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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国际领袖学校

中西英三语课程

服务他人项目

暑期游学 
优秀的运动项目

大学课程

德州与美国历史旅行

课外活动
旗帜橄榄球 · 越野 · 田径 · 棒球 · 排球 · 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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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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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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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注册!WWW.ILTEXAS.ORG844-458-3927

4號出口

星期二星期二、、三三、、四四
9：00AM
星期五星期五、、六六
9：00PM
星期日星期日

10：30AM44號出口
送$10元或$12餐券

27號出口 請注意：
將開11:00AM

班車

每週七天每週七天
9：00AM
8:30PM

請注意：
新開11:00AM班車

送$10元

送$5元或$10餐券
25號出口

送$5元或$10餐券

每週七天每週七天 天天開車天天開車
9：00AM, 11:00AM,
1:00PM, 4:00PM,
6:30PM, 8:30PM
11：00pm

訂座
電話 713713--777777--99889988

所有賭場需21歲以上者才可以上車，需持有帶照片的身份證

上車地點：FOODTOWN / PARKWAY CENTER（富達廣場） 八號公路邊WalMart旁邊，8800 W.Sam Houston Pkwys. Suite141

二家賭場任選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兩小時一班車

星期一星期一 ～～ 星期日星期日
8：30AM, 6:00PM,
8：00PM, 10: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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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嗎?美國有條間諜街
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乔治城R大街上的七条街段，曾经是外国情报人员在美

国活动的大本营。二战期间，美国的情报巨头“野牛比尔”唐洛文的豪宅，以及中

央情报局叛徒奥德里奇· 阿密斯为苏联进行情报工作所使用的秘密邮政信箱都在此

处。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这里却成了华盛顿的观光区，由退休的美俄前情报人

员当向导，如数家珍般对游客讲述着当年的间谍传奇。

前情报探员大卫· 马约称此地为“间谍街”，目前担任这一地区的观光导游。

他对此地的30多个间谍“景点”了如指掌；观光客在游览车上实地了解过去在这

一地区著名间谍案件的来龙去脉。马约与他的搭档卡鲁金现身说法，讲述过去“间

谍与反间谍”的历史。许多观光客认为，花35美元不虚此行。

马约过去一直从事联邦调查局追踪外籍情报人员的活动，最后他成为里根政府

的反间谍顾问；卡鲁金过去曾是在华盛顿活动的苏联间谍，他是前苏联情报局史上

最年轻的高级主管。

马约告诉观光客说：“我们将带你们去看一些建筑物及纪念地点，不过，你们

将通过一位反间谍专家和一位情报搜集者的讲解，重新观看这些景点。”

几年前，已是公司主管的马约，曾担任为美国政府1了解华盛顿情报活动的解

说员。稍后，他别出心裁，将这项工作商业化，让所有的观光客也能了解过去及目

前外国情报活动的主要场所。他指出：“由于华盛顿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城市，因此

，很自然地成为情报人员的重要据点。情报人员不但在冷战时期在华盛顿进行热战

，在可预见的将来，此地仍是世界各国情报人员的必争之地。”他介绍说，许多观

光客在间谍街旅游期间，脸上会出现一丝不安的神情。其实，有这种疑虑也不是件

坏事，尤其是拥有商业机密的企业主管或者拥有政府机密的行政人员，他们经常觉

得在间谍街被人监视，或许，这并不是他们的幻觉。小心谨慎总不是坏事。

卡鲁金说：“俄罗斯在美国的情报活动日益增加。美国过去是前苏联的第一号

敌人，目前成为俄罗斯的首要目标。”卡鲁金曾经为苏联在华盛顿进行了多年的情

报搜集工作。他在返回苏联后曾经负责苏联情报局的外国反情报计划；1990年苏联

解体后，他曾被选为俄罗斯国会议员；尔后，他重返美国，这次不是担任情报工作

，而是受聘于AT＆T公司。他在间谍旅游中莞尔一笑：“没想到我又重操旧业，我

想我身体中大概流有间谍血液吧！”卡鲁金表示，在前苏联体制下的情报机构中，

东德情报人员最有效率，保加利亚情报人员最服从命令，匈牙利的情报人员效率最

差。他在旅游结束时表示：“冷战已经结束。虽然冷战时期的一些情报作法已经失

效，但是，如果认为情报活动已经结束的话就过于天真。只要有国家利益存在就有

情报活动，它将永无休止地进行。”

美國習俗禮儀
和美国人作生意，要注意美国的商务礼俗和美国社会的一些习俗。

美国人不象英国人那样总要衣冠楚楚，而是不大讲究穿戴。他们穿衣以宽大舒

适为原则，自己爱穿什么就穿什么。别人是不会议论或讥笑的。春秋季，美国人一

般下身着长裤，上身在衬衣外面再穿一件毛衣或夹克，宽松舒适，无拘无束。夏天

里穿短裤和着短裙者大有人在。在旅游或海滨城市，男的穿游泳裤，女的着0式游

泳衣，再披上一块浴巾，就可以逛大街或下饭馆了。但正式场合，美国人就比较讲

究礼节了。

接见时，要讲究服饰，注意整洁，穿着西装较好，特别是鞋要擦亮，手指甲要

清洁。美国商人较少握手，即使是初次见面，也不一定非先握手不可，时常是点头

微笑致意，礼貌地打招呼就行了。男士握女士的手要斯文，不可用力。如果女士无

握手之意，男士不要主动伸手，除非女士主动。握手时不能用双手。上下级之间，

上级先伸手握手。长幼之间，长者先伸手握手主宾之间，主人先伸手。男性之间，

最忌互相攀肩搭臂。美国人谈话时不喜欢双方离得太近，习惯于两人的身体保持一

定的距离。一般应保持120-150厘米之间，最少也不得小于50厘米。

在美国，12岁以上的男子有享有“先生”的称号，但多数美国人不爱用先生、

夫人、小姐女士之类的称呼，认为哪样做太郑重其事了。他们喜欢别人直接叫自己

的名字，并视为这是亲切友好的表示。美国人很少用正式的头衔来称呼别人。

正式头衔一般只用于法官、军官、医生、教授、宗教界领袖等人物 。尤其是

行政职务。美国人从来不以此来称呼,如***局长、***经理.美国海关的人员总把

“请”和“谢谢”挂在嘴上“请你打开箱子”、“请你把护照拿出来”，检查完毕

时，还会说“祝你旅途愉快”或“今天天气真好”等客套话。

美国的女店员和餐馆女侍们讲出的话，使人大有宾至如归之感，即使你一文不

花，她们仍是满面堆笑，临走时还笑盈盈地说谢谢你的光临，希望下次再来。

公私单位访问前，必须先订约会，最好在即将抵达时，先通个电话告知。美国

人热情好客那怕仅仅相识一分钟，你就有可能被邀请去看戏、吃饭或出外旅游。但

一星期之后，这位朋友很可能把你忘得一干二净。到美国人家去登门拜访，冒然登

门是失礼的，必须事先做好约定．就是给亲朋好友送礼，如果他们事先不知道的话

，也不要直接敲门，最好把礼物放在他家门口然后再通知他自己去取。

应邀去美国人家中作客或参加宴会，最好给主人带上一些小礼品，如化妆品、

儿童玩具、本国特产或烟酒之类。对家中的摆设,主人喜欢听赞赏的语言,而不愿听

到询问价格的话。

准时守信,相当重要。美国商人喜欢表现自己的“不正式”、“随和”与“幽

默感”。能经常说几句笑话的人，往往易为对方接受。美国商界流行早餐与午餐约

会谈判。当你答应参加对方举办的宴会时，一定要准时赴宴，如果因特殊情况不能

准时赴约，一定要打电话通知主人，并说明理由，或者告诉主人什么时间可以去。

赴宴时，当女士步入客厅时，男士应该站起来，直到女士找到了位子你才可坐下。

美国人在招待客人时，大多用焙牛肉、焙鸡肉，因为这些菜式受一般美国人欢迎，

既方便又实惠。只要另配上一二种蔬菜、芋类及谷类，如果准备点饭后甜点，就算

是大餐了。汉堡包是美国人日常食用的食品，按规定，汉堡包牛肉末脂肪含量不得

超过30％。

穷富咫尺

富人的奢华生活在不经意间被

掀开了隐秘的一角。近乎咫尺间，

穷与富以极不协调的方式“昭示”

着自己，极其强烈的反差理所应当

给穷人造成巨大的心理冲击，一

位陪同的朋友却感慨：“十几街之

隔，我看到了一个赤贫的美国与一

个奢靡享乐的美国。美国的穷人心

里能平衡吗？穷人和富人怎么能相

安无事？美国的穷人难道不仇恨富

人吗？”

在一次采访活动中，记者和

当地一名警察谈到洛杉矶的犯罪率

。记者特地问：“洛杉矶有没有专

门针对富人的犯罪？”他回答：

“这里经常有抢劫杀人的案件发生

，但并不只是专门针对富人。”记

者问：“是不是富人保镖成群，防

守严密，盗贼无法接近？”他回答

：“不是，富人的豪宅大院基本都

没有围墙，而且多数富人没有保镖

。”记者又问：“穷人难道不仇恨

富人吗？”警察回答：“为什么要

仇恨他们？大多数富人通过正当手

段挣钱，不偷不抢不贪不占，他们

的财富得到法律的保护。”

