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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 擴展我的醫療業務 
為更多好夥伴帶來重生的機會

利用適合您企業的信貸和個人指導 
讓發展事業充滿新的可能

讓我們攜手為您的企業找出適合的信貸選擇，向您的業務 
目標加速前進。有了我們的網上資源、信用查詢工具和經驗 
豐富的華語專員，我們能夠齊心協助您的企業慎選信貸， 
持續往前邁進拓展業務。

瞭解您的信貸選擇，請上網 
wellsfargoworks.com/credit 
 （英文版）。

2017年隆重推出 - 東方快車暢遊西藏及古絲綢之路豪華專列！
全世界只有四輛列車可以稱為東方快車，其中一輛就是在中國！

2009 年國際豪華火車旅遊者協會（IRT）
公佈了全球 25 條最佳火車旅遊線路，中國東方
快車（又稱 香格里拉號）名列第十位。上榜者
必須符合服務、食宿、風景、線路、旅遊者體
驗等眾多苛求標準，所以極 具參考性。

全世界只有四輛列車可以稱作東方快車，
其中一輛就是在中國。東方快車是中國目前最
高等級的豪華旅遊列車，相當於陸地上的遊輪
，只接待外賓（外國護照或擁有外國永久居留
身份），列車不上內賓。

東方快車在各出入站口均有專門的列車車
庫，客人無需和內賓擠在火車站的出入站台，
可以有專門的站台上下列車，不進普通火車站
台。

東方快車外表和普通火車外表一樣，是因
為以前只接待國家領導人，為了保證安全性而
特別要求外表不要突出。零部件是德國奔馳公
司製造，車體是加拿大龐巴迪公司製造，全封

閉車廂且保持最舒適人體溫度，火車
上睡覺感覺平穩，不會太感覺啟動的
顛簸。

每節車廂有8個包廂，每節車廂
頭尾都有洗手間，洗澡是到專門的沖
涼車廂享用，並可以提前預約，避免

排隊等候。全中國的列車只有東方快車配有專
門的沖涼車廂。

包廂設有雙人包廂、三人包廂及四人包廂
，原則上兩人報名不設拼房，只能按雙人包廂
價格收客（左右兩張床），三人報名則使用三
人包廂價格（上下左右各有一張床，請向客人
解釋在火車上是3人包廂，而在酒店則是雙人
房加床，如客人不願加床，則需另付酒店單間
差），四位成人報名，由於車廂空間較窄，請
建議客人使用兩個雙人包廂，如是父母帶兩位
大小孩報名則沒有問題。如一位客人報名，如
願意拼房，可以選擇雙人包廂價格，由東方快
車負責拼房，如客人不願拼房，則請使用雙人
包廂價格+酒店單房差+列車單房差。

東方快車共承載160位客人，另設70位服
務人員，未含導遊及領隊，即平均兩人就有一
位工作人員提供服務，每次下車均有專人收拾
房間及新鮮水果供應。

東方快車有專門的餐車，並附設國家特級
廚師一名及高級廚師四名，列車上用餐4人一
桌，正餐期間免費提供紅酒、啤酒、飲料及餐
後水果。

凡乘坐東方快車將會得到由列車長親筆簽
名的《中國東方快車乘車證書》，世界上獨一
無二，永久紀念。
將世界最罕見的美景為您一次呈現
→拉 薩：人類的淨土“世界屋脊——聖城拉薩
”。
→江 孜：尋找達賴喇嘛轉世靈童的聖湖——羊
卓雍錯。
→日喀則：後藏重鎮，歷代班禪的駐錫地。
→可哥西裏：全球三大無人區之一，被譽為
“生命的禁區”。
→青藏鐵路：創造了九項世界之最，欣賞神秘
的“雪域天路”
→西 寧：三江源頭之最純淨的水澆灌出來的聖
潔之花—“大美青海”。
→蘭 州：“倚岩百丈峙雄關，西域咽喉在此間
”的古絲路重鎮。
→嘉峪關：世界八奇跡之一萬里長城的西起點
。
→敦 煌：始建於前秦時期的莫高窟，被譽為

“20 世紀最有價值的發現”。
→吐魯番：世界聞名的葡萄和瓜果之鄉。
→烏魯木齊：世界上離海洋最遠的城市，西域
古國經濟文化重鎮
休斯頓 全旅假期

713-568-8889
7001 Corporate Dr. # 210 Houston TX

77036
(美南銀行後棟大樓)

www.chinatourus.com
Wechat: chinatourus

無購物純玩豪華經典超值
4條經典線路可供您選擇

12月31日前報名立減$100/人

（本報記者秦鴻鈞 ）無
論在何種年代，何種年齡，命
理的話題是大家永遠取之不盡
，興味盎然的話題。美南電視
自從今年 四月明明師曾百森
的節目 「 易理乾坤，奇門遁
甲 」 ，之後，將於今晚（ 周
一 ） 晚間七時半至八時，再
推出台灣命理界的泰斗---
命理界2015 年台灣百業達人
獎的得主金凱老師的 「 掌中
奇門」 節目。金凱老師除了
在台灣命理界享有興盛名外，
他還有30 幾年外商公司高階
主管的經驗，及得過全球總裁
獎，相信以他個人的人生體驗
及對命理的素養，必然對所有
觀眾的人生規劃及視野有所啟
發，敬請屆時準時觀賞，並歡
迎來電。

金凱老師，本名陳學彥，
是紫陽門派在台灣的第四代弟
子。道號毓晉子，來自台灣台
中。金凱老師在命理方面的主
要經驗如下：
中華周易地理協會---監事兼
永久會員
九天武術開運中心---命理學
家
台中市星象易理堪輿協進
會---理事
台中市星象易理堪輿協進
會---姓名學/八字/易經卜卦/
陽宅堪輿 專業顧問
中國杭州伯洛納諮詢顧問公
司---命理學家
中華星相易理堪輿師協進
會---會員
大台中星相堪輿堪輿職業工
會---會員

廈門命理公司---命理顧問
東南亞命理公司---命理顧問
三引易經開運堂---負責人
豊顏人生規劃諮商中心---執
行長

金凱老師的經驗非常特別
，命理方面他得到2015年台
灣百業達人獎，除了命理以外
，他的經營管理的功力非常高
，有30幾年外商公司高階主
管的經驗，曾經服務過的外商
公司包括美商公司，英商公司
，德商公司與澳洲公司，他在
美商集團時也得過全球總裁獎
，也是台灣一家上市公司集團
的CEO退休，基於這兩種因
素的結合，老師也幫很多人做
生涯規劃。

老師這次來到休士頓，跟
各位觀眾朋友結緣，幫觀眾朋

友們回答你們的各種問題，老
師經驗豐富，足跡踏遍台灣、
中國、東南亞。這次來休士頓
，節目中老師主要是用奇門遁
甲來回答各位觀眾朋友的問題
，不管你們有什麼問題，請不
要客氣，拿起你們的電話打進
去，但是也要跟各位朋友先說
一聲抱歉，因節目時間的限制
，老師只能給你一個方向跟指
引，有些問題可能沒辦法在節
目中回答得很深入，如果觀眾
朋友們有需要了解的更詳細，
請你在節目過後再打電話跟金
凱老師的助理約時間，或者節
目中打不進去的觀眾朋友，或
者有些不方便在節目中問的問
題，也請在節目過後，直接打
電話跟金凱老師的助理約時間
。

從上巿公司集團的CEO 到命理界2015台灣百業達人獎得主
金凱老師主持美南電視 「 掌中奇門 」 節目，將於今晚七時半隆重登場

金凱老師（ 右 ) 主持的美南電視 「 掌中奇門」 節目，將於今
晚七時半隆重登場。（ 左 ） 為其助理珊珊。（ 記者秦鴻鈞
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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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15.3《味全小廚房》
10月起與糖城家樂超市合作！

（本報記者黃梅子）美南國際電視15.3《味全
小廚房》從2012年開播，至今已經播出4年了。
從今年起，《味全小廚房》每月播出一期，每月的
第三周播出，由主持人翁大嘴和錦江酒家的丁師傅

一起教大家做菜，介紹味全的產品和調料
。
美國味全食品公司是信譽卓著的食品公司

，味全公司有200多種產品，而且不斷在
研發推出新產品。美南國際電視15.3《生
活》節目從2012年起，與美國味全食品公
司合作推出由味全食品公司冠名贊助的電
視節目《味全小廚房》，大受歡迎。往年
的《味全小廚房》每年播出四個月，每個
月兩期。節目播出以後，很受家庭主婦和
吃貨們的歡迎。
本期的《味全小廚房》，第一道菜丁師傅

教大家用味全新產品的魚漿做魚面筋，第
二道菜是宮保雞丁，第三道菜用味全的芝
麻小湯圓和水磨小湯圓做上海點心酒釀圓
子。道道菜精致，道道菜好吃！

從本期《味全小廚房》開始，節目組與糖城家
樂超市合作。《味全小廚房》所需之食材全部由糖
城家樂超市贊助，家樂超市貨源充足，光冷凍躺櫃

就有48個，所以各種味全產品十分齊全
。每期《味全小廚房》結束時我們都會
出一道有獎問答，答對問題的前10位觀
眾都可以得到一張由糖城家樂超市提供
的10元購物卡。

要吃正宗上海菜，手藝最贊丁師傅
。丁師傅來到休斯頓已經有幾十年了，從最開始
downtown的“洞庭”，到“丁師傅私房菜”，再
到“錦江酒家”和“豫園小吃”，丁師傅在休斯頓
飲食界聲譽卓著，手藝一級棒！

《味全小廚房》的主持人翁大嘴通中、英、日
三種語言，而且擅長做日本料理。他跟丁師傅搭檔
，可謂珠聯璧合。

本期《味全小廚房》節目於周日10月23日下
午5點在美南國際電視15.3頻道首播，週一10月
24日晚上8點重播，周二10月25日中午1:30再次
重播。《味全小廚房》是《生活》節目的一部分，
每月播出一期，月月都有。千萬不要錯過這難得的
機會，跟著丁師傅學做菜！

