會會
長方宏泰，（ 左
起 ） 為活動共同
主席林婉真，江
麗君。

頒發傑出員工獎給 「 石山地產 」 員工 Hien Hindy Dao( 左二 ）。

世華工商婦女會代表出席大會合影。

德州州議員Gene Wu ( 吳元之) 在大會上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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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非平原上演動物大遷徙
百萬大軍“天堂之渡”

每当说到东非的肯尼亚，就不得

不提起一年一度的动物大迁徒。数百

万动物大军碾过茫茫大草原，场面壮

观，声势浩大。

它们从坦桑尼亚境内的塞伦盖蒂

公园南部，迁徙至肯尼亚境内的马赛

马拉野生动物保护区。

塞伦盖蒂生态圈位于坦桑尼亚西

北部，其西南部与肯尼亚接壤。这里

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群，

以及丰富神奇、令人震撼的动物王国。

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则被认为是世

界上最著名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建于

1961年，是世界最大的野生哺乳动物

家园。这座“动物的天堂”由 1672

平放公里开阔的平原、林地和河岸森

林组成。

一年一度的东非动物大迁徙场景

之壮观，堪称全非洲之最，也是世界

自然奇观之一。

这是一条凶险而艰辛的迁徙之

路，动物们不但要面临自身的饥饿、

干渴、体力不支，还要时刻警惕埋伏

在草原的狮豹、隐藏在河中的鳄鱼。

特别是横渡马拉河的场景，最令

人惊心动魄。 由于马拉河内隐藏着

大量饥饿的鳄鱼，在横渡此河时危险

重重。

为了生存，在反复试探后，角马卷

起漫天地灰尘前赴后继冲下河道。不幸

者葬身“鳄吻”，幸运者得以逃脱，奔

向又一处水草肥美的草场。这就是发生

在肯尼亚荒原上的“天堂之渡”。

攀巖家登頂49米高“海柱”
此前兩次挑戰均失敗

据外媒报道，爱尔兰西北海岸有

一块 49米高的巨型海柱，一名攀岩

好手尝试两次攻顶都宣告失败。直至

上个月，他再次发起挑战，终于成功

登顶，成为第二位攀上这块岩石的冒

险家。而上一次有人登顶还是在 25

年前。

报道称，这块海柱位于爱尔兰梅

奥郡，被命名为 Dún Briste，意为

“破碎的堡垒”。46 岁攀岩家米勒

(Iain Miller)一直想征服这块巨石，但

之前两次都以失败告终。

上个月，米勒第三次挑战登顶，

他与搭档坐充气艇划到巨石下方，两

人做足研究。所幸当天海面平静，他

们抵达后便背着全副攀岩装备往上

爬，并拍下整个过程。不少当地人在

岸边为他们欢呼打气，见证米勒爬上

巨石顶部。可惜天气后来开始变差，

米勒的搭档未能登顶。

米勒称，他在登顶后心情稍为

放松，但之后便要面对“下山”难题，

“站在巨石顶部，你就会想如何回

去，所以登顶后也没法庆祝”。不过

最终他和搭档安全的回到了充气艇上。

相传，Dún Briste14 世纪前仍然

属于大陆的一部份，但于 1393 年海

岸侵蚀导致周围的岩石倒塌，当时村

民要用船舶绳索救走被困在石顶上的

人。

默克爾：
穆斯林沒有帶來恐怖主義

当地时间 8 月 17 日报

道，安哥拉.默克尔在周三

表示，难民没有为德国带

来恐怖主义。同时她还表

示穆斯林群体属于国家的

一部分，只要他们的行为

举止符合宪法。

去年，大约有100万难

民为了逃离战争和贫穷从

中东，非洲和其他地方来

到德国。但是德国公众对

于他们的态度因为上个月

大量的针对平民的袭击而

恶化，其中三起袭击是由

移民制造的。

“伊斯兰国”承认了

其中的两起袭击。

“来自 伊斯兰原教旨

主义者 和来自 伊斯兰国

的恐怖袭击事件和来自难

民的恐怖袭击不能混为一

谈。”默克尔在去年 9月 4

号基督教民主联盟在东部

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的一

个竞选活动上表示。

她表示很多人从德国

出发前往叙利亚接受极端

穆斯林武装的军事训练。

在6月份，德国内政部长德

迈齐埃表示他们相信大约

800人前往了伊拉克或叙利

亚。

“几年来我们一直在

担忧这些人。”默克尔在

诺伊斯特雷利茨的一个活

动上表示。

默克尔因为应对袭击

无力，民调在持续走低，

上周一份民意调查报告表

示 52%的德国人不同意德

国政府的移民政策。

多数为穆斯林的移

民不断流入，让德国反移

民 选 择 组 织 （anti-immi-

grant Alternative for Germa-

ny，AFD）的支持率飙升。

该组织希望能在梅克伦堡

前波莫瑞州和柏林赢的

大选。

“我们的意思很明确，

只要一个穆斯林的工作生

活符合宪法，他就属于整

个国家。”默克尔表示。

她同时补充道，一些

行为举止不合宪法和不尊

重女性平权的穆斯林在德

国是没有容身之处的。

人物链接：

安格拉 · 多罗特娅 · 默

克 尔 （Angela Dorothea

Merkel），德国女政治家，

现任德国总理、基督教民

主联盟主席。

1973年至 1978年在原

民主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

物理学，1986 年获得物理

学博士学位，1989年 11月

踏入政坛，加入原民主德

国 “ 民主觉醒”组织，

1991 年至 1998 年任基民盟

副主席，2000年4月起任基

民盟主席。2005年 11月成

功当选联盟党和社民党大

联合政府总理，成为德国

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并

在 2009年和 2013年的大选

中成功连任。

默克尔工作认真勤

奋，沉稳务实，成绩骄人，

在德国政坛素有“铁娘子”

之称。2015 年 3 月 11 日，

安格拉· 默克尔在各国领导

人工资中，排名第三位。

同年 4月，安格拉· 默克尔

在美国《时代》周刊“最

具影响力人物” 排行第25，

获得 0.9%的选票。2015 年

11 月 4 日，默克尔名列

《福布斯》全球最有权力

人 物 排 行 榜 第 二 位 。

2015年 12月，默克尔当选

《时代》年度人物 。

2016 年 6 月，《福布斯》

2016 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

100名女性，默克尔连续六

年蝉联榜首。

樂高積木
憑什么在劍橋開設學科?
日前，剑桥大学公布

了一条消息：为了肯定乐

高（Lego）在教育中的重

要地位，将聘请专业“乐

高积木教授”担任校内教

育部门的学科主任，带领

整个“乐高积木科”集中

研究玩乐与教育、发展和

学习的关系。

这个“乐高积木科”

一旦批准成立将会获得乐

高基金会400万英镑的赞助

和每年150万英镑的补贴，

堪称是世界上最好玩儿的

课程！

当然，肯定有很多人

有疑问，要不是有财大气

粗的乐高公司撑腰，能在

那么正经的高等学府里开

一门这么不学术的学科吗？

殊不知，乐高虽然只

是积木玩具，但是却是老

少咸宜寓教于乐的万能良

品啊！

不信你瞧——

绿色积木为什么那么

少？

经常玩乐高的人不难

发现，绿色积木的比例特

别小。

原来这是公司成立早

期的政策之一。

以前投入战争的武器

都是以绿色为保护色的，

例如坦克车战斗机之类的，

因此，乐高公司减少了绿

色积木的数量，潜移默化

中避免孩子拼出武器来。

至于现在，乐高已经

管得稍微松了一点了，所

以那些正邪分明，并且非

真人的玩具也陆续出现了。

积木有时候可以是一

个世界

1949 年，乐高在丹麦

成立，起初只是一个木匠

手工的木制玩具。但是现

在，它已经成了培养想象

力和动手能力的不二选择。

光是积木就有四种大

小：baby，quatro，duplo和

标准 lego，分别对应了 1-18

个月，2-3岁，2-6岁和 4岁

以上四个年龄段的儿童，

积木前者比后者大一倍，

以免幼儿误吞。

此外，各种人物也是

必不可少的。乐高推出过

很多系列，其中不乏有热

门电影场景，因此那些

“戏路超宽”的小小人仔

也变幻出了无数形象——

比如说，超人。

积木不止用来玩儿

这些小方块有一些你

意想不到的用处，比如给

这只有代谢性骨病的小乌

龟当轮椅。

或者用来形象地教小

朋友数学。

随便一搭就是个手机座。

还能在主题乐园里翻

出各种花样。

这样看来，说不定以

后乐高就成新型建筑材料

了，开个学科也不足为奇

啦~

俄羅斯黑客藝高人膽大
報復世界反興奮劑機構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称“俄

罗斯黑客开始报复行动，他们黑进世

界反兴奋剂机构的数据库，肆意公布

运动员的信息。”

此事源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查处

俄罗斯存在有组织的服用兴奋剂行

为，对俄罗斯实行了大规模禁赛，里

约奥运会部分队员没能参赛，而残奥

会更是全部被禁赛。现在，俄罗斯的

黑客开始反攻了。

俄罗斯一个名为“Fancy Bears”

