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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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期一个月的美国旅行，当时感触很多；回

国一个多月回头整理当时的思绪，却不知从何说

起。不如将一些零碎的记忆和感受记录下来，权

当一份“旅行总结”吧。

飞机和机场

此行美国，一共坐了7趟飞机，在短时间内

我是不想再坐飞机了。在中国航班上，我们享受

到了亲切周到的服务。相比之下，坐美国国内航

班就像坐公交车一样，温度调得很低，基本没有

服务，想吃什么喝什么可以，但都要付费。

说到收费，有些项目真是不太适应。机场的

行李车都是要投币才能使用的，3美元。因为要

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我们都是自己

拖着硕大的箱子奔走在美国多个机场，坚决没让

他们挣到这个钱。

登机时，也不是我们所习惯的先来后到排队

，而是在换登机牌时就将乘客分成了ABCD若干

组。头等舱最先登机——这很好理解，毕竟是有

权、有钱人主导的社会；然后是老弱病残等需要

照顾的乘客——这也好理解，照顾弱势群体嘛；

再然后，就按照舱位顺序依次登机了。只可惜，

我们练就的排队、加塞儿本领在美国没了用武之

地。

残疾人设施

在美国，残疾人设施原来真的可以使用，不

是摆设。基本上任何地方都有残疾人专用通道。

大学的教室、多媒体机房都有专门给残疾人准备

的桌椅和电脑。停车场有残疾人专用车位。虽然

在美国我只在地铁上见到过一位坐轮椅的人，但

我发现，他在整个城市里都是畅通无阻的。

体育是生活的一部分

在美国参观游览的过程中，我们见到最多的

，是骑车或跑步经过我们身边的人。据说，只有

“上流社会的人”才有时间运动和保持身材，底

层百姓只能每天工作、吃垃圾食品，把自己弄成

个大胖子。我们看到的情况确实是：自觉锻炼的

人很多，胖子的比例也特别高。

不过，不爱运动不等于不爱体育。在圣路易

斯时，我们去看了一场棒球比赛，那真是一个盛

会，似乎全市的球迷都集中到了体育场，把体育

赛事当成了一个宣泄和交际的场所。平时在路上

总觉得行人稀少，到了那天我才感受到，原来这

个城市有这么多人。

食物

说起食物，我必须要对美国人民表示深切同

情。他们的食物实在没有中国的丰富和美味，高

热量、高脂肪是他们摄入的最主要的东西。水果

和蔬菜要比肉类贵，所以我听说，美国穷人摄入

的营养不够丰富、平衡，很多人要靠吃维生素片

来维持。还好，中国人到处都有，把中国美食也

传遍了世界，不然的话，“中国胃”的我们一趟

美国之行下来，都会瘦成皮包骨的。

明明白白缴税

在美国购物感觉很爽，因为可以买到很多便

宜东西。好多“中国制造”的商品，在美国买比

在中国还便宜。个中原因，就是一个“税”字。

美国人购物时，很清楚为此缴了多少税，因为税

额明明白白地写在购物小票上。陪同我们的美国

人骄傲地说，他们的动物园、科技馆、博物馆、

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免费的，这一切

，都是因为他们交了税。能够挣钱、花钱、交税

，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表示他已经可以为社会

作贡献了。

美國旅行零碎記憶
中美生活

習慣差異巨大

1、一年四季喝冰水，生完孩
子也照样

美国人一年四季喝冰水；它们

的饮水机上只有两个档：热水（仅

限用来泡速溶咖啡和茶包）和冰水

（直接喝）。温水是什么？美国人

不懂。小编来美国以后，常常可以

看到，即使是在气温零下的冬天，

星巴克里点冰咖啡的也大有人在。

美国人最搞不懂的就是，为什么你

们中国人进饭店要点一杯热水？饮

料中只有咖啡和少部分茶应该是热

的啊！

强健的美国人民更加没有〝XXX

情况下不宜喝冰水〞的概念；美国女

生在生理期照样喝冰饮；甚至生完孩

子就立刻喝一大口冰水解渴！

当然了，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

解读：

一，美帝人民以红肉为主，天

生体质热，能抵御寒物；所以冰水

对他们来说没有健康问题；

二，经济学原理：大家想啊，

到美国的餐馆，你往那儿一坐，服

务员上来第一件事儿就是〝啪〞的

一声在你前边放一大杯水，上面全

是冰。为什么？美国是个商业性十

足的社会，你得从这个方面来分析

它的原因。

你想想看，在吃饭之前你喝一

杯冰水有什么感觉？冰冰凉的，很

爽。你再想想看，一个人受伤以后

，或是运动员受伤以后是怎么处理

的？冰敷。那冰敷以后是什么感觉

呢？没感觉，就是对疼啊、痛啊、

胀啊什么的都没有感觉。

所以，在吃饭前来杯冰水，你待

会儿吃饭的时候，任你吃多少，任你

吃到多撑，你都会没感觉。即使这个

东西做得一般，你也没感觉。时间长

了，你也会变得奇胖。一般人吃到七

八分饱就知道饱了，就打住不吃了。

可是你喝一杯冰镇水以后，没感觉了

。所以这个老板就挣钱了。

2、一边吃汉堡一边喝 Diet
Coke

最美国的食物就是汉堡配可乐

。可乐是美国人发明的，这玩意儿

一开始绿色的，是用来治头疼的西

药；后来发现加了糖以后很好喝，

就被拿来当饮料卖了，再后来就风

靡美国乃至全世界了。汉堡薯条，

也是美国人发明的；麦当劳开到全

世界，更开进了每个美国人的心。

对美国人来说，汉堡配可乐就

跟欠债要还钱，豆浆配油条一样天

经地义。

可是美国人也不笨，渐渐地他

们发现，这个搭配虽然美味方便，

但是没营养，热量还爆棚！街上的

胖子越来越多，聪明的美国人坐不

住了，就发明了一个Diet Coke（健

怡可乐），热量比一般的可乐减少

99%。于是他们就开心地跟阿Q似

的，继续吃汉堡配可乐了；坐等自

己热量摄入少了以后〝慢慢瘦下去

〞的那一天……

但是说实话，汉堡薯条的热量

摆在那儿，光喝个Diet Coke有什

么用呢？而且反正都吃了汉堡薯条

了，还Diet Coke干嘛呢？

3、夏天也穿UGG?