（本報記者黃梅子）這幾天，中國城的錦江酒家突然

進來很多老美，而且每個人都點上一籠小籠湯包，走的時

候還打包一籠，忙得廚房手忙腳亂。老板丁師傅一打聽，

原來前幾天Houston Chronicle美食專欄的記者微服私訪

來錦江酒家吃了小籠湯包，回去之後贊不絕口，在Hous-

ton Chronicle上提筆撰文，誇獎錦江酒家的小龍湯包是休

斯敦最好的小籠包。老美們看了報紙和網絡後，從休斯敦

的四面八方跑來中國城，專程來品嘗丁師傅的小籠湯包。

在休斯頓，丁師傅是一塊響當當的金字招牌。丁師傅

的錦江酒家和位於家樂超市內的家樂小廚生意都很火，食

客如雲。錦江酒家以做上海本幫菜和海派川菜而出名，再

加上精致的裝修，熱情的服務，使錦江酒家成為了休斯敦

華人宴客和聚會的首選餐館。一直以來，錦江酒家還有許

多精致上海點心味道令人無法抗拒，生煎包、小籠湯包、

豆沙鍋餅、鮮肉月餅、糖酥餅、蟹殼黃、鮮肉粽子、砂鍋

小餛飩等都是錦江酒家的拿手小吃。從去年開始，錦江酒

家每天從上午10點至下午4點推出天天茶市，不但有廣東

點心，也有上海點心。廣式蒸點有：鮮筍蝦餃、蟹黃燒賣

、鮮蝦釀豆腐、蠔油腐竹卷、醬油蒸鳳爪、珍珠糯米雞、

蠔油叉燒包。煎、炸累廣式點心有：蜂巢香芋角、家鄉鹹

水角、臘味蘿蔔糕、金絲炸蝦丸、油條等。腸粉類廣式點

心有：鮮蝦腸粉、蔥花蝦米腸粉、香西牛肉腸粉、玉子豆

腐腸粉、排骨腸粉、白腸粉等。甜品類廣式點心有香滑奶

黃包、香滑馬拉糕、香脆芝麻球、蛋撻、炸鮮奶等。

事實上，錦江酒家的點心樣樣好吃，外國人知道的中國點

心太少，光一樣小籠湯包就已經讓他們美上了天。錦江酒

家又幾樣上

海點心如酒

釀圓子、豆

沙鍋餅、粢

飯糕，那都

是獨一份，別的地方根本吃不到。丁師傅這兩天又推出了

炸年糕，這是上海獨具風味的傳統小吃，炸出來的年糕軟

糯酥脆、色澤金黃，入口頰齒留香，回味無窮。

這些點心價錢從$2.50至$4.50，好吃不貴，隨到隨點

。

如果你來錦江吃飯，不管是請客還是自己大快朵頤，

點上幾個愛吃的上海本幫菜，再點上幾客點心當做頭臺，

與三五好友邊吃邊聊，真是一件快事。如果您是一個人來

，熱情的老板丁師傅會自來熟地跟您聊上一會兒，包你乘

興而來，盡興而歸。

錦江酒家

地址：9968 Bellaire Blvd., #160（黃金廣場），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995-0985

錦江酒家的小籠湯包被Houston Chronicle評為Houston Best!

《味全小廚房》拍攝現場

丁師傅做的魚面筋

味全新產品——味全魚漿

小籠湯包

本
報
記
者

秦
鴻
鈞
攝

救國團昨舉行65 週年團慶，唱跳結繩研習營

劉先覺老師（ 左一） 教唱的情景。

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致詞。

（ 右起） 主講人劉先覺老師，主持人常中政， 「 休士頓救國團團友會」 會
長徐朗，僑教中心莊雅淑主任在研習營上。

前來幫忙的義工（ 右起） 京劇程派名角古愛蓮夫婦，及會
長徐朗的哥哥徐磊。

昨天前來參加研習營的救國團會員涵蓋老，中，青。

現塲全場起立，
學習唱跳等團康
活動。

圖為劉先覺老師在
研習營教大家復習
演唱救國團團歌。

會長徐朗（ 中立者 ） 在大會上致詞。



C7環球視野

月亮會變臉！隕石撞擊頻繁
每8萬年換個面貌

据外媒报道，一项根据美国宇

航局 (NASA)数据进行的研究显

示，月球表面会频繁遭到太空陨

石撞击。每隔 81000年，月球就会

完全“变脸”一次。

据报道，月球表面 2厘米厚的

尘土，翻搅频率比原先预期多 100

倍。约 81000年，尘土碎片就会从

陨石坑内飞出，如同将月球表面完

全翻搅了一番。

这份研究也估算出，小行星和

彗星频繁撞击月球，每年平均新形

成180个直径至少10米的陨石坑。

《自然》期刊刊出的这份研

究，公布了美国宇航局“月球轨道

探测器”(Lunar Reconnaissance Or-

biter)2009年以来拍摄的月球遭“撞

击前与撞击后”的对比照片。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史拜尔

(Emerson Speyerer)领导的科学家团

队定期比较同一区域的影像变化，

并计算新出现的坑洞数量。

他们的结论是，和先前的模型

相较，“我们侦测到 222个新出现

的陨石坑，还发现直径至少10米的

坑洞，比先前预测的多了33%。”

別樣魅力：日本老奶奶啦啦隊
平均年齡70歲

提到拉拉队，你脑海中是否

会立即浮现出一群青春洋溢的美

少女，活力满满、火辣热舞的景

象？但据外媒报道，在日本有一

支平均年龄达 70岁的“老奶奶拉

拉队”，她们奋斗的历程也有着

一种别样的精彩。

据报道，当前，日本人的平

均寿命为女性 87岁，男性 80岁。

而按照该国的标准，其“健康寿

命”则需各减少十岁。

不过，这支“老奶奶拉拉队”

的成员们可不这样想。首先，要

加入她们，年龄就要达到 55岁以

上。用团队中 84岁的成员泷野文

恵的话说，成为一名活力满满地

拉拉队员正是她们保持年轻的秘

诀。

在很多公开场合上，她们化

着精致妆容，身穿镶着金边的粉

红色短裙，像那些年轻女孩一样

表演热舞，彰显赛场激情。这也

让她们将身心都保持在一种充满

活力的状态。

不过，由于年龄和健康等原

因，这里的成员人数已呈逐年减

少之势。新成员的招募也逐渐成

为难题。

即便如此，60 多岁的团队成

员草岛伸子还是不减对自己团队

的热爱。她表示，除了保持活力

外，在这里大家还可以找到志同

道合的伙伴，刚好为愈发孤单的

老年生活增添几许慰藉。

炫酷“雲音樂”！
科技公司設計懸浮揚聲器模擬雷雲

据英国《每日邮报》10 月 13

日报道，近日，在苹果公司和全球

老牌音乐服务商声破天(Spotify)在

云音乐上展开正面对决时，已有设

计者计划将真正的“云音乐”付诸

实践。

该设计项目名为“制作天气”，

由美国理查德•克拉克森工作室和

荷兰 Crealev 公司合作开发。这款

设计由一朵漂浮的云和一个金属底

座构成，云朵和底座内都设有磁性

部件，使得云朵可以在底座上方悬

空 2到 5厘米。该设计内置蓝牙音

响和声控 LED 灯，可以创建独特

的虚拟闪电和雷声以作为其音乐反

应模式。一旦底座连上电源，可充

电锂离子电池就会为悬浮云供电，

使其充分实现无线悬浮。

据了解，目前该悬浮云设计只

是一个构思，这两家公司希望能够

尽快研发成功，将产品推向市场。

調查：美國擁槍族偏愛手槍
3%人口掌握上億槍支

据台湾《联合晚报》报

道，一项最新研究显示美国

拥枪群体出现了新趋势：拥

枪族越来越喜欢的不是步枪

和霰弹枪，而是手枪，因为

手枪体积小，出门容易随身

携带，必要时用以自卫。

这项研究 2015 年由哈佛

与西北大学合作完成，发现

手枪在美国私有枪支中数量

比例占42%，比1994年的34%

增加不少。

41 岁的亚拉巴马州妈妈

阿卡札太太，2014年以来身上

几乎任何时候都藏两把手枪，

一早起床，钱包里塞一把，

腰带内侧别一把，才出门干

活。她住在某处市郊，对打

猎没什么兴趣，为什么要两

枪随身？她说，“防身”：

“我带枪有三个非常重要的

理由：我的三个孩子。”

报告显示，类似阿卡札

的拥枪族日益增加，拥枪的

首要理由是保护自身安全。

1994年，46%拥枪者以此为理

由购枪，20 年后比例上升到

63%。

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资料，美国的暴力犯罪

过去 25 年来大幅下降，但年

度集体枪击案(四或五人丧生

的枪击案)比例则大幅增加。

美国有些地方隐密持枪

(concealed-carry，随身武器不

外露)的申请案数量创下新

高。2013 年，一名持枪男子

在阿卡札女儿就读的中学内

挟持了五名女学生当人质。

阿卡札回忆说：“老天，事

情离我家不到十公里，我的

孩子就在那里，我说什么也

得想尽办法保护他们。”她

随后学习成为武器教练，主

持全美拥枪网“女人当自武”

的阿州分部，并为《隐密持

枪杂志》撰稿。

美国的枪枝数目与拥枪

者的数目都在上升。1994年，

约 4400 万美国人拥有 1.92 亿

支枪，到今天，则有约 5500

万人拥有2.65亿支枪。

其中一个发展趋势是，

美国的枪支集中在少数人口

手中：全国枪支大约由人口

的 3%拥有，而这些拥枪超多

者的特征从 1994 年以来无大

的改变：大多数是男性、白

人、30 岁以上、来自农村地

区。

研究人员分析，拥枪族

越来越爱买手枪的原因包括：

24 小时不间断的新闻渲染使

人觉得世界越来越危险；农

村人口减少、打猎风气下降，

使枪械业者必须寻找新客源，

以及业者积极推销隐密持枪

和保护自身安全的观念。

研究人员指出，多项研

究显示，拥枪不代表更安

全 。 《英格兰医学期刊》

1992 年与 1993 年的报导就显

示，家中有枪者，杀人风险

增加 2.7倍，自杀风险增加 4.8

倍。

挂斷千余求救電話
美國一名911接線員被訴

在美国，911接线员承担

着巨大的责任，也是求助者

的希望。然而，最近美国休

斯顿的一位 911电话接线员却

被起诉，原因是她曾挂断了

上千个求助电话。

据美国媒体报道，10 月

5 日，哈里斯郡对一位名叫

柯丽珊达 · 威廉姆斯 (右图)

的 43 岁 911 接线员提起两项

诉讼。威廉姆斯被指牵涉千

余起“超短通话”，即通话

时间少于 20 秒的电话。这

些通话发生在 2015 年 10 月

到今年 3 月之间。休斯顿急

救中心的经理劳德本周四表

示，威廉姆斯已于今年 8 月

被开除。

无视抢劫报案致死1人

在一个案例中，报案者

在便利店里经历一场抢劫，

但是他的电话很快被威廉姆

斯挂断，报案者不得不再次

拨打 911，向另一位接线员求

助。但过程的波折耽误了警

方反应的时间：当警察到场

时，便利店的经理已经被枪

击致死。

今年3月11日，一名保安

拨打 911，称两名骑摩托车者

正在休斯顿的快车道上以疯

狂的速度飙车。警方称，威

廉姆斯正是当时的接线员。

她还没等到报案者报上姓名，

便匆匆挂断电话。根据电话

录音，威廉姆斯挂断电话后

说：“说真的，没人有时间

管这事儿。”

