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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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二和吳軍）《禮記•射義》成就了日本“弓道”
古代中國的《禮記•射義》思想傳入日本，孕育了日本射箭中

的“文射”儀禮。日本現代的弓道正是將《禮記•射義》和江戶時
代的《射法訓》一道奉為國之經典的。重要的不只是中日弓箭技藝
的交流，當更是治國思想的接納與融合。強弓精箭，曾是漁獵為生
的古代日本人最具殺傷力的兵器。但當這樣一個頗具殺傷力的利器
遭遇中國的《禮記•射義》之後，日本卻出現了不以殺伐為目的的
“文射”，射箭從此演繹成了張弓搭箭、競射飲酒的娛樂文化，日
本的社會也從此誕生了君臣之義、長幼之序。 《禮記•射義》思想
傳入江戶時代的日本，孕育了日本江戶時期射箭中的“文射“儀禮
”。日本現代的弓道正是將《禮記•射義》和江戶時代的《射法訓
》一道兒奉為國之經典的。《禮記•射義》中對射禮的性質、目的
、做法之規定，就是以“文射”為指導思想的。江戶時代的日本正
是因為《禮記•射義》的傳入加上因為德川幕府統治集團的需要才
出現了不以殺伐為目的的“文射”，射箭從此而演繹成了張弓搭箭
、競射飲酒的娛樂文化。

“禮”乃中華文明與傳統思想的精髓。 《禮記•射義》對日本
的影響不勝枚舉。然而，令我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中國的《禮記
•射義》思想使日本誕生了“君臣之義、長幼之序”；使日本誕生
了文武兼備的“弓道”，而近代以來的日本卻為何竟將“禮、義”
丟盡？變得如此凶神惡煞？安倍晉三和稻田朋美之流，為何將廉恥
丟盡？公然混淆是非，顛倒歷史，以恥為榮。 《古今著聞集》中關
於射手的故事永遠成了一個美麗傳說。
稻田朋美，請鬆開你的腰帶

戰爭期間的慰安婦制度是合法的！ ？按照稻田朋美的這一理論
，野蠻的戰爭，可以容納甚至鼓勵一切野蠻的行為；戰爭期間的一
切無恥行徑都可以被一個國家合法化、合情化、合理化。難怪稻田
朋美稱惡貫滿盈的甲級戰犯為“先烈”！那麼，我們便有理由相信
：稻田朋美在未來的戰爭面前，絕不會像二戰期間的那些普通日本

女人一樣，還要強行被政府或軍隊押送到前線。稻田朋美會以野蠻
的民族“大義”為重，為慘無人道的侵略戰爭為己任，心甘情願地
自覺到前線去，快樂而自豪地來到那些飢渴的軍人們面前獻身。稻
田朋美，請把你的腰帶鬆開！

其實，稻田朋美一直是勒緊了腰帶說話的，她並沒有任何顧慮
，也沒有任何屈辱的感受，她只是“防相”。發生象二戰一樣的戰
爭乃至任何戰爭，相信她都不會被充當慰安婦的；她也不會被侵略
者或戰爭中的士兵們強姦。當然，也許稻田朋美的母親或家人的其
它女性裡面，當年就曾經有充當過出色的慰安婦者，甚至獲得過如
安倍晉三這一類的日本首相頒發的“義勇慰安婦勳章”。稻田朋美
今日之“舉”、之赤裸裸言行不過是世家承傳。總之，有了稻田朋
美這樣“如此之爽”、“如此解風情”的女子，戰爭或暴行也許有
些是快樂的。戰爭一觸即發，我們與戰爭的距離並不遙遠。稻田朋
美，請把你的腰帶鬆開。
日人板本太郎所著的《日本史》是真誠公允的。其中《近代》卷中
的《侵略戰爭》深刻懺悔了日本侵略罪行。板本太郎是日本昭和時
代的歷史學家，他在書中這樣寫道：“歷時四年的太平洋戰爭和由
滿洲事變算起，長達十四年的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終以慘敗而告終。
不僅使日本從一個世界大國跌落為一個遠東小國，而且對人類和人
類文化犯下了累累罪行，必須永遠接受歷史的審判。

唐代史家劉知幾說，史家當有史才、史學、史識；清代史家章
學誠補充說：“史家要有“史德”。板本太郎是一個有“史德”的
史家。只可惜在日本，像這樣有良知持之公允的人卻極少。而日本
的軍國野心，也因此如牆根的狗尿苔，稍得陰雨就會瘋長。稻田朋
美便是這樣的一棵風流的野尿苔。

歷史往往因為一個人而改變，歷史也往往因為一個思想、一個
主義或一個觀點而改變。荒謬的“稻田史觀”以及其卑劣行徑請早
一點收場！也好讓稻田朋美們早一點優雅的放鬆自己的腰帶。

稻田朋美，請把你的腰帶鬆開（下）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於2014 年
出來開業的 「 黃金醫療中心 」 栗懷廣
醫學博士，早在開業之前，已在醫學的
領域內埋首三十年，81 年上北京醫科
大學（ 即北京大學醫學院 ），87年畢
業後又繼續讀到博士，之後一直在中國
行醫，2002 年來美，在貝勒醫學院研
究 「 內科 」 ，2014 年出來開業，是中
國城內僅有的幾位內科醫生之一。

栗醫生主 治：內科，家庭全科，
高血壓，糖尿病，腸胃，甲狀腺疾患，
關節炎，年度體檢，婦科檢查，心電圖
，肺功能，血尿化驗，外傷，急診，外
科小手術等。

這些年來，栗醫生看的最多的

「內科」 病症，如一些現代病甲狀腺
，糖尿病，高血壓，高膽固醇，這些病
如不好好控制，很容易造成血管病變或
心臟梗塞，腦中風，因此 「 即早就醫
」 ，把疾病控制住，是對治疾病的良
方。

而如何避免這些煩煩的疾病，栗醫
師認為： 「 健康的生活方式」 ，是避
免疾病首要條件。如：（ 一 ） 健康的
飲食，如蔬菜，蛋白質，米飯以1/2, 1/
4, 1/ 4 的比例攝取，任何一項多或少都
不好。 （ 二 ） 運動： 多作有氧鍛鍊
，至少每周三次，每次半小時以上。
（ 三 ）合理的喝水： 不要喝含糖飲料
，不要買商業果汁，水果以吃為主，勝

於 榨 汁 。 （
四 ） 煙，絕
對要戒，有百
害而無一利，
抽煙易造成呼
吸道感染，甚
至罹犯肺炎，
肺 癌 。 （ 五
） 酒要少喝，
（ 六 ）健康

的心理： 很多人對心理健康並不重視
，當造成心理的傷害， 「 憂鬱症 」 找
上門才知嚴重。中國人常以看 「 精神
科」 為恥，至延誤病情，造成更大的
傷害已太遲了，因此，栗醫生再三疾呼
，要注意心理的健康。

其次，預防體檢的重要： 任何疾
病是預防勝於治療，通過體檢，查出有
無高血壓，高血糖，高膽固醇，是給我
們自身的警訊，好對症下藥。

第三，有疾病要在醫生的指導下積
極治療，不要諱疾忌醫，造成嚴重的併
發症，更加難治。尤其一些糖尿病，高
血壓，肝炎，痛風病人，應隨時對自己
的疾病採取警覺，經常量血壓，血糖，

掌握身體變化的根源，知道應如何吃，
如何喝，以科學化的精神對待自己的身
體。

栗懷廣醫師在自己出來開業之前，
是Memorial Hermann Hospital South-
west 的主治醫師，他非常關心病人，
視病人如親人，記者曾多次目睹，即使
在下班時間，栗醫生還會親自接電話，
認真回答病人詢問如何服藥的細節，對
每一位病人的病情鉅細靡遺，瞭如指掌
。栗醫生還經常抽空參加社區的健康講
座，對每一位僑胞，認真解說保健的要
點，把所學回饋僑社。這與有些醫生匆
匆看完一個病人，分秒必爭，忙著接下
一個病人的態度迥然不同。從學驗俱優
的栗懷廣醫生身上，我們看到醫師 「
濟世救人 」 的偉大使命感，而非僅僅
是把它當作一個掙錢的行業而已。

「 黃金醫療中心 」 每週七天看診
，接受各種醫療保險。週一至週五，為
上午八時半至下午六時，週六為上午九
時至下午四時，週日接受預約。
「 黃金醫療中心 」 的地址：9750
Bellaire Blvd.,#180, Houston TX 77036

黃金醫療中心栗懷廣醫學博士談保健
在於即早就醫及健康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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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wai鋼琴休斯頓分公司搬遷新址
（本報記者黃梅子）Kawai鋼琴是日本著名鋼琴品牌，創

立於1927年，創立者kawai是日本鋼琴設計的第一人，也是樂
器行業最初被授予日本最高勛章藍綬寶章的人。從此，kawai
作為高品質的鋼琴制造商而聞名於世,kawai因為選用嚴格挑選
的材料以及采用大音樂會級別調律師管理生產，手工制作，而
列入世界最高品質的鋼琴之列。歷來超高級鋼琴領域是被歐洲
的傳統品牌所獨占，但kawai亞洲鋼琴第一次挑戰了這個領域
，此後得到世界各地的矚目。2000年kawai剛打入美國市場時
，被洛杉磯時報稱為“鋼琴界的雷克薩斯（豐田的最高級汽車
品牌）”。

Kawai的美國總部設在洛杉磯，2014年12月6日，Kawai
休斯頓分公司Grand opening。Kawai鋼琴對休斯敦的華裔市場
非常重視。美國總裁Mr Mori從洛杉磯飛到休斯頓視察時，接
受美南國際電視采訪，他表示對休斯頓的市場很有信心。而
kawai休斯頓總經理Evie女士則說，鑒於中國家庭較其他族裔
更為重視兒童音樂素質教育，所以kawai休斯頓分公司將會積
極配合華人社區的活動，並且將贊助一系列華裔社區的活動。

在由美南新聞集團主辦的2015年春節園遊會上，Kawai贊助了
一臺價值1萬1千美元的kawai鋼琴，在休斯敦華裔社區反響強
烈，也讓更多的中國朋友認識了kawai鋼琴。這兩年，Kawai
鋼琴還贊助了美南鋼琴比賽等其他活動，很好地展示了Kawai
品牌的形像和品質。

上個月，Kawai鋼琴搬遷新址，新裝修的kawai休斯頓分
公司位於5800 Richmond Ave，是一棟獨立建築，一進門是巨
大的展示廳，幾十種型號的Kawai鋼琴錯落有致地擺放著，美
妙的音樂在空氣中流淌，讓人覺得賞心悅目。後面有一間演奏
廳，可以同時容納200人，舞臺上可以擺放兩臺鋼琴，足夠一
個小型的音樂會之用。Kawai新公司裝修高雅，店堂寬敞，各
種雕塑和擺放的裝飾品更彰顯了不俗的藝術品位。
Kawai新店離中國城很近，現在正在推出新張優惠，折扣巨大
，有意向購買鋼琴的朋友請不要錯過良機。

Kawai Piano Gallery
地址：5800 Richmond Ave, Houston, TX77057
電話：713-904-0001； 832-374-6764.

k-300

Mr Kawai與隨行人員一起視察Kawai鋼琴休斯頓分公司。 美國國會議員奧爾格林向Mr Kawai贈送證書。

Kawai休斯敦分公司總經理
Evie接受電視采訪。

Mr Kawai在將要捐給園游會做獎品的鋼琴上簽字，這台鋼琴將增值不少。 kawai-CP1-digital-piano kawai k200 roberts piano

本報記者黃梅子報導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休士頓華人業餘西畫社2016 雙十國慶畫展揭幕式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
任講話。

