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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 擴展我的醫療業務 
為更多好夥伴帶來重生的機會

利用適合您企業的信貸和個人指導 
讓發展事業充滿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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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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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秦鴻鈞 ）無
論在何種年代，何種年齡，命
理的話題是大家永遠取之不盡
，興味盎然的話題。美南電視
自從今年 四月明明師曾百森
的節目 「 易理乾坤，奇門遁
甲 」 ，之後，已於上 周一起
， 晚間七時半至八時，再推
出台灣命理界的泰斗--- 命
理界2015 年台灣百業達人獎
的得主金凱老師的 「 掌中奇
門」 節目，今晚將播出第二
集。金凱老師除了在台灣命理
界享有興盛名外，他還有30
幾年外商公司高階主管的經驗
，及得過全球總裁獎，相信以
他個人的人生體驗及對命理的
素養，必然對所有觀眾的人生
規劃及視野有所啟發，敬請屆
時準時觀賞，並歡迎來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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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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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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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這次來到休士頓，跟
各位觀眾朋友結緣，幫觀眾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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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巿公司集團的CEO 到命理界2015台灣百業達人獎得主
金凱老師主持美南電視 「 掌中奇門 」 節目，將於今晚七時半播出第二集

金凱老師（ 右 ) 主持的美南電視 「 掌中奇門」 節目，將於今
晚七時半播出第二集。（ 左 ） 為其助理珊珊。（ 記者秦鴻
鈞攝 ）

隨著中美博弈的形勢變化以及美國
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恐慌, 在美華裔專家
正在更多地成為中國威脅論的犧牲品。
有文件顯示，在2013年以來提出的經
濟間諜起訴中，有超過一半的案件都與
中國有關。前有李文和, 近有郗小星，
陳霞芬等被FBI無端起訴。雖然最後撤
訴，但還是給當事人的工作，生活和名
譽造成了極大的困擾和損害。

這些遭遇看似遙遠，但如果你在工
作中會接觸到任何公司或國家機密，都
有可能成為下一個受害人。

為了幫助華人了解到在這種形勢下
如何保護自己和維護自己的權利，在百
人會帶領下，HCA有幸協辦 《保密及
經濟間諜講座》。組織者們還邀請到了

郗小星，陳霞芬本人分享他們的經歷。
活動免費但必須預先註冊，請點擊

下面的鏈接了解更多詳情並註冊：
https://www.eventbrite.com/e/

trade-secrets-and-economic-espi-
onage-tickets-28565214325

或: http://tinyurl.com/zvo4mcc
Location: Rice University, Dun-

can Hall, McMurtry Auditorium
6100 Main, Houston, TX 77005
Date: Saturday, November 5 , 3:

30 PM – 5:30 PM
歡迎踴躍參加和轉發！
休斯敦華裔聯盟 (Houston Chi-

nese Alliance )

華裔如何不做間諜案犧牲品
HCA敬請您參加週六11／5 保密及經濟間諜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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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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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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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方快車外表和普通火車外表一樣，是因為以前只接待國家
領導人，為了保證安全性而特別要求外表不要突出。零部件是德
國奔馳公司製造，車體是加拿大龐巴迪公司製造，全封閉車廂且
保持最舒適人體溫度，火車上睡覺感覺平穩，不會太感覺啟動的
顛簸。

每節車廂有8個包廂，每節車廂頭尾都有洗手間，洗澡是到

專門的沖涼車廂享用，並可以提前預約，避
免排隊等候。全中國的列車只有東方快車配
有專門的沖涼車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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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方快車共承載160位客人，另設70位服務人員，未含導
遊及領隊，即平均兩人就有一位工作人員提供服務，每次下車均

有專人收拾房間及新鮮水果供應。
東方快車有專門的餐車，並附設國家特級廚師一名及高級廚

師四名，列車上用餐4人一桌，正餐期間免費提供紅酒、啤酒、
飲料及餐後水果。

凡乘坐東方快車將會得到由列車長親筆簽名的《中國東方快
車乘車證書》，世界上獨一無二，永久紀念。

2017 中國東方快車
暢遊西藏及古絲綢之路豪華專列！國家元首待遇！

無購物 純玩 豪華 經典 超值 4條經典線路可供您選擇
12月31日前報名立減$100/人

中國鐵道部專列,全球收客,餘位不多,報名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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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鎮陶瓷研究所精品展跳樓大甩貨
折扣高達90% OFF！

（本報記者黃梅子）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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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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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展銷的數十件景德鎮陶瓷研究所保存的
一比一老釉宮廷陶瓷中，有幾件是上個世紀70代輕
工部為海外巡展特別制作的高仿作品，歷代宮廷陶
瓷監制羅老三傳人的老料仿古青花瓶工藝高超，做
工精細，厚重莊嚴，大氣磅礡，讓人眼界大開。大
師作品，可作為傳世珍品收藏，不可錯過。

此次精品還有不少氣派恢弘的紅木家俬，難得
的是幾件上品海南黃花梨根雕，還有各種越南黃花
梨家具套組、大型博古架、貢臺、五鬥櫃、大型沙
發組、餐桌組、貴妃床等。各種金絲楠木大型根雕
茶臺、中型茶盤、小型果盤、平安扣、鎮紙等，各
種黑檀木茶盤，應有盡有。本次精品展出現的各種

和田玉精美擺件也是休斯頓首次亮相，品味不亞於
國內官家收藏。

另外，本次展出的精品還包括金絲琺瑯描金開
光八駿圖瓷板畫、景德鎮陶瓷研究所陶瓷名家的各
種作品、蘇繡名家精品刺繡等均屬上品
，讓你愛不釋手。整個精品展上萬件精
品前所未見，等你收藏。因場地馬上到
期，現跳樓大甩貨，折扣最高達90%
off，機會難得，不可錯過這個收藏買進
的大好時機。

此次景德鎮陶瓷研究所展覽的負責
人梁先生是古董瓷器和玉器專家，為感
謝海外華人華僑和熱愛中國精品的人士
的關愛，可以對您收藏的古董免費鑒定
。感興趣者可以直撥梁先生的手機電話
832-412-0038。

中國紅木家私景德鎮陶瓷研究所精

品展
地址：914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77036(中國
城惠康超市旁邊)
電話：832-412-0038

瓷板畫越南黃花梨五斗櫃

金絲楠木茶台、越南黃花梨家具越南黃花梨博古架

越南黃花梨沙發

越南黃花梨圓餐桌

越南黃花梨貴妃榻

本報記者黃梅子報導

本
報
記
者

秦
鴻
鈞
報
導

亞美舞蹈團第十一屆“錦繡中華”舞蹈晚會（一）

德州眾議員吳元之給亞美舞蹈團團長葉繼瑩，理事長 Janie Parker，頒
發褒獎令，表彰該團為弘揚中華文化作出的貢獻。

蘇燕妮、Jenny Xu 和Erika Zhou 表演活潑的苗族姑娘。

亞美舞蹈團團員Emily Wang，Jessica Shyi ，Megan Teo表演舞
蹈“傣源”為雲南傣族原生態舞蹈結合現代元素。描述三名傣
族女子祭祀求雨，運用傣族特色三道彎體現舞蹈的造型美感與
民族風格。

總領館劉紅梅副總
領事於亞美舞蹈團
“錦繡中華“舞蹈
晚會演出前致辭。

舞蹈“桃夭”，逃
之夭夭，灼灼其華
。整個作品中展現
了待嫁女子的羞澀
以及對未來的美好
期盼。

張翼翔自編自演的
“我不是魚”，步
伐輕盈，舞姿靈活
，不愧為優秀的青
年舞蹈家。

亞美舞蹈團新一代輕盈、飄逸、敏捷的舞姿，桃李爭妍，後繼有人。

被稱之為舞蹈界最美尤物的周麗君，
婀娜多姿，對舞蹈藝術的領悟，給觀
眾留下極深的影響和美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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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位成功攀登珠穆朗瑪峰女性病逝
享年77歲

据外媒报道，当地时间 20日早上，全

球首位成功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日本女子田

部井淳子，因腹膜癌在埼玉县的医院与世

长辞，享年77岁。

据报道，田部井淳子于福岛县出生，

毕业于昭和女子大学。

1975年 5月，当时 35岁的田部井淳子

以日本女子登山队副队长兼攀登队长身份，

成功从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成为全球首

个成功作此创举的女性。

在登顶前的 12天，她在登山途中遭遇

雪崩，被埋在雪下，一名向导把她挖出

来，她继续登山。

此外，个子娇小，身高不过 1.5米的田

部井淳子更于 1992年成为首个攀登七大洲

最高峰的女性。

田部井淳子的家人说，她患有腹膜癌

已经四年，10月20日病逝于埼玉县的医院。

2012年，田部井淳子接受采访时曾表

示，她对人们对自己登山的看法感到骄傲。

她说：“1970年代的日本，人们普遍认

为男人出外工作，女人该呆在家里”，“即使

那些有工作女人，也只是给别人倒茶而已，

女人在工作上升职是无法想象的。”