一位曾经的电话求助者

彭德利说，今年 3月 1日，他

的妻子突然晕倒、失去意

识。彭德利一只手为妻子做

心肺复苏术，一只手打电话

找 911求助。他告诉接电话的

威廉姆斯说，自己的妻子晕

倒了，需要救护车。威廉

姆斯只说了句“好的”就挂

上了电话。彭德利再次拨打

911电话，才得到了相应的救

援。

警方称，今年 6月对威廉

姆斯进行讯问时，她曾对警

方说，经常挂断电话的原因

是她那时候不想和任何人说

话。如果罪名成立，威廉姆

斯将面临最高一年的监禁，

以及每项罪名 4000 美元的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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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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OFF

花崗石

平方呎

Peach &
Tea Brown

特價

帶按裝費＊

$14.95

＊櫥櫃15%折扣
並有送貨及按裝服務

優質
楓木實木櫥櫃
軟滑軌關閉抽屜

NEW
白色活動櫥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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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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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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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终于踏上

了这篇广袤并富于活力生机的土地，也

许你的旅行计划是在快节奏的曼哈顿悠

闲地享受着落日下的长岛冰茶，在不分

昼夜的赌城豪赌，在西海岸吹着海风和

加州甜橙一样让阳光把自己喂饱，甚至

只是去费城感受一下历史的沉重与变

迁，这些都不是我们需要过多思虑的，

既然来到这个开放跳跃又井然有序的国

家，提前记住一些美国当地风俗也不失

为一种精神体验。

美国文学

作为反映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预

示社会发展方向的一面镜子，美国文学

也体现出美国人独特的哲学观、价值

观。美国早期的移民多是从英国或者欧

洲来到这片新大陆的，他们想摆脱欧洲

旧的封建传统，追求自由、民主。而这

些要求体现在文学方面，个人主义成为

贯穿早期美国文学的一个特色。就此而

言，美国文学的发展是承前启后，极具

连贯性的。

美国梦

美国梦是一种相信只要在美国经过

努力不懈的奋斗便能获致更好生活的理

想，人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工作勤奋、勇

气、创意和决心迈向繁荣，而非依赖于

特定的社会阶级和他人的援助。许多欧

洲移民都是抱持着美国梦的理想前往美

国的。

美国语言

由于没有联邦地位的官方语言，部

分州将英语定为官方语言，但英语是事

实上的官方语言，就整个联邦而言，并

没有统一的官方语言。由于多年来推动

英语为官方语言的运动，美国 50个州中

已有 31个州通过立法规定英语为官方语

言，也有其它一些州提出相关议案，不

过，面临的阻力相当大。有3个州承认其

他语言与英语有平行地位：路易斯安那

州的法语，夏威夷州的夏威夷语和新墨

西哥州的西班牙语。

美国体育

体育在美国是民族文化一个重要的

组成部分。美国人喜欢一些特别在美国

流行的体育项目，例如与美式橄榄球、

棒球、篮球和冰球相比，足球在美国是

一个比较冷门的体育项目，但随着越来

越多的少年从事这项世界上最受欢迎的

运动，足球亦被认为是在美国最有潜力

发展的运动。在体育比赛中所体现出来

的美德如团体精神、公正、纪律和耐久

性在美国社会中有很高的声望。

“请不要和美国人谈论这些”

美国人的三大忌：

一是忌有人问他的年龄，二是忌

问他买东西的价钱，三是忌在见面时

说：“你长胖了!”。年龄和买东西的

价钱都属于个人的私事，他们不喜欢

别人过问和干涉。至于“你长胖了!”

这句中国人习惯的“赞赏话”，在美

国人看来是贬意的。因为在美国的

“瘦富胖穷”的概念，一般富人有钱

游山玩水，身体练的结实，容貌普遍

消瘦;胖人没多少钱，更无闲习去锻炼

了，所以偏胖。

信仰忌讳

美国人忌讳“13”、“星期五”、

“3”。认为这些数字和日期，都是厄

运和灾难的象征。还忌讳有人在自己面

前挖耳朵、抠鼻孔、打喷嚏、伸懒腰、

咳嗽等。认为这些都是不文明的，是缺

乏礼教的行为。若喷嚏、咳嗽实在不能

控制，则应同部避开客人，用手帕掩

嘴，尽量少发出声响，并要及时向在场

人表示歉意。他们忌讳有人冲他伸舌

头。认为这种举止是污辱人的动作。他

们讨厌蝙蝠，认为它是吸血鬼和凶神的

象征。

“不是任性的无拘无束”

礼仪礼节

美国人与客人见面时，一般都以握手

为礼。他们习惯手要握得紧，眼要正视对

方，微弓身。认为这样才算是礼貌的举

止。一般同女人握手美国人都喜欢斯文。

美国人在社交场合与客人握手时，

还有这样一些习惯和规矩：如果两人是

异性，要待女性先伸出手后，男性再伸

手相握;如果是同性，通常应年长人先伸

手给年轻人，地位高的伸手给地位低

的，主人伸手给客人。他们另外一种礼

节是亲吻礼。这是在彼此关系很熟的情

况下施的一种礼节。

饮食习惯

美国人在饮食上如同他们的脾气秉

性一样，一般都比较随便，没有过多的

讲究。但目前他们已越来越重视食品的

营养，吃肉的人渐渐少了，海味及蔬菜

品种越来越受他们的青睐。他们喜欢

“生”、“冷”、“淡”：“生”是爱吃

生菜多，习惯菜品上锅就一“冒”，因

其特别重视菜肴的鲜、嫩;“冷”是乐于

吃凉菜，不喜欢过烫过热的菜肴;“淡”是

喜欢少盐味，味道忌咸，稍以偏甜为好。

美国人饮食上忌食各种动物的五

趾和内脏;不吃蒜;不吃过辣食品;不爱吃肥

肉;不喜欢清蒸和红烩菜肴。

美国人不习惯厨师烹调中多用调料，

而习惯在餐桌上备用调料自行调味。他

们平时惯用西餐，一般都一日三餐。早、

午餐乐于从简，晚一天的主餐，内容比

较丰富，但也不过是一两道菜。加上点

心和水果。美国人对中餐是普遍欢迎的。

他们在使用刀叉餐具方面，一改欧洲人

惯于马叉不换手的习惯，他们好以右手

为刀割食品后，再换叉子取食用餐。他

们特别愿意品尝野味和海味菜肴，尤其

对蛙肉和火鸡更加偏爱。

美國生活禮儀風俗最全
美国礼仪文化与中国有很大的

差异，为了避免尴尬，要好好留意

在美国各种社交场合需要注意的细

节。

一、仪表衣着

在美国，大家很注重仪容整

洁、看场合穿衣。平时会衣着会较

为随意，但也会干净得体，在公共

场合穿各种服装的都有，体现休闲

个性的风格。在正式社交场合则非

常注重着装，参加社交活动，请注

意请柬上有关服装的规定。男士出

席正式场合的服装分好几种，可以

是“白领结”、“黑领结”、“正

装”等三个不同档次，不要轻易按

照自己的理解去判断。

在美国举办各种宴会，什么场

合穿什么衣服是很有讲究的。如果

写的是“白领结”，属于正式着装

中的最高档次，要求穿黑色“燕尾

服”，配白衬衫、白背心、白领结，

黑皮鞋，女士必须穿拖地晚礼服。

如果注明了“黑领结”，男士则一

定要穿无尾礼服，系黑色领结，女

士须穿晚礼服，长短没有严格规

定。如果仅仅是注明“正式穿着”，

男士穿西服就可以了，女士可以穿

小礼服，通常所说的赫本式小黑

裙，肯定不会出错。

美国是比较自由的国家，请帖

上即便有着装规定， 你硬是不肯

遵守，也没有人请你吃罚单，只是

会令人看不起，自己尴尬而已。此

外，美国人也不歧视外国的正装，

如果你不喜欢“西方那一套”，穿

着“中山装”、 “列宁装”或

“毛装”出场，或穿着非洲或阿拉

伯人的大袍子出场，也都叫“正

装”，都可以接受。

即便有规定，还有“硬规定”

与“软规定”之分。如果是 软规

定（Preferable），那么他规定你穿

“黑领结”，你穿上当然最好，不

穿也行，穿普通西装领带也可以。

但是需要正装的场合下却穿便装

（Casual）出席，就是对主人的不

尊重了。反之，如果在穿便装的场

合你倒是穿正装出席，就是“着装

过度”（Over Dressing），同样会

引起尴尬。

近来在美国亚裔聚居城市的公

共场合，总有个别人士不注重形象、

举动更让人跌破眼镜。家住洛杉矶

的周小姐透露，周末中午在一家超

市人潮涌动，一对穿着短袖薄纱睡

衣、脚踩拖鞋的母女在人群中特别

显眼。“母亲大约半百，当时头上

还卷着发卷，女孩估计也有 20 多

岁、头发蓬蓬的一看就没梳洗，两

人薄薄睡衣也让内衣若隐若现”。

当时两人回头率非常高，但大家看

了后都是无奈摇头或是相视而笑。

虽然天气炎热但也不应如此不注重

形象，毕竟去的是公共场合，不同

族裔的人都有，非常不合时宜。

二、用餐礼仪

美国人中午吃得简单，一般都

是三明治、披萨、汉堡包或沙拉，

晚餐则比较正式，尤其是到别人家

做客。美国人吃饭用刀叉，用哪只

手写字，就用哪只手举叉送食物到

嘴里。比如说右撇子应该先用右手

拿刀把食物切成小块，然後再把手

换过来，同样用右手举叉送食物到

嘴里；左撇子则相反。举叉的方向

也有讲究，与欧洲人不同，美国人

以叉子正面将食物送入口中。

在餐桌上，大家轮流取食品，

男客人应请他身旁的女客人先取，

或者问她是否愿意让你代取一些，

如需要某种东西时，应在别人背後

传递。中国人喜欢饭後剔牙，但在

美国餐桌上这样是不礼貌的。如果

有东西塞了牙非取出不可，最好等

没有别人在场时再取出。

美国人在家里请人吃饭时,特

别重视宴会的气氛。餐桌上的刀

叉、盘子及餐巾等都会排列得非常

漂亮。中国家宴里，主人边炒菜边

招呼客人，大家一边吃一边上菜，

以保证菜的新鲜热辣。在美国，当

客人抵达时,女主人早已把菜饭全

准备妥当了。此时女主人的主要任

务便是要周旋在众宾客之间与大家

寒喧话家常了, 如果这时还得在厨

房里忙得团团转的话, 依照美国人

的规矩这是很失礼的。

三、公众举止

美国人在公众场合很注意文明

礼貌。在美国一定要注意不要随处

吸烟，在禁烟区吸烟被抓到会被罚

款，飞机和公共交通工具上吸烟是

绝对禁止的。在某些州，离建筑物

一定距离的室外也不准吸烟。吸烟

之前需要问周围的人是否介意，在

美国通常会在吸烟区的固定位置吸

完再离开。

在公共场所打电话切记大声嚷

嚷，特别是在车厢内、饭店、博物

馆等封闭空间。在剧院观看的演出

的时候，请把你的手机调成静音，

也尽量避免发短信，因为手机屏幕

的光线会影响他人观看演出。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做任何事都有

排队的习惯。排队时都是以到达的

先后次序排队等候，排队时自觉与

旁边的人保持适当距离，特别是在

提款机取钱的时候。

四、交谈聊天

在美国从小就养成说话要有礼貌

的习惯。在日常生活中, 即使与家中

父母, 兄弟姐妹说话, 也都会使用

“Please"”(请)及“I am sorry” (对

不起)等用语。在公众场合打喷涕后

要赶快说声 “ Execuse me （抱

歉）”, 附近的人通常都会异口同声

地对你说“Bless you（保佑你）” ,

打喷涕的人也都会说“Thank you”