國慶籌備會主委亦為西畫社成員趙婉兒致詞。

西畫社五位義務老師合影。

西畫社社員趙婉兒（ 右二），與社長李美音（ 中 ）
等人合影於畫展上。

畫展部份畫者與貴賓黃處長伉儷（ 左四，左三） 僑教中心莊
主任（ 右一） 合影。

黃敏境處長在雙十國慶畫展揭幕式致詞。台北經文處黃敏境處長（ 中） 等人共同為西畫展揭幕式剪綵。

所有畫展畫者與老師們及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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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島首都為方便欣賞極光
全城熄燈一小時

为方便人们欣赏极光，冰岛

首都雷克雅未克根据市政厅决

定，当地时间 28 日晚 10 时开

始，市中心和几个城区的路灯熄

灭一小时。

市政厅还鼓励市民熄灭自家

照明用灯，减少光污染，尽情欣

赏极光。活动当天，由于熄灯时

段内并未出现极光，市政厅将熄

灯令延长到午夜12点。

冰岛《晨报》29 日报道，

绚烂的极光当天零时终于出现

在雷克雅未克夜空。极光是一

种绚丽多彩的天空发光现象，

在太阳风进入地球磁场，带电

粒子与地球磁场和大气层相互

作用时形成。

“就好像花园里的一个喷水

头，(出现极光时)，地球正被水

浇呢，”天文教育人士塞维尔·

黑尔吉· 布拉加松说。

女子超沈迷“吸血鬼”
主動供應鮮血任人吸10年

台媒称，世界上究竟有无

“吸血鬼”？每个人的看法不

一，但过去就有不少这样的传

说，甚至还翻拍成电影。现实

生活中，美国一名 28 岁的女

子，多年来走遍美国各地，就

让男友和其他人吸她的血，时

间已经持续10年了。

据台湾东森新闻云 10 月 2

日援引《星期天世界》报道，

来自美国路易斯安那州(Louisi-

ana)现年 28 岁女子布卢特 (Blut

Katzchen)，年轻时就很沉迷吸

血鬼的相关文化，于是便开始

到美国各地旅行，并找寻自称

是吸血鬼的男女们，提供自己

的鲜血给对方“吸食”。

布卢特以“黑天鹅”形容

自己的特殊行为，“事实上，

在我年轻的时候，对于吸血鬼

文化相当着迷，起因于一次意

外接触到吸血鬼的书籍，从此

之后完全陶醉吸血鬼的世界，

身为一只黑天鹅，必须顺从且

乐于给予。”

不同于吸血鬼电影情节，

布卢特坚持与嗜血者间维持十

分亲密的关系，彼此需要互相

信任，除此之外，喂养的过程

得非常干净及安全，“通常嗜

血者会用刀片在我身上轻轻划

上一刀，并用器具将血液取出

收集，整个过程会使用酒精及

漱口水，或许涉及卫生上的风

险，但我竭尽所，尽可能保持

干净。”布卢特也强调，自己

接触这样的行为已近 13年，从

未因此感染任何疾病。

布卢特的爱慕者麦克 (Mi-

chael Vachmiel)表示，自己在一

次激烈性行为下，意外接触到

自己嘴唇上的血液，当下宛如

品尝一道佳肴，即在 13岁开始

饮血，“世界上有许多方法能

获得能量，而饮血是最亲密的

方式，而且存在于吸血鬼间的

仪式，我们之间各取所需，也

完全出于自愿。”

加勒比海遭遇9年來最強颶風
已升級為4級風暴

气象预报员表示，目前肆虐

美洲地区的飓风马修(Matthew)强

度增强，已成为加勒比海 9年来

最强风暴，正挟带时速 260公里

风速朝牙买加和古巴移动，风力

强度足以摧毁房屋。

“马修”目前走到牙买加首

都金斯敦(Kingston)东南方约 690

公里处，美国国家飓风中心

(NHC)将“马修”列为判定飓风

强 度 沙 费 尔 - 辛 浦 森 制 (Saf-

fir-Simpsonscale)上最强大的 5 级

飓风。不过晚些时候，“马修”

降为4级风暴。

马修预估 3号将登陆牙买加

南岸，位于北部的蒙特戈湾

(Montego Bay)等主要观光区也可

能受影响。这将是自 2007 年菲

利克斯飓风(Felix)后大西洋最强

飓风。

牙买加、古巴和海地将都在

飓风影响范围内，虽然飓风在 3

日才会登陆牙买加东部和海地，

但是其带来的狂风暴雨将提前在

2日抵达。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警

告这两国将可能出现致命的洪水

和山体滑坡，而海地的降雨量将

会十分大。

牙买加总理办公室通讯主管

摩根(Robert Morgan)表示：“政

府高度警戒中。” 摩根说：

“我们希望这个飓风不会侵袭，

但若遭侵袭，我们将尽全力确保

处于最佳防御状态。”

“马修”最大持续风力每小

时260公里，并伴有更大强风。

据国家飓风中心 (The Na-

tional Hurricane Center)称，哥伦

比亚政府已经向哥伦比亚委内瑞

拉 (Venezuela)边境到 Riohacha 一

带发出热带风暴的警告。据气象

预报，委内瑞拉的加勒比海沿岸

和哥伦比亚，以及牙买加，海地，

多米尼加共和国 (the Dominican

Republic)和古巴东部的民众应注

意飓风马修的动向。

另据报道，早在 9月 28日的

时候，当马修进入加勒比群岛时

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圣文森特

(St. Vincent )当地官员公布了一

名 16 岁的男孩，在试图清除堵

塞的排水管时被巨石砸中身亡的

消息。

目前还不清楚马修是否会影

响到美国，气象预报人员将会跟

踪其路线，以判断“马修”是否

会在下周中期影响佛州。

印巴邊界交火後緊張關系再升溫
兩國互禁播電影

据外媒报道，印度和巴基

斯坦的紧张关系再升温，两国

军队当地时间1日又在克什米尔

和查谟 (Kashmir and Jammu)边

界地区交火。美国与联合国敦

促双方克制，立即采取措施缓

和局势。

巴基斯坦军方1日发表声明

说：“从凌晨4时开始，印度军

队无端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持

续开火长达四小时，巴基斯坦

军队予以反击。”

印控克什米尔和查谟地区

的一名官员则称，双方交火持

续大约两小时，但没有造成任

何破坏。

两天前，印度军方声称在

印巴边界“控制线” (LOC)对

“恐怖分子进行外科手术式打

击”。巴基斯坦对此作出强烈

回应，其防长恫言如果印度进

行第二次打击，巴方将立即实

施报复。

印度在巴基斯坦领土进行

的这次军事行动令人担心会激

发一场郁积十几年的仇怨从而

引发更大的武装冲突，因此美

国和联合国立刻呼吁双方保持

克制。

9 月 18 日，印控克什米尔

地区发生袭击事件，四名武装

分子攻击印度陆军基地，造成

18名军人死亡，大约30人受伤。

由于事发地点接近巴基斯

坦控制区，印度将矛头指向巴

基斯坦，但巴方否认涉及，两

国关系随即陷入紧张。

9 月 29 日，印度出动特种

部队进入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展

开“打恐”突击行动。

9 月 30 日，联合国秘书长

潘基文发表声明，呼吁印度

和巴基斯坦政府通过外交与对

话，和平解决包括克什米尔

问题在内的事务。他并表示

，如果双方接受，他愿意充

当调解人。

印巴在克什米尔的冲突波

及两国的电影业。印度电影

制片人协会 (IMPPA)宣布禁止

巴基斯坦演员在宝莱坞工作

之后，巴基斯坦也做出反击，

禁止在全国电影院放映印度

电影。

印度農民表演被眼鏡蛇咬舌卻無礙
稱感到飄飄欲仙

近日，印度北部拉贾斯坦

邦的农民拉姆 · 拉罕 (Ram Ra-

kha)表演被眼镜蛇咬舌头后却平

安无事，受到当地人崇拜。一

段视频记录下了这惊悚的一幕。

一般人看见眼镜蛇就会毛

骨悚然。而在这段视频中，有

“毒人”之称的 68岁印度农民

拉姆手持托盘，托盘里一条体

型巨大的眼镜蛇对他虎视眈

眈。拉姆伸出舌头，让眼镜蛇

咬他的舌头，并注射毒液，他

的嘴立刻鲜血直流。被蛇咬后

他失去意识数秒，并称很享受

这种被毒液麻痹后失去知觉的

感觉，像飞起来一样。

拉姆已经表演这种“绝技”

多年。他称：“我不会感到痛，也

不会害怕。被咬后我的舌头会流

一会儿血，然后我就感到飘飘

欲仙，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每年过节，当地村民都会

观看拉姆表演，这已成为当地

节日礼仪的

一部分。拉

姆认为他的

技艺能给他

带来声望，

还认为上帝

十 分 眷 恋

他，赋予他

对毒液的免

疫力。附近的村庄如果有人被

蛇咬过，前去观看拉姆表演就

会受到拉姆的保护。他们认为

拉姆受到了上帝保护，不会受

到蛇的伤害，尊拉姆为上帝。

表演结束后，他们会对蛇进行

祈祷并把蛇放归野外。

日華媒：老齡化嚴重
日本點滴殺人案凸顯社會危機

日本新华侨报网日前撰文

称，9月20日，88岁的日本老人

八卷信雄在该国横滨市一家医院

内死亡。就在很多人以为他是因

年龄太大或疾病去世时，警方发

布的一条消息则显示，事情远远

没那么简单。

据悉，法医在八卷体内和

“点滴上”检测出洗涤剂或医药

品等所含的界面活性剂成分。也

就是说，八卷是死于他杀。

文章称，值得注意的是，同样

是这家医院，并且与八卷同楼层的

病患中，也有3人在9月18日之后

突然死亡。由于事发蹊跷，法医对

该3名死者进行了尸体解剖。

医生发现，18日死亡的西川

惣藏，体内也含有界面活性剂成

分。也就是说，这家医院接连两

天，都有老人被 “毒死”，引

起了日本社会的强烈关注。

据当地一位商家称，现在这

家医院住的大多数是老人，特别

是 4楼，很多人都已经卧床不起

了。由于死于这家医院的患者特

别多，人们都说‘进了那家医院

就等于进了鬼门关’。该商家还

透露，医院里的员工很没有干劲。

9月 13日，西川进入医院后

与八卷住在同一病房，两人所使

用的“点滴”都由护士站保管。

该医院的点滴是在医师指示下，

由药剂师准备，之后再交给各楼

层的护士站。也就是说，在给老

人输液前，只有医院的医护人员

能接触到点滴。

虽然该院院长高桥洋一称，

相信医院的职员不会做出这种事

情。但种种证据都表明，此次

“点滴杀人事件”很有可能是医

院内部人士干的。警方也初步研

判，这是一场严重的谋杀案件。

文章指出，说到医护人员杀

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7月26日，

同样是在神奈川县发生的“日本

战后最严重杀人事件”。

被辞退的介护员工植松圣，

用刀砍死了19名，重伤了20名残

障人士。本应是照顾病人或残障人

士的“白衣天使”却沦为“杀人狂

魔”，这非常值得人们反思。

这两起案件有两个共同点，

一是“熟人作案”，都是员工们下

手的；二是针对的对象都是“老弱

病残”，也就是社会上的弱者。

那么他们杀人的动机是什

么？日媒分析，此次“点滴杀人”

案件的目的应该是抹黑医院。然

而，从当地民众对该医院的了解

看，这家医院本来名声就不好，

根本不需要抹黑。因此，这种推

测是很难成立的。

还有人说是因为照顾老人，

护理人员压力太大了。的确，不

能否认有这一层面的因素。然

而，两起事件却可能有另一相同

的深层原因。

文章分析称，而这个原因就

是植松圣此前所说的“残疾人应

该被清除掉，这样他们的家人才

能轻松地生活下去，我要在10月

前去各个福利院杀掉 600名残疾

人，先从我工作的福利院开始”。

从植松圣的发言上看，他的

思想里充满了“弱肉强食、弱者

应该被淘汰”的“丛林法则”。

而从该医院死亡的老年人来看，

也属于应该被清除的对象。

其实，有植松圣这样想法的

日本人还有很多。特别是近年

来，日本“少子高龄化”越来越

严重，年轻人生活压力越来越

大。抛弃老人以减少社会的负

担，成了很多日本年轻人“不能

言说的秘密”。

文章最后指出，明治维新后

日本出现了种族优越论，之后走

上了侵略扩张的道路。如今，日

本内部却出现了“另类的优越

论”，一些极端的年轻人不断

残杀“老弱病残”，弱肉强食的

恐怖氛围再现，或让日本再度陷

入丛林法则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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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風土人情
1.服饰

