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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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秦鴻鈞 ）美
南電視＜ 掌中奇門＞ 主持人
金凱老師，在節目中廣泛且深
入回答觀眾問題，好評如潮，
每次播出，都有不少觀眾來電
。金凱老師專精奇門遁甲，八
字，陽宅風水，姓名學，此次
來到休士頓作短暫停留，為休
士頓的朋友解答各種玄學問題
，舉凡工作事業、婚姻感情、
學業考試、家庭問題、陽宅風
水等等，都歡迎來電到金凱老
師的助理珊珊小姐預約時間。
電話：（346）401- 1099

金凱老師是台灣命理界的
泰斗--- 命理界2015 年台灣
百業達人獎的得主金凱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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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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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凱老師的電話：（346
）401-1099，，WeChat ID:
ck85112208, Line ID:
851122037228 , YouTube: 搜
尋＂掌中奇門＂

美南電視＜ 掌中奇門＞ 主持人金凱老師
為休市朋友解答各種玄學，陽宅風水問題

圖為金凱老師圖為金凱老師（（ 右右），），及助理珊珊及助理珊珊（（ 左左）） 在美南電視在美南電視 「「 掌掌
中奇門中奇門」」 節目節目。（。（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本報記者秦鴻鈞 ) 在糖城市政府同一條街上開設珠寶店五
年的 「 GEM AND BEAD GALLERY 」 ，日前因租約即將到期，
不再續約，現正舉行大規模的結束營業大拍賣，所有的珠寶一律
50% off 大減價，華人憑本報廣告前往者，還另有優惠。

「GEM AND BEAD GALLERY 」 珠寶店，位於糖城市府前
廣場（ 同一條街） 是在著名的 「 Charming Charlie 」 名店隔
壁，在糖城開設五年，是該區居民和遊客最喜愛前往的所在，平
時該店內還開設 「珠寶設計班」 ，是糖城區喜愛珠寶的婦女並不
陌生的所在。該店內的珠寶包括： 鑽石、K 金、紅寶、藍寶、
綠寶、松石、珊瑚----- 等等多種珠寶，應有盡有，還有專為
正式場合，大型Party 所設計的各式珠寶項練。每一串項練，皆
匠心獨運，你在這世界上找不到另一串雷同者，每一串項練，都
是精密打造，精心設計，美得令您目不暫捨。是仕女們穿著禮服
必不可少的配 件，出席晚宴，令您立即艷冠群芳，成為全場的
焦點。 「GEM AND BEAD GALLERY 」 所設計的項練，值得您
多買幾套起來收藏，搭配不同的禮服，洋裝，將使您成為 「 美
」 的代言人，走出來 「 美」 得時尚， 「 美」 得經典。

每年一度的大節 聖誕節，新年即將來臨，更是仕女們每年
一度大肆採購的季節， 「 GEM AND BEAD GALLERY 」 所推
出的各式珠寶，項練，不論是自用，還是作為聖誕禮物贈送親友
，都是最受歡迎的禮品。還有很多來自中國的遊客，光是該店內
的 「 松石 」 ，就一口氣買了二公斤，只花了$14500 元，還直
喊便宜。還有觀光客最喜愛的珊瑚（ 現在珠寶市場是論克拉在
賣 ），在該店內就有多套珊瑚項練，都是美得令人不敢逼視，
堪稱珠寶市場的傳世之作。

該店主還表示： 所有該店的珠寶都有鑑定書，你不怕買到

假貨。現該店正舉辦年終前結束營業大減價，所有珠寶一律
40% off 大減價，華人看本報廣告前來的，還另有優惠，請牢牢
抓住這千載難逢的良機，為您的珠寶箱再添稀世珍品。

「GEM AND BEAD GALLERY 」 的地址在：16230 City
Walk, Sugar Land , TX 77479, 電話：（ 281） 265- 0993

糖城 「GEM AND BEAD GALLERY 」 ，開設五年，租約到期
現正舉辦50% off 結束營業大減價，華人憑本報廣告前往，另有優惠

圖為圖為 「「GEM AND BEAD GALLERYGEM AND BEAD GALLERY 」」 店內所陳列的各式精美珠店內所陳列的各式精美珠
寶及精心打造的項鍊寶及精心打造的項鍊。（。（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 「「GEM AND BEAD GALLERYGEM AND BEAD GALLERY 」」 店內所陳列的各式精美珠店內所陳列的各式精美珠
寶及精心打造的項鍊寶及精心打造的項鍊。（。（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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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贈不銹鋼水槽
32種花崗石任您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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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OFF

花崗石花崗石

平方呎

Peach &
Tea Brown

特價

帶按裝費帶按裝費＊

$$1414..9595

＊櫥櫃15%折扣
並有送貨及按裝服務

優質
楓木實木櫥櫃
軟滑軌關閉抽屜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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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8am-5pm 週六8am-1pm

Telephone：713-690-6655 Fax：713-690-6662
地址：5922 Centralcrest St.Houston, TX 77092

www.cmdgroupusa.com

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
搬遷新址，擴大營業

批發﹐零售石英石臺面﹑廚櫃﹑水槽﹑水龍頭﹑
文化石﹑鵝卵石﹑木紋磚﹐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顏色多﹐種類全﹐庫存大﹐工廠直銷﹐免費估價﹒

美國旅遊禁忌

1．勿随意搭便车

在美国旅行，切不可随意

搭便车，这是由于美国社会治

安情况造成的。搭便车而被抢

去钱财或遭到凌辱之类的案件

在美国屡见不鲜。有些歹徒看

到路边步行的女性，就主动停

车，殷勤要求送上一程。如果

误以为他是好意，无异于羊送

虎口。碰到这种情况，最好还

是冷言拒绝，不要多加搭岔。

不仅如此，遇到要求搭便

车的人也不要轻易答应。因为

有些歹徒、包括年轻姑娘，专

门等侯搭乘便车，上车后以威

胁等手段诈取钱财。

2．夜间不要乘地铁

纽约的地下铁道极为脏

乱，夜间更成为黑社会成员聚

集之地。吸毒犯、盗窃犯、流

氓、贩毒者齐集于此，气氛令

人不寒而傈。如果对此不在

意，那么出事之后，纽约的警

官不但不会同情你，可能还要

责怪你：“夜间乘地铁，不等

于在鳄鱼聚集的水中游泳吗？

出了错，责任在于你自己。”

3．不要称呼黑人为Negro

Negro是英语“黑人”的意

思，尤指从非洲贩卖到美国为奴

的黑人。所以在美国千万不要把

黑人称作Negro，跟白人交谈如

此，跟黑人交谈更如此。否则，

黑人会感到你对他的蔑视。说到

黑人，最好用Black一词，黑人

对这个称呼会坦然接受。

4．不能随便说I am sorry

I am sorry和 Excuse me都

是“抱歉”、“对不起”的意

思，但I am sorry语气较重，表

示承认自己有过失或错误。如

果为了客气而轻易出口，常会

被对方抓住把柄，追究实际不

属于你的责任。到时只有“哑

巴吃黄连”，因为一句“对不

起”已经承认自己有错。又如

何改口呢？

5．谦虚并非美德

中国人视谦虚为美德，但

是美国人却把过谦视为虚伪的

代名词。如果一个能操流利英

语的人自谦说英语讲得不好，

接着又说出一口流畅的英语，

美国人便会认为他撒了谎，是

个口是心非、装腔作势的人。

所以，同美国入交往，应该大

胆说出自己的能力，有一是

一，有十是十。不必谦虚客气，

否则反而事与愿违。

6．同陌生人打招呼

我们在路上、电梯内或走

廊里，常常与迎面走来的人打

照面，目光相遇，这时美国人

的习惯是用目光致意。不可立

刻把视线移开，或把脸扭向一

边，佯装不见。只有对不顺眼

和不屑一顾的人才这样做。

美国人清晨漫步街道时，

若碰到擦身而过的人，会习惯

地说一声“早上好”。当然，

在行人较多的街道上，不必对

所有擦肩而过的人都以目光致

意或打招呼。

7．交谈时的话题

参加美国人的聚会时，切

莫只谈自己最关心最拿手的话

题。谈论只有自己熟悉的话

题，会使其他人难堪，产生反

感。谈论个人业务上的事，加

以卖弄，也会使其他人感到你

视野狭窄，除了本行之外一窍

不通。

在谈话间，应该寻找众人

同感兴趣的话题。医生可以大

谈文学，科学家畅谈音乐，教

育家讲述旅行见闻，使整个聚

会充满轻松气氛。

应该注意的是，基督徒视

自杀为罪恶，在美国，“自杀”

这个话题不受欢迎，不论何时

何地少谈为妙。

8．别忘了问候孩子

美国人讲究大人、孩子一

律平等。到美国人家中作客，

他们的孩子也一定出来见客，

打个招呼。这时，千万不要只

顾大人冷落了孩子。那样势必

使他们的父母不愉快。

跟小孩子打招呼，可以握

握手或亲亲脸，如果小孩子亲

了你的险，你也一定要亲亲他

的脸。

9．同性不能一起跳舞

同性不能双双起舞，这是

美国公认的社交礼仪之一。同

性一起跳舞，旁人必定投以责

备的目光，或者认为他们是同

性恋者。因此，即使找不到异

性舞伴，也绝不能与同性跳舞。

10．莫在别人面前脱鞋

在美国，若是在别人面前

脱鞋或赤脚，会被视为不知礼

节的野蛮人。只有在卧室里，

或是热恋的男女之间，才能脱

下鞋子。女性若在男性面前脱

鞋子，那就表示“你爱怎样就

怎样”；男性脱下鞋子；就会

被人当作丛林中赤足的土人一

样受到蔑视。无论男女在别人

面前拉下袜子、拉扯袜带都是

不礼貌的。鞋带松了，也应走

到没人的地方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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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风俗跟别国社会

风俗大不相同的一点，就是名

字的称呼。美国人不重视“地

位”，尤其是社会地位。大多

数美国人都不愿意自己因年龄或

社会地位的关系而特别受人尊

敬，这样会令他们觉得不自在。

许多美国人甚至觉得“先生”

“太太”“小姐”的称呼太客套

了。不论年龄，大家都喜欢直呼

其名。“别称我史密斯太太，叫

我萨莉好了。”称呼名字，往往

是表示友善亲近。不过，你如果

觉得直呼其名不好，尽可用比较

客气的称呼。你可以向对方笑

笑，说你已经习惯成自然，初与

人见面的时候总是比较拘谨，过

一阵就会直呼名字了。

介绍的时候，往往是连名

带姓：“玛丽· 史密斯，这位是

约翰· 琼思。”遇到这种情形，

你可以自己决定该称呼那位女

士为“玛丽”还是“史密斯小

姐”。有时你们两人交谈，开

头是称呼对方的姓，但没过多

久，其中一人或彼此就直呼对

方的名字了。你尽可自己选择，

假若你不愿意一下子就直称别

人的头字，而要依照你自己的

习俗称呼别人，谁也不会觉得

你没有礼貌。

你可能会注意到，美国人

聚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几乎从

不提彼此的头衔。如果你平时

听惯了不离头衔的谈话，就会

觉得美国人说话不客气，不近

人情。你高兴的话，尽可依你

本国的习惯称呼别人的名衔。

美国人听你这样说话，只是觉

得有趣，觉得特别。不过，假

若他们谈话时不称头衔，你可

别不高兴。

头衔社会阶级的差异，在

美国是不受重视的，所以美国

人没有家庭世袭的头衔，虽则

他们对于用惯了头衔的外来客

也会以他的头衔相称。美国人

反而有时用职业上的头衔。这

种头衔有别于家庭头衔，因为

它是靠自己“挣来”的，而不

是由祖先传下的。有头衔的职

业，最常见的是法官、高级政

府官员、军官、医生、教授和

宗教领袖。这里且举几个例子：

哈利法官、史密斯参议员、克

拉克将军、布朗医生、格林博

士（教授）、怀特神父、科恩

老师（对犹太人的尊称用语）、

格雷主教等。

至于从事其他行业的人，

则称他为“先生”、“小姐”、

“太太”（音密西斯）。“Ms.”