致谢。 有时候陌生人在路上碰了

面，会面带微笑地打招呼说“How

are you ”。有的朋友初来乍到，不

习惯和陌生人打招呼，会假装视而不

见，这样是非常不礼貌的。

美国人聊天的时候不喜欢靠得

太近，彼此保持一臂的距离。大多

数美国人初次见面以握手表示友好，

拥抱仅限於家庭成员和朋友之间，

亲吻更是仅限於亲戚和恋人之间。

大多数美国人喜欢别人直呼他的

名，即使上下级之间也如此。但是

在别人没有示意你直呼其名之前，

保险的做法是称呼其为某某先生/

女士。美国人的称谓习惯反映出了

美国社会较为休闲的文化风俗。

在美国应该避免跟美国人谈敏感

话题，如政治、宗教、同性恋、种

族、堕胎等，因为搞不好就会变成美

国最敏感的种族歧视问题。

美国人对年龄的看法与中国人

大不相同。在国内人们提倡尊老，

言语中经常夹杂着“老先生”“老

前辈”等词语表示尊重。但是在美

国，人们却不喜欢别人提起自己的

年龄，尤其是女士。

五、注重隐私

美国法律规定，私人财产

（private property)神圣不可侵犯，

特别是私人住宅。未经许可进入他

人私人住宅（trespass)是侵权行为

。曾经有司法判例规定，业主可对

非法入侵者使用暴力来自我防御而

不需负刑事责任。美国的独栋住宅

（singlefamily house)大多临街而建

，房子前院紧挨人行道，院子里满

是花草果实。不过请注意，别人家

的院子，只可远观不可近玩，即使

主人没有安栅栏，也不可走进去或

采摘花草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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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石品種最多！規模最大，價格最低！
批發！

二十年安裝經驗

多個僑鄉入選首批中國特色小鎮
專家解讀“特”在哪裏

近日，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

布了首批 127 个中国特色小镇，其中

包括了十余个著名侨乡。广东江门开

平市赤坎镇，福建泉州市安溪县湖头

镇，海南琼海市潭门镇等侨乡纷纷上

榜。

特色小镇重在特色。侨乡特色小

镇“特”在哪里？“最大特色莫过于

其侨乡韵味”，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教授胡刚告诉中新社记者。

例如，广东开平侨胞以旅居北美

为多，由华侨聚居留下的680余座骑楼

建筑中西合璧，成了赤坎镇的宝贝。

而福建泉州侨胞大部分分布在东南

亚，保留了更多中国传统文化，新衙、

旧衙、问房、贤良祠、宗城土楼等明

清古建筑随处可见。海南琼海的华侨

则带回南洋文化，依托南海地缘关

系，形成独特的渔业风情。

“一定要留住‘侨味’，一方面

吸引侨胞回乡长期或短期居住，更重

要的是为华侨华人后代‘留根’。”

美国华盛顿州中国统一促进会会长方

伟侠就出生在赤坎镇，提到家乡入选

特色小镇名单，他难掩兴奋。

“这同样为侨商侨资的回归提供

了平台，也迎来了机遇。”方伟侠介

绍到，赤坎镇独特的风情吸引了大量

影视剧组前来取景、拍摄，他很乐意

提供自己与美国好莱坞影城的合作资

源，为家乡牵线搭桥，助力赤坎影视

城的发展。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谈锦钊

在采访中建议，小镇建设的规划落实

阶段，应主要发挥市场的作用，调动

侨商和侨资企业的积极性，在有较为

明确收益的建设项目中推进公私合营

(PPP)模式。

旅美华人关中枋向记者表达了担

忧。他去年回到赤坎家乡，见到一些

侨胞留下的老建筑无人居住，年久失

修，风貌不再，非常可惜。“这次特

色小镇建设应该加强对侨乡古建筑的

保护和修缮。”

“但是，开发的难点在于许多侨

乡建筑的产权不明晰，”暨南大学教

授胡刚解释道，“许多古建筑是侨胞

祖辈留下的，继承者众多而又散居国

外，有时候很难找到老楼的主人。”

胡刚建议，侨乡小镇建筑改造可

采用政府租用形式，尽量多地保留当

地建筑形态，防止“千镇一面”。同

时尊重归侨侨眷的意愿，避免唱“空

城计”。

小城镇如何发展，一直是中国新

型城镇化的热点和焦点。追溯“特色

小镇”的前身，胡刚告诉记者，可以

看作是乡镇企业发展专业化、集聚化

道路的延伸，但不同于“一村一品”、

“一镇一品”的模式，特色小镇着力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借助互联网等手

段发展新经济。

除此之外，他说，特色小镇进一

步升级，通过完善市政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从产业特色向生活宜

居、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传承等方面

突破和拓展。

“总之，特色小镇是现阶段我国

城镇化建设的有力补充”，中国社科

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原所长牛凤

瑞提到，“新型城镇化要求促进大中

城市与小城镇的协调发展，而发展特

色小镇正是科学推动小城镇发展的有

益探索。”

他说，相对整个城市化进程，特

色小镇规模较小。未来城市发展空间

的主体形态应是若干不同等级的城市

群，而在城市群里分布的特色小镇，

产业特色鲜明，产城融合，富有活

力，会对区域经济发展有带动作用。

“首批 127 个特色小镇还只是起

点，”牛凤瑞说道。据了解，住建部、

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早前联合发布的

通知中提出，到 2020年，将培育 1000

个左右的特色小镇。“侨乡小镇也会

作为更多小城镇发展的样板，成为引

领新型城镇化的特色担当。”

國務院：農業大而不強、
多而不優的問題突出
据中国政府网消息，国务院近日

印发《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 (2016—

2020年)》。《规划》指出，“十三五

”时期，农业现代化发展挑战加大，劳

动力、土地等生产成本持续攀升，我

国农业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的问题更

加突出。

《规划》提到，“十三五”时期，

农业现代化的内外部环境更加错综复

杂。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背景下，

部分农产品供求结构性失衡的问题日益

凸显。优质化、多样化、专用化农产品

发展相对滞后，大豆供需缺口进一步扩

大，玉米增产超过了需求增长，部分农

产品库存过多，确保供给总量与结构平

衡的难度加大。

《规划》还提

到，在资源环境约束

趋紧的背景下，农业

发展方式粗放的问题

日益凸显。工业“三

废”和城市生活垃圾

等污染向农业农村扩

散，耕地数量减少质

量下降、地下水超

采、投入品过量使用、

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加

重，农产品质量安全

风险增多，推动绿色

发展和资源永续利用十分迫切。

《规划》指出，在国内外农产品市

场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农业竞争力不强

的问题日益凸显。劳动力、土地等生产

成本持续攀升，主要农产品国内外市场

价格倒挂，部分农产品进口逐年增多，

传统优势农产品出口难度加大，我国农

业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的问题更加突出。

《规划》强调，在经济发展速度放

缓、动力转换的背景下，农民持续增收

难度加大的问题日益凸显。农产品价格

提升空间较为有限，依靠转移就业促进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收窄，家庭经营收

入和工资性收入增速放缓，加快缩小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确保如期实现农村全

面小康任务艰巨。

第九屆香港國際美酒展11月開幕
逾千家酒商參展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香港贸发局)主

办的第九届香港国际美酒展(以下简称

美酒展)将于11月10日至12日在香港会

议展览中心举行。届时会有来自36个国

家和地区超过 1000家参展商参展，今

年也是首次有芬兰的商家加入展览。

香港贸发局助理总裁张淑芬在 20

日的记者会上表示，今年美酒展的特

色依旧保持国际化、多元化。不仅有

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酒，还会有包括名

酒投资、品酒大师班、酒类配件和器

具、研讨会等销售和活动，让公众能

认识和学到不同种类的酒文化并提升

对相关酒类的鉴赏。

一家来自意大利的参展商在记者

会设有的摊位上吸引了许多人的关

注。他们以起泡酒为主打参展商品，

而这类起泡酒的特别之处在于，它需

要在 60米以下的海底待满 18个月，以

进行第二次发酵。在有的酒瓶外部还

会附着有螃蟹、贝壳、虾子等生物。

参加过4届的参展商的负责人王小

姐说，此前参展后的反响一直不错，

增加了不少买家。她介绍，这次带来

的酒很“国际化”——意大利生产、

埃及的配方、秘鲁的原材料。她说，

这是今年 10月刚推出的新产品，希望

借今届美酒展的平台宣传推广。

根据欧睿信息咨询公司提供的资

料，2015年亚洲葡萄酒销路达到638亿

美元，较5年前上升3.6%。而单单中国

葡萄酒销路市场在2015年已达到404亿

美元。张淑芬相信在酒业和亚洲市场

的需求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今年的入

场人次会很乐观。

自 2008年香港特区政府撤销清关

和行政管制措施后，葡萄酒的进口总

值不断增加。2016年首8个月，香港葡

萄酒进口额达到 82亿港元，按年增长

26%。张淑芬希望此次美酒展能促进世

界各地葡萄酒的发展扩大，透过香港

这一平台去拓展亚洲的市场。

香港學生三項實驗隨神舟十一號飛天 如何脫穎而出？

神舟十一号发射成功，我国

载人航天再启新程。据悉，航天

员将在太空实验室天宫二号进行

3个由香港中学生设计的实验项

目——“水膜反应”“太空养蚕”

和“双摆实验”。

这三个实验如何脱颖而出

在太空中制造仿生薄膜、养

蚕吐丝、观察双摆运动......“水

膜实验”、“太空养蚕”、“双

摆实验”，是香港特区政府民政

事务局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

室主办的“香港中学生太空搭载

实验方案设计比赛”中的冠亚季

军作品。

三年前，神舟十号在太空中

的一堂“科学课”，在一批香港

学生心中埋下了太空实验的梦想

之种。三年后，3个实验从香港

学生团队设计的70多个实验中脱

颖而出，获得了随神州十一飞天

的机会。3组实验获得专家一致

好评，认为具有可行、安全、变

化明显、启发性强 4大优点。入

选后，北京的专家和几组同学保

持着沟通，在最大化保留了原方

案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了实验。

据悉，相关项目的负责同学

们已在酒泉，正在进行为期 5天

的酒泉之旅，他们还在现场见证

了火箭升空的全过程。

实验一：以水拉膜 合成皮肤

冠军作品“水膜实验”由顺

德联谊总会翁祐中学的 5名中六

学生设计。同学们受王亚平在太

空向学生展示的基础物理实验启

发，特别是其中一个在失重环境

下进行的水膜实验。

学生劳莉欣介绍说，他们参

照王亚平的做法并结合化学知

识，设计了将聚合物聚乙烯醇溶

液及饱和盐水混合，以进行相转

化过程的项目，待风干后就会形

成固体薄膜，过程最多只需一至

两分钟，期望未来可进一步研发

成透气但不透水的人造皮肤和透

析膜。

这一实验在比赛中获专家称

赞有实用性，每张薄膜的成本低

至几分钱，而且使用的实验器材

较轻巧，方便带上太空。

实验二：太空蚕丝 更粗更韧

这次神舟十一号升空，航天

员将带着蚕宝宝遨游太空。基督

教宣道会宣基中学的“太空养蚕”

