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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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華裔會計師協會邀請多位知名會計師
11 月 19 日主講 「2016 歲末年終稅務講座」

（本報訊）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
（HSCACPAs）將於11月 19日(星期六)
上午 10 點在華僑文教中心展覽室舉辦
2016年歲末年終稅務講座。華人會計師
協會會長譚秋晴特別邀請到三位知名會計
師為華人社區民眾講解今年稅法的變更以
及相關省稅策略。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
成之有三十年，是非營利機構，其目的宗
旨在提升註冊會計師的職業地位、通過提
供教育、會員聯誼以及其它社區活動來建
立會員之間的連絡網以及交流平台。至今
會員超過百名，擁有廣大客戶群，服務網
遍及德州美南地區以及全美。

今年會長譚秋晴表示:在歷屆傑出會長
的苦心經營之下，協會才能不斷地成長茁
壯至今。 日後協會將更走向社區服務，並
提供社區的稅務,財經金融,保險理財與法
律的免費講座研討會，以及協助專業團結
和服務僑民。這次的講座邀請到休士頓有
名的會計師專門針對個人報稅以及小型企
業之商業稅法，以面對面問答互動方式，
為民眾指點迷津，特別是在美國如何報稅
、合理避稅、投資移民稅務需知、IRS稅
務 「陷阱」 以及如何應對稅務局查帳、肥
咖法案 「海外帳戶稅法遵行法案」 海外資
產報稅相關更新等等稅法問題。由於講座

是完全免費，座位有限，請儘早報名。
以下是三位專業會計師講師簡介:

黃亞靜--安信會計師事務所創辦人
，成立於1983年，擁有三十餘年專精的
美國稅務、會計、財務計劃，及企業管理
經驗，為企業及個人提供全方位的專業服
務。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財稅系，美國印
第安那大學研究，1980年取得美國休士
頓大學會計碩士 . 工作經驗豐富. 包括銀
行,海關,企業財務長,以及註冊會計師. 目
前是全美註冊會計師協會，德克薩斯州註
冊會計師協會，及休士頓註冊會計師協會
資深會員. 並持有德州證券投資及保險執
照. 有二十多年的財務顧問經驗，並且獲
得美國保險業著名的”百萬圓桌”終生會
員榮譽。

徐震 BRIGGS ＆ VESELKA CO. 稅務
總監

徐震是美國註冊會計師（AICPA）和
德州註冊會計師協會（TSCPA）註冊會員
。他畢業於Miami University 並取得會計
碩士學位。會計稅務專業經驗13年， 專
注於提供全面而專業的稅務服務。擁有廣
泛的客戶群體， 包括油氣相關企業， 製
造商， 貿易商， 醫院診所， 高端個人群
體等專業公司。徐震之前曾在四大會計師

事務所之一的KPMG 擔任稅務經理。積累
了豐富的大中型私營企業和上市公司稅務
經驗。

黃宜容--Shieh-Lee CPAS 稅務合夥
人，畢業於休士頓大學商學院，擁有會計
學學士和碩士學位，在會計及稅務方面的
領域擁有超過十年的經驗。是美國德州註
冊會計師。她服務過不同行業的客戶，包
括零售業、批發業、餐廳、醫生、房地產
和製造業。擅長於稅務(個人、公司、合夥
、薪資、贈與及信託)、會計系統及小型企
業成立。

召 集 人: 譚 秋 晴 Wealth Design
Group 副總裁 ，畢業於東吳大學會計系、
新澤西羅格斯大學企業管理碩士、德州 註
冊會計師。譚秋晴是全美註冊會計師協會
，德克薩斯州註冊 會計師協會，及休士頓
註冊會計師協會資深會員及講師。目前她
擔任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會長。擁有20
多年專業 省稅顧問經 驗，全方位理財專
項有減稅計劃、退休計劃、商業計劃、遺
產規劃、人壽保險、各類年金等等財務規
劃。

歡迎各界會計同業加入團隊，報名專
線: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會長 譚秋晴
(713)498.2879以及莊雅玲(713)596.6904

免費入場 座位有限 請速報名
報名專線: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會長 譚秋晴 

(713)498.2879

召集人: 譚秋晴  Alice C. Chen, CPA 會計師

Wealth Design Group 副總裁  

畢業於東吳大學會計系、新澤西羅格斯大學企業管理碩士、德州 
註冊會計師。譚秋晴是全美註冊會計師協會，德克薩斯州註冊
會計師協會，及休士頓註冊會計師協會資深會員及講師。目前她
擔任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會長。擁有20多年專業 省稅顧問經
驗，全方位理財專項有減稅計劃、退休計劃、商業計劃、遺產規
劃、人壽保險、各類年金等等財務規劃。

主講人: 黃亞靜 JEAN H. LIAO CPA, CGMA, 會計師

安信會計師事務所創辦人
創辦安信會計師事務所於一九八三年，有三十餘年專精的美國稅務，會計，財務計
劃，及企業管理經驗，為企業及個人提供全方位的專業服務. 畢業於國立政治大
學財稅系，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研究，一九八零年取得美國休士頓大學會計碩士 . 
工作經驗豐富. 包括銀行,海關,企業財務長,以及註冊會計師. 目前是全美註冊會
計師協會，德克薩斯州註冊會計師協會，及休士頓註冊會計師協會資深會員. 黃會
計師並持有德州證券投資及保險執照，已獲得了美國保險業著名的「百萬圓桌」
終生會員榮譽。

主講人:徐 震
BRIGGS & VESELKA CO. 稅務總監
徐震是美國註冊會計師(AICPA)和德州註冊會計師協會(TSCPA)
註冊會員。他畢業于Miami University 並取得會計碩士學
位。會計稅務專業經驗13年, 專注于提供全面而專業的稅務服
務。擁有廣泛的客戶群體,包括油氣相關企業,製造商,貿易商,
醫院診所,高端個人群體等專業公司。徐震之前曾在四大會計
師事務所之一的KPMG擔任稅務經理。積累了豐富的大中型私營
企業和上市公司稅務經驗。

主講人: 黃宜容 Tina Huang CPA 會計師

Shieh-Lee CPAS 稅務合夥人，畢業於休士頓大
學商學院，擁有會計學學士和碩士學位，在會計
及稅務方面的領域擁有超過十年的經驗。是美
國德州註冊會計師。她服務過不同行業的客戶，
包括零售業、批發業、餐廳、醫生、房地產和製造
業。擅長於稅務(個人、公司、合夥、薪資、贈與及
信託)、會計系統及小型企業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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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華人會計師協會主辦
2016歲末年終稅務講座

專業會計師指點迷津 有問必答 聰明人不繳糊塗稅
邀請多位知名專業會計師現場解說、個人所得稅及小型企業業主稅務咨詢、

在美國如何報稅、合理避稅、投資移民稅務需知、海外資產報稅、
FATCA(肥咖法案)、政府查稅應對

日期:11月19日（ 星期六）上午十10點到12點
地點:休士頓華僑文教中心展覽室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 

慶祝小肥羊登陸休士頓八周年
推出吃$100 送 $50 活動，至12 月 31 日止

（本報記者秦鴻鈞） 內蒙古 「 小肥羊
」 火鍋慶祝登陸休士頓八周年，自今年 1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舉行 「 吃$100 送$
50，吃$50 送$25 」 活動。該店自即日起
，每週七天任點任食$21.99 元，凡消費滿
100 元即贈送$50元代金券，可用於下次消
費。 「 小肥羊 」 Westheimer店與百利店
共同使用此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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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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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5901-A Westhim-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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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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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遺產稅
根據現有稅法，納稅人過世的資產估值超

過五百四十五萬美元，超值部分要交 45% 的
遺產稅。在五百四十五萬以內的遺產過戶給受
益人是免稅的，遺產的成本基數也隨之增加。
也就是說只要過世納稅人在過世的時候不超過
五百四十五萬，他的資產增值是永遠不需要繳
稅的。

川普的許諾：
取消遺產稅的界定值。這就意味著在接下

來的四年中，納稅人在過世的時候不需繳納一
分遺產稅，不論過世納稅人的資產評估有多少。
但是川普的提議並不是完全免稅的。如果納稅
人在過世時資產超過一千萬，過戶給資產受益
人的時候雖然不需要繳稅，但是當受益人在之
後將資產賣掉的是，受益人需要繳所有資產增
值部分的稅。也就是說資產的成本基數是不會
隨著資產的轉移而增加。

減小公司稅率，取消折
舊

現在的公司最高稅率
是 35%。 川 普 建 議 銳 減 到
15%，同時取消一些抵稅項
目， 如折舊。商家可在購
買辦公設備及家具的當年
減掉所有的開銷，取消逐年
的折舊的方法，簡化稅務計
算。有一點川普指出企業不
可減購買資產因貸款所交
的利息。 這一題案是為了
限制公司舉債購買，然後利
用折舊和利息獲得減免稅
收的漏洞。

川普 15% 公司稅提案不
僅適用於 C corporation, 它
也適用於 S Corp, partnership 
和所有的自顧業主。這就
意味著商業所得稅真正從
39.6% 的稅率降到了 15%。

這同時也會沖擊社保的
繳納，因為商家會更傾向於聘請合同工而非雇
傭員工。這項政策對於商家和雇傭工都是兩贏
的方案。商家不再擔憂替員工交社保，合同工
自己只需要交 15% 的稅。

影響低收入納稅人的提案
提升 standard deduction 

從 現 有 的 $12,600 to 
$30,000 ( 單 身 $15,000), 取
消 Personal exemption. 以
一五口之家為例，按現有
稅 法， 這 個 家 庭 可 以 減
$32,850=$12600+$20250. 
在 川 普 的 提 案 下， 這 個
家 庭 只 可 以 從 收 入 中 減

當選總統川普競選總統時的稅收允諾 本報記者 黃梅子 報導

唐納多川普已被選為美國第 45 任總統。人
民強烈意願要改變民主黨政策的要求終於得以
實現，那麼人民期待的的變化是什麼呢？讓我
們來看看我們的新總統在競選時對稅收政策的
承諾。

降低稅率，減少稅率層次；向奧巴馬醫保
說拜拜

根據現在的稅法，普通收入，例如工資、
利息等是以遞增稅率進行收稅的。稅率範圍是
10% 到 39.6%。一旦夫妻聯合收入凈收入高於
$470,000 （單身凈收入高於 $418,000 的收入就
要觸及 39.6% 的稅率。其實，最高稅率還不只
是 39.6%。因為 Obamacare 的部分影響，高收
入納稅人還要付額外的 3.8% 的凈投資稅，如利
息、租金、專利權收入等所有投資收入。這樣
就把真正的稅率提高到了 43.4%。分紅和持有一
年以上資產交易的增值稅率比較優惠，一般是
15%，最高 20% 加上 3.8%。