当年看《生活大爆炸》第一季

第一集的时候，楼主还在国内，当

时就很纳闷：大美女Penny为什么

穿着短T和热裤，脚下却踩着一双

UGG?她不热吗？当时只觉得Penny

是奇葩一朵，来了美国以后才发现

，美帝人民夏天穿UGG根本就是一

个传统习俗嘛！UGG不是雪靴吗？

终于忍不住去问人了，得到2

个答案：

〝UGG选用上等的一体真羊皮

毛，能够吸受靴子里的湿气，如同

人的肌肤一样自动调节并优化靴内

的穿着内环境。因而，无论是在寒

冷的冬季还是酷热的夏季，脚部都

能一样保持干爽与舒适。〞 这句

话一看就是广告，但是好歹是一个

科学解释吧！

美国夏天室内的空调很冷的！

不穿雪靴还觉得冻得慌呢……呃。

好吧。

4、冬天照样穿短袖

同样有感于美剧，当年看《欲

望都市》的时候，就非常惊讶于

Carrie 可以吊带裙外搭貂皮大衣

……您到底是冷还是不冷？来了美

国以后，更加发现，买夏装是最划

算的，因为可以穿满四季啊！

美国人身体健壮、穿衣随意，

在大冬天很多年轻人仍然是短袖T

恤，降温时就裹一件大衣，加上一

条牛仔裤就可以过冬了。当然，这

是主要是因为室内有暖气；但是他

们在室外穿得也是相当少啊！在初

冬的纽约街头，常常可以看到不少

职业女性都是光腿穿着职业套裙外

面穿着厚大衣，还穿着露脚背的高

跟鞋，上半身和下半身的温差有20

度了吧！

除了他们吃红肉体质热能御寒

以外，楼主曾经想过，他们每天喝

冰水，夏天UGG冬天又短T，是不

是温度感知有问题？但不是，因为

只要天气稍稍一升温，立刻又是短

袖T恤飘满大街。

不过后来楼主也发现，每个美

国家庭的沙发上都有毯子，冬天的

时候他们都会披着毯子在沙发上看

电视，像裹粽子丝的，美国人民还

是怕冷的。

5、喝自来水可以，喝自来热
水不可以

在美国，大部分州的自来水是

可以直接饮用的。刚开始你可能会

觉得十分彆扭，因为自来水有种特

别的味道。不过这的确是可以饮用

。曾有机构做过测试，发现自来水

的卫生程度比超市卖的某些矿泉水

要高。并且喝自来水而非瓶装水有

利于保护环境。

但是记住，千万不要喝热水口

出的自来水哦，因为两边的水源是

不一样的，用于热水的自来水质量

是远远低于冷水龙头所出的。为什

么不干脆把热水口出的水的水质也

提高一下呢？

6、早上洗澡

美国人与中国人不一样，我们

晚上洗澡，他们早上洗澡。美国如

果是化了妆的女生，晚上一般就洗

洗脸然后上床睡觉。小编怎么想都

不舒服，

但是 美国

人解 释说

，只要是

在有 空调

的地方工

作就可以

早上洗澡

，如果是

在户 外，

那么晚上

也是要洗

的。

据说他们选择早上洗澡是因为

他们的体味重，每天出门必须先洗

香香。

这个原因楼主就不深究了，不

过每次看到早上来上班的美国女生

们各个都头发蓬松发型完美；对比

自己睡塌了的头发，楼主也会认真

的思考一下早上洗澡的合理性。不

过每每想到要提早半小时起床洗澡

吹头发……这事儿就停留在思考层

面了。再想到晚上要脏兮兮地上床

睡觉……这事儿就连思考层面都停

不住了。然后就有人提意见了：可

以早上晚上都洗啊！为什么我好好

地要给自己双倍麻烦！

所以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

发笑。

7、猫狗文化 爱宠物比爱
人多

美国人爱养宠物似乎已是〝名

闻世界，誉满全球〞了。有人说，

在中国人比狗多，在美国狗比人多

，虽然有些夸张，但是不无道理。

电视里每天都如何养育动物的

专题节目，指导人们怎样养育这些

小动物；美国人几乎家家养狗样猫

，他们会让猫狗进卧室，上床一起

睡觉，一日三餐，好肉伺候。

养狗的成本有时很高，日常吃

喝美容和看病开销都是很可观的，

但是这个钱美国人愿意花。不少城

市每年都会举办〝dog show〞，小

狗可以走秀时装表演。沃尔玛超市

里的猫狗玩具、猫狗服装、猫狗食

品、用品都是重要的商品之一。由

宠物引发的经济增长点在日常消费

中，占很大比重。

总之，在美国，有很大的可能

性你的生活质量不如你邻居家的狗

……

美國人這些習慣奇葩
都说外国人

嫌弃中国人的各

种〝陋习〞，事

实上，这种由于

文化、信仰、生

活习惯、生活理

念等差异导致的

冲突并不能简单

的一概而论：某

某优、某某劣。

对于不少 移民西

方国家，如美国

和加拿大的朋友

来说，西方人日

常生活中的某些

习惯在他们看来

也是不可理解的

。那么，让华人

不能接受的美国

人的〝陋习〞有

哪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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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33縱橫中國

两年前，李先生还只是上海一个普

通白领，2014年辞职回深圳专职炒房，

以100多万做首付在福田买了第一套房

子进行投资，到现在差不多有5000万的

盘。但如今他如坐针毡，降价10%甩卖

房产……

东方卫视有个对话节目，其中一期

来了个痴迷买房的妹子，她工作至今已

经买下十套房。但在别人眼中风风光光

的“房姐”，却是她妈妈的心头大患。

时至今日，她每月要还约6万元的

贷款，这些钱几乎压垮这个普通工薪阶

级，“她就是不停地工作、工作，每天

飞来飞去，从来没有在晚上11点前回过

家。”她妈妈心疼的说道。

大部分人对炒房客可以说是羡慕嫉

妒恨，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这其中有很

多人，包括上面节目中的房姐，都是

“靠政策吃饭”，心情犹如在悬崖走钢

索，一不小心就跌落崖底。

靠炒房，两年时间，100万变5000万

最近央视有个新闻，让我们发现还

有很多类似上面房姐的人，此刻他们坐

如针毡。

这位李先生，在两年前还只是上海

一个普通白领，2014年辞职回深圳专职

炒房，以100多万做首付在福田买了第

一套房子进行投资，到现在差不多有

5000万的盘。

当时他看到房价涨得这么快，把爸

妈名下的房子也都拿去做了加按（加按

揭贷款），亲戚的指标也都借来买房，

2015年反复操作了17次，2016年操作了

4次，到现在差不多有5000万的盘。

通过不断地加按揭贷款滚动操作，

在2015年深圳楼市大牛市中，李先生手

里房产市值达到了5000万，个人资产翻

了十几倍。

然而他每个月需要还20万的贷款，

简直被掏空。

限购政策出台，炒房者压力山大

2016年10月，深圳出台了史上最严

限购政策，非深圳户籍购房由三年社保

提高为五年，同时二套房首付提至七成

，市场成交量大幅下滑，这让李先生十

分担心。

反正北上广深的房价肯定会继续涨

，限购不可能限一辈子，有什么可担心

的？

没有那么简单，别忘了李先生每月

要还20万贷款。如果每个月没有20万

进账，就有一个断供的可能。

既然如此，李先生手上房子那么多

，随便卖掉一套就好了吧？

李先生也是这么想的，为了保证资

金链的安全，他陆续将手里3套房子降

价挂牌出售，但平均每套房相对于最高

价时期降了10%。另一方面，由于现在

深圳楼市现在进入量价齐跌的阶段，他

也一改以往实收的交易模式，愿意承担

一部分的税费。

也就是说，现在可不是楼市火爆时

期别人求爷爷告奶奶的来抢你的房，如

今李先生处于被动位置，想快点卖掉房

子，要么降价，现在市场要是你降5%

到10%的话，还是能看到一定的效果；

另外一方面就是原来只是买家承担税费

，现在由卖房承担一部分。

有些人因此亏损

深圳最近两年加入炒房队伍的投资

客，目前和李先生一样正承受着资金的

压力，他们大多通过银行消费贷款和信

用贷款，或者将第一套房从银行做抵押

贷款，作为第二、第三套房的首付款，

尤其是2016年上半年才入场的投资客，

已被套牢在房价的顶部，算上税费卖出

去还要亏本。

深圳房地产研究网研究总监 周学

军：目前来看，整个市场的话，要想像

之前从房地产市场获得高额回报的时机

已经过去了。

深圳住房研究会会长 陈霭贫：从

投资的角度来说，应当利用目前市场相

对朦胧的时候及时退场，不然会带来更

大的压力。

另一个样板：背负高房贷、中年失业引

发家庭悲剧

最近在网络热转的一篇帖子《深圳

两套房，面临失业，中年财务危机引发

家庭悲剧》，恰好也发生在深圳，也和

房子有关。

主人公和老婆都是农村出身，靠着

自己的努力和勤奋，攒出了两套房子，

第一套房子买在坂田，是二手房，当时

入手价120万左右，每月房贷6000元。

2011年，主人公和妻子有了第一个

孩子。后来2016年政策开放之后，又生

了二胎，妻子目前全职在家照顾两个孩

子。

2015年年底的时候，深圳房价大涨

，主人公手里正好有小几十万余款，于

是他冒险找人做了房抵贷，贷出了70万

，凑在一起，买下了五十多平米的学位

房，总价300多万，贷款260万，月供

17000，加上房抵贷以及一套房的月供

，加起来每月还贷在30000以上。

然而，主人公的家庭仅靠他一人赚钱

，妻子全职在家，他一个人工资也就在两

万多，但他一个月要还的贷款总共在三万

，平时生活仅靠奖金来补贴家用。

前段时间公司安排他出国，但因为

考虑到家庭情况，主人公拒绝了公司的

要求，却不想引来公司的不满，希望他

主动离职。

离职之后，两套房的还贷压力骤然

增加，主人公想到了卖房，他盘算着以

300万的价格将学区房卖掉，再找一个

税前两万的工作，那么剩下的6000元房

贷以及养家、养两个孩子，还是完全入

不敷出，陷入破产困局。

利率低、期限长、杠杆高……很多

时候，人们只看到贷款炒房者的成功，

并将其生财之道奉为圭臬，却忽视了光

鲜背后，那些盲目加大杠杆，背上一身

债务的房奴。

今年楼市主题是调整，央行重磅文件70

次提到这个词

2016年上半年，政府鼓励我们买房

。2016年下半年房地产过热，一二线核

心城市调控开始。从历史上看，过去十

几年中国房地产调控的持续时间几乎没

有短于一年，而这一次有很大概率也不

会例外。

因此，这一点最无争议，几乎所有

机构一致认为，2017年房地产趋紧的调

控政策依然不变，上半年热点城市房地

产调控整体趋严，三四线城市依然以去

库存为主，而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可

能会出现政策上的松动。

央行重磅文件，70次提到这个词

此外，2月17日，央行在其官方网

站公布了“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

报告中两次提到了“房地产泡沫”

，70次提到“风险”。

央行每个季度会公布一份“货币政

策执行报告”，作阶段性的总结和展望

，对于投资者来说极具研究价值。

2016年四季度，是中国货币政策从

“稳健”转向“稳健中性”的关键节点

，也是房地产市场从放松到不断加强调

控的关键节点。因此，这份报告更值得

关注。

对于2017年市场，房屋销售面积下

降几乎是定局。机构对于成交量的预测

方向一致，都是跌。最悲观的是中投证

券，预计跌18%，最乐观的方正证券也

预测要跌6%。

无论如何，这对炒房客而言都是极

度糟糕的消息。

深圳炒房客：只用2年，
100萬變成5000萬！如今卻...

