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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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 )(上)
由「美國華人消費者協會」會長楊德清主講
由 「 美國華人消費者協會」 會長楊德清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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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示不能小於 24 小時。並且：
8. 驅趕案件可以請非律師的任何授權人
座，於上周六（ 12 月 3 日 ）下午在糖城圓滿舉行。這項由
「
(4) 把房子交給房東7. 哪裡尋找小法院？
代表
美國華人消費者協會」 主辦的 「 小額法院理賠及驅趕房客 」 講 在自己居住的或案件發
(5) 讓房客及所有隨住者立即搬離，如果不
9. 立案 同小額理賠  費用 $41 + $75
座，吸引了該協會 120 多人參加，主講人消費者協會會長楊德清 生的警區法院
10. 獲得傳票 付費後法院出具傳票， 在 走的話，強制趕走。
，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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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小額理賠的限額？
(6) 讓房客搬走個人財物，允許房東，房東
10-21 天之內，必須出庭，否則將會缺席判決。
全過程，並以實際例子，以生動活潑的方式講述，會場不時地晌 $10000 含律師費，但不
的代理或他人在警官的監督下，搬走房子裏的
具體時間在傳票上有
起笑聲，大家普遍反映效果不錯，獲益良多。楊德清會長表示 含法律許可的利息與法
所有除房東物品外的個人財物。
11. 送達傳票與訴狀
院費用。多的話自己還
： 消協的宗旨是幫助華人消費者，訴訟分民事和刑事，該講座
(7) 個人財務可以堆放在房子外面不影響
(1) 送傳票必須是警官，其他渠道需要法院
是可以上縣法院。
是以 Harris County 法院的流程與費用為參考，訴訟分民事和刑
交通的地方。下雨雪另論。
下指令
9. 准 備 打 官 司 的 第 一
事兩種，這次講座僅涉及民事。楊德清的演說分為三大部份：
(8) 警官有權讓倉庫派人搬走個人物品並
(2) 可以是人工送達被告手裏，或留給
16
（ 一） 小額理賠法院流程，（ 二）驅趕房客流程，（
三 ）怎 步
存放，不收房東費用。 (1) 准 備 好 足 夠 的 證 據
歲以上的住在房子裏面的人。
樣找好房客及如何與房客打交道。
(9) 警官不能要求房東存放房客的物品
(3) 送達離開庭需要至少有
6 天的時間，回
，如合同，收據等書面
一． 小額理賠法院流程
(10) 法律規定警官在收復過程中造成的損
復需要至少在開庭前一天
證據。
1. 我第一次是怎麼聽說的，需要知道英文名字
壞沒有責任，Section 7.003
(4) 若警官兩次在所有地址均找不到被告
(2) 確 認 被 告 的 通 訊 地
2. 在沒有律師幫助時走法律渠道
址是更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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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小額法庭 Justice of Peace Court(JP court)
(11)是縣(county)裡
警官可以使用合理的武力
的話，警官可以簽署努力聲明，法院就可以允
被告。若沒有的話得想
最低層的法院
鈞攝）
(12) 收復令不能在判決
60 天後發放，90 天 德清演講的情景。（ 記者秦鴻鈞攝）
許警官把傳票與訴狀貼在前門或從門下塞進房
辦法弄到。
4.
能否收到判決賠償的因素
後執行無效
子。
獲得傳票 交費後法院就給出傳票， 遞交傳票有
(4) 避免與信譽不好的人打交道 11. 送交傳票大於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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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法律因素 豁免項 德州比較寬
14. 上訴
12. 開庭
幾種方法：
(12) Voucher, Section 8 優缺比較
，最好平信加掛號信
(2) 傳票送達以後，被告應給書面回
法官因素 傾向性
(1) 雙方上訴需在判決後
5 天內提出
(1) 回復
（1） 本郡警區警官遞交傳票 若被告在本區的話， 費用就是
2. 怎樣與房客打交道
三．怎樣找好房客及如何與房客打交道
10. 立案
上交訴狀，到法院 或者網上 www.efiletexas.gov， 今
(3) 執法人員的因素 傾向性，惰性
(2) 需要買契約 (bond),
交押金，或者無力
復，不管給不給，都需要按時出庭
上面說的$75
(1) 簽訂合約
1.
怎樣找好房客
避免壞房客
天主要介紹到法院立案的流程
(4) 證據是否足夠
(2) 缺席判決
若房客沒有書面回復，或沒 支付聲明。法院會給出需買契約或押金的額度，
（2） 其他警區遞交傳票 若被告在別的郡的話， 需要與當地
(2) 書面交流   有記錄，晚交的話要發信，
(1)
價格要合理，一旦定好價，不砍價
（1）
原告的名字，及聯系方式如地址，電話，傳真，
若有
(5)
信息搜索
包括地址，銀行賬號，存款額等都可以通過付費
按時出庭，房東又能出示傳票送達證明，法官 付給另一方。5 天內需通知另一方上訴通知。
警區(precinct) 聯系，交相關費用，並轉交傳票以便警官(sheriff
text
message,
email. 並說明多少晚交罰金
律師的話律師的名字及聯系方式。
的服務查到
(2)
通過經紀人上市房屋，或者一些網站，
(3) 驅趕上訴不安排重新開庭
就會給缺席判決，辦事員馬上會把缺席判決通
or constable)送交
（2） 理賠金額，財產詳述或其他理賠明細
(6) 被告的因素 財務狀況與守法程度
(3)
修理不允許扣租金，需房東審批
獲得申請及駕照復印件等查信用報告，犯罪記
（3） 最高法院認證的私人服務員(process server) 費用不等
(4) 若是欠租案，法院會審核每期租約的欠
知寄到房子去。
（3） 出具聲明，也可以接受
email 回復。
5. 其他抱怨方法選擇
(4) 晚交，又不回復的話，要警告再不付
錄，被驅趕記錄。但太好信譽的可以買房，信
，從$20-$100, 取決於地區，遞交幾次，平均$45-$75
(3) 陪審團服務   任何一方在開庭前 3 天都 款，並在判決書上附註
Dispute Resolution Center, Better Business Bureau, Apart- （4） 除正常辦公或住家地址外，最好多提供一個被告的地址
錢，會發出
eviction
notice，開始驅趕。嚇唬是
譽
不
好
要
區
別
對
待。https://www.truthfinder.
（4） 法院辦事員(the clerk
of the
court) 若需要用掛號信話(
(5) 在上訴處理中，若房客沒有付所欠房租
可以申請陪審團 (jury) 服務， 需要付費 $22.00
ment Association, Board of Realtors, Texas Department of Li- 。
有效工具
com/(
按
月
)  http://instantbackgroundchecks.us/
在其他方法行不通時才能用)
給法院，房東可以上書房客仍沒付款，經聽證
Rule 510.7 censing and Regulation, The Texas Workforce
Commission, （5） 准備足夠的份兒數( 按次 )
(5) 若房客聯系晚交或分期交的話，給一次
（5） 18 歲以上的，有法院指令(court
order)的成人
5 天上訴期過後，直接
(4) 推遲開庭規定
驅趕案件不能推遲多於
基本信息表需與訴狀一起交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and agencies 確認屬實後，法院會在 （6）
機會，看是否守信
(3)
工作穩定，收入穩定，需要核實
比如
（6）
個人送達，掛號信，有回執的掛號信。
下收復令並讓立刻執行。
7 天，除非雙方簽字同意延長
（7） 交訴訟費： $44 政府職員，郵差，大公司職員，護士等是收入
法院， $75 警官傳票服務(若需要的
6. 小法院受理什麼樣的案子
(6) 期限到了要續約，可以考慮房租稍漲，
(6) 上訴需在 5 日內設定聽證
(5) 判 車禍，退押金，違約，但不能受理理賠轉讓，討債公司的案子，
決 會 顯 示 房 客 前 多 少 錢， 若 有
話) 合計$119
$25,$50。若房客交租及時，或不漲或漲少。
穩定的候選人。工作核實。
15. 通過官司收債成功與否例子
Voucher 的話也會顯示政府代理機構付多少錢
(7) 修理要求要及時處理 根據租約哪些房
(4) 夫婦帶孩子穩定
(1) 大部分在調解時簽訂分期付款協議解
13. 收復令
客負責，哪些房東負責
(5)
出租記錄核實，每個地址居住時間長者
(1) 若房東勝訴，房東可以申請讓法院出具 決
(8) 與房客友好相處，辦事要合理，公平。
好，頻繁搬家者不好
(2) 兩起在 Dallas 警官幫收到判決數額
收復令 (writ of possession)，法院費用 $5.00, 警官
讓房客沒有怨言，對房東滿意
(6)
年輕單身
的不穩定因素
(3) 一起在休斯頓沒有收到
執行服務費 $125.00, 合計 $130
(9) 到期後不能隨便扣押金，房客可以索賠
(7) 未婚情侶的不穩定因素
16. 如何避免官司
(2) 從判決日至少要等 6 天才可以發放收復
三倍。一月內退押金。扣要有憑據。磨損不能
(8)
多個人合租的不穩定因素
(1) 在打官司前考慮好是否能收到
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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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墻壁，地毯著色損壞可以扣，物品損壞可
(9) 高收入者可能不會長期
(2) 若常打官司，就要改進自己的做事，做
(3) 收復令授權警管在房客門上貼一個至
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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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扣。
(10)
不讓查信用者有問題
少 8.5”x11” 的告示，說明收復令已經發放， 生意的方法
大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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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破產不可怕，小欠債記錄不可怕。住房
(3) 經常要雙方書面簽署合同
房客限期搬家，會有具體日期，這個日期離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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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楊德清主持的
「 美麗家園 」 節目，將訪問 「 中國
城槍店 」 的負責人之一，德州帶槍執照
課程的主講人郭立，談 「 槍支選購及使
用安全需知」 。

主持人楊德清及郭立將從我們自身的
「 安全 」 問題談起，平常人如何在外遠
離受害者； 如何避免成為受害者，郭立
將談到槍支安全，在家如何收藏，防止意
外（ 特別家有小孩者）。