实验设计者之一梁芷韵表示，养

蚕抽丝是中国传统工艺，由中国

航天员在太空中进行这项试验，

别具意义。

一个透明塑料箱子里设有蚕

虫的“食堂”和“卫生间”，同

学们利用物理学的对流原理，将

蚕虫粪便输送到一个收集空间，

保持卫生。梁芷韵说，养蚕装置

经过多番改良，以减低蚕虫在太

空中死亡的机会，预计它们升空

8天后吐丝结茧。“我们估计在

失重情况下产生的蚕丝会比较

粗，韧性较强，可应用于不同范

畴，包括制作航天服。”

实验三：无重双摆 设计机械

王亚平还在天宫一号示范了

“单摆运动”，激发侯柏全和同

学们深入探究航天科学的兴趣和

热情，构想出“双摆实验”。

“它跟人类手臂摆动相似，

可以研发成协助航天员工作的工

具，比如用来采集石头样本的机

械臂。”同学们拿着双摆模型详

细解说，他们期望试验结果能为

太空修补工序提供机械技术支援。

“双摆实验”指导老师黄洋

表示，国家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给学生发挥创意和开阔视野的机

会，他希望同学们能继续保持这

份对科学的好奇心和克服困难的

精神，将来为社会作贡献。

探索科学 坚定理想

同学们日前还获邀到访礼宾

府向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介绍得

奖作品。“行政长官对香港科研

抱有很大希望，他对我们说‘这

不是终结，而是开始’，大大鼓

励了我们继续探索科学。”“太

空养蚕”实验的另一位设计者黄

采妍高兴地说。

宣基中学物理科老师周颖熙

认为，让香港学生近距离见证中

国航天事业的迅速发展，这是一

次难得的机会。他期望学生们秉

持大胆、严谨和创新的科学精神，

将来创出更优异的科研成果。

探索实验的过程令同学们坚

定了未来的理想。“水膜实验”

的设计者劳莉欣与蔡欣澄在不断

构思实验模型的过程中，对设计

产生兴趣，希望未来能就读建筑

系。区钧尧、何奕龙和陈翠珊则

希望未来能就读生物、医学方面

的相关学科，可以帮助他人、造

福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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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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只剩3個月
去國內哪玩才不算虛度今年？