美國大叔欲駕“草船”
橫渡太平洋全程1萬海裏

昔有达摩祖师“一苇渡江”的传说，

今有美国大叔“一苇渡洋”的冒险。美联

社 20 日报道，现年 51 岁的美国探险家菲

尔 · 巴克计划驾驶玻利维亚土著人用芦苇

制作的“草船”，明年2月出发，横渡太平

洋。

芦苇船“比拉科查3”号将从智利北部

入海，开启这场“复古”跨洋之旅，预计

用6个月的时间抵达澳大利亚。这艘三桅帆

船长约 18米，正在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建

造，已经接近完工。它由生活在南美洲最

大淡水湖的的喀喀湖的艾马拉人用古法编

织而成，耗费数吨干燥后的托托拉芦苇。

为了印证先人的航海能力，船员的生

活也将效仿古人，譬如使用竹制容器装

水，吃藜麦、土豆和鱼类。不过，根据法

律，船员必须携带全球定位卫星和导航系

统。航行中，他们会通过社交媒体对每日

情况进行更新。

“比拉科查 3”号起航 60 天后，将在

波利尼西亚的芒阿雷瓦群岛首次停靠，之

后将驶往塔希提岛，最后抵达澳大利亚东

部城市悉尼，全程大约1万海里。

巴克有过两次跨洋航海经历。2000年，

他成功驾船从智利港口城市阿里卡行驶

3500海里，抵达复活节岛。2003年的航行

中，巴克把终点设在澳大利亚，由于船只

中途受损，挑战以失败告终。

宇航員在國際空間站的
每一天都是咋過的？

中国航天员景海鹏和陈冬

19 日顺利进驻天宫二号。为期

30天的太空驻留生活如何更舒适？

曾在国际空间站驻站的美国华裔

宇航员焦立中和俄罗斯齐奥尔科

夫斯基航天研究院院士亚历山

大· 热列兹尼亚科夫给出了答案。

问：如何在国际空间站度过

一天，周末能休息吗？

焦立中：正常情况下，每一

天的开始是和地面任务控制中心

开一个短会。短会主要是讨论当

天的活动。每个宇航员随后按照

各自的日程安排开始工作，内容

包括实验操作、维修维护任务、

吃饭、短暂休息以及锻炼。每一

天结束时，宇航员还会与任务控

制中心再开一个短会。

周末时工作相对轻松，遇到

重大假日我们确实会有一些休息

时间。

10 月 19 日凌晨，神舟十一

号飞船与天宫二号自动交会对接

成功。这是神舟十一号飞船与天

宫二号组合体飞行模拟画面。新

华社记者琚振华摄

问：在太空生活有什么小技

巧，空间站上宇航员可能面临的

最常见问题是什么？

焦立中：对我来说，最常见

的问题就是努力别丢东西。所有

东西都必须固定在安全的地方，

通常是用尼龙搭扣或橡皮筋固

定。但如果有人撞到某件物品，

那么这个物品就有可能摆脱束

缚，就丢掉了。多数丢失的东西

都可以在空气过滤器那里找到，

但有时一些东西可能好久都找不

到，甚至永远找不到了。

问：什么东西会永远找不到？

对空间站或宇航员会有危险吗？

焦立中：什么都有（可能永

远找不到），从一些小零件，到

个人物品如手表、铅笔，等等，

但不会构成危险。

问：长期太空驻留，怎么保

持心理和身体健康？

焦立中：每天有两个小时的

锻炼时间以保持身体健康。心理

健康就看个人了。我们多数人在

闲暇时间都是眺望地球和拍照。

我们也会写电子邮件或通过网络

电话和家人与朋友保持联系。

10 月 19 日，神舟十一号航

天员景海鹏和陈冬顺利进入天宫

二号实验舱。这是景海鹏（左）

和陈冬在天宫二号实验舱。新华

社记者琚振华摄

问：在特殊环境下长期太空飞

行会给宇航员带来哪些生理问题？

热列兹尼亚科夫：目前一些

国家已制定了一整套如何让宇航

员适应长期太空生活的方法，这

些方法可大致分为药物疗法和物

理方法。前一类方法主要是用各

种药物防止长期失重导致的骨钙

流失和器官异常变化，第二类方

法是通过多种体育锻炼消除某些

不良因素对健康的影响。

总的来说，在目前已完成的

太空停留任务中，各种可能出现的

人体生理问题均已基本获得解决。

问：空间站上做了很多很酷

的实验，这些实验有多重要？

焦立中：多数实验是生物医

学实验，这是因为我们真正需要

了解太空飞行对宇航员的不利影

响，并制定相应对策，保证宇航

员的健康。只有到那时，我们才

能成功实施时间比以前更长、距

离更远的任务。

问：在特殊环境下长期太空飞

行会给宇航员带来哪些心理问题？

热列兹尼亚科夫：与生理问

题相比，空间站长期考察组成员

的心理融合度问题要更复杂一

些。这类问题能否顺利解决，首

先取决于升空前地面的相关工作

是否做到位，要考虑每个宇航员

的性格特点是否匹配，还要精心

设计各种训练科目以检验他们的

融合度。

这些宇航员在太空中能否表

现出色，很大程度上由这些地面

工作所决定。在各国的长期太空

飞行记录中，曾数次出现由于宇

航员性格不合，导致飞行任务提

前结束的情况。但也有很多考察

组成员选配得非常合适，即便接

到延长任务时间的指令，这些宇

航员的工作能力也没有受到影响。

问：在太空中出现抑郁问题

怎么办？

热列兹尼亚科夫：在长期太

空飞行中对抗抑郁的方法就简单多

了，只需把日常工作安排得尽量充

实，不要留出太多“想心事儿”的

时间就行了。在我的研究生涯中还

没碰到一起因宇航员长期抑郁影响

飞行任务的事例，有些宇航员可能

会在一两天内出现忧郁情绪，但此

后他们的状态都会步入正轨。

西班牙62歲老婦人工受孕誕下女嬰
稱懷孕使其更年輕

据英国《每日邮报》10月 18日报道，

西班牙加利西亚62岁的老媪莉娜· 阿尔瓦雷

斯(Lina Avarez)在医生的帮助下进行了第 3

次人工受孕，剖腹产生下的女儿目前已经

出院。她站在卢卡斯奥古斯都医院前接受

采访时喜极而泣。

莉娜因高血压住院观察后，女儿的出

生时间比预产期提前了两周，出生时体重

仅为 5.2磅(约 2.3公斤)。她住院一周后即可

出院，并接受媒体们采访，她说：“这对

我而言意义重大，感谢这珍贵小生命的出

现。”并表示现在想静静享受和女儿的快

乐时光，来自家人的支持对她很重要。但

她上个月宣布通过体外受精怀孕8个月的事

在西班牙国内引发激烈争论，人们纷纷呼

吁限制妇女接受生育治疗的年龄。

莉娜过去通过生育治疗分别诞下现年

28 岁和 10 岁的儿子。但大多数妇产科医

生表示没法帮她进行第 3次受孕，所以她

最后去了马德里就医。马德里的医生在

她所有测试结果良好的情况下，植入了

胚胎。尽管受孕几率不大，但莉娜最后

还是诞下了女儿。因为这件事，她感觉

到自己有了第二次机会，怀孕使她更年

轻、更强健了。

莉娜昨天表示，她接到了世界各国的

好心人的祝福及想要咨询相关治疗信息的

电话。但到目前为止，她拒绝透露任何相

关信息。她说：“我能说的就是，想要做

母亲的女性们都可以上网搜索，找到能帮

助她们的医疗机构。”

目前世界上最高龄的母亲是印度的达

晶德· 卡尔(Daljinder Kaur)。她经过两年的

体外受精治疗后，于 70岁(2015年)时生下

体重 4.4磅(约 2公斤)的孩子。英国最年长

的母亲是英国萨福克郡的伊丽莎白 · 阿德

尼 (Elizabeth Adeney)，她在乌克兰接受了

体外受精治疗后，于 66岁(2009年)时诞下

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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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人类这种生物在地球上

出没以来，地球上就从来没少过

鬼故事。尽管大部分鬼故事都很

扯淡，但有一些故事却十分真实，

比如有人亲眼看到、有视频录下

来、或者有图有真相。这样还不

能让你相信这世上真的有鬼的话，

看看下面十个美国历史上最著名

的超自然事件。看完别尿啊……

林肯的预感

关于林肯的死，人们又很多

种版本的说法，其中流传最广泛

也最可信的一种说法是，林肯在

被刺之前，做梦时已经有了预

感。林肯告诉自己的好哥们儿希

尔拉蒙，他梦见自己的葬礼在白

宫的东厅举行，葬礼上宣布总统

是被暗杀的。而就在几天之后，

林肯就真的被暗杀了，他的葬礼

真的就在白宫东厅举行！而且接

下来几年中，不止一名政要声称

在白宫看见了林肯的魂魄。显

然，林肯把白宫当自己的家了。

特拉维斯.沃尔顿绑架事件

特拉维斯.沃尔顿是一名伐木

工人。1975年11月5日,他和同事

正驾车在盘山公路上。他们突然

看见道路旁一道闪耀的白光。在

穿过右侧的一片开阔地之后，他

们惊呆了，这时那个光源已经完

整地呈现在了众人的眼前。那是

一个碟形的发光物体，它正在废

柴堆上空 15 – 20英尺高的位置

盘旋，物体发射出米黄色的光。

这个物体宽 20英尺，高 8英尺，

中间有一个环状的突起物。没有

人下车，只有沃尔顿一个箭步冲

了下去。沃尔顿说，开始他就是

想在他们面前炫耀一下，觉得这

东西一定会在他靠近之前飞走。

但是他走近以后，发现那东西根

本不像要飞走的样子，便决定立

刻离开。但当他站起来，转身往

回跑时，这个碟形发光物发出一

束蓝绿色的光击中了他的头部和

胸部。沃尔顿感到如同被高压电

击中一样，一阵眩晕，之后他感

到全身都麻木了，头部和胸部尤

其明显，很快他就丧失了意识，

之后来就不省人事，什么也不知

道了。他的同伴们看到沃尔顿居

然被那束光裹起，在被抬起一英

尺之后，被突然甩到了10英尺开

外的地方，左肩着地，身体软软

地瘫在了地上。然后，沃尔顿被

飞碟带走，随着飞碟失踪得无影

无踪。直到五天后，沃尔顿才发

现自己在一个公路上，他通过电

话亭联系了工友，人们才找到了

他。沃尔顿向人们叙述了他在飞

碟上遇到的让人震惊的离奇故

事，而且他坚信自己只离开了几

个小时。

俄亥俄州加油站闹鬼事件

加油站的视频监控显示，有

一团蓝色的烟雾一直盘旋在加油

站附近，让监控人员奇怪的是，

这团雾一直慢悠悠的似乎漫无目

的飞行。很多看了这段视频的人

都坚信这就是鬼魂，不过目前官

方没有做出任何解释。有兴趣的

童鞋可以网上搜一下这段视频，

不要吓到啊！

长春花园的鬼魂克洛伊

这座位于 Francisville 的长春

花园已经有 215 年的历史。1796

年，大卫.布拉德福德将这座花园

留给了他女儿沙拉和女婿克拉克.

