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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精考察﹐代理國內外旅行

機票﹑遊輪﹑酒店﹑租車﹑
旅遊度假﹑為你度身訂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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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佳節，合家歡聚，品佳肴，大團圓。
上海紅木家具公司，為您提供精美紅木大圓
桌，高貴典雅，讓合家歡聚，更具濃厚節日氣
氛。圓桌有 48",54",60",72" 不同尺寸，並配有
桌上轉盤，迎合大家的不同需要。還有玻璃面
圓桌，親朋相聚，更顯新春的團圓氣氛。

除了大圓桌，上海紅木家具公司還有多款

上海紅木傢俱公司推出
年節假期，大餐桌，大團圓

長方形紅木餐臺，正方形早餐臺，既有中式鑲
貝殼餐臺，也有英式雕花虎爪餐臺，可配座椅
4-12 人，供您選擇。

此外，為喜歡茶道的朋友，該公司還新進
了一批精美的紫檀木茶枱，茶椅，有方形，扇
形兩種，為客人增加節日品茶的樂趣。另還有
紫檀木的客廳沙發組合（十件套）, 高端大氣，

古色古香。
除以上餐廳，客廳的紅木家具外，該公司

25000 尺的寬敞展示大堂，陳列有各式睡房家
具，辦公室家具，可整套買，也可分件購，皆
美觀舒適，質量上乘。

上海紅木家具公司，是德州最大，品種最
全的紅木家具公司，具有 33 年歷史，以良好的

信用，優良的品質，享譽休士頓社區。
該 公 司 地 址：3020 Fondren Rd.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975-8605
網址：www.rosewoodfurniture.us

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黃永瑞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CC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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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

15% OFF

花崗石花崗石

平方呎

Peach &
Tea Brown

特價

帶按裝費帶按裝費＊

$$1414..9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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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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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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在美國怎么過新年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元

旦的意义远不如春节重大，也很

少有人会认真庆祝元旦。不过，

远在美国的学子们面对的恐怕就

是盛大的元旦庆典和小打小闹的

中国春节。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美国人怎麽过新年吧。

在距离新年还不到一个月

时，浓郁的节日气氛已经悄然笼

罩美国各大城市，大街小巷到处

都可见到节日的影子。在美国，

元旦虽不如感恩节或耶诞节那样

热闹，但也是美国每年都要举行

庆祝活动的主要节日之一。

新年前夜，全美的教堂都会

举行隆重的礼拜活动，人们聚集

在教堂、街头或广场，唱诗、祈

祷、祝福、忏悔或许愿，一同迎

候那除旧更新的瞬间。午夜12点

整，全国教堂钟声齐鸣，乐队高

奏有名的怀旧歌曲《一路平安》，

在音乐声中，人们相拥在一起，

甚至素不相识的人也可以互相亲

吻。人们怀著惜别的心情迎来新

的一年。

同全世界人民一样，美国人

也喜欢庆祝新年的到来。十二月

三十一日在纽约，人们最喜欢聚

会的地方是纽约的时代广场。成

千上万的美国人和国际游客拥挤

在这块胜地，当新的一年的一刹

那到来时，喧闹声骤然四起。人

们热情欢呼，沉浸在幸福的激情

之中。

面对新年的到来，加利福尼

亚州有玫瑰花会，这是美国规模

最大的新年庆典。是十裡长街佈

满鲜花的盛大庆典，五六十辆完

全用鲜花、特别是用玫瑰花扎成

的彩车徐徐而行，长达数英里，

车上还有用鲜花做的各种模型。

庆典上，数以万计的当地民众都

会参与其中。

在费城，有长达 10小时的

“化妆游行＂。这种活动的起源

要追溯到17世纪中叶定居于德拉

瓦河沿岸的瑞典与英国移民的习

俗。当年他们总是身著盛装在乡

村举行新年庆祝游行。今日费城

的化装游行也仍然保留著昔日的

特色。会有几万人参与，有的装

扮成小丑，有的化妆成妇女(按照

古老习俗，这个游行不允许妇女

参加)，随著彩车，载歌载舞，热

闹非凡。

还有不少州举行元旦足球

赛。鲜花盛开的加利福尼亚州，

有玫瑰杯足球赛；盛产棉花的德

克萨斯州达拉斯城，有棉花杯足

球赛；甘蔗产地路易斯安那州新

奥尔良，有糖杯足球赛；后来又

新出现佛罗里达州杰克森维尔城

的鳄鱼杯赛，以及德克萨斯州埃

尔帕索城的太阳杯赛等等。

此外，新年许愿也是美国人

一大习惯。他们称之为“新年决

心（New Year's Resolution）＂。

这决心通常只是一些朴实而实

际的打算。例如：“我一定戒

烟＂，或者“我要好好对待邻

居＂等。他们总是坦率地讲给大

家听，以期得到监督和鼓励。

在美華人一定要了解的美國風俗習慣和生活小竅門
所谓入乡随俗，刚到美国不

久的华人，常常会因为生长的文

化背景不同，和对美国社会生

活丶风俗习惯的了解不够，而＂

出洋相＂闹笑话。下面商僧就为

大家介绍一些在美国生活应该掌

握的小窍门，或应该了解的美国

人的社会风俗习惯。

1丶许多中国人刚到美国时

完全没有付小费的概念，常常因

此搞得大家很尴尬。其实，在美

国很多地方都需要小费，例如餐

厅丶理发等通常占10%-15%的消

费；旅馆丶计程车等通常只需要

1至3美元。此外，您还应该了解，

美国的餐厅一般一桌只有一个服

务生，一开始是谁帮你点菜的，

待会有什么事情就找他，因为你

的小费只付给他，所以其他服务

生没有义务帮你。

2丶Rebate和 cash back都是

在美国经常用到的促销方式。所

谓 rebate 就是把东西买回家之

后，填一份申请书，付上产品的

电脑条码（UPC），连同收据寄

给制造商，他们回寄你支票；而

cash back就是在结帐的时候直接

退还现金给你。附记：良好的节

俭习惯是留学生活的根本。

3丶很多场合会要求出示身

份证件，特别是附有照片的证

件，如银行开户，餐厅酒吧点酒，

使用支票购物，到邮局领包裹等。

可用来证明身份的证件有驾照

（可持护照丶出生证明丶居住地

证明向各地汽车监理站申请）丶

学生证丶信用卡等。附记：驾照

于笔试后即可得到，但无法开

车，需要另外考路试才可驾驶。

4丶在美国念书，一定要强

制保险，多数学校明文规定没有

保险，就不能注册。学生保险的

费用大约是五百至一千美元。整

个家庭大约在二千至三千美元之

间。选择保险要注意可能发生的

疾病，是否在Cover的范围，还有

Cover的比例是多少。美国保险

是部分给付，而且要超过一定金

额，称之(deductible)。一般保险

Cover的范围是＂医疗上必须＂的。

附记：如果学校没有一定要申请，

另外治牙费用不在保险范围内；

大病通常都需要自己购买保险。

5丶美国社会现在几乎是持

卡时代，随身不带太多现金，以

免招来危险。有时在餐馆使用百

元大钞，还会引来不便，不如随

身携带提款卡及信用卡，使用方

便。虽是如此，但随身不妨多带

些quarter，一来可打电话，二来

可付小费，或其他投币之用。附

记：如提取大量现金（超过2000

美元）需要提前电话预定。

6丶各种帐单应准时支付，

帐单上多会载明付费截止日期，

最好能够提早一周左右支付。万

一误时，不仅可能会遭罚款，同

时也会使自己信用扫地。附记：

在美国信用大于一切，信用不好

今后买房丶买车困难，甚至连工

作都难以找到。

7丶美国人喜欢养宠物，特

别是狗和猫，但是在未经主人同

意时，最好别随意逗主人家的

狗。美国人带狗去住宅区散步

时，会带着为狗清除粪便的工具

与袋子。有责任心的美国人会将

家中养的狗猫带去兽医那儿做节

育手术的。在美国虐狗等同于虐

人，不喜欢狗的朋友需要避让。

8丶有人打喷嚏时，美国人

就会异口同声地对他说"Bless

you"， 打 喷 嚏 的 人 也 都 会 说

"Thank you"致谢；在公共场所避

免打嗝，如果不小心打了嗝，就

得赶快说声"Excuse me"。切记，

了解并遵从简单的生活习惯，有

助于让你很好地融入美国社会。

9丶在美国公共场合例如公

交车、地铁不要大声喧哗，注意

排队上车。

10丶万圣节在北美有习俗，

小孩子会挨家挨户敲门，你需要

准备些糖果，否则你的窗户可能

不保。附记：这是北美的习惯，

警察不会管的，自己多准备些才

是硬道理。

11丶租房在美国很关键，学

校里面比较贵但是安全系数比较

高；外边自租相对自由也可以有

更多选择，费用也会相对便宜，

但要看清楚房费是否包含各种水

电费。附记：自租尽量避免在黑

人区，那里相对便宜但是安全系

数真的不高。

12丶BOXING日是美国一年

一度的打折日，也是华人采购的

最好时机。如你需要购买心仪的

商品，需要提早去排队，否则好

东西都没有了。

來看看美國有意思的8個習俗

很多小伙伴们刚来美国的时候都

有“culture shock“。买东西要加税，

吃饭要给小费，买东西精确到分，还

可以退货。刚刚开始会觉得美国习俗

格格不入，甚至不想改变，但慢慢地

发现了美国一些有意思的习俗：例如

白宫也有bitch，老美最黑大人物。。。

爱尔兰圣帕特里克节 (St. Pat-

rick's Day)

每年的3月17日是爱尔兰的圣帕

特里克节，很多城市的水池，河流都

会用特殊产品染成绿色为了呼应这个

节日，还有的很多城市会举办大游

行，全国各地的人们都会在身上佩戴

一些绿色的饰物（绿帽子有很多！）

白宫也为了参与活动出示了 “白宫

前的碧池＂。

2夏威夷居民喜欢纹身

夏威夷的居民似乎比起美国其他

地区的人们更喜欢纹身。因为保守主

义和宗教主义在夏威夷的

影响力很低，当地的民风

比较开放，且夏威夷的移

民率很高，加上东西方分

化和波利尼西亚文化的融

合，给夏威夷的纹身文化

奠定了基础，他们都很有

创造力。

3拥有一节火车厢并随

意涂鸦

来了美国之后发现普

通人的出行方式一般除了飞机、大

巴、就是开车，很少有人会选择坐

火车，可能是因为火车费用不低时间

还长的原因。加州有这么一个传说：

政府允许平民自己购买一节火车的车

厢，然后带回家，可以随意涂鸦，

到自己满意为止。如果出行的时候

想坐自己家的车厢，就提前联系政府

，政府会派相关部门来帮助你把车厢

放到铁轨上。

4不是所有地方都说英语

在大家印象里，美国人都是说英

语的对不？其实不是这样的。在美国

的某些地区，比如墨西哥州，波多黎

各地区，官方语言是西班牙语。联邦

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美国的官方语言

到底是什么，只有28个州的州政府

设立了规定的官方语言。谁知道呢？

没准哪天某个州全是中国人，官方语

言就变中文啦~

5美国人喜欢“黑＂加拿大人和

英国人

作为同说英语为主的国家，美国

的本地人很喜欢拿加拿大和英国人开

玩笑，包括不同的习惯，说英语的腔

调等等。《老爸老妈的浪漫史》里，

美国的小伙伴就很爱拿加拿大来的罗

宾开玩笑。还有不少美国人说起英式

英语时，就会不自觉地模仿然后露出

鄙视好笑的神情。

6黑猫、十三和星期五

在部分美国人的印象里，见到没

人养的黑猫、星期五和数字“13＂是

不吉利的，就像咱们不喜欢数字“4＂

是一样的。

7部分地区产虔诚的教徒

在美国东南以及中南部的大部分

州，比如德克萨斯、俄克拉荷马、路

易斯安娜州等等，民风都非常保守，

所以基督教徒也非常的多，对宗教信

仰有一种近乎痴迷的“狂热＂，日常

的行为和心中的信念都以圣经的教导

为范本。

8技能与爱好按地区分

以旧金山湾区的硅谷为代表的西

海岸地区，被公认为精英与科技强手

的聚集地，而纽约即为时尚与艺术的

乐园。大多数西海岸人民热衷于户外

运动、健康的生活，但东海岸小伙伴

则喜欢室内运动和装扮。据说东西海

岸的审美标准也是不同的。

盤點那些老外過年的奇葩習俗，

美國的習俗簡直...
话说过新年的时候 , 中国人的讲

究可多了 , 什么扫房呀 , 守岁呀 , 一

套一套的 , 那咱们来瞧瞧 , 外国人过

年都干嘛呀 ?