十一已经来了，17 年也就不

远了。还有3个月就到17年了，如

果让你选择用什么方式来跟 16年

挥手道别，我想我会选择一次惬意

的旅行。

一次旅行能将你从忙碌了近一

年的状态中抽离出来，通过旅行重

拾好心情，用一个良好的状态迎接

新的一年。

旅行中的事情能让你快速忘掉

不开心的事，避免将负能量带到明

年。

旅行能给你一个重新思考的时

间，让你可以在旅途中静下来好好

想想，对明年重新规划，对未来要

走的路重新考量。

去爬山，去徒步，去游泳，去

潜水，反正就是不要在家在办公室

在宿舍坐着，去旅游，给身体一个

恢复的时间，才能迎接更好的新年。

这 3个月，必然不能辜负。窝

主特地找来了 10、11、12 月国内

适合去的地方，用一次惬意的旅

游，为我们不久将结束的 16年划

上完美的句号。

◆十月到十一月◆

九寨沟

10 月是九寨沟最美的时候，

这时的枫叶刚刚变黄，满眼都是五

彩斑斓的叶子！

推荐行程：

第一天：成都 —— 地震遗

址——松潘——九寨沟

第二天：全天游览九寨沟二条沟

第三天：九寨沟树正沟当日景

点:树正沟、犀牛海

第四天：九寨沟－黄龙—成都

可以在蚂蜂窝结伴板块找旅伴

一起拼车前往。

内蒙的胡杨林和大草原

十月中旬内蒙南部、西部以看

秋景为主：胡杨林秋色尽收眼底，

每年9月底到10月中旬，是“胡杨

林节”。一夜寒露会把整片的胡杨

树染黄。

大漠金秋美，入秋后，内蒙古

西部沙漠秋光无限，你可以在沙漠

中赏秋追秋，层林尽染五彩斑斓，

阿尔以南地区山漫山遍野的红叶令

人赏心悦目。

阿尔山以北地区则是以赏雪为

主了，不过此时的雪还不够大不够

厚。

十月，喀纳斯、禾木也正式进

入一年中最美的金秋时节。

10 月中旬到腾冲特好玩，避

开了腾冲的雨季，气候比较好。银

杏村比较好玩，其他季节不强的景

点如:和顺、北海湿地、国殇墓园、

火山、热海也是不错的选择。建议

提前预订好住宿；现在是旺季，人

多，吃住比较挤，物价略有上涨；

◆十一月份到十二月份◆

云南

每年11月至次年4月是西双版

纳的旱季，属于旅游的旺季。西双

版纳是热带雨林气候，年平均气温

21℃，白天气温也很高，冬天一件

毛衣足可过，夏无酷暑，冬无严寒。

想要看到腾冲固东镇江东银杏

村的耀眼之色也最好 11月或 12月

去，每年气候不同，出行前提前要

看天气预报。

四五百年的银杏树画出的夺目

震撼的纯净自然之美，阳光照射下

来，闪闪发光的黄色叶片，仿佛有

了灵性。

ps：11 月丽江平均气温 5--18

度，大理略高 1-2度，天气稍凉，

建议穿上稍厚的秋装。昼夜温差较

大。

四川

11 月中四川大多地方都下雪

了，这时候到四川可以看雪景，泡

温泉，滑雪，游玩古镇。

推荐7天行程

第一天：成都 -市区一日游

（熊猫基地宽窄巷子武侯祠锦里春

熙路 IFS 太古里）

第二天：成都-太子岭滑雪-九

寨沟

第三天：九寨沟一日游

第四天：九寨沟-牟尼沟-成都

第五天：成都-海螺沟住一号

营地泡温泉

第六天：海螺沟一日游

第七天：海螺沟-成都

海南

海南十二月还是很舒服的气候，

气温基本都在 28度以上，去了穿

短袖或者长袖就可以。晚上要去海

边玩的话可以穿件薄外套，会有海

风，但完全不会冷。下水的话也是

可以，但是没有夏天的时候时间长，

中午最适合下水，晚上就不要了。

桂林

11 月来桂林阳朔是很好的季

节，天气秋高气爽，晴朗，雨水少，

不冷也不热，而且雨水少，漓江水

也清澈。

推荐去桂林的漓江精华段漂

流、阳朔的遇龙河漂流、十里画

廊等。漓江水量相对少一些，但是

足够游船和竹筏行走的。

或者去桂林灵川县的海洋乡观

赏银杏林，最佳时间是 11月底至

12月初，一般都是 11月中下旬开

始黄，一直到12月中旬。

婺源

11-12月是到婺源赏秋拍红叶

的季节，色彩眩目得让人心醉。摄

影时间安排在 11月 10日—12月 10

日之间，这个时间色彩稳定，光影

也出效果。

可以安排三四天时间，包个车，

可以去东线李坑，江湾的篁岭，晓

起北线、石城日落日出，长溪。

秋天不是很冷，但早晚温差

大，需注意保暖。出行前关注天

气预报，如遇下雨则需加衣服。

◆十二月到一月◆

哈尔滨

建议12月底和1月初去哈尔滨，

这时候可以去中央大街，果戈里大

街，俄罗斯风情小镇，松花江，防

洪塔，松花江，冰雪大世界也有很

多好玩的项目！还可以跑温泉！一

般 12月末一月初大街上或者主要

街道会开始建造冰雕，这时候到哈

尔滨就能欣赏到美丽的冰雕景色啦。

漠河

12 月份到漠河就能看到大雪

啦，来到最北端，看的就是雪景，

感受冰与雪的魅力。大部分在冰天

雪地的户外，是一定要做好防寒保

暖措施的，防寒口罩，保暖衣保暖

裤，遮耳朵的帽子，保暖手套都要

备齐。

建议安排漠河 3天行程，漠河

景点分散，以北极村最有名，建议

包车和拼车走比较方便。

附漠河三天行程作为参考：

1.白桦林阿墨尔河—乌苏里浅

滩—龙江第一湾（日月江山）—北

红村（住宿）

2.北红村—北极村（最北邮局

、最北哨所、黑龙江碑石、神州北

极广场、北极人家、最北厕所、中

国最北一家、中国最北点、北望亚

口广场）

3.北极村—观音山—胭脂沟—

1987 年森林火灾博物馆—松苑—

北极星广场—九曲十八弯

傳說中的“小拉薩”到底有多美？
比西藏更天堂！

西藏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心中的

圣地，很多人因多种原因去不了西

藏留下遗憾。不过没关系，在中国，

有一个地方海拔比西藏低、气温比西

藏高、景色比西藏更多姿多彩。

活在世间，没人见过天堂。还好

有甘南。

人生不只是有眼前的苟且，甘

南就是诗和远方，这是一个淳朴的

远方，没有商业化物质的远方；

甘南，一个草原风光，藏式风情

不逊于西藏的地方，去过的人都说，

那是此生都难以忘怀的天堂之旅。

这里带给你的是空旷，你可以

自由的呐喊；这里带给你的是信

仰，让你从新认识人生。

甘南位于中国甘肃省西南部，

曾经是古丝绸之路、唐蕃古道的黄金

通道的主要窗口。

甘南的美，有一种质朴的感染

力，一种深入骨髓的惊艳。

这种美藏在蓝天白云里，藏在

牛羊成群的草原里，藏在色彩浓厚

的寺庙里，藏在藏民的笑容里……

对于年岁大一些的人，甘南是

神秘的，是一种异度文化和风情的

展示；

在中青年眼中，甘南是纯净的，

是涤洗灵魂放空身心的好地方。

其实，甘南是多变的，在一万

个人眼中有一万个不同的甘南。

去甘南，为着传说中美丽的草原

在甘南，草原的夏秋，碧草连

天。常常可聆听到，鹰族和羚群把

黄河首曲的神韵踩动。

在圣经天堂般的甘南，草原上

弥散着沁人心脾的酥油香。

夏季，整个草原碧绿如茵，鲜

花盛开，繁花似锦，牛羊遍野，蓝

天、白云、绿草浑然一体。

几十座白色的帐篷点缀在绿草

地上、小溪旁、灌木边，悠闲的人

们喝着酥油茶，聊着天，一切都显

得那么惬意、祥和。

去甘南，为看世外桃源扎尕那

扎尕那山是一座完整的天然

“石城”，地形既像一座规模宏大

的巨型宫殿，又似天然岩壁构筑的

一座完整的古城。

这淳朴的山间小镇，有一种不

经意的遗世独立，雪峰环抱下，此

刻的你，尽可以放空身心，给视觉

和心灵超脱般的享受。

秋天的扎尕那小镇更是被笼罩

在一片黄与绿之间，天然的亮丽色

彩相互呼应，让人为之震撼。

去甘南，为看烟波浩渺的尕海湖

甘南最大的淡水湖湿地公园，

也是未被开发的处女湖和候鸟自然

保护区。

这里的一花一草，一山一石都

是一尘不染的洁净，这里的一切都是

纯粹的自然原貌。

每年 6-9月，成群的黑颈鹤、黑

鹳、大天鹅、灰鹤、雁鸭等近百种

候鸟迁徙到这里栖息、繁殖，也使

这里成为观鸟胜地。

去甘南，为着遗世独立的拉卜

楞寺

如果没有去过甘南，就不要说

自己跑遍藏区。因为你还没有去过

藏民心中的圣地——神秘而底蕴深

厚的拉卜楞寺。

电影《天下无贼》真正的拍摄

地不在西藏，而在甘南拉卜楞寺——

佛光闪耀的圣域。

拉卜楞寺有一条环形的转经路，

其中很长一段是转经廊，墙壁上安

放着不计其数的转经筒。在这里你

会看见通往甘南路上朝圣者们那善

良的灵魂……

藏民们沿着长长的转经路，转

经的转经，朝着拉卜楞寺的方向磕

头的磕头，神情专注而虔诚，丝毫

不为外境所扰。

早晨推开窗帘，拉卜楞寺已经

从梦中醒来。和煦的阳光洒在错落

有致的屋顶上，也洒在长长的转经

路上。一片勃勃生机。

著名的天然湿地花湖就在热尔

大草原上，七月中旬花开得最盛。

草原辽阔，即便是旺季来也不会拥

挤。

去若尔盖，花湖是必看的！就

在若尔盖县城和郎木寺之间的213国

道旁。

花湖是一个天然的海子，一望

无际，每年6-7月份，草地上开满了

五颜六色的花朵，极为漂亮。

若尔盖草原上的唐克乡，黄河

在这里拐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清澈

而又平静的河水，静静的流淌，从远

处蜿蜒而至，如丝带一般。

晨曦中的郎木镇，有没有一点

儿东方小瑞士的感觉？

去过丽江、阳朔不希奇，去过

郎木寺才能赢来些艳羡的目光。

这里的人们居住在绿草如茵的

山间，干净，淳朴。画面是如此宁

静的美好。

信仰的力量，心中的净土，

很多时候是我们触摸不到的。简单

的生活，单纯的信仰，就是一种幸

福。

寺庙高墙似乎隔绝了闹市的喧

嚣，幽静的环境在阳光的映射下，

显得更为神圣。

村里不乏一些百岁老人，他们每

天都手持经筒，虔诚转动，或许长

寿的答案是简单的生活。

去甘南，因为这里是最平易近

人的藏区

除了海拔，藏区的一切甘南都有。

因海拔低，使这里更显得平

易近人，而景色丝毫不逊色于西藏。

若你想看澄澈的天，去甘南吧。

若你想亲近蓝如镜的湖，去甘

南吧。

若你想铭刻虔诚，去甘南吧。

若你想体悟生命，去甘南吧。

甘南，这一切的一切，定会让

你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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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olute 
leadership, 
maintain their 
nature and 
uphold their 
principles as 
the people's 
army, and be 
the heir to the 
Red Army.
Moreover, 
he urged the 
military to 
uphold political 
integrity, 
promote reform 
and rule of law, 
and strengthen 
combat readiness.
The entire military should remain vigilant and be 
aware of its responsibilities, Xi said, noting that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and armed forces 
must advance in a bid to safeguard the country's 
national sovereignty,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interests.
CPC LEADERSHIP
In his speech, Xi also stressed strengthening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strictly governing the Party 
in order to make today's "long march" a success.
All Party members must uphold and safeguard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consciously endorse 
the stand of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They should 
be loyal to the Party, share the Party's concerns and 
shoulder responsibilities with the Party," Xi said.
He called on Party members 
to do their utmost to fulfil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tasks arranged 
by the Party.
Meanwhil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strengthen and regulate political 
life within the Party, according to 
Xi.
He pledged unswerving efforts to 
promote clean governance, fight 
corruption, and strengthen the 
Party's ability to purify, improve and innovate itself.
In addition, Xi said the Party must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doing everything for, and relying on, the 
people to strive for a better life.
"Only by believing in the people, relying firmly on 
the people and listening to the people's initiative and 
creativity can we unite the nation's will like a fortress," 
he said.
Going through thick and thin with the people wa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the CPC and the Red Army 
to achieve victory in the Long March, Xi said, adding 
it is also the guarantee for the Party to overcome 
difficulties and risks.
The Party should unite and lead the people and make 
constant efforts to improve their livelihood, Xi said, 
adding that the fruit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should benefit all.
Zhu Xiangqun, a village official in Hunan Province, 
pledged to "continue to follow the Party's instructions, 
rely on and lead villagers to achieve victory in the 
"new long march of poverty alleviation. (Courtesy 
Xinhua | 2016-10-21) 

China held a convention last Friday to commemorate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the victory of the Long March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Speaking at the event,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lso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chairman of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hailed the Long March 
as an "epic, human miracle," and called for efforts 
to realize the "two centenary goals" and the Chinese 
dream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in "a new Long March."
The Long March was a military maneuver carried out 
by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Red Army of the CPC 
from 1934 to 1936.
Li Keqiang, Zhang Dejiang, Yu Zhengsheng, Liu 
Yunshan, Wang Qishan and Zhang Gaoli, all members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lso attended the event.
During his speech, Xi led a moment of silence to 
remember those who lost their lives in the Long March 
and the revolutionary wars.
Around 3,000 people, including Red Army veterans, 

servicemen, 
senior Party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representatives of 
non-communist 
parties and those 
with no party 
affiliation and the 
public, were present 
at the gathering.

LONG MARCH
From October 1934 to October 1936, the Chinese 
Workers' and Peasants' Red Army soldiers left their 
bases and marched through raging rivers, frigid 
mountains and arid grassland to break the siege of the 
Kuomintang (Nationalist Party) forces and continue to 
fight the Japanese aggressors. Some of them marched 
as far as 12,500 kilometers.

With their strong will, Red Army officers and soldiers 
were pushed to the extremes of their physical limits, 
this dramatic episode in world military history is no 
less than a "glorious human miracle", Xi said.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Long March, the route was 
littered with the bodies of our fallen comrades. But we 
soldiered on and finished the march as we all believed 
in, and were motivated by, the revolutionary ideal and 
the CPC's leadership," said Li Kaiyou, 102, a Red 
Army veteran.
Xi also called the Long March a "stately monume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Long March was a remarkable turning point for 
the CPC and China's revolutionary cause, it sowed 
the seeds of confidence that the struggle for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the liberation of the people were 
achievable, Xi said.
Describing the Long March as a "great expedition to 
seek ideal and faith, test truth, and break new ground," 
Xi said its victory signifies the strength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ideals, faith, orientation and path.
Following the Long March, the CPC realized that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Marxism-Leninism 
must be combined with the real conditions of 
China's revolution, enabling the Party to solve major 
problems in the revolution independently, and lead the 
revolutionary cause to victory, Xi said.
He summarized "the Long March spirit" as seeking truth 
from the facts, strict self-discipline, acknowledgement 
of the overall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solidarity, and 

involving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NEW LONG MARCH
The president called for carrying forth the spirit of the 
Long March to move forward on "a new long march."
The Long March is an ongoing process, Xi said.
"No matter which stage our undertaking has developed 
to and how great the achievements we've made, we 
should carry forth the Long March spirit and advance 
in 'a new long march,'" he added.
Each generation has its own "long march," and they 
should proceed in their own way, according to Xi.
"Today, our 'long march' is to realize the 'two centenary 
goals' and the Chinese dream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Xi added.
The country has set two goals of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by the time the 
CPC celebrates its centenary in 2021 and turning 
the nation into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that is 
prosperous, strong, democratic, culturally advanced 
and harmonious in time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mark its 
centennial in 2049.
While addressing the 
gathering, Premier Li 
Keqiang said that the 
spirit of the Long March 
should be interwoven into all work. "By doing so, the 
Party, the state and the military will be more successful 
in their work," Li said.
Yu Xiaochuan, a researcher who has participated in 
China's manned space missions, said the spirit of the 
Long March was undeniably present in the country's 
manned space program.
"The program requires dedication. Our work is 
underpinned by placing the nation's interests in 
the center stage, and we must explore unceasingly, 
regardless of difficulties," said Yu.
In his speech, Xi also highlighted the significance of 
development, reform and innovation.
Stressing the decisive role of development i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Xi said the country would 
focus on economic construction, guiding the nation 
through the "new normal" with bespoke measures, 
while tackling any difficulties and cultivating 
advantages.
"Reform will decide the fate of modern China," Xi 
said.
CONFIDENCE IN PATH
To carry forth the Long March spirit and advance 

in "a new long march," people must solidify their 
confidence in the path, 
theory, system and 
cultur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Xi 
said.
"While we stress 
confidence in the path, 
theory, system and 
cultur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should by no means rest on our 
laurels and stop making progress," Xi said. "We must 
constantly discover, invent, create and march forward, 
so as to keep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ermanently invigorated."
Xi emphasized that all improvements and progress 
should head toward a designated direction, rather than 
a change in direction, or even "abandoning the very 
foundation where our Party,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are rooted."
During the Long March, the Red Army not only 
transcended the barriers of "thousands of mountains 
and waters," but also climbed over the barriers of the 
mind, Xi said, referring to overcoming the dogmatic 
belief that Marxism is immutable.
The most important message from the Long March is 
that China must combine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the real conditions of China, and march 
along the path of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as suitable to China's conditions.
STRONG ARMY
The president urged building a solid national defense 
and strong armed forces that are commensurate with 
the country's international status,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interests.
"To build a strong country requires efforts to build 
a strong army, and only with a strong army can the 
country's security be guaranteed," Xi said.
He called for efforts to foster a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servicemen who are "soldiers with soul, 
high caliber, gut and virtue," and to build rock-solid 
troops with "iron-like belief, conviction, discipline and 
commitment."
"The Long March is the glory of the people's army, 
and the honorable people's army must always carry 
forward the great spirit and fine tradition of the Red 
Army in the Long March," Xi said.
He called on the armed forces to adhere to the CP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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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L) addresses a gathering to commemorate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the victory of the Long 
March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capital of China, Oct. 21, 2016. (Xinhua/Ju Peng)