伍德拉夫。这座花园经常闹鬼，

其中最著名是克洛伊。据说，克

洛伊是花园工作的一名奴隶，又

一次，克洛伊被男主人克拉克强

奸，并在挣扎中掉了一只耳朵。

愤怒的克洛伊在花园里用有毒的

夹竹桃叶子来烤面包，试图毒死

克拉克，却没想到把沙拉和她女

儿毒死了。克洛伊非常害怕，于

是便跳进密西西比河中淹死了。

她的鬼魂就在这所花园中，时不

时露个脸刷下存在感。

新奥尔良法国区的蒙特莱昂

酒店鬼魂

新奥尔良是全美国幽灵目击

事件出现最多的地区，被认为是

美国最恐怖的城市。坐落于法国

区皇家街214号的蒙特莱昂酒店则

是奥尔良闹鬼事件发生最多的地

方。很多人反映，在晚上八点钟，

都看到有鬼魂在酒店大厅出没。

阴魂不散的斯坦利酒店

不止一名目击者说，他们看

到有鬼魂在舞厅里弹钢琴、在走

廊里散步，甚至还听到了孩子们

的笑声和奔跑的声音。然而真正

让这家酒店成名的是它的 217号

房间，因为《闪灵》编剧斯蒂

芬 · 金和他的妻子曾在这里入

住，并在这里得到灵感，写出了

《闪灵》，而且电视剧版的《闪

灵》还在这里取景拍摄。这更是

让斯坦利酒店名声大噪，成为著

名的闹鬼酒店之一。

比亚.帕拉的转世

伊恩 · 史蒂文森博士是最著

名的受人尊敬的科学家之一，重

点研究轮回现象和超自然现象。

他最著名的案例是一名名叫

Swarnlata Mishra 的 女 孩 。 在

Swarnlata三岁时，她开始向人们

诉说一个叫比亚.帕拉的人的经历

和故事，在 Swarnlata时，终于引

起了史蒂文森博士的注意。史蒂

文森对小女孩的故事进行了比对，

竟然验证出一个惊人的结果，小

女孩的诉说中至少有50个事实是

现实存在的。比如 Swarnlata竟然

知道比亚.帕拉的家在 100英里以

外的某地，而小女孩跟对方没有

任何交集。比亚的前夫听说了这

件事，他带着两个儿子和九个镇

上居民来看望“比亚”。Swarn-

lata 刚一见到他们，就叫出了比

亚一个儿子的乳名，而且能够正

确的认出他们中的每一个人。

丽齐博登的房子

1892 年 8 月 4 日，On 4 Au-

gust 1892,安德鲁和艾比博登夫妇

在自己家中被杀害，安德鲁的遗

体是他女儿丽齐在卧室里发现

的，妻子的遗体则是在楼上的客

房中。丽齐还发现他们两都是被

斧子劈中致死。警察怀疑这一切

其实就是丽齐本人干的，不过最

后证据不足，丽齐被无罪释放。

直到 1927年，丽齐患肺炎身亡。

如今，丽齐博登的房子变成了一

个旅馆和博物馆，这是美国闹鬼

最多的房子之一。欧许多游客反

应在房子周围看见了鬼魂的存在，

而且在艾比博登死的房子里，还

看到了一些不寻常的东西……

Anneliese Michel驱魔事件

1968 年，年仅 16 岁的 An-

neliese Michel开始遭受癫痫的折

磨，并且在接下来五年中越来越

严重。她时常会产生幻觉，能够

看到鬼魂对她说她该死，她开始

变得不能容忍任何宗教仪式和符

号，包括圣水。大部分时间内，

Anneliese Michel被认为精神出了

问题，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直

到 1975年，她的家人对传统意义

上的医学治疗已经失去了信心，

转而向天主教堂寻求帮助。天主

教堂一共为Anneliese Michel进行

了多达76次的驱魔仪式，相信者

能够帮助她。可是Anneliese Mi-

chel却拒绝进食，最后饥饿而死。

根据驱魔录音带上的录音可以得

出，Anneliese Michel用的是极富

变化的声音说话而且一再地突然

大喊。她用的那些粗鄙，下流的

表达方式被那些驱魔士归结为魔

鬼。驱魔士声称，那些化身为

Hitler或Nero (古罗马一暴君) 的

人形的魔鬼也对这姑娘造成了影

响。

田纳西州的贝尔女巫

田纳西的案件，是美国历史

上唯一一起官方承认的冤鬼索命

致人死亡的案件，也是美国流传

最广泛的闹鬼事件。19世纪初，

农民约翰 · 贝尔一家从北卡罗莱

那州搬到田纳西州的红河镇，

1818年，约翰•贝尔看见玉米田

里有一只形状古怪的狗，开枪打

中了它，但当他上前捡拾那只狗

的时候，却什么也没有看见。几

天后，贝尔跟两个儿子一起。看

见橡树高处有只怪鸟贝尔瞄准怪

鸟开了一枪，它似乎掉了下来，

但两个儿子跑到树下时，仍然什

么也没有找到。是夜，贝尔家的

屋子中成了噪音的源头：敲窗，

挠门，踏地板，就连床柱上也出

现了被老鼠啃过的痕迹。再后来，

贝尔家的小女儿贝特西在卧室中

突然遭到莫名力量的袭击，被无

形的力量扯着头发吊在半空中尖

叫，她的父母看着饱受折磨的孩

子却无计可施。结果事情越传越

大发，全美的法师和术士都开始

云集这个原本静谧的小镇，争相

施展“驱魔”之术，但是“恶灵”

没有驱走，反而是法师和术士们

一个个落荒而逃。乡野间有些超

自然的传说本不足为奇，但是安

德鲁 · 杰克逊的到来彻底改变了

这件事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

这位未来的美国总统(第七任)当

时还是位叱咤风云的将军，听到

这种“假语村言”自然不肯相

信，径直前往贝尔家的大宅子里

去降妖除魔，结果被吓得屁滚尿

流，连滚带爬的逃出了小镇。杰

克逊总统日后有句名言：“我宁

可对付一整支英国舰队，也不愿

意在贝尔家哪怕只呆一晚。”