受槍支------,進一部詳情，請今晚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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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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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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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華人一定要了解的美國風俗習慣和生活小竅門
所谓入乡随俗，刚到美国不
久的华人，常常会因为生长的文
化背景不同，和对美国社会生
活丶风俗习惯的了解不够，而”
出洋相”闹笑话。下面就为大家
介绍一些在美国生活应该掌握的
小窍门，或应该了解的美国人的
社会风俗习惯。
1 丶许多中国人刚到美国时
完全没有付小费的概念，常常因
此搞得大家很尴尬。其实，在美
国很多地方都需要小费，例如餐
厅丶理发等通常占 10%-15%的消
费；旅馆丶计程车等通常只需要
1 至 3 美元。此外，您还应该了
解，美国的餐厅一般一桌只有一
个服务生，一开始是谁帮你点菜
的，待会有什么事情就找他，因
为你的小费只付给他，所以其他
服务生没有义务帮你。
2 丶 Rebate 和 cash back 都是
在美国经常用到的促销方式。所
谓 rebate 就 是 把 东 西 买 回 家 之
后，填一份申请书，付上产品的

电脑条码（UPC），连同收据寄
给制造商，他们回寄你支票；而
cash back 就是在结帐的时候直接
退还现金给你。附记：良好的节
俭习惯是留学生活的根本。
3 丶很多场合会要求出示身
份证件，特别是附有照片的证
件，如银行开户，餐厅酒吧点酒，
使用 支 票 购 物 ， 到 邮 局 领 包 裹
等。可用来证明身份的证件有驾
照（可持护照丶出生证明丶居住
地证明向各地汽车监理站申请）丶
学生证丶信用卡等。附记：驾照
于笔试后即可得到，但无法开
车，需要另外考路试才可驾驶。
4 丶在美国念书，一定要强
制保险，多数学校明文规定没有
保险，就不能注册。学生保险的
费用大约是五百至一千美元。整
个家庭大约在二千至三千美元之
间。选择保险要注意可能发生的
疾病，是否在 Cover 的范围，还
有 Cover 的比例是多少。美国保
险是部分给付，而且要超过一定

金额，称之(deductible)。一般保
险Cover的范围是”医疗上必须”
的。附记：如果学校没有一定要
申请，另外治牙费用不在保险范
围内；大病通常都需要自己购买
保险。
5 丶美国社会现在几乎是持
卡时代，随身不带太多现金，以

免招来危险。有时在餐馆使用百
元大钞，还会引来不便，不如随
身携带提款卡及信用卡，使用方
便。虽是如此，但随身不妨多带
些 quarter，一来可打电话，二来
可付小费，或其他投币之用。附
记：如提取大量现金（超过 2000
美元）需要提前电话预定。

6 丶各种帐单应准时支付，
帐单上多会载明付费截止日期，
最好能够提早一周左右支付。万
一误时，不仅可能会遭罚款，同
时也会使自己信用扫地。附记：
在美国信用大于一切，信用不好
今后买房丶买车困难，甚至连工
作都难以找到。
7 丶美国人喜欢养宠物，特
别是狗和猫，但是在未经主人同
意时，最好别随意逗主人家的
狗 。美国人带狗去住宅区散步
时，会带着为狗清除粪便的工具
与袋子。有责任心的美国人会将
家中养的狗猫带去兽医那儿做节
育手术的。在美国虐狗等同于虐
人，不喜欢狗的朋友需要避让。
8 丶有人打喷嚏时，美国人
就 会 异 口 同 声 地 对 他 说 “Bless
you” ， 打 喷 嚏 的 人 也 都 会 说
“Thank you”致谢；在公共场所
避免打嗝，如果不小心打了嗝，
就 得 赶 快 说 声 “Excuse me” 。
切记，了解并遵从简单的生活习

惯，有助于让你很好地融入美国
社会。
9 丶在美国公共场合例如公
交车丶地铁不要大声喧哗，注意
排队上车。
10 丶万圣节在北美有习俗，
小孩子会挨家挨户敲门，你需要
准备些糖果，否则你的窗户可能
不保。附记：这是北美的习惯，
警察不会管的，自己多准备些才
是硬道理。
11 丶租房在美国很关键，学
校里面比较贵但是安全系数比较
高；外边自租相对自由也可以有
更多选择，费用也会相对便宜，
但要看清楚房费是否包含各种水
电费。附记：自租尽量避免在黑
人区，那里相对便宜但是安全系
数真的不高。
12 丶 BOXING 日是美国一年
一度的打折日，也是华人采购的
最好时机。如你需要购买心仪的
商品，需要提早去排队，否则好
东西都没有了。

來看看美國有意思的 8 個習俗

很多小伙伴们刚来美国的时
候都有“culture shock“。买东西
要加税，吃饭要给小费，买东西
精确到分，还可以退货。刚刚开
始会觉得美国习俗格格不入，甚
至不想改变，但慢慢地发现了美

国一些有意思的习俗：例如白宫
也有bitch，老美最黑大人物。。。
1. 爱 尔 兰 圣 帕 特 里 克 节 (St.
Patrick's Day)
每年的 3 月 17 日是爱尔兰的
圣帕特里克节，很多城市的水池

，河流都会用特殊产品染成绿色
为了呼应这个节日，还有的很多
城市会举办大游行，全国各地的
人们都会在身上佩戴一些绿色的
饰物（绿帽子有很多！）白宫也
为了参与活动出示了 “白宫前

的碧池”。
2.夏威夷居民喜欢纹身
夏威夷的居民似乎比起美国
其他地区的人们更喜欢纹身。因
为保守主义和宗教主义在夏威夷
的影响力很低，当地的民风比较
开放，且夏威夷的移民率很高，
加上东西方分化和波利尼西亚文
化的融合，给夏威夷的纹身文化
奠定了基础，他们都很有创造力。
3.拥有一节火车厢并随意涂
鸦
来了美国之后发现普通人的
出行方式一般除了飞机、大巴、
就是开车，很少有人会选择坐火
车，可能是因为火车费用不低时
间还长的原因。加州有这么一个
传说：政府允许平民自己购买一
节火车的车厢，然后带回家，可
以随意涂鸦，到自己满意为止。
如果出行的时候想坐自己家的车
厢，就提前联系政府，政府会派
相关部门来帮助你把车厢放到铁

轨上。
4.不是所有地方都说英语
在大家印象里，美国人都是
说英语的对不？其实不是这样
的。在美国的某些地区，比如墨
西哥州，波多黎各地区，官方语
言是西班牙语。联邦法律并没有
明文规定美国的官方语言到底是
什么，只有 28 个州的州政府设立
了规定的官方语言。谁知道呢？
没准哪天某个州全是中国人，官
方语言就变中文啦~
5.美国人喜欢“黑”加拿大
人和英国人
作为同说英语为主的国家，
美国的本地人很喜欢拿加拿大和
英国人开玩笑，包括不同的习
惯，说英语的腔调等等。《老爸
老妈的浪漫史》里，美国的小伙
伴就很爱拿加拿大来的罗宾开玩
笑。还有不少美国人说起英式英
语时，就会不自觉地模仿然后露
出鄙视好笑的神情。

6.黑猫、十三和星期五
在部分美国人的印象里，见
到没人养的黑猫、星期五和数字
“13”是不吉利的，就像咱们不
喜欢数字“4”是一样的。
7.部分地区产虔诚的教徒
在美国东南以及中南部的大
部分州，比如德克萨斯、俄克拉
荷马、路易斯安娜州等等，民风
都非常保守，所以基督教徒也非
常的多，对宗教信仰有一种近乎
痴迷的“狂热”，日常的行为和
心中的信念都以圣经的教导为范
本。
8.技能与爱好按地区分
以旧金山湾区的硅谷为代表
的西海岸地区，被公认为精英与
科技强手的聚集地，而纽约即为
时尚与艺术的乐园。大多数西海
岸人民热衷于户外运动、健康的
生活，但东海岸小伙伴则喜欢室
内运动和装扮。据说东西海岸的
审美标准也是不同的。

时，很少使用头衔或者“先生”
之类的词。
样样自己动手
欧洲、亚洲等国家的有钱,为
了显示气派,或者为了从琐碎的家
务中解脱出来,常常雇佣女仆、厨
师和司机等人侍候自己及家人。
美国人中,这种情形不多,因为他
们讲究“自己动手”(do it yourself)。在美国,不管是医生、教授、
律师、商人,他们都是自己煮饭、
洗衣、上市场购货。他们有社会
身份,但不认为干家务会降低他们
的体面身份。他们也有经济实力
雇佣“保姆”,但觉得自己会做,
没此必要。上美国人家作客,人们
可以常常看见大教授、名医生自

己下厨烧饭做菜。至于修剪草坪、
整理车库和油漆屋顶等之类的粗
活,有社会身份的人不仅无厌烦之
感,反而会乐此不疲地投入其中。
“自己动手”的习惯与美国
人的拓荒精神有密切关系。想像
一下,在人烟荒芜的大西部,人们
与荒野相伴,与自然共存,从基本
的饮食起居到复杂的医疗教育,
一切都得依赖自己。经过几十多
年的锤炼熏陶,这种“自己动手”
的自立精神便深深地铸造进美国
人的文化基因之中。此外,在美国
人看来,“do-it- yourself”不仅体
现着人们的自立精神,而且人们还
能从“动手”之后的成果中看到
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价值。

讓人無比驚訝的美國習俗
不拘礼节
美国人以不拘礼节著称于
世 。在写字楼里,人们常常发现
“白领工人”不穿外套、不系领
带地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工作。
有电话交谈时,他们会朝椅背一靠,
把双足往桌子上搁,悠哉悠哉地在
电话里“侃”上个半天。在大学
校园里,美国教授身穿牛仔裤、足
蹬耐克鞋进教育上课的例子数不
胜数。更有甚者,美国教授讲到来
劲之处,会一屁股往讲台上一坐,
神采飞扬地滔滔不绝一番,不分年
龄,不分性别。更常见的情形,是
美国父子之间、母女之间的随和、
轻松关系。无论是在电影里,还是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以常看见美国
长辈与幼辈互拍肩膀、无拘无束
的镜头。所有这一切都源于美国
人不拘礼节(informality)的习性。
从文化角度上讲,美国人不拘
礼节的习性与他们的民主平等观
念相关。我们知道,美国历史发展
进程中,投有封建社会这一阶段。
贵族、平民、等级、王室等欧洲
大陆盛行的一套东西,在美国没有
或者有实际意义。人们对家庭、
地位、身份不十分看重：更主要