川普的許諾：
稅率級別減少為只有三層，分別為 12%, 

25% 和 33%。分紅和資產交易增值稅將根據所
觸及的稅率級別定為 15% 或者是 20%，取消
3.8%。

$30,000。
除此之外，在川普提案下不再有 10% 的稅

率，取而代之的是 12%。加之以上的提案，大
約七百八十萬的低收入大家庭的稅單會有所增

加。
讓我們拭目以待，當選總統川普會給美國

帶來何種的變化。

秋季汽車保養要點

完整修車廠  徐雲經理專欄

立秋了，天氣逐漸變涼，在我們注重自身冷
暖的同時也別忘了給您的愛車進行換季的保養。
秋季汽車保養需要注意些什麼呢？下面就讓我們
來看看秋季汽車保養常識及要點：

一，車輛外部保養：　
秋天的早上，露水較多，汽車錶面往往很潮

濕，如果您的愛車錶面有明顯的刮痕，就應及時
做噴漆處理，以免刮痕部位受潮而鏽蝕。另外，
由於夏季雨水中雨酸的腐蝕和夏季強光的直射，
汽車漆面難免會被氧化，在換季之時，您最好為
您愛車的表面做一次從清洗、拋光到打蠟、封釉
或鍍膜的一系列美容養護。

二，進風口或進風格柵、電子扇保養：
要經常檢查這些部位是否有雜物，如果有雜

物，可以用壓縮空氣吹走灰塵，另外，在發動機
冷卻狀態下，可以用水槍由里向外沖洗以上部位。

三，空調保養：
夏天，汽車空調往往超負荷運轉，另外，由

於夏天雨水較多，汽車經常會走一些涉水路面，
致使空調冷凝器下部沾上許多泥沙，時間久了，
就會使冷凝器發生鏽蝕，從而縮短空調的使用壽
命，因此，進入秋季，為您愛車的空調做一次保
養就顯得尤為重要。

四，發動機艙保養：
進入秋季，您應經常檢查發動機艙內的機油、

剎車油和防凍液，看油液是否充足、是否變質、
是否到了更換週期。這些油液猶如愛車的血液，
到更換週期，一定要換掉，以保證油液循環的通
暢。

五，剎車系統保養：
要經常檢查制動有無變弱、跑偏，制動踏板

的蹬踏力度是否有變化，必要時清理整個制動系
統的管路部分。

六，輪胎保養：
到了秋天，輪胎要補

充氣壓，以使其保持在規
定的氣壓範圍，同時，還
應檢查輪胎是否有刮痕，因為橡膠在秋冬季節容
易變硬而顯得較脆，輪胎易漏氣，另外，要經常
清理胎紋內的夾雜物。

七，暖風管線及風扇保養：
秋天轉涼，您要特別注意風擋玻璃下的除霜

出風口出風是否正常，熱量是否夠，如果出現問
題，要及時解決，否則，會給您的駕駛帶來不安
全因素。

八，蓄電池保養：
在秋天，汽車蓄電池的電極接線處是最容易

出問題的地方，檢查時，如果發現電極接線處有
綠色氧化物，一定要用開水沖掉，這些綠色氧化
物會引起發電機電量不足，使電瓶處於虧電狀態，
嚴重時還會引起電瓶報廢，或者打不著火。

九，內飾保養：
由於夏天高溫、多雨，車內地毯及其他隱蔽

處滋生了許多細菌，隨著秋季的來臨，很有必要
為您的愛車做一次徹底的內飾殺菌與清潔。做保
養時，最好以專業的清洗劑配合高溫內飾桑拿機，
這樣不僅能去除車內污垢、異味，同時還能有效
地殺滅細菌。清理完畢，再用保護劑對內飾進行
護理，便可使車內飾物煥然一新。

另外，門軸、導軌由於受到風沙的侵襲及洗
車的影響容易生鏽，開、關時會發出異響，這種
問題只要定期在上面塗上防銹油即可解決。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 :281-564-6541
地址 :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本
報
記
者

秦
鴻
鈞
攝

「 僑灣社」 參加2016 年糖城國際節

台下觀眾爭睹台上的精彩演出。

「 僑 灣 社 」
社長浦浩德攝
於攤位前。

著中國式旗袍
出席國際節的
仕女。

（ 左起） 「 僑灣社」 社長
浦浩德與劉志恆，在 「 僑
灣社」 攤位前合影。

（ 右起） 王妍霞、浦浩德
攝於 Panda Garden 攤位前
。

現場擠滿了各族裔的大人，小孩。

浦浩德（ 右） ，劉志恆（ 左 ） 在 「 僑灣社」 攤位前。

現場遊人如織。



C2美國風俗

免費贈不銹鋼水槽
32種花崗石任您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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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OFF

花崗石

平方呎

Peach &
Tea Brown

特價

帶按裝費＊

$14.95

＊櫥櫃15%折扣
並有送貨及按裝服務

優質
楓木實木櫥櫃
軟滑軌關閉抽屜

NEW
白色活動櫥櫃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8am-5pm 週六8am-1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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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cmdgroupusa.com

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
搬遷新址，擴大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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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各州有哪些有意思的習俗？

美国作为一个 heteroge-

neous 的移民国家，相对来说

各个族裔的融合度比较高，

“普世价值”称霸主流文化；相

对其他 homogeneous 的民族国

家，“习俗”这种概念并不常

见。题主所指可能是生活习惯

上的差异，aka.｢独特的地方｣。

根据地区差异 (Regional

variations)，美国分为如下几个

地区：新英格兰地区 (New

England)，中大西洋地区 (the

Mid-Atlantic states)，南部地区

(the Southern United States)，

中 西 部 地 区 (the Midwestern

United States)， 西 海 岸 地 区

(the Western United States)。其

中西海岸地区还可以分为太平

洋沿岸各州(Pacific States)和山

地各州 (the Mountain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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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rch at-

tendan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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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3 月 17 日的爱尔

兰节日圣帕特里克节 (St.Pat-

ri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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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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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帕特里克节主要在

美国北方各州较为盛行，因为

南方各州非裔人口比例高，爱

尔兰后裔相对较少。

3、当美国人提到“软性

饮料” (Soft dri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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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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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ch-

nology与start-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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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shion, arts/

entertainment, media (时尚, 艺

术/娱乐,媒体)。西海岸人民热

衷于谈论运动、健康、户外运

动等体能特技(physical feats)话

题，而东海岸人民则更偏向于

室内运动和爱美。

此 外 ， 还 有 一 个 “8/6

Phenomenon”(8/6 现象)，就是

说在硅谷湾区能被评为 8分的

女人，到了纽约就至多只能是

6分了= = (因为湾区男人占多

数，而纽约是女多于男)。

5、说到民风自由、种族

多样性非常高的加州，就不得

不提到加州令人蛋疼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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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pool，是给坐了

两个人以上的汽车的专用通

道。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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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鞋子是湿的或

是脏的、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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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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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ynesi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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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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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这一点上用词的差

别，在法国后裔主要聚居的南

路易斯安那州（尤以新奥尔良

为甚）地区非常盛行的著名菜

肴Crawfish Étouffée (一种以焖

炖贝类和壳类动物为主菜、同

时辅以米饭和其他酱料的菜

肴，最负盛名的这一款叫做"

路易斯安那焖炖小龙虾")，若

是将此名字说给土生土长于北

方五大湖区域的美国人听，他

可能会以为你在说一种不好的

假发呢。

9、在美国，一般的出行

方式是坐飞机、大巴或自己开

车(roadtri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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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的中部和西海岸

比要好太多。在汽车高度普及

的加州，有一个有趣的说法：

为了鼓励居民坐火车，政府允

许居民自己去购买一节火车车

厢，然后放自己家院子里，随

意涂鸦成自己喜欢的图案= =

若是想坐自己家的火车，就联

系政府，然后相关部门会拉来

火车头将你家的车厢拉到铁轨

上，然后就可以坐只有一节的

自家火车粗门玩去啦～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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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deral

lev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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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 fa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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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亥俄州
俄亥俄州位于美国中东部，是

