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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国际领袖学校

中西英三语课程

服务他人项目

暑期游学 

优秀的运动项目

大学课程

德州与美国历史旅行

课外活动
旗帜橄榄球 · 越野 · 田径 · 棒球 · 排球 · 足球

 
美术
乐队 · 管弦乐团 · 艺术 · 戏剧 · 合唱团 · 俱乐部 · 团体

德克萨斯州国际领袖学校旨在于培养学生在国际社会中卓越的领导才能。
我们强调学生在熟练掌握英语，西班牙语和中文的前提下
加强奉献式的领导精神及身体，头脑和品德的锻炼。

我们的宗旨

“OTHERS BEFORE SELF - OTROS ANTES DE UNO MISMO - 先人后己”   

今天就注册!WWW.ILTEXAS.ORG844-458-3927

「美南國建科技研討會」 昨天中午在 Silver Palace Buffet 舉行會長
交接儀式，由會長林欣慧（ 左二） 將會長重任交給新任會長顧寶鼎（
右二） ，而由 「 台北經文處」 黃敏境處長（ 右一 ） 監交。

國建會會長上周六舉行交接儀式

圖文：秦鴻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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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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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凱老師除了在台灣命理界享
有興盛名外，他還有30 幾年
外商公司高階主管的經驗，及
得過全球總裁獎，相信以他個
人的人生體驗及對命理的素養
，必然對所有觀眾的人生規劃
及視野有所啟發。

金凱老師，本名陳學彥，
是紫陽門派在台灣的第四代弟
子。道號毓晉子，來自台灣台
中。金凱老師在命理方面的主
要經驗如下：
中華周易地理協會---監事兼
永久會員
九天武術開運中心---命理學
家
台中市星象易理堪輿協進

會---理事
台中市星象易理堪輿協進
會---姓名學/八字/易經卜卦/
陽宅堪輿 專業顧問
中國杭州伯洛納諮詢顧問公
司---命理學家
中華星相易理堪輿師協進
會---會員
大台中星相堪輿堪輿職業工
會---會員
廈門命理公司---命理顧問
東南亞命理公司---命理顧問
三引易經開運堂---負責人
豊顏人生規劃諮商中心---執
行長

金凱老師的經驗非常特別
，命理方面他得到2015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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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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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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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金凱老師（ 右），及助理珊珊（ 左） 在美南電視 「 掌
中奇門」 節目。（ 記者秦鴻鈞攝）

休斯頓地區唯一華裔獨資的春藤國際學校
想國內外父母之所想，在設計課程，師資聘用
和美華教育理念結合方面獨樹一幟，令內地來
休斯頓來考察的父母們非常滿意，山東企業家
馬駿先生來考察後興奮的表示，我就準備在休
斯敦買房了，我們這一行幾人要買6套房都是為
了孩子讀書，我已為14歲的女兒在休斯頓選好
了學校。休斯敦的地產經紀們聞訊都樂開了花
，教育帶動經濟啊，糖城是塊寶地。

全日制學校 Trent Internationale 成立於
1993年，從幼兒園到高中12 年級。作為私立學
校，既面向國外也面向當地社區招生，他們是
美國移民局批準的可以頒發I-20移民簽證表的
學校。說起小留學生來美學什麼？鄭老師表示
，主要是中國現有教育體制無法給予的選項課
程和社會環境，這一切會影響到孩子成人後的
思維方法和邏輯，進而影響成年入職後再職場
的創造能力和獨立思考習慣。而最佳年齡當然
是初中一年，這個年齡能學到地道的oral English ，當然智商高
的孩子到了高一來也“來得及”，大部分人則只能學精aca-
demic English。春藤國際學校董事會主席藍大衛先生表示，春
藤本著以人為本的創新教育理念以培養能力為目標的人性化教育
來助力天下父母百年樹人，我們會把家長交到這裏的孩子培養成
為最優秀的國際精英以應對未來激烈競爭的國際社會。為了達到
教學頂峰我們已經申請成為IB學校。諾貝爾智慧課程班，個性
化課程，領導力培養，AP課程，國際學士預備課程（IB），多

語種教學，小班教學都是我們的優勢所在。
據悉，由中美雙語非常熟練的高中生精英組織

的ARC機構也將在12月17日起在春藤國際學校舉
辦為期兩周的專題補習班。開設的課程包括：中學
生英文範文閱讀與範題寫作（Reading and Essay
Writing）， 少年理財課（Money Management for youth），克
服攀比壓力（Peer Pressure Release），募款基礎知識（Raise
money for your dream projects ），美國高中四年重要環節須知

（Plan your 4 years HS key steps），少年用槍安全培訓（Gun
safety class），美式高考時事導航（SAT and ACT 101），青少
年約會安全課（Dating smart for the adolescents）。報名可聯
絡832-8515449，832-7903003。

春藤了解天下父母心，提供優質課程

這幾位父親看好了學校也準備在休斯給孩子們安居。

C8休城工商

休城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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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鎮陶瓷研究所精品展最後兩周跳樓大甩貨
折扣高達90%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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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租約到期，最後兩周跳樓大甩貨，折
扣高達90%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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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精品展帶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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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花梨
家具已經被識貨的藏家買走了好幾套，目前還
剩下的有博古架、貴妃榻、貢台、餐桌等家具
，出價就有機會，請大家抓住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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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場地還有兩周到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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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收購古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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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駕游五大因素不可少
開上自己的愛車，帶上家人駛離城市去遊山玩水，是件愜意

的事。就不能打無準備之仗，“列計劃、查車況、備物品、巧駕
駛、再保養”，是必不可少的。

步驟及方法
計劃清晰 方向明確
一份詳盡周密的計劃書是安全自駕游的保證。自駕出行要遊

覽的景區景點、往返的行車路線都得在計劃內，比如哪裡要維修
封路，哪裡開通了新路，都要提前做到心中有數，這樣可以大大
節約時間。

此外，選擇合適的行車路線和休息站點是很關鍵的，它可以
讓你對所需時間、路途費用有一個大概的估算，還能減少不必要
的花費，最大限度地節省時間和燃油。具體為：先確定要去遊覽
的景區景點，再選擇行車路線。

1. 全車檢查 保障安全
如果你不想愛車在半路熄火，全家人打道回府的話，那麼在

出遊前對愛車全面檢查是必不可少的。燃油、機油、蓄電池和輪
胎預備胎氣壓都在檢查範圍內。此外還要檢查是否帶好了備用車
鑰匙，檢查照明燈、信號、喇叭、後視鏡、門鎖是否有效，玻璃
水是否充足，噴水泵能否正常工作，雨刷片彈性是否正常等，一
個也別漏掉。汽車的一些小傷小患在短途行車中可能顯露不出，
可一旦長途行車就會顯露出來，成為安全隱患。一定要消除隱患
，確保車況良好才能上路。

2. 備齊物品 確保暢通
要出遠門就別怕麻煩，必備的行車裝備一定要帶齊，以備急用。

修車工具、打足氣的備用胎、簡易補胎工具、千斤頂、滅火器、
停車警示牌都是必不可少的。此外，水壺、手電和備用電池、燈
泡也不要忘記。旅途中一旦生病，一些常備藥也能派上大用場，
如感冒藥、消炎藥、黃連素、止血繃帶、創可貼、維生素藥片和
紅花油都要收羅進來。另外，相關的證件如保險卡，身份證、駕
駛證、養路費、車船稅單據等等一個都不要落下。

3. 不同路況 不同技巧
自駕出遊面臨的路況比較多，高速路上，大貨車比較多，一

般都會在外道行使，超車時，應先轉到超車道上，打左轉向燈同
時用大燈晃幾下並鳴笛通過。在遇到霧天時，一定要把全車所有
的燈打開，同時打開雙閃並在外道行使，減到每小時40英里以
下。汽車高速行駛很容易對駕駛員造成速度感、車距感的模糊，
所以在行駛中一定要保持好車距，同時注意高速公路上的距離標
誌。在長途行駛中，車上最好有兩名以上會開車的人交替駕駛，
避免疲勞駕駛。

盤山路上，多轉彎多盲區，因此行駛在盤山路段的時候，首
先要控制好車速，過彎的時候要特別注意提前觀察轉彎盲區鏡，
採取轉大彎、走緩彎的辦法，不可急轉方向，更不可在彎中製動
或掛空擋。

4. 回程切記 愛車保養
輪胎：旅行歸來後，經過長途奔波，車和人一樣需要得到及

時的養護和休整。首先要給輪胎來一次細心檢查，建議做四輪定
位，測胎壓以及檢查輪胎的磨損情況，來確定輪胎使用狀況。

底盤：由於對路況不熟，很多車主在旅行過程中都有刮底盤

的經歷，有時會出現愛車
有輕微異響、方向盤抖動
、車輛停放位置出現油漬
等現象，這就說明汽車的
底盤已經受損。建議最好
做一次專業的底盤防銹護
理或者做一次底盤裝甲，
以絕後患。
清潔：許多車主在自駕游
歸來之後都會去洗車，大
部分人只是注重汽車錶面
的清潔，而忘記車廂內部
的清潔。實際上，無論在
什麼季節，汽車經過長時
間的行駛，都會在車廂內累積不少塵土和細菌，尤其是地毯、車
頂和門飾板等部位。因此建議在洗車的時候，最好同時做一個車
廂內部的清潔和殺菌，防止車廂內出現異味、霉變的現象。

剛剛駕車來到一個相對陌生的城市，對這座城市的路段和特
殊街路並不完全了解，在駕駛的時候就要勤看路標，配備一個
GPS導航會讓一切都化繁為簡。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徐雲經理

發動機保養秘訣
發動機是汽車的“心臟”，那麼平時車主要從

哪些方面保養好愛車的“心臟”呢?
1.按照汽車廠家的要求使用適當質量等級的潤

滑油。
2.定期更換機油及濾芯。任何質量等級的潤滑

油在使用過程中油質都會發生變化，為了避免故障
的發生，應結合使用條件定期換油，並使油量適中
。

3.保持曲軸箱通風良好。現在大部分汽油機都
裝有PCV閥，但竄氣中的污染物會沉積在PCV閥
的周圍，可能使閥堵塞。因此，須定期清除PCV

閥周圍的污染物。
4.定期清洗曲軸箱。發動機在運轉過程中，燃

燒室內的高壓未燃燒氣體、酸、水分、硫和氮的氧
化物經過活塞環與缸壁之間的間隙進入曲軸箱中，
與零件磨損產生的金屬粉末混在一起，形成油泥。
因此，應定期清洗曲軸箱，保持發動機內部的清潔
。