的黑客组织入侵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的服务器，他们放出 3 名美国运

动——网球姐妹花威廉姆斯姐妹、

体操冠军西蒙-贝尔斯的详尽资料。

黑客组织说，美国的冠军们也在吃

药，比如西蒙-贝尔斯就在服用一种

违禁的精神药物，为什么反兴奋剂机

构视而不见。

随后贝尔斯发表声明说，她患有

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她通过

美国奥委会向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申报

了她服用的药物。俄罗斯黑客组织讽

刺说，看来只有有许可就能服用禁

药。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对此感到气

愤，强烈谴责俄罗斯人。

俄罗斯黑客很活跃，侵入美国民

主党委员会的服务器、黑进大银行的

用户中心，他们技术到底有多好？为

什么总干些铤而走险的事情？

连线互联网安全公司、长亭科技创

始人陈宇森说：“因为我之前打攻防比

赛比较多，俄罗斯的队伍在比赛里做的

不错，他们对于一些渗透攻击，去拿

权限方面的东西都做的非常巧妙。

此前有俄罗斯黑客小团队‘更多

的烟熏机’，他们技术都的确很好，

而且它每年会有一些黑客的会议，俄

罗斯黑客们也很活跃。

俄罗斯对基础教育很重视，尤其

是数学，教育基础好。数学好对搞黑

客会比较重要。另外，计算

机专业在俄罗斯是大学校里

分最高的专业之一，现在

是很聪明的人在学东西。

俄罗斯经济可能差一

些，黑客技术方面有比较

大的突破的人没有很好的

公司能够进，他可能去从

事黑产之类的工作。经常

可以看到说俄罗斯黑客搞了哪个银行，

搞了什么上千万美金，弄了什么多少

用户数据什么的，这种新闻会比较

多。还有就是因为天气寒冷的原因，

很多人也调侃说太冷了，没办法出来

玩，只能在家里‘撸电脑’。

俄罗斯黑客之前去美国拿比赛，

总是拿不到很好的成绩，因为签证的

原因，每一次一个队伍基本上很难到

齐。但是像今年中国国内有一个比较

大的比赛，他们就是能过来拿到冠

军，攻击水平上面我相信是国际一流

水平的，而且还有很多可能更厉害的

人其实不露面的，就是不图名只图利

那种，就是隐藏在水面下面，然后靠

技术来赚一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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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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人最容易忽視的美國習俗也是美國人最忌諱的,妳知道嗎?
在美国呆上一段时间，你就会

发现，在日常生活中，不管做什么

事，都得提前预约。看病、见律

师、开会，这类预约大家是可以

理解的，但修空调、洗地毯、搬家

这种蓝领干的工作也要提前预约，

可能许多人就不解了。

在看惯满大街都是劳力挑夫的

中国人眼里，以为美国工人也是招

之即来，挥之即去，那就大错特错

了。美国的蓝领，同样不会为了钱

而选择在家庭聚会上迟到，或错过

一场棒球赛。中国人大多有过不事

先预约而手忙脚乱的体验，包括我

自己。

在美国，预约是一种习俗，也

是一种礼节。邻里串门，要进门小

坐几分钟的那种，即使相距只有

20 米，也一定要事先打个电话通

知一声，因为说不定你去敲门时，

邻居正有急事准备外出；或者家里

一片零乱，此时不想被打扰。为了

避免尴尬，保险的做法就是打个电

话预约，看看这会儿是否适合登门

拜访。一个朋友嫁了老美，有一次

开车偶然路过她婆婆家想进去看

看，打电话过去，她婆婆回答：

千万别来，我还没化妆呢。这位婆

婆，其实早已 80多的高龄。如果

朋友没打电话，冒然去敲门，会是

什么结果呢？

许多美国人的一天都会有与工

作无关的活动，散步、骑车、打

球、陪孩子......看上去这些并不重

要，似乎可以随时取消，可以随时

被工作或其他挣钱目标挤占。其实

不然，这些对他们而言可能与工作

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且早已

在他们的规划之中。如果计划有

变，他们可能会妥协，但未必感

觉爽快。所以，与看上去很闲的美

国人打交道，也最好做到凡事预

约，少些临时起意，这一定能为

你的教养加分。

预约习俗的背景是彼此尊重和

珍惜时间，做事不预约或者没有预约

习惯，在美国会吃大亏。打个比方说

，出门旅行在外，如果不提前订机票

、订宾馆和租车，那么等待你的可能

是两倍甚至四倍于他人的价格。家里

东西坏了，找7天24小时随时上门服

务的公司，价格往往也是两倍。至于

生了病，不想预约而去急诊室的话，

估计200美元可以看好的病，到时付

2000美元都不够。

遵守预约习俗还得注意不要轻

易取消预约，如果不得不取消也一

定要尽量提前。比如，你被邀请去

别人家里吃饭，想要取消预约最好

提前至少一天，且一定要诚恳道

歉。因为在饭局之前，主人肯定

早已买好食材，准备好饭菜，临时

取消意味着食物的浪费，同时也让

主人的忙碌毫无意义，再说为了等

客人赴约，主人可能推掉了其他预

约，总之千万不要小看这一顿饭。

其他方面，比如看医生，再如

上门修空调，如果你之前有预约却

改变主意了，也一定要打电话过去

通知。无故取消预约又不打电话通

知，绝对是种恶习。

美国人凡事喜欢说谢谢，感谢

的原因有很多种，其中有一种叫做

Thanks for your time( 谢谢你的时

间)，这跟预约的文化背景大概一

致。

留學生揭秘7大海外餐桌習俗，
妳中槍了沒？

在美留学生活免不了要和外

国人饭桌上打交道，可能大部分

人适应一段时间后一些基本饭桌

礼仪都比较清楚了，但是以下的

七条“基本”礼仪你知道吗？如

果知道那就恭喜你了，如果不知

道你还觉得你对美国文化了解的

多吗？

1. 什么时候应该开始吃

在所有人就座和拿到食物之

前开吃是很不礼貌的，需要等候

所有人有吃的了才可以开始吃，

有些家庭会吃前祈祷，但是和朋

友一起吃几乎不会祈祷的，不管

信徒多还是少，宗教性质是让美

国人敏感的一个元素。

2. 吃饭时将头凑到碗上面

外国人吃饭都是将食物拿起

放进嘴里面，而且坐的一般都比

较直，只有放食物的时候身体会

稍微前倾。而中国人习惯凑到碗

边吃，所以外国人从你吃饭姿势

就可以看出来你是 fobs，是被认为

没有文化和野蛮低下。

3. 晚餐时将手肘放在桌上

晚餐在美国属于比较正式的

一顿饭，稍微正式一点的晚餐，

将手肘杵在桌上被视为不礼貌

哦，其实整个过程手肘都不应该

放在桌子上的，但这很明显是很

多国人的习惯，想要融入和不被

鄙视就改改吧。

4. 吃饭时嘴里发出声响

美国人很敏感，如果你吃饭

的声音特别大被让他们觉得恶心

反胃，进而觉得你没有礼貌和教

养。细嚼慢咽，轻声细语才是王

道。

5. 吃饭嚼食物时嘴巴打开

这个是因为别人可以看见你

嘴 里 面 被 碾 碎 的 食 物 混 合 唾

液……，国人神经大条不在乎，

但是美国人会觉得很恶心的，

为了你的友途，尽量闭着嘴巴

吧。

6. 一边嚼食物一边说话

嘴里有食物的时候最好就不

要说话了，如果这个时候别人跟

你说话或者发问，可以选择先咽

下食物再说话，如果特别想说什

么的话用手遮住嘴巴也是可以

的，总之就是不要让别人可以看

见你嘴里的食物。

7. 用餐完毕后离席

美国餐桌在所有人吃完之前

离席是很不礼貌的，电影里面经

常有美国小孩吃完饭就离开了其

实是为了说明那些小孩没有礼貌

哦，千万不要学他们，耐着性子

等一等其他人吧。

美國習俗知多少
美国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欧洲

文化的延伸，因为美国人的语言、人口构

成、立国精神等都源于欧洲。另一方面，美

国文化又与欧洲不同，因为欧洲移民在北美

大陆上驱赶走印第安人后，在一片荒芜旷野

之地创造了令人赞叹不已的灿烂文明。所

以，总体上说，美国文化习俗与社交礼义时，

既有欧美文化的相同性，又存在着相异性。

根据地区差异，美国分为如下几个地

区：新英格兰地区，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地

区，中西部地区及西海岸地区。其中西海岸

地区还可以分为太平洋沿岸各和山地各州。

国内的文化差异主要是区域差异，但区域内

部的文化和生活习惯大致相同（就好像中国

分为东北、华北、西北、华南、东南、西南

等区域）。

1. “圣经带”（Bible Belt）

指的是美国东南及中南部各州，包括德

克萨斯、俄克拉荷马、路易斯安那、阿肯色、

田纳西、密西西比、肯塔基、亚拉巴马、佐

治亚、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等黑人比例

较高的州。由于该地区有大量的福音派新教

徒，民风非常保守，对宗教十分狂热，日常

行事都要以圣经作为基本准则，去教堂做礼

拜的人数比例要远远高于美国其它地区。在

美剧TBBT（生活大爆炸）中，Sheldon就因为

来自保守的南方Texas而常被大家取笑他家乡

和他妈妈的生活习惯。

2. 圣帕特里克节（St. Patrick's Day）

每年3月17日的爱尔兰节日圣帕特里克节

（St.Patrick's Day），芝加哥市内的芝加哥河

都会被染成绿色，纽约的第五大道也会举行

大游行，全国各地的人们也都会穿上至少一

件绿色的衣服、裤子、鞋子、包甚至帽子

等。圣帕特里克节是为了纪念爱尔兰守护神

圣帕特里克的基督教官方宗教节日，现在也

是爱尔兰的国庆节。由于绿色是爱尔兰的国

旗颜色，因此每逢每年的这一天，爱尔兰人

和全世界的爱尔兰后裔都会以穿戴绿色来庆

祝此节日。

3. “软性饮料”(Soft drinks, 不含酒精的

饮料)

当美国人提到“软性饮料”（Softdrinks,

不含酒精的饮料）时，不同地区的人们使用

的词汇是不一样的。如下图所示，被鲜绿色

所覆盖的新英格兰地区和西海岸地区（以及

少部分中部地区）的人们使用“Soda”（苏打

碳酸水）来指代软饮，被黑色所覆盖的广大

中西部地区的人们则使用“Pop”（汽水），

而被翠绿色南方地区的人们则使用“Coke”

