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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額法院理賠及驅趕房客講座圓滿舉行
小額法院理賠及驅趕房客講座圓滿舉行
由 「由「
美國華人消費者協會」
會長楊德清主講(上)
美國華人消費者協會」會長楊德清主講
(中)

離婚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休士頓首次以消費者權益為主的講
（本報記者 秦鴻鈞報導）12. 送 傳 票 遇 到 明，若被告正在軍隊服役，判決無
7. 哪裡尋找小法院？
於上周六（
12
月
3
日
）下午在糖城圓滿舉行。這項由
「
問題的處理方法 狡猾的被告有時候會躲避簽 效。
自己居住的或案件發
華人消費者協會」
主辦的
「
小額法院理賠及驅趕房客
」
講
(5) 在
在其他情況下，原告申請
名
生的警區法院
吸引了該協會
120
多人參加，主講人消費者協會會長楊德清
(1) 警官送傳票一般有三次機會，若三次都 開庭，出示損失證明，法官也會給
8. 小額理賠的限額？
平易近人的表達方式，詳細介紹了小法院理賠與驅趕房客的
沒有遇到的話，傳票會被退回來，需要再另想 予缺席判決，原告勝訴。若原告不
能出示損失證明，法官會判被告勝
辦法或再交一次服務費重新做。
$10000 含律師費，但不
程，並以實際例子，以生動活潑的方式講述，會場不時地晌
(2) 若幾次送達傳票均不成功，即沒有找到 訴。
含法律許可的利息與法
聲，大家普遍反映效果不錯，獲益良多。楊德清會長表示
16. 院
開費
庭用審
hearing,
被告，沒辦法取得被告的簽名，警官或者私人
。理
多的
話 自 己court
還
協的宗旨是幫助華人消費者，訴訟分民事和刑事，該講座
date
服務員可以請求法院以另外的方式送達，請求
是可以上縣法院。
Harris County
法院的流程與費用為參考，訴訟分民事和刑
(1) 9.
申請開庭日期
另外方式送達時必須得包含一個宣誓聲明，說
准 備 打 官 司若原告在
的第一
種，這次講座僅涉及民事。楊德清的演說分為三大部份：
明曾多次嘗試以掛號信，或者個人送達的方式 14 天內有回復，法院會通知被告，
） 小額理賠法院流程，（ 二）驅趕房客流程，（ 三 ）怎 步
送達被告正常住址或辦公地址，及其他被告可 這時被告可以申請開庭。
(1) 准 備 好 足 夠 的 證 據
好房客及如何與房客打交道。
(2) 法院定好開庭日期後，原
能會出現的地址不成功；並說明新的方式及怎
，如合同，收據等書面
小額理賠法院流程
樣能有效地通知到被告。這樣法院有可能會授 告還要以掛號信的方式通知被告開
證據。
我第一次是怎麼聽說的，需要知道英文名字
權以如下方式通知被告：a. 普通信件郵遞傳票 庭日期。若沒有通知原告，開庭無
(2) 確 認 被 告 的 通 訊 地
在沒有律師幫助時走法律渠道
與訴狀附件，多留一份兒給指定地點的 16 歲以 效。
是更新的
， 能 夠 找 到 圖為 「 美國華人消費者協會 」 會長楊 華人消費者協會 120 多人聆聽楊德清演講的盛況。（ 記者秦鴻
小額法庭
Justice
of
Peace
Court(JP
court)
是縣(county)裡
(3) 址
按時上庭
各方需在法院定
上的人，b. 按照所請求的能有效地通知被告訴
被
告
。
若
沒
有 的 話 得 想 德清演講的情景。（ 記者秦鴻鈞攝）
層的法院
鈞攝）
好的日期時間出席，多個案件通常
訟信息的方式。Rule 501.2.
辦法弄到。
能否收到判決賠償的因素
會安排在一起，要留出足夠的時間
13. 被告的書面回答
1. 交費後法院就給出傳票，
有公司固定價幫做 $299 eviction,
$449
信用局
11. 送交傳票 獲得傳票
遞交傳票有
等待。時間到時法庭叫各方名字時人要在場，
當被告被通知到後，被告必須在接到訴狀
(3) 要先寫信通知被告，限期付款，否則將會通過法律手段解決
法律因素 豁免項
德州比較寬
(4) 最 有 效 的 方 法 是 付幾種方法：
一 些 小 費 用， 加 writ, $249 appeal + court fee Texas Eviction 713之日起
14 日內給予書面回復，遇節假日及法院 否則有可能按缺席判決。叫到名字後要在現場
，最好平信加掛號信
法官因素
傾向性
入 信 用 局， 共 有 三 家 Equifax,
Trans Union
and 597-3613
（1）
本郡警區警官遞交傳票
若被告在本區的話， 費用就是
耐心等待，依序審理。
休息日後延。Rule
502.5
10. 立案 上交訴狀，到法院 或者網上 www.efiletexas.gov，
今 90 天以上的可以報。
執法人員的因素
傾向性，惰性
2.
與 小 額 理 賠 流 程 類 似，Rules 500 –
Experian。$50 塊錢，通常欠
上面說的$75
(4) 天主要介紹到法院立案的流程
調解 第一部是由調解員來將雙方叫到
14. 查找被告地址的方法
證據是否足夠
507, and Rules
510.1 0 510.13, Texas
Rules of
(5) 雇傭討債公司 他們會收一定比例，但
（2）
其他警區遞交傳票
若被告在別的郡的話，
需要與當地
沒有通知到被告的話就不能判決，找到被 一起進行調解，調解成功後，雙方簽字，達成
（1）
原告的名字，及聯系方式如地址，電話，傳真，
若有
信息搜索 包括地址，銀行賬號，存款額等都可以通過付費
Practice in Justice Courts. 下面是不同的部分
他們會報信用局壞信用。
警區(precinct) 聯系，交相關費用，並轉交傳票以便警官(sheriff
告地址非常重要。 被告可以是個人，公司。法 協議，法官會依此出具判決書，或者根據調解
3. 應付租金不多於 $10,000
(6) 利用信用報告服務公司，不討債，只報
律師的話律師的名字及聯系方式。
務查到
or constable)送交
結果賠付。
律名字就是可以是原告或者是被通知的被告。
4. 搬空通知 Vacate notice 至少給房客 3 天
壞信用。 比如 Fidelity Information
（2）
理賠金額，財產詳述或其他理賠明細
被告的因素 財務狀況與守法程度
(5) 審訊 trial 調解不成的話，就需要等待
（3）
最高法院認證的私人服務員(process server) 費用不等
(1) 生意名字可以通過郡辦公室，或者在
(7) 更 多 信 息：http://smallbusiness.chron. 的時間搬空，再遞訴狀。
（3）
出具聲明，也可以接受
email
回復。
其他抱怨方法選擇
德州秘書辦公室公司屬尋找。you may search the 法官審理，法官會讓雙方各自陳述理由及出示
，從$20-$100, 取決於地區，遞交幾次，平均$45-$75
5. 若需要賠付律師費的話，需要 11 天通
com/report-bad-debt-credit-bureau-3709.html
（4）
除正常辦公或住家地址外，最好多提供一個被告的地址
te Resolution
Center,
Better
Business
相關證明，從而最後判決。
Assumed Name
Records
maintained
by Bureau,
the Harris Apart（4） 判決書拿到
法院辦事員(the
clerk of the court) 若需要用掛號信話(
知，而且要註明若不付欠費，房東告至法院的
20.
申請執行
writ
of
execution
。
Association,
Board
of
Realtors,
Texas
Department
of
Li(6) 拿到判決書 certificate of judgement
County Clerk, or contact the Corporations Section
在其他方法行不通時才能用)
話，房客需要付律師費。
後 , ( 建議過上訴期後 ) 可以到窗口付費申請執
准備足夠的份兒數
ng andof Regulation,
TheSecretary
Texas ofWorkforce
Commission,
17. （5）
上訴 appeal
the Office of the
State at 512-463（5）
18 歲以上的，有法院指令(court
order)的成人
6. 通知內容 搬空期限從送達通知的日期
行。
（6）
基本信息表需與訴狀一起交
ther organizations
and
agencies
(1) 判決之日起
21 天內可以上訴
5555, or the Office of the State Comptroller at
（6） 警官服務費
個人送達，掛號信，有回執的掛號信。
起開始計算， 通知上要給房客交齊欠租而繼續
(1) 法院費用 $5, Harris County
法院，
小法院受理什麼樣的案子
(2) （7）
必 須 購 買交訴訟費：
契 約 bond 或$44
押 金，
原 告 $75
是 警官傳票服務(若需要的
1-800-252-1386.
居住的選擇，或者搬空。
$150 其他郡警官服務費用需要查詢
$500, 被告是兩倍判決賠償額。
(2) 也可以通過一些付費網站尋找。
話) 合計$119
，退押金，違約，但不能受理理賠轉讓，討債公司的案子，
7. 通知送交方式：
(2) 部 分 個 人 財 產 ($30K,$60K) 和 自 住 房
18. 做 地 產 記 錄 將 判 決 摘 要 (abstract of
15. 缺席判決 default judgement
(1) 人工送交到手中 通知可以給房客或者
產，自用車輛可以豁免，城市一畝地，農村 200
(1) 若被告沒有按時間回復，14 天後，原 judgement) 在郡辦公室登記到地產記錄上 在賣
畝地。參考 Section 41.001 of the Texas Property 住在房子裏的 16 歲以上的人手中
房子時相當於 Lien, 需先償還欠款。有些信用部
告可以申請缺席判決。
(2) 人工送交到房子裏，並貼在門內
Code
(2) 若原告能出具被告簽字的文件，證明損 門也會查到該記錄，會上傳記錄。
(3) 寄信 平信，掛號信，有回執的信都可
(3) 警官有權查看家裏的財產
19. 上傳壞信用記錄
失金額，而且訴狀與這些文件都已經成功傳達
以，後兩者可以顯示證據給法院
(4) 銀行存款不能豁免
(1) 判決文摘會自動被信用局查到
被告的話，法官就會給予缺席判決。
(4) 若房子沒有信箱，或者有門栓，警鈴，
(5) 生意財產不能豁免
(2) 為確保壞信用會上欠債人的記錄，也可
(3) 最新所知地址證書 必須簽署最新所知
危險動物等房東無法進入房子的話，也可以把
以按下面方法聯系信用局
地址證書，以便法院通知判決結果。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近年來，槍
郭立在訪問時將談到用槍安全，用槍
郭立表示： 槍支是美國的文化之一
二．
驅趕房客流程 eviction process 通知貼在前門外面
(3) 自己除非擁有大公司，否則不能直接報
(4) 缺席判決時，原告需簽署被告非服役聲
問題一直成為美國的焦點話題，是每家 時機，槍支安全儲存，自我防衛意識及購
，大概六歲小孩（ 愈早愈好），就開始
人，小孩皆關心的問題。今天晚間七時 買槍支需知。
認識槍支，在美國長大的小孩，遲早要接
，楊德清主持的
主持人楊德清及郭立將從我們自身的 受槍支------,進一部詳情，請今晚七
「 美麗家園 」 節目，將訪問 「 中國
「 安全 」 問題談起，平常人如何在外遠 時半準時收看 「 美麗家園 」 節目，明天
圖為楊德清（ 左） 主持的 「 美麗家園 」 節目，今晚將訪問 「
槍店 」 的負責人之一，德州帶槍執照 離受害者； 如何避免成為受害者，郭立 （ 周四 ）下午一時至二時重播。
中國城槍店」 負責人郭立（ 右 ）談 「 槍支選購及使用安全需知
程的主講人郭立，談 「 槍支選購及使 將談到槍支安全，在家如何收藏，防止意
」 （ 記者秦鴻鈞攝）
安全需知」 。
外（ 特別家有小孩者）。