的是当事人本身的实际成就。这
种产生于美国早期开发阶段的观
念很大程度上已成了美国文化传
统中的“沉淀物”。因为大家珍
视平等的权利,人们互相交往中就
没有必要过份讲究各种各样的繁
缛礼节了。上级与下级之间,家长
与子女之间,老板与工人之间,教
授与学生之间,都是如此。关于这
一点,人们只要注意一下美国人与
人见面时的打招方式即可一清二
楚了。不管是下属见到上司,还是
学生见到师长,美国人一般只需笑
一笑,说声“嗨 ”(Hi)或者“哈罗”
(Hello) 即 可, 而 不 必 加 上 各 种 头
街。还有,美国人在社交场合散席
或者业务会议散会时,较少与人一
个个地道别,而是向大家挥手说一
声 “ 好 啦, 我 们 再 见 吧 ” (Well,
so long everybody)。这样做并不
表示人们相互间缺少敬意,而是人
们长年累月的习惯使然。
不拘礼节是为了使人们在交
往中更轻松、自在一些,从而更快
地缩短人们之间的距离。这也许
是美国人性格开朗的一个原因。
头衔与称呼
由于美国人强调平等，他们

的社会等级观念相对而言比较淡
薄，所以他们没有家庭世袭的头
衔。相反，美国人喜欢用职业的
名衔作为称呼，因为它靠自己
“挣得”的，而不是世袭相传的。
譬如，法官、军官、政府官员、
教授和宗教领袖等。试举例如下：
哈利法官（Judge Harley）、史密
斯参议员（Senator Smith）、克
拉克将军（General Clark）、布
朗医生（Dr. Brown）、格林教授
（Professor Green） 、 怀 特 神 父
（Father White） 、 科 恩 老 师
（Rabbi Cohen，对犹太人的尊敬
用语）、格雷主教（Bishop Gray）
等。
从事其他行业的人，美国人
以“先生”、“小姐”、“太太”
相称。
美国人首次见面，若不晓得
对方的头衔，但又要表示对他尊
敬，他们常用“先生”（sir）或
者“夫人”（madam）称呼。被
你这样称呼的人将立刻明白，你
不清楚该如何称呼他，于是，他
会把合适的称呼告诉你。一般而
言，除非一个人从事于某种专业
性工作，如医生、教授等，美国

人不常用正式名衔。这是因为美
国人强调友好、不拘礼节的关
系，而不重视名衔地位。美国人
认为，即使直接称呼一个人的名
字，人们同样可以对他表示尊
敬。 事实上，大多数美国人不
愿意自己因年龄或社会地位的关
系而要他人特别尊敬他。这样会
叫他们觉得不自在，觉得互相的
距离过于分开拉大。许多美国人
甚至觉得“先生”、“太太”、
“小姐”的称呼也太一本正经，
所以，他们倾向于直呼名字。譬
如，“别叫我史密斯太太，叫我
萨莉好了”。美国人认为，直呼其
名，往往更容易表示友善和喜爱。
当然，作介绍时，人们须连
名带姓，如“玛丽 史密斯，这
位是约翰 琼斯。”刚开头时，
被介绍认识的人可能仍用对方的
姓作称呼，如“史密斯小姐”，
“琼斯先生”等。但没过多久，
待对方开始熟悉、谈得投机之
后，其中一人会问对方，“你介
意我用你的名称呼你吗？”一般
情况下，没人会介意。于是，双
方便直呼名字，继续他们的交
谈。因此，美国人聚在一起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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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玉玺在法國拍賣
中國買家以 2100 萬歐元拍得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12 月 15
日报道，中国清代乾隆皇帝的一件
玉玺当地时间 14 日在法国巴黎德鲁
奥拍卖行拍卖，以 2100 万欧元被一
位匿名的中国买家获得。
报道称，这件公元 18 世纪的玉

玺用粉红色的玉石制作，上面雕刻
有龙的造型，非常珍贵和罕见。当
天拍卖会上的竞争非常激烈，竞争
者包括电话线上和现场的竞买人，
最后的成交价格超过了预先估价的
20 倍。

Monday, December 19,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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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源繪出美麗生態畫卷

这件玉玺属于清代乾隆皇帝，
他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
长的君主，退位后仍然掌握着最高
权力。在乾隆皇帝长达 60 年的统治
下，中国的财富和国力达到顶峰，
疆土几乎扩大了一倍。德鲁奥拍卖
行说，这件玉玺上面的九龙造型象
征着乾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帝
王权威。
据报道，19 世纪末，一位年轻
的法国海军医生在中国得到了这件
玉玺。随后，玉玺一直保存在这个
家族的手中。根据德鲁奥拍卖行提
供的资料，这位法国海军军官曾多
次访问中国，依靠自己的眼光、文
化和多年建立起来的友谊，积累了
丰富的收藏。他所收藏的日本绘画
大师葛饰北斋的两幅作品“富岳三
十六景”和“神奈川冲浪里”也同
时拍卖。

这是可可西里的航拍
画面（12 月 1 日摄）。位
于青海省南部的三江源地
区是长江、黄河、澜沧江
的发源地，也是亚洲重要
的水源涵养区和生态安全
屏障，境内雪豹、藏羚羊

等珍稀野生物种众多。
2005 年，三江源地区正式
设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
展工程应急式保护，以遏
制这一地区的生态退化趋
势。2016 年 4 月，三江源国
家公园体制试点于保护区

内设立，园区总面积 12.31
万平方公里，以建立科
学 、普惠的生态保护新模
式为最终建设目标之一。
新华社记者多次进入三江
源地区拍摄已初现的美丽
生态画卷。

你意想不到的中國大事件都發生在這百年老酒店

刚刚过去的南京大屠杀国家
公祭日，是对含着血泪屈辱历史
的铭记。随着时代的发展时间的
推移，人们总是会渐渐遗忘历
史，但在城市的角落里伫立着这
样一些老酒店，帮我们铭刻了那
些或辉煌或耻辱的时刻。或许路
过这些地方的时候，你不曾知道
这里发生了什么，也不曾知道这
里每砖每瓦都是故事，今天嗜住
君就带你走进这些有百年历史的
老酒店，看看那些值得让人铭记
的时刻。
浦江饭店（礼查饭店）
1857 坐落在外白渡桥北堍的
黄浦路 15 号浦江饭店的前身，就
是著名的礼查饭店。这里接待过
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大喜剧家
卓别林、英国哲学家罗素、美国
前总统等等。在这里，发生过最
著名的事情还是要属慈溪太后六
十寿辰的时候在这里举行的中国
最早的交谊舞会。
说起这座拥有 170 年历史的
老饭店，是上海最早的一所现代
化旅馆。最初是由礼查在 1857 年
买下黄浦江边渔民晒网的一块空
地着手建造的，1860 年，一幢两
层楼的西式旅馆便出现在世人面
前 ， 它 就 是 礼 查 饭 店 (Richards
Hotel)。
礼查饭店是当时远东设备最
现代化的豪华饭店之一：24 小时
供应热水、每间客房一部电话、
中国最早的电梯之一、上海最早
放映半有声电影（1908 年）和有
声电影（1913 年 12 月 29 日）。
在 19 世纪后期，礼查饭店经常是
中国最早接受现代事物的场所：

1867 年，该店在上海最早使用煤
气；1882 年 7 月，在此安装中国
首批的电灯，曾引来好奇参观的
人潮；1883 年，这里成为全上海
最早使用自来水的地方。
1906 年 因 外 白 渡 桥 改 建 钢
桥，恰逢时机，礼查饭店也重新
扩张土地翻新改建，由金陵东路
迁到黄埔路今天的地址。礼查饭
店坐北朝南，矗立于黄浦江和苏
州河畔，是一幢具有英国新古典
主义风格的漂亮建筑。
饭店内有大小餐厅九个，其
中最华丽、空间最大者为孔雀
厅，里面有拱形穹顶，有凸显着
健硕美丽的欧洲古典人体雕塑的
柱子，有折射着迷人光彩的法国
彩色玻璃，这里可容纳 500 人同
时用餐或跳舞。老楼中厅呈现着
维多利亚时期哥特复兴式旅馆建
筑的原貌，步入其中，恍若置身
中世纪的欧洲古城堡。
而今，浦江饭店依旧伫立，
走进去就会感受到无法磨灭的浓
厚历史沉淀和文化气息。它本身
就是一本书，记载着自 1843 年上
海开埠以来，上海滩的风云变
迁。
北京饭店
1900 拥有百年历史的北京饭
店，历史上最辉煌的事件恐怕就
是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国宴在
此举办。从 1949 年到 1966 年，17
年间历次国宴都是在北京饭店举
办的。所以，在历史上，北京饭
店的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包括美
国总统尼克松等各国政要在上个
世纪来访中国均会下榻于此。
说起北京饭店的存在，恐怕

