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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以上豐富經驗為您服務‧贈送機票平安保險十五萬

www.pally-travel.comwww.pally-travel.com
平安里程從這里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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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報記者秦鴻鈞） 漂亮的現代化新屋社區，不一定要在 Katy, Missouri City, 在離您上班地點最近的西
南區的國際區即可找到。不僅省下您大把的通勤時間，汽車的損耗，尤其交通尖峰時間的塞車損耗時間，精
力，由蘇點勇先生所開發的「 Ashford Terrace Gated Community 」是您住家的首選。這個「 有安全大門的
Ashford 陽臺式社區 」僅 41 戶，已賣掉 31 戶，只剩 10 戶，預購從速。社區佔地 3.63 英畝，2014 年蓋的新
屋。最小的為三房，有 1912 呎 ，另有 2137 呎及 2378 呎兩種有隔局的四房建築，充份利用的空間，更增加
住家的實用性。這坐落在國際區的心臟位置 （Dairy & Beechnut 
), 具備安全大門的美麗社區，使您可以在短短幾分鐘內到達休
士頓任何地方。屋子裏面配有各種不銹鋼家用電器，定制的櫥
櫃和花崗巖檯面，成為您和您家人的完美的家。社區內有專人
打理庭院，幾乎不需要做維修院子的工作，社區內有 24 小時安
全門和充足的私人停車位，讓我們的房子之一部份，成為您的
家 -----Ashford 陽臺式社區！

這有安全大門的 Ashford 陽臺式社區，僅為 22 萬元起價！
2378 呎為 24,8880 元！預購從速。是人人都買得起的高級現代化住宅。請聯繫經紀人 Keith 
Galloway (832)987-3066, 講中文的可直撥中文專線蘇點勇（Jeff D. Suh ) : (281) 774 -8999

（ 本報記者秦鴻鈞） 經常到「 Lucky Land 」來的遊客，
會驚喜的發現，每隔一段時間，「Lucky Land」 總會增加許
多動人的風貌。如為了迎接元月廿八日農曆春節的來臨，
「Lucky Land」 在門口進口處放置了巨大的金鷄報喜，以迎
接雞年的來臨。還將在春節時免費供應遊客銅錢，按照中國
的習俗，將銅錢丟入面前的許願池許願，以求來年風調雨順，
事事順利，幸福安樂。「Lucky Land」 現雖仍在試營業期間，

中外遊客前往者甚眾，不論周末，周日，總見大批的遊客全
家出動， 它儼然已成了大休士頓地區中西文化的薈萃之地。

還記得中國西安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古蹟「兵馬俑」嗎？
千年前的文物湧現眼前，還不必出國就可看見，的確是令人
嘆為觀止。在休士頓心臟地帶的 Airline Dr. 路上的「Lucky 
Land 」，是一家籌劃多時的古蹟遊樂園，也是休士頓新推出
的旅遊景點之一。

在「Lucky Land」內，您可看到與西安幾乎完全一樣的
「兵馬俑」全景，令人竚足再三，遙想當年秦皇陵寢的陪葬
情形，園內還有少林十八銅人，中國的大熊貓，以及中國式
的噴泉，亭台樓閣，花卉園林，是值得您細細品味，賞玩的
旅遊勝地。

「Lucky Land 」還推出二十個中國風味設計的攤位，供
大家周末到此設攤，不論是賣食品還是玩具，文物，遊人如
織中將商機無限。每次周末（ 周六，周日） 兩天，僅收 $75 
元，歡迎大家把握良機，洽詢電話：（281）795- 2255, 713-
449-0605（中文专线）

「Lucky Land 」將自即日起至二月份正式開幕前 " 免費
＂招待大家入內參觀，遊覽，（ 過了元旦就要買門票進場），
歡迎大家把握時機，利用節、假日全家到此一遊，享受中
西文化薈萃的喜悅。「Lucky Land 」地址：8705 Airline Dr. 
Houston TX 77037

「Lucky Land」金雞報喜迎春節，送幸運銅錢擲許願池
中西文化的薈萃，今年二月份正式開幕前＂免費＂進場

地產開發商蘇點勇
在國際區的心臟位置為您推出

「有安全大門的 Ashford 陽台式社區」
餘戶不多，預購從速

【休斯敦全旅假期】
聖誕節去哪里？全旅假期聖誕專輯！

玩轉邁阿密：邁阿密、西礁
島、羅德岱堡、沼澤公園，只
要$325！

出發日期：天天出發
價格：$325/人（3人房）

行程特色：
1. 南佛州精華遊：邁阿密，西礁島，羅德岱堡等度假勝地，
豐富行程，省時省錢。
2. 兩大碼頭，兩大機場均免費接送。
聖誕假期去看雪！6/7天加拿大冬季洛磯山尊貴(溫泉)之旅！

Winter Splendid Canadian Rockies (Hot Springs)
價格：$449起
暢遊：基隆那 、維農市、三文灣、班芙、露易斯湖、甘露

市、溫哥華、維多利亞
冬季 Winter : Oct 17, 2016 – Apr 11, 2017

出發日期： 6天團 – 星期一、三、五；加開12/17, 20, 22,
24, 26

7天團 – 天天出發（星期六除外）；加開12/16, 17, 19, 20,
21, 22, 23, 24, 26, 27

保證住宿班芙市中心：
班芙國際酒店 Banff International Hotel
聖誕節暢遊夏威夷！夏威夷雙島五日遊 A / B
價格：$432起
出發日期：天天 (09/1- 12/22/2016)
夏威夷團費會因季節，假日有所調漲，請詢問業務人員
聖誕節我們去黃刀鎮看極光！
魔幻黃刀極光3-5日遊
2016/11/01至2017/04/30
保證天天開團
3天團價格：$398/人

休斯頓全旅假期
713-568-8889
7001 Corporate Dr. # 210 Houston TX 77036
(美南銀行後棟大樓)
www.chinatourus.com
Wechat: chinatourus

（ 本報記者秦鴻鈞） 漂亮的現代化新屋社區，不一定要在Katy ,
Missouri City, 在離您上班地點最近的西南區的國際區即可找到。不僅
省下您大把的通勤時間，汽車的損耗，尤其交通尖峰時間的塞車損耗
時間，精力，由蘇點勇先生所開發的 「Ashford Terrace GatedCom-
munity 」是您住家的首選。這個 「有安全大門的Ashford 陽臺式社區
」僅 41 戶，已賣掉31 戶，只剩10 戶，現有特價到11月止，預購從
速。社區佔地3.63 英畝，2014 年蓋的新屋。最小的為三房，有1912

呎 ，另有2137 呎及2378 呎兩種有隔局的四房建築，充份利用的空間，更增加住家的實用性。這坐落在國際區的心臟位置
（Dairy & Beechnut ), 具備安全大門的美麗社區，使您可以在短短幾分鐘內到達休士頓任何地方。屋子裏面配有各種不銹鋼家
用電器，定制的櫥櫃和花崗巖檯面，成為您和您家人的完美的家。社區內有專人打理庭院，幾乎不需要做維修院子的工作，社
區內有24 小時安全門和充足的私人停車位，讓我們的房子之一部份，成為您的家-----Ashford 陽臺式社區！

這有安全大門的Ashford 陽臺式社區，僅為22 萬元起價！2378呎為24,8880元！現有特價到11月止，預購從速。是人人都
買得起的高級現代化住宅。請聯繫經紀人 Keith Galloway (832)987-3066, 講中文的可直撥中文專線蘇點勇（Jeff D. Suh ) : (281)
774 -8999

TEL:713-568-8889

休斯頓旅遊權威
全旅假期特別提醒！

由於國航取消航班，凡是在我社購買中國國際航空 
Air China 機票，

7 月 26 日 CA995 北京 - 休斯頓
7 月 27 日 CA996 休斯頓 - 北京
出發及返回的乘客，請盡快與我社聯繫，以確認你

的航班時間！ 

（ 本報記者秦鴻鈞） 漂亮
的現代化新屋社區，不一定要
在 Katy ,Missouri City, 在 離 您
上班地點最近的西南區的國際
區即可找到。不僅省下您大把
的通勤時間，汽車的損耗，尤
其交通尖峰時間的塞車損耗時
間，精力，由蘇點勇先生所開
發 的「 Ashford Terrace Gated 
Community 」是您住家的首選。

這 個「 有 安 全 大 門 的
Ashford 陽臺式社區 」僅 41 戶，已賣掉 21 戶，只剩 20 戶，
社區佔地 3.63 英畝，2014 年蓋的新屋。最小的為三房，有

（ 本報記者秦鴻鈞）位於「百佳商場」內，百佳超巿旁的
「來來餃子館」自今年三月四日推出北方特色早點後，於日前
更新推出台灣特色小炒，由休巿著名的台菜名師葉師傅主理。

「來來餃子館」的台灣特色小炒，有三杯雞，三杯小卷，
熏雞，熏鴨，韭菜豬紅，老酒鎮蝦，糟溜魚片，水煮魚片，生
炒魚片，豬耳朵拌黃瓜，香辣魚片，椒鹽大腸，三杯大腸，九
層塔炒蜆，九層塔炒螺肉，紅燒三文魚頭，客家小炒，鹹蛋苦
瓜，蝦卷，豆瓣魚，五更腸旺等等，都是葉師傅的拿手名菜。

「來來餃子館」將於今年 6 月 1 日起，每天早上八點起即
推出早點，內容包括：油條，煎餅果子，油炸糕，蔥油餅，麵條，
水餃，鍋貼，爐包，雞湯餛飩，特色鍋巴菜，甜沫，甜、鹹豆腦，
煎蛋，茶葉蛋，牛肉夾餅 ------ 等等，為休士頓中國城的「早
起一族」， 「上班族」更增添生命的色彩。讓您從每天的開始，
就吃的開開心心，營養健康，累積一整天工作的能量！

「來來餃子館」除了以麵點馳名外，他們所推出的新鮮石

1912 呎 ，另有 2137 呎及 2378 呎兩種
隔局的四房建築，充份利用的空間，
更增加住家的實用性。這坐落在國際
區的心臟位置 （Dairy & Beechnut ), 具
備安全大門的美麗社區，使您可以在
短短幾分鐘內到達休士頓任何地方。
屋子裏面配有各種不銹鋼家用電器，
定制的櫥櫃和花崗巖檯面，成為您和
您家人的完美的家。社區內有專人打
理庭院，幾乎不需要做維修院子的工作，社區內有 24 小時安
全門和充足的私人停車位，讓我們的房子之一部份，成為您
的家 -----Ashford 陽臺式社區！

這有安全大門的 Ashford 陽臺式社區，僅為 22 萬元起價！

地產開發商蘇點勇 
在國際區的心臟位置為您推出

「有安全大門的 Ashford 
陽台式社區」

是人人都
買 得 起 的 高 級 現 代 化 住 宅。 請 聯 繫 經 紀 人 Keith 

Galloway (832)987-3066, 講中文的可直撥中文專綫蘇點勇（ 
Jeff D. Suh ) : (281) 774 -8999

來來餃子館新推台灣特色小炒
葉師傅主理
三杯大腸，三杯小卷，五更腸旺，百吃不厭

斑魚丸，魚皮，魚臉肉，魚排，大鍋貼，手抓餅也遠近馳名，是
僑胞們的最愛，每週

必要報到之處。尤其他們的「新鮮石斑魚丸」更是休市獨家青
島「斉海魚聖」連鎖店的美國第一家分店，值得大家一吃再吃，
細細品味。

「來來餃子館」
在「百佳商場」內， 
地址： 
9262 Bellaire Blvd.
Houston,Tx.77036, 
電話：
713-271-0080

（ 本報記者秦鴻鈞） 漂亮
的現代化新屋社區，不一定要
在 Katy ,Missouri City, 在 離 您
上班地點最近的西南區的國際
區即可找到。不僅省下您大把
的通勤時間，汽車的損耗，尤
其交通尖峰時間的塞車損耗時
間，精力，由蘇點勇先生所開
發 的「 Ashford Terrace Gated 
Community 」是您住家的首選。

這 個「 有 安 全 大 門 的
Ashford 陽臺式社區 」僅 41 戶，已賣掉 21 戶，只剩 20 戶，
社區佔地 3.63 英畝，2014 年蓋的新屋。最小的為三房，有

（ 本報記者秦鴻鈞）位於「百佳商場」內，百佳超巿旁的
「來來餃子館」自今年三月四日推出北方特色早點後，於日前
更新推出台灣特色小炒，由休巿著名的台菜名師葉師傅主理。

「來來餃子館」的台灣特色小炒，有三杯雞，三杯小卷，
熏雞，熏鴨，韭菜豬紅，老酒鎮蝦，糟溜魚片，水煮魚片，生
炒魚片，豬耳朵拌黃瓜，香辣魚片，椒鹽大腸，三杯大腸，九
層塔炒蜆，九層塔炒螺肉，紅燒三文魚頭，客家小炒，鹹蛋苦
瓜，蝦卷，豆瓣魚，五更腸旺等等，都是葉師傅的拿手名菜。

「來來餃子館」將於今年 6 月 1 日起，每天早上八點起即
推出早點，內容包括：油條，煎餅果子，油炸糕，蔥油餅，麵條，
水餃，鍋貼，爐包，雞湯餛飩，特色鍋巴菜，甜沫，甜、鹹豆腦，
煎蛋，茶葉蛋，牛肉夾餅 ------ 等等，為休士頓中國城的「早
起一族」， 「上班族」更增添生命的色彩。讓您從每天的開始，
就吃的開開心心，營養健康，累積一整天工作的能量！

「來來餃子館」除了以麵點馳名外，他們所推出的新鮮石

1912 呎 ，另有 2137 呎及 2378 呎兩種
隔局的四房建築，充份利用的空間，
更增加住家的實用性。這坐落在國際
區的心臟位置 （Dairy & Beechnut ), 具
備安全大門的美麗社區，使您可以在
短短幾分鐘內到達休士頓任何地方。
屋子裏面配有各種不銹鋼家用電器，
定制的櫥櫃和花崗巖檯面，成為您和
您家人的完美的家。社區內有專人打
理庭院，幾乎不需要做維修院子的工作，社區內有 24 小時安
全門和充足的私人停車位，讓我們的房子之一部份，成為您
的家 -----Ashford 陽臺式社區！

這有安全大門的 Ashford 陽臺式社區，僅為 22 萬元起價！

地產開發商蘇點勇 
在國際區的心臟位置為您推出

「有安全大門的 Ashford 
陽台式社區」

是人人都
買 得 起 的 高 級 現 代 化 住 宅。 請 聯 繫 經 紀 人 Keith 

Galloway (832)987-3066, 講中文的可直撥中文專綫蘇點勇（ 
Jeff D. Suh ) : (281) 774 -8999

來來餃子館新推台灣特色小炒
葉師傅主理
三杯大腸，三杯小卷，五更腸旺，百吃不厭

斑魚丸，魚皮，魚臉肉，魚排，大鍋貼，手抓餅也遠近馳名，是
僑胞們的最愛，每週

必要報到之處。尤其他們的「新鮮石斑魚丸」更是休市獨家青
島「斉海魚聖」連鎖店的美國第一家分店，值得大家一吃再吃，
細細品味。

「來來餃子館」
在「百佳商場」內， 
地址： 
9262 Bellaire Blvd.
Houston,Tx.77036, 
電話：
713-271-0080

華美易經學社會費
感謝各位會友的支持 , 讓我們在 2016 年 6 月 18 日召開的第一次會員大會非常圓

滿成功 . 我們最近收到一些來信 , 表示 6 月 18 日當天因故無法出席 , 但仍希望加入
華美易經學社 , 同時詢問如何繳交會費 . 對於這些 6 月 18 日無法出席 , 但仍希望加
入華美易經學社或已填表加入 , 但尚未繳交會費的朋友 , 煩請您將 $20 支票 , 抬頭寫 
( pay to the order) : Meiling Wang, 寄至 14107 Ragus Lake Dr., Sugar Land, TX 77498, 並
在支票 memo 處 , 註明 " 華美易經學社 ", 即完成入會手續 .

