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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国际领袖学校

中西英三语课程

服务他人项目

暑期游学 

优秀的运动项目

大学课程

德州与美国历史旅行

课外活动
旗帜橄榄球 · 越野 · 田径 · 棒球 · 排球 · 足球

 
美术
乐队 · 管弦乐团 · 艺术 · 戏剧 · 合唱团 · 俱乐部 · 团体

德克萨斯州国际领袖学校旨在于培养学生在国际社会中卓越的领导才能。
我们强调学生在熟练掌握英语，西班牙语和中文的前提下
加强奉献式的领导精神及身体，头脑和品德的锻炼。

我们的宗旨

“OTHERS BEFORE SELF - OTROS ANTES DE UNO MISMO - 先人后己”   

今天就注册!WWW.ILTEXAS.ORG844-458-3927

（ 本報記者秦鴻鈞）休士
頓著名的海參專家，捕撈商直
營店： 海參天下- 「鼎海堂專
櫃」 ，現正舉行二週年店慶海
參特價大酬賓； 各種海參特價
，新品海參黑玉參68 元起。
並熱烈慶祝國內直郵開通，凡
在百佳超巿專櫃確認樣品付款
，中國分公司立即發貨，三天
內到貨。 「 鼎海堂」 出品的
頂級深海野生岩刺參，不僅在
美國，連中國都絕無僅有，所
有買過的人都被它至少13 倍
的超高漲發率征服了，這就是
岩刺參。

岩刺參它的名字的由來，
源於它們生長在岩石上，並且
帶刺。它生長在大西洋海域，
分佈的範圍比較廣，因為野生
海參生長緩慢，為了能讓海洋
中的海參子孫們緜延不盡的生
長，他們每批貨捕撈地點都不
完全一樣。但是可以保證百分
之百是野生的，無需擔心抗生

素，激素，這也
是中國人喜歡選
擇國外海參的主
要原因吧！

岩刺參的外
型，渾身有不規
則的刺，但是跟
中國刺參比，刺
排列的沒有那麼
整齊，也沒有那
麼尖和細。關於
海參的＂刺＂，
不少國人有近乎
迷信的看法，認
為海參的刺越多
越好，其實通過
實驗室研究海參
營養時，都是凍乾後直接磨粉
的，根本不會比較你的刺多刺
少。他們是根據數據証 實，刺
的多少，真的跟營養沒有任何
相關性。且在人們的接受程度
上，它比墨西哥黑仔刺參，北
冰參，阿拉斯加紅參的奇形怪

狀，它的外型最接近中國刺參
，是送給國內親戚、朋友、領
導的首選！

岩刺參算是海參天下系列
中價位最高的了，但是它高也
有高的道理，以岩刺參和黑仔
刺參相比，黑仔刺參一般可發

6 - 8 倍，而岩刺參發泡為13
倍起（ 保證口感不會過軟），
甚至有買家反應自己有泡出
17 倍的效果，由於它的超高漲
發率，仔細算起價格來，也沒
那麼高了。

「 鼎海堂」 在休巿成立兩

年，該公司所有的海參皆來自
美洲無污染海域，五年以上的
野生海參，在美國衛生局FDA
的嚴格監督下，自然淡乾，無
任何添加物，供應餐館、婚宴
，是佳節饋贈親友最高級，貼
心的禮物。歡迎批發，零售。

請至百佳超巿內 「 鼎海堂 」
專櫃洽詢，選購。

地 址 ： 9280 Bellaire
Blvd.,Houston TX 77036, 電話
：（281） 455-5555，（713
）918-9999

「鼎海堂」 二週年店慶海參特價大酬賓
熱烈慶祝國內直郵開通----美國付款，中國分公司發貨

淡干野生阿拉斯加紅參 淡干野生岩刺參 淡干野生南美黑仔刺參

2009 年國際豪華火車旅遊者協會（IRT）公佈了全球 25 條
最佳火車旅遊線路，中國東方快車（又稱 香格里拉號）名列第十
位。上榜者必須符合服務、食宿、風景、線路、旅遊者體驗等眾
多苛求標準，所以極 具參考性。
將世界最罕見的美景為您一次呈現
→拉 薩：人類的淨土“世界屋脊——聖城拉薩”。
→江 孜：尋找達賴喇嘛轉世靈童的聖湖——羊卓雍錯。
→日喀則：後藏重鎮，歷代班禪的駐錫地。
→可哥西裏：全球三大無人區之一，被譽為“生命的禁區”。
→青藏鐵路：創造了九項世界之最，欣賞神秘的“雪域天路”
→西 寧：三江源頭之最純淨的水澆灌出來的聖潔之花—“大美青
海”。
→蘭 州：“倚岩百丈峙雄關，西域咽喉在此間”的古絲路重鎮。
→嘉峪關：世界八奇跡之一萬里長城的西起點。
→敦 煌：始建於前秦時期的莫高窟，被譽為“20 世紀最有價值
的發現”。
→吐魯番：世界聞名的葡萄和瓜果之鄉。
→烏魯木齊：世界上離海洋最遠的城市，西域古國經濟文化重鎮

休斯敦旅遊權威-全旅假期獨家推出
2017 中國東方快車 絲路西藏巡遊
無購物純玩 4條線路可供您選擇 12月31日前報名立減$100/人

【專列獨家安排】
1.私人專享豪華包廂：專

車專用，火車就像是陸地的遊
輪，每到一處，客人遊覽，火
車站臺上等候。

2. 始發站及終點站安排
專列行李員為您上下大件行李
，每站下車您只需要攜帶輕便
行李，裝下您換洗的衣 服及
日常的藥品。您全程要做的只
是放鬆心情，享受難忘旅程。

3. 中國東方快車專列冬/
春季設定 72 華氏度，夏天冷
氣會在客人上車前全部打開，
當您遊覽結束後返回東 方快
車時，就像回家一樣的舒適。

4. 東方快車重要機械部
件均為德國賓士公司制造，平
穩、安全。

5. 東方快車包廂情況：
【雙人豪華包廂】（2 人一間
，紅木包廂，上下床，兩間包
廂共用一間小型洗手池）
【雙人高級包廂】（2 人一間
，兩張平床）。 【四人舒適

包廂】（4 人一間，兩張上床
，兩張下床）。

6. 專列上配備酒吧車，
您可品嘗香濃的星巴克現磨咖
啡，或約幾個好友下棋、歡暢
卡拉 OK。 旅途實際可以成為
一種享受：在城市與城市之間
，您可以和您的家人朋友在酒
吧車喝一杯我們為您精 心準
備的星巴克現磨咖啡，在鋼琴
師現場演奏的優雅環境中，輕
鬆自在的欣賞大漠風情。

7. 世界一流的淋浴車廂
：東方快車新配備的淋浴車廂
為全世界一流的淋浴車廂，共
九個套間，每個套間外 面為
化妝區，休息區，裏面為淋浴
間，供應冷、熱水。

8. 特級廚師烹調各大名
菜：國家級廚師在專列上現場
特製豐盛菜肴，列車上的每頓
正餐都會為貴賓調換不 同口
味，讓貴賓能夠在專列上品嘗
來自不同地區的中國菜系。正
餐期間免費提供紅酒、啤酒、

飲料、及 餐後水果。
9. 鋼琴師現場演奏音樂

：您可以在酒吧車一邊欣賞沿
途美景，一邊聆聽鋼琴師為您
現場演奏的唯美音樂。

10. 專業醫護人員全程隨
行，讓您的旅途更加舒適安心
。

11. 新鮮豐盛的水果專列
上全程免費提供：每到一站，
工作人員會將當地最新鮮，最
豐盛果盤送到您的包 廂，您
可以悠閒自在的坐在您的豪華
包廂裏一邊享受美味的水果，
一邊欣賞沿途迷人的風光。

12. 全世界僅有四輛豪華
專列火車有權被之稱為“東方
快車”。凡是乘坐東方快車的
貴賓將會得到世界上獨 一無
二的登車證書。您將會得到由
中國東方快車列車長親筆簽名
的《中國東方快車乘車證書》
，它將成 為是您永久的紀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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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汽車全球品牌價值持續增長
•現代汽車在Interbrand最新的年度全球品牌價值排名增長到第三
十五名。
•品牌價值達到一百二十五億五千萬元，比2015年增長了11.1%。
•現代汽車在全球汽車排名增長到第六名，超越Audi，VW，Nis-
san，以及Porsche。

近日，全球品牌專家Interbrand公布了最新的世界品牌價值排
名，現代汽車攀升至第三十五位，跟去年比超越了四家知名品牌。

雖然今年對汽車業界來說又是極富挑戰的一年，但是現代汽車
在全球的品牌價值增長了11.11%，達到一百二十五億五千萬元，與
其他大型品牌一同鞏固在全球的頂尖排名。來自韓國的現代汽車在
全球汽車業界前十名的排名中也上升到了第六名，領先於Audi，
Volkswagen，Nissan，以及Porsche，並且在最有價值的大型汽車
品牌排名中拿到第四名的殊榮。

藉由Sonata和Tucson全新車款發佈的幫助，現代汽車全球的
銷售額度維持在五百萬台，同時也藉由現代汽車和Genesis品牌形
象的區別來加強其現代高檔品牌的理念。隨著嶄新的IONIQ電動汽
車車款，高性能的現代汽車N型車款，以及將品牌轉移到全新汽車
領域，專注於未來流動性的IONIQ項目，現代汽車品牌的成就必將

更上一層樓。
現代汽車執行副總裁Wonhong Cho提到， 「消費者

現在擁有汽車的模式在接下來幾年內就有可能過時，因此
我們不能將我們的遠景侷限在環保車輛。為了維持我們身
為全球品牌的成長率，我們必須重新構思傳統的商業模式
，並且不能僅僅將自己視為一間運輸公司，更要將自己視
為一間提供移動服務的供應商。我們會藉由IONIQ項目來
探討這個新的模式，並且促進現代汽車身為全球最有價值
品牌之一的地位。」