还是要从 1900 年八国联军
开始入侵北京说起。就在
这年冬天，两个叫邦扎和
佩拉蒂的法国人在八国联
军兵营东面开了一家三
间门脸房的小酒馆，卖红
、白葡萄酒和煎猪排等小
菜，这就是北京饭店的前
身。第二年，酒馆搬到兵
营的北面（原东单菜市
场 隔 壁 ），正式挂上了
“北京饭店”的招牌。
北京饭店成为众多政
要和名流聚集之地，恢复
高考的决策在这里诞生，
尼克松访华与美国关系破
冰在此开启，撒切尔夫人
等政要第一次在这里理
发，2008 年奥林匹克总部下榻酒
店，一笔笔的辉煌仍然在这里
续写着。
北京饭店在历史上不同时
期曾经被不同机构掌管，也
曾经历过多次扩建，到现在形
成了东西中三栋主楼。北京
饭店中楼是一幢帝国时期的
法式风格建筑，由菲律宾柚
木制成的弹簧地板舞池在二
三十年代中国只有三家。门
厅 和 大 堂 柱 子 全部外挂“金碧
辉煌 ” 大 理 石 ， 顶 部 悬 挂 伞
型 吊 灯 。 西 楼 是 1954 年 由 已
故建筑大师戴念慈主持设计
的，整座建筑显现着浓郁的
民族特色，有中国皇家建筑
装饰风格。门厅铺装的是独
一无二的莱阳绿大理石，柱
子和顶部均为油漆彩画，沥
粉贴金，屋顶悬挂雕花宫灯。
最特别的是走进北京饭店东
楼大厅，会看到大厅中央一架
豪 华 的古钢琴静静地立在一块
被红色 丝 绒 链 条 围 起 来 的 剔 花
地 毯 上 ，钢琴旁有一块牌子，
上面写道：“此琴是现存于世的
最古老的蓓森朵芙钢琴之一，从
1900 年起，它优美的琴声伴随着
北京饭店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历
程。”20 世纪 20 年代，外国演
奏团体和演奏 家 经 常 到 这 里 用
这 架 钢 琴 演 奏 ，成为名流聚会
的一景。
北京饭店从成立到现在，经
过了三次迁址、四度扩建，历经
清王朝、中华民国、日本占领、
新中国等时期，成为中国近代史
的缩影。

瑞金洲际酒店（原马立斯花
园）
1917 上海瑞金洲际酒店，坐
落于繁华而又幽静的瑞金二路
上。低调的一段高墙在绿影婆娑
的法国梧桐下，进了门就是一片
绿草如茵的偌大花园，阳光下的
喷泉、如盖的巨樟，紫藤架、葡
萄架、灌木丛相间叠映，生机盎
然。在花园中散落的一栋栋不高
的小别墅建筑，始建于 1917 年，
经历了百年历史变迁，见证过+
瑞金洲际酒店，而它的前身为英
国商人马立斯及其家族的私人
宅邸。
瑞金酒店的身世也可谓是一
路风雨波折，一开始只是马立斯
的私人跑马场，据说马立斯家族
酷爱动物，旧花园里甚至还饲养
过从非洲运来的老虎、狮子、
熊、黑猩猩，还有纯种沙皮狗、
海龟。1941 年珍珠港事件爆发,跑
狗场的经营权落到了日本人手
里，厄运在即，马立斯家族的 20
多人全部给日军关押集中营，整
个家族几乎全被惨杀。
抗战结束之后，国民党接收
马立斯花园，曾经作为蒋介石
的私人住宅使用。宋美龄和蒋介
石也 是 在 此 举 行 了 订 婚 典 礼 ，
可惜好景不长，1949 年蒋介石战
败仓皇逃走，连保险箱都丢在了
1 号楼书房的墙内。今日，名人
公馆一号楼内仍有一块写着
“蒋介石、宋美龄曾在此订婚”
的石牌。
1956 年这块宝地成为了上海

市“国宾馆”，也就是上海人民
熟知的瑞金宾馆。曾在这里下榻
过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刘少
奇、周恩来等多位政要，还接待过
包括胡志明、金日成、尼克松等
多位国家元首。1979年7月，瑞金
宾馆这块围墙高耸、戒备森严、
历来只接待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宝
地，终于正式对所有宾客开放，
成为上海最具传奇色彩的酒店。
瑞金酒店主要由四栋风格
各异的别墅组成，其中最早、
也是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如今
名人公馆一号楼。一号楼为二
层砖木结构的住宅，建筑格局
宏伟，属于英国新古典主义府
邸建筑风格。借鉴了路易十四
初期至路易十六早 期 的 宫 廷 建
筑 ， 红 砖 清 水 墙 面 ，内部的布
置 是 民 国 时 期 流 行 的 Art Deco

风 格 ， 桃 花 木 雕 护 壁 ，柚木拼
花地板，大理石地坪和大理石
廊柱，餐厅内还有个巨大的水
晶吊灯，二楼朝南的宽大阳台
正对花园草坪和喷泉。
除了这些古老恢弘的建筑
外，瑞金的花园也是上海市中心
罕见的大面积绿地花园庭院，园
中古树名木及后续资源 19 株，其
中一棵乌冈栎为国家一级保护名
木。四号楼花园还有一片樱花，
其中一株绿樱有御衣黄之美称，
据传是 1972 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赠送给周总理的。
时光的烙印是无法抹去的，
尽管如何变迁，园子中的古树依
旧兀自生长着，见证着近 100 年
历史间的悲欢离合。风和光依旧
每日每日的划过这片院落，就好
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史海沉浮

星期一

2016 年 12 月 19 日

甲午戰爭前日本間諜報告：
“大清全民腐敗”

“大清全民都腐败”
1889 年 4 月，荒尾精向日本参
谋本部递交了乐善堂间谍们的第一
份重要成果：有关中国大势的分析
报告--《复命书》。这份报告认为，
清国 的 “ 上 下 腐 败 已 达 极 点 ， 纲
纪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基业殆尽
倾颓”。而中日两国“唇齿相保、
辅车相依”，在列强虎视眈眈下，
清国一旦不保，日本势将进退维
谷。因此，“清国之忧即日本之忧
也”，日本要先发制人。此后由驻
华间谍们提供的一连串大势报告
中，最鲜明的就是强调中国的全民
腐败，而不只是官场腐败，然后强
调日本必须先改造中国，才能团结
中国对抗西方。
在这方面，分析最为深刻的，
是宗方小太郎。甲午战争爆发后，
宗方小太郎对其上一年草就的分析
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进行了全
面的修改。他首先分析中国的年财
政收入仅有 9074 万两银子外加 523
万 石 米 （ 作 者 注 ： 清 廷 在 1893 和
1894 年两年的财政收入均在 8300 万
两左右），以中国之大，这是很不
般配的。据他实际调查，民间的实
际税赋是此表面岁入额之四倍，而
且此类“定额以外之收入，一钱不
入国库，均为地方官吏所私有”。
他认为，中国历来贿赂之风盛行，
地方官肆意刮削民众膏血，逞其私
欲。因此雍正帝时始设养廉银，随
官位之尊卑于俸给之外另行支给，
拟以此杜绝其收敛之弊。但滔滔之
势，非区区制法所能禁遏。时至今
日，“'养廉'二字实已辜负雍正之深
意，官吏舞弊之势日见加剧。”
当时东西方均有不少人看好中
国即将崛起，坚信以中国之丰富物
产，如能积极变革，则“成为世界
最大强国，雄视东西洋，风靡四
邻，当非至难之也”。但宗方小太
郎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见其
形而下未见其形而上者”，观察一
个国家也和观察人一样，应当先
“洞察其心腹”，然后再“及其形
体”。他眼中的中国虽然表面上在
不断改革和进步，但“犹如老
屋废厦加以粉饰”，经不起大
风地 震 之 灾 。 当 时 中 国 最 著
名 的 改革者和国务活动家李鸿
章就自嘲为“大清朝这座破屋
的裱糊匠”，可算是两人有共
同语言。
究其原因，宗方小太郎认
为腐败的基因遗传自明末，全
民丧失信仰，社会风气江河日
下，“人心腐败已达极点”，
虽然有过康乾年间的短暂改
革 ，但并未坚持下来，政府将
本应建立“至善”人心的精力
消耗在了“形而下之事”上。
当时清廷之腐败规模几乎是全

局性的。朝纲解钮时的宣统三年
（1911 年），作为“中央机关事务
局”的内务府，其一年支银预算高
达 1024 万两，而在咸丰朝仅为 40 万
两，足足增加了 24 倍（宣统三年八
月十一日度支部会奏）。至于冒领
公款、挥霍浪费甚至侵吞赈灾款粮
等更是层出不穷。两广总督岑春煊
巡视陆军学堂，光一次宴会就“动
需洋酒千数百金”，为此还专门在
衙门中设立“洋酒委员”一职（光
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法部主事梁
广照奏）。甚至连军队都大量参与
走私贩私，号称世界八强的北洋海
军，其内里的腐败也是造成甲午一
战全军覆没的主要原因。大量晚清
小说均有对此的细致描写。宗方小
太郎叹息，中国本来是有信仰体系
和精神支柱的，那就是孔孟之宗方
小太郎眼中的中国“犹如老屋废
厦 加以粉饰”，与李鸿章自嘲为
“大清朝这座破屋的裱糊匠”，如
出一辙。
道，但这一建国的基础却变成
了科举的材料、当官的阶梯而已，
知识分子汲汲营营地钻研此道，无
非是以此为个人私利服务。当了官
掌了权之后，就把孔孟之道抛在脑
后，“得其位不行其道，而谋营私
者也。”从中央到地方，庸官俗吏
献媚当道，清廉高洁之士多不容于
时流，官场一片漆黑，“朝野滔
滔，相习成风”。官场腐败更导致
上下隔阂，中央政府即使要施行仁
政，也因为地方官吏的“壅塞”而
导致“美意不能贯彻至民间”，好
经都被歪嘴和尚念坏了，而少数有
理想有抱负的人，只好在“愤懑
不平”之余“退居闲地”，名望日
高，隐然形成一股力量。所以，他
认为中国是“有治国之法而无治理
之人”。
在“普天之下莫非贪官”的晚
清，以至于损害国家利权的一些架
构，倒在客观上减少甚至基本杜绝
了这一领域原先泛滥成灾的贪腐现
象，如此结果，亦是中国近代史的
吊诡之处。如，将海关税务交洋员