（可乐）。

4. 美国西岸文件VS. 美国东岸文化

以硅谷湾区（Silicon Valley, Bay Area）

为代表的美国西海岸地区文化集中于科技与

创业，而以纽约为代表的美国东海岸地区文

化集中于时尚、艺术/娱乐、及媒体等。西海

岸人民热衷于谈论运动、健康、户外运动等

体能特技话题，而东海岸人民则更偏向于室

内运动和爱美。

5. 加州令人头疼的交通

说到民风自由、种族多样性非常高的加

州，就不得不提到加州令人头疼的交通……

除了北加的湾区尚有公共交通Bart系统（类似

于地铁，联结了旧金山、圣约瑟、奥克兰、

伯克利、萨克朗门托等湾区主要城市），加

州其他地区基本可以说是没有公共交通。美

国许多地区的公路最左道被规定为拼车，是

给坐了两个人以上的汽车的专用通道。南加

城市洛杉矶市内的405号公路有“北美最大停

车场”之称（见下图），加州汽车的普及率

和保有量可见一斑。

6. 美国对“进门是否脱鞋”各地区文化

不同

在美国，进门是否脱鞋也因地区文化不

同而异。在大部分南方各州及哥伦比亚特

区，进门无需脱鞋。而在大部分北方各州，

进门必须脱鞋。一般来说，在鞋子是湿的或

是脏的、室内的地毯或地板较为贵重，这两

者中符合任何一者进门必须要脱鞋。

7. 美国纹身文化

和大多数生活在美国大陆的人们相比，

来自夏威夷岛的人们一般身上会有更多纹身

（tattoo）。这一现象主要有三个原因：

1) 宗教保守主义在夏威夷岛屿的影响非

常之小，民风相对自由开放。

2) 由于夏威夷岛的高度移民率，波利尼

西亚文化、东亚文化和西方传统三者的融

合，为夏威夷地区的纹身文化提供了更丰富

多样的图案选择和发展方向。

3) 军队的存在也同时促进了夏威夷地区

纹身文化的繁荣。

总的来说，越是民风开放、少数族裔人

口比例高的地区（诸如西海岸的加州、俄勒

冈州及南方的佛罗里达州、德克萨斯州和内

华达州等），纹身文化越是流行。

8. 美国各地区英语用词方面的差别

中国人讲普通话会有用词上的差别（比

如“窝心”这个词，在南方人口中是褒义词，

表示温暖安心；而在北方人眼里这是个贬义

词，表示难受烦心），美国人讲英语也会有

差别。更多美国国内英语词汇上的说法差异，

详见此链接：22 Maps That Show How Amer-

icans Speak English TotallyDifferently From

Each Other。

9. 美国火车

在美国，一般的出行方式是坐飞机、大巴

或自己开车，极少人会选择坐火车。现今的美

国铁路已经极少用于客运，相当多的地区甚至

都没有铁路或火车站，即便是在有铁路运营的

地区，坐火车的花费也往往高于坐大巴和飞

机。相对来说，东海岸的轨道交通要发达些，

当然了跟中国那是没法比，但跟公共交通几乎

为零的中部和西海岸比要好太多。

10. 美国的官方语言

虽然惯例上大家都默认美国的官方语言

是英语，但事实上联邦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

美国的官方语言；仅是有 28个州在州法律级

别立法规定了英语是 defacto official language

（事实上的官方语言）。此外，在新墨西哥

州和美属波多黎各地区，西班牙语同样拥有

官方语言的地位（因为新墨西哥毗邻美墨边

境，有大量的墨西哥移民）。

美國人原來是這么“隨份子”的！
随份子，本来是中国国内民

间一种凑钱的做法，比如有人要

结婚了，亲戚朋友随上一份钱给

予帮助。后来演变为参加婚宴时

给新人红包。美国也有“随份

子”，但颇有美国特色。

一是“频率低”，你想不起

名字的人不会给你送请帖。此外，

幼儿园老师不会给孩子送请帖;单

位领导的秘书也不会放风“领导

最近很忙——侄女要结婚了”。

二是“品种少”，主要是亲

友结婚、过生日、生孩子，或者

得到别人帮助，需要表示一下。

三是“金额小”，大多只相

当于老百姓一两个小时的工资，

在中国人看来，拿不出手，极其

“寒酸”。美国人不兴中国式的

“红包”，若要送钱的话，到超

市去买张礼品卡，礼品卡分门别

类，可去餐馆吃饭、书店买书、

超市购物等。金额通常为 10元、

15元、20元、25元、50元。这就

是美国人随份子的行情。

当然，结婚的随份子金额较多

些。通常不给现金。也有例外。

有些地区承继来自波兰的风俗，在

婚礼上会举行“金钱舞会”。来宾跟

新娘或新郎跳舞，给一点现金，表

示感谢。几块钱而已。有的新人为

了不使来宾感到“不付钱不好意

思”，特地在每张桌子上摆个碗，

放不放钱，“悉听尊便”。

美国人祝贺新婚的随份子方

式主要是给新人买东西。亲朋好

友会收到一份长长的购物单，叫

做新娘登记单。美国结婚费用

“重女轻男”，传统上是由女方

承担的。新娘登记单上分门别类

详细列出所需的物品，大体为：

装饰品，如花瓶、镜框、艺术品

等;玻璃器皿，如咖啡杯、酒杯、

饮料杯等;炊具，如色拉搅拌器、

煮咖啡器、烤箱手套等;寝具，如

床单、被子、毯子等;餐具，如盘

子、汤锅、糖罐等;浴室用品，如

浴衣、垫子、体重秤等。准新郎

“无债一身轻”，通常便会和准

新娘联合发出新娘登记单。

1924 年，美国马歇尔商场首

创新娘登记单服务。后来，许多

百货商店，如美西、目标等，都

提供这一服务。当然，商家目的

是要赚钱，但此举确实为准新娘

和随份子的亲友提供了实惠和方

便。现在网络发达，新娘登记单

上网，更为便捷、省事。美国人

讲实际，一份登记单，随份子的

物品都是不重复的必需品。

新娘登记单的客观社会效益

是，倡导了“礼轻情意重”的良

好风气。登记单上的物品不贵，

每件几块美元、几十块美元，绝

不会影响送礼亲友的日常开销，

也断了某些人的敛财之路。也有

些新人效仿中国人，收礼金。不

发新娘登记单，而代之以“蜜月

登记单”，礼金用于度蜜月;雷锋

新人则发出“慈善登记单”，礼

金转交慈善机构。礼金支票写多

少钱合适?通常兄弟姐妹给三到五

百。朋友、同事则基本按照“1年

20元”潜规则，即相识1年的，给

20 元;2 年的，给 40 元……通常到

100元封顶。若是从穿尿不湿开始

一起长大的发小，最多给个200元。

你总不能超过“兄弟姐妹”吧。

据统计，平均而言，美国每

对新人收礼200份，每份价值70到

100美元。其中有些还是“团送”

的，即几个人合起来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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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風憑借力 揚帆正當時——內地專家談香港“一帶一路”機遇
自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以来，“一带一路”就成为香港社

会各界的热词。近日，香港特区行

政长官梁振英在出席香港友好协进

会活动时表示，中央政府支持香港

参与国家双向开放和“一带一路”

建设，鼓励香港与内地企业合作，

共同开拓海外市场，为香港的长远

发展提供了新动力。

国家在扩大开放的新时期提

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

想，对香港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

在这一格局宏大的崭新战略之

中，香港将如何扮演独特的角

色？有关专家在接受新华网记者

采访时表示，香港是“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节点，抓住这一重大

发展机遇，将自身优势与国家战

略有机融合，不仅将为国家作出

独特贡献，更将使自身经济在更

广阔的舞台上重新“起飞”。

借政策东风 突破发展瓶颈

贸易物流、旅游、工商专业

服务和金融是香港四大支柱产

业，可谓香港当年跻身“亚洲四

小龙”的“绝世武功”。随着世

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香港的

传统优势也面临挑战。如何因应

变局、开拓新局，成为近年来香

港经济无法回避的严峻课题。

“一带一路”将架构起具有全球

价值的现代经济合作走廊，可以

为香港产业脱困增值、重塑竞争

力找到富有生机的出路。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综

合开发研究院(中国· 深圳)常务副

院长郭万达表示，“一带一路”

倡议将为香港经济发展提供更大

的市场和更广阔的舞台。“一带

一路”贯通亚、欧、非多个经济

圈，以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

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

“五通”为宗旨。据不完全统计，

沿线国家和地区总人口约44亿，

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

占全球的63%和29%。尤其是“一

带一路”所经多为新兴经济体和

发展中国家，市场潜力不容小

觑，可成为香港业界开拓的“沃

土”。郭万达认为，从前香港与欧美

等发达国家市场联系密切，“一

带一路”沿线诸多新兴经济体，

将为香港提供更大的发展舞台。

此外，香港与内地市场的融

合也将加深、加强。“一带一路”

愿景中明确指出，要深化深圳前

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福建

平潭等区域与港澳台合作，打造

粤港澳大湾区。对外经贸大学教

授华晓红表示，“一带一路”是

一个内联外拓的机制，香港的作

用将不仅体现在帮助内地市场

“走出去”或“引进来”上。香

港与内地各省市、自贸区之间的

合作也将以此为契机加深、加

强，从而共同开拓国际市场。

专业服务业发挥 与内地

“互补”出海

香港在会计、审计、商业管

理、法律服务等行业聚集了大量

高端的国际化人才。不仅可以为

“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企业

提供多种专业服务，也可以为中

国内地企业提供具有优势的专业

服务。香港服务业种类多、水平

高，“一带一路”倡议下“走出

去”的内地企业，急需熟悉国际

规则的人才，香港如能打造成适

应这一需求的国际营运中心，将

成为这些企业的“挑头者”和

“守望者”。

华晓红表示，香港在国际经

济活动中多年积累下来的经验，

能够协助内地建立具有国际规

则、符合国际标准的商业模式和

合作框架。她补充说，香港与内

地市场有着天然的联系，有相当

数量的港资企业已在内地设立分

部。在合作过程中，容易发现内

地市场与港资企业间利益结合

点，从而互补“出海”。

郭万达以香港在金融领域的专

业服务为例。他说，“一带一路”