机会平等

记者认为，不做亏心事，不

怕鬼敲门，或许是美国多数富人不

担心财富被人惦记的原因之一。记

者和美国人谈到如何看待财富问题

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不怕

财富不平等，就怕机会不平等”。

在美国，每个人获得的机会平

等吗？一名在南加州大学任教的学

者指出，任何国家都不存在绝对的

平等机会，但美国是一个承认实力

的国家，无论你来自什么家庭，只

要有实力，基本都会得到承认。从

接受教育的机会来说，他不否认美

国的富家子弟会得到更多的机会，

比如富家子弟能上得起学费昂贵的

私立大学，但普通人家的孩子也能

进好学校，只要出类拔萃，就会得

到学校不同方式的资助。在价值观

方面，不管是富家后代还是平民子

弟，美国的年轻人大都以花自己挣

来的钱为荣，以向父母伸手要钱为

耻，这就决定了他们更注重个人奋

斗而不依赖父母。这就是为什么像

比尔· 盖茨那样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

更能得到人们推崇的原因之一。

根据这位学者进行的一次社

会调查，多数美国人认为，他们能

够通过不同的机会在社会上找到与

自己能力相适应的地位。这就使美

国人基本上能对财富保持着一种平

和的心态：“我羡慕你富有，但我

不会因为你比我有钱而嫉恨你。”

税收杠杆

长期研究美国税收政策的一

位专家指出，美国比较成功地利用

了税收杠杆来调节贫富心理落差。

收入多多交税，收入少少交

税，偷税漏税者受法律制裁。高收

入者是美国个人所得税纳税的主体

，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的群体所

缴纳的税款每年占美国全部个人税

收总额的60%以上，是美国税收最

主要的来源之一。也就是说，美国

政府巨大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占

人口少数的富人，而不是占纳税总

人数绝大部分的普通工薪阶层。在

住房方面，住豪宅大院的富人要缴

纳昂贵的房产税，住“陋室”的平

民少交或不交房产税。

合理公平的税收政策使富人

与穷人各有所得，又各有所失，于

是各自求得了心理的平衡。

捐赠文化

接受记者调查的不少美国人

认为，美国不少富人乐善好施，信

奉“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

原则，这或多或少地缓解了贫富矛

盾。

美国是世界捐款大国。社区

里经常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捐款活

动，呼吁捐款的信件会时常提醒人

们莫忘献出爱心。有句话说，“美

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富人捐

款捐出来的”。虽然有点言过其实

，但确实许多公共设施是靠富人捐

款建设的。有数据显示，75%的美

国人为慈善事业捐款，每个家庭年

均捐款约1000多美元。造福于民的

慈善大腕比比皆是，他们中有人们

耳熟能详的卡耐基、盖茨、巴菲特

等，也有更多名不见经传的“幕后

英雄”。

最近，美国媒体披露了一个

催人泪下的真人真事：美国堪萨斯

城的富翁斯图阿特每年在圣诞节期

间向穷人捐款，26年如一日，捐出

的款项共达130万美元。更令人感

动的是，斯图阿特干了26年好事不

留名，人们也花了26年的时间苦苦

寻找这位“圣诞天使”。直到斯图

阿特在患了癌症而不久于人世的情

况下，才向媒体披露了他的真实身

份。他说，他这么做不是为了让人

们感激他，而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

像他那样向那些急需援助的1献出

爱心。

斯图阿特的事迹见诸报端后

，记者来到洛杉矶一个救助站，一

名坐在轮椅上等待救助的残疾人对

记者说，“对这样慈悲为怀的富人

，我心里只有深深的崇敬。”

美国部分富人为何争相回报

社会？在美国定居多年，现经营一

家房地产经纪公司的华裔商人邓世

武认为，这里面有品格的因素，但

也有宗教教义中“博爱”思想的影

响。

而完善的遗产税和慈善基金

管理制度也刺激着美国慈善事业的

发展。一方面，美国的遗产税、赠

予税以高额累进著称，当遗产在

300万美元以上时，税率高达55%

，而且还必须先缴纳遗产税，后继

承遗产，所以富豪的后代要继承遗

产会遇到重重阻碍。有些州政府不

仅对遗产征税，而且对遗产继承人

还要再征一次税。另一方面，建立

基金会或捐助善款则可以获得税收

减免。美国每个公民的终身免税额

为67.5万美元，每人每年赠送额在

1万美元以上的可免税，超过1万

美元的部分就可使用自己的终身免

税额度。慈善捐助不仅可以减少损

失，而且有助于树立公众形象和产

生模范效应，这就使得美国不少富

人竞相比着向社会捐款，钱多多捐

，钱少少捐，一种“捐赠文化”蔚

然形成。

美国的贫富悬殊相当惊人，

还远不能说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关系

已经达到了融洽的地步，只能说两

者是井水不犯河水。但美国基本上

形成了不仇富的总体社会氛围，这

或多或少都令人深思。

美國人“羨富”不"仇富"
富人窮人井水不犯河水

洛杉矶市中心有一条“乞讨街”，那里聚集着众多无家可归者，他们所有的家当

就是卷在身上的那堆破布和放在身边的一个破碗。

在“乞讨街”的北面，是好莱坞的星光大道，沿着大道向北行进，就是地价昂贵

、明星巨贾集中居住的比弗利山庄。在那里，比比皆是的豪宅在鲜花绿树掩映下若隐

若现，不时会有一辆加长林肯牌轿车从街边驶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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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VR陀螺 Vivian
“总想捞一笔就走，VR这个概念

都被玩坏了，不过新鲜事物嘛，总有人

要去做，市场也总要人去培养，要不然

能怎么办呢？”镇江的VR体验店老板

王振鹏说道。看似无奈，却透露着他对

VR产业发展的支持。

“为什么做VR线下体验店？”VR

陀螺问道。

“因为我个人的一点创新和冒险精

神吧”。

2013年9月王振鹏在镇江开了第一

家密室逃脱门店，成为了一个室内休闲

创业者。

第一次创业其实比较顺利，他很快

在镇江开了第二家，并且承接了其他地

区的两家加盟合作，建立了自己的密室

逃脱连锁品牌。

不过，到2015年，因为市场不景气

，他开始转型做了一段时间外卖。

由于经常往返于镇江与上海之间，

善于观察的王振鹏关注到线下娱乐市场

的一些变化——在上海VR已经成为热

门话题。经营过几年密室逃脱的王振鹏

意识到这或许是一个新商机，因此，他

开始搜集VR的相关信息。

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一场VR活动

上，王振鹏终于亲身体验了一番，那是

一款使用HTC Vive设备的游戏，体验

完后他对于这个新鲜事物带来的新奇感

受非常震撼，当时就产生了用VR创业

的想法。

由于是一个新领域，他也多少有些

不安，所以他又拉上一个小伙伴再去体

验了一次，得到伙伴的认可后，两人一

拍即合，正式开始VR线下店之旅。

2016年7月正值暑假，他们在镇江

最热闹的万达金街开了第一家VR线下

体验馆。

基于密室逃脱开店经验的小心机

他们使用了5台主机4套HTC Vive

，1套Oculus，1套xBox 360，定位高端

设备的高品质体验。

王振鹏坦言，之前在做密室逃脱的

时候，趟过挺多坑也走了不少弯路，所

以对VR线下体验店的运营，他有了更

多的经验。

他们对于可能会面临的一些问题进

行了预判，比如由于门槛低，可能会出

现土豪竞争对手，或者纯粹看中这个机

会进来搅局的投机者，他们可能用土豪

的方式开，可能用公寓楼3室1厅的方

式开，可能用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方式

开，这些都是之前做密室逃脱时就遇到

过的问题。有了前车之鉴，他们这次提

高了警惕，并且想了一些应对方案。

1、地段是第一，做的人多不怕，

最怕的是流量获取你不是最优的，所以

这次他们的选址在万达金街，市区人气

较旺的地方，也是距离喜来登酒店最近

的金街铺面，上一家是做便利店的；

在王振鹏看来密室逃脱并不需要在

繁华地段，很多客人玩过三次后，如果

玩法不更新的话，几乎没有人会再去玩

，而VR体验店则需要在人流量大的地

方，因为VR游戏会更新，上手难度也

不高，很多人路过、逛街都会上去玩两

把，繁华地段让VR的年轻用户更容易

接触到。

2、经营也很重要，做的人多不怕

，最怕的是客人把你们都当同类，哪里

便宜去哪里，哪里方便去哪里，所以由

于游戏更新便利，可升级可重复消费的

能力有，那就鼓励办会员吧；

他们采用了是俱乐部会员制，按时

间收费，会员六折，包时段原价是140

。同时也有按游戏收费，根据游戏时长

，有些适合一次观赏的价格30元，轻松

动作类40元，射击类50元。

3、体验感，服务，氛围，做的人

多不怕，最怕的是和商场一样，无数双

眼睛盯着你，或者四面白墙你怎么拍照

都不合适，无法炫耀自己来体验了最新

最有意思的科技产品和游戏，所以店里

的样子就稍微做了点设计；

4、分享，考虑到肯定会有别人也

开店，以后肯定要考虑联盟合作，一起

壮大本地的玩家市场，保证这个行业不

是因为内斗耗的都没办法经营，具体还

没出现第二家，所以只能说说计划，组

织游戏比赛，同时直播，户外做活动等

等；同时全国各地都有人在做，计划做

，把走过的弯路收获的经验分享，部分

无偿部分有偿，也是一种经营。

对于这一次尝试，王振鹏将其称之

为冒险。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想尝试去做

嘛，而且一开始也不是单纯为了赚钱，

就像我自己是愿意去体验、消费的，我

想别人也是想要体验的。”