新世纪以来，中国一直被誉为“世界

工厂”，庞大的劳动力、廉价的土地资源

和相对成熟的基础设施，从世界各地吸引

了大量的资本。然而现今，关于外资是否

正从中国撤离的话题，正引发激烈的争论

。中国外贸的决战是否已经开始？

外资出走敲响警钟，波及中国4500

万就业岗位

就在近两年，关于外资从中国撤离的

消息屡屡被曝光。

值得关注的是外商在固定资产投资方

面的暴跌。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外

资在中国固定资产的投资额仅为1211.97

亿，对比11年3269.81亿这一数字，短短

五年时间便下跌了62.94%。

另外，2月16日，据商务部公布的数

据显示，今年1月份，中国实际使用外资

额为120亿美元，同比下跌14.73%。这更

让“外资撤潮说”重新成为热门话题。权

威的解读认为月度数据不代表长期趋势，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每一次外资撤离都涉

及到人数众多的裁员。

根据官方估算，全部外商投资企业吸

纳的直接就业人数超过4500万。而外资

的不断撤出，可能将影响这一庞大就业人

群的生计！

谁抢了中国人的工作？

究竟为什么外资企业撤离中国？究竟

是谁抢了中国人的工作?

第一，中国的生产成本高了。

近年广东等地的土地成本持续上扬，

税收优惠的力度减小，外资在华的投资收

益率越来越低。

在用工成本涨势惊人的情况下，中国

劳动力的工资增速却未曾降低，多个年份

甚至是全球第一。这代表着外资在华能捞

到的油水越发稀薄了。

第二，对外资政策准入门槛提高，优

惠政策取消。

中国许多地区都提高了投资门槛，对

新进的外资企业，不仅没有专门的优惠政

策，甚至还对其产业类型、节能减排方面

提出很高的要求。此外税收上，外资企业

的“超国民待遇”也正在失效。

第三，中国劳动力不再廉价。

由于货币量化宽松，导致物价上涨，

又反作用于食品价格和劳动力价格，中国

劳动力没那么物美价廉了。

第四，市场竞争愈发激烈。

除了以上原因外，也有部分外企自身

经营不善，转型不及时才被迫退出中国，

例如诺基亚、摩托罗拉等知名企业。因中

国市场竞争激烈，利润下降而退出中国市

场的外企，也大有存在。

我们还不得不正视一个问题：外资企

业尚可撤出中国，国内企业会如何反应?

他们大多对海外市场的运营一无所知。较

高的企业经营成本，会迫使资本从实体经

济（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中退出，不

仅重创就业市场，进一步恶化经济衰退的

趋势，还会加剧资产的泡沫化，增加金融

风险。对此，决策者应当慎重应对。

谁都不想失业，但未来的风险难以预

料。或许我们每个人都得好好想想，如果

突然一天失业了，该怎么办？

如果不幸失业了 你该何去何从？

关键是掌握主动，先发才能制人

有人曾分享了这样的故事：他的好友

在入职没多久就遇到了行业系统性风险。

在当时别的同事还在体制内随遇而安时，

他就已开始寻找新目标，在半年时间内去

了一家更优秀的企业。等各种坑爹制度出

台，大家都怨声载道的时候，只有他在继

续自己的梦想。

其实，无论我们是在大公司还是小公

司，是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都应该把

“随时可以离开公司”当成目标，摆脱舒

适区，提前储备多项足以立身的能力。

注意培养你的“睡后收入”

为什么我们辛辛苦苦工作，却赶不上

房价增长的速度？

为什么我们即使很勤奋、很努力，但

还是感到越来越穷？

为什么在那些说着1个亿小目标的人

面前，我们好像完全看不到希望？

因为当今世界，劳动无法跑赢资本！

光靠自己打工和工资收入是远远不够的。

资本收入、知识产权收入这类“睡后收入

”才能让我们更有安全感。

如何增加资本收入呢？

普通人可以这两大块着手：储蓄&投资。

第一阶段：储蓄。只要养成好的理财

习惯，在早期工作的时候注重积累，那么

你将积累一大笔本金。常见的储蓄工具有

银行存款、国债、银行理财、货币基金等

。

第二阶段：投资。投资，简单的

说就是购买理财产品，达到钱生钱的

目的。高风险的投资品可以让你迅速

致富，但亏损的可能性也非常大，最

好通过专业人士打理，例如购买基金

。中低风险的固收类投资品就跟房租

似的，能给你带来稳定的持续回报，

例如债券、信托等。这里需要注意的

是，不论哪类投资都有风险，大家需

要谨慎对待。

警鐘敲響！中國4500萬人將丟飯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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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党的“九大”以前，毛主席

对江青选送他的材料都很重视，篇篇都

看，篇篇都画圈。不知为什么“九大”

以后看得就少了，退给江青时，有的画

圈，有的不画。1969年七八月份之后，

就基本上不画圈了，有时甚至连信封都

不拆，原封退了回来。江青自讨没趣，

也就不再选送了。

1969年下半年的一天，江青叫我给

毛主席亲自送一封信。主席见到我跟我

聊天时说：“小杨，我还是那句话，你

们在江青那里工作很辛苦，谢谢同志们

。她的身体不太好，你们要帮帮她。”

我说：“谢谢主席的鼓励，请主席放心

，为江青同志服务是我们的本职工作，

我们会努力工作的。”毛主席说：“我

放心，你们都是好同志。”

1974年4月17日，毛主席给江青回

了两封信，信中分别说：

“江青：两信收。前后不一。党的

大势不错，悲观不好。不要动摇。前途

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团结百分

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要主观片观（面

）。千万要注意。牢骚太盛防肠断，风

物长宜（放）眼量。不要请假。钱可略

增。无限风光在险峰。”

“江青：两信都收到，并收到春风

杨柳。后封信打退堂鼓，不妥。前途是

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可主观片面

。多休息好，不宜请长假。”

从这两封信可以看出，毛主席对江

青仍然是关怀的。在江青有失落感之后

，还教诲她：“风物长宜（放）眼量”

、“无限风光在险峰”，而且情见乎词

，不大似一棍子打死。

从1967年开始到 1969年上半年，

为了给毛主席留下勤奋好学、阅读广

泛、理解深刻、政治敏锐、尊敬领袖

的好印象，江青给毛主席选送过大量

参阅材料。

江青选送的材料种类有：报纸，如

《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光明

日报》、《参考消息》、《解放军报》

、《文汇报》等；刊物，如《参考资料

》（大参考）、《红旗》、《新情况》

等；材料有《内部参考清样》，各地记

者站了解到的情况反映，如文革小组记

者站的《快报》、《文化革命简报》、

《要事汇报》等了解到的重要情报，中

央召开的会议重要简报等。

选送的内容大部分是：各省市自治

区、中央各单位、国家机关以及世界上

各兄弟党对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评论（好

的评论）、执行的情况；对中央文革、

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决

定的表态和执行情况（表态正确的，执

行坚决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国内、

国际上的突发事件等。

呈送的方法是：江青认为某某报刊

上的某篇文章、消息、情况等很重要，

值得呈送毛主席参阅的，她就用红铅笔

在那篇文章、消息、情况题目的左边画

一个大圈圈，在大圈圈内画一个小圈，

或者画一个大三角，以表示要参阅的就

是这一篇，再在左眉处写上“请主席参

阅”或“请主席阅”的字样，落款是

“江青”。最后注明年月日，有时还注

明几时。装入信封前，把要呈送的文章

、消息、情况翻折到明面上，使主席一

打开信封，抽出材料，就知道是哪一篇

，不用到处翻找，以示对主席的尊重。

信封是这样写的：右边写“即送”

二字，中间写“主席亲启”四个字，左

边写“江青”二字，在信封的左上角写

“急”或“特急”（有时还注有“绝密

”二字）。在“急”、“特急”、“绝

密”的右边画几个圈，以引起重视。毛

主席看完以后，在他的名字上用黑铅笔

或红铅笔、蓝铅笔画一个大大的、圆圆

的圈，有时还写上“已阅”两个字。在

信封上他的名字上再画一个大圆圈，在

江青的名字上方写上“退”字。有时，

江青认为内容特别重要，就在信封上写

“请杨英路同志（作者注——江青给我

改的名字）面呈主席亲启，江青托”，

并在“亲启”二字的右边画上两个圈，

用以引起秘书的重视，秘书不能擅自拆

开信封。

在党的“九大”以前，毛主席对江

青选送他的材料都很重视，篇篇都看，

篇篇都画圈。不知为什么“九大”以后

看得就少了，退给江青时，有的画圈，

有的不画。1969年七八月份之后，就基

本上不画圈了，有时甚至连信封都不拆

，原封退了回来。江青自讨没趣，也就

不再选送了。

1969年10月，为了防范苏联利用谈

判之机对我国进行军事袭击，全国搞战

备动员。10月14日，中共中央通知紧急

疏散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根据中共

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江青也搬到北京的

西山躲避战火。

有一天，江青对我说：“小杨，在我

睡觉的时候，你回钓鱼台一趟，把我给主席

选送的参阅件统统拿到这里来。”我问道：

“主席画圈的或没画圈的都拿来吗？”她说

：“对，都拿来，一件都不能少。你不要问

为什么，叫你去拿就去拿，越快越好。”当

天晚上，我利用她睡觉的时候把她要的材料

从钓鱼台10号楼拿到了西山，装了足足两

个纸箱，叠在一起有一米高。第二天，她到

办公室办公的时候，我去报告她说：“江青

同志，你叫我拿的材料，我拿回来了，你看

放在哪儿？”她说：“就放在你的办公室里

，你要保存好，不能丢失。你今天就在咱们

这个大院里选一个避风的地方垒个大炉子，

我要亲自销毁这些材料，要打仗了，以防落

到敌人手里。这件事儿你马上去办，垒好以

后，我还亲自去检查。”她手一挥，说：

“你去吧。”

