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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二和 吳軍）李二和，
中國大陸作家，田漢戲劇獎獲
得者。資深海洋文化學者，政
府突出貢獻專家。三十年披閱
古今、忍辱負重、研究與考證
，撰寫出版《中國水運史》、
《海上七千年》、《和平大航
海鄭和七下西洋》等多卷本填
補國家空白的文獻性著作。其
文化思想正在社會中產生深刻
影響。

吳軍，著名愛國華僑。社
會活動家，僑界資深撰稿人，
世界華人保釣聯盟（美國）創
辦者、秘書長及終身榮譽會長
。遠行部落戰略發展議事會副
主席。曾撰寫《安倍內閣想把
日本帶往何方？ 》、《釣魚島
是中國國有領土》、《呼籲聯
合國開除日本—評安倍政府的
新安保法與戰後國際秩序》等
重要文章。
稻田朋美，你說了最不該說的

稻田朋美就任議員和防相
以來，公開質疑東京審判；否
認存在南京大屠殺；否認日本

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應承擔的戰
爭責任；還明確主張不存在日
本政府和日本軍隊強行帶走婦
女充當慰安婦的事實；認為根
本沒必要道歉和賠償；甚至認
為戰爭期間慰安婦制度是合法
的。自2006年首次當選國會議
員之後，一直在八月十五日日
本二戰投降日參拜供有甲級戰
犯的靖國神社，她尤其公開稱
對亞洲人民和中國人民犯下累
累滔天罪行的甲級戰犯為“先
烈”，並言辭鑿鑿地稱：她每
年都會去參拜靖國神社。稻田
朋美極端淫邪的右翼歷史觀和
言行，不僅為世界所有正義的
人們所不齒，也激起鄰國韓國
人民的擔憂和憤慨，韓國媒體
稱：稻田朋美就任防衛相以來
，受到日本國內極右翼勢力的
大肆追捧，甚至有聲音認為：
稻田朋美是未來日本首相的合
適人選。韓媒評論稱：這樣的
情形讓曾被日本軍國主義鐵蹄
踐踏過的亞洲鄰國不能不為日
本的未來走向感到憂慮和不安

！
“二戰”，早已經深深刻

在了亞洲人民和中國人民的心
上，也刻在了一些日本人民的
心上。毫無疑問，稻田朋美是
在將日本人民和亞洲人民推向
戰爭與災難的邊沿；是在向所
有飽受二戰凌辱和摧殘的亞洲
人民的傷口上撒鹽；也是在向
曾經飽嚐二戰痛苦的一些日本
人民的傷口上撒鹽；是在漠視
和褻瀆亞洲人民、中國人民乃
至一些日本人民的感情和尊嚴
；更是在公開挑戰人類道德底
線與和平底線。稻田朋美，你
說了最不該說的；做了最不該
做的！
稻田朋美，誰給你的奶名？誰
滋養了你

如果我們稍微盤點一下
“日本文化與中國”，日本文
化中的本土元素和屬性就實在
少得可憐。稻田朋美的臉蛋，
也許會羞紅的像娃娃的尿布。
該文僅列舉幾例，以使稻田朋
美君安神除躁、扶正祛邪。
徐福東渡與日本“彌生文化”
的興起

中國文化對日本的影響幾
乎無處不在，徐福對日本文化
的影響更可謂巨大。據《史記
•淮南衡山列傳》中稱，徐福
兩度東航，“攜百工，資五穀
而行”。由此我們得知徐福二
渡日本，帶去的是古代中國的
“百工之事”，如漢字、中草
藥和水稻種植等許多先進的文
化和科學技術。促成了日本一
代“彌生文化”的誕生。那時
候，日本還沒有文字，也沒有
農耕。徐福給日本帶去了文字
、農耕和醫藥技術等。為此，
徐福也自然成了日本人民心目
中的“農神”和“醫神”。這
是隨著歷史考古及兩國人民之
間的交往不斷被發現和發掘而
逐步被認識的。

在日本福岡的考古遺址中，曾
發掘出碳化米粒，經碳十四測
定，與在朝鮮半島釜山金海地
區發現的碳化米為同一類型。
說明在同一個歷史時期，日本
人民開始了農業生產，尤其是
水稻種植。無獨有偶，恰在同
一時期，日本也開始使用青銅
器和鐵製生產工具以及茶葉、
絲織品和弓箭等，而且開始出
現了文字。所有這些蓋源於中
國。日本學界、考古界公認：
彌生文化是源於中國北方的文
化。

“彌生時代”是日本“繩紋
文化”之後的一個最重要歷史
時期，由於最先在日本東京的
彌生町發現並出土了一大批陶
器而定名。彌生文化遺址中，
除陶器外還出土了大量的銅劍
、銅鉾、銅鐸等珍貴器物。銅
鐸以中央日本為最多。銅劍、
銅鉾則大多在九州。日本學界
考證認為：加工這些器物的原
料和技術均來自中國。日本著
名學者八木奘三郎說，這些出
土的器物，恰與中國山東出土
的銅劍、銅鉾的器物極其相似
；梅原末治等學者說：“銅鉾
之見於日本，無疑意味著中國
秦漢人的東渡”。此外，還出
土了中國古鉞、古鏡和秦式匕
首以及漢字等。古代的日本人
喜歡精通太多的中國文化。尤
其隋唐以後，便愈來愈甚。日
本學者川合康三甚至說：“長
安就是一顆歷史的種子，早已
種在了日本人的文化基因裡。
所有這些，都與徐福東渡有關
。日本學者村新太郎曾著文盛
讚中國稻米傳入日本的重大意
義。他說：“稻米拯救了日本
列島上飢餓的人們。無論如何
稻米要比其他一切都更值得感
謝。米與牲畜、貝類不同，可
以長久貯藏。不久，村落便形
成了國家。”稻米的傳入，結

束了日本的漁獵生活，日本開
始進入農耕文明。日本名字中
的稻田之由來，其“彌生文化
”便是歷史的淵藪。稻田朋美
，請記住你的這個“乳名”。
日本，始終是把徐福奉為“農
神”和“醫神”的。據統計，
在日本的徐福遺跡不下五十多
處。日本新宮有徐福墓，還有
1071字的墓碑。新宮市內更有
製作和銷售“徐福天台烏藥”
、“徐福壽司”、“徐福酒”
等商品者。在速玉神社內，陳
列著徐福所用過的鞍、蹬等物
。新宮蓬萊山內還有“徐福神
龕”，被稱為“徐福之宮”。
每年都有“禦船祭”、“燈祭
”等祭祀徐福的活動。還有
500年一度的“徐福大祭”。
徐福對日本文化的影響可謂巨
大。古代中國文化向日本的輻
射與傳播，大大縮短了日本列
島脫離蒙昧狀態進入文明社會
的進程。
“茶道大行，王公朝士無不飲
者”——日本茶道的源頭
日本茶道的盛行聞名於世，然
而古代的日本卻並沒有原生的
茶樹，更沒有喝茶習俗。日本
茶文化的悄然興起，當也是徐
福東渡之後的事。古代中國的

茶道，從南宋傳入日本和朝鮮
，之後便傳入西方。唐朝的
《封氏聞見記》中這樣記載：
“茶道大行，王公朝士無不飲
者。”這是我們已知的現存文
獻中對茶道的最早記載。最完
善的茶道流程是唐代陸羽所創
的煎茶茶道。呂溫在《三月三
茶宴序》中對茶宴的優雅氣氛
和品茶的美妙韻味，也有極生
動的描繪。
由於古代中國的航海技術，徐
福東渡之後，中國與日本的海
上商路逐漸繁榮，中日文化的
交流與交往也隨之日漸增多。
南宋紹熙二年（公元1191年）
日本僧人榮西將茶種從中國帶
回日本，從此日本才開始普遍
種植茶葉。南宋末期（公元
1259年）日本南浦昭明禪師來
到我國浙江省餘杭縣的徑山寺
取經，交流了該寺院的茶宴儀
程，正式將中國的茶道引進日
本。日本《類聚名物考》對此
有明確記載：“茶道之起，在
正元中築前崇福寺開山南浦昭
明由宋傳入。”日本《本朝高
僧傳》也有：“南浦昭明由宋
歸國，把茶台子、茶道具一式
帶到崇福寺"的記述。
（未完待續）

稻田朋美，請把你的腰帶鬆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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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城家樂超市-----您實實在在的好鄰居！
（本報記者黃梅子）如果你住在糖城，那麼你有福了！不用天

天跑Chinatown， 在家門口就有糖城家樂超市。走進家樂超市，您
會倍感震撼！高大的建築、寬敞的店堂、一排排整齊的貨架，明亮
的燈光下，那熱騰騰剛出爐的菜包、價廉物美的盒飯、活蹦亂跳的
鮮蝦活魚、令人垂涎欲滴的瓜果，還有那耳熟的鄉音談笑，恍惚間
，一切顯得那樣熟悉、親切而又溫馨，那種回家的感覺油然而生。
走到家樂小廚，透過玻璃櫥窗，剛出爐的飯菜水蒸氣氤氳，依稀看
見戴著白帽的阿姨在忙碌，竟是那樣地像極了腦海裏揮之不去的母
親的臉，不自覺地會在家樂小廚的小桌前坐下來，吃上一個韭菜煎
包或者來上一碗酒釀圓子，那股似曾相識的感覺緩緩襲來，漫過頭
頂。

休斯敦的華人越來越多了，中國超市也多，超市之間的競爭非
常激烈，很多超市做著做著就倒閉了，但也有超市越做越好，人氣
越來越旺。糖城的家樂超市開業不過短短兩三年時間，就牢牢地拴
住了糖城華人的心，而糖城家樂超市裏的家樂小廚則牢牢地抓住了
糖城華人的胃。糖城家樂超市之所以能迅速在強手如林的眾多中國
超市裏站穩腳跟並打出自己的特色牌，得益於專業的管理團隊。

家樂超市的總經理Kevin徐世新有幾十年的美國超市管理經驗
，精明老道，再加上他是出了名的鐵算盤，不該花的錢絕對不浪費
一個銅板。Kevin懂行又人脈廣，對經營美國的中國超市頗有一手。
他走馬上任後，把家樂超市定位於好鄰居超市。好鄰居是什麼？就
是貨品新鮮又便宜，環境舒適有家的感覺。第一步，家樂超市花大
力氣對設備進行了升級，加了48個冷凍躺櫃，這樣一來，冷凍的食