5.定期清洗燃油系統，控制積炭的生成，能夠
使發動機保持最佳狀態。

6.發動機水箱生鏽、結垢是最常見的問題。鏽
跡和水垢會限製冷卻液的冷卻系統中的流動，降低

散熱作用，導致發動機過熱，甚至造成發動機損壞
。所以要定期清洗水箱，除去其中的鏽跡和水垢。

7.保養三濾：三濾是指空氣濾清器、機油濾清
器及汽油濾清器。三濾在汽車發動機上對空氣、機
油和汽油起著過濾作用，從而對發動機起到保護作
用，同時也提高了發動機的工作效率。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最新技術治療腰椎、頸椎間盤突出有奇效！
（本報記者黃梅子）很多人長期
腰痛背痛頸痛，這個病不能輕視
，很有可能是椎間盤突出。椎間
盤突出分為腰椎間盤突出和頸椎
間盤突出。腰椎間盤突出癥為腰
腿痛常見原因之一，其主要癥狀
為腰痛及下肢痛。腰椎間盤突出
又名腰椎間盤纖維環破裂癥或腰
椎間盤髓核突出癥，就是人們常
說的“腰脫”或“腰突”。它是
指人體隨著年齡的增長或急性外
傷和積累性外傷等原因，使腰椎
間盤發生退行性變異導致纖維環
破裂，造成髓核脫出壓迫神經根
或硬膜囊而引起的坐骨神經痛等
一系列腰腿痛癥狀的骨科常見病
、多發病。

腰椎間盤突出使腰部及腰骨底部疼痛，下肢放射性疼痛（坐骨
神經痛）下肢麻木、感覺異常、前行困難。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
和萎縮。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減輕，勞累就加重，常常有彎腰
困難，久坐後疼痛，彎腰過久後疼痛加重等。多數患者有不同程度的
外傷史，造成腰椎間盤纖維環破裂，髓核向後或後外側突出，壓迫脊
神經根引起腰腿痛，坐骨神經痛是腰間盤突出癥的最突出表現。

頸椎間盤突出多見於青壯年，有明顯的頸部外傷史或有長時間
低頭位工作的職業史。神經根受壓者，出現頸部、肩部、上背部劇烈
疼痛，伴上肢放射性神經痛；頸部運動和睡眠時，疼痛加重。肌力下
降，腱反射減弱或消失，臂叢神經牽拉試驗陽性。部分患者出現眩暈
、頭痛等癥狀，甚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手酸。

Texas Spinal Care的李醫生治療椎間盤突出有20多年的經驗，
李醫生畢業於加州大學聖荷西分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他採用非
手術治療，運用推拿、器材和營養相搭配的方法，治療腰椎、頸椎間
盤突出非常有效，病人無痛苦、不用專門請假，可以邊工作邊治療，
而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手術治療時的copay還低。

李醫生診所使用最新技術MRI診斷治療，病人躺在治療床上，
電腦很快就能診斷出是哪一節椎間盤受損或突出、有無炎癥、缺水程
度等，李醫生根據電腦診斷的結果針對受損的那一節椎間盤治療，既
準確又見效快，一次治療下來疼痛馬上減輕80%。李醫生還專精車
禍後的複健，車禍後PI與PIP都收。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中
文請與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診療時間：週一至週五（8am -6pm）

車款。全美一共有 35 名華文媒體記者

從洛杉磯、紐約、舊金山和休斯敦等

地齊聚西雅圖，美南新聞集團記者黃

梅子和李嘉偉代表《美南新聞日報》

和美南國際電視臺出席了新聞發布會。

在新聞發布會上，現代汽車市場

部總監 Grace Jim、公關部經理 Michael 

Stewart、資深產品經理 Ricky Lao 等詳

細地介紹了 Genesis 旗艦車款 G90 的配

置和性能，並接受了媒體采訪。新聞發布會之後，

每三位記者分為一組，試駕 Genesis G90，試駕從

位於 Downtown 的酒店出發，經高速公路開到山

頂 的 Alderbrook resort， 然

後再經環湖公路開到 Seattle 

Ferry terminal，搭乘輪渡回到

酒店，全程為 5 個小時，包

括了高速、上山、平地等各

種路況，大家一致稱贊 G90 的完美駕車體驗。

Genesis 旗艦車款 G90 外觀大氣穩重，同時又

不缺乏時尚元素。內飾色調上視覺效果不錯，豪

華元素讓人驚艷，配備全液晶儀表和全景天窗。

後座的豪華感很出色，為 boss 們準備的專屬配置

到位，座椅非常舒適，行駛平穩無雜音。G90 是

現代汽車的豪華品牌 D 級車，一款出色的 D 級旗

艦轎車對於豪華品牌來說是不可或缺的。旗艦車

的 使 命 就

是 展 示 品

牌 最 強 的

造 車 功 力

    現代汽車於西雅圖舉行全美亞裔媒體新聞發布會
                    全新豪華品牌 Genesis 隆重推出 G90 旗艦車款

（本報記者黃梅子）8 月 18 日，現代汽車在

西雅圖舉辦了全美亞裔媒體新聞發布會，宣布推

出現代汽車旗下全新豪華品牌 Genesis 的 G90 旗艦

本報記者 黃梅子 報道

完整修車廠
      徐雲經理專欄 秋季汽車保養

秋天
來了，車
主在逐漸
添加秋衣
的同時，
也不能忽
視對愛車
的“ 體
貼”。經

過夏季的酷熱煎熬，愛車已變得有點
“疲憊”，再加上“冷冷的秋雨”，
“免疫功能”將大打折扣。在此期間
如果對愛車保養不夠的話，到了冬天
車主就會大感頭痛了。趕快給愛車做
一個全面體檢，讓這個移動的“小
窩”也能安然度過寒冷的冬季。

招術一：多跑高速減少積碳。如
果冬天開車發現提速慢、急加油回
火、啟動困難等現象，這說明您的愛
車氣門有可能已經積碳。因此，在秋
季應對氣門多做檢查，看看是否存在
積碳現象，並及時檢測、維修，還應
多跑高速。

招術二：汽車美容不可少。秋天
的早上，露水較多，汽車錶面往往很
潮濕。換季之時，最好為您愛車錶面
做一次從清洗、拋光到打蠟的一系列

美容養護。
招術三：正常胎壓防爆胎。夏季

時，由於氣溫高，要經常檢查輪胎的
氣壓，切不可使輪胎氣壓過高，否則
會有爆胎危險，而到了秋天，由於氣
溫相對較低，輪胎就要補充氣壓，以
使其保持在規定的氣壓範圍內。防止
漏氣和紮胎。

招術四：防凍液不能用水代替。
一些車主喜歡在夏季用自來水代替防
凍液，這種做法非常不可取。極有可
能影響到汽車冷卻系統的正常工作。

招術五：剎車系統勤檢查。註意
制動液是否夠量，品質是否變差，需
要時應及時更換。制動液三年更換一
次。

招術六：風擋除霜不可小視。秋
天天氣轉涼，氣溫較低時會出現白
霜，在這個季節，您要特別註意風擋
玻璃下的除霜出風口出風是否正常，
熱量是否夠。否則風擋除霜出風口一
旦出現問題，會給冬季駕車帶來許多
不安全因素。

招術七：冬季空調更要保養。夏
天天氣炎熱、氣溫高，汽車空調往往
超負荷運轉，從而縮短空調的使用壽
命，因此進入秋季，為您愛車的空調

做一次保養就
顯 得 尤 為 重
要。

招術八：
蓄電池關鍵看
液 面。 在 秋
天，汽車蓄電
池的電極接線
處是最容易出問題的地方，檢查時如
果發現電極接線處有綠色氧化物，一
定要用開水沖掉，這些綠色氧化物會
引起發電機電量不足，嚴重時甚至啟
動不了車。車輛行駛三年左右應考慮
更換電瓶。

招術九：車內除塵經常做。一些
女車主喜歡在車裡擺放一些毛絨玩
具，這樣做會“招攬”很多灰塵或細
菌。夏季的高溫很大程度上催化了這
些有害“勢力”的發展。所以在秋季，
最好對汽車的內飾及構件做一次徹底
的清潔消毒，一面生病。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Tel:281-564-6541
Address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iTalkBB 休斯敦店 8 月 28 日
新老客戶抽大獎，參加就中獎！

和設計理念，樹立品牌形象，從而帶動全系車型

的銷量。G90 作為一個豪華品牌的後起之秀，依

靠過硬的品質和完善的售後服務，能夠迅速占領

市場，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G90 旗艦車的售後服務也更人性化，包括 3

年 36,0000 miles 免費預約維修保養、3 年 36,0000 

miles 免費待客泊車服務，還有 3 年免費 Genesis 安

心連結服務、業界最佳保固計劃包含加強路邊緊

急救援以及服務臺咨詢等。

2017 現代汽車旗艦車款 G90 很快就能在北美

全線上市銷售，對於既講究面子又喜歡經濟實惠

的華人族群來說，G90 是非常好的選擇。

8 月 28 日下午 2 點在德州休斯頓 ItalkBB
門店將舉行新老客戶抽獎活動 ，100% 中獎。
歡迎新老用戶踴躍參加。

ItalkBB 秉承：讓海外華人生活更美好的理
念，並已經走過了第十三個年頭，在北美市場
中文電視、網絡電話領域高居第一。

值此八月是 ItalkBB 客戶回饋月，ItalkBB
會推出一系列的答謝新老用戶的活動。

活動規則：自即日起到 8 月 28 日，凡老
用戶可以到 ItalkBB 休斯頓店領取對獎券一張，
凡開戶新用戶領取對獎券兩張。

特等獎：一名： Hisense 海信 50 吋 4K 智
能電視（型號：50H7GB2，尺寸：50-inch）

幸運獎：十名：ItalkBB 禮品四件套（自拍
桿、小電扇、車載手機架、午餐保溫袋）

紀 念 獎：100%： 每 張 對 獎 券 領 取 一 支
ItalkBB 精美紀念筆。

獲獎名單會在有關報紙、休斯頓門店公布。 
ItalkBB 休斯頓店期待您的光臨！
ItalkBB 休斯頓店地址：9188 BELLAIRE BLVD 

STE Q HOUSTON TX 77036.( 惠康超市對面 )
服務熱線：8322036006

徐雲經理

越南黃花梨博古架 越南黃花梨貴妃榻

大型和田玉雕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

第六屆食品募捐活動上周六舉行

所有主辦單位代表與主持人陳瑩（ 二排中） 合影。

精彩的太極表演。

每年出席的
人士都極為
踴躍。

精彩的舞蹈表演。

太極表演。

所有工作人員在大會上。

（ 右起）舞蹈班老師孫秀蕊，主持人陳瑩，夏普斯堂社區活動中心
人員，太極大師陸才達。



C2美國風俗

免費贈不銹鋼水槽
32種花崗石任您選購

with Min. 45 sq. ft. of Counter Top Purchase & Installation.免費估價

15% OFF

花崗石

平方呎

Peach &
Tea Brown

特價

帶按裝費＊

$14.95

＊櫥櫃15%折扣
並有送貨及按裝服務

優質
楓木實木櫥櫃
軟滑軌關閉抽屜

NEW
白色活動櫥櫃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8am-5pm 週六8am-1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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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cmdgroupusa.com