40万开店，预计一年左右回本

2016年不少大规模的线下体验馆在

全国遍地开花，大部分都在大城市的繁

华地段，人流量多让很多线下体验店掘

到了第一桶金。对于外来人口少、年轻

人有限的镇江，王振鹏想出了一个用线

上带量到线下的方式——通过QQ空间

、微信等平台吸引用户，事实证明这个

方法很奏效，他们吸引了一大批年轻用

户来店体验。

但是几乎所有的线下体验店都面临

着同样的问题——招来的客户怎么留住

？提高复购率成了他必须思考的问题。

“尽量让他觉得好玩才罢休，一定

要让他第一次来就觉得体验不错很值得

。”王振鹏通过游戏推荐和合理收费来

要让客人觉得值。

“我们会在游戏上进行多样化选择

，射击类游戏并不是谁都喜欢，宁愿选

择相对粗糙一点的、有特色互动类的游

戏，也不要去选千篇一律的射击游戏。

推荐游戏是根据人群来的，女孩子可以

让她们玩《音盾》这类轻松、休闲的游

戏。喜欢恐怖、刺激的就推荐《布鲁克

海文实验》这种类型。”王振鹏称，推

荐游戏都是根据人群来的，有时候要观

察客人的反应，推荐不同的游戏。

但是，有时候客人也会问是否有对

战类的游戏，总感觉在VR中有种“孤

独感”，王振鹏觉得现阶段并没有好的

社交类游戏，如果客人体验不好又花了

钱，客人肯定不会再来，那是自己倒霉

，所以现阶段都不推荐玩用户互动类的

游戏，没必要按着客人的想法去满足他

们，而是应该按照VR该有的正常发展

路线去走。

相比如很多商城一楼30块钱15分钟

简单粗暴的收费模式，王振鹏认为这是

在伤害市场，而是应该根据玩家阶段来

设定收费模式。

“前期所有人都不知道VR是什么，

怎么玩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他们要玩多少

时间，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前期是让玩家

玩一个容易上手的游戏，让他通过一个游

戏入门去感受，他如果感兴趣会再体验一

个游戏，当客人熟悉了以后，他可能会带

朋友来玩，而他已经玩过这个游戏了，那

他会选择买时段的方法。”

从2016年7月开业运营到现在，王

振鹏的线下体验店已经积累了600多名

会员，虽然不多，但对于一个小地方来

说，成绩并不算差，但是要回本也不简

单。

王振鹏在线下体验店中投入了40万

左右，预计一年左右才能回本。

想开VR线下体验店？他有话说

随着VR体验店在各种商圈中铺开

，其光鲜的外表引得越来越多的人想要

涌入，对于有这些想法的人，王振鹏也

给出了一些开店的建议。

“现在开一家VR线下店的成本在

10万-40万之间，主要看定位，像他们

的设备比较齐全，而且装修契合VR有

设计感和科技感，在成本方面还是比较

高的，如果正常运营的话，预计一年左

右回本。”

创业总是伴随着风险，做VR体验

店也是如此，王振鹏建议：花钱之前要

多看，现在货币贬值也厉害，大家手里

可能都有点钱想做点什么，关注热点想

站在风口，或为名或为利，但很多人也

利用到大家的一些心理，外行装内行骗

更外行的太多了，动辄上万的加盟费让

很多小白开小店成本都很高，对方不管

你的成本，但肯定希望你不要太小气，

店开在人流量大的地方，装修也别太省

。可你们考察的时候一定要看好了，这

些厉害的门店是不是把自己经营的核心

理念告诉你了。如果是想做生意赚钱的

朋友读到了此文，希望你们多多思考自

己做这件事有多少资本投入，除了资本

还有什么资源可以做好这件事，如果想

不出来，建议继续过自己现有的生活。

40萬在鎮江開了一家VR線下
體驗店，半年多後……

这两天，有关圆通快递货品挤压、

送货缓慢、“疑似倒闭”的事件正在持

续发酵，也由此牵出了许多电商快递业

不为人知的幕后。

说起该事件来，还真有些跌宕起伏。

最开始，是个别网友春节之后因为迟

迟收不到货而愤然在网上爆料，结果牵出

了圆通快递，被指其北京花园桥站点快递

件堆积如山没人管、“疑似倒闭”。

接着，就又有快递公司工作人员出

来抱怨，说被拖欠数万元工资。狗血的

是，有媒体去采访，结果承包该站点的

负责人也哭诉喊冤称：我还被拖欠了四

万五呢！

再后来，圆通公司为了缓解舆论压

力，出面回应称公司运作没有问题，只

是春节期间人员一时紧张、问题会想办

法尽快解决。

再再后来，连国家邮政局都出面发

布通告，要求要求各省(区、市)邮政管

理局迅速行动，有效防范和遏制网点运

营不稳定、快递投递不及时问题，切实

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合法用邮权益。

最新的进展是，北京市邮政管理局

2月15日对圆通北京花园桥站点快件积

压情况进行跟踪复查，圆通已经在组织

力量疏运、派送积压快件，预计积压快

件将于本周内派送完毕。

针对上述仿佛大片剧情式的快递公

司停摆事件，连最近频繁出镜的京东大

老板刘强东都看不下去了。刘强东本来

就一向快人快语，昨天晚间时分，刘强

东就忍不住公开发言炮轰该事件，称这

是“电商十几年高增长隐藏起来的毒瘤

！”

刘强东还替广大电商从业人员和快

递小哥喊话：现在他们吃的是青春饭，

将来谁来养活他们？

刘强东是这么说的：“这几天看到

有快递公司停摆的新闻！说实话这就是

电商十几年高增长隐藏起来的毒瘤，大

家只看到所谓的电商就业数字，而看不

到90%以上的电商从业人员没有五险一

金或者少的可怜的五险一金。现在他们

吃的是青春饭，将来谁来养活他们？以

克扣配送员和卖家从业人员的福利带来

的快递业、电商表面“繁荣”该停止了

！否则最后损害的还是消费者利益和社

会利益！”

在刘强东这段“发飙”式讲话中，

刘强东无意中暴露了电商快递行业一个

惊人的秘密，那就是：90%以上的电商

从业人员没有五险一金或者少的可怜的

五险一金。

此前，刘强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曾表示：京东决不允许一个员工外包，

保安保洁也要签劳动合同。“如果一家

公司是靠克扣员工的五险一金挣钱，牺

牲他们60岁以后保命的钱，那是耻辱

的，赚了多少都会让我良心不安。”

在刘强东公开发言炮轰后，有许多

其他公司快递员在下面留言，问京东还

招不招人？联想到近期有报道称，部分

快递员因为工资收入太低，不得不转行

送外卖的消息，可见，快递行业收入较

低、待遇不好、没有五险一金、工作辛

苦、未来缺乏保障等问题确实相当普遍

和严重！

近十年来，国内电商行业呈现爆炸

式增长，2016年网络购物市场交易规模

预计将超过5万亿元，数亿网民通过电

商行业得到了实惠。不过，正如刘强东

所说，电商十几年高速发展背后，却衍

生了一个很大的毒瘤，那就是对电商和

快递从业者福利的克扣！

显然，这种“涸泽而渔”的做法是

一种虚假繁荣，是不可能长久的。也难

怪刘强东痛心疾首地呼吁：快递业、电

商表面“繁荣”该停止了！

不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电

商行业和快递业是一对双生花，同生同

死，共进共退。这些年靠着烧钱和狂打

价格战一路“野蛮生长”的电商快递业

，无论是电商公司还是消费者，都早已

习惯这种状态了。要提升电商和快递从

业人员的收入待遇，必然导致企业成本

的攀升，先不说最终这些成本可能羊毛

出在羊身上，就是单纯从市场竞争因素

考虑，不知道又有哪家公司敢先跳出来

吃螃蟹呢？

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契机，是

一个导火索。但愿，刘强东的这冲冠一

怒、振臂一呼，最终能够带来整个电商

和快递行业的反思、调整和完善，最终

走向可持续的良性繁荣。

劉強東炮轟快遞停擺：
90%以上電商人員沒有五險一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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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庆家的饮食亦十分讲究，炮制

美味的妙方不输给大户人家，第二十七

回西门庆与潘金莲纳凉时所食“冰湃果

子”，第六十一回他人赠与的“螃蟹鲜

”都令人食指大动，特别是第六十七回

青楼女子郑爱月为西门庆亲手烹制的

“酥油泡螺儿”，入口即化，传说人间

稀有，这种类似乳酪的点心因其外形如

螺蛳而得名。这道小吃原本是李瓶儿的

拿手绝活，之后便教西门庆睹物思人。

另外，它多次在文中出现，在乳酪难得

的中原地带，无不渲染着西门庆的奢华

生活。

被誉为天下“第一奇书”的《金瓶

梅》，自从诞生之日起便吸引了各方关

注。个性解放，摆脱礼教束缚，商业化

娱乐日渐浓厚之时，关注点大多集中于

家庭生活声色犬马的桥段。《食货<金瓶

梅>：晚明市井生活》从西门庆家的衣食

住行窥探明代商品经济迅速的发展下市

井底层百姓的日常生活，正所谓“百姓

日用即道”，作为最有名的世情小说，

《金瓶梅》以写实的笔法描摹出一个晚

明商人的日常生活指南，从柴米油盐酱

醋茶的琐碎家事，到堕入人欲横流的富

贵与奢靡之中。

从药铺小老板成长为锦衣玉食的大财

主，西门庆的发家史可谓传奇。在日常生

活中，这种暴发户式的铺张在餐桌上显现

得淋漓尽致，“朝朝寒食，夜夜元宵”。

对于菜式创新上，以《红楼梦》里的“茄

鲞”最广为人知，第四十一回，凤姐向刘

姥姥细述了茄鲞的制作法：“你把四五月

里的新茄包儿摘下来，把皮和穰子去尽，

只要净肉，切成头发细的丝儿，晒干了，

拿一只肥母鸡靠出老汤来，把这茄子丝上

蒸笼蒸得鸡汤入了味，再拿出来晒干。如

此九蒸九晒，必定晒脆了，盛在磁罐子里

封严了。要吃时，拿出一碟子来，用炒的

鸡瓜子一拌就是了。”西门庆家的饮食亦

十分讲究，炮制美味的妙方不输给大户人

家，第二十七回西门庆与潘金莲纳凉时所

食“冰湃果子”，第六十一回他人赠与的

“螃蟹鲜”都令人食指大动，特别是第六

十七回青楼女子郑爱月为西门庆亲手烹制

的“酥油泡螺儿”，入口即化，传说人间

稀有，这种类似乳酪的点心因其外形如螺

蛳而得名。这道小吃原本是李瓶儿的拿手

绝活，之后便教西门庆睹物思人。另外，

它多次在文中出现，在乳酪难得的中原地

带，无不渲染着西门庆的奢华生活。

人在衣裳马在鞍。作为商人的西门

庆，为了对外的交际顺畅，打造一份

“面子工程”势在必行。从第二回刚出

场时“头上戴着缨子帽儿，金铃珑簪儿

，金井玉栏杆圈儿；长腰身穿绿罗褶儿

；脚下细结底陈桥鞋儿，清水布袜儿；

手里摇着洒金川扇儿”的时尚青年摇身

一变成“西门大官人”，四十六回里就

有“戴忠靖冠，丝绒鹤氅，白绫袄子”