从江青的办公室出来，我打电话找

到了那里的管理科科长，请他帮忙垒炉

子。他答应得很痛快，马上组织人力，

搬运物料，只用了两个多小时，就在庭

院北头的西墙根垒了一个炉子，还用粗

铁管安装了一个烟囱。垒好后，我去报

告正在吃午饭的江青。她听了以后，说

：“我知道了，你去吧。”因为进餐厅

以前，已经服过安眠药，她不愿意多说

话，怕精神了不能入睡，所以，我报告

她的时候，眼皮都没有抬一下。我当然

也没敢多说话，就退了出来。

江青心里有事要办，所以此日午觉

睡得时间不长。起床以后就打铃向我要

那些材料，说她要亲自监督我把那些材

料销毁掉。我说：“要不要把主席画了

圈、写了字的材料留下来继续保存？烧

掉太可惜了。”她瞪了我一眼，不高兴

地说：“留下来，你想干什么？不留，

全部销毁！”我说：“不留，不留，全

部销毁。”她还小声叨叨：“这是我和

主席的东西，我有权力处理，别人无权

过问。”我装上柴火，放上材料就走到

了炉子旁边。江青说：“不错嘛，这炉

子修得比较好，比钓鱼台那个修得好，

点火吧。”我先把几页散纸塞进去点着

，再把大厚本的《大参考》、《红旗》

等撕开，扔进去，用事先准备好的木棍

把纸挑起来，这样烧得快些。一开始，

江青离炉子很近，为的是认真监督我，

怕我私藏几份。当炉火烧大了，熊熊

的火焰烤得周围热呼呼的，她就躲开

了，只是远远地张望。材料烧完、烧

尽后，我过去报告她：“江青同志，

销毁完了，请你检查。”她走过去，

拿起木棍，挑了几下，放下木棍，说

：“好，我又办了一件大事。”她一

边往回走，一边说：“要不是搞战备

，要打仗了，我才不销毁这些材料呢

！这些东西说明我为主席和文化大革

命所做的工作，主席对此不只一次地

肯定过。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下半年

以来，主席不愿意看我送给他的材料

了，算了算了，不说这些了。”

“九大”前後毛澤東與江青關系的微妙變化

《广志绎》是一本人文地理书籍

，成书于明朝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

），作者是王士性，明代浙江临海人

（浙江台州）。王士性其人，知名度

不高，一生也没做太大的官，曾在广

西、河南、山东、北京、南京等地任

职，仕途最高至正四品的鸿胪寺卿，

掌管明朝的朝会、宾客、吉凶、仪礼

等方面业务。虽然王士性其人没什么

名气，但是他写的一些书，使得他在

数百年后为今人所关注。我国著名历

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注意到了王士

性的历史地位，谭老曾于1983年发表

了《与徐霞客差相同时的杰出的地理

学家——王士性》（原载《纪念徐霞

客论文集》）一文，将王士性同明代

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作比较，他认为

，《徐霞客游记》这本书地理价值比

《广志绎》高，但是《广志绎》在描

述各地的人文风俗上要比《徐霞客游

记》强，两个著作各有千秋。

因为王士性曾在各地任职，所以

他有机会到各地了解风土人情，以下

介绍一下他在《广志绎》这本书中是

如何评价各省人的。当然，由于作者

阶级立场、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原因，

他对一个地方的评价不一定客观，甚

至会带有偏见。所以首先要说明几点

：一是作者叙述的对象的是明万历朝

时的某地以及某地的人，而不是现在

，古今有差异；二是这是作者个人的

看法和观念，不一定准确和正确，只

为我们提供一个观察的视角。所以，

请以平和心态待之。

他提到河南自古为中原之地，是

很多古代圣贤、明君的家乡，认为这

个地方有古代遗风。他认为河南这个

地方藩王太多，当地百姓的负担实在

是重，例如仅开封的藩王周王的后裔

，到万历朝时就有郡王四十八位，宗

室人员达五千人。地位低、没有俸禄

的宗室人员，不得不去当苦力，而俸

禄很低的宗室又没有能力向朝廷申请

正式的名字，因为宗室的名字需要朝

廷定，所以有的宗室成员六七十岁了

还只有乳名。这些宗室人员，有俸禄

的是勉强糊口，无俸禄的后代过得比

百姓还苦，虽然有宗室之名，实际上

跟被囚禁的犯人差不多，因为宗室成

员原则上是不能去当农民、商人这些

。他认为河南人继承了古代风俗，这

里的人朴质直爽，说话很少骗人，一

旦说谎话被揭穿，则会脸红、汗颜而

不再辩解。他提到当地一个很好的风

俗，一是亲朋遇到熟人破产无以为

生时，会召集一帮人出钱帮他脱困

；二是会定期邀请亲朋AA制聚餐，

聚餐完后多余的钱就交给组织者保

管，以后如果谁家遇到丧葬等事无

力承担，则由组织者拿积累的钱来

解决。还提到，很多洛阳人喜欢住

窑洞，并不是因为贫穷，因为里面

冬暖夏凉，且室内干燥，储藏粮食

的不易霉变。他提到河南南召这个

地方有很多矿工，裹足缠头，以开

山、开矿为业，这些人成百上千聚

在一起，由一个首领领导，在普通

老百姓不去的陡峭深山里开矿，有

时也会敲诈勒索富人，或干杀人越

货的坏事，地方官一般不敢管。他

还注意到河南地区的南北差异，提

到驻马店确山县以南地区，多种稻

田，习俗上更像湖广，确山县以北

地区基本都种麦子，像北方。

明朝士大夫筆下的河南人
樸質直爽 說話很少騙人

毛泽东同志终身酷爱读书。在他

的一生中，读的遍数最多、读的最熟

、读的时间最长的一本书是马克思、

恩格斯著的《共产党宣言》。

重点的书、经典的书要多读、常

读，一辈子读。《共产党宣言》是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

同盟起草的纲领，是关于共产主义的

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它完整、系统而

严密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

。它是共产主义信仰者和广大进步人

士的行动指南，是阐述人类无产阶级

所追求的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最进步

、最新的世界观和最具唯物辩证法思

想理念的科学著作。所以，毛泽东同

志一直把它放在身边，放在案头，在

疾病缠身、生命垂危的最后岁月，他

还时常翻阅，读而不倦，读而不厌。

重点的书、经典的书要反反复复

读，要融会贯通。一本《共产党宣言

》传到中国，毛泽东同志前后读了57

年。57年里，毛泽东同志到底读过多

少遍呢！我们知道，他读过的版本中

南海故居存放的就有：1943年延安解

放出版社出版，博古译的版本；1949

年解放出版社，根据苏联莫斯科外文

书局出版局中文版翻印的版本；1964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共中央马恩列

斯著作编译局翻印的大字本等几种。

1939年底，他自己说《共产党宣言》

读了不下一百遍，后来的几十年里，

他自己说“每年都把《共产党宣言》

读几遍”。他一生一共反复读了多少

遍，这是很难说清楚的。经典著作需

要反反复复读，要融会贯通。对领导

干部来说，经典著作读一遍、读两遍

、读三遍，是可以做到的。天天读，

反反复复地读，融会贯通，对书中的

精辟论断、至理名言等熟记于心，要

做到这些就不那么容易了。毛泽东同

志做到了，领导干部读书应当向毛泽

东同志学习，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要

反反复复地读，重点的内容，重要的

观点，精辟论断等都要熟记于心，并

能落实在行动上。

重点的书、经典的书要密切联系

实际去读。密切联系实际读经典，这

是毛泽东同志最基本的读书方法，也

是值得各级领导干部学习、践行的读

书方法。所谓联系实际读书，就是在

读书过程中，将所读的内容与中国革

命斗争的实际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

实际，与党的建设的实际，与中国社

会前进发展的政治、经济、历史、文

化、教育的实际，自然科学的实际等

等，与自己的工作实际、思想实际、

理想信念实际、情感实际等紧密地联

系起来。把读书时自己头脑里所想、

所思、所动等都写下来，记下来，表

达出来。这种所思、所想、所写、所

记、所表达的，仿佛是读书人在与书

的作者或书上的人物包括历史人物、

现代人物的面对面的交谈、交流、讨

论。对作者的话、书上人物的话及其

政治主张和思想、认识、观点、过去

的事、书上的记载等全部文字，都入

心用脑，用心思考，有感即发，有想

就批，有话即写。对书上的话赞成就

表示赞成，不赞成就表示不赞成，有

疑问就提出疑问，有反对就提出反对

。总之，随读随想，随想随记，实想

实记，怎么想就怎么批、怎么注、怎

么记。毛泽东同志读书一直都是这样

做的，所以，他读的多，记得住，用

得上，收获大。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是这样，读《二十四史》，读中国古

典小说等各种书籍，毛泽东同志都是

这样做的。

读重点的书、经典的书要善于与

读其他书籍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主

张博览群书，主张“汇百家之说而成

一学”，“台积而高，学积而博”。

毛泽东同志认为：“只要是书，不管

是中国的，外国的，古典的，现代的

，正面的，反面的，大家都可以涉猎

。”“各种各样的书都要读一点。”