楊德清主持美南電視 「 美麗家園 」 節目
今晚訪問郭立談 「槍支選購使用安全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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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風土人情 當地民俗介紹

美国是一个多文化和多民族的
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
那么它的独特风俗有哪些？
在美国，如果要登门拜访，必
须先打电话约好；名片一般不送给
别人，只是在双方想保持联系时才
送；当着美国人的面想抽烟，必须
问对方是否介意，不能随心所欲。
一般乐于在自己家里宴请客
人，而不习惯在餐馆请客。不喜欢
清蒸和红烩菜肴。不喜欢过烫过热
的菜肴，喜欢少盐味，味道忌咸，
稍以偏甜为好。喜欢喝可口可乐、
啤酒、冰水、矿泉水、威士忌、白
兰地等。不喜欢人在自己的餐碟里
剩食物，认为这是不礼貌的。喜爱
中国的苏菜、川菜、粤菜。
昵爱白色，认为白色是纯洁的
象征；偏爱黄色，认为是和谐的象
征；喜欢蓝色和红色，认为是吉祥
如意的象征。喜欢白猫，认为白猫
可以给人带来运气。
美国人对握手时目视其它地方
很反感。认为这是傲慢和不礼貌的
表示。忌讳向妇女赠送香水、衣物
和化妆用品。美国妇女因有化妆的

习惯，所以他们不欢迎服务人员送
香巾擦脸。
在美国千万不要把黑人称作
“Negro”，最好用“Black”一词，
黑人对这个称呼会坦然接受。因为
Negro 主要是指从非洲贩卖到美国
为奴的黑人。跟白人交谈如此，跟
黑人交谈更要如此。否则，黑人会
感到弥对他的蔑视。
美国人不甚讲究衣着打扮，穿
衣宽松、随便，不拘一格。
美国人平时穿衣马马虎虎，但
是正式场合还是颇为讲究的，在政
府部门和公司工作的上班族每天均
衣冠楚楚：男士西服革履，头光面
净；女士是各式裙装配以淡妆。若
举行舞会，人们穿着庄重典雅：男
士黑色晚礼服，女土则穿深色袒胸
露背的曳地长裙。
忌讳别人冲他伸舌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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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讳问个人收入和财
产情况，忌讳问妇女婚否、年龄
以及服饰价格等私事。忌讳黑色
。认为黑色是肃穆的象征，是丧

美國習俗知多少
美国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欧
洲文化的延伸，因为美国人的语言、人口
构成、立国精神等都源于欧洲。另一方
面，美国文化又与欧洲不同，因为欧洲移
民在北美大陆上驱赶走印第安人后，在一
片荒芜旷野之地创造了令人赞叹不已的灿
烂文明。所以，总体上说，美国文化习俗
与社交礼义时，既有欧美文化的相同性，
又存在着相异性。
文化习俗是个范围广泛、内容复杂的
题目，涉及人在社会生活和交往中的方方
面面，下面，本人主要介绍美国各地区生
活习惯上的差异，以便新移民更好地融入
当地的生活。
根据地区差异，美国分为如下几个地
区：新英格兰地区，中大西洋地区，南部
地区，中西部地区及西海岸地区。其中西
海岸地区还可以分为太平洋沿岸各和山地
各州。国内的文化差异主要是区域差异，
但区域内部的文化和生活习惯大致相同
（就好像中国分为东北、华北、西北、华
南、东南、西南等区域）。
1. “圣经带”（Bible Belt）
指的是美国东南及中南部各州，包括
德克萨斯、俄克拉荷马、路易斯安那、阿
肯色、田纳西、密西西比、肯塔基、亚拉
巴马、佐治亚、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
等黑人比例较高的州。由于该地区有大量
的福音派新教徒，民风非常保守，对宗教
十分狂热，日常行事都要以圣经作为基本
准则，去教堂做礼拜的人数比例要远远高
于美国其它地区。在美剧 TBBT（生活大
爆炸）中，Sheldon 就因为来自保守的南
方 Texas 而常被大家取笑他家乡和他妈妈
的生活习惯。
2. 圣帕特里克节（St. Patrick's Day）
每年 3 月 17 日的爱尔兰节日圣帕特里
克节（St.Patrick's Day），芝加哥市内的
芝加哥河都会被染成绿色，纽约的第五大
道也会举行大游行，全国各地的人们也都
会穿上至少一件绿色的衣服、裤子、鞋
子、包甚至帽子等。圣帕特里克节是为了
纪念爱尔兰守护神圣帕特里克的基督教官
方宗教节日，现在也是爱尔兰的国庆节。
由于绿色是爱尔兰的国旗颜色，因此每逢
每年的这一天，爱尔兰人和全世界的爱尔
兰后裔都会以穿戴绿色来庆祝此节日。圣
帕特里克节主要在美国北方各州较为盛
行，因为南方各州非裔人口比例高，爱尔
兰后裔相对较少。
3. “软性饮料”(Soft drinks, 不含酒
精的饮料)
当美国人提到“软性饮料”（Softdrinks, 不含酒精的饮料）时，不同地区的
人们使用的词汇是不一样的。如下图所
示，被鲜绿色所覆盖的新英格兰地区和西
海岸地区（以及少部分中部地区）的人们
使用“Soda”（苏打碳酸水）来指代软饮，
被黑色所覆盖的广大中西部地区的人们则
使用“Pop”（汽水），而被翠绿色南方
地区的人们则使用“Coke”（可乐）。
4. 美国西岸文件 VS. 美国东岸文化
以硅谷湾区（Silicon Valley, Bay Area）为代表的美国西海岸地区文化集中于
科技与创业，而以纽约为代表的美国东海
岸地区文化集中于时尚、艺术/娱乐、及
媒体等。西海岸人民热衷于谈论运动、健
康、户外运动等体能特技话题，而东海岸
人民则更偏向于室内运动和爱美。
此外，还有一个“8/6 Phenomenon”
（8/6 现象），就是说
在硅谷湾区能被评为 8
分的女人，到了纽约
就至多只能是 6 分，
原 因是湾区男人占多
数，而纽约是女多于
男。
5. 加州令人头疼
的交通
说到民风自由、
种族多样性非常高的
加州，就不得不提到
加州令人头疼的交通
…… 除 了 北 加 的 湾 区

葬用的色彩。特别忌讳赠礼带有
你公司标志的便宜礼物，因为这有
义务做广告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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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个能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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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美国人交往，应该大
胆说出自己的能力，有一说一，有
十说十。不必谦虚客气，否则事与
愿违。 忌“13”、“3”、“星期
五”和“老”字，因为美国是一个
竞争激烈的社会，年老往往有“落
伍”之意，所以怕老、讳老、不服
老是其独特的人生观。因此对上年
纪的人不要恭维其年龄；忌用蝙蝠
作图案的商品、包装品，认为这是
凶神的象征；忌对妇女送香水、化
妆品或衣物，但可送头巾；忌询问
其财产、收入；忌谈论信仰、党
派；忌打听女性婚否与年龄；忌穿
睡衣迎接客人；忌一般情况下送厚
礼。在美国人面前抽烟，需事先征
得对方的同意。

美國人原來是這么“隨份子”的！
随份子，本来是中国国内民间
一种凑钱的做法，比如有人要结婚
了，亲戚朋友随上一份钱给予帮
助。后来演变为参加婚宴时给新人
红包。美国也有“随份子”，但颇
有美国特色。
一是“频率低”，你想不起名
字的人不会给你送请帖。此外，幼
儿园老师不会给孩子送请帖;单位领
导的秘书也不会放风“领导最近很
忙——侄女要结婚了”。
二是“品种少”，主要是亲友
结婚、过生日、生孩子，或者得到
别人帮助，需要表示一下。
三是“金额小”，大多只相当
于老百姓一两个小时的工资，在中
国人看来，拿不出手，极其“寒
酸 ” 。美国人不兴中国式的“红

包”，若要送钱的话，到超市去买
张礼品卡，礼品卡分门别类，可去
餐馆吃饭、书店买书、超市购物
等。金额通常为 10 元、15 元、20
元、25 元、50 元。这就是美国人随
份子的行情。
当然，结婚的随份子金额较多
些。通常不给现金。也有例外。有
些地区承继来自波兰的风俗，在婚
礼上会举行“金钱舞会”。来宾跟
新娘或新郎跳舞，给一点现金，表
示感谢。几块钱而已。有的新人为
了不使来宾感到“不付钱不好意
思”，特地在每张桌子上摆个碗，
放不放钱，“悉听尊便”。
美国人祝贺新婚的随份子方式
主要是给新人买东西。亲朋好友会
收到一份长长的购物单，叫做新娘