。不仅如此，西门庆的家眷妻妾在服饰

打扮上也别出心裁，绫罗绸缎，一派奢

华的景象，这也是顺应晚明“重衣不重

德”的社会风气，尤其走出了重农抑商

的封建体制。

然而，奢侈的尺度并非铁板一块，它

通过某种伪装，掩饰了底层人亦步亦趋对

文化精英的模仿，在《金瓶梅》中，西门

庆的书房看似高雅，事实上却暗含着讽刺

，将画悬于两壁及左右对列实为最俗，如

此布置还被往来的客人频频恭维。此举一

方面是享乐消费的刺激，另一方面则来自

对明代严苛禁奢令反抗，复古时尚圈便混

入了这样一批附庸风雅“伪君子”。

《金瓶梅》的高明之处即是“一时

并写两面”，以人性的复杂性去塑造西

门庆，他是唯利是图、家财万贯的商人

，家中吃席却掺着廉价酒，出门只带碎

银子。在过往对《金瓶梅》的研究中，

往往重“情色”主题，而忽视了其中透

露出的“金钱观”，而从琐碎的家庭账

目所流露出的浓郁的生活气息，更是考

证明代万历年间山东运河两岸庶民生活

的一个缩影。

從《金瓶梅》看
晚明市井生活

西門慶最愛什麼點心

清朝皇帝偏好任用包衣家人来为其管理家务

，与传统王朝喜好任使太监的作法不同，也是清

代不曾发生宦官乱权的主要原因。但包衣若仅在

内廷为天子执家务，很难在清朝的政治制度中发

挥重要的影响力。

罗友枝以“宫廷”为选题探讨清王朝统治

的内亚性，本身就别具慧眼。陶博（Preston-

Torbert） 在 TheCh’ ingImperialHouseholdDepart-

ment： AStudyofItsOrganizationandPrincipalFunctions

，1662-1796.（《康雍乾内务府考》，1977）已

指出，管理清代宫廷的主要机构——内务府是

八旗制度与传统中国官僚体制的结合，也是融

合满洲色彩并折衷汉制的政治机构。但在“兼

容满汉”之外，罗友枝透过物质文化、社会结

构和宫廷礼仪的考察，进一步告诉读者清代宫

廷文化的多元内亚性，包括了满、蒙、藏、伊

斯兰文化等面向。

清代宫廷制度的重要特色，在于内务府这

个中国历史上独有的宫廷管理机构。内务府的

主要人员是皇帝直辖的上三旗包衣（booi），他

们在身份上属于皇帝的家仆。换言之，清朝皇

帝偏好任用包衣家人来为其管理家务，与传统

王朝喜好任使太监的作法不同，也是清代不曾

发生宦官乱权的主要原因。但包衣若仅在内廷

为天子执家务，很难在清朝的政治制度中发挥

重要的影响力。因此更为重要的是，清代的几

个重要税差皆属内务府包衣专缺。乾隆皇帝即

言：“各省盐政、织造、关差，皆系内府世仆

。”在清代国课收入之中，盐课和关税分别是

第二、三大宗，这些税收均由皇属包衣经手，

得见内务府在清代财政功能上扮演重要角色。

内务府包衣出任重要税差的代表性例子，莫

过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从史景迁的研究可

知，曹寅之母孙氏是康熙皇帝的乳母，因此曹寅

与皇帝虽然名义上是主仆，实际上更像自幼一起

长大的兄弟，二者亲密逾恒的家人关系，这也是

曹寅可以久任两淮盐政、江宁织造的原因。康熙

皇帝曾六度南巡，曹寅四次接驾。然而，接待皇

帝的高昂成本被转嫁到盐政、织造衙门，造成财

务亏空。康熙皇帝死后，雍正皇帝与曹寅的私人

关系不如其父，在亏帑无法弥补的情况下，曹家

被查抄，迅速走上衰颓的命运，这显示出内务府

包衣的仕途与家族起伏受到皇权影响的戏剧性。

《红楼梦》这部小说描述贾府从荣显到落败的过

程，很大程度折射出曹雪芹家族的自身经历，也

因此曹雪芹才能用一种极为透彻的笔调描写贾家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的起伏与苍凉。

内务府包衣受到皇权影响而仕途起落的例

子不止于曹寅，嘉道朝显宦英和的落败亦是一

例。英和自幼聪颖，科场顺利，乾隆五十八年

考取进士时年仅二十三岁。和珅曾想把女儿嫁

给他，英和的父亲德保却拒绝了这桩婚事，因

而遭受和珅忌恨，受谤甚多。但祸福相倚的是

，嘉庆皇帝亲政之后，英和竟因拒婚而得到皇

帝的重用，仕途自此飞黄腾达，爬升为朝中的

一品大臣。然而，作为包衣英和必须为家主当

差，即便在外朝任职，也必须兼任内廷差使，

负责为皇家监修陵寝。应道光皇帝节俭的作风

，英和“裁省”物料，不料道光八年陵寝发生

漏水事件，皇帝大怒之下，英和被夺官发往黑

龙江当苦差，二子奎耀、奎照也连同罢职遣戍

。英和家族在清代中期是“四世翰林”，通过

科举得到外朝任职的机会，其仕途荣显在内务

府包衣群体中可谓异数。即便如此，皇帝意志

对家族命运的影响，使其跌宕起伏亦比外朝官

僚更具戏剧性，呈现出内务府包衣的独特身份

特色。

清王朝為何沒出現宦官亂權
清帝偏好任用包衣奴才

《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家族史典型的包衣
奴才世家

1914年8月，英国总动员之后，红衣就变得

罕见了。近卫旅在1920年恢复了鲜红色军礼服，

但其他部队只有在极少数场合（社交、典礼、进

宫或婚礼）才穿红衣。英军不再用红衣，也有经

济上的原因，因为当时的胭脂虫红染料比较贵。

有意思的，是红衣的兴废都与经济因素有关。

1854年10月25日，克里米亚战争的巴拉克拉

瓦战役激战正酣。熟悉英国诗歌的朋友或许记得

阿尔弗雷德· 丁尼生勋爵的名诗《轻骑兵冲锋》

（TheChargeoftheLightBrigade），说的就是这场战

役。这场英法联军对抗沙皇俄国的战役，诞生了

至少两个神话。一个，是由于指挥链条的错误，

英军轻骑兵冲向严阵以待的俄军炮兵阵地，伤亡

惨重。丁尼生字里行间突出了英军的英勇。另一

个神话，则是“细细的红线”。

英军第93萨瑟兰苏格兰高地团、少量英国皇

家海军陆战队士兵以及土耳其士兵，在科林· 坎

贝尔爵士指挥下，击溃冲锋的俄国骑兵。英国舆

论原本对英国支持土耳其反对俄国的这场战争十

分不满，而第93团的英勇表现，在国内赢得一致

好评。《泰晤士报》的战地记者威廉· 罗素（Wil-

liamH.Russell）写道，阻挡在排山倒海般冲杀而来

的俄军骑兵与英军基地之间的，只有“一道细细

的红线”。这红线指的是身穿红色军服的第93团

官兵。从此，英语里多了一个短语“细细的红线

”（thinredline），指的就是英国军人面对惊涛骇

浪也岿然不动的大无畏精神。

从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绝大部分英国士兵

（陆军步兵、海军陆战队。但炮兵、来复枪兵和

轻骑兵除外），都身着颜色深浅不同的红衣。通

过大量的视觉作品（油画、影视），红军服可以

说是英国军队和大英帝国一个强有力的文化符号

。在曾经的大英帝国势力范围内，“红衣军”

（redcoat）是妇孺皆知的词语，尽管红衣并非被

英国军队垄断。其他国家的军队也有过红色制服

，如1848年之前的丹麦陆军全部身着红衣，美国

军队也有过红色军服。但英国、英属印度和大英

帝国其他领地的军队在差不多300年里使用红色

军服，使得红衣成为大英帝国的一个标志。时至

今日，英国军队的某些单位，比如白金汉宫和温

莎城堡的卫兵，仍然身着红衣。中国游客对这一

点应当很熟悉。

那么，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

是红色？

追根溯源，红军服的历史与现代英国陆军的

起源——新模范军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其实在欧洲，军服的概念本身就是17世纪才

出现的。在此之前，士兵们一般就穿自备服装，

不过富裕的贵族可能会给自己的人马配备有特色

的“号衣”，这是展现自己财富与权力的方式。

在战斗中，双方的士兵区分敌友主要靠特殊的符

号，比如特定颜色的袖章，或帽子上插一根枝条

等等。这些都是临时性的措施，不是永久性的。

在议会与国王对抗的英国内战期间，某些团

被称为“白衣军”或“蓝衣军”，因为全团士兵

穿同样颜色的服装。这显然更加易于区分敌友和

鼓舞自己的士气。但由于经济的原因，往往只能

统一颜色，无法做到统一全部服装。为了打败国

王查理一世，议会于1645年1月决定彻底地在全

国范围重组自己的陆军，加以恰当的训练和装备

，并设立专业的指挥链条。这就是后来打赢了内

战的新模范军（NewModelArmy）。

新模范军共2.2万人，分成12个步兵团（每

团600人）、1个龙骑兵团（1000人），还有炮兵

（900门炮）。

创建新模范军的部分措施，就是全军统一军

服，而不是各团穿不同服装。这些军服是议会

从多家私人承包商那里采购的。政府采购的时

候往往选择最低价，而当时一种被称为“威尼

斯红”（指的是鲜红色当中较浅的一种）的染

料是最便宜的。有人说，英军使用红衣，是因

为血迹在红衣上不显眼，有利于维持士气。遗

憾的是，这只是个神话。红衣上的血迹会变成

黑斑，其实是相当显眼的。历史学家卡门（W.