五大湖地区的组成部分，别称七叶

树州。位于俄亥俄河与伊利湖之

间 ，因俄亥俄河得名 。面积为

10.67万平方千米 ，2010年时人口

1153万，城市人口占73%。

历史

17 和 18 世纪时该州大部分地

区为米亚米、肖尼、怀恩特和德拉

瓦尔印第安族人的居住地。

1763年以前，法英两国不断争

夺这一地区。

1763年根据巴黎条约，归英国

所有。

1803年加入联邦，为美国第17

个州。

地理位置

俄亥俄州 （Ohio -- OH） 是

美国中北部偏东一州。东邻宾夕法

尼亚州，

东南靠西弗吉尼亚州，南界肯

塔基州，西接印第安纳州，西北靠

密歇根州，北濒伊利湖。那提、托

莱多及阿克伦。

该州位置适中，在横贯东西、

纵贯南北的客货运输中占有重要地

位。俄亥俄河的货运量比巴拿马运

河多一倍。铁路总长度居美国第 6

位。空运发达，是商业航空线的辐

辏之地。俄亥俄大学设有规模宏大

的交通运输研究中心。

州内的大部分地形、水系和土

壤都是过去冰川活动所形成的。3

条较大的自然地带从外部伸入州

内。阿勒格尼高原从宾夕法尼亚州

和西弗吉尼亚州向西延伸，约占全

州面积的一半，许多地方海拔达

425米。伊利湖平原沿伊利湖向州

的西北地区和密歇根州边界伸展。

中部平原向西延伸，越过密西西比

河，囊括州的西部和西南部，具有

深厚的肥沃土壤。

气候

州内夏天最高温度可达38℃，

冬天最低温度可达－29℃，但这样

的气温并不多见。加拿大干燥寒冷

的气流和墨西哥湾温暖潮湿的气流

频繁接触而形成的锋面雨，是降水

的主要原因。年降水量965毫米，其

中降雪占1/7。属温带大陆性湿润气

候。1月平均气温－4～－2℃，7月

平均气温 23℃，年平均降水量 950

毫米，其中降雪占1/7 。森林覆盖率

为25%，主要分布在东部和南部。

经济

耕地占全州面积 2/3 以上，属

玉米带。玉米、燕麦、干草产量居

美国前列，还向城市提供大量水

果、蔬菜、1850年农产品产量曾占

美国首位，至 20 世纪 70 年代变化

不大。玉米、燕麦和干草的产量

均名列前茅。向市场提供大量水

果、饲料、蔬菜牲畜和家禽。矿

产中煤产值最高，其次是工业用

矿物、石油和天然气。建筑用沙岩

的产量居美国首位，占美国总产量的

2/3。沙和砾石的产量居第3位。陶瓷

制品的生产在美国首屈一指。重要的

资源还有森林和水。工业用水量名列

美国第一，许多工业依靠地下水供

应。制造业是全州的经济命脉，就业

人数最多，其中以机械、汽车和飞机

等部门最为重要。橡胶制品、瓷器、

电器、水泵、管道和蒸气挖掘机的产

量均占美国首位。几乎所有工业品的

产量在美国都位居前列。

全州可分8个经济区域。

1、西北部的莫米河流域以农

业为主，产玉米、小麦、猪、牛奶

和家禽。

2、伊利湖平原地处伊利湖西

南沿岸，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农

业发达。主要城市托莱多是五大湖

地区工业中心之一，又是美国的主

要运煤港口。

3、北部和东北部的湖岸台

地，是州内工业最集中的地区，克

利夫兰是工业、金融和文化中心，

阿克伦是世界橡胶城，轮胎生产量

占美国总产量1/2。

4、迈阿密河流域地处州的西

南部，辛辛那提的机床、肥皂和洗

涤剂生产居世界前列，代顿是美国

生产塑料的最大城市。

5、桑达斯基河流域的经济以

农业为主。

6、中部的赛欧托河流域是绵

延起伏的平原，经济多样化。

7、东部的塔斯卡罗瓦斯河流

域和东南部的俄亥俄河流域人口稀

少，绝大部分人从事农业，但地形

崎岖限制了农业的发展。

8、俄亥俄河流域西南部采矿

和伐木业发达，主产石料、粘土、

玻璃、化学用品和金属制品。

文化

博物馆

俄亥俄州有超过三百座以上

的博物馆。位于克里夫兰的博物

馆有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克里

夫兰自然历史博物馆、克里夫兰

儿童博物馆、以及摇滚乐名人堂。

位於辛辛那提的博物馆有辛辛那

提艺术博物馆、以及辛辛那提自然

历史博物馆。位于哥伦布的博物馆

有哥伦布艺术博物馆、以及科学

及工业中心。该州其它的博物馆

还有托雷多、戴顿、以及艾克朗

等地的艺术博物馆、戴顿附近的

莱特佩特森空军基地中的美国空

军博物馆。

乐团

俄亥俄州约有七十二个交响乐

团，其中包括位于辛辛那提、克里

夫兰、哥伦布、戴顿、以及托雷多

的乐团。该州的舞蹈团体包括克里

夫兰芭蕾舞团、辛辛那提芭蕾舞

团、以及艾克朗俄亥俄芭蕾舞团。

辛辛那提、克里夫兰、以及哥伦布

等城市也有歌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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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選民：
美國宇航員在太空完成大選投票

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选举将

在当地时间 11月 8日迎来投票日。

作为美国选民，同时也是目前国际

空间站中唯一一名美国人，宇航员

谢恩•金布罗日前在太空完成了大

选投票。

报道称，金布罗于今年10月19

日进入太空。美国宇航局(NASA)证

实，他最近几天已经在太空提交了

自己的“缺席选票”。

金布罗离开地球前曾表示，他

“基本上是个不关心政治的人”，

但是期待能从太空为大选投票。

据介绍，在离开地球前，宇航

员会事先选择好他们想要参加投票

的地方、州、联邦选举。NASA表

示，宇航员进入太空后，地面控制

中心会向国际空间站发送一张“安

全电子选票”，宇航员填写选票，

再将其发回地球。

美国得克萨斯州 1997 年的一

项法律赋予了宇航员在太空进行

投票的权利。同年，宇航员大卫•

沃尔夫在太空完成一次地方选举

投票，完成首位在太空投票的美

国人。

韓國煙價上調
促成年男性吸煙率首次跌破40%
据韩国媒体报道，受烟价上调等禁烟

相关政策的影响，韩国成年男性的吸烟率

首次跌破 30%，中学男生的吸烟率也大幅

降至低于10%，创历史新低。

韩国疾病管理本部 6日发布的“2015

年度国民健康营养调查”资料显示，去年

满 19周岁以上成年男性的吸烟率(曾吸烟

多于 100支，目前仍在吸烟的人占据的比

例)为 39.3%，较去年的 43.1%下滑 3.8个百

分点，这是成年男性吸烟率自1998年开始

该调查以来首次跌破40%。

1998 年，韩国成年男性吸烟率高达

66.3%，2001年略降至60.9%，2005年跌至

51.6%，2007 年跌破 50%，之后受禁烟区

域扩大等政策影响，吸烟率逐年下滑，

2013年降至 42.1%后，2014年小幅回升至

43.1%。

去年，韩国成年人整体吸烟率为

22.6%，同比下滑 1.6个百分点，女性吸烟

率为5.5%，同比基本持平。

烟价上调等政策给拉低青少年吸烟率

也产生积极影响。韩国保健福祉部和疾病

管理本部共同发表的“2016年度青少年健

康形态网络调查”结果显示，今年中学一

年级至高中三年级男生吸烟率为9.6%，自

开始该调查以来首次跌破10%。青少年吸烟

率是指最近30天内，1天以上吸烟者所占的

比率，与成年人吸烟率的计算标准不同。

蒙娜麗莎是真笑？模特還原畫作真人版

揭微笑之謎

到底是微笑还是皱眉？多个世纪以来，

“蒙娜丽莎微笑之谜”一直成为人们探索

的对象。据外媒报道，近日，英国摄影专

家迪瓦恩领导一个创意团队，还原《蒙娜

丽莎》真人版的样子，结果令人惊讶。

他们找来一名与蒙娜丽莎脸型相似的

模特儿，通过化妆及设计造型后拍摄，尽

可能还原成与原作一致的样子。

据悉，这个项目是受英国一家电视台

委托制作，目的是探索那些著名画作背

后，鲜为人知的历史。除了《蒙娜丽莎》，

他们也还原了《蓝衣少年》及伦勃朗和拉

斐尔的自画像。

电视台总经理韦尔斯说，非常不可思

议地，观众终于见到大师伦勃朗和拉斐尔

在现实生活是长什么样子。

他说，多个世纪以来，有人怀疑蒙娜

丽莎含蓄的面部表情，到底是微笑还是皱

眉？通过这次真人还原照片表明了，那是

真笑。

俄海岸現大量雪球
如“白色地毯”綿延17公裏
据外媒报道，俄罗斯西伯利亚一个海

滩上近日出现了大量大小各异的天然雪

球。满地天然雪球，当地居民坦言前所未

见，纷纷涌到沙滩上拍照。

据报道，这一奇景出现在西伯利亚西

北部的一个海滩，大大小小的雪球组成了

一张白色的“地毯”，铺满了 17公里的

海岸。这些雪球有的如网球大小，有的直

径则达到0.9米。

据介绍，这些雪球都是风力和水力将小

冰料揉成的，类似的奇景曾于2014年和2015

年先后在芬兰湾和美国密歇根州出现过。

美國色魔殺手終落網
沈寂13年懸案成功告破

警方先前救出一名被色魔绑架

的女子，顺藤摸瓜调查后，竟然发

现肇事者在过去13年间涉嫌杀害至

少7人。

其中，一桩美国颇受关注的悬

案终告破解。受害者家属不再受

“三角恋情杀”、“墨西哥黑帮火

并”等猜测的困扰，不禁泪流满面。

【拴人如狗】

警方 3日在南卡罗来纳州首府

哥伦比亚东北方向的伍德拉夫一块

荒地上的集装箱里救出一名女子。

这名女子名为卡拉· 布朗，现

年 30岁，与 32岁的男友查尔斯· 卡

弗自 8月底以来失踪。警方根据他

们最后的手机信号，找到这处地

点，结果听到一个集装箱里传来

“咣咣”撞击声。

警方随即撬开这个上锁的集装

箱，发现布朗被“像狗一样”用铁

链拴住脖子，囚禁在集装箱内已经

长达两个月。警方根据线索，3日

逮捕了犯罪嫌疑人托德· 克里斯托

弗· 科尔黑普。

据布朗描述，科尔黑普当着她

的面，朝卡弗胸口连开多枪致其死

亡。警方 4日根据科尔黑普供述的

地点，挖出一具男子遗体，已确定

是卡弗。

初步调查显示，科尔黑普现年

45岁，是一名地产中介，拥有这个

集装箱所在的大片土地。他15岁时

在亚利桑那州绑架并强奸了邻家一

名 14 岁少女，2001 年 8 月刑满获

释，随后迁至南卡罗来纳州，2006

年获得地产中介资格证，还开办了

一家公司。

【悬案告破】

斯帕坦堡警官查克· 赖特5日在

新闻发布会上说，科尔黑普已经供

认杀害至少 7人。其中一桩悬案可

追溯至13年前，曾经在美国轰动一

时。

2003年11月，距离伍德拉夫不

远的切斯尼镇一家摩托车店发生命

案，一名女店员及其成年儿子、另

外两名店员“被以残忍的方式谋

杀”。案件迟迟未能告破，甚至登

上美国著名破案电视节目“美国头

号通缉犯”。

一时间，流言四起。有人爆料

称，一个墨西哥贩毒集团出手杀死

这 4人；还有传言称，这桩命案实

则是“三角恋情杀”。

这些流言给死者家属造成二次

伤害。然而，13年来，调查一直没

有进展，不少家属早已放弃破案的

希望。

就在此时，科尔黑普因绑架一

事落网，并且供认 2003年杀害这 4

人。警方 5日连夜打电话通知 4名

死者的家属。

“他(科尔黑普)知道犯罪现场

的太多细节，他什么都知道！”一

名死者的家属梅利莎· 庞德说。

此外，科尔黑普还供认杀害

另外两人，意味着他涉嫌谋杀的

人数为至少 7 人。赖特介绍，科

尔黑普 5 日带警方抵达他的两处

埋尸地点。

眼下调查仍在继续，警方尚未

透露科尔黑普的杀人动机。赖特推

测，不能排除找到更多受害者尸体

的可能性。

不少邻居得知此事后大感惊

讶，表示并未察觉科尔黑普有何怪

异之处。邻居罗恩· 欧文说，自己

以前只觉得科尔黑普“注重保护隐

私”，没想到他竟是个连环杀手，

“我得知真相后，第一反应是想抄

起大棒(揍他一顿)”。

宇宙深處的“眼睛”：
奇特星雲“回望”地球

欧洲南方天文台(ESO)日

前发布了一张充满神秘色彩

的图片，星云构成了奇特的

图案，仿佛宇宙深处有一双

“回望”着人类的眼睛。

这张图片是利用由阿塔

卡马大型毫米波/亚毫米波阵

列(ALMA)望远镜与哈勃空间

望远镜的数据复合而成的，

显示了宇宙中非常罕见的一

种景观。

事实上，这是一对相互

作用的星系，形成了仿佛是

双眼的结构。事实上，这种

类型的星系碰撞并不罕见，

但人类很少能观测到这种双

眼形状的结构。

ESO 称，这可能是由于

它们存在的时间很短，类似

这样的结构往往仅持续几千

万年，在宇宙的漫长时光中

，仅仅算是眨眼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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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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鐵學院今日起招生
首季推出20項課程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为培育