Interbrand全球品牌評估理事Mike Rocha提到， 「去
年一年，現代汽車以三個策略再一次地突破自身的限制：
藉由IONIQ的發佈，在未來可動性上得到領導性的地位；
藉由將Genesis品牌分開，讓現代和Genesis的品牌形象
更加清晰；以及藉由現代Motorstudio Digital提供更多創
新的經驗。我們很期待現代汽車作為未來可動性的先驅在
接下來一年的成長。」

現代汽車高性能的副牌 「N」 在2015年九月發布，進一步擴展
現代汽車的品牌範圍，其主旨在於為廣大消費者帶來融入直觀和高

性能樂趣的車款。於今年公佈的RM16，
現代N2025版本的Gran Turismo，以及
RN30的概念，皆由現代汽車品牌對於高
性能車款的熱情所啟發，並且會進化成
現代汽車N系列的首要車款。
現代汽車 (Hyundai Motor)
於1967年成立，現代汽車承諾成為消費

者在汽車以及更多方面的終生夥伴。現代汽車是領導現代汽車集團
的主要公司，現代汽車集團是一間能夠循環資源，將熔鐵轉換成汽
車的創新商業結構。現代汽車在全球有八間製造工廠，以及七間設
計和技術中心，並於2015年在全球銷售了四百九十六萬台汽車。與
全世界超過十一萬名的員工一起，現代汽車公司藉由本地化的車款
持續加強其系列產品，並且藉由世界第一台大量製造的氫動力車，
ix35 Fuel Cell以及全世界第一台同時具備三個電動驅動系統的IO-
NIQ，致力於加強其在環保科技上的領導者地位。

想了解更多現代汽車的相關資訊，請上網站查詢：www.hyun-
daiusa.com/chinese/

本報記者黃梅子報導

本
報
記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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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1015 反暴力犯罪大遊行
陳文律師（ 左
二 ）向遊行者
敘述她個人的不
公平遭遇。

在周末的人群車陣中的1015 反暴力示威群眾。

美南山東同鄉會出席示威活動的部份會友合影。（ 左二) 為活動
負責人山東同鄉會會長馬欣，（ 左一） 為前會長豐建偉醫師（ 中
） 為活動負責人陳文律師。

活動負責人陳文律師（ 左一 ） 在
現場講話。

出席示威遊行的 May ( 中 ）、與現
場維安的警務人員合影。

出席示威抗議的僑胞十分踴躍。

出席示威的僑胞喊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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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諾貝爾獎傾向發給老年人
獲獎者男性居多

诺贝尔和平奖首次花落哥伦比

亚。通常说来，在诺贝尔奖历史上哪

些国家拥有最多的获奖者？

据奥地利《标准报》网站 10月 7

日报道，哥伦比亚总统胡安 · 曼努埃

尔 · 桑托斯因为致力于与哥伦比亚革

命武装力量游击队的和平进程而获得

了诺贝尔和平奖。他是 1901年以来获

此殊荣的第88位男性。在他之前有26

个组织和16位女性获得过这个奖项。

报道称，除诺贝尔和平奖外，医

学、化学、物理和文学类获奖者也都

以男性为主。

自颁发首枚诺贝尔奖以来的 115

年里，共有 833个奖项颁给男性，49

个颁给女性，26 个颁给组织。从绝

对数量来看，最多的奖项流入美国。

总体上说，西方国家主导了诺贝尔

奖。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奖、化学奖

和医学奖得主来自法国、日本、英

国和荷兰。诺贝尔文学奖将在下周

颁发。

报道称，奥地利诞生了 17位诺贝

尔奖获得者。最近的一位是出生于维

也纳的马丁· 卡普拉斯，他在 2013年

和迈克尔· 莱维特以及阿里耶· 瓦谢尔

共同分享了诺贝尔化学奖。但把卡普

拉斯和奥地利联系起来的只是他的出

生地：他作为一个犹太医生和商人家

庭的儿子在儿童时代就为躲避纳粹迫

害而逃离奥地利，后来在美国学习化

学。在他之前，埃尔弗里德 · 耶利内

克成为诺贝尔奖委员会授予奖项的唯

一奥地利女性。其他计算方式则给奥

地利列举了 21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这样的计算方式是根据国籍或工作地

点把获奖者归入某个国家的。

报道称，根据诺贝尔奖占百万人

口的比例，奥地利在排名榜上远远靠

前。瑞典则是无可争议的冠军。

此外，诺贝尔奖也不是青睐年轻

人的奖项。男性获奖者平均年龄为 60

岁，女性获奖者稍微年轻一些，平均

年龄为56.5岁。

报道称，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计算

结果，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获奖者的年

龄越来越大。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科学

家的数量在过去几十年里增加了很多倍

。对诺贝尔奖的争夺变得更加激烈，诺

贝尔奖委员会在作决定时给自己留出更

多时间去审查相关工作。

偉大！印度父親高舉女兒去看病
洪流中跋涉2小時

无论在世界哪一处，父爱都是含蓄而

伟大的。据英国《每日邮报》，近日，印

度一位父亲将他尚在襁褓中的小女儿举过

头顶，在洪水中跋涉了 2个小时，到对面

的医院看病。

潘吉•赛提巴布(Pangi Satibabu)住在印

度安得拉邦的一个小村庄，近日的严重洪

涝使得村庄的道路被淹，附近的医院也被

淹没，而赛提巴布6个月大的女儿却在此时

高烧不退，情况危急。在此情况下，为了

女儿的安危，他不顾家人劝阻，带着女儿

去看病。他双手托着女儿穿过洪流，水深

处几近淹过他的颈部，但他还是义无反顾

地向前走去。经过2小时后，他的女儿终于

顺利到达医院，经治疗后已脱离危险。

据了解，目前，安得拉邦已连续降雨

20天，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导致当地 40%

的道路不通，严重影响民众出行。而当地

村民无疑最受影响，只得整日闭门不出，

无法正常生活。

上百名中國遊客在韓被關"小黑屋"，
真相是這樣！

据国内媒体报道，“十一”期

间，有中国游客在济州岛因无法提供

纸质酒店订单而被拒入境并被扣留，

而在机场“同被扣留”的中国游客人

数逾百。

当地时间 8日下午，中国驻济州

总领事馆就此事作出书面回应。据新

华社记者获得的一份说明，根据国际

惯例，韩国执法部门有权不允许外国

游客入境并拒绝说明理由；就中国游

客入境受阻事件，使领馆会在职责范

围内视情况提供协助，目前正与当地

出入境管理部门进行沟通。

总领事馆同时提醒，如确系受到

不公正对待，可收集和保存证据，日

后通过投诉或司法途径解决。

【遭滞留，航班紧缺是导因】

近日媒体曝出的“同被扣留”的

逾百名中国人，实际上一段时间以来

因被韩国政府拒绝入境而滞留机场，

而非一次性被大规模扣留。

新华社记者从驻济州岛总领事

馆处了解到，自当地加强入境审查

以来，屡有包括中国游客在内的外

国人被阻入境。过去也曾有累计滞

留中国游客一日内达 70 人的情况。

“十一”期间因赴济人数增多，同

时滞留中国游客突破百人，引起国

内媒体关注。

据了解，被拒游客之所以滞留机

场多日，一个原因是往返于国内和济

州岛间的航班机票十分紧张。在无法

得到舱位安排的情况下，大多数中国

游客只能等待数日，然后搭乘行前购

买的回程班机回国。

对于中国游客可能受到的不公待

遇，驻济总领馆表示，使领馆无权干

涉当地主管部门执法，但会在职责范

围内视情况提供协助，也一直在与当

地出入境管理部门进行沟通。同时提

醒中国游客，如确系受到不公正对

待，可收集和保存证据，日后通过投

诉或司法途径解决。

【韩方有权“拒放行”】

实际上，视情况拒绝外国游客入

境是国际上通行的权力，并非韩国独

有。根据国际惯例，即使游客持有有

效签证或前往免签证国家(地区)，目

的地国出入境管理部门仍有权不允许

游客入境，并可拒绝说明理由。

韩国近来确实也加强了入境管

理，其重要原因是外国游客逾期滞留

者增多。

据韩国法务部 5月公布数据，截

至去年底，韩国境内的非法居留者已

经超过 21万人，而对外国游客实施免

签制度的济州岛问题最为严重。济州

自 2002年开始实施免签政策，目前面

向除因反恐指定的 11个国家以外的所

有国家和地区，这导致当地非法居留

者人数飙升。2011 年，济州岛仅有

731名非法居留者；而到 2014年，这

一数字飙升至1450人。

“十一黄金周”期间，中国赴韩

游客人数猛增，来韩人员超过 20万，

其中 7万多人选择从济州岛入境。激

增的中国游客和济州岛当局强化入境

管理间的矛盾突显，入境受阻事件因

此增多。

【废除免签政策？并不会】

此外，近期发生的几起中国游客

在济州岛违法犯罪事件，在当地造成

恶劣影响，一些网民甚至提出废除免

签入境政策。

济州政府表示，虽然加强入境审

查，但并不赞成废除免签政策，而济

州总体是非常欢迎中国游客的。

上月底，在当地发生涉及中国游

客的凶杀案后，济州特别自治道观光

局局长李腾燦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时说，济州当地政府不赞成废除免签

政策，而且免签政策的存废并不是济

州道自己就能决定的事，需要韩国中

央政府做决定。

不过，李腾燦同时说，他希望能

完善免签制度，今后强化入境审查，

避免再发生类似事件。

在济州当地旅行社工作的韩国人

金女士告诉新华社记者，来济州的外

国游客中，中国游客占比最多，对济

州的旅游业有很大帮助。如果真的因

此废除免签政策，恐怕将给济州经济

带来较大负面影响，也肯定会影响到

她这样的旅游从业者。

在 8日下午回应“中国游客在济

入境受阻问题”的说明中，中国驻济

州岛总领事馆除了提醒中国游客随身

携带必要的旅行入境材料外，同时强

调，在济州岛旅游期间，中国游客须

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尊重当地风俗习

惯，做到文明出游。

無人駕駛公交車在多國投入運營
將自動接送乘客

公交车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重要

一部分，紧密地将乘客与其工作、上学

和购物联系起来。无人驾驶公交车的出现

可提升主要道路的通行能力，缓解部分地

区承受的巨大压力的上下班交通系统，使

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和舒适。过去一年，

美国、德国、新加坡、希腊等国已经开始

探索无人驾驶公交车的研发和试行。随着

世界各地无人驾驶公交车的纷纷测试和运

营，这一梦想的实现离我们不远了。

据法新社消息，迪拜开通全球首条无

人驾驶公交路线，而且可免费乘坐。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迪拜道路交通管理局宣布，