毛泽东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

的。他很善于把读经典的书与读其他

方面的书结合起来。

自然科学知识浩如烟海，典籍繁

多。作为一个立志改造世界、建设新

中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一生都

在注意尽可能地挤出更多的时间阅读

各种自然科学著作，或从各种书刊中

了解世界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学术思

想的“大概”。

毛澤東讀何書前後讀了57年
1939年時就已讀100多遍

史海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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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has to be ready for anything."
Liang Fang, a professor at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said China should 
"calmly observe and respond carefully" to the situation.
Teng Jianqun, a senior US studies researcher at the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aid the US 
has to accept the fact that the balance of power is 
shifting in the region.
"The US flexing its muscles doesn't bring peace. It only 
makes the situation even more complicated, especially 
when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 are on the verge of 
signing a code of conduct for the South China Sea," 
he said.
At Thursday's news conference, Ren also denied a 
media report that China had sent troops to the border 
area adjacent to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after the reported death of Kim Jong-nam, the 
half-brother of DPRK leader Kim Jong-un.
"The report is a complete fabrication," he said. (http://
en.people.cn/n3/2017/0224/)

"The US is reinstating its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region as a bargaining chip with China, "she said.
"The US will continue its Asian rebalancing effort, and 

it. We hope both sides can work together,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avoid misunderstandings and push 
forward military relations on the right track."

currency, the yuan, in order to boost its own exporters 
and hamstring US manufacturers.
“The logic of Trump’s claim is that he believes other 
countries keep their currencies artificially cheap to 
increase their exports to the US. [But]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Chinese yuan has seen a 13% devaluation 
since last year,” Zhu said, pointing out that Trump 
had previously also accused South Korea and Japan of 
manipulating their currencies.
Christopher Balding, a Peking University finance 
professor, said: “China is clearly manipulating its 
currency, there’s no two ways about it. But at this point 
they are essentially propping up the value of their 
currency rather than manipulating it lower to gain an 
unfair trade advantage.
“To some degree Trump is correct, that of any major 
economy they probably are the grand champions of 
currency manipulation,” he added.

“But we need to very clearly distinguish between 
manipulating a currency to gain an unfair trade 
advantage – which they were pretty clearly doing 
maybe a decade to five years ago but they are clearly 
not doing that these days – and propping up the 
currency.”
Over the past year, China’s central bank has spent 
billions of dollars in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shoring 
up the yuan to counter capital outflows, Reuters 
reported.
(Courtesy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
news/2017/feb/24)

China urges countries outside of the South China Sea 
region to stop stirring threats of war and tension in the 
region, the Defense Ministry said on Thursday.
Ren Guoqiang, who debuted as the ministry's 
spokesman at its first news conference of the year, said 
China was monitoring the USS Carl Vinson carrier 
strike group, which entered the South China Sea on 
Saturday.
It was the first patrol by a US carrier in the region since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took office.
"We hope the US can sincerely respect the sovereignty 
and security interests of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as well 
as the efforts they have made toward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Ren said. "We will also respect other 
nations' freedom of passage and flight through the 
region so long as they adhere to international law."

The situ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 becoming 
peaceful and stable, Ren said. "Countries outside of 
the region shouldn't purposefully stir threats of war 
or tension, but should inject positive energy into this 
good development."
As for China-US ties, "a healthy Sino-US military 
relation adheres to the basic interests of the two 
nations' people, as well as being beneficial for peace 
and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the world," 
he said. "It needs China and the US to jointly maintain 

seek negotiations to resolve the situation, a process 
that could end in punitive tariffs on the offender’s 
goods. The US Treasury designated Taiwan and South 
Korea as currency manipulators in 1988, the year that 
Congress enacted the currency review law. China was 
the last country to get the designation, in 1994.

The current situation is complicated because China’s 
central bank has spent billions of dollars in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in the past year to prop up the yuan 
to counter capital outflows.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aid last year that 
the yuan’s value was broadly in line with its economic 
fundamentals. The US Treasury also said in its last 
currency report in October that its view of China’s 
external imbalances had improved somewhat.
Trump’s pronouncements about the yuan could also 
complicate matters for Mnuchin as he prepares for his 
first meeting next month with his Group of 20 finance 
minister counterparts in Baden Baden, Germany. 
(Courtesy http://www.scmp.com/news/china/
economy/article/)
Related

China Hits Back At Donald Trump's 
'Champion Of Currency Manipulation' 

Remarks
Beijing has hit back at Donald Trump after the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declared China the “grand 
champions” of currency manipulation on Thursday, 
just hours after his new Treasury secretary pledged 
a more methodical approach to analyzing Beijing’s 
foreign exchange practices.
In an exclusive interview, Trump said he has not 
“held back” in his assessment that China manipulates 
its yuan currency, despite not acting on a campaign 
promise to declare it a currency manipulator on his 
first day in office.
“Well they, I think they’re grand champions at 
manipulation of currency. So I haven’t held back,” 
Trump said. “We’ll see what happens.”
During his presidential campaign Trump frequently 
accused China of keeping its currency artificially low 
against the dollar to make Chinese exports cheaper, 
“stealing” American manufacturing jobs.

But Treasury Secretary Stephen Mnuchin told CNBC 
on Thursday he was not ready to pass judgment on 
China’s currency practises.
Asked if the US Treasury was planning to name China 
a currency manipulator any time soon, Mnuchin said 
he would follow its normal process of analyzing the 
currency practises of major US trading partners.
The Treasury is required to publish a report on these 
practices on April 15 and October 15 each year.
“We have a process within Treasury where we go 
through and look at currency manipulation across the 
board. We’ll go through that process. We’ll do that as 
we have in the past,” Mnuchin said in his first televised 
interview since formally taking over the department 
last week. “We’re not making any judgments until we 
go continue that process.”
A formal declaration that China or any other country 
manipulates its currency requires the US Treasury to 

president risked reigniting a simmering feud with 
China by accusing it of being the “grand champion” of 
currency manipulation.
The president’s comments were reported just hours 
after the incoming treasury secretary, Steven Mnuchin, 
made apparently contradictory remarks signalling 
that the White House had no immediate plans to label 
China a currency manipulator – something Trump had 
pledged to do on his first day in office.
Beijing rejected Trump’s claims on Friday, with a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Geng Shuang, claiming 
his country had “no intention of deliberately devaluing 
its currency to gain a trade advantage”.

Asked by reporters’ about Trump’s claims of currency 
manipulation, Geng said: “If you must pin the label of 
‘grand champion’ … on China, then we are a grand 
champ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e’ve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since the start of economic reform 
and opening-up, making us the undisputed grand 
champion.”
Chinese scholars expressed frustration at the president’s 
allegation. “He has such a big mouth. What can we do 
about it? Let him talk,” said Zhu Feng, a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Nanjing University.
Economists in and outside China reject Trump’s claim 
– repeatedly aired during his campaign – that China 
is guilty of purposefully forcing down the value of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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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 Guoqiang, spokesperson of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takes questions

U.S. President Ratchets Up His Attack On China

Beijing Seeks 'Positive Energy’ In South China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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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宜宾市屏山县龙华古镇海拔891