西班牙 : 葡萄辟邪在西班牙 , 每

个人都会提前准备好12颗葡萄。新年

钟声每敲响一声 , 西班牙人都会吃一

颗葡萄 , 寓意带来繁荣 , 驱走邪恶。

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 1909 年 , 那一

年葡萄大丰收 , 大家都赶着在新年到

来前把葡萄吃完。唯一要注意的是钟声

可能敲得比咱们吞葡萄的速度还快 ,

当心可别噎着 !

美国 : 午夜之吻美国的午夜之吻

一定是世界上最浪漫的传统。它起源于

古罗马时期的农神节 , 每个人都要互相

亲吻。大家都相信没有在新年到来那一

刻接吻的人接下来一整年都会注定孤单。

意大利 : 吃豆饭豆饭在意大利不

仅是新年餐桌上不可缺少的食物 , 更

是财富的象征。人们相信吃得越多 ,

来年赚得也越多。这个传统起源于古罗

马时期豆子变金币的传说。不管是不是

迷信 , 营养丰富的豆饭都是年夜饭菜

单上的一个好选择。

丹麦 : 碎碎平安丹麦人迎接新年

的方式就是这么任性——吃完年夜饭以

后 , 把碎盘子偷偷堆到喜欢的人门

口 , 表达对他们的关心和祝福。 ( 话

说小编暗暗觉得这个举动有点小危险

呢 , 小盆友们千万表模仿啊 ! ) 在午

夜钟声敲响时 , 丹麦人一家老小会从

家具上跳下来 , 寓意 " 跳到新的一

年 "。

意大利 : 火红内衣招桃花不管是

带蕾丝、镶钻还是朴素的基本款 , 只

要是红的 , 就能给你招来桃花。谁也

不知道这个传说从哪里来 , 但新年橱

窗里一大片的火红告诉你 , 只要穿上

它 , 接下来这一年爱意和激情都不会

离你很遥远。

菲律宾 : 圆形招财在菲律宾波点

总和金钱、好运联系在一起。所以在

12 月 31 日街上到处都是波点图案装

饰。而不管是穿衬衣、裙子还是裤

子 , 都得有个小口袋 , 里面好装满硬

币 , 这样在钟声敲响的时候就可以听

到哗啦哗啦的响声 , 寓意财源滚滚。

苏格兰 : 大游行苏格兰的游行特

别热闹 , 包括灯光、焰火、装扮成维

京人的骑兵游行 , 不管是当代舞还是

穿着苏格兰格子短裙的传统舞蹈 , 又

或是苏格兰风笛、街头剧场、焰火

秀 , 这里都应有尽有。

英国 : 第一只脚要说英国是最守

时的国家应该没人会否认 , 他们的新

年传统也必须守时——比赛谁是钟响之

后第一个踏进朋友家门的人 , 而据说

这位 " 第一只脚 " 的主人在接下来的

一年都会有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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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美高鐵滬昆高鐵全線通車 沿線有這些美景

今天，上海至昆明高速铁路

贵阳至昆明段将开通运营，标志

着我国东西向最长高铁——沪昆

高铁全线通车（上海-贵阳段此前

已开通）。

沪昆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

网规划“四纵四横”客运专线的

重要组成部分，途经上海、浙

江、江西、湖南、贵州、云南六

省市。沪昆高铁有中国最美高铁

之称，沿线的美景有哪些？高铁

上有什么新的体验？

沪昆高铁今日全线通车 系

中国最美高铁时速300公里也可

发微信、打电话

在沪昆高铁云南段沿线目前

同步开通了4G网络信号，哪怕

在是时速300公里的动车上，一

样可以发微信、打电话。

而且，为确保乘客在高铁上

能享受到稳定的通信网络信号，

高铁云南段沿线共建成405个基

站，3家电信企业6个系统的信号

覆盖率达到95%以上，基础设施

共享率达到100%。

沪昆高铁从上海出发，途经

6个省区，串起了滇池、黄果树

瀑布、花江大峡谷、平坝天台

山，洞庭湖、鄱阳湖、西湖等人

间胜境，同时也串起了中国十大

文化名楼中的五座。

列车从昆明出发的话，首先

您能看到的就是位于昆明市区西

部的大观楼，临水而建，楼高三

层，其中题匾楹联佳作颇多。

列车一路向东穿过贵州进入

湖南，岳阳楼是您不能错过的名

楼之一。岳阳楼下瞰洞庭，前望

君山，自古有“洞庭天下水，岳

阳天下楼”之美誉。楼中四根楠

木金柱直贯楼顶，周围绕以廊、

枋、椽、檩互相榫合，结为整

体。北宋范仲淹脍炙人口的《岳

阳楼记》更使岳阳楼著称于世。

列车进入江西，位于南昌的

滕王阁也是十大名楼之一。它因

唐太宗李世民之弟——李元婴始

建而得名，因初唐诗人王勃诗句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

一色”而流芳后世。

列车穿过江西，进入浙江，

宁波的天一阁一定要去看一看。它

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

也是亚洲现有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

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

沪昆高铁全长两千多公里，

在工程建设方面也创下不少纪

录。其中，北盘江特大桥无疑是

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沪昆高铁

重要控制性工程，北盘江特大桥

创下了多项纪录。

北盘江特大桥位于贵州关岭

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与晴隆县交界

的峡谷中，全长721.25米，主跨

445米，桥面距江面约300米。

填充、外包混凝土就像是给大桥

的骨架装上了“肌肉”，整个北盘

江特大桥有180块高强度的“肌

肉”，这是大桥能够承受时速

300公里高速列车的重要保证。

除了桥之外，高铁线路上还

有不少隧道。其中，壁板坡隧道

位于滇黔两省接壤地带，两端分

别位于贵州盘县和云南富源，全

长14.756公里，是沪昆高铁贵昆

段重难点控制性工程，也是全线

3座I级风险隧道之一。

由于特殊的地质地貌，隧道

采用“进口合修、出口分修”的

设计形式。从示意图上看，铁路线

如同一个“人”字穿越大山。隧

道由一个洞变成了三条洞的施工，

施工中的横通道达到了将近30个，

施工隧道的总长度将近50公里。

沪昆高铁沿线有很多风景名

胜，除了上述提到的名楼之外，

还有不少景区。比如沿途经过的

江西，有省会城市南昌，还有鄱

阳湖等景点。

【鄱阳湖】鄱阳湖是国家湿

地公园，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鸟类

保护区，保护区内鸟类有300多

种，其中白鹤最出名，因此又被

称为“白鹤世界”“珍禽王国”。

【梅岭】梅岭风景名胜区在

江南最大的“飞来峰”上，北与

庐山对峙。梅岭的夏日，千山滴

翠，万木浓荫，云舒云卷，清凉

怡人，山下江湖环绕，绝对是一

个避暑胜地！

【绳金塔】绳金塔，是南昌

人的“镇城之宝”。当然，改建

后，这里有很多南昌的特色小

吃。所以，吃货们可以来这里边

吃边逛旧时古迹。

【百花洲】南昌东湖之中有

三座小岛，合成“百花洲”。后

来，也把整个东湖一带的风景区

称为“百花洲”，因洲上遍长奇

花异草而得名。这里一年四季都

是花草葱茏茂盛，泛舟游湖，别

有一番风味。

【岳麓山】岳麓山一定是必

游景点！“碧嶂屏开，秀如琢

珠”——这里春天满山葱绿、杜鹃

怒放；夏日幽静凉爽；秋天枫叶

流丹，层林尽染；隆冬玉树琼枝，

银装素裹，每一季都美得独特。

贵阳是一座“山中有城，城

中有山，绿带环绕，森林围城，

城在林中，林在城中”的具有高

原特色的现代化都市，也是“中

国避暑之都”，非常值得一去！

【红枫湖风景名胜区】红枫

湖四周群山环绕，山水相连。泛

舟其间，山随水转，水随山环，

有高峡壁立，有偏湾向隅，有鸥

鹭翔集，有鱼跃浅滩。纵游山

间，鸟鸣盈耳，不染尘埃，此行

足矣。

【香纸沟风景名胜区】香纸

沟是贵阳境内的“绿色宝石，天

然氧吧”，分布山、水、石、林、

洞、瀑布、峡谷、岩溶景观等。

文化古迹、民族风情都有独特之

处和较高价值。

有人说，不到云南不知中国

之美。昆明，享“春城”美誉，

四季如春。它三面环山，南濒滇

池，湖光山色，天然成趣。不仅

如此，周边的大理、丽江、泸沽

湖、香格里拉……光是听名字就

让人心醉！

【石林】石林风景名胜区，

被人们誉为“天下第一奇观”。自

然形成的石头真的非常奇妙，让

人不禁感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九乡溶洞】以溶洞景观为

主，溶洞外自然风光、人文景

观、民族风情为一体的综合性风

景名胜区。溶洞内雄、险、奇、

秀，充斥着神秘冷艳的气息，是

难得一见的喀斯特地貌。

【滇池】历史上这里一直是

度假观光和避暑的胜地，虽然是

湖，但如海般波澜。冬季到此，

百鸟飞旋，阳光正好，美丽而宁

静。

【翠湖】堤畔遍植垂柳，柳

枝拂面，湖内荷花飘香，旧

有“十亩荷花鱼世界，半城杨柳

抚楼台”之联，被誉为“城中碧

玉”，也是观鸟极佳的地方。

【东川红土地】在云贵高

原，山谷沟壑之间，有一片绚烂

的红土地。赤橙红绿青蓝紫，犹

如彩虹一般，艳丽到极致。

【香格里拉】香格里拉，这

个最接近天堂的地方，承载了多少

人的梦幻和向往。烦杂的心灵被

大自然洗涤，呼吸着最纯净的空

气，大概这就是生命本来的模样。

【丽江古城】这里以山为

骨，以古老的建筑为肤，是一个

被各种想象填满的地方。古镇人

来人往，无数的故事起起落落。

选择这里，遇见也好，约会也罢，

逃不开的都是某种情结……

【玉龙雪山】雪山气势磅

礴，玲珑秀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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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了