一种用于载客摆渡的无人驾驶公交车已经

于 9月 1日起在迪拜市中心开始为期一个

月的试运营。这辆无人驾驶公交车共有

10 个座位，车身方正，不分前后，可以

双向行驶。其公交路线包括迪拜市中心最

繁华的穆罕默德· 本· 拉希德大道大约 700

米的距离。该项目由迪拜道路交通管理局

与伊玛尔地产公司联合推出，是迪拜为打

造新型智能城市采取的智能移动解决方案

的一部分。

无独有偶，法国巴黎铁路局日前对一

辆由法国高科技公司生产的EZ10 电动无

人驾驶公交车进行测试，这也是无人驾

驶公交车在巴黎的“首秀”。这辆车在塞

纳河畔附近街道的一条专用线路上以每小

时 25公里的速度开展测试，载客容量为

12人。按计划，该无人驾驶公交车接下来

还将在巴黎进行一系列测试，第二次测

试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届时，这

类无人驾驶公交车将在巴黎里昂和奥斯特

利茨两大火车站之间试运行。

日本也在不久前开始了无人驾驶公交

车的探索。据路透社报道，由日本永旺集

团斥资引进的无人驾驶巴士于 8月 1日至

11日(8月6日除外)，在千叶县永旺购物中

心旁边的丰砂公园内进行试运营。该车车

身长约4米，宽2米，车高约3米，最多可

乘载 12名游客。该车装有摄像机、传感

器和GPS，以此来确定自身位置，按照预

先设定的路线行驶。永旺集团计划未来将

这种无人驾驶巴士作为顾客的代步工具应

用在购物中心内部，并希望能够推广到更

多的应用领域。

谷歌和特斯拉等公司预测，未来无

人驾驶公交车能够自动地接送乘客。在

一些大城市，无人驾驶公交车将可以

“接手”目前的拼车服务。

19歲女孩太高無法行走
身高達2.13米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土耳其一

名 19岁女孩身高 2.136米，两年前被吉尼

斯世界纪录认定为“世界最高青少年

（女）”。然而她却因为长得太高无法走

路，需要长时间坐轮椅。

这名少女名为鲁梅伊萨 - 盖尔吉

（Rumeysa Gelgi），来自土耳其卡拉比克

省萨夫兰博卢镇。她从小就比同龄人高，

人们每次看到她就忍不住盯着她看。

不过，盖尔吉的身高并非完全是自然

发育的结果，而是韦弗综合征所致。这是

因基因突变导致的一种罕见病症，临床特

征为巨体、骨骼成熟过速、屈曲指、面孔

特殊等

在她出生那年，即1997年，记录在案

的患有韦弗综合征的病人也只有 20例。

患者除了生长过快之外，也会经受其他健

康问题，例如膝关节、肘关节不能伸张，

因而几乎无法走路或跑步。

盖尔吉在五六岁时就察觉到自己的异

样，她为此痛苦了一段时间，但在父母的

关爱下，她很快调整好心态，并乐观面对

生活和困难。除了韦弗综合征，盖尔吉还

患有脊柱侧凸的疾病。

杰尔利补充道，盖尔吉越长大，病情

就越明显：“她的嗓音低沉沙哑，手脚都

很大，样子也长得跟一般人不一样”2014

年，经过吉尼斯世界纪录组委会测量，盖

尔吉的手掌长度为 24.5厘米，脚长 30.5厘

米，需借助特制的助力装置行走。

在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时，盖尔吉

高兴地说：“凭借身高取得这一纪录是

我最大的梦想。成为世界纪录保持者是

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我知道，只有特殊

的人才能创造世界纪录，我成为了他们

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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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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赴美生子，你必須了解這些美國習俗
赴美产子已经不算什么新

鲜事了，起初很多明星纷纷去

美国生宝宝，现在很多普通家

庭也可以通过正规途经踏入了

赴美生子的行列。但是，踏入

他乡异国，还是要事先了解当地

的风土人情。

大家心目中的美国对不同国

家地域、宗教的文化习俗一直都

有较高程度的宽容性；尽管如

此，美国还是有一些它特有的国

情，需要加以重视和尊重。

有些孕妈准爸在经过签证面

试、漫长等待、入境检查等一系

列手续后，当终于能够踏入美国

国境、兴致勃勃地准备开启待产

模式时，却因为不了解美国当地

的风俗文化，而惹出不少麻烦，

严重的甚至会遭到遣返，影响孕

妈准爸的赴美产子计划。

那么，在去美国之前要注意

哪些事情，哪些事情不能做？小

编整理大量资料研究了美国的文

化习俗，结合最近几年出现的案

例，整理出 7个重点注意事项。

一.绝对不要在公共场所（例

如机场，火车站）

轻易使用威胁公共安全的言辞

各位孕妈准爸如果在入境美

国后千万要记得一件事，绝对不

要在在公共场所（例如机场，火

车站）轻易使用威胁的言辞！祸

从口出，这在美国可不只是一个

成语！

你在机场或者车站对工作人

员服务态度感到不满意，生气

道：“你态度要是这样，信不信

我把这炸了！.....” 如果在中国

这么说的话，只要不是特殊时

期，没有人搭理你，大家认为是

个玩笑；但是在美国，你可能会

因为讲了带有威胁性的言辞而第

一时间被捕!

再次提醒大家：在美国，危及

公共安全的“玩笑”绝对不能开！

（PS：洛杉矶国际机场安检入口处

就挂有"请勿开玩笑"的牌示）

二.保持五十公分黄金社交距

离

你知道吗？两个人谈话时所

站的距离，会随文化不同而有差

异。在一些国家里，人们交谈时

可能会站得很近，随着谈话的进

行，两张面孔常常越来越贴近。但

是，美国人谈话时，如果与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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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私家院子没有围墙

美国人不喜欢围墙高筑、重

门深锁，即使是高校、医院、私

家校园， 也会连篱笆都不放。

好朋友之间通常不经邀请，也不

先通个电话就互相过访；但是不

太熟悉的朋友或者只有一面之交

的朋友之间，在拜访前最好事先

通过电话或者邮件确认好地点和

时间，才可以动身前行，否则别

人会认为你行为粗鲁没有礼貌。

四.不要歧视胖子和残疾人

去过美国的人都会知道，美

国的肥胖率很高，很多人都是大

腹便便一幅胖胖的样子。但是不

管对方是多么胖，如果你当面叫

别人胖子，那你很可能会惹上官

司，被对方告以”歧视“的罪名。

美国的言论很自由，你可以

随便调侃总统以及政府官员，可

是绝对不能拿胖子、残疾人等开

涮，这被视为美国的大忌！（ps：

就算在中国，你当面说人家胖，

对方也不会高兴吧）

五.数字的敏感地带

就像中国人不喜欢数字

“4”、“7”一样，美国也有讨

厌的数字和日期，例如“13”。

美国大多数人都信奉基督教，传

说耶稣受害前和弟子们共进了一

次晚餐，参加晚餐的第13个人，

其中一个弟子为了金钱，把耶稣

出卖，致使耶稣受尽折磨。参加

最后晚餐的是13个人，晚餐的日

期恰逢13日，这个弟子的座位排

序正好在第 13位，从此，“13”

被认为是不幸的象征；所以在美

国尽量不要对人家提及“13”这

个数字！

六.不和刚认识的朋友谈论政

治话题

美国的言论很自由，政治也

很开明，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支

持的党派。如果你不是非常熟悉

美国的政治，那么日常生活中和

刚认识的朋友聊天，话题最好不

要涉及政治，在美国这样言论非

常自由的国家，政治观点五花八

门，一旦激发起对方的热情或者

观点相悖，就有可能引起激烈的

讨论，各位是来赴美产子的，又

不是搞政治辩论，实在没必要这

样。

七.带药出国一定要谨慎

带药出国一定要谨慎。不要

超量，入境记得申报，否则一旦

被查到药里含有违禁品，轻则药

品被没收，重则将被禁止入境甚

至坐牢。

美國風俗您知多少美國風俗您知多少美國風俗您知多少美國風俗您知多少美國風俗您知多少美國風俗您知多少美國風俗您知多少美國風俗您知多少美國風俗您知多少美國風俗您知多少美國風俗您知多少美國風俗您知多少美國風俗您知多少美國風俗您知多少美國風俗您知多少美國風俗您知多少美國風俗您知多少美國風俗您知多少美國風俗您知多少美國風俗您知多少美國風俗您知多少美國風俗您知多少美國風俗您知多少美國風俗您知多少美國風俗您知多少美國風俗您知多少美國風俗您知多少美國風俗您知多少美國風俗您知多少美國風俗您知多少美國風俗您知多少？？？？？？？？？？？？？？？？？？？？？？？？？？？？？？？
1.服饰