登记单。美国结婚费用“重女轻
男”，传统上是由女方承担的。新
娘登记单上分门别类详细列出所需
的物品，大体为：装饰品，如花
瓶、镜框、艺术品等;玻璃器皿，
如咖啡杯、酒杯、饮料杯等;炊具，
如色拉搅拌器、煮咖啡器、烤箱手
套等;寝具，如床单、被子、毯子等;
餐具，如盘子、汤锅、糖罐等;浴室
用品，如浴衣、垫子、体重秤等。
准新郎“无债一身轻”，通常便会
和准新娘联合发出新娘登记单。
新娘登记单的客观社会效益
是，倡导了“礼轻情意重”的良好
风气。登记单上的物品不贵，每件
几块美元、几十块美元，绝不会影
响送礼亲友的日常开销，也断了某
些人的敛财之路。也有些新人效仿
中国人，收礼金。不发新娘登记
单，而代之以“蜜月登记单”，礼
金用于度蜜月;雷锋新人则发出“慈
善登记单”，礼金转交慈善机构。
礼金支票写多少钱合适?通常兄弟
姐妹给三到五百。朋友、同事则基
本按照“1 年 20 元”潜规则，即相
识 1 年 的 ， 给 20 元;2 年 的 ， 给 40
元……通常到 100 元封顶。若是从
穿尿不湿开始一起长大的发小，最
多给个 200 元。
据统计，平均而言，美国每对
新 人 收 礼 200 份 ， 每 份 价 值 70 到
100 美元。其中有些还是“团送”
的，即几个人合起来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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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公共交通 Bart 系统（类似于地铁，联
结了旧金山、圣约瑟、奥克兰、伯克利、
萨克朗门托等湾区主要城市），加州其他
地区基本可以说是没有公共交通。美国许
多地区的公路最左道被规定为拼车，是给
坐了两个人以上的汽车的专用通道。南加
城市洛杉矶市内的 405 号公路有“北美最
大停车场”之称，加州汽车的普及率和保
有量可见一斑。
6. 美国对“进门是否脱鞋”各地区
文化不同
在美国，进门是否脱鞋也因地区文化
不同而异。在大部分南方各州及哥伦比亚
特区，进门无需脱鞋。而在大部分北方各
州，进门必须脱鞋。一般来说，在鞋子是
湿的或是脏的、室内的地毯或地板较为贵
重，这两者中符合任何一者进门必须要脱
鞋。
7. 美国纹身文化
和大多数生活在美国大陆的人们相比，
来自夏威夷岛的人们一般身上会有更多纹
身（tattoo）。这一现象主要有三个原因：
1) 宗教保守主义在夏威夷岛屿的影
响非常之小，民风相对自由开放。
2) 由于夏威夷岛的高度移民率，波
利尼西亚文化、东亚文化和西方传统三者
的融合，为夏威夷地区的纹身文化提供了
更丰富多样的图案选择和发展方向。
3) 军队的存在也同时促进了夏威夷
地区纹身文化的繁荣。
总的来说，越是民风开放、少数族裔
人口比例高的地区（诸如西海岸的加州、
俄勒冈州及南方的佛罗里达州、德克萨斯
州和内华达州等），纹身文化越是流行。
8. 美国各地区英语用词方面的差别
中国人讲普通话会有用词上的差别
（比如“窝心”这个词，在南方人口中是
褒义词，表示温暖安心；而在北方人眼里
这是个贬义词，表示难受烦心），美国人
讲英语也会有差别。更多美国国内英语词
汇上的说法差异，详见此链接：22 Maps
That Show How Americans Speak English
TotallyDifferently From Each Other。
9. 美国火车
在美国，一般的出行方式是坐飞机、
大巴或自己开车，极少人会选择坐火车。
现今的美国铁路已经极少用于客运，相当
多的地区甚至都没有铁路或火车站，即便
是在有铁路运营的地区，坐火车的花费也
往往高于坐大巴和飞机。相对来说，东海
岸的轨道交通要发达些，当然了跟中国那
是没法比，但跟公共交通几乎为零的中部
和西海岸比要好太多。在汽车高度普及的
加州，有一个有趣的说法：为了鼓励居民
坐火车，政府允许居民自己去购买一节火
车车厢，然后放自己家院子里，随意涂鸦
成自己喜欢的图案，若是想坐自己家的火
车，就联系政府，然后相关部门会拉来火
车头将你家的车厢拉到铁轨上，然后就可
以坐只有一节的自家火车出门玩去啦。
10. 美国的官方语言
虽然惯例上大家都默认美国的官方语
言是英语，但事实上联邦法律并没有明确
规定美国的官方语言；仅是有 28 个州在
州法律级别立法规定了英语是 defacto official language （事实上的官方语言）。此
外，在新墨西哥州和美属波多黎各地区，
西班牙语同样拥有官方语言的地位（因为
新墨西哥毗邻美墨边境，有大量的墨西哥
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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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公積金市場化運營之路還有多遠？
随着养老金入市的脚步渐近，
还有哪些长期资金可以入市成为投
资者关心的话题。住房公积金能否
进行市场化运作？全国公共维修基
金上市的概率有多大？同时，企业
年金有多少可入市？今日本报就这
3 个问题特邀专家学者进行解析，
以飨读者。
市场人士指出，公积金市场化
运作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确保刚
需购房的公积金需求
在相关部门的共同推动下，养
老基金的入市脚步渐进，接下来，
住房公积金什么时候能市场化运作
又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建议借鉴全国社保基金和企
业年金的成功经验，加快推动修订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推进住
房公积金市场化、专业化、多元化
运营，实现住房公积金的保值增
值。”市场人士曾呼吁。
住房公积金是指城镇在职职工

及其所在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
社会团体按照规定缴存的具有保障
性和互助性的一种长期住房基金，
同时，该公积金又是定向用于职工
住房的基本需求和职工住房建设的
融通资金。
“从目前的《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看，住房公积金市场化运作
是不可能的，是与《住房公积金管
理条例》相违背的，改善职工居住
条件是《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
主旨。”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券商
房地产行业研究员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住房公
积金的投资渠道是银行存款、发放
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以及少数项目
贷款，目前住房公积金的使用率已
经超过了 80%。
有专业机构研究发现，在区域
公积金流动性分化的背景下，热点
城市公积金流动性压力持续加大问
题将凸显。计算重点 10 城年度和

累计的提取和贷款占比指标，用年
度数据表明实时变化、用累计数据
平滑房地产市场波动造成的干扰。
数据显示：年度提取住房公积金比
例和累计提取住房公积金比例均呈
逐年上升态势，表明公积金提取压
力增加；而公积金贷款比例随受市
场热度影响产生波动，但总体仍呈
上升趋势，表明公积金贷款压力也
在增加。可以预见，随着重点城市
公积金提取和贷款力度不断加大，
区域公积金流动性压力将继续增
加。因此公积金流动性压力在短
期内会迅速增加。
“公积金市场化运作要有一个
前提，那就是确保刚需购房的公
积金需求，保证了刚性需求才能
去考虑市场化运作，对原有的购
房需求的公积金使用做个测算，多余
的公积金接下来才能考虑保值增值
的功能。”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
究总监严跃进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
“住房公积金走市场化道路，
实际上也是对此类资金保值增值的
一个考虑，最终都将惠及公积金资
源使用者的权益，类似买房、租房
等方面的资金需求。” 严跃进表
示，公积金资源的使用后续可以全
国进行统一，这和公积金管理中心
后续全国联网甚至进行住房银行改
制等方面的因素有关系。从后续市
场发展角度看，通过全国统一征收
和投资，能够使得公积金资金池做
大，这对于公积金资源的充分利用
是有积极作用的。
“推动基本养老金、住房公积
金实现市场化运作，推动长期资
金 增加基金投资、扩大资本市场
投资。”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早
在 2 年前就曾表示。
如今，养老基金入市近在眼
前，期待住房公积金市场化运营
之路也在不远处。

專家預測中國咖啡行業或將提前迎來
“井噴時代”
第 26 届世界咖啡科学大会在
昆明召开了成果发布会。本次大
会 有 来 自 60 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382 名科学家围绕咖啡的化学、农
学等议题展开了讨论。大会中方
主席熊相人表示，本次大会奠定
了中国未来咖啡产业发展软实力
的基础，对中国咖啡行业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
第 26 届世界咖啡科学大会已
于 11 月 13 日至 11 月 19 日在云南
召开，该大会是目前全球咖啡行
业内具有权威性和较大影响力的
会议，本次也是该会首次在中国
举办。

会上有观点认为：作为世界上
最大的咖啡新兴消费国之一，2018
年后中国咖啡消费将迎来井喷时
代，10 年之内，中国咖啡消费市
场可达到万亿元人民币。
对此，中国咖啡工程研究中心
博士陈振佳说：“截止 2016年初，
中国咖啡种植面积超过 180 万亩，
总产量 14 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
1.5%，全球咖啡产量超过 10 万吨
的国家和地区约 21 个，中国是其
中之一。”
目前，中国是世界咖啡消费增
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咖啡消
费金额为 2000 亿元人民币左右。

年均消费增长率达 20%，而世界平
均水品则为 2%。日本上岛咖啡董
事上岛昌佐郎表示，中国咖啡市场
潜力巨大，咖啡消费量的增长速度
让人吃惊，“在不久的将来，中国
将不仅仅是茶叶之国，也会是咖啡
之国。”
第 26 届世界咖啡科学大会的
中方主席熊相人认为，会议选在中
国云南召开，是咖啡行业对中国咖
啡产业综合实力提升的肯定，也标
志着中国将与全球咖啡生产国和消
费国同台对话，对未来提高中国咖
啡的国际地位有积极地促进作用。
此外他还谈到：“中国咖啡的井喷

时代有人认为会在 2022 年左右到
来，而我个人估计，随着本次大会
的召开，咖啡行业的井喷时代至少
提前三年到来，”他还表示，“我
敢断言，10 年之内中国必将成为
仅次于美国、巴西的世界第三大咖
啡消费市场。届时，中国咖啡行业
将涌现出如雀巢、UCC 等国际知
名的民族品牌。”
据了解，本次大会吸引了来自
60 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会
议成果较为丰硕，经咖啡科学大会
组委会讨论，将于六年后举办的第
29 届世界咖啡科学大会已初步确
定落户中国。

航天科工在世界智能制造大會
推出三道“大餐”
世界智能制造大会 6—8 日在
南京举行。记者在会上见到来自中
国航天科工的三道“大餐”：VR
虚拟工厂、智能制造生产线及“云
制造应用模式”。
这次大会，中国航天科工携航
天云网公司及南京晨光集团、晨光
股份共同参展。航天云网展台上，
VR 虚拟工厂受到热捧。
记者了解到，戴上 VR 眼镜，
体验者仿佛置身现实的生产车间，
可以看到生产现场设备的运行状

态、各种加工数据，了解加工进
度。同时，各项生产数据实时同步
到航天云网平台，即可实现生产
运行数据异地的实时跟踪查看和
监控。
相关负责人介绍，这套由航天
云网天智公司开发的虚拟工厂平
台，通过虚拟现实技术、仿真技
术、物联网技术构建与时间工厂环
境、生产能力和生产过程完全对应
的虚拟生产环境，实现“数字双胞
胎”意义的虚拟工厂。