“软实力”的概念，而文化的吸

引力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让

我们来盘点一下2016年，看看中

国文化的“软实力”是怎样不断

地影响着世界。

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在

世界范围内受到热捧

2016年G20杭州峰会举行期

间，外国记者在新闻中心最关心

的是能否领到《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一书。9月1日新闻中心正式

开放后不久，主办方准备的《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被领空。书中

传递的中国智慧，深深吸引着前

来采访的中外记者们。

自出版以来，《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受到国际社会持续关

注，引起热烈反响。截至2016年

10月底，该书已发行超过620万

册，其中海外发行逾60万册，取

得近年来我国政治类图书在海外

发行量的最高纪录，也创造了中

国图书单品种在美国亚马逊网站

的销售纪录。

二 曹文轩获国际安徒生

奖，中国文学让世人刮目相看

2016 年 4 月，曹文轩获得

“国际安徒生奖”这一国际儿童文

学领域的最高荣誉，实现了中国

作家在该奖项上零的突破。获奖

后，曹文轩一直在不同场合强调：

“我不是天才，是中国文学的整

体水平不断升高，提供了一个好

的平台，才让世界看到我。”

自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首次

颁给了中国作家莫言后，国际文

学类奖项越来越关注中国文学的

发展和突破。刘慈欣的《三体》

获雨果奖后受到海外读者热捧，

连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夏威夷度假

时都带了一本。

三 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

在西方出版界刮起旋风

2016年，中宣部组织实施的

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成效显

著。一大批思想精深、艺术精

湛、制作精良的文学翻译作品，

带着中华民族的诚意大步“走

出去”。

四 创新 经典 戏曲海外巡

演让外国观众如痴如醉

一部什么样的京剧电影，能

让日本观众为之疯狂？继3D全

景声京剧电影《霸王别姬》应邀

在美国好莱坞杜比剧院举行了

海外首映礼之后，2016年 7月 5

日，获得“金卢米埃尔”奖的

《霸王别姬》在日本东京电影节

“中国艺术电影周”连续展映了

多天。日本观众对于中国大胆尝

试运用3D电影技术展示经典京

剧艺术赞不绝口。一年来，京剧

电影《霸王别姬》在美国、法

国、英国等国家的海外巡展之

路，让京剧走向了更远的世界。

五 中国网络小说引欧美

“宅男”疯狂“追更”

这件事儿，很多人都没想

到。那就是中国网络文学已成功

走出国门，登陆欧美二次元阵

地，影响力超出了许多人的想

象。在Wuxiaworld(武侠世界)、

Gravity Tales 等以翻译中国当代

网络文学为主营内容的网站上，

到处可见众多外国读者“追更”

仙侠、玄幻、言情等小说的盛况。

六 《海外中文古籍总目》

盘点流失海外的中国古籍家底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留下的

古籍更是不可胜数，其中有许多

珍贵的古籍因各种原因流落海

外。中华书局启动的《海外中文

古籍总目》出版项目被列入“十

三五”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五大重

点之一，它将使越来越多沉睡在

国外图书馆库房里的中文古籍被

唤醒，越来越多散落在世界各地

的珍贵中文古籍以各种形式得以

重新面世，中文古籍的家底将越

来越清晰。

七 当汤显祖遇到了莎士比

亚，中西文化双星闪耀

四百年前，人类星空有两

颗璀璨的巨星陨落。他们分属

东西方，但都是文学史上不朽的

巨子。穿越数个世纪，人们仍

然在剧院和书籍中享受他们的

精神创造。

2016年，为纪念汤显祖逝世

400周年，上海昆剧团排演了汤

显祖的代表作《牡丹亭》《紫钗

记》《邯郸梦》《南柯记》4部

大戏，构成了完整版的“临川四

梦”。该系列已在海内外举行了

42场演出，所到之处均一票难求。

八 成龙打出一片天，奥斯

卡终身成就奖给了中国人

2016年 11月 12日，成龙荣

获奥斯卡终身成就奖，他也是首

位获此殊荣的华人。

成龙将中国动作电影在世界

范围内发扬光大，是第一个把功

夫和喜剧完美结合的演员。更重

要的是，成龙让外国人见到了一

个不一样的中国、不一样的中国

人，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正如

成龙本人所言，“中国人说话没

人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

九 中国电影借风组团出海

多年来，走出去一直是中国

电影业的目标。但零打碎敲的状

态让中国电影在海外的影响力甚

微。如今中国电影人终于领悟

到，团结就是力量。组团出海，

成为大家共同的选择。

十 纪录片《中国面临的挑

战》获第68届美国洛杉矶地区艾

美奖

2016年 12月 16日，纪录片

《中国面临的挑战》第三季启动

仪式在北京举行。

《中国面临的挑战》是上海

广播电视台外语频道制作的系列

专题片，该片由国际知名中国问

题专家罗伯特· 劳伦斯· 库恩主

持，是国内首部以西方人视角观

察、研究、分析中国现状的社会

现实题材纪录片。该片于2012年

播出第一季，此后登陆美国、德

国、澳大利亚等多家海外主流媒

体，仅在美国，其第一季、第二

季就在210个公共电视台播出。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我们所拍摄的纪录片是要

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库

恩说。节目的采访与拍摄历时超

过一年，总行程逾40000公里。

节目质朴、生动、娓娓道来，向

国际社会解释了什么是“中国

梦”，如何实现“中国梦”，实

现“中国梦”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中国梦”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目前，这部纪录片已经获得

了国内外大量观众的认可，被誉

为“打通了中西方舆论场”。它

不仅获得了国内许多奖项，还摘

得今年第68届美国洛杉矶地区艾

美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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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中猶太人的“建國”報告如何觸怒了斯大林

二战期间，苏联方面成立了

犹太人组织反法西斯委员会。

1944年乌克兰解放时，反法西斯

委员会的领导人，主张在克里米

亚(将鞑靼人迁出后)建立一个犹

太人自治区域，并且将这一主张

写成报告呈报给了斯大林。该份

报告引起斯大林的高度戒备和强

烈反应，将提议者视为美国的间

谍。

历史上，犹太人曾多次遭遇

毁灭性灾难，特别是公元2世纪

遭罗马帝国残酷镇压后，大量犹

太人流落到世界各地。上世纪20

年代，横跨欧亚的苏联诞生，犹

太活动家们迫切希望在这块广袤

的土地上为数百万苏联犹太人寻

找一个乐园。他们曾两次将目光

投向克里米亚(位于原苏联欧洲部

分南部，濒黑海和亚速海)，但均

告失败，而第二次尝试还给他们

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

犹太活动家考察克里米亚

苏联成立后，实行比较开明

的民族政策，这对于这块土地上

的众多犹太人来说无疑是个福

音，不少犹太人因此开始为建立

自己的家园而活动。农学家、犹

太活动家亚伯拉罕· 布拉金是当

时比较活跃的一位，他曾试图在

白俄罗斯为犹太人寻得一个合适

的家园，但没能成功。随后，他

和其他犹太活动家考察黑海和克

里米亚地区，打算在已有大量犹

太人居住的区域附近找一块肥沃

的、适合发展农业的土地，或者

找一个其他民族人口较少的地

区。从1924年到1926年，这些犹

太活动家一直在为此忙碌，当

然，他们非常小心地避开“共和

国”、“自治”这样的字眼，而

是强调犹太人聚在一起产生的积

极的社会和经济影响。但在1926

年，由于克里米亚地区的非犹太

群体的不满加剧，这一方案夭折

了，取而代之的是在远东建犹太

人自治区域的方案。

1928年5月，苏联中央执行

委员会通过决议将远东边疆区阿

穆尔河沿岸的大片土地提供给犹

太人定居。这块土地上有着大片

森林、山脉以及广阔的沼泽地，

当时生活在那里的非犹太人口仅

2.7万人。当年，第一批犹太居民

开始抵达这里。随后数年，大批

犹太人纷至沓来。但由于物质生

活条件极其艰苦、当地气候等自

然条件也比较糟糕，相当多迁移

到这里的犹太人又纷纷离去。

1928-1933年共计有19635人迁移

到此，其中11450人陆续离开。

1934年，这里成立了犹太人自治

州，比罗比詹成为该自治州行政

中心。但到1939年，自治州约11

万人口中，据说犹太人仅有1.8

万。实验失败了。

重提“克里米亚方案”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入

侵苏联的战争打响之前，在苏联

有将近500万犹太人。战争打响

后，千千万万犹太人参加红军浴

血奋战在抗击希特勒军队的战场

上。战争期间苏联犹太人主要分

散在中亚各共和国、西伯利亚、

伏尔加河两岸以及俄罗斯苏维埃

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中部一些

州里，在被纳粹德军侵占的苏联

国土上有不少于150万犹太人被

杀害。为了向全世界揭露纳粹军

队的暴行，苏联方面成立了一个

合法的犹太人组织——反法西斯

委员会。

关于这个委员会，赫鲁晓夫

曾在回忆录中说，战争年代苏联

设立了一个苏联新闻局，许多身

居要职的犹太人也进入该部门，

“那儿的副局长、后来又升为局

长的，正是红色工会国际原总书

记、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

基，还建立了一个犹太人反法西

斯委员会……米霍埃尔斯(杰出的

表演艺术家)也是该委员会的成

员……莫洛托夫的妻子热姆丘任

娜当然也是委员会成员。”1944

年，乌克兰解放时，反法西斯委

员会的几位领导人旧事重提，主

张在克里米亚(将鞑靼人迁出后)

建立一个犹太人自治区域，并且

将这一主张写成报告呈报给了斯

大林。

1944年2月15日，这份报告

被转交到斯大林办公室。报告

称：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犹太人

的力量造福苏维埃祖国，为了使

犹太民众在兄弟民族中的地位完

全平等，提出有关建立犹太人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问题是及时

且恰当的。过去在比罗比詹建立

了一个犹太人自治州，但是由于

一系列原因，比罗比詹的经验没

有产生出应有的效果。然而，尽

管困难重重，犹太人自治州还是

成为远东边疆区最先进的州之

一，这证明了犹太群众建设自己

的苏维埃国家的才能。我们觉得

克里米亚地区是最适合的州之

一，因为克里米亚地区最符合要

求：既能容纳迁移人口，又因为

那里具有发展犹太民族地区的成

功经验。因此，我们建议：(1)在

克里米亚地区建立一个犹太人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2)在克里

米亚解放之前，预先指定一个政

府委员会分析研究这一问题。

斯大林警惕犹太“间谍”

苏联领导层中的莫洛托夫、

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人对

报告表示认同，但斯大林则于

1944年夏，委托卡冈诺维奇向犹

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领导人通报

他的否定态度，并建议他们忘掉

这一想法。事实上，这份报告引

起斯大林的高度戒备和强烈反

应，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记述了

斯大林的反应：“这是美国犹太

复国主义所采取的行动;这个委员

会的成员就是犹太复国主义代理

人，他们企图在克里米亚建立自己

的国家，使之脱离苏联，在那里建

立起美帝国主义的代理机构。”