团队（其最著名的领导人是赫
德）管理，无疑是主权旁落，
但洋员管理下的海关却成为政
府中最廉洁也最敢于对腐败动
真格的一个机构。
美 国 传 教 士 丁 韪 良 （W.
Martin）认为，洋员管海关本是
“叛乱（指太平天国运动）的
私生子”，乃权宜之计，但正
是廉政延长了这一怪胎的生
命 。他记述了在英国人李泰国
（HoratioNelsonLay） 担 任 首 任
总税务司的几年内，上海道台
多次设下陷阱想拉其下水，比
如当两条商船一起到达口岸
时 ，上海道台就建议李泰国，
双方一人一条船私吞其关税，
但始终不能得手。丁韪良说，
浮士绘：当时清廷之腐败规模
几乎是全局性的，连军队都大量参
与走私贩私，号称世界八强的北洋
海军，其内里的腐败也是造成甲午
一战全军覆没的主要原因。图为当
年日军的宣传画：抓获携款潜逃的
清军军官。
海关洋员们的廉洁因此成为中
国道台的眼中之沙，从而对这一税
收体制怀有深深的敌意。宗方小太
郎深刻地指出，国家是人民的集合
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
“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
强？中国的“分子”们集体腐败，
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这比政策
的失误还要可怕，政策的失误尚可
以扭转过来，而国家元气的腐败就
“不易返回中道”了。这位日本间
谍引用孟子的话为中国下了断语：
“上下交征利，则国危”。尤其是
官场腐败导致司法不公，甚至使刑
罚乃至性命都可以被金钱所左右，
普通百姓申诉无路，民怨积压给国
家带来巨大危险。
宗方小太郎估计，以当时的形
势来看，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
中国“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
化”。而就在他写完这篇文章后仅
十六年，武昌一场仓促而粗糙的革
命就居然引起了连锁反应，几乎是
瞬间将一个老大帝国毁灭。形势如
此艰难，当政者理应“正纲纪、戒
骄奢，排解地方政治之紊乱，消除
民庶之怨薮，大施加仁惠，休养
民力”，打造和谐社会。但宗方小
太郎更吃惊地看到，政府却因惯
性 和麻木，束手无措，“因循支
绌”，根本不在乎民心向背，并大
搞为太后祝寿等形象工程，“粉饰
太平”。
这样的分析，出自一个间谍之
手，也可见日本的间谍实在并非只
是战术层面的，而是战略层面的。
吊诡的是，大清皇室宗亲庆王奕劻
卖力地为太后祝寿大搞形象工程
时，洋员赫德（上图）管理下的海
关却成为政府中最廉洁也最敢于对
腐败动真格的一个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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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剿最後一個湘西巨匪
65 年死于萬人搜山
覃国卿是大庸县青安坪一个恶霸
的儿子，据考系明代农民起义领袖覃
后的后代。此人成年后，身体颀长如
杆，性情乖戾，顽劣异常。由于小时
出天花，脸上留有麻点，加上平日里
喜欢偷鸡摸狗、打家劫舍，当地人送
其绰号卿杆子、卿麻子。1934 年 11
月，贺龙率领的红军打下大庸城，
建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覃国卿
的父亲在打土豪分田地时被红军处
决。父死母嫁，覃国卿怀着对人民
政府的一腔深仇，到土著武装义安
乡民团当了兵，并练就一手“百步
穿杨”、左右开弓的好枪法。
1937 年，覃国卿杀了时任保安
队副的堂叔，霸占堂婶。有了几条
枪，他扯起大旗自封队长，组织起一
支独立的土匪队伍。见邻县桑植县女
学生田玉莲人才出众，强拉为“压寨
夫人”。从此，覃国卿成了当地一霸
，横行乡里，无恶不作。数年间，覃
国卿干尽了丧尽天良的坏事，死在他
枪口下的百姓难以计数，强奸和霸占
妇女近百人，百姓怨声载道，忍无可
忍。人们惹他不起，只能暗中祈求天
降能人，除掉这个祸害。
新中国成立前夕，湖南省军区下
令清剿残匪，称决不让一个残匪进
入社会主义。不料，这句话被土匪的
线人得知后告诉了覃国卿，他不但
不收敛，还洋洋得意地叫嚣：“我一
定要进入社会主义，看他们把我怎么
样。”
1950 年 1 月，我随解放军 141 师
423 团奉命进驻大庸剿匪，许多土匪
迫于压力，缴械投降。死心塌地与人
民为敌的覃国卿根本没把新生政权和
剿匪大军放在眼里，竟变本加厉地带
领匪徒继续作恶。他们阻断交通，杀
人放火，威胁群众，气焰十分嚣张。
3 月的一天，解放军一个班和部
分工作组在田角驻扎，覃国卿纠集土
匪 300 余人突然袭击，打死我 141 师
战士 12 名，烧毁民房 40 余间，还放
出恶言：“谁若报信，我将诛灭他九
族。”
5 月，人民政府为救济百姓，从
大庸运 5 船大米逆澧水而上。覃国卿
闻讯，当即吩咐匪徒布下长达 7 华里
的埋伏。我接应部队中其埋伏，粮船
被截，护航的解放军战士 13 人、工
作组 1 人、船工 8 人全部遇难，粮食
和船上物资也被抢光。解放军大队人
马出动，才把覃国卿一伙赶进深山野
林之中，并陆续对其残余进行围剿，
只剩下覃国卿和田玉莲两人。自
此 ，他俩因目标小，行动快，像钻
地鼠似的这山奔那山，东洞钻西洞，
经常往返于大庸、永顺、桑植之间。
人们对其是防不胜防，称他为活鬼
活魔。
1965 年 1 月 1 日，湖南省军区司
令员刘子云下达剿灭覃国卿的命令，
部队、公安、民兵一齐出动，同时恢
复湘西剿匪指挥部，特设永顺、大
庸、桑植三县分指挥部。一时间，在
湘西掀起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
次剿匪高潮，可以说是“军民齐动
员，围打歼灭战”。
3 月 23 日下午 3 时许，覃国卿为
正在怀孕的田玉莲下山寻找食物，
不一会儿，他疲惫不堪地回到藏身的
岩洞，沮丧地说：“饿一顿吧，山下
风声很紧，只有等到晚上了。”4 时
许，桑植县利福公社棉花大队的社员
收工回家，49 岁的贫农组长余天明和
民兵排长余世德发现山岩上的刺丛中
有许多刺树被踩倒，一道明显的人行
痕迹又被一篷荆棘遮住。是不是覃国
卿？正寻思间，忽然一股臭味扑鼻而
来，再往旁边一寻，发现一堆新鲜人
粪在岩石下，于是两人沿着踩踏痕迹
爬上一个大岩，果然发现在不远的岩
石下面坐着一男一女，一看那一身破
烂衣衫和身边的一支步枪，他们马上

意识到，这就是来无影去无踪的覃国
卿和田玉莲。他俩刚要悄悄退去，准
备向分队长报告，孰料行走的响声惊
动了覃国卿，他举枪便打。看到自己
被发现，余世德抱着余天明滚下岩坎
，子弹与他们擦身而过。
覃国卿持枪追赶，幸好二余已拐
过岩头。这时覃国卿见远处有一男人
正背着一捆干柴往家中走，一枪打
去，那人当场毙命。这个无辜的人叫
余构良，家有 60 岁老母和 5 个孩子。
覃国卿的滔天罪行引起民众公愤，男
女老少纷纷表示要为剿匪出力。十里
之外的剿匪分队接到报告，当晚便组
织三县部队、民兵、群众 7000 多人，
对覃国卿形成多层包围圈，大小山头
被围得水泄不通。
这天晚上，覃国卿收拾完身边的
东西，把所有的子弹挂在身上，背起
那条中正式步枪，拉着田玉莲准备突
围。当他们潜到永顺公路边时，抬头
一看，公路上人头攒动，民兵步步紧
逼。覃国卿仍存侥幸心理，心想只要
有一丝缝隙，他也要钻出网外。
就在他瞅准机会拉着老婆穿越公
路时，田玉莲突然发出急促的“哎
哟”声。“妈的，怎么了？”覃国卿
低声问道。“肚子疼得很，许是要生
孩子了。”田玉莲捂着小腹说：“我
不走了，死也不想走了，只求死在
这儿。”看看田玉莲痛得实在不能行
走，覃国卿只得拖着她返回。半夜时
分下起雨来，覃国卿背着田玉莲藏进
一个缸钵状的岩洞，决定孤注一掷，
把孩子生下后再做打算。
3 月 24 日凌晨，解放军、民兵和
三县群众近万人的大搜山开始了。
上午 8 时，青安坪田家岗大队民兵排
已搜到缸钵状洞前，因枯草很深，没
发现有什么异常情况。
覃国卿眼睁睁看着搜寻队伍向自
己逼近，心中开始发急，但他抱定主
意，为节约子弹，只要不被发现，就
决不开枪。
“有声音！”搜在前头的排长田
奇左惊叫一声。覃国卿一惊，以为
自己已暴露，便抬手一枪将田奇左
打倒。
军民们闻声迅速向小缸钵洞靠
拢，已成惊弓之鸟的覃国卿和田玉莲
见大势已去，再也不敢挪动身子了。
公安大队 3 中队副指导员向南书迅速
抢前一步，对着小缸钵洞大喊：“覃
国卿，快投降吧，你今天插翅难飞
了！”“缴枪不杀！”搜寻队伍也架
起喇叭向覃国卿喊话，一时空中全是
威逼敌人的喊声。
洞内传出覃国卿尖细的回声：
“解放军，哪个要听你们的话。缴枪
不杀骗他妈大脑壳去吧！”骂着，“砰
砰”又是几枪，公安少尉谢茂双的军
帽被打飞了。
围洞的军民立即还击。大庸县
人武部李石生副部长发出命令：
“用手榴弹炸！”霎时，轰炸声响
遍山谷，硝烟弥漫大地，但由于小
缸钵洞上下全由又高又密的树木荆
棘覆盖着，要把手榴弹扔进洞去并
不容易。
谢茂双仔细观察一下地形后，从
战士手中拿过两枚手榴弹，借着浓重
硝烟的掩护，迂回爬到岩包的侧顶，
将一颗手榴弹顺着岩槽投进小缸钵洞
内。
覃国卿看见冒着白烟的手榴弹
后，想拿起来扔出去，就在他抬手之
际，“轰隆”一声，手榴弹爆炸了，
覃国卿哼了一声，晃了晃，一头栽倒
在地。在乱岩石中，覃国卿的左手不
见了，左侧胸和脸面部血肉模糊。
隐蔽在附近的军民乘机占领大岩
包，十几支枪一起开火。后经勘验发
现，覃国卿身中十几发子弹，当即死
亡，田玉莲被活捉，经审讯后才被处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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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Based Thinktank Reports Beijing Has Installed Anti-Aircraft
And Anti-Missile Systems And Guns On Artificial Reefs