在美国没有人因为你穿得笔挺而对

你另眼相看，也没有人因为你穿得朴素

而不屑与你为伍。“随便”两字能概括

人们对服饰的态。

西服多半是政府职员、大学教

授、公司雇员等高薪阶层的着装。有

人说，美国只有外交家和律师出庭时才

穿上整齐的衣服。这话可能有点夸张，

但也不是毫无根据。在街上，一本正经

打着领结、上下装整齐的不是没有，但

多半是年纪较大的长者。中年人已不那

么认真了。

除了老年人，美国人戴帽子的已不

多见。在美国穿拖鞋的人很多，不仅限

于家里，在街上、图书馆、博物馆都

有。即使在正式的社交场合，女士们多

半只穿低跟或无跟鞋。蓝色牛仔裤是典

型的美国服装。

2.不拘小节

美国人热情开朗，以不拘小节著

称。大多数美国人不愿因年龄与社会地

位的关系特别受到尊敬，他们认为那样

太不自在。许多人喜欢以名字相称呼，

以为这样更能表示亲切、友好。你时

常会见到不穿外衣不打领带的人坐在写

字间里工作，他们拿着电话讲话的时候

会朝椅背一靠，甚至把双脚架在写字台

上。

交情泛泛

美国人的生活流动性很大，家庭很

少在一地住到 5年以上。所以美国人之

间很容易交上朋友且友谊发展很快，到

美国人家里做客尽可以无拘无束，也可

以和他们共度假期或一起生活。这种友

情在一段时间内可以是亲密无间的，但

当人们一旦分手，交情大都随之消失。

3.观念

时间观念

在美国很重视守时的重要和价值，

各界人士都以时间表组织他们的活

动，给人的印象是美国人总是匆匆忙忙

的，美国社会是受时钟统治的社会。

实利主义

在美国成功是苦干、教育、技能和

个人进取的结果。在那里白手起家，

奋斗不止而取得成就会受到人们的尊

重。美国人往往以一个人所能积聚的财

物的多寡来衡量他是否成功。

喜新厌旧

美国人有一种喜欢变化，见异思迁

的“冒险精神”。他们不愿意过着那种

四平八稳的生活，喜欢变动和更新，其

宗旨是有新的，不用旧的。他们一遇机

会就搬家，一有合适机会就调换工作。

他们常常会丢掉一些完全没有损坏的东

西去换新的，有人称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为“以挥霍浪费物质财富为基础的生活

方式”。

4.礼仪

男人初次见面通常握手，如果对方

是女性，要等她先伸出手来，才和她握

手。女性见面彼此不握手。两人初次见

面经人介绍时，照例是说“你好吗？”

通常的答复是“很好，谢谢，您好

吗？”对方再接着说：“好，谢谢。”

第一次见面之后，再见面的时候有两种

招呼方式：较正式的是：“早安”，

“午安”等，较不正式的是“哈罗，或

简单的“嗨”。

交谈礼仪

美国人喜欢侃侃而谈，风趣横

生。美国社会虽然弥漫着不拘礼节的

气氛，而且讲话时期望听者态度各有不

同，可是一般都希望听者把手头的任何

事情都停下来听他讲话。两人交谈时，

相隔 1． 2米的距离为宜，否则会令听

者不安。参加一群人谈话时，通常得

认识其中一个人，但在宴会或其他非正

式社交场合，只要说一声“我可以参加

吗”，并略微自我介绍一下，就可以参

与谈话。

美国人不喜欢打断谈话，客人最好

洗耳恭听。美国人还允许他人批评美

国，主人经常会问客人对美国有何看

法，他会很乐意倾听对方的意见。

邀请与应邀礼仪

美国人请客多用电话或当面提

出，请帖上将列明日期、时间、地点

和聚会的性质，接到邀请通常是要答复

的，如果不当面亲口答复，写一个短柬

或打电话即可。在美国，人们习惯上除

非真正打算应约参加，否则不随便说会

参加。分别时说“改天见”、“有空来

玩”或“找一天碰碰面”，只是客气地

说“再见”的方式，并不是邀请或答应

邀请的意思。真正的邀请一定会说明时

间和地点。如果回邀到人家里去吃饭，

最好在约定的时间或过10分钟之间去。

迟到20分钟以上最好预先打电话通知。

返到不足20分钟，抵达时道歉即可。客

人到达宴会时，可以送给女主人一些

花，但除一些特殊场合，如庆祝生日、

圣诞节、新年等外，不送花也行。如果

客人准备逗留过夜或度周末，习惯上要

给女主人带点小礼物, 通常是一本书、

一盒糖果、一瓶酒或其他类似礼物。

宴席上礼节

美国人通常喜欢在家里宴请客

人，而不是去餐馆，因为美国人认为

这是亲切友好的表示。美国人在家里请

客往往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家庭式，客

人与主人全家大小围坐在一张桌子旁，

所准备的食品盛在盘中，依次在每个人

手中传递，或由坐在餐桌两端的主人或

女主人为客人盛食品，这种方式，大多

数家庭不用侍者，通常由妻子做菜，丈

夫调鸡尾酒。另一种是自助餐，客人们

自己拿着盘子来到一张桌子边，上边主

人已摆好了食品，自己动手挑选自己喜

欢的食品。随后，他们来到另一间房子

内，边交谈边品尝，自助餐通常是非正

式的，它的长处是可以给大家更多的机

会交谈。

在美国，如果你被邀请赴宴时请注

意以下基本礼节：应邀赴宴之人不能早

到，应准时到达，但迟到片刻也无伤大

雅，甚至还被看成是要人的特征；如

属一般之人，让其他人等待就是一种失

礼。赴家宴时如能带上一瓶酒或赠给女

主人一束鲜花，便可免去“吃白食”之

嫌。进餐时两手并用，右手持餐刀，左

手握叉子，把烤肉等切成适当大小

后，再把叉子换到右手，用它把食物

叉起，送入口中。在吃整只龙虾时，应

当用手而不是用嘴去剥壳，因为用嘴剥

壳势必要把壳从嘴中吐出来，这在西

餐中是一个忌讳。家宴完后一件重要

的事情就是不要忘记赞赏酒菜，即使不

是真心爱吃也应赞美一番，否则将被主

人理解为对食物的不满.

拜访的礼节

美国人在拜访朋友时，无论在什么

时间，进屋前都要先敲门，征求对方的

许可之后，方可开门进入。进屋之后，

首先脱帽，并问对方是否方便，当对方

回答“无碍”时，再办理事情。如果

拜访者看到“请勿打扰”的字牌，－般

推迟会晤，改日再来。一般来讲，早 8

点前，晚八 10 点后，除非有急事或要

事，－般不要拜访。在朋友家作客，想

去厕所，美国人一般不问，尽量自己去

找。如果被主人引入卧室，客人通常不

坐在床上，因为那是忌讳的。未经主人

同意，客人不随便摆弄屋里的任何东

西，特别是钢琴。如果到女人家里拜访

时，假如女主人没让脱大衣，通常是不

脱，因为他不知道女主人是否喜欢他在

此久留。

致谢和道谢

美国人非常讲究礼貌，“请”，

“对不起”、“谢谢”是经常使用

的。如在喝咖啡时常说，“请把糖递

给我”；商店服务员为你服务后要谢

谢他；学生回答问题后，老师要说谢

谢；在家丈夫要谢谢妻子为你倒了一

杯水，妻子又谢谢丈夫协助她就座

等，可以说从早到晚谢不离口。当要

经过某人的面前、要离开宴会或餐

桌，或者要离开同伴，或约会迟到

等、美国人都要说声对不起

美國新移民的兩大特征
当今，四位美国人中就有一人是

移民或者父母是移民，移民进入美国

后的生活及其对美国的影响越来越显

得重要。根据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玛

莉･沃特斯（Mary Waters）主导的一

项研究显示，新世代的移民以更快的

速度融入美国社会，且男性移民，相

较于本土美国人，保有工作的比例更

高且犯罪率较低。

这项研究报告，对目前有关美国

移民政策的辩论提供了另一个思考方

向。参与这项研究的成员包括来自社

会学丶经济学丶政治学丶地理学及其

他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为期两年的

分析，收集多方面资料，调查分析移

民的教育丶职业丶居住隔离丶语言学

习丶贫困丶健康丶犯罪率丶家庭类型丶

通婚丶以及入籍等，并对照背景类似

的本土美国人的相关资料。

总体而言，虽然有更多的新移民

必须工作，但其贫穷的比例仍达

18.4%，高于本土美国人的 13.8%。不

过，移民的贫穷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下降，移民第二代的贫穷比例接近

本土美国人的第二代，到了第三代则

下降到11.5%。

该报告说，男性移民的犯罪率相

对较低，18至39岁教育程度低的男性

移民的入狱率，约为美国本土男性的

25%。沃特斯说，新移民聚集的美国

城市拥有较低的犯罪率，与本项研究

结果吻合。

新移民来到美国后，初期虽然拥

有更好的健康，肥胖丶吸烟及罹癌的

比例都低，但随着同化的推移，逐步

向本土美国人看齐。

该研究特别提醒，仅约 50%符合

条件的美国移民入籍美国，相较其他

国家如加拿大及澳洲，这个比例明显

偏低。

非法移民也是本项研究的一部

分，约有四分之一的移民是没合法证

件的，研究显示，非法移民的父母对

其子女构成显着的负面影响，包括教

育不足丶认知能力缓慢发展丶易引发

抑郁症及焦虑症等。

沃特斯说，本研究发现移民的

同化过程对美国构成的巨大影响，

统计显示美国有七分之一的婚姻是

跨种族或族裔的结合，有 35％的美

国人的亲人是来自不同的种族或族

群。种族融合的结果将改变美国未

来的风俗文化，其影响力是不容忽

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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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安裝經驗