总统的金口玉言自然成了贝

尔家闹鬼事件的最佳广告语，此

事自此闻名全美，而杰克逊总统

日后还专门组织了一个调查组旧

地重游，意图找出真相，而这个

调查组的报告后来也结集出版，

但是对超自然的问题还是没弄出

个所以然来。

后来，约翰•贝尔发现所有

现象的源头都指向了自己的邻

居，一个被公认的女巫：凯特•

巴兹，自己曾和这个女人因为一

些生意上的事情而交恶。凯特也

因此诅咒了约翰和他的家庭。事

实上，虽然约翰没有遭受贝特西

那样的折磨，但是他的健康状况

在恶灵侵扰后的四年中的确每况

愈下，最终不幸辞世。但也有人

称约翰是被毒药谋杀的。尽管约

翰死了，但是恶灵还是恶毒的说

出了诅咒：七年之后，我还会来

复仇!之后的小镇平静了下来，七

年之后的复仇也迟迟没有到来。

但美国是个法制国家，凡事

必须走法律路线，当约翰 · 贝尔

向法庭起诉后，并没有证据能证

明巴兹施法加害过贝尔家(毕竟那

时已不是宗教裁判所一手遮天的

中世纪了)。四年以后，健康状况

每况愈下的约翰 · 贝尔辞世，法

庭将这桩案件裁定为“冤鬼索命

致人死亡”，这便是美国历史上

大 名 鼎 鼎 的 “ 贝 尔 女 巫 事

件”——美国是一个判例法国家，

法庭做出的认定自然具有权威效

力，而这也是唯一一桩美国官方

承认的超自然灵异事件。

直到135年之后，恶灵回来了，

而且从此一步不离，甚至很多来此

的游客也成了它袭击的对象。

爲什么美國孩子特別強壯？中美文化不同孕婦禁忌也差異太大
中美文化差异不少，从孕妇

孕期的习惯就可见一斑

怀孕前：美国孕妇提倡运

动，中国孕妇尽量休息

在备孕期，中美孕妇都会吃

叶酸、体检等，但是不同的是美

国女人在备孕前会尽可能的进行

中等强度运动，跑步、游泳、骑

单车等。而中国的老人们则会告

诫称，要尽量多休息。另外，美

国孕妇还会检查牙齿，保证牙齿

健康。但中国孕妇对牙齿的保健

意识不强，一般不会去看牙医。

孕期：美国孕妇依旧运动，

中国孕妇避免干重活，干脆不动

以安胎

美国的妇产科医生常常鼓励

孕妇运动，因为准妈妈在运动的

时候，肚子里的宝宝依旧也在运

动，但是中国孕妇一旦怀孕，别

说运动了，很多人连家务都不做

了，恨不得一天20个小时都躺在

床上安胎。

美国孕妇：宠物照养中国孕妇：

很多人借机抛弃家中狗狗和猫咪

据果壳网报道，中国人一直

深信养猫会导致流产。要孩子还

是要宠物？这是很多年轻城市女

性曾经、正在或者将要面临的问

题。问题的核心则是一种绝大多

数人只闻其名从未见过真容的寄

生虫——弓形虫。很多准妈咪和

预备役准妈咪都被告知过，她们

的宠物很危险，因为会传播弓形

虫，而弓形虫是一种可怕的对胎

儿很不利的虫子。但事实上，感

染弓形虫确实可能给孕妇带来麻

烦，甚至引发流产。但感染弓形

虫的渠道有很多，猫（粪）只是

其中之一。其他动物不能向外界

散播弓形虫后代，可能的途径就

是吃下含有弓形虫活体的生肉。

做到不吃生食、厨房里的生熟分

开，很容易就能杜绝这个途径的

传染。而猫作为弓形虫唯一的主

动散播工具，也具有一定的时效

性——首次感染的最初两周。准

妈妈遇到这种危险猫咪的几率已

经是非常低了，加上注意不要接

触猫粪便，注意清洁和洗手，感

染的可能性会进一步降低的。弓

形虫这样的人畜共患病听上去好

像挺吓人，但其实更多的危险来

自于那些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

疾病。从这个角度说，各位准妈

咪床上那只两条腿走路的动物才

是你更该提防的。

美国孕妇：顺产缝完撕裂处

就可以在产房洗澡中国孕妇：坐

月子将就不洗澡不刷牙

据微博网友“火爸”在博客

中介绍到，中国人讲究坐月子，千

万不要以为传统的都是对的哦，

许多讲究其实都是胡说八道。

坐月子至少要“坐”42天，

而不是一个月！产妇分娩后，身

体各器官开始恢复到怀孕前的状

态，这段时间称为产褥期，但月

子里千万不能久坐不动或久躺不

动，这样对身体很不利！分娩后

在身体可以承受的情况下要尽早

开始下床活动！如果是顺产的

话，第二天就可以起床走动及进

行产后运动了。剖宫产的话，则

要咨询医生意见后，才可以开始

进行产后运动。

中国孕妇：滥用中药材

【中草药肾病】据网易报道，在

中医文化兴盛的中国，含有马兜铃

酸的药物可不少。2000年版药典

和国家药品标准记载的明确含马

兜铃酸的药材就有7种，分别为关

木通、广防己、青木香、天仙藤、

马兜铃、寻骨风、朱砂莲。

被批准上市的含马兜铃酸的

中成药更多。最多的时候，有超

过 100种含有马兜铃酸的中成药

在市面上流通，单是含有关木通

的中成药就有41种之多。

更糟糕的是，不少含有马兜

铃酸的中成药，例如龙胆泻肝

丸、青果止嗽丸、排石颗粒、喘

息灵胶囊都是非处方药，价格不

贵，用途又广，用于清热、止咳、

消炎等常见病，是药店里的常用

药，公众非常容易地就能从各大

药店买到。业内人士认为，曾经

用过含有马兜铃酸的药物，而自

己并不知情的消费者并不在少数。

直到 1993年，比利时学者发现，

一群年轻女性服用一种减肥中药

“苗条丸”后，出现肾脏的损伤。

奇怪的是，这种减肥药15年都没

有毒副作用报告，直至 1990年加

入广防己—广防己中也含有大量

的马兜铃酸。到 1999年，服用含

有广防己的中草药导致肾损伤的

病例达 105例，其中超过三分之

一的患者进入晚期肾衰竭阶段，

不得不接受肾移植或透析治疗。

【美国禁售含有马兜铃酸的

草药】

虽然美国本土没有发现马兜

铃酸致肾病的案例，仍然在 2000

年停止进口、制造和销售含有马

兜铃酸的草药。

考虑到这类中草药都含有马

兜铃酸，国外甚至称之为“中草

药肾病”。而中国学者也建议将

这一类的肾损伤称之为“马兜铃

酸肾病”。

中国孕妇喜欢相信一些不科

学的“坐月子”之道

美国孕妇生完了该干嘛干嘛，

而中国孕妇则有很多老人流传下

来的坐月子习俗，比如不吃蔬菜

瓜果，因为太寒凉；用米酒催奶

等等。事实上，这些所谓的习俗

对于新妈妈都是有害的，新妈妈

应该从蔬菜瓜果中摄入必要的维

生素，也不容易便秘和长痔疮。

而米酒因为含有酒精，则会对宝

宝的脑部发育有影响。

美国孕妇电脑手机照用不

误，中国孕妇怕辐射，很多人会

穿根本没有用的防辐射服。

一位网名为“嘉明妈妈”的

网友发帖子说，自己在美国看妇

产科的时候问医生有关孕期使用

手机的问题，美国医生差点没笑

喷，反问道，中国人那么注意孕

期的辐射问题，对于手机电脑微

不足道的辐射这么如临大敌，那

么中国那么严重的污染，为什么

不担心对胎宝宝造成伤害呢？”

简言之，空气、水资源的污染，

对于胎宝宝的伤害，远远超过手

机和电脑的辐射。不可否认手机

和电脑的辐射，但此微小的辐射

对于胎宝宝来说，几乎是感受不

到的。医学上所说，会造成胎宝

宝畸形的辐射，是指那些X光等

医学和工业的强辐射，对于任何

人都是有危害的。因此，中国孕

妇穿的防辐射服，除了让商家挣

钱外，没有任何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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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圖》身世傳奇：多次入宮 曾遭劫被調包

中国画里，哪一幅最有名？

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就是

《清明上河图》！

日前，湖南衡阳退休老人冯

树元历时12年雕出樟木立体镂空

《清明上河图》。事实上，围绕

《清明上河图》的各种再创作几

乎每天每时都在发生。而作为创

作源头的真迹《清明上河图》，

本身就是一个传奇故事。

1. 数不清的《清明上河图》

你知道吗？这世界上不知道

有多少幅《清明上河图》，仅仅

是全球各大博物馆中收藏的，

称得上是文物珍品的《清明上

河图》，就有几十种乃至上百种

之多。

热爱《清明上河图》研究的

日本作家野岛刚说：“画卷的形

式，以东西向的河流作为主体，

描绘两岸繁华的街景。比较夸张

地说，只要是符合这样的条件，

什么样的画都可能冠上《清明上

河图》的名衔。换言之，与其说

《清明上河图》是单一绘画的名

称，不如把它想成这是一种绘画

的类别，更容易理解。”

《清明上河图》是描绘一条

河两岸的情景。其实，《清明上

河图》画作本身也是一条河，历

朝历代中，无数同名的作品形成

了一条河流，它事实上成了古老

中国的一种文化现象，成了中国

文化的一个部分。

那么，这样一条河的源头

在哪里？也就是说，《清明上河

图》最早的画作在哪里？它的作

者是谁？它还在不在世间？如果

在世间，它又经过了怎样的传承

经历？

2. “没有错，就是它！”

1950年 8月的一天，位于沈

阳市中心东北博物馆（辽宁省博

物馆的前身，于 1959年改名）的

仓库里，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文

化处研究室研究员杨仁恺，像往

常一样进行他的工作。

那是新中国成立不久，战争

刚刚结束，新成立的人民政府得

以腾出手来整理长年战乱中遗散

的文物。而东北是一片富矿，当

年在伪满洲国政府垮台后，从伪

满洲国政府流出了大量绘画和陶

瓷到市场上，甚至有“东北货”

之称。而杨仁恺的工作，就是鉴

定、甄别人民政府搜集上来的这

些“东北货”。

这天，杨仁恺的面前摆着三

个画轴，收集它们的工作人员用

文字注明，它们都叫《清明上河

图》。

这毫不奇怪，正像我们前面

所说，中国的《清明上河图》太

多了，杨仁恺见这类东西也见得

多了，丝毫不会给他的内心带来

什么波澜。

打开第一幅，一看就是低劣

的赝品，几乎毫无价值。

打开第二幅，杨仁恺内心兴

奋起来，有点血液上冲的感觉，

“一看就是好东西”。杨仁恺凭

借丰富的书画鉴定经验，认为这

是明代的作品，品质相当好，有

可能是明代大画家仇英的真迹！

当然，这还不能马上判定，先选

到“收藏”这一边吧。

第三幅，还会有惊喜吗？画

面徐徐摊开，杨仁恺突然“背脊

感到一阵凉意”，他不由得大叫

一声“就是这个！”

当然，判断《清明上河图》

真迹，绝不是一个人的直觉那么

简单，要经过很多专家的大量考

证、论辩。这个过程是很复杂

的，我们就只把结论告诉读者吧。

如果非要钻牛角尖，大约还

不能百分之百地说这就是《清明

上河图》的源头真迹，但是专家

们已经获得一致意见了，“没有

错，就是它！”