謹此  順祝暑安  並謝合作

華美易經學社  謹啟

地產開發商蘇點勇 在國際區的心臟位置為您推出

「有安全大門的 Ashford 陽台式社區」
（ 本報記者秦鴻鈞） 漂亮的現代化新屋社區，不一定要在 Katy ,Missouri City, 在離您上班地

點最近的西南區的國際區即可找到。不僅省下您大把的通勤時間，汽車的損耗，尤其交通尖峰時
間的塞車損耗時間，精力，由蘇點勇先生所開發的「 Ashford Terrace GatedCommunity 」是您住
家的首選。這個「 有安全大門的 Ashford 陽臺式社區 」僅 41 戶，已賣掉 21 戶，只剩 20 戶，社
區佔地 3.63 英畝，2014 年蓋的新屋。最小的為三房，有 1912 呎 ，另有 2137 呎及 2378 呎兩種有
隔局的四房建築，充份利用的空間，更增加住家的實用性。這坐落在國際區的心臟位置 （Dairy 
& Beechnut ), 具備安全大門的美麗社區，使您可以在短短幾分鐘內到達休士頓任何地方。屋子裏
面配有各種不銹鋼家用電器，定制的櫥櫃和花崗巖檯面，成為您和您家人的完美的家。社區內有
專人打理庭院，幾乎不需要做維修院子的工作，社區內有 24 小時安全門和充足的私人停車位，
讓我們的房子之一部份，成為您的家 -----Ashford 陽臺式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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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產開發商蘇點勇 在國際區的心臟位置為您推出
「有安全大門的Ashford陽台式社區」 現僅餘十戶，預購從速

【休斯敦全旅假期】
聖誕節去哪里？全旅假期聖誕專輯！

玩轉邁阿密：邁阿密、西礁
島、羅德岱堡、沼澤公園，只
要$325！

出發日期：天天出發
價格：$325/人（3人房）

行程特色：
1. 南佛州精華遊：邁阿密，西礁島，羅德岱堡等度假勝地，
豐富行程，省時省錢。
2. 兩大碼頭，兩大機場均免費接送。
聖誕假期去看雪！6/7天加拿大冬季洛磯山尊貴(溫泉)之旅！

Winter Splendid Canadian Rockies (Hot Springs)
價格：$449起
暢遊：基隆那 、維農市、三文灣、班芙、露易斯湖、甘露

市、溫哥華、維多利亞
冬季 Winter : Oct 17, 2016 – Apr 11, 2017

出發日期： 6天團 – 星期一、三、五；加開12/17, 20, 22,
24, 26

7天團 – 天天出發（星期六除外）；加開12/16, 17, 19, 20,
21, 22, 23, 24, 26, 27

保證住宿班芙市中心：
班芙國際酒店 Banff International Hotel
聖誕節暢遊夏威夷！夏威夷雙島五日遊 A / B
價格：$432起
出發日期：天天 (09/1- 12/22/2016)
夏威夷團費會因季節，假日有所調漲，請詢問業務人員
聖誕節我們去黃刀鎮看極光！
魔幻黃刀極光3-5日遊
2016/11/01至2017/04/30
保證天天開團
3天團價格：$398/人

休斯頓全旅假期
713-568-8889
7001 Corporate Dr. # 210 Houston TX 77036
(美南銀行後棟大樓)
www.chinatourus.com
Wechat: chinatourus

（ 本報記者秦鴻鈞） 漂亮的現代化新屋社區，不一定要在Katy ,
Missouri City, 在離您上班地點最近的西南區的國際區即可找到。不僅
省下您大把的通勤時間，汽車的損耗，尤其交通尖峰時間的塞車損耗
時間，精力，由蘇點勇先生所開發的 「Ashford Terrace GatedCom-
munity 」是您住家的首選。這個 「有安全大門的Ashford 陽臺式社區
」僅 41 戶，已賣掉31 戶，只剩10 戶，現有特價到11月止，預購從
速。社區佔地3.63 英畝，2014 年蓋的新屋。最小的為三房，有1912

呎 ，另有2137 呎及2378 呎兩種有隔局的四房建築，充份利用的空間，更增加住家的實用性。這坐落在國際區的心臟位置
（Dairy & Beechnut ), 具備安全大門的美麗社區，使您可以在短短幾分鐘內到達休士頓任何地方。屋子裏面配有各種不銹鋼家
用電器，定制的櫥櫃和花崗巖檯面，成為您和您家人的完美的家。社區內有專人打理庭院，幾乎不需要做維修院子的工作，社
區內有24 小時安全門和充足的私人停車位，讓我們的房子之一部份，成為您的家-----Ashford 陽臺式社區！

這有安全大門的Ashford 陽臺式社區，僅為22 萬元起價！2378呎為24,8880元！現有特價到11月止，預購從速。是人人都
買得起的高級現代化住宅。請聯繫經紀人 Keith Galloway (832)987-3066, 講中文的可直撥中文專線蘇點勇（Jeff D. Suh ) : (281)
774 -8999

TEL:713-568-8889

休斯頓旅遊權威
全旅假期特別提醒！

由於國航取消航班，凡是在我社購買中國國際航空 
Air China 機票，

7 月 26 日 CA995 北京 - 休斯頓
7 月 27 日 CA996 休斯頓 - 北京
出發及返回的乘客，請盡快與我社聯繫，以確認你

的航班時間！ 

（ 本報記者秦鴻鈞） 漂亮
的現代化新屋社區，不一定要
在 Katy ,Missouri City, 在 離 您
上班地點最近的西南區的國際
區即可找到。不僅省下您大把
的通勤時間，汽車的損耗，尤
其交通尖峰時間的塞車損耗時
間，精力，由蘇點勇先生所開
發 的「 Ashford Terrace Gated 
Community 」是您住家的首選。

這 個「 有 安 全 大 門 的
Ashford 陽臺式社區 」僅 41 戶，已賣掉 21 戶，只剩 20 戶，
社區佔地 3.63 英畝，2014 年蓋的新屋。最小的為三房，有

（ 本報記者秦鴻鈞）位於「百佳商場」內，百佳超巿旁的
「來來餃子館」自今年三月四日推出北方特色早點後，於日前
更新推出台灣特色小炒，由休巿著名的台菜名師葉師傅主理。

「來來餃子館」的台灣特色小炒，有三杯雞，三杯小卷，
熏雞，熏鴨，韭菜豬紅，老酒鎮蝦，糟溜魚片，水煮魚片，生
炒魚片，豬耳朵拌黃瓜，香辣魚片，椒鹽大腸，三杯大腸，九
層塔炒蜆，九層塔炒螺肉，紅燒三文魚頭，客家小炒，鹹蛋苦
瓜，蝦卷，豆瓣魚，五更腸旺等等，都是葉師傅的拿手名菜。

「來來餃子館」將於今年 6 月 1 日起，每天早上八點起即
推出早點，內容包括：油條，煎餅果子，油炸糕，蔥油餅，麵條，
水餃，鍋貼，爐包，雞湯餛飩，特色鍋巴菜，甜沫，甜、鹹豆腦，
煎蛋，茶葉蛋，牛肉夾餅 ------ 等等，為休士頓中國城的「早
起一族」， 「上班族」更增添生命的色彩。讓您從每天的開始，
就吃的開開心心，營養健康，累積一整天工作的能量！

「來來餃子館」除了以麵點馳名外，他們所推出的新鮮石

1912 呎 ，另有 2137 呎及 2378 呎兩種
隔局的四房建築，充份利用的空間，
更增加住家的實用性。這坐落在國際
區的心臟位置 （Dairy & Beechnut ), 具
備安全大門的美麗社區，使您可以在
短短幾分鐘內到達休士頓任何地方。
屋子裏面配有各種不銹鋼家用電器，
定制的櫥櫃和花崗巖檯面，成為您和
您家人的完美的家。社區內有專人打
理庭院，幾乎不需要做維修院子的工作，社區內有 24 小時安
全門和充足的私人停車位，讓我們的房子之一部份，成為您
的家 -----Ashford 陽臺式社區！

這有安全大門的 Ashford 陽臺式社區，僅為 22 萬元起價！

地產開發商蘇點勇 
在國際區的心臟位置為您推出

「有安全大門的 Ashford 
陽台式社區」

是人人都
買 得 起 的 高 級 現 代 化 住 宅。 請 聯 繫 經 紀 人 Keith 

Galloway (832)987-3066, 講中文的可直撥中文專綫蘇點勇（ 
Jeff D. Suh ) : (281) 774 -8999

來來餃子館新推台灣特色小炒
葉師傅主理
三杯大腸，三杯小卷，五更腸旺，百吃不厭

斑魚丸，魚皮，魚臉肉，魚排，大鍋貼，手抓餅也遠近馳名，是
僑胞們的最愛，每週

必要報到之處。尤其他們的「新鮮石斑魚丸」更是休市獨家青
島「斉海魚聖」連鎖店的美國第一家分店，值得大家一吃再吃，
細細品味。

「來來餃子館」
在「百佳商場」內， 
地址： 
9262 Bellaire Blvd.
Houston,Tx.77036, 
電話：
713-271-0080

（ 本報記者秦鴻鈞） 漂亮
的現代化新屋社區，不一定要
在 Katy ,Missouri City, 在 離 您
上班地點最近的西南區的國際
區即可找到。不僅省下您大把
的通勤時間，汽車的損耗，尤
其交通尖峰時間的塞車損耗時
間，精力，由蘇點勇先生所開
發 的「 Ashford Terrace Gated 
Community 」是您住家的首選。

這 個「 有 安 全 大 門 的
Ashford 陽臺式社區 」僅 41 戶，已賣掉 21 戶，只剩 20 戶，
社區佔地 3.63 英畝，2014 年蓋的新屋。最小的為三房，有

（ 本報記者秦鴻鈞）位於「百佳商場」內，百佳超巿旁的
「來來餃子館」自今年三月四日推出北方特色早點後，於日前
更新推出台灣特色小炒，由休巿著名的台菜名師葉師傅主理。

「來來餃子館」的台灣特色小炒，有三杯雞，三杯小卷，
熏雞，熏鴨，韭菜豬紅，老酒鎮蝦，糟溜魚片，水煮魚片，生
炒魚片，豬耳朵拌黃瓜，香辣魚片，椒鹽大腸，三杯大腸，九
層塔炒蜆，九層塔炒螺肉，紅燒三文魚頭，客家小炒，鹹蛋苦
瓜，蝦卷，豆瓣魚，五更腸旺等等，都是葉師傅的拿手名菜。

「來來餃子館」將於今年 6 月 1 日起，每天早上八點起即
推出早點，內容包括：油條，煎餅果子，油炸糕，蔥油餅，麵條，
水餃，鍋貼，爐包，雞湯餛飩，特色鍋巴菜，甜沫，甜、鹹豆腦，
煎蛋，茶葉蛋，牛肉夾餅 ------ 等等，為休士頓中國城的「早
起一族」， 「上班族」更增添生命的色彩。讓您從每天的開始，
就吃的開開心心，營養健康，累積一整天工作的能量！

「來來餃子館」除了以麵點馳名外，他們所推出的新鮮石

1912 呎 ，另有 2137 呎及 2378 呎兩種
隔局的四房建築，充份利用的空間，
更增加住家的實用性。這坐落在國際
區的心臟位置 （Dairy & Beechnut ), 具
備安全大門的美麗社區，使您可以在
短短幾分鐘內到達休士頓任何地方。
屋子裏面配有各種不銹鋼家用電器，
定制的櫥櫃和花崗巖檯面，成為您和
您家人的完美的家。社區內有專人打
理庭院，幾乎不需要做維修院子的工作，社區內有 24 小時安
全門和充足的私人停車位，讓我們的房子之一部份，成為您
的家 -----Ashford 陽臺式社區！

這有安全大門的 Ashford 陽臺式社區，僅為 22 萬元起價！

地產開發商蘇點勇 
在國際區的心臟位置為您推出

「有安全大門的 Ashford 
陽台式社區」

是人人都
買 得 起 的 高 級 現 代 化 住 宅。 請 聯 繫 經 紀 人 Keith 

Galloway (832)987-3066, 講中文的可直撥中文專綫蘇點勇（ 
Jeff D. Suh ) : (281) 774 -8999

來來餃子館新推台灣特色小炒
葉師傅主理
三杯大腸，三杯小卷，五更腸旺，百吃不厭

斑魚丸，魚皮，魚臉肉，魚排，大鍋貼，手抓餅也遠近馳名，是
僑胞們的最愛，每週

必要報到之處。尤其他們的「新鮮石斑魚丸」更是休市獨家青
島「斉海魚聖」連鎖店的美國第一家分店，值得大家一吃再吃，
細細品味。

「來來餃子館」
在「百佳商場」內， 
地址： 
9262 Bellaire Blvd.
Houston,Tx.77036, 
電話：
713-271-0080

華美易經學社會費
感謝各位會友的支持 , 讓我們在 2016 年 6 月 18 日召開的第一次會員大會非常圓

滿成功 . 我們最近收到一些來信 , 表示 6 月 18 日當天因故無法出席 , 但仍希望加入
華美易經學社 , 同時詢問如何繳交會費 . 對於這些 6 月 18 日無法出席 , 但仍希望加
入華美易經學社或已填表加入 , 但尚未繳交會費的朋友 , 煩請您將 $20 支票 , 抬頭寫 
( pay to the order) : Meiling Wang, 寄至 14107 Ragus Lake Dr., Sugar Land, TX 77498, 並
在支票 memo 處 , 註明 " 華美易經學社 ", 即完成入會手續 .