这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在战

后不久就遭镇压的肇因——1948

年1月，米霍埃尔斯被暗杀。年

底，随着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

被解散，其成员被逮捕枪毙或者

流放。次年初，一场全国范围内

针对犹太人的政治批判展开。

其实，这场反犹运动发生的

根本原因，是战后苏联所处的国

际环境。在苏联领导人看来，随

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苏联的

敌人已变成原先的盟国——美英

等资本主义国家。随着双方分歧

和矛盾的加深，苏联领导人对美

英等国的戒备、警惕日益加重。

正因为如此，当犹太人反法西斯

委员会领导人提出在克里米亚建

立犹太人自治共和国建议时，斯

大林的反应才会那么敏感和强烈。

斯大林女儿斯韦特兰娜的回

忆也证实了这一点：“父亲觉得

到处都是‘犹太复国主义’，到

处都有阴谋。父亲过了一段时

间对我说，‘犹太复国主义者

给你送来了第一个丈夫，整个老

一代都受到犹太复国主义的传

染，而他们现在又在教育年轻一

代。’”1952年12月1日，斯大

林曾当着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马

雷舍夫等人的面说：“任何一个

犹太人都是民族主义者，都是美

国情报机关的间谍。犹太民族主

义者认为，美国拯救了他们的民

族……他们认为自己欠了美国人

的情。”

赫鲁晓夫说：“斯大林产生

了关于间谍活动的想法，因为克

里米亚是外国船只可以通行的

海疆。他认为，从国防的角度

出发，绝不能容许这种事情发

生……然而，并没有正式的讨论

和决定，逮捕便开始了。”不仅

大批犹太知识分子被捕，几乎所

有犹太文化机构也被关闭。至

此，在克里米亚建立犹太人自治

共和国的方案彻底流产。

誰操縱了北洋政治？各派背後都有帝國主義支持
学界所说的北洋时期，一般

指1912年 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

至1928年东北易帜，这期间的中

国政治，因形式上主要操纵于袁

世凯及其后继者之手，亦可称北

洋政治。从大的线索而言，这其

中经历了承认民国、洪宪帝制、

参加一战、巴黎和会、华盛顿会

议、军阀混战、修约运动等节

点，每一个节点背后都有纷繁复

杂的政治斗争。其复杂之处，不

仅在于北洋派系内部的争斗，还

在于列强势力掺杂其间，各自培

养自己的代言人，支持一派、反

对一派，甚至有时候亲自出马，

干涉北洋政治。

日本在北洋时期欲控制中国

的意图是相当明显的，从承认民

国到提出“二十一条”要求，都

可体现出这种趋势

列强对北洋政治的干预，并

非始于1912年 1月1日之后，而

是早在清末已经开始。列强对北

洋政治的干预，很大程度上是晚

清时期争夺势力范围和利益的继

续，只不过面对了中国内部新的

形势。各派政治势力为了达成各

自的目的和利益，亦有意寻求列

强的帮助。究竟是谁操纵了北洋

政治？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事件面

前，因利益寻租的关系，并没有

绝对的主导者，但具体到某个案

例上，总会有起主要作用的几个

国家或某派势力的结合。基本

上，日本在北洋时期欲控制中国

的意图是相当明显的，从承认民

国到提出“二十一条”要求，都

可体现出这种趋势。而美国则从

承认民国开始一直试图打破日本

独霸中国的努力，华盛顿会议则

直接拆散了英日同盟，使得中国

重新回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

支配的局面。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

立后面临着是否被列强承认的问

题。1912年 1月 5日，孙中山发

表对外宣言，呼吁“深望吾国得

列入公法所认国家团体之内，不

徒享有种种之利益与特权，亦且

与各国交相提挈”，这是孙中山

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身份首次

正式要求列强的承认。从此民国

政府开始了为期近2年之久的寻

求列强承认的外交历程。

1912年2月21日，日本外务

大臣内田康哉电令驻英、美、俄

三国公使，向三国政府提出了关

于承认问题的备忘录，就承认的

条件征询意见。日本所提条件内

容主要有：一、继续尊重外人之

一切权益；二、承认偿还以往之

外债；三、各国在承认问题上取

一致行动。

日本对德宣战后，侵占胶济

铁路，攻占青岛。趁列强无暇东

顾之际，抛出了企图全面称霸中

国的“二十一条”要求。日本时

任驻华公使日置益在得到外相加

藤高明的亲手训令后，于1915年

1月18日，要求晋见袁世凯。当

日下午，袁世凯在中南海怀仁堂

接见日置益。日置益当场宣读了

二十一条要求全文，并要求中国

全面接受，尽快答复。日本一直

企图向各国隐瞒真相，特别是对

第五号（如，在中国中央政府，

须聘用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

事等各顾问；须聘用多数日本

人，以资一面筹划改良中国警察

机关；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

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

材料）的内容极端要求保密，试

图稳定在华有利益的各国，意图

取得各国的中立。2月15日，外

交总长陆征祥会晤日置益，希望

日本方面放弃第五号要求，但日

置益予以拒绝。无奈之下，民国

政府将“二十一条”全文电告协

约各国政府，冀求引起各国注

意，向日本施加压力。英、美等

国虽然对第五号要求表示关切，

但此时各国多有求于日本，愿持

观望态度。

经过多次谈判，至1915年4

月26日，日本向中国提出最后修

正案，作出些微让步。针对日本

的修正，中国于5月1日提出修正

案，在山东、满蒙杂居、第五号

要求等问题上坚持立场。此时，

形势已难调和。英国于5月4日

照会日本，不希望日本与中国开

战，希望日本遵守英日同盟的精

神。在国际压力和中国的坚决抵

制下，日本最终同意放弃第五号

要求，并于5月7日，向中国发出

最后通牒，限9日午后6时答复。

当时的毛泽东得知后，愤而写下

四言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

何以报仇，在我学子。5月9日，最

终中国接受了日本的最后通牒。

对华采取一致行动是列强在

华盛顿会议上达成的共识

五卅惨案后，借助国内激扬

的民气，北京政府于1925年6月

24日向华盛顿会议与会国递交照

会，正式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

要求。北京政府在照会中开宗明

义地指出：“自近年来，中国舆情

及外国识者，佥谓为对于中国公

道计，为关系各方利害计，亟宜

将中外条约重行修正，俾适合于中

国现状暨国际公理平允之原则”。

在各国反应之中，英国的态

度最为强硬，法国和葡萄牙次

之，美国最为宽容，日本相对温

和。当时英、美政府分别将自己

的建议案转致其他有关各国，探

听他国是否赞同己见，由此引出

了日本修正关税声明草案后的折

衷方案。7月中下旬，日、英、

美政府先后拟具各自的复照文

本，基本上还是各唱各的调，所

表现出的立场与观点相去甚远。

由于对华采取一致行动是列强在

华盛顿会议上达成的共识，为了

协调各方观点，有关各国之间进

行了密集的磋商。

历经两个月的紧锣密鼓的协

商，有关各国终于消弭歧见，复

照表示“对于中国政府修改现行

条约之提议愿加考虑，惟务须中

国政府以同等程度履行其保障外

人权利之义务。同时警告中国政

府必须证明愿意且有能力平息骚

乱及排外煽动活动。”1925年 6

月24日的修约照会，标志着北京

政府正式开启修约运动的进程。

拖延已久的关税会议和法权调查

会议终于先后召开，但可惜未能

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在与有关

国家的修约交涉中，北京政府采

取了前所未有的单方面废约的行

动。然而，北京政府的虚弱地

位，大大地削弱了其外交努力的

作用。外交官们的勇敢行为，并

不能挽救北京政府在国内斗争中

失败的命运。随着北京政府的垮

台，曾一度很有气势的修约运动

也就烟消云散了。

20世纪20年代，中央政府失

去了统驭全局的能力，南北大小

军阀割地而治，各派背后都有帝

国主义的支持

20世纪20年代，北洋政治的

特点之一就是中央政府失去了统

驭全局的能力，南北大小军阀割

地而治。经过多年的混战，到北伐

战争前，还有张作霖、吴佩孚和

孙传芳三大集团，各自称雄一方。

各派背后都有帝国主义的支持，

奉系的后台则是日本帝国主义。

直皖战争结束后，直奉之间

的矛盾开始凸显，张作霖为左右

北方政局，有意亲近日本。他在

会见日本贵志少将时说：对日政

策必将实行真正亲善主义，外国

人宣传亲日之段祺瑞已经没落，

余将取而代之，既然如此，莫如

承认之，索性将一贯依靠日本之

态度，彻底公布。今日在东三省，

包括长江以北地区，坚决抵制排

日思想之传播。第二次直奉战争

时，张作霖不放心前方的情形，

特意从奉天派出一个日本军事顾

问团，为首之人系一名日本中将，

据说是日本南满铁路守备队司令

。当直奉在山海关一带激战正酣

时，奉系子弹告急，一、三联军

只剩子弹20万发。第一军的裴春

生一个旅，一个晚上就消耗了20

万发。张学良从奉天于1周内带

来日本供给的步机枪子弹4000万

发，炮弹10万发。收到这些弹药，

郭松龄率领4个旅出击，一举击

败直军。两次直奉战争的背后都

有英、日两国的背后支持，但最

终的决定原因并非外力。

1925 年，广州国民政府成

立。北洋政治迎来了其最为强劲

的参与者和挑战者。在“联俄、

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下，

1926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北

洋政治即将被清扫出历史舞台。

史海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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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ookers in Taiyuan, the capital of Shanxi Province, 
had praised the statue as a “perfect blend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It’s not bad looking,” Zhang Guoqiang, an employee 
at the Yihui Japanese Restaurant at the North America 
N1 Art Shopping Center, where the statue is, said by 
telephone on Thursday.
The designer of the sculpture said its egg-shaped body 
and golden Trump-like hair deliver the message of 
“getting rich,” according to Phototimes, a social media 
news outlet run by Tencent.
The egg is a symbol of fertility and prosperity in 
Chinese culture.

More Fowl Play From Chinese Media

Meanwhile, an e-commerce site is selling replicas of 
the statue.
“The design is very special,” Taobao owner Wei Wei 
told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It is the year of rooster, and Trump is about to take 
office. We have named it the Inflatable Trump Rooster.”
A similar occurrence was reported in November, when 
a golden pheasant in a zoo in Hangzhou became viral 
on social media after a visitor noticed that its swept-
back blond hair and piercing blue eyes looked like 
Trump's.
China and the U.S. have seen tensions escalate 
following Trump's unexpected victory.
The Republican has ruffled feathers in Beijing 
following a series of tweets and statements over the 
course of the last month and a half. 
Trump will be sworn in on January 20, a week before 
the Chinese celebrate the new year of the rooster on 
January 28 according to the zodiac. (Courtesy http://
www.chinanationalnews.com) 
HONG KONG — President-elect Donald J. Trump’s 
golden quiff, bushy eyebrows and preening gestures 
were immortalized this week in China— though 
perhaps not in a way that he would like.
They appeared on a giant rooster statue, just above 
some three-toed feet and a blood-red wattle that hangs 
below a gilded nose and mouth.
The statue, which was installed outside a shopping 
mall in the northern Chinese city of Taiyuan, was built 
to celebrate the coming Year of the Rooster in the 
Chinese lunar calendar and comes less than a month 
before Mr. Trump’s inauguration. It is 23 feet tall.
Relations betwee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have been 
especially jittery in recent weeks. The tension is due 
in large part to Mr. Trump, who belittled China during 
his presidential campaign and caused a diplomatic stir 

SHANXI, China - A giant rooster statue resembling 
the U.S. president-elect has appeared outside of a 
shopping mall in the city of Taiyuan, the capital of 
northern China's Shanxi Province.
President-elect Donald J. Trump’s golden quiff, bushy 
eyebrows and preening gestures were immortalized 
this week in China— though perhaps not in a way that 
he would like.
The Trump-inspired statue appears to have struck a 
chord with the public who are flocking to view the 
sculpture.
The giant rooster sculpture sports Trump’s signature 
hairstyle, facial expression and hand gestures.
The statue, which was installed outside a shopping 
mall in the northern Chinese city of Taiyuan, was built 
to celebrate the coming Year of the Rooster in the 
Chinese lunar calendar and comes less than a month 
before Mr. Trump’s inauguration. It is 23 feet tall.