杨仁恺那一天的工作也因此

名留青史。

3. 为什么会在这里？

很显然，这个真东西是从清

宫里流出来的。

知道一点近代史的人都清

楚，1912年清政府倒台，中华民

国政府为了避免增加情势的混

乱，允许末代皇帝溥仪留在紫禁

城宫内。

旧宫廷的费用开销相当大，

溥仪采用了和很多破落子弟相同

的办法，就是“变卖家产”。

不过，这些所谓“家产”，

是不是溥仪的私有物，存在很大

的疑问。现在公认的意见，溥仪

当年的这种做法就是“盗窃”。

溥仪用“恩赐”的名义，把

宫中的很多珍贵文物交给弟弟溥

杰，偷偷地一点一点拿到市面上

卖。依据后来发现的《恩赏目

录》，至少有一千件以上唐代

到清代的贵重字画由溥杰运出

去。目录中也包括数个版本的

《清明上河图》。

这些文物先是运到天津，

除了被变卖的部分外，溥仪就

任“满洲国皇帝”的时候，都

带到东北长春新的“皇宫”中

去了。日本战败投降的时候，

溥仪仓皇奔逃，随身一直不忘

携带一些珍品文物以作“资本

”，逃难路上，这些文物也一

路散失，最后仅存的一部分，

也在沈阳机场和溥仪一起做了

苏军的俘虏。

这是 1945 年的事情。战乱

之中，直到 5 年后的 1950 年，

《清明上河图》真迹才进入杨

仁恺的视野。

5年里，这件稀世之宝经历

了怎样的命运？是当年一直带

在溥仪身边直到被苏军扣押，

又被苏军移交给东北民主联军

？还是散失在民间，后来被人

民政府收缴？兵荒马乱的年月

里，没有留下任何记载，以致这

段空白全不可考。

其实，这只是这幅《清明上

河图》遭遇的最近一次劫难，现

在我们已经知道了，这幅名画在

它诞生后的 900多年间，经历了

不知多少更大的劫难。

4. 第一次入宫和遭劫

在现存的这幅《清明上河

图》题跋当中，能见到最早的是

金代人张著的题跋，这样写道：

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

（按：今山东省一带）人也。幼

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

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

桥、郭径，别成家数也……

这是关于这幅画唯一流传下

来的作者介绍。从中可以了解

到，张择端乃北宋翰林院的翰林。

与此相对照，明代著名的文

人董其昌曾在其《容台集》中，

对《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做了如

此推断：“乃南宋人追忆故京之

盛，而寓清明繁盛之景，传世者

不一，以张择端所作为佳。”看

来，当时的人们多半以为张择端

是南宋人。

中国有很多著名的大画家，

然而中国第一名画的作者，却是

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人物，除了寥

寥这几条文字，史书上找不到关

于他的任何记载，也没有任何他

的其他作品流传下来。

现在的人们，多半采信金人

张著的第一手材料，认为张择端

是北宋人。

虽然名不见经传，但作为翰

林毕竟有接近皇帝的便利条件。

据说张择端把这幅画献给了当时

的皇帝宋徽宗。

宋徽宗对这幅画的评价是什

么，不知道。不过据说他用他著

名的瘦金体，在画轴的开端上，

写下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

并印上了双龙小印。

倘果真如此，不但可以说明

宋徽宗对这幅画的喜爱和重视，

也可以确证这幅画的作者年代。

但遗憾的是，现存的这幅画中，

并没有宋徽宗的题名和印记。有

人说，这可能是在数百年的流转

中，遗失了。

从金人张著题跋可以推测，

1126年，金兵大举南下，直抵汴

京。金兵破城以后，把宋徽宗、

宋钦宗二帝，以及各种文物、图

书、档案、天文仪器和技艺工匠

等全部掳掠而走，史称 “靖康

之变”。《清明上河图》大概也

就是在这个时候运到了金的首都

燕京（现在的北京）。

不过金朝统治者对这幅画卷

兴趣不大，它第一次流落到了民

间，并被官阶不很高的张著占有

过，留下了这幅画上的第一段题

跋。

5. 第二次入宫后被调包

蒙古人灭金吞宋，建立元朝

之后，统治者到处搜刮财宝，

《清明上河图》再次进入宫廷，

为皇家所有。

不过，元朝统治者喜欢“弯

弓射大雕”，对书画这类雕虫小

技并不太在乎，管理上也没那么

上心，这就给鸡鸣狗盗之辈留了

空子。

元代后期的至正年间，宫内

有一个装裱匠看上了它，趁装裱

这件作品的时候，使了个调包

计，用一个临摹本把真本偷换出

宫，悄悄地卖给了某位贵官。这

位贵官后来被派到真定（今河北

省正定）驻守，负责保管这幅画

的家臣，又偷偷把它卖给了杭州

人陈某。陈某保存了数年，因为

家里窘迫，想得到一笔钱用，并

且又听说这位贵官快要从真定回

来了，害怕事情败露连累到自

己，因此急急忙忙要找一个买

主，将其秘密卖掉。恰好这时寓

居北京的江西泰和人杨准，是个

博雅好古之士，在京搜访古名家

笔迹，得到这个消息，倾囊中所

有，以重金买了下来。

杨准得到《清明上河图》是

在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

杨准不久即回到老家。画也随他

到了南方。杨准得到这一作品，

不胜自喜，第二年在家乡，就把

得到这一名作的经过详详细细地

记录在图后的尾纸上。《清明上

河图》第二次从皇宫里被偷盗出

来的细节，就这样清晰地被记载

了下来。

元朝很快灭亡了，天子换

了，而这幅《清明上河图》仍然

在民间流传着。

6. 被大奸臣严嵩惦记上了

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

《清明上河图》转到兵部尚书陆

完的手里。据说，陆完死后，他

的妻子王氏知道丈夫深爱这幅

《清明上河图》，就把这幅画藏

在枕头中，每晚睡在这枕上，视

如身家性命，连亲生儿子也不得

一见。

陆夫人有一娘家外甥王彪，

擅长绘画，更喜欢名人书画，便

挖空心思向夫人央求借看《清明

上河图》。反复恳请后，夫人勉

强开出条件说：“只能看，不许

带笔砚进来。”

王彪欣然从命，往来两三个

月，看了10余次以后，凭着记在

心中的印象，竟也临摹出一幅有

一定水平的《清明上河图》。

当时专权的大奸臣严嵩正四

处搜寻《清明上河图》，都御史

王忬为了巴结他，就花费五百两

白银从王彪手中购得这件仿品，

当作真品献给严嵩。

心中大悦的严嵩开席宴客，

并向宾客展示《清明上河图》。

但是装裱匠却在宾客面前爆料说

这幅是赝品，泼水在图画上，洗

掉伪装古色的药剂。

王忬本意是要巴结人，谁知

却得罪了人。后来王忬因为打仗

战败而被处死，不知是否也和这

段与严嵩的过节有关。

此时，画已被陆完的儿子卖

至昆山顾鼎臣家，但严嵩终于还

是顺着这个线索，如愿从顾鼎臣

那里索来了真画。

7. 第三次入宫和再失窃

隆庆皇帝时，严嵩父子失

势，家产被查抄。《清明上河图》

再一次被收入了皇宫。

现存的《清明上河图》中，

在明嘉靖三年（1524年）陆完题

跋后，紧接着就是明万历六年

（1578年）太监冯保的题跋，两

跋相距 54 年。在这 54 年中，

《清明上河图》已五易其主，即

从陆完家到顾鼎臣家，再到严嵩

家而入内府，然后落到冯保手里。

然而，太监冯保是如何得到

这幅珍品的呢？如果是得自皇帝

赏赐，冯保一定会大加宣扬，然

而冯保对此却一字不提。专家们

的一致意见是，冯保获得此画并

题跋，一定是来自于他的偷窃！

从冯保的人品及职位便利

看，都支持他偷窃的假说，这里

不及一一细说。冯保后来也因作

恶太多，被皇帝查抄了家产。但

是，在查抄的冯保家产中，并没

有《清明上河图》这幅画。

很显然，在被查抄家产之

前，冯保就把这幅画秘密脱手获

利了。而且很可能为了掩人耳目，

冯保在盗窃这幅画的时候，也编

造了这幅画因事故损毁的谎言！

此后二百多年的历史上，这

幅画就像是消失了一样，不知流

转在何人手中，而正是这二百多

年中，社会上的伪本《清明上河

图》广为流传。

二百多年后，这幅《清明上

河图》浮出水面，再次出现题

跋，已是清朝乾隆时的进士陆费

墀所题。很快，这幅画被曾任湖

广总督的毕沅购得。然而，此画

给许多人带来的厄运再次降临到

毕沅头上，毕沅死后被抄家，

《清明上河图》最后一次被收入

皇宫，此时的皇帝是清朝的嘉庆

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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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水謠：浪漫愛情入世
人文書香傳家

看多了宣扬云水谣古镇浪漫

爱情卖点的旅游攻略，亲身探访

之后觉得着实可惜了这一方书卷

气息浓厚的奇美山水。如果“云

水谣”代表了旅游产业发展下的

无限商机，那么昔日的村名“长

教”二字，看似平淡与普通之

中，绝对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

绵延百年长教溪，深情吟唱

云水谣

回溯数百年，藏身闽西南峰

峦叠嶂之间的村落因是张氏聚族

而居的地方，取名“张窖”。而

在当地方言中，“张”与“长”