Moment Of Silence To Remember 
Lives Lost In The “Long March”

Surviving Members Of The 
Long March Attended The 
Remembrance Convention

Commemorative 
Gifts From The 
“Long March” 
R e m e m b r a n c e 
Convention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C, front) 
and other senior leaders Li Keqiang (3rd 
R, front), Zhang Dejiang (3rd L, front), Yu 
Zhengsheng (2nd R, front), Liu Yunshan 
(2nd L, front), Wang Qishan (1st R, front) 
and Zhang Gaoli (1st L, front) attend a 
gathering to commemorate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the victory of the Long 
March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capital of China, Oct. 21, 2016. 
(Photo/Xinhua)

An Artist's Mural Commemorating The “Long March”

Xi Hails Long March As "Epic," 
Calling For Realization Of "Centenary Goals"

Spirit Of China's “Long March” - Defining The Future Of Th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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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台灣“““““““““““““““““““““““““““““““湖口兵變湖口兵變湖口兵變湖口兵變湖口兵變湖口兵變湖口兵變湖口兵變湖口兵變湖口兵變湖口兵變湖口兵變湖口兵變湖口兵變湖口兵變湖口兵變湖口兵變湖口兵變湖口兵變湖口兵變湖口兵變湖口兵變湖口兵變湖口兵變湖口兵變湖口兵變湖口兵變湖口兵變湖口兵變湖口兵變湖口兵變”””””””””””””””””””””””””””””””始末始末始末始末始末始末始末始末始末始末始末始末始末始末始末始末始末始末始末始末始末始末始末始末始末始末始末始末始末始末始末：：：：：：：：：：：：：：：：：：：：：：：：：：：：：：：蔣緯國對蔣家有二心蔣緯國對蔣家有二心蔣緯國對蔣家有二心蔣緯國對蔣家有二心蔣緯國對蔣家有二心蔣緯國對蔣家有二心蔣緯國對蔣家有二心蔣緯國對蔣家有二心蔣緯國對蔣家有二心蔣緯國對蔣家有二心蔣緯國對蔣家有二心蔣緯國對蔣家有二心蔣緯國對蔣家有二心蔣緯國對蔣家有二心蔣緯國對蔣家有二心蔣緯國對蔣家有二心蔣緯國對蔣家有二心蔣緯國對蔣家有二心蔣緯國對蔣家有二心蔣緯國對蔣家有二心蔣緯國對蔣家有二心蔣緯國對蔣家有二心蔣緯國對蔣家有二心蔣緯國對蔣家有二心蔣緯國對蔣家有二心蔣緯國對蔣家有二心蔣緯國對蔣家有二心蔣緯國對蔣家有二心蔣緯國對蔣家有二心蔣緯國對蔣家有二心蔣緯國對蔣家有二心？？？？？？？？？？？？？？？？？？？？？？？？？？？？？？？
1964年 1月 21日上午 10时左

右，台湾装甲兵副司令赵志华在

湖口基地主持装甲第一师例行的

战备检查。谁也没有想到，赵志

华在向部队致词时突然发表了令

人意想不到的演说。演说的主要

内容是：国际形势不利于台湾当

局，世界各国争着讨好中共，国

民党“外交”有陷于孤立的危机，

当局没有处理“外交”的能力，

竟有人逆历史潮流而动，提倡

“两个中国”的论调；台湾军队

的高级将领，只顾自己生活享

受，不顾部队生活，比如“总统

府”参军长周至柔养的狼狗，每

月吃的东西和花的钱比一个连伙

食费还多；台湾小姐选拔，无异

鼓励奢靡生活，小姐们本身也沦

为高官子弟追逐的对象。面对这

种形势，为了台湾的进步，为了

台湾军队的发展，装甲兵部队应

该挺身而出，前往台北“清君

侧”，因为装甲兵是“国军”精

锐，曾是戍守台北的“御林军”。

赵志华在台上说得口燥舌干，

台下听者一个个瞠目结舌。没有

一个叫好的，连一个鼓掌者也没

有。这实在是出乎赵志华预料之

外。他见人们反应冷淡，不禁有

些生气。他高喊一声：“谁敢跟

我去？”台下仍然静悄悄的，没

有任何反应。赵志华见状，不由

得掏出手枪，对空连放两枪，再

次高叫：“谁敢跟我去？”这一

次，台下终于有了反应，可赵志

华倒霉的时刻也随之到来。先是

一位“老士官”走出队列高喊：

“副司令说得对，我跟您一起

去！”随后，一位叫张民善的

“少尉”也走上讲台，伪善地表

示愿意追随副司令。他一边说

着，一边向赵志华靠近。赵志华

见有人响应自己的号召，心里一

阵高兴。他连连表扬这两个人，

同时呼吁更多的人站出来“为国

效忠”。可就在这时，张民善等

人一下子死死抱住赵志华，同时

高声叫喊：“抓起来！抓起来！”

又有一些人从队伍中冲了出来，

协助张民善等人把赵志华制服

了。从赵志华开始演讲到被制

服，大约经过了 1个小时。赵志

华被抓后，在场的官兵在师长徐

美雄的指挥下，开回各营区。

赵志华被抓时，湖口基地外

已经“翻天覆地，乱作一团”。

就在赵志华演说之初，基地执勤

人员闻听不对劲，就已逐级上

报。当“装甲兵谋反”的消息传

到“参谋总部”时，“参谋总长”

彭孟缉、“陆军总司令”刘安琪

不在台北，事实上已接替梁序昭

为“国防部副部长”的蒋经国接

到报告后，立即下令湖口以北的

陆军及装甲兵进入各临时阵地，

随时准备阻击任何北上的坦克或

装甲车，如阻击不成，即炸毁进

入台北市的中兴、中正、台北 3

座大桥；命令驻桃园、台中的空

军机群进入战备状态，随时准备

配合陆军阻击“叛军”；设在台

中清泉岗的“装甲兵总部”因总

司令郭东旸不在职，由参谋长金

仲原和政战部主任武宦宏坐镇，

并委任前总司令蒋纬国负责联系。

在事变应急过程中，蒋经国

的军事指挥才能得到了唯一的一

次发挥，可谓“头头有道，井井

有条”。只可惜 1小时过后，得

到的报告仅是赵志华一人“口头

政变”，而非“装甲兵谋叛”，

这就失去了证明蒋经国军事才华

是高是低、军事决策是对是错的

实战机会。

以上就是史书所称“湖口兵

变”的全过程。

“湖口兵变”名副其实吗？

赵志华鼓动装甲兵向台北进

军事件能否算“兵变”，历史上

存在争议。

赵志华被捕后，并没有按照

陆海空军刑法中规定的“叛乱罪”

起诉，而是以“违反军纪案”处

理。赵志华如果真是要率领装甲

兵叛乱，那台湾当局必置他于死

地，绝不会仅判他无期徒刑，14

年后又“保外就医”，赵志华的

妻室子女获准移居美国。以上处

理结果是基本上可以说明赵志华

事件不是“兵变”。

1988年 3月间，蒋纬国在其

兄蒋经国死后仅两个月，就在台

湾大学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上

称，“湖口兵变”绝非事实，全

是外界讹传，不足采信。不是

“兵变”，那是什么呢？据当时

在场的一位将军说：“所谓‘湖

口兵变’，根本谈不上是有计

划，有预谋的‘兵变’，仅是赵

志华将军的个人事件。”