Y.Carman）详细研究了英军红衣的历史沿革，写

了一部专著《英国军服》（BritishMilitaryUni-

forms），其中指出，英军采用红色军服，主要

是经济原因，也有偶然因素。当然，使用鲜艳

军服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在黑火药时代，战

场上很快会弥漫硝烟，能见度很低。鲜艳的颜

色比较利于识别敌友。

英軍為何放棄紅色軍服？
與綠色軍裝更便於隱蔽無關

史海沉浮
星期一 2017年2月20日 Monday, February 20, 2017



China Sea and North Korea’s nuclear and ballistic 
missile programs.
In contrast to the rhetoric used by other senior figures 
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Mattis said he saw “no 
need” for US military ac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ut reiterated that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trategically and commercially important waterway 
was “absolute”.
His measured language also contrasted with that 

of Trump, who criticised 
Japan and South Korea’s 
commitment to their 
alliances with the US during 
his run for the White House, 
and hinted at a possible 
military withdrawal unless 
they paid more towards the 
cost of hosting American 
troops.
The US has 28,500 troops 
in South Korean and 47,000 
in Japan, mostly on the 
southern island of Okinawa, 
where Mattis served as a 
young marine officer in the 
early 1970s.
“Japan has made noteworthy 

contributions to regional security and to the alli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deeply appreciates Japan’s 
contributions,” he said. “But make no mistake: in 
my meeting with Japanese leaders, both our nations 
recognize that we must not be found complacent in the 
face of the challenges we face.”
On Friday, Mattis said the US had an “ironclad” 
commitment to defending its allies in Asia, and warned 
North Korea that any attempt to use nuclear weapons 

to stop issuing “wrong remarks” about the Senkakus, 
which are located in the East China Sea and known as 
the Diaoyu in China. The ministry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the US should avoid complicating the issue and 
“bringing instability to the regional situation”.
Mattis’s vow that the US would defend the Senkakus 
came at the end of a four-day visit to South Korea and 
Japan, during which he has sought to reassure the US 
allies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commitment to 
their security.
“I want there to be no 
misunderstanding during 
the transition in Washington 
that we stand firmly, 100% 
shoulder-to-shoulder with 
you and the Japanese 
people,” he said.
On Saturday, he told 
Japan’s defence minister, 
Tomomi Inada, that their 
countries’ alliance was the 
“cornerstone” of regional 
stability.
Earlier in the week, Mattis 
issued similar reassurance 
to South Korea and 
warnedNorth Korea that 
any use of nuclear weapons 
would be met with an “effective an overwhelming 
response”.
The decision to make Japan and South Korea Mattis’s 
first overseas destination as defence secretary is seen 
as an attempt to calm local nerves: last year Trump 
suggested that the US could significantly roll back 
its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region, despite growing 
concern over Chinese island building in the South 

stretched the window to work until October 10, which 
enabled it to discover a major field with about 750 
million barrels of new oil for Russia. 
In 2013, Tillerson was awarded the Order of Friendship 
by Putin for his contribution to developing cooperation 
in the energy sector. 
Ties in Middle East
Under Tillerson's leadership, ExxonMobil had close 
ties with Saudi Arabia, Qatar and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From 2003 to 2005, an European subsidiary of 
ExxonMobil, Infineum, operated in the Middle 
East providing sales to Iran, Sudan and Syria. In 
that period, Infineum made sales of $53.2 million in 
Iran, $600,000 in Sudan and $1.1 million in Syria 
respectively. ExxonMobil stated that they followed all 
legal framework and that such sales were minuscule 
compared to their annual revenue of $371 billion at the 
time. Democratic Senator Bob Menendez, a member 
of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expressed concern over Tillerson's business 
activities while at Exxon. 
In 2011, Tillerson, on behalf of ExxonMobil, signed 
a deal to develop oil fields in the autonomous region 
of Iraqi Kurdistan. The agreement was in defiance 
of Iraqi law, which forbids companies from dealing 
directly with Iraqi Kurdistan. 
Secretary of State
Tillerson was first recommended to Trump for the 
Secretary of State role by former Secretary of State 
Condoleezza Rice, during her meeting with Trump in 
late November. Rice's recommendation of Tillerson to 
Trump was backed up by Robert Gates, three days later. 
Media speculation that he was being considered for the 
position began on December 5, 2016. On December 
9, transition officials reported that Tillerson was the 
top candidate for the position surpassing Mitt Romney 
and David Petraeus. His nomination was reportedly 
advocated by Steve Bannon and Jared Kushner.
On the evening of December 10, the BBC cited NBC 
reports that "sources close to Mr Trump [were] ... 
saying that Mr Tillerson is likely to be named next 
week" as US Secretary of State. There were also reports 
that former UN ambassador John Bolton would serve 
as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however Bolton was not 
chosen for this position. On December 12,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ed that Tillerson had been chosen as 
Secretary of State. On December 13, 2016, President-
elect Donald Trump announced that Tillerson would be 
his nominee for Secretary of State. 
In response to Tillerson's comments on blocking access 
to man-made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hina's 
state-controlled media warned of a "large-scale war"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approved 
Tillerson's nomination 11–10, a strict party line vote 
on January 23, 2017. 
The Senate confirmed Tillerson as Secretary of State 
on February 1, 2017. The Senate voted 56 to 43, with 
all 52 Republicans in support of his nomination as well 
as 3 Democrats and 1 independent. He was sworn in 
the same day. 
(Courtesy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China has accused the US of putt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Asia-Pacific at risk after Donald Trump’s defence 
secretary said Washington would come to Japan’s 
defence in the event of a conflict with Beijing over the 
disputed Senkaku islands.
James Mattis, on a two-day visit to Japan, said the 
islands, which are controlled by Japan but also claimed 
by China, fell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Japan-US security 
treaty, under which Washington is obliged to defend all 
areas under Japanese administrative control.
Mattis also made clear that the US opposed any 
unilateral action that risked undermining Japan’s 
control of the Senkakus, a group of uninhabited 
islets that are surrounded by rich fishing grounds and 
potentially large natural gas deposits.
“I want to make certain that Article 5 of our mutual 
defence treaty is understood to be as real to us today 
as it was a year ago, five years ago – and as it will be a 
year, and 10 years, from now,” Mattis, a retired marine 
general who has served in South Korea and Japan, told 
Japan’s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on Friday evening.
On Saturday,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called on the US 

They don’t want the relationship to go off the rails. 
And they keep their cards close to their chest.
“The fact that there’s no acrimony is a positive sign,” 
he said. (Courtesy http://www.scmp.com/news/china/
diplomacy-defence/)
Related

Who Is Rex Tillerson?
Rex Wayne Tillerson (born March 23, 1952) is an 
American energy executive, civil engineer, and 
diplomat who is the 69th and current United States 
Secretary of State, serving since his confirmation 
on February 1, 2017. An engineer, Tillerson joined 
ExxonMobil in 1975 and served as the chairman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EO) of the company from 
2006 to 2016.
Tillerson began his career 
as an engineer and holds 
a bachelor's degree in 
civil engineering from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Tillerson joined Exxon 
in 1975, and by 1989 had 
become general manager 
of the Exxon USA central 
production division. In 1995, 
he became president of 
Exxon Yemen Inc. and Esso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Khorat Inc. In 2006, Tillerson 
was elected chairman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Exxon, the world's 6th largest 
company by revenue. Tillerson retired from Exxon 
effective December 31, 2016, and was succeeded 
by Darren Woods. He is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On December 13, 2016, President Donald Trump 
nominated Tillerson for United States Secretary of 
State. He is a longtime contributor to Republican 
campaigns, although he did not donate to Trump's 
presidential campaign. Tillerson's close business ties 
with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have generated 
controversy, particularly in light of the revelations 
about Putin's business dealings in the Panama Papers. 
In 2014, Tillerson opposed the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He has previously been the director of the joint US-
Russian oil company Exxon Neftegas. Tillerson was 
approved by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on January 23, 2017, to be Secretary of State when it 
voted 11–10 to send his nomination to the full Senate. 
His nomination to be Secretary of State was confirmed 
by a 56–43 Senate vote on February 1, 2017. 
Early Life and Education
Tillerson was born on March 23, 1952, in Wichita 
Falls, Texas, the son of Patty Sue (née Patton) and 
Bobby Joe Tillerson.  Active in the Boy Scouts of 
America for most of his life, he earned the rank of 
Eagle Scout in 1965.
Tillerson received a bachelor's degree in civil 
engineering from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in 
1975. During his time at UT Austin, he was involved 
with the Tejas Club, the Longhorn Band, and Alpha 
Phi Omega. In 2006 he was named a Distinguished 
Engineering Graduat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met his American 
counterpart, Rex Tillerson, on Friday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Group of 20 ministers meeting, marking the first 
face-to-face Sino-US encounter at a high level since 
the election of President Donald Trump.
During their meeting, Wang told Tillerson that the 
recent phone conversation between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Trump wa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Washington had made it clear that it would continue 
to adhere to the one-China policy, according to the 
Communist Party mouthpiece People’s Daily.
The paper said the two diplomats had agreed that 
China and the US “could become very good partners 
and should push forward bilateral relations”.
Mark Toner, a State Department spokesman, added 
that: “Tillerson also highlighted the increasing 
threat posed by North Korea’s nuclear and missile 
programmes and urged China to use all available tools 
to moderate North Korea’s destabilising ¬behaviour.”
The meeting, which took place in Bonn, Germany, was 
a debut for Tillerson the diplomat, formerly head of oil 
giant ExxonMobil.
“No doubt each side would air its priority issues,” said 
Wu Xinbo, director of Fudan University’s Centre for 
American Studies. “For China, American involve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erritorial dispute is a no-
brainer, not least because Tillerson had come out tough 
during his confirmation hearing last month.”