Images Show 'Significant' Chinese
Weapons Systems In South China Sea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built on two other reefs, Hughes and Gaven.
“These gun and probable CIWS
emplacements show that Beijing is serious
about defence of its artificial islands in case
of an armed contingenc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AMTI said.
“Among other things, they would be the
last line of defence against cruise missiles
launched by the United States or others
against these soon-to-be-operational air
bases.”
Regional experts told the Guardian the
images gave the lie to China’s claims that it
was not militarising the region.
A satellite image shows what the Asia Maritime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Beijing
is militarising the Spratly islands
says appears to be anti-aircraft guns and close-in weapons systems on
despite
the
fact that it has said it would not,”
the Hughes reef in the South China Sea. (Photo/ Digitalglobe/Reuters)
said Ashley Townshend, a fellow at the
Suspected weapons installations on Gaven reefs. (Photo/
China appears to have positioned “significant” University of Sydney’s United States studies centre.
Digitalglobe/Reuters)
weapons systems, including anti-aircraft and anti- “Beijing did say earlier in the year that it reserves the maritime domain so as to enforce its territorial and
missile systems, on all seven of the artificial islands right to defend its artificial islands if necessary, and jurisdictional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t has buil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espite vowing it it has tried to portray these sorts of defences… as a “The installation of these air defence systems indicates
had no intention of militarising the archipelago, a US tit-for-tat response to American naval presence in that the facilities are nearing completion and ready to
the region. I’m sure we will see this in the coming host air and naval assets on a permanent basis.”
thinktank has claimed.
During a state visit to the US last year President Xi days. But, however you want
Greg Poling, AMTI’s director,
Jinping publicly stated that China did “not intend to to look at it, this is an act of
told Reuters the images
pursue militarisation” of the strategic and resource- militarisation.”
suggested China was “prepping
rich trade route through which about $4.5tn (£3.4tn) in Ian Storey, a South China Sea
for a future conflict”.
expert at Singapore’s Institute
trade passes each year.
“They keep saying they are
However, satellite images released on Wednesday by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not militarising, but they could
the Asia Maritime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AMTI) said: “The new satellite images
deploy fighter jets and surfaceat the 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learly show that despite
to-air missiles tomorrow if they
President Xi’s pledge that
appeared to show Beijing was doing just that.
wanted to … Now they have
The Washington-based group said the images, which China would not militarise the
all the infrastructure in place
were taken last month, showed what appeared to South China Sea, that process of
for these interlocking rings of
be anti-aircraft guns and close-in weapons systems militarisation continues apace.
defence and power projection,”
(CIWS) installed on man-made islands in the South “Although China claims that
Poling added.
China Sea’s disputed Spratly archipelago, where the main purpose of its artificial
Australia’s foreign minister,
Brunei, China,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Taiwan and islands is for civilian purposes,
Julie Bishop, accused Beijing
regional observers simply don’t
Vietnam all have territorial claims.
of “creating an environment
Apparent weapons systems on Johnson reef of tension and mistrust” in the
In a report, China’s new Spratly island defences, the buy it,” Storey adde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Photo/ Digitalglobe/
AMTI said its analysts had identified what appeared “It’s been glaringly obvious Reuters)
South China Sea.
to be defence “fortifications” on Fiery Cross, Mischief from the outset of China’s
Without specifically naming
reclamation projects that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ese China, Bishop warne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artificial
and Subi reefs.
Anti-aircraft guns and what were likely to be CIWS to artificial islands is strategic: to enable China to project islands and “possible militarisation” of the region
fend off cruise missile strikes appeared to have been military power into the very heart of south-east Asia’s would “lead to reputation and other costs for claimants

engaging in such behaviour”.
Speaking in Beijing on Thursday afternoon,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Geng Shuang rejected the
suggestion that the installations represented a “military
deployment”.
Geng said it was “completely normal” and China’s
“inherent sovereign right” to carry out construction
work and install defence facilities on what it considers
its territory.
The photographs were released just days after the US
president-elect angered Beijing by hinting he may
be preparing to take a harder line over issues such as
Taiwan and its activi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an interview with Fox News last Sunday, Trump
accused Beijing of “building a massive fortress in the
middle of the South China Sea, which they shouldn’t
be doing”.
In a recent article for Foreign Policy, one Trump
adviser complained that Obama’s “meekness” had
encouraged “Chinese aggression” in the region.
“Beijing has created some 3,000 acres of artificial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ith very limited
American response,” wrote Peter Navarro, the author
of a book called The Coming China Wars, urging
Trump to impose a “peace through strength” policy on
the the region.

Pentagon Demands That China Immediately Return
Underwater Drone It Seized Out From Under U.S. Ship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USNS Bowditch

The Pentagon demanded that China immediately
return a U.S. Navy underwater drone that was capture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a confrontation certain to
exacerbate tensions in a region where the government
in Beijing has sought to assert greater control.
The USNS Bowditch was sailing only 160 km from
Subic Bay, an American naval base in the Philippines,
in the South China region when the incident occurred,
according to a defence department official.
“We call upon China to return our UUV immediately,
and to comply with all of its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Pentagon spokesman Peter Cook
said in the statement. The vehicle is an unclassified
“ocean glider” system used around world to gather
data on salinity, water temperature and sound speed.
As the vessel was getting ready to pick up two
underwater drones that it had deployed to measure
ocean conditions, a Chinese warship that had been
quietly stalking the USNS Bowditch sent out a boat of
its own. Before the crew in the USNS Bowditch could

retrieve the drones, the Chinese boat came
alongside and snatched one out from
underneath the crew, the official said.
When the U.S. crew tried to radio the
Chinese and tell them the drone was
American, they received no response.
The incident is the latest in an increasingly
tens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t the very least this is the type of
completely mundane sort of activity on
the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any other
country operating freely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that could lead to accidents or even
potential conflict,” said Michael Fuchs,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from 2013
to 2016 and now a senior fellow at the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The last major confrontation similar to Thursday’s
happened in 2013, when a Chinese vessel cut in front
of the USS Cowpens guided-missile cruiser from a
distance of 100 yards, an incident that then-U.S. Defense
Secretary Chuck Hagel said was “irresponsible.” The
two sides have since sought to improve communication

and avoid such
in territory Brunei,
Malaysia,
the
incidents.
On
Wednesday,
Philippines, Taiwan
Admiral
Harry
and Vietnam believe
Harris, the head
belongs to them. The
of the U.S. Pacific
U.S. has repeatedly
Command,
said
discouraged China’s
the U.S. is ready to
actions, estimating
retaliate if China
the territorial claims
continues to act
have added up to
aggressively in the
an additional 3,200
South China Sea.
acres of land over the
“We will not allow
last three years.
a shared domain
The U.S. didn’t do
image provided by ImageSat International N.V., on Wednesday,
to be closed down Above
much to decrease
Feb. 17, 2016, shows satellite images of Woody Island, the largest of the
unilaterally
no Paracel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ensions when it
matter how many
was revealed that
bases are built on artificial features in the South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took a congratulatory
China Sea,” Harris said in a speech in Sydney. “We phone call from Taiwan’s president,Tsai Ing-wen,
will cooperate when we can but we will be ready to effectively violating the “One China policy.” The
confront when we must.”
policy insists that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act in
China continues to ignore a Dutch arbitration court’s unison and there is only one sovereign state. (Courtesy
ruling that found the country is acting illegally by http://www.montrealgazette.com/news/world)
continuing to claim territor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rtificial islands have been erected and militarized

Chinese Navy officials pass aboard the ship Daqing
Wednesday, Dec. 7, 2016, in San Die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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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著名的十大古鎮
看一眼是不是就不想走了?
它们是饱含乡土气息的
山歌，从遥远传唱至今；它
们是一颗古朴的明珠，从遥
远璀璨到今天；它们是一座
历史悠久的博物馆，抖落的
是尘埃，留下的是珍贵。今
天为大家盘点下中国最古老
的几座小镇。
镇远古镇
镇远历史悠久，自秦昭
王 30 年(公元前 277 年)设县开
始至今已有 2281 年的历史，
其元代清代为道、府所在地
达 700 多年之久。

芙蓉镇
芙蓉镇，本名王村，
是 一 个 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
古镇，因宏伟瀑布穿梭其
中 ，又称"挂在瀑布上的千年
古镇"。
上里镇
上里镇是四川历史文化
名镇，具有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 2 处、市级 6 处。
安昌古镇
安昌古镇是绍兴有名的
四大古镇之一，是浙江省第
一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镇。

黄姚古镇
黄 姚 古 镇 方 圆 3.6 公
里 ， 属 喀斯特地貌。发祥
于宋朝年间，有着近 1000 年
历史。
西塘古镇
西塘被誉为生活着的千
年古镇。已被列入世界历史
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国首
批历史文化名镇，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婺源古镇
婺源是江西省一个历史
悠久的古县，历史上曾属安

徽管辖。是古徽州一府六县
之一。
周庄
周庄，是一座江南小镇，
有"中国第一水乡"之誉，是国
家首批 5A 级景区。
乌镇
乌镇曾名乌墩和青墩，
具有六千余年悠久历史。
束河古镇
束河是世界文化遗产丽
江古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于
2005 年入选 CCTV"中国魅力名
镇"。

中國這四座城市老外們來了就不想走

說養老太合適

中国有几所城市很适合
养老，不仅中国人喜欢，连
老外来了都不想走了，跟着
小编一起来看看这四个最适
合养老的城市吧。
海南万宁，位于海南岛
东南部沿海，大姐给了它很

多美好的称号，比如;长寿之
乡、咖啡之乡、槟榔之乡等，
这里的天气温和，还有美丽
的风景，空气特别好，都说
人长寿和环境有很大关系，
为而这里具备很好的环境，
十分适合养老。