带来大规模投融资需求，除了400

亿的丝路基金，国内产能合作基金

规模已超千亿，“香港的融资、金

融产业在这方面大有可为，并且已

经开始发挥作用”。郭万达此前也

表示，香港债券市场近年来发展稍

显滞后，应趁势抓住人民币国际化

这一重要趋势，大力发展人民币债

券市场，致力于自身金融体系的多

元化发展。

联系人角色加强 话语权提升

作为中国通往全球、世界各

地通往中国内地的“联系人”，

香港成为国家“引进来”和“走

出去”的双向平台。

根据中国（深圳）综合开发

研究院数据， 2015 年中国 ODI

（对外投资）首次超过 FDI（外

商直接投资）。郭万达说，从前

香港是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重要

通道，而如今，有 60%——70%

的中国对外投资是通过香港走出

去的，香港具有双重角色的“联

系人”作用得到了加强。这将为

香港传统优势产业带来更多机

会，还将对香港开展跨境电商等

新兴产业带来积极影响，从而进

一步巩固和提升香港在区域和全

球经济中的地位。

华晓红认为，处处蕴藏商机

的“一带一路”建设，将使香港

有更多机会参与到各类双、多边

合作机制中去，从而提高香港在

区域乃至全球经济中的参与权和

话语权。她说，这与“一带一路”

的设计有关，“一带一路”不是

政府间的制度安排，而是遵循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市场

化运作机制。这种依靠市场规则

推动区内各经济体融合的机制，

使得香港作为一个自由港的竞争

优势更容易发挥出来。

历史充分证明，香港与祖国

内地的命运紧密相连。在内地发

展的不同阶段，香港都曾主动参

与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香港

不仅是国家经济的积极参与者，

也是重要的利益共享者。“一带

一路”这一重要机遇的局面已经

打开，中外各方都紧盯这一构想

的下一步如何开展。那么具有得

天独厚优势的香港又将如何把握

呢？华晓红表示，香港经济“重

新起飞”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

同心同德把握机遇，与国家这艘

大船共同“出海”。

俞正聲會見臺灣縣市長參訪團

俞正声首先向参访团一行表

示欢迎，对台湾县市长参访团在

台海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

下，一如既往坚持“九二共识”

政治基础，积极推动两岸县市交

流，努力维护和促进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表示赞赏。

俞正声指出，今年５月以

来，由于台湾新执政当局拒绝承

认“九二共识”、不认同两岸同

属一中，破坏了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的政治基础，致使两岸双方政

治互信丧失，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成果遭损毁，制度化交往机制停

摆，持续８年的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良好势头受到严重冲击，两岸

同胞尤其是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

受到损害。这是两岸同胞都不愿

意看到的局面。

俞正声强调，面对新形势，

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不会改变。

一是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

“九二共识”立场不会改变。不

管是哪个政党、团体或是个人对

“九二共识”作出什么解释，都

不能否认其历史事实，不能改变

其两岸同属一中的核心意涵。在

这一点上，我们的标准和态度始

终如一。只要台湾当局回到这一

立场上来，两岸制度化交往即可

恢复。二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

“台独”，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的立场不会改变。我们

绝不容忍任何人、以任何形式进

行“台独”分裂活动。无论是搞

“激进台独”，还是改头换面搞

渐进、柔性“台独”，结果都只

能是失败一途。三是推进两岸各

领域交流合作，为两岸同胞谋福

祉的决心和诚意不会改变。

俞正声指出，两岸关系形势

越复杂，越需要加强两岸各领域

交流。不管台湾哪个县市，只要

对两岸关系和县市交流的性质有

正确认知，愿意为增进两岸同胞

福祉和亲情贡献心力，我们都持

积极态度。两岸县市交流要为维

护和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局

服务，努力增进两岸同胞福祉，

持续密切两岸同胞感情。要通过

两岸县市交流，为两岸基层民众

交流往来牵线搭桥，开通渠道，

建立机制，不断融洽同胞感情。

台湾各县市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和

需求，同大陆各地加强交流合

作，充分利用大陆的资源和市

场，造福地方民众。

俞正声表示，希望两岸同

胞坚定信心、排除干扰，精心

呵护得之不易的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成果，携手建设好两岸命运

共同体。

来访的台湾县市长表示，希

望两岸在“九二共识”基础上继

续推进各领域交流，实现互利双

赢。

探訪青海八百年歷史的
班瑪藏式碉樓

在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班

玛县，有一群至今800多年的藏

式碉楼，这些碉楼由藏族专门

的石匠修建，具有极高的艺术

和研究价值。

22日，青海“长征路上奔

小康”网络媒体“走转改”主

题采访团前往班玛藏族碉楼

群，进行实地探访。

班玛藏族碉楼藏语称为

“夸日”，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

到800多年前，主要分布在果洛

州班玛县灯塔乡的班前、科培、

格日则村，其中班前村内有碉楼

近百座，大多有三百年以上的历

史，其一般有两层或三层，上层

堆放粮食，中层住人，下层圈养

牲畜，建筑整体高约 10米，屋

面多为平顶，墙体石木交错，间

隙夹杂黄土砌制而成。

班玛藏族碉楼，分为烽火

碉、隘碉、家碉三种，目前有

隘碉、家碉，它们一般都建在

高的台地或山顶上，建材以石

块为主，木材为辅，石砌高墙。

班玛县委书记夏吾杰告诉

记者，以前的藏式碉楼一般都

建在地势比较陡峭的山坡，而

且窗户开口很小，外墙还设有

瞭望口，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

为了防御入侵，易守难攻。随

着班玛县社会经济的发展，人

民安居乐业，藏式碉楼防御的

功能逐渐淡化。

“从窗户就可以看出，以

前窗户很小，现在碉楼的窗户

越来越大，主要作用也从瞭望

发展到现在采光。”夏吾杰表

示，虽然局部有所变化，但是

藏族传统文化在碉楼群落里得

以完整保留。

据了解，藏式碉楼较为密

集的班前村于 2014年被住建部

及国家文物局评为中国历史文

化名村。

香港企業10億美元
在北京王府井建王府中環

香港企业投资 10 亿美元在

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商业街区建

设王府中环项目，其中的酒店将

于 2018 年初开业，每间客房可

尽览故宫的壮美景色。这是记者

从 22 日在北京举行的“王府

井——荟萃历史美誉· 创新现代

经典”论坛上获悉的。

作为王府中环项目的投资商、

香港置地执行董事周明祖在论坛

上表示，作为王府井地区的重要

合作伙伴，香港置地对王府中环

项目抱有坚定的信念和极大的热

忱。王府中环将通过对历史精粹

与现代理念的融汇，在北京核心

地段打造独树一帜的零售及生活

体验圣地。未来王府中环将成为

北京购物及时尚生活的新地标。

王府中环位于王府井大街西

侧、百货大楼正南，建筑面积15

万平方米，主体工程目前已经封

顶。其中的购物中心将于2017年

中旬开业，坐拥5万平方米的高端

零售空间，最上面两层是拥有74

间客房的王府井文华东方酒店，

每间客房都能看到故宫的风景。

在当天的论坛上，王府井商

会会长刘冰以“百年沉淀· 璀璨

升华”为主题进行演讲。她说，

深厚的商业文化底蕴、悠久的历

史文化和众多中华老字号云集，

使王府井成为北京商业版图中最

独特的区域。为了适应消费新趋

势，未来王府井商圈要成为“引

领现代时尚生活的商业地标”。

谈到王府井商业街区未来的

发展，刘冰提出王府井要转型升

级，通过大力引进国际、国内知

名品牌，招募品牌旗舰店，开办

免税店、特色概念店，策划新品

牌首站发布等活动，让王府井地

区成为知名品牌的风向标。

刘冰同时指出，王府井要将

休闲业态、娱乐业态、儿童业态

等作为发展重点，注重消费者参

与和体验；整合营销资源，打造

王府井独有消费节日，并通过情

感营销、记忆营销，深度挖掘王

府井商圈的品牌价值。

北京市东城区区长李先忠透

露，王府井要迎接电子商务发展

的新机遇和挑战，目前正在制定

未来5年的商业街区发展规划，要

努力将其打造成为世界级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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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爐頭廠
金門是您的事業通往成功之門！

Golden Gate Restaurant
Equipment Co.

9330 Summerbell Houston, Texas 7707459

★

Beltway 8

Summerbell 9330 Summerbell

Bissonnet

Bell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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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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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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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吸引了各地朋友，北京

景点也总是人山人海，北京人少

的景点有哪些?就让小编为大家

推荐几处北京人少又好玩的景点

吧，这些北京人少的景点会让你

的旅游照片多点风景，少点人群。

一、人定湖公园
人定湖公园是一座欧洲风格

的园林，位于西城区六铺炕街 25

号，黄寺大街南侧，是 1958年发

动群众建造的公园，1994年 4月

进行改造， 1996 年 6 月全面竣

工。总面积 9.2公顷，其中水面

积1公顷。

以现代园林为主，公园南半

部用草地、水景、雕塑、花架、

景墙创造了一个具有欧洲规则式

庭院韵味的园林环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安德路

六铺炕15号(黄寺大街南侧)