第二道是智能制造生产线——
与其他场馆内的智能机器人相比，
它展出了一套完整的、符合工业
4.0 标准的柔性化制造生产线，该
生产线可根据生产加工零件的不同
规格，通过视觉筛选技术，根据工
件的外观自动做出判断，调用并更
换与之匹配的夹具，通过机器人实
现装配和搬运。
据介绍，该生产线可实现 100
多种零件的柔性装配和搬运，尤其
适用多品种、小批量生产型企业的

加工需求。
展会期间，航天科工还推出
航天云网平台的“云制造应用模
式”。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伯虎解
释，在云制造应用模式下，企业在
制造过程中的协作配套关系是因需
要而随时协作，通过互联网找到适
合当前任务的配套企业，任务完成
配套关系随时解除。
目前，云制造模式在航天科
工内部工业互联网上已经开始试
运行。

中國工信部：
2020 年智能工廠普及率超過 20%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8 日发
布《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
年)》，提出到 2025 年推进智能制
造发展的“两步走”战略。其中包
括，到 2020 年实现数字化车间/智
能工厂普及率超过 20%。
工信部装备司司长李东解读规
划时说，智能制造已成为世界制造
业的重要发展趋势。智能制造是基
于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先进制造
技术深度融合，贯穿于设计、生
产、管理、服务等制造活动的各
个环节，具有自感知、自学习、自
决策、自执行、自适应等功能的新
型生产方式。
按照该规划的“两步走”战

略，到 2020 年，中国智能制造发
规划提出发展智能制造十大 键共性技术创新；建设智能制造
展基础和支撑能力明显增强，传统 重点任务，包括发展智能制造装 标准体系；构筑工业互联网基础
制造业重点领域基本实现数字化制 备，攻克关键技术装备；加强关 等。
造；到 2025 年，智能制造支撑体
系基本建立，重点产业初步实现智
能转型。
规划还提出，到 2020 年，研
发一批智能制造关键技术装备，具
备较强的竞争力，国内市场满足率
超过 50%；突破一批智能制造关键
共性技术，核心支撑软件国内市场
满足率超过 30%；制造业重点领域
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超
过 70%，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超过
50%，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普及率
超过 20%。

C3

神十一航天員飛天歸來首次亮相

狀態良好暢談太空飛行
神舟十一号航天员景海鹏、陈冬７日上午在北京
航天城航天员公寓公开亮相。
“今天，我们向祖国和全国人民交答卷来了。飞
赴太空前，我们曾庄严承诺，请祖国放心，请全国人
民放心。如今，我们实现了承诺。”指令长景海鹏说。
这是 11 月 18 日返回地球后，两位航天员首次接受
媒体采访。
景海鹏：一次真正享受和体会失重的飞行任务
景海鹏是我国唯一一位三度飞天的航天员。他
说，由于工程技术上的不断提高，这次飞行提供了更
加舒适完善的工作生活环境。与自己曾执行过的神舟
七号、神舟九号飞行任务相比，这是“一次真正享受
和体会失重的飞行任务”。
景海鹏说，以前看不到新闻联播和体育节目，吃
饭也只是为了保证营养。而这次飞行，不仅能看到各
种电视节目，还能享受到各种美食。“一边吃饭一边
听音乐看电视，让我们的身心状态非常好。”
因为前两次任务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景海鹏还
有很多美景没来得及拍。这次他在保证工作之余，专
门抽出时间来欣赏和拍摄舷窗外的地球美景。
陈冬：我也希望能在太空过生日
对于第一次执行任务的陈冬来说，难忘的经历实在
太多了。第一天太空漂移、第一次种菜、第一次养蚕宝
宝、第一次在太空中看祖国壮丽山河、看日出日落……
特别是第一次真正的失重感觉，陈冬记忆犹新。
“不知道怎么用劲，只要稍微一使劲，就容易
过。”他说，刚开始，每走一步都需要找束缚器，后
来慢慢适应了失重环境，移动就不再依赖束缚器了。
“我也开始享受失重，还自创了很多姿势，比如翻跟
头、转圈等。”
任务期间，陈冬 5 岁的双胞胎儿子曾与他视频通
话一次。“我在上面给他们表演翻跟头，他们在下面
高兴得不得了。”陈冬问孩子想要什么，孩子说想要
星星。一时答应下来，回到地面才知道，两个儿子已
经在幼儿园承诺给这个小朋友 5 颗、那个小朋友 3
颗 ，给老师月亮。“当时我就发愁了。”陈冬说，
“幸好后来想到我这次在太空拍了很多星星的照片，
特别亮，可以把这些照片作为礼物送给他们。”
太空跑步的诀窍：仰起头
33 天的太空之旅，航天员参与的在轨试验和实验
有38项之多。每一项，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全新的挑战。
跑台束缚系统技术验证就是其中一项。太空跑台
不比地面的跑步机，需要航天员在太空中验证。景海
鹏说，第一次，别说跑，走都走不成样。那天晚上，
景海鹏对陈冬说：“如果不成功，咱们回去可没法向
科研人员交待。”
第二次，景海鹏和陈冬开始相互观察，寻找技
巧，慢慢地可以走上几步了，但远远没有达到能跑起
来的要求。这让他俩压力更大了。
第三次刚开始，景海鹏还是没办法跑起来。“可
以理解，不能原谅。”有些无奈的景海鹏一边继续努
力走着，一边仰着头对陈冬说。
就在这一仰头的瞬间，景海鹏突然感觉到自己能
跑起来了。突如其来的感觉，让他明白了通过头部可以
调整重心。“速度越大，头需要往后仰的角度越大。”
慢慢地，他走了起来，然后加快跑了起来，最终
验证成功了。到了后半段，他和陈冬甚至可以双臂展
开、抱着头、背着手，变换各种姿势地走或者跑。
景海鹏爱喝醋，陈冬喜好零食
“红烩排骨，香芋蹄筋，什锦蔬菜……”说起为
这次太空之行准备的美食，景海鹏如数家珍，“不仅
能吃饱、能吃好，还能点菜。”
景海鹏说，五天不重样的菜谱，让他想吃什么，
就点什么。其中雪菜兔肉就是他的最爱。
考虑到景海鹏是山西人，营养专家这次还特意为
他带了醋。景海鹏笑着说：“都说山西人喜欢吃醋，
错了，是喜欢喝醋。”
比景海鹏小一轮的陈冬，虽然说自己和景海鹏口
味差不多，但其实更像个小孩，因为他偏向于即食食
品——“太空零食”。
麻辣花生、蟹黄蚕豆、巧克力等，都是陈冬喜欢
吃的。“因为这些东西是在我们工作之余，随手都可
以拿来吃的，你丢给我一颗，我扔给你一粒，嘴一张
就可以吃到了。”陈冬说。
陈冬表现满分，景海鹏严格认真
“陈冬表现太棒了，如果满分 100 分，我给他硬
邦邦的 100 分。”景海鹏说，陈冬把地面上教员所教
的东西，都运用到天上去，没有出现一点失误。
让景海鹏欣赏的，不仅仅是陈冬在工作中的表
现。景海鹏透露：“比如，我在蹬自行车时，他一定
是帮我把肩带处理好，卡好自行车鞋，然后自己才去
干其他事。”
陈冬觉得，自己能和景海鹏组成乘组，非常幸
运，心里很踏实。
“我们上来是工作的，不是休息的，一定要把任
务做到最好。”陈冬说，他会一直记得景海鹏在太空
中对他说过的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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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秘密訪華：
一張紙條調動 8 萬大軍

2010 年 8 月，美国与越南两
国海军在南海举行了为期一周的
海上联合演练。虽美方强调这次
联合演练是“非战斗性的”，但
外界普遍认为，这是美国试图重
返东南亚的重要一步，与美韩军
演一样，其目的是遏制中国。
越美这两个曾打得你死我活
的冤家近年来越走越近，最终羞
答答地站在了一起，这个反差令
人惊愕。越南，在历史上与中国
的渊源极深，两千多年来它或是
中国属国，或与中国构成朝贡关
系。上世纪中期越南遭受美国
“入侵”以来，中国不惜血本对
其援助十多年，两国的“同志加
兄弟”情感进入历史最高潮。
毛泽东第一时间仗义执言
1885 年的《中法新约》使越
南成为法国的殖民地，其后，越
南人民通过殊死斗争，直到 1954
年才把法国军队赶出越南。当年
7月21日，有关结束越南、老挝、
柬埔寨的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
瓦协议》签署。它规定，越南以
北纬 17 度为界，南北分治，北
越由胡志明领导，南越由阮朝末
代皇帝保大统治。暂时被分割的
越南南、北两方应在 1956 年举
行普选，完成国家统一。
这对越南人民来说，应该是
个好消息，但事情并没有按意愿
发展。法国之后，插进一脚干预
越南事务的换成了美国，它竭力
扶植西贡傀儡政权。
1959 年，南越颁布法令，对
持不同政见者和起来反抗吴庭艳
的人民格杀勿论。所谓的“不同
政见”，即指共产主义。吴庭
艳，1901 年出生于越南阮朝的首
都顺化，受家族影响，他从小就
皈依了天主教。此后他在法国的
殖民政府任职，反共的政治倾向
日渐明显。上世纪 30 年代保大
皇帝回国即位后，吴庭艳进入了
傀儡政府的内阁。此后十多年的
时间里，越南的反殖民斗争风起
云涌，吴庭艳过起了隐居生活并
一度流亡国外，法军撤走后再度
复出。

1955 年初，法属印度支那解
散，吴庭艳的南越代表团得到美
国的撑腰没有在协定上签字，以
此拒绝承认半个国家在共产党统
治之下。北越据此提出了在南方
进行武装自卫斗争的主张，经过
多年的敌后斗争，1963 年 8 月 28
日，胡志明发表关于越南形势的
声明，要求美帝势力撤出越南南
方，南越的问题必须由越南南方
人民自己解决。
远在北京的毛泽东一直关注
着南越的斗争情况，就在胡志明
表态的第二天，他以朝鲜战争和
南韩李承晚政府结局的经验之
谈，发表了《反对美国—吴庭艳
集团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越南南
方人民的声明》：“吴庭艳是美
帝国主义的一条忠实走狗。但
是，如果这一条走狗已经丧失了
它的作用，甚至成为美帝推行侵
略政策的累赘，美帝是不惜换用
另一条走狗的，南朝鲜李承晚的
下场，就是一个先例。死心塌地
让美帝牵着鼻子走的奴才，到头
来只能为美帝殉葬。”
吴庭艳的下场果然被毛泽东
言中，他在当年 11 月 1 日的军事
政变中被杀，此后几年，美国安
排在南越的傀儡又走马灯似地换
了好几个，不过它想要遏制的北
方共产党力量并未减损，和 1950
年的朝鲜半岛局势一样，南北越
的战争一触即发。
胡志明一张纸条调动 8 万部
队
新中国成立后，越南与中国
的关系被称为“同志加兄弟”，
此时的北越，即越南民主共和国
领导人是胡志明。胡志明，1890
年 5 月 19 日出生在越南义安省南
坛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
就亲身体会到生活在法国殖民统
治 下 的 苦 难 。 上 世 纪 20 年 代
初 ，胡志明在法国巴黎结识了
周恩来，自此建立起与中国共产
党领导人逾半世纪亲如兄弟的情
谊。
胡志明立志把越南人民从帝
国主义者手中解放出来，他革命