Relations betwee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have been 
especially jittery in recent weeks. The tension is due 
in large part to Mr. Trump, who belittled China during 
his presidential campaign and caused a diplomatic stir 
this month by making clear that he views the central 
basis for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known as the One China policy — as up for 
negotiation.
But reaction to the rooster on Chinese social media 
was light and full of positive emoji.
Global Times, a state-run tabloid, said on Tuesday that 

Huge ‘Trump Rooster’ Statue Attracts Customers                                                                                   
At Mall In Chinese City Of Tai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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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iant rooster sculpture resembling President-elect Donald 
J. Trump outside a shopping mall in Taiyuan, China. The 
statue was built to celebrate the coming Year of the Rooster 
in the Chinese lunar calendar. (Photo/CreditAgence France-
Presse-Getty Images)

In November, photos by a Chinese journalist of a golden 
pheasant with a blond pompadour and a red body circulated 
widely on social media and were published online by 
People’s Daily, the Communist Party’s main newspaper. 
The bird, which lives in a safari park in the eastern city of 
Hangzhou, became a star attraction there and a muse for 
Hsiaohan Chen, a political cartoonist in Taipei. 

Chinese Will Celebrate The New Year Of The Rooster On January 28

president or president-elect to speak directly with the 
president of Taiwan, Tsai Ing-wen. He's also questioned 
the "One China" policy, a position that was key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relations betwee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And that doesn't even touch on the trade measures 
Trump says he will pursue in office, ranging from 
heavy import tariffs to the naming of China as a 
currency manipulator.
Zhang Lifan, a Chinese historian and commentator, 
says Beijing's leadership faces serious challenges. 
He also notes that key members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have grown tired of China's communist 
leaders playing games with the global trade body's 
rules to enrich the party and expand its political power. 
And now there is a push to use rules to sanction China.
Trump's election raises the possibility that China's 
economy could face a crisis, slump sharply or even 
collapse, Zhang says.
"If that happens, social instability could come next," 
Zhang says. "And if there is social-economic instability 
and turmoil, that could lead to domestic political crisis 
as well. They are all connected."
Zhang says it is possible that Trump's strategy is 
targeting the party's weaknesses and that the ability of 
China's top leader to make compromises will be key 
going forward as Xi looks to maintain his power, the 
party's leadership and avoid any disruptive mistakes.
"However, based on his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 
ideological resolve," Zhang adds, "One cannot rule 
out the possibility that he could make mistakes. (http://
www.chinanationalnews.com)

year, mister. My daddy's sick and my mom doesn't get 
paid very much. I was trying to make some money."
Kepple put his huge arm around the boy's small 
shoulder and walked him into the newsroom, where 
reporters and editors were finishing up on articles for 
the Christmas Day edition.
Kepple gathered them around and told his colleagues 
the boy's story. Then he took his hat off and passed 
it around. Within minutes, it was brimming with 
donations.
For the astonished boy, it would be a merry Christmas 
after all. He now had enough money to buy gifts and a 
dinner for his family.

Boy Wasn't Forgotten 
History has forgotten the boy's name, but Kepple didn't 
forget the boy.
About a year later on Thanksgiving Day, 1912, a 
Chronicle front-page story featured a call that the 
newspaper has repeated at Christmas time every year 
since.
Part of that article became the Goodfellows creed:
"The Christmas season is at hand. Let us link our hands 
in warm friendship. Let us seek out the less blessed. 
Let us be 'Goodfellows.' Let us plant the seeds of cheer 
where cheer has not grown before. You are needed, 
good reader, and blessings await all who answer. Be 
with us."
This year, the Goodfellows organization, which 
provides presents for needy children ages 2 through 
10, celebrates its 98th year.
"Our annual Goodfellows program is in its 100th year 
of providing needy kids in our city a little holiday 
cheer," said Jack Sweeney, president and publisher of 
the Chronicle. "I'm always so proud of the way our 
readers step up with donations, year after year, to keep 
this great tradition alive."
Since 1911, the Chronicle's Goodfellows program and 
the community's many donors have provided local 
children with free toys for the holidays.
As in years past, in order to reach the most qualified 
families, Goodfellows has partnered with the Texas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Commission Office of 
Eligibility for assistance reaching those with the 
greatest need.
The commission's offices in Harris County referred 
and validated qualified 
recipients. Families 
who currently receive 
food stamps, 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 and Medicaid 
services and who have 
children between the ages of 2 and 10 were eligible to 
participate."
Today, as in years past, Goodfellows again sends out 
its call for Houstonians and others to take part in the 
program. Every penny collected through Goodfellows 
goes for the purchase of gifts. The Chronicle pays 
administrative and other costs.
Thanks to the generosity 
of countless Houston-area 
contributors, including 
individuals, organizations 
and businesses, last year's 
total exceeded over $1.2 
million.

That wasn't going to keep the determined shoeshine 
boy from trying to earn some change on the streets. But 
in the freezing weather, customers were few.
As nighttime fell, the young boy headed home, his 
head hung low. As he looked up a door in a building 
flew open and a man rushed out. They collided, and the 
boy's shoeshine equipment flew in to the air and onto 
the pavement.
The man was George Kepple, city editor of the Houston 
Chronicle. At 
first Kepple 
was annoyed, 
but his stern 
stare melted 
as he looked 
down to see the 
boy's threadbare 
coat and his 
downcast look.
"Son, what are you doing out here?" Kepple asked. 
"You should be home with your family. It's Christmas 
Eve."
The sad boy replied, "We can't have a Christmas this 

to evolve in the 1950s had Kepple helping a poor 
shoeshine boy outside the Chronicle building on 
Christmas Eve.
In 1911, City Editor George Kepple created the toy 
drive to ensure disadvantaged kids in Houston would 
have something to open Christmas morning. Here is 
the story of how one top Houston charity began  100 
years ago.

#
It was a cold, rainy, windy Houston Christmas Eve in 
1911. The streets were nearly deserted, except for a 
few hardy souls who braved the weather on their way 
home from the day's work.
The bitter winds did not spare an 8-year-old boy, who 
stood shivering in a corner, wearing tattered clothes 
and clutching a shoeshine box.It had been a tough year 
for many Houstonians — especially the boy and his 
family. His father was ill and had lost his job, forcing 
the boy's mother to take on low-paying odd jobs.
The predicament had taken its toll on the family. After 
the rent, utilities and other necessities were paid, no 
money was left for Christmas gifts or even a holiday 
dinner.

Now in its 100th year, Goodfellows is a nonprofit 
program funded by contributions from Houston 
Chronicle readers, employees and business partners. 
All donations are used to buy toys for more than 
100,000 children ages 2 through 10. The Chronicle 
pays all other costs. 

The words of Houston 
Chronicle city editor and 
Goodfellows      founder 
George Kepple published 
in a 1912 notice in the 
newspaper:
“The Christmas season is 
at hand. Let us link our 
hands in warm friendship. 
Let us seek out the less 
blessed. Let us be brothers 
of brothers. Let us be 

Goodfellows. Let us plant the seeds of cheer where 
cheer has not grown before.
You are needed, good reader, and blessings await all 
who answer your appeal. Be with us.”
The man who saw the children staring longingly at 
the gifts was Houston Chronicle city editor George 
Kepple. He was so moved by their plight that the next 
year, 1912, he unveiled what would become his pride 
and joy - the toy program Goodfellows.
Over the years the true story of the children in front 
of the store window, based on a speech Kepple made 
in 1936, has become a legend. The tale that began 

Houston Holidays Tradition Will Cease Operations This Year 
The Story Of Goodfellows

China's President Xi Will Face Daunting Challenges In 2017
China's political landscape is undergoing tectonic 
changes, with leaders waging an uphill campaign 
against graft at home and seeking to redraw diplomatic 
boundaries with its neighbors.
Vowing to catch both "small flies and big tigers", the 
ruling Communist Party expended tremendous energy 
last year targeting top officials for corruption.
The drive l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so far 
netted many of the nation's wrongdoers including 
former security tsar Zhou Yongkang as well as others, 
breaking a long-held tradition of not pursuing serving 
or retired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s. 
How many more "tigers" are being pursued and will be 
trapped and whether the anti-corruption crusade gains 
or loses momentum are questions observers will be 
studying this year. So far, the drive has already helped 
Xi establish his authority and enlist public support 
while elevating Xi himself to the pinnacle of historic 
leadership
However, the government still faces widespread 
discontent over the widening wealth gap and fears 
about a slowdown in economic growth.
Then there is the choking air pollution. On some days 
the skies clear briefly in Beijing, only to cloud again 
after a short while.
Further afield, Xi touched down in a record number 
of countries last year, offering funding for a series of 
projects designed to secure China's ties with around 
the world. However, China still has diplomatic 
fences to mend with its neighbors, specifically Japan, 

the Philippines and 
Vietnam, with whom 
it is entangled in bitter 
territorial disputes 
as well as the U.S. 
with its unpredictable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No one to blame
Complicating matters 
even further, some 
argue, is President Xi's 
choice to put himself at 
the center of all of the 
government's decision 
making, magnifying his authority to the point that 
some say he is China's most powerful leader since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ping.
Just recently, Xi was given a title that both of those men 
previously shared, becoming China's "core" leader. 
The push for more power was made in part, analysts 
say, to ensure that reforms move ahead smoothly, but 
some see resistance growing to Xi and his heavy-
handed approach.
And now - if and when things go wrong - he is likely 
to face more criticism.
"The danger is that if anything goes wrong with the 
economy, he can't really blame China's prime minister, 
Li Keqiang, like he could have done in the past," said 
Jean-Pierre Cabestan, a political science professor 
at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Now, he needs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everything that happens in the 
country."
Reform resistance
Over the past three-and-a-half years, Xi has rolled out 
ambitious reform plans, but many remain stalled. And 
the longer they do, the worse it could get for China's 
economy.
Xi's expansive anti-corruption drive, that has targeted 
more than a million party members, wo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public support, but led to pushback from 
local governments.