（音密丝）对已婚和未婚的女

士都可适用，近年来在美国已

甚为通行。假若你跟一个美国

人第一次碰面，不晓得他的头

衔，但又要对他表示尊敬，那

么可用“先生”或“夫人”称

呼。被你这样称呼的人也许会

想到你不知道该用什么称呼，

于是会把正确的名称告诉你。

不过，一个人除非是从事某种

特殊职业，否则正式的头衔是

不常用的。美国人注重友好

的、不拘礼节的关系，而不注

重地位头衔。美国人相信自己

即使直称一个人的名字，仍一

样可以对他表示尊敬。

交通最發達，
美國還是中國？

美国各地必须仰赖由航

空、铁路、公路、高速公路

与水路所构成的庞大交通系

统才能连接。在以水路连接

中西部与海岸之前，中西部

是东南海岸唯一的前哨。在

铁路通过西部之后，西部地

区便迅速地开发起来。现代

美国随着铁路发展起来，然

后汽车和大卡车在全天候的

高速公路上奔驰，空中也有

快速飞翔的飞机，终于使分

散在全国各地居民，能在最

短的时间内抵达其他地区。

航空：
美国民用航空非常发

达，主要国内航线连接所有

的大城，小一点的城市则依

赖支线。所有的航空支线都

与一个主要的航空中心联

系。国内航线每年可以运输

24，000 万名旅客。货运的

重要性也日形提高，因快

递与货物运输而开出的国内

航线每年约可飞行 65 亿吨

哩。一个吨哩是指9公吨的

货物，跑16里的距离。美国

启用的国际航线总共有 13

条。其他国家的航空公司也

在美设航线。

铁路：
铁路对开发西部有很大

的功劳。农民、商人、以及

矿工们都经由铁路运输穿过

大草原到西部的荒凉地带。

1869年，铁路已经遍布联邦

政府的东半部。那一年，第

一条横贯大陆运接太平洋的

沿岸的铁路终于完成。今天，

美国境内有539，100公里的

铁路。空中航线与高速公路

在运载乘客上减低了铁路的

重要性，然而在美国铁路还

是货物运输的重要工具。

公路：
美国的公路与高速公路

系统扁遍布全国，全长将近

5，790，000公里，其中5，

150，000公里是铺好路面的。

约有 14，000 万辆车利用这

些公路系统。高速公路是由

地方、州与联邦政府建造

的。从1811年起，联邦政府

首次负起公路建造的责任。

那一年联邦政府开始建造通

过阿帕拉契山，名为肯伯兰

公路的国家公路。今日，联邦

政府资助绝大部份的州际公

路系统，而由各州管理这些

公路的建筑工程，并负责州

内自己的公路网。大部分的

州也帮助地方公路的建设。

海运：
美国优越的内陆水运网

一直是美国成长与进步的重

要因素。早期美国移民们经

过阿帕契山到达俄亥俄河然

后再由俄亥俄河顺流而下，

在俄亥俄河沿岸建造家园。

后来居民们也曾让货物从

俄亥俄河顺流而到密西西比

河，再到纽奥尔良。1825年，

伊利运河在纽约州完工，它

连接哈得逊河与伊利湖，因

而刺激整个大湖区的商业成

长。

今日，远洋船可以往上

游航行到圣罗伦斯海道，再

由大湖区到芝加哥。在那

儿，芝加哥河与运河构志

连接密西西比河的重要水路。

因此，美国有从大西洋经过

中西部到墨西哥的水路航

线。密西西比河的支流密

苏里，从这儿的水路延伸到

内陆平原的西部。农业与工

业制品都是由这条水路运运

往沿岸城市及其他国家。

国内另外两条重要的水道，

分别是大西洋沿岸的大西洋

内岸运河，以及墨西哥湾的

墨西哥湾内岸运河。还有

一些小水道连接许多的湖

泊、河川、水坝以及近海

的咸水湖，构成辅助的水

运系统。

美國:包羅萬象的音樂殿堂
提起纽约爱乐乐团，即便

是不爱交响乐的人也听说过它

的名字。其实，美国的波士

顿、芝加哥、克利夫兰费城等

交响乐团都享有国际声誉。到

美国旅游，如果能到纽约百老

汇听听音乐剧、到纳什维尔体

验一下乡村音乐、到新奥尔良

感受一下爵士音乐，那将是名

副其实的“音乐之旅”。

百老汇：高雅音乐殿堂

纽约百老汇是美国现代

歌舞艺术、美国娱乐业的代

名词。实际上，百老汇只是

纽约曼哈顿区一条大街的名

称，意为“宽街”，指纽约

市中以巴特里公园为起点，

由南向北纵贯曼哈顿岛，全

长25公里的一条长街。

百老汇大街两旁分布着

几十家剧院，每年都有几百

万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到

纽约欣赏百老汇的歌舞音乐

剧。百老汇的表演形式融舞

蹈、音乐、戏剧于一体，有

些剧目更是融艺术与大众品

味于一体，具有很强的观赏

性和娱乐性。

在纽约，值得一看的还

有黑人说唱音乐区，那是纽

约哈林区的重要文化遗产。

说到哈林区的黑人说唱音乐

文化，非去不可的便是 106

街的这个景点。想高雅点

的，可以参加白金级的黑人

说唱音乐之旅，乘豪华房车

游遍哈林区各个黑人说唱音

乐历史地标，以及到大剧院

欣赏表演。你甚至可以直闯

黑人说唱音乐录音室观看唱

片制作过程的活动，并跟明

日黑人说唱音乐之星们面对

面交流。

纳什维尔：乡村音乐发

源地

田纳西州州府纳什维尔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是美

国乡村音乐的代名词。早期

从欧洲移民至此的人民继承

并发扬了古老的英格兰、苏

格兰民谣以及先辈们遗传的

舞曲和器乐曲，并在此基础

上吸纳美国黑人音乐和当地

拉丁音乐，从而创造出早期

的乡村音乐。

入夜的纳什维尔是音乐

的天堂，无论你是否理解音

乐，你都会发现每一处角落

都是那样的色彩斑斓，真正

给这座音乐城以生机的是散

落在街头酒吧里的流浪歌

手，他们拿出自己的山地吉

他，为亲人和爱人拨响动听

的旋律。纳什维尔最著名的

音乐街位于市中心的第3和

第5街之间，也叫百老汇大

道。这里的酒吧里一到晚上

便灯火通明，大大小小的乐

队满怀乡愁，放声歌唱。来

到纳什维尔，不管是展开一

次乡村音乐之旅，还是仅仅

是欣赏这个首府城市的美丽

景色，这里都将会给你的旅

途带来别样的惊喜和快乐！

新奥尔良：爵士乐的故乡

位于密西西比河入海口

的新奥尔良市是爵士乐的发

源地，是个“寻欢作乐”的

城市。作为一个迎接着世界

各地的旅行者歇脚的海港，

新奥尔良保持着它的狂欢的

气氛，每年二月这里举办有

名的嘉年华会，吸引世界各

地的游客。

早期的爵士乐主要是由

黑人演奏并创立的。而作为

创 立 爵 士 乐 的 主 要 人

种 ———黑人和克里奥耳人

对于爵士音乐的发展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所以，爵士乐

的起源大体上就是非洲音乐

传统与克里奥耳人对欧洲古

典音乐兴趣的融合。

新奥尔良为爵士乐史贡献

了几位后人无可企及并且具有

深远影响力的爵士音乐家，其

中声名最为卓著的当数小号手

Louis Armstrong、单簧管演

奏家 Sidney Bechet、钢琴演

奏家Jerry Roll Morton。

在大街小巷的各色酒吧、

咖啡厅里，随处都能听到爵士

乐队的现场演奏，黑人和白

人手持乐器，站在同一座舞台

上，集体即兴演奏出和谐的旋

律，我们不能不发出这样的

感慨：不可否认，音乐才是

真正的不分种族、不分阶级、

不分国界的交流手段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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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老人眼中的中國：
感歎像童話世界一樣發生巨變