新一代铁路专业人才而筹办的港铁学

院，今日正式开幕及开始招生，由下

月至明年首季内共推出逾 20 项课程，

包括可衔接大学课程、获资历架构认

可的两年兼读制铁路工程高等文凭课

程，学费逾 4 万元(港币，下同)，也有

供铁路迷报读的短期体验式课程，费

用只需数百元。港铁预计，首年共会

有 1000人次报读。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在今年初

发表的施政报告中表示，支持港铁成立

铁路学院，专门培训铁路管理及营运人

才，以提升本地及区域铁路服务质素。

经过接近一年的筹备，港铁学院今日将

举行开幕典礼，梁振英更会亲临主礼。

学院举办的多个课程，亦于今日起开始

招生。

港铁学院校长张少华日前与传媒会

面时指出，港铁服务香港接近 40年，一

直积极进行人才培训，现时港铁管理团

队人员，绝大部分均是透过内部培训训

练出来，而外地不少铁路公司有兴趣与

港铁进行交流，加上港铁亦希望将多年

的铁路发展及营运经验传授予新一代铁

路人，因此公司在政府的支持下成立学

院，以提升服务质素，更可鼓励年轻人

日后加入铁路行业。

他指出，学院课程主要分两类，包

括首个获资历架构认可的两年兼读制铁

路工程高等文凭课程。

学员首年会学习铁路运作的所有基

本知识，次年会从四个主题包括配电、

信号及通讯、轨道及铁道车辆中选择一

个，作为继续深入学习的课题。

着重工作实践训练 车厂实习

此课程的设计特点，是除课堂外，

亦非常着重工作的实践训练，在课程最

后4星期至8星期实习期间，将实地在车

厂跟岗学习，对学员会有很大裨益。

他透露，此课程每星期约上课 3

晚，学费 4.18万元，申请人需符合有关

学历要求及具两年与工程行业相关工作

经验。首班将于明年 1月开学，每班约

取录 30人，希望 2018年底有第一批毕业

学员。至于下一班则希望可于明年 9月

开学。

除获资历架构认可课程，张少华表

示，学院亦提供短期课程。其中一种属

专题课程，星期六全天上课，学费约 1,

000元至 2,000元，首季便提供“基本系

统保证”三个单元，包括系统保证原

理、安全管理、风险管理供报读。

另有更短只需2小时至3小时的体验

式课程，学费只需约 200元。其中名为

“铁路101”课程，学员可利用学院的综

合训练设施，如驾驶仿真器亲自试驾列

车，相信不少铁路迷均有兴趣报读。

至于学院未来发展，张少华透露，

会研究在内地设立分校，但暂时没有时

间表。此外，学院亦正分别与英国及澳

洲两间大学商讨，将他们的硕士课程带

入香港授课，以进一步提升香港本地人

才水平。

香港舉辦孫中山“經濟建設計劃”展覽
《實業計劃》參展

今年是孙中山诞辰 150 周年。香港

孙中山纪念馆将于 11月 11日至明年 2月

22日举办“高瞻远瞩——孙中山的经济

建设计划”展览。

展览由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

署和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联合主办，

香港孙中山纪念馆筹划。在 10 日举行

的展览传媒预览上，广东革命历史博

物馆馆长杨琪介绍了孙中山的经济建

设计划。

“他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第

一位总设计师。”杨琪表示，《实业计

划》是中国第一份对现代化建设进行全

面、细致规划的著作，最初由英文写

成，后来被翻译成中文。

孙中山 1917年开始写包括《孙文学

说》、《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三

本书的“建国方略”。《实业计划》规

划了中国的铁路、港口、矿业开发等发

展蓝图，其中的铁路规划包括青藏铁

路，该条铁路最终在2006年通车。

“非常前瞻和有远见。”杨琪表示，

引入外资参加建设也是孙中山在那时提

出来的，对后来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杨琪认为，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和

“中国梦”具有非常强的共通性，两者

都是希望通过经济建设，实现国家富强

和人民生活幸福的目标。

展览展品还包括描绘全国铁路建设

愿景的《铁路计划图》、1909年潮汕铁

路有限公司总局的股票、孙中山走访各

地了解实业情况的历史照片等。

孙中山纪念馆一级助理馆长陈家亮

表示，希望借助展览让参观者从另一个

角度认识孙中山，他除了拥有革命思

想，在经济建设方面也充满远见。

香港團隊APP助用戶
查詢廣深地鐵路線

近年来内地一线城市地铁建设

如火如荼，仅仅一河之隔的深圳地

铁数量未来将达 20条之多，密集

程度远超香港。因嗅到其中蕴藏巨

大商机，有港青创业团队日前携带

在港研创并已应用的一款地铁“路

盲好帮手”Pokeguide 亮相前海，

该应用可帮助用户迅速找到最近地

铁入口、出口以及完整的步行线

路。该团队希望藉此拓展人脉寻

求融资，并拓展北上广深市场。

“当你赶时间而又搭乘不熟悉

的地铁站时，真是节约一秒是一

秒。”Pokeguide 创始人许岸然拿

着手中的一款手机 APP 向记者介

绍，使用“Pokeguide”很简单，只

需要在页面上填写目标地，地铁线

路或网站等信息，APP就会立即分

析答案，提供最近的地铁入口、出

口以及完整的步行线路，还会显示

距离扶手电梯及电梯最近的车厢。

许岸然表示，“Pokeguide”能

引导使用者以最快方式坐地铁，对

于争分夺秒的上班族而言，可以让

他们快人一步搭扶手电梯到达出

口、转车站，甚至找出能最快捷

到达出口的车厢门。此外，Pokeg-

uide也在不断搜罗地铁站出口附近

的饮食消闲好去处，为用户提供更

好的出行体验。

将推出日台星版本

“你有没有想过搭地铁时用

Pokeguide能够帮你省掉多少时间？”

许岸然说，看似不起眼的一款

APP，但却解决了很多用户地铁出

行的烦恼，尤其是在地铁线路比较

密集的城市。“如果从上车一刻开

始就清楚知道由头到尾，包括每一

次转车至到目的地，应该站在哪个

车厢、哪道门，一离开地铁时便能

对准扶手电梯，直达出口。”

据了解，Pokeguide在香港已获

得不少奖项，还在香港杂志上被评

为今年年度 20 大红火的初创公

司。许岸然透露，目前Pokeguide仅

在香港地区已有 10 万的下载量，

预计今年12月将会推出日本东京、

台湾还有新加坡等地的地铁线路指

引版本。

许岸然坦言，北上广深地铁线

路十分密集，未来规划的线路数量

也会更加庞大，这当中蕴含巨大的商

机。他指出，此次借助“双创周”将

项目带到前海梦工厂展示，希望拓

展人脉资源，寻找资金拓展内地市

场，初期融资目标30万人民币。

零售業寄望阿裏巴巴
澳洲也要過“雙十一”

随着中国“双十一”的到来，

澳洲的零售商希望今年能够在中国

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平台上再创销

售额纪录。

澳企销售额有望刷新纪录

《澳洲人报》10日报道，随着

“双十一”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单日

购物盛宴之一，作为阿里巴巴电子

商务平台上第五大的海外供货商，

澳洲零售商在去年的 11月 11日创

下了高达143亿美元的销售纪录。

对此，阿里巴巴澳洲首席执行

官周岚(Maggie Zhou)表示，澳洲的

零售商希望今年的“双十一”能够

再度刷新销售纪录。

“因为素以纯净与绿色著称，

中国消费者十分喜爱澳洲的商品。”

周岚称，“今年，澳洲的零售商在

这场全球盛宴中将扮演非常重要的

角色。我们对此感到非常荣幸，我

们期待看到更好的业绩表现。”

周岚表示，阿里巴巴将“双十

一”看作是“一个卖家为感谢买家

提供优惠活动的日子”。

此外，就在今年的“双十一”