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
搬遷新址，擴大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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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是美國最棒的10個島嶼

多数人认为他们得逃到

一个偏远的地区才能感受到

小岛最真实的一面，但根本

不是这样的。地大物博的美

国有着许多很美很棒的小

岛，它们都很令人惊叹。

下面，我们将看看有哪

些岛屿名列前十，在这些小

岛上又有哪些事是最不容错

过的。

1、毛伊岛· 夏威夷群岛

毛伊岛

不可不做的事：尽管毛伊

岛有着大片的风景如画的海滩

和许多水量丰富的瀑布，但

是你在岛上最难忘的经历都

与它们无关，在岛上静静地看

太阳从海拔10000英尺（3048

米）的哈雷卡拉峰上冉冉升起

才会让你终身难忘。

2、瓦胡岛· 夏威夷群岛

不可不做的事：瓦胡岛

是众所周知的最佳聚会点，

繁华的怀基基海滩就在瓦胡

岛，在这里的每一天都像是

在享受终极假日。但如果你

想体验真正的瓦胡岛，你就

得逃到威玛纳诺海滩上去，

那里是海滩博士本人投选的

全美国最好的海滩。

3、希尔顿黑德岛· 南卡

罗来纳州

不可不做的事：希尔顿

黑德岛是南卡罗来纳州的珍

宝，这里也是家庭度假的最

佳场所。在这里家庭成员进

行自行车旅游和乘船出海寻

找和观察海豚。但在希尔顿

黑德岛的最好的享受是在海

滩上度过简单的一天，感受

岛上的宁静和完美的景色。

4、阿米莉亚岛· 佛罗里

达州

不可不做的事：对于冒

险家来说阿米利亚岛是个完

美的地方，她周围的水域能

够体验多钟刺激的活动。只

需租一艘皮艇、冲浪板或一

艘船，就能在享受美好的水

上时光。

5、海岛· 佐治亚州

不可不做的事：海洋岛

是佐治亚州的一个私人岛

屿，她的奢华和南部的魅力

让她变得无与伦比。在岛上

的三个豪华度假村可以度过

很好的一天，你可以打高尔

夫、享受美食，如果你还不

满足，也可以做个水疗。

6、考艾岛· 夏威夷群岛

不可不做的事：如果你

是一个狂热的徒步旅行者，

在考艾岛上是上体验那著名

的惊人的纳帕里海岸 11英里

的卡拉劳步道绝对是不容错

过的。

7、凯瓦岛· 南卡罗来纳

州

不可不做的事：凯瓦岛

拥有所有的设施——度假

村、高级餐厅以及世界级的

高尔夫球场，但我们建议你

去与大自然亲密接触，比如去

夜鹭公园散步或骑自行车。

8、大岛· 夏威夷群岛

不可不做的事：夏威夷

的大岛有世界上最美丽黑色

的火山沙海滩。更不可思议

的事就是去探索所有的黑沙

的来源，即基拉韦厄活火山

的熔岩流。

9、朗博特岛 · 萨拉索

塔· 佛罗里达州

不可不做的事：郎博特

岛是一个热带天堂，全年气

候温暖，还有白色的细粉海

滩，在这里的海滩上待上一

天绝不会让你后悔。

10、罗得岛或阿奎德内

克岛

不可不做的事：你不能

错过岛上最著名的豪宅们。

这些庞大的奢华的房子让人

想到镀金时代，这些房子包

括范德比兹家族、阿斯特家

族、多丽丝公爵的避暑别墅。

世界上最“孤獨”的公路
風景這么美竟沒收費站

城市里车水马龙，而这条公路却

是人烟稀少，堪称是一条“孤独”的

公路。

美国50号公路

美国 50号公路全程长度为 3008英

里;即4841公里· 被称为“全美最孤独的

公路”，之所以被杂志最早冠以此称，

因它是美国最荒凉的公路之一，横穿

快马递送区，人烟稀少，有许多印第

安人部落，著名的死亡谷也在这条路

当中，同时也可以带你走进美国最美

的一些乡村和文化遗迹。

50 号快速公路虽然是“全美最孤

独的公路”，但西端是被称为“The

Biggest Little City In The World（世界

上最大的小城市）”的里诺(Reno)，附

近的太浩湖是世界顶级的度假天堂，

电影《教父》外景地。

风景这么美，竟没有收费站，想

想就不开心！

最容易被國人忽視的美國習俗
在美国呆上一段时间，

你就会发现，在日常生活中，

不管做什么事，都得提前预

约。看病、见律师、开会，

这类预约大家是可以理解

的，但修空调、洗地毯、搬

家这种蓝领干的工作也要提

前预约，可能许多人就不解

了。在看惯满大街都是劳力

挑夫的中国人眼里，以为美

国工人也是招之即来，挥之

即去，那就大错特错了。美

国的蓝领，同样不会为了钱

而选择在家庭聚会上迟到，

或错过一场棒球赛。中国人

大多有过不事先预约而手忙

脚乱的体验，包括我自己。

在美国，预约是一种习

俗，也是一种礼节。

邻里串门，要进门小坐

几分钟的那种，即使相距只

有 20米，也一定要事先打个

电话通知一声，因为说不定

你去敲门时，邻居正有急事

准备外出；或者家里一片零

乱，此时不想被打扰。为了

避免尴尬，保险的做法就是

打个电话预约，看看这会儿

是否适合登门拜访。一个朋

友嫁了老美，有一次开车偶

然路过她婆婆家想进去看

看，打电话过去，她婆婆回

答：千万别来，我还没化妆

呢。这位婆婆，其实早已 80

多的高龄。如果朋友没打电

话，冒然去敲门，会是什么

结果呢？

许多美国人的一天都会

有与工作无关的活动，散步、

骑车、打球、陪孩子......看

上去这些并不重要，似乎可

以随时取消，可以随时被工

作或其他挣钱目标挤占。其

实不然，这些

对他们而言可

能与工作同等

重要，甚至更

加重要，且早

已 在 他 们 的

规划之中。如

果计划有变，

他们可能会妥

协，但未必感

觉 爽 快 。 所

以，与看上去

很闲的美国人

打交道，也最

好做到凡事预

约，少些临时

起意，这一定

能为你的教养加分。

预约习俗的背景是彼此

尊重和珍惜时间，做事不预

约或者没有预约习惯，在美

国会吃大亏。打个比方说，

出门旅行在外，如果不提前

订机票、订宾馆和租车，那

么等待你的可能是两倍甚至

四倍于他人的价格。家里东

西坏了，找 7天 24小时随时

上门服务的公司，价格往往

也是两倍。至于生了病，不

想预约而去急诊室的话，估

计 200 美元可以看好的病，

到时付 2000美元都不够。

遵守预约习俗还得注意

不要轻易取消预约，如果不

得不取消也一定要尽量提

前。比如，你被邀请去别人

家里吃饭，想要取消预约最

好提前至少一天，且一定

要诚恳道歉。因为在饭局之

前，主人肯定早已买好食

材，准备好饭菜，临时取消

意味着食物的浪费，同时也

让主人的忙碌毫无意义，再

说为了等客人赴约，主人可

能推掉了其他预约，总之千

万不要小看这一顿饭。其他

方面，比如看医生，再如上

门修空调，如果你之前有预

约却改变主意了，也一定要

打电话过去通知。无故取消

预约又不打电话通知，绝对

是种恶习。美国人凡事喜欢

说谢谢，感谢的原因有很多

种 ， 其 中 有 一 种 叫 做

Thanks for your time( 谢谢

你的时间)，这跟预约的文化

背景大概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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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選，为何民調錯得這么離譜？
美国大选日到来之时，几

乎所有的美国主要民调机构和

主流媒体都相信希拉里会跳着

华尔兹，轻松入主白宫。然而，

特朗普的“逆袭”，却让美国

民调机构和主流媒体的脸被

“啪啪啪”打得很肿，肿到紫

涨。这几天，无数的人在问，

民调为什么不准？主流媒体为

什么集体失语？

引导民意而非反映民意，

传统媒体“话语权”遭冲击

美国主流媒体几乎一边倒

为希拉里“背书”。特朗普也

多次斥责希拉里控制主流媒

体，仅发布有利于自己的言

论。美国日发行量100强的报纸

当中，公开支持希拉里的报纸

达 43家。然而，传统媒体的记

者是精英阶层，与读者有着完

全不同的世界观，他们写的东

西人们“不买账”。传统媒体

通常将读者称之为“受众”，

有被动接受之意，但当前的民

众不再满足于接受媒体的投

喂，更乐意主动从网络获取资

讯。看似散乱的自媒体实则真

实冲击着主流媒体的话语权，

使其“受众”不断减少，甚至

被同化、被淹没。

民众把聚焦传统媒体的目

光转到了社交媒体上，特朗普

在推特上的推文约 3.36 万条，

远远多于希拉里的 9062条，吸

引了 1250 万的推特粉丝。从

Facebook的数据上也可以看到，

首位女性候选人希拉里受到

54.7%女性的关注，不及特朗普

的57.5%。

民调低估了的“大多数”，

出于“政治正确”默不作声

此次大选的选前民调，普

遍低估了白人尤其是白人蓝领

的投票热情，投票的白人蓝领

数量大大超过预期。而且，73%

的白人蓝领男性和 63%的白人

蓝领女性都投票给特朗普。特

朗普还赢得了属于精英阶层的

多数富裕、受到高等教育的白

人男性的选票。即便是在大学

以上文化程度白人女性中，希

拉里也仅获得 51%票数的微弱

优势。此外，支持特朗普的少

数族裔也比预期更多。

这种民调预测与实际情况

的反差可以用布莱德利效应

（Bradley effect）来解释，即当

选举中有黑人候选人时，民意

测验的调查对象，尤其是白

人，不愿意表现出自己种族歧

视的一面，通常会向民意测验

撒谎，表示会支持黑人候选

者，但是到了该投票的时候，

他们则会从白人候选者中挑选

投票的对象。

此次美国百多年来“最丑

陋、最分裂”的选举，造成希

拉里和特朗普支持者强烈的情

绪对立。大量支持特朗普的

“沉默的投票者”并没有在民

调中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为

了不让自己显得与主流社会格

格不入，很多支持特朗普的高

学历、女性、华裔在主流媒体

的抨击下成了不做声的人，但

在真正投票时表达了更真实的

想法。

美国社会经历变革，“看

不见”的民怨反映真实

美国社会焦虑感在大选年

弥漫。中产家庭普遍发愁沉重

的大学学生贷款、抱怨因奥巴

马医改而加重的医保开支。与

此同时，奥巴马执政后期，种

族冲突不断加剧，奥巴马执政 8

年来扶持非裔和拉美裔的政

策，被其他族裔认为过头并因

此心生怨恨。

希拉里尽管承诺免除公立

大学学费和部分改革奥巴马医

改，但指望羊毛出在富裕中产

身上。在缓解种族冲突问题上

也是有原则而无对策。总体来

说，希拉里的主张没能摆脱

“奥巴马第三任期”定位，也

没能缓解中产阶层的焦虑感。

美国大选结果是继英国脱

欧公投出现“意外”后的又一

个“重大惊奇”。这不仅是民

调有误那么简单，它反映了在

主流媒体轰炸下大批沉默选民

的真实选择、在网络媒体迅速

崛起后传统媒体的衰落，以及

在美国人口及政治版图变化趋

势下社会的深刻变化。

希拉里是美国选举史上赢

得普选票、但输掉选举的第五

人，她对自己失败的反思是：

“美国的分裂程度，超过我们

的设想。”