“过去的帝王来拜祭上

天，祈求上天保佑帝国；而

今天的中国，却习惯把老百

姓称为天。”视频中，一位

外国老人站在北京的天坛公

园里，用英语解说着。

老人名叫罗伯特· 卡尔·

科恩，美国纪录片导演，今

年已经86岁高龄了。这次，

他担任出镜主持的纪录片名

叫《科恩眼里的中国》，由

长春广播电视台和科恩本人

创办的美国根基影业公司共

同出品，分四集，共200分钟。

全片从始至终由科恩用英语

解说，反映的是他重走1957

年访问中国的路线，讲述一

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想。

“科恩分别于1957年、

1978 年、1988 年、2015 年四

次访问中国，并拍摄有关中

国的纪录片。”长春广播电

视台台长张鸣雨说，“一个

美国人跨越58年用手中的摄

像机记录下来的中国影像，

他所讲述的中国故事极具历

史价值，也有着较强的现实

意义。”该部纪录片已于近

期在长春广播电视台首播。

另据科恩给长春广播电视台

反馈的消息，已经与英国和

美国的相关媒体达成了播出

意向。

因访问与中国结缘

1957 年，受中华全国民

主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青

年联合会前身）的邀请，27

岁的科恩与40名美国青年一

起到中国进行了为期六周的

访问。这是1971年尼克松访

华之前，中美之间唯一的一

次民间外交。

科恩受当时美国全国广

播公司（NBC）委托，携带广

播公司提供的16毫米摄影机

和10卷胶片，作为特派记者，

记录代表团在中国多个城市

访问的情景，其中部分镜头

在美国 NBC 新闻节目中播

出。科恩因此成为第一个获

准在新中国拍摄纪录片的美

国记者和纪录片导演。回国

后，科恩利用拍摄的素材制

作了一部 50 分钟的纪录片

《红色中国内幕》，在美国、

加拿大的100多所大学、图书

馆和社区巡回放映并讲演。

纪录片客观上起到了让美国

人了解新中国、消除误解、

减少敌对情绪的作用。

在以后的岁月里，科恩

又分别于1978年和 1988年到

中国访问，并用手中的摄像

机记录下了中国改革开放之

初的珍贵影像。

长春是1957年科恩访华

时走过的八座城市之一。2014

年，已经84岁高龄的科恩与

长春广播电视台取得联系，

表达了想要回到中国，重访

当初走过的八座城市，并再

制作一部反映中国巨变的纪

录片的强烈愿望。长春广播

电视台决定与科恩共同拍摄

这部纪录片，并买下在国内

的发行权。

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

什么样

2015年5月，摄制组赴美

完成了该片美国部分的采访

和取景任务。当年8月，国内

部分的拍摄在大连正式开机。

摄制组重走了当年科恩曾走

过的北京、上海、广州、武

汉、南京、长春、大连、杭

州8座城市，并新增加了山海

关、嘉峪关、酒泉、深圳，

采访、拍摄几十人，纵横一

万多公里，积累了300多个小

时的素材。2016年8月完成了

后期制作。

该片总导演刘国君介

绍，该纪录片共四集，分集

名称分别为：《变幻》（英

文名译为《发展与问题》）、

《崛起》（英文名译为《改

革与革命》）、《世俗》（英

文名译为《生活与环境》）、

《交融》（英文名译为《传

统与现代》）。全片采取科

恩第一人称叙事，通过新旧

对比、交流等方式，以科恩

的视角反映中国半个多世纪

以来的巨大变化以及科恩对

当代中国和世界问题的观察

与思考。该片完全用事实说

话，力求客观反映一个美国

人眼中的中国现实。

“回去中国！回去中国！”

科恩在纪录片的开头说，伴

随着近年来中国的崛起，这

个声音总在他的脑海中响

起。他希望自己像《西游记》

中的孙悟空一样，拥有一双

火眼金睛，能把中国看明

白 。他感叹中国就像一个

“童话世界”，短短几十年，

竟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

化。

片中，科恩表现出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深切关注。无

论是杭州的西湖，还是广州

的老建筑，以及上海附近的

村庄，长春的第一汽车制造

厂，他都能娓娓道来，并用

1957年拍下的照片与现在作

对比。

除了文化，他也关心现

在中国的经济腾飞以及老百

姓生活的新变化。在中车长

客股份公司，一位年轻的技

术人员可以熟练地用英语和

科恩对话。在北京天坛公园，

一位参加健身的老人也热情

地用英语跟他打招呼。这些

交流场景让科恩记忆犹新。

他还在纪录片中新加进了中

国西北几座城市的影像，为

的是看一看中国古老的“丝

绸之路”，感受一下“一带

一路”战略的“起点”。在

片中，他也表达了对中国老

龄化、贫富分化等问题的担

忧，试图为这种世界性问题

寻找中国答案。

吉林省电影电视评论家

朱晶说，作为一个美国人，

科恩对中国精彩的、友好的

述说是不可替代的，其意义

堪比斯诺。长春市文广新局

宣传处处长金俊全认为，这

部纪录片为世界理解与接受

中国和平崛起提供了一个人

文基础。国家一级编剧韩志

晨表示，目前中国在世界上

的话语权与中国的大国地位

还不完全匹配。这部片子能

够很好地提升中国的话语

权，是对世界和中国都具有

震撼力的作品。

“我并不伟大，我只是

呈现出我看到的事实。”他

总是这样回应人们对他的赞

美。

裘援平會見
舊金山灣區友好僑領訪問團

12月1日电 (周乾宪)中国国务

院侨办主任裘援平，1日在北京钓

鱼台国宾馆会见了美国旧金山驻美

中华总会馆和湾区中国统一促进会

友好侨领访问团一行。国侨办副主

任谭天星参加会见。

“国侨办是华侨华人的娘家，

我们是一家人。欢迎大家回家！”

裘援平热情赞扬了旧金山地区华侨

华人多年来为支持祖(籍)国发展建

设、维护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中美

友好做出的积极贡献。

她说，“到了旧金山湾区方知

在美华侨华人的影响力之大。你们

不仅是美国最重要的华人社团组织

之一，还是推动中国和平统一大业

的重要力量。”

裘援平向访问团介绍了国侨办

实施“惠侨工程”的主要工作。她

强调，“祖(籍)国的强大和统一才能

让海外侨胞更加挺直腰杆”，希望

包括访问团侨领在内的广大海外华

侨华人朋友们，积极帮助侨胞发展

事业，支持侨团建设，开展华文教

育，扩大文化交流，建设和谐侨社。

该访问团此次应国务院侨办邀

请于11月29日抵京访问。北京行

程结束后，还将前往广东参访。

香港工展會跨年推購物優惠
入場人數增約10%

香港历史悠久的大型展览会——

工展会将于10日起揭幕。面对零售

“寒冬”还未过去，主办方将联同参

展商分别送出11万份礼品和推出多

款“1元(港币，下同)产品”应客。

主办方预期，入场人数与总销售额会

较去年增约10%。

1日，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厂

商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今届工

展会的详情。本届工展会以“千色

品牌· 耀眼工展”为题，将于本月

10日至明年 1月 2日在铜锣湾维多

利亚公园举行，共有逾 400 家参展

商、逾 880 个摊位。入场门券每张

10元。

厂商会会长李秀恒表示，香港工

展会自1938年举行，多年来陪伴港

人成长，孕育了不少香港本地品牌，

深受普罗大众欢迎。工展会成为香港

品牌推广的集中地，方便了内地客人

购买香港优质的产品。

当下，香港零售业虽“寒冬”未

过，但李秀恒相信，价廉物美的产品

以及大型的促销活动，仍会受到普罗

大众追捧。同时，香港食品安全系数

高，有信心内地客人会继续进场购

物。

据介绍，大会将推出近百项购物

优惠，包括多项“1元产品”如电饭

煲、“鲍参福袋”等，更有参展商推

出500元一台50吋LED高清电视机作

招徕。此外，大会将送出11万份总

值380万元的礼品，如小型家电、餐

饮礼券、健康食品等。

首次参展、售卖厨具的德厨控股

有限公司发言人说，以消费展来说，

工展会在香港深入民心，希望借此平

台推广产品；大口荣进口有限公司也

是首次参展，他们主打在香港生产的

汤包，并推出“1元花胶海味汤”，

期望能吸引嘴馋的港人。

至于参展多年、售卖保健产品的

位元堂药厂有限公司，将推出“1元

冬虫夏草”以及免费派发健康饮品。

其发言人说，今届工展会会期临近农

历新年，相信有助带动生意额，预期

生意额会增长约10%。

另一方面，适逢明年是香港

回归祖国20周年，工展会定于31日

晚举行倒数活动，邀请约 1 万名

弱势社群免费入场，每人可获赠300

元现金券在场内购物，并与特区政

府官员欣赏表演节目，一同迎接

2017年。

厂商会副会长兼展览服务有限公

司主席戴泽良希望，此举让市民知道

工展会不但推广香港本地工商业，还

致力回馈社会，关爱弱势社群，建设

和谐香港。

中國留學生在日購房多付全款
日地産員工：真有錢

在东京新宿区大街上，不时能看到

“专门面向外国人”“欢迎外国人”的

不动产会社招牌。其中有些招牌直接用

中文写广告词，并加上网络语言或方

言，让人恍若在中国。

新宿是东京市外国人最多的区，然

而不仅是在这儿，整个东京市的房地产

市场都有越来越向中国人开放的趋势。

不少公司专门设置中文网站页面，称能

够“根据顾客需要，提供中文服务”。

这在十几年前是无法想象的。

2004 年《环球时报》记者刚到东

京，那时租房很费事。到一家不动产公

司，工作人员首先说明，“房东特别交

代，不能租给外国人”。好不容易找到

一处可以租给外国人的房子，房东又要

求提供非常详细的担保资料。记者找到

一个亲戚做担保，但不动产公司要求担

保人提供收入证明，记者的亲戚认为这

涉及个人隐私，不愿意提供，最后这处

房子也没有租成。

今年夏天，一名朋友的女儿要来日

本留学。他们抵达东京后，不动产公司

立即安排看房，当天就选出了满意的一

套，第二天交定金办手续，第三天拿到

房子钥匙，如此高效地为中国人服务，

这是记者以往不敢想的。

现在，日本许多不动产公司都有外

国员工，尤其以中国人居多。公司还设

有中国部、留学部等。以前外国人在日

本租房需要担保人，对担保人的资料要

进行彻底审查。而现在，这些担保基本

由专业公司来做，手续十分简单。

随着不少中国人富裕起来，在日本

的中国留学生住宿也出现了新趋势。比

如原来合租比较普遍，现在独居则占多

数。像记者的朋友就为她的女儿租了新

宿中心地带一套一居室的房子，租金大

概10万日元。

有留学生甚至直接在日本买房。一

名不动产公司的日本工作人员向记者感

慨说：“中国留学生真有钱啊，买房可

以付清全款。日本的工薪阶层都是从银

行贷款，还款30多年。”

在十多年前，基本上只有归化者和

永久居住者才能在日本买房。现在，只

要在日本工作一两年就可以。

如今，东京只要出现一处引人注意

的房产，就会有中国人参与其中。有高

级公寓原来规定，外国人住户不得超过

3成，结果不动产公司在销售过程中发

现，感兴趣的中国人很多，最终中国买

主往往超过一半。

不过，一名在不动产公司工作的朋

友表示：“有些日本房东对外国人还是

存在偏见。比如，个别房东租房给外国

人前，要求‘面试’，觉得‘面相’不

好就拒绝出租。所谓面相，基本也就是

看是富裕还是没钱。现在到日本的越南

留学生也增多了，有些不动产公司对越

南人租房审查特别苛刻，就像十多年前

对中国留学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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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軍長征從未中埋伏：
蔣介石至死不明真相

在万里长征途中，红军时时受

敌重兵围追堵截，却未中过一次埋

伏，在国民党军设置的包围圈中都

能准确找到空隙钻出，这主要是依

靠电台侦察及时掌握了准确情报。

当年红军电台有一条基本要求：

“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亡。”遇

到危急关头，首先砸电台毁电码。

机要人员会毁掉一切机密，直至牺

牲也不泄露。国民党军队被红军成

师、成旅地消灭时，却一再出现电

台连同密码一同被俘获的现象。长

征期间曾任红三军团长、红一方面军

司令员的彭德怀说过：“凭着红军

指战员的英勇和出色的侦察工作，

才免于全军覆没而到达陕北。”