米的山峰上，一尊神秘的大佛，吸引了

海内外众多游客的目光。自2001年3月

，阿富汗巴米扬两尊高53米和35米的

站立佛像被炮火无情摧毁后，这尊32

米高的八仙山大佛，就从世界第三立佛

变成了世界第一立佛。

八仙山大佛，位于龙华古镇西面的

八仙山上。八仙山海拔891米，山峰像

一道高耸入云的屏障，常年白云缠绕，

仿若仙境。山顶可观云海日出，远眺老

君山、近观五指山。

游人登山到达山顶处，可见用深浮

雕手法凿成的释迦牟尼立像一尊，大佛

面向东方、雄伟庄严。《中国大百科全

书》开列的世界十大佛像，八仙山大佛

榜上有名。但问及何时兴建，何人雕造

，均无人知晓。

除了“身世”不详，八仙山大佛，

还有着与全国各地的佛像迥异而独特的

造型。

一是没有唐代佛像头部的高肉髻，

水滴状的耳垂，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两耳

垂肩，这尊佛像是典型的招风耳；二是

它的肩上没有哲那环和搭钩；三是颈上

没有三道颈线，头像直接放在肩上；四

是戴手镯，按照佛教的仪轨，佛像不戴

手镯，只道高耸入云的屏障，常年白云

缠绕，仿若仙境。山顶可观云海日出，

远眺老君山、近观五指山。

游人登山到达山顶处，可见用深浮

雕手法凿成的释迦牟尼立像一尊，大佛

面向东方、雄伟庄严。《中国大百科全

书》开列的世界十大佛像，八仙山大佛

榜上有名。但问及何时兴建，何人雕造

，均无人知晓。

除了“身世”不详，八仙山大佛，

还有着与全国各地的佛像迥异而独特的

造型。

一是没有唐代佛像头部的高肉髻，

水滴状的耳垂，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两耳

垂肩，这尊佛像是典型的招风耳；二是

它的肩上没有哲那环和搭钩；三是颈上

没有三道颈线，头像直接放在肩上；四

是戴手镯，按照佛教的仪轨，佛像不戴

手镯，只有菩萨才戴有手镯。因此，专

家们推断，造像者大概有他自己独特的

想法：把观音菩萨的手镯移到了大佛手

腕上；另外，佛像腰上还系一短裙，犹

如妇女做饭时的围裙一般，这也是与众

不同之处。

综合上述，部分专家认为八仙山立

佛显得不伦不类：从整体上来说，它是

一尊释迦牟尼或者接引佛，但细细一看

，却既不像佛像，也不像菩萨。不过也

正因为这样，它才具有世界唯一性，由

此，也留下千古待解之谜。

佛像独特造型有何寓意、雕造者

又是何人？这其中玄机都等待人们去

解答。

"世界第一立佛"藏四川深山 "身世"成謎!

彩云之南聚居了多种民族，也融汇了

多民族文化，曾领略过不同的民族风情，

品尝过不同的美食，却偏偏忽略了它的历

史底蕴。历史相对于七彩斑斓的民族文化

而言确实不那么起眼。这次红河之行，也

让素素重新认识到远在边陲之地也有着千

年历史的古城，而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这

里的一座盖在龟背上的城市。

郑营村

这条有着数百年的古村落如镶嵌在

滇南石屏赤瑞湖边的一颗翡翠，温润而

泽，淡淡地散发着不惊世的华光。村内

的四百多座四合院，每一座都能作书而

阅，或精美或残缺，或奢华或落泊，其

中总有着厚重的故事。

初到郑营村时值中午，坐在村口的

四合院餐厅用午餐，这个朴实的院落让

人感到非常和谐踏实，有回到童年时候

的感觉。饭后踏着青石地板，穿梭在以

姓氏或地理环境命名的三街九巷中，阅

览着一间间的古民居，痴迷于陈家大宅

的古韵书风中，久久不能自拔。

天上飘过的浮云，蹲在地上晒菜的

婆孙，越平凡的景象越容易触动人心，

我们都陷入这一幕日常中，如观看着电

影般只是身处其中。

石屏文庙

石屏文庙位于石屏老城内，文庙始

建于元朝，明朝时毁于战乱，后于洪武

年间重建，之后几经扩建修辑，自清朝

全面修缮后，曾经历了数次地震而依然

稳固。为此初看文庙的第一印象感觉有

着很饱满的历史感，

进门的牌坊上，正门上书写着棂星

门三个大字，两旁侧门分别是“德配天

地”、“道冠古今”颂词，牌坊顶部碧

瓦飞檐，大气恢宏。穿过牌坊步过状元

桥，前面便是大成殿，泮池平静地把桥

梁古建尽收池中，宛如身行国画内。

大成殿大门紧闭，梁柱彩釉已然斑

驳脱落，可彩绘顶梁呈和朱红雕花大门

色彩明艳相得益彰。

后面是先师殿，沿着威武的龙形石

雕步上先师殿前留影了一张，瞬间感觉

身形高大了不少。先师殿木刻雕花大门

色彩沉稳，多为金镂雕花，整个大殿让

人感受到儒家的传统与庄严。

先师殿内供奉着孔子的七十二贤牌

位，殿前的龙形石雕从低而高看衬托着

大殿更具有磅礴的气势。

袁嘉谷故居

无意中误打误撞闯进了屏山居士袁

嘉谷故居，袁嘉谷是云南的文化名人，

是云南在历史上唯一的状元，26岁上京

考试落选，31岁再考高中，进入翰林院

任职编修。后又在云南大学出任教授。

一生为政清廉，学问严谨。

袁嘉谷故居是一栋红色的四合院，

现在已经成为云南省文物保护办办公室。

工作人员看到我们到来热情地招呼，并给

我们讲解袁嘉谷故居及石屏的历史。

四合院内树木生长得生机勃勃，一

花一木一池都打理得非常雅致，屋内有

袁嘉谷画像，楼上陈列着袁先生的生平

介绍，和书法作品。故居虽小可内涵丰

富，是了解石屏文化的一个窗口。

石屏风

相传在唐朝时期，彝族人的祖先乌

么蛮在现在的石屏县内掘地时发现一个

石屏风，从此在此聚居，也以此为地名

。这座神奇的石屏风至今犹在，在石屏

的西正街喩家院子内。

石屏风的形状形似假山，据说根部

与地壳相连，是万年前由喷泉喷射而化

成石。石屏上有个大大小小数百个石洞

，有人专门数过，大小洞的数量刚好与

一年的月日周相吻合，有些石洞内面还

含石珠。

石屏从不同的角度看，能看出不同

的动物形状，千百年来，有不少人打过

坏主意想偷走石屏风，可深挖一看，发

现根部深入地壳才不得不放弃，这也是

这块奇石为何能一直流传至今的原因。

走出喩家院，真切地感受石屏老城

的古朴，这里没有太多新修的痕迹，街

道两旁建筑还保留着古代的模样。密密

麻麻的街巷让初到者有时空错乱的感觉

，对于这个小城的建立有个太多太多的

神奇传说，毕竟有着千年之久的历史，

难免厚重。

明朝的知州深谙风水，曾说过石屏县

城是建在一只神龟背上，龟头在异龙湖，

因怕神龟有一天会苏醒跑掉，因此特意在

县城东南西北中五个方向打了五口井钉住

神龟。后来经过地质探测，发现地下确实

是岩石，且水域相通，一般凿地数米便涌

出清泉，还有人试过自家打水的水桶丢到

井内，却在另一家邻居井内找回。

整个县城街道无街不弯，无巷不曲

，地面建筑也如同龟背纹路，整个城呈

九宫八卦布局，因此，在这块神龟托起

的风水宝地上千百年来人才辈出，街巷

中府宅对门，豪宅相邻，故有“五步三

进士，对门两翰林”之说。

异龙湖与石屏豆腐

石屏豆腐闻名于世数百年，全因古

城地底有五口神泉，石屏豆腐的制作方

法与其它地方不同，全部用地下泉水点

豆腐，因此石屏豆腐清香细嫩，味道鲜

美。为什么石屏豆腐要跟异龙湖一起写

呢，因为两者有说不清的渊源。

相传，古代龙王派遣三太子下凡拯

救大旱的世间，三太子带着能变神泉的

干黄鳝，化身成渔民到处兜售，可人们

都不相信这干黄鳝能变成泉水。三太子

走过不知道多少山山水水，历尽了多少

嘲笑也没卖出去一条。最后筋疲力尽来

到了石屏，遇到一位老人家，老人家看

三太子可怜，便告诉他，人不爱吃干黄

鳝只吃活的，然后给了三太子一些银两

让他早日回家。

龙三太子十分感动送了几条干黄鳝

给老者作为答谢，在回家的路上，看到

这里的人辛勤地劳动，还十分友好地向

他打招呼。一时触动便把手里的干黄鳝

倒在异龙湖的四脚底，不久后四脚底出

现了异龙湖，而城内出现了五口神泉。

花腰舞龙

在石屏还居住着一群特别的少数民

族，花腰彝族，花腰彝族在世界只有三

万多人，因其服饰艳丽，做工精美，因

此人们称为“花腰彝族”。他们信仰龙

，因此每年都有拜祭龙的仪式。

而每次祭龙过后，都会有盛大的舞

龙活动，象征着把龙的灵性迎回家以便

驱邪保平安。一般舞龙都是男子进行，

可花腰彝族的女子却一点也不输男儿身

，举起龙头与男儿共舞。

因为花腰舞龙太过美艳也过于独特，

因此一度被邀请上了中央电视台表演。

石屏还有许许多多精彩的地方，希

望下次有机会能更完整深度地故地重游

，一个有个千年历史的地方，区区路过

实在很难感知其底蕴。这次只能作为一

个旅游清单，轻浅地撰写眼见耳闻的一

些风景逸事，就权当为云南的古建筑之

旅揭开新的一页，如同初到时一边品尝

着口边的饕餮美味，眼睛一边饱尝着丰

厚的历史遗风，就当为了这份惊喜作一

个篇章。

雲南這個小縣城盛產文人墨客
傳說只因為地下有一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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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英国公投决定脱欧后，英