从 233米高的特制高空平台

飞身跃下，以每小时75公里的速

度直冲地面，疾风在耳边咆哮。

趁着自由落体运动还可以来个

“大鹏展翅”。

接着，要开始拉长了！50米

的橡皮缆拉长至 4倍的长度，完

全伸延后再把你反弹到30米的高

空，经数次反弹后，慢慢着陆于

特设的安全气垫上。

由此，你完成了一次脸红心

跳的自由落体和空中弹跳运动，

而且是在全球第八高塔，也是东

南亚最高的观光铁塔——澳门旅

游塔。

澳门旅游塔地处澳门西湾的

新填海区，港澳地区习惯称它观

光塔，集观光、会展、娱乐、购

物、餐饮等于一体，是全球十大

观光塔之一。澳门商人何鸿燊 90

年代参观了新西兰奥克兰的天空

塔之后，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并决定也要在澳门建一个类似的

高塔。他邀请了新西兰著名建筑

师Gordon Moller来进行设计，于

1998年展开建筑工程。自 2001年

12月开幕以来，澳门旅游塔曾经

接待众多国家元首及重要人物，

也曾是多个重要经贸活动的指定

场地。除了作为旅游景点外，澳

门旅游塔亦肩负起当地电讯与广

播传播的任务。澳门旅游塔成为

与大三巴牌坊齐名的澳门新一代

地标。

值得一提的是，澳门旅游塔

是世界高塔联盟成员之一，总高

度为 338米的“身高”比巴黎的

艾菲尔铁塔、悉尼的 AMPTower

等名塔都要高，拥有全球最高的

商业蹦极跳项目，创下了“从建

筑物跃下之最高蹦极跳”及“世

界最高商业蹦极跳设施”两项吉

尼斯世界纪录。刚刚你有幸在空

中挑战世界记录的感觉一定爽呆

了。

如果觉得意犹未尽，还可以

尝试一下其他冒险活动。体力和

胆色过人的可以去玩“百步登

天”，澳门旅游塔是世界上唯一

让游客攀上塔端的建筑物，由距

离塔顶100米的高度徒手攀上338

米高的独立式旅游塔尖，来回一

般需要 2个小时左右。还可以体

验一下“空中漫步”，“只身”

在塔外环绕一周，微风扑面，远

近美景尽收眼底。

惊险一番之后，你需要休

息一下。恰好到了午饭时间，

先叫杯咖啡配甜点，透过明亮

的玻璃窗，可俯瞰整个澳门和

珠海，天气好的话，还能看到

香港大屿山。然后上到全澳最

高、独一无二的360度旋转餐厅。

餐厅每一个半小时旋转一圈，

随着餐厅的慢慢旋转，你可饱

览澳门美景致。如果恰是在傍

晚，澳门霓虹灯与日落互相辉

映，则会带来独特的浪漫体验。

彼时彼刻，可以脑补一下求婚

的场面。

饱食之后，我们习惯于溜达

消化一下。你可以先去逛逛“澳

门佳作”，这是澳门文化创意产

品“大本营”，在这里你可以找

到既平易近人又具有趣的本地艺

术家作品。手气好也可以去一趟

“摩卡”，内共设有 260部电子

赌台游戏及角子机，并供应咖啡

餐饮，温馨提示新鲜两把就好

了，不要沉迷于此。带了孩子来

的，可以去玩具“反”斗城，此

城号称全澳最大型玩具店，形形

色色的玩具、学习教具、电子设

备、童装、运动器材等琳琅满

目，加上位于“室外玩具”区的

秋千、滑梯及儿童游戏屋等，玩

具”反”斗城俨然成了一个小型

儿童游乐场。女士们可能更喜欢

去逛义莎(ISA)，是一家于香港成

立超过40年的高级时装精品店，

店内云集超过30个高级品牌，常

年有折扣，类似于奥特莱斯店。

当然，如果你吃过饭后什么都

不想做，或者高空运动后已经

两腿发软，那就去买张 3D 电影

票吧，电影院是个能让人放松的

地方。

说了这么多，在全球第八高

塔蹦极究竟是种什么样的体验，

你 get 到了吗？既惊险又温馨。

在澳门旅游塔玩的不仅是心跳，

更是心悦。

全球第八高塔全球第八高塔““澳門旅遊塔澳門旅遊塔”：”：玩的不僅是心跳玩的不僅是心跳

香港青少年實地調研納西原生村落——
再度認知文化傳承

11日一早，来自香港王锦辉中小学

的 33名师生乘车来到丽江市纳西族的原

生村落——南溪村进行实地调研。调研

团深入到村民家中，“零距离”体验了

纳西族人的衣食住行。

“南溪村海拔 3000多米，以前从市

区通往村子的路崎岖不平。得益于公路

‘村村通’的政策，现在修起了环山公路，

交通便利了很多。”当地司机如是说。

和国军是南溪村村委会副书记，他

首先把大家带到了村委会，向孩子们介

绍中国内地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及村

子近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孩子们听得

很有兴趣。

接下来，调研团来到路华希望小

学。和国军说，这所小学是在 1996年丽

江地震后由香港爱心人士赞助建造的，

南溪村民充满感激，对香港同胞有特殊

的感情。正逢课间，孩子们看到香港来

的小朋友开始有些羞涩，但香港学生们

主动送给他们带来的小礼物，大家很快

就玩到了一起，主动聊天、拍照留念。

沿着田间小路，学生们来到了一位纳

西族老艺人家中。时近中午，村民为大家

准备了平时自己吃的食物——粑粑和煮

土豆，孩子们吃得很尽兴。村里的艺人们

闻讯赶来，在宽敞的院子里一起为孩子

们展示纳西族的歌舞和民族服饰，孩

子们饶有兴致地加入到舞蹈中来，拉着手，

围起圈子，跟着音乐的节拍，舞动起来。

一路上，孩子们看到了纳西族的特

色建筑和纳西族人的劳作方式，再加上

来之前通过网络查的一些资料，积累了

一些问题。艺人表演结束后，深入到学

生当中，为学生们解疑答惑。

林皓婷是来自高一的学生，她们小

组研究的方向是婚嫁习俗，实地调研前

她对传统文化传承认识比较抽象和理想

化。通过访谈，她了解了纳西族目前的

婚嫁习俗现状，获知很多习俗都被简化

和舍弃了。

林皓婷对少数民族习俗的“现代化”

表示理解，但同时又为传统没有被好好

传承感到惋惜，她对记者说这次调研使

自己对文化传承有了新的理解，自己回

香港后会把了解到的优秀习俗弘扬开

来，呼吁大家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做

好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来自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的高志英

教授是此次调研团的导师，她在前一天

曾给孩子们讲述了纳西族的人文历史。

她告诉记者，香港的孩子们虚心好学，

对待调研功课很用心，希望孩子们回港

后能把所学所感带给更多人，做文化传

承的使者，长大后也能继续研究少数民

族文化，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做

贡献。

杭州"EFC新僑金融中心"揭牌
"海歸社區"將落戶

10月10至12日，由中国侨联、

浙江省侨联、杭州市人民政府共

同主办，杭州市侨联承办的“创

业中华—2016 侨界精英创新创业

峰会”在杭举行，此次峰会主题

为 “ 侨界精英聚焦‘后 G20 时

代’杭州创新创业新机遇”。钱

报记者在会上了解到，此次峰会

不仅提出了针对侨界精英在杭州

的创新创投机遇，还宣布“EFC新

侨金融中心”揭牌成立，而“EFC

欧美金融城”也将是全国首家

“海归社区”。

据了解，此次峰会吸引了来

自全球 28 个国家 100多位世界 500

强企业代表和世界知名金融专

家，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侨团领

袖等。在备受瞩目的高峰论坛对

话创投机遇环节，包括美国Rock-

etspace 创始人兼 CEO、曾孵化了

Uber的邓肯· 洛根和中国人民银行

研究局首席经济师马骏在内的五

位嘉宾，就全球创新创业投资趋

势、金融与高科技创新、绿色金

融等层面发表了演讲。

“这些嘉宾的演讲内容，对将

要创业的精英们而言，极具指导意

义。杭州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也

将吸引更多的国内外创业者前来

落地发展。”一位参会嘉宾向记者

表示。

开幕式上，参会领导还为

“EFC 新侨金融中心”揭牌，与

金融中心负责人和创业企业代表

共同见证中心成立。而“EFC 新

侨金融中心”项目的发展方向，

正是着力于关注新金融、新技术、

新人才的引入，加大对海归精英

创新创业的扶持，激发海外高层

次人才在杭州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作用

和潜能，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发

展。

此外，为更好地发挥中国侨

联特聘专家委员会的优势，帮助

新侨创业投资，发挥侨界在加快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杭州市

“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中的独

特作用，组委会还特别聘请了

“中国侨联特聘专家委员会金融

委员会”为“EFC新侨金融中心”

指导单位，并发布了《海归社区

蓝皮书》。

记者从蓝皮书上注意到，

“EFC 欧美金融城”为全国首家

“海归社区”，并将为回杭海归

人士创造良好的创业、工作、居

住、社交的营造良好环境方面的

规划设想，实现海归人士生活居

住、项目孵化、创业创新的自身

循环，积极探索杭州国际化社区

建设。

“中國新疆文化周”
在老撾首都萬象開幕

“中国新疆文化周”11日晚在

老挝首都万象国家文化宫开幕，新

疆文化访问团在开幕式上举行了

“欢乐新疆”文艺演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厅长

穆合塔尔· 买合苏提在开幕式上致

辞时说，新疆被誉为“歌舞之乡”

“美玉之乡”“瓜果之乡”，是中

国倡议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

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广阔。本次

“中国新疆文化周”以“魅力中国，

多彩新疆”为主题，内容丰富、翔

实、多元，将进一步增进中老人民

彼此了解，加深彼此感情，建立起

更加深厚的友谊。

老挝新闻文化旅游部国际合作

司司长本勒在开幕式致辞中对新疆

文化访问团的到访表示欢迎。他

说，此次文化周的举办对中老两国

传统友谊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

员、万象市市委书记兼市长、老中

友好协会会长辛拉冯· 库派吞、老

挝新闻文化旅游部部长翁达拉和中

国驻老挝大使关华兵等出席开幕式

并观看演出。

为增进中老两国友谊，促进两

国交流与合作，中国文化部、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在中国驻老挝大

使馆、老挝新闻文化旅游部支持

下，在老挝首都万象和中部沙湾拿

吉省举办 2016 年“中国新疆文化

周”，活动将于13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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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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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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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蜿蜒起伏是人们对山的固有