“閨蜜門”風暴
韓檢方傳喚多家知名企業高管

韩国韩进集团和大韩航空会长赵亮镐

当天被检方传唤，就是否被迫从平昌冬奥

会组委会辞职接受问讯。

检方怀疑，赵亮镐因拒绝与一家瑞士

企业签订金额为 1500亿韩元(约合 8.8亿元

人民币)的奥运设施建设合同，被迫于今年

3月从平昌冬奥会组委会辞职。据报道，这

家瑞士企业与韩国总统朴槿惠密友崔顺实

有合作协议。

此外，包括现代汽车集团会长郑梦

九、韩华集团会长金升渊、SK集团SUPEX

追求协议会主席金昌根等多家韩国知名企

业高管 12日至 13日接受检察官问讯，就涉

嫌向崔顺实掌控的两家基金会提供捐款接

受调查。

韩国检方13日说，负责调查“闺蜜门”

事件的检方特别调查本部可能于两三天内

对总统朴槿惠展开问讯。一旦检方传唤朴

槿惠，将是韩国宪政史上在任总统首次接

受检方调查。

韩联社援引一位检方官员的话说，对朴

槿惠的问讯将不迟于16日，“面对面问讯是

我们的原则”。届时，朴槿惠将以证人身

份接受接受调查。朴槿惠办公室说，最

早将于15日对检方问讯朴槿惠的计划作出回

应，同时考虑为朴槿惠雇用一名律师。

上月，韩国媒体曝出朴槿惠“闺蜜”

崔顺实涉嫌审阅并修改朴槿惠的演讲稿，

介入人事、干涉国政，在韩国社会引发轩

然大波。此后，朴槿惠虽然发表两次道歉

声明，但她在国内的支持率一路下滑。盖

洛普公司本月 11日发布的最新民意调查结

果显示，朴槿惠的支持率连续两周保持在

仅5%，其中19至29岁的年轻群体对她的支

持率为零。执政党新国家党的支持率也下

跌至17%，创历史新低。

12日晚，估计人数超过100万的韩国民

众在首尔举行示威集会，要求朴槿惠下

台。青瓦台 13 日早些时候说，朴槿惠在

“认真考虑”如何“使国家事务正常化”，

同时她已经了解到“民众在示威集会上的

呼声”。

特朗普的“靠譜”和“不靠譜”
將如何影響美國？

特朗普终于跨进了美国白

宫的大门。帮助撞开白宫大门

的是美国选民中的大多数草根

民众，他们表达出对美国社会

进行变革的渴望，希望特朗普

是一个与以往不同的美国总

统，支持他“离经叛道”，盼

望他是一副猛药，能够医治令

美国民众日益不满的现状。

特朗普是一个房地产大

亨，没有从政经验，他还被普

遍认为讲话不靠谱。但是涉及

到美国国内实际问题，他讲话

还是蛮靠谱的。特朗普多次表

示，美国已不再是过去的美

国，美国工人失业严重，生活

水平下降，中产阶级队伍减

少，人们的精神状况不佳，社

会矛盾加剧；他还具体地把美

国的机场、铁路、桥梁等与其

他国家进行比较，认为美国的

基础设施在许多方面都已落后

于其他国家。因此，他在竞选

中强调，美国应把主要力量放

在美国的经济建设上，要把钱

用在美国国内来，要把美国经

济搞上去，使美国重新强大起

来。

特朗普与现任总统奥巴马

的政见、党派大为不同。但是，

特朗普首先要重振美国经济的

主张，与奥巴马曾经提出的

“美国最大的敌人是美国自己”

的说法是一脉相承。奥巴马也

曾提出重振美国经济，进行基

础设施建设，但是八年来，基

础设施建设还多停留在口头

上。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

他的条件要好于奥巴马。美国

国会参众两院都掌握在共和党

手中。特朗普与国会及大财

团、大企业的关系将会好于奥

巴马时期。如果特朗普不受外

界干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把美国的科技优势和科技

人才从军事领域转移一部分到

经济建设方面来，他有可能为

美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希望。

特朗普不靠谱的地方是把

美国经济出现的问题归咎到经

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上。他上

台之后，如果采取贸易保护主

义措施，将会对全球经济产生

不利影响，对美国经济的持续

发展也是非常不利的。当今世

界经济形势已是“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局面，互利共赢是

国与国之间经贸关系的主要原

则，作为世界经济老大的美国

也难以违背这个原则。特朗普

在竞选中主张，要把主要精力

放在美国国内，少干预国际事

务，要让美国盟友更多地承担

它们自己的义务。特朗普上台

后，很可能采取收缩的外交政

策，但美国在世界上有巨大的

政治和经济利益，它决不会放

弃其霸权主义。特朗普在强调

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强调要加

强美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就证

明了这一点。一旦牵涉到美国

的重大利益，特朗普出手可能

会更狠。

在竞选过程中，特朗普表

现出来的“美国第一”的民族

主义、反对“政治正确”的民

粹主义、反对全球化和自由贸

易的保护主义等倾向，在他胜

选后可能会构成新的右翼保守

主义在美国抬头。在国际上，

右翼保守主义思潮目前也日趋

明显。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

明年的大选，右翼保守派上台

的可能性较大；英国脱欧已被

认为是与特朗普的保守主义思

潮一脉相承；拉美地区的政坛

也开始出现“左”退“右”进

的潮流。在这种形势下，世

界政治格局可能会发生新的

重大变化。同时，特朗普不

愿意美国担当免费的世界警察

的立场，可能会使一些地区或

国家的政治势力出现重新洗

牌的情况。

在对华关系方面，特朗普

在竞选中声称要在经贸问题上

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但是从

目前看，美中关系不会发生根

本性的变化，中美之间的合作

或许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

因为具有商人秉性的特朗普看

好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商机。美

国全球重心东移战略也不会发

生根本性的变化，或许在对付

中国的方式上会有所改变，比

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即 TPP）就可能被废除，在

拉拢盟国对中国施压方面或许

会有所缓和，但美国在亚太地

区进行军事部署可能不会放松。

特朗普上台后，在美国国

内将面临诸多挑战，但是只要

特朗普把美国经济搞上去了，

并使多数美国人享受到经济发

展的成果，诸多问题将会有所

缓解。

人狗情緣十八載
主人邀百人送別愛犬最後一程

据外媒报道，英国一只年

老狗狗因病无法再行走，主人

忍痛决定将它安乐死。在永别

之前，主人在社交网络上邀网

友一起送别爱犬，获逾百动物

爱好者携宠物出席，场面令人

动容。

据悉， 18 岁的惠比特犬

“核桃”12日接受安乐死，告

别人世之前，主人伍兹及家人

带“核桃”到其最喜欢的沙滩

上最后一次漫步，数百人应邀

出席活动，陪伴“核桃”走完

生命最后一程。

伍兹表示：

“我认为所有宠物

对主人而言都是

与别不同，我养有

3 只惠比特犬，但

对核桃始终有特别

的感情。”

过去 18 年，伍兹经历过 2

段婚姻及 3 次订婚，“核桃”

一直陪伴在旁，与他度过最艰

辛的时光。他忆述：“18年时

间让我们培养出亲密友谊，我

们通常会在清晨到沙滩散步。”

走完沙滩之后，“核桃”

当天在伍兹及其他狗狗的陪伴

下，在兽医诊所接受安乐死。

伍兹在网上写道：“它在

我手臂中很快便安详地离

开。”他感谢到场送别“核桃”

的网友。

美往歐洲運彈藥劍指何方？
美国军方11月9日宣布，已

于 10月底向欧洲再次运送一批

弹药，数量为近 20年来最多。

俄罗斯方面称，此举针对的是

“来自俄罗斯的假想威胁”。

加大军事存在

根据美军方声明，至少 620

个装满弹药的集装箱将被分发

到欧洲的不同地区。美国福克

斯新闻频道报道称，美驻欧洲

陆军司令本· 霍奇斯透露，其中

或许会有坦克炮弹。

这批弹药的拨款，俄罗斯

“卫星”通讯社指出来自白

宫。此前，白宫已 4 次提高保

障欧洲安全方面的拨款金额，

最终将其增至34亿美元。

对于此次行动，美军中校

布拉德· 卡利根将其称为“极致

战区保障”。但“卫星”通讯

社指出，不管弹药还是白宫有

关欧洲安全的拨款，针对的都

是“来自俄罗斯的假想威胁”。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已多次

加大在中东欧的军事存在。今

年7月，北约领导人决定再向波

罗的海三国和波兰部署4个营、

共约 1000人的多国部队。这四

个国家距离俄罗斯近在咫尺。

今年 2 月，美军也曾将 5000 多

吨弹药运往德国，其中包括小

型武器、战斗车辆的弹药和炮

弹等，共计415箱。

冷战思维作祟

北约秘书长延斯· 斯托尔滕

贝格表示：“我们不想与俄罗斯对

抗，我们也不想要一场新冷战。”

但他同时强调，“强有力的威慑

是阻止战争的最好方法。”

分析人士指出，冷战落幕

20多年来，北约和俄罗斯之间

的博弈从未真正消失。自从乌

克兰危机以来，双方博弈和对

抗持续升级，一条贯穿南北、

紧密布防的“对峙线”如今正

在欧洲东部浮现、成型和固化。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向俄

罗斯施压，是继续加强对俄罗

斯的制约。因为从美国角度来

看，俄罗斯是一种扩张的态

势。”外交学院教授周永生接

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从整体上看，欧洲担心

俄罗斯的军事力量，把欧洲视

为重要合作伙伴的美国则要实现

对欧洲的承诺，因此美国在不断

加强对北约的军备支持，在俄罗

斯周边的军事演习也会越来越频

繁。这依然是‘冷战思维’。”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许涛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前景有待观察

随着美国大选落幕，主张

理性对待俄罗斯的特朗普即将

上台。这会对北约与俄罗斯的

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俄

政策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转变。

特朗普不主张在外交和军事上与

俄罗斯对抗，所以美国可能会加

强与俄罗斯的合作，尤其在反恐

问题上。”周永生表示。

不过，竞选语言不能百分之

百地相信。正如许涛指出的：

“美俄两大国之间的矛盾是结构

性的。美国不会放弃霸权地位。

因此，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与俄罗

斯的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

发生逆转，两者之间的摩擦会一

直存在。即使有变化，也只会是

微调。双方各有自己的利益，不

会突破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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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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舟十一號撤離天宮二號實驗室
航天員即將返回