在美国没有人因为你穿得笔

挺而对你另眼相看，也没有人因

为你穿得朴素而不屑与你为伍。

“随便”两字能概括人们对服饰

的态。西服多半是政府职员、大

学教授、公司雇员等高薪阶层的

着装。有人说，美国只有外交家

和律师出庭时才穿上整齐的衣

服。这话可能有点夸张，但也不

是毫无根据。在街上，一本正经

打着领结、上下装整齐的不是没

有，但多半是年纪较大的长者。

中年人已不那么认真了。

除了老年人，美国人戴帽子

的已不多见。在美国穿拖鞋的人

很多，不仅限于家里，在街上、

图书馆、博物馆都有。即使在正

式的社交场合，女士们多半只穿

低跟或无跟鞋。蓝色牛仔裤是典

型的美国服装。

夏威夷人穿着有其不同的特

点，由于气候温暖，每个人只要

有两三件简单的“马罗”（将一

种用树皮制成的黄色或红色的布

缠在身上）或“帕鸟”（一种女

人穿的裙子）即可，还有一种叫

“基赫伊”的披肩，实际上也是

缠在肩上的一块长布。夏威夷的

姑娘希望自己是个充满魅力的姑

娘，因此她们便在鬓角插花，再

佩上项颈的各种颜色的花环，真

比现代服饰还美丽绚烂。

2.不拘小节
美国人热情开朗，以不拘小

节着称。大多数美国人不愿因年

龄与社会地位的关系特别受到尊

敬，他们认为那样太不自在。许

多人喜欢以名字相称呼，以为这

样更能表示亲切、友好。你时常

会见到不穿外衣不打领带的人坐

在写字间里工作，他们拿着电话

讲话的时候会朝椅背一靠，甚至

把双脚架在写字台上。

交情泛泛

美国人的生活流动性很大，

家庭很少在一地住到 5年以上。

所以美国人之间很容易交上朋友

且友谊发展很快，到美国人家里

做客尽可以无拘无束，也可以和

他们共度假期或一起生活。这种

友情在一段时间内可以是亲密无

间的，但当人们一旦分手，交情

大都随之消失。

3.时间观念
在美国很重视守时的重要和

价值，各界人士都以时间表组织

他们的活动，给人的印象是美国

人总是匆匆忙忙的，美国社会是

受时钟统治的社会。

实利主义

在美国成功是苦干、教育、

技能和个人进取的结果。在那里

白手起家，奋斗不止而取得成就

会受到人们的尊重。美国人往往

以一个人所能积聚的财物的多寡

来衡量他是否成功。

喜新厌旧

美国人有一种喜欢变化，见

异思迁的“冒险精神”。他们不

愿意过着那种四平八稳的生活，

喜欢变动和更新，其宗旨是有新

的，不用旧的。他们一遇机会就

搬家，一有合适机会就调换工作。

他们常常会丢掉一些完全没有损

坏的东西去换新的，有人称美国

人的生活方式为“以挥霍浪费物

质财富为基础的生活方式”。

4.礼仪
男人初次见面通常握手，如果

对方是女性，要等她先伸出手

来，才和她握手。女性见面彼此不

握手。两人初次见面经人介绍时，

照例是说“你好吗？”通常的答复

是“很好，谢谢，您好吗？”对方

再接着说：“好，谢谢。”第一次

见面之后，再见面的时候有两种招

呼方式：较正式的是：“早安”，

“午安”等，较不正式的是“哈

罗，或简单的“嗨”。

5.交谈礼仪
美国人喜欢侃侃而谈，风趣

横生。美国社会虽然弥漫着不拘

礼节的气氛，而且讲话时期望听

者态度各有不同，可是一般都希

望听者把手头的任何事情都停下

来听他讲话。两人交谈时，相隔

1. 2米的距离为宜，否则会令听

者不安。参加一群人谈话时，通

常得认识其中一个人，但在宴会

或其他非正式社交场合，只要说

一声“我可以参加吗”，并略微

自我介绍一下，就可以参与谈话。

美国人不喜欢打断谈话，客

人最好洗耳恭听。美国人还允许

他人批评美国，主人经常会问客

人对美国有何看法，他会很乐意

倾听对方的意见。

6.邀请与应邀礼仪
美国人请客多用电话或当面

提出，请帖上将列明日期、时

间、地点和聚会的性质，接到

邀请通常是要答复的，如果不当

面亲口答复，写一个短柬或打电

话即可。在美国，人们习惯上除

非真正打算应约参加，否则不随

便说会参加。分别时说“改天

见”、“有空来玩”或“找一

天碰碰面”，只是客气地说

“再见”的方式，并不是邀请或

答应邀请的意思。真正的邀请一

定会说明时间和地点。如果回邀

到人家里去吃饭，最好在约定的

时间或过 10 分钟之间去。迟到

20 分钟以上最好预先打电话通

知。返到不足 20 分钟，抵达时

道歉即可。客人到达宴会时，可

以送给女主人一些花，但除一些

特殊场合，如庆祝生日、圣诞

节、新年等外，不送花也行。

如果客人准备逗留过夜或度周

末，习惯上要给女主人带点小

礼物， 通常是一本书、一盒糖

果、一瓶酒或其他类似礼物。

7.宴席上礼节
美国人通常喜欢在家里宴请

客人，而不是去餐馆，因为美国

人认为这是亲切友好的表示。美

国人在家里请客往往有两种方

式。一种是家庭式，客人与主人

全家大小围坐在一张桌子旁，所

准备的食品盛在盘中，依次在每

个人手中传递，或由坐在餐桌两

端的主人或女主人为客人盛食

品，这种方式，大多数家庭不用

侍者，通常由妻子做菜，丈夫调

鸡尾酒。另一种是自助餐，客人

们自己拿着盘子来到一张桌子

边，上边主人已摆好了食品，自

己动手挑选自己喜欢的食品。随

后，他们来到另一间房子内，边

交谈边品尝，自助餐通常是非正

式的，它的长处是可以给大家更

多的机会交谈。

在美国，如果你被邀请赴

宴时请注意以下基本礼节：应

邀赴宴之人不能早到，应准时

到达，但迟到片刻也无伤大雅，

甚至还被看成是要人的特征；

如属一般之人，让其他人等待

就是一种失礼。赴家宴时如能

带上一瓶酒或赠给女主人一束

鲜花，便可免去“吃白食”之

嫌。进餐时两手并用，右手持

餐刀，左手握叉子，把烤肉等

切成适当大小后，再把叉子换

到右手，用它把食物叉起，送

入口中。在吃整只龙虾时，应当

用手而不是用嘴去剥壳，因为

用嘴剥壳势必要把壳从嘴中

吐出来，这在西餐中是一个忌

讳。家宴完后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不要忘记赞赏酒菜，即使

不是真心爱吃也应赞美一番，

否则将被主人理解为对食物的

不满。

8.拜访的礼节
美国人在拜访朋友时，无论

在什么时间，进屋前都要先敲门，

征求对方的许可之后，方可开门

进入。进屋之后，首先脱帽，并

问对方是否方便，当对方回答

“无碍”时，再办理事情。如果

拜访者看到“请勿打扰”的字牌，－

般推迟会晤，改日再来。一般来

讲，早 8点前，晚八 10点后，除

非有急事或要事，－般不要拜访。

在朋友家作客，想去厕所，美国

人一般不问，尽量自己去找。如果

被主人引入卧室，客人通常不坐

在床上，因为那是忌讳的。未经主

人同意，客人不随便摆弄屋里的

任何东西，特别是钢琴。如果到女

人家里拜访时，假如女主人没让

脱大衣，通常是不脱，因为他不知

道女主人是否喜欢他在此久留。

洛杉磯生活的南北差異
生活中发现了它和北京的一个相似之

处，那就是城市南部区域的发展要远远落

后于北部区域的发展。无论从经济的发展

到文化的氛围，自然环境的差异到人口素

质的高低，洛杉矶生活的南北区域相差很

大。

洛杉矶的房价总体来说靠山和靠海的地

区要高一些。靠山的地方主要是指洛杉矶北

部的 san gabriel山，靠海的地方位于洛杉矶

西部，最著名的就是malibu，那个犹太金融

家聚集的住宅区。比举世闻名的贝弗利山还

要贵一些，据说章子怡那个富翁前男友就住

在这个区。而靠南部的地域，除了靠海的长

滩还算不错外，真还找不出什么地方值得一

提。

南部洛杉矶生活人种主要是黑人和墨

西哥人，白人很少能在南部生活。社会治

安也是洛杉矶生活的重灾区，整日混日子

的闲杂人员满街都是，从这里人的穿着打

扮，甚至眼神你都能感觉到和洛杉矶北部

的居民有着很大的差异。南部的建筑、汽

车、街道，也和我在洛杉矶生活的北部有

很大的差距，显得凌乱、老旧、脏。尤其

在卫生方面，哪里哪里都是垃圾烟头，哪

里哪里都是黑人的涂鸦，好像就没看到一

栋干干净净的建筑。

总之，南部的市容市貌和北部比较起来

相差甚远，简直不敢相信这两个地方竟然都

属于洛杉矶。

洛杉矶北部城市的名字一个个地都如

雷贯耳。贝弗利山(Beverly hill)，一个云集

好莱坞明星大腕的高级住宅区。马里布

(malibu)，犹太金融家资本家的海滨别墅

区。圣马力诺 (san marino)，完全就是一个

森林城市，在洛杉矶甚至全美都十分知名

的亨廷顿庄园(huntington library)就在这个市。

帕萨迪纳 (pasadena)，世界闻名的加州理工

学院所在地，钱学森、钱三强等我国著名

的科学家生活学习的地方，也是每年 1 月 1

日美国三大新年庆典之一的玫瑰花车游行

的举办地。还有被称为孔雀园的阿凯迪亚

(Arcadia)，现在的华裔富人区，李连杰、王

治郅都曾在这里定居。再有就是著名的带

有牧马场的山景豪宅区白普理市(Bradbury)，

2010 年 9 月， Forbe 杂志把白普理市 (Brad-

bury)的邮编代码 91008排名为年度美国最昂

贵的邮政编码。

绝对可以算作美国房地产业的翘楚。

这里曾有一套价值七千八百八十万美元的

超级豪宅，一个包括居住面积达 4838 平米

的别墅和 348305 平方英尺的超大院子的庄

园。

除了这些顶尖城市，北部还有不少比较

好的区，其名声也是漂洋过海地传到中国，

吸引着国内的富商和贪官来此购屋置业。像

格伦多拉(glendora)，还有附近的沃尔纳特市

(walnut)，钻石吧(diamond bar)等。这些地方

的房价自然比南部高出许多，人员构成也都

是以白人居多。不过现在的大批中国购房者

纷至沓来，真有点要把这些传统的老美白人

区占领的意思。

南部洛杉矶生活就弱了很多。除了海

边实在是找不出个像样的城市，即使在

海边的城市也就海边的旅游区那块比较

好，稍稍离海边远那么一点点，立马就

能看到一片片颓败的场景，一堆堆无所

事事的黑人、墨西哥人。在北部即使像

阿祖萨 (Azusa)、monrovia 这样的墨西哥人

区，也和南部的墨西哥区有很大差别，

最起码城市在卫生、治安、街景等方面

不在同一个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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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留学，美国留学生需

要了解的美国留学必看电影，

有以下十部：

1.Wall Street《华尔街》讲

述的是内部交易是违法的，不

违法怎么能够发财。关键看如

何违法同时可以掩盖。不看这

个影片怎么能够随便进入股市。

2.Glengarry Glenn Ross

《拜金一族》讲述的是当房地

产进入萧条的时候，美国的房

屋中介的销售顾问都在忙什么?