謹此  順祝暑安  並謝合作

華美易經學社  謹啟

地產開發商蘇點勇 在國際區的心臟位置為您推出

「有安全大門的 Ashford 陽台式社區」
（ 本報記者秦鴻鈞） 漂亮的現代化新屋社區，不一定要在 Katy ,Missouri City, 在離您上班地

點最近的西南區的國際區即可找到。不僅省下您大把的通勤時間，汽車的損耗，尤其交通尖峰時
間的塞車損耗時間，精力，由蘇點勇先生所開發的「 Ashford Terrace GatedCommunity 」是您住
家的首選。這個「 有安全大門的 Ashford 陽臺式社區 」僅 41 戶，已賣掉 21 戶，只剩 20 戶，社
區佔地 3.63 英畝，2014 年蓋的新屋。最小的為三房，有 1912 呎 ，另有 2137 呎及 2378 呎兩種有
隔局的四房建築，充份利用的空間，更增加住家的實用性。這坐落在國際區的心臟位置 （Dairy 
& Beechnut ), 具備安全大門的美麗社區，使您可以在短短幾分鐘內到達休士頓任何地方。屋子裏
面配有各種不銹鋼家用電器，定制的櫥櫃和花崗巖檯面，成為您和您家人的完美的家。社區內有
專人打理庭院，幾乎不需要做維修院子的工作，社區內有 24 小時安全門和充足的私人停車位，
讓我們的房子之一部份，成為您的家 -----Ashford 陽臺式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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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產開發商蘇點勇 在國際區的心臟位置為您推出
「有安全大門的Ashford陽台式社區」 現僅餘十戶，預購從速

【休斯敦全旅假期】
聖誕節去哪里？全旅假期聖誕專輯！

玩轉邁阿密：邁阿密、西礁
島、羅德岱堡、沼澤公園，只
要$325！

出發日期：天天出發
價格：$325/人（3人房）

行程特色：
1. 南佛州精華遊：邁阿密，西礁島，羅德岱堡等度假勝地，
豐富行程，省時省錢。
2. 兩大碼頭，兩大機場均免費接送。
聖誕假期去看雪！6/7天加拿大冬季洛磯山尊貴(溫泉)之旅！

Winter Splendid Canadian Rockies (Hot Springs)
價格：$449起
暢遊：基隆那 、維農市、三文灣、班芙、露易斯湖、甘露

市、溫哥華、維多利亞
冬季 Winter : Oct 17, 2016 – Apr 11, 2017

出發日期： 6天團 – 星期一、三、五；加開12/17, 20, 22,
24, 26

7天團 – 天天出發（星期六除外）；加開12/16, 17, 19, 20,
21, 22, 23, 24, 26, 27

保證住宿班芙市中心：
班芙國際酒店 Banff International Hotel
聖誕節暢遊夏威夷！夏威夷雙島五日遊 A / B
價格：$432起
出發日期：天天 (09/1- 12/22/2016)
夏威夷團費會因季節，假日有所調漲，請詢問業務人員
聖誕節我們去黃刀鎮看極光！
魔幻黃刀極光3-5日遊
2016/11/01至2017/04/30
保證天天開團
3天團價格：$398/人

休斯頓全旅假期
713-568-8889
7001 Corporate Dr. # 210 Houston TX 77036
(美南銀行後棟大樓)
www.chinatourus.com
Wechat: chinatourus

（ 本報記者秦鴻鈞） 漂亮的現代化新屋社區，不一定要在Katy ,
Missouri City, 在離您上班地點最近的西南區的國際區即可找到。不僅
省下您大把的通勤時間，汽車的損耗，尤其交通尖峰時間的塞車損耗
時間，精力，由蘇點勇先生所開發的 「Ashford Terrace GatedCom-
munity 」是您住家的首選。這個 「有安全大門的Ashford 陽臺式社區
」僅 41 戶，已賣掉31 戶，只剩10 戶，現有特價到11月止，預購從
速。社區佔地3.63 英畝，2014 年蓋的新屋。最小的為三房，有1912

呎 ，另有2137 呎及2378 呎兩種有隔局的四房建築，充份利用的空間，更增加住家的實用性。這坐落在國際區的心臟位置
（Dairy & Beechnut ), 具備安全大門的美麗社區，使您可以在短短幾分鐘內到達休士頓任何地方。屋子裏面配有各種不銹鋼家
用電器，定制的櫥櫃和花崗巖檯面，成為您和您家人的完美的家。社區內有專人打理庭院，幾乎不需要做維修院子的工作，社
區內有24 小時安全門和充足的私人停車位，讓我們的房子之一部份，成為您的家-----Ashford 陽臺式社區！

這有安全大門的Ashford 陽臺式社區，僅為22 萬元起價！2378呎為24,8880元！現有特價到11月止，預購從速。是人人都
買得起的高級現代化住宅。請聯繫經紀人 Keith Galloway (832)987-3066, 講中文的可直撥中文專線蘇點勇（Jeff D. Suh ) : (281)
774 -8999

TEL:713-568-8889

休斯頓旅遊權威
全旅假期特別提醒！

由於國航取消航班，凡是在我社購買中國國際航空 
Air China 機票，

7 月 26 日 CA995 北京 - 休斯頓
7 月 27 日 CA996 休斯頓 - 北京
出發及返回的乘客，請盡快與我社聯繫，以確認你

的航班時間！ 

（ 本報記者秦鴻鈞） 漂亮
的現代化新屋社區，不一定要
在 Katy ,Missouri City, 在 離 您
上班地點最近的西南區的國際
區即可找到。不僅省下您大把
的通勤時間，汽車的損耗，尤
其交通尖峰時間的塞車損耗時
間，精力，由蘇點勇先生所開
發 的「 Ashford Terrace Gated 
Community 」是您住家的首選。

這 個「 有 安 全 大 門 的
Ashford 陽臺式社區 」僅 41 戶，已賣掉 21 戶，只剩 20 戶，
社區佔地 3.63 英畝，2014 年蓋的新屋。最小的為三房，有

（ 本報記者秦鴻鈞）位於「百佳商場」內，百佳超巿旁的
「來來餃子館」自今年三月四日推出北方特色早點後，於日前
更新推出台灣特色小炒，由休巿著名的台菜名師葉師傅主理。

「來來餃子館」的台灣特色小炒，有三杯雞，三杯小卷，
熏雞，熏鴨，韭菜豬紅，老酒鎮蝦，糟溜魚片，水煮魚片，生
炒魚片，豬耳朵拌黃瓜，香辣魚片，椒鹽大腸，三杯大腸，九
層塔炒蜆，九層塔炒螺肉，紅燒三文魚頭，客家小炒，鹹蛋苦
瓜，蝦卷，豆瓣魚，五更腸旺等等，都是葉師傅的拿手名菜。

「來來餃子館」將於今年 6 月 1 日起，每天早上八點起即
推出早點，內容包括：油條，煎餅果子，油炸糕，蔥油餅，麵條，
水餃，鍋貼，爐包，雞湯餛飩，特色鍋巴菜，甜沫，甜、鹹豆腦，
煎蛋，茶葉蛋，牛肉夾餅 ------ 等等，為休士頓中國城的「早
起一族」， 「上班族」更增添生命的色彩。讓您從每天的開始，
就吃的開開心心，營養健康，累積一整天工作的能量！

「來來餃子館」除了以麵點馳名外，他們所推出的新鮮石

1912 呎 ，另有 2137 呎及 2378 呎兩種
隔局的四房建築，充份利用的空間，
更增加住家的實用性。這坐落在國際
區的心臟位置 （Dairy & Beechnut ), 具
備安全大門的美麗社區，使您可以在
短短幾分鐘內到達休士頓任何地方。
屋子裏面配有各種不銹鋼家用電器，
定制的櫥櫃和花崗巖檯面，成為您和
您家人的完美的家。社區內有專人打
理庭院，幾乎不需要做維修院子的工作，社區內有 24 小時安
全門和充足的私人停車位，讓我們的房子之一部份，成為您
的家 -----Ashford 陽臺式社區！

這有安全大門的 Ashford 陽臺式社區，僅為 22 萬元起價！

地產開發商蘇點勇 
在國際區的心臟位置為您推出

「有安全大門的 Ashford 
陽台式社區」

是人人都
買 得 起 的 高 級 現 代 化 住 宅。 請 聯 繫 經 紀 人 Keith 

Galloway (832)987-3066, 講中文的可直撥中文專綫蘇點勇（ 
Jeff D. Suh ) : (281) 774 -8999

來來餃子館新推台灣特色小炒
葉師傅主理
三杯大腸，三杯小卷，五更腸旺，百吃不厭

斑魚丸，魚皮，魚臉肉，魚排，大鍋貼，手抓餅也遠近馳名，是
僑胞們的最愛，每週

必要報到之處。尤其他們的「新鮮石斑魚丸」更是休市獨家青
島「斉海魚聖」連鎖店的美國第一家分店，值得大家一吃再吃，
細細品味。

「來來餃子館」
在「百佳商場」內， 
地址： 
9262 Bellaire Blvd.
Houston,Tx.77036, 
電話：
713-271-0080

（ 本報記者秦鴻鈞） 漂亮
的現代化新屋社區，不一定要
在 Katy ,Missouri City, 在 離 您
上班地點最近的西南區的國際
區即可找到。不僅省下您大把
的通勤時間，汽車的損耗，尤
其交通尖峰時間的塞車損耗時
間，精力，由蘇點勇先生所開
發 的「 Ashford Terrace Gated 
Community 」是您住家的首選。

這 個「 有 安 全 大 門 的
Ashford 陽臺式社區 」僅 41 戶，已賣掉 21 戶，只剩 20 戶，
社區佔地 3.63 英畝，2014 年蓋的新屋。最小的為三房，有

（ 本報記者秦鴻鈞）位於「百佳商場」內，百佳超巿旁的
「來來餃子館」自今年三月四日推出北方特色早點後，於日前
更新推出台灣特色小炒，由休巿著名的台菜名師葉師傅主理。

「來來餃子館」的台灣特色小炒，有三杯雞，三杯小卷，
熏雞，熏鴨，韭菜豬紅，老酒鎮蝦，糟溜魚片，水煮魚片，生
炒魚片，豬耳朵拌黃瓜，香辣魚片，椒鹽大腸，三杯大腸，九
層塔炒蜆，九層塔炒螺肉，紅燒三文魚頭，客家小炒，鹹蛋苦
瓜，蝦卷，豆瓣魚，五更腸旺等等，都是葉師傅的拿手名菜。

「來來餃子館」將於今年 6 月 1 日起，每天早上八點起即
推出早點，內容包括：油條，煎餅果子，油炸糕，蔥油餅，麵條，
水餃，鍋貼，爐包，雞湯餛飩，特色鍋巴菜，甜沫，甜、鹹豆腦，
煎蛋，茶葉蛋，牛肉夾餅 ------ 等等，為休士頓中國城的「早
起一族」， 「上班族」更增添生命的色彩。讓您從每天的開始，
就吃的開開心心，營養健康，累積一整天工作的能量！

「來來餃子館」除了以麵點馳名外，他們所推出的新鮮石

1912 呎 ，另有 2137 呎及 2378 呎兩種
隔局的四房建築，充份利用的空間，
更增加住家的實用性。這坐落在國際
區的心臟位置 （Dairy & Beechnut ), 具
備安全大門的美麗社區，使您可以在
短短幾分鐘內到達休士頓任何地方。
屋子裏面配有各種不銹鋼家用電器，
定制的櫥櫃和花崗巖檯面，成為您和
您家人的完美的家。社區內有專人打
理庭院，幾乎不需要做維修院子的工作，社區內有 24 小時安
全門和充足的私人停車位，讓我們的房子之一部份，成為您
的家 -----Ashford 陽臺式社區！

這有安全大門的 Ashford 陽臺式社區，僅為 22 萬元起價！

地產開發商蘇點勇 
在國際區的心臟位置為您推出

「有安全大門的 Ashford 
陽台式社區」

是人人都
買 得 起 的 高 級 現 代 化 住 宅。 請 聯 繫 經 紀 人 Keith 

Galloway (832)987-3066, 講中文的可直撥中文專綫蘇點勇（ 
Jeff D. Suh ) : (281) 774 -8999

來來餃子館新推台灣特色小炒
葉師傅主理
三杯大腸，三杯小卷，五更腸旺，百吃不厭

斑魚丸，魚皮，魚臉肉，魚排，大鍋貼，手抓餅也遠近馳名，是
僑胞們的最愛，每週

必要報到之處。尤其他們的「新鮮石斑魚丸」更是休市獨家青
島「斉海魚聖」連鎖店的美國第一家分店，值得大家一吃再吃，
細細品味。

「來來餃子館」
在「百佳商場」內， 
地址： 
9262 Bellaire Blvd.
Houston,Tx.77036, 
電話：
713-271-0080

華美易經學社會費
感謝各位會友的支持 , 讓我們在 2016 年 6 月 18 日召開的第一次會員大會非常圓

滿成功 . 我們最近收到一些來信 , 表示 6 月 18 日當天因故無法出席 , 但仍希望加入
華美易經學社 , 同時詢問如何繳交會費 . 對於這些 6 月 18 日無法出席 , 但仍希望加
入華美易經學社或已填表加入 , 但尚未繳交會費的朋友 , 煩請您將 $20 支票 , 抬頭寫 
( pay to the order) : Meiling Wang, 寄至 14107 Ragus Lake Dr., Sugar Land, TX 77498, 並
在支票 memo 處 , 註明 " 華美易經學社 ", 即完成入會手續 .