Trump talks by phone with Taiwanese 
president, risking major row with Beijing
Trump had rankled Beijing with comments that 
threatened to unravel Washington’s one-China policy. 
Only after he turned around to pledge his support for 
the policy did the ministers get the green light to meet.
“It appeared to be a very workman-like meeting,” said 
Steve Tsang, director of the SOAS China Institute in 
London. “The Chinese have been incredibly cautious. 

Career/Exxon
Tillerson joined 
Exxon Company, 
U.S.A in 1975 as 
a production engineer. In 1989, Tillerson became 
general manager of the central production division of 
Exxon USA. In 1995, he became President of Exxon 
Yemen Inc. and Esso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Khorat Inc. 
In 1998, he became a vice president of Exxon Ventures 
(CIS) and president of Exxon Neftegas Limited with 
responsibility for Exxon's holdings in Russia and 
theCaspian Sea. In 1999, with the merger of Exxon 
and Mobil, he was named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ExxonMobil Development Company. In 2004, he 
became president and director of ExxonMobil. On 
January 1, 2006, Tillerson was elected chairman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EO), following the retirement 
of Lee Raymond. In 2009, ExxonMobil acquired XTO 
Energy, a major natural gas producer, for $31 billion 
in stock. Michael Corkery of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wrote that "Tillerson's legacy rides on the XTO Deal." 
On January 4, 2017, The Financial Times reported that 
Tillerson would cut his ExxonMobil ties if he became 
Secretary of State.[19] Walter Shaub, the director of 
theUnited States Office of Government Ethics, said 
he was proud of the ethics agreement developed for 
Tillerson, who was now "free of financial conflicts 
of interest. His ethics agreement serves as a sterling 
model for what we’d like to see with other nominees". 
Ties With Russia
Tillerson has ties with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of 
Russia. They have been associates since Tillerson 
represented Exxon's interests in Russia during 
President Boris Yeltsin's tenure. John Hamre, the 
President and CEO of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which Tillerson is a board 
member, states that Tillerson "has had more interactive 
time with Vladimir Putin than probably any other 
American, with the exception of Dr. Henry Kissinger." 
Tillerson is a friend of Igor Sechin, the leader of the 
Kremlin's Siloviki (security/military) faction, who has 
been described as "Russia's second-most powerful 
person" after Putin. 

In 2011, on behalf of ExxonMobil, Tillerson signed 
an agreement with Russia for drilling in the Arctic 
that could be valued up to $300 billion. The company 
began drilling in the Kara Sea in the summer of 2014, 
and a round of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introduced in 
September that year due to the Ukrainian crisis was to 
have brought the project to a halt in mid-September. 
Nevertheless, the company was granted a reprieve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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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with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at the G20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in Bonn. 
Photo: AFP

Tillerson and Wang take their seats before their meeting. 
(Photo/Reuters)

Rex Tillerson (left) and President Putin of Russia (right)

Rex Tillerson
69th United States 
Secretary of State

James Mattis reviews the guard of honour prior to a 
meeting with Japanese defense minister Tomomi Inada in 
Tokyo on Saturday. (Photo/EPA)

Japanese Ground Defense Force troops greet new 
commander of US Army forces in Japan in a ceremony at 
Yokota Air Base. July 2015. (Photo/ U.S. Army Japan / Flickr 
Commons)

Meeting Of Top U.S. And Chinese
Diplomats A First Since Trump’s Election

China Accuses U.S. Of Putting Stability Of Asia Pacific At Risk

Both Sides Used Discussion On Sidelines Of G20 Summit 
To Agree To Move Their Strained Relations Forward

Beijing Reacts To Remarks By U.S. Defense Secretary James Mattis Stating That The U.S. 
Would “Defend Japan In A Conflict With China Over Disputed Senkaku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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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uld invite a severe response. “Any attack on the 
United States, or our allies, will be defeated, and any 
use of nuclear weapons would be met with a response 
that would be effective and overwhelming,” he said in 
Seoul.
In addition to friction over the Senkakus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Beijing has criticised an agreement 
to deploy a US missile defence system, known as 
terminal high-altitude area defence (Thaad) in South 
Korea later this year.
China says the system could upset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region, despite US claims that its sole purpose is 
to counter the missile threat from North Korea.
“We have resolute opposition to the deployment of 
Thaad to South Korea by the US and (South Korea),”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Lu Kang said in 
a statement. “Such actions … will jeopardise security 
and the strategic interests of regional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and undermine the strategic balance 
in the region.” (Courtesy https://www.theguardian.
com/world/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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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群体庞大不容忽视

90后情侣占比大95后成新主力军

携程在情人节前针对用户的随机调

研显示，24%的年轻情侣选择以旅游的

方式过节。对于这个年轻群体的定义，

“80后”过去几年一直保持情人节旅游

消费第一位，不过自2015年开始情况有

所变化。今年各方面数据都表示，“90

后”已成为绝对的主力军。

从出行人关系来看，热衷旅游过情

人节的异性情侣占比56%，其次是同性

好友占比31%，独自出行的人占比13%

。而8090后除了总体出行人数多之外，

8090后情侣在总出行人数中就占到了

31%。

从酒店预订量来看，80后占比达

35%左右，90后几乎占据半壁江山，比

去年有较大提升。这其中，“95后”跻

身主力阵容之一，情人节住店人数同比

增速接近100%。

从携程提供的机票数据来看，2月

14日当天，“70后”旅客占比为16.7%

，“80后”旅客占比为23.1%，“90后

旅客”占比为27.4%。敢爱的“90后”