获取敌情以情报做基础

红军长征的先头部队中，有一批

侦察兵，抓舌头、化装探路立下了大

功，不过这类侦察一般只具有战术价

值，很难了解到敌军高层计划和整体

部署。在长征途中不间断地侦破国民

党的密码，才是红军侦察工作最出色

之处。如今，尘封的档案已公之于

世，那些隐蔽战线英雄的历史功绩也

终于可以大白于天下。

1976年深秋，原红四方面军总

指挥徐向前同当时的中央调查部长

罗青长谈起情报工作时说：“《长

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

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

以情报做基础的。”“红军之所以

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

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

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

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破获了

他们的密码。”

1929年，周恩来便在上海秘密

组建无线电人员培训班，并委托苏联

帮助训练了一批电台工作人员。打入

国民党高层和特务机关内的中共中央

特科人员，也智取了敌核心部门的一

些密码本，不仅以此译出许多重要情

报，也掌握了其编码规律。

进入上世纪30年代，中央在

苏联和国内培训的电讯人员被分派

到各支主力红军中，他们结合学到

的技术和获取的敌情，又结合实践

刻苦钻研，终于掌握了破译敌人密

电码的独特方式。

破译成功率几乎达百分之百

红军从1931年的第二次反“围剿”

开始，便开始截获破译国民党军

的电码，使毛泽东、朱德等领导

人在指挥第二、第三次反“围剿”

时对敌情了如指掌。不过到了第

五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军

各部大都在苏区周围相对固定的

位置作战，主要靠有线电话指

挥，红军便难以全部掌握敌军的

指挥和部署情况。

长征开始后，敌我双方的军队

都在时时运动之中。由于当时国内

没有建立有线电话网，蒋介石对国

民党军各军、各师下达命令主要通

过无线电报发送，此刻，红军的电

码破译活动达到了最高潮，敌军的

电令大多数都能截获，破译成功率

几乎达到百分之百。例如红四方面

军的电台台长宋侃夫，内部外号

“本子”，意思是他拿到电台收到

的国民党军电码，不用查对密码

本，便能心中有数地把它的内容念

出来，基本上不会有差错。

在中央红军长征时，负责电讯

侦察的军委二局提供的一个个

准确情报，帮助中央摆脱了危

险。如湘江之战后国民党军在

湘西设下口袋阵，一渡赤水后

川军以三十多个团在长河南岸

准备拦截，过大渡河前敌军在

大树堡一带布有重兵等情报，

都使毛泽东等领导人下决心迅

速改变前进方向。长征结束后

，毛泽东高度评价和赞扬曾希

圣和他领导的军委二局说，没

有二局，红军长征是不可想象的。

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

路。

相隔千里仍能保持接力配合

中央红军(一方面军)开始长征

后的半年间，大部队白天行军，电

台人员只好收起机器跟随行动，路

上无法进行工作。此时，红四方面

军的电台还在川陕苏区的固定位

置，于是在白天负责截收敌台信

号，并将其破译出来。天黑后，一

方面军的电台到达宿营地，四方面

军的电台马上把截获内容发给一方

面军。接着，一方面军的电台在夜

间工作，截收国民党军夜间的电报

通信。一、四方面军相隔数千里仍

保持着接力式的相互配合，才确保

了在长征中几乎不间断、无遗漏地

截收敌军的全部电报。

后来红四方面军从四川西部长

征北上，白天电台停机行军，又是

一方面军的电台截收破译敌军电

码，再通知四方面军的电台。

当中央红军长征时，红六军团

有一部电台，先后由一、四方面军

的电台同其保持联络，也能分享到

情报。在长江以北活动的红二十五

军没有电台，中共中央到达陕北

前，他们同中央联络要靠交通员，

走一次需要几个月，沟通信息非常

困难。毛泽东到达陕北后，见到由

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合编的红十

五军团首长徐海东，马上分配给他

一部电台，这样各支主力红军都有

了电台，都可以保障电讯联系并对

敌实施侦察。

国民党军从未破译红军密码

在长征中进行无线电侦破的无

名英雄，除了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

还有红一方面军的电台台长王铮，

红四方面军的宋侃夫、王子纲等

人。红四方面军密码破译专家蔡威

在长征中带病工作，被担架抬出草

地时病逝。总司令部的领导人非常

伤感地说:“我们失去了一双宝贵

的眼睛。”在红军长征乃至整个中

国革命战争中，共产党对国民党的

内情大都能细致掌握，国民党对共

产党的行动却基本茫然不知。毛泽

东称赞长征时担任军委二局局长的

曾希圣说，曾希圣同志是搞“玻璃杯”

的，我们和蒋介石打仗，好像玻璃

杯里压宝，看得准、赢得了。

在长征中，国民党军的密码红

军能侦破，红军的密码敌军却从来

无法破译。当年红军电台有一条基

本要求:“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

亡。”遇到危急关头，首先砸电台

毁电码。机要人员会毁掉一切机

密，直至牺牲也不泄露。国民党军

队被红军成师、成旅地消灭时，却

一再出现电台连同密码一同被俘获

的现象，不少电讯人员受到教育后

还参加了红军。

在电讯保密问题上，充分体现

出国民党当局的效率低下。1931年

4月，中共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顾

顺章被捕叛变，国民党特务头子徐

恩曾知道了自己的秘书钱壮飞是共

产党，而且已破译了他身上的密电

码。徐恩曾却害怕蒋介石追究他用

人失察，多年间一直和同僚们串通

一气，共同隐瞒密电码已被破译一

事。蒋介石从在大陆失败一直至去

世，都不知道这件事的真相。

宋慶齡在重慶衝破國民黨封鎖
將物資送給八路

1942年 8月，“保卫中

国同盟”中央委员会(以下简

称“保盟”)在重庆重新建立，

宋庆龄仍然担任主席，委员

有爱泼斯坦、王安娜、廖梦

醒、约翰· 福斯特等人。保

盟的办公地点设在宋庆龄的

寓所——两路口新村3号。

在重庆的保盟首先设法和

国外援华团体及友好人士重新

取得联系，以争取他们继续援

助保盟。很快，美国援华会、

英国中国运动委员会、加拿大

维多利亚医疗援华委员会、加

拿大中国战灾救济委员会等组

织同保盟重建了合作联系。同

时，保盟还经常和中外救济联

合组织驻重庆的办事处保持正

常联系，并与驻重庆的纽约美

国援华会、红十字会、医疗援

华会的分支机构等建立了良好

合作关系。

宋庆龄在重庆冲破国民

党的种种封锁，领导保盟组

织募捐，救济难民、伤兵和

儿童；组织物资，把大批的

药品、医疗器械和其它救援

物资送到八路军、新四军及

抗日根据地人民手中，并积

极介绍和输送外国医生到抗

日根据地工作。利用她特殊

的身份将中国人民抗日的真

实情况向国外报道，争取援

助。主要是给抗日民主根据

地军民募集捐款和医疗器

材，重点是国际和平医院。

据不完全统计，保盟历年给

国际和平医院的捐款为：

“1942 年 ， 75000 美 元 ；

1943年，54000多美元；1944

年，12500多美元和4710000

多元法币；1945年，510000

多美元和 166000000 多元法

币。”(重庆《大公报》1940

年5月2日)这些捐款是根据

地国际和平医院的基本经

费。此外，保盟还向根据地

提供了大量物资，包括医疗

设备。1943年 6月，保盟向

国际和平医院运送了一批外

科手术器械和磺胺药品。

宋庆龄在重庆领导保

盟，对延安医科大学、晋东

南延安医大分部、冀西的白

求恩医学院、陕甘宁边区的

西北制药厂，延安合作药

厂、延安洛杉矶孤儿院、抗

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

院、延安技术学校等许多单

位提供长期援助。

宋庆龄在重庆不仅力求

从国外获得援助，而且还克

服困难，举办多次义演、义

卖、义赛等活动，筹集资金

来援助难民、难童和贫困作

家。在募捐活动中，宋庆龄常

用她的戒指图章在捐助者的收

据上签名盖章。由于她的高尚

品格，使得许多国内外人士都

以能得到她的亲自签名盖章为

荣而踊跃参加捐款。

1945 年 12 月，宋庆龄

及保盟总部由重庆迁往上

海，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

会”，后改称“中国福利会”

至今。

1938年12月，国民党副

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

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

精卫离开重庆，由成都转道

昆明后去越南河内，并发

表声明，响应日本首相近卫

文麿调整中日关系三原则。

这一事件，使蒋介石感到很

恼火，在谨慎处理的同时，

指示军统头子戴笠立刻派人

去河内刺杀汪精卫。戴笠指

派陈恭澍和余乐醒负责这一

工作。

余乐醒是湖南醴陵人，

早年曾赴法勤工俭学，学习

化学与机械方面的专业知

识，后又在苏联专门学习过

情报业务和秘密保卫工作，

长于对爆炸技术及药物的研

究，1932年加入军统后，很

得戴笠赏识，曾在军统临澧

特训班担任副主任。这时，

戴笠把余乐醒叫到重庆，

让他作刺杀行动小组的“参

赞机要与技术指导”，也就

是刺杀行动的参谋长兼技术

顾问。戴笠要求他务必尽快

干掉汪精卫，戴笠还在特务

总队内挑选了武术和枪法最

好的唐英杰、陈帮国、陈步

云等6人，由余乐醒、陈恭

澍率领前往河内，执行刺杀

任务。

余乐醒、陈恭澍一行人

到河内后，很快在汪精卫居

所附近找到一套房子租下来。

经仔细侦察后发现，汪精卫

身边有大批当地军警护卫，

迟迟无法下手。余乐醒向戴

笠汇报后，戴笠很着急，怕

汪精卫去南京后更难找到下

手机会，一再催促行动小组

早日动手。到3月21日，戴

笠认为再也不能等了，要求

当天晚上越墙进入汪的寓所

实施暗杀。当晚半夜，行动

小组越墙进入汪的公寓后，

直奔汪的房间，原计划用斧

头砸开门，而事先准备好的

一柄斧头却在翻墙时丢失，

他们只好用枪柄将房门上

的一块玻璃打碎，用手电

照着向室内射击。枪声惊

动了保卫的军警，结果有4

人被逮捕，囚禁在河内，

直到抗战胜利才被释放。

余乐醒和另外几人逃脱，

在国民党驻河内领事馆的

掩护下回到重庆。

可是，行动小组打死的

并不是汪精卫，而是汪的秘

书曾仲鸣。原来，因曾仲鸣

的妻子来河内探望曾，汪精

卫临时将自己住的大一点的

房间让给曾氏夫妇住，自己

搬到另外的房间去了。特务

们半夜越墙进去后，还以为

汪住在原来的房间，劈门的

时候，曾仲鸣钻到床底下，

只露出半截身子，特务以为

是汪精卫无疑，结果错杀了

曾仲鸣。

军统最著名的训练专家

余乐醒留法期间，参加

了中国共产党，是早期中共

党员，南昌起义后脱党，后

经戴笠介绍加入军统，成为

军统元老。他还介绍了沈醉

等20多名亲属加入军统。

脱党后，余乐醒在上海

法租界贝勒路(今黄陂南路)