謹此  順祝暑安  並謝合作

華美易經學社  謹啟

地產開發商蘇點勇 在國際區的心臟位置為您推出

「有安全大門的 Ashford 陽台式社區」
（ 本報記者秦鴻鈞） 漂亮的現代化新屋社區，不一定要在 Katy ,Missouri City, 在離您上班地

點最近的西南區的國際區即可找到。不僅省下您大把的通勤時間，汽車的損耗，尤其交通尖峰時
間的塞車損耗時間，精力，由蘇點勇先生所開發的「 Ashford Terrace GatedCommunity 」是您住
家的首選。這個「 有安全大門的 Ashford 陽臺式社區 」僅 41 戶，已賣掉 21 戶，只剩 20 戶，社
區佔地 3.63 英畝，2014 年蓋的新屋。最小的為三房，有 1912 呎 ，另有 2137 呎及 2378 呎兩種有
隔局的四房建築，充份利用的空間，更增加住家的實用性。這坐落在國際區的心臟位置 （Dairy 
& Beechnut ), 具備安全大門的美麗社區，使您可以在短短幾分鐘內到達休士頓任何地方。屋子裏
面配有各種不銹鋼家用電器，定制的櫥櫃和花崗巖檯面，成為您和您家人的完美的家。社區內有
專人打理庭院，幾乎不需要做維修院子的工作，社區內有 24 小時安全門和充足的私人停車位，
讓我們的房子之一部份，成為您的家 -----Ashford 陽臺式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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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產開發商蘇點勇 在國際區的心臟位置為您推出
「有安全大門的Ashford陽台式社區」 現僅餘十戶，預購從速

圖為「 Lucky Land」 為迎接即將來臨的鷄年春節，在進口
處放置了巨大的「 金雞報喜」。（ 記者秦鴻鈞攝 ）

「 Lucky Land 」進口處的許願池因為春節的即將來臨，佈
置的美崙美奐，充溢了喜慶佳節氣氛。（ 記者秦鴻鈞攝）

遊人們全家出動與活動布偶合影。
（ 記者秦鴻鈞攝 ）

「 Lucky Land」 負責人李太太（ 
左二） 與亞裔代表 Steven 梁（ 左

一），著名功夫大師王雲洋（ 右二） 
等人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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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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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活動櫥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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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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最神秘地方,
稱爲全球最隱秘俱樂部

这里是美国最神秘的地方

之一，是全球最隐秘的男士俱

乐部，目前有会员2700名，当

中非权则贵，包括大多数来自

共和党阵营的美国前任总统、

少数民主党阵营前总统、政

要、企业家、金融家、科学家

和艺术家。

这个俱乐部每年7月中旬

都会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树林的

野营地举办夏令营。拥有2700

名成员的俱乐部，每年向每位

会员收取一万美元年费，严禁

成员对外谈论活动。

自 1879 年 开

始，每年七月，

社团成员都要在这

里聚会两星期。他

们分成若干小组，

都给自己的小组起

些神秘而且疯狂的

名字如“洞穴人”

或“迷失天使”等。

这个社团里的一些成员也

都不是一般人，其中有美国前

总统里根，艾森豪威尔和中国

人最熟知的尼克松，以及前总

统福特，前国务卿鲍威尔，美

国副总统切尼，这只提到的是

政界，商界里很多CEO也包括

福布斯等人，也都是这里社团

里的成员。

在聚会期间，大家吃吃喝

喝，据有些人爆料说，这里面

有人甚至直接往树上撒尿，从

中可以看到疯狂的程度。聚会

时，也给大家安排发表言论时

间，这么多人在一起，对很多

问题的观点难免不一致，不

过，无所谓了，大家完全可以

畅所欲言。

什么同性恋问题啦，卖淫

问题啦等都是热点讨论话题。

其实，所谓聚会，无怪乎就是

让一些社会精英从来此地的其

他精英眼中得到“精英式的认

可”，大家继续保持在社会上

当着精英的感觉罢了。

这里就是被美国前总统赫

伯特· 胡佛誉为“地球上最伟大

的男士派对”的波希米亚俱乐

部，成立于1872年，成立初衷为

了给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提

供一个避风港。随著岁月的流

逝，逐渐以成为另一类波希米

亚会员——地位显赫的政客和

企业主管的私人憩所而著名。

这是俱乐部的猫头鹰标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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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印象中，美国人是

经常喝咖啡的，很少喝茶。其实

呢，美国虽然被称为咖啡王国，

却有大约一半人喝茶!美国人饮

茶的习惯是由欧洲移民带去的，

但美国人饮茶没有欧洲人多，饮

茶方法也与欧洲大体相仿。下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下美国人不同的

饮茶习俗!

美国饮茶属清饮与调饮两

种，大多喜欢在茶内加入柠檬、

糖及冰块等添加剂。不过，美国

毕竟是个相当年轻的国家，所以

饮茶没有欧洲那么讲究。加之美

国人生活节奏很快，喜欢方便快

捷的饮茶方式，故以冰茶、速溶

茶要水罐头为主。

美国人很喜欢中国茶，中美

之间茶的贸易几乎是伴随着美国

这个国家的诞生而同步开始。美

国年从中国进口茶叶占茶叶进口

总量20%以上，以红碎茶和中、

低档绿茶为主。其饮茶较多品种

为袋泡红茶、冰茶、添香茶和草

药茶为主。近年来，随着绿茶保

健功能逐步揭示，美国又掀起"

中国绿茶热".美国国家卫生部和

有关团体还专门召开"茶与健康"

的国际学术会议，举办中国茶文

化周和中国茶文化研讨会，在纽

约还成立了全美国际茶文化基金

会，从事茶文化的宣传与中美茶

业交流的协调与组织工作。许多

着名大学，都举办中国茶专题讲

座，有的还投入巨资进行茶叶保

健作用的基础理论研究。

美国地处北美洲中部，当地

饮茶，18世纪以中国武夷岩茶为

主，19世纪以中国绿茶为主，20

世纪以红茶为主，80年代以来，

绿茶销售又开始回升。然而，作

为热饮料的茶，美国人却演变成

冷饮冰茶。

在美国，无论是茶的沸水冲

泡汁，还是速溶茶的冷水溶解

液，直至罐装茶水，他们饮用

时，多数习惯于在茶汤中，投入

冰块，或者饮用前预先置于冰柜

中冷却为冰茶。冰茶之所以受到

美国人的欢迎。这是因为冰茶应

顺了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人们不

愿用花时热泡的方式喝茶。而喝

冰茶时，消费者还可结合自己的

口味，添加糖、柠檬，或其他果

汁等。如此饮茶，既有茶的醇

味，又有果的清香，尤其是在盛

茶，饮之满口生津，暑气顿消。

冰茶作为运动饮料，也受到

美国人青睐。它可取代汽水，既

可在运动时解渴，又有益于运动

员恢复精力。人体在紧张劳累的

体力活动之后，喝上一杯冰茶，

自然会有清凉舒适之感，并且使

精神为之一振。

美国人也喝鸡尾茶酒，特别

是在风景秀丽的夏威夷，普遍有

喝鸡尾茶酒的习惯。鸡尾茶酒的

制法并不复杂，即在鸡尾酒中，

根据各人的需要，加入一定比例

的红茶汁，就成了鸡尾茶酒。只

是对红茶质量的要求较高，茶必

须是具有汤色浓艳，刺激味强，

滋味鲜爽的高级红茶，认为用这

种茶汁泡制而成的鸡尾茶酒，味

更醇，香更高，能提神，可醒

脑，因而受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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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市面上，专营服装的商

场特别多，一概开架出售，有些

还是百年老店，其规模与气派，

都是很大的。并且分工有序，如

有的专营妇女与儿童服装，有的

专营中老年服装，有的专营T恤

衫等等。在美国买服装和一些日

用百货，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只

要你所买的商品没使用过，无污

染无损坏，并保存有发票，几个

月甚至更长时间以后都可以退货

退款。在美国很少有卖布匹的绸

缎店，也没有缝衣店，因而很少

见到卖缝纫机的。据说做一件成

衣工钱很贵。总的看来，美国人

在穿的方面花销不会很大。美国

的衣服和鞋类是比较贵的。稍好

的运动绒衣要五六十美元一件，

更别说那些高档时装了。可喜的

是中国产品，主要是服装和鞋类

打入了美国市场，且价格便宜。

中国的棉制品、羽绒服和丝绸颇

受美国人的欢迎。

美国人穿衣习俗简介

在服装商店许多中低档服装

与鞋类都有“Made in china”的

字样，如各类夹克衫，牛仔裤，

衬衫，还有各式T恤衫，羽绒服

等等，都是中国制造的，每件二

三十美元，四五十美元或七八十

美元不等。这些大都是根据美国

商人的设计与要求制造的。高档

的服装与鞋类大多是欧洲的，其

中意大利的居多。亚洲则是台

湾、香港与韩国等地的。

美国人不甚讲究衣着打扮，

穿衣宽松、随便，不拘一格。有

的人在长衬衫外面套一件短小的

甲克。类似长袍短褂；有的人在

浅色衬衫里面穿上一件深色高领

的棕毛衫；有的人则在长棉毛裤

外面穿上一条短西装裤。总之，

美国人穿衣有时给人一种不大利

索的印象。

美国人平时穿衣马马虎虎，

但是正式场合还是颇为讲究的。

在政府部门和公司工作的上班

族每天均衣冠楚楚：男士西服革

履，头光面净；女士是各式裙装

配以淡妆。若举行舞会，人们穿

着庄重典雅：男士黑色晚礼服，

女土则穿深色袒胸露背的曳地

长裙。

少数年轻人喜欢奇装异服。

比如—位年轻漂亮的姑娘上身穿

一件紧身毛料西式上衣，下身穿

了一条臀部有两二个破洞的牛仔

裤，露出了内裤。有时还能看到

—些年轻人把好好的牛仔裤撕破，

露出膝盖。美国妇女，尤其是老

年妇女仍重传统。穿裙装的多于

穿长裤的。冬季喜欢穿长长的呢

大衣，这可能与美园气候有关。

最令人不解的是，在炎热的

夏季，有的人身上只穿汗衫、短

裤，但脚上都捂着一双旅游鞋，

外加一双厚棉袜。有时已是深秋

季节，有的姑娘身穿夹大衣，却

光着脚，穿双拖鞋，漫步于街头。

如果说美国的食品价格低廉

的话，那么，衣服和鞋类就比较

贵了。稍好的运动绒衣要五六十

美元一件，更别说那些高档时装

了。可喜的是中国产品，主要是

服装和鞋类打入了美国市场，且

价格便宜。中国的棉制品、羽绒

服和丝绸颇受美国人的欢迎。

美国人喜欢购置新衣，也常

扔旧衣。所以街上设有商店，专

门销售旧衣，有些旧衣论磅出售

，1元一磅。有些跳蚤市场、教

会或医院也有不少旧衣出卖。光

顾这些地方的多是些低收入者，

此刻他们也不考虑旧衣会传染疾

病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了，当然

也有人认为旧衣经过高温洗涤和

烘干可以消毒。

和美國人聊天 這七類話題少談爲妙

众所周知，老美向来以健

谈行走于江湖(换句话说就是

聒噪)。他们总有说不完的话，

他们很享受谈话的感觉。然

而，即便健谈如老美，也有

些话题需要回避。因此，与

健谈的老美聊天，谨忌以下

话题……

年龄
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年龄

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特别是

对年过三十的女人来说更是如

此。在这个崇尚年轻的文化

中，想到变老是很痛苦的事

情。大多数人，如果有可能的

话，都不想沾它的边儿。所

以，许多美国人竭力想维持外

貌的年轻，他们最不愿别人问

及的问题就是：“你多大了?”

美国人对年龄的看法与我们大

不相同。在我国，老年人受到

尊敬。但在美国，老年人绝不

喜欢别人恭维他们的年龄。有

一次，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一

个城市举行盛大聚会，宾客如

云。当地一位名牌大学的校长

与其母亲也光临盛会。留学生

在欢迎辞中说：“××老夫人的

光临使我们全体同学感到荣

幸。”这个“老”字在中国是

尊称，不料却触痛了这位老夫

人，当时她脸色骤变，尴尬不

堪，从此再也没在中国留学生

的聚会上露面。

体重
美国人很关注体重，且极

少透露他们的体重，即使他们

很瘦，身材很好。所以，你不

问为妙。如果你非得要讲，说

“噢，你看起来掉磅了”比

“噢，你看起来像是重了几

磅”要稳妥。然而，如果你想

说实话但又想不伤人，小编建

议你用词要小心，或许可以

说：“嘿，你看起来棒

极了，很 健 康 。 ” 千

万要记住，那不是脂肪，

而是肌肉。

收入
绝对不要问别人挣

多少钱，这没什么可说

的。但你可以问他们的

工作头衔和以什么为生

计。这个信息可以让你

对他们一年挣多少钱有

所了解。

心事
这是个很微妙的问

题。有时你会碰到迫不

及待向你倾诉心声的人。但

有些人时刻确保自己的私事不

为外人知晓。总的原则是，不

要太急于跟人谈论个人私事，

不要让人觉得你在刺探他们的

生活。所以，不要对别人的爱

情、婚姻和家庭情况提太多问

题。应该注意的是，基督徒视

自杀为罪恶，在美国，“自杀

”这个话题是不受欢迎的，不

论何时何地还是少谈为妙。

政治
美帝充斥着各种政治观

点，主流观点的范围也远比其

他一些国家宽松得多。参见任

意一场美国总统大选，你都会

觉得他们的政治体系远非想象

中那么文明。我并不是说在

美帝谈论政治是无法原谅的禁

忌，而是奉劝大家，如果你没

有准备好进行一场强有力的辩

论，那么最好就别开始这个话

题。

宗教
同样，尽管美帝相对而言

是个宗教国家，个人信仰却很

少出现在日常对话中。如果在

稍微了解对方一些后，再开始

谈论宗教背景或宗教活动的话

题，会比较好。信仰也被视为

个人隐私(尽管信仰在美国大众

生活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尤其那些政客热衷于宣誓他们

忠于信仰)。

足球
首先要指出，此处我们讨

论的是“足球”(soccer)，而不

是美式橄榄球(football)。老美

对他们诸如棒球和美式橄榄球

的本土体育运动深以为豪，而

职业足球就相对冷门了。老美

更喜欢把体育赛事与他们的爱

国情怀和比赛日零食融为一

谈。如果你执意要跟一位美国

老顽固体育迷讨论足球，请从

基本常识谈起——然后准备好

迎接老美对这项风靡世界的体

育运动狂风暴雨般的抵触情

绪吧!

祝大家早日融入国外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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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北京城，“牵着狗的

多了，遛鸟儿的少了”；

“看电影的多了，去戏院的

少了”；

“吃西餐的多了，馋豆汁儿

的少了”，但在茫茫人海里，您

兹要叫我一声儿，从这称呼中，

我立马就知道您是北京的！

对家人称呼自然不用多说，

打小儿谁家没个七大姑八大姨儿

的，父辈的叔伯兄弟叫：“大爷”

（yè）或者“大大”，在外，称

自己父母叫“老家儿”；自己

小姨子老公叫“担儿挑”、妻子

的父亲叫“老丈杆子”。

甭管是家人还是外人，见面

必须打招呼，“您来了？”“您

吃啦？”“您请进”。。。。。

【一个“您”字，是习惯。】

北京人都爱说“您”。您字

当头，不您不言，“您”是北京

人特有的恭敬用语。

把“你”放在“我”心上，

便是个“您”字，北京人的这种

沟通细节，在公交车上就算是两

位六七十岁的老兄妹，称呼对方

还是会用“您”…对别人也总是

用您这个词儿！

有次，给一位奶奶让座位

对我说：“没事儿姑娘我就

一站地！您坐着吧！”

北京人！绝对的北京人！这

就是习惯！

那么大岁数了还对我一个晚

辈称呼您！

听到“您”的称呼，立马

就觉得心里热乎、亲切、舒坦，

别看“您”和“你”在发音上

只有很小的区别，但意义绝对

不同。

【一个“爷”字，是文化。】

在北京人的老话中，有一个

十分流行的词汇，叫做“爷”

（yé）。

当年，这个称呼适用于前清

王朝的八旗子弟们，

这些提着鸟笼遛着马，品着

香茗哼着曲的“爷们儿”，对于

京腔的爷，大爷，膀儿爷，一度

成为京城内不可或缺的风景。

这“爷”也是有讲究的，既

是尊称也是官称。

不是真拿您当爷爷，自己是

孙子。

有尊重您的意思更有调侃，

诙谐透着亲切。

如“张爷,李爷.”不可加"儿"

音要念轻声.