11月 17日 12时 41分，

神舟十一号飞船与天宫二号

空间实验室成功实施分离，

航天员景海鹏、陈冬即将踏

上返回之旅。截至目前，他

们在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已

工作生活了 30 天，创造了

中国航天员太空驻留时间的

新纪录。

组合体分离前，航天员

在地面科技人员的配合下，

撤收了天宫二号舱内的有关

试验装置和重要物品，放置

到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

中。离开天宫二号空间实验

室前，景海鹏、陈冬向地面

科技人员和关心支持航天事

业的人们表达了他们的感谢

和敬意。

随后，2名航天员身着

舱内航天服，回到神舟十一

号飞船返回舱，关闭返回舱

舱门，进行返回前各项准备

工作。两个航天器分离后，

神舟十一号飞船首先撤离至

120米停泊点保持位置，状

态确认正常后，在地面指令

控制下逐渐远离天宫二号空

间实验室。

一天后，神舟十一号

飞船返回舱将首次从高度

约 393公里的轨道上返回，

考核从空间站运行轨道返

回的相关技术。天宫二号

空间实验室将继续在轨运

行、开展有关科学实验，

于明年 4月接受天舟一号飞

船的访问。

中國人實現首次在太空種菜
爲深空探測儲備技術

大家好！今天是神舟十

一号飞行乘组进入组合体第

二十四天（11 月 11 日）。

我是新华社太空特约记者、

航天员景海鹏。

听说有很多网友关心我

们在天宫种植的生菜，今天

我就具体和大家讲一讲。

航天员中心环控生保研

究室副研究员王隆基解说：

选择栽培生菜有以下原因：

一是生菜的生长周期是一个

月，这一次在轨时间恰好是

30天；二是生菜在地面上的

种植技术比较成熟；三是生

菜可食用，在后续的在轨实

验中可以作为食材；四是生

菜是老百姓比较常见的植

物，有利于进行科普宣传。

今天做的是一些常规照料

工作，主要是检测栽培基质的

含水率、养分含量，灯光照射

以及用注射器往基质推入空

气。我们有一个仪器检测含水

率，如果显示指数低，就说明

需要给生菜浇水了。注入空气

是为了让生菜的根部呼吸到新

鲜空气，有利于植物的成长。

我们就像是太空的“农民”，

每天至少都要花10分钟的时

间来照料生菜。

另外，在太空种生菜使

用的基质和地面的土壤是不

一样的，我们用的是蛭石。

王隆基解说：蛭石是一

种矿物质，它的吸水性非

常好，水分在其中传导非常

均匀，即使是在地面有重力

的情况下，向上吸附都非常

流畅；另外它密度小质量

轻，便于携带上天。

植物栽培是在我们进入组

合体的第二天开始的，首先我

们需要安装栽培装置，就像是

搭积木一样，把装置的各个部

件组装成一个白色箱体。

王隆基解说：白色装置

的固件是 3D 打印的，都是

尼龙性材料，比较轻便，白

色和绿色形成了一个鲜明的

对比，视觉效果也很好。它

上面有两个器件，一个用来

测量土壤中的水分和养分参

数，另一个用来在植物生长

后期在封闭情况下测量植物

光合作用。

中国人首次在太空种菜

接着我们就会浇水、播种。

在上天之前，有一部分种子

已经放入白色的单元格里

面，这些种子是经过特殊处

理的丸粒化种子。由于生菜

的种子比芝麻粒还小，为了

方便我们播种，专家们特意

在外面做了一层包衣，使它

和绿豆粒差不多大，方便直

接手拿。包衣在吸饱水后会

裂开，但在后面的成长过程

中，我们发现，包衣对种子发

芽的速度会有细微的影响。

在天上播种的方式和地面

不同，地面一般是先播种后浇

水，但由于我们带入太空的白

色单元格是硬质材料，只有

吸水软化后，种子才能放进去

，所以我们是先浇水后播种。

种完后，我们会在装置

里铺上一层保鲜膜，就和种

庄稼的地膜一样。它的作用

是保护植物，防止水分流失。

在进入组合体的第五天

早上，我们发现种子发芽

了。当时我和陈冬兄弟都非

常高兴，第一时间把这个好

消息告诉了地面工作人员。

我们拍了很多照片，还跟生

菜芽合影留念了。

种子发芽后，我们就会

拿掉地膜，把安装在白色装

置顶端的灯打开，给生菜提

供光照。灯光是由红、蓝、

绿三种颜色组合而成的，主

要偏红色。

王隆基解说：生菜对红光

吸收效率非常高，在红光照射

下生长得很好；采用绿光是因

为它照射到生菜叶上，视觉

效果非常好；蓝光则是对植物

形态舒展具有较强作用。

生菜进入成长期后，在光

照的作用下，就开始变绿了。

我们第一次给生菜间苗

和补水是播种后第六天。间

苗那天，我和陈冬兄弟发现

生菜长得特别新鲜，看着比

地面的要绿一些。

我们间苗用的是镊子，

主要是把长得相对差一些的

生菜连根拔出来，在每个单

元格里保留两棵菜苗。因为

菜苗都非常嫩，所以我们得

非常小心，一不留神就会把

保留的生菜苗损坏。

过了三天后，我们开始

了第二次间苗和浇水，这时每

个单元格就只有一棵菜苗了。

浇水其实不是每天都需要做

的，专家为我们设定了5次浇

水，每次浇水使用的是注射

器，将水注入生菜根部。

到今天为止，在我们亲

手照料下的生菜，已经长得

很好了。我们看着它们一天

天成长，很有满足感。

有网友提问，在太空，

生菜生长的方向会发生变化

吗？长得怎么样了？

在这里，我要告诉这位

网友，我们种植的生菜和地

面是一样的，也是向上生长

的，而且长得好像比地面更

高一些。

王隆基解说：虽然太空

是失重环境，但是因为植物

有趋光性，所以它依然是朝

上长；同时植物还具有趋

水、趋肥性，它的根部就会

朝着富有水分和养分的基质

生长。

下周二，是我们在轨种

植蔬菜的最后一天，到时候

我们会进行植物采样，把生

菜的叶子和根茎剪掉，放到

低温储蓄装置中，再把它们

带回。

听说有网友很好奇，种

出来的生菜能吃吗？

这次我们种的蔬菜是用

来做实验的，暂时不食用。

我相信经过研究，以后我们

在太空种的各种蔬菜，肯定

是可以吃的。我也期待着在

太空吃上自己种出来的蔬菜。

王隆基解说：这次是我

国首次在太空人工栽培蔬

菜，暂时不让航天员食用。

我们要把植物采样带回来，

进行生物安全性检测，比如

检测植物表面的微生物是否

超标。只有检测合格后，我

们才会在下次实验中考虑让

航天员食用栽培的蔬菜。在

轨植物栽培技术，是未来长

期太空载人活动、深空探测

等必不可少的一项技术，将

来我们还会做其他物种的大

面积栽培实验，通过几轮实

验，逐步掌握植物在太空生

长的规律，便于以后在空间

站种植种类更多、面积更大

的植物。

中國或跳過蒸汽彈射
直接發展電磁彈射航母

近日，多家媒体公布了一组海军

辽宁舰的训练图片，辽宁舰发射“海

红旗-10”近程防御导弹和1130型实弹

射击的画面曝光。有分析认为，这表

示辽宁舰近防系统接受全面测试。军

事专家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我

国海军只要拥有足够的舰载机和舰

载机飞行员，辽宁舰就将形成初始战

力。未来中国可能会越过蒸汽弹射

航母阶段，直接发展采用电磁弹射器

的航母。

辽宁舰形成作战能力需足够的舰

载机和舰载机飞行员

在航母编队中，航母有着众多

“带刀护卫”，包括驱逐舰、护卫舰、

潜艇、直升机等，这些装备均具有较

强的防卫能力，为何航母自身还需要

加装近防系统呢？

尹卓表示，反舰导弹，尤其是超

音速掠海飞行的反舰导弹，对水面舰

艇威胁很大。航母的干舷很高，背弹

面积大，战时如果航母周围的防御舰

艇被击毁或未能成功拦截来袭导弹，

航母便成了一个巨大的靶子，有必要

加装类似“海红旗-10”这样的近距防

御武器强化自身防御。但航母不需要

安装大型武器，航母的区域防空能力

主要由舰载机和护卫舰艇来提供。

不久前，一张辽宁舰上整齐排列

大批歼-15战机的照片引起了网友的强

烈关注，有媒体报道指出，这说明辽

宁舰的战斗力快速增长，正在形成整

装作战能力。

军事专家曹卫东介绍称，虽然辽

宁舰最初的定位是用于训练和科学实

验，但也要进行实战训练，希望它尽

快具备作战能力。“辽宁舰必须拥有

足够的舰载机和舰载机飞行员，才能

说它具备了实战能力。”过去中国没

有过航母，因此培养舰载机飞行员的

任务非常繁重。如今辽宁舰所需要的

驱逐舰、护卫舰、以及攻击型核潜艇

等护卫舰艇都已具备，只要舰载机和

舰载机飞行员达到一定数量，辽宁舰

就将形成初始作战能力。

弹射版歼-15可能已进入可实用阶

段

9日，有消息称歼-15舰载战斗机

疑似在我国第一个航空母舰电磁弹射

器试验机上完成了弹射起飞。此前，

网络上还出现了疑似弹射版歼-15的照

片，照片中的歼-15 起落架收放动作

筒明显加粗、双前轮前部安装了弹射

拉杆。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15日表示，

俄“库兹涅佐夫”号航母首次参与了

在叙利亚的空袭行动。作为姊妹舰，

辽宁舰与俄“库兹涅佐夫”号航母的

作战能力谁更胜一筹呢？

尹卓表示，如果消息歼-15完成首

次弹射起飞的消息属实，该架歼-15应

该已不是原理样机，而是工程样机。

从网上曝光的弹射版歼-15的照片来看，

歼-15 可能已经进入可实用阶段。此

外，电磁弹射器并不是必须加装在核

动力航母上，常规动力航母也完全能

够提供电磁弹射器所需的瞬时高能

量。“弹射版歼-15给我们展示了很好

的前景，今后中国航母的作战能力将远

远超过‘库兹涅佐夫’号。”