761号创办了中华汽车专门

学校，这是中国第一家综合

性汽车专门学校，是那个时

代国内仅有的专业齐备的汽

车学校。到1930年，这所学

校高级班毕业4期、初级班

毕业5期，毕业学员达到千

余人，都分发到各省从事汽

车专业工作。

加入军统后，余乐醒深

得戴笠信任。戴笠平日的处

事做人，尤其是对部下的驾

驭，有一套所谓“辩证法”

理论和实际应用，即所谓

“制造矛盾、运用矛盾、控

制矛盾”，这套东西就是受

余乐醒影响而形成的。戴笠

把余乐醒当作能人，关键时

刻，常会向余乐醒请教。

1932年秋，余乐醒被戴

笠派往上海，接替原特务处

上海站长翁光辉的职务，戴

笠还把上海站升为华东区，

任命余乐醒做区长。一段时

间以后，余乐醒被派往浙江

警官学校特务警员训练班(

后来因其校址在杭州而简称

为“杭训班”)。杭训班是

继复兴社特务处创立时在南

京洪公祠开设训练班之后，

真正开始成规模进行的特务

培训，也是抗战前最有系统

的特务训练机构。余乐醒受

此重任，使出浑身解数，把

自己的平生所学都拿了出

来。1937 年后，受戴笠指

派，余乐醒回到长沙，积极

筹备新的特务训练班。

1938年 2月，军统第一

个规模庞大的特务训练班临

澧特别训练班成立，戴笠兼

任主任，训练班的一切事务

实际由副主任余乐醒负责。

余乐醒本身是特工专家，训

练班比较重要的课程，如特

工常识、化装、毒物、化学

通讯、爆破等，都由他亲自

主讲。他在教学方面很有一

套，善于把枯燥的理论说教

和生动鲜活的例子结合起

来，让受训的学员能够融会

贯通。他还经常向学生做精

神动员，生活上与学生打成

一片，很得学生们爱戴。余

乐醒在特训班的威望，让戴

笠很不放心，戴笠曾经一度

让总队长陶一珊担任副主

任，而叫余专任教务处长，

这引起很多教职员和学生的

不满。不到一个月，戴又下

令免陶，而仍由余任副主

任。这个训练班先后培训了

1000多名特务，这些人成为

戴笠军统特工人员中最重要

的骨干力量。

几个特务训练班的成功，

让余乐醒在特务机关中声名

鹊起，成为军统最著名的

“训练专家”，更是被他训练

出来的特务学员视为导师。

軍統元老余樂醒：刺殺汪精衛失敗
錯殺汪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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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in the near future, such as a time when a 
nation is hit by an outbreak of something like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Researchers would quickly isolate the unknown viral 
strain from patients and modify three genetic bases 
in the virus. The modified virus would then be used 
to vaccinate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ll this could be 
done within a few weeks.
The vaccine could also be injected into patients already 
suffering from the viral infection.
“The side effect is so small that the recipient would 
hardly feel anything,” Zhou said.
He said he believed the technology would benefit 
patients “soon”.
The team had acquired international patents for the 
technology and they were in contact with some vaccine 
manufacturers so that trials in humans could be carried 
out, he said.

The chances are the exchange of genetic 
information will make [the virus] even 

deadlier, even more productive. I doubt 
health authorities in any country, especially 
China, will vaccinate the public with a live 

virus.
--PROFESSOR MENG SONGDONG,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n the past, vaccine development has been a long 
and complicated process, requiring researchers to 
know exactly the physical structures of a virus and its 
behavior.
However, that would not be necessary using the new 
method, which requires only the modification of a few 
genetic bases that exist in the DNA of almost any virus.
Professor Meng Songdong, a researcher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Key Laboratory of Pathogenic 
Microbiology and Immunology, said the work by 
Zhou’s team was a “new approach” and “something 
never thought of by others before”.
Meng, who was not involved in the study, added: “It 
shed a new light on how to deal with the virus.”
However, he raised concerns about whether the live 
virus vaccine could be used on humans in the near 
future.
The man-made virus might undergo unexpected 
mutations that broke the link of control initially created 
by researchers, he said.
And the recombination of a man-made virus with wild 
types might not always produce the good results that 
had been reported by Zhou’s team, Meng added.
“The chances are the exchange of genetic information 
will make [the virus] even deadlier, even more 
productive,” Meng said.
“I doubt health authorities in any country, especially 
China, will vaccinate the public with a live virus.” 
(Courtesy http://www.scmp.com/news/china) 

Zhou said.
The bird flu virus in the vaccine had more than a 99 per 
cent similarity to its natural cousin.
The researchers tweaked as few as three genome bases 
in the virus’ DNA. A typical virus has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such bases.
A virus needs food and amino acids, the building 
blocks of proteins found in animals and plants, is one 
source of food. A wild virus will eat almost any amino 
acid, but the genetically tweaked virus in Zhou’s 
vaccine would accept only a special kind of man-made 
amino acid.
The unnatural amino acid can be produced only in a 
laboratory: it does not exist in the body of animals or 
humans.
“So after you inject these viruses into the host they will 
not be able to reproduce themselves due to the lack of 
a [suitable] amino acid, and they will ‘starve’ to death 
in the end,” Zhou said.
Zhou’s team produced the virus in a man-made cell 
line. The cells were filled with the unnatural amino 
acid. The virus would then find comfort in these man-
made cells and reproduce in large numbers, like cars 
rolling off a production line.
Zhou has envisioned a likely use for the vaccine 

such bird flu, Sars, Ebola and HIV – within 
weeks of an outbreak.
The live virus used in the vaccine used by 
the researchers had its genetic code tweaked 
to disable the viral strains’ self-replication 
mechanism. But it was kept fully infectious 
to allow the host animal cells to generate 
immunity.
Using live viruses in their fully infectious 
form was considered taboo, as viruses 
spread rapidly. Vaccines sold and used 
widely today generally contain either dead 
or weakened forms of viruses.
China’s scientific breakthroughs are for the 
benefit of all
Live viruses used in vaccines approved for 
clinical use have typically had their physical 

structure altered to weaken them. But this has affected 
the vaccines’ effectiveness. Vaccines also do not exist 
for many of the world’s deadly viruses.
Zhou Demin, a professor at Peking University’s 
School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and the study’s 
lead scientist, said researchers had been facing a losing 
battle against viruses.
“Now we have a new weapon ... that can mow down 
nearly any kind of virus and their mutations. It can shift 
the battle,” Zhou told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In the experiment reported in Science magazine, 
Zhou’s team made the vaccine using live bird flu virus.
They jabbed the vaccine into mice, guinea pigs and 

ferrets. The virus invaded the hosts and created havoc 
in cells, but they did not reproduce themselves.
The immune system fought back and picked out the 
virus in each cell, one after another. By the end of the 
third day the last strain of the virus was gone, leaving 
no trace behind except a permanent memory in the 
host’s immune system, which provided immunity.
The researchers then injected the vaccine into mice 
suffering from the flu. The animals recovered quickly 
and returned to full health.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man-made virus had 
recombined with the wild virus so that the combined 
virus was unable to reproduce, too.
“The vaccine is not just a vaccine, but also a drug,” 

Chinese scientists may have found the key to creating 
effective vaccines for the world’s deadly viruses – by 
breaking two taboos in traditional vaccinology.
An experiment by a research team at Beijing’s Peking 
University was hailed as “revolutionary” in the field 
in a paper published in the latest issue of Science 
magazine last Friday.

The scientists broke two of the field’s taboos first by 
creating a vaccine using a live, fully infectious virus, 
and then by injecting the substance into infected 
animals dying of the same virus.
The animals were cured after receiving the injection, 
according to the paper.

Now we have a new weapon 
... that can mow down nearly                                                                    

any kind of virus and their mutations. It can 
shift the battle.

--ZHOU DEMIN, PEKING UNIVERSITY
This breakthrough promises to simplify the process of 
producing vaccines, which may help scientists develop 
effective vaccines or even cures for various viruses – 

Will China’s Scientists’ Breakthrough Mean
The End Of World’s Deadly Viruses?

With Trump On The Offensive, Xi Jinping
Moves To Upgrade China’s Global Power Play

lesson from the financial crisis – it has failed to adjust 
and reform its industries – and it is now blaming the 
problem on globalization.”
Wang said that wit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 was becoming more resistant to the risk posed 
by the incoming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the anti-
globalisation trend sweeping the Wes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designed to counter 
the risk posed by the market in the West,” Wang said.
Zhang Jianping, an expert on belt and road policy at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s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search, said 
mistrust remained a hurdle for China.
Belt and Road points the way to a 21st-century 
Renaissance, if China stays true to its vision
“Just because the US withdrew from the TPP doesn’t 
necessarily mean that its economic power is in decline,” 
he said. “All the major global financial and investment 
standards and institutions are still led by the US and 
Europe. Any attempt by China to rewrite those rules 
is bound to meet scepticism from the West.” (Courtesy 
http://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 

With US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threatening to 
build a wall on the Mexican border and force Asian 
allies to increase defense spending, Beijing is busy 
luring countries across the eastern hemisphere into its 
orbit.
President Xi Jinping, who is consolidating his power 
at home, is planning to host a big “One Belt,   One 
Road” summit in China next year, sources close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ld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dding that the event would match, if not 

exceed, the scale 
of this year’s 
G20 summit in 
Hangzhou, which 
attracted about 30 
state leaders.
At a time when 
established 
world powers 
are struggling 
with domestic 
problems, Xi 
sees a chance to 
push ahead with 

his oddly worded brainchild, a geopolitical 
push to extend Beijing’s influence to remote 
corners of the glob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ncompasses 65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stretching through 
Southeast, South, Central and West Asia to 
the Middle East, Africa and East and Central 
Europe.
However, with globalization facing increasing 
scrutiny and electoral scepticism in developed 
countries, it’s doubtful whether a one-party 
state with its own deep-rooted economic woes 
will be able to bind countries together through 
a program viewed by critics as a Chinese plot 
to export its infrastructure and influence.
In addition, China’s shrinking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the falling value of its 

currency and a tightening of central government 
control on big overseas investments have raised 
questions about whether there will be sufficient funds 
to grease China’s ambition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as launched by Xi in 
2013 as an attempt to boost connectivity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along the ancient land-
based and maritime Silk Roads through trade and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cluding high-speed railway 
lines and energy pipelines. But the wave of populist, 
anti-globalization reflected in Trump’s stunning 
victory in last month’s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has put 
its smooth implementation in doubt.
Previous Chines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overseas, 
including energy- and resource-related ones in Africa, 
have triggered resentment in local communities, with 
Beijing accused of exploitation and failing to benefit 
local workers.
Even though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key US allies, 
such as Canada and Britain, have joined the Beijing-
led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set 
up as par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mistrust over 
Beijing’s efforts to extend its geopolitical influence are 
mounting.