，首度超过“80后”，成为情人节出游

的主力军。

超六成情侣选择高星酒店

95后尤爱特色酒店

情人节恰逢工作日，因此不少情侣

放弃了出游计划转而在酒店度过情人节

，这进一步加剧了酒店预订火热程度。

与90后在情人节消费中的存在感越

来越强相应的是高端酒店的热度上升，

他们愿意为更高品质的酒店服务买单。

在酒店偏好上，超过六成情侣选择入住

高星酒店，远高于往年同期水平。而在

往年，五成的出游者会选择经济型酒店

，这一类型在今年的热度明显下降。

自2月11日开始酒店预订就已进入

高峰期，情人节当天酒店预定量较平时

上涨2.1倍。其中，高星酒店、特色民宿

、主题酒店预订火爆，占酒店预订总量

的69%，情侣房、豪华大床房、主题房

、蜜月房等房型备受青睐。95后尤其喜

爱特色酒店，进而带动其预订量飙升。

北上广周边城市酒店受青睐

三四线城市消费力猛

从总的情人节国内目的地来说，北

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南京、

深圳、天津、厦门、武汉依然是十大热

门目的地。

三、四线城市的“开房量”爆发式

增长基本保持了这几年的发展趋势。每

逢情人节，各地酒店预订都极为火爆，

部分热门酒店甚至出现“一房难求”的

局面。而在今年，温州、扬州、威海、

邯郸、泉州、珠海、宝鸡、绵阳等城市

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80%。

北上广的周边城市也成为了酒店预

订的高峰点。从去

年情人节数据来看

，北上广深一线城

市酒店预订暴增近

2倍。而今年情人

节，则呈现出从一

线城市向周边转移

的趋势。华北的天津、张家口、廊坊，

华东的苏州、常州、杭州，华南的珠海

、惠州、清远，华中的咸宁、张家界、

武汉，西南的成都、乐山、阿坝，东北

的白山、延边、哈尔滨等城市成为情人

节周边游的热门目的地，酒店预订人气

爆棚。

而从一个在情人节之前进行的预调

查中可以看出，超八成的成都男女表示

热衷过情人节，并会提前精心安排、为

伴侣准备礼物，荣登情人节“浪漫之都

”排行榜首，其次为重庆、深圳、上海

、武汉、杭州、北京、广州、西安、苏

州。

情人节旅行平均花费6028元

近半情人节礼物预算过千元

携程通过对年龄相差18岁以下的两

位异性网上旅游订单的分析，显示今年

情人节旅游消费两人平均超过6000元。

55%选择出境游过节,平均花费超过

12000元。甚至有中国情侣在马代包岛

过二人世界，订单最高花费20万元。

在礼赠情人方面，青年男女们也都

毫不含糊。超五成的单身男女会准备

1000 元 或 以 上 的 礼 物 ， 其 中 预 算

1000-1500 元左右的占 35.37%，预算

1500-2000 元左右的占 28.60%，预算

2000-5000元之间的占25.10%，5000元以

上的竟也有10.93%。

从地域划分来看，男士送礼最大气

的城市排行榜TOP5的城市分别是青岛、

深圳、上海、成都、武汉。同样，女士

对于过节送礼也是毫不犹豫，41.8%的女

士会准备1000元或以上的礼物。女士送

礼最大气的城市排名中，武汉女登榜首

，其次为深圳、北京、上海、广州。

出游类型与目的地多样化

蜜月游消费者现一老一少两个极端

今年情人节，大部分消费者选择2

月10日到14日之间出发。国内游和短线

出境游成为首选，除了越来越热的情人

节婚礼旅行之外，“蜜月游”也已经成

为旅游行业的一大主力产品。

从携程主题游平台“婚纱写真”、

“旅游婚礼”产品数据看，今年情人节

和2月份，婚礼蜜月旅游预订人数同比

增长300%以上，60% 选择的是出境游

。情人节的海外旅游婚礼产品，平均花

费达到32000元。大理苍山洱海、斐济

丹娜努岛、希腊雅典米岛、三亚、法国

巴黎等入选五大婚纱写真主题游；希腊

扎金索斯岛、拉斯维加斯、巴厘岛、夏

威夷、马尔代夫入选五大婚礼主题游。

而对于旅游过节的情侣中，46岁以

上的情侣占到29%。报告认为，有钱有

闲的中老年人也追求重温浪漫，还有不

少的老年情侣是被子女网上下单送去过

“二次蜜月”。

此外，携程报告显示，情人节前后

出境游中，海岛游占到近40%。

从该报告可以看出，未来情人节市

场的年轻化趋势是必然。年轻人的消费

习惯显得更加重要，他们关键时刻舍得

为爱一掷千金，不仅住酒店要挑贵的、

有特色的，在出游的目的地、礼物的选

择上也偏向奢华化。并且距离对年轻一

代的限制越来越小，且他们擅长挖掘城

市周边的浪漫地点。并且8090后喜欢带

动年长一辈的出游意识。未来，相信无

论目的地、酒店、航空还是旅行商，都

会顺应这一趋势作出服务和商品包装调

整。

情人節旅遊消費
三四線城市增長快
95後成新主力

8090后们关键时刻舍得为爱一掷千金，不仅住酒店要挑贵的、有特色的，在出游的目的地、

礼物的选择上也偏向奢华化。

近年来情人节出游越来越热，继驴妈妈联合世纪佳缘发布《2017情人节出游趋势盘点》之后

，携程也于13日发布《2017情人节旅游消费报告》，而在情人节过去之后，各大电商更是纷纷抛

出了大数据统计。从这些数据中，我们能看到哪些未来情人节旅游市场的可能性？

位于池州市的牯牛降，自来有石台

和祁门之分。而坐落在牯牛降山下的严

家村，确是独一无二的。严家村距离石

台县城南20公里，是一座有历史印记和

红色遗韵的皖南古村。

严家村规模不大，全村三十来户人

家，百分之九十人家姓严，村中人都很

自豪地认为自己是东汉著名隐士严子陵

的后裔。基于这样的历史底蕴，早在明

末清初，村里人就追随同乡民族英雄吴

次尾进行抗清活动。最终在顺治二年，

村里阻击渡江南下清军的五十余人义军

，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于村里一处名

为乌鸦岭的山上。

小村掩映在牯牛降的绿水青山中，

自然风光十分秀美。干干净净的青石小

巷，串起了村中的家家户户。村前的小

溪，叮叮咚咚的流淌，仿佛在轻声诉说

着严家古村的故事……

往村子里面走，各式各样的标语随

处可见。最令人称奇的就是村头陈满平

家的老屋墙，上面的标语分属于各个时

期，有“抗日战争”等，其中“红军北

上抗日先遣队”等，实为罕见。这斑驳

的历史革命墙，诉说的正是一代代人的

心声。

严家村不似徽州民居风格讲究“四

水归堂”、“五岳朝天”，而是有明显

的过渡区域的特征。路遇虚掩的屋门，

推门进去，屋里也常没有人，静悄悄的

。没有一般景区里的浮躁和喧嚣，更像

是远离尘世的一处净土，恰好从天而降

，卧在这牯牛降静谧的山水中似的。

古村中的严家祠堂，虽没有徽州祠

堂的恢弘气势，门上一把上锈的铁锁，

锁住的不仅是祠堂的大门，也锁住了一

代一代的严氏春秋。从门隙中往里望去

，木制匾额已经年久失修、斑驳脱落，

但光影间流出的又怎么不是严家村人祖

祖辈辈的传说呢？

严家村，一座既有自然风光又有

人文景观的历史古村落，就这样在历史

的长河中等待能读懂它的人出现。

门票价格：100元/人（成人票）

凈土之地 從歷史中走出來的嚴家古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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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脱离欧洲联盟的谈判尚未启

动，欧盟却已危机四伏。欧盟委员会

主席容克担心，英国脱欧将轻易破坏

欧盟内部的团结，使欧盟陷入涣散。

容克在12日播出的访谈中指出，

英国只要在跟27个欧盟国家分别谈判

时对各国作出不同承诺，就能分化这

27国。他说，英国是搞离间的高手，

其他国家可能中计。

容克说：“其他欧盟27国还不晓

得，但英国非常清楚他们如何达到这

个目的。他们能对A国承诺这个，对B

国承诺那个，对C国承诺另一个，最

后就不会有统一的欧盟阵线。”

英国将在3月底以前正式启动脱欧

程序，整个过程预料会在两年内完成

。但欧盟现在面临诸多挑战，包括难

民危机，如何让希腊留在欧元区，以

及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

此外，法国、荷兰和德国今年都

要大选，奉行民粹主义和反欧盟的政

党估计将占上风。

容克表示，防卫是欧盟其余27国

能够加强合作的一个领域。在欧盟国

家中，只有英国和法国拥有核武器。

容克下周末将在布鲁塞尔同美国

副总统彭斯举行会谈。他指出，欧盟

应该利用特朗普政府的反全球化立场

，在英国正式脱离欧盟前跟美国达成

贸易协议，因为英国脱欧前不能自己

单独参加贸易谈判。

另一方面，容克在采访中宣布，

2019年任期届满后将不寻求连任。欧

盟委员会主席任期五年，可连任。

62岁的容克原本是卢森堡总理。

2014年，他竞选欧盟委员会主席职位

时遭到英国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主张

推动欧盟深度融合，但英国不希望与

欧盟走得更近。

报道说，关于欧盟内部人心涣散的担

忧从去年英国公投决定脱欧后就开始了。

德国总理默克尔去年在斯洛伐克

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举行的欧盟峰会上

就已警告说，欧盟的处境危急。

她上周说，欧洲领导人将于下月

在罗马举行的峰会上就欧盟的未来做

出重大宣言，可能会允诺一个“不同

步调速度”的联盟。

歐盟委員會主席：英脫歐談判將使歐盟分化

日本新华侨报网撰文称，在福岛第一核电站

核泄露话题沸沸扬扬之际，2月13日，东京电力

公司首次公开了2011年“311东北大地震” 后发

生事故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并组织媒体记者乘坐

大巴进行参观。

文章称，2011年“311东北大地震”发生后，

福岛第一核电站的1号至4号机组出现了堆芯熔毁

并引发了爆炸事故。2号机组内已经确认到了有熔

落的核燃料碎片，作业员们正在全力处理淤积的

高浓度污水。

在现场可以看到，许多作业员身穿防护服，

正在通过安置焊接式容器取代从前的螺丝封闭式

容器。

2012年4月19日，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至4号

机组根据日本《电气事业法》规定正式报废。但

是，2013年8月，2号机组周围发生含有高浓度的

锶污水泄露。现在，发生过污水泄露的地区已经

被清理过，并通过涂装封存污染，解体作业也在

顺利进行中。

作业员们还将遭到污水渗透的土壤挖出来，

装到黑色袋子里，再填充上无污染的土壤。

文章指出，即使坐在巴士里面，也可以感受

到，只要作业过程发生一个误差，就有遭受核辐

射的危险。现场作业员的工作非常艰巨。

所幸，在福岛第一核电站附近，需要穿上防

护服并戴上防护面罩才可以接近的区域正在大幅

减少。

东京电力公司介绍说，作业区域的环境已经

得到大幅度地改善。尽管距离2011年的“311大地

震”已经过去了6年，距离污水泄露已经过去了3

年，这里依然还在和“过去”战斗着。

据悉，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作业员们还要陆续

进入高辐射区域进行艰苦的作业，废炉工程预计

将持续至2051年。

福島第一核電站震後首次開放 高輻射區作業艱苦

在高科技产业中，女性普遍占少

数。据统计，美国的大学里，六个计

算机科学学生中只有一个是女生。但

在一些校园中，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坐落于洛杉矶附近的克莱蒙特的哈维

穆德学院，去年超过一半的计算机科

学专业的毕业生是女性。

报道称，可以做中国太极拳示

范的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领域的一

些突破，吸引了很多学生来学习计

算机科学。简•吴(Jane Wu)就是其

中一个。

她说：“对我来说，关键的时

期是在大一的时候，我修了一门课

叫自动驾驶车 (Autonomous Vehi-

cles)，在那门课上， 我们从零开

始自己制造自动机器人。”

哈维穆德学院(Harvey Mudd

College)仅仅有800名学生，是克莱

蒙特学院联盟(Claremont Colleges)成

员。工程是这个学校的教学重点。

在打破计算机科学领域中女性

所遇到的障碍方面，这个学校也是

走在前面的。对某些学生来说，打

破障碍从一门计算机编码入门课开

始。

计算机科学专业学生维罗尼卡

•里维拉说：“那堂课的性别分布

很均衡。而且我觉得教授们真的让

每个人都觉得受欢迎，不管他们编

码的能力如何。”

在计算机发展的早期，女性是

先锋人物。后来成为美国海军少将

的格蕾丝•霍普尔(Grace Hopper)参

与了编程语言的研发。

教授吉姆•博尔科尔说：“她

是最初的代码编写者。我认为，直

到后来的几十年中，1980年代和

1990年代的时候，电脑游戏和计算

机编程才被重点向男孩而不是女孩

推介。”

很多年轻的女性正在重新探索

和认识编程。计算机科学专业学生

艾米利亚•里德说：“学会写代码

之后，我可以用电脑和编程语言制

作几乎任何我想制作的东西。”