生涯的早期，先后在广州、武昌
以及毗邻越南的广西地区参与中
国人民的独立解放运动，他领导
下的越南共产党，也是在广州起
义、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等一
系列的反帝反侵略斗争中熏陶成
长起来的，可以说，胡志明的革
命生涯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紧
紧联系在一起。1949 年后，中国
政府又派出以陈赓为代表的军事
顾问班子支援胡志明的抗法战
争，进一步巩固了两国间的友谊。
越南南北分治以来，毛泽
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仍然
关心胡志明的革命斗争事业，因
美国和南越吴庭艳当局的严密控
制与封锁，他们对那里的形势不
十分清楚。胡志明发表驱逐美国
势力声明前半个月，即 1963 年 8
月 15 日，他派长期在南方工作
的越南党中央南方局书记阮文灵
作为特使，秘密到中国向中共领
导人详细介绍越南南方斗争的形
势。毛泽东了解基本情况后，对
越南抗美战争形势进行了分析研
究，坚信越南人民终将取得胜利。
这以后，越南国内的斗争形
势进一步升级。1964 年秋，美国
策划了“北部湾事件”，开始往
南越增兵，同时对北越进行大规
模的轰炸。1965 年 2 月 7 日，美
国总统约翰逊下令第七舰队的航
空母舰向越南民主共和国发动了
全面攻击……印度支那战火重燃。
面对这一局面，2 月 10 日，
北京举行了 150 万人集会示威。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
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北京军民
一道愤怒声讨美国的侵略罪行，
坚决支援越南人民的反美斗争。
天安门城楼前面，一幅长达几十
米的标语牌上写着：反对美帝国
主义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帝
国主义从越南南方滚出去！从
印度支那滚出去！从亚洲滚出
去！从非洲滚出去！从拉丁美
洲滚出去！从它侵占的一切地方
滚出去！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笑吟
吟地与大家握手。他的笑容饱含

着对美国人的不在乎。过去他挥
手打败了由美国支持和武装的国
民党军队，在朝鲜直接与美国人
交锋，美国人不得不承认在一个
错误的地点，与一个错误的对
手，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你美
国人还来，无非是再打一场朝鲜
战争。
1965 年春，胡志明秘密访
华，正好外出视察的毛泽东选
择了在他的家乡湖南长沙会见胡
志明。见面后两位老朋友握手拥
抱，胡志明还是穿着那身米黄色
咔叽中山装，已经灰白的胡须留
得很长，身体依旧那样消瘦。
毛泽东已经知道了越南局
势，开口便说：“胡主席，你
来自越南，我在湖南，咱们一家
子嘛！有什么困难？要人有人，
要物有物，你说。”
毛泽东乡音很重，但胡志明
听得懂。胡志明会汉语，会广东
话，还会一点上海话。他向毛泽
东叙说了一些越南的情况，就从
口袋里摸出一张条子。这是一张
越南河内以北要抢修抢建 12 条
公路的示意图。原来，美国扩大
侵略越南战争后，越共政府决定
从后方抽调更多的兵力到前线。
胡志明带着这个问题来找毛泽
东，想让中国方面把越南后方大
部分后勤保障工作包下来，这样
他就可以调动兵力上南方前线。
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胡志明
的要求，并让周恩来落实这件
事。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话，
立即找来总参谋部罗瑞卿、杨成
武等人，商量由军队承担这项工
程。
周恩来简捷地交代道：“这
次胡志明主席带来一张公路图，
要我们帮他修 12 条公路。这些
公路肯定不能同时并举，应以作
战需要为主，按轻重、难易、快
慢、粗固八字方针考虑安排。由
总参谋部挂帅。”坐在一旁的杨
成武摊开越南北部抢修抢建公路
的示意图，提出他们倾向的方
案：先派兵 8 万，以后视进展情
况酌定增减兵力。

Monday, December 12, 2016

C4

珍寶島衝突後

蘇聯部署核地雷帶防中國

实际上，使用核地雷的
想法并非只有苏联人才有，
北约也曾打算用同样的方法
来对付苏联。当时，北约曾
计划在西德地区部署核地雷，
西德境内一些战略地点成为
首选。北约估计，一次大规
模、大范围核爆将产生剧烈
的核污染，足以将苏军的入
侵脚步阻停两三个昼夜。
英国也有相同的打算。
伦敦曾计划在英国于西德的
占领军所在区域中部署 10 枚
核地雷，目的自然也是为释
放大量核辐射，用来阻止苏
军的入侵。根据计算，英国
开发核地雷的当量相当于美
国在日本长崎爆炸那枚核弹
的一半。
不久前，英国历史学家
戴维德· 霍金斯刚刚从英国
核武器管理局退休，他出版
了一本书，详细介绍了欧洲
开发核地雷的进程。当时，
英国开发核地雷的项目名为
“蓝色孔雀”，开始于 1954
年。研制成功后，英国国防
部“订制”了 10 枚核地雷，
每枚 7 吨重，并专门配备一
种集装箱，用来将它们部署
于西德。为掩人耳目，对外
声称这些集装箱里装的是核
电站机组设施。但这一计划
最终没有实施。首先，在盟
国部署核武器的做法被认为
是不合适的。其次，核地雷
本身也有着很大缺陷，比如
冬天的时候，其引信有可能
因为低温而失灵。
美国自 1955 年开始研制
核地雷，并制造出从 10 吨至
10 万吨 TNT 当量的核地雷系
列武器。之后，华盛顿将这
些核地雷部署到欧洲许多地
区。这一情报让苏联更加担
忧。但是，上世纪 80 年代
时，为避免不必要的政治纷
争，美国将这些核地雷从欧
洲撤出来。
西方开发核地雷的动作
大大刺激了莫斯科。此后，

苏联便开始培训专门用来排
除核地雷的扫雷兵队伍。这
支队伍后来被部署到东欧各
华沙条约签约国，专门用来
对付北约的核地雷。
实际上，使用核地雷的
想法并非只有苏联人才有，
北约也曾打算用同样的方法
来对付苏联。当时，北约曾
计划在西德地区部署核地
雷，西德境内一些战略地点
成为首选。北约估计，一
次大规模、大范围核爆将产
生剧烈的核污染，足以将
苏军的入侵脚步阻停两三个
昼夜。
英国也有相同的打算。
伦敦曾计划在英国于西德的
占领军所在区域中部署 10 枚
核地雷，目的自然也是为释
放大量核辐射，用来阻止苏
军的入侵。根据计算，英国
开发核地雷的当量相当于美
国在日本长崎爆炸那枚核弹
的一半。
不久前，英国历史学家
戴维德· 霍金斯刚刚从英国
核武器管理局退休，他出版
了一本书，详细介绍了欧洲
开发核地雷的进程。当时，
英国开发核地雷的项目名为
“蓝色孔雀”，开始于 1954
年。研制成功后，英国国防
部“订制”了 10 枚核地雷，
每枚 7 吨重，并专门配备一
种集装箱，用来将它们部署
于西德。为掩人耳目，对外
声称这些集装箱里装的是核
电站机组设施。但这一计划
最终没有实施。首先，在盟
国部署核武器的做法被认为
是不合适的。其次，核地雷
本身也有着很大缺陷，比如
冬天的时候，其引信有可能
因为低温而失灵。
美国自 1955 年开始研制
核地雷，并制造出从 10 吨至
10 万吨 TNT 当量的核地雷系
列武器。之后，华盛顿将这
些核地雷部署到欧洲许多地
区。这一情报让苏联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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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ke News And Terrorism: Top Reasons For
Stricter Internet Regulation, According To China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Participants from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across the world
attended the 3rd World Internet Conference in Wuzhen last
week. (Photo/Getty Images)

The proliferation of false news items and terrorism are
among the top reasons to tighten up regulation of the
Internet, Chinese officials and business leaders said at
the third World Internet Conference in Wuzhen last
week, Reuters reported.
Participants of the conference said that stricter
governance of the Internet is needed as cyberspace
has become dangerous and unmanageable, enabling
militants to organize online or allowing fake news
items to spread, such as in the recent U.S. elections.
According to Ren Xianling, the vice minister of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CAC), the
process putting up regulations is similar to "installing
brakes on a car before driving on the road." He also
urged the use of a system to identify netizens who
post false news items and rumors and hold them
accountable.
Ren's comments came as U.S. social networks Facebook
Inc. and Twitter were criticized for the uncontrolled
circulation of false and malicious information from
users, which some believed influence the outcome of
the U.S. elections.
Last year, China moved to implement some measures
to manage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Earlier this month,

China's Premier Li Urges Countries To Share Information

the government passed a controversial cybersecurity
law, which foreign business group criticized.

Some people, however, were concerned that such
controls would stunt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fluence in the global tech sector.
This year's Wuzhen conference also indicated China's
tougher stance on Internet use where participants were
no longer given access to websites blocked by the
'Great Firewal', unlike last year.
In a short video speech on Wednesday, Nov. 16,
President Xi Jinping reiterated his call to respect "cyber
sovereignty", referring to government's imposition of
controls over cyberspace within the country's borders.
Foreign firms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issues of
surveillance and data storage requirements of China's
cybersecurity law, which will take effect in June next
year, despite assurance from the China's Internet
regulator that it was not designed to target foreign
firms but to protect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from cyber
terrorism.
UN officials who attended the conference also
considered the possibility of a multilateral cyberterrorism treaty, but it was stalled over the definition
of cyber-terrorism.
Representatives from several major foreign tech firms
such as Facebook,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Hillary Clinton last Thursday decried the spread of fake
news online, calling it an “epidemic” that Congress should
take action against.