James McGregor, greater China chairman of APCO 
Worldwide, a public relations and consulting firm, 
said the level of cooperation between Beijing and the 
incoming Trump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o n 
would be crucial 
in determining the 
succes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ne of Trump’s 
policy advisers, 
former CIA 
director James 
Woolsey, has 
described the 
current Obama 
administration’s 
opposition to the AIIB as a “strategic mistake”.
“Through OBOR and various diplomatic initiatives, 
China is seeking to lead peacekeep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fforts in the region,” McGregor said, 
referring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ut this will 
be very difficult if the US and China are not aligned 
and working together in the region to help provide 
security and promote peace.
“So if Trump pushes an agenda of confrontation with 
China in regard to trade and security arrangements in 
Asia, China will have a more difficult time managing 
its investments in Afghanistan and elsewhere in the 
region.”
But Professor Wang Yiwei, from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Renmin University in Beijing, 
said Trump’s protectionist agenda, most notably 
with his vow to withdraw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12-nation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trade pact, 
would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fill the gap in the market”.
“For a long time,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been following America’s standards and development 
model. But now even the US itself has suffered from 
its system,” he said. “The US has not learned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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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mel train catering to tourists in the Gobi Desert’s famous singing 
sand dunes near Dunhuang, Gansu province. (Photo: Shutterstock)

Delegates from Nepal and China sign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during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International Trade Platform 
in Kathmandu, Nepal, in November. 
Photo: Xinhua

The first Chinese cargo train from 
northwestern China to Iran arrives 
in Tehran in February after a 14-day 
journey. Photo: EPA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chairman Zhang Dejiang 

delivers a speech at the Belt and Road Summit in Wan Chai 
in May this year. Photo: Sam Tsang 

Peking University scientists’ breakthrough could simplify the production 
of vaccines and help scientists develop effective vaccines or even 
cures for viruses such bird flu, Sars, Ebola and HIV – within weeks of an 
outbreak. File photo: BSIP

Professor Zhou Demin of Peking University, the lead 
scientist in the study, believes the breakthrough provides 
a new weapon in the fight against viruses and their 
mutations. (Photo: SCMP Pictures)

Chinese travellers wear masks to help ward off the Sars 
virus at a railway station in Beijing in April 2004. Photo: 
Reuters

Peking University Research Could Help Simplify Development Of Effective Vaccines Or
Cures For Infections Such As Bird Flu, Sars, Ebola And HIV Within Weeks Of An Outbreak

Beijing Plans One Belt, One Road Summit In China That Could Dwarf G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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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令人驚奇的異域風情
這些奇觀你看過嗎

很多人都说西藏是离

天堂最近的地方，但是新

疆则是真的天堂，爱旅行

的你一定不会想错过。无

论是苍茫的戈壁、漫无边

际的花海、还是大峡谷、

或者是令人惊奇的异域风

情都会让你震撼，惊叹于

它的美丽，接下来我们就

从图片中来感受新疆这个

天堂带给我们的美好感受

吧！

可以从天山说到阿尔

泰山，从一望无垠的戈壁

沙漠说到纵横交错的雪山

湖泊，也可以从烂漫山际

的花海说到到辽阔悠远的

大草原，还有很多少数民

族，诸如维吾尔族、哈萨

克族、蒙古族等。

苍茫的戈壁和大峡谷

这是我们对新疆最直

观的印象，在魔鬼城、

阔克苏... 身处其中感觉

却很微妙，站在空旷中，

很多东西都被过滤掉了，

剩下的只有安静和偶尔的

惆怅。

流淌在蓝天里的云

因为海拔比较低，视

野开阔，举目望去，群山

和云块交织在一起，已分

不清天和地。

漫无边际的花海

北疆，到处可见大片

的野花，不同的季节，展

现不同的景致，你会很惊

讶这里竟然是大西北。

驰骋的大草原

风吹草低见牛羊，在

喀拉峻，还可以碰到热情

好客的哈萨克族，一时兴

起，还可以爬上马，纵情

一番，能跑多远，就看你

的马术了。

非看不可的日出日落

来到北疆必看的景色，

最佳观看点是赛里木湖和

巴音布鲁克草原，大块的

云与地面、湖水相互连

结，染成一色，透着红

黄，看着都惊心动魄。

令人惊奇的异域风情

感觉站在莫斯科，一

会又仿佛来到北欧。上坡

上还可以看着仙气缭绕的

小山村。这些景色，堪比

江南。

看完这些图片，你有

没有想去看看的欲望呢？

中國最富魅力的地域不在別處
就在甘南！

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地方，那里

有蔚蓝的天空，那里有辽阔的草

原，那里有清澈的河水，那里有成

群的牛羊，那里有淳朴的民风，那

里有虔诚的信仰，那里与世无争…

直到有一天我到了甘南，才

发现原来这就是我一直要寻找的

地方，原来我离它是这么的近。

这里有我所寻找的一切。

这里的天空是那么湛蓝、透

亮，好像用清水洗过的蓝宝石一

样。在这里人们说话的声音就能

能碰到蓝天，伸出手来能摸到蓝

天。 一年四季中不管是深冬还是

盛夏，甘南人民的头顶上空总是

蓝晶晶的。有人说“掬一捧这里

的蓝天可以洗脸”。

这里有一望无际的草原，碧

绿的小草如毡如毯，上面盛开着

数不清的五彩缤纷的花朵，如繁

星在天，风过时草浪轻翻，花光

闪烁，置身于这仙境般的景色之

中，觉得自己坠入了一个香气扑

鼻的世界。 活蹦乱跳的小动物把

草原当成了自己天然的展示舞

台，纷纷表演自己的“才艺”。

这里有清澈的河水，一条条

的蜿蜒盘旋在美丽的大草原上，

像是为草原戴上了洁白的丝绸。

这一条条清澈的河流，养育了这

里的人民，养育了这里的牛羊，

养育了这里的一草一木。

这里有成群的牛羊，它们生

活在碧绿的草原上，喝着纯净的

河水，和牧人和谐相处，悠闲的

度过每一天。

这里有淳朴的藏族人民，他

们每天日出而牧，日落而归。他

们在草原上策马奔驰，在草原上

高唱赞歌，大块吃肉，大碗喝

酒，一切都是那样的粗狂与淳

朴，与远古的游牧先民没有两样。

这里的藏族人民保持着他们

内心最虔诚的信仰，他们对信念

的恪守是如此的真诚。无论春夏

秋冬，无论严寒酷暑，他们用身

体丈量着通往天堂的里程。

这里有我所要寻找的一切，

这里就是甘南，一个让我魂牵梦

绕的地方。

澳門著名的景點
你去過幾個？

澳门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吧，但这里的著名景点你去过

几个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妈阁庙

澳门妈阁庙为澳门最著

名的名胜古迹之一，初建于

明弘治元年 (1488 年)，距今

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位于

澳门的西南方，枕山临海，

倚崖而建，周围古木参天，

风光绮丽。

2、港务局大楼

在澳门，中葡建筑俯拾

皆是，但说到阿拉伯建筑，

就只此一家了。这栋位于妈

阁庙附近的建筑是1874年建

成的港务局大楼，当年是兵

营，由印度来澳的摩尔士兵

驻守，现称港务局大楼。其

最大特色是外墙柱窗为穆斯

林式穹顶，整个回廊被伊斯

兰式尖拱环绕，配合通花围

栏，甚具阿拉伯的建筑风格。

3、亚婆井前地

亚婆井前地(Largo do Li-

lau)，是位于澳门西望洋山北

面的广场。由于亚婆井前地

及周围古旧建筑，故被列为

澳门建筑、历史和文化文物

区。2005年开始，随澳门历

史城区之一部份而被列入世

界文化遗产名录内。这个地

方极具特色，而且是有文化

历史的。

4、圣老楞佐教堂

圣老楞佐教堂，通称风

顺堂，是澳门最古老的三座

教堂之一。圣老楞佐教堂早

年建成的时候，因为它靠近

码头，所以教堂内立有风信

旗杆，是葡萄牙人决定是否

出海的重要指标。《澳门记

略》载:"西南则有风信庙，蕃

舶既出，室人日跂其归，祈

风信于此。"所以这座教堂也

被俗称为"风信堂"。

5、三街会馆

三街会馆(又名关帝庙)，

是位于澳门特别行政区议事

亭前地旁边的庙宇，为早期

澳门华人商家的议事场所。

"三街"指澳门最早的三条街

道:营地大街、关前街和草堆

街;"会馆"则由三条街道的商

行组成。初设时为商人议事

的场所，商贾们在此联络感

情、沟通商情，也是清政府

发布公告的重要场所。这里

的场景给人一种安静的感觉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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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或许见过很多美丽的

公路，它们就好像是一幅幅

巨大的油画一样，但是这些

公路你去过吗?这简直是可以

分分钟逼死老司机啊。

矮寨盘山公路

这一段公路长约 6 公里

，却修筑于水平距离不足100

米，垂直高度440米，坡度为

70-90度的大小斜坡上。这样

特定的空间迫使公路多次转

折，形成13道锐角急弯，26

截几乎平行、上下重叠的路

面。公路最宽处不超过7米，

最窄的地段不足4米，两辆小

车在最窄段不能同时通过。

据说当年施工时，先在大山

的斜面上，垂直切割出一道

道长条"台阶"，然后再将"台

阶"两端连接，实在无法连接

的便架设"天桥"或悬空叠出一

个圆形的转盘，让汽车成"∞"

形转弯。

怒江72拐

“怒江72拐”从最低点

海拔3100米，一路攀升到最

高点业拉山口海拔4651米，再

盘旋下降至邦达镇海拔4100米

。长约12公里。作为川藏南

线必经之路，对许多骑手或

车手来说，正是因为它的险

，才更具有挑战价值，每年

从这路过的行人无不对这条

路充满感叹。

晴隆二十四道拐

晴隆二十四道拐"抗战公

路，是"史迪威公路"的形象标

识。古称"鸦关"，雄、奇、险

、峻，有一夫当关，万夫莫

开之势。从山脚至山顶的直

线距离约350米，垂直高度约

260米;在倾角约 60度的斜坡

上以"S"型顺山势而建，蜿蜒

盘旋至关口，全程约4公里。

320国道黄花桥路段

320国道黄花桥路段位于

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境内，

长度不足1公里，却被称为"