促销活动前，阿里巴巴与澳洲贸易

委员会(Austrade)还签署了一项合作

协议，鼓励更多的澳洲产品在阿里

巴巴的电子平台上销售。

根据协议显示，阿里巴巴将于

12月在电子商务平台上举办“澳洲

新 鲜 食 品 周 ” (Australian Fresh

Food Week)活动，主要向中国消费

者推销澳洲牛肉、水果及海鲜等新

鲜食品。

周岚同时指出，中国的进口新

规并不会影响澳洲产品的销售。

网购成中国消费者必备品

今 年 ， 包 括 Woolworths、

Chemist Warehouse、 澳 佳 宝

(Black-mores)、 Suisse、 a2 milk、

Sanitarium、运动品牌 Lorna Jane及

护肤品牌 Jurlique 在内的 1300 多家

澳洲企业，将通过包括天猫在内的

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平台，参加“双

十一”活动。

据了解，提供一系列澳洲优质

产品的Chemist Warehouse曾是去年

销售额最多的澳洲企业。

对此，周岚表示，电子商务，

尤其是通过智能手机购物，已成为

很多中国消费者的“一种生活方

式”。中国消费者对海外的高品质

高端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尤其

是来自澳洲的产品”。

澳洲也能购买中国热销品

值得一提的是，周岚还指出，

今年的“双十一”，中国的旅客还

可以通过阿里巴巴旗下的阿里旅行

(Ali Travel，近日更名为飞猪)来预

定澳洲旅游。

同时，阿里巴巴还希望澳洲的

消费者，能够通过阿里旗下的全球

速卖通(AliExpress)购买中国的产品。

据悉，AliExpress已在墨尔本、

悉尼及布里斯班的火车玻璃上刊登

广告，从而吸引澳洲的消费者。

在手机上下载 AliExpress 手机应

用(App)的新用户，还有机会获得

价值100美元的购物代金券。

錢塘江大橋

钱塘江大桥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

之南，六和塔附近的钱塘江上。它全长

1453米，分引桥和正桥两部分，正桥 16

孔，桥墩15座。下层铁路桥长1322.1米，

单线行车；下层公路桥长1453米、宽6.1

米，相当于二车道，两侧人行道各1.5米。

钱塘江大桥，是在钱塘江上修建的

第一座现代化桥梁。如今，他已 79岁，

这样的一座桥，其实有着一段不同寻常

的历史。

古往今来，钱塘江因观潮而闻名。

然而，这永无止息的大潮和江里的流

沙，使多少想在江上架桥的人无奈的叹

息。1908年，晚清政府曾做过尝试，但

最后以失败告终。面对积贫积弱的中

国，当时一些外国桥梁专家叫嚣，中国

还没有生出能在钱塘江上建桥的人。

时隔 29年，1937年，世界桥梁史上

有两座大桥诞生，一座是美国旧金山金门

大桥，而另一座就是钱塘江大桥，而它的

建造者正是中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

1934年，茅以升的建桥方案被当时

的政府所采纳，由他主持制订的建桥方

案不但切实可行，而且还比美国桥梁专

家华德尔提出的方案减少投资约二百万

元。于是，茅以升开始受命修建桥梁。

1934 年 11 月 11 日，钱塘江大桥正式开

建，茅以升担任大桥的总设计师、总工

程师。钱塘江大桥首次采用气压法，沉

箱掘泥打桩，这一方法被成功的使用，

从而打破了外国人认为中国人无法在江

上架桥的断言。此后，建设成功的钱塘

江大桥，成为中国桥梁史、也是中国铁

路桥梁史上一个辉煌的里程碑。

然而在大桥即将竣工之时，茅以升

却在大桥南 2号桥墩下留下了一个长方

形的大洞。这个洞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设计，这种临时的重大改变，茅以升没

有向任何人作出解释。

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

1937年 7月 7日，全面抗日战争爆发。8

月 13日，淞沪抗战爆发。当战争的硝烟

已经弥漫在杭州上空，钱塘江大桥的施

工也进入到最紧张阶段。9月 26日，大

桥的下层单线铁路率先通车。11月17日，

大桥全面通车。但也没想到接下来大桥

的命运会是这样的。

淞沪抗战的失败，使杭州危在旦夕。

12月 23日，茅以升终于还是接到政府命

令：炸掉大桥。而他在南 2号桥墩下留

下的长方形大洞，正是为了预防这一时

刻的来临。茅以升很悲痛地给爆破队标

示出大桥所有致命点。随着一声巨响，

历经 925个日日夜夜、耗资 160万美元的

钱塘江大桥，在通车只有 89天后横断在

战火中。茅以升悲痛地凝视着由他一手

炸毁的大桥残影，满腔悲愤地写下“抗

战必胜、此桥必复”。1948年，抗战胜

利之后，茅以升又亲自成功修复大桥。

登上杭州六和塔，极目远眺，这

座雄伟的现代化两层铁路、公路大桥

飞架于钱塘江上。这座由中国人自己

设计建造的现代化大桥如今已 79 岁，

但它依旧魏然耸立。79 年来任凭风水

雨打，它自岿然不动，被网民们热捧为

“桥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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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鎮西塘，我只想看看夜景和早晨

江南的水乡古镇，几乎每个

都去过几次，西塘也是如此。江

南的古镇，我感觉晚上和早晨才

是最美的。

白天的时候，街上挤满了旅

游团，感觉有些喧闹，这是我宁

愿走进古镇上的一些小博物馆，

看看古代的纽扣是怎么做成的，

也很新奇。

如果喜欢古建筑，可以停下

来看看古代的瓦当，那些精美的

纹饰今天看来还是很震撼的，当

然若是不感兴趣的话大可以匆匆

而过，来到河边找一家咖啡馆静

静地坐一会。

西塘最有名的是烟雨长廊，

这在江南的所有古镇中都无出其

右者，长廊沿河，不管是雨天还

是烈日当空，这条长廊都可以替

游客遮挡，都说烟雨江南最美，

细雨中看河面上泛起淡淡的一层

薄雾，那才是最美的风景。

乘船游览会感受到不一样的

视角。船，是江南常见的摇橹

船，一艘船能坐七八个人，船上

挂着蓝印花布的帘子，救生衣外

面也是同样的蓝印花布，很有江

南特色。

在桨声中慢慢的摇晃，小船

缓缓地驶向远方，岸边最美的风

景都在眼前。

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旅游

团都离开了古镇，此时清净了许

多。找一家临河的饭馆，若是时

间充足的话，不如来一瓶当地的

黄酒尝尝。黄酒在江南一带颇为

流行，入口淡淡的，甜甜的，不

过后劲十足。

点上几样江南水乡时鲜的美

味，白水鱼是一定要尝尝的，在

江南的几个古镇上都有，价格也

不贵，只需清蒸一下，肉质细嫩

鲜美。

这个季节的螃蟹膏肥黄满，

正是食蟹的最佳时节。江南人对

于吃螃蟹这件事还是非常慎重

的，一定要等到时日，每年这个

季节，就如同端午节吃粽子，中

秋节吃月饼一样，有些仪式感。

如果这个季节没有吃过螃蟹，总

觉得少了点什么。

慢慢的吃过晚饭，古镇上的

游人也走得差不多了，灯光也亮

了起来，剩下的人多半就是晚上

住在古镇上的游客了。这时候再

从古镇上走一圈，看看夜景，这

才是古镇的精华。

沿着河边的灯光是最亮的，

多半是饭馆和客栈。

白天走过的路，到了晚上仿

佛变了模样，不再熟悉，在灯光

下变得朦胧起来，白天和晚上看

到相同的风景，感觉也不一样。

古镇上最喧闹的地方，就是

酒吧街了，这是西塘的一大特

色，天刚刚黑，酒吧街就开始热

闹起来了，各家酒吧费尽心思吸

引顾客。

沿着烟雨长廊，河里还有小

船慢慢的驶来，船头上挂着红灯

笼，由远及近，渐渐地听见了船

桨划水的声音，这声音富有节奏

感。

第二天早早起床，在旅游团

还未到达古镇之前先转一圈，这

时的古镇是最清净的，连人气最

旺的石皮弄也没有一个游客，这

条小巷因为窄而出名。

古镇上最勤劳的，除了清洁

工人就是早餐店的老板了，热腾

腾的早餐已经准备妥当，冒着热

气，热气中又夹杂着香气，飘荡

到鼻子里，感觉更饿了。

河边，永远是古镇最精华的

部分，不管是人还是风景。

烟雨长廊上空荡荡的，河面

上也是空荡荡的，古镇还没有从

睡梦中苏醒过来。

一些老人住在靠近河边的老

房子里，他们习惯早起，生起炉

火，伴随着袅袅青烟和木柴燃烧

的噼啪声，开始全新的一天。

雨后的古镇一切都是那么清

新自然，又有生活气息。

等到太阳出来，古镇上开始

喧闹的时候，我也要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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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客山东，热情的崂山人，