Corp, Qualcomm Inc and Tesla Motors Inc also joined
the conference.
China's top tech firms also expressed their support for
the government's cybersecurity regulations, citing the
role of social media in Trump's election as a glaring
example of the fight against fake news.
Ma Huateng, the chairman and chief executive of
Tencent Holdings Ltd, said Trump's win showed the
global community about the dangers of fake news, a
view shared by other executives at the event.
"(Trump's popularity) reinforces wariness about
how much freedom should be allowed in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Jingdong Yuan,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ydney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AsiaPacific Security, said.
But Internet control has also its disadvantages. During

the first public trial of Baidu's autonomous cars
in Wuzhen, it encountered problems due to recent
restrictions on autonomous vehicles.
"In China a few months back they just have a new
regulation that banned the testing on highways, so
we only do it in the streets now," Wang Jing, the vice
president in charge of Baidu's autonomous driving
unit, said. "I don't know why."
"If you (regulators) want to have this kind of driving
in China early on then you've got to support us," Wang
added. (Courtesy http://en.yibada.com/articles/fakenews-terrorism)
Related
Cybersecurity, Censorship Info Sharing:
China, Russia Working Together to Take
Greater Control of Internet
Reports that China and Russia are sharing information
on how to regulate and censor the Internet have been
confirmed by Andrei Soldatov, co-author of the book
“Red Web: The Struggle Between Russia’s Digital
Dictators And New Online Revolutionaries.”
In an interview with rferl.org, Soldatov said that the
Chinese-Russian cybercooperation started only last
year, when Russia was looking to improve the system
on how to have domestic control over the Internet. The
Russian cyber control system was built by Kremlin in
2012, but it was not effective and it failed to meet its
goals.
According to Soldatov, some people have proposed
that having a closer partnership with China might
solve the problem. He added that in Dec. 2015, the two
countries reached key agreements during a conference
attended by Russian Prime Minister Dmitry Medvedev
and Fang Binxing, the main architect of 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
After that, the first China-Russia cyberforum was
organized and held in Moscow in April, and in the
following months, the partnership gradually took
shape.
The Russian
author said that
it was more than
a partnership
but a bilateral
cooperation
where China and
Lu Wei, Chinese political leader and
Russia learned
senior executive official in charge
from each other. the
of cybersecurity and Internet policy,
"Russia is not
speaks at the closing ceremony of the
just taking from Second World Internet Conference
China, but China last year. (Photo : Getty Images)

is also taking from Russia," Soldatov said.
In March this year, Fang Binxing created an
organization of volunteers who monitor the Internet,
which was patterned after Russia's League of Internet
Security, a quasi-independent organization of
volunteers with a similar mission, Soldatov said.
China's cybersecurity law, which was just passed in
November, has a provision that calls for localizing data
in the country, and has its counterpart provision in the
Russian legislation, he added.
On the Russian side, China helped them developed the
new second phase of the Internet-filtration system that
allows them to search for content, instead of blocking
only some websites and webpages. The system is
similar to the filtering method being used in China.

China-Russia cyber-security pact: Should the US be
concerned?

During the Chinese-Russian forum, a joint working
group, composed of specialists from the two countries,
outlined a road map for the use and control of domain
names, as a method to control global corporations.
Lastly, China will supply the Russians with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ir system of control over the Internet.
In August, talks were held between Russian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manufacturer and
Chinese manufacturers like Lenovo and Huawei.
Soldatov said that the talks were focused on the
licensing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 the country, to
implement the "Yarovaya law," the Russian federal law
that extended its cybercollection powers, signed into
law in July 2016. It would also enable them to replace
Western tele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with
Russian technology or substitute Western technology
for Chinese.
China will also help Russia on how to use virtual
private networks (VPNs) to bypass Internet censorship,
such as in the Chinese model of control. China has
developed a method by which it can blocked the
Internet in only some select regions, allowing them to
switched off websites or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wo
parties.
Soldatov said that China is ahead in this area and
Russia is willing to learn from them. (Courtesy http://
en.yibada.com/articles/cybersecurity-censorship-info)

Premier Li: Fast-Track Growth Of Central China's
Six Central Provinces Will Boost Westward Growth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backbone of the network, but also make efforts to solve
the technical difficulties which constraint internet
speed such as fiber optic connection, “ the Premier
said, adding that “we should effectively enhance
people’s ‘sense of gain’ from improving internet speed
and cutting fees”.
Premier Li reiterated the need to fight
telecommunication fraud. At a meeting in September,
Premier Li called for imposing heavier punishment on
illegal activities such as using base station to conduct
telecommunication fraud.
Premier Li Presides Over the State Council's Executive
Meeting, December 7, 2016.

BEIJING, Dec. 7 (Xinhua) -- China is publishing a
five-year guideline on invigorating development of
its six central provinces in advanced manufacturing,
modern agriculture, new type of urbanization, further
opening-up, as well as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The new guideline was approved at the State Council's
executive meeting on Wednesday. Premier Li Keqiang
presided over the meeting.
"Our strategy to boost westward growth has not
changed," Li pointed out. "Yet recently there has been
a divergence in development between southern and
northern China. Meanwhile, each of the six central
provinces has its own condi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coordination across regions so that the
central region can truly play a pivoting role in China's
economy."
Premier Li Keqiang stressed the need to put the
public’s needs first when the government formulates
major policies and implements internet-related plans.
“The planning of key subjects in the 13th Five-Year
Plan (2016-2020) should meet people’s demand and
adapt to the crucial need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Premier Li said at the State Council executive meeting
on Dec 7.
The meeting passed three crucial plans including the
promotion of national informationization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Premier Li urged related
departments to achieve major progress in the fields that
are on top of people’s priority list such as improving
internet speed and reducing charges, cracking down
on internet fraud, and making government information
more transparent.
In terms of improving internet speed and cutting fees,
the Premier affirmed the achievements made in recent
years, while pointing out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yet
to meet the public’s expectations.
“We should not only strengthen the infrastructur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cluding the

China's central region comprises six provinces, including
Henan, Shanxi, Hubei, Anhui, Hunan and Jiangxi.

“We should take a tough stance on cracking down on
telecommunication fraud, providing a secure network
for the public to safeguard 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people’s interests,” said the Premier.
China's central region comprises six provinces,
including Henan, Shanxi, Hubei, Anhui, Hunan and
Jiangxi. These areas have rich land and agriculture
resources and are abundant in human resources while
being well-developed industrial bas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placed heavy emphasis on
the region's development. Premier Li has highlighted
time and again on the area's rich potential, and the need
for further reform and
innovation to achieve
sound growth.
He also pointed out
in his government
work report earlier
this year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improve the layout of
development across
Premier Li Keqiang makes an
inspection visit to the National regions and facilitat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the rise of the central
Commission on Dec 7, 2015. region.

The six provinc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China's growth momentum, he
stressed.
China's previous guideline on
central region's development,
issued in 2006, has achieved
significant
results.
Over
the decade, the region has
become China's heartland for food and energy raw
material production, as well as a rising hub of modern
manufacturing and transportation.
In 2015, the region contributes 20.3 percent of China's
total GDP, while the figure was only 18.8 percent in
2005.
While China's economy is going through restructuring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the region now faces
challenges in further retiring excess industrial capacity,
reducing reliance on labor and investment, as well a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aching a higher level of development and better
living standards calls for a set of measures, such as
optimizing regional economic structure, nurturing new
economic drivers, encouraging industrial upgrading,
improving modern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new type of urbanization, as well as strengthening
modern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It also calls for
giving priority to reform and innovation so as to
invigorate potential from the market.

[Photo/China News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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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building itself into a key
area for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urbanization, the region
should also spare no efforts in
developing modern agriculture
and promoting agriculture of
scale," Li stressed.
Market will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allocating resources, while
the government plays a guiding role. Reform and
innovation will be a key priority through the process,
along with encouraging wider cooperation across
regions, strengthening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improving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Proper control on coal mine production, seek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or new economic drivers
and boosting industrial upgrading will be the region's
prioritized tasks, according to the guideline.
"The region should
fully grasp its current
momentum of growth,
take further steps
in opening-up and
absorb more modern
industries
moving
westward from the
east," Li pointed out.
(Courtesy
Xinhua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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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川藏線十大熱門事件
第一名實至名歸
2016 年已经马上结束了，
那些计划今年走川藏线的小伙
伴们，你们的计划都实现了吗？
如果没去的话也没关系，小编
今天给大家总结下 2016 年川藏
线上都发生哪些热门的事件。

塞，交通中断半月之久。

国道八宿－然乌段 K3858-K3860 界》让亚丁人满为患
第八名：米拉山隧道预 处，安久拉山附近，一辆大型
《从你的前世界路过》上
牵引车与一辆越野车，在弯道 映后，电影拍摄地亚丁风景区
计明年通车
人气爆棚，在国庆节的时候稻
海拔 5013 米的米拉山口是 处相撞，据称三死三伤。
第五名：高尔寺山隧道 城亚丁景区管理局甚至还进行
川藏线南线上要翻越的海拔最
了一系列的限流措施，来应对
通车
高的垭口，据悉，截至 2016 年
第十名：通麦天险成为 10 月 29 日，全长 5.7 公里的米拉
高尔寺山是国道 318 线川藏 越来越多的游客。

历史

山隧道工程左洞累计进尺 2033
通麦天险是川藏线有名的 米，占左洞全长的 35.5%，按照
“死亡路段”，不过，这段“死 合同工程期要求，米拉山隧道
亡路段”已经成为过去，今年 4 工程预计 2017 年 9 月底贯通。
月，随着迫龙沟特大桥的顺利通
第七名：雀儿山隧道贯
车，通麦天险改建工程完工，国 通
道318线的通麦天险成为历史。
雀儿山海拔 6138 米，拥有

第九名：海通沟塌方
川藏公路 318 线过金沙江大
桥 ， 一 进 入 西 藏 境 内 的 40 公
里 ，就是有名的海通沟飞石
区。这里气候多变、地质复杂，
是川藏公路上令人望而生畏的
鬼门关。
201 年 6 月，因为多日强降
雨，这一路段 4 次爆发泥石流，
造 成 10 余 个 危 险 路 段 道 路 阻

川藏公路第一高山之称。2016
年 11 月 10 日，好消息传来，在
全体建设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雀儿山隧道全线贯通了。这意
味着，穿越雀儿山原来的 1 个多
小时车程，将缩短至 10 分钟。
第六名：八宿——然乌重
大车祸
2016 年 9 月 27 日上午，318

南线上著名的一段险途，位于
康定市新都桥与雅江县之间，
2016 年 1 月，高尔寺山隧道全面
开放通行，从新都桥到海子
山，车程缩短至 5 小时，而以前
至少需要 7 个小时。