印象，但还有一种形态的山并不

多见，它四壁悬崖陡峭、顶面平

展如桌，被称为“桌山”，四川

乐山金口河的大瓦山便是此类代

表。海拔 3236米的大瓦山，就像

一艘巨大的诺亚方舟，高耸在四

川盆地西南边缘的群山之中。它

由火山喷发堆积而成的玄武岩构

成，与峨眉山、瓦屋山的地质结

构相同，因此有“蜀中三绝”之

说。奇特的地质地貌，吸引了诸

多外国探险家和科学家。第一位

登上大瓦山的外国人是美国探险

家、植物学家巴贝尔，他于 1878

年 6 月 5 日登上大瓦山后，被这

里壮丽景色深深震撼，他赞叹这

是“世间最具魔力的天然公园”。

有“植物猎人”之称的英国

探险家、植物学家威尔逊，从

1899年至1918年之间，19年时间

里先后 5次来到中国。1903年，

威尔逊从成都出发，游经乐山、

峨眉山后，沿大渡河而上，来到

金口河。经过 4天的艰难徒步，

于 7 月 1 日登上大瓦山。在《一

个博物学家在华西》一书中，威

尔逊以《瓦山与瓦山的植物》为

题，生动地记述了他在大瓦山的

奇遇和所见所闻。 远望大瓦

山，如突兀的空中楼阁，又如叠

瓦覆于群山之巅，与国家森林公

园瓦屋山、世界文化自然双遗产

地峨眉山遥相呼应，成三足鼎立

之势，景色奇绝，极其壮观。威

尔逊写到：“从峨眉山顶望去，

瓦山像一艘巨大的诺亚方舟，船

舷高耸在云海之中”。象大瓦山

这样高海拔的平顶高山在国内绝

无仅有，世界上也只有委内瑞拉

的平顶高山罗赖马山可以相比，

是世界上罕见的自然奇观。

“从位于山麓洼地的大天池

的村庄看去，瓦山顶呈异乎寻常

的方形，山项与四周的绝壁几近

垂直相交。”巴贝尔在游记中写

到：“这座最壮观的山的上部，

是一系列的大约有 12 个到 14 个

绝壁，一个绝壁之上又是另一个

绝壁，每一个绝壁都不小于 200

英尺高，每一个绝壁与它之下的

绝壁比较，其后退都是很微小

的。每一个绝壁都是很有规律的

连续地围绕在山的四周。或者它

可以被看作是13级阶梯，每一级

有 180英尺高 30英尺宽。再或者

它可以被描述为十三块方形的或

近长方形的石灰岩岩板，每一岩

板有 180 英尺厚，边长 1 英里，

它被整齐地准确地平放堆叠在一

个 8000英尺高的基础上。或者，

它可以比喻成被粘合起来的一串

立方晶体的宝石。”

大瓦山距成都 258公里，车

程约 3个半小时。从金口河区县

城出发，可以沿省道 306线横穿

大渡河峡谷，也可以沿乐西公路

环绕大瓦山行进，形成一个环

线。我多次沿乐西公路行驶至永

胜乡建设村的香花岗，这里是正

面观赏大瓦山的绝佳地方。近距

离看去，“瓦山是由一层层垂直

的石灰岩峭壁构成，仅在一个地

方存在缺口，瓦山具有一个奇特

的平台状峰顶。”山脚下是花茨

村和民主村。阴雨天，大瓦山云

雾缭绕。山下民居寥寥炊烟，如

同水墨画。 继续沿乐西公路行

驶至165道班至173道班的公路沿

线，也非常适合正面和正侧面欣

赏大瓦山。雨后的大瓦山，一层

轻纱缠绕，俨然洁白的哈达献给

神山。4－9月，从大天池至蓑衣

岭的五大湖畔，山腰山脊，鲜花

烂漫。置身在花丛中拍摄，大瓦

山犹如漂浮花海中的游轮，遨游

四方。。

从大天池沿过去的矿山公

路，盘旋上山，是瓦山坪。这里

是登大瓦山的一个天然中途站，

海拔约 2500米左右。由瓦山坪上

大瓦山的植物异常丰富多彩，但

道路极为艰险。第一段是莲花

崖，攀上莲花崖后便是一长段窄

窄的山脊，名叫滚龙岗，这里离

大瓦山顶大约还有 300 米的高

差，而这里是登山途中视觉感受

最让人震撼的地方。滚龙岗宽不

过几米，最窄处仅一米左右，两

侧是不见底的深渊，前方是耸立

的大瓦山顶及其西面和北东面的

绝壁。威尔逊这样描写道：“穿

过瓦山坪，沿着滚龙岗一条狭窄

的、石质的、弯曲的小径向上攀

登，穿过茂密的混生的灌木丛，

当到达海拔 10000 英尺的狭窄悬

崖处时，灌木丛就逐渐为杜鹃所

代替……这里，杜鹃花的灿烂美

丽是无法形容的。那里的杜鹃花

数不胜数，杜鹃灌丛大小各异，

许多杜鹃高达 30 英尺，直径粗

大。

大瓦山顶是一个平坦的略有

起伏的平面，面积约 1.6 平方公

里。威尔逊写道：“这里被高大

的杜鹃灌丛所装饰，还有残余的

冷杉及其幼树，那些曾经覆盖这

个宏伟高山的许多参天冷杉已被

林间的空地所替代，空地上生长

着秋牡丹和樱草等。山顶有小溪

蜿蜒而行。一百多年以后，山顶的

景象仍然如威尔逊描绘的那样。

但威尔逊看到的那所供奉普贤菩

萨的寺庙早已不存，只有一座由

山民在寺庙原址上重修的木屋。

大瓦山顶部由玄武岩组成，覆

盖在二叠纪灰岩之上，玄武岩的直

立节理经过外营力的侵蚀改造，从

而形成桌状的孤山。它兀立在川西

南群山之中，犹如鹤立鸡群。三面

直立的陡壁，犹如三片覆瓦，故形

象地称之为大瓦山。若天气晴好

的话，站在大瓦山可远眺四方，

峨眉山、瓦屋山、甚至西方更远

处的贡嘎雪山（海拔7556米）都历

历在目，尽收眼底。

浙江私藏了個
江南詩意還有最美秋色的小城
浙江，就像一位永远看不透

的女子，

她有山峦叠翠的空灵、有东

海海岸线的渔家风情、有江南小

桥流水的温柔……有时候，真觉

得，旅行不必跑远，在浙江家门

口，就能把世间所有令人向往的

美景看遍。

如果这个秋天，你想就在浙

江找个小众的地方好好放松一

番，Feekr推荐你这么一个地方：

它既有海边浓浓的渔家风情，又

有江南的诗意朦胧，还有不输温

州的小吃美食，几乎集全了浙江

所有令人向往的美景，却一直被

游人遗忘在旅行清单里。

这座城市就是台州，一到了

10月，秋风吹过，层层叠叠的梯

田、渔港夜市的蟹肥膏黄、层林

尽染的山色都迷醉着每一个到访

的人。

美麗神秘的新疆羅布人村
历史的长河中湮灭了很多璀璨的古老文

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罗布泊，具有神秘

色彩的地方。罗布泊的传说故事一直为世人所

津津乐道。

据新疆巴州旅游局局长马彦成介绍，世代

生活在罗布泊附近的这些土著，被称为罗布

人。有趣的是他们生活在干旱少雨的沙漠之

间，却不是游牧民族，而是靠捕鱼狩猎为生。

百转千回的塔里木河在沙漠中形成一片片绿洲

和海子，罗布泊曾经也是水草丰茂的地方。罗

布人追逐着不断改道的塔里木河，不离不弃。

摄影师包尔汗.艾木都就生长在这片神秘又古

老的村落，包尔汗.艾木都2000年开始从事摄影创

作，他的灵感始终来源于生他养他的故土，对

每一项专题跟踪拍摄若干年，记录了家乡文化风

土人情，作品引起了广大摄影人对罗布村和罗布

人极大地兴趣，四面八方的摄影人在这里感受

到了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真实写照。

马彦成认为，这样美轮美奂的作品，让外

界重新认识了解这片热土。包尔汗.艾木都是这

片土地的传承者，他是一名罗布人村优秀的摄

影师，是一名名副其实的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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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mmercial vehicles rose 8.1% to 295,800 units.
Cumulative vehicle sales for 2016 through September 
increased 13.2% to 19,360,400, virtually ensuring that 
the full-year sales expectation of 26.04 million units 
will be surpassed.
Nine-month sales of passenger cars rose 14.8% to 
16.75 million units, with SUVs soaring 45.9% to 5.99 
million. Sales volume for multipurpose vehicles grew 
22.9% to nearly 1.75 million. Sedans edged up 2.7% 
to 8.44 million.
Sales growth has topped 20% for three months in a 
row since July, following milder increases of less than 
10% through May. (Courtesy http://asia.nikkei.com/
Business/Trends/China and  http://www.zerohedge.
com/news)

ITC October Business Luncheon Promotes Political        
Involvement 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First Of Its Kind Diversity And Voter                                   
Registration Rally Held At Southern News

Southern News Group Events Review

Rice University Professor 
Li Haiyang, one of the 
keynote speakers, explored 
China's cur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business 
trends and overseas markets. 
Li Haiyang, known for 
innovation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believes that 
the future is not the product 
innovation market trends 
in China, but the use of 
innovative technology, set up 
in the remote market, will be 
more convenient and easy and 
successful.
The second speaker was Howard Partridge, chairman 
of Phenomenal Products 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raining coach and bestselling author. He is also a 
commercial coach with the Zig Ziglar organization, 
which teaches participants how to show themselves 

and and their business to others 
and succeed in the marketplace.
Partridge interacted with live 
SME guests at ITC in a highly 
humorous and interactive way-
- "you are here today." ...to 
teach the audience to think 
positively mentally and to 
encourage yourself in a positive 
spirit while expanding business 
opportunities.
Networking activities concluded 
the event with small and medium 
business owners  communicating 
with each other over lunch and 
exchanging views, and looking 

forward to future opportunities for cooperation,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Houston, to create a new 
economic council.