重音在“爷”说谁“充大爷”,

那可就说这人在装孙子了!

还有，这岁数大些的叫小辈

儿直接就喊：“爷们儿，来啦”

但您对长辈叫这“爷们儿”

可不是都能这么叫的！

虽 是 微 微 调 侃 的 喊 着

“爷”，但也有着规矩。

其实说白了这也“爷”，在

北京，女孩也可以称作“爷”

老一辈的北京人管把大龄

单身姑娘，或者有着领军人物

风采的女孩。有时也称呼为

“爷”！

不管是叫还是被叫都那么舒

服！

那些问北京人是不是不管谁

都叫爷的，这里的奥妙您自己体

会吧！

【一声“师傅”，是亲切】

有人说“师傅”一

词是一个被时代磨砺的

称呼，其实这也是北京

人的一种特殊的礼貌称

呼,无论男女老少,有事

想问要喊师傅。

“师傅,跟您打听

个 事 儿 啊 ”, “ 师傅,麻烦您

了。。。。” 有的外地朋友

不理解，在外被人称“师傅”还

不适应，和我说，这北京人的称

呼可真有趣，一直喊我“师傅”

我又不是唐僧。。。。。

再后来出现了“老师”这一

称呼,好象一时间北京人都谦卑地

成了学生。

外出办事听见“师傅”的少

了，师傅这个称呼有点蓝领，对

知识分子还是叫老师的居多。

像是更值得尊重的称呼，大

家后来就都叫“老师”了

“您好，张老师，”“请

问，李老师在吗？”

一时间，感觉大家都好有学

问。

【叫你哥们儿、姐们儿，是瓷器】

北京人不爱谄媚的喊人单

叫一个哥啊姐的，但是在这哥

姐后面加个们，一下子就没了

距离。

或是“兄弟”、“大姐”，

再或加上姓儿

“李哥”、“张姐”的就亲

切多了。

还有，喜欢老北京人叫的一

声“姑娘”，比这年头喊“美女”

“妹子”听多了，

还是觉得“姑娘”最亲切。

有时候往往一个称呼就会拉

近彼此的关系。

【上来喊你“孙贼”也许是铁磁】

说来也是奇怪，北京的叫人

这称呼中的“孙子”

有着奇特的的定位，骂人时

必用，见了许久未见的瓷器也喊

出“孙贼”，无人能比。

不懂的人，会说你们北京人

规矩真逗，

无论年纪、辈分通通称呼

“您”，无论爱恨都喊“孙贼”。

这就是哥们间称呼那么点事

儿，见面一句“孙贼”

互相光着膀子喊一句这

是我瓷器，手里瓶儿啤叮当一

撞，哐哐哐兑几口，最后大伙

儿都翻着白眼儿约着下一次的

相聚。

其实北京人永远记得怎么叫

人，这是打小儿的规矩，

现如今走在新修陌生的胡

同，陌生拥挤的地铁，

只要听到一声“师傅，劳驾

了您呐！”

才感到原来我还在北京！

中國又一超級工程！
海拔最高環城路將建成

中国基建近年来可以用突飞猛进、

全球瞩目来形容，一个个超级工程纷纷

亮相。近期，在平均海拔3600多米的西

藏拉萨市，一条国内海拔最高的环城路

即将建成。

海拔最高的环城路 绕拉萨一圈仅2

小时

拉萨市环城路是西藏自治区“十三

五”时期首批12个重点公路建设项目之

一，东连拉林高等级公路，南接拉萨至

贡嘎机场专用公路，西并318国道，北

通109国道，项目建成后将形成环拉萨

城区、东西贯通、四面畅通的城市快速

环线交通体系。

据了解，拉萨环城路环绕拉萨市

区，项目计划总投资113.1亿元，全长

近100公里，比北京的五环还要长。道

路中总共有7个隧道，27座桥梁，其中

还将跨越青藏铁路。

由于高原氧气较薄，时速有限，这

条环线设计为快速公路而非高速公路，

道路设计时速60公里每小时，绕拉萨市

区跑完一圈只要两个小时。环城路预计

今年6月完工通车。

令人惊叹的“中国路”还有哪些？

从1988年，中国拥有第一条高速公

路开始，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高

速公路里程爆发式增长到12万公里，翻

了5倍，超过加拿大和美国，跃居世界

第一。今天，中国的高速公路网络布局

已经基本形成，工程师们接下来要攻克

的是路网末端以及难度超高的路段，如

今他们已有足够的能力将道路拉直，可

以逢山开道、遇水架桥。

2016年国庆期间，央视播出的纪录片

《超级工程Ⅱ》第一集《中国路》系统介

绍了我国在路网交通领域所取得的巨大

进步。来看看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杰作。

1：悬崖上人工开凿的挂壁公路

位于太行山腹地的锡崖沟村有一条

挂壁公路。它是在80年代由人工用锤

子、铁锨在绝壁上一点一点抠出来的。

如今，规整的锡崖沟挂壁公路，为

这个与世隔绝，不足300人的小村庄开

出一条走出大山的希望之路。

2：三峡库区飞跃天堑的大桥

重庆，正在建设中的驸马长江特大

桥，又称万州长江四桥，是三峡库区跨

度最大的悬索桥。它将一跨过江，避免

在水中建设桥墩，以最大程度保护三峡

库区的环境。

凭空建桥，考验建造者的不仅有大

风突然来袭的自然环境，还有高空作业

的危险。这条铁丝木条网道是工人们唯

一的施工平台。

3：万里长江公铁第一隧道

对于武汉这个被长江隔开的城市，

地铁7号线三阳路越江隧道显得意义重

大，在路网规划中也非常有代表性。

这条公铁两用过江隧道，直径15.2

米，使用盾构机开掘，建成后上走汽车

下走地铁。

4：陡坡变平路的雅西高速

在中国西部，高山耸立，峡谷横

行，地势险要至极。雅西高速（四川雅

安—凉山冕宁），从四川盆地边缘出

发，需要穿越海拔3000多米，犹如高墙

一样阻隔的横断山区。在以前，短短

300公里的距离，开车却要10个小时。

设计师们借用停车楼里螺旋线攀爬

到楼上停车的思想，设计了两次螺旋线

展线，通过螺旋爬升的方式克服了竖直

高差的困难。使修好的的雅西高速成为

西南地区的主要通道，并节省了一半的

行车时间。

5：以300公里时速连接城市的高铁

高铁，越来越成为中国人出行的首

选。原因很简单：它既能满足快速、大

流量的客运需求，人均百公里的能源消

耗又仅仅是飞机的1/12。

2011年，投资2209亿元的京沪高铁

全线通车，不仅连接起北京和上海、环

渤海和长三角经济圈，还覆盖了全国近

1/4的人口。

短短30年，中国的建造者们几乎将

路网铺遍了全中国，无论是在偏远陡峭

的村庄小路，还是在海拔3600多米的

高原上凿石建基，这一切都使整个中国

变成一个庞大的一日经济圈。而这一切

背后，是大型设备的制造和技术的不断

创新，更是国家实力不断提升的有力

证明！祖国的强大，值得我们所有人自

豪！

北京“叫人兒”是有規矩的！別忘了！

第十屆亞洲金融論壇
將于16日在香港舉行

由香港特区政府及香港贸易发

展局合办的第十届亚洲金融论坛，

将于1月16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举行。

本届论坛主题为“亚洲：带动

变革，创新与联系”。

身兼亚洲金融论坛策划委员会

主席的汇丰集团总经理兼大中华区

行政总裁黄碧娟表示：“香港于过

去十年取得了长足发展，巩固了其

国际金融中心的领先地位。面对当

前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香港必须

维持竞争力，方可持续增长。要审

时度势，了解市场发展方向，更要

敢于创新，加强与不同地区的联

系。”

香港贸发局署理总裁叶泽恩介

绍，论坛将探讨环球经济、各国经

济政策、中国机遇及东盟前景等议

题，同时也将关注更多行业新兴的

议题，包括电子支付技术及网络安

全、保险创新、绿色经济、基建融

资和“一带一路”等。

主办方预计，为期两天的论坛

将吸引约2800名财政金融官员、商

界领袖等出席，包括安联集团首席

经济顾问穆罕默德· 埃尔－埃利

安、印度央行前行长拉古拉姆· 拉

詹、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丁学东等。

香港股市新年
首個交易日紅盤高收

2017年首个交易日，香港股市

红盘高收，香港恒生指数3日轻微

低开，其后受内地股市向好及美股

道指期货升逾百点，带动大市回

升 。恒指当日最高升 188 点至

22189.31点，为近两周高位。

恒指收市升 149.84 点，升幅

0.68％，收报22150.40点。成交额

则较显疲弱，较上周五收市缩减逾

8%至 493.29 亿港元。国企指数升

64.68 点，收于 9459.55 点，升幅

0.69％。

蓝筹股方面，腾讯跌0.16％，

收报189.4港元；长和升3.3%，收

报90.8港元；中国移动跌0.24％，

收报82.0港元；汇控升1.21％，收

报63港元；港交所升0.6％，收报

184.3港元。

香港本地地产股方面，新鸿基

地产升2.76％，收报100.7港元；恒

基地产升1.33％，收报41.8港元；长

实地产升1.47％，收报48.25港元。

中资金融股方面，工行升

0.65％，收报 4.68 港元；建行跌

1.84％，收报5.86港元；中国银行

升1.16％，收报3.48港元；中国平

安升1.41％，收报39.35港元；中国

人寿升2.97％，收报20.8港元。

石油石化股方面，中石化升

1.27％，收报5.57港元；中海油升

0.93％，收报9.79港元；中石油升

0.35%，收报5.8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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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鐵路困局：

鐵路成壓死清廷的最後一根稻草
1876年，英国怡和洋行擅自

在上海修建了中国第一条十余公

里长的铁路，随即被清朝官员买

回后拆毁。1881年，洋务派官员

建成第一条中国人主持修建的唐

胥铁路，因“烟伤禾稼，震动陵

寝”，一度只能用骡马牵引。随

后连续遭遇战争惨败，加之铁路

蕴藏的巨大利益，使得官方和民

间逐渐认识到铁路的重要意义。

铁路的意义一再被忽视

1884年中法战争，清军本有

军事优势，却以和谈结束，此时

清廷已经认识到铁路对于军事的

重要意义。然而苟且偷安的心理

依然顽固，除李鸿章多以个人之

力推动修筑天津至大沽铁路外，

清廷至战后五年才开展铁路大讨

论。朝野经讨论确定先修干路再

修支路的思路，先修卢沟桥到汉

口卢汉线，再修武昌至广州的粤

汉线。这一规划本身没有问题，

但关键是缺少列强环伺之下的生

存紧迫感，不知何为时不我待。

1891年，因沙俄修建西伯利亚铁

路，清廷下令暂停卢汉铁路，先

修关东铁路。此时卢汉铁路尚处

筹备期，一寸未修。至1894年中

日战争爆发前，天津至山海关的

关东铁路建成。然而随后的中日

战争中，清朝没有南北铁路干线

的缺点明显暴露。战争中后期，

清朝调动的全部国力始终无法凝

聚。祖宗遗留的京杭运河因封冻

无法运输，江苏、河南、山东等

地牛、马、骡、驴被官府搜罗一

空，仍不敷使用。诸军为争抢马

车险些火并，“职道为申军买驴

五十头，始克成行”。由各色牲

畜运送辎重的部队往往三四个月

才能到前线，军火、粮饷等物资

运转更慢，前方部队大量存在有

兵无枪、有枪无弹的情况。

多条铁路开始筹备修建

惨败于“虾夷”日本，迫使

清廷不得不重新自强。1895年，

朝廷在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再次建

议下，同意修筑卢汉铁路，并任

命盛宣怀为督办铁路大臣，成立

铁路总公司招股。然而筑路资金

上再起争执，清廷无钱投资，民

间招商无人应股，官方出面举借

外债又遭朝臣反对。各方吵嚷之

下又过三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下

定决心修筑卢汉铁路，上奏痛陈

“自光绪十五年初议铁路之日

起，忽忽八年，自光绪二十一年

下诏自强之日起，忽忽又三年”，

再不振作则国家必定灭亡。清廷

遂同意铁路总公司借洋款修卢

汉、粤汉铁路。1905年，借比利

时洋款修筑的卢汉铁路全线通车

并由卢沟桥延长至北京，全长一

千二百公里，改称京汉铁路。

京汉铁路之后的粤汉、川

汉、津浦等铁路修筑过程中，出

现了更多复杂因素。1898年铁路

总公司向美国合兴公司借粤汉铁

路筑路款400万英镑，合同附加

美方管理行车经营等条款。盛宣

怀、张之洞抓住合兴公司被比利

时收购的机会，以美方违约为

由，发动湘、鄂、粤三省绅商，

借助民间舆论收回粤汉铁路路权

，实则是不能让比利时背后的法

国继续掌握粤汉路权。在以675

万美元价格收回粤汉路权后，其

他一些省份都掀起了权利回收运

动，津浦路、苏沪路路权和沿线

采矿权都有所收回。种种因素促

使清廷只能作出向列强商业贷款

修筑铁路这一种选择。

然而这一种选择合乎逻辑却

不合乎实际。战败的屈辱带来了

清朝体制内外精英对现代化的渴

望，南方回收权利的成功激发了

民间精英的爱国热情。在卢汉铁

路年度盈利160余万两白银的刺

激下，铁路建设的公益性质与地

方团体、个人利益形成了激烈冲

突，从而演化成哄闹。

铁路成了压死清廷的最后一

根稻草

然而这一种选择合乎逻辑却

不合乎实际。战败的屈辱带来了

清朝体制内外精英对现代化的渴

望，南方回收权利的成功激发了

民间精英的爱国热情。在卢汉铁

路年度盈利160余万两白银的刺

激下，铁路建设的公益性质与地

方团体、个人利益形成了激烈冲

突，从而演化成哄闹。湖南、湖

北、广东的绅士们在收回路权之

初，设想民间自筹筑路经费自

办，三省各设铁路公司，各修各

路。湖南绅士为推举谁来担任湖

南公司总理以礼让为名争权，不

得不确定三位同级“总理”；广

东官绅意见不一愈演愈烈，两广

总督岑春煊逮捕在官绅会议上

“拍案谩骂”的绅士黎国廉。广

东绅士想先修支路盈利，再修干

路，湖南湖北则急于修筑干路。

三省公约刚一成形，湖南郴州绅

士不满由广东代修郴州路段，声

明“郴绅为省绅所卖”，要求郴

绅自行修建。哄闹中荒废三年，

路一寸未修，款远未筹足，每年

耗费大量赎路款利息。

1908年后，清廷不能再容忍

因粤汉、川汉铁路吵闹不休，先

后任命张之洞、端方担任督办铁

路大臣，商借外债补民资不足，强

力推进。1908年，慈禧太后、光绪

帝去世，以摄政王载沣为代表的皇

室威信明显不足，满族青年新贵

急于争权。1909年，大学士、军机

大臣、督办铁路大臣张之洞去世，

继任者端方威望、能力均不及。

1911年 6月清廷在官股仅占

2%的情况下，贸然宣布川汉铁路

国有化，强令民间集资转为股

票，不退现金。成都民间代表遭

逮捕，群众抗议遭镇压，同盟会

员在锦江上游投入水中数百片木

片，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

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

保”，从而掀起四川各地保路同

志军起义。清廷抽调湖北新军主

力赴四川镇压，却使武汉兵力空

虚，从而为武昌仓促起义能够成

功提供了机会，结束中国封建统

治的辛亥革命，就这样在民间铁

路维权运动中提前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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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百年前的严冬，法国皇帝