品品種大大增加；又把所有的燈都換成LED燈泡，使整個店堂看起
來來明亮寬敞。硬件改造好後，接下來就是軟件的設計。在我們外
行人看來，超市的區域劃分完全無所謂，反正把東西都碼放出來就
行了。其實，這裏面學問很大。超市要根據自己的定位設計出一條
動線，這個安排很重要，顧客進來後，會走什麼路線，什麼地方放
什麼東西，要讓顧客能逛完所有的區域，適合所有人的要求。家樂
超市設計了一條完美的動線，所以顧客進來後不知不覺就會一一把
家中所需的東西全部買齊，在動線的盡頭，是一個精致的所在——
藥妝部，小小的一隅卻有愛美的女人所需要的各種護膚美妝美發用
品，尤其是竟然還能找到美容黑面膜，好用又便宜，真是一個驚喜
！

家樂超市的菜部、肉部和海鮮部都有自己的特色，按說每家超
市都有這些部門，到哪家超市購物應該都差不多，其實並不是這樣
，每家超市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家樂超市肉部的豬肉就特別有名
，肉部每天從屠宰場定10只剛剛宰殺的130磅左右的小豬，這種肉
嫩新鮮的溫體豬肉非常搶手，每天一運來就被各餐館和熟客搶購一
空。家樂超市肉部的另一特色是黑毛豬肉，這種豬是從加州運來的
，沒有白毛豬的騷味，特別受到日本料理店的歡迎。

家樂超市的家樂小廚也遠近聞名，Kevin三顧茅廬請來休斯敦名
廚——錦江酒家的丁師傅主理家樂小廚，丁師傅只用了一個月的時
間就徹底地征服了糖城華人的胃。現在的“家樂小廚”不光有熱菜
和涼菜，也有包子、油條、餃子、面條等面點，還另外設有烘焙部
，每天新鮮供應面包、蛋糕和三明治等。還有手工包的各種餡兒的

水餃、餛飩和鍋貼，當
天包當天賣，絕對是
home made 的味道。
家樂小廚還面向雙職工
家庭提供晚餐包飯，真
是貼心又美味！

再告訴您一個好消
息，家樂超市被休斯敦
紀事報評為西南區最好
的購物去處！家樂超市
的環境好、服務也好，
新鮮健康看得見，每天
供應新鮮蔬果、精選肉
品、遊水海鮮，備有上
萬種南北雜貨。天天有
特價，樣樣皆便宜！住
在糖城的華人朋友們養
成了一個習慣，買菜上
家樂超市，吃飯上家樂
超市，買日用品也上家樂超市，家樂超市，提供一站式服務，真是
大家的好鄰居！

今天下班後我們約會，就在家樂超市見！

本
報
記
者

黃
梅
子
報
導

肉部家樂小廚冷凍櫃

熱賣專區各種酒類蔬果部

藥妝部

家樂超市的總經理Kevin徐世新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67周年
暨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 周年國慶晚宴（上）

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會主席陳珂（ 左一 ） ，介紹獲獎嘉賓Stew-
art 房產擔保公司副主席Dr.Stewart Morris（ 左三 ）。

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
會主席陳珂（ 左二 ）
，頒發 「2016 年傑出
中 國 之 友 獎 」 給
Stewart 房產擔保公司
副 主 席 Dr. Stewart
Morris ( 左三 ）。

出席晚宴的貴賓，政要。

哈瑞斯郡民庭法官張文華（
中 ） 代表郡長贈送祝賀文告
，由（ 右起） 中國人活動中
心董事會主席陳珂，李強民總
領事，晚宴主席彭梅，共同主
席 Stephen Le 代表接受。

德州眾議員 Gene Wu（ 吳元之）
（ 右） 致贈州的祝賀文告，由晚
宴主席彭梅（ 中 ），及共同主席
Stephen Le ( 左 ） 代表接受。 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李強民大使致賀詞。

晚宴主席彭梅（ 中 ）和共同主席史提芬‧ 李
（ 左) 共同接受國會眾議員 Al Green （ 右 ）
致贈的賀信。

美國國會眾議員Pete Olson ( 右） 向Stewart 房產擔保
公司的創辦人,現年 97 高齡的 Mr. Morris ( 左 ）老先
生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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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科學家涉嫌幫騙補貼 老東家或被罰6億美元
美国杜克大学生物学家波

茨 · 康德的名字或许会被烙在科

学史上。不过，是以最羞耻的方

式。

2013年，因为盗刷学校公务

信用卡购物并伪造收据，康德涉

嫌贪污 2.5 万美元被捕。杜克大

学当即开除了她。

与此同时，校方也开始围绕

康德的“学术诚信”进行调查。

结果明显不能再糟：她的大量实

验数据无法被验证，以至于过半

学术著作都被学术期刊“表示关

切”甚至直接撤稿。

“幸运”的是，事态没有继

续发展下去。杜克大学称康德女

士的离职是因为正常人事变动，

全然未提堪称巨大的学术污点。

在此之后的两年多里，这位

造假了大量数据的杜克大学福斯

特肺部医学实验室的科学家一直

安享着晚年。直到去年11月，她

又一次接到联邦法院的传票。

上面白纸黑字地写道：波

茨 · 康德伪造的数据或帮助福斯

特实验室和其他研究机构骗取联

邦政府补贴总计 2亿美元，已涉

嫌违反《虚假申报法案》。按照

这项法案，她的老东家可能需要

返还给联邦最高 3倍的补偿款，

即40亿人民币。

这是一起性质恶劣的学术造

假案，但并不少见

在被查出拿公家信用卡在沃

尔玛和亚马逊疯狂消费之前，波

茨 · 康德一直是颇被看好的学术

之星。自 2005 年起的 9 年时间

里，她在福斯特实验室累计出版

了38篇著作，其中不乏刊登在高

影响因子刊物上的“权威论著”。

“学术之星”居然贪污公

款？杜克大学的调查结果更是让

人有点羞愧：康德的著作中有 15

篇需要被通篇撤稿，4篇被部分

撤稿，还有3篇亟须修正。

后来的起诉书记录了实验室

人员对她工作状态的描述：康德

几乎在参与的所有实验和项目中

篡改数据。有时不给小鼠合适的

实验条件；有时根本就不做实

验，根据需要伪造数据；还经常

根据假设所需篡改出炉的数据，

使其具备统计意义。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回头

来看极为粗制滥造的“学术垃

圾”，却畅销当时的顶尖学术市

场。即使是发表时间最短的一篇撤

稿文章，也被足足引用了257次。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自

2006年以来，康德凭着这些胡扯

的数据，帮助杜克大学拿到了至

少49个项目的8280万美元联邦资

助，还间接帮其他研究机构申请

到了 15 项额外经费，共计 1.209

亿美元。

到此为止，康德事件会成为

一起格外引人注目的学术丑闻

吗？事实上，没有。

即使在被看作“学术黑名单”

的撤稿观察排行榜中，波茨 · 康

德也仅仅勉强能排进前 30。要知

道，就连她所在实验室的总负责

人福斯特名下，也都有12篇撤稿。

只看杜克大学，2006年，癌

症研究专家安尼· 波蒂就因虚假报

告称能利用基因预测病人对化疗

的反应而遭到质疑。整整8年后，

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才为这一事

件作出定论：波蒂在至少9篇研究

论文中使用了虚假的研究数据。

另外，他还更改病人不良反应的

数据，使指标看上去更加精确。

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轩然

大波。诸多参与波蒂试验的临床

病患起诉了杜克大学，更要命的

是，因为波蒂的研究在生物标记

指导癌症治疗领域是基础性的，

丑闻直接导致大量相关项目遭到

了影响。

学术造假成了全世界普遍面

临的问题。2009年，一项调查称，

20％的科研人员承认自己捏造过

数据，还有三分之一的科研人员

承认自己有其他学术不端行为，

比如隐瞒或剔除对结论不利的数

据，或者为了得出更好看的结论

修改实验细节、使用不适宜的研

究方法，甚至直接修改研究结果。

至于撤稿，仅仅是学术不端

被发现后的必然结果。2011年，

《医学伦理》杂志公布了一组统

计数字，称本世纪头10年，仅医

学杂志数据库pubmed上能查到的

撤稿就达到了 742篇，这尚且是

一门学科的一个细分数据库。

来自助手的指控，将“平常”

的事件变成了惊天大案

趋之若鹜的“学术蛀虫”会

被关进监狱吗？

美国麻省州立犯罪实验室的

化学家安妮 · 杜汗是少数“够得

上”牢狱之灾的代表。经她手化

验的刑事案件多达 4万例，据调

查，其中一半以上压根儿没做检

测，杜汗随便编个数字就被当作

呈堂证据用了。经其数据被错误

定罪或被无罪释放的人不下数千。

如今，她检测的案子由州政

府一件件重新审查。3年过去，

花了数百万美元，审查进程还不

到十分之一。即使如此，她也仅

仅被判处了5年监禁。

而在更多没有造成“直接”

危害的情况下，“学术蛀虫”面

临的最残酷惩罚，无非就是辞退。

2011年，欧洲新版《心脏病

指南》推荐大多数手术病人在术

前使用β受体阻滞剂。没人敢

想，这个指南是基于一组数据造

假的临床研究做出的。研究带头

人、荷兰著名心血管专家珀德曼

宣称手术患者使用β受体阻滞剂

能大幅度降低死亡率。然而，其

他研究者的超大样本分析却得出

了令人震惊的结论：β受体阻滞

剂不但毫无作用，反而会提高

27％的手术死亡率。更可怕的

是，造成差错的主要原因，竟是

珀德曼主动修改了实验数据。

鉴于这份指南几乎是欧洲医

学界的“金标准”，可以说，该

地区每年手术后死亡的76万余名

病患中，可能足足有16万是因使

用了珀德曼故意编造的方法而去

世，以至于揭露这一丑闻的医生

愤怒地说，“独裁者的屠杀都比

不上这种恶行！”

可最终，珀德曼仅仅被解雇，

甚至重新找到了一份临床的工作。

被辞退，重新找工作，然后

安享晚年，如果不是曾经的助手

约瑟夫 · 托马斯的一纸诉状，波

茨 · 康德很可能也会过上类似的

生活。

可如今，一切都成了泡影。

那个 2012年才进实验室的毛头小

子，以令人心惊胆寒的美国联邦

《虚假申报法案》起诉了她和杜

克大学。

这项令众多骗取联邦公款者

胆战心惊的法案始于 1863年，旨

在鼓励普通民众举报骗取联邦政

府资金的行为。根据规定，任何

民众发现此类行为，都可以向司

法部举报。一旦举报成功，违法

一方需要向联邦支付最高三倍的

罚金，举报者则可从中分得 30％

的奖励。

近些年，美国政府平均每年

都能靠这项法案收缴35亿美金的

罚金，单在 2015年，举报者就凭

借近 700 起此类案件获得了 5.97

亿美元的奖金。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虚假

申报法案》在美国已经不算个新

鲜事，可处罚的主要领域还是在

保险、医疗、军工生产以及银行

房贷。如果杜克大学这次的罪名

成立，它将成为该法案迄今为止

针对学术不端行为涉及数额最大

的指控。

为什么学术造假的案例如此

之多，却很少得到《虚假申报法

案》的惩罚呢？这跟法案要求的

“主观恶意”有关。

在以处理虚假申报案见长的

托里 · 杨律师看来，如果是撒谎

骗取医疗保险这类案件，很容易

就能证明违法者“故意”。可在

学术领域，问题则复杂得多。

首先，个别学术人员行为不端

很可能是私人行为，无法判定研究

机构是否知情；其次，人们也很难

判定数据造假对获得经费是否至关

重要。有可能结果被歪曲，但问题

本身确实是值得被研究的。

“说到底，只有证明大学管

理层在意识到学术欺诈后依旧纵

容，并借助这些虚构的结果牟

利，才可能得到赔偿。”