魔鬼地带"。由于黄花桥弯道

半径仅216米，视距84米，远

低于国家二级公路的设计标

准，因此在改建前事故频发

，令去过的人都心有余悸。

天下第一弯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然

而，昆明宜良却有一条长度仅7

公里的公路，被网友称为"天下

第一弯，难过蜀道"。

这条路叫"宜良靖安哨公

路"，位于宜良县城西2公里

外，短短7公里路，盘山而上

，依山梁而修，弯弯曲曲有

近70道拐，被誉为世界公路

史上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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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羅生平大事記
古巴革命领导人菲德尔•卡

斯特罗于当地时间2016年 11月

25日晚去世，享年90岁。出生于

一个种植园主家庭的卡斯特罗，

最终却成为古巴革命的领导者，

并带领古巴人民克服美国经济封

锁造成的困难。卡斯特罗的生平

可以说是古巴的传奇。

1926年 8月 13日，菲德尔·

卡斯特罗出生于古巴奥尔金省比

兰镇，他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甘

蔗种植园主。

1945年考入哈瓦那大学法律

系，学习民法、外交、行政管理

和社会科学，并被选为反对独

裁、坚持民主的“大学生联合会”

主席。

1948年4月美洲国家组织在

哥伦比亚首都圣菲波哥大开会

时，卡斯特罗到那里参加了反美

示威。

1949年加入古巴人民党。

1950年毕业于哈瓦那大学法

律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在哈

瓦那开了个律师事务所，并为穷

人仗义执言。

1952年 6月，古巴举行议会

选举，菲德尔•卡斯特罗作为

哈瓦那选区的代表当选为全国

议会议员候选人。但这次选举

被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宣布取消。

他向法院提出起诉，指控当局

行为违背 1940 年宪法，但遭到

法院驳回。从此，他产生了革

命思想。

1953年7月26日，领导发动

反对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武装起

义，攻打蒙卡达兵营，失败后被

捕，在法庭上发表了著名的自我

辩护词《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1956年11月，菲德尔•卡斯

特罗从墨西哥回到古巴，在马

埃斯特腊山区创建起义军和根

据地。

1959年1月，率领起义军推

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成立革命

政府，出任政府总理(后改称部长

会议主席)和武装部队总司令。

1961年4月17日，34岁的菲

德尔•卡斯特罗指挥了吉隆滩之

战(美称猪湾事件)，击败美国雇

佣军。

1962年起担任古巴社会主义

革命统一党第一书记。

1965年该党改名为古巴共产

党后，担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

记。

1976年起任国务委员会主席

兼部长会议主席。在 1981 年、

1986年、1993年、1998年2月24

日和 2003 年 3 月 6 日选举中获

胜，连任国务委员会主席。

1993年8月14日，宣布美元

合法化，允许美元进入古巴部分

流通领域。

1995、2003年两次对中国进

行国事访问。

2004年10月，宣布从当年11

月 8 日起禁止美元进入古巴商

业、外贸和流通领域，以报复美

国对古巴实施经济制裁。

2006年7月27日，菲德尔•

卡斯特罗因肠胃出血接受手术，

当月31日把权力暂时移交给他的

弟弟、古巴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

席劳尔•卡斯特罗。

2008年2月19日，菲德尔•

卡斯特罗宣布，他“不寻求也不

接受”再次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

和革命武装部队总司令两项职

务 。

2011年4月，菲德尔•卡斯

特罗在政府网站上撰文说，他不

再担任古巴共产党的领导职务。

2014年1月28日，菲德尔•

卡斯特罗会见(时任)联合国秘书

长潘基文，就国际事务进行了深

入讨论。

当地时间2016年11月25日，

卡斯特罗去世。

特朗普陣營商店加入黑五折扣行列
紅色帽子成標志

据“中央社”报道，感恩节

过后便是“黑色星期五”，美国

民众开始疯狂购物，总统当选人

特朗普阵营的网络商店也加入折

扣行列。

据悉，特朗普胜选后，其阵

营的网络纪念品商店成为大热门，

不少支持者购买胜选商品，为他

们力挺的候选人进入白宫助阵。

特朗普胜选的商品包括印有

11月8日与第45位美国总统的衣

帽与纪念杯，还有胜利雪茄，某

些商品可有7折优惠。

当中最特别的是要价149美

元的24K金，印有“让美国再度

伟大”帽子的圣诞挂饰。竞选期

间，特朗普一路带着红帽，已成

为年度标志。

据悉，特朗普以低预算赢得

选举，根据10月申报的财务纪

录，竞选阵营拥有1600万美元

现金，负债210万美元。

斯諾登尋求“不引渡保證”
遭挪威最高法院駁回

据外媒报道，挪威最高

法院说，由于美国并未提出

引渡要求，因此无法就前美

国国安局雇员斯诺登提出的

要求“挪威承诺不予以引渡”

做出任何裁决。

据报道，现在在俄罗斯

居住的前美国国安局雇员斯

诺登，因为泄露有关美国官

方监听行动的机密档案，而

名噪一时。

斯诺登也因此被美国司

法部门通缉，先前挪威首都

奥斯陆的地方法院和上诉法

院都驳回了斯诺登的要求。

斯诺登在 2016 年 4 月向

挪威提出诉讼，要求给予不

引渡保证，以便他能够到该

国领取一个有关言论自由的

奖项。

他的代表律师说，如果斯

诺登被引渡到美国，就“必然”

会被判有罪并被监禁。

2013年6月，斯诺登将美

国国家安全局“棱镜”监听

项目秘密文件透露给英国

《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

报》等媒体，曝光美国安全

部门的大规模监听活动。

事发后，美国政府宣布

通缉斯诺登，并以间谍罪等

3项重罪对其进行起诉。根

据美国法律，斯诺登或面临

长达 30年的监禁。2013 年 8

月，斯诺登获俄罗斯“临时

避难”许可。一年后，他获

俄方发放为期 3年的居留许

可。

日本廠商推出高價特制躺椅
每件近七萬人民幣

近日，日本家具制造商

MARUICHI开发出一种使用碳

纤维材料的躺椅，预计将于今

年12月中旬在日本上市。

据报道，使用碳纤维材料的

家具在欧洲已经开始成为潮流，

但在日本目前还没有这种商品。

MARUICHI相信，日本国内也会

有一定的消费需求。这款碳纤维

躺椅瞄准了男性富裕阶层，目标

每年销售额能达到两千万日元(

约合人民币127万元)。

躺椅的椅身部分使用碳纤

维材料，重量仅为18.5千克，

比该公司的同类产品轻30%。

在保证坐上后稳定性的同时更

加便于移动。碳纤维部分采用

方格花纹，椅背和座位使用黑

色的真皮等，制成了成功男士

喜欢的样式。

据悉，该款躺椅定价为不

含税 110 万日元(约合人民币

6.9759万元)，椅子腿和扶手使

用橡木或胡桃木。今后将在该

公司的东京展厅和碳纤维专卖

店进行销售。

MARUICHI的社长小林一

郎表示，“希望能活用碳纤维

技术，制造出沙发和电视柜等

产品”。

重返1993年的生活：
美一書店嚴禁顧客使用手機電腦

据外媒报道，美国一家书店店

主严禁顾客在店内使用手机和笔记

本电脑，希望他们能回到过去，

“重返1993年的生活”。

据悉，这家名叫“Wind City

Books”的书店在门窗贴出告示

列明：“不，没有Wifi。欢迎，这

是个阅读及享受咖啡的地方，请将

手机和电脑留在袋子里。休息一

下，像重返1993年的生活。”

至于为何是1993年呢？因为

第一部智能手机就是在1993年诞

生。

老板维基•伯格希望通过这个

禁令，让顾客在店内专心阅读，

“我们希望人们进入店后，可以放

松享受一本书，找到一本可以娱乐

他们或传递信息予他们的书籍。”

她表示顾客完全支持禁令，

形容书店是“和平、宁静的绿洲”。

一名女顾客说：“我认为可以来

到一个听不到别人的手机或电邮

通知响起的地方，实在精神为之

一振。”

日本別府欲建溫泉公園
各國網友熱烈響應
假如你曾幻想着边泡脚

边乘坐过山车在空中飞驰的

话，那么不久后，你的愿望

便可成真。据英国《每日邮

报》11月27日报道，近日，

日本南部城市别府市宣称计

划建造一座温泉公园。

日本的温泉世界闻名，

别府更是全日本温泉最丰富

的城市。近日，日本别府市

长长野安广(Yasuhiro Naga-

no)对外宣布，计划建造一座

集娱乐与 SPA 于一体的公

园。公园的宣传视频拍摄于

别府的Rakutenchi 公园，在

视频网站公布后走红，目前

点击量已达百万。

公园的宣传视频在被发

布到视频网站 YouTube 之

前，市长承诺：“如果宣传

视频的点击量能上100万，

我们就在别府建造一座温泉

公园。”宣传视频向我们展

现了温泉公园的设想：园内

随处可见腰部围

着浴巾的游客;摩

天轮变成合家欢

项目，一家人在

里面泡澡;甚至连

过山车车厢内都

装设有温泉，令

人心旷神怡。

得知该新闻后，各国网

友在“脸谱”和“推特”上

发文，纷纷助力。短短4天

内，该宣传视频便已实现点

击量从 0 到 100 多万的增

长。市长对网民热烈的响应

表示十分惊讶，并承诺温泉

公园即将动工。市长表示：

“别府拥有日本最丰富的温

泉资源。我相信温泉主题公

园的建成能为我们的市民创

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也

使市民觉得别府不乏趣味，

从而更加热爱这所城市，尤

其是年轻人。”

别府以温泉产业为名，全

市拥有超过200个公共温泉，

泉眼之多和泉质之丰富也是

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约有2700

处温泉泉源遍布于市区周围

约50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

据统计，2015年，别府吸引了

约44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

客，比2010年翻了一倍。

☆白色的硬木櫥櫃
☆不同類型的水龍頭
☆各種顏色和大小的花崗巖
☆各種廚房和浴室水槽

Reborn Granite LLC實木櫥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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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理石品種最多大理石品種最多！！規模最大規模最大，，價格最低價格最低！！
批發批發！！

二十年安裝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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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現代汽車 IONIQ 自動駕駛概念車款驚艷亮相洛杉磯國際車展
IONIQ UNLIMITED 購車服務以及 WAIVECAR 合作項目

將在洛杉磯地區隆重登場
本報記者 黃梅子 報導

2016 年 11 月 16 日，北美現代汽車在洛杉磯國
際車展 Automobility LA 的新聞發佈會上正式向大眾
介紹 IONIQ 自動駕駛概念車款。除了帶有與 IONIQ
系列其他車款一樣的時尚設計，相對於業界其他正在
研發的自動駕駛車，IONIQ 把 LiDAR 系統隱密地安
裝在車頭防撞桿中，而非在車頂。這樣一來 IONIQ
自動駕駛概念車的外型就能與其他普通車看起來一
樣，而非像是一個科學實驗。 