尹卓还表示，未来我军航母必定

需要歼-15这样的大载弹量、进攻型飞

机，也肯定需要安装电磁弹射器。中

国完全有可能越过研制蒸汽弹射航母

的阶段，直接发展采用电磁弹射器的

航母。

兩岸四地學生在港
獲頒校園學報新聞獎
由中国日报举办的 2016 年两岸

四地校园学报新闻奖颁奖典礼 17日

晚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来自香

港、澳门、台湾和中国内地的百余

名获奖师生出席了颁奖典礼，获颁

中英文组别共28个奖项。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俊

华作为主礼嘉宾出席了颁奖典礼。

他表示，虽然传统媒体现在面对不

少挑战，但是仍然深信记者的工作

难以取代，有质素的内容有一定的

需求。客观、公正、持平、多角度

的报道和分析，不管载体是什么，

始终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曾俊华希望获奖者可以继续关

心社会各种议题，积极反思社会种

种现象，发挥传媒监察政府的重要

功能，推动大家一起建立一个更宜

居、更包容和更繁荣的社会。

中国日报社编委、亚太分社社

长周立表示，自创办以来，校园学

报新闻奖评选活动已经走过 5 个年

头，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终于搭

建了一个跨越两岸四地高校、促进

学习和交流的平台，有利于学生进

行实践活动，并加强两岸四地的沟

通与交流。

校园学报新闻奖是为两岸四地

传媒与新闻专业学子搭建的交流平

台，旨在支持大学传媒专业学生出

版的学生报和数位媒体产品，鼓励

学生学以致用，回馈社会，同时促

进港澳台及内地传媒学院年轻学子

同台切磋专业知识和技能。

本届校园学报新闻奖吸引了香

港、澳门、台湾和中国内地的 28所

重点大学参赛，收到逾 600份大学学

报、学生自创刊物以及新闻网站的

优秀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包括新闻

报道、特写稿件、学报版面，也有

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的新闻图片与视

频作品。 60 位两岸四地资深传媒

人、知名大学教授等专业人士担任

评委，选出获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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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最窮”和“最富”的區 你知道嗎？

北京是中国首都，是全国政

治、文化中心，2015年GDP总量

居中国城市第二，仅次于上海！

北京下辖总共16个区，今天小编

以2015年的GDP做了一个排行，

评出“最穷”和“最富”的区，

但这里的GDP数据所引申出的最

“穷”和最“富”只是指各大城

区的经济实力情况，而不是指各

个城区的市民富裕情况，并无他

意。

1、朝阳区：总4640.2亿元，

排名第1

人均117325元，排名第5

著名景点：日坛公园、朝阳

公园、潘家园旧货市场、奥林匹

克公园、欢乐谷、国家游泳中心(

水立方)、国家体育馆(鸟巢)等著

名景点。

2、海淀区：总4613.5元，排

名第2

人均124892元，排名第4

著名景点：颐和园、圆明园、

香山、凤凰岭自然风景区、大觉

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著

名旅游景点。

3、西城区：总3270.4亿元，

排名第3

人均111996元，排名第1

著名景点：北京海洋馆、北

京动物园、宋庆龄故居、郭沫若

故居、恭王府、北海公园、景山

公园、月坛公园、什刹海地区、

西单商业街、国家大剧院、著名

名胜古迹景点。

4、东城区：总1857.8亿，排

名第4

人均205282元，排名第2

著名景点：天安门广场、毛

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国家

博物馆、故宫、太庙、天坛、地

坛、南锣鼓巷、王府井等著名名

胜古迹景点。

5、大兴区：总1591.6亿，排

名第5

人均101895元，排名第6

著名景点：中国影视大乐

园，团河行宫遗址公园，北京南

海子郊野公园，中华文化园，北

京野生动物园等生态旅游景点！

6、顺义区：总 1440.9亿 ，

排名第6

人均141265元，排名第3

著名景点：潮白河森林公

园、国际鲜花港、莲花山滑雪

场、汉石桥湿地等景点！

7、丰台区：总 1169.90亿，

排名第7

人均50340元，排名第10

著名景点：卢沟桥、莲花池、

辽金水关遗址、金中都遗址、大

葆台西汉墓和宛平城等众多文物

遗迹，世界公园、花卉大观园、

千灵山、青龙湖、地热博览园等。

8、昌平区：总 657.3亿，排

名第8

人均33484元，排名第16

著名景点：区域内有驰名中

外的明十三陵，“天下第一雄

关”——居庸关，十三级浮屠的

辽代银山塔林，拥有“亚洲之最”

称誉的中国航空博物馆、中国坦

克博物馆、迪斯尼风格的九龙游

乐园，中国最大的射击场--中国

北方国际射击场，北方地区最大

的国家级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

独具特色的十三陵高尔夫球场，

空中滑伞俱乐部，以及风景秀丽

的十三陵水库和蟒山、沟崖、碓

臼峪、虎峪、白虎涧、双龙山、

白羊沟、大杨山八大自然风景区。

9、通州区：总 594.5亿，排

名第9

人均43142元，排名第14

著名景点：京杭大运河、三

教庙、八里桥、燃灯塔、西海子

公园、城墙遗迹、伏魔大帝宫、

北齐长城遗址、御制通州石道碑

等众多名胜古迹！

10、房山区：总554.7亿，排

名第10

人均53031元，排名第9

著名景点：北京猿人遗址、

西周燕都遗址、云居寺、金陵遗

址、周吉祥塔等古迹旅游景点！

11、石景山区：总430.2亿，

排名第11

人均65982元，排名第7

著名景点：灵光寺、法海寺、

八宝山革命公墓、田义墓、宝胜

仙桥、万善桥、慈善寺、双泉

寺、承恩寺等物华天宝均荟萃于

石景山这块美丽的土地上。

12、怀柔区：总234.2亿，排

名第12

人均60990元，排名第8

著名景点：红螺寺、湖景水

上乐园、箭扣长城、慕田峪长

城、紫云山、等风景名胜景点。

13、密云区：总226.7亿，排

名第13

人均47328元，排名第11

著名景点：京都第一瀑、南

山滑雪度假村、云蒙山风景区、

明长城、古北水镇、密云水库等

风景名胜景点。

14、平谷区：总 196.20亿，

排名第14

人均46383元，排名第13

著名景点：金海湖、黄崖关

长城、避暑山庄，、清东陵、新

开发的“小桂林”——湖洞水、

京东大峡谷，京东道教圣地、丫

髻山等等景点。

15、门头沟区：总144.5亿，

排名第15

人均46916元，排名第12

著名景点：灵山、百花山、

妙峰山、黄草梁、潭柘寺、戒台

寺、永定河、珍珠湖等知名景点。

16、延庆区：总 107.35亿，

排名第16

人均34188元，排名第15

著名景点：八达岭长城、

岔道城遗址、赵庄关帝庙、玉

皇庙山戎墓遗址等名胜古迹景

点

四川畢棚溝
高山上的人間“伊甸園”

成都往西，在川西高原

与青藏高原的过度地带有一

片神奇的峡沟：毕棚沟。它

有着离都市最近的高原风

光，虽然离城市很近，却是

离喧嚣最远的人间阆苑。沟

内的原始森林、湿地草甸、

高原湖泊、溪流瀑布、终年

冰川、千年雪山、彩林红

叶、峡谷温泉为这里赢得了

高山上的伊甸园之美誉。毕

棚沟位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

州理县境内，在四姑娘山的

背面，人们都说它是四姑娘

山的背影。四姑娘山美得出

众，它的背影也别有一种风

情。从成都出发，经汶川，

过理县，不过三个多小时的

车程，便可来到毕棚沟沟口

所在的朴头乡。虽然离成都

只有两百公里的距离，却是

完全不同的天地。

毕棚沟内的五彩池是这

里的一大奇观，不为别的，

就为这五彩的池子也值得来

上一趟。

从沟口乘坐景区的环保

观光车，车在高山峡谷中穿

行大约半个小时，便可来到

卓玛滩。卓玛滩是第三大海

子，面积虽不大，但景色却

是最美的。水质清澈，色彩

五彩斑斓。在这里，千万

不要懒惰，尽情地大口呼

吸 吧 ， 空 气 中 的 负 氧 离

子 爆 棚 。卓玛滩最美的时

候是在秋季，十月中下旬

时，红叶环湖，衬着雪山，

映着蓝天，让此处的风光

如艺术家笔下的唯美油画。

我们来得稍微晚了一点，

不过景色却是毫不逊色。

虽然没有秋天色彩那么丰

富，但湖光山色间却透着

一种独特的美。

过了磐阳湖，再往前走

大约二十分钟便是毕棚沟的

终点叉子沟冰川了。这里三

面都是海拔四五千米的雪

峰，但我们到达的时候天气

不好，冰川和雪山都被云雾

所笼罩，只能透过云雾隐隐

看到一些雪山的山尖，有种

犹抱琵琶半遮面之感。不知

是老天的垂怜，还是人品爆

发，大约过了十分钟，刚才

还是云雾缭绕，现在太阳却

挣脱云雾出来了，天气也变

得越来越好，这时的叉子沟

冰川美极了，在蓝天白云的

映衬下，给人一种神圣、圣

洁之感。

冰川下一大片空旷的高

山草垫，偶尔还可以看到

几只野山羊从草甸上跑过。

冰川上的溶水流到草甸上

形成了几条错落有致的曲

形 小 溪 ， 忍不住用手触碰

溪水，冰到骨子里，但整

个人却是神清气爽。我们

几个小伙伴索性躺在草甸

上，享受这难得的高原暖

阳，被蓝天盖着，被雪山

拥抱着，神仙的日子估计

也就如此。

現實世界裏的
香巴拉或香格裏拉

藏传佛教的香巴拉是千余年

来信徒们憧憬的人间净土，希

尔顿笔下的香格拉却是西方现

代文化的产物，是对现代工业

文明的背叛。二者除发音相似，

本质上并没无关联。但取其理

想世界的一面，二者却是可以

等而论之的。二者也均系人们

想象的产物，在现实世界中无

应对之物。

但是，人之本性使然，寻找

香巴拉或香格里拉的行动从来就

没有停止过。藏族人千百年来香

巴拉的苦苦追寻，下方人对香巴

拉数十年来的痴心向往，两股潮

流最终汇在一起，一场轰轰烈烈

的寻找香巴拉或香格里拉的戏

剧，在雪域高原上拉开了序幕。

2001 年，云南率先将迪庆藏

族自治州的中甸县改名为香格里

拉县。2002 年，四川也将甘孜藏

族自治州稻城县的日瓦乡改名为

香格里拉乡。他们想精明的商

人，以为给某个地方注册了“香

格里拉”的商标，有了合法的依

据，从此财源滚滚，大可安抚无

忧了。但是，似乎尘埃并没有落

定，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从来就没

有停止过。

令人遗憾或者该庆幸的是，

在市声喧哗人心浮躁的时代里，

这一朵美丽的莲花，仍沉浸如独

在深闺的女子，含羞开放在雪域

秘境之中。在西藏人眼中，墨脱

是远在南方的神秘净土香巴拉。

虐诚的佛教徒把去墨脱朝圣一次

视为终生之幸，而一般人则畏于

险途，“今生只能向往了！”

关于香巴拉或香格里拉花落

谁家的争论将一直持续下去，但

心怀“桃花源情节”的人不会理

睬别人的判断。他们还将继续寻

找下去，直到找到自己的香巴拉

或者香格里拉，无论是在现实世

界中，还是在内心的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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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d routes. Emperors also used it to ship local timber 
to Japan.