云南大理有自然风光，
文物古迹，优美的民族风
情 ，十分适合常住于此，这
里冬暖夏凉，非常适合居
住 ，这里的生活节奏很慢，
十分适合老年人，大理空气
清新，尤其适合老年人。
广东肇庆，是远古岭南
土著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是
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有
“天然氧吧”和“城市森林”
之美誉，是一个养老的好地
方，很多人会特意选择来此
买房养老。
辽宁丹东位于辽宁省东
南部，是中国最大最美的边
境城市，是非常优秀的旅游
城市，也得到很多的名誉，
资源丰富，很适合人类居
住 ，也被选为“中国十大养
老胜地”之一。

楚雄彜人古鎮,
一個神秘古老的民族風情園!
一提起云南，大多数人想到
的就是大理丽江，去惯了大理丽
江，热门景点的喧嚣与嘈杂想必
也会让人心生厌倦。云南的景点
数不胜数，但还有很多不为人知
的美景被忽视了，比如说，楚雄
的彝人古镇，也是一个游玩观赏
的好去处。
楚雄是一个神秘而又古老的
地方，孕育着亘古流传的民族风
情和灿烂文明的历史文化。她的
美，独特而又有魅力，含蓄而又
隽永，不招摇，不争宠，她不会
一开始就让你心驰神往，但绝对
是来过之后的历久弥香。
初见时的清新自然，虽感觉
不到她的艳丽妖娆，却又给人温
和恬静的舒适，让人不由得的被
吸引。
漫步河边，微风拂过，河面
荡起阵阵涟漪，阳光暖暖地照在

脸上，这种惬意慵懒又是大理丽
江的热闹纷繁所不能给的。
古朴的木屋，凋零的枝桠，
不会让人感到凄凉寂寥，反而会
有一种熟悉的记忆涌上心头，仿
佛时光回到了小时候，回到了家
乡，回到了和小伙伴们在院子里
叽叽喳喳嬉戏打闹的孩童时代。
大大的水车，也成了彝人古
镇独特的一景，水车咯吱咯吱的
声音，伴随着旁边树枝上鸟儿的
歌声，安静的巷子瞬间变得热闹
起来。
充满民族风格的指
路牌，瞬间觉得好文
艺 ，想必再也不会迷路
了吧。
石墙上的画，不知
出自哪位大师之手，美
得一塌糊涂，以假乱真。
一面很普通的石墙瞬间

灵动起来，真想去拜师学艺，也
不知大师会不会收我？
五彩斑斓的折扇，尽显民族
古风古色，不由得让人联想到身
着旗袍的女子手舞折扇的妙曼身
姿。好美的一幅画，让人沉醉其
中，不愿醒来。
楚雄彝人古镇，一个神秘而
又古老的民族风情园，她的安静
祥和，她的含蓄典雅，只要你来
过，一定会爱上她小众而又独特
的美！

中國最冷小村莊 -58℃竟不結冰 比東北還神奇!

要说冬天雪景哪儿最美
很多人肯定首选大东北
的确，东北雪景名不虚传
但今天小编要给大家说的这
个地儿
比大东北可神奇多了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水在零下 58℃也不结冰的奇
迹
by 车随我动
这里不是吉林
却也有美不胜收的雾凇仙境
这里不是漠河
但一到冬季却是中国最冷的
地方
这里就是根河
一个一年四季都风景如画的
地方
根河湿地
by 我点亮那盏灯火
这里就是水在零下 58℃时也
不会结冰的地方。
在这里，尽管天寒地冻，万
物皆白，可湖水依然潺潺流动。
因此，在传说中根河湿地被认为

是神仙居住的地方。
原来根河湿地地表有大
量 地 热 存在，所以即使在寒冷
的 冬 天 ，根河也会变成“不冻
河”，不 仅 不 结 冰 ， 还 会 生 长
大 量 水 草 ，形成特有的冬日景
观。
by 兴安天玉
作为“亚洲第一湿地”，根
河湿地不仅在冬天美如仙境，在
其他季节也是美轮美奂，令人如
痴如醉。
by 慧斌
春夏时节，这里绿意盈盈，
一片生机盎然，湛蓝的河水，茂
密的森林，青翠的远山，给人说
不出的清新之感。
到了深秋，天高云淡。远望
苍山，一片金黄；近看根河，水
平如镜，偶尔泛起圈圈波纹，仿
佛上帝之手轻轻的触摸。
by 骆驼
站在这里，四周除了风吹树
叶沙沙作响，就是不时的悦耳鸟
鸣，安静得仿佛天地之间只有你

一人一样。
伊克萨玛森林公园
伊克萨玛国家森林公园，位
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满归
镇境内，面积 15565 公顷，是远
近闻名的“天然氧吧”。
by 只要有你的地方 2204
春天，苍翠的原始森林里，
野花竞相开放，姹紫嫣红。
夏天，远看森林，郁郁
葱葱，满山翠绿尽收眼底，
仿佛地球上最纯净的空气都
在 这里，让人抑制不住的大口
呼吸。
秋天，这里就像一幅刚画好
的风景画，五彩的山林，湛蓝纯
净的水面，一切美得都像一个不
真实的梦。
冬天的伊克萨玛国家森林公
园，银装素裹，玉树琼花，好像
整个世界都变得纯净无暇。
by 情深雨朦
得耳布尔位于大兴安岭北段
西坡，是一个美丽原始的小镇。
by 北岭仁

清晨，小镇在冉冉升起的炊
烟与晨雾中苏醒，若隐若现，一
片迷蒙。
by 雪域摄影
傍晚，夕阳落山，当温暖的
阳光洒向地面，整个小镇仿佛更
加古朴和安详。
这里没有大都市的喧嚣，也
没有其它小镇的繁华热闹，安静
低调的得耳布尔仿佛被人遗忘的
世外桃源一样。
by 雪域摄影
满归镇地处大兴安岭北部西
坡，有"中国第二北极村"、"不夜
城"的美誉。
by iamghe
由于小镇位于寒温带原始林
区，因此这里春夏秋气候湿润凉
爽，空气清新。
在每年夏至之后 10 天左右的
时间里，这儿还会出现黎明曙光
与晚霞相连的“一线天”景观，
令人惊叹不已。
by Acegmy
等到了冬天，小镇便成了冰

天雪地的世界，处处都是厚厚的
白雪，街上偶尔有村民路过，倒
是给这个质朴的小镇增添了一丝
活力。
冷极村，距根河市区 55 公
里，从“中国冷极”地标向北行
驶约 10 公里，就可到达。
by 党青
来到冷极村，你会发现这里
的每家每户都带有一个小院，院
门口都挂着大红灯笼，好像随时
随地都能感受到一种过年般的节
日气氛。
这里是中国最冷的地方，
冷到连气象局都无法测出当地
的实际温度，甚至可以泼水成
冰。
by 党青
虽然这里气候寒冷，但这里
的村民却极具幸福感。滑雪，冰
雕，是这里村民冬天最大的兴趣
爱好。
来到这里，你不仅可以观赏
到原始生态的森林风光，还可以
入住当地人家，与村民一起睡东

北大火炕，喝林区小烧。
当然，你也可以到林区特色
娱乐场，抽冰嘎、坐冰车、锯木
头、劈柈子，亲身体验当地人民
的生活乐趣，感受冷极村村民的
纯朴热情。
敖鲁古雅
敖鲁古雅位于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根河市，素有“驯鹿之
乡”的称号。
by 刘顺儿妞
生活在这里的鄂温克族猎
民，世代以驯鹿为伴，是“中国
最后的狩猎部落”。
由于这里是森林与草原的分
界线，因此这里产生了神奇的地
质景观。一边是草原、河流，一
边是森林、山岗，令所到游客无
不拍手称奇。
by 夕烟牧人
2016 年马上就要过去了，如
果你还欠自己一场关于看雪的旅
行，不如就去根河市吧，虽然这
里不如东北有名，但却有不输东
北的美丽雪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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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讓噩夢重演：德國科隆警力將翻 10 倍 確保平安跨年
据外媒报道，德国科隆市政
府 12 日宣布了今年 12 月 31 日到
明年元旦跨年夜的庆祝活动安保
计划。由于在 2015 到 2016 跨年夜
发生了大规模性侵事件，今年科
隆市吃一堑长一智，誓言不让噩
梦重演。
报道称，科隆大教堂前的广
场以及大教堂脚下的火车总站前

的广场是科隆客流量最大的地
点，也是每年新年庆祝活动观众
最集中的地方。为了避免去年发
生的大规模性侵、偷盗、斗殴等
一系列恶性事件的重演，今年科
隆市计划派出 1500 名州一级别的
警员在现场维持治安，同时将有
300 名联邦警员前去支援。
此外，消防人员的数量也从

去年的 200 人增至 400 人。今年跨
年夜科隆市中心的安保力量将是
去年的 10 倍。此外，还将有数百
名私人安保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
便衣安保和协助执法。
科 隆 市 长 雷 克 尔 (Henriette
Reker )12 日说，明显增加安保力
量是为了向世人释放一个信号：
科隆又重新恢复成了一个安全的

全球最長隧道通車：
17 分鍾穿越阿爾卑斯山心髒地帶
和卢加诺之间。
据悉，瑞士圣哥达基线隧道
今年 6 月 1 日正式开通，这条全球
最长与最深的铁路隧道让列车可
在 17 分钟内穿越阿尔卑斯山心脏
地带，欧洲铁路运输效率与经济
联系由此提升。
深达 2.3 公里的瑞士圣哥达基
线隧道从瑞士中部乌里州的埃斯
据外媒报道，瑞士刚兴建完 特费尔德至南部提契诺州的博迪
成的全球最长隧道于 11 日起，有 奧，全长 57.1 公里，耗资逾 120
定期铁路列车通行，往来苏黎世 亿 法 郎 建 造 ， 设 计 使 用 年 限 为

城市，今天比一年前更安全。
科隆市 12 日介绍的今年跨年
夜安保措施计划中还包括增设高
清摄像头，以便在发生恶性事件
事后取证。警方同时将派出直升
机以及警犬巡逻队，在空中和地
面随时观测事态的发展。科隆市
同时在市中心增设照明设备，提
高公共场所能见度。