国前首相布莱尔希望英国人站起来

阻止或软化退欧这件事，但英国媒

体报道，如今恐怕已经由不得他们

——很多欧洲人只想要他们继续并

退出欧盟。

在去年英国公投作出退出欧盟

的选择之后，欧洲领导人曾坚定地

表示，欢迎英国人改变主意。这或

许鼓舞了前首相布莱尔这样的人士

，他上周对现任首相特雷莎•梅计

划下月启动退欧程序并在两年内退

出欧盟提出异议。

然而无论是他们寄望于此事遭

遇法律障碍还是选民的态度转变，

欧盟其他国家的立场已与之前迥然

不同。虽然让英国留在欧盟的官方

大门依然敞开，但欧盟很多人不会

再欢迎英国回头。

“这趟车已经离开，”欧盟一

资深外交官表示。

“没人感到高兴。但我们已经

在向前走，大家最不希望看到的就

是一切又推倒重来。”

分析指出，可以肯定的是，法

国和德国这两个欧盟核心成员国今

年的大选形势焦灼，民粹主义崛起

正在撼动欧洲的政治格局，几乎无

人有把握预测英国退欧进程的最终

结局。

欧盟其他27个成员国的外交

官均持这样的观点，部分欧盟官员

也是如此认为：“该来的总会来，

”欧盟一名官员表示，“这已经植

根于官场中。”

即便是那些会因英退而遭受最

大损失的盟国也鲜有缓和语气，

“我们必须接受这一决定，英国将

要退欧，”爱尔兰欧洲事务部部长

Dara Murphy在一个都柏林的论坛

上表示，很多人在该论坛上表达了

对爱尔兰经济的担忧。

欧盟执委会的巴尼尔(Michel

Barnier)将代表欧盟与英国谈判，

而有人也察觉到该执委会的基调已

更为强硬，对那些想避免“硬退欧

”的英国人发出警告。所谓硬退欧

即特雷莎•梅上月阐明的与欧盟市

场一刀两断。

“‘我有点想留，又有点想退

，也许明天我还要回来’...--这样

不行，”欧盟执委会主席容克上周

指责称。

有人仍抱着希望。德国议员

Terry Reintke表示，“如果英国决

定保留欧盟成员国地位，那么绿党

–欧洲自由联盟就会反对向其关闭

大门。”Terry Reintke在英退问题

上为绿党说话。

但德国、法国和其他大国担心

，如果对伦敦手软，或将导致欧盟

进一步瓦解。

“现在愤怒气氛高张，将得需

要英国政府作出一次立场大转弯，

欧盟才能在不大损颜面的情况下接

受，”Friends of Europe 的 Merritt

说。

一旦特雷莎•梅下月正式通知

欧盟，英国将依照里斯本条约第

50条款退出欧盟，要想再反悔则

会进入政治和法律的双重雷区。

特雷莎•梅宣称，这项通知函

将具有不可撤销的法律效力。许多

欧盟官员认为，只要多数或其他

27国全部同意，这一程序可以停

止。但目前看来，问题在于政治意

愿。

去年10月时，欧洲理事会主

席图斯克(Donald Tusk)向英国民众

表示，推翻脱欧决定将是合法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欧盟27国将会

乐见。但他警告，不存在“软退欧

”的选择，英国只能选择“硬退欧

”或“不退欧”。

在此同时，欧盟方面似乎没什

么意愿提出或许有助英国选民改变

心意的甜头。

一位欧盟高官表示，如果英国

回心转意，应该不会碰钉子。“但

是，”该官员称，“欧盟可能希望

附加一些条件，限制英国在诸多领

域享有的特殊地位。”

英國退歐開弓沒有回頭箭
歐盟不給後悔藥

当地时间2月8日晚，英国议会下议院投票通过政府提交

的“脱欧”法案，并将法案移交给上议院审议。

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于近日

揭幕，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发言

时表示，俄罗斯希望在基于互相

尊重的原则下，与美国发展务实

关系。他形容北约是“冷战时期

组织”，其扩张令欧洲局势过去

30年来前所未有地紧张，呼吁结

束由西方国家支配的世界秩序，

建立重视国家主权的“后西方世

界秩序”。

拉夫罗夫同时还赞赏美国新

政府，表示现在俄罗斯正寻求与

美国改善关系、并建立一种"务实

"的关系。他认为，俄美关系中，

最重要的是"相互尊重、共同认可

两国对全球稳定承担的责任"。

在拉夫罗夫发言之前，美国

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则在演讲

中许诺，美国会继续支持北约盟

国，"我以特朗普总统的名义向大

家保证：美国坚定地支持北约，

我们将毫不动摇地履行我们对跨

大西洋联盟的职责。"

他努力消除特朗普近期言论

给北约带来的不利影响，对欧洲

盟友强调说："美国永远是你们最

重要的盟国。我们有着共同的价

值观。我们共同捍卫民主的斗争

已经经历了好几代人。"

彭斯还说，特朗普认为"我们

的军事实力必须强大"。他强调，

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将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强。同时，他也批评说，

北约内部的职责分配长期以来不

公平，"现在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英国外交大臣法伦(Michael

Fallon)也表示了对北约的支持。

他说："英国尽管要退出欧盟，但

是并不会脱离欧洲。因此英国将

继续在北约内扮演强有力的角色

。"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会上呼

吁，美国及其他国家应支持及

强化欧盟等多边组织，“希望

各国找到共同立场，建立更美

好的世界”。

她承诺与俄罗斯改善关系

，但重申前年签订的《明斯克

协议》，是解决乌克兰政府军

与乌东亲俄分离分子冲突的唯

一基础。默克尔同时承认，欧

洲无法独力对抗恐怖主义，必

须由美国支持。

在演讲中，默克尔也提到了

对俄关系。她说，德国不会忽视

维护与莫斯科的良好关系。"在打

击伊斯兰恐怖主义议题上，欧盟

与俄罗斯有着共同利益。"

默克尔还向欧洲民众喊话，

呼吁大家也要看到欧洲一体化的

成果。她提到了二战后社会市场

经济为民众带来了广泛的福祉。

她同时也说，欧盟必须学会

聚焦最为重要的议题，并且应当

克服困难，避免竞争力下滑。默

克尔批评道："欧盟的体制不够高

效，我们必须让欧盟更加强大、

更能应对危机。"

俄羅斯表示願與美破冰
呼籲建立“後西方世界秩序”

鉴于已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及防卫相稻

田朋美等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的一系列会

谈中确认了对于日美同盟关系的重视，日本

政府为增强防卫力量开始加快具体讨论。

报道称，鉴于在应对持续进行核及导

弹开发的朝鲜等方面，双方已明确美方将

继续干预，日本政府还准备考虑为增加防

卫相关费用展开协调。

据悉，日本政府计划本月10日在美国

举行的首脑会谈上说明日本为扩大作用主动

采取的措施，向国内外宣传“不可动摇的日

美同盟”。日本政府似乎还试图着眼于美国

对日本施加的在安全保障领域增加负担的压

力，根据日方情况加强防卫力量。

马蒂斯在与稻田的会谈上肯定了日方

对于驻日美军驻留经费的负担。但是，防

卫省相关人士表示特朗普政府要求同盟国

承担“相应的负担”的姿态估计“不会改

变”，日本准备即使被要求增加负担也不

会同意。

报道指出，第二届安倍政府上台以来

，防卫费以原始预算为基准到2017年度预

算案为止连续5年增加，规模已超过5万

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046亿元)。

虽然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比例在1%以内，但是安倍在2月2日的日

本国会答辩中称：“占GDP1%的限制已根

据内阁会议的决定废除。将防卫费呆板地

与GDP挂钩的做法不合理。”

据悉，作为应对朝鲜弹道导弹的新对

策，日本正在商讨自卫队引进美军最尖端

陆基导弹拦截系统“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

统”(THAAD，简称萨德)。陆基宙斯盾系

统(Aegis Ashore)也是备选之一。在南海问

题的应对上，日本计划帮助东南亚各国

“提高海上警备能力”。

日本政府重視日美同盟
欲加強防衛力量

2016 年德国被遣返难民的人数大增

。但是遣返工作始终存在障碍，联邦内

政部长德迈齐埃决定扫除遣返道路上的

绊脚石。

2016年，共有25000多名难民在其庇

护申请被拒绝后遭到遣返。另外还有

55000难民自愿返乡。尽管如此，德国仍

有大量必须离境的难民，其中大约40%的

人是因其庇护申请被拒有待离境。

据报道，目前德国大量采用包机形式

的"集体遣返"，被遣返的难民都是乘坐大

巴直接被运送到机场边缘的联邦警察大楼

，在那里接受最后一次检查。联邦警察对

每个人的身份证件进行了核查之后，便在

其护照上盖章，印上"被遣返"几个大字和

日期，并要求个人签字。

被遣返者的行李虽然也受到检查，但

是对所带行李几乎没有限制。一位边防官

员说："有些人总是携带太多的东西-电视

机，饭锅和其它家什统统都带上。"