他们如何利用数据库，如何门

到门地将房地产销售出去。

3.Trading Places 《颠倒乾

坤》讲述的是经济是交易行为

的代名词。只要有交易，就需

要学会评估交易是否合算，就

需要透视交易对方内心的秘密。

4.Boiler Room《锅炉房》

讲述的是难以想象的是违法交易

几乎与证券市场形影不离。一个

19岁的年轻人如此近距离地目睹

财富的操纵过程，让谁富有，那

不过是一个随机的选择。

5.Pirates of Silicon Valley

《硅谷传奇》讲述的是比尔· 盖

茨与斯蒂夫· 乔布斯在所有方面

的看法，观点都是对立的。他

们只有在一个事情上是绝对共

同的，那就是尽一切可能封杀

这个影片。

6.In Good Company《优势

合作》讲述的是想成为全球级

别的公司，怎么能够不看这个

影片 ? 大公司都是通过收购来

长大的。你会收购吗 ? 知道收

购后销售主管是怎么想的吗 ?

7.Barcelona《巴塞罗那》

讲述的是美国人的销售方式，

销售方法真的可以同行全球吗?

一个美国销售在西班牙的销售

经历让我们学到销售的价值

观，销售对客户文化的处理方

式，销售对客户关系的把握。

8.Jerry Maguire《甜心先生》

讲述的是做生意要拿出诚意

来。这个影片为美国文化提供

了两条经典的短语，风行美国

经久不衰。show me the money

让我看到钱才是真的。

9.The Corporation《解构企

业》讲述的是 18世纪美国法律

正式通过了一个企业可以是一

个个人的组织行为后，到 21世

纪，仅仅两个多世纪，美国的

这个公司法居然影响了全球，

你可以在中国的公司法中也看

到类似的描述。

10.The Insider《惊爆内幕》

讲述的是当商业秘密与巨额货

币纠缠在一起的时候，阿尔帕

西诺主演的主持人面对了两难

的处境。须要理解金钱统治人

类社会的必然结果，以及这种

结果具备的不可逆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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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的硬木櫥櫃
☆不同類型的水龍頭
☆各種顏色和大小的花崗巖
☆各種廚房和浴室水槽

Reborn Granite LLC實木櫥櫃

地址：14730 Hempstead Road, Houston，TX77040.
電話：713-690-4888 www.reborngranite.com

大理石品種最多！規模最大，價格最低！
批發！

二十年安裝經驗

林語堂故居：跨越海峽的“不亦快哉”
1976年，文化大师林语堂先

生逝世，迄今已40年。那一年出

生的一个台湾女子，如今是台北

林语堂故居主任，上个月刚接待

了一批来自大师故乡福建漳州的

客人。

从台北市区出发乘车往阳明

山方向行进，就来到位于山腰

处、现址为台北士林区仰德大道

二段 141号的林语堂故居。映入

眼帘的首先是蓝色的琉璃瓦和白

色的粉墙，上面嵌着深紫色的圆

角窗棂。

这座结合了中国四合院架构

和西班牙式情调的故居，兴建于

1966 年，由林语堂先生亲自设

计，是他人生最后10年里与夫人

廖翠凤大部分时间的安居所在。

透天中庭里，西班牙式螺旋

廊柱被阳光拉长身影，翠竹、枫

香、藤萝等植物与奇石营造出可

爱的小鱼池。这番景致成为导引

手册上林语堂先生一段话的形象

注解：“宅中有园，园中有屋，

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有天，

天上有月，不亦快哉！”

这段“不亦快哉”来自林语

堂先生所写的《来台后二十四快

事》。文章里，他提到的另一件

“不亦快哉”是：“到电影院坐

下，听见隔壁女郎说起乡音，如

回故乡。不亦快哉！”

林语堂先生 1895年生于福建

省平和县坂仔村。1971年，76岁

的林语堂先生在《我的家乡》一

文中写道，“我是漳州府平和县

人，是一个十足的乡下人。我的

家是在崇山峻岭之中，四周都是

高山……”

先生念着家乡，家乡人也念

着他。生于 1976年的蔡佳芳，从

2003 年起开始在林语堂故居工

作，如今是故居主任。10多年来，

她接待的陆客中最多的来自漳

州。“平均每月有一批漳州客人

来林语堂故居，上个月我刚接待

了一批。”她说。

1985年，台北市政府为纪念

林语堂先生的文学成就，并得到

廖翠凤女士捐赠先生藏书、著作、

手稿及遗物，将故居作为“林语

堂先生纪念图书馆”对外开放，

2002年起更名为“林语堂故居”。

蔡佳芳告诉记者，故居平均

每月有观众 1500人，其中三成来

自大陆。近期虽有所下降，仍维

持在两成左右。

在这里，记者碰到祖籍漳

州、生在台北的林先生，正带着

来自深圳的黄女士细细查看大师

留下的物件。林先生说：“来阳

明山，林语堂故居是必不可少的

人文之旅。”黄女士说：“我对

大师仰慕已久，来沾沾文人的灵

气。”

“我们很愿意展示林语堂先

生作为平凡人的地方，比如他如

何用生活的艺术，度过人生的低

潮。”蔡佳芳说，以前故居的参

观者较年长，经过五六年努力，

现在已吸引了很多青少年观众。

故居的陈设及导览员的解

说，力图让人感受林语堂先生可

敬、可亲又可爱的一面。

从西式门廊走进故居，往右

是书房、卧房、生平掠影走廊。

往前过中庭是原来主人家的客厅

及餐厅，现在开放为营业餐厅。

往左是史料特展室暨阅读研讨室。

在书房里，导览员顾惠方告

诉记者，书房是私密场所，先生

一般用来接待特别要好的朋友，

如钱穆和张大千。

在这里，嗜好抽烟的林语堂

先生把台北故宫博物院赠送的小

青铜鼎复制品，当作烟灰缸；在

这里，小小的“林语堂先生发明

特展”告诉大家，林语堂曾发明

“上下形检字法”及基于此的

“明快中文打字机”，当时他为

这项发明在美国耗费12万美元之

巨；在这里，林语堂先生历时 5

年，出版了《林语堂当代汉英词

典》，视之为一生写作生涯的登

峰之作……

故居餐厅墙上挂着林语堂

先生手书的“有不为斋”四个

字，代表了他不随流俗的处世哲

学。如今的“有不为斋”，已

经开放为吃饭品茗的空间。推

开木门，来到延伸的阳台，东

面阳明山，西临观音山、淡水

河，下瞰台北天母。“这是林

语堂生前常来看夕阳的地方。”

蔡佳芳说。

先生《来台后二十四快事》

里写到的另一件“不亦快哉”

是：“黄昏时候，工作完，饭罢，

既吃西瓜，一人坐在阳台上独自

乘凉，口衔烟斗，若吃烟，若不

吃烟。看前山慢慢沉入夜色的的

朦胧里，下面天母灯光闪烁，清

风徐来，若有所思，若无所思。

不亦快哉！”

在阳台上举目四望，香蕉、

芒果、芭乐、松柏，一片苍翠，

与记者之前在漳州市芗城区的林

语堂故居所看到的田园景致颇为

相似。

“林语堂先生喜欢这里的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和故乡相似。”

蔡佳芳说。

这位曾旅居美国30年、学贯

中西的大师，“两脚踏东西文

化，一心评宇宙文章”，1976年

在香港病逝后移灵台北，享年 82

岁，长眠于故居后园这片宛若故

乡漳州的苍翠之中。

蔡佳芳曾两度到漳州的林语

堂故居去参加研讨、座谈。如

今，她正忙着把林语堂先生的几

千封书信扫描、整理。她希望，

有一天两岸及香港的林语堂研究

人员可以携手巡回办展。

“我们好比林语堂研究和

推介上长出的不同的花，时

机一到，总会在一起的。”蔡佳

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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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走廊是工业发展沿轴线