这也恰恰是杜克大学竭力辩

明的。

在案件被公布后不久，杜克

大学发言人迈克尔 · 舍恩菲尔德

就声明，校方也是在 2013年康德

盗刷信用卡事件曝光后才发现了

她学术不端的问题，并立即通知

多个联邦机构，还按照联邦法律

要求，展开了详细的调查。

“杜克大学针对这一案件为

政府提供了大量信息，我们配合

相关部门调查的决心毫无保留。”

舍恩菲尔德在一次官方发布会上

严肃地宣称，杜克大学并不应该

受到《虚假申报法案》的追责。

杜克大学的案子恐怕会让全

美国的科研机构都内心一紧

杜克大学是否真的在此前对

康德的学术造假毫不知情，并在

之后尽力配合调查？这两个问题

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也成为案

件走向的关键。

“这起案件给造假者敲响了

警钟，也为举报者们打开了大

门”。举报者约瑟夫· 托马斯恰

恰声称，自己掌握了足够多杜克

大学对康德纵容的猛料。

他在起诉书中表示，早在康

德被辞退前，实验室的相关负责

人就曾接到过对她的学术造假情

况的举报。其中一项证据是，2011

年10月，美国卫生部发布了一份

公告，称怀疑福斯特实验室某位

核心调查员旗下的某位博士后

（即波茨· 康德）可能为获取资助

而伪造数据。诉讼声称，该核心

调查员曾在2010年和2011年先后

提醒总负责人福斯特和另一位同

样怀疑康德捏造数据的副教授这

一问题。然而，这些问题都被福

斯特压了下来，最终不了了之。

另一位证人是来自约翰霍普

金斯大学的研究者。他也表示，

自己曾怀疑康德的学术成果涉嫌

伪造，并出于好意提醒过福斯特

教授。然而，后者并没有给过他

任何有价值的反馈。

事实上，按照托马斯的说

法，即使在2013年康德贪污案东

窗事发，大量学术成果已被证明

伪造的情况下，杜克大学也绝对

没有“毫无保留地配合调查”，

反倒竭力遮掩她犯下的丑闻。

用托马斯的话说，“杜克大

学对康德可是‘相当仁慈’，哪

怕是一些完全胡扯的文章，他们

也尽力保证其只需要被纠正，而

不要完全撤稿。”

这些手段似乎并不是康德的

老同事们自发献爱心的行为。一

条可查询的记录显示，2013年 5

月 7日，杜克大学科研管理办公

室曾明确告知福斯特肺部医学实

验室，希望有关课题的出版物尽

可能地不要被删减或修改，“办

公室不希望这件事像滚雪球一样

没完没了。”

而在福斯特实验室内部，据

托马斯所说，当时的项目处长莫

妮卡 · 卡夫特等人也采用了多种

方法销毁这一丑闻的证据，包括

要求实验室人员在谈论这一事件

时不能留下任何“把柄”。

由于以上的证据，杜克大学

的案子显得格外扑朔迷离。甚至

有不少法律界人士已经对最终结

果持有乐观的态度。

一直关注此案件的律师苏珊

娜 · 布鲁姆就认为，“《虚假申

报法案》正被越来越多地用来起

诉研究机构中的欺诈行为。这起

判例有希望将法案的监管范围延

伸到大学。”

要知道，在过去的十几年中，

一共只有 4起追查大学的虚假申

报案件，其中仅有两起针对常春

藤名校康奈尔大学的案例获得了

胜诉。而且，这几起案件基本都

是奖助学金、慈善基金类的问题，

不涉及“棘手”的学术领域。

在这样的情况下，约瑟夫 ·

托马斯举报康德和杜克大学这一

案件还是走到了关键的一步。近

日，美国联邦司法部将决定是否

受理托马斯的举报——虽然即使

司法部不立案，托马斯也可以凭

个人身份替联邦政府起诉杜克，

但在历史上，一旦司法部立案侦

查，被举报者被证明违法的概率

将高达80％以上。

“杜克大学的案子恐怕会让

全美国的科研机构都内心一紧。”

另一位专门负责虚报费用案的律

师乔 · 安多尼认为，这起案子会

被载入史册。

在某种程度上，“它为无耻

的造假者们敲响了警钟，也为举

报者们打开了大门。”

至少，对于一心息事宁人的

康德和杜克大学实验室来说，希

望已然落空。现在，全世界都在

看着他们了。

奧地利女孩被困性奴8年
解脫後仍每日打掃“囚牢”

奥地利女孩娜塔莎•卡姆普

什(Natascha Kampusch)10 岁时被

沃尔夫冈•普里克洛皮 (Wolf-

gang Priklopil)绑架。娜塔莎逃跑

后沃尔夫冈自杀，然而如今 28

岁的娜塔莎依然住在曾经被囚禁

的地方，并且每天打扫房子。

1998年，10岁的娜塔莎在上

学途中被电脑技术员沃尔夫冈绑

架，沃尔夫冈将她囚禁在地下室

里一个 5平米的狭窄混凝土板房

中。娜塔莎被囚禁在地下长达 8

年半，沃尔夫冈不仅殴打她，还

经常不给她饭吃，并且强迫娜塔

莎做他的性奴。2006年的一天，

沃尔夫冈将娜塔莎带到地面上，

让她清洗汽车。由于吸尘器的噪

音比较大，沃尔夫冈便走到旁边

接听电话，娜塔莎见门没关，爬

到门边逃了出去。之后，沃尔夫

冈卧轨自杀。

娜塔莎继承了沃尔夫冈的房

子，人们都以为她会放把火烧了

那房子，但她却在周末住在曾经

囚禁她的“地牢”里，并且把房

间上上下下打扫得一尘不染。整

个房子就像一个时间胶囊，记录

着娜塔莎地狱般的过去，娜塔莎

把这当作一种特殊的治疗方法。

娜塔莎的经历被写进书中、

拍成电影，还接受过电视采访，

因此获得了500万英镑(约合人民

币 4330万元)的收益。目前，警

方正在调查沃尔夫冈的真正死因

，两名验尸官认为沃尔夫冈有被

谋杀的嫌疑。

溫馨！美國男子即將服役
妻兒為其提前慶祝節日

家住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男

子艾尔(Al)近日将前往阿富汗服

役一百天。他的女儿奥利维亚

(Olivia)与妻子凯西(Kathy)为了

让他不留遗憾，决定提前为他

庆祝重要的节日。

家人们趁他外出期间偷偷

装饰了房子，并换好了万圣节

服装，一派节日气氛的家庭聚

会着实让随后回家的艾尔惊喜

不已。据悉，他们将会在接下

来的几天里庆祝感恩节、圣诞

节与艾尔的生日，奥利维亚也

会从学校拿回一个小型的圣诞

树，并用家里的小彩灯装饰，

所有人都在尽己所能让艾尔感

受到节日的欢乐。

艾尔表示，他拥有世界上

最好的家人，她们是他最宝贵

的财富，他的心永远与女儿和

妻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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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留学，有很多让人感觉

很不适应的东西，因为文化的差

异，以及生活等方式的不同，导

致我们在国内养成的一些习惯已

经不再适用。可是有不少的留学

生在留学前对美国文化和风俗习

惯知之甚少，初到美国总是出

丑。其实，去美国留学前，对美

国的风俗必须了解，免得交际场

合出丑。这里有七大风俗是必知

的，快跟外朗教育小编一起来看

看吧。

1、身体语言

和美国人交往了一段日子

后，你会注意到美国人讲话还是

很讲究的，他们讲究身体语言，

特别是眼光的接触，和身体间的

距离。

我们常见美国人握手和亲

吻。美国的风俗习惯，第一次和

男性和女性见面时，仅仅是握

手，亲吻是好朋友之间的身体语

言。亲吻的方式是：同性之间，

脸接触对方的脸，然后空中亲吻;

异性之间，可以亲吻对方的脸

颊。父母亲吻孩子，吻孩子的额

头和小脸蛋。

微笑、眼光的接触，这在和

美国人打交道时很重要。微笑的

眼光和问好的语言在公共场所意

思是一样的。如果对面一个陌生

人走来向你微笑，你也向他微

笑，他就会说‘嗨’或‘你好’，

这只是一种礼貌，并不表示他会

停下来和你交谈。

中国传统老盯着人看是不礼

貌。而美国人看你不正视他的眼

光会以为你躲躲闪闪不诚恳，认

为你不可信赖。所以当你和美国

人对话的时候，要保持眼光接触。

另外，和美国人讲话的时候

要保持彼此的身体间的距离，半

米的尺度比较好。如果你和美国

人聊天的时候他一直往前进，可

能你离开他太远了些;如果他一直

往后退，你可能靠得他太近了。

2、谨防被认为同性恋

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在街

上走路，如果你们之间不是同性恋

的关系，千万不要在美国的大马路

上勾肩搭背。和美国人表示友好，

不要用手拉手这传统的中国表达方

式来表示接近。美国闻名的时代周

刊在1997年曾经登了两个女孩在中

国街上搂肩而走的照片作为中国同

性恋横行的证据，可见美国人对中

国风俗见识之少。

男人赞美女性漂亮，在美国

有时是向你表示客气，就象中国

人见面时问你饭吃了没有一样，

不一定是因为他受到对方美色的

诱惑。同样，女性也可以赞美男

性。常用的客气话有：

正式的场合和陌生人之间

你好。Hello! Hi!

你好吗?How are you?

今天天气很好。It is beauti-

ful today。

认 识 你 很 高 兴 。 Nice to

meet you!