IONIQ 自
動駕駛概念車
的目標是將自
動駕駛系統盡
量簡化。這是
藉由將 LiDAR
科技、汽車智
能巡航系統的

前向雷達、以及車道保持輔助系統的攝影機整合起來
所達成。同時，現代汽車也在開發自己獨有的自動駕
駛汽車運作系統，目標在於讓系統利用更少的運算能
力。 這樣一來系統本身的成本會大幅減少，而且能
夠安裝在一般消費者能購買的未來現代車款中。

隱藏 LiDAR 系統也能讓 IONIQ 自動駕駛概念
車感應到汽車周圍所有車輛和物體的準確位置。此
外，IONIQ 自動駕駛概念車還帶有下列功能：  

• 前向雷達，偵測汽車前向路徑中物體的相
對位置和速度，以輔助路線規劃。

• 三台攝影機，偵測鄰近行人、車道標記、
交通信號。

• GPS 天線，測定道路上每一部行車的精確
位置。

• 現代汽車的 MnSoft 高解析度地圖資料，提
供位置精準度、道路坡度和曲率、車道寬度、以及指
示數據。 

• 盲點偵測雷達，確保換道安全。
這些功能是建立在 IONIQ 生產車既有的能力

上，其中包含帶有偵測行人的自動緊急煞車功能，智
能巡航系統，車道偏離警告，以及車後橫向交通輔助
等。IONIQ 自動駕駛概念車也將所有自動駕駛的控
制功能融入現有的系統，以確保駕駛能輕鬆轉換駕駛
模式。

今年稍早，北美現代汽車贏得了在城市環境測試
其自動駕駛汽車的執照。為了展示這台車的性能，北
美現代會在一月的國際消費電子展推出兩台 IONIQ
自動駕駛概念車，讓這兩台車在霓虹燈林立的拉斯

維 加 斯 大 道
上 行 駛。 除
了 讓 媒 體 朋
友 試 乘 之
外， 這 兩 台
IONIQ 自 動

駕駛概念車也會面對以下的挑戰：
• 大量行人交通
• 紅綠燈，停車標誌，以及學校區域 
• 道路施工和路障
• 減速塊
• 未繫皮帶的狗
• 玩耍的孩童
• 購物商場 
• 沒有交通信號的路口 
現代汽車現正在其位於南韓南陽地區的研究開發

中心園區測試三台 IONIQ 自動駕駛概念車以及兩台
Tucson 自動駕駛燃料電池汽車。讓自動駕駛汽車在南
陽的園區內行駛是一個挑戰，因為每天都會有超過一
萬名現代員工在園區內工作。現代汽車接下來在拉斯
維加斯的測試會以現在的測試情況為基礎，將最安全
以及最有能力的自動駕駛汽車帶給消費者。

以註冊用戶為本的 IONIQ UNLIMITED 服務給
消費者一個更暢快以及實惠的方式來享受無排氣的交
通工具

今天，北美現代汽車在洛杉磯國際車展宣布全新
「IONIQ UNLIMITED」電動車的用戶註冊體驗。
這個創新的擁有體驗能讓消費者以無憂的方式享受現
代最新的零排氣，並以環保為中心的 2017 年 IONIQ 
EV。想要購買 IONIQ EV 的消費者能夠選擇一份固
定的月費金額，其中包含無限里程數，電動車充電費
用，定期維修，以及車輛登記等所有正常開銷費用。
IONIQ UNLIMITED 的用戶註冊體驗將於 2017 年初
在加州開始實行。

北美現代汽車市場部門副總裁 Dean Evans 提到，
「很高興能與我們全新的 IONIQ 電動車系列一起提
供 IONIQ UNLIMITED 服務，為消費者帶來一個創
新且無憂的方式來享受無排氣汽車的駕駛經驗。除了
駕駛絕不妥協，無排氣的 IONIQ 所得到的滿足感之
外，這個全新的擁有經驗也將無里程限制以及無額外
費用的福利帶給了消費者。現在是讓所有人都能輕鬆
擁有無排氣汽車的最佳時機。」

除了為消費者提供無須協商的單筆付款方式之
外，IONIQ UNLIMITED 也提供了注重環保的消費
者都讚賞的車輛擁有概念。這個全新的概念包含了獨
一無二的網路購車經驗，消費者能從他們想要的經銷
商庫存中挑選他們想要的車款，挑選 24 個月或是 36
個月的期限，然後在網路上檢閱包含所有費用的月費

金額。當消費者
遞交信用申請，
並且得到批准之
後，消費者可以
直接到經銷商來
完成購買過程。
當消費者抵達經
銷商之後，他們
無須討價還價，
只需要簽署幾份
文件，之後即可
將最先進的無排
氣電動車開回家。北美現代汽車將整個購車過程透明
化，為大眾帶來了一個現今市場上最無壓力的汽車購
買和擁有經驗。

北美現代汽車與 WaiveCar 合作，從 2017 年一月
開始，讓住在洛杉磯的消費者能夠藉由 WaiveCar 隨
時免費行駛全新的 IONIQ 小型電動車

現代汽車呈獻帶有隱藏 LiDAR 的自動駕駛汽車
北美現代汽車今天正式宣布與全球第一家以廣告

收入為基礎的電動車共享計畫 WaiveCar 合作，為廣
大消費者免費提供現代汽車全新的 IONIQ 小型電動
車。 

這個合作項目是由 WaiveCar 在現代汽車公開
徵求的 IONIQ 計畫中所提出，讓消費者免費駕駛
IONIQ EV 兩個小時。作為交換條件，IONIQ 的車
身會帶有廣告，車頂會安裝一台數位屏幕，這些廣告
收入會用來抵銷成本。WaiveCar 的數位屏幕連結至
4G 行動無線寬頻網路，能夠根據駕駛的地點以及時
間以極具動感的廣告
來針對駕駛做宣傳。
例 如， 當 駕 駛 正 在
405 號公路上塞車的
時候，廣告的內容會
是「假如您是開現代
IONIQ 的話，您現在
會感覺好很多」。

汽車傳動系統常見故障
完整修車廠  徐雲經理專欄

傳動系統異響： 
萬向節和花鍵鬆動發出異響表現

為：在汽車起步時，車身發抖，並聽到有“格啦，格
啦”的撞擊聲，在改變車速，尤其是在緩慢行駛時，
響聲更加明顯。其原因是：萬向節軸及滾針磨損變松，
或滾針斷碎；傳動軸的花鍵齒與叉管的花鍵槽磨損量
過大；變速器輸出軸上的花鍵齒與凸緣的花鍵槽磨損
過大；各處連接部分的固定螺絲鬆動。 

中間軸承裝置異響： 
中間軸承的異響表現為：汽車在行駛中發出一種

“嗚，嗚”的響聲，車速越快，響聲越大。其原因是：
中間軸承磨損過大或缺少潤滑油；中間軸承偏位或螺
絲鬆動；中間軸承損壞，滾珠脫落；中間軸承支架螺
絲鬆動，位置偏斜。 

離合器分離不徹底： 
離合器分離不徹底表現為：經常出現換檔困難，

牙齒發響。掛上檔後，不抬離合器踏板，車輛就行駛
或發動機熄火。其原因是：離合器踏板的自由行程過大；
從動盤變形翹曲；磨擦片破壞或鉚釘鬆動；更換磨擦
片後，新磨擦片過厚或磨擦片的正反裝錯，使其不能
分離；分離槓桿的內端不在同一平面內；分離槓桿的
螺釘鬆動；離合器片的花鍵槽與變速器輸入軸的花鍵
齒配合過緊或有鏽蝕、有髒物，使其移動發澀而不能
分離；離合器浮動銷脫出；雙片離合器中間壓板限位
螺釘調整不當，個別支撐彈簧折斷或過軟，中間壓板
磨損變薄；液壓操縱離合器漏油或液壓系統中存在空
氣。 

汽車起步震動： 
汽車起步震動表現為：汽車起步時，離合器結合

不平穩，而使車身發生震抖。其原因是：離合器沾有
油污；鉚釘頭露出而刮壓板；磨擦片不平；鋼板翹曲；
離合器片的花鍵槽與變速器輸入軸的花鍵齒因磨損而

鬆曠；壓闆卡澀或彈簧的彈力不均；
踏板回位彈簧折斷或脫落；離合器軸
承在導管上沾有髒物而滯澀，各分離
槓桿高低不一；分離叉軸與襯套磨損
過大；發動機固定螺絲鬆動；變速器與飛輪殼的固定螺
絲鬆動。 

換檔困難： 
換檔困難表現為：換檔時，齒輪因撞擊而發出響聲。

其原因是：離合器不能徹底分離；齒輪油不足或不合適，
因牙齒膨脹使嚙合間隙變小；齒合套或同步器總成磨損；
新換齒輪端部倒角太小。 

齒輪的嚙合噪音： 
齒輪的嚙合噪音表現為：齒輪傳動時有噪音，車速

越快，噪音越大。齒輪磨損過大或因軸承鬆動而引起的
齒側間隙過大；因變速叉或螺絲凸出而刮、碰齒輪；軸
承因磨損而變松；潤滑油量不足或潤滑油（齒輪油）的
粘度不符合要求。 

變速器響聲的分辨： 
將變速器放置空檔，仔細察聽響聲的特徵，然後掛

檔行駛，如果響聲有變化，再將後橋頂起，若響聲仍與
行駛時一樣，一般是變速器有故障。 

傳動軸彎曲： 
傳動軸彎曲表現為：在汽車行駛中，能聽到一種週

期性的響聲，車速越快，聲音越響。其原因是：傳動軸
受力而彎曲；傳動軸的凸緣和軸管焊接時歪斜；傳動軸
軸端的萬向節叉口不在同一平面內。 

傳動軸響聲的分辨： 
汽車起步時，有“哐哐”聲，行駛中有“嗡、嗡”

聲或“嗚、嗚”聲，伴隨汽車震抖，多數是傳動軸的故障。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 :281-564-6541
地址 :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夜色 KTV 隆重慶祝開業十周年慶

眾男士來賓，與「夜色 KTV」 東主李東亮，許涓涓（ 左四，左三）夫婦合影留念。

本報記者 秦鴻鈞 攝

圖為夜色 KTV 十周年慶賓主盡歡的情況。（ 右立者） 為負責人李東亮會計師。

李東亮，許涓涓夫婦為「 夜色 KTV」 帶來
希望與朝氣。

三位飆歌美女（ 左起） 卿梅，李秀嵐，
東主許涓涓。

鄰居「 歡樂小棧 」的東主 Wendy ( 右 ）也來向
許涓涓（ 左） 道賀。

（ 左起） 僑界名人卿梅，朱進都是座上常客。 （ 左起）卿梅，朱進，飆歌飆到忘我。「 夜色 KTV」 東
主許涓涓無人對飲。

 圖為「 夜色 KTV」 東主許涓涓（ 左一 ）與來賓一起飆歌。

星期一 2016年12月5日 Monday, December 5, 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