的读音非常接近，而“窖”字较

为生僻，词意也俗气，于是就写

成谐音的“教”字，取“政教风

化，儒家所倡”的寓意，于是

“长教”变沿用了下来。

古村四面环山，纵横 10 余

里，汩汩流淌的长教溪从村中蜿

蜒穿过，幽长的古道、百年老榕

树、神奇的土楼，无不给人们以

宁静超然的感觉。2005年底电影

《云水谣》恰是看中了这里特有

的民俗风情和保存完好的土楼民

居建筑，取景于此。“巨大的水

车，茂密的榕树，痴心的少女，

遥远的爱人”，电影充满写意的

手法，赋予了山水浓重的爱情色

彩，也让这里成为旅游热门。于

是长教不再，原本寂静的村落从

此便以“云水谣”之名走入了世

人的视野中。

在云水谣古镇，最吸引人的

莫过于“云水谣古栈道”。古栈

道沿溪而建，全长达10余公里，

全部由鹅卵石铺成。古栈道的中

段有一大片古榕树群，盘根错

节，枝繁叶茂，蔚为壮观。这 13

棵老榕树组成了福建省内最高最

大最为集中的千年古榕树群。其

中被誉为“八闽第一榕”的那一

棵，树冠覆盖面积 1933平方米，

树丫长达30多米，树干底端要10

多个大人才能合抱，令人叹为观

止。同行的村里老人说，当地人

仍然习惯了叫这条路“古幽道”，

“这路是开基祖简德润于元至正

十八年修建的，是南靖境内通往

府地乃至进京的必经之路。因为

幽静，所以就叫古幽道。”云水

谣古栈道自然是好的，然而那是

后来叫给外人听的，“长教古幽

道”才是属于历史的记忆。我们

听着老人的喃喃自语，只能报以

局促的微笑，想到随着时间的逝

去，长教古幽道的记忆终将被湮

没，便不由也跟着多了几分唏嘘。

以和为贵，百年土楼至绝至

奇

沿着古栈道自东往西走，首

先到达的是和贵楼。云水谣古镇

土楼众多，而和贵楼绝对称得上

是个中翘楚。

福建土楼本就以历史悠久、

风格独特，规模宏大、结构精巧

著称于中国乃至世界建筑史。始

建于清雍正十年（1732年）的和

贵楼整体为方形，坐酉向卯，墙

体是用泥土夯筑而成，底层墙厚

1.3米，往上逐层收缩，后楼墙体

总高17.95米，前楼高17.08米。土

墙的高厚比只有 13:1。可谓将中

国传统的夯土技术水平推到了巅

峰。更令人叫绝的是，这座土楼

是建在 3000 平方米的沼泽地上,

土楼先民创造了用松木垫底的伐

式基础施工技术，用 200多根松

木打桩，再通过桩基与筏基的综

合运用，将力学平衡原理发挥到

了极致。

在官方介绍中，和贵楼有四

奇：一奇是它是已知所有福建土

楼里个头最高的方楼；二奇是它

是建在沼泽地上的土楼，整座楼

像一艘大船停泊在沼泽地上，虽

历经 200多年仍坚固稳定，巍然

屹立。三奇是楼内有二口水井，

相距不过十多米，却一口清亮如

镜，水质甜美，另一口却混浊发

黄，污秽不堪，被人称为“阴阳

井”；四奇是和贵楼楼外有15间

护厝，楼中又有一座私塾，形成

“楼包厝，厝包楼”的平面布

局。厝（cuò）在福建南方一带

是房屋的意思，“楼包厝，厝包

楼”指土楼的天井里面还有房屋，

土楼本身也是由房屋围建而成

的。在闽南一带有“厝包楼，子

孙较贤，楼包厝，子孙较富”的

说法，与和贵楼所含的“以和为

贵”的寓意交相辉映，颇有滋

味。

然而好玩的不止于此，若有

当地人“指导”，在楼中央私塾

的小天井用铁丝往地里插，方法

得当的话，一口气可以插进 5米

多深，拔出铁丝，隐约可以看到

淤泥的痕迹，使劲跺跺脚，天井

整片的鹅卵石便会涟漪般震动，

方知泊与沼泽之上所言不虚。但

话说回来，这个铁丝真的不是随

便就可以插的，没有领路人，千

万不要乱尝试哟。

怀德敦上，远近之间自有气

度

从和贵楼出来继续沿着古

栈道往前就是怀远楼。怀远楼

的名字有两个涵义：一是楼主

来自河北怀杨简氏家族，另一

个则是要告诫简氏子孙要胸怀

远大志向。

同为代表福建土楼的世界文

化遗产，怀远楼与和贵楼却有着

很大的不同。作为简氏家庭住

宅，怀远楼在建筑风格上采用了

双环圆形土楼的形式，正是所谓

的“圆环套圆环”。整座土楼只

有外环墙上设有一个大门，大门

顶上绘有八卦，两侧楹联上书

“怀以德敦以上籍此修齐遵祖

训，远而山近面水凭兹灵秀育人

文”，真正的器宇轩昂。

怀远楼的夯筑技艺极为高

超，自不必赘言。倒是整座楼

内到处都有着浓郁的书卷气息让

人赞叹不已。在外门楼，有一副

联“读书教子绍谋远，礼让传家

衍庆长”，横批是“诗礼堂”。

移步上厅，又有对联“书为天下

英雄业，善是人间富贵根”、

“世间善事忠和孝，天下良谋

读与耕”。正堂两边屋架斗拱

上别出心裁地装饰着木刻书卷

式饰物，另有镌篆书溜金对联

“月过花移影，弄声风来竹”；

“琴书千古意，晓春花木心”。

最引人注目的是内院核心位置的

祖堂也就是家族子弟读书的地

方“斯是室”，精巧秀气。堂

上悬挂的横匾刻着苍劲有力的

行楷“斯是室”大字，两边柱子

上又有对联，上联是“斯堂讵为

游观计敦书开耳目”，下联是

“是室何嫌隘惟思尚德课儿孙”。

这里不是供游人闲逛的，而是长

辈议政、小辈课业的场所。也正

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怀远楼的游

客绝对要比古栈道上少得多，毕

竟很多人都是来这里“寻找浪漫

爱情”的啊。

在这个位于福建省漳州市南

靖县的小村子里，文艺青年寻找

的是诗情画意、浪漫迷人，本地

人安守的则是一份洗尽铅华的纯

朴和本真。置身其间，过去与未

来以一种微妙的方式融合在一

起，这阕歌谣还将随着长教溪水

继续流传下去。

在西藏，
有一座令世界驚歎的古建築！
西藏拉萨像一个梦，总是萦

绕心头挥之不去。在拉萨这座魅

力无限的雪域圣城里，能看到最

古老的寺庙、接触最神秘的宗教、

目睹最虔诚的朝拜者、享受最炽

烈的阳光照射、过上最闲散的生

活，同时收获让人难忘的经历……

经历这些才算真正的朝圣之路。

阳睿旅行，扎西德勒，让我

的滇藏行圆满了！

全西藏唯一一座财神庙

伴随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我们赶早去到了扎基寺。车队还

没靠近扎基路，就看到远处上空

烟雾缭绕，领队扎西哥开玩笑的

说道：扎基寺香火鼎盛，空气中

都能弥漫着桑烟的清香。

不过走进扎基寺，发现还真

是如此。它是全西藏唯一一座财

神庙，还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寺庙

色拉寺的分寺，面积不大，每周

一拜财神、周三保平安、周五求

健康藏，据说非常灵验，所以藏、

汉等各族信众络绎不绝赶来这里

朝圣祈福。悠扬的铃声叠加着诵

经声不绝于耳。黄色的院墙，深

红色的屋顶和屋檐，被涂成白色

的圆木。最引人瞩目的还是闪着

金光的金顶，各种鸟儿不时地从

院中飞入飞出。

扎基寺的财神可是爱酒之

神，朝觐的时候可以在寺庙门口

的小店里面买上一瓶白酒、一把

松柏枝，哈达和酥油灯油，先在

寺庙右侧的煨桑炉燃松柏枝，再

回到正门进入殿内参拜。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藏传佛教圣地

为保护宫堡式建筑群，布达

拉宫每日对外售票数量有限，旅

游旺季更是紧张，好在阳睿旅行

提前为我们预约好中午 12点的参

观门票，所以我们第二站便直接

去到西藏的象征—布达拉宫。

这座“世界屋脊明珠”耸立

在西藏拉萨市红山之上，依山垒

砌，群楼重迭，殿宇嵯峨，气势

雄伟，有横空出世、气贯苍穹之

势！它里面收藏着极为丰富的文

物和工艺品，同时也珍存着独一

无二的雪域文化遗产。有幸见识

它的真实面貌，不失为一次生命

的犒赏和恩赐。

说起布达拉宫，很多人都很熟

悉，它是旧时西藏政教合一的统治

中心，分为红宫和白宫两部分，用

西藏独有的建筑材料让这高达 13

层的建筑群减轻墙体的分量，红宫

为宗教之地，白宫是政务之所。远

看布达拉宫，它就好像是从一座岩

石裸露的山顶上生长出来的宫殿。

近看其实它建在山腰上，想到达顶

部必须经过“之”字形的山路盘旋

而上，爬坡路也是挺考验耐性的，

进入布达拉宫内部是不允许拍照

的，所以只能通过大脑和眼睛去记

录它的一切。

以一颗谦卑的心进入布达拉

宫，无论是它镶满宝石的金雕佛

像，还是繁复精致的牙雕灵塔，

又或是梦幻绚丽的唐卡都给人以

强烈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用心

领会专业导游的讲解，每一间殿

堂都值得千万人顶礼膜拜，有太

多的东西值得去驻足长留。

参观将近两个小时才出来，

从“之”字形的山路上俯瞰全

城，一切都显得那么渺小，万众

景仰的圣殿佛法无边。

與鳳凰古城齊名，卻是如此的低調，
看了你就知道她多有味道！

你或许曾因几句优美的诗，

几张古朴的照片，抑或一部

《边城》 ，而对凤凰古城心

生向往，但又心疼她名声大噪

而人多成灾。

但也无须太过纠结凤凰的

商业化，如果你更喜欢原味的

老城，在闽西还有另一个更古

早味的“凤凰古城”——长汀。

半个世纪前国际友人路

易 · 艾黎曾说，“中国有两个

最美的小城，一个是湖南凤凰，

一个是福建长汀。”

比起凤凰来说，与之齐名

的长汀实在太低调了。

这里有着凤凰古城的山水

相依、曲径幽深的深街小巷、

沧桑的城楼老墙……却比凤凰

更静谧，人更少，养在深闺而

保存了更原始的风光。

长汀她破败、落寂、不加

修饰，却有着国内很多古城已

然失去的生活的真。

这是一座“活”着的古城，

一座仍在生活着的古城。

这样的长汀古城，不商

业，不喧闹，无表演，不做作，

甚至连景点几乎都不用门

票。而这里的人们也只是在

生活，一切都还是最原本的

模样。

行走在长汀古城中，你会

觉得这里的每一砖，每一瓦，

每一处流动的风光，都像极了

沈从文笔下那个美丽、安逸、

美好的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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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 course on self defense to teenaged girls, 
Express UK reported. (Courtesy http://en.yibada.
com/articles)
Related