拿破仑对俄罗斯的征伐以惨败告

终。教科书告诉我们，法军进入

莫斯科时未曾遇到猛烈抵抗，但

在俄方的“坚壁清野”面前，断

绝了补给而被迫撤退，最终被冷

酷的“冬将军”杀得几乎全军覆

没……这些耳熟能详的情节，甚

至为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谱

写爱国乐章提供了灵感，然而，

它们并非那场战争的全部真相。

线索从集体墓穴中浮现

美国《Slate》杂志近日刊登

文章称，21世纪初一个天寒地冻

的日子，在波罗的海小国立陶宛

首都维尔纽斯附近，一群建筑工

人正在挖掘铺设电话线的壕沟，

顺带拆除一片早已人去楼空的苏

联军营。突然，挖掘机碰到了白

色的物体，司机跳下车来，看到

的是数不清的人类骸骨。在近代

史上，维尔纽斯（古称维尔纳）

屡遭战火蹂躏，大规模处决乃至

种族清洗时有发生；这个足可以

容纳上万具遗骸的集体墓穴，其

始作俑者又是谁呢？

考古学家们没费太多力气便

得出了结论。他们发现，尸体堆

放在3处呈V字型的战壕里，共

同构成一个防御阵地的模样；随

后出土的还有刻着番号的皮带扣，

以及19世纪初通用的20法郎面

值硬币。种种迹象表明，这些骷

髅生前曾是拿破仑麾下的战士。

当年，不可一世的法国皇帝

率领60万将士杀奔俄罗斯，最后

只有3万人侥幸生还。拿破仑被

公认为史上最杰出的统帅之一，

他的军队则是欧陆最强悍的劲旅，

官兵们骁勇善战、吃苦耐劳，仅

凭给养匮乏和恶劣气候，就能令

其蒙受如此惨败吗？此后数年间，

经过对出土遗骸的研究，结合对

相关资料的分析，一个此前被人

忽略的因素逐渐浮出了水面。

法军的噩梦自波兰开始

拿破仑对俄罗斯的入侵，并

没有十分过硬的借口。早在1807

年6月的弗里德兰战役中，法军

就狠狠羞辱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

和他的军队，迫使莫斯科签署

《蒂尔西特条约》，以中止和英

国的贸易往来为条件换取拿破仑

收兵，后者也没要求俄方割让土

地或索取赔款。到1812年初，法

军横扫了从西班牙到德国的大片

土地。然而，海上运输线仍被英

国牢牢掌握，拿破仑要想威胁到

“东方明珠”印度，让大英帝国

臣服，惟一的选择是走陆路。

《蒂尔西特条约》生效后，

法俄名义上成为盟友，但始终同

床异梦，俄罗斯与英国之间的生

意往来也没有彻底断绝。拿破仑

盘算再三，终于以俄方“违约”

为由开启了东征之路。1812年 6

月，大军在德国东部集结完毕，

拿破仑在涅曼河西岸检阅了部队。

待工兵搭好浮桥，随着一声令下，

包括仆从国士兵及后勤力量在内

的数十万人，踏进了波兰领土。

此前，一切都顺风顺水，中

欧平原炎热干燥，部队的行进畅

通无阻。拿破仑让补给单位走在

主力前面，确保了军粮的及时供

应，士兵们的身体非常健康。虽然

法军在前往波兰沿途的马格德堡、

埃尔富特、波森和柏林等地设立

了流动医院，但很少派上用场。

由于兵力太过庞大，要保持

队形完整几乎不可能，掉队的士

兵成了无人管束的劫匪，抢劫当

地人的牲畜和庄稼。随着大军逐

渐接近俄罗斯边境，痢疾等常见

的肠道疾病开始冒头，新的战地

医院在格但斯克、柯尼斯堡、托

伦相继建立，但跟不上病号的爆

发式增长。

几乎没人逃脱“虱口”

拿破仑的麻烦接踵而至。跨

过涅曼河大约一个礼拜，有士兵

开始发高烧、出红疹；重病者的

脸变成青色，不久便一命呜呼。

最可怕的传染病——斑疹伤寒露

出了狰狞面目。

混杂着泥土的汗水浸透了法

国远征军的制服，一套军装往往

要穿好几个礼拜。小小的寄生虫

如影随形，以衣服的接缝为家，

以士兵的血肉为食。一旦皮肤被

虱粪污染，伤寒胚芽就会从细小

的伤口钻进受害者体内。更糟糕

的是，因为担心遭到俄军小股部

队夜袭，法军战士只能成群结队

地睡在封闭的房舍里，结果，几

乎没人能从“虱口”下幸免。进

入俄罗斯不到一个月，拿破仑就

损失了8万人，许多失去行动能

力的重病号进一步拖累了后勤。

巴伦· 拉雷是一名随军医生，

他在私人笔记中写道，尽管法

军的医疗措施在当时堪称翘

楚，没有谁能料到传染病的规

模。另一位目击者描述了士兵

被虱子折磨的场面：“勃艮第

到芦苇垫子上睡觉，很快被虱子

的动静弄醒……于是，他脱掉衬

衫和裤子并扔到火中，虱子的

爆裂声就像两个步兵团在交火

一样……许多同僚被咬伤，继

而病倒、死去……”

7月底，几名高级军官向统

帅表达了担忧之情，称疫病让队

伍士气大减，开小差者甚众，加

上补给线吃紧，与俄军的决战恐

怕会出现变数。起初，拿破仑在

回应中流露出撤兵的意思，仅仅

两天后便改弦易辙，他告诉部下：

“最可怕的是我们在莫斯科面前

倒下。木已成舟，只有赢得最后

的胜利才能证明我们的选择是正

确的，才能真正拯救我们自己。”

瘟疫比对手的大炮恐怖

就这样，拿破仑固执己见，

率领疲惫不堪的部队强行突破。

8月17日，法军攻陷斯摩棱斯克，

很快又拿下瓦卢蒂诺。俄方则且

战且退，诱使对方分兵几路，深

入无边无际的旷野。史料显示，

到8月25日，拿破仑26.5万人的

主力部队只剩16万人；又过了两

周，进一步下跌至10.3万人。如

此惊人的减员速度，瘟疫在其中

的“贡献”不小。

俄军司令官库图佐夫在首都

以西110公里的博罗季诺严密设

防。9月14日，法军在付出约3

万人的代价后，开进了早已是空

城的莫斯科。此时，拿破仑开始

意识到自己的胜利得不偿失——

城市被俄罗斯人放火烧毁，没有

粮食，更找不到其他给养，精疲

力竭的法军已无法再前进半步。

得知先前寄予厚望的补给

基本被预备队耗光，远征军的

纪律滑落到了崩溃边缘。眼见

压不住局势的“皇帝陛下”只

得同意全军后退到波罗的海沿

岸休整；12 月 8 日于维尔纳扎

营时，他手下还能打仗的只剩

两万人了。紧接着，波旁王朝

余党图谋在法国搞政变的流言

传来，生怕后院失火的拿破仑

把指挥权交给副手，带上亲信

便向巴黎狂奔而去。至此，继

1799 年在埃及被英国海军击溃

后，这位枭雄的东征之梦，再

一次虎头蛇尾地画上了句号。

中國古代真有尚方寶劍嗎?
宋朝包青天不可能有

在一些电视剧中，我们

经常可以看到对尚方宝剑的

描写，比如《包青天》中的

包公就有一把尚方宝剑。在

中国历史上真的有尚方宝剑

存在吗？这个问题要从我国

的秦汉时期说起。

“尚方”是专门为皇室

制造刀剑兵器和珍服器玩的

机构，秦已有之，汉负盛

名。由于“尚方”所制的宝

剑，锋锐无比，利可斩马，

所以又被称为“斩马剑”。

中国古代非常重视礼法，由

于尚方制剑只能由皇室使

用，所以这种宝剑从产生之

初就被赋予了皇权和特权。

“尚方宝剑”的称谓源

于西汉成帝时，据《汉书·

朱云传》记载，直言敢谏的

朱云希望皇帝赐给他一把

“尚方斩马剑”，用以诛杀

皇帝的老师安昌侯张禹。结

果朱云不但没有得到“尚方

宝剑”，反而差点丢了性

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折槛朱云”的故事。在汉

以后的几个朝代中，用“尚

方宝剑”诛杀奸臣贼子仍然

只是人们心目中的美好愿

望。

以尚方剑为名，象征专

断权力，并有隆重的授剑仪

式开始于元代。据《宋史》

记载，在忽必烈时，道士张

留孙以神道治愈了皇后的

病，“帝后大悦，命尚方铸宝

剑以赐”。此时的“尚方宝剑”

虽有专断权力的象征，但还

没有被用于政务和军事。

建立尚方宝剑制度，并

赋予以专断、专杀和便宜行

事的权力，开始于明朝万

历。据《明史》记载，万历

20年，宁夏叛乱，万历皇帝

先后赐总督魏学曾、巡抚叶

梦熊尚方剑督战，结果战

胜。自此赐尚方剑，授予专

断、专杀和便宜行事权力做

法开始逐渐频繁起来。直至

崇祯 17年，李自成进军山

西时，崇祯帝还演出了一场

赐尚方剑的闹剧。

“尚方宝剑”反映出的

是一种人治观念。纵观历

史，在汉唐盛世，政治清明

时期，“尚方宝剑”只是人

民思想中的象征物，在明朝

中后期，他才成为现实中的

一种制度。真实的包青天生

活在宋朝，是不可能有“尚

方宝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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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y’s discipline inspection organs to investigate 
corruption, said Chen Daoyin,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The disciplinary commissions have been slammed for 
limiting personal freedom as party organs,” said Chen.
“It would now be a state responsibility to supervise 
[graft investigations] via the new commissions, at least 
on the surface, though the disciplinary commissions 
are doing the real job.” (Courtesy http://www.scmp.
com/news/china/policies-politics)
Related

Anti-Graft Push Could Have Big Impact
on China’s Economy

China’s leaders say they need to clean up corruption to 
save the country and the party. But the fight will cost 
a lot.
Reducing graft in 
the short-term means 
reducing economic 
growth. That’s because 
government officials 
have to give up their 
perks, which cuts sales 
of luxury watches, 
penthouses, cars and 
other status symbols.
It’s also because 
investment suffers. 
For example, a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 
may worry that deciding to privatize a steel mill may 
no longer be seen as a symbol of reform, but rather as 
a sign of an official looking for a kickback.

level anti-graft bodies, or supervision 
commissions, would be appointed by 
provincial legislatures, the report said.
‘Unsupervised power is very dangerous’: 
China’s top graft-buster warns Communist 
Party’s 80 million members to “toe the line.”
Anti-corruption forces on the mainland 
presently include the Ministry of 
Supervision; the National Bureau of 
Corruption Prevention, which is affiliated 
with the supervision ministry; and the 
Anti-Corruption Bureau under the 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
The supervision ministry shares the same 
office, website, and some of the personnel 
with the party’s own anti-graft organ, 
the Central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Under Chinese law, the ministry is par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oversees only personnel in the 
executive branch.
The supervision commissions will report to the 
legislative branch, fixing the problem of internal 
supervision.
Staff at local legislatures, courts and prosecutors’ 
offices were expected to come under the watch of the 
new commissions, analysts said.
On the mainland, public servants include all personnel 
on the payroll of the state, including staff at organs of 
the party, governments at various levels, legislatures, 
political advisory bodies, judges and prosecutors.
“The supervision departments originally reported 
to local governments and supervision departments 
at upper levels,” Li Yongzhong, the former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told The Beijing News. 
“In many cases, the governments also oversee 
personnel and financial matters of the supervision 
departments.
“Now, the supervision commissions will be elected 
by legislatures. It means that they will report to the 
legislative branch, fixing the problem of internal 
supervision.”
The commissions would offer legal grounds for the 

China will set up a new anti-graft body to consolidate 
separate state agencies and oversee all public servants 
in the latest move to combat corruption.
Beijing and the provinces of Shanxi and Zhejiang would 
set up supervision commissions as pilot programmes, 
according to a statement from the Communist Party’s 
Central Committee, Xinhua reported on Tuesday. The 
commissions would be implemented nationally later, 
it said.
The goal was to build a state anti-corruption organ 
under the party’s leadership that would integrate 
separate government anti-graft forces and cover all 
public servants, the report said.
The new body will in theory be independent of the 
executive branch. Members of the three provincial-

“Even honest officials with clean hands might be 
discouraged from initiating new projects as they may 
be afraid of being perceived or even charged as being 
corrupt,” writes Bank of America analyst Lu Ting. 
“Inaction might be viewed as the safest way for self-
protection.”
He estimates that China’s corruption crackdown is 
reducing the country’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rowth 
this year by between 0.6 and 1.5 percentage points.
Mark Zandi, chief economist for Moody’s Analytics, 
has put together an intriguing look at the gain and pain 
of corruption fighting.
For the purposes of his analysis, he assumes that 
a country improves by one index point in its score 
in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s well-known global 
corruption rankings. In the 2013 scorecard, that would 
move China from 80th place out of 175 countries to 
77th.
That’s not much of an improvement. But it’s one that 
would initially reduce Chinese GDP by about 2% in 
the first year, he calculates after running the scenario 
through Moody’s global forecasting model. The hit 
would diminish over the following three years but 
continue to be an economic negative for the four-year 
period he examined.
The reason is that an improvement in global corruption 

rankings also means 
weaker luxury-
goods sales, weaker 
investment and a 
weaker real-estate 
market.
“Corrupt officials 
may be forced to sell 
off their property 
holdings and/or 
nervous government 
officials may no longer 
take bribes, (which) 
thus reins in land 
sales to real-estate 

developers,” he writes. (Courtesy http://blogs.wsj.
com/chinarealtime)

Related
The United States filed a complaint in September  2016 
against China for violating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commitments by excessively subsidizing its corn, 
wheat and rice production — hampering the global 
sale of American commodities in the process.
The formal complaint adds yet another chapter to 
the growing list of trade tens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 country that has been notably 
active in recent years trying to boost its own agriculture 
economy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Even before 
Tuesday’s complaint, the United States had several 
active complaints agains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cluding grievances related to steel safeguards, anti-
dumping and poultry imports.
Sen. Pat Roberts (R-Kan.),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Michael Froman, Secretary of Agriculture Tom Vilsack 

and bipartisan members of congress announced the 
action against China. Roberts serves as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Agriculture, Nutrition and Forestry’s 
chairman.
“I have long heard from our farmers and ranchers 
about the need for a level playing field with our global 
partners in trade,” Roberts said. “If we are to remain 
competitive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 it is critical that 
our partners adhere to and abide by the same rules that 
we have all agreed to.”
In 2015,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rice support of 
its domestic corn, wheat and rice exceeded its WTO 
commitment limit by $100 billion, according to the 
White House administration. That, in turn, made it 
difficult for American farmers to sell their goods to 
China.
Research from Iowa State University estimates that 
China’s price supports cost U.S. wheat farmers alone 
between $650 and $700 million annually. The 2016 
study was sponsored by the U.S. Wheat Associates.
“China’s government has set prices for wheat, corn, and 
rice well above market levels, which has led to unfair 
government subsidies that are in violation of WTO 
rule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said in a statement. 
“These unfairly distorted prices on important crops 
lead to overproduction in China and disadvantage 
American farmers who export these same crops around 
the world.”
The complaint case solidifi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rade deal, Obama said. 
(Courtesy http://investigatemidwest.org)

China was hit with a record number of retaliatory trade 
measures last year,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said 
Thursday, with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claiming it 
had flooded global markets with cheap steel and other 
products.
"Trade dispute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politicized, 
measures are increasingly extreme and final tariff 
rates are relatively high," said ministry spokesman 
Sun Jiwen at a regular briefing, singling out measures 
taken against China's steel, solar panel, ceramics and 
tire industries.
Chinese policymakers are wary of U.S.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s protectionist stance on global trade, as 
he has promised a hard line against China, threatening 
to raise tariffs on its exports to the United States once 
he takes office January 20.
Sun said that in 2016, 27 countries and regions took 
out 119 trade remedies against China, with the relevant 
cases totaling $14.34 billion, up 76 percent from the 
previous year.