熟人和同事之间：

你今天看上去(气色)很好。

You look good today。

你的衣服很漂亮(或我喜欢你

今 天 穿 的 衣 服)。 I like your

dress/shirt(Lady:dress Man:shirt)

你很漂亮 (多用于女性)You

are very pretty。

没有征得父母的同意，不要

随便接触美国小孩和狗。

中国老年人表示爱孩子的方

式有时是给小孩食品和用手摸孩

子的脑袋。在美国你要尽量避免

这两点。美国食品充盈低廉，平

民甚至穷人的孩子都零食不断，

父母很头痛孩子的挑食和吃劣质

广告食品。普通家长都会教育孩

子不要接受陌生人的食品，不是

担心孩子没有礼貌，而是担心小

孩被坏人毒死。摸小孩的头顶，

小孩子不喜欢，父母也不会高

兴，陌生人之间在美国一定要注

意保持人和人身体间的距离。

美国人的狗是家庭成员之

一，和小孩一样重要。所以，不

要随便喂美国人的狗。再说，很

多狗是专门用来对付陌生人的，

小心被咬!美国邮递员每月被咬的

不计其数，不得不随身带喷雾剂

来对付猛狗。

3、不要问美国人的收入和

年龄

美国人对别人问自己的收入

多寡是非常忌讳的。

要知道一个美国家庭的收入

多寡，看这个家庭住在什么生活

区，小孩进的什么学校就可以知

道大概。美国食品便宜，汽车便

宜，住房绝对昂贵。普通美国家

庭的收入绝大多数消费在住房和

学费上面。美国每个城市都有富

人区，蓝领区和平民区。每个区

又有上中下之分。美国的中小学

是免费教育、私立学校是收钱

的。不同的私立学校收费标准不

同。美国人赚钱不是以积蓄为目

的，他们赚什么样水准的钱就生

活在什么样的生活环境里。所以

一个大公司的总经理在失去职务

后很可能会马上卖掉现有的房

子，生活到环境相对来说差一点

的地方，孩子也会从私立转到公

立学校。

美国人对别人问自己的年龄

也是非常忌讳的。不要问美国人

的年龄。就是问了，一般美国人

也不会老实地告诉你。参加美国

人的生日聚会，四十岁的徐娘会

说庆祝二八华诞。除非他们在申

请工作要填表格，那个时候他们

也不一定会填真实的年龄，而且

法律也保护工人可以不填确切年

龄。要知道正确的美国人的年

龄，看美国人的驾驶执照或护照

最准，护照和驾驶执照需要他们

的出生证才拿得到。可是你为什

么要知道别人的年龄呢?

一般来说，你住的房子值多

少钱，你开的车子用多少钱买来

的，这些问题你问美国人的话，

就像上海人认为你是刚从十六铺

码头下船一样，他会认为你不懂

礼貌。

唯一你可以公开谈的问题，

是关于孩子教育费用和旅行开销

的市场行情。

4、公共场合礼貌

我们中国人遇见熟人的时候

大声地打招呼来表示自己的热

情，来美国后这方面要注意一

点。美国的公众场合相对来说比

较安静，人们说话很轻，除非紧

急情况发生，一般不会开口大

喊。见到熟人也是走近了才打招

呼。在餐厅聚会，也以对方能听

清为限，不大声喧哗。另外也尽

量避免在公众场合谈自己的家务

事，或谈儿女私事。

走在前面的人常常为后面的

人开门，如果同时来到一个门

口，男士一般都让女士先行。进

出电梯，也是女士优先。同走一

条道，尽量让别人先行。路上行

人很少，如果有人相向而过，不

管认识与不认识，如果是在商业

区，一般都先说一句对不起(Ex-

cuseme)然后才走过;如果是在旅

游区，一般都说你好 (Hi, Hello,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goodevening)然后交臂而走。需要

别人服务的时候，先注意一下是

否有人在你前面，不要插队，也

不要打断别人的讲话。如果男士

和女士同行，男士习惯上走靠近

马路的一边，这习惯源于社会不

发达的时候，马车经过常溅起泥

浆将女人的长裙弄脏，是表示男

人保护女人的君子行为。

5、餐桌礼仪

随着台湾和大陆经济的发

展，去美国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

多。很多生意人被请到正式场合

就餐。如下几点是中国和美国习

惯不同之处：

中国人注重饭菜质量美国人

注重环境质量

中国人碰杯是必需品美国人

举杯碰杯或自斟自酌没有差别

中国人菜多表示热情接待美

国人够吃饱就好

美国人到中餐馆不会用筷子

而洋相百出，同样，很多中国人

在西餐厅不会用刀叉而举止无措。

6、西餐的食物不丰富，用

具很丰富

一般每人有一碗，一大一小两

碟，餐刀一把，餐叉两把，调羹两

把。碗是喝汤用的，小碟是用来吃

生菜的，餐刀是用来切割自己盘里

的食物，如鱼和肉等。餐叉，放在

离碗盆远的那把是吃生菜用的，近

的那把是吃主食用的。调羹，大的

是喝汤用的，小的是吃点心用的。

正式的场合饭菜是送到食客面前

的，如果到美国人家里作客，一般

会有公用的叉勺，客人不可以用自

己的刀叉挟菜。

7、参加美国人的聚会

美国人聚会的机会很多。参

加美国人的聚会也很简单。主人

邀请你的时候别忘了问一下聚会

的理由。如果是圣诞聚会或生日

聚会等，别忘了带礼物。其他场

合的聚会随意性很多，只要问主

人需要你带什么，有时他们会说

带啤酒，带水果，带生菜，如果

主人说什么也不需要，那你就空

手去，美国人这点是不讲客气

的。目前流行的聚会多为亲朋好

友间的‘带餐聚会’，参加者各

自带一个食品参加。

参加商务性的聚会或餐会，

要准时到达，提前或迟到不要超

过 5分钟。美国的商业午餐最普

遍，一般人们只有一个小时的午

餐时间，所以时间尺度要掌握。

商业性的会面，最好能提前十分

钟到达。实在不行非得迟到了，

别忘了先打电话打个招呼然后赶

紧赶过去。

参加家庭晚宴。一般来说，

主人邀请的时候都会注明晚会时

间是几点到几点，不要在预订时

间之前到达，说不定主人还在忙

于准备呢。逗留的时间不要超过

主人通知的结束时间。参加晚餐

会带的礼物，普遍为葡萄酒、鲜

花和糕点。

美国的风俗习惯同中国千差

万别，远不止这么几种，因此大

家到了美国以后还是要多多的学

习，尽快的融入到美国留学的生

活中去。

美國風俗禁忌：
尊重理解善於自我保護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风

土人情，因此，不管去哪个国

家，都要注意这些，同时这也是

对当地文化的一种尊重。小编总

结了去美国游学应该注意的事

项，准备去美国游学的小伙伴们

赶紧来了解一下吧。

1.夜间尽量不要乘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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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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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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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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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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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加搭讪。不仅如此，遇到要求

搭便车的人也不要轻易答应。应

为有些歹徒、包括年轻姑娘，专

门等候搭乘便车，上车后以威胁

等手段诈取钱财。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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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交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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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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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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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别忘了问

候孩子

美国人讲究

大人、孩子一律

平等。到美国人

家中做客，他们

的孩子也一定出

来见客，打个招

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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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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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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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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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记得在有些场合准备小费

在美国，给小费是一种习

惯，因此，从国内去美国的朋友

一定得注意了，或许你不知道

需不需要给，那你看看别人，

效仿就行，至于数目，其实一般

不多，1-10刀也就差不多了。当

然还有酒店，饭店之类，一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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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born Granite LLC實木櫥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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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理石品種最多！規模最大，價格最低！
批發！

二十年安裝經驗

人民幣入籃在即我們將期待什么？有利於企業節省成本
10月 1日，人民币将正式成

为SDR第五种超主权货币；分析

称海外购物、对外贸易结算便捷

度将提升

10月 1日，人民币将正式加

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SDR（特

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有人说，

这只是“小学生完成作业”，也

有人称“意义重大”。

SDR最早创设于 1969年，创

立之初被定为 0.888671克纯金的

价格，即等值于当时 1 美元。

1976年各国开始采用浮动汇率，

SDR与黄金脱钩，演变成为储备

资产和记账单位，即人们口中的

“纸黄金”。

在人民币加入之前，SDR

“货币篮”中共有美元、欧元、英

镑和日元四种货币。SDR已成为

基金组织分配给会员国的一种使

用资金的权利。会员国在发生国

际收支逆差时，可用它向基金组

织指定的其他会员国换取外汇，

以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或偿还基金

组织的贷款，还可与黄金、自由

兑换货币一样充当国际储备。

中国执意要加入的货币篮子

究竟是什么？对企业、个人、国

家又有什么重要影响？新京报记

者遍访数十位留学生、大型企业、

研究人士，解读“入篮”给普通

人带来的期待。

【企业】

直接换算 有利于节省成本

大岳咨询总经理金永祥对新

京报记者表示，目前火热的中国

企业海外投资虽然是在项目层面

上进行的，但加入SDR之后伴随

着人民币可兑换性、外汇储备的

提高，将令企业“走出去”的成

本和便捷程度不断提高。

“加入SDR看上去不会对我

们海外业务带来任何改变，但是

随着人民币计价的资产越来越

多，人民币的需求会提高，有助

于提升人民币的汇率；同时，现

在很多结算要结两次甚至更多

（以美元为中介），以后在许多

国家就可以直接一次换算，这些

节省的成本其实是很高的。”一

位 500强油企业务负责人对新京

报记者表示。

此前，国际范围内用人民币

结算的还是“少数”。业内人士

称，一类是外汇储备不够，所以

想选择人民币作为替代美元的结

算方式，另一类是资本市场不开

放或者半开放，由于自己国家的

限制，所以只认定某一种货币，

比如以前传统的俄语国家第一结

汇的是卢布。

“现在有了 SDR 这么一张

‘门票’之后，可能不需要政

府，只需要企业和对方企业约定

好用哪一种货币作为投资的结

算，这种约定背后有国际经济组

织这样一个超国家的金融机构的

准入制度。”中国人民大学经济

学院教授刘瑞认为，这将给类似

航企、油企这样的大型对外投资

结算带来便利。

“上个星期拜访一个企业，

跟我说最近一个季度的股价涨了

30%多，就是因为这些诸如电信

运营商的‘走出去’，包括基础

设备的出口、销售，将产能供到

了海外。”安永财务交易咨询大

中华区主管苏丽表示。

【个人】

不直接牵扯零售但结算会更

方便

“现在去韩国、泰国等一些

商店，很多商户都主动要求，欢

迎使用银联卡，欢迎使用人民币

了。对于使用银联卡结算的用户

还有一定的折扣。希望有一天我

们不用办外汇，不用带美元了，

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可当外汇使

用。”在旅行社工作的张先生对

新京报记者说。

“其实SDR跟人民币在海外

消费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并不直

接牵扯到零售。”一位支付行业

人士对新京报记者分析，但随着

中国人购买力的增强，国际社会

对人民币的认可，中国人在海外

花钱结算会越来越方便。

一些第三方支付软件也开始

进入国际社会。在新西兰工作的

刘女士对新京报记者称：“大约

有 30%的店铺可以使用银联卡，

有部分地方商家还可以使用支付

宝，大多是在旅游胜地，礼品

店、酒店。”