2015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6 年
元旦的跨年夜，科隆大教堂和火
车总站附近发生了大规模性侵、
偷盗和斗殴事件。大批观看烟火
或参加新年派对的年轻女性成了
性侵和抢劫犯罪的受害人。科隆
警方总共收到 1200 件报案，其中
500 件与性骚扰犯罪有关。
跨年夜大规模恶性事件的犯

飓風“瓦達”登陸印度致10死

1.8 萬人緊急疏散

100 年。
报道称，这条隧道是瑞士一
项 230 亿法郎基础建设项目的一
部分，该项目旨在加速分隔欧洲
南北的阿尔卑斯山地带的铁路客
运与货运。
早在 1947 年，瑞士工程师格
鲁纳就绘出了圣哥达基线隧道的
设计草图，但受工程审批的繁文
缛节、成本高昂等因素影响，隧
道建设直至 1999 年才开始，并在
17 年后完成。

据外媒报道，飓风“瓦
达”(Vardah)登陆印度南部
科技枢纽真奈(Chennai)，导
致房屋倒塌，电力供应中
断，有至少 10 人丧命。
据 报 道 ， 真 奈 当 局 13
日表示，风力达时速 140 公
里的飓风沿路将大树连根拔
起，大部分死者是被大树压
死的。
印度气象部门说，飓风

最具節日氣息酒吧：
90 棵聖誕樹 2.1 萬個燈泡裝飾

据外媒报道，每年一到圣诞
节，各大商家便会使出浑身解数
，希望在店铺装饰上脱颖而出。
在英国伦敦诺丁山，一家酒吧披
上了最具圣诞气息的装饰外衣，
店外竖起了 90 棵圣诞树，并装饰
了多达 2.1 万个彩灯灯泡。
据报道，在这家名为“The
Churchill Arms”的酒吧，店主奥

布 莱 恩 (Gerry O'Brien)30 多 年 来
每年都用心布置。他还在屋顶
上加上驯鹿灯饰，这让酒吧外
墙上的英国女王照片，看起来
就像是坐着驯鹿车返回白金汉
宫一样。
奥布莱恩说，之所以精心装
扮酒吧，也是为了自己生活的社
区。“看到人们(开心)的反应很

好，圣诞节是一年内的特别时
刻。一年只有一次，我们应该尽
兴并好好享受。这也有利于做生
意，因为很多人都会专程过来看
看灯饰，”他说。
酒吧每年会花费 3 万英镑用
于布置，不过最花钱是夏天时
用鲜花装饰酒吧，要花掉 2.5 万
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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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年安裝經驗

罪嫌疑人大多是来自北非国家的
常驻或刚刚来到德国的年轻男
性。由于科隆警方当天没有足够人
员应对如此大规模的恶性事件，
外加监控镜头拍摄的录像画面质
量较差，以至在平息事件以及逮
捕嫌犯等工作中出现严重混乱和
失误，至今真正被确认身份并被
告上法庭的嫌犯人数不过 50 人。

导致 1.8 万人紧急疏散，是
20 多年来袭击真奈最严重的
风灾。
当地时间 12 月 12 日，
印度钦奈，飓风“瓦达”
(VARDAH)登陆印度。
印度国家灾害管理局发
言人说：“至今证实有 10
人死亡，我们接下来会从农
村地区取得(伤亡)报告，但
最糟的情况已经过去。”

他透露，飓风在往内
陆移去时，风力已开始减
弱。
电视画面显示，真奈街
道在遭飓风横扫后一片狼
藉，许多车辆被强风和暴雨
掀翻。
真奈的国际机场关闭了
将近 12 小时，但 13 日开始
恢复运作，火车服务也局部
恢复。

全球變暖致馴鹿變瘦12% 媒體：

拉不動聖誕老人了
研究主笔詹姆士赫顿
研究院的阿尔波说：“12%
听起来也许没有很多，但
考 虑到体重对繁殖与生存
的 重要性，潜在的影响就
很大了。”
参考消息网 12 月 12 日
报道 新媒称，研究发现，
全球气候暖化可能导致驯鹿
体重下降。如果圣诞老人要
召募帮手协助他到全世界发
送圣诞礼物，那么今年他最
好多找几只。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
站 12 月 12 日报道，英国生
态学会(BES)发表报告说，
过去 16 年，挪威北极区域

斯瓦巴成年驯鹿体重减少高
达 12%，可能原因是全球暖
化。
报告指出，2010 年生的
驯鹿成年体重仅 48 公斤，
但 1994 年出生的驯鹿，体重
重达 55 公斤。
研究主笔詹姆士赫顿研
究 院 的 阿 尔 波 说 ： “12%
听 起来也许没有很多，但
考 虑到体重对繁殖与生存
的重要性，潜在的影响就很
大了。”
阿尔波说，先前研究已
经指出，当成年驯鹿平均体
重在 4 月低于 50 公斤时，驯
鹿的总数就会减少。

报告说，北极去年的地
面气温比一个世纪前高出摄
氏 2.8 度。气候暖化导致冬
季气温上升、降雨量增加。
雨水同雪接触后结冰，阻碍
驯鹿在冬季摄取足够的地衣，
进而导致饥饿的驯鹿流产，
或产下体重较轻的小驯鹿。
地衣是由微观的绿藻或
蓝藻与丝状的真菌群丛组成
的共生生物。在漫长的冬季，
驯鹿吃不到杂草、嫩枝、嫩
芽，就以地衣作为主要饲料。
早前的研究显示，2013
年和 2014 年之间，地面结冰
导致西伯利亚亚马尔半岛的
6 万 1000 只驯鹿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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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工部陶瓷研究所高仿乾隆官窯，出價就有機會！
（本報記者黃梅子）中國紅木家俬景德鎮陶
瓷研究所精品展在中國城惠康超市旁邊展覽促銷，
因租約馬上到期，所有物品都不可能再次運回中
國，現跳樓大甩貨，折扣高達 90% OFF ！
最值得關註的是其中的幾件 70 年代輕工部陶
瓷研究所高仿乾隆官窯的重器，這幾件重器是當
年的工藝美術大師為海外巡展特別制作的高仿作
品，按照乾隆官窯，對照實物一比一仿制出來的
珍品，厚重莊嚴，大氣磅礴，可作為傳世珍品收
藏，不可錯過。出價就有機會！
在瓷都景德鎮，有上千家窯廠、瓷廠，但只
有一家是正宗——景德鎮陶瓷研究所，被業界譽
為當代官窯。這裏研制出來的高檔瓷器不是中央
國家機關專用就是外事國禮清單特定，歷來都被
視為“國瓷”。 此次展銷的高仿乾隆重器中有朱
砂瓶、福桶、法郎彩西洋壺等官窯典型器，還有
清代宮廷陶瓷監制羅老三傳人的老料仿古青花瓶，
這幾件青花瓶是羅老三在新坯上用珍藏的清代青
花顏料繪畫，然後
燒制而成。工藝高
超，做工精細，讓
人眼界大開。
後朝仿前朝，
是中國古陶瓷界的
仿制傳統。如元朝
仿宋朝的龍泉窯
瓷，明朝仿宋朝的
五大名窯瓷，清雍
正、乾隆朝仿明永
樂、宣德朝官窯瓷
等，均為仿制精品

瓷。陶瓷研究所雲集了中國當代最頂尖的制瓷大
師，再加上當年是國家任務，對照官窯實物，制
坯大師、繪畫大師和工藝大師共同完成的心血之
作，確實不同凡響！如果能收藏到現在的精品，
升值空間非常巨大！
是的，最近這 10 年來，很多景德鎮的瓷器展
來到休斯敦。但陶瓷研究所只此一家，別無分號。
很多人也許會說，還不都是瓷器嗎？有什麼不一
樣？那你想想，同樣是包包，既有幾十元的地攤
貨，也有幾百元的品牌貨，更有幾千元的香奈兒。
這其中的差別是什麼？差的是品質！同樣的道理，
陶瓷研究所制作出來的就是最高品質的瓷器。在
當代，最能賦予藝術品榮耀的地方莫過於故宮和
人民大會堂了。陶瓷研究所向國慶十周年獻禮的
青花萬件瓷瓶，就陳列在故宮博物院的慈寧宮內。
而瓷雕《天女散花》、《百花齊放》大花籃、鬥
彩《九桃呈瑞》面圓桌、大型瓷板畫《井岡山》
和《瓷都八景》大屏風等，則是人民大會堂江西
廳的地標性陳設。
是的，新中國體制下固然無“造辦處”、“禦
窯廠”之說，但誕生於古老瓷都的“陶瓷研究所”
實質上仍肩負著對內服務國家，對外代表中國的
使命。所以，稱之為當代官窯，實至名歸。
此次景德鎮陶瓷研究所展覽的負責人梁先生
說，如果您愛瓷器懂瓷器，歡迎來品茶論道，如
果哪件瓷器與您有緣，只要您敢出價，出價就有
機會！千萬不要猶豫，趕快來看看吧！
中國紅木家私景德鎮陶瓷研究所精品展
地址：9146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77036( 中國城惠康超市旁邊 )
電話：832-412-0038

羅老三老料青花釉裏紅

仿乾隆官窯朱砂瓶

仿乾隆金地開光駿馬瓶

本報記者 黃梅子 報導

羅老三老料青花瓶之二

放乾隆官窯福桶

生辰快樂 ．汝楨藝苑言雪芬導師

羅老三老料青花鹿耳尊

羅老三老料青花雙耳瓶

本報記者 秦鴻鈞 報導

汝楨藝苑．言雪芬戲曲之家於每年 12 月都為言雪芬導師舉辨生日粵曲演唱
宴會，當天嘉賓好友聚滿一堂，非常熱鬧，今年也邀請嘉賓與藝苑成員合唱，
在各名音樂師傅的美妙音樂襯托下，唱出了十首名曲，是晚在酒樓設宴繼續
聯歡慶祝。

與師傅齊合照

藝苑全體大合照

席間開心合照
12 月的壽星同祝賀

言雪芬生日快樂

得到禮物的幸運兒

舉杯同慶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