Creepy Clowns Are Scaring People In 
Multiple US States

Police are encouraging caution amid a rash of 
public complaints and social media reports in a 
number of states of people dressed like clowns 
and acting suspiciously, even if they think many 
are knucklehead pranksters or simply bogus.
Real clowns are just plain miffed.
Authorities in Greenville, South Carolina, were 
among the first to report a clown-related incident 

in recent weeks. Late last month, some children 
reported clowns trying to lure them into the woods 
with money. Sheriff's deputies found no evidence, 
however, not even a prankster in a clown suit.
What kind of threats?Very serious ones – in most cases 
they are death threats.
For example, a clown 
account in Mesa, 
Arizona under the 
name ‘Ain’t Clowning 
Around’ threatened to 
go to high schools on 
Friday, September 30, 
to kidnap students and 
kill teachers. Some 
pupils even got sent 
text messages asking if they were ‘ready to play’, 
before threatening to kill them.
In Phoenix, two teenagers in clown masks were 
arrested after robbing a Domino’s and a Taco Bell.
But for whatever reason, since then, people in 
Alabama, Georgia, Maryland, North Carolina and 
now, Pennsylvania, have reported scary or suspicious 
encounters with people dressed like clowns.
"When people report these things it should be 'someone 
dressed like a 
clown,' because a 
real clown would 
never dress or do 
anything to scare 
anyone," said 
Tricia Manuel, 
55, who runs 
M o o s e b u r g e r 
Clown Arts 
Camp in Buffalo, 
Minnesota. The 
camp, named 
for her alter 
ego, Pricilla 
Mooseburge r, 
trains about 100 
clowns each 
year.
She said she has 
been following 
the reports 
closely because 
they are hurting 
business.
"In South 
Carolina, two of 
the clowns were 

the ghosts may attack their enemies or be angry or 
malicious.
The last day of the seventh lunar month: This is a less-
celebrated festival day. It is thought that on the last 
day of the month the gates of hell are closed up again. 
People celebrate and observe this day in various ways. 
Many burn more paper money and clothing so that the 
ghosts can use them in their society in hell. In order to 
encourage the ghosts to leave, Taoist monks chant. A 
common tradition is the floating of river lanterns that 
are thought to take or guide those ghosts back to their 
place.
The Qing Ming 
Festival: This 
festival is in the 
spring on the 4th 
or 5th of April. 
It is also called 
tomb sweeping 
day. Families 
go out on the 
day to tend and 
repair their ancestors' tombs. Many Chinese families 
maintain ancestral tombs. But you can see people out 
cutting the grass, decorating the tombs, and worshiping 
or presenting food. These are often like family outings.
The Double Nine Festival: This is another traditional 
day for worshiping the dead. It is also a time for 
families to go for walks in the fall in the mountains and 
hills and drink chrysanthemum tea. The tea is healthful 
at this time of the year when the weather changes.
The Chinese Spring Festival: Every year, the Chinese 
celebrate the beginning of their new year with 
festivities, reunions, vacations, and fireworks. The 
fireworks originally were thought to drive away evil 
spirits, and there are a lot of Daoist religious traditions 
associated with the time that most Chinese probably 
still believe. (Courtesy http://www.sixthtone.com/
news/halloween) 

Cultures from Europe to China have traditional days 
of the dead or ghost days that are thousands of years 
old that were part of the tribal folk religions before 
the advent of Christianity in Europe and Buddhism 
in Asia. Foreign teachers have introduced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Halloween of October 31, but except for 
kids who have foreign teachers or the expat oriented 
bars and restaurants and schools in China, Halloween 
activities aren't popular in China.
The Chinese have traditional days of the dead that are 
much more popular such as the Hungry Ghost Festival, 
the Qing Ming Festival, the Double 9th Festival, and 
the Spring Festival.
Western Halloween in China

Halloween entered 
China mainly through 
two influences: foreign 
teachers and Western 
expats.
Foreign teachers in 
China might have a 

Halloween party for their students and a lesson about 
Halloween in their country. So some Chinese children 
hear about Halloween and might make decorations and 

get Halloween candy. In general though, few 
Chinese do much about Halloween unless 
they have foreign friends.
Halloween in China is a party day in expat-
oriented bars and restaurants where a lot 
of expats live such as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 The bars and restaurants 
frequented by foreigners will often decorate 
for the occasion with pictures of black cats, 
ghosts, and monsters, and Halloween lanterns, 
and there might be masquerade parties.
In Hong Kong the two big theme parks, Ocean 
Park and Disneyland, have activities themed 
with Halloween. Masquerades, haunted 
houses, movies, and costumed people could 
give you a fright.

In Shanghai there is an old building built in 1933 by 
the British called 1933 Shanghai that was a former 
slaughterhouse, and is now an chic office building, that 
holds a Halloween event every year with adult-rated 
masquerade parties.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Western Halloween 
and China's Days of the Dead
Halloween originated from the traditional holiday of 
Celts in Great Britain who believed that the last day 
of October was “the day of the dead” or “the ghost 
day” when ghosts crossed over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It evolved into a 
day of fun and parties 
for most people. 
However, in English 
speaking countries 
such as America and 
Britain, many take the 
day seriously as a special day for religious prayers or 
witchcraft.
The Chinese days of the dead are a part of the religion 
of the common people. A greater percentage of Chinese 

than Westerners really believe that on these days there 
is more of a bridge between the dead and the living, 
and so they must take precautions or honor the dead.
These ghost days are a part of the folk religion of 
Chinese people called Daoism. These traditional 
festivals are hundreds of years old. In general, they are 
dates for people to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attacks or 
pranks by the ghosts and also dates to seriously honor 
and worship their ancestors or famous people of the 
past.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ghosts of dead people can 
help them or protect them.
Festivals Similar to Halloween in China
There are several days and a whole entire month in 
China that are similar to Halloween. These are the 
Hungry Ghost Festival, the Qing Ming Festival, the last 
day of the seventh 
lunar month, and 
the Spring Festival.
The Hungry Ghost 
Festival: This ghost 
day is on the 15th 
day of the 7th lunar 
month. It is one of 
several important days to deal with ghosts and worship 
ancestors in China. The Taoist name for the Hungry 
Ghost Festival is the Zhongyuan Festival (中元節), 
and Buddhists call it the Yulanpen Festival. In many 
ways, this festival is reminiscent of Halloween or the 
Night of the Dead in the West.
The seventh month of the Chinese lunar calendar is the 
scariest month of the year because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seventh month, there is an ancient belief that ghosts are 
let out of hell. The seventh month is called the "Ghost 
Month" (鬼月 Gui Yue), and the whole month is said to 
be a month in which the ghosts are extant and traveling 
around the country, looking for entertainment. Many 
people try to avoid doing anything dangerous during 
the month, such as swimming or being out alone at 
night since the ghosts are active. It is thought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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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er Clowns” 2016 (Photo/Twitter / UK)

People Have Reportedly Been 
Attacked By Clowns

The lighter colored states have reported clown sightings 
(Picture: Wiki Commons/Metro) 

Halloween In China

Halloween Clowns 2016: Trick Or Treat?

Happy Halloween! 
萬聖節快樂 Wansheng Jie Kuaile!

U.S. citizens have been terrified by the rumors of 
spotting mysterious clown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ities in the country. People are making various plans 
to celebrate the Halloween festival that falls on October 
31. However, on the other hand, rumors indicate that 
Killer clowns have planned their own purge night to 
attack the Lehigh Valley and other parts of the US 
cities on Oct. 30, a day before the Halloween festival.
Police officials have not yet confirmed the news of 
existence of such killer clowns in any of the suspected 
cities. However,  the residents have been advised to 
stay alert.
Whether purge night is going to happen or not on 
Oct. 30, people are requested to close their doors and 
windows. They have been also advised to report any 
suspicious activities that happen in their locality.
According to the rumors apart from Lehigh Valley 
city, purge night might take place in the cities like: 
Colorado, Maryland, Virginia, Louisiana, Kentucky, 
North Carolina, South Carolina, Alabama, Tennessee, 
Ohio, Wisconsin, Pennsylvania, Florida, Mississippi, 
Texas, Georgia, and New York 
Not only in the U.S., but also in the U.K., people 
reported of killer clowns wandering on the streets and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The cops have warned those 
people not to dress as clowns and perform pranks 
as people are scared by the widespread Killer clown 
rumors. Even civilians are been warned and told them 
to be alert while being entertained by the clowns on 
the street.

Chief Inspector, Paul Staniforth said that Gwent police 
will deal strictly if anybody is harmed by this kind of 
act and further he will have criminal record which will 
impact his future, including any job opportunities, The 
Guardian reported.
In the U.K, women are being provided free course on 
how to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killer clown attacks. 
Black belt Odelle Walker, who leads the Aegis Mixed 
Martial Arts Academy in Beverley is also providing 

afraid to go out 
and perform, 
and they're 
two of my 
customers," said 
Manuel, whose 
two children are 
also clowns. "If 
they don't perform, they don't need supplies."
Some of the reported sightings have been hoaxes, like 
the four young children who told police they made 
up stories about spotting clowns in unusual places in 
and around Annapolis, Maryland, or the 24-year-old 
man whom police in Winston-Salem, North Carolina, 
charged with falsely reporting that a clown knocked 
on his window.
Other related cases weren't so harmless and have 
resulted in criminal charges.
The sheriff in Escambia County, Alabama, last 
week arrested a 22-year-old 
woman and two juveniles 
after Flomaton High School 
was locked down and 
searched when students 
were threatened on "Flomo 
Klown" and "Shoota Cllown" 
social media accounts. And in 
Athens, Georgia, an 11-year-
old girl was arrested for 
taking a knife to school on Friday because she was 
frightened by social media reports and other rumors 
that clowns were preparing to attack children.
The Pennsylvania reports and law-enforcement 
response have, so far, been more low key. Police want 
to encourage people to report suspicious behavior 
without aggravating matters.
Albert Walker, the police chief in northeastern 
Pennsylvania's Hanover Township, has stepped up 
patrols along the Sans Souci Parkway after Facebook 

posts about a clown in nearby woods.
But the chief chose his words carefully in describing his 
department's connection to any other clown sightings.
"Peripherally we're connected to it, but not directly," 
Walker said. "It was a social media post that identified 
the possibility of an alleged sighting of an individual 
dressed as a clown along one of our main highways."
Pottsville Police Chief Richard Wojciechowsky said 
there appeared to be more to a clown-related incident 
reported Monday evening in his borough, about 90 
miles northwest of Philadelphia — but still no cause 
for alarm.
"Two knuckleheads with clown-like clothes on" 
hopped out of a pickup truck and yelled at a group of 
young children and teenagers, the chief said.
"It wasn't a physical threat or a violent act. At best, (it's) 
a misguided juvenile prank," the chief said. "Some of 
the older kids weren't even frightened."
The Pennsylvania State Police are investigating recent 

unspecified clown sightings 
in the towns of Huntingdon 
and Ebensburg, where a 
woman said a clown peeped 
through her window. Trooper 
Adam Reed said citizens 
should "not confront the 
individual but rather gather 
information and report it to 
your local police."