Cabestan says the anti-
corruption campaign 
has created much 
suspicion in China's 
bureaucracy and many 
officials do nothing 
instead of pushing 
through reforms.
"The more general 
political atmosphere has 
become more tense, the 
oppression of dissidents, 
the more control and 
oversight of the party, 
in the universities, in 

society and over the media" he says. "People are much 
more worried and we can feel some opposition within 
the party to these very conservative drives which have 
been initiated and promoted by Xi Jinping."
Leadership reshuffle
It is unlikely, however, that China's paramount leader 
will have the time over the coming year to address any 
of those concerns or launch any bold initiatives, says 
Willy Lam, an expert on elite Chinese politics.
Tension is not what Chinese leaders want going 
into a party congress,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 on 
China's political calendar every five years. And that is 
happening in 2017.
"This is the year not actually for rolling out new 
initiatives, but for stabilizing the minds of the public, 
nurturing consensus and also promoting harmony 
among different factions within the party," Lam says.
In late 2017, a reshuffle of the party's top leadership, 
including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will take 
place. Xi will be up for re-election as party chairman 
and is expected to expand his control further by 
weeding out other members who are not seen as being 
close to him. Whether that will lead to more robust 
reforms is uncertain.
The Trump factor
Since he was elected, Donald Trump has already 
shocked China's leaders, becoming the first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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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ton Chronicle city 
editor and Goodfellows 
founder George Kepple

The Streets Of Houston Around 1911

Children's Charity Cannot Sustain “Operational Logistics”

this month by making clear that he views the central 
basis for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known as the One China policy — as up for 
negotiation.
But reaction to the rooster on Chinese social media 
was light and full of positive emoji.
Global Times, a state-run tabloid, said on Tuesday that 
onlookers in Taiyuan, the capital of Shanxi Province, 
had praised the statue as a “perfect blend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It’s not bad looking,” Zhang Guoqiang, an employee 
at the Yihui Japanese Restaurant at the North America 
N1 Art Shopping Center, where the statue is, said by 
telephone on Thursday.
Inflatable “Trump chicken” replicas were on sale 
at Taobao, an online shopping bazaar, with a 32-
foot version 
advertised for 
$1,725.
Casey Latiolais, 
an illustrator 
and animator 
in Seattle, said 
in a telephone 
interview that he 
completed the 
design in early 
November for 
Beijing Reliance 
C o m m e r c i a l 
Land, a real estate 
company that had 
contacted him 
through Behance, 
a website where 
artists post their 
portfolios. Mr. 
Latiolais said 
the company 
had asked only 
for a statue to 
c o m m e m o r a t e 
the Year of the 
Rooster and did 
not mention Mr. 
Trump.
Mr. Latiolais, 
30, declined to 
comment on why 
he had given the 
rooster Trump-
like features. But 
he said he had 
been surprised 
by the size of 
the final product, 
which is made of 
fiberglass.
“This was way 
more yuge than 
I expected,” he 
wrote on Twitter.
Mr. Latiolais said 

that he was also surprised when the statue was “sort 
of bipartisanly looked at as funny” by his friends and 
family — including his parents, who voted for Mr. 
Trump.
It was not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 Americ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at people in China had likened Mr. Trump to 
a bird with notable hair.
WRITE A COMMENT
In November, photos by a Chinese journalist of a 
golden pheasant with a blond pompadour and a red 
body circulated widely on social media and were 
published online by People’s Daily, the Communist 
Party’s main newspaper. The bird, which lives in a 
safari park in the eastern city of Hangzhou, became a 
star attraction there and a muse for Hsiaohan Chen, a 
political cartoonist in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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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這么缺水的地方
居然有個"東方威尼斯"?