在被遣返的难民中，有些人已经在德

国生活多年。这也是在舍内菲尔德机场了

解遣返情况的联邦内政部长德迈齐埃

(Thomas de Maizière )所要强调的事情。

他指出，在通知难民庇护申请被拒之后，

必须尽快实施遣返工作，不能拖延到数年

之后。

联邦内政部长德迈齐埃表示，"遣返工

作越来越困难。"他很清楚，迄今大多数被

遣返者都来自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和科

索沃。他们不得不接受必须离开德国，重

返家乡的现实。而令相关机构最棘手的是

那些销毁了个人证件的来自阿富汗或者马

格里布的难民。

德迈齐埃表示："我们更希望难民自愿

返乡。"他说对此将加强鼓励机制。他表示

，"今年联邦政府将额外投入4千万欧元用

于难民自愿返乡项目。不过拒绝配合者，

今后将面临更大压力。"

例如那些掩盖自己真实身份的难民，

今后要做好手机被德国当局没收以及其联

络信息受到审核的思想准备。谁要想在德

国获得保护，就必须告知真实的姓名和原

籍国。德迈齐埃说："这一要求并不过分。

"他尤其指出，一些难民声称在横跨地中海

逃亡过程中护照不慎落入大海，而令人惊

讶的是其智能手机却安全无恙。

在未来的3个月，德国联邦和联邦州

将筹建一个支持难民自愿返乡的联合中心

，用以更好地协调联邦与联邦州之间的难

民遣返工作，并时刻与难民原籍国的大使

馆保持联络。

此外，德迈齐埃认为有必要在德国各

机场附近建立出境中心，来自各联邦州

将被遣返的难民将在那里被集中安置，

以便进行集体遣返。德迈齐埃还为遣返

阿富汗难民进行了辩护。他说阿富汗有

比较安全的地区。同时他指出，个别联

邦州如石荷州拒绝将难民遣送回阿富汗

的做法是错误的。

遣返難民德國態度愈發強硬
包機“集體遣返”

二十年安裝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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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軍宏台長新加坡體育館八萬人大法會，場面殊勝無比
天現罕見的火彩虹，新加坡總統親自觀看並全國放假二天(上 )

（ 休士頓 / 秦鴻鈞報導 ）「 休士頓觀音堂」 

信眾的心靈導師 ---- 盧軍宏台長，於 2 月 18 

日在新加坡國家體育館舉行八萬人大法會，新加

坡總統特別為這個法會全國放假兩天，還親自前

往觀看。這場八萬人大法會，盛狀空前，十方一

切諸佛菩薩加持保佑，天現異象（ 見圖 ），出

現罕見的「 火彩虹」（Fire Rainbow ), 這是極罕

見的勝景。現場遍灑甘露。師父事後對弟子開示

時說，2 月 18 日國家體育館大法會觀世音菩薩灑

的不是甘露，全是曼陀羅花啊！曼陀羅花比甘露

珍貴很多，能去病痛，消業障啊！以下就是 { 玄

藝綜述 } 解答會開示摘要（ 上 ）

恭迎菩薩新加坡，法雨甘露娑婆訶，離苦得

樂悟本性，天上人間聞佛音。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

薩，感恩我們偉大的佛陀、龍天護法、十方三世

一切諸佛菩薩，感恩各位高僧大德、各位法師，

以及各位尊敬的嘉賓和來自全世界的佛友們、義

工們，大家新年好！

今天，美麗的花園城市新加坡，迎來了人間

慈悲喜舍的學佛人，讓我們用最純潔的心靈，一

起在新年之際為新加坡和全世界的善男信女、有

緣眾生祈福。恭請釋迦牟尼佛、阿彌陀佛、觀世

音菩薩、大勢至菩薩、彌勒菩薩、文殊菩薩、普

賢菩薩、地藏王菩薩、十方盡虛空遍法界一切諸

佛菩薩、龍天護法，護持、保佑我們，讓我們的

祈福功德圓滿。

祈願儀式現在開始。“世界和平大使”、聯

合國“世界和平教育大使”、2012 年“世界和平

獎（佛教）”得主，世界 1000 萬信眾心靈導師

盧軍宏太平紳士，為新加坡民眾及世界眾佛友共

同祈願，念誦祈願者可得諸佛菩薩加持。現在請

全場起立，共同念誦三祈願。祈願開始：

一祈願，願諸佛菩薩、一切龍天護法，保佑

新加坡民眾和全世界善男信女身體健康、事業順

意、平安吉祥；

二祈願，願我們真誠的心，祈福自己的父

母、兄弟姐妹，所有親人健康、快樂、長壽；

三祈願，願新加坡民眾及全世界善男信女，

消除業障，人心向善，福慧雙收，離苦得樂。請

諸佛菩薩將福祉回向新加坡民眾和全世界有緣眾

生，祈福心得智慧，祈福人得福報。請受祈福人

各自報出自己的姓名。（祈願儀式結束）

隨著現代社會壓力的增加，人的心理產生了

憂郁、恐懼，煩惱不斷。家庭矛盾、社會壓力，

讓人們對現代社會越來越感到失望。在21世紀，

心靈疾病已經超越了所有疾病，躍升為第一。聯

合國衛生組織曾預測，三年後，全世界的憂郁癥

患者將會比現在的三億四千萬人還要翻一倍。每

年因為想不通、痛苦、憂郁癥自殺的人數是 100

萬人，每天自殺的人數是 3000 人，這說明現在

的人根本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緒。我們連自己的健

康和自己的脾氣都很難控制，我們怎麼能夠控制

貪瞋癡啊？

 一名 34 歲的澳洲女子 Cathy，當她在孩童時

代，她的父親就是因為憂郁症自殺；最近，她的

哥哥又是憂郁症自殺；上個月，她的丈夫憂郁症

自殺，留下了她和兩個可憐的孩子。在 2016 年

1 月，一位在澳大利亞南澳的父親，開車攜帶一

個四歲、一個九歲的孩子自殺，因為憂郁症，他

開著車沖入了海底。新加坡的心理衛生學院分析

稱，新加坡也有 25000 名嚴重的精神病患者，包

括憂郁癥、焦慮症、狂躁症和強迫症。用佛法來

改變我們生活的習慣，去除惡習，想通、想明白，

這個世界的痛苦不是永恒的。人的一生就是一直

在追逐那些不屬於自己的東西，所以我們才會痛

苦；不追求名利，學會知足，那你就會常常快樂。

唐朝的寒山和拾得兩人非常有智慧，有一天

寒山問拾得：“世人謗我、欺我、辱我、笑我、

輕我、賤我、惡我、騙我，我應該怎麼辦？”拾

得回答說：“那只有忍他、讓他、由他、避他、

耐他、敬他、不要理他，過幾年你且看他。”學

佛人的“忍他”那是一種智慧，是一種力量，是

一種化解，那是一種慈悲啊！在忍耐的世界裏，

你會沒有瞋恨，你會沒有嫉妒，你只有心平氣

和，只有和平和包容。學佛人要學會忍耐，我們

人一生的成功，學會忍耐就是必要的修養。

想通因緣，明白果報，學會放下，懂得滿足，

這才是一個學佛人般若智慧的心態。人生短短的

幾十年，最多也就是3萬天，學佛人要活在當下，

珍惜每一天。

其實，人生如賽場，人生的上半生，按照你

的學歷、權利、職位、業績和你的工資薪水，拼

命地跟別人比誰上升得快；人生的下半場，以血

壓、血脂、血糖、膽固醇，跟別人比誰下降得快。

盧軍宏臺長

人生的上半場在拼搏、爭鬥和攀比當中，最後是

無奈的聽命；人生的下半場，是在痛苦、病痛、

折磨、煩惱當中，只能認命。

學佛後要想通，我們即使身體沒有病，也要

鍛煉；即使我們不口渴，也要喝水；我們再煩，

也要想通，有理也要讓人，有權也要低調，不累

也要休息，不富也要知足。人生苦短，再苦也要

消業；生命無常，佛法智慧，再難也要學佛。

盧軍宏臺長在新加坡的此次法會今天圓滿結束了。法會期間諸佛菩薩及龍天護法都來護持道場，
場面殊聖無比！天上祥雲片片，此奇景引起媒體的關註。

盧軍宏台長新加坡體育館八萬人大法會盛況

休城工商 CC88

為好書找讀者，為讀者找需求的書
“中國文化 2017 迎春書展＂ 2 月 16 日隆重開幕

“中國文化 2017 迎春書展＂吸引了不少愛書人前往。 中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孫壽山副局長在開幕式上致詞。

本
報
記
者

秦
鴻
鈞  

攝
「金城銀行」代表一行在書展會上。

「金城銀行」總栽黃國樑（中），公關 Terry 
Hou（右）與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李強民（左）
在書展上。

國會眾議員席拉• 傑克森• 李的代表羅玲女士
（中）向中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孫壽山副局
長（ 左 ） 頒發賀狀。

“中國文化 2017 迎春書展＂開幕式現場嘉賓雲集。

鄭直先生（左一）美
南新聞副社長秦鴻鈞
（右二）（代表當天
先行離開的美南報業
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
華先生），頒發「休
斯敦華文媒體協會」
「德州雙語記者公關
協會」賀狀給孫壽山
副局長（左二），（右
一）為中國駐休士頓
總領事李強民。

「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長陳珂（左一），
執行長范玉新（右二）頒發賀狀給孫壽山
副局長（ 左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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