Twenty-one countries and regions took 49 remedies 
against Chinese steel, costing $7.90 billion, up 63.1 
percent from 2015. Trade remedies are trade policy 
tools that allow governments to take remedial action 
against imports that are hurting domestic industries. 
They include anti-dumping actions, countervailing 
duties and emergency measures to safeguard industries.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economy is frequently 
blamed for dumping cheaper goods on world markets 
because of subsidies.
China will increase its targets for capacity cuts in steel 
and coal in 2017, while extending its campaign against 
overcapacity in industries such as cement and glass, 
state media reported in December. (Courtesy http://
www.chinanationalnews.com)

27 Countries Hit China With 119 Trade Actions I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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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New Anti-Corruption Body To Fight G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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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bine picks corn with wind turbines in the background 
as harvest continues just north of Mansfield, Illinois, on 
Oct. 9, 2013.

China’s Communist Party celebrates its 95th anniversary this year. A 
new  anti-graft body would expand oversight to all public servants. 

(Photo: S. Song)

Wang Qishan, head of the Central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has called on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to ‘raise their political awareness’ and ‘stay 
clean’. (Photo: Xinhua)

Group To Be Made Up Of Commissions Across The Nation To Oversee All Public Serv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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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7年的第一年的第一场场旅行旅行,,
你想好去哪里了你想好去哪里了吗吗??

2017年的第一场旅行，你

想好去哪里了吗？如果你正在

筹备明年出行，不妨看看这里

获取一些灵感！

NO1.西藏

推荐理由：拒绝无趣，给

自己一场逃离计划

为什么总有太多的人想要

去西藏？因为西藏真的值得你

一去再去。四季之中，日月晨

昏，西藏每时每刻都变幻着不

同的魅力。如果你不愿意春节

时待在家中，被七大姑八大姨

问长问短，何不进行一次逃跑

计划，逃离无趣，奔赴西藏？

毕竟冬日的西藏，美的无法抗

拒。

NO2.云南普者黑

推荐理由：当他们在上班

的时候，我偏要去看花逗鱼。

大理，丽江的美，说多了

总会有点腻。2017年，不如去

云南的普者黑看看。普者黑，

彝语为“鱼虾多的池塘” ，这

里湖水清澈，游鱼可数。像是

珍珠，熠熠闪光。尤其是夏秋

季节，千亩荷花洒在水面，荷

叶翠绿，花色多样，亭亭玉

立，荡舟穿行其间，如置身于

诗画之中。

NO3.江南

推荐理由：半壕春水一城

花，美的让你不忍辜负它。

四月，是江南最可爱的时

节。姑娘们轻着罗衫，从蜿蜒

的小河边袅袅婷婷的走过，在

青青翠翠的绿树下，怎能不让

人心生欢喜。风细柳斜斜，半

壕春水一城花，这么美的四月

江南，你岂可辜负？

NO4.四川

推荐理由：火辣辣的美食

与火辣辣的妹子，巴适。

四川的旅游景点真的太

多，周周不想一个个的来说

了，而且最最吸引人的是天府

之国那一溜溜说不尽的美食，

光是为了吃就值得去一趟。

NO5.贵州

推荐理由：她的神秘与幽

美，非得亲自去才能领略。

要是不想去跟人扎堆，就

别去那些火爆的不要不要的地

方了。所以啊，贵州这片未经

粗暴商业开发的土地，要去得

趁早，因为谁也不知道，哪天

它就变得火爆了。

NO6.甘肃甘南

推荐理由：如梦境般旷远

优美的地方，能洁净灵魂。

相对于丽江，甚至是拉

萨，甘南的天空，还未被过多

的游客和商业化气息所染指。

这里，更能找到本色的藏区，

感受到那份执着和信仰。去甘

南，震撼自己的心灵，思考生

命新的意义……

NO7.可可西里

推荐理由：放下烦恼，在

那片能让灵魂栖息的无人之

地。

对于探险者家来说，可可

西里这片“生命的禁区”，有

着太大的吸引力。这里荒无人

烟，唯有高山，湖泊和草原，

冷冷的看着闯入者。只有真正

的强者才能征服这里。当然，

当它接纳了你，那奇险壮丽的

景色和野生动物，会让你觉得

不虚此行。

NO8.塔川村

推荐理由：与宏村比邻而

居的桃花源。

塔川村位于黟县宏村镇，

在黟县桃花源著名旅游景点宏

村到木坑竹海景点途中，塔川

村是众多美丽富绕的自然村落

中一个独具魅力的山间村落，

有“溪绕前屋”等绝妙景观，

尤其是塔川秋色，是众多画

家、摄影家创作的基地。

NO9.宁夏

推荐理由：大漠金沙，河

边芦苇，至尊宝就在这里遇见

了紫霞仙子。

苍凉与美丽，在宁夏这片

土地上，被融合的如此巧妙。

这里黄沙遍地，也许你觉得一

点也不美，我却一直想着：沙

湖之中，会不会突然有一位撑

着杆悠悠而过的紫霞仙子？而

在沙坡头，又会不会遇见一不

留神就拔出了紫青宝剑的至尊

宝？

NO10.南浔古镇

推荐理由：难寻的不是那

江南古镇的风情，是烟火中如

家的温暖。

喜欢一个地方的理由，有

时候很简单。如果它是一座温

婉明丽的水乡，还有一个如此诗

意的名字，那就够了。白墙黑

瓦，飞檐雕梁，乌篷船在小桥

流水中穿梭，想在这慢悠悠的

时光里，做个不问世事的人。

2017年，你最想去那里？

在四川的西南部 有個古老神秘的彜族世外桃源

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词汇

才能尽数这个古老神秘的桃

源之美

神秘又古老的甘洛

在起伏旋律的彝族方言中，

感受这位于四川西南，凉山州里

的秘境。

甘洛，因为处在四川盆地向

青藏高原过渡的高山峡谷地带，

所以在这里能看到奇山大川，是

凉山州里独有的景色。

这里山峦起伏，沟壑纵横，

高低悬殊，谷壁陡峭，河床狭

窄，高山、峡谷、河流、瀑布都

无比壮观，美不胜收。

在还没有“好声音”的时

候，甘洛曾因尔苏藏族这一古老

神秘的族类而出名。尔苏藏族拥

有比东巴文字更原始、文字发展

更低级的图画文字萨巴文，而他

们传承的故事比安徒生童话更有

意思。

用卫星图放大到甘洛县，一

眼望穿。甘洛东边是著名景点马

鞍山，而往南就是美丽的美姑、

越西县；向北更有壮阔的大渡

河，还和雨城雅安相望。

不能错过的甘洛秘境

海棠古镇
众所周知南方丝绸之路，但

具体路径几地，在不同时期是不

同的。而海棠古镇，是南丝之路

在甘洛境内的又一个重要节点。

之所以叫“海棠”，一说是

因海棠城郭形似海棠叶；另一说

是因海棠人爱种海棠花。但无论

哪种说法，海棠古镇与海棠花都

有着不解之缘，让人产生赏心悦

目的感觉。

这个鲜为人知的小镇，有着

2000 多年的历史，现在包括大

街、中街、正街和几条巷。青砖

绿瓦的间隙中都是时间的故事。

修于明代的“将源”石刻和

清道光十八年修筑的海棠北城

门，彰显着雄关漫道的尚武之

风，是甘洛县的重要文物景点。

彝族土司衙门遗址
甘洛县境内有三处，即“阿

日土司衙门”、“煖带密土司衙

门”、“煖带田坝土司衙门”。

土筑的楼，却在山风中屹立不

倒。

现在大部分的房屋还是随着

发展，变成了木质或者其他。

清溪古道

这条古道也是南方丝绸之路

的重要一段，在唐贞观年间开

辟，称为“清溪道”。两侧丛草

环生，乱石嶙峋倒在路旁。

清溪道在山里面，山中两岸

千仞峭壁，古木参天，谷中溪流

淙淙，潺响回环，花岗石嵌成的

古道上还留着深深的马蹄印。在

古道旁，还保留着护路兵营的

“齐民雕”遗址。

马鞍山
甘洛境内，名声在外的大概

就是这马鞍山了。因为境内森林

植物有180科 447属 1500余种，

还栖息着包括国宝大熊猫在内的

300多种野生动物。为了保护他

们而建立了省级自然保护区。

甘洛马鞍山，是被专家诠释

为“东方多瑙河”朋辈水系上的

峻峭大山，被誉为“绿色瑰宝”。

还有“五绝四海”，分别是

佛光、日出、圣灯、云瀑、花山

以及云海、林海、雾海、花海，

这些景色大大的受到外界青睐。

大渡河大峡谷
听名字都觉得宏伟的景观，

以“世界最深的峡谷”跻身于第

二批国家级地质公园，其景致可

媲美三峡，险胜剑门关，被称为

“地质天书”。可见地质景观上

的特别了~

甘洛吉日坡
这是遗世独立的神山——吉

日波。彝族人奉为神山的地方。

从旁边看巨像金字塔！传说它是

彝民族繁衍的原初，所以才成为

彝人心中的圣山。

彝族古籍《勒俄特依》上写

的：远古洪水漫天地，众多高山

峻岭都被淹没，唯独吉日波，隐

约闪金光，给人以希望。

德布洛莫
德布洛莫，一个被彝族人视

为人灵魂驿站的地方，又被彝人

称为“魔鬼之山”，成为凉山的

神秘之地。

它在甘洛县东南的丛山之

中，山中森林密布，怪石狰狞，泉

水多眼嵌于岩下，经常有极其恐

怖的声音，再加上流传的神秘故

事，使得这儿成了游人必去之地。

甘洛才有的特产

青刺果
青刺果是做青娜油的原料。

每年五月成熟后，摩梭人用木、

石、竹组成的器材，将晒干的青

刺果榨出油，就变成了大家知道

的青娜油了。

野生蕨菜
蕨菜都经常吃，用开水煮一

煮，就捞起来凉拌，脆脆爽爽

的。还有去暴热，利水道，降血

压的功效呢。

黑山羊
甘洛黑山羊顾名思义，就是

全身黑毛的羊。这种品类板皮厚

满，皮毛质软细小，瘦肉率高，肉

质鲜嫩，味美膻气少。不管咋个

吃，都能吃出跑山羊肉质的劲道。

黑苦荞
甘洛黑苦荞，色泽乌黑，颗

粒大，品质优，种植历史悠久，

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保健价值。

甘洛县海棠灰豆腐
不管你是煮来吃、回锅吃、

煎来吃、炸来吃还是烤来吃，下

锅前，温水里漂洗干净晾干水分，

想煮想炒都可以。不管煮多久，

炸烤的面上再糊里面都是嫩嫩的。

甘洛县凉山彝家芝衣
凉山彝家芝衣，是四川省凉

山彝族自治州的著名特产，芝衣

又称“泡水酒”“咂酒”“杆杆

酒”，是彝族人民喜庆节日时用

来招待客人的一种别具风味的水

酒。“火木哪觉依，尼木吱基

依”， 是彝族一句谚语 ，译成

汉语便是“汉人贵在茶，彝人贵

在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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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森在社交網“寫”41年婚姻生活
1月 5日是柬埔寨王国洪

森首相与文拉妮夫人结婚41

周年纪念日。

不少柬埔寨民众发现，2

日洪森首相在自己的社交网

专页上发布了许多他与夫人

和家人的图片，分享他与夫

人的生活经历，同时向全国

人民祝贺新年(元旦)行好运，

家庭幸福！

洪森首相写道：“还有3

天，就是13对夫妇之一的我

和夫人结婚41周年的纪念日

(1976年1月5日至2017年1月

5日)。”