二、月坛公园
月坛是中国古代祭月的场

所，又称“夕月坛”。早在周代，

即已有天子春天祭日、秋天祭月

之制。目前仅存的月坛地处北京

城西，始建于明朝嘉靖九年(1530

年)，清代重修，是北京九坛八庙

之一，到民国初年废弃。一般称

“月坛”即指此地。明清北京月

坛在今北京市西城区的南礼士路

以西，月坛北街以南，与其南部

的仿古园林组成月坛公园。在明

清文献中提及的坛内主要建筑，

除祭坛坛台和内坛坛墙被拆毁

外，其余如钟楼、天门、具服殿、

神库等古建筑尚存。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

街甲6号

三、万寿寺

万寿寺早已经辟为北京艺术

博物馆，但是好像游览的人并不

是很多。其实万寿寺在清代时是

皇家寺院，建筑的规格很高，正

殿屋顶都是庑殿结构。万寿寺有

三宝：山门内的洪福齐天彩绘，

因为中国传统的彩绘或金龙和

玺，或青绿点金，或苏式彩绘，

都是以金绿为主，唯独这里采用

天蓝底色，配上满天红色蝙蝠。

另一宝是最后院落的木雕千层

塔，第三是后院假山下的地藏

王地宫。另外后院有一座巴洛克

风格的小门，门的形状却是中国

特有的月亮门，中西合璧在北京

绝无仅有，也应算是一宝。不过

现在的地宫里面地藏王像不见

了，前几年冬天去，地宫里面

堆了大白菜。不过寺庙里的石雕

和展出的文物展品却是令人大开

眼界，尤其是展品，很多都是

稀世之宝，不可不看。离万寿

寺不远的北京画院，后院里面有

一座尼泊尔塔，塔身已经破旧不

堪，听说是一座尼姑塔，可以顺

路看看。

四、玲珑塔

玲珑塔(慈寿寺塔)原名“永

安万寿塔”，位于北京市海淀区

八里庄慈寿寺内，仿天宁寺塔

而建。1990年，海淀区政府以玲

珑塔为中心，建成玲珑公园，占

地约 7公顷(包括水面 0.3 公顷)。

公园南部设计为规则园林，北

部则为自然山水，其间设置山亭

湖榭、曲径小溪，使之成为京密

引水渠畔一道靓丽的风景。

慈寿寺塔原名“永安万寿

塔”，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八里庄

慈寿寺内，仿天宁寺塔而建。寺

为明神宗之母慈圣皇太后于万历

四年(1576年)所建。万历皇帝登

基时年仅十岁，内外政事均由李

太后执掌。李太后平生好佛，在

她主政期间，命人在京城内外兴

建修缮了许多佛寺，慈寿寺即为

其中之一。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

庄北里3号

五、法海寺
法海寺，始建于正统四年(公

元1439 年)，由明代英宗宠宦李

童集资、工部营缮所修建，英宗

赐额“敕赐法海禅寺”，距今

572年了。

法海寺邻近驼铃古道首驿模

式口大街，远山门在山下街口，

一条蜿蜒曲折的小径通往翠微山

脚，跨过造型奇特、小巧玲珑的

四柏一孔桥，红墙碧瓦的山门赫

然呈现眼前。法海寺主体中轴线

四进院落，依山势逐层升高，建

有护法金刚殿、天王殿、大雄宝

殿、药师殿和藏经阁。整座寺庙

布局严谨，殿宇轩昂，楼阁掩

映，错落有致，系工部营缮所

建造的官式建筑，一派皇家气

势，等级颇高。

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翠微

山南麓模式口48号

六、鲁迅博物馆
北京鲁迅博物馆是为了纪念

和学习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巨人

鲁迅先生而建立的社会科学类人

物博物馆，现为司局级公益性事

业单位，隶属于国家文物局，是

中央国家机关思想教育基地、北

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首批

国家一级博物馆。

北京鲁迅旧居位于北京鲁迅

博物馆内，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1924 年 5 月至 1926 年 8

月，鲁迅在此居住。鲁迅在这里

完成了他的《华盖集》《华盖集

续编》《野草》等文集和《彷徨》

《坟》《朝花夕拾》中的部分文

章。

地址：阜城门内大街宫门口

二条19号

七、史家胡同博物馆
穿过车来车往的朝阳门内大

街，走进人潮熙攘的朝阳门南小

街，蓦然拐进一个幽静无人的胡

同。就在这灰色的老巷里，京城

第一家胡同博物馆“史家胡同博

物馆”蜗居于24号院的一隅之地，

任外界纷繁吵扰，仍顽强而静止

地留存着老北京最传统的记忆。

这个两进院落的博物馆，不到一

千平方米，老式木门窗、斑驳

的外墙、错落的灰地砖，虽然经

过一些翻修，却仍难掩这座四合

院的古老韵味。一如院中的一棵

老梧桐，年久根深，树冠几乎盖

住了整个庭院。就在这里，民国

时期的才女凌淑华，也就是它以

前的主人，曾广聚名流，以书画

会友。而现今，院内的一草一木，

仍如当年她风华绝代时的模样。

史家胡同博物馆共分八个展

厅和一个多功能厅，介绍着史家

的历史、胡同里的名人、时代的

记忆，乃至普通老百姓的怀旧生

活。展品五花八门，老物件、门

牌墙、全景微缩、纪录片、声音

馆，不断触动着视觉和听觉，唤

醒你对老北京的记忆。

地址： 东城区史家胡同 24

号院(近史家红墙花园酒店)

八、明城墙遗址公园
历史上明城墙全长40公里，

始建于明永乐17年(公元1419年)，

距今已有 580多年的历史。现存

的崇文门至城东南角楼一线的城

墙遗址全长 1.5 公里，是原北京

内城城垣的组成部分，是仅存的

一段，也是北京城的标志。其城

东南角楼是全国仅存的规模最大

的城垣转角角楼，始建于明代正

统元年(公元 1436年)，是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位于市

中心地域，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

东起城东南角楼，北京明城墙遗

址公园西至崇文门，北京明城墙

遗址公园总面积约：15.5公顷，

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其中城墙遗

址及城东南角楼占地 3.3 公顷，

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绿地面积

12.2公顷。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

东大街9号

九、紫竹院公园
紫竹院公园位于北京西北近

郊，海淀区白石桥附近，北京首

都体育馆西侧。紫竹院公园始建

于 1953年，因园内西北部有明清

时期庙宇，“佛荫紫竹院”而得

名。全园占地 47.35 公顷，其中

水面约占三分之一。南长河、双

紫渠穿园而过，形成三湖两岛一

堤一河一渠的基本格局。它是一

座幽篁百出，翠竿累万，以竹造

景，以竹取胜的自然式山水园。

紫竹院公园免费参观。

本园造景模山范水求其自

然，缀石嶙峋精心安置，亭廊

轩馆错落有致，修竹花木巧布其

间。举目皆如画，四季景宜人。

春风暖筱百花舒，夏霭轻舟翠盖

浮，秋雨润芦枫叶艳，冬云瑞雪

映松竹。中部青莲岛上有“八宜

轩”、“竹韵景石”;明月岛上有

“问月楼”、“箫声醉月”;西部

有“福荫紫竹院”、“跨海东

征”、“紫竹垂钓”;南部有“澄

碧山房”，儿童乐园;长河北部是

独具江南园林特色的“筠石苑”，

淡雅、清秀、幽静而别致，有

“清凉安秀”、“江南竹韵”、

“竹深荷静”、“友贤山馆”、

“绿云轩”、“斑竹麓”诸景。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

南大街35号

十、广济寺
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北京

著名的"内八刹"之一。位于北京

城内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 25号。

占地 2.3公顷。始建于宋朝末年，

名西刘村寺。明天顺初年重建，

成化二年(1466)宪宗皇帝下诏命

名"弘慈广济寺"。1931年寺院失

火焚毁，1935年重建。

现存建筑保持明代格局，分三

路，中路依次为山门、钟鼓楼、

天王殿、大雄宝殿、圆通殿和多

宝殿(舍利阁)，西路有持梵律殿、

戒台、净业堂和云水堂，东路有

法器库、延寿堂等。寺内珍藏许

多珍贵文物，如明代三世佛及十

八罗汉造像，康熙时建的汉白玉

戒台，乾隆年间的青铜宝鼎等。

1959 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

立，会址设在这里。2006年 5月

25 日， 广济寺作为清代古建

筑，被国务院批准为第六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地址：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

25号广济寺内

十一、西什库教堂
西什库的教堂，是北京最大

最好的，也是义和团活动的遗

址，现在是天主教活动中心。晚

上，能进去最好，如果进不去，

可以在隔壁的北京低压电器厂夹

道里面，只隔着一层玻璃，听教

堂的童声唱诗，怎一个美字了得!

十二、妫川广场
个人认为是北京最好的广场。

从这里叫上一辆出租，到 30公里

外的松山自然保护区，是中国北

方垂直林带分布最好的保护区。

秋天爬山，美景不下于黄山。只

是这里属于未开发地区，山势又

险，须注意安全。好猫多次来这

里，晚上可以在山下林场招待所

住宿，有北京最好的温泉，还有

二叠瀑、三叠瀑等很多景点。

十三、菖蒲河公园
整个园子是顺着金水河修建

的，并不算大，园子如果真是从

东门走到西门的话，您脚力好用

不了20分钟就能走完。当然，小

编推荐玩这种小公园的时候可以

把脚步稍微放慢些，在您游览完

故宫或者逛完王府井、前门之后

可以到这个小公园在喧闹的景区

附近散散步，发发呆，它再适合

不过了。当然像这样的公园是没

有门票的，推荐你可以在早晚两

个时间段来此公园，偶尔回过团

客。

十四、南礼士路公园
南礼士路公园位于西城区

南礼士路大街东侧、西二环路

西侧，建于 1960 年，隐藏在复

兴门桥西北角，位于金融街百

盛对面。

来到这里大家完全可以在

一片宁静和祥和的环境里闲逛。

看公园里大爷大妈们晨练，舞

剑、抖空竹、跑步、打太极，

这个公园很有生活。而且从公

园西门出来还能来京城炙子烤

肉最老的字号“烤肉宛”(以前

是厚德福饭庄)，当初的“南宛

北季”，这其中南宛就是说的

这个“烤肉宛”了。到南礼士

路公园体会老北京生活很是舒

服，相当安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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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公园位于北京西郊，地