此前的人民币贬值多少影响

了海外华人的生活。“感觉我凭

空蒸发了一些钱，新西兰的物价

又很高，一棵包菜10块钱，西红

柿25块钱一斤，生活压力自然就

会上涨了。但好在这边工资水平

比国内高很多，所以还算过得

去。”刘女士这样表示。

另一个海外华人聚集的热门

国家——韩国也是如此。“九月

初要交学费，因为人民币兑换韩

元的汇率低了，所以换成韩元的

话钱就比以前少，我们大概多交

了 3000块钱人民币的学费。”人

在韩国的赵女士称，周围的中国

留学生都叫苦不迭。

不过这种局面有望得到改

变。渣打银行资深中国经济学家

颜色此前透露，长期来看，加入

SDR对人民币资产的需求和人民

币汇率会有重大提振。

【国债】

对中国对外发债会有良好影响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

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认

为，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中国国债会受到关注是毫无疑问

的。SDR 使人民币国际地位提

高，人民币在国际结算过程中也

更加灵活。人民币正在逐渐变成

储备货币和可兑换货币。

人民币正式加入SDR，意味着

在SDR中有份额使人民币变成国际

货币了，人民币就成为了“纸黄

金”，成为硬通货。国际金融机构

的担保，会使人们更加信任中国国

债。包括中国国债以及外币的国

债，都会引起高度关注。人民币的

国际地位提高，我们的债券也会更

受欢迎，对外发债的成本降低。人

民币进入SDR货币篮子对于中国对

外发债有良好影响。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

主任吕随启认为，SDR体系吸收

人民币作为计价货币，对于中国

金融市场不会带来本质上的影

响，中国经济与中国金融市场不

会因为SDR把人民币作为计价货

币，就发生脱胎换骨的改变。

所以SDR吸收人民币作为计

价货币短期内对国债市场影响很

小。不过长远来看，人民币汇率

的国际化程度会略微提高，人民

币的流动性与可兑换性程度也会

相应提高。

吕随启表示，虽然国内债券

市场处于“牛市”，但是其主要

原因还是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

现在的债券市场并不是供求关系

的真实反映，加之国内信用体系

并不完善，所以债券价格现在很

难说是一个真实的价格，投资者

需要警惕风险。

【楼市】

国内高房价“拐点”将出现？

资深金融风险管理顾问陈

思进认为，中国目前房价和中

国人民币的高汇率形成了跷跷

板，而学界普遍认为，汇率与

房价只能保一头。从经济学角

度而言，不太可能同时保持高

汇率和高房价。

他认为，从人民日报近期针

对楼市的发声，以及人民币最近

不断强化、国际化的形势来看，

政府更有可能保人民币汇率，那

么就意味着可能会放弃高房价。

但人民币加入SDR不意味着楼市

将立刻进入拐点，具体还要看国

内经济状况。

长远来看，人民币早晚要在

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成为和美

元、英镑一样的国际硬通货。人

民币成为国际硬通货的意义远远

大于房地产对经济的作用。

不过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

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认为，中国加

入 SDR 与国内房价没有直接联

系。赵锡军称，中国加入SDR，

是人民币得到国际金融机构认可

的标志，跟国内房价没有直接联

系，国内决定房价的因素很复

杂，房子的标价与人民币加入

SDR没有直接关联性。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

原主任易宪容也持相同观点，人民

币加入SDR的实际作用，还需要看

国际金融市场的实际使用情况，现

在不宜下结论。人民币加入SDR与

楼市涨跌没有联系。易宪容认为，

目前中国楼市处于泡沫状态，市场

已经失去理性，目前就是看泡沫破

裂的时间问题。

■ 背景

备战“入篮”一年人民币发

生了什么？

北京时间 2015年 12月 1日，

美国货币基金组织（IMF）宣

布，将人民币纳入SDR（特别提

款权）篮子。人民币成为了继美

元、欧元、英镑、日元后第一个

成为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新兴市场

货币。IMF 表示，2016 年 10 月 1

日，人民币将正式成为SDR第五

种超主权货币。

为“入篮”，央行动作频频

自去年以来，央行为给人

民币加入 SDR 铺平道路，动作

频频。

加入SDR的货币需要满足发

行国货物和服务出口必须位居世

界前列(总额占 1%)，货币必须在

国际贸易支付中被普遍使用、在

外汇交易中广泛使用，即“可自

由使用”两个主要标准。在 2010

年的评估中，IMF就曾以人民币

没能满足“可自由使用”的要

求，拒绝人民币“入篮”。

在去年 12月 IMF决定将人民

币纳入 SDR之前，2015年 9月至

10月，央行先后向境外中央银行

类机构开放国内银行间外汇市

场。同时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一期成功上线运行，为

境内外金融机构人民币跨境和离

岸业务提供资金清算、结算服

务。2015 年 10 月 23 日，央行宣

布放开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

机构存款利率浮动上限，利率市

场化在名义上完成。

2016年 4月，中国央行同时

发布以美元和SDR作为报告货币

的外汇储备数据。央行认为，

SDR作为一篮子货币，其汇率比

单一货币更为稳定。以SDR作为

外汇储备的报告货币，有助于降

低主要国家汇率经常大幅波动引

发的估值变动。

2016年 8月，世界银行在中

国银行间市场发行首批人民币结

算 SDR 计价债券，规模为 5 亿

SDR，约合人民币 46.6亿元，期

限 3年，结算货币为人民币，票

面利率 0.49%。它的出现，标志

着人民币国际化再进一步。

资金流出创新低

自去年 12月 IMF宣布将人民

币纳入 SDR（特别提款权）篮子

之后，人民币汇率一度出现的剧

烈波动导致跨境资金大规模流

出。不过，到今年第三季度，跨

境资金流出已经趋于缩小。

根据外汇局最新数据，2016

年 8月份，银行结售汇逆差 95亿

美元，环比下降 70%，为 2015年

7月以来月度最低值。值得注意

的是，居民和企业的结汇（亦即

将外汇换为人民币）意愿大幅增

强，显示出市场主体对本币的信

心日益稳定。

根据外汇局数据，8月份，银

行客户卖出外汇金额与涉外外汇

收入之比为59.2%，较7月份提高

0.9个百分点；银行客户买入外汇

金额与涉外外汇支出之比为67.4%，

较7月份下降1.3个百分点。

比如，8月份仍是境内居民

境外旅游、留学购汇较多的时

期，但当月旅行项下购汇环比

下降 3%，同比下降 16%。国家

外汇局在近日的答记者问中对

此解读称，前期个人购汇需求

得到较大释放，也显示当前个

人购汇仍较理性。

从更宏观的国际收支数据角

度看，今年一季度我国非储备性

质的金融账户逆差 1233亿美元，

比去年四季度减少 26%。目前 9

月数据尚未发布，但外汇局国际

收支司司长王春英此前透露，二

季度逆差比一季度进一步收窄

60%。

此外，衡量跨境资金流动还

有外汇储备这一指标。今年年

初，外汇储备余额降幅比较大，

但 2月份以来降幅明显收窄，月

度变动也呈现有升有降的态势。

目前，外汇储备基本稳定在 3.2

万亿美元上下。

■ 展望

人民币距离国际化还有多远？

“其实SDR挺被边缘化，使

用非常不频繁，跟企业和个人也

没有直接关系，主要是主权国家

对主权国家使用，类似于记账凭

证，一般来说，也就是国际收支

不平衡的时候进行调节，还有一

些大型主权国家用来偿还 IMF的

利息。”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

士对新京报记者分析。

民生海外认为，人民币国际化

通常有三个层次，第一是被承认，

作为国际化货币要被所有的国家承

认你的国际地位、经济地位、政治

地位；再次是有需要，拿了人民

币，在很多国际事务上用得到，比

如国际贸易、金融支付，可以用人

民币计价；第三是可获得，这个是

加入SDR的主要意义所在。人家想

拿你的货币也拿得到，“这是未来

努力的三个方向”。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副院长赵锡军认为，人民币在国

际化进程中，要做的工作“非常

多”。首先是要保证稳定性，包

括经济、金融、汇率的稳定。再

次是人民币汇率政策的透明性。

有研究人士对新京报记者表

示，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来讲，还

是要取决于人民币币值的稳定，

而币值稳定的背后，是中国经济

能不能长期向好。

“加入SDR不是一劳永逸。”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曾公开

表示。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徐洪才

对新京报记者表示，随着人民币

的国际化，国人出国消费、旅游

将带来便利，人民币可以直接支

付，但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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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爐頭廠
金門是您的事業通往成功之門！

Golden Gate Restaurant
Equipment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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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件配套 ★專門店製造不銹鋼餐具

金門爐頭廠專製業造各種中式爐頭﹐抽油煙罩﹐精美布菲檯﹐各種不銹鋼廚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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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工程及產品保證通過政府及衛生局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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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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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各種製冰機、洗碗機
修理各種廠牌：絞面機、切肉機、電飯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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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35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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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旗下的数据新闻项