赵志华为“中央陆军军官学

校”第十期学生，后到美国西点

军校专攻装甲作战课程。抗战时

参加选征军，编入新一军装甲

团。抗战胜利后被收编到装甲兵

部，成为蒋纬国的部下。淮海战

役时已官至上校，作战中被中国

人民解放军俘虏。1949年 4月间

逃到台湾，找到老长官蒋纬国，

官复原职，出任装甲旅上校旅

长。在台湾军队整编中，装甲兵

编为二师四旅，经蒋纬国向蒋介

石保荐，赵志华升任装甲一师师

长。后官至少将副司令。

赵志华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作

战只能当俘虏，可平时在台湾军

队中还真有点“才气”。任装甲

第一师师长时，治军严格，管理

有条，多次受到台湾军事当局的

嘉奖。前任司令胡忻曾夸奖赵志

华“深得蒋纬国将军的真传”。

赵志华是东北人，为人耿直，说

话坦率，对国民党尤其是上层的

堕落，对社会尤其是官场的腐败，

深有感受。平时积怨甚多，终于

导致发表批评时政，呼吁装甲兵

责无旁贷地起来“清君侧”、

“肃腐败”的“一· 二一讲话”。

在狱中服刑期间，赵志华又给

蒋纬国写了《万言书》，列举了选

拔台湾小姐、部队伙食差、高级将

官生活奢靡、人事升迁浮滥等时

弊，把“一· 二一讲话”系统化。

文中申诉情绪激昂，用词尖刻。要

说赵志华是煽动造反、预谋叛

乱，真是冤枉了他。赵志华完全是

出于对蒋家王朝的忠诚，是为了国

民党能够减少恶习，避免走向毁

灭。这种敢于直言之士，理应受到

重赏，可虚假的环境、虚伪的官

场，不会容纳说实话的人，赵志华

只能落个可悲的下场。

赵志华的演说和《万言书》，

对台湾上层人物构成巨大威胁。

“总统府参军长”周至柔等人不

遗余力地欲置赵志华于死地。蒋

纬国见自己难以保住赵志华的性

命，便把他的《万言书》呈交父

亲，让蒋介石秉公处理。蒋介石

看到《万言书》后，认为赵志华

只是基于一时激愤，并无明显的

叛乱意图，所言又充满效忠之

情，乃从重臣枪口下救下赵志华

一命。但“死罪饶过，活罪难

逃”，蒋介石没有容忍赵志华的

鲁莽行为，不能不考虑万一装甲

一师的坦克、装甲车开到“总统

府”前，局势非赵志华能控制，

也非自己这位“大总统”所能控

制，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故

还是把赵志华交给军法部门处理。

蒋介石这样做，也是为了防止类

似的事件发生、类似的人物出现。

所以，蒋纬国在后来评价此事时

说赵志华是“动机单纯，方法错

误”。此话不失客观持平之论。

那么，赵志华身居高位，官

级超群，手据重兵，为什么干这

类既无成功把握，又有杀头之险

的“蠢事”呢？综合起来，不外

乎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他对昔

日的下属郭东旸在蒋纬国离职时

升为总司令，爬到自己头上，使

自己升迁受阻，心中不服；二是

买房子向官方借钱没有被批准，

心头怨气积盛；三是郭东旸不把

自己这个老副司令放在眼里，欺

负自己，使自己处境尴尬；四是

对上层腐败看法甚多，不吐不快；

五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在旧部装

甲一师的影响，过高地估计了装

甲一师官兵对自己的盲从程度，

以为只要振臂一呼，就会追随成

群，坦克就会隆隆开往台北，揪

出贪官污吏，所以在毫无组织准

备，没有联系一兵一卒，也没有

调查摸底的情况下，临时突然发

表演讲，进行鼓动，可讲演刚完，

自己也成了阶下囚。对以上这一

切，赵志华曾在狱中所写的《湖

口兵变真相》手稿中详加描述。

可惜的是，随着赵志华 1982年病

故，他的手稿也不翼而飞。

“湖口兵变”殃及蒋纬国

“湖口兵变”虽不是正儿八

经的兵变，但毕竟是继“孙立人

事件”后台湾军队中发生的又一

起“重大事件”。它使蒋纬国的

仕途受到严重影响。

长期以来，蒋纬国把装甲兵

当成“第二生命”，为装甲兵的

建设呕心沥血。在大陆时期，蒋

纬国即专注于国民党军装甲兵的

初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国民党军逃台后，蒋纬国又主持

完成了装甲部队的恢复、整编事

务。在国民党政权逃台后的15年

间，蒋纬国当了10年的“装甲兵

总司令”，大大超过了台湾军方

关于军队主官任期的规定。

对于装甲兵，蒋介石的内心

一直很矛盾，难以放下心来。从

固守台湾的角度讲，坦克、装甲

车无疑是一支反登陆、冲击滩头

阵地的理想武器。在陆军步兵部

队或其他军兵种出现叛变时，装

甲兵更是一支最好最快的镇压力

量，所以装甲部队曾被台湾社会

称为“御林军”、“典卫兵”。

可从内部哗变来讲，装甲兵又是

一支最危险的力量，它不像空军、

海军那样需要大量的后勤支援、

复杂的技术要求、精密的通信设

备；它不受气候地形的限制，行

进速度快疾，因此它的机动性极

强；它火力集中，杀伤力大，再

加机动性极强，所以它的进攻性

极强；它自身具有相当的防卫能

力，再加上机动性、进攻性极

强，所以不像其他军兵种那样容

易拦击和互相制约。尤其是在台

湾岛，南北长不足 400公里，东

西宽不足 150公里，坦克、装甲

车能在昼夜间横扫来回。正因为

装甲兵的厉害，为防万一，蒋介

石特地让小儿子蒋纬国出任装甲

兵总司令。

尽管装甲兵归蒋家人管，但

由于装甲兵总司令部设在台北，

总部院内的坦克和装甲车总是虎

视眈眈地对着台北市的各中央机

构，社会上关于“装甲兵要造反”

的传闻一直不断。追根到底，关

于“装甲兵要造反”的流言是蒋

经国的手下施放的，其根本目的

是为了“扶其主”，确保蒋经国

的“太子”地位。借蒋介石之手

贬“小委座”蒋纬国，使其无力

与蒋经国“争位”。

关于“装甲兵要造反”的传

言起而又落，落而又起，说得活

龙活现，蒋介石不禁生了疑心。

他思来想去，还是把蒋纬国调离

装甲兵，并把装甲兵司令部由台

北爱国东路迁往台中，以便于在

装甲兵出现异动时，台北方面能

够为研究对策、调兵遣将争取时

间。“赵志华事件”发生后，则

可看出蒋介石把装甲兵调出台北

的高明之处。赵志华还在鼓动演

说之际，湖口通往台北间的所有

路口、要地、桥梁都已被忠于蒋

经国的部队所占领。即使赵志华

鼓动成功，坦克能开到台北，那

也是损失巨大，伤痕累累，为强

弩之末，难以再战了。

蒋纬国以“总统”的儿子的

身份，长期经营装甲兵，装甲兵

简直成了他一人独霸的势力范

围，他人不敢染指，连无处不到

的蒋经国也从未到过装甲兵营区

一步。在装甲兵内部，人事关

系，军官晋升，都是以总司令蒋

纬国为中心，唯其意志行事。鉴

于这种现实，“湖口事件”以后，

蒋经国直接指导装甲兵的清理、

整顿工作，名为清除赵志华的影

响和势力，实为趁机围剿蒋纬国

的势力。装甲兵从此由蒋纬国移

到蒋经国的门下，蒋纬国和装甲

兵的紧密联系就此结束。

蒋纬国与赵志华有着不一般

的关系。两人合作达20年之久，

蒋纬国对这位西点军校的毕业生

很有好感。赵志华在蒋纬国的栽

培下稳步上升，特别是在逃台之

初，作为解放军的俘虏，能够官

复装甲旅上校旅长，完全是靠蒋

纬国的提拔。遗憾的是，由于赵

志华有过被俘史，在蒋纬国离开

装甲兵去陆军指参大学时没有当

成装甲兵总司令，而让郭东旸

“捷足先登”。案发之后，蒋纬

国不顾自己的困境，尽可能地为

赵志华辩护，说赵志华行动属于

莫名其妙的精神不正常所为，不

必送军事法庭，关进精神病房即

可。甚至还说动了“陆军总司令”

刘安琪，一起去说情。赵志华入

狱后，蒋纬国经常去看望，并亲

自安排赵的妻室子女去美国定居。

后来又安排赵志华“因病保释”。

由于与装甲兵和赵志华关系

均过分亲密，尽管“湖口兵变”

时蒋纬国已离开装甲兵担任陆军

指参大学校长近 1年，但“子弟

兵”闹事，他也难逃其咎。“湖

口事件”发生后，蒋纬国立即向

“国防部长”俞大维自请处分。

俞大维虽是蒋介石的忠臣，连任

了10年“国防部长”，又是蒋经

国的儿女亲家，却也不敢作主处

分蒋纬国，只是报蒋介石裁决。

蒋介石并没有公开处分蒋纬

国，可也没有轻饶小儿子。蒋介

石不满蒋纬国的原因是小儿子辜

负了老子的期望，没有把装甲兵

带好。他日夜担心的装甲兵要造

反一事，终于发生，差点酿成大

乱，而大乱的根源则是蒋纬国长

期信任的赵志华。装甲兵不稳，

不能不说是与蒋纬国长期管理有

关。蒋纬国的行动同蒋经国在接

班路上不出差错、稳扎稳打地前

进，大相径庭。

在蒋介石的眼里，蒋纬国已

经不具备带兵条件。从此时起，

蒋纬国就停止了晋升，一直挂着

中将的牌子，一挂就是15年，直

到蒋介石死后，才晋升为上将。

同时，蒋介石彻底削去了蒋纬国

的带兵权，让他致力于军事教

育，成了纸上谈兵的将军。

蒋纬国对蒋家王朝有二心吗？

先为“总统”之子，后为

“总统”之弟的家庭现象，在当

代社会已很少见。蒋纬国在蒋家

王朝中先当“总统”之子，后当

“总统”之弟，可谓幸运儿。那

么，蒋纬国对蒋家王朝是忠心耿

耿，还是怀有二心呢？

有人认为蒋纬国长期以来一直

在蓄谋争位，可这是难以成立的。

蒋纬国如要争位，正常途径

不可能，而使用非正常手段，则

需要实力。从台湾的现状看，装

甲兵是发动政变的最佳力量，世

界上不乏把坦克开到街头，控制

总统府后政变即告成功的先例。

从政变的最佳时机看，应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和 60 年代初

期。因为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

国民党政权刚到台湾，缺吃缺穿

缺装备，社会一片混乱，军队编

制不全，大失败的气氛笼罩着全

岛，统治秩序还未建立起来，政

变者可以乱中夺权。再说美国大

老板也有在台湾扶植新的政治势

力、摈弃蒋家王朝的计划，政变

者可以得到美国的呼应。

20世纪60年代初也是政变的

最佳时机，因为自1958年8月起金

门炮战开始，就对台湾当局形成巨

大的政治压力。次年秋台岛中南

部遭受特大水灾，主要产糖区基本

被淹，水灾损失惨重，又对当局形

成巨大的经济压力。在这些压力之

下，人心不稳，社会动荡。

从蒋纬国的后半生看，正是

因为他作为“总统”次子，没有

继承权，故在对待自己的政治前

途，在谈及兄弟关系和父子关系

时，瓜田李下，非常谨慎。

可以看出，蒋纬国从蒋家王

朝的大局着眼，为维持台湾政局

的稳定，根据蒋介石的安排，从

心里对哥哥做出让步，保证蒋经

国上台。因此说，蒋纬国虽然有

时候对父亲和哥哥不满，但从根

本上讲，他还是忠于蒋介石和蒋

经国的。既然蒋纬国对蒋家王朝

没有二心，那么，蒋介石为什么

改变了他早期制定的计划——大

儿子接班，小儿子掌握军队；一

文一武，武为文用——放弃了让

蒋纬国执掌军权的打算呢？这可

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

第一，300 万元借款事件及

赵志华事件后，蒋介石觉得小儿

子思想易激，情绪奔放，稳重不

足，轻浮有余，虽说不至于背叛

蒋家，可成事之才逊于败事之

能，放在一线位置容易出乱子，

还不如早做安排。

第二，在旧中国的政治舞

台，向来是枪杆子说话最响，蒋

介石自己就是靠枪杆子政变上台。

蒋介石担心蒋纬国独掌军权后，

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在国民党上

层成为蒋介石第二，打乱大儿子

蒋经国的接班步骤，因此下决心

早做防范。

第三，蒋经国的接班意图明

显后，父传子，家天下，令天下

耻笑。蒋介石为减少人们的议

论，故意让蒋纬国放弃一些权

力，不再担任作战部队主官，美

化自己的形象，淡化“蒋记”色

彩，以蒋纬国的损失来换取蒋家

政权得以延续。

第四，蒋介石所看到的不可

否认的现实是：家人儿子有限，

可奴才不少，蒋家人士放弃的职

位，可以用听话的下属来代替，

况且下属比儿子便于管理，更能

理解和执行蒋介石、蒋经国的旨

意，对蒋氏政权有益无害，特别

是不易造成军权落入一人之手的

被动局面。当然为防止军事主官

拥兵自重，杜绝赵志华式的人物

出现，蒋家父子则采取了加强政

战系统的监督，军事各主官实行

任期制等防备措施。

第五，对蒋纬国的自我发展，

蒋介石根据自己办黄埔的经验和

蒋经国出任各种各类职务的经验，

希望蒋纬国通过执教办校，以扩

大自己的影响，这种效果来得容

易，来得迅速。再说蒋纬国具备

到军校任教的条件，他口才上乘，

风度不俗，看过不少书，大学毕

业后又三度出洋专攻军事，见多

识广，可谓文武兼备，土洋齐全。

正是鉴于蒋纬国对蒋家王朝

没有二心，“湖口兵变”发生后，

在蒋介石一时怒不可遏，打算重

处蒋纬国的情况下，宋美龄和蒋

经国都站出来，替蒋纬国说好

话，劝蒋介石尽可能减轻对蒋纬

国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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