演化与布局的概念，是工业布局

与高效交通体系的有机结合体，

是高效的带式产业发展模式，是

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

北京至天津之间适合建设工

业走廊。京津同属直辖市且都是

国际大都市，也都是中国经济发

达地区，京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多年分列全国第二与第一；京津

经济自 2015年起都以第三产业为

主，但都重视工业发展；京津接

壤，两地间交通极为便利；尤为

难得的是，京津之间竟然还有村

庄稀少的几百平方公里平整土地，

这正好满足京津两地发展工业之

需。可以说，京津之间所具备的

工业走廊建设条件，世界罕见。

建设京津冀工业走廊正当其

时

京津之间建设京津冀工业走

廊正当时。目前，北京市、天津

市和河北省正着力实施京津冀协

同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其重

点是构建“一核、双城、三轴、

四区、多节点”的骨架。根据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一核”即指北京，“双城”是

指北京、天津，“三轴”是京津、

京保石、京唐秦三个产业发展带

和城镇聚集轴，“四区”分别是

中部核心功能区、东部滨海发展

区、南部功能拓展区和西北部生

态涵养区，“多节点”包括石家

庄、唐山、保定、邯郸等区域性

中心城市和张家口、承德、廊坊、

秦皇岛、沧州、邢台、衡水等节

点城市。

京津发展轴居核心位置。这

种战略思路属于工业走廊理念，

京津轴实则是以京、津为两点途

经河北廊坊的工业走廊，可称之

为京津冀工业走廊。

据此，可勾画出京津冀工

业走廊轮廓：以北京的大兴为起

点，途径河北的廊坊，南到天津

武清，其核心区以京津高速和京

津高铁为两侧，东边线为京津高

速，西边线为京津城铁，南到天

津的永定新河，北到北京的通州

与大兴，涵盖一千多平方公里，

可用于产业发展土地约 600平方

公里，涉及北京的通州与大兴，

河北的廊坊，天津的武清与宝坻。

事实上，北京向东南发展势

头正劲。北京市正在通州快速建

设北京副中心，并明确表示明年

年底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

政协全部搬到行政副中心办公，

而北京第二机场已于2014年12月

26日在大兴区开建，加之正在运

行中的北京南站，北京东南向发

展不仅意图清晰而且全面展开。

而廊坊无论是北上还是南下

对接京津都兴致勃勃，廊坊市常

以“京津走廊，黄金地带”自居，

自视为“京津走廊明珠”，并将

“廊坊”二字解释为“联京津之

廊，环渤海之坊”，对接京津长

期是廊坊发展战略的不二之选。

只要天津在发展东南部滨海新区

的同时实施北上协调发展战略，

京津冀工业走廊即可横空出世。

天津市辖15区一县，其中，

滨海新区是2009年11月新设立的

副省级区。滨海新区成立以来，

发展迅猛，2014年其地区生产总

值高达8760.15亿元，约占天津市

地区生产总值 17929.91亿元的一

半；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高达

30.27万元，约为天津市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11.82万元）的 3倍。

滨海新区的快速崛起，突显了天

津市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协调，如

2014年中心城区之一的河东区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只有 2.83万元，

竟然只及全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4.66 万元的 60%，红桥区亦类似

（2.98万元/人）。另外，在滨海

新区的前身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于 1984年设立不到两年，国家领

导人就指出天津“你们在港口和

市区之间有这么多荒地，这是个

很大的优势，我看你们潜力很大

。可以胆子大点，发展快点”，

这话既高度肯定发展港口经济技

术开发区的正确性，同时也强调

北上对接天津市区的走廊式的重

要性。因此，北上协调发展是天

津市必须高度重视的战略选择。

应建成五大发展理念示范区

京津冀工业走廊建设条件得

天独厚，至今还是“养在深闺人

未识”，其建设必须牢固树立并

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应建成五

大发展理念示范区。

一是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创新

中心。京津地区拥有全国最强的

科研力量，但创新力却非最强。

通过京津冀工业走廊，结合高技

术、先进制造业与智能制造业，

京津冀可共同打造创新驱动发展

新典范。

二是成为协调发展示范区。

京津冀彼此差异较大，全面协调

发展难度较大，但可以以京津冀

工业走廊为载体，在大兴、廊坊

与武清等区市之间协调相关产业

发展，进而带动其他方面协调发

展，塑造出协调发展示范区，推

动京津冀全面协调发展。

三是成为绿色发展标杆。京

津同属国际都市，当以第三产业

为主，但并不排斥制造业，只是

对制造业要求更高，理应属于绿

色制造。京津既有工业难以做到

全部绿色发展，而在京津冀工业

走廊内，则可高起点、严要求，

塑造出高端的绿色工业体系。

四是成为开放发展新景象。

通过京津冀工业走廊，京津冀将

彼此相同与相近的工业如汽车、

医药等调整至此，打开封闭的产

业链，实现产业链的开放与对

接，进而吸引国内外相同与相近

企业落户，成为国内最具开放性

的产业发展带。

五是成为共享发展先行者。工

业走廊涉及多个相邻城市的多方利

益，需要利益相关方集体行动及共

商、共建、共享。通过京津冀工业

走廊，这一地区可以探索出共享发

展的创新模式，为全国其他地区的

共享发展提供经验与范例。

以汽车制造业为突破口

勾画工业走廊不难，而建设

工业走廊不易，京津冀轴式产业

发展思路颁布近两年仍然实质性

进展有限，可见一斑。建设京津

冀工业走廊的当务之急是探索有

效的建设模式及寻找突破口，其

重点与难点在于产业选择与产业

聚集方式探索，而产业选择是一

个长期、动态的优化过程，需要

相关方认真研究，精心地规划、

培育、引进、筛选、调整与扶持。

不过，从京津冀产业现状与

区域优势来看，京津冀工业走廊

可以以汽车制造业为突破口，这

可以促进京津冀既有汽车产业升

级。众所周知，京津冀地区是我

国核心的汽车生产基地之一，但

影响力还不相称，汽车发展水平

有待提高，汽车产业转型升级颇

为迫切。

更重要的是利用京津地区高

技术等优势，在智能汽车时代到

来之际，把京津冀工业走廊建成

有国际影响力的智能汽车制造基

地。毕竟，美国智能汽车制造中

心不再是底特律而是硅谷，而北

京中关村就被誉为“中国的硅

谷”，在京津建设智能汽车基地

实属必然。

京津冀工业走廊的产业聚集

方式除了产业转移外，更要注重

京津冀内部的产业布局调整，将

彼此相同与相近的制造业或新增

产能引入京津冀工业走廊，但落

户在各自行政区域，避免行政隶

属变动，强化产业链的分工与协

作，构建共享的产业生态系统，

吸引更多其他地区相关企业落

户，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产业

栖息地。就汽车产业而言，京津

冀政府可引导各自的汽车企业迁

移或将其新增产能分别落户于北

京的大兴、河北的廊坊、天津的

武清，进而吸引国内外其他地区

的相关企业落户，共同打造世界

级的智能汽车产业集群。

建设京津冀工业走廊，落实

京津轴产业带的战略规划，既可

带动其他两轴的产业带发展，又

可促进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从

而有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需做好顶层设计，定位平台

发展

一、做好顶层设计，制定高

起点、高水准且切实可行的总体

战略与规划，尤其是产业发展规

划与行动计划，并精心实施。

二、发展特色工业，既符合

国内外产业发展大势又充分利用

京津冀本地优势且特色鲜明的工

业如汽车、医药等。

三、成为中国制造2025高地。

世界正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之

中，研究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及智

力密集型制造业日显重要，《中

国制造 2025》正是回应时代潮流

的国家战略计划，京津冀工业走

廊既适合，又能够，也应该成为

这一国家战略实施的最重要基地。

四、集体行动。京津冀要坚

持“价值共创，收益共享”原

则，共同制定集体行动方案并付

诸实施，共建京津冀工业走廊。

五、重点地区先行。京津冀

可以以汽车业为重点，分头从大

兴、武清与廊坊对建，尽快塑造

出京津冀工业走廊轮廓。

六、平台化发展。京津冀工

业走廊应走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

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可采用平台

化模式，实现产业发展与城市建

设的良性、有序互动，以工业化

带动城市化、以城市化促进工业

化，成就产城融合的新样本。

七、集群化推进。建设京津

冀工业走廊需要运用集群化方式

推进，以工业园区为载体，实施

链式定向招商，引入专业机构运

营，走特色园区化发展之路。

八、精准政策扶持，如把建

设京津冀工业走廊纳入京津冀协

同发展的框架，增补到《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纲要》，把《中国制造 2025》重

大项目优先布局到京津冀工业走

廊，并出台精准的京津冀工业走

廊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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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爐頭廠
金門是您的事業通往成功之門！

Golden Gate Restaurant
Equipment Co.

9330 Summerbell Houston, Texas 7707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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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油煙機 ★冷凍房 ★布菲檯 ★抓碼檯 ★安裝服務 ★修理服務
★中式爐頭 ★油爐 ★洗碗檯 ★燒臘爐 ★免費估價

★零件配套 ★專門店製造不銹鋼餐具

金門爐頭廠專製業造各種中式爐頭﹐抽油煙罩﹐精美布菲檯﹐各種不銹鋼廚具

本廠具有十多年經驗 手工精細﹐交貨快捷﹐以及提供一切餐館設備修理及安裝服務﹐

一切工程及產品保證通過政府及衛生局檢驗

Tel:(713)228-2155
Fax:(713)228-2156 9235 Bissonnet,Houston,TX 77074

出售各種製冰機、洗碗機、冰箱、絞肉機、冷凍機、油鍋、爐頭、
抽風罩、電飯鍋、各類盤碗、叉燒爐、切肉機、絞面機

出租各種製冰機、洗碗機
修理各種廠牌：絞面機、切肉機、電飯鍋

Tel:(713)772-7494 Fax:(713)772-8719
外地請撥：1-800-448-7494

9235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74

林徽因
我在十月讀妳的人間四月天

北方，十月，深秋。 坐在车里，奔

向下一个目的地，车窗外的雨滴落在玻璃

上，而后汇成一条雨线，模糊了视野，外

面的世界在此刻有些熟悉的陌生感。我整

理了一下衣裳，突如其来的雨让这个午后

多了些许的凉意，此时要是有一杯咖啡或

者热茶暖手，该是最温暖的惬意了吧。车

上安静的很，仿佛被雨带进了每个人内心

的深处，下雨的时节，有人感受的是伤

感，有人想到的是浪漫。而我在深秋的

小雨中，去赴一场文艺的邂逅，“你是

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一个文艺女生眼中的小车站。

林徽因与吉林西站

我不小心抬了头，于是你就出现在

眼前。在浩大壮观的结构场景里，活

跃着数不清的不容易被发现的细节，

吉林西站的宏伟和壮观，让我流连忘

返，那些精巧的结构和独特的设计让

人惊叹，一座让我冥想静定的石头城

堡。我该用旅行的眼光去看这座最文

艺的车站，还是建筑史的角度呢？艺

术的不朽和辉煌或许只是一小部分人

所拥有的特权，若干年后，这些人的

看法又与谁有关呢？正如，身在北京

的人又有多少一生没有进过故宫？每

天往返，一生终不见。

林徽因何许人也，著名的建筑师、诗

人、作家，中国古代建筑学术领域的开拓

者。中西文化融合造就了一个“文化林徽

因”。她是诗人，一生写过几十首诗，在

诗歌创作上受徐志摩影响很明显，但又有

自己的特点。我们最为熟悉的就是那首

《你是人间四月天》，每每读来，我仿佛

听到了那温婉的声音久久在耳边萦绕着：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

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

天！

作为吉林西站的设计师，林徽因用

文艺一词诠释了这座建筑的独特之美。

哥特式尖屋顶建筑，车站主体建筑是

方石结构，屋顶为折型木结构，外挂

琉璃瓦，室内有壁画装饰。钟塔内有

螺旋型木制阶梯，登上塔顶可俯视四

方。站舍坐北朝南，造型如雄

狮伏卧，狮尾被巧妙地设计成钟

塔。整座建筑造型奇特，寓意不

凡，耐人寻味。

钟塔内部围成狭长的空间，

塔顶四面琉璃玻璃窗采光透彻，在

白天，基本保证了塔内的光源需要

。钟塔古典大气，石头的原色与白

色的塔尖互相映衬着，显得格外的

庄重。抬头仰望的瞬间，你会被

这里的一切所深深的吸引，时间停

留在了那一刻。塔尖的中心就像

黑色的圆心向外扩散，一直努力寻找着

它的交汇点，却被带向无穷尽的深处，

引进深处的端景。此刻，时间是永恒的，

空间是无限的。

哥特式建筑起源于法国，流行于欧

洲的一种建筑风格，其基本构件是尖拱

和肋架拱顶，整体风格为高耸削瘦，其

基本单元是在一个正方形或矩形平面四

角的柱子上做双圆心骨架尖券，四边和

对角线上各一道，屋面石板架在券上，

形成拱顶。虽然无法在空中俯视吉林西

站的全貌，单单就眼前的景象已经充分

体现了哥特式建筑的特点，这期间又融

入了林徽因自己文艺的一面，使吉林西

站看起来大气庄重的同时又不失小巧玲

珑之美。吉林西站建成初期为吉海铁路

总站，后称八百垅站、黄旗屯站，1985

年改名为吉林西站。吉海铁路与奉海铁

路相衔接，形成东干线的主要部分。如

今的吉林西站已不办理客运业务。

当建筑遇上了文艺范儿

我停止了工作，放下手中的相机，

放下心中的涟漪，一支红叶自空中飞

落，掉落在我刚刚凝望的视线中。摩

羯座的思想是浪漫的，就如眼前的景

象般，如果要我幻想一座不曾去过的

城市，那一定是个阴雨的午后，破旧

的收音机里传来一首老歌，慢慢地看

着窗外，那雨滴落在叶子上所发出地

沙沙的声响，透过叶子间的缝隙，你

可以清晰地望见那些字，吉林西站。

此生，可以无数次安静的看着漫山的

红叶，而后落下，已是一件幸福的事

儿，这一站，我把 2016 的记忆都留在

了这座文艺的城堡里。

三亞南山
觀音堂回歸清凈心

当今社会人心浮躁，多少人生

活在钢筋水泥的城市的牢笼里，日

日夜夜不得安宁。

日前再次来到三亚南山，有幸

拜见了三十三观音堂，在这里坐在

蒲团上，点一盏佛灯，然一柱清香，

在法师的引领下抄经，才觉得躁动

的心慢慢得以清净。

三亚南山是净化心灵的净土，

这里有一体化三尊的 108米海上观

音圣像；这里有展示观音文化的三

十三观音堂；这里有以“流动”和

“静止”的状态揭示传统“寿”文

化的长寿谷；这里有美丽的小月湾

等数不胜数的神奇故事。这里是一

片吉祥福泽之地。

三十三观音像群是目前世界上

规模最大、工艺最精湛的室内观音

群像，已载入大世界基尼斯记录。

观音群像造型生动，雕工精细，栩

栩如生，宝相庄严。为我国佛教界

的传世珍宝！

三十三观音堂中，三十三尊观

音应化法身群像凌立于五十米长的

流动彩色水系之上，姿态各异，栩

栩如生，严慈祥和，活神活现，如

菩萨真身现世，利乐有情，救苦救

难，普度众生！有保佑求子得子的

送子观音；有金榜题名的持经观

音；有从官顺利的德王观音；有身

健无病的施药观音；有婚姻美满的

鱼篮观音；有时时如意的六时观

音；有吉祥平安的乘龙观音等。

坐在安静的观音堂，人不由得

安静了下来。

点一盏佛灯，然一只清香，盘

腿端坐在蒲团上，拿起笔静下心

来，一笔一划的认真抄写着每一个

字，心随之也静了下来。

南山寺方丈新成大和尚及居士

“善文”，发慈悲宏愿、随顺有缘，

发愿在此建“三十三观音堂”，

完成观音菩萨长居南海之夙愿，以

般若开启众生智慧，体现观音大慈

大悲愿力，寻声救苦之法相。真谓：

“常居南海遂大愿，三十三相度众

生。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度

人舟”！

民间有观音三十三种化身的说

法。三十三观音并非化现各种形

象，而是观音本身不同形貌，只是

以姿态、埸景与所持法器区别。我

国古代画家根据民间流传的神话，

加上艺术的想象和夸张，精心绘制

出杨柳观音、乘龙观音、持经观音

等三十三种观音画像。

三十三观音堂，吸引众多游客

信众和佛教大师、西藏活佛、社会

名流前来参访。在这里，人们既能

领略热带滨海阳光、碧海、沙滩、

鲜花、绿树的美景，更能获得佛教

文化带来的心灵慰藉，体味回归自

然、天人合一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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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大矿坑”、“代号