目新一线城市研究所重新评估中国

城市的商业魅力，为中国城市再分

级。从榜单上看，一线城市除了有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座城市

之外，还有15个新一线城市(不包

含港澳台)，这 15个新一线城市，

你最想去那座城市生活？

成都
成都，简称“蓉”，四川省

省会，副省级市，特大城市，位

于四川盆地西部，成都平原腹

地，境内地势平坦、河网纵横、

物产丰富、农业发达，自古就有

“天府之国”的美誉。

成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

最佳旅游城市和南方丝绸之路的

起点，2600多年的建城史孕育了

都江堰、武侯祠、杜甫草堂、金

沙遗址等众多名胜古迹。

成都必玩景点：都江堰、宽

窄巷子、锦里。

杭州
杭州，简称杭，浙江省省会，

位于中国东南沿海、浙江省北

部、钱塘江下游、京杭大运河南

端，是浙江省的政治、经济、文

化和金融中心，长江三角洲中心

城市之一，中国七大古都之一。

杭州以风景秀丽著称，素有

“人间天堂”的美誉。市内人文

古迹众多，西湖及其周边有大量

的自然及人文景观遗迹。

杭州必游景点：西湖、灵隐

寺、千岛湖。

武汉
武汉，简称汉，别称江城，

湖北省省会、副省级市、国家区

域中心城市(华中)，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地处江汉平原东部，是中

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科教基地和

综合交通枢纽。市内江河纵横、

湖港交织，造就了武汉隔两江立

三镇地理特征。

武汉自然风光独特，四季气

候分明，拥有其他大都市罕有的

166 个湖泊和众多山峦;武汉的人

文景观具有浓郁的楚文化特色。

武汉必游景点：黄鹤楼、东

湖、户部巷。

天津
天津，简称津，中华人民共

和国直辖市、国家中心城市、超

大城市、环渤海地区经济中心、

首批沿海开放城市。

天津位于华北平原海河五大

支流汇流处，东临渤海，北依燕

山，海河在城中蜿蜒而过，天津

自古因漕运而兴起，历经 600 多

年，造就了天津中西合璧、古今

兼容的独特城市风貌。

天津必游景点：意式风情街、

古文化街、天津之眼。

南京
南京，简称宁，古称金陵、

建康，是江苏省会、副省级市、

南京都市圈核心城市，地处中国

东部地区、长江下游、濒江近海。

南京是中国四大古都、首批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华文明

的重要发祥地，历史上曾数次庇

佑华夏之正朔，长期是中国南方

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南京必游景点：夫子庙、秦

淮河、中山陵。

重庆
重庆简称巴和渝，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直辖市、超大城

市、国家中心城市，长江上游地

区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和创新中

心，政治、文化、科技、教育、

艺术等中心。

重庆具有三千多年历史，旅

游资源极为丰富，既拥有集山、

水、林、泉、瀑、峡、洞等为一

体的壮丽自然景色，又拥有熔巴

渝文化、民族文化、移民文化、

三峡文化、陪都文化、都市文化

于一炉的浓郁文化景观。自然风

光尤以长江三峡闻名于世。

重庆必游景点：解放碑、洪

崖洞、磁器口。

西安
西安，古称“长安”、“镐

京”，是陕西省省会，地处关中

平原中部，北濒渭河，南依秦岭，

八水润长安。长安自古帝王都，

其先后有西周、秦、西汉、新莽、

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

北周、隋、唐 13个王朝在西安地

区建都(积年为1077年)。

西安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

重要发祥地之一，丝绸之路的起

点。丰镐都城、秦咸阳宫、兵马

俑，汉未央宫、长乐宫，隋大兴

城，唐大明宫、兴庆宫等勾勒出

“长安情结”。

西安必游景点：秦始皇兵马

俑、户部巷、西安古长城。

长沙
长沙，湖南省省会，地处湖

南省东部偏北，湘江下游和湘浏

盆地西缘，湖南省政治、经济、

文化、科教和商贸中心。

长沙历经三千年，城名、城

址不变，有“屈贾之乡”、“楚

汉名城”、“潇湘洙泗”之称。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长沙有马王

堆汉墓、四羊方尊、三国吴简、

岳麓书院、铜官窑等历史遗迹。

长沙必游景点：橘子洲、岳

麓山、长沙世界之窗。

青岛
青岛市，简称青，旧称“胶

澳”，别称“琴岛”“岛城”，

又被誉为“东方瑞士”，地处山

东半岛东南部沿海，是山东省省

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

市、山东省经济中心城市、全国

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中国海滨城

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最

具幸福感城市。

有包括道教名山崂山、栈桥、

五四广场、八大关、奥帆中心，

金银沙滩，大小珠山等著名景点。

青岛必游景点：崂山、栈桥、

金沙滩。

沈阳
沈阳，简称“沈”，是辽宁

省省会，副省级市，国家区域中

心城市，特大城市，位于中国东

北地区南部，地处东北亚经济圈

和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是长三

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通往关

东地区的综合枢纽城市。

沈阳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素有“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

之称。

沈阳必游景点：沈阳故宫、

沈阳北陵、沈阳怪坡。

大连
大连，别称滨城，位于辽宁

省辽东半岛南端，地处黄渤海之

滨，背依中国东北腹地，与山东

半岛隔海相望。

大连是中国东部沿海重要的

经济、贸易、港口、工业、旅游

城市。

大连必游景点：金石滩、老

虎滩海洋公园、星海广场。

厦门
厦门，别称鹭岛，简称鹭，

厦门位于福建省东南端，西接漳

州台商投资区，北邻南安，东南

与大小金门和大担岛隔海相望，

厦门通行闽南语，是闽南地

区的主要城市之一，与漳州、泉

州并称“厦漳泉”，闽南金三角

经济区。

厦门必游景点：鼓浪屿、厦

门大学、南普陀寺。

苏州
苏州，古称吴，简称为苏，

又称姑苏、平江等，位于江苏省

东南部，长江三角洲中部，东临

上海，南接嘉兴，西抱太湖，北

依长江。

苏州是中国首批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有近 2500年历史，是吴

文化的发祥地。苏州素来以山水

秀丽、园林典雅而闻名天下，有

“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

江南”的美称，又因其小桥流水

人家的水乡古城特色，有“东方

水都”之称。

苏州必游景点：周庄、同里、

虎丘。

宁波
宁波，简称甬，副省级市、

计划单列市，世界第四大港口城

市，长三角五大区域中心之一，

浙江省经济中心，地处东南沿

海，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中段，

长江三角洲南翼，东有舟山群岛

为天然屏障，北濒杭州湾，西接

绍兴市的嵊州、新昌、上虞，南

临三门湾，并与台州的三门、天

台相连。

宁波人文积淀丰厚，历史文

化悠久，属于典型的江南水乡兼

海港城市，是中国大运河南端出

海口、“海上丝绸之路”东方始

发港。

宁波必游景点：东钱湖、天

一阁、象山。

无锡
无锡，简称“锡”，古称梁

溪、金匮，被誉为“太湖明珠”。

无锡市位于长江三角洲平原腹

地，江苏南部，太湖流域的交通

中枢，京杭大运河从中穿过。

无锡自古就是鱼米之乡，素

有布码头、钱码头、窑码头、丝

都、米市之称，是中国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

无锡必游景点：太湖、三国

城、鼋头渚。

國慶還去故宮十三陵看人頭？
換個地方品皇室文化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

一。北京，是中外游客探寻中

国皇家历史古韵的必游地！国

庆将至，可以预见的是，那些

你曾经在图册上看到的故宫、

十三陵等皇家建筑的磅礴大

气、庄严绚丽都会变成千篇一

律的人头画！这个时候，不妨

剑走偏锋，去河北易县的清西

陵，看雍正泰陵的恢宏，探光

绪地宫的悲怆，玩换装穿越的

自恋，享万棵古松林的清幽，

品皇家宫廷宴的美味……

清西陵，不亚于故宫的皇

室古韵，清王朝的最后绝唱

雍正可能是清宫剧出境频

率最多的皇帝了，比如近年来

热播的《甄嬛传》、《宫心锁

玉》和《步步惊心》。清西陵

正是清代自雍正起，嘉庆、道

光、光绪四位皇帝的陵寝之地，

也是乾隆皇帝的生母“甄嬛”

原型熹贵妃的皇后陵所在地。

清西陵距离北京市区 120

公里左右，共建有帝陵 4 座，

后陵 3 座，王公、公主、妃嫔

园寝 7座，建筑面积达 5万多平

方米。虽然没有清东陵埋葬的

清朝皇帝多，但保存却要比清

东陵完整得多。除了光绪的崇

陵，其它皇帝的陵寝都未被盗

，堪称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巅峰

之作。

崇陵地宫中，三道厚重的

石门后，光绪帝静静地躺在破

裂的黄漆棺椁里，他和他所有

的悲情故事一起，都终结于这

清冷幽暗的地宫之中。而他旁

边，另一口红漆棺材里，陪着

他一起被人参观的正是他政治

联姻、从未喜欢过的妻子隆裕

皇后。

泰陵是雍正爷的陵寝，也

是清西陵十四座陵墓中年代最

早、规模最大、风水格局最完

整的帝陵。泰陵以一条五华里

长的神道为中轴，由南向北错

落有序排列着石牌坊、大红

门、圣德神功碑亭、石像生等

单体建筑，既有气势又不失观

赏性，仿佛在静静诉说这鼎盛

王朝的故事。

《甄嬛传》中甄嬛的原型

就是雍正皇帝的熹妃。相比于

电视剧中甄嬛命运的跌宕起

伏，正史中记录的熹妃一生相

对平稳安定，母凭子贵。泰东

陵是清西陵规模最大、规格最

标准的皇后陵，目前尚在修缮

中，揭开面纱后的泰东陵将会

带来怎样的惊艳？

外俭内奢的慕陵，其隆恩

殿全部使用金丝楠木，历经数

百年风雨洗礼，奢华依旧！整

个大殿的顶部，密密麻麻排列

着精美的金丝楠木雕龙。金丝

楠木堪比黄金，而这一整殿的

金丝楠木价值几何？

昌西陵埋葬着嘉庆皇帝的

孝和睿皇后，围绕宝顶的围墙

具有回音壁的效果，可以和天

坛媲美，而且保存的也相当完

好。

每周末和节假日，清西陵

泰陵广场都会有清代皇家陵寝

祭祀大典！整个仪式由“乾隆

”皇帝率领皇后和王公大臣等

八十余人在庄严、肃穆的乐典

声中进行，尽可能地还原了祭

祀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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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Officials Have Admitted They Lost Control Of The Tiangong-1, The Country's First Space Station

Chinese Deep-Sea Explorer Ship
Completes Maiden Voyage

Mariana Trench later this year, for an unmanned dive 
of over 10,000 meters.
Related

China Eyes Foreign Cooperation For
Deep-Sea Studies

SHANGHAI, June 24 (Xinhua) -- China will work 
with British and American universities to research 
life in the deepest depths of the sea with the help of a 
manned submersible the country is developing to dive 
up to 11,000 meters under water.
The Rainbowfish Hadal Life Science Research Center, 
which opened in Shanghai Tuesday, has signed 
agreements to establish a lab with Britain's University 
of Aberdeen and another with Hawaii Pacific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enter will also partner with the Shanghai 
Advanced Research Institute under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for another lab.
These facilities will study data and specimens 
collected by the Rainbow Fish submersible China is 
aiming to put into service in 2016. The vessel will 
allow scientists to penetrate deep into "hadal" trenches, 
those with a depth of 6,500 meters or more, said Cui 
Weicheng, the center's director.
"The oceans are so large and the deep-sea environment 

so complicated that no country can complete a large-
scale research project on its own, so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ust be stressed," Cui said.
China began developing Rainbow Fish in 2014. 
It will be able to go much deeper than the Jiaolong 
submersible, which set a Chinese manned diving 
record when it reached 7,062 meters in the Mariana 
Trench in June 2012.
With a combined area larger than the United States, the 
world's 26 hadal trenches are home to many unknown 
species and bountiful energy and metal resources. Yet 
explorations at these depths have been held back by 
many difficulties including high pressures and low 
temperatures. (Courtesy http://news.xinhuanet.com/
english)