The Cold War brought influxes to the still-sparsely 
populated border. The forest forged a city.
The border juxtaposition continues to draw outsiders 
today.
Dandong hosts about 8,000 expatriates, mostly from 
the DPRK.
And 80,000 people from the Republic of Korea visit 
the greater Changbai Mountain area annually, Chinese 
tourism officials say.
Many come to to peek over the border. It's one of a 
few Chinese cities where they can get visas on arrival.
They typically then drive from the city to Jilin 
province's Ji'an, with the Yalu to their right and the 
Changbai Mountains to their left.
About 50,000 Chinese enter DPRK from Dandong 
annually, the municipal tourism department says.
Direct flights to Dandong from Sichuan's provincial 
capital Chengdu and Heilongjiang's capital Harbin 
were recently added to flights to and from Shandong 
province's Qingdao, Shanghai and Beijing.
A high-speed train to Liaoning's capital Shenyang 
is expected to cut travel time from 4.5 hours to 1 
hour and 10 minutes beginning in August. Another 
scheduled for next year will connect to Dalian while 
cutting travel time.
Visitors can also use the new Zhihui Lyuyou phone app 
to book tickets and hotels, and peruse attractions and 
restaurants.
And the admission-free Memorial Museum of the War 
to Resist US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built in 1958 
has been recently renovated to better display its 12,000 
exhibitions.
It testifies to an event that links the Maritime Silk Road 
of the past to Dondong's present status as a logistics 
hub and tourism port of call.
That historical connection has made it a contemporary 
harbour for outsiders hoping to glimpse the DPRK－
and maybe even dance with its citizens. (Courtesy 
http://news.asiaone.com/news/asia)

U.S. exports of caprolactam, a material used in textiles. 
Beijing also scored a victory over the U.S. at the WTO 
in a dispute over U.S. duties imposed on 13 imported 
Chinese products--three years after Beijing first filed 
the case.
For a story about how a Trump-China trade war could 
play out, click here
Tires, Chicken
Chronology sometimes says more than causality. In 
2009, the U.S. imposed tariffs on Chinese tires. In 2010, 
China announced charges on U.S. poultry. The U.S. filed 
a WTO 
complaint 
in 2011. 
Bei j ing’s 
b r o i l e r 
c h i c k e n 
duties of 
as much 
as 105.4 
p e r c e n t 
hurt about 
3 0 0 , 0 0 0 
w o r k e r s 
a n d 
f a r m e r s , 
the U.S. 
said at the 
time. In 2013, after the WTO upheld the U.S. on tire 
tariffs, China renewed its investigation into American 
poultry.
In 2015, the U.S. announced duties on Chinese tires 
in June after 
a year-long 
investigation. 
China said 
later in August 
the same year 
that it would 
keep current 
countervailing 
duties on U.S. 
broiler chickens and relaunch a subsidy investigation. 
In August, the U.S. again imposed duties on truck tires. 

China’s stance on U.S. trade can be illustrated by one 
of Sir Isaac Newton’s laws of motion: For every action, 
there’s an equal and opposite reaction.
From steel to solar, Beijing has responded in kind to 
what it deemed as trade slights from Washington. It 
also has sought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protections, 
and with some success.
That’s something for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to 
weigh as he decides whether to honor his proposal for 
tariffs on the world’s largest trading nation, which had 
$627 billion in U.S. trade in 2015.
A Communist Party newspaper this week gave a 
flavor of what could come, suggesting "tit for tat" 
retaliation should a trade tiff erupt. "Boeing orders 
will be replaced by Airbus," the Global Times said in 
an editorial. "U.S. auto and iPhone sales in China will 
suffer a setback, and U.S. soybean and maize imports 
will be halted."
Here’s how history could be a guide:
Steel
The latest U.S. anti-dumping action against Chinese 
steel was a 
preliminary ruling 
in September 
on imported 
stainless steel 
sheets and strips 
from China, after 
American tariffs 
of 266 percent 
on Chinese cold-
rolled steel imports were announced in May.
In October, China extended anti-dumping tariff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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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st Will Dictate What The  
Future Holds For China-U.S. Trade

China To Have Another Famous Wall – 
Will Build Barrier At North Korean Border

When The U.S. Moves On Trade, China Moves Fast

North Korean Border at Hushan Great Wall, Dandong China

In September, China extended anti-dumping duties on 
U.S. chicken for five years, raising them as much as 
73.8 percent.
Aircraft
Boeing Co., the largest U.S. exporter, has long been 
a key bellwether for trade relations. China Southern 
Airlines threatened in 1995 to pull the plug on $2 
billion of orders 
based on progress 
in talks over 
copyright law, then 
didn’t. The next 
year, Boeing said 
strained trade ties 
would hurt sales 
after China gave 
Airbus Group SE 
its biggest-ever order for $1.5 billion.
While China doesn’t sell its own commercial aircraft, 
yet, trade tension could still arise. President Xi Jinping 
gave Boeing a $38 billion order last year on a plant 
visit in Seattle.
Solar
In July, the U.S. raised anti-dumping duties on 
photovoltaic products from China. Two months later, 
China imposed anti-dumping and anti-subsidy duties 
on distiller’s dried grain, a byproduct of ethanol and 
animal feed, from the U.S.

In 2014, China 
hiked tariffs to 
57 percent for 
U.S. exports of 
polysilicon used 
in solar cells. 
That rippled 
through to small 
m a n u f a c t u r e r s 

like REC Silicon ASA in Moses Lake, Washington, 
and Hemlock Semiconductor Corp. in Hemlock, 
Michigan. Thedispute with China, the biggest market 
for materials used in solar panels, pressured U.S. 
producers to cut output and prices.
Technology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China stepped up efforts to shift to domestic technology 
companies after 2014 revelations of widespread 
spying by U.S. intelligence agencies using American 
electronics to snoop. It complicated life for U.S. firms 
like Cisco Systems Inc., Intel Corp. and Hewlett-
Packard Co.
Meanwhile, Chinese regulators pursued antitrust 
probes against Microsoft Corp. and Qualcomm Inc. 
Microsoft’s China offices were raided, Windows 
software banned from government PCs, procurement 
of Apple Inc. iPads was blocked. Now, foreign tech 
firms must give Beijing unprecedented access to their 
systems under a newlaw. Trump’s tariff plans could 
hurt U.S. buyers too. Cellphone imports are now 
duty free, but such tariffs would raise the average 
price by $90.08 per phone, according to a Bloomberg 
Intelligence analysis.
Just this week, a top official from China’s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et Qualcomm 
President Derek Aberle to encourage the company to 
work with Chinese counterparts on 5G standards and 
technologies.
Fishing
C h i n a ’ s 
c o u n t e r -
p u n c h e s 
haven’t been 
restricted to 
responding just 
to commercial 
a c t i o n s . 
N o r w e g i a n 
salmon exports 
to China 
plunged after the country’s parliament awarded 
the 2010 Nobel Peace Prize to imprisoned Chinese 
dissident Liu Xiaobo.
In 2010, when a Chinese fishing boat and a Japanese 
Coast Guard vessel collided in contested waters, China 
stopped giving Japan export licenses for rare earth 
metals, needed for cars and electronics. Licensing 
resumed days later after Japan released the boat captain. 
(Courtesy 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 

Besides the iconic Great Wall of China, the Asian giant 
is building another major wall that would likely be 
another tourist destination. Like U.S.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who plans to build a 1,945-mile wall 
along its border with Mexico to stop the flow of illegal 
immigrants, China too aims to stop North Koreans 
from illegally entering the country.
Without the wall, the boundary with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remains porous, used by 
impoverish North Koreans to escape the harsh reality 
of life in the communist state.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beside the wall, is the building of a large military base 
in Longjing City, Jilin Province, Forbes reported.
Construction began in August after residents were first 
relocated, according to Radio Free Asia. On the part 
of the North Koreans, they are reportedly not happy 

with the wall. The communist cousin and neighbor of 
China, in turn, erected an observation post on top of a 
nearby mountain and assigned 20 soldiers to observ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all.
The wall was originally a fence to keep North Koreans 
out, but it was washed away because of the flooding 
of Tumen River. Besides building a stronger wall, 
China also replaced the old rusty barbed wire with new 
barbed wire.
Meanwhile, Trump told “60 Minutes” on Sunday that 
parts of the planned wall would be a fence instead for 
certain areas. During the campaign, the Republican 
told followers he would make Mexico pay for the 

wall, toughen immigration laws and secure the border, 
Reuters reported.
Although a Congressional report states that there are 
an estimated 178,000 illegal immigrants in the U.S. 
with criminal records, Trump plans to deport or jail up 
to 3 million immigrants initially, BBC reported. The 
first targets would be gang members and drug dealers. 
There are an estimated 11 million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in the U.S., the bulk come from Mexico. 
(Courtesy http://en.yibada.com/articles)
Related

Border City Dandong Offers Rare Glimpse 
Into North Korea

China's largest border city, Liaoning province's 
Dandong, enables visitors to (sort of) experience and 
even technically enter the DPRK without actually 
setting foot on the country's soil. You can visit the 
city's DPRK-operated restaurants, buy the country's 
products or enter its territory by cruising the shared 
Yalu River.
China's largest border city also offers close encounters 
with its mysterious northeastern neighbour. 
Most tourists yearning to glimpse the country visit 
DPRK's demilitarized zone. Yet this offers fewer-and 
Dandong offers truer-vistas.
Dandong is a place where even Americans can disco 
with people from the DPRK after a meal. Call it 
dinner-and-dance diplomacy.
A cruise from Hekou that coasts alongside DPRK's 

banks sets sail from under the Broken Bridge the 
United States bombed during the war. Mao Zedong's 
son Mao Anying crossed the passageway to fight. He 
died there in battle.
Today, a DPRK soldier waved from atop the crumpled 
corridor. Cruise passengers can watch DPRK guards 
patrol. Farmers seed terraces and tow oxen. Villagers 
ride bicycles and motorcycles.

Women scrub clothes in the watercourse. Children 
scamper over stones.
A hospital, terraced hills, village houses, a prison, a 
coal mine and a military basketball court can be seen 
onshore.
A tour guide points to what she identifies as the DPRK's 
second-largest industrial city-a handful of multistory 
buildings across the Shaping Bridge.

Fish farms line both sides.
People from both countries may swim in the shared 
river but can't climb the banks.
A Dandong saying goes: "Ducks go to the DPRK to eat 
fish and return to China to lay eggs."
Visitors to Dandong's riverside markets can buy DPRK 
items, such as chopsticks, ethnic attire and art.
The China-North Korea border at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Great Wall's easternmost terminus is at 

Hushan.
The ancient barricade 
previously separating ethnic 
Manchu and Han people 
is a stone's throw from the 
modern fence delineating two 
contemporary countries-and 
worlds.
Signs warn against crossing 
the fence, wading and 
speaking or exchanging items 
with people across the barrier.
From the wall, visitors can 
view the DPRK's 4.7-square-
kilometer Fish Wing Island. 
Its nearly 3,000 villagers 
plant corn for the military.
Some of the Yalu's islets 
belong to China. Others are 
its neighbour's.