111”、“两弹一星的来源”、

“中国第二冷极”、中国的“落

基山国家公园”、“拥有世界最

完好的地震断裂带"、 “世界地

质矿产博物馆”，“宝石之乡”。

所有这些看起来充满传奇色

彩的关键词，都属于这个神秘的

地方，可可托海。

可可托海位于新疆北部富蕴

县城东北48公里的阿尔泰山间，

主要居住着朴实的哈萨克族牧

民，额尔齐斯河刚好从镇中穿流

而过，这便是名字的来历。

可可托海的哈萨克语的意思

为“绿色的丛林”，蒙古语意为

“蓝色的河湾”，很多人还从未

听说过这个地方，但这里的美丽

值得被更多人探寻。

关于“代号111”

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需要

向苏联偿还本息共计 52.9亿元人

民币的债务，除了农副产品，苏

联接受矿石作为偿还品，几乎全

部靠着可可托海的矿石资源，中

国还清了全部的苏联债务。

根据上级指示重要的产品都

不得直呼其名的要求，可可托海

在这段特殊时期，代号为“111

矿”。

两弹一星上的可可托海

之所以称其为“两弹一星的

来源”，是因为三号矿坑的锂和

钹产品参与了中国第一枚氢弹的

研制，“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

发则使用了可可托海的铯。

可以说没有可可托海的三号

矿，就没有两弹一星的伟大事业。

来可可托海，一定要抽出时

间到三号矿坑看看，这个矿坑不

单单只是世界上最大的矿坑，还

是一个为祖国做出极大贡献的

“英雄矿”。

虽然可可托海还不广为人知，

但这里绝美的景观与地质奇景其

实早已让来访的行者叹为观止，

这里集山水、草原、奇石于一体，

还有现今世界最完好的地震断裂

带，每一个转弯都是一种惊艳。

伊雷木湖位于额尔齐斯河与

卡伊尔特河的交汇处，湖面中央

被东西两座大山削去大半，山水

倒影静谧绝美，一年四季都有别

样美景。

可可苏里湖水碧蓝见底，水

生动植物生态十分丰富。

大量的红雁、天鹅、野鸭等

在此栖息，宛若北疆江南，所以

当地人也叫它“野鸭湖”，素有

北国江南的称号。

可可托海夫妻树。

这两颗树便是可可托海的

“夫妻树”。它们并肩而生，春

夏季节都是一样的碧色欲滴。秋

天，一颗变黄，一颗依旧青翠，

相映成趣。

相传这两棵树可带来桃花

运，保佑夫妻和睦，幸福美满，

单身的很快会转运，遇到生命中

的另一半。

没错，可可托海是仅次于漠

河的中国第二冷极，这里曾经测

出了零下60℃的数据。

但是不要被这个名号吓怕

了，夏季的可可托海犹如人间仙

境，凉爽舒适，流水潺潺的额尔

齐斯河河畔、凉风习习的大东沟

和积雪融汇而成的可可苏里湖都

能帮你赶走夏日的炎热。

尤其是素有“冷湖”之称

的伊雷木湖更是一个避暑好地

方。来自阿尔泰山的湖水，就

算在炎炎夏日，也将冰川的气息

带给你。

可可托海的蒙古语意思是"

蓝色河湾"，哈萨克语意思是"绿

色丛林"，但其实，金色的可可

托海才是你最不该错过的美景。

通常可可托海的最美秋景比

喀纳斯大约晚十天左右， 9月末

是来到这里赏秋的最好时间。

如果选择在这里过夜，晚上

还可住进毡房（约25元/人/晚），

零距离体验哈萨克人的生活。

你的寻“宝”之地

可可托海是著名的宝石之

乡，除了三号矿坑被世界公认为

稀有金属“天然陈列馆”，这里

还盛产海蓝、碧玺、石榴石等多

种宝玉石。

这里出产的矿石中很大一部

分是珍稀矿，这里的原住民也十

分了解矿石的“灵气”，知道有

的矿石会让人生病，而有的矿石

会让孕妇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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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me.
Together, those advances could one day give the 
secretive state a nuclear weapon compact enough 
to be mounted on a reliable long-range missile – a 
development that would pose a dramatically heightened 
threat to North Korea’s neighbours and the US.
The test was conducted at a known testing site in 
Punggye-ri in the country’s northeast and produced a 
slightly higher yield than that recorded after its third 
nuclear test, in 2013, previously considered it most 
powerful to date.
“The 10-kilotonne blast was nearly twice as much as 
produced in the fourth nuclear test, and slightly less 
than the Hiroshima bombing, which was measured at 
about 15 kilotons,” said Kim Nam-wook from South 
Korea’s meteorological agency said.
The timing of the test to coincide with the anniversary 
of North Korea’s founding in 1948 came after the 
country’s leader, Kim Jong-un, vowed to develop its 
nuclear capability, after three missile tests conducted 
as Obama and other G20 leaders met in China earlier 
this week.
Obama had expressed concern on Thursday about 
North Korea’s nuclear activity. “We are going to make 
sure that we put our defensive measures in place so 
that America is protected, our allies are protected,” 
Obama said during a summit with South-east Asian 
leaders in Laos. “We will continue to put some of 
the toughest pressure that North Korea has ever been 
under as a consequence of this behavior.”
Some analysts suggested the bomb’s yield could b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10 kilotonnes. 
“That’s the 
largest DPRK 
test to date, 20-
30kt, at least. 
Not a happy 
day,” Jeffrey 
Lewis of the 
California-
based Middlebur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aid, using the North’s official title of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Yield estimates are 
always kind of approximate. The point is that it is 
the biggest one to date unless they revise the yield 
downward.”
China said its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d begun monitoring radiation levels in provinces 
near the North Korean border, but added that radiation 
levels were normal.
Japan, meanwhile, sent two T-4 trainer aircraft to 
collect air samples for analysis of possible radioactive 
materials.
Confirmation from Japan and South Korea that North 
Korea had tested a nuclear weapon followed several 
hours of speculation over the cause of the seismic 
waves recorded on Friday morning, although the 
blast’s characteristics indicated immediately that the 
quake had not occurred naturally. (Courtesy https://
www.theguardian.com/world)

U.S., China Said To Be In Discussions
On Choking Off North Korea Energy

State Department’s coordinator for sanctions policy, 
told a Senate subcommittee last month.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has also called for 
stronger sanctions. Russia, however, is more lukewarm 
on economic penalties while still calling for a Security 
Council response.
Related

The North Korea Situation

North Korea conducted its fifth nuclear test in a decade 
— and second this year — on Sept. 9, claiming it now 
had the ability to mount warheads onto rockets. South 
Korean President Park Geun Hye called the test an 
action of “maniacal recklessness.”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 Un had already defie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y staging a fourth test and launching a 
long-range rocket in early 2016. Defense analysts then 
were skeptical about the Pyongyang government’s 
claim to have detonated a full-fledged hydrogen bomb. 
But they agreed that the tests had advanced the 
country’s ambition of making a warhead compact 
enough to ride a missile capable of reaching North 
America. In March, the UN extended sanctions against 
North Korea, as did the the U.S., which called off 
nascent peace talks. South Korea agreed with the 
Americans in July to deploy a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system, drawing protests from China. The border 
between the two Koreas is lined with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troops. 
Background
North Korea has a track record of escalating and then 
lowering tensions to win diplomatic  and economic 
benefits. In the 1990s, it removed spent fuel rods 

from its nuclear 
reactor, a possible 
prelude for use in 
weapons, before 
former U.S. 
President Jimmy 
Carter brokered 
n e g o t i a t i o n s 
that led to aid 
and security 
assurances. After 
North Korea's first nuclear test in 2006, multinational 
disarmament talks produced further concessions in 
return for closing nuclear facilities. Its government has 
since exited the talks and restarted those operations.
The country has been on a war footing since Kim Il 
Sung founded North Korea in 1948 after decades of 
Japanese occupation. He then invaded South Korea to 
start the 1950-53 Korean War. Kim Jong Il took over 
from his father in 1994 and was succeeded by his son, 
Kim Jong Un, in 2011. One million of North Korea’s 
25 million people are in the active military, with 
reservists numbering 7.7 million. Believed to be just 
over 30 years old, the Western-educated
The Argument
China, North Korea’s biggest trade partner and 
supplier of most of its food and energy, could do more 
to make sanctions effective, according to the U.S. 
For its part, China fears a collapse of the government 
might prompt an influx of millions of refugees and — 
in the event of South Korea absorbing its neighbor 
— create a well-armed U.S. ally straddling its border. 
With South Korea and its U.S. ally unprepared to 
militarily confront the potentially nuclear-armed north, 
the most realistic option may be to tighten economic 
sanctions or hope for the downfall of the Kim dynasty, 
whether through Kim Jong Un’s ill health or political 
infighting. Kim has executed senior advisers including 
his uncle and one-time guardian, raising concerns 
about his temperament and the absence of considered 
counsel. Some analysts question the push for tighter 
sanctions that might help topple the regime, arguing 
that a collapsing North Korea with nuclear weapons 
would be more dangerous than a stable North Korea 
developing a nuclear arsenal. (Courtesy Bloomberg.
com)

Relations. Data from China’s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Customs shows that imports of North Korean 
coal and iron ore increased from January to August 
compared with the same period in 2015. Information 
on crude oil wasn’t available.
In March the UN passed its toughest sanctions yet 
against Kim’s regime, but a loophole allows it to trade 
goods needed for “livelihood" or emergencies. China 
currently allows imports of coal and iron ore -- both 
banned items under the UN sanctions list -- from the North 
if the resources are not related to Pyongyang’s nuclear 
project.
Samantha 
Power, the 
U.S. envoy 
to the UN, 
plans to visit 
South Korea 
this week 
to discuss 
measures 
against North 
Korea, Yonhap News Agency reported on Wednesday, 
citing a government official it didn’t identify.
While Beijing may consider some new restrictions 
on North Korean commodities, a ban on energy trade 
would lead to the regime’s collapse, said Shi at the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He said it’s 
more likely that China will agree to a more detailed 
sanctions lists -- particularly goods that can be used 
for both military and civilian purposes.
“A shut-down of trade in essential resources like crude 
oil and coal would not be possible," Shi said from 
Beijing.
‘Sudden Collapse’
China is worried of a possible sudden collapse of the 
North Korean economy when North-China trade is 
cut, so there could be a compromise such as letting the 
North trade coal and iron ore with China only to some 
extent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year."
The U.S. has already issued a warning to China, and 
a lawmaker introduced a bill that would block North 
Korea from accessing the global banking system. "It 
would also be useful if Chinese banks and companies 
understood dealing with North Korean companies is 
going to be risky,” Ambassador Daniel Fried, the U.S. 

The U.S. and China are 
locked in negotiations 
over curbing North 
Korea’s energy trade 
in response to its fifth 
nuclear test last month, 
according to four 
diplomats from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countries with 
direct knowledge of 
the talks.
The world’s two 
biggest economies -- 
both of whom can veto 
any UN resolution -- 

are discussing restrictions on North Korea’s trade in 
coal, iron ore and crude oil, according to the diplomats, 
who asked not to be named because the discussions 
are private. 