University and Howard Partridge, chairman of 
Phenomenal Products, to deliver speeches to the group 
on a variety of business topics.
Lee explained that the ITC has already helped to nurture 
a large number of enterprises and promote th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usiness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he emphasized the need for multi-ethnic cooperation. 
Lee also mentioned that there are two organizations 

Alliance (Business Federation). There are more than 
500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participating.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can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under the same roof. ITC also has ethnic 
organizations within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to 
jointly promote the local economy. In addition, the 
multi-ethnic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Diversity 
Political Coalition) has been established to promote 
actively for political activities, fund-raising and calls 
for mass movements, in order to encourag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he election process.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TC) held their 
monthly business luncheon on October 11  and invited 
businessme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nd overseas 
Chinese lead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ino-US business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platform 
in the form of business networking and international 
forums. ITC Chairman Wea H. Lee invited Howard 
Lee, chairman of Jones Business School at Rice 

According to Bloomberg, Chinese passenger-vehicle 
sales surged a gargantuan 29% last month, led by 
small-car makers Geely Automobile Holdings Ltd. 
and Mazda Motor Corp., as consumers seeking to 
beat an expiring tax cut helped clear inventory on 
dealer lots. Deliveries of sedans, minivans, sport 
utility and multipurpose vehicles to dealerships rose 
to 2.27 million units in September, the state-backed 
China Association of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said 
Wednesday.
Just like with the rush to buy housing ahead of 
purchasing restrictions, in the case of autos, consumers 
rushed to buy to take advantage of potentially expiring 
preferential tax terms. The government has so far 
stayed silent on whether it will extend a tax cut on 
purchases of vehicles with smaller engines beyond 
Dec. 31. As a result, sales could plunge next year if 

levies are allowed to double to 10 percent, said Cui 
Dongshu,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China Passenger 
Car Association, a separate industry group. A slump in 

margins, according to Steve Man, an analyst with 
Bloomberg Intelligence.
“The expiration of the current purchase tax cut is 
encouraging consumers to catch the last bus and bring 
forward their car purchases,” said Huang Xiaowei, an 
analyst with Shenzhen-based WAYS Consulting Co. 
“Dealers are preparing stocks for the surging demand 
at the year-end.”
The scramble to buy cars has left many carmakers with 
little to no inventory. A gauge of vehicle inventory 
fell for a third straight month in 
September to the lowest level in 
two years, according to the China 
Automobile Dealer Association. 
Dealers of Japanese brands in 

27% from a month earlier to 1,851 
yuan per vehicle after scaling back 
discounts due to strong demand, 
according to WAYS Consulting. 
Drivers bought 1.8 million cars, 
SUVs and minivans, according 
to the China Association of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Total vehicle sales, 
including trucks and buses, rose 24.2 percent to 2.1 
million units.
Demand in the world’s biggest auto market by number 
of vehicles sold cratered last year but rebounded after 

the government cut sales taxes. That cut is due to 
expire at the end of this year, which has prompted a 
rush to buy. Analysts expect sales growth to decelerate 
to mid-single digits once the tax is restored.
Sales of vehicles with engine sizes below 1.6 liters 
soared 40.7 percent, CAAM said. For the eight months 
through August, total passenger vehicle sales rose 12.8 
percent to 14.4 million.
The surge in demand for smaller cars and SUVs 

including Chery, Geely and Great Wall claw back 
market share they lost to bigger global rivals.
Foreign brands including Volkswagen and General 
Motors are responding by rolling out smaller, lower-

priced models.
Sales by Chinese brands outpaced 
the overall market in August, rising 
30.1 percent to 730,000. 
Market share for Chinese 
automakers rose by 1.2 percentage 
points from the same time of last 
year to 40.7 percent.
GM said sales by the company and 
its Chinese manufacturing partners 
rose 18 percent to 293,537.
Sales volume hit 2,564,100 units, the 
China Association of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said Wednesday.
Passenger-car sales soared 28.9% to 2,268,300 units. 
Chinese-brand sport utility vehicles were hot sellers, 
while compacts got a boost as manufacturers stepped 
up marketing efforts before the tax break expires. S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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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e-month sales of sport utility vehicles in China have 
soared nearly 46%.

Corporate training coach and best-selling author Howard 
Partridge (second from left), Rice University Professor Li 
Haiyang (speaking) and others at the ITC Monthly Business 
Luncheon. (Photo/Huang Xiangci/Photography)

Co-chair and planner Jan Tylor (left), ITC Chairman Wea H. LeeCongressman Al 
Green and Co-Chair Lore Breitmeyer-Jones. (Photo/ Huang Xiangci / photography)

(Photo/Huang Xiangci / photography)

ITC Luncheon VIPs (Photo/Huang Xiangci / 
photography)

The demand for autos is driven for 
smaller cars and the impending end of a 
sales tax cut.

With Many Vehicles Available, The Supply Is Still Not 
Keeping Up With The Demand

China's Auto Sales Soar 26%
In September On SUVs, Compacts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Election Rally Called For Voters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Regardless Of Political Party

To encourage voters to take an active part in 
public affairs, the Diversity Political Coalitio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TC) and the Revitalize 
Communities, celebrated the "Celebrate Diversity 
Rally" (Voting Information and Employment 
Empowerment) on Tuesday, October 11the on the front 
law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to inform voters and 
assist with voter registration, share diverse election 
information along with Super Bowl recruitment 
services on how to apply for both temporary and 
permanent employment positions. U.S. Congressman 
Al Green attended and encouraged all to register to 
vote.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presidential election will be held 
next month, in order to unite all 
ethnic groups, the group called on 
voters to vote and to participate in 
the election process.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Chairman Wea H. 
Lee, multi-ethnic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executive director Lore 
Breitmeyer-Jones and revitalization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co-
founder Jan Taylor all worked on 

day of the Texas Voter Registration 

solidarity.
Chairman Wea H. Lee said that the 
mass meeting of the community 
should echo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combined with all 
the people together to promote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activities. He said that 
Tuesday, October 11, 2016, was the last day of voter 
registration.
While the event also included a Super Bowl 
(Superbowl) job recruitment service, Chairman Lee 
said that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has made a lot of 
progress in recent years, bu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is area still has much room for future growth so 
more such activities will continue to be held.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who 
should actively participate, whether Democrats or 
Republicans. Participation is the best candidate. With 

the right attitude, the Chinese political statu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conomy of the community can 
be further developed.
Accompanied by Asian assistant Tan Qiuqing, 
Congressman Al Green greeted him with greetings 

Chairman Wea H. Lee's contribution to the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Together, he expressed 
gratitude and won the crowd's applause. Congressman 
Al Green said that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is 
representative of ethnic diversity because the region 
includes an English, Spanish, Vietnamese and 
Chinese-speaking population and shows that everyone 
attending should celebrate the 
importance of multi-ethnic groups; 
in the era of democratic elections, 
we should be active participates 
in democratic politics and become 
part of democratic politics for the 
fu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Jan Tylor, the event's chairman 
and curator, said the rally was 
aimed at fostering communication 
and building trust among 
ethnic groups, parties, ethnic 
groups, celebrating multi-
ethnic groups, and engaging i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ite voter 
registration and voter information 
was available 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everyone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has 

come to support all ethnic groups, and hopes through 
these kinds of activities, all ethnic groups in Houston 
can get along more harmoniously, regardless of which 
political parties are supported, all can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and have a voice for their rights.
In addition to voter information, there was also 
recruitment for next year's Super Bowl, attracting 
people to come to inquire, a variety of food trucks and 
popular music to celebrate ethnic solidarity, understand 

support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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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戰爭許世友親命兒子打造棺材
稱戰死就用

1973年12月，开国上将、南京军区

司令员许世友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直

到 1980年 1月专任中央军委常委止，他

整整在广州工作、生活了六年之久。作

为一代名将，许世友在坐镇广州、守卫

祖国南大门的同时，在广州留下了许多

为人津津乐道的轶事。

小组发言

广州留园 7号，原来是党内元老董

必武居住的别墅，1973年12月之后，它

的主人是许世友。除了开会外出之外，

许世友大部分时间工作、生活在这里，

并且要求身边的所有工作人员也全部生

活工作于此。

因为全体工作人员都是党员，部队

政治机关出身的秘书孙洪宪建议成立一

个党小组，把组织生活规范起来。1974

年 3月的一天下午，当得知许司令员不

必外出的消息后，大家决定趁人员齐整

赶紧开会，开始酝酿党小组长人选，发

言也相当热烈。突然，许世友推门而

入，大家赶紧起立：“请首长指示！”

随后，满场鸦雀无声。“什么指示？不

懂规矩，党内一律平等嘛！”许世友听

说工作人员中要选党小组长，便顺手拉

过一张硬板凳坐下，说：“既然开党小

组会，我也得发发言！”大家当然说

好。他的目光如炬，不停地在所有工作

人员身上扫来扫去：“党小组长是个很

重要的角色，一定要选一个有能力，负

责任的。”他口中喃喃自语：“选谁合

适呢？”

很快，他的目光定在了孙洪宪和另

外一位秘书身上：“你们两个秘书大

人，有文化、有知识、戴眼镜、夹皮包、

能总结、会提高，讲思想一团糟，打起

仗来往后跑。（讽刺张春桥的话），你

们说，当组长合适吗？”很多人都忍俊

不禁，许世友依然是一脸严肃，陡然又

把目光停在笑得尤其灿烂的两个警卫干

事身上：“瞧你们两个还笑！一米八几

的大个子，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每次

出去呼天抢地，鸣锣开道，狐假虎威，

回去保卫你老婆还差不多。你们当党小

组长合不合适？”

这一下，大家实在憋不住，屋内响

起断断续续的笑声。接着，许世友又不

动声色地把目光对准司机：“你们这两

位司机大人，可真是了不起，驾驶技术

相当过硬，加足了油门，那车跑得比牛

车还快，那车也很听你们的话，不是上

树，就是掉沟里。你们自己说，是不是

干组长的材料？”

两个保健医生刚想把头低下，许

世友的调侃已经直接向他们射去：

“你们两个可是绝对的医术精湛，号

称蒙古大夫。给人看病，一蒙二估，

肚子痛擦碘酒，头痛贴膏药。我看你们

就不错嘛！”