Solomon Sea near 
Papua New Guinea.
Chinese scientists 
onboard the 
vessel carried 
out joint ocean 
environmental 
research with 
their counterparts 
in Papua New 
Guinea. Captain 
Zha Dawu said the 
vessel went through 
several typhoons, 

including Meranti and Malaka, and an earthquake, 
during the journey, which tested the ship's navigation 
performance and research facilities.
China began developing the Rainbow Fish in 2014. 
It can go much deeper than the previous submersible 
Jiaolong, which set a Chinese record for a manned 
submersible when it reached 7,062 meters in the 
Mariana Trench in June 2012.
Wu Xin, chairman of Shanghai Rainbow Fish 
Ocean Technology, said that Chinese researchers are 
preparing to send the explorer ship Zhang Jian to the 

SHANGHAI, Sept. 23 (Xinhua) -- The Chinese deep-
sea research ship Zhang Jian returned to her home port 
in Shanghai after finishing a 74-day scientific research 
trip to the Southern Pacific.
The vessel is the mothership for the Rainbow Fish, 
a manned submersible capable of diving to 11,000 
meters.
During its 9,000 nautical-mile maiden voyage, the 
research vessel travelled across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Pacific Ocean to reach the New Britain 
Trench, which is more than 8,000 meters-deep in the 

When China launched the Tiangong-1 into orbit in 
2011, the country heralded its first space station as a 
milestone in its bid to be a superpower in space and 
on Earth.
Six years later, the station will meet an unglamorous, 
fiery death, apparently with China not at the wheel.
Officials appear to have confirmed the fears of 
astrophysicists and amateur astronomers that the 
country has lost control of the 34-foot-long, 8.5 metric 
ton spacecraft. The unmanned station will likely crash 
into Earth in late 2017, but scientists don't know 
where that would be, Chinese officials said in a news 
conference in the Gobi desert last Wednesday.
The odds of debris from the craft injuring a particular 
person on Earth are less than those of that person 
being struck by lighting. But China’s apparent 
admission highlights a question faced by every 
spacefaring nation: How do you develop end-of-
mission plans to avoid posing any threat to humans 

or other spacecraft? It’s a question even the United 
States has failed to resolve in the past, ever since parts 
of Skylab, its first 
space station, 
famously crashed 
in a sparsely 
populated part of 
Australia.
In the conference 
Wednesday, 
Chinese officials 
appear to have 
confirmed the 
claim of Thomas 
Dorman, an 
amateur satellite tracker in El Paso, Texas, who told 
Space.com in June that China had lost control of the 
unmanned, decommissioned space station.
“Based on our calculation and analysis, most parts of 
the space lab will burn up during falling,” Wu Ping, 
deputy director of China’s manned space engineering 
office, said, according to Xinhua, the state-run news 
agency.
Ms. Wu added that China is monitoring 
the space station for collisions with 
other objects. Xinhua reported the 
country’s space agency might need to 
release an international forecast for 
where Tiangong-1 will land at a later 
date, “an uncertainty that seems to 
indicate the descent is uncontrolled,” 
writes the Washington Post’s Ben 
Guarino.
In March, the unmanned space station 
stopped sending data back to Earth. The suspicions of 
Mr. Dorman, the amateur astronomer, revealed then 
led to months of speculation about the fate 

of the Tiangong, whose name means “Heavenly 
Palace” in Mandarin. Jonathan McDowell, a Harvard 
astrophysicist, told The Guardian Wednesday’s 
announcement indicates China has lost control of the 
craft and it will reenter Earth “naturally.”
“You really can’t steer these things,” said Dr. McDowell. 
"Yes there’s a chance it will do damage, it might take 
out someone’s car, there will be a rain of a few pieces 
of metal, it might go through someone’s roof, like if a 
flap fell off a plane, but it is not widespread damage.”
The chances of this happening are “vanishingly small,” 
Pete Spotts wrote for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in 
2011, when NASA announced  that a 6.5-ton satellite 
had run out of fuel before it was expected to reenter 
Earth several days later.
Falling toward a planet where the ocean makes up 71 
percent of the surface, the debris stands a 1-in-2,300 
chance of striking anyone at all somewhere on Earth, 
according to NASA risk estimates. That means the 
chances of it hitting any specific person – like you – is 
reportedly about 1 in 21 trillion.
By contrast, the chance of being struck by lightning is 
1 in 280,000.

But this natural landing, as well as the 
expected one of the Chinese space 
station, run counter to best practices and 
agreements.
Many  [spacefaring nations] agreed on 
a set of "best practices" guidelines in 
2002. In 2008, the UN accepted similar 
guidelines.
The guidelines are voluntary, but 
"several countries – the US, France, 

Japan, Russia, Germany, and others – have put in 
place national laws" to implement the guidelines, 
says Brian Weeden, technical adviser to the Secure 
World Foundation, an organization that aims to fo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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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ese deep-sea research ship Zhang Jian returns 
to Shanghai home port.

A research team takes a group 
photo on Chinese deep-sea 

explorer ship Zhang Jian as it 
sails in waters near the equator 

in the Pacific Ocean, Aug 2, 
2016.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The Long March 7 rocket carrying the Tiangong-2 module 
blasts off from the Jiuquan Satellite Launch Center in 
Jiuquan, northwest China's Gansu Province, Sept. 15, 
2016. China confirmed the Tiangong-1 space station will 
come crashing to Earth next year, with some satellite 
trackers concerned China has lost control of it. It's feared 
the Tiangong-1 space station will hit inhabited areas

Artist's illustration of China's 8-ton 
Tiangong-1 space lab (“Heavenly 
Palace”), which is expected to fall 
to Earth late next year, unless it's 
boosted to a higher altitude.

China’s Space Lab As Seen On 
Chinese TV.

Chinese Space Station Set To Fall Out Of Sky… 
What Happened?!

sustainable use of space.
A retired spacecraft typically meets one of three ends. 
Space agencies might perform a controlled burn of 
the craft in the atmosphere, send the craft to a solitary 
"graveyard orbit" in space well away from operational 
orbits, or, for larger objects that don’t disintegrate on 
reentry, send them plunging into the Pacific Ocean, 
about 2,500 miles off the coast of New Zealand in 
a spacecraft cemetery known as the "South Pacific 
Ocean Uninhabited Area.”
But not all retirements have been successful. Famous 
crashes include a Russian rocket piece landing in 
Colorado in 2011, debris from a Delta II rocket hitting 
two woman – one in Texas and one In Turkey – though 
both were uninjured.
Then there was the Skylab, NASA’s first space station. 
The spacecraft went spiraling into Earth, landing 
in a sparsely populated part of western Australia. 
Then-President Carter issued a public apology to the 
country, and Australia fined the US $400 for littering. 
A California radio DJ finally paid the fine in 2009, 
according to the Post. (Courtesy http://www.csmonitor.
com/World/Asia-Pa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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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內幕：美國只有12人知道
1939年，物理学领域里的原