在红色高棉时期，洪森

首相当时的婚礼是与另12对

新人共同举行的“集体婚

礼”。洪森说，我和夫人的经

历难以忘怀，自己简直不敢

相信能活到今天。他说，在战

争时期，在种族灭绝制度时

期的青年人，都在用生命去

解救陷于战火中的国家。

洪森说，结婚后的夫妻

没有安宁生活，他的第一个

孩子去世了，第二个孩子在

母亲怀胎5个月时就和父亲分

离，重逢的时候竟不认识亲

生父亲，连续两个月都以

“叔叔”来称呼父亲。

洪森写道：“这种情况

不仅仅发生在我和夫人的身

上，所有战乱中的柬埔寨人

民都经历过类似这样的情

况。分离，给我和夫人带来

了伤感，我为此数度落泪。

但是我们每个人经过抗争，

终于迎来了光明，全国人

民 获得解放，也包括我的

家庭。”。

洪森首相表示，1979年1

月7日全国迎来了解放，全国

获得胜利，人民得以重建家

园，每年的这一天具有历史性

意义，每个人都不应忘记。

洪森首相还说，他的儿

女也选择在1月举行婚礼，建

立家庭，与全国人民共享和

平与发展的美好前程。

美國紐約一名雙性人
獲發全美首張雙性出生證明

据外媒报道，美国纽约

一名双性人经过了多年的等

待，终于获发全美首张“双

性”(intersex)出生证明，令她

喜出望外，并强调这是美国

在“第三性别”议题上的一

大进步。她希望借着首张标

上双性的出生证明，可让其

他双性人有合法途径拥抱自

己的性别。

现年55岁的莎拉出生时

就具有男性的基因，尽管体

外仅有女性的外生殖器，但

体内却同时兼具男女双性的

内生殖器。莎拉从小就被当

成女生，她本身也偏好女性

的称谓，但因为父母和医生

刻意的隐瞒，直到长大成年

后，她才发现自己是双性人

的事实。

莎拉其后忠于自己，于

16岁开始接受女性荷尔蒙疗

程，继续当一名女性。她

说，过了大半个充满“谎言

与欺骗”的人生后，她开始

接受自己双性人的身分，也

自认肩负使命，要对抗社会

忽视双性人族群，希望为双

性人争取在法律上被承认而

努力。

过去数十年来，莎拉不

断争取自己的权益，直到

去年9月，终获法官同意，改

动她的驾驶执照上性别栏，

变成“非二元性别”(non-bi-

nary)，并成功拿到双性出生

证明书，令她感到十分惊

喜。

英國老太太以種樹“布局”
20年後成功報複鄰居

据外媒报道，英国89岁老妇

凯莉家门外的“绝美山景”最近几

年开始被邻居种植的利兰地树给挡

住，她表示，自己因反对邻居薇薇

安加盖房屋被记恨。薇薇安为了报

仇，才会在20年前种下一整排的

利兰地树，利用逐渐长高的树木遮

住她的视野，“以前我坐在家里就

能看到美景，现在只有她家的树！”

据悉，凯莉居住在在英国萨默

塞特郡的郊区，屋外的视野相当优

美，能够远眺著名的索氏布瑞山，

但近几年开始，邻居薇薇安种植的

利兰地树竟然高到遮住所有山景，

让凯莉只能看着一片树木叹气。

凯莉指出，自己曾和其他邻居

反对薇薇安加盖4栋房屋，之后就

被记恨，并被布了一个20年的复

仇计划，“薇薇安在20年前种了

一排利兰地树围墙，一开始非常低

矮，没有人注意到，直到最近几

年，附近几户人家的风景全被挡住

了，我们才发现她的计谋！”

报道称，利兰地树的特点就是

生长快速、适应力超强，目前薇薇安

的利兰地树已高达约15米，且增长

速度飞快，非常有可能突破30米。

索氏布瑞山的风景在英国相当

有名，甚至还有一首歌颂其美景

的歌曲，当地市政厅目前已经介入

处理，希望能让居民的感情恢

复和睦，“我们希望薇薇安女士

能够把树移走、砍除，或至少修

剪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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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贫富差距问

题影响了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

美国的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不

少机构都做了估算。各家给出的

数据几乎一致，在美国社会占总

人口0.1%的最富有家庭，拥有占

人口90%的家庭的财富总量。美

银美林的数据显示，过去的30年

间，占人口比重90%的美国底层

家庭获得的财富比例下降了13个

百分点，而相反，占人口比重仅

0.1%的最富有家庭的财富占比却

在不断攀升。两者之间的差距不

断拉大。

究竟什么导致了如此之大的

收入差距？有人将之归咎为全球

化，经济要素的全球流动，致使

资源和财富再分配。新兴经济体

国家异军突起，传统老牌欧美经

济强国不再享有竞争优势。全球

化一方面造成发达国家与新兴经

济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另一

方面，也带来欧美国家内部收入

分配的“极值化”：高收入者收

入更高，低收入者收入持续降

低。因此，在美国大选期间，我

们听到了中低收入者对全球化的

诟病，希望改变收入差距不断被

拉大的现状。

然而，仅仅将收入差距归咎

为全球化的冲击，未免过于偏

颇。其中大选政治的因素也非常

明显。从客观上分析，导致美国

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有以下几

个。通过一一细数收入差距产生

的诸多原因，我们也看得到贫富

差距将很难在短时间解决，并将

成为美国在很长时期内积重难返

的治理难题。

第一，全球经济长期低增长

在客观上就可能带来收入差距，

未来特朗普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

并不乐观。主要经济体需求不

足，贸易低迷，对经济发展的助

推力不足。同时，全球需求不足

也阻碍了中产阶级收入的增加，

无形地拉大了收入差距。虽然美

国经济略有回温，但放眼全球经

济形势，风险增加、治理规则的

有效性与包容性欠缺、主要国家

经济增长存在不确定性，特朗普

想要弥补收入鸿沟的外部经济环

境并不具备。加之美国本土经

济、政府重视不足等因素，都导

致普通劳动者无法扭转在国民收

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

第二，减税政策可能成为进

一步助长收入不平等的元凶。长

期以来，抑制经济不景气的经济

政策（主要是减税政策）一般会

进一步增加贫富差距。后里根时

代的大型减税措施就受到不少经

济学家的诟病，他们认为减少税

收实际上是加剧不平等的元凶。

虽然，减税作为经济复兴计划的

核心手段，被里根及其后续政府

所采纳，但实际上，收入越高的

群体从降税举措中的收益越大，

甚至发生了对最富有群体减税，

而对占比90%的不富有家庭增税

的现象。如今，特朗普主张的减

税政策，很有可能在表面上兼顾

简单公平与抑制经济衰退的双重

功效，但实际上再次重复后里根

时代减税政策，偏袒占人口0.1%

的少数富裕群体。

第三，技术进步大大提高了

劳动生产率，但是也逐渐淘汰了

传统劳工，逐步带来收入差距上

的“马太效应”。随着先进技术

在工业生产中的普及，生产过程

趋于智能化。能够继续留在该行

业中的劳工需要具备前所未有的

知识和技能水平，需要经过专业

化的培训。现代化、自动化工厂

里的劳动者门槛大大提高了。跨

过这道门槛的高级技工的收入不

断抬高，而教育水平低、技术水

平差、未经专业培训的劳动者在

劳动力市场上逐渐失去竞争力。

可见，在劳动力市场上，技术进

步加大了对复杂劳工的需求，也

带来了普通工人在就业市场上的

需求量相应萎缩，这必然导致一

大批普通劳动工人成为过剩劳动

力，从而增加失业率。勉强留下

的劳动者们也不得不接受较低的

工资水平。目前美国社会的第三

产业虽然吸纳了大量就业，但是

其平均收入水平还相当低。在这

种状况下，如果做不到收入结构

的再分配，或是对产业结构与报

酬的再调整，很难摆脱技术进步

带来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马太

效应”。

第四，种族歧视等深层社会

问题仍是治理收入不平等的桎

梏。美国社会的深层次问题也深

刻影响着贫富差距鸿沟的形成。

比如种族歧视问题，虽说美国的

公共政策和法律法规鲜有歧视性

条款，但种族歧视却深深存在于

经济社会的各个角落。美国黑人

的受教育水平依然大大低于白

人，黑人的就业明显集中在低收

入领域。教育和分工的种族差异

带来深刻的社会问题，具体到几

乎固化的种族间收入差距上，其

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至今难以消

除。如果无法根除种族歧视等社

会问题，它们仍将成为诱发贫富

差距扩大的根源性因素。

最后，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打

出的诸多口号和政策获得不少草

根支持，实际上反映了美国社会

内部对全球化、对收入差距的反

应，也是美国经济社会长期积累

问题的放大。但是，如果静下来

仔细推敲，美国贫富差距等经济

社会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解

决。而且，不少政策显然不是理

性应对的最优政策选择。例如，

特朗普提出限制移民的政策，很

容易激化已有的种族矛盾、社会

阶层矛盾，与解决亟须缓解阶层

冲突、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现实诉

求背道而驰。此外，特朗普的减

税政策，虽说是想仿照“里根大

范围减税”的范本，进而抑制经

济不景气的局面，但最终的结果

很容易走到再次扩大收入差距的

历史老路；再如，像英国选择脱

欧来“躲避”全球化的“负面溢

出效应”一样，特朗普声称贸易

保护、打造“美国制造”、看紧

边界避免外来劳工等行为，反而

可能会增加中产阶级的负担，不

利于弥合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之

鸿沟。长远来看，只有改善经济

状况、加强国际对话与合作、促

进创新、有效地进行收入再分

配，才是治理贫富差距鸿沟标本

兼顾的良策。

英丁字路口圓形小屋挂牌出售

售價近百萬元
近日，英国萨默塞特郡乡间一

座奇趣古典的圆形小屋挂牌销售，

要价11万英镑(约合人民币94.4万

元)。该小屋位于丁字路口的道路

交叉点绿地上，以前是通行税征收

处。

该小屋为两层结构，总面积仅

258平方英尺(约24平方米)。室内

设计紧凑，包含3个房间——一个

六角形厨房，一个位于二楼的卧室

(或客厅)以及一个小巧的浴室。厨

房里可以容纳一张小桌子和几把椅

子。灶台上有一个炉盘，没有烤

箱。水池、厕所以及淋浴都挤在浴

室里。屋内的窗台就是一个座位。

楼上的卧室可以放一张双人床，高

耸的圆顶天花板让室内空间看起来

更大。

这座茅草屋顶的圆形小屋现已

被列为英国二级特殊建筑。它建于

18世纪，供当时收取交通费用的家

庭居住。屋外有一个小钩，通常会

挂个小袋，供过往车主投放通行费

用。

据相关人士透露，到19世纪

70年代末，该小屋一直是通行费征

收处。到19世纪末才成为民居。

据说，小屋现在的主人已经拥有它

有17年之久。

该小屋小巧别致，很有趣味，

是绝佳的度假之处。附近交通便

利，风景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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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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技術治療腰椎、頸椎間盤突出有奇效！
本報記者 黃梅子 報導

（本報記者黃梅子）很多人長期腰痛背痛
頸痛，這個病不能輕視，很有可能是椎間盤突
出。椎間盤突出分為腰椎間盤突出和頸椎間盤
突出。腰椎間盤突出癥為腰腿痛常見原因之
一，其主要癥狀為腰痛及下肢痛。腰椎間盤突
出又名腰椎間盤纖維環破裂癥或腰椎間盤髓核
突出癥，就是人們常說的“腰脫”或“腰突”。
它是指人體隨著年齡的增長或急性外傷和積累

性外傷等原因，使腰椎間盤發生退行性變異導
致纖維環破裂，造成髓核脫出壓迫神經根或硬
膜囊而引起的坐骨神經痛等一系列腰腿痛癥狀
的骨科常見病、多發病。

腰椎間盤突出使腰部及腰骨底部疼痛，下
肢放射性疼痛（坐骨神經痛）下肢麻木、感覺
異常、前行困難。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和
萎縮。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減輕，勞累
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久坐後疼痛，彎腰
過久後疼痛加重等。多數患者有不同程度的外
傷史，造成腰椎間盤纖維環破裂，髓核向後或
後外側突出，壓迫脊神經根引起腰腿痛，坐骨
神經痛是腰間盤突出癥的最突出表現。

頸椎間盤突出多見於青壯年，有明顯的頸
部外傷史或有長時間低頭位工作的職業史。神
經根受壓者，出現頸部、肩部、上背部劇烈疼
痛，伴上肢放射性神經痛；頸部運動和睡眠時，
疼痛加重。肌力下降，腱反射減弱或消失，臂
叢神經牽拉試驗陽性。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
痛等癥狀，甚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
手酸。

Texas Spinal Care 的李醫生治療椎間盤突
出有 20 多年的經驗，李醫生畢業於加州大學
聖荷西分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他採用非
手術治療，運用推拿、器材和營養相搭配的方
法，治療腰椎、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效，病人
無痛苦、不用專門請假，可以邊工作邊治療，
而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手術治療時的 copay 還
低。

李醫生診所使用最新技術 MRI 診斷治療，
病人躺在治療床上，電腦很快就能診斷出是哪

汽車維修大全（三） 
完整修車廠  徐雲經理專欄

9、運行中發動機溫度突然過高。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如果汽車在運行過程中，冷卻液溫度表指示很快到達

100℃的位置，或在冷車發動時，發動機冷卻液溫度迅速升高至沸騰，

在補足冷卻液後轉為正常，但發動機功率明顯下降，說明發動機機械

系統出現故障。導致這類故障的原因大多是：冷卻系嚴重漏水；隔絕

水套與氣缸的氣缸墊被沖壞；節溫器主閥門脫落；風扇傳動帶鬆脫或

斷裂；水泵軸與葉輪鬆脫；風扇離合器工作不良。 

10、汽車加速時機油壓力指示燈會點亮。 

故障判定：真、假故障並存。 

原因分析：機油燈點亮有實與虛兩種情況。所謂實，就是機油壓力

確實低，低到指示燈發出警告的程度，說明潤滑系統確有故障，必須

予以排除。所謂虛，正像懷疑的那樣，機油潤滑系統沒有故障，而是

機油壓力指示燈系統發生了故障，錯誤地點亮了指示燈。這種故障雖

不會影響發動機的正常工作，但也應及時找到根源，排除為妙。通常

情況下實症的可能性較大，應作為判斷故障的主要思路。 

11、車輛在高速行駛時出現全車抖動現象。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車輛在正常行駛至 96km/h 左右時，出現全車抖動現象，

降低車速，現象即消失，若再加速至 90km/h 左右時抖動又出現說明汽

車底盤存在故障。其故障原因有：輪胎動平衡失準；前後懸架、轉向、

傳動等機構鬆動；前輪定位、軸距失準；半軸間隙過大。首先，輪胎

平衡失準會使車輪連滾動邊跳動行駛，這是造成全車抖動的主要原因。

其次，懸架機構、轉向機構、傳動機構松曠、鬆動，造成前束值、車

軸距失準，鋼板彈簧過軟，導致車輛在行駛中產生共振，誘發全車抖

動。再次，半軸間隙過大，使後化在行駛中作不規則運動，磨損加劇，

造成旋轉質量不平衡，引起全車抖動。以上故障若不及時排除，將導

致惡性循環，並引發其他故障。（未完待續）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 :281-564-6541

地址 :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一節椎間盤受損或突出、有無炎癥、缺水程度
等，李醫生根據電腦診斷的結果針對受損的那
一節椎間盤治療，既準確又見效快，一次治療
下來疼痛馬上減輕 80%。李醫生還專精車禍後
的複健，車禍後 PI 與 PIP 都收。請打電話給
李醫生免費諮詢。中文請與 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診療時間：週一至週五（8am -6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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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運健康中心 12 月份生日會

本報記者 秦鴻鈞 報導

壽星們表演大合唱 壽星們表演大合唱

展出畫作的學員們與好運中心負責人廖晟凱（ 左一 ）合影。

好動中心負責人廖晟凱（ 中 ）與慶生會演出者合影。

中心現場展出的長輩們精彩畫作。

在「好運中心」現場出席生日會的長輩們。 廚房裡為長輩們準備可口的精彩美食。 作家雷瑩（ 右一） 與長輩們子媳合影。

出席慶生會的長輩們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