受邀参加“2016V 视崂山达人之

旅”，在与青岛崂山风景区及众

嘉宾的见面座谈会上，景区经理

大人一脸灿烂微笑，神秘地说要

送我们每人一份大礼，大家面面

相觑等待谜底揭晓，谁也没想

到，他说的竟然是有效期为一百

年的崂山免费旅游的年卡，当时

觉得经理好幽默，后来拿到卡后

才发现，后面的日期竟然真的写

的是一百年！没错，是 100年！

我们哈哈大笑，幸福着被崂山的

宠爱，我们发誓，说要记得百年

之后我们一定要再齐聚崂山，相

约来续卡！玩笑过后，其实心里

有些酸酸，百年之后，不光是

我，这个地球上的所有人，都在

哪？太过美好的世界，就如身边

这绚烂之秋，转眼就是云烟，再

难舍，我们终须只是这个星球上

短暂一瞬的过客，所以，珍惜当

下的每一天，是多么深的感悟！

崂山是座山，崂山自古被称

为“海上第一仙山”，面积 386

平方公里，东南两面濒临黄海，

距青岛市中心40余公里，有大小

岛屿16个，是中国道教名山，又

是著名的避暑游览胜地。“泰山

虽云高，不如东海崂”，没有见

过崂山时，我其实只知道与道士

相关，走进崂山时，才发现这里

还有绕山长达近百公里的醉美的

海岸线，沿海而过的观海大道，

让我恍惚走进了曾认为最漂亮的

台湾环太平洋观海之路，十一月

的崂山，还有山海相连它最美的

秋天！

如果抛开家乡的省份，问我

哪个省去的地多，我当属山东，

已经记不清是我的第几次来到山

东，不过，来到崂山，还是第一

次，所以以一个旅游体验者的身

份来到崂山，还是充满期待。

对于一个初识崂山的人来说，

如果第一次来崂山旅游，要吃什

么、玩什么、怎么吃、怎么住，都

是需要知道的事儿，不妨随着我

的视觉，看看我镜头里的崂山，

是不是你喜欢的崂山——

1. 华严寺景区

景点地址：青岛市崂山区王

哥庄镇返岭后村。

华严寺，为崂山中现存唯一

佛寺，为崂山古代建筑艺术之

最，明代高僧憨山曾在“那罗延

窟”面壁修行，使得这里而远近

闻名，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青

岛市政府就设在这里。

来到华严寺时正下着雨，

所以雨中的华严寺，更是清新的。

2. 太清宫风景区

景点地址：位于崂山南麓老

君峰下。

太清宫是崂山历史最悠久、

规模最大的一处道教殿堂，迄今

已有 2100多年历史。崂山道教太

清宫名扬天下，天下道众多慕名

而来，有的在此隐居潜修，有的

著书立说，历史上的张三丰、徐

复阳等均在此修过道。

太清宫背山面海，古树参

天，随处可见有着成百上千年历

史的奇花异树，院内银杏、古柏

相传树龄更长。秋天来了，如果

黄叶时，想像这里一定美极了！

据说院内明朝所栽的两棵耐冬

树，花期长达三个多月。三清殿

前有一泉，大旱不涸，大涝不溢，

宫中道士名之为神水泉，是崂山

第一名泉。

想必你一定听说过蒲松龄笔

下的“崂山穿墙术”的故事，就

发生在这里的一面墙上。有时间

来和您分享这里发生的热热闹闹

的一幕。

3. 巨峰顶

地址：崂山风景区内。

崂山主峰，又称崂顶，巨峰，

海拔 1100多米，登临其上，可见

远处浩瀚的大海及水天一色，所

谓“巨峰旭照”的胜境，就于此

处所观。

爬崂顶，有许多条路，可乘

索道上下山，可省去很多体力和

时间，也可选择步行上山，要根

据自己体力。下缆车后还要爬一

个小时才能登顶，着实让我们也

战胜自己一次，腿疼了好几天。

因此，爬到崂顶是一件很不容易

的事。

4. 北九水景区

地址：青岛市崂山区白沙河

上游。

这里是以水为主题的自然景

观，夏季流水潺潺，空气清新，

是避暑胜地，秋天，这里山色与

水相融，美景如画。沿途看到许

多的摄影爱好者拿着“长枪短

炮”在此拍摄，还有好多美院的

学生在此写生。

北九水是崂山风景区的一条

旅游主线，涧水自上顺流而下，

遇峰崖必折，折处必弯，弯处必

漩，漩处必涌一潭澄水，在崂山

十二景中称“九水明漪”。

5. 崂山旅游住在哪？

1、怡林观海山庄

海就在窗外，伴着海浪声入

眠这不是梦。在崂山景区，沿途

有许多这样的观海房都是当地渔

民开设的，宾馆餐饮服务业相当

多，而且内部装修也很讲究。我

们当晚入住华严寺景区山脚下的

这家渔民开设的怡林观海山庄

里，外观并不起眼在路边半山

中的这家小酒店，竟然如四星般

豪华，而且内部还有一个大大的

待客厅，同时能接待几十人的会

议。

2、仙居崂山主题民宿

这是一处将传统文化、自然

风貌、石头房子、渔港人家相结

合的一家民宿主题酒店，这些房

子都是租用当地村民的、经过改

造装修后的酒店，你的左邻右舍

也许还是当地的村民，如果你出

海玩乐回来，这里提供管家式服

务，还可雇佣村民给你做顿最正

宗的当地特色餐。

6. 【来崂山，一定要尝尝当

地特产的/ 崂山茶】

靠海吃海，依山傍海的崂山

人，在喝茶上也是极其讲究和豪

迈。在崂山一家名叫“云涧春”

的茶场，我们品尝了渔民们自家

种的崂山茶和海鲜茶点，据老板

娘介绍，崂山茶是用海水做的的

豆饼作为肥料种植的，所以茶里

有一股独特的豆香；据说泡完的

茶叶还可以用来包饺子。 茶叶

馅的饺子，这个还是第一次听说。

不过我这个根本不会喝茶的人，

倒是深深恋上了崂山的绿茶味

道，的确有一种豆香的馨香在。

喝茶配海鲜，崂山人喝茶一

大怪，真是靠海吃海啊，豪迈！

7. 【吃在崂山】

崂山人的吃，更是离不开海。

分别吃在崂玻洞府酒家，太清景

区的望海山庄等，都是当地崂山

渔民开的小饭庄，几乎上桌的咸

菜里，都离不开海鲜，海边人吃

海鲜的方式，让我们大开眼界！

海边人菜里不放海味，似乎

不会做菜，如南方人放辣椒一

样，无论与什么搭配，一定要有

海的食材，炖鸡，炖牛羊肉也要

配海味，真是要 啧啧！

这样风景如画，海鲜盛宴的

崂山，我怎么可以，不与它约在

百年？！！

北京銀杏如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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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Gives New Direct China Flights To American Airlines

doctors used to treat their patients,” Yang said. “TCM 
will be ruined if we keep pushing to industrialize it.”
But traditional medicine represents a huge economic 
opportunity for China to capitalize on one of its most 
profitable traditions. In addition to the draft law, 
this year the government released a 15-year plan 
for TCM development from 2016 to 2030. The plan 
sets ambitious goals for the industry, saying that it 
should become one of the major pillars of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provide 30 percent of the medical 
industry’s gross output by 2020.

TCM will be ruined if we keep pushing to 
industrialize it.

- Yang Fenglin, TCM pharmacist
Traditional medicine could also help ease the demand 
on China’shospital system, which typically sees 
services centralized in the supersized general hospitals 
of major cities. The government plan aims to provide all 
Chinese people with access to TCM services by 2020, 
echoing the policies of the Mao era, when traditional 
medicin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imary health 
care, especially in rural areas.
Many use traditional medicine as holistic and 
preventative care to complement hospital treatments. 
Yang told Sixth Tone that most of the patients at 
his clinic in Shanghai have chronic diseases or 
reproductive issues, and TCM offers more holistic 

remedies.
“Western medicine only cures 
specific diseases, but real 
TCM doctors see beyond the 
external symptoms. They will 
find out the underlying causes 
and improve your health as a 
whole,” Yang said.
But the government’s 15-
year plan also acknowledges 
that the industry is riddled 
with issues: The quality of 
herbs is falling, regulation is 
inadequate, and there aren’t 

enough qualified practitioners to inherit the tradition.
“The TCM law aims to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TCM in China, rather than to regulate it,” law professor 
Wang told Sixth Tone. But he thinks progress needs to 
come from within the sector.
“If the TCM industry doesn’t improve its 
professionalism and quality of service, the law can’t 
help it to advance,” Wang said. (Courtesy http://www.
sixthtone.com/news/traditional-medicine-law-stirs-
debate)

Traditional medicine is still widely popular in China, 
where many see modern medical science as risky, 
impersonal, and somewhat foreign. The government 
wants to encourage the growth of the traditional 
medicine industry, in part to recognize it as an important 
and lucrative element of China’s cultural heritage, but 
also in anticipation of growing pressure on the nation’s 
health care sector as the population ages.
However, a new draft law aiming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medicine industry has 
sparked debate on how regulation should tackle a 
5,000-year-old custom. Some say the law will permit 
and promote unscientific practices, while others say it 
will dilute cultural heritage by using modern principles 
to assess traditional remedies.

To many proponents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thousands 
of years of practice is adequate proof that classical 
prescriptions are safe for the human body. “If all 
medication based on classical prescriptions had to go 
through clinical trials, we’d have to wait so long that 
we’d lose our precious heritage,” said He Ruifang, 
vice president of northwest Gansu province’s Second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which is famous for 
bringing together traditional and modern medicine.

If all medication based on classical 
prescriptions had to go through                                                                   

clinical trials, we’d have to wait so long that 
we’d lose our precious heritage.

- He Ruifang, vice president of Gansu's Second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The draft legislation attempts to marry ancient 
traditions with a modern system of medical oversight. 
The proposed law regulates 
many aspec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from the herbs and other 
ingredients used in 
remedies to the training 
of practitioners. It also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TCM in accordance with 
long-standing traditions, 
permitting those who learn 
from senior practitioners 
rather than medical schools 
to acquire licenses and open 
their own clinics.
China’s traditional medicine industry is already 
sizable. In 2014, a total of 531 million people visited 
TCM hospitals, and many more visit small clinics 
or use traditional remedies themselves at home. The 
idea of a TCM law was first proposed in 1983, but 
it took until September this year for a draft to pass a 
second reading in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t’s 
likely to become law by the end of the year, according 
to Yu Haiyang, deputy office director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 skeptics, the draft law gives the green light to 
TCM practices that are unscientific and dangerous, 
lending them a veneer of legitimacy through licensing. 
Unqualified TCM doctors could prove hazardous to 
patients, said Feng Changgen, vice president of the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a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The draft legislation has also come under fire for 
allowing herbal medicinal compounds based on 
“classical prescriptions” to enter the market without 
undergoing lengthy clinical trials. Licensed TCM 
practitioners and village doctors would be allowed to 
grow their own herbs for medical use.
“Relaxing restrictions for Chinese medicine could 
cause safety issues,” Wang Guisong, a law professor a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old Sixth Tone. “Many 
believe that Chinese medicine is safer and has fewer 
side effects than Western medicine, but they don’t 

realize that some TCM also has Western medicine in 
it.”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many TCM preparations 
also contain pharmaceuticals, though this is strictly 
banned in Hong Kong.

Relaxing restrictions for Chinese medicine 
could cause safety issues.

- Wang Guisong, law professor a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esticides and heavy metals have also been detected in 
TCM preparations in recent years. In 2013, a medicine 

produced by Tong Ren Tang, a 
well-known TCM company with 
a storied history stretching back 
to 1669, was found to contain 
mercury levels five times greater 
than the legal limit.
The draft law attempts to address 
the crisis TCM faces as it evolves 
to compete with a rapidly 
developing system of medical 
science. But to some TCM 
practitioners, the legislation’s 
attempt to evaluate TCM 
according to modern procedures 

will weaken and corrupt traditional practice.
“It’s rare nowadays to meet a practitioner who truly 
understands and uses TCM methodology,” said Samuel 
Tan, a 28-year-old TCM 
practitioner in Guangzhou, 
capital of southern China’s 
Guangdong province. Tan has 
been practicing TCM for two 
years, after studying TCM 
at a medical university for 
seven years, but he does not 
believe the university system 
has given his generation 
better training than in the 
past. Because students 
now spend half their time 
studying scientific subjects 
like anatomy, their knowledge of TCM is superficial 
compared to that of elder practitioners, he explained.
Tan isn’t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of TCM as more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retires, and Yang Fenglin, a 
veteran TCM pharmacist with 26 years’ experience, 
agrees. “An apprentice should follow a senior TCM 
practitioner for 10 years to become qualified,” Yang 
said. He feel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no longer 
truly “traditional” or “Chinese” since it has adapted to 
align with modern medicine.
“Nowadays, a TCM doctor at a big hospital will need 
to see 100 patients each day. That is not how 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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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DOT) has awarded 
American Airlines a new flight between Los Angeles and 

the Chinese capital of Beijing.

American Airlines is the third American carrier to be 
granted direct China flights by the U.S. government. (Photo 
: Getty Images)

Women handle peony roots, a common ingredien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ozhou, Anhui province, Nov. 
25, 2013. (Xinhua Photo)

A mannequin at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linic shows the meridians of the human body, 
Shanghai, March 2, 2011. (Photo/Sixth Tone)

Pharmacist Yang Fenglin double-checks a patient’s 
regime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Shanghai, 
Nov. 3, 2016. (Photo/Sixth Tone)

Chinese herbalist weighing herbal medicine using 
traditional scale in Baitasi pharmacy, Beijing, China.

Chinese Medicine Law Stirs Debate
Between Scholars and Skeptics

China Wants To Promote Traditional Remedies 
-- But Will Modern Regulation Water Down Heritage?