势险峻，苍翠连绵，占地 188公

顷，是一座具有山林特色的皇家

园林。景区内主峰香炉峰俗称

“鬼见愁”，海拔 557米。香山

公园始建于金大定二十六年，距

今已有近 900年的历史。香山公

园有香山寺、洪光寺等著名旅游

景点。 香山公园于 1993年被评

为首都文明单位，2001年被国家

旅游局评为AAAA景区，2002年

被评为首批北京市精品公园。

名称来源

香山海拔 557米，最高峰顶

有一块巨大的乳峰石，形状像香

炉，晨昏之际，云雾缭绕，远远

望去，犹如炉中香烟袅袅上升，

故名香炉山，简称香山。

古时香山曾是杏花山，每年

春季杏花开放，清香四溢。明代

王衡记载：“杏树可十万株，此

香山之第一胜处也”；明诗有

“寺入香山古道斜，琳宫一半白

云遮，回廊小院流春水，万壑千

崖种杏花”之句。《帝京景物

略》中有记载：“或曰香山杏花

香，香山也……”。

公园历史

香山历史源远流长，自晋代

葛洪的丹井，始有记载。

金朝

金世宗、章宗两朝皇帝营建香

山，为其营建的寺庙赐名“大永安

寺”，章宗帝还先后七次到香山游

幸，留下梦感泉等多处遗迹。

元朝

皇庆元年（1312年），仁宗

帝赐钞万锭，重修香山大永安

寺，并更名为“甘露寺”。文宗

至顺二年（1331年），耶律楚材

的后裔耶律阿勒弥创建碧云庵。

形成“香山八景、碧云十景。”

明朝

英宗正统六年（1441年），

司礼太监范宏出资七十余万，

“捐赀市材，命工重建，殿堂、

楼阁、廊庑、像设，焕然一新，

规制宏丽，蔚为巨刹。事闻，乃

赐额永安禅寺。”

清朝

乾隆帝在旧行宫的基础上进

行大规模扩建，仅用九个月的时

间就在香山建成大大小小的园林

八十余处，其中乾隆帝钦题并赋

诗二十八处，成为明噪京城的二

十八景，乾隆帝赐名“静宜园”。

香山、静宜园占京西“三山五

园”中一山一园。1860年，英法

联军将包括静宜园在内的三山五

园内的大量珍物劫掠一空，建筑

几乎全部焚毁。1900年，八国联

军再度劫掠，一代名园瓦砾遍

山，几近荒废。

清代乾隆年间修建的罗汉堂。

民国

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统

治时期，香山的大部分风景区又

被“达官贵人”、“军阀巨商”

建为私人别墅，多处名胜封闭。

1917年因顺直（河北省）水

灾，在香山开办了慈幼局，收养

男女灾童千余人，水灾过后，由

清室内务府拨借香山静宜园，于

1920 年 10 月 3 日成立香山慈幼

院，收养无家可归的灾童，熊希

龄任院长。

1925年 3月 12日，伟大的民

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京逝世

后，曾在香山碧云寺内停灵长达

四年之久。移灵南京紫金山后，

在这里设孙中山的纪念堂和衣冠

冢，供人瞻仰。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 3月 25日，中共中央

进驻香山，毛泽东在双清别墅工

作和居住，在此指挥了著名的渡

江战役，筹建了新中国，翻开中

国历史崭新的一页。

1956年，香山作为人民公园

正式对公众开放。

1993年至今被评为首都文明

单位，2001年被国家旅游局评为

AAAA景区。

2002年被评为首批北京市精

品公园，2004 年通过 ISO9001 国

际质量管理体系和 ISO14001国际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自然资源

截至2013年，香山公园经调查

共有391种，其中野生种类占多数

并且大面积分布。数量最多的主要

有黄栌（香山红叶）、侧柏等。

香山作为一处拥有着自然风

光的山林公园，建园历史悠久，

特别是在建筑、寺庙周围分布着

大量的栽培植物，如银杏、油松

等，栽植时间长，古树数量众

多。其中，一、二级古树共计

5800余株，约占北京市城区古树

的约 1/4，一级古树就有 300 余

株。树种有侧柏、油松、圆柏、

白皮松、槐树、银杏、楸树、麻

栎、榆树、元宝枫、栾树、七叶

树、皂荚等十三种，成为香山重

要的景观资源。

香山传统的观赏花木也已成

规模，如牡丹、玉兰、西府海

棠、山杏、山桃、月季、紫薇、

连翘、梅花、丁香等等，形成了

一些集中的观赏区，如杏花林、

梅花谷、丁香路、椴树路，特别

是椴树，极具特色，在市内其他

园林比较少见，是香山优良的芳

香植物和秋色叶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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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bersecurity Talent Training Aimed At Attracting 
"Maverick Geniuses" Launches in China

sites and foreign worker dormitories 
lacked the strict vector control 
measures usually in place elsewhere.
Sheena Kanwar, executive director at 
migrant rights group Humanitarian 
Organisation for Migration Economics, 
said there were “question marks” 
on whether construction firms were 
being thorough in ensuring labourers 
lived and worked in mosquito-free 
environments.
And Alex Au, treasurer of TWC2 

(Transient Workers 
Count Too), another 
independent migrant 
workers’ rights 
group, said there 
were “concerns 
about workers 
living in temporary 
accommodation on 
construction sites”.
Safe sex or no 
sex for six months after visiting Zika-hit areas: 
WHO
“The nature of such accommodation, with broken earth 
and unfinished rubble everywhere, makes for a higher 
likelihood that mosquitoes breed there,” Au said.
Deanne Ong, director at local pest management firm 
Origin Exterminators, said the firm had encountered 
such breeding grounds. She said “price sensitive” 
construction firms were limiting the procurement of 
vector control services to meet the bare requirements 
stipulated by authorities.
Masagos Zulkifli, the environment minister, said on 
Tuesday the government had stepped up scrutiny of 
work sites prior to the Zika outbreak, with 50 stop-
work orders issued between January and July this year. 
Such continued vigilance will be vital in the months 
ahead. (Courtesy www.scmp.com/week-asia/society/
article)

the world's top cyber security talent.
Li said the local government will double the number 
of scholarships for cyber security majors and recruit 
top cyber security graduates in Chinese and overseas 
schools as well as from competitors at cyber security 
contests. She added it will 
also open a class for minors 
and run special recruitment 
for "maverick geniuses."
She also said the city 
government will establish 
an innovative evaluation 
system. Instead of taking 
exams, cyber security majors 
will be evaluated based on 
their performance and given 
priority to practical and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The Wuhan government will 
also offer twice the salary and 
research funds to the best cyber security experts than 
those from other fields. They will also receive 2 million 
yuan ($299,823) in subsidies and a high of 100 million 

yuan in funding if they have typical technologies and 
can creat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conomy. China 
needs at least 500,000 cyber security talents, but only 
about 8,000 such majors graduate each year, said an 
education official at the 4th China Internet Security 

Conference in August.
In January, a training 
center for cyber security 
and communication talent 
was established in Sichuan 
Province, aiming to provide 
training for students and 
faculty in Sichuan and Hong 
Kong.
In February, China launched 
its first special fund for 
cyber security with an initial 
capital of 300 million yuan. 
The fund will be used to 
provide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experts and teachers who specialize in cyber 
security. (Courtesy http://www.globaltimes.cn)

country needs at least 500,000 cybersecurity talents.
The government set up a training center for 
cybersecurity and communication talent in Sichuan 
Province in January, which aims to train students and 
faculty on cybersecurity in Sichuan and Hong Kong.
In February, the first special fund for cybersecurity 
with an initial capital of 300 million yuan was launched 
by China, which was intended to provide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experts and teachers in cybersecurity. 
(Courtesy http://en.yibada.com/articles
Related

China Launches Cybersecurity Talent 
Training Nationwide

Authorities from Wuhan, capital of Central China's 
Hubei Province on Monday pledged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scholarships to attract students pursuing 
cyber security, and run special recruitment for 
"maverick geniuses," which constitutes a part of 
nationwide efforts to train cyber security talent.
Li Shuyong, Wuhan government publicity department 
head, told the Cybersecurity Technology Summit 
during China Cybersecurity Week that the city 
government will cooperate with companies to cultivate 

As part of China's nationwide efforts, a cyber security 
training was launched on Monday, Sept.19, by 
authorities from Wuhan, capital of Hubei Province, 
who vowed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scholarships to 
attract students to pursue cybersecurity and to discover 
and recruit so-called "maverick geniuses," Global 
Times reported.
Speaking at the Cybersecurity Technology Summit 
during China Cybersecurity Week, Li Shuyong, 
Wuhan government publicity department head, said 
that the city government will partner with companies 
to nurture the world's top cybersecurity talent.
According to Li, the local government will raise the 
number of scholarships it offers to students taking up 
cybersecurity majors, with the hope to recruit to the top 
graduates from Chinese and overseas schools, as well 
as from competitors at cybersecurity competitions. A 
class for minors will also be opened as well as a special 
recruitment for "maverick geniuses," she added.

An innovative 
evaluation system 
will be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Li, 
wherein cybersecurity 
majors will be 
evaluated, not by 

taking exams, but based on their performance. 
They will also be given priority in practical and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The city government said that it will double up 
the salary and research funds offered to the best 
cybersecurity experts. In addition, a 2 million yuan in 
subsidies and 100 million yuan in funding will also be 
given if experts have typical technologies that could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to the economy.
An education official said during the 4th China 
Internet Security Conference in August that only about 
8,000 cybersecurity majors graduate each year but the 

Singapore has been basking 
in the global limelight after 
hosting the Formula One 
Grand Prix last week but 
behind the razzmatazz the 
city-state’s stand-off with 
Zika continues as medical 
experts and officials warn 
that the virus is here for 
the long haul – much like 
dengue, which continues to 
fester and pose a persistent 

danger.
Zika has been detected in more than 300 people in 
Singapore since the first locally transmitted case was 
detected on August 27, making the financial and transit 
hub the single largest beachhead for the mosquito-
borne virus in Asia.
Eight pregnant women among 329 infected by 
Zika in Singapore
As new cases slowed last week after initially soaring 
in early September, observers including the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WHO) lauded the government’s 
swift identification of infection clusters and effective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to the public.
That in part has allayed fears the crisis will mirror 
the outbreak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in 2003, which killed 33 people out of 238 
infections and brought the economy to a standstill.
But some experts say lax controls on mosquito 
breeding in construction sites – whe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South Asian 
and mainland Chinese 
migrant labourers ply 
their trade – need to be 
urgently rectified.
No evidence Zika 
virus in Singapore 
is more or less 
severe than strain in 
Americas
The WHO says 67 
territories have recorded 