“还有你们两个大师傅，不仅烹饪

技术好，而且厨房的卫生搞得尤其出

色，把里面的苍蝇抓起来，充其量也就

五六斤吧，你们当小组长怎么样？”

大家的笑声还没出口，许世友

“呼”地站了起来，大家顿时安静，静

候指示，他却撂下一句：“你们开会

吧，我走了。”说完，推门飘然而出。

工作人员们面面相觑，尔后哄堂大

笑，边笑边回味着许世友的话。笑累

了，回味够了，会议才进入选党小组长

的正题。

直到今天，孙洪宪仍然佩服并且

感激许世友在不知不觉间上的一堂做

人之课：“尽管觉得非常好笑，但是

大家心里都明白，首长并不是在寻开

心，而是在给每个人打预防针，提出

善意的批评。干工作，不能陷于事务

主义，不能仗势狐假虎威，不能采取

应付主义，不能降低工作标准，这是

首长的言外之意！”

广州补文

许世友调到广州后，按照毛泽东的

指示，开始静下心来阅读《红楼梦》、

《天体运行论》（在南京军区时，毛泽

东曾托他给紫金山天文台捎过一册合译

本的书，包括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

等，并嘱咐许世友：“你也要认真看一

看这类自然科学书籍”）以及《汉书·

周勃传》。当时，毛泽东给他带了 30本

《天体运行论》，他发给了军区常委，

还发给身边的工作人员人手一本。无论

会上会下，许世友总是颇为自豪地强

调：“读这些书是毛主席交给我的任

务，你们也得看一看。”

那一段时间，许世友散步的时间明

显比在南京军区时减少，也很少去打

猎了，没事就坐在屋里认真习读《红楼

梦》。许世友看书也显得极其耐心和投

入，左手拿着放大镜，右手握着红蓝铅

笔，每天看完以后，就把精彩的诗词背

下来，在大家面前“卖弄”一番。在开

常委会的时候，许世友也会时不时宣

布：“我已经看了第一遍了。”“我已

经看了第二遍了。”

一开始，许世友读的是一种小本子

的《红楼梦》，后来中央寄来了线装本

《石头记》。许世友年龄大了，眼神有

些不太好使，看了一段时间后，他把秘

书孙洪宪喊到面前，把书往他面前一

推：“小孙，你先看，把精彩的地方给

我抄下来。”接下来的日子，孙洪宪除

了日常工作之外，就是夜以继日地读

《红楼梦》，抄《红楼梦》。为此，他

还专门设计了一种稿纸——16开大，每

页只可容纳 120字，字体明显大多了，

许世友对此相当满意。到孙洪宪离开许

世友，他抄书的稿纸堆起来足有半尺多

厚，每次看完一部分，许世友都会在稿

纸空白处签上一个大大的“许”字。就

这样，孙洪宪陪伴着许世友完成了毛泽

东交给他的读书任务。当时，有人“揭

发”：许世友不服从毛泽东指示，看书

还要秘书帮忙！许世友引用毛泽东名言

反击：“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

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

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

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公允地说，许世友学文的效果还是

有的，连诗都能做了。1976年春天，在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对“四人

帮”不屑一顾的许世友写了《莫猖狂》

一诗。矛头直指江青反党集团，形象地

把三落三起的邓小平比喻成诸葛亮，表

示了坚决要保护邓小平的决心。

遣子造棺

20 世纪 50 年代初，许世友将军的

家乡地处大别山腹地，山高坡陡，原始

林木参天，道路不通，几乎与世隔绝。

家乡需要公路，但苦于无钱维修，而部

队需要木材，无路也难运出。这时，将

军做了牵线“红娘”，派出一个工兵

团，首先修起了公路，运出了部队伐下

的 100亩红松。这样，部队和家乡各有

所得。1976年，许世友的七十大寿在广

州度过。七十大寿后，许世友的大儿

子、专程从河南新县老家南下拜寿的许

光在广州多住了两天。许光童年在奶奶

膝前长大，许世友嘱托儿子如有红松，

要买两棵。

并告诉儿子：“你工资不高，

也不富裕嘛，钱我得出，事情你去

办。”但掏了半天钱，只掏出 10 元 3

角，于是只得让儿子先回去，随后将

钱寄回家。

许光接到父亲寄来的50元钱后，认

真地筹办父亲交给的“任务”，又请来

了特级木匠，精心设计，精心制作，精

心雕刻，很快为父亲定制了一口棺木。

许光一封信发到广州，报告父亲，棺木

做好了，请他回来验收。许世友看了家

信很高兴，写信告诉许光说，等他打完

了对越自卫反击这一仗，只要不死就回

来。若是战死了就用这口棺材，不需要

再验收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后，许

世友由广州到南京紫金山“稻香村”安

家。

但春来秋去，花开花落。许世友几

度许愿几度落空。直到他在南京军区总

医院逝世的时候，也没有见到他花50元

买的棺木是个什么样子？这不能不成为

他一生中又一大遗憾。

明亡長平公主的最後結局：
死時尚有五個月身孕

“汝何故生我家”这句中国历史

上惨痛的名言，是崇祯皇帝说给长平

公主的。

1644年本来应该是长平公主一生

中最幸福的一年。这一年公主十五

岁，正值豆蔻华年。史载她“喜诗文，

善针饪”，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

女子。皇帝已经为她选定了翩翩佳公

子都尉周世显为驸马，可惜天翻地覆

的局势让婚礼一推再推。

农民军攻占北京城的速度远超出

崇祯皇帝的预料。《明史》载：“城

陷，帝入寿宁宫，主牵帝衣哭。帝

曰：‘汝何故生我家!’以剑挥斫之，

断左臂。”当时，崇祯命周皇后自

缢，长平公主闻讯前来，看到皇后的

尸体，痛哭失声，跪在地上，爬上前

想抱住崇祯皇帝的膝。崇祯一脚把公

主踢翻，说到：“汝何故生我家?”

举起剑来，劈头砍下。公主下意识地

抬起左臂一搪，剑锋从左颊扫过，左

小臂从肘部下面被齐齐斩断。公主

哼了一声，昏倒在地。皇帝上前一

步，想砍下公主的头，手却剧烈地战

抖起来，说什么也握不住剑。“手栗

而止”，转身而出。

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幕。断

臂之后，不光崇祯，连所有的宫女从

人都以为公主必因流血过多而死。尚

衣监何新和宫女费氏怕公主尸体受

辱，将昏迷中的长平公主抬出了宫，

送到她的外祖父、周皇后的父亲周奎

府中。周家将她安置在一间空屋，只

等她死去。不料公主生命力非常顽

强，五天之后，居然转醒，并且度过

了伤后感染等重重危机，活了下来。

活下来当然更不幸。

清朝高层的政治策略十分精巧：

他们公开悬赏寻找崇祯帝的男性后

代，说“有以真太子来告者，太子必

加恩养，其来告之人亦给优赏。”实

际上是打算骗到手后斩草除根。而崇

祯的女眷们，因为不可能被人拥立，

所以倒真是受到了清政府的“优

待”。清朝拨给公主很高的生活费

用，命周奎善待公主，作为宣传清朝

“恩仁”和统战反清势力的工具。长

平公主国已破，家已亡，身又残，早

无活下去的意趣，时时说：“父皇赐

我死，何敢偷生?”无奈身为弱女

子，除了听任命运摆布，又有什么办

法?唯日日以泪洗面，靠读读佛经

来平衡自己的内心。心中还燃烧着的

唯一希望，是自己的三个兄弟能逃

到南方，有朝一日光复大明。这就是

吴伟业所说的“死早随诸妹，生犹望

二王。”

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顺治二

年崇祯皇帝的太子朱慈烺没能南下到

南明地界，而是从乱军之中逃回，一

路乞讨回到北京，衣衫褴褛地出现在

周奎门口。周奎和公主闻讯出见，

“相见掩面泣，奎跪献酒食”。离难

中的兄妹没想到这样见了面，悲喜交

加。

然而，太子的出现，给周奎出了

一个很大的难题：他早已投降了清

朝，收留前朝太子岂不是大罪?所以

过了两天，他把这件事报告了朝廷。

清廷没想到这么快太子就自投罗网。

由于太子的号召力太强，清廷决定迅

速将他杀掉，以绝后患。然而刚刚颁

布优待前明的诏令，怎好马上自食其

言?多尔衮脑筋一转，导演了一出认

真为伪的闹剧。他私下派人，要求周

奎和长平公主声明太子是假冒的。长

平公主当然不干，但被周奎痛打之

后，便不敢再开口了。于是先是周奎

一口咬定太子是假的，清廷又先后命

数十名太监和大臣去辩论。十几名坚

持认为太子为真的太监和大臣都被处

死，太子身份就这样被确定，“假”

太子被迅速处斩。

这一事件给了十六岁的长平公主

以极大刺激。她万念俱灰，实在承受

不了人生之悲苦，绝望之余，上书朝

廷，请求出家：“九死臣妾，跼蹐高

天，愿髡缁空王，稍申罔极。”

朝廷毫不犹豫地回绝了她的请

求，他们还要用公主这块金字招牌

将统战工作进行到底。所以他们要

千方百计地“施恩”于公主，并且

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让天下人都知

道。朝廷四处访查驸马周世显，找

到之后，拨出巨款，给他们举行了

华丽的婚礼，其规格等同于清室公

主。

命运就是这样弄人。两年前，公

主日夜梦想着这场婚礼的幸福，却被

世事变故阻隔。两年后，婚礼虽然仍

然盛大，然而除了屈辱和痛苦，她还

能感受到什么?大清王朝这样深厚的

恩仁，她实在无力承受了。结婚几个

月后，清军攻陷了南京，弘光小朝廷

灭亡了，被俘到北京的南明皇帝和王

公们都在顺治三年五月被同时处死，

公主受到最后一次精神打击。顺治三

年旧历八月十八日，还不满十八岁的

她带着沉重的伤痛猝然病逝，这时她

结婚才刚刚一年，死时尚有五个月的

身孕。

直到此时，清廷还不放过统战机

会，为她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葬礼，厚

葬于广宁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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