The U.S. 
and its 
allies are 
seeking 
to further 
tighten 
sanctions 
against Kim 
Jong Un’s 
regime to 
prod him 

into abandoning a pursuit of nuclear weapons that 
has only intensified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latest 
test coming Sept. 9. The measures stand little chance 
of success without support from China, which has 
kept its neighbor from collapsing to avoid both a 
humanitarian crisis and the presence of American and 
South Korean troops on its border.
“The U.S. wants to strangle North Korea, but is asking 
China to be the executioner,” said Shi Yongming, an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at the Foreign Ministry-run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Trading Partner
China accounts for more than 70 percent of North 
Korea’s trade and provides most of its food and 
energy supplies, according to the Council on Foreign 

SEOUL, South Korea - Increased activity has been 
reported at North Korea's underground nuclear test 
site, a U.S.-based monitoring group said on Friday.
Satellite images taken on October 1 show activity at all 
three of the tunnel complexes at the Punggye-ri site, 
triggering concerns that the country could be preparing 
for another nuclear test.
38 North, a website run b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s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at monitors 
North Korean activities, said,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new excavation but there appears to be boxes or 
material around the side of the main building.”
The test may be planned to coincide with the 71st 
anniversary of the ruling Workers’ Party on October 
10.
Further, experts have noticed a link between North 
Korea's provocative actions and the U.S. elections.
According to a study by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e North’s leaders have 
attempted to incite tensions around the time of 
American elections over the past six decades.
With the U.S. election only weeks away, the North’s 

weapon's program is "clearly targeted toward the next 
administration, and wanting to demonstrate they are 
a nuclear weapons state to the new president,” Victor 
Cha, the head of Asian affairs at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during the George W. Bush administration, 
and now a professor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 said.
Shocking the world on September 9, North Korea 
conducted its fifth nuclear test, leading to wide-spread 
international outrage and calls for a tighter round of 
sanctions, especially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Korea.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has been working on a fresh 
resolution to punish North Korea for not paying heed 
to international concerns.
The monitoring group said the activity at the site could 
be for a number of purposes, including “collecting 
post-test data, sealing the portal or preparing for 
another test.” Images show a large vehicle and a 
number of personnel at the site.
A large canopy in a nearby parking lot has been in 
place for the past couple of months.
At the south portal, where excavation stopped in 2012, 
images show a group of people standing near a tunnel 
entrance, indicating ongoing work or maintenance.
Little activity was detected at Punggye-ri’s main 
support area, and a few crates and possible vehicles 
were visible at the south command center.

Suspected Site Of Underground Test
The increasingly isolated country has defied all calls 

to end it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me.
In January this year, 
it conducted its fourth 
nuclear-test, clear signs that 
it is stepping up the pace of 
its programme. The country 
conducted its first nuclear 
test in 2006.
Earlier this month, 38 North 
said satellite images from 
late September indicate 
North Korea may be 
building a new submarine 
that could launch ballistic missiles.
In late August, the North test-fired a submarine-
launched ballistic missile that flew more than 300 

miles at a 
high angle, 
suggesting it 
could have gone 
much farther.
Analysts see a 
shift in North 
Korea's policy 
from symbolic 
actions to 
concrete 
military tests, 

since Kim Jong Un took power after his father's death 
in 2011.
There has been a marked jump in the number of North 
Korean weapons development tests,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from 38North, including 15 missile tests in 
2016 alone. (Courtesy http://www.chinanationalnews.
com)
Related
North Korea 
accused of 
'maniacal 
recklessness' 
after nuclear 
test triggers 
earthquake
UN security 
council agrees to 
begin work on 
further sanctions 
as Japanese PM 
Shinzo Abe warns of grave threat
North Korea has confirmed it has conducted its 
most powerful nuclear test to date, marking the 68th 
anniversary of its founding with a reminder to the 
world that it may be edging closer to developing a 
warhead capable of striking the US mainland.
Friday morning’s test, which triggered a magnitude 
5.3 earthquake, drew immediate condemnation from 
North Korea’s neighbors and Washington.
Barack Obama, who was briefed on board Air Force 
One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Susan Rice as he 
returned to the US from an Asian tour, said provocative 
actions by North Korea would have “serious 
consequences”.
“To be clear,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and never 

will, accept North Korea 
as a nuclear state,” Obama 
said in a later statement. He 
said he would work “to take 
additional significant steps, 
including new sanctions, to 
demonstrate to North Korea 
that there are consequences 
to its unlawful and 
dangerous actions.”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greed at an urgent meeting 
on Friday to immediately 
begin work on a new raft of 

sanctions.
During the meeting behind closed doors, the council 
strongly condemned the test and agreed to begin 
drafting a new resolution under article 41 of the UN 
charter, which provides for sanctions.
Shinzo Abe, the prime minister of Japan – which had 
called for the emergency UN meeting – described 
North Korea’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me as a 
“grave threat” to Japan.
Japan’s top government spokesman, Yoshihide Suga, 
labelled North Korea a “neighbourhood outlaw” and 
said Tokyo was considering a new round of bilateral 
sanctions.
China, North Korea’s traditional ally and major aid 
provider, voiced its “firm opposition” to the test. “We 
strongly urge [North Korea] to honour its commitment 
to denuclearisation, comply with relevant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and take action to stop the situation 
from deteriorating,” the foreign ministry said.
The South Korean president, Park Geun-hye, 
denounced the test as a clear violation of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banning the North from developing 
nuclear and other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Park 
accused Kim of “maniacal recklessness” in his pursuit 
of building a viable nuclear arsenal, according to her 
office.
Friday’s test was confirmed by North Korea with 
state TV saying it had conducted a “nuclear warhead 
explosion” meant to counter what Pyongyang called 
US hostility.
The KCNA official news agency said: “This [test] has 
definitely put on a higher level … DPRK’S technology 
of mounting nuclear warheads on ballistic rockets.”
Residents in the capital, Pyongyang, welcomed their 
country’s latest act 
of defiance. “It’s 
really great news,” 
said Rim Jong-
su. “Now, I am 
full of confidence 
that if our enemies 
make the slightest 
provocation, we 
will counterattack, 
and we will definitely win.”
The test’s estimated yield of 10 kilotonnes is higher 
than any of the North’s previous four controlled 
nuclear detonations, according to experts, suggesting 
that the regime is enhancing its nuclear capability to 
mirror recent signs of progress in its ballistic miss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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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ally celebrating the success 
of a recent nuclear test is held 
in Kim Il-sung square in this 
undated photo released by 

North Korea's Korean Central 
News Agency in Pyongyang 
September 13, 2016. (Photo: 

KCNA via Reuters)

A Military Parade In North Korea TV Screen Depicts North Korean Leader  Studying His 
Country's Nuclear Capability.

Kim Il Sung Founder Of North Korea 
-1948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un 
addresses the first Workers’ party 

congress since 1980 in Pyongyang, 
North Korea on Friday May 6. 

(Photo/AP)

The Atomic Bomb Dropped On 
Hiroshima, Japan, In 1945

Fresh Activity At North Korea N-Site Triggers Concern Of 
Another Test Before November 8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U.S. Think-Tank Says Satellite Images Show Heightened Activity At North Korea Nuclear Site

C4

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10

290
Genard Rd.

Be
ltw
ay

8

Ste
ffa
ni

Ge
ss
ne
r

Clay Rd.

萬事達石業公司

North

反應迅速 專業施工 工廠直銷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GRANITE MASTER

4502 Steffani, Houston,TX 77041(新倉庫室內外面積達6萬餘呎，新址在舊地址路口處)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部分花崗石樣板花崗石板 室外倉庫 倉庫一角 廚房洗盥盆 倉庫展示間 實木櫥櫃 花崗石廚房檯面

八路地雷戰：反汽車雷挫敗日軍 石雷噴火焚敵

“土地雷”吓破敌胆 “地

雷阵”重创日寇—— 敌后抗战

兵法之九：地雷战

地雷战是八路军和民兵经

常运用的战术，又因电影《地雷

战》而广为人知。在敌后抗战

中，根据地最初所用地雷多为兵

工厂专门制造，配发给主力部

队，虽然威力大，但数量偏少，

一般用于重要战斗。1941 年以

后，八路军开始大力推广地雷战，

普及各种简易地雷的制造和使用

方法，使地雷战的“门槛”迅速

降低，八路军还特意下发《地雷

制造使用法》《各种地雷触发装

置法》等小册子，指导开展地雷

战。1941年夏秋季，华北各根据

地发起轰轰烈烈的地雷战运动，

一时间“村村会造雷、户户有地

雷”，涌现出一大批“爆炸英

雄”。此后，地雷在敌后战场的

使用频率和密度大大提升，尤其

对民兵而言，地雷的威力远大于

手中的那些老式武器，成为打击

侵略者的利器。

反“扫荡”屡建奇功

1941年10月，日军华北方面

军派遣第 36、41师团，独立混成

第4、9旅团各一部，对八路军太

岳根据地北部进行“扫荡”。根

据地军民早有准备，黄崖洞兵工

厂向守军发放地雷 2500余颗，一

些分区和县也自制土地雷。战斗

中，地雷发挥巨大的威力，像 10

月 8日屯留民兵用地雷炸死日军

联队长和联队参谋长，这是民兵

首次运用地雷战取得重大胜利。

整个反“扫荡”过程中，根据地

军民用地雷毙伤日伪军 1100 余

人，取得良好效果。

太行根据地在 1942 年 5 月

反“扫荡”中同样使用地雷配合

战斗。当时，日军 1500余人进入

太行山区，试图消灭八路军总

部。八路军以游击集团坚持内线

斗争，机关和主力部队转至外线

打击日军。留在根据地的八路军

游击集团和民兵在日军必经路线

上积极理雷，频繁袭击，使日军

“求战不得，求守亦不得”，被

迫撤出战斗。此次反“扫荡”，

我方军民进行大小战斗 800 余

次，大量杀伤敌人。

此后，无论进攻还是防御，

敌后战场开始大规模使用地雷。

1942年5月30日，进行“扫荡”的

日军向辽县进发，前面是排成纵

队的步兵，后面是驮着大量物资

的牲口队。八路军第769团发现敌

情后，立即决定在苏亭河附近实

施阻击，他们在道路中埋下大量

地雷，道路两旁的山上则设好伏

击阵地。敌人进入伏击区，踩响

了地雷，八路军立刻开火，一个

多小时便结束战斗，此役毙伤日

军140多名，缴获战马40余匹以及

大量军需品。而在1942年5月的冀

中赵户村战斗中，八路军两个连

依托村内由地雷、地道构成的战

斗堡垒，在23天内打退敌人四次

大的进攻，歼敌300余人。

因地制宜搞“发明”

为满足各根据地对地雷的需

求，中共中央军委做出“炸弹生产

要力求充足”和“普遍设立炸弹制

造厂”的指示。时任八路军军工部

长刘鼎向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提

出各根据地分散发展军工生产的建

议，按照他的设想，军工部各厂集

中生产技术要求较高的炮弹、火炸

药、掷弹筒等武器弹药，供应主力

部队，而各军分区自行设立炸弹

厂，由军工部派出技术骨干和干部

进行业务指导。

限于客观条件，地方生产的炸

药和地雷存在技术问题，我军最早

的工兵专家、“地雷战之父”王耀

南回忆：“在训练部队使用地雷

时，我鼓励大家自己动手造地雷，(

当时常用的)黑火药易燃易爆，见火

就炸，但没有发火装置也白搭，如

果用制式发火装置，就得向上级伸

手，僧多粥少，等是等不来的。”