The 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DOT) has 
awarded American Airlines on Monday a new flight 
between Los Angeles and the Chinese capital of 
Beijing.
The decision was made between the American Airlines 
and Delta Airlines, with the latter also in the bidding 
for the daily round-trip nonstop route between the two 
cities, the DOT said in a press release.
The DOT said there were not enough frequencies 
available to satisfy the demand of both American and 
Delta so only one application was approved.
The new flight is included to the two existing flights 
between the U.S. west coast and Beijing, which are 
the Seattle flight by Delta Airlines and United Airline's 
San Francisco flight.
The decision caps an intense scramble between 
American and Delta for an additional flight between 
Los Angeles and Beijing in a bid to strengthen their 
operations in the American west coast.

Delta said in a DOT filing that it has a 9 percent share 
of the seats to Beijing--including codeshare flights-
-compared to just 15 percent for American and 75 
percent for United.
American Airlines argued in its filing that Delta 
already retains a significant advantage over in U.S.-
Chinese flight competition, as Delta and its Chinese 
partners, China Eastern and China Southern, handle 
nearly twice as much traffic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as it and the American Airlines China partner, 
Hainan Airlines, combined.
According to the DOT, allowing a third U.S. airliner 
would foster competition into the lucrative market 
bolstered by the large Chinese population residing in 
the western coastal states of California and Washington.
The U.S.-China market remains tightly regulated, with 
more airliners seeking to fly to China's major cities that 
both governments will allow. Currently, the U.S. only 
allows 154 flights to Beijing and Shanghai.
Those who are opposed to awarding American the 
flight have until Nov. 22 to file their respective 
comments before the DOT before it hands down its 
final decision, according to Reuters. (Courtesy http://
en.yibada.com/articles)
Related

President-Elect Trump’s aggressive stance 
against China could undermine the US 

airlines’ potential future
largest growth markets

Mr. Trump positions himself as a powerful negotiator, 
something that implies the ability to compromise, 
albeit in his case with more than a hint of bullying. In 
practice he is likely to find that foreign governments 
do not respond well to excessive pressure, so that short 
term gains might generate retaliation against US firms, 
who are often well aware of the advantages they receive 
from free trade. Such pushback will undoubtedly 
moderate the international rhetoric, but "making 
America great again" carries with it a momentum that 
may well outweigh the need for rationality.
His aim is to play it tough in negotiations and fight 
back against China’s “blackmail', and "...reject 
corporate America’s manipulation of our politicians…
We need smart negotiators who will serve the interests 
of American workers – not Wall Street insiders that 
want to move U.S. manufacturing and investment 
offshore.” (www.donaldjtrump.com)
The US-China bilateral air services access regime is 

poised interestingly at present. Under US pressure 
China had agreed – reluctantly - to move progressively 
towards an open skies regime. Anticipating the power 
of the large US airlines and recognising that the 
Chinese airlines’ reach behind US gateways would be 
limited, Beijing sought to protect its airlines while they 
grew and established some brand 
recognition.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China’s 
major airlines have expanded 
rapidly and have substantial 
widebody orders; in fact, Beijing is 
bumping up against capacity limits 
in several markets, including the 
US.
Delta, for example, would like to 
establish a joint venture with one of 
its Chinese  SkyTeam partners; the 
world's largest airline has already 
invested equity in China Eastern. 
Although the Chinese majors are 
heavily and openly subsidised, Delta does not see this 
as a barrier to cooperation, or to open skies with China.
The US DOT will nevertheless not countenance 
immunised JVs without a fully liberal agreement in 
place, so China faces the dilemma of agreeing to open 

skies – with the potential risks it brings – or having no 
room for its airlines to expand in the US.
This potentially presents Mr Trump with a paradox. 
With China seemingly on the brink of agreeing to open 
skies, he could potentially “bully” China into agreeing, 
illustr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his negotiating skills. 

But that would appear to be at 
odds with his tightening of trade 
with China so long as it persists 
with “illegal export subsidies 
and lax labor and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Meanwhile, Delta – and 
potentially other US airlines – is 
only reluctantly being obliged 
to enter the relatively risky 
China market on direct services, 
without the security blanket of 
a JV; nor do Chinese airlines 
have the room to expand in the 
US as they would like to. Delta 

anticipates that "international is key to long term 
growth" (Delta Investor presentation), but until it has 
the risk-reduction comfort of a JV, this expansion will 
be slowed (Courtesy http://centreforaviation.com/
analysis/president-trump-and-us-a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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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鄧大軍諜戰往事：

劉伯承拒接受楊森“起義”
二野情报处为配合解放西

南，做了许多重要工作。西南曾

经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即

通常所称的“国统区”。重庆，

是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陪

都”。在西南，国民党特务机构

的触须，伸到了每一个角落，控

制最为严密。因此，二野司令部

情报处的首要任务，就是迅速摸

清国民党在西南的各级军政机构

和特务系统。他们通过派驻武

汉、南京等地的“关系”，并利

用电台截获，搞清了国民党西南

特务系统的电台，并综合写成

《伪国防部二厅潜伏我区之谍报

组电台番号位置》等文件，由第

二野战军参谋长李达呈报中央。

二野情报处副处长魏锦国曾

带着几个参谋，还找了一批大学

生协助。在上海东方经济图书馆

搞西南情况调查。他们在大部队

进军西南之前就编印了云、贵、

川、康、藏的政治、经济、文化、

军事等情况，每地一册，极为详

尽。情报处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

完成这项工作，因为这个图书馆

是日本人搞的，他们派了一批特

务，还有和尚等，早在数年前已

经到上述数省进行过调查，日军

投降后，来不及将这些资料带回

本土。

设法联络郭汝瑰

在南京，情报处接过中央转

给二野的地下党关系。建立这些

关系，是中央长期工作的结果。

郭汝瑰，是董必武在重庆发展的

关系。郭有个同学叫任廉儒，是

共青团员，到延安学习后，在中

央组织部当干事，被派去做郭的

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川盐银行

上海华山路办事处主任。郭后来

当了蒋介石国防部作战厅(三厅)厅

长，任廉儒一直同他保持联系。

郭曾多次把国民党作战计划等绝

密文件交给任廉儒，请他转交中

共地下党负责人。

杜聿明一直不信任郭。如在

徐州会战时，蒋介石主持作战会

议，郭汝瑰报告情况，提出方

案。讨论时，杜聿明不发言。会

后，杜单独找蒋介石谈了作战意

见，说郭不可靠。蒋介石说，年

轻人嘛，怎么能不相信呢。郭汝

瑰后来按照中共地下党的意图，

向顾祝同提出要到西南当个军

长，带部队和共军作战，经蒋介

石同意后，组建了第72 军，以后，

又被蒋介石任命为第22 兵团司令

兼72 军军长。二野情报处接了中

央转来的郭汝瑰的关系，但却联

系不上任廉儒。柴军武(新中国成

立后改名柴成文，曾任国防部外

事局局长)设法在上海找到了任廉

儒的弟弟任英儒，又派赵力钧(曾

在冯玉祥部当参谋)陪同英儒去找

廉儒，然后同去重庆和郭汝瑰联

系起义。

郭汝瑰起义后，国民党内部

震动极大。蒋介石到台湾后曾

说：“没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

谍。”郭起义后，被任命为川南

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中苏友

好协会会长。

西南军区成立后不久，担任

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刘伯承到

南京兼任军事学院院长。因郭汝

瑰曾在国民党陆军大学当过研究

员和教官，就被刘伯承点名调到

军事学院当教员(后任军事史料研

究处副处长等职。曾当选为第

四、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刘宗宽主动提供

国民党西南部署的情报主动

向二野情报处提供情报的还有刘

宗宽。他原是杨虎城的团长。西

安事变后，国民党军统向蒋介石

告他通共，蒋要枪毙他，但因查

不到确凿的证据，只判了有期徒

刑。后张群把他要去当代理参谋

长(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刘宗宽

传递情报，是通过二野情报处派

出的一个政治交通员，叫屠云

剑，他还有一个关系人，叫房显

志，是刘的小老乡。

蒋介石亲临重庆，主持作战

会议，研究保卫西南的部署时，

曾让刘宗宽作分析中共进攻西南

路线的报告。他就“有理有据

地”分析出解放军一定会采取三

国时代邓艾过秦岭、度阴平，由

陕入蜀的路线，根据是贺龙正在

宝鸡一带集结第18 兵团、第7 军

等部，似有由陕入川的态势。

当时，包括蒋介石、张群在

内的高级将领都确信了刘宗宽的

“判断”，并作了由胡宗南等部

重点防守川北的部署。而实际

上，刘邓大军协同四野一部，是

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战术，佯

装向南进攻，实则从湘西直插云、

贵，堵住国民党军逃往国外的退

路后，再由贺龙部由陕入川，实

施夹击。开始，为了稳住胡宗

南，贺龙奉命采取了“攻而不破”

的佯攻战术。胡宗南中计，还向

蒋介石发电报邀功，说他的防守

固若金汤，贺龙久攻不破，让蒋

放心。待蒋介石发现刘邓大军南

下的真正意图后，为时已晚。就

这样，蒋介石的九十万部队，几

乎全部被歼灭于西南境内。

当然，刘宗宽并不知道中共

的西南作战计划，但他的“判

断”，影响蒋介石作出了错误部

署，客观上帮助了解放军。国民

党军撤退时，刘宗宽不走，留在

重庆，继续向二野情报部提供情

报，还做了些工作。因此，刘伯

承对刘宗宽评价比较高，说他的

情报比较全面，把国民党在西南

的整个部署都摸清了。

刘伯承拒绝接受杨森“起义”

二野情报处接上中央转交的

关系，继续联系和做争取国民党

军西南高级将领起义的工作。这

些老关系，主要是刘文辉、邓锡

侯 (原四川省主席、国民党第 95

军军长，时任西南长官公署副长

官)、潘文华(原第 28 集团军总司

令、川陕鄂边绥靖公署主任、西

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黄隐、鲁崇

义等。西康省主席、第24 军军长

刘文辉从抗日战争时期就设了秘

密电台，同中共保持联络。淮海

战役后，刘文辉为了避开国民党

军统的耳目，更换了与中共和二

野的联络暗号。为了保持与刘文

辉的正常联络，李达曾两次通知

二野各军电台注意这一暗号，第

二次电文是：

“杨[ 勇。二野五兵团司令

员]潘[淼。五兵团参谋长]并各军

首长：我寒电所述刘文辉部与我

军之联络记号，望再告前线部队，

注意切实照行，免生误会。李达

皓”(“[ ]”内的字为笔者所加)