Manuel said the public's perception of clowns has been 
going downhill since Stephen King's 1986 novel about 
a child-killing clown, "It," became a TV miniseries 
four years later. But the latest incidents take the cake.
"We are used to 'Killer Klowns from Outer Space' 
and Krusty the Clown, but this has taken it to another 
level," Manuel said. "It's another thing to have people 
act out these sick fantasies. This is like, 'Are you 
kidding me?'" (Courtesy http://www.abc15.com/news/
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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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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戰“台籍”日軍沈浮錄
被囚禁的中國靈魂

2009年 8月 11日，我国台

湾地区原住民籍“立法委员”

高金素梅率领台湾原住民“还

我祖灵队”约50人突袭日本靖

国神社，高歌安魂曲，要求靖

国神社停止合祀台湾少数民族

的祖先灵位，要求日本政府对

侵华战争进行反省和赔偿。靖

国神社内供奉着日本明治维新

以来的 246 万余名军人的灵

位，不为世人所知的是，这其

中包括 2.8 万台湾人的灵位，

还有 2000多名被称为“高砂义

勇队”的台湾少数民族的亡灵

也被供奉其中。台湾人的灵位

怎会出现在靖国神社？这是一

段怎样的历史？本文将为读者

揭开二战期间台湾籍日军惨烈

而屈辱的尘封往事。

“每日思念你一人，未能

得相见；亲像鸳鸯水鸭不时相

随，无疑会来拆分离；牛郎织

女伊两人，年年有相会；怎样

你若一去全然无回……”这是

四十年代台湾流传的闽南语歌

曲《望你早归》。

这首歌的背景是一名台湾

妇女盼望其作为台籍日军的丈

夫能够早日回家团聚。台籍日

军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

日本殖民政府征召去服兵役的

台湾人，包括直接从事作战和

战争一线的相关人员，以及后

勤部门和其他辅助人员在内的

与战争相关者。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

军国主义政府发动“卢沟桥

事变”，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

发。1937年 9月，为了补充后

勤力量，日本殖民当局开始从

台湾征召不具备正式军人身份

的“军夫”前往中国大陆随日

军作战，成为军中杂役。由于

军人在日本是一个荣誉的身份，

因此日本初期并不让“二等

人”—台湾民众当军人，而是

作为“军属、军夫”(注：军属

是当时日军用语，乃日语“军

人佣人”之意，非汉语“军人

家属”的意思)。按照日军中

“军人、军犬、军马、军属、

军夫”的排序，“军夫”为最

劣等。

第一批台籍军夫参加了

淞沪会战，这批台籍日本兵被

称为“台湾农业义勇团”，在

上海附近开农场，为日军种植

新鲜蔬菜。随着日本侵华战争

的升级与扩大，日本的“台湾

总督府”又以各种名义招募台

籍军属、军夫到中国战线担任

物资运输、占领区工农业建设

等工作。

至于征募程序和方法，

依日本军部的要求，由“台湾

总督府”订定资格和条件进行

选拔。譬如在征选“劳务奉公

团”人员的时候，条件是 20—

30 岁健康男性，日语基础较

好，奉公精神良好，适合劳务

活动者。在具体操作方面，

“台湾总督府”分配一定数额

给各州厅(日据时期，日本殖民

当局对台湾行政区划进行了重

新划分，共划为 5州 3厅)，由

地方州厅官员广为宣传，招募

军人；若报名人数不能满额，

警察和宪兵将调查年满20岁的

男性，按地址挨门逐户地去

“拜访”、“鼓励”。所谓的

“拜访”、“鼓励”，其实是

软性施压。在军人专政和警察

制度森严的情况下，不接受

“拜访”和“鼓励”的后果可

想而知。之后，日本警察将有

意者名单进行审核，并发给通

过考核者一张“红单”(即召集

令)，算是招募成为台籍军夫。

历史境遇，台籍炮灰的难

言之隐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

扩大，日本出现了军需物资补

给人员严重短缺，甚至兵源不

足的问题。由于日本人口有限，

不可能无限制地征兵，因此日

本殖民当局盯上了海外殖民

地。当时的朝鲜有 2140 万人

口，而且“皇民化程度”较高，

因此日本在 1938 年 2 月发布

“陆军特别志愿兵令”，首先

在朝鲜开始实施志愿兵制度。

在同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与

朝鲜同性质的“陆军特别志愿

兵制度”在1942年才实施。

日军衰败，在台全面征兵

1895 年甲午中日战争后，

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被迫签署

了《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给

日本。台湾同胞闻讯后，展开

了大规模抵抗日本殖民者的武

装反抗，同日本殖民当局展开

了殊死较量，沉重打击了日本

殖民者。因此，日本殖民当局

对台湾民众一直有所顾忌，担

心台湾民众在中国战场上倒戈，

不敢征召台湾民众参军。日本

陆军省军务局的官员直截了当

地说：“(特别志愿兵制)避免

对台湾民众使用，是因为现在

正处在与其旧祖国—中国事变

之下。”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台

湾人民祖国意识的警惕。

1943 年，台湾原住民也

被正式纳入“陆军特别志愿

兵”内，被以“高砂义勇队”

等名义征用者达到 5000 余人(

“高砂”是日本古籍对台湾的

称呼)。1942年 3月，第一批被

称为“高砂族挺身报国队”的

500人被遣至菲律宾，因 5月 7

日参战成功击退巴丹半岛美军

而声名大噪，从此改称“高砂

义勇队”。台湾原住民生活在

山地部落，在丛林中特别骁勇

善战。

据日军回忆，该队人员能

于无道路之丛林，穿梭侦察，

也可以分辨远处声音，从事伏

击。由于队员精于狩猎，可清

楚地分辨丛林内的动物是否可

以食用，使日军可以在缺粮的

情况下得到补给。此外，该队

队员也传授日军在丛林生活的

方法。日本兵罹患疟疾，高砂

队员还冒险摘椰子取水帮日本

兵解热。日军士兵认为，“高

砂队员的英勇、服从、为长官

效命及牺牲奉献的精神”日军

成员也难望其项背。驻印尼的

日本司令也曾颁发奖章赞扬他

们：“神出鬼没，白刃杀敌，

令敌人丧胆；没有米粮，削树

皮、吃野菜，令人佩服。”

适逢二战末期盟军展开跳

岛战略的反攻时期，他们不是

遭到盟军飞机的密集轰炸，就

是受到优势火力的攻击，队员

伤亡惨重。此次高金素梅赴日

抗议，所指的祖先就是这批高

山族日军。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陷入战

略相持阶段，加之太平洋战争

的爆发，日本“台湾总督府”

于 1943年 1月又实施第二期陆

军志愿兵募集，选了 1030名进

入陆军。在陆军特别志愿兵制

取得一定“经验”的基础上，

日本军部于 1943年 5月 11日颁

布海军特别志愿兵令，同时在

朝鲜和台湾实施。兵种有水

兵、整备兵、机械兵、工作兵、

卫生兵、主计兵等。同年 7

月，开始募集海军特别志愿兵

3000名。此后，日本又在台湾

多次募兵，前后共招募了约

5500 名陆军志愿兵与 1.1 万名

海军志愿兵，合计约 1.65万名

台籍青年加入到日本作战部队

当中。

在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反击

下，法西斯势力日趋衰弱，日

军也开始节节败退，日本在台

湾最终实施全面征兵。1943年

9 月 23 日，日军驻台湾司令

部、高雄警备府与“台湾总督

府”共同发表声明，将自 1945

年起正式在台施行征兵制度。

1945年 1月，台湾开始正式全

面实施征兵制度。第一批有2.2

万名被日本侵略者挑中，成为

日本侵略者的炮灰。

据日本厚生省统计，至日

本投降时止，总计 80433 名台

湾青壮年应征加入日本军队，

成为一线战斗人员，更有多达

126750 多人被征为军属或军

夫，二者共计207183人。此外，

在校读书的青年学生，也必须

参加“学徒兵”。其中，约半

数被派遣在台湾各军事基地，

6万多人前往东南亚、澳洲等

地，有 2万多人被派往包括香

港在内的中国战区，另外有 1

万多人则是在日本本土服役。

“从军”的现实考量

台湾青年加入日军，为日

军服务，乍看似乎让人难以理

解。但置身于当时的历史境

遇，台湾民众的“从军”背后

也有说不出的难言之隐，历史

和现实的共同作用造成了这种

现象。

除了政治上受骗之外，台

湾民众现实生活的考量是最重

要的因素。首先，帮日军工作

会获得更多的报酬。在日本殖

民统治下的台湾极度贫穷，台

湾民众过着艰难的生活。

当时，台湾一般民众的工

资水平大约在20元左右，而加

入日军则可以领到 200多元。

台 北 的 徐 东 波 就 承 认 ：

“1943 年夏天，我 23 岁，那

个时候在报纸上常会看到刊登

入伍的通知及新闻，在我结束

餐厅工作后第 2天，台南有入

伍的考试，当时我想，每个人

都得抽签入伍，若抽到了，去

当兵只有 10 元的薪俸，但是

志愿从军，却有 160 元的薪

俸，就在这种半勉强、半志愿

的心情下，我向日本军队报

到，大约 1 个月之后，即启

程前往菲律宾。”

其次，当兵可以获得跟日

本人大体同等的社会地位。日

据时代的台湾民众并不能享有

与日本人同等的社会地位，是

二等、甚至三等国民：日本人

吃白砂糖，台湾人配给较差的

黑砂糖；日本人吃上等瘦肉，

台湾人则只能供给少量的下等

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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