在业界的实习经验也是培训学

习的一部分。沙玛莎•安多今年夏

天就准备去微软(Microsoft)试试。

她说：“看到目前所有的问题

都在由计算机科学来解决，我很兴

奋。”

哈维穆德学院院长玛丽亚•克

拉维说，人们要排除性别因素，让

最好的人才专注于在键盘上码代码

，否则“在面临很多未解决的问题

上的时候，比如气候变暖、教育和

医疗保健，我们就无法得到我们所

需要的好的解决方案或者是尽可能

多的进展。”

她说，解决当今社会的很多疑难

问题，需要多元性带来的创造性。

女性在計算機
科學領域漸漸
成為中堅力量

综合韩媒报道，当地时间13日上午

，韩国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以涉嫌向

朴槿惠和崔顺实行贿的嫌疑人身份，接

受负责调查“亲信干政案”的独立检查

组再次传唤。

李在镕在接受15个小时的高强度调

查后，于14日凌晨1时许离开特检组办

公室。这是法院驳回特检组对李在镕的

逮捕令申请后时隔25天，特检组再次传

唤李在镕接受调查。

据悉，当天上午一同前往独检组办

公室接受调查的还有三星电子社长兼大

韩马术协会会长朴商镇、三星电子专务

兼大韩马术协会副会长黄晟洙，二人曾

向崔顺实及其女儿郑尤拉(音)提供马术学

习的相关资金，该过程涉嫌变相向朴槿

惠政府行贿。

1月16日，独检组向法院提请批捕

李在镕，1月19日，法院以证据不足为

由驳回了批捕申请。独检组在批捕提请

被法院驳回之后，加强了行贿嫌疑有关

的侦查力度。有分析认为，李在镕再次

被传唤是因为独检组已经掌握了其向朴

槿惠方面行贿的关键物证。

独检组将对三星集团和朴槿惠政

权之前所有权钱交易的有关嫌疑进行

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决定是否向

法院再次提请批捕包括李在镕在内的

涉案人员。

报道称，独检组怀疑政府大力支持

三星物产与第一毛织合并，三星以此为

代价向崔顺实之女郑尤拉(音)提供在德国

学习马术的资金援助。在此过程中，朴

槿惠多次与李在镕单独面谈，对三星施

加压力。

韩国《亚洲经济》指出，2015年，

三星物产和第一毛织推进合并时，外资

对冲基金公司——埃利奥特管理公司表

示反对，但拥有三星物产10%股权的国

民年金公团站在三星一边，使合并得以

促成。国民年金公团就两家公司合并投

出赞成票仅半个月之后，朴槿惠和李在

镕又进行单独面谈，朴槿惠强烈谴责三

星对马术方面的援助不到位。之后，三

星决定向崔顺实提供220亿韩元(约合人

民币1.2亿元)的资金援助。

据悉，独检组调查期限截至本月28

日，虽然独检组方面一再表示将向代总

统黄教安申请延长调查期限的申请，但

黄教安在上周的政府工作会议上表示：

“独检组剩余的调查时间还十分充足，

当前不是考虑延长调查期限的时机”。

有分析认为，黄教安实际上是对延

长独检组调查期限作出了否定表态，

并且对独检组此前的调查不力提出了

批评。

财阀界有关人士表示，独检组再次

传唤李在镕只是为了挽回颜面，上次

批捕申请被法院驳回之后，舆论界出

现了对独检组的公正性的怀疑，三星

目前正面临收购Harman 等重大决策，

独检组在此关键节点传唤李在镕的意

图十分可疑。

另一方面，SK、希杰、乐天集团等

大企业也再次陷入紧张状态。SK集团会

长崔泰源、希杰集团会长李在贤获得“8

•15总统特赦”过程中是否存在权钱交

易、SK集团是否通过赞助K体育财团变

相向政府行贿、乐天集团获取新增免税

店特许经营权过程中是否存在不当行为

等嫌疑将再次面临独检组“刨根问底”

式的调查。

有分析称，若此次三星李在镕被捕

入狱，那么牵扯到亲信干政案的其余大

企业财阀掌门人也将面临牢狱之灾。

李在鎔接受15小時高強度調查
韓國財閥再次繃緊神經

二十年安裝經驗

星期一 2017年2月20日 Monday, February 20, 2017



休城工商 CC88

北京皇城根群歡度元宵

2 月 10 號，北京皇城根群 100 多人，在大華酒家歡聚一堂，慶祝元宵節。

本報記者 秦鴻鈞  報導

左起義工組織者 Susan Xu, 秦偉潔，贊助者宮暨
紅，義工組織者長椿街紅。 左起群主劉洋，老李，哎呦餵，楊德清。

右起群主蠟筆大辛 ( 劉洋 )，主持人楊德
清，主要組織者哎呦餵 ( 海濤 ) 在主席臺
上。

義工們收費，賣抽獎券，自始至終不
離崗位，左起顧瑩，長椿街紅，璐子，
後排秦偉潔。

每人 $15 塊的費用，有上菜服務，菜量豐
盛有余，價格公道。

夏先生的歌聲清脆嘹亮感人，劉先生的伴
奏優美動聽。

組織者之一蔣江虹在抽 $300 價值的地板
券，獎品豐厚，共 40 多個，現金，購物卡，
大部分人都抽到了大小不同的禮品。

抽獎冠軍合影。左起贊助者許潔秋，抽獎
冠軍陳宇青，作家 Annie 王，群友 J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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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旅假期機票大优惠
春季北京$570/ 上海 $650/ 香港
$520/ 台北 $480( 全部含稅 )！暑期
機票特價中上海 /北京 /廣州 /成都

/昆明 /桂林 $990起！

為宏揚和傳承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
舉辦健康講座

特邀請各同鄉會、聯誼會的領導和社會精英，
賢達人士蒞臨和指導

講座時間 2017 年 3 月 5 日（星期日）下午 3
點

地點：休斯敦鳳城酒家
為各位準備了下午茶招待並有武術表演
再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將派官員參加並指

示
我們熱烈歡迎，聯系手機：832-757-3787

中國少林六合門掌門人
中國少林秘功創始人

李國忠頓首再拜

航空公司機票大甩賣 - 休斯頓出發
---------------------------

2 月 3 月出發，4 月 16 號前返回
休斯敦 - 北京往返  $500 ( 含稅）
休斯敦 - 上海往返 $500（含稅）

---------------------------
4 月 -5 月 16 以前出發（雙人票）

休斯敦 - 上海 / 廣州 / 成都 / 昆明 / 桂林往返 $650/ 人（含稅）
休斯敦 - 北京往返 $580/ 人（含稅）
休斯敦 - 臺北往返 $480/ 人（含稅）
休斯敦 - 香港往返 $529/ 人（含稅）
---------------------------

6/7/8 月出發暑期特價票
休斯敦 - 北京 / 上海 / 廣州 / 成都 / 昆明 / 桂林往返 

$990/ 人（含稅）起
另有其它城市特價機票，請來電咨詢！

713-568-8889

智勝夏令營精彩過暑假

圖（右一）為智勝學院負責人徐華博士與該校教師
合影。

暑假將至，作為家長的您，一定想讓孩子度
過一個愉快充實的暑假而不是沈浸在遊戲中白白
荒廢了時間。那麼請放心將孩子交給我們智勝學
院暑假夏令營吧，我們的夏令營安排按照階梯成
功法設計，豐富的課程，優秀的老師，一定能讓
孩子在各方面得到提升。

智勝學院今年夏天依舊為 2-12 年級學生開
設包括初高中英文、數學辯論、生物、化學、物
理還有廣受好評的王牌課程 SAT/PSAT 和 Duke 
Tip 在內的精品課程。對於 3-6 年級的小孩，我
們準備了內容豐富有趣的全天 camp。早上兩堂

英文，全面提高孩子英文閱讀寫作能力，一堂數
學則繼續由深受學生尊敬和喜愛的老師 Ms.S 來
為孩子們授課。下午則是孩子們課外活動的時
間，有社會課為孩子們開拓眼界，有繪畫課培養
孩子們的藝術氣息，更有籃球，武術課讓孩子們
強身健體。

高年級學生們更是不要錯過了這個暑假的好
機會。智勝學院有多位資深著名教師幫助學生提
高閱讀，寫作，數學和科學各科的綜合能力。本
期英文課程依舊由來自休斯敦頂 級私立高中 St. 
John’s 的老師 Mr.S 傾力教授。而教授 Algebra 和
geometry 的老師 Mr.L 講課風趣幽默，思路敏捷，
由淺入深，一直都受到廣大 學生及家長的喜愛。

暑期班還安排了許多平時在學校難得有機會
學到的特殊課程，例如時事政治， 法醫學等等。
經過一期的訓練 , 孩子的觀察能力、分析能力、
創新能力、應用能力將會 大幅提升。智勝絕不
通過機械做題訓練孩子成為考試機器，我們旨在
提升的是孩子對學習的興趣既舉一反三的流質智

力。
今年的暑假班依舊分為兩期，一期有四周。

第一期 課程於 6 月 5 日開始到 6 月 30 日結束，
第二期於 7 月 5 日開始到 8 月 1 日結束。兩期課
程進度內容相同，方便各位同學安排其他出遊的
時間。有興趣的家長同學可以隨時關註我們的網
站瀏覽暑期時間課程安排等信息，也歡迎來電或
郵件咨詢。

此外，智勝學院將在四月份舉行夏季的課程
說明會（open house），具體時間安排會以郵件
的形式發送給各位家長，屆時也希望各位學生及
家長蒞臨現場，積極提問與老師深入交流學習。

學 院 上 課 地 點 : KIPP College Prep, 8440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63 

辦 公 室 地 址 : 6203 Corporate Drive, Houston, 
TX 77036 

垂詢電話 : 713-777-1688 
網站 : www.AdvanceAcademyHouston.com
微信公眾號 “AAHouston”，歡迎大家關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