Zika infections since 2007, with a majority of local 
transmissions occurring since 2015.
The virus causes mild symptoms such as fever and joint 
pain in most people but in Brazil it has been linked 
with an increase in babies born with microcephaly, 
an abnormal smallness of the head associated with 
incomplete brain development.
“The government has done its best… it’s just 
unfortunate that Zika seems built to thrive in high-
density places like Singapore or Hong Kong and has 
partnered with the very successful Aedes Aegypti 
mosquito,” said Leong Hoe Nam, an infectious disease 
specialist at Singapore’s Mount Elizabeth Novena 
Hospital.
And May O. Lwin, a heath communication expert at 
th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lauded the 
government for its “proactive and timely” response to 
the crisis.
China in travel warning to its citizens as Singapore 
reports 30 Chinese nationals with Zika virus
“It is to the credit of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agencies that there has been no mass hysteria,” she 
said.
Song Seng Wun, an economist at CIMB Private Bank, 
said that so far “it seems largely like business as usual”.
“This won’t be like SARS…scheduled events like the 
grand prix are going ahead and there will only be a 
slight dent on the 
economy,” he said.
Zika is the latest 
health headache for 
Singapore caused 
by the Aedes 
Aegypti mosquito 
– which also 
transmits dengue 
and Chikungunya, a 
viral disease causing 
fever and severe 
joint pain. Officials have said dengue cases, which 
have been a menace for decades, may cross 30,000 this 
year, beating the high of 22,170 in 2013.
Experts say Singapore ha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advanced vector control regimes but 
the tropical weather coupled with a 
high population density makes the 
eradication of Aedes mosquitoes 
impossible.
Hong Kong issues travel 
warning for Singapore on Zika 
virus fears
Leong said there was a high likelihood 
the Zika virus would become endemic 
in Singapore.
“It will be long drawn… the hope is 
that the vaccine will come soon,” he 
said.
Health Minister Gan Kim Yong told parliament on 
Tuesday it was “still early days to ascertain what the 
long-term trend of Zika infection will be”.
“Even if we can control the present outbreak, we will 
need to continue to guard against imported cases as the 
Zika virus is still circulating among other countries, 
including several in this region,” Gan said, responding 
to a barrage of questions from lawmakers.
Gan said authorities had so far been unable to trace the 
origin of the local transmission.
Paul Tambyah, a Singaporean infectious disease 
specialist, said analysis done by local health authorities 
showed the Zika virus evident in the city-state was of 
“Asian lineage”.
“What this means is that the virus was more likely 
introduced by a traveller from Thailand or somewhere 
else in Southeast Asia, or even Oceania, than from 
Brazil or elsewhere in South America,” said Tambyah,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Asia Pacific Society of 
Clinical Microbiology and Infection.
Zika virus can live in eyes and could spread 
through tears, study suggests
The first wave of locally transmitted cases in late 
August was predominantly foreign construction 
workers who worked in the same site in southeastern 
Singapore.
The government issued a stop work order at the site for 
failing to eliminate potential mosquito breeding sites.
Migrant workers rights groups said som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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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iating guests kick off the three-day Cyber Security 
Summit 2016 on Monday. (Photo Provided to China 
Daily) 

Nurses set up a mosquito tent 
over a hospital bed, as part of 
a precautionary protocol for 
patients who are infected by 
Zika, at Farrer Park Hospital in 
Singapore. Photo: Reuters

A pest control worker fumigates 
drains and the gardens at a local 
housing estate where Singapore’s 
latest case of Zika infections were 
reported. Photo: AP

A National Environment Agency 
officer and a member of a pest 
control team check for mosquito 
breeding grounds at a house in a 
new Zika cluster area in Singapore. 
Photo: Reuters

Residents walk to work past a 
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 
banner warning of the spread of 
Aedes mosquitoes, a carrier for 
the Zika virus. Photo: AFP

Henry Lee Chang-Yu, a Chinese-born American forensic 
scientist, attends the 4th China Internet Security 
Conference at 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held on Aug. 17, 
2016 in Beijing. (Photo : Getty Images)

How Strong Is Singapore’s Safety
Net Against The Zika Virus?

Swift State And Local Action Has Been Praised, But Vulnerability
Questions Persist And Officials Fear A Long Fight Ahead

Zika Invades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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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中國勞工：法軍總司令贊“能成最好士兵”

“一战”期间，尽管中国已

经对德宣战，但没有派遣一兵一

卒、一枪一械前往欧洲战场；而

另一方面，有超过14万的中国劳

工以非战斗人员的身份出现在法

国。值此战火纷飞的年代，这些

来自中国的劳工在异国战场上付

出了辛勤的汗水甚至生命，而这

也为后来中国成为战胜国增加了

些许筹码。“一战”百年之后，

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再度引起了

人们的关注。

招募：华工奔赴异国

某种程度上说，第一次世界

大战其实就是“欧战”。激战数

年后，欧洲各主要大国都尽显疲

态，陷入了兵员锐减、劳力奇缺

的窘境。为此，协约国集团的英

法两国将目光投向了遥远而贫穷

的中国，他们企图借用这个远东

大国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来从事

各种战争后勤工作，以便让更多

的本国青壮年走上战场，搏取战

争的最后胜利。

收到这一信号后，当时的北

洋政府也是左右为难，其担心不

参战的话，将来和会上无一席之

地；参而不战的话，势必又受到

协约国集团的责难。几经思虑

后，“交通系”首领、原袁世凯

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制定了一个

妙计，那就是“明示中立、暗示

参加”，途径是“以工代兵，赴

欧参战”。这样的话，如协约国

战胜，则功在北洋政府；如协约

国战败，则罪在商人。

在此方针指导下，中国外交

部和法国政府于 1916年 5月创建

了一个名为“劳工海外输出公

司”（即惠民公司）的招聘机构，

其中法方招工团由其军方指定的

退役少校陶履德负责，中国方面

则以梁士诒、叶恭绰为正副首

领，对外以交通银行经理梁汝成

为全权总代表。

随后，一场大规模的劳工招

募运动在中国大地上悄然拉开。

据事后统计，从 1916 年 8 月到

1918年11月，中国共派出超过14

万人的劳工前往欧洲，其中英方

管理下的中国劳工约10万人，法

方管理下的约 4万人（除此外，

俄国也招募了约 5万华工）。这

些华工，主要来自北方（尤以山

东人为主），此外也有来自湖

北、江苏、湖南、安徽、上海甚

至香港的。

由于报名人数众多，外方对

华工的选拔非常严格，凡患有肺

结核、眼病、性病及牙病等疾病

的申请者均被拒绝。之后，被选

中的华工与英法当局签订一份 3

年到 5年的合同，合同注明大致

的工作范围及报酬（劳工领一半，

另一半发给国内家人）。就待遇

而言，赴欧劳工比晚清时前往美

洲修建铁路而饱受压榨的同胞似

乎要好得多，他们在上船前，先

要经过消毒洗澡，之后发放统一

制服，其中包括印有编号的外

衣、裤子、腰带及内衣、草帽及

鞋袜等。此外，每人还发放一个

装有毛毯、铺盖、水杯和铁饭碗

的工具包，一切都是标准化的。

离开中国前，入选的华工被

集中在威海等地进行简单的军事

训练，等待海轮来接。由于当时

地中海受到德国潜水艇的威胁，

首批华工约 800人从青岛出发，

乘坐法轮从好望角绕道前往欧

洲，其间历时三个月才到达法国

马赛。之后，鉴于德国“无限制

潜水艇战”范围的不断扩大，赴

欧路线改为经太平洋到加拿大温

哥华，之后乘火车穿越北美大

陆，再横渡大西洋前往英国，最

后转往法国。在战争的阴影下，

华工们在离开祖国那一刻起即面

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他们的运

输船在接近英法作战海域后，随

时都可能受到水雷或德国潜水艇

的威胁。其间，德国潜艇在 1917

年 2月 24日击中其中一艘邮轮，

船上543名华工全部葬身大海。

无名者：欧洲战场上的“工蚁”

当第一批中国劳工抵达法

国马赛港时，法国某报纸即在其

头版新闻上兴奋的描述道：“这

些华工是通过仔细挑选招来法国

的。他们大部分来自中国的北

方。他们比安南人更加能忍受我

们国家的气候。另外，医疗体检

报告结果认为绝大部分的华工身

体健壮，这对我们国家继续在那

儿招工是一个好消息。”

按事前的合同约定，中国劳

工是“以工代兵”，并不参战，

但执行过程中却并非如此。最

初，法方管理的中国劳工多被安

排到军工企业或其他重要工业企

业如施奈德公司、雷诺公司等，

有些则在港口服务。英方雇佣的

华工则多用于替代被派往法国的

英国码头工人和运输工人，如此

一来，那些英国工人就能回到本

国继续从事他们的职业。

但是，在中国对德宣战后，

英法当局对中国劳工的工作安排

陡然生变，他们中的很多人被送

到了危险的工作场所，如一些为

法方服务的中国劳工被派往前线

掩埋战死者，有些劳工还承担了

向前线运送弹药甚至挖战壕等

“准军事”工作。如此，即使这

些劳工不被看作“战斗人员”，

但其中的危险可想而知。

英国方面的中国劳工更是如

此，他们几乎全部被投放到前

线。从挖战壕到修工事、从野战

救护到掘埋尸体、从筑路架桥到

解运粮草弹药，华工从事的都是

最艰苦繁重的工作。据中国劳工

第十三营的随行翻译张邦永回

忆，他们被英军派往法国东北边

的阿拉斯挖战壕时，事实上已在

敌人的步枪射程之内，有些地方

与敌方战壕的距离不过50米；直

到中国劳工挖好战壕后，英国兵

才进入阵地，换言之，劳工们被

顶在了最前线；有一次圣诞前

夕，德国坦克突然袭击，英国兵

全跑了，他们险些被包围。张邦

永这批人还算幸运的，在法国皮

卡第的一场战斗中，很多修缮战

壕的华工们即死在战火之下。

尽管中国劳工付出了辛勤的

汗水甚至生命，但欧洲人对他们

的评价却迥然相异。其中，一些

人认为中国劳工吃苦耐劳，适应

能力超强，十分可靠。如英国记

者韦克菲尔德就说：“每一位华

工都是顶呱呱的多面手，能忍难

忍之苦，工作风雨无阻、冷热不

惧。他们善于学习，对英国远征

军的各种工作需求，都能应付自

如。”英国陆军部也在一份报告

中说：“中国劳工是所有外国劳

工中最优秀的。……大多数劳工

都能熟练地工作或说能很快掌握

工作技能，而且他们一直都在铁

路、兵工厂和坦克车间高效率地

工作。”法军总司令福煦也在写

给法国总理的信中说：“（华工）

是非常好的劳工，他们可以成为

最好的士兵，在炮弹的狂射之下

他们能保持很好的姿态，毫不退

缩。”