这里是镇远，一个有着两千

多年历史的黔东南古镇。乍一看

有点像凤凰古城，但没有凤凰那

样艳丽，也没那么喧嚣，却多了

一份清静，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就像一首可以让人细细回味的诗。

镇远古镇是贵州黔东南州镇

远县的名镇，位于舞阳河畔，四

周皆山。镇远自汉高祖五年（公

元前 202 年）设县开始，已有

2200多年的历史，是云贵高原上

历史最悠久的名城，有“东方威

尼斯”美誉，也是中国十大古镇

之一。

雄伟绝壁的石屏山蜿如雄狮

昂首挺胸，姿势嵬嵬傲然，碧水

如诗的舞阳河如一条凝碧的玉

带，以“S”形穿城而过。北岸

为旧府城，南岸为旧卫城，远观

颇似太极图，故谓“太极古城”，

人们临水而居，乘船往来。

镇远古镇山水秀丽，景色迷

人，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城内古

街古巷曲径通幽，石桥城垣错落

有致，碧水晨雾姿态万千，春江

渔火诗意盎然，人文古迹众多，

自然风光旖旎，被誉为“传统文

化的迷宫”和“自然与文化的完

美结合的胜地”。

这里的瓦屋多呈现一种黑白

灰的色调，没有太多的色彩，但

那穿城而过的、碧绿得像玉一般

的舞阳河，已是最好的装饰。

镇远古镇不大，商业化程度

也不高，基本保持了古朴的建筑

和风情。相比于丽江、凤凰等名

气大的古镇来说，镇远显得静谧

了很多。往来的游客不多，做生

意的大多是本地人，操着一口道

地的贵州普通话，慢节奏的生

活，仿佛让这里的时间也变慢了

很多。

夜晚的镇远跟白天有着不一

样感觉 ，却仍扮演着“大家闺

秀”的地方，便是因为有了这些

灯而具有了古老却魅惑的气质。

镇远古镇也是一个多元化融

合的古城，汉民族与侗族等20多

个少数民族和睦相处。中原文

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

文化、闽粤文化、土著文化与城

外文化的融汇，使镇远成为多民

族、多宗教、多社会的博物馆，

被专家称为“世界文化保护圈”，

“赛龙舟”还是镇远古镇的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是一个集文化名城、名山

丽水、自然文化、民族风情为一

体古镇，因此也被誉为“完美的

山水古城、难得的度假胜地”。

舞阳河

舞阳河以高峡平湖、瀑泉飞

流、喀斯特为主体；山色水韵风

光迷人。

“破镜重圆”半含水中半露

峥嵘；鸳鸯夫妻结队戏水，情深

意浓；奇妙的三叠水、珠落玉盘

直泻深潭；喊泉神灵有喊必应，

呼之水出、止呼水隐；石峰神形

如“孔雀开屏”、形态逼真；

“大圣师徒”前往探幽，忙里偷

闲，“面象山”浑然天成，鬼斧

神工，整个景区一湾一画，一步

一景。

青龙洞

青龙洞背靠青山，面临绿

水，贴壁临空，五步一楼，十步

一阁，翘翼飞檐、雕梁画栋。

这些古建筑依山因地，与悬

崖、古木、藤萝、岩畔、溶洞天

然合成，融为一体，真是巧夺天

工。既有临江远眺的吊脚楼，也

有恬静幽邃的寺院禅台，有朗朗

书声的学子院，更有锣鼓喧天的

戏台，集天下山水楼阁荟萃为一

方。

古民居

镇远古民居既有江南庭院的

风貌，又有山地建筑的布局，这

种江南与山地的完美结合，使镇

远的名居成为中国建筑史上的奇

迹。其中“歪门邪道”是镇远的

民居建筑中独具特色之处。

古巷道

镇远古城古巷道狭长幽深，

其结构错综复杂，有石牌坊巷、

四方井享、复兴享、寿巷、冲子

巷、米码头巷、紫宝阁巷、陈家

井巷。

这些交叉衔连、互相达通的

巷子，组成了镇远古城生生相息

的血脉。古井遍布全程、形状各

异、有圆有方。有的形如猪槽，

有清澈见地的自然浅井，也有深

达余丈的吊井。较有名的四方

井、猪槽井、琵琶井、陈家井、

园觉井、南门沟味井等。古井春

夏秋冬盛泽不涸。

镇远展览馆

镇远展览馆最是能够展现镇

远的古风，里面的陈列主要是小

镇的发展、民族风情、民族节

日、民居变迁等方面，原为家族

祠堂，因而建造得也非常有风格。

镇远，是一处怎么用语言来

描绘都显得苍白的地方。

它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沉

淀；它有着繁华的过去；它有着

用历史堆积起来的青石小巷和淳

朴的人们。推开窗就是一幅画，

关上门就是一首诗。如果，你已

经厌倦了喧嚣！镇远，也许正是

我们寻找的地方。

四川茶館:老茶館裏的杯盞浮生,
感慨萬千

在成都，闹市有茶楼，陋巷有茶摊，公园有茶

座，大学有茶园，处处有茶馆。尤其是老街在双流

县彭镇，有一家老茶馆，坐落在杨柳河畔，它始建

于明清时期，人们说它凝固着旧时光，保留着茶与

人文之美。如今，老茶馆成了老人喝茶、聊天、休闲

之地。同时，这间拍过电影、上过“舌尖”的老茶

馆也吸引着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的很多摄影师光顾。

老茶馆是幢平房，占地约二、三百平米，没有

店名、也没有招牌。茶馆两面临街，前后门口全是

长长的木质旧铺板。

走进这家老茶馆，一幅粉刷的毛主席画像格外

醒目，墙面的毛主席语录和屋檐下那颗闪闪红星，仿

佛在诉说着那个年代的故事。总之，这里的每一处

犄角旮旯，都沉淀着历史，等待着人们去细细品味。

老茶馆的客人也很“老”，他们偏爱老烟杆的

敲打声和老哥子们的扯喉咙和“堂倌”掺茶的吆喝

交杂在一起，定格成了老茶馆一道百年不曾变过的

靓丽风景。

这茶馆过去是一座庙宇，上世纪60年代被收为

公有，成了一处茶馆。后来又被承包下来，使用至

今。这里，84岁的周建根大爷从小就在这里喝茶，

他是随着老茶馆墙上的红色标语和古色古香的老建

筑长大的。平时，周大爷一早就习惯了步行3公里

来到老茶馆，除了细细品茶，还会在茶馆里打盹，

一坐就是一天。

午后的阳光，从屋檐“钻”进老茶馆，照射在

一位老人皱巴巴的脸上，只见他顺手将读完的报纸

夹在帽檐，把阳光挡在视线之外，然后闭上眼，享

受着宁静与安详。

在老茶馆里，水蒸气、烟草味、茶味腾然升

起，空气里弥漫着淡然的味道，时间仿佛被疑固一

般，随着烟气的散去又回到现实中来，形成独有的

氛围和一段记忆的切片，在人们细细咀嚼中，历史

就在杯盏间悄悄流走……

酷爱泡茶馆的爷爷曾告诉我，那时候，喝茶是

连接友谊的纽带，谁家子女长大要婚嫁时，媒人就

把双方父母和子女带到茶馆，先泡一杯盖碗茶摆龙

门阵，如果双方都很满意，喝完茶顺便就去餐馆吃

饭，并给见面礼金。但要是有一方不太满意，就推

说还有事情另约时间，付完茶钱走人。这样一来，

另一方也就知道这门亲事“黄了”。

如今，取而代之的婚嫁除了电视台的各种“相

亲栏目”外，自由恋爱成为了主体，让曾经的茶馆

姻缘渐渐淡出人们视线中。

有趣的是，过去喝茶是重要的社交场所，有许

多“约定俗成”。如把茶叶放进茶碗叫做“抓”，

碗里茶叶多叫做“饱”，饮茶或喝茶叫做“吃

茶”，把开水第一次冲进有茶叶的茶碗叫做“发叶

子”或“泡茶”，开水温度不够，茶叶不沉底，一

部分浮在水面上叫做“发不起”，被讽为“浮舟叶

子”，开水放置稍久，温度已降低，叫做“疲”，

或说“水疲了”，第二次向茶碗内冲开水，叫做

“掺”或“冲”，顾客少的时侯，叫“吊堂”，顾

客多的时侯叫“打拥堂”等等……

在人们追求享受奢华生活的今天，在彭镇老街

上，一座历经百年的老茶馆，它未变，只是人，有

些去了，有些又来了。坐在熙来攘往的老茶馆之

中，就如我们遇见的很多生命，来来去去，最后静

静守望岁月的，还是老茶馆，它记录着荏苒岁月，

记录着一边品饮茶，一边海阔天空，谈笑风生的人

们。它简单又不失特色，一把竹靠椅、小方桌安静

地站在泥土地上，等候每一位茶客的到来，构成了

茶客们精彩的一天。

中國四個神奇有趣的地方
有的簡直是奇迹

沿着高铁去旅行

俗语说话不在多而在精，对于风景，小

铁也是这么觉得，景色不在于多少，而在于

是否美丽，而在于它所承载的意义。

今天小铁就删繁就简，只给大家介绍四

个地方，小铁觉得这些地方相当独特有趣，

有些是自然的造化，有些是人类与自然艰险

对抗而体现出的智慧等。不管是哪一种，都

是壮观而令人惊异的。

No1、白玉

甘孜州第二大冰川麻贡嘎、金沙江叶巴

滩大峡谷、火龙沟、纳塔湖构成了白玉绝美

的自然景观。当然这不是小铁提到白玉的主

要原因。小小的白玉，一条街几乎就是它的

全部，街上朴实的康巴人在这里出入，你能

在这体会到不一样的风俗民情。

而白玉寺庙对面的另一座山俯瞰整个县

城，视野里，绕城而过的那条金沙江支，竟

在这里弯成一个太极图。不得不说，这样奇

妙的巧合让人在惊诧的同时，也深深佩服选

址之人的眼光之独到。

No2、雅鲁藏布江的源头

关于雅鲁藏布江的源头，还真是一个有

趣的地方，最开始对于这里的争议相当多，

科学家几次考察都商议不定，后来中国科学

院组织了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再次进入

河源区，终于探明杰马央宗曲为雅鲁藏布江

的正源。

这里的景色相当稀奇，冰川退缩成大面

积冰碛物，谷地呈浅“U”形，而山丘就出现

在草原上，而草原的边上就有着河流。蓝

天、白云、雪山、草原、湖泊、荒漠和沙丘

出现在同一片天空下，简直让人怀疑这是真

实还是梦幻了。

No3、伊犁杏花沟

小铁其实不太明白为什么大家都爱去

西藏旅游，网上铺天盖地而来的也都是各

种关于西藏穷游自驾游等等的信息。在小

铁的心中，新疆是个一点不输给西藏的地

方，偌大的新疆，藏着你经年累月都走不

完的景色。

伊犁的杏花沟不知道听过的人有几个，

但是小铁绝对敢打包票，这里的景色绝对不

输给别的地方。

杏花沟位于新疆伊犁县新源县吐尔根

乡，伊犁河谷阿吾拉勒山南麓。因为伊犁盆

地的气候湿润，加上来自天山充沛的冰川融

水的滋润下，杏花沟上万亩原始杏花树，几

百年来，野生生长，生生不息。

No4、库尔德宁

小铁最后说的这个也是新疆的一个地

方，不知为何，在小铁心中，新疆是一个神

秘而美丽的地方，所以这第四个说的，也是

新疆的一个地方——库尔德宁。

库尔德宁位于巩留县东部山区，是南北

走向的山间阔谷。独特之处是，通常的山沟

多顺山势而下，唯独这条阔谷却与雪山平

行。库尔德宁即是横沟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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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遊世界不是夢
丹麥男子坐貨船3年遊逾百國家

不少人都渴望环游世界，但

往往因金钱不足而未能成行。据

外媒报道，丹麦一名男子就用行

动证明环游世界不需要“花大

钱”，他三年前搭乘货船展开旅

程，至今已横越欧洲、美洲及加

勒比海地区共122个国家。

据悉，现年37岁的佩德森于

2013年出发，3年以来靠着乘搭不

同货船到达世界各地，他每到达

一个国家，都会在当地逗留至少

一天，其间会上岸感受当地的风

土人情并与当地人交谈。

佩德森将自己平均每日的花

费控制在20美元之内，其中包括

食宿和交通费。佩德森说：“只

要跟当地人过着同样生活，吃同

一样食物，乘搭同一样的交通工

具，消费其实很便宜。”

佩德森居住的环境虽算不上

高床暖枕，但也没有想像般差劣，

某几次还得到船长优待，让他

住在客房，里面有双人大床、

浴室等设施，让他相当满意。

最差的环境也像中档酒店客房

一样。

佩德森希望身体力行证明旅

游并不是奢侈的活动，结交朋友

并不需要大费金钱，他的旅程至

今依然在继续。

墨西哥瓦哈卡舉行蘿蔔雕刻大賽
別出心裁栩栩如生

外媒报道，在圣诞节

前，位于墨西哥南部的瓦哈

卡有一个特别的习俗，就是

举行萝卜雕刻大赛，普普通

通的萝卜都会被雕刻得栩栩

如生。

据悉，自16世纪中期，

西班牙殖民者将萝卜移植入

瓦哈卡后，萝卜就成了当地

人的一大骄傲。

萝卜节最早诞生于1897

年，起初是萝卜种植者在圣

诞节前的促销活动，后来形

成了一项传统延续至今。

在节日前三天，雕刻者

们挑选出一个萝卜，独自构

思，精心雕刻成动物、舞蹈

家、征服者等形象。比赛当

天，再将自己的得意之作展

现给观众，获胜者可以获得

丰富的奖金。

科學家破解大型鑽石形成之謎 或源自地表之下數百公裏
新华社华盛顿12月 17日电

从 1905年在南非发现的“卡利

南”，到2015年在博茨瓦纳出

世的“莱赛迪·拉· 罗纳”，几乎每

一块大型钻石都闻名世界。现在，

科学家们宣布，他们破解了这些

稀有而宝贵石头的形成之谜。

美国宝石学院等机构的研究

人员在最新一期美国《科学》杂

志上报告说，大型钻石可能源自

地表之下400公里至750公里的

超深部，在液态金属中形成。这

项发现将能帮助推进认识地球的

深部环境。

参与研究的美国宝石学院研

究开发部总监王五一对新华社记

者说：“半个世纪以来，人们一

直在探索天然钻石的形成机制，

但由于涉及价值、保险等问题，

科学家很难有机会研究大型钻石，

所以长期以来我们对大型钻石的

成因及其地学意义所知无几。”

据王五一介绍，作为一家非

营利机构，美国宝石学院“几乎

是世界上唯一有机会可以对大量

大型钻石做研究的机构”，因为

许多钻石的销售都需要美国宝石

学院的鉴定证书。该学院每天收

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数万颗要求分

级鉴定的钻石，所以方便接触到

大量研究样本。

最终，研究人员从数十万颗

钻石里挑选出30多颗大钻石，

其中最大的约400克拉。征得钻

石拥有者同意后，他们检测了钻

石加工切下来的边角料，结果在

其中发现了一些天然包裹物的杂

质，其成分有铁、镍、硫、碳等

元素。

王五一说，钻石的一个特点

是，它在生长过程中会把一些周

围物质包裹在内。由于钻石是纯

碳物质，非常稳定，包裹在其中

的物质几乎不太可能跟外界物质

发生反应，因而保留了钻石形成

时周围环境的特征。从包裹物主

要成分为铁来看，大型钻石应该

是在液态金属环境中形成的，这

与小型钻石的形成环境完全不同。

研究人员据此认为，大型钻

石在地球内部形成的深度要比绝

大多数钻石深得多，它们的形成

深度可能是在地下 400 公里到

750公里，而其他天然钻石一般

是在地下150公里至200公里深

度形成的。后来这些钻石伴随着

火山喷发等地质活动上升到地

面。

天然钻石可分为一型钻石与

二型钻石。王五一说，两者主要

区别是氮含量，二型钻石的纯度

特别高，氮杂质极少，这种钻石

只占天然钻石的2%。

新发现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型

钻石基本是二型钻石，这是因为

大型钻石在液态金属环境中形成，

而氮会被金属吸收，所以大型钻

石纯度也较高。而绝大多数钻石

可能在硅酸盐环境中通过其他化

学反应形成，所以地下150公里

至200公里处形成的钻石容易包

裹更多的氮，纯度相对较低。

法國站在“重新出發”的十字路口
2016 年，在经历了尼斯恐袭、

“黑夜站立”、欧洲杯、总统大选初

选等国内大事，以及英国、意大利等

周边国家飞出的一只只“黑天鹅”之

后，法国人像往常一样热闹地迎接新

年的到来。然而在平静的表象下，法

国社会正迎来深刻的变化。

结构性改革任重道远

“大幅削减50万公共部门岗位”

“延迟退休年龄至65岁”“废除每周

35小时工作制”“削减过高的福利制

度”等等，这一系列强劲甚至略显激

进的改革措施，让法国右翼总统候选

人菲永在右派初选时成为一匹“黑

马”，在参加投票的400多万选民中

获得了近67%的选票。在执政的左派

政府彻底丧失民意，以“国民阵线”

为代表的极右翼势力内讧不断的情

况下，菲永一时间成为明年总统大选

的最大热门，法国似乎也看见了菲永

高呼的“重新出发”的曙光。但了解

法国的人恐怕都很清楚，这个诞生了

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大思想家

的国度最不缺乏的就是“思想”和

“口号”，但落实到行动上，现在的

法国社会仿佛逐渐失去了改革的勇气

和动力。

贯穿整个年度的“劳动法草案”

改革争议就是现今法国改革问题的缩

影。面对政党互相攻讦、工会制约以

及利益受损民众的抗议，无论是左

派、右派还是极右派，都只能选择妥

协。仅仅草案中一条“废除35小时工

作制”的条款就引发了“黑夜站立”