子分裂实验就已在德国取得成

功。二战前夕，为逃避德国法西

斯迫害而移居美国的一些科学

家，担心德国抢先造出原子弹，

推举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

坦上书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加

强利用核裂变过程来制造超级炸

弹。罗斯福总统采纳了爱因斯坦

等科学家的建议，下令成立研究

原子武器的委员会。1941年12月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加速了

研制原子弹的进程。1942年开始

实施以“曼哈顿工程”命名的庞

大计划，由美国陆军工兵部队全

面负责研制原子弹。该计划投资

25亿美元，动用10多万科技人员

和工人，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加

紧研制。1945年 7月 16日凌晨，

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

阿拉默多尔空军基地的沙漠地区

爆炸成功，其威力相当于 1500—

2000吨TNT炸药。

1945年 7月 16日，世界上第

一颗原子弹在美国试爆成功，标

志着当今世界已进入核武器时

代。随后，在日本广岛、长崎投

下了二颗原子弹，迫使日本天皇

作出了投降决定。虽然原子弹的

威力使二战得以提前结束，但它

也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给

生态环境造成了极严重的破坏，

因此，爱好和平的人们呼吁：人

类今后不应再使用这类武器！

珍珠港事件促使美国重视研

究原子弹

1932年，着名犹太裔物理学

家爱因斯坦因纳粹迫害，被迫离

开德国到美国定居，很多在欧洲

工作的犹太裔科学家也陆续逃往

美国，他们告知美国：德国正在

制造原子弹！科学家们知道，如

果纳粹德国抢先制造出原子弹。

人类就将面临史无前例的核灾

难，因此呼吁美国抓紧研制原子

弹，当时军界的一些领导人对这

个新生事物不太理解，把他们看

作怪人。

科学家们心急如焚，为了增

加说服力，他们推举爱因斯坦作

为代表，劝说美国总统罗斯福。

但爱因斯坦署了名的建议报告并

未引起罗斯福的重视，只是在半

信半疑中接受了劝说，因为他下

令研制之后的第一笔拨款只有

6000美元，相对于最后的总投入

20亿研制 3颗原子弹，显然是杯

水车薪。

1941年 12月 7日，珍珠港事

件爆发，这成为美国加快研制原

子弹的一个转折点。 1942 年 6

月，美国的原子弹研制计划正式

开始，由于研制计划的总部开始

设在纽约市曼哈顿区，因此叫做

“曼哈顿计划”。

新墨西哥州人迹罕至的一片

沙漠，在 1942年以后突然热闹起

来，美国原子弹研制的心脏机

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建在

了这里。全美国只有12人知道整

个工程情况，很多人甚至都不知

道自己正在从事原子弹的研制，

即便是高层领导，也只有罗斯福

总统和陆军部长史汀生知道内

情。当时的副总统杜鲁门都不知

道美国还有原子弹的研制计划。

首次试爆超出了现场所有人

的想象

1945年 7月初，也就是希特

勒自杀后的 2 个月，美国 3 颗原

子弹终于制造出来，被分别命名

为“大男孩”“小男孩”和“胖

子”。

1945年 7月初，在阿拉莫戈

多沙漠上，一座高达30米的铁塔

竖立了起来，原子弹爆炸实验就

将在这个架子上完成，大卡车装

的就是供第一次核实验使用的原

子弹“大男孩”。这时的“大男

孩”还没有装上核裂变物质，这

次试验的代号为“复活日”。

当原子弹实验在阿拉莫戈多

沙漠准备就绪的时候，新任美国

总统杜鲁门正准备去德国参加波

茨坦会议。德国投降后，为了协

调处理德国战败后的相关问题以

及对日作战等有关事宜，同盟国

决定于 7 月 17 日至 8 月 2 日在德

国的波茨坦举行首脑会议，这次

会议的代号为“终点”，表示这

将是二战期间最后一次盟国首脑

会议。这次会议原定于 7 月 1 日

召开，为了借助原子弹爆炸抬高

美国的地位，杜鲁门特别建议将

会议推迟了两个星期。

7 月 15 日，杜鲁门到达波茨

坦，而在万里之外的阿拉莫戈多

沙漠，美国的核试验人员也把核

裂变物质放入了“大男孩”的肚

子里。试验人员在14公里以外设

置了观察所，里面隐蔽着 425名

科学家和军事专家，他们怀着紧

张的心情，等待着惊心动魄的最

后一刻。

7 月 16 日凌晨 5 时 29 分 45

秒，“大男孩”轰然炸响，一个

蘑菇状的大圆球突然升到了

10000 英尺以上的高空，爆炸核

心的铁塔也被高温在瞬间蒸发得

无影无踪！

这场爆炸超出了现场所有人

的想象，以至于整个美国西南部

都感到了爆炸的震撼，为隐瞒真

相，美国编织谎言说是阿拉莫戈

多军事基地的弹药库发生了爆炸。

投下二颗原子弹迫使日本政

府投降

前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世

前，曾命令空军组成一个秘密分

队，用于执行“曼哈顿计划”，

这支特殊的航空部队就是 509大

队。

509 大队的成员只知道将来

要执行一项特殊使命，在任务到

来之前，他们每天只进行精确投

弹训练。后期的训练就是每天出

动两三架飞机，到日本去扔一颗

炸弹然后回来。在实战训练中，

509大队总共投下了 38枚模拟炸

弹。

波茨坦会议结束时，通过了

“波茨坦公告”，公告敦促日本

政府立即无条件投降，否则，日

本就只有 “ 迅速和彻底地毁

灭”。日本没有意识到这一警

告的背后就是将使用原子弹的

暗示，所以拒绝了“波茨坦公

告”。

波茨坦会议后，杜鲁门乘美

国军舰回国，回国途中，杜鲁门

就向军方下达了命令：去投掷那

颗大炸弹吧，现在没有任何选择

的余地了。

1945 年 8 月 6 日上午 9 时 15

分，美军飞机投下的第一颗原子

弹在广岛爆炸，方圆42平方公里

的城市被摧毁，房屋毁坏率达

70%以上，14万人死亡。

第一颗原子弹投掷后，美国

在 3天内没有听到日本人有任何

的反应，美国政府宣布，只要能

降低对日本本土作战的风险，再

投几颗原子弹也在所不惜，实际

上这是美国的虚张声势，因为美

国只剩下一颗原子弹了。

8月 9日上午 9点零 1分，第

二颗原子弹被投向了有27万人口

的海港城市长崎，长崎上空随即

腾起了巨大的蘑菇云，1.4万栋建

筑物被毁，7万多人死亡。

8月 15日，日本天皇向全世

界发布了投降诏书。

二戰美軍對日首次進攻戰：多方面模仿八路軍

1942年夏，美军决定对日军

占据的瓜达尔卡纳尔岛发起代号

“仙人掌”的进攻，这是二战中

美军对日发起的首次攻势作战。

为保证战役胜利，美国太平洋舰

队司令尼米兹命令海军陆战队第

2 突击营突袭日军占领的马金

岛，目的是转移日军注意力，减

轻瓜岛美军的压力，而这次行动

就交给曾在中国当过军事观察员

的卡尔逊中校指挥。

营长曾来华观战

实际上，尼米兹早在 1942

年 6月中途岛海战期间就产生了

袭击日军离岛的想法，他认为，

要配合即将进行的瓜岛战役，美

军有必要对日军后方岛屿实施佯

攻。经过斟酌，尼米兹决定拿吉

尔伯特群岛中的马金岛“开刀”，

出动的部队是海军陆战队第 2突

击营，他们要在“仙人掌”行动

发起10天后对马金岛动手。

第 2突击营由卡尔逊中校指

挥，此人曾作为军事观察员前往

中国敌后根据地，与八路军战士

同甘共苦，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

技巧。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后，罗斯福总统钦点卡尔逊出任

第 2突击营指挥官，这是美国最

早的特种部队之一。卡尔逊将八

路军的战术（例如“奇袭、不硬

拼、打了就跑”等）灌输给部下，

与别的美军作战营编制不同，第

2突击营由6个步枪连组成，每个

连有 2个排，各排下属的基本作

战单位不是班，而是模仿八路军

组建的三人火力小组。

接到突袭马金岛的任务后，

卡尔逊面临的难题不少，最突出

的是保障兵力不足。为保证袭击

突然性，突击营将由潜艇运送登

陆，但尼米兹告诉卡尔逊：“我

只能提供‘舡鱼’号和‘鹦鹉

螺’号潜艇，它们最快只能在突

袭发起前两天到位，与突击营进

行战前合练。”更糟糕的是，这

两艘号称当时美军中装载量最大

的潜艇，仍然没有足够空间运送

一整营的部队，像“舡鱼”号能

运送 134人，“鹦鹉螺”号能运

送85人，这意味着卡尔逊只好将

突击营的55名官兵留在后方基地

珍珠港。

在决定留守人选时，营长

卡尔逊和副营长詹姆斯 · 罗斯福

发生矛盾，后者是总统罗斯福之

子，鉴于突袭任务的高风险，尼

米兹和卡尔逊都倾向于把他留在

珍珠港。但这个决定却遭到小罗

斯福的坚决反对，后者干脆打电

话给父亲“走后门”。总统接到

电话后，立即致电尼米兹：“我

的儿子是那个营的军官，如果他

不能参加突袭，那么其他人也不

能参加。”结果，卡尔逊只好把

小罗斯福带上，并任命他担任

“舡鱼”号潜艇登陆组的指挥官。

“面包树之战”

1942年8月8日，“舡鱼”号

和“鹦鹉螺”号潜艇载两组登陆部

队出发，任务是对马金岛南端的布

塔里塔里环礁实施攻击，最大限度

地杀伤日军，预计作战将持续 13

个小时。8月17日凌晨，两艘潜艇

在布塔里塔里环礁附近浮出水面，

此时海面上刮着大风，浪头最高处

有5米，突击队员们吃力地爬出潜

艇，在狭窄湿滑的潜艇甲板上为登

陆橡皮筏充气。由于设计有缺陷，

橡皮筏的外置马达在运输过程中大

多损坏，队员们不得不把船桨搬出

来备用，他们幽默地称为“辅助永

动机”。

经过一个小时的准备，突击

队分乘32艘橡皮筏离开潜艇，奋

力向岸边划去。按计划，突击队

分成A连和B连，同时在环礁南

岸的两个登陆点登陆，但受风浪

影响，这一协同无法完成，于是

卡尔逊命令两个连集中到同一地

点登陆。

突击队陆续上岸后，为了收

拢部队，卡尔逊命令一名士兵鸣

枪，清脆的枪声击碎了清晨的静

谧，偷袭已然不可能了。卡尔逊

率部迅速向内陆推进，令他略感

欣慰的是，此地曾是英国殖民

地，土著居民大多会说点英语，

美军从他们口中得到准确的情

报：日本军营就在美军登陆点的

西南方向，兵力80-150人。

美军突击队以列弗朗西奥斯

中尉指挥的A连 1排为先锋，向

西南方向疾进。约行进 300 米

后，列弗朗西奥斯突然发现几辆

日军卡车停在一片面包树林里，

约20名日本兵正在下车集合，他

立即命令用密集火力向敌人扫

射，突袭马金岛行动中著名的

“面包树之战”随之打响了。

由于事发突然，一些日军士

兵甚至骑上自行车冲向附近掩体

躲避子弹，美军迅速消灭眼前的

日军，顺带干掉了四处机枪阵

地，但躲在树林里的日军狙击手

也给美军造成了一些伤亡。马金

岛上的日军前后向美军发起三轮

冲锋，但均被美军火力瓦解，日

军指挥官原本还指望停泊在马金

岛的一艘巡逻艇能支援自己，但

美军“鹦鹉螺”号潜艇抢先发动

攻击，用艇外甲板炮将日艇击沉。

无奈之下，马金岛日军向附

近瓜岛的日军指挥部请求支援。

当天 13 时 30 分，12 架日军增援

飞机抵达马金岛上空，其中包括

两架满载增援日军的水上飞机。

当两架水上飞机企图降落时，遭

遇美军突击队员的“弹雨迎接”，

它们被打得凌空爆炸。其余日机

扫射一番后，因为燃油快要耗尽

而不得不返航。

差点进退两难

战至傍晚，由于携带的弹药

消耗大半，卡尔逊下达撤退命

令，他自带20余人担任后卫，其

他人分乘来时的橡皮筏撤离，但

由于风向不对，大家费了半天气

力，仍然靠不上停在深水区的潜

艇，不得已退回岸上。更不幸的

是，大多数人的武器都在与风浪

搏斗的过程中丢失了！

面对进退两难的局面，卡尔

逊一边收拢队伍，死守岸滩，一

边派出大量侦察兵了解敌情。经

过再三核实，岛上日军确实所剩

无几。于是，卡尔逊自带一支巡

逻队前去搜索，结果除了击毙两

名落单的日本兵外，再未发现任

何有威胁的目标，岛上的日本军

营已是一片狼藉。美军突击队员

的胆气更足了，他们仔细搜索日

军遗留的文件、地图，同时分出

人手破坏岛上的日军通信站、油

库等军事设施。

8月 18日一整天，日军除了

派出飞机对马金岛上的美军突击

队进行袭扰外，并无别的动作，

卡尔逊也安下心来，与负责接应

的两艘潜艇取得了联系。当天晚

上，“舡鱼”号和“鹦鹉螺”号

潜艇再度靠近岸边。20时30分，

卡尔逊登上最后一艘小艇，离开

布塔里塔里环礁。23时30分，最

后一批 72 名突击队员回到潜艇

上，全体向珍珠港返航。

电影扩大宣传

回到珍珠港的卡尔逊和他的突

击队员们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卡尔

逊还获得海军十字勋章，被媒体广

为报道。据统计，美军第2突击营

在行动中共有 21人阵亡，击毙了

超过150名日军，同时缴获大量日

军机密文件，从战术角度来说算得

上一次成功的突袭战斗。

从战略角度上来说，马金岛

突袭对提升太平洋战区美军士气

产生积极的影响，并为以后的军

事行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1942

年 11 月至 12 月，卡尔逊率领的

美军第 2突击营参加瓜岛地面作

战，面对躲进密林的 2500名日军

，他们充分发挥机动灵活的战术

特点，歼灭了超过千余名日军，

而己方仅阵亡16人。

有意思的是，1943年，好莱

坞以马金岛突袭为蓝本，拍摄了

一部名为《Gung Ho》（中文片

名译为《喋血马金岛》）的电影。

“Gung Ho”源于汉语“工合”，

系当时中国敌后根据地里盛行的

生产自救、支援抗战运动，卡尔

逊把这一精神融入美军训练中，

当士兵们对命令齐声回应“Gung

Ho”时，就表示“一同奋战，一

定做到！”这一口号借着电影的

东风，很快成为美国海军陆战队

的训练口号和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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