1949 年12 月9 日，刘文辉、

邓锡侯、潘文华、卢汉率先通电

起义。蒋介石气急败坏，让胡宗

南派部队炸了刘文辉在成都的一

处住所，拉走了数辆大卡车的财

产。幸好刘文辉当时并不在此居

住，逃过一劫。

此后，在二野通过地下党组

织的争取之下， 1949 年 12 月中

旬，国民党第7 兵团司令裴昌会、

国民党川陕鄂边绥靖公署副主任

董宋珩、第 16 兵团副司令曾甦

元、第 16 兵团司令罗广文、第

22 兵团司令兼 72 军军长郭汝瑰

等宣布起义，第 5 兵团司令李文

率残部投诚；27 日， 第18 兵团

司令李振起义。当天，成都宣布

解放。上述这些国民党起义将

领，都受到了欢迎。唯独有位鼎

鼎大名的杨森，却遭到了刘伯承

的拒绝。

二野进军到湘西时，电台收

到了杨森(国民党第20军军长、西

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重庆卫戍总

司令部总司令)发给刘、邓的一封

明码电报，表示要起义。柴军武

收到此电后，向刘伯承司令员和

邓小平政委做了汇报。刘伯承说：

“千万不要这些人，别理他！你

们做起义工作，不要找这些人！”

这是因为，当年刘伯承和杨

闇公领导顺(庆)泸(州)起义时，遭

到反动军阀刘湘的残酷镇压。

杨、刘争取杨森支持起义军，牵

制刘湘。杨森虚与委蛇，向杨、

刘表示支持革命。但在起义军危

难之际，杨森却坐视不救，致使

起义军失败，杨闇公不幸被俘，

惨遭杀害；刘伯承辗转脱险，参

加了南昌起义。朱德也曾做过杨

森的工作，但他仍然是采取两面

三刀的策略，表面应付，虽小有

帮助，但一直死心塌地站在国民

党反动派阵营。他此次致电刘伯

承表示起义，也是见蒋介石大势

已去，自知如果顽抗，也难逃被

歼的命运。

杨森没有收到刘伯承的答

复，还不死心，在重庆解放之后，

又派“使者”到重庆找刘伯承面

谈，这是因为他还有一部分残余

部队被二野包围在山上。“使者”

对和他接洽的柴军武和任白戈

说，杨森要求起义，但条件是把

他的“笼灶”(在重庆的浮财)运

走，用那些被包围的部队作交

换。刘伯承听了柴、任的汇报后，

非常生气，说：“我不见他！你

们去跟他谈去，让他转告杨森：

有多少枪缴多少枪，就是缴械，

别的不谈。”杨森碰了个大钉子，

灰溜溜地跟随蒋介石逃到了台

湾，还做了一任台湾的国防部

长。如果蒋介石知道他曾向刘伯

承要求起义，不但做不成国防部

长，恐怕连性命也难保吧。

捉拿杀害杨虎城将军的凶手

进攻重庆前，刘伯承向李达

交代了两件重要的任务：一是搞

清张学良、杨虎城被蒋介石秘密

囚禁的地点，一是迅速与被关押

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的中共党员取

得联系，以便设法营救他们。经

过二野情报处和四川地下党组织

电台不间断的联络，搞清了白公

馆和渣滓洞的位置(但张学良和杨

虎城将军的囚禁处尚未侦知)，并

商定了营救计划。刘伯承得知他

们都被关押在重庆后，指示部队

以最快的速度，提早攻下重庆。

虽然二野和四野一部于11 月

29 日夜攻入重庆市区，但十分遗

憾的是，蒋介石 11 月 30 日逃往

成都之前，就已经下令枪杀了囚

禁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中共党员

和进步人士；囚禁在戴公祠的杨

虎城及其家属八人被残忍地刺

死；张学良早已被转移他地。所

以，营救计划未能实现。

刘伯承、邓小平进驻重庆

后，把寻找杨虎城将军遗体和搜

捕杀害杨虎城凶手的任务，交给

了新建立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

部(部长周兴)。

经公安部系统与西南军区司

令部情报处(原二野情报部处)合

作，首先找到了杨将军和秘书、

家属被埋地点，挖出遗体，妥为

安葬。又经过一年多的搜捕，终

于将逃到云南的杀害杨虎城将军

的首恶特务李家杰、杨以模等十

二名凶犯抓获。1951 年4 月15日，

在昆明市“抗战胜利纪念堂”召

开公审大会，将李、杨、张等游

街示众，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当时，昆明市“万人空巷，鼓掌

称快”。

1949年12月， 正当成都之敌

被围歼之际，二野司令部情报处

于25 日又获得了一个重要情报。

李达立即于当天致电军委、陈赓

部和滇桂黔边区纵队：“廿五日

谍息：敌廿六军及八军一部准备

集开远，尔后向越南方向逃窜。”

刘伯承、邓小平指示二野第4

兵团和四野一部，在边纵的协同

下，以急行军速度，堵歼该两

部。李弥、余程万料不到解放军

会得知他们的行动路线，故未引

起警觉，依然按预定路线逃窜。

我军绕过他们，堵住了他们逃往

越南的通道，在滇南的蒙自、个

旧等地，歼灭了逃窜中的李弥第

8 军和余程万第26 军，仅有少数

残余部队逃往缅甸。

此 战 ， 还 有 个 意 外 的 收

获 ——活捉了刚由台湾飞到滇南

指挥作战的陆军副总司令汤尧。

在云南、贵州、四川、西康

四省解放前后，西南军区接受了

中央赋予的一个重大任务——解

放西藏。情报工作者在和平解放

西藏的过程中，又建立了新的功

勋。

揭秘舊上海騙局：
商行和典當鋪串通起來坑人

那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的旧事了。

由于日子一天天难过，

不得不把物品送往典当铺、

靠一点“当金”勉强度日的

人越来越多，嗅觉灵敏的商

人们很快便嗅出了其中的

“商机”：花几个钱，将那

些当票收买过来，让此票与

物主永远脱离关系，再转手

出卖，不就可以大赚一笔了

么！于是，一些商家——上

有堂堂首饰店、金器铺，下

至旧货店、纸烟摊等，甚至

连普通住家也纷纷挂出“代

客赎当”的招牌，据记者调

查统计：整个上海滩，如雨

后春笋般冒出的这类“商

行”，竟达 5800多家！这一

行业迅速走红，究其原因，

是将物品送往当铺，是当不

到多少钱的，名义上“值十

当五”，即价值百元的物品

可以当 50元，实际上往往只

能到手三四十元，甚至还要

低些；而一旦过了期限又无

力赎回，原物就归商家所有

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

自知无力赎回原物，情愿出

卖当票以减少损失；另外一

些人则手头不宽，从“代客

赎当”者手中买得当票后，

再从当铺赎出物品，虽然旧

了些，却比新货便宜得多，

何乐而不为呢？

有位记者先生，受朋友之

托，要买一只手表，于是，便

从某“代客赎当”处买了一张

他们收下的当票，票面上写的

是只“双骑马十五钻长方形手

表”，当价12块大洋，当票要

售10块大洋。经过讨价还价，

当票降为8块成交。记者心中

暗想，以20块钱买一只价值五

六十块钱的手表，还是挺合算

的，交款后便拿着当票，兴冲

冲地去找票面上标明的那家典

当行。

费了好一番周折，终于

在一个偏僻的弄堂里找到了

那家当铺：弄堂口睡满了乞

丐，弄堂里的水泥路面也损

坏了不少，所谓“当铺”也

是由住家改成，只在紧闭的

门上漆了一个黑色的“當”

字。叩开大门，里面出来一

个四十来岁的伙计，大概他

正在打瞌睡，伸了一个懒腰

后，又费力地瞪起那双睁不

开的睡眼，冷冷地问：“什

么事？”

“赎当啊。”记者坦然

回答后，不由暗暗慨叹：从

你这副神情，也可以推想到，

当初物主于困窘中拿着物件

来求当的时候，你的脸色还

不知要难看到什么样子呢。

咳，穷人做不得啊！接着，

记者前脚跨进大门，伙计随

即“砰”的一声，将门关上

了。屋内高高的柜台里面，

只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学徒。

于是记者又想：唔，看这架

势，你这个所谓的“伙计”，

或许就是这儿的“老板”吧？

那伙计(或老板)自然不去理会

顾客在想什么，他从柜台下

面的一个大洞里钻进去，抹

了几下眼睛，将记者送上去

的当票看了一会儿，然后又

将算盘滴滴答答地拨了好一

阵，才抬起头来说：“利息3

块钱，存寄费1块钱……”

记者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物主拿了对方 12块当金，过

了 5个月，竟然要付 3块钱利

息加 1 块钱存寄费。然而，

既已到了这个地步，只得一

并捧上 16块大洋，交给那个

伙计。伙计又朝他脸上望了

好一阵，才转身往里门走去，

足足过了一刻钟，才拿着一

个小白纸包，出来交给记者。

记者打开一看，那的确是只

长方形的手表，只不过，表

壳的四周已经生了不少黄锈，

表面的玻璃还有条裂纹，表

带也旧得几乎快要折断了……

总之，看到这只手表，立刻

就会想到弄堂口的破损路

面，与想象中的漂亮手表相

差太远了！记者与伙计交涉，

说是我花了这么多钱，手表

何至于坏到这种地步？伙计

立刻板着脸叱道：“胡说！

典当铺里哪有弄错物品的事

情？你自己不好好保管，怎

能赖别人？”

那个伙计却早已不耐烦

了，直着嗓子叫唤：“去罢！

还呆在那儿干啥？”

记者无奈，回身走出门

来，站在高低不平的路面上，

怀着一线希望，打开后面的

表壳，糟糕的是，一个不小

心，这小玩艺儿一打滑，立

刻将里面藏着的零乱的小螺

丝、小轮齿、小铜块等，倒

翻了一地，只有那断了的发

条，像小蛇一样拖在外面，

一端还钉在轮齿上，不住地

摇晃、抖动。那许多小零件

都嵌进裂坏的路缝里，再难

收拾起来；倒是路边许多赌

画片的小孩子，见此情状，

一窝蜂地涌过来，趴在地上

抢着捡拾。于是，记者花了

24块钱刚买来的东西，就算

是送给孩子们作赌胜负的筹

码了。

倒霉的记者站在路边轻

声叹息：希望完了，理想中

漂亮的“双骑马十五钻长方

形手表”，只剩下一个生满

了黄锈的躯壳——朋友的事

情没办成，还损失了不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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