于是，敌后军民开动脑筋，一方

面，广大群众自己配制黑色火药(以

木炭、硫磺和硝石为原料)，众多鞭

炮作坊做引信，另一方面，大家寻

找各种材料制作雷壳，并根据不同

战术需要，“发明”各种“特殊地

雷”。

在平原地区，日军汽车队穿

梭于公路网，每天都来骚扰抗日

根据地。八路军军工部专门造出

反汽车地雷，利用精密压发引信

的灵敏度，保证敌人步兵或骑兵

踩到地雷时不会引爆，直到汽车

开过才会爆炸。日军的应对之策

是提高车速，以便在地雷爆炸前

冲过雷场，不过这种伎俩在中国

军民面前很快就破产了。1943年

秋，晋察冀民兵爆炸英雄姬纪海

综合运用障碍器材和地雷，令日

军汽车队遭受重创。当时，姬纪

海先派出几组侦察员了解日军行

动规律，然后将四颗反汽车地雷

布设在雁翅河南岸日军必经之路

上，又在地雷前方布设12枚两寸

长的铁钉，地雷的压发踏板布设

在铁钉阵的侧面。一天上午，日

军汽车队如期而至，五辆汽车开

得很快，彼此距离却很远，妄图

借此躲过地雷阵。但是，当头车

和二号车压上铁钉阵之后，立刻

趴了窝，后三辆车只能减速绕过

前车，正好成为反汽车地雷的好靶

子。最后，幸存的日军勉强修好一

辆汽车，飞快地掉头逃命去了。

“土地雷”异军突起

由于敌人封锁，根据地制造

地雷的原料极为有限，当时最让

人们纠结的是上哪去找那么多造

地雷所需的雷壳？起初，八路军

军工部打算推广铁壳地雷工艺，

但工程师们发现，大部分基层单

位缺乏安全的铸造条件，于是改

为就地取材。有一本民兵爆破教

材这样介绍雷壳的选材：“铁壳

当然好，此外铁壶、酒瓶、醋坛、

罐头盒子、木头、凿孔的石头等

等，无一不可用。”实际上，地

雷的杀伤作用主要由内置炸药爆

炸产生的高速破片，所以破片是

什么材质不重要，高速度才是产

生杀伤力的关键，只要是能装火

药的密闭容器就能当雷壳。

造雷即便如此“将就”，中

国军民还是遇到“原料不足”的

问题，时任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政

委的宋任穷就反映：“坛坛罐罐

虽然值不了几个钱，但破家值万

贯，老百姓也就那么几个坛坛罐

罐，用完了总不能让人家拿锅和

碗给你做地雷呀！”实践中，中

国军民逐渐发现漫山遍野的石头

最适合拿来造地雷，不仅原料取

之不竭，而且石雷伪装性好，于

是石雷迅速成为根据地民兵最常

用的爆炸武器。

当然，民兵不是工程师，像

石雷这样的“土地雷”制造工艺

不可能那么规范，质量也不稳定，

经常地雷爆炸时没有炸开雷壳，

而是从装药口形成火焰喷出来。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劣质

土雷”的杀伤效果同样明显，因

为被触发后，敌人虽然不会碰上

“破片密集阵”，却要被“雷火

焚身”。况且，“劣质土雷”引

爆后雷壳完好无损，民兵还能捡

回来重新装药，继续施展威力，

当时的评价是，“土地雷”杀伤

力有限，但布设地点星罗棋布，

加之爆炸特性千差万别，对日军

的心理压力远比制式地雷要大。

地雷战“由守转攻”

越来越多的地雷让日军感到

恐慌，他们不得不“逢战必先排

雷”，但根据地军民很快就能找

到应对措施。例如，面对日军工

兵使用的金属探雷器，八路军有

针对性地推出反工兵地雷。据八

路军地雷专家石成玉回忆，为阻

止日军发现制式铁雷，他和战友

们特意在地雷底部加上弹簧击

针，日军一旦排雷，必然会触发

击针，导致爆炸。

作战中，中国军民引爆地

雷的方式主要是拉发，即通过

拉火绳人工控制爆炸，优点是

能够袭击特定目标，无需在埋

雷的同时布置踏板等装置，隐

蔽性强。但是，拉雷也是最考

验人的一种地雷战法，为了保

证地雷拉响，拉雷绳不能过长，

一般以30米为宜，负责拉雷的战

士必须等日军接近到 30 米以内

才能拉雷，而且必须是徐徐拽

紧拉火绳，太快或太慢都会导

致地雷失灵。不过，中国军民

有提高拉发雷可靠性的妙招，那

就是“枪雷结合”，变“拉单

雷”为“拉地雷阵”。根据地

军民将地雷散布在道路旁边的

沟壑中，待日军大队接近后，

由预先埋伏的神枪手从多个方

向对日军尖兵或军官实施狙击，

将日军赶进沟壑等处隐蔽，拉

雷手再趁乱拉响地雷。据说，

这套战术也被用来打击前来探

雷的日本工兵，经常是工兵被

冷枪击中后，日伪军四散躲避，

再遭遇“地雷阵”的打击，只

好灰溜溜地撤退。

随着地雷战的发展，中国军

民逐渐将村落周围用于防御的地

雷阵，推进至日军据点门口，变

成“进攻性地雷阵”。1943年 3

月，八路军鲁中军区的民兵爆炸

英雄高运成携带地雷，潜入临沂

近郊的汤头镇，那里以温泉闻

名，日军经常来此泡温泉。利用

敌人的防御漏洞，3月5日，高云

成带着挑选出来的13名游击队员

潜入汤头镇北门，夜里把地雷埋

在镇门外不远处。次日一大早，

汤头镇日军小队长带着手下去温

泉泡澡，结果出了北门就踏响了

地雷，日军当场被炸死三人，重

伤两人，气急败坏的日军找不到

埋地雷的八路，只能把守卫北门

的伪军一个班和便衣汉奸全拉出

去枪毙。

地雷战给日伪军造成巨大

的伤亡和心理震撼，日军的机

动和火力优势完全被剥夺，战

斗力急剧下降，就连最基本的

通信联络也受到限制。据档案

记载，华北民兵在战争后期干

脆发起“电线杆战”，他们在

割掉敌人电话线后，特意埋设

地雷“钓鱼”，专炸修复电话

的日伪军，结果敌人往往电话

线没搞定，人先被炸得非死即

伤。因此，当地雷战普及后，

日军对沦陷区的占领变得更加

难以为继，只能坐以待毙。

“刑不上大夫”：實指制裁大夫要用文明的方式
“刑不上大夫”是儒家一个

很经典的主张。这个主张被作为

儒家思想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

顽固保守的一个明证，曾经遭到

过非常激烈的批判。直到今天，

依然有许多人认为法家“一断于

法”的思想是讲究平等的，是进

步的，而“刑不上大夫”意味着

法律面前人与人不平等，所以是

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

从通常的角度来看，“刑不

上大夫”的确意味着大夫与庶人

间的某种区别待遇，这也是这个

主张被看作是儒家特权思想的重

要原因。

但是历史情况是复杂的，对

某一种思想和主张的评价需要考

虑具体的历史环境，同时需要不

同的观察角度。从“刑不上大夫”

提出的时代和它所起过的历史作

用来看，这个主张还是有相当程

度的进步性的，对文明与宽容的

司法实践以及政治生态起过良性

作用。

在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之前，

我们先说说近年来一些学者突然

提出的一种新解释。这些学者将

“刑不上大夫”的“上”解释为

“在……之上”，这样“刑不上

大夫”就变成了“刑罚不在有大

夫身份的人之上”，也就是说，

大夫不能特殊，不能享有特权，

刑也要加于他们的身上。于是，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了，儒家

的这个主张与法家的“一断于法”

接近了。于是乎好像在这一点上

为儒家的主张平了反。但是这种

观点，其实只是一种想当然，找

不到任何历史上的实际佐证。

“刑不上大夫”的“上”字

就是“加于”或“施于”的意思，

对这个字的意思人们并没有误解。

人们之所以认为“刑不上大夫”

意味着法律面前不平等，是因为

不自觉地偷换了一个概念，将

“刑”字理解为现代的法律制

裁，而且并不认为这种理解有何

不妥。由此，大多数人认为，

“刑不上大夫”就是大夫不受法

律制裁，所以这也就意味着法律

面前不是人人平等，意味着大夫

享有超越于法律的特权。

但是，“刑”等于法律制裁

这种理解恰恰是有问题的。即使

在今天，刑罚也并不等于法律制

裁，何况是在“刑不上大夫”这

个主张提出的年代。在儒家提出

这个主张的时代，“刑”是有特

指的，它至少包括三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就是所谓肉刑。

那个时代的肉刑共有五种：墨、

劓、剕、宫、大辟。墨刑就是在

人的额头上刻字涂墨，劓刑是割

掉人的鼻子，剕刑是砍掉人的脚，

宫刑是毁掉人的生殖器，大辟则

是死刑。这五种刑罚都是以残害

人的肉体为特征的，其中劓、

剕、宫三种肉刑，受刑人一经施

刑，终生残废。

第二层含义，笞刑等体罚刑。

汉文帝时代进行刑法改革，肉刑

变为笞刑，这在理论上绝对是一

个进步，比常常造成受刑人终生

残废的肉刑要人道，但仍然是体

罚之刑。笞刑在操作上受施刑者

主观影响大，如果打得轻，受刑

人痊愈后可以康复，但是如果打

得重，也会致人死亡。这也就是

史书上说的：“外有轻刑之名，

内实伤人。”

第三层含义，受刑还意味着

遭到刑吏狱卒的种种人身羞辱，

让人彻底失去尊严。

综合上面这三种情况，从司

法角度来看，“刑”意味着苛酷

和野蛮。我们可以举出一个历史

上的具体实例来说明这一点。汉

朝的开国功臣周勃曾被汉文帝投

入监狱，出狱后，他说了一句话：

“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

贵乎?”可见，在监狱里，他有

过极其痛苦的经历。周勃的遭遇

得到了广泛的同情。汉代著名的

政论家贾谊曾经针对此事上书汉

文帝，对“刑不上大夫”作了精

彩的论述。

其实，贾谊并不是完全从司

法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他还从

政治生态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

题。由于“大夫”本身即是政治

人物，所以“刑不上大夫”这个

主张对降低政治斗争的残酷程

度，从而改善政治生态具有非常

大的积极作用。

在现代社会，除死刑外，不

仅肉刑、笞刑等体罚刑已经取

消，对罪犯的人身羞辱也被法律

所禁止。新加坡保留“鞭刑”这

一体罚刑，就经常受到国际人权

组织的批评。由此可见，今天，

不仅“刑不上大夫”，而且“刑

不上庶人”。

明白了这些，我们就会知道，

“刑不上大夫”意味着保证大夫

们的人身权利和尊严，也可以降

低政治生态的严酷。这比起法家

的严刑峻法无疑更文明、进步。

当然，这个文明程度的提高还有

局限性，因为它还没有扩展到庶

人。对庶人，从宽容与人道出发，

儒家也提出过轻刑或慎刑的观点。

“刑不上大夫”并不等于说

大夫们就不再接受法律制裁，而

是说制裁要改以其他较为文明的

方式，比如监禁、赐死，等等。

我们还是接续上面的历史实例，

对贾谊的上书及有关论述，汉文

帝深以为然。公元前 170年，汉

文帝的亲舅舅薄昭犯了死罪。这

一次，汉文帝没有采取下狱处刑

的办法，而是派人穿着丧服到舅

舅家里哭。薄昭没有办法，只得

自杀，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从这

个实例也可以看出，刑不上大夫

与不受法律制裁其实是两回事。

法家的“一断于法”表面上

看起来是平等的，但在实质上，

不过是一份平等的残酷，如果上

层人物都可以残酷对待，那么下

层人物的命运就更不必说了。在

文革中，对儒家“刑不上大夫”

这个主张的批判最激烈，可见，

文革是主张“刑上大夫”的。可

是，当开国元勋都受到造反派们

拳打脚踢的体罚时，普通人又如

何能够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呢?

所以，“刑上大夫”的时代不可

能是好时代。

史海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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