这样大规模、长时间的抗议示威，菲

永提出的竞选纲领一旦实施，恐怕将

会遭遇更大的反弹。民众往往要求政

府进行改革以解决当前的一系列政

治、经济、安全等问题，但又不愿意

在自身利益上作出牺牲，而政府迫于

各方压力只能妥协，甚至彻底调转改

革方向，给予抗议者更多的利益来

安抚他们，这让法国社会陷入了一个

怪圈。

恐袭和难民潮加剧民粹主义

进入2016年，由于查理周刊事件

和巴黎恐袭的余波未散，法国一再宣

布延长紧急状态，并准备于7月初欧

洲杯结束后取消。正当举国上下都为

欧洲杯成功举办松了口气时，尼斯等

城市又接二连三遭受了恐怖袭击，让

法国人的神经再度紧绷，紧急状态也

再一次延长。

随后，针对“布基尼”（一种只

露出脸、手和脚的前端的伊斯兰女性

泳衣）的禁令以及加莱难民营的拆除

更加激化了本地民众与穆斯林群体之

间的矛盾。当前，法国普通民众在对

政府感到失望的同时，对于极端主义

的愤怒情绪正在迅速发酵并逐渐蔓

延，矛头也指向法国国内的穆斯林团

体及非法移民群体。这些均让宣扬

“反体制”“反移民”的国内民粹势

力加速膨胀，已经足以撼动左右两派

的执政基础，成为法国政坛一股无法

忽视的力量。甚至连右派候选人菲永

也在电视辩论中公开表示，称法国

“并非一个多元文化国家”，那些来

到法国的外国人必须尊重法国的社会

风俗。法国政坛及社会在意识形态上

正在加速“向右转”。

经济复苏缓慢带来不稳定因素

尽管今年法国宏观经济形势良

好，政府在就业、消费、减税等民

生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且初见成

效，但总体的复苏势头依然孱弱，青

年失业率、公共支出比率以及税务负

担等核心经济数据依旧没有明显改

观，加之面临总统大选等政治生态改

变带来的不确定性因素，法国经济在

未来仍可能继续在低增速区间徘徊。

对于法国经济，普通民众最直观的感

受就是找工作依旧困难、税赋沉重以

及工资上涨幅度过小。民众对政府的

不满和抗议，在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

素的同时，也反向增加了未来政府推

行改革的难度。

2017年是决定法国未来走向的关

键一年，法国大选已经成为欧洲政治

风向的“试金石”。是冲破阻碍获得

“重生”，还是继续在低迷中徘徊，

甚至飞出下一只“黑天鹅”，法国的

2017年将牵动欧洲和世界。

韓11輛無人車無事故行駛2.6萬公裏

民衆憂交通意外
据韩媒报道，今年3月4日起至11

月，韩国获测试牌照的6家企业和机构

的 11 辆无人驾驶车行驶里程 2.6 万公

里，且实现无事故行车。

具体来看，现代汽车、起亚汽车、

现代摩比斯、首尔大学、汉阳大学和韩

国交通安全公团的11辆无人驾驶汽车获

得了临时上路的牌照，在试行驶的9个

月期间未发生任何事故，但有10次由无

人驾驶模式转为手动驾驶的情况，如在

遭安全车距外超车或驶入无标线的施工

路段时。

据悉，无人驾驶技术分四阶段，第

三阶段是高度自动驾驶，可在驾驶员监

控下自动控制汽车行驶，但须由驾驶员

应付突发情况。问及是否愿意驾驶第四

阶段的完全自动驾驶汽车时，有乘车经

验专家、无经验专家和普通人的肯定回

答比例依次是82%、30%和52%。

受访普通人最担心系统故障引发交

通意外，而受访专家最担心肇事后问责

问题。认为无人驾驶汽车肇事应由运营

商负责的受访者(44%专家和38%普通人)

最多，认为应由制造商或制造商运营商

共同负责的比例居次，认为应由驾驶员

负责的受访者最少。

日媒：時尚中餐逆襲洋快餐
中國餐飲市場版圖正在變

中国餐饮市场的版图正在变化。洋

快餐逐步失去人气，而具有现代感的快

时尚中餐连锁店开始兴起。

“装修漂亮，菜品多且便宜”，大

连的公司员工小刘带着4名外省朋友来

到刚开业的中餐连锁店“绿茶”，从100

多种菜品中点了6个，加上啤酒和冰激

凌，人均消费50元，他说，“总不能带

朋友去肯德基吧。”

近几年，“绿茶”、“外婆家”等

快时尚中餐连锁店发展迅速。他们都具

有设计时尚、环境安静、菜量实惠的特

点。据统计，2014年中国餐饮市场同比

增加9.7%，达2.786万亿元，这些“快时

尚”连锁店起到了带动作用。

被曝使用过期鸡肉，被认为是二

者业绩萎靡的主要原因。但更深刻的

原因是中国消费者对洋快餐品牌形象

认识的改变。洋快餐曾是富裕的象征，

但随着中国本土企业及星巴克连锁等

讲究的商品和服务纷纷加入竞争，洋

快餐如今已沦为“店脏且服务差，不

想特意去的地方”。而洋快餐似乎未

发觉成熟的中国消费者已然“变心”，

除了统一便捷的服务，未能让消费者

感到其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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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理石品種最多大理石品種最多！！規模最大規模最大，，價格最低價格最低！！
批發批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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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88休城工商

惠康超市十五周年店慶，三重驚喜送大禮！
本報記者 黃梅子 報導

（本報記者黃梅子）惠康超市是休斯敦的
老字號超市了，一直以來惠康超市的生意都很
好，特別是今年換了新老板了以後，新老板、
新人事帶來新作風！新的股東們全力打造和提
升中國城惠康超市這個老品牌，繼續保持惠康
超市的“價錢最便宜、品種最齊全、服務最優
質”的三最優勢，讓老品牌散發出新魅力。新
股東們接手超市以後，這一年來對超市進行了
裝修和設備更新換代，使環境更加幹凈，品質
更加新鮮，顧客更加放心。惠康超市生意一直
很好，也帶動了整個 Plaza 的人氣，尤其是周末，
惠康超市人山人海，排隊結賬的人排成長龍。
惠康超市生意好是有道理的，走進超市，一排
排整齊的貨架，南北雜貨品種齊全擺放整齊，
價廉物美的盒飯、活蹦亂跳的鮮蝦活魚、令人
垂涎欲滴的瓜果蔬菜，一切都是那樣讓人放心，

買得放心，吃得安心。
惠康超市十五周年店慶，有

多重驚喜回饋給顧客。第一重優
惠是購物送現金，從 2016 年 12
月 15 日 至 2017 年 1 月 2 日， 凡
購物滿 30 元，立即返現金禮券 2
元。購物滿 50 元，立即返現金禮
券 4 元。購物滿 80 元，立即返現
金禮券 6 元。購物滿 100 元，立
即返現金禮券 10 元。第二重驚喜
是幸運大抽獎。活動時間從 2016
年 12 月 1 日至 2017 年 1 月 2 日，
顧客都可以參與抽獎，設特等獎
2 名，將獲得休斯敦往返臺北、
北京或上海來回機票一張。一等
獎 2 名，將獲得 65 寸 samsung 彩
色電視機。二等獎 2 名，將獲得
Iphone7plus; 三等獎 3 名，將獲得

iphone7；四等獎三名，將獲得 Ipad air 2; 五等獎
5 名，將獲得 iwatch。抽獎將在 1 月 8 日在超市
內現場舉行。

第三重驚喜是買卡就返額，從 12 月 1 日至
2017 年 1 月 2 日，購買購物卡金額超過 500 元，
立即贈送 5%，購買購物卡金額超過 1000 元，
立即贈送 10% ！在雙十五活動時間買購物卡可
以得到更多的優惠，12 月 15 日至 2017 年 1 月
2 日購買購物卡超過 1500 元，立即贈送 15%。

 在惠康超市 15 周年店慶期間購物多重優
惠，回饋新老顧客，還等什麼，趕快趁著店慶
的時候囤貨吧。

918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270-7789； 傳真：713-270-8912

汽車維修大全（二） 
完整修車廠  徐雲經理專欄

6、每次開啟空調時，其出風口有非常難聞的氣味，天氣潮濕時更
加嚴重。 

故障判定：維護類故障。 
原因分析：空調的製冷原理是通過製冷劑迅速蒸發吸熱，使流經的

空氣溫度迅速下降。由於蒸發器的溫度低，而空氣溫度高，空氣中的
水分子顆粒會在蒸發器上凝結成水珠，而空氣中的灰塵或衣服、座椅
上的小絨毛等物質，容易附著在冷凝器的表面，從而導致發黴，細菌
會大量繁殖。這樣的空氣被人體長期吸入會影響駕駛員及乘車人的身
體健康，所以空調系統要定期更換空調濾芯，清潔空氣道。 

7、下小雨時風窗玻璃刮不干淨。 
故障判定：維護類故障。 
原因分析：不雨下得很大時使用刮水器感覺不錯，可是當下小雨啟

動刮水器時，就會發現刮水器會在玻璃面上留下擦拭不均的痕跡；有
的時候會卡在玻璃上造成視線不良。這種情況表明刮水器片已硬化。
刮水器是藉電動機的轉動能量，靠連接棒轉變成一來一往的運動，並
將此作用力傳達至刮水器臂。不刮水器的橡膠部分硬化時，刮水器便
無法與玻璃面緊密貼合，或者刮水器片有了傷痕便會造成擦拭上的不
均勻，形成殘留污垢。刮水器或刮水器膠片面的更換很簡單。但在更

換時應注意，在車型及年份不同，刮水器的安裝方法及長度不同。有
的刮水器膠片的更換很簡單。但在更換時應注意，在車型及年份不同，
刮水器的安裝方法及長度不同。有的刮水器只需要更換橡膠片，而有
的刮水器需整體更換。 

8、車輛有噪聲。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無論是高檔車、低檔車、進口車、國產車、新車、舊車

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噪聲問題。車內噪聲主要來自發動機噪聲、風噪、
車身共振、懸架噪聲及胎聲等五個方面。車輛行駛中，發動機高速運
轉，其噪聲通過防火牆、底牆等傳入車內；汽車在顛簸路面行駛產生
的車身共振，或高速行駛時開啟的車窗不能產生共振都會成為噪聲。
由於車內空間狹窄，噪聲不能有效地被吸收，互相撞擊有時還會在車
內產生共鳴現象。行駛中，汽車的懸架系統產生的噪聲以及輪胎產生
的噪聲都會通過底盤傳入車內。懸架方式不同、輪胎的品牌不同、輪
胎花紋不同、輪胎氣壓不同產生的噪聲也有所區別；車身外形不同及
行駛速度不同，其產生的的風噪大小也不同。在一般情況下，行駛速
度越高，風噪越大。（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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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德清主持「美麗家園」年終回顧 （上）
本報記者 秦鴻鈞 攝

2016 年 8 月 3 日開播，首集訪問「 好運地板 」 負責
人 Danny 潘。

2016 年 8 月 24 日訪問「誠信建築裝潢工程公司」 
負責人 Jeff 曹談有關房屋建築，裝潢的各種疑難
雜症。

 2016 年 9 月 14 日訪問「 大連裝修 」 負責
人曲大瑋先生。談房屋的設計與改造。

2016 年 9 月 21 日訪問 「超群房屋檢驗公
司 」 負責人白釗民先生談「德州住宅地
基常見的問題 」。

2016 年 9 月 28 日訪問 「 群智貸款 」 負
責人畢鑑明女士談「自住房與投資房的貸
款應注意的事項 」。

2016 年 10 月 5 日訪問資深科學家 Sam 
Niue 牛博士（ 中 ）及 Lucy 韓女士（右）
談「 健康管理 」。

2016 年 8 月 31 日訪問「 完整修車廠」 負責人徐
雲女士。介紹該車廠的各種服務項目及細節。

2016 年 9 月 7 日訪問「 黃氏宗親會 」 會長黃孔
威先生，談「 炎黃中秋大型綜藝晚會 」。

2016 年 8 月 10 日訪問「 長業冷氣 」 負責人張
勇民先生。為「 空調」 解密。

2016 年 8 月 17 日訪問李雄（ 中 ），李成純如
（ 右 ），談「 西南管理區 」成立經過，兼談
「 中國城治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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