但是，也有一些欧洲人带着

种族主义的优越感看待中国劳

工，他们甚至轻蔑的表示：“当

黑鬼、中国佬不工作时应被监管

起来，在他们被合理使用时就不

会引起什么麻烦。他们花样很

多，但是既不会知足也不会犯下

暴力的罪行。他们很顺从、很听

话。”某英国日报也这样评价受

雇于英方的中国劳工：“不论他

们实际几岁，每个人的心理年龄

都不会超过10岁。”

在中国劳工方面，由于英法

当局违背了之前的合同约定，其

生活条件之恶劣，工作条件之严

峻，加上身处异国，语言不通，

他们的失望、苦闷与愤怒可想而

知。在此情绪下，中国劳工在

1916年至1918年间至少爆发了25

次骚乱和罢工，以求改善自身待

遇与地位。

遣散：或死或归或留的中国劳

工

经历了两年甚至更长的战火

洗礼后，“一战”终于在 1918

年底宣告结束。据统计，英方监

管下的中国劳工在停战时约

96000 人，其中 8 万人仍在继续

工作，从事填平壕沟及破损的路

面、或将先前运到前线的大量物

资重新装船运回英国等工作。

这些劳工，大多待到 1920 年左

右才被遣送回国。而在法国方

面，中国劳工直到 1922 年才得

以回国。

回国前，一些劳工获得了英

方颁发的“一战胜利纪念章”，

这枚直径 3.6 厘米的铜质印章正

面铸有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头

像，背面则是手持利剑、骑在一

匹奔腾战马上的赤身战神，马蹄

下还踩着骷髅及飞龙怪兽的盾，

表示敌人必然失败。这枚制作工

艺精致细腻的纪念章，至今仍有

保存。

1919年 9月，首批中国劳工

在完成任务后开始启程回国，他

们仍旧按照来时的路线返回，即

先乘海轮到达加拿大的哈利法克

斯，之后坐火车横穿美洲大陆前

往温哥华，最后横渡太平洋归

国。遗憾的是，由于战后国际汇

率的急剧变化（尤其是法郎的贬

值），加上劳工们的薪水被大量

地汇入中国兴业银行，而后者在

战后因资不抵债而导致很多劳工

未能将薪水取回。如此，经过数

年的磨难后，很多幸存的中国劳

工在经济上并没有太大的改善。

当然，能够安全回国的劳工

还是幸运的，毕竟他们活着回到

了故乡。与他们一起同赴欧洲的

劳工中，大约有一万人死在了这

场他们也许从来没有理解过的战

争中。在英国加莱省的胡明冈和

波特尔、法国滨海的努瓦耶尔，

英法当局都修建了葬有大量华人

劳工的公墓，每年的“一战”纪

念日，当地的中英、中法友好协

会都会去祭奠那些永远长眠于异

国的同胞。

除此外，还有数千华工留在

了战后劳动力严重匮乏的法国，

一些人与当地女子结婚甚至又参

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中，一

位名叫朱桂生的华工与法国姑娘

巴蒂斯特相爱结婚，并在“二

战”中加入法军抗击德国法西斯

的侵略。2002年春，这位来自江

苏丹阳的老华工以 106岁的高龄

在法国拉罗谢尔市仙逝。事后，

当地报纸评论说：“他的辞世，

标志着一段历史的结束。”

老虎也有打盹的時候：蔣介石內戰用人3大失誤
如果淮海战役前出任12兵团

司令官的是他而不是黄维，淮海

战场的输赢还真不好说，弄不好

就是一个平手。中野在大别山被

胡琏的整11师弄惨了，一段时间

某些将领简直到了“闻胡而逃”，

刘伯承元帅的“安卵子会”就是

针对这以情况开的。

“狡如狐，猛如虎”是毛主席

告戒解放军战斗人员时对胡琏的评

价！因胡琏用兵极其机警狡猾，同

时其名胡琏谐音“狐狸”，尤

其是华中野战军苏北方言，更近似

狐狸。故华野、中野称胡琏为狐

狸，十一师进军南麻时，南麻到处

张贴标语，“活捉狐狸”“打碎吃

掉11师这个硬胡桃”。南麻战役结

束后，华野 9纵伤亡重大，(伤亡

4600余人)，没取得任何进展，许世

友打电话给粟裕说：“胡琏这只狡

猾的狐狸，……

关于“猛如虎”之说：张凤

集战役，中野 3、6、7纵，三个

纵队围攻整 11 师 32 团一个团五

天五夜，最后打成平手，中野伤

亡 3600 余人，刘伯承爱将 3 纵 7

纵 19旅旅长吴大明、3纵 7旅 21

团政委姚丕田牺牲。11师32团伤

亡2700余人，32团本不想撤退，

因一营营长牛镇江擅自带两个连

突围撤走，团长张幕贤不得不

带余部撤走。山东南麻战役，

华野集中五个纵队，其中一个

打援，四个纵队外加鲁中军区

三个团猛攻南麻5天5夜，仅歼

11 师一个团，自身伤亡达 1 万

余人。2纵 5师政委秦贤安、6

师 18 团副团长胡大炳、4 师政

治部组织科科长魏自强等大批

将士牺牲。11师确实猛如虎。

11师进入大别山之后，这只猛

虎更是威风凛凛，扫荡中野，

中野不但是高度警惕，几乎是

轻易不敢接战，除了在北向

店，为保卫刘伯承同志和中野

指挥机关，不得不打了一仗，

其余则能避则避（趋避之）。

11师 18旅在北向店与中野

1纵及中野指挥机关发生遭遇

战时，整11师主力和整10师从

龙升镇、宣化店赶来合围，解

放军见形势不利， 1 纵从砦河

集突围，越信潢公路北进，1纵

19旅参谋长游万川同志在与11师

战斗中牺牲。

如1947年12月，陈粟、陈谢

大军围攻确山，中野 1纵打援。

12月 31日，整 11师先头部队 118

旅与 1纵在正阳西北宋店猛烈交

火，1纵挡不住 11师的进攻，伤

亡较大，11师逼近确山，粟裕不

得不于31日晚结束确山战斗。

再如中野 1纵绝对主力 20旅

（相当于师，中野纵以下辖旅）

于 1948年 1月 10日，在包信集与

整11师遭遇，损失很大，其中一

个主力营，4百余人被成建制消

灭，当时20旅政委，副旅长听说

11师来了，坚决主张撤退，不能

打，旅长吴忠坚决要打，一打，

打出这么一个结果。许多干部听

说11师来了，带头逃跑，后被军

事法庭判处死刑。

又如中野 2纵，在大别山里

不停地躲避11师，（可看《陈再

道回忆录》173-192页，）基本上

是一个11师追着打，追着包围的

过程。

还有中野 6纵，基本对 11

师采取能避则避（趋避）的方

针，但在 1948年 1月 16日，11

师突然包围了在王家店宿营的

中野 6纵 18旅（也是中野头等

主力），18旅炮兵连丢掉两门

山炮就跑，轻易的把两门山炮

送给敌人，旅长肖永银一听整

11师来了，丢掉旅直属队，包

括政治部、供给处、卫生处和

在镇上的几十名伤员，就立刻

撤退，使这 300余人全部被俘

虏。6纵副司令员韦杰要求营

救这些同志，肖永银还是不顾

一切撤，总算保全了18旅。王

家店成为永远抹不去的痛。被

俘人员中，大部分是我军干部，

含两名团级军官，分别为供给

处处长张玉峰，随军记者胡

征，因为中野的趋避之，使11

师在大别山里找不到方向。

针对当时种种情况，刘伯

承、邓小平、李达、张际春于

1948年 1月 31日联名向各纵队首

长下发指示，并上报中央军委，

指出：“而还有不少干部，临危

并未掌握部队，抗击敌人，或单

身或带少数人逃命，实为解放军

极端可耻行为。”

1943年鄂西会战中的石牌保

卫战到了最关键的时候，老蒋个

胡琏去电话，胡琏只回了一句：

“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

“攻击石牌要塞的日军，在付出

了七千多人的重大伤亡之后，面

对的仍是胡琏及麾下坚守阵地的

十一师将士。日军既不能突破些

许，亦无法前进分毫，遂战斗信

心尽失，纷纷撤退，石牌大战宣

告结束。日本人输了，石牌守住

了，陪都保住了。

胡琏有张灵甫的勇，有张灵

甫的智，却没有张灵甫的骄横。

有黄百韬的忠，更有敢于抗命的

勇气，他的口头禅是：“军队的

任务在打胜仗…大开大阖，进退

操之在我，绝不受国防部挟制！

只要仗打胜了，即使违抗命令要

砍头他也认了！”这就是他的优

势，74师之败，败在张灵甫。18

军之所以一直占上风，因为有胡

琏，因为他敢不听国防部的命

令，不仅智勇双全，更有“将在

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勇气。可

惜决战前夕，因和白崇禧的矛

盾，那位被白崇禧讥为“步枪指

挥官”的蒋校长再次帮了人民解

放军的大忙，不仅用错了人，再

加上胡乱指挥，断送了一支最重

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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