第二名：法拉利车队勇
闯川藏线

2016 年 4 月，一辆法拉利和
十辆玛莎拉蒂勇闯川藏线的新
闻让每个人都惊呆了，当然他
们也付出惨痛的代价，那就是
第四名：骑闯天路挑战 其中 6 辆车都报废了。

赛

第一名：川藏线穷游搭

骑闯天路堪称世界上最残
酷的自行车赛事，10 天、日均
骑行约 13 小时、平均海拔 4000
米 2000 公里、翻越 16 座平均海
拔 4600 米的雪山，不仅考验着
选手们的生理，也时刻试探人
类心理的极限。

车

要说 2016 年川藏线上什么
最火，非穷游妹子搭车莫属，
甚至有网友调侃：川藏线上这
条神奇的天路，已经变成了
“呻骑的舔路”，各种穷游妹
子和川藏线司机的艳遇故事成
第三名：《从你的全世 了大家日常的谈资。

中越邊境藏著一個小桂林 美景媲美桂林人還少
拥有奇特的喀斯特地貌，峰
丛林立，峡谷众多，洞穴广布，
暗河纵横，生态盎然，到了这
里，仿佛就走到了一个你从未接
触过的奇特世界，在这里，一切
的一切都会带给你强烈的视觉冲
击感，这里就是梦的天堂，一个
你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
这里就是地处越南边境，位
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靖西。
这里的气候宜人，阳光明媚，
雨量充沛，夏日无酷暑，冬日无
严寒，四季如春，所以，靖西也
有“小昆明”的美誉。
这里的风景如诗如画，美不
胜收，这里的一物一景都充满了
民族风情，这里素来还有“小桂
林”之称。
这里有许许多多的美景，鹅
泉、通灵大峡谷、古龙山大峡谷、
渠洋湖、旧州山水、爱布瀑布群
等等，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美
好，来到这里会让你心旷神怡，
流连忘返。
到了靖西，你会感受到它的
淳朴与宁静，仿佛这里就是你久
违的归宿。
鹅泉
鹅泉位于广西靖西县城西南
6 公里处，是靖西著名的八景之
一，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在这
里乘以排竹筏漂游，欣赏两岸的
美景，令人感觉舒心惬意。
鹅泉与云南大理蝴蝶泉、广
西桂平西山乳泉并称为中国西南
三大名泉，那句“鹅泉跃鲤鱼三

层浪”吸引了无数人想要到这里
来一睹其风光。
在鹅泉上有一座古桥，建于
清朝年间，桥长约 60 米，宽 1.5
米，全为石灰料石组成，是由 15
个涵洞的石拱桥组成，鹅泉古桥
为靖西保留得比较完整的古桥。
鹅泉不仅景色绝美，更是山
村的灵气，这里的山村整齐有
序，干净利落，农妇有事会在泉
边洗衣担水，一片祥和的气氛。
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到美妙的
田园风光，也可以欣赏山情野趣
的韵味，在这里会给你身心极大
的享受。
通灵大峡谷
通灵大瀑布高 188.6 米，宽
30 米，气势磅礡，水顺着崖顶地
缝倾流而下，非常壮观，峡谷内
还有奇异的植被、溪流和山洞，
被人们称为“通灵奇观”。
通灵大瀑布犹如一条巨大的
白练冲入深潭，发出雷鸣般的响
声，在阳光照射下，呈现出美丽
的彩虹，景色令人心驰神往，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
九天”形容的就是这样的景象吧。
洞内流瀑，洞外有天，“石
井洞天”是通灵大峡谷的一大特
色，通灵大峡谷原是一个盲谷，
由于地质运动，盲谷顶部陷落，
形成了一个大天窗，四周峻峭的
悬崖，使整个峡谷气势宏伟、蔚
为壮观。
通灵大峡谷四季苍翠欲滴，
林木繁茂，遮天蔽日，溪水潺

潺，偶有鹅卵石在其中穿过，就
像一个天然的氧吧，在此行走呼
吸新鲜空气，感觉神清气爽。
通灵大峡谷内有处巨大的溶
洞，进入溶洞之后就仿佛进入了
一个神秘的世界，这里有许多天
然的钟乳石，每处都是形态各
异，千奇百怪，让人渍渍称奇。
古龙山大峡谷
古龙山大峡谷是一个神秘幽
深的峡谷世界，一个自然纯净、
不染世尘的原始画廊，一个集峡
谷、瀑布、暗河、溶洞、原始森
林、悬崖绝壁、溪流奇石为一体
的人间仙境，被称为“中国最有
魔力的森林生态公园”。
这里是徒步爱好者的天堂，
这里有奇峰秀石，原始森林茂盛，
植物繁多，小溪蜿蜒清澈，集
“雄、秀、古、野、幽”于一体。气
候凉爽宜人，美景令人叹为观止。
古龙山峡谷群由古劳大峡
谷、新灵大峡谷、新桥大峡谷三
个峡谷组成，拥古容迎宾洞、百
福洞、水帘洞三个暗河溶洞，每
一处的风景都非常有特色，每一
处都让人惊叹不已。
到了这里，就仿佛回到了最
纯真的自己，这里的景致一尘不
染，像是大自然创造出来的一幅
完美的泼墨山水画，到了这里，
就不禁会感叹如此的美景以及大
自然的鬼斧神工。
古龙山漂流还有个招牌的名
字，叫漂“三天三夜”，这并非
真要漂三天三夜那么长，而是要

漂过三个溶洞，犹如白天黑夜交
替，因而得名。从洞中出来，回
首身后漂过的地方，青山依旧，
流水潺然，一切恍如隔世。
渠洋湖
在靖西县城的背部，有一处
湖泊，这里就是美丽的渠洋湖，
湖内岛屿无数，湖内秀峰如林，
水面烟波浩渺，岸边翠竹婆娑，
炊烟缭绕，美丽的景色吸引着无
数人来一睹其风采。
站在湖中，只能隐约看到东
西两边的部分景色，如果你要一
睹整个湖的全貌，就得泛舟北
上，用四五个小时水程，置身其
中，凡是见过渠洋湖的人，无不
说它是山区的海洋，大海的女儿。
渠洋湖，湖水湛蓝清澈，如
一面明镜镶嵌在群山之中，微风
吹过偶尔泛起丝丝涟漪，四周有
绿荫掩映，美的动人心魄。
在湖边漫步，看倒影于湖中
的一朵朵云的影子，摇曳的徜徉
在清澈的湖里，湖岸边翠竹丛中
掩映着一栋栋农家的小洋楼，与
这美景融在了一起。
如果你有时间，可以泛舟湖
上，亦可以在岛上垂钓，在这蓝
天白云，青山绿水中，享受这城
里少有的田园风光。
旧州山水
旧州距离靖西县城 8 公里，
旧州一带奇峰秀美，山明水秀，
亭台庙宇，两相辉映，天蓝树
绿，田园景致特别浓郁，像是整
个靖西的缩影。

这里除了秀气的山水外，一
座桥，一座庙，一小片人家，就
是旧州的全部，清晨的风从碧绿
的湖水上吹过，显得波光粼粼，
坐在岸边细长的小树下面，望见
层层叠叠的山峦就在水边，低头
是悠然的倒影，在这里生活是多
么的恬静而舒适啊。
这里的山玲珑精致，这里的
水蜿蜒宛转，犹如一条清新亮丽
的彩带，似幻似真。旧州历史悠
久，早在南宋末年，就有追随文
天祥的抗元将领张天宗就率部于
此定居，将中原的农业技术和先
进文化传授与当地民众，受到当
地居民的爱戴。
这里的风景虽不如桂林那样
闻名遐迩，但是也有着自己的一
番韵味，在这不为人知的一角，
散发着自己安静祥和的气息，使
人向往不已。
文昌阁，建于明清时代，犹
如绿带上镶着的明珠，独有风
采，这里也是旧州最美的风光所
在，无疑也是摄影师们的最爱，
这里的景色美的让人恨不得全部
装进相机里带回家去。
那里除了山美水美、名胜古
迹众多之外，还有全国闻名的绣
球街，绣球街呈四四方方，街道
干干净净。老式的砖瓦房，斑驳
的红木柱门，高低不一的青石板
路，充分显示了这里的文化底蕴。
爱布瀑布群
爱布瀑布群由爱布、马屯、
惠泽三个秀丽壮观、形状各异的

大瀑布聚集而成，由于地势多
变、地形落差大，滩多水急，在
爱布一带沿河形成了许多大大小
小的瀑布群。
到了这里你会感觉从前看到
的那些瀑布都不算真什么，这里
才真的是浪花飞溅，烟云满天，
声需数里，气势壮观，这里的景
观非常原始，来到这里绝对不虚
此行。
爱布瀑布处在河段的上部，
瀑布出口平坦，瀑布面垂直而
下，巨大的瀑布从天而降，声震
数里之外，远远望去，巨大的气
浪扑面而来，顿时觉得凉风阵阵。
马屯瀑布位于瀑布群的中
间，为三级落差瀑布，瀑布两侧
有几座奇特的小山，河流中间有
两道陡坎，挡住了江水的去路，
河水奔涌而下，冲击着下面的基
岩，浪花飞迸，河中腾起一团团
浓浓的白雾。
惠泽瀑布位于瀑布群的下
端，从马屯瀑布顺流下来的河水
进入了一段宽阔平坦的河段，继
而往下流时就冲到悬崖的下面，
形成了惠泽瀑布，河水在众多的
滩石和平坦的小岛中蜿蜒穿流，
俨然一副人在桥上走、鱼在水中
游的秀美景色。
我们常常看到的风景是：一
个人总是仰望和羡慕着别人的幸
福，一回头，却发现自己正被仰
望和羡慕着。其实，每个人都是
幸福的。只是，你的幸福，常常
在别人眼里。有机会一定走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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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航 MH370 遇難者家屬親赴非洲
尋找飛機殘骸

中国日报网站 12 月 5 日电 2014 年 3
月 8 日，马航 MH370 航班从吉隆坡飞往
北京途中突然失踪，时至今日仍未寻
获。据英国《卫报》12 月 4 日报道，遇
难者家属现已抵达非洲岛国马达加斯
加，他们将对当地海滩进行彻底搜查，
希望找到飞机残骸、解开坠机真相。
两年多以前，马航 MH370 航班在飞
行途中失去联络，而后被推定坠机失
事 ，机上 239 人被推定全部遇难。随
后，中国、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三国在
印度洋划定 12 万平方公里的搜寻范围，
展开深海声呐搜索工作，但迄今几乎一
无所获。
许多遇难者家属对深海搜寻结果感
到失望，他们说，最近一段时间，不少
疑似飞机残骸被冲上印度洋和非洲沿

岸 ， 但马来西亚当局显然对此缺乏兴
趣。因此，他们决定结伴前往马达加斯
加，自己动手搜寻飞机残骸。
当地时间12月3日，7名来自中国、
马来西亚和法国的遇难者家属抵达马达加
斯加。4日，他们在海滩附近派发传单，
告知当地居民飞机残骸的模样以及发现残
骸后应当如何处理。与此同时，这些异国
来客还开始在海滩进行细致搜查。
绝大多数赴非人员的机票和食宿皆
为自理。53 岁的吉兰· 瓦特勒洛斯在
MH370 空难事故中失去了妻子和两个未
成年的子女，悲剧发生后，他辞去了工
作、一心想要解开坠机之谜。“我不会
停止寻找真相直至找到一个确定的答
案。我想终有一天我们会找到的。”瓦
特勒洛斯说。

格蕾丝· 苏巴西莱· 南森是马来西亚
人，她的母亲随 MH370 航班一起坠入大
海。南森说，有消息称除非找到“可信
的新证据”，国际联合搜寻行动将会很
快结束，这使得她的家人感到忧虑。
“我不明白他们怎么能够以缺少证据为
由意图停止调查，明明一直都有飞机残
骸被冲上海滩。关于这起空难事故，还
有很多谜团没有解开。他们必须向各界
证明，生命重于金钱。”
截至目前，共有超过 20 块确认或疑
似属于 MH370 航班的残骸在莫桑比克、
坦桑尼亚等印度洋沿岸地区被发现。上
周，马达加斯加东北部海岸发现一些据
信为飞机残骸和遇难者私人物品的碎
片。目前，这些疑似残骸正等待接受有
关机构的查验。

俄媒稱俄羅斯已研發出隱形無線電台:
世界絕無僅有
据俄罗斯《消息报》12 月 5 日报
道，俄国防部已经测试通过微波辐射来
传输信息的无线电台，这项技术世界上
绝无仅有。
据报道，最新型的“祖母绿”系统
不仅可以传输语音信息和数字数据，还
可以控制无人机、机器人以及防空系
统。而敌人的电子侦察设备目前还不具
备能够检测到“祖母绿”信号的功能，
无法从自然噪音区分出该信号。
俄罗斯防空军事学院教授扎伊采夫

向《消息报》表示：“系统的样机已经
向国防部长绍伊古进行展示，根据他的
要求，在总参谋部代表在场的情况下进
行了测试。测试结果表明该设备的 隐
性 性能。” “祖母绿”系统的使用范
围 为 1 到 10 公 里 ， 波 长 范 围 为 200 至
1000 兆赫，数据传递速度近 3 前千位/
秒。这些性能指数可以保障设备之间可
以同时进行数千次传输。
据报道，目前制造使用微波辐射技
术的联络设备是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控

制系统发展的优先领域。
《消息报》援引军事科学学院教授
科久林的话报道：“但是只有俄罗斯目
前能够制造出 实体 ，并且成功进行测
试。如果以前普通无线电台的信号能在
15 公里以内被发现的话，那么 祖母绿
可以在距离该系统 30 公里的地方进行定
位。近期将可在 祖母绿 系统的基础上
建立 隐形 联络设备，从单兵用的微型
电台到复杂的远程联络和信息交换的系
统。

牛津大學遭畢業生索賠百萬
因"給分太低耽誤前途"
国际在线专稿：据英国《都市
报》12 月 4 日报道，日前，牛津大
学一位毕业生一纸讼状，将自己的
母校告上了法庭，要求其赔偿自己
100 万 英 镑 （ 约 合 人 民 币 874 万
元 ） ，称当年“牛津大学给自己
的成绩太低”。
据悉，该毕业生名叫法兹· 希
迪奎（Faiz Siddiqui），16 年前从
牛津大学毕业。日前，他将母校告
上法庭，称当年牛津大学给自己的
现代史课程打分过低，影响了自己
“成为一名出色的国际商务律师”
的前途。
这位毕业生称，当年牛津大学
布雷齐诺斯学院(Brasenose College)
的老师“懒散粗心”，并且导师数

量过少，是自己分数过低的主要原
因。
这位毕业生的律师，罗杰·
马来利（Roger Mallalieu）表示，
当 年 选 修 这 门 课 程 的 15 个 学 生
中 ，有 13 个学生都在这门课上得
到了最差等的成绩，这“客观反
映了当时的教学质量无法令人接
受”。
牛津大学表示，这一诉讼毫无
根据，并且希迪奎毕业时间太过久
远，法庭理应驳回该诉讼。
除此之外，牛津大学还表示，
希迪奎在撰写相关论文时，学院曾
因其身患“花粉热”而给他颁发过
特殊津贴。
法庭将于月底给出最终判决。

Reborn Granite LLC 實木櫥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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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發！

大理石品種最多！規模最大，價格最低！
地址：14730 Hempstead Road, Houston，TX77040.
電話：713-690-4888 www.reborngrani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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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幻奇景：
攝影師捕捉“紅色精靈”閃耀星空

近日，在日本茨城县鉾田市近
海，有摄影师捕捉到了从雷雨云向
宇宙发射出红色光芒、称之为“红
色精灵”的雷暴现象。
据报道，日本摄影家武田康男
成功拍下了这一画面。红色精灵发
生在约 50 至 90 公里的高空，是从
雷雨云上方向宇宙空间放电，造成
氮分子发光的现象。
由于该现象与落雷同时发生，
受耀眼闪电影响，从地面上无论是
肉眼观测还是拍摄都十分困难。武

田表示：“转瞬即逝，我都以为是
错觉。”
据悉，身为天气预报员的武田
预测了该现象发生的时间及场所，
以瞄准时机。对发生在约 200 公里
外海面上的积雨云进行了长达 4 至
5 小时的拍摄。
对此，熟知极光和红色精灵现
象的日本东北大学名誉教授、福西
浩指出：“拍照的时机极其稀少。
这张照片记录下了细微构造，非常
珍贵。”

新西蘭“大象岩”在強震中受損

“象鼻”震掉

据外媒报道，位于新西兰北岛
的“大象岩”因形似一头大象而得
名，是新西兰著名的观光景点。但有
消息称，“大象岩”的“象鼻”在过去
几周发生的一系列地震中被震掉。
“大象岩”位于新西兰北岛。
当地居民布朗日前从自家窗户望向
“大象岩”时发现，“大象”的
“鼻子”竟然没有了。

布朗称，直到一两周前，“大
象岩”的造型还好好的，因此他怀
疑，是最近发生的一系列地震，把
大象的“鼻子”震掉了。
上个月，新西兰发生 7.5 级强
震，此后当地余震不断。而在 12
月 4 日，该国南岛北部又发生了 5.5
级别地震，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大
象岩”以南太约 500 公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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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邁阿密海灘巴塞爾藝術展落下帷幕，
著名畫家蔣銳應邀參展！ 本報記者 黃梅子 報導
（本報記者黃梅子）被譽為“藝術界的奧林
匹克” 的巴塞爾藝術展邁阿密展會，今年吸引了
全球 269 家畫廊參展，有 10 萬人次參觀，可謂是
一場難得的藝術盛宴！
第 16 屆巴塞爾藝術展邁阿密展會（Art Basel
in Miami Beach）剛剛落下帷幕，展出時間從 12 月
1 日開始至 12 月 4 日結束。參加此次展會的 269
家國際畫廊來自美洲、歐洲、亞洲以及非洲各地，
其中有 21 家機構是首次參加展會。
此次參展作品中，來自休斯頓的著名畫家蔣
銳（美中藝術家協會主席）應邀參展，並展出了
他新近完成的油畫作品習近平的肖像畫。據了解，
蔣銳僅僅花了 3 個月時間就完成了這幅習近平的
肖像油畫作品。許多遊客駐足在蔣銳的這幅傑作
前，感嘆惟妙惟肖。業內人士評價說，難得的畫
出了習近平主席的神韻和氣勢，由此可見蔣銳之
深厚功底以及匠心獨運。
巴塞爾藝博會的參展作品主要屬於現代當代
藝術。參展的藝術作品包括繪畫類、雕塑類、攝

影類、影像類、項目類、行為類等綜合性、多元
化的藝術類別。展示超過 1000 位藝術家的作品，
世界上幾乎所有著名的現代當代藝術家的作品都
會出現在展會上。其中，有許多大師級的藝術珍
品，作品的價位高達數百萬美元；也有在藝壇裏
嶄露頭角的年輕藝術家，他們的作品現在標價不
高，但是價位上升得很快。藝博會上的藝術品交
易額巨大，因此被看作是全球藝術市場的風向標
和晴雨表。
巴塞爾藝博會的參展商是世界各國最高水平
的畫廊。每年世界上會有上千家畫廊申請參展，
但是巴塞爾主辦方只從中選擇 300 家左右參展。
這樣做不是因為場地不夠，而是主辦方堅持參展
作品的藝術標準和主辦方自己的服務標準。寧可
少一些，精一點，而不肯降低水準。這可能就是
巴塞爾藝博會長盛不衰的秘密。該展會是世界公
認的最高水平的當代藝術博覽會，被譽為“世界
藝博會之冠”。紐約時代周刊將其評價為“藝術
界的奧林匹克”。
蔣銳（右）和其他參展畫家（左）在他的作品習近平肖像畫前切磋。

現場作畫
展會現場
老蔣自畫像

抽象畫

前衛畫家的作品

其他參賽作品

佛光山中美寺「中美文化講壇」
趙辜懷箴檀講師上周日主講「遇見自己」
本報記者 秦鴻鈞 攝

佛光山中美寺「 中美文化講壇」的演說，大殿內總是座無虛席，一位難求。
出席觀眾聽的十分入迷。

「 中美寺」的當家覺安法師（ 左二 ）與出席來賓合影，祈福。

圖為趙辜懷箴督導上周日作了
一場極精彩的演說：「 遇見自
己」。

主講人趙辜懷箴（ 中） 演講後與台下的觀眾，粉絲合影。

圖為佛光會的會長劉建昆在演
講開場時致詞，介紹主講人趙
辜懷箴督導。

圖為主講人趙辜懷箴（ 右二） 在演講後與觀眾「 大專校聯會」 會長洪
良冰（ 右一），「 美南華文作協」 會長錢莉（ 左三），及陳綺紅（ 左
二） 等人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