Dandong exists not only as a tourism destination but 
also as a city because of this proximity.
Dynastic rulers restricted residency since it was a 
frontier settlement. Most inhabitants were involved in 
border patrol or logistics.
Han Dynasty (206 BC-AD 220) emperor Wudi declared 
the link from the settlement to the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as the first of three Maritime Silk 

Life On The North Korean Border Following Train 
Disaster (Photo : Getty Images)

To leave North Korea without official permission is 
considered to be high treason and it is a crime that 
is punishable by the death penalty. 

DPRK women attend a cross-border trade fair in Dandong.

The New And The Old At Dando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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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解放軍中唯一一對
“夫妻開國將軍”

上将丈夫少将妻，开国将

星中惟一“双子星座”

1955年 9月 27日下午的北

京中南海——新中国首次授予

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仪式隆重

举行。

在这些叱咤风云的将帅之

中，只有一位女性，她就是李

贞。端庄大方的她不仅是全军

女兵的惟一代表，而且丈夫同

时也被授予将军军衔。这是千

余名开国将帅中惟一一对“双

子星座”，也是当时惟一的

“将军之家”。

当李贞从毛泽东主席手中

接过一级解放勋章时，激动得

说不出话来。周恩来总理亲手

把少将军衔授予李贞，并握住

她的手说：“祝贺你，李贞同

志，你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李贞回到家里，丈夫甘泗

淇上将也回来了，望着丈夫，

李贞的骄傲和幸福充满心田。

甘泗淇原名姜凤威，也叫姜炳

坤。1903年11月21日出生于湖

南宁县一个贫农家庭。1930年，

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任

湘赣县委宣传部长，李贞当时

恰好也调到湘赣省委工作，从

此他们两人就相识了。甘泗淇

心胸开阔，平易近人，理论水

平高，工作经验丰富，李贞对

他的印象很好。

在任弼时的爱人陈琮英的

热心撮合下，1935年元旦，在

塔卧村一个白墙青瓦的礼堂

里，李贞和甘泗淇举行了简朴

的婚礼。副政委关向应主持婚

礼，任弼时、贺龙等到场祝

贺。从此，李贞和甘泗淇开始

了并肩战斗的风雨人生。

6 岁起就当了童养媳的李

贞原名旦娃子，1926年的一天

晚上，李贞的姐姐悄悄告诉妹

妹：“咱区里来了共产党，还

成立了妇女解放协会。妇女翻

身解放的时候到了，我们要跟

着共产党闹革命。”

“革命?”尽管李贞当时不

可能理解这两个字的全部含

意，但她能意识到“革命”就

是为了让穷人不受压迫，能过

好日子。

第二天，姐姐带她到永和

区秘密参加妇女协会。接待的

同志了解到她是个童养媳，当

即就点头同意，并随手递上一

张表问：“填什么名字呀?”

“旦娃子。”李贞脱口应道。

18年了，她一直叫这个名字。

接待的同志拿着笔，望着

她：“你也不姓旦啊?”

“再想想。”那位同志说。

想着，想着，一个字突然闯进

旦娃子的脑海：忠贞不渝。她

听说过，忠贞就是忠诚不变，

参加协会不是要求忠诚不改变

吗?于是，她试探着问：“叫李

贞怎么样?”

接待同志高兴地说：“好

名字啊!”边说边在登记表上写

下了：李贞。从此，李贞这个

名字伴随着她走过了 30多年的

硝烟岁月，走进了新中国的将

帅名册。

白色恐怖面前不低头

1927 年 4 月，大革命失败

了。白色恐怖笼罩着湖南城

乡。湘鄂赣边区特委妇女部长

李章被杀害后，吊在桥头暴尸。

女共产党员易维五被斩下头

颅，悬挂在城楼上示众。

当晚，李贞钻进了湘赣边

界的深山密林之中，她挎着竹

篮子，四处寻找隐藏的共产党

员。经过多日奔波，她终于找

到了共产党员刘先行、刘正元

和李汇东。四名共产党员会合

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党支部，

李贞任书记——这是济阳县永

和区第一位地下党支部书记。

李贞和党支部的同志，继续寻

找上级党组织，终于和中共湖

南省委派回原籍济阳领导武装

斗争的王首道接上了头。

革命火种又在浏阳大地上

点燃。湘赣边界的秋收暴动正

在筹划之中。9月 11日，秋收

暴动的工农队伍打进了醴陵，

接着又攻进了浏阳。李贞带领

党支部的同志立即投入战斗，

策应部队，打击敌人。眼见游

击队的实力不如敌人，她突然

心生一计。她想，浏阳鞭炮享

有盛名，燃放起来好似枪声，

何不借此迷惑敌人呢?于是，她

找来一个煤油桶，在桶里放起

鞭炮来，那噼噼啪啪的声音，

果然吓得敌人狼狈逃窜。

工农革命军开赴井冈山

后，白色恐怖又一次降临浏阳

河两岸。浏东游击队正是在这

样的环境中成立了。刘少龄任

队长，颜启初任党代表，李贞

任士兵委员长。开始，游击队

只有几个人，两条枪，其余则

是鸟枪、马刀、梭镖。但他们

以大围山、连云山为依托，与

不断来犯的敌人巧妙周旋，坚

持武装斗争。

游击队日益壮大，国民党

当局大为震惊。湖南军阀何键

命令周翰带领一个团，同时纠

集当地的团防军、联防军，向

浏阳扑来，发起了冬季“围剿”。

李贞带领游击队依靠有利

地形，勇敢顽强，击溃了敌人

一次又一次冲锋。第二天傍晚，

枪声稀疏了。队长考虑李贞怀

有四个月的身孕，便让她和几

名游击队员先行撤离阵地。

李贞说：“我是共产党员，

应当让地方干部和群众先撤。”

突围的同志刚下山，就遭到

敌人的疯狂扫射，除一名游击队

员和几名地方干部群众突围成功

外，其余同志都壮烈牺牲。

天黑了下来，敌人燃起火

把搜山。李贞临危不惧，带领

游击队员顽强抵抗。子弹打光

了，就搬起石头朝敌人头上砸

去。从后山偷偷爬上来的敌人

迂回包围过来。李贞和几名游

击队员退到了祖师岩的悬崖上。

“抓活的!”“抓活的!”

敌人的嚎叫声不绝于耳。眼看

敌人就要攻上来了，李贞对仅

剩的 4 名游击队员说：“不能

让敌人捉活的，往下跳!”话音

刚落，她第一个纵身跳下了万

丈深渊。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李贞

清醒过来。她发现自己被卡在

崖边的树丛中，腹中的胎儿已

经夭折了。在两名幸存的战友

的搀扶下，李贞咬着牙坚持走

了五六十里路，终于逃出敌人

的包围，回到了游击队。

1934 年 8 月，蒋介石调集

130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根据地

发动第三次“围剿”。这时，

红二、六军团已经完成了策应

中央红军长征的任务，于 11月

中旬踏上了万里征途。

李贞是怀着身孕开始长征

的。一路上，她以常人难以想

象的毅力，忍耐着各种恶劣环

境带来的重重困难，跨过了金

沙江，又渡过了大渡河，翻过

了雪山。在过草地中，李贞怀

孕七个月的孩子早产了。病体

还没有恢复，又没有充饥之

粮，孩子饿得啼哭不止，没等

走出草地，这可怜的小生命就

夭折了。而李贞由于产后没能

休息，再加上伤寒病的侵袭，

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

母爱献给烈士遗孤

李贞和丈夫甘泗淇终身未

育，但他们抚养了 20多个烈士

遗孤，把伟大的母爱无私地奉

献给了孩子们。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

师后勤部长的陈希云，在生命

垂危时对几个年幼的子女放心

不下。李贞安慰他说：“你安

心治病吧，家里的事我们这些

老战友会帮助照顾好。”随

后，她把陈希云的大女儿陈小

妹接到家里，从上小学、中学、

大学，一直到参加工作，体弱

多病的陈小妹，在李贞慈母般

的关怀照顾下健康幸福地成

长，后来考上了解放军外语学

院，成为部队的技术骨干。

朱一普是苗族老红军朱早

观的女儿。朱老 1955 年病逝

后，李贞和甘泗淇就把朱一普

接到家里抚养。朱一普患胃

病，李贞特地定了份牛奶，对

她进行“特殊照顾”，鼓励她

养好身体，好好学习，将来做

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

这些烈士的后代相聚在李

贞家，每次吃饭都要摆上二三

桌。星期天和节假日，李贞还

抽空带孩子们去看电影，逛公

园，大家庭里充满了温暖，其

乐融融。

将军遗物“一贫如洗”

李贞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

员说：“战争年代十分艰苦，现

在条件好了，我们不能贪图享

受，丢掉艰苦奋斗的好传统。”

李贞穿的衬衣、外套，盖

的被子等，都是补了又补，缝

了又缝。一双棉鞋她穿了十几

年，仍不肯换新的。身上穿的

大多数是 60年代留下来的青布

衣服，领子和袖子都是补丁叠

补丁，谁也记不清染过几回了。

冬天就在外面套上一件褪了色

的棉布军大衣。

1983年春节前，总政老干

部福利局张处长一行代表总政

领导到李贞家拜年，张处长拿

出 200 元钱对李贞说：“这是

组织上补助的生活福利费。”

李贞连连摇头说：“这钱不能

收。我们这些幸存的老同志，

和那些牺牲的战友相比，已经

很幸福了，请组织上不要再给

特殊照顾了。”

李贞的工资并不高，可她

的生活开支却不小，20多个义

女义子要生活，张口伸手都离

不开钱。时常有些老同志来京

住在她家里，钱用光了，她还

掏钱给他们买车票，送给他们

路费。

从 1975年开始，李贞住在

香山脚下一个很普通的破旧四

合院里。住房年久失修，设备

很差。卫生间里经常漏水，有

时还得垫上砖头才能走进去。

几户人家合用一个锅炉烧水取

暖，冬天室内温度也比较低。

总政领导多次劝她搬到城里去

住，可她总是说：“房子还能

住。我有办法御寒。”

李贞的“办法”很原始，她

把那双又笨又重的帆布羊毛大头

鞋穿在脚上。身上再穿件棉大

衣，膝盖上放着热水袋。“全副

武装”的在屋子里看书、批阅文

件、处理群众来信。1980 年，

李贞定为大军区副职。可是，

李贞仍然住在原来的房子里。

1982年元旦，一位领导去

看望李贞。一进屋，见李贞家

里空荡荡，没有一件像样的家

具。凡是去过李贞家的人都对

她说：“您的住房实在太差了，

家具也太破旧了，我们看到都

感到很‘寒酸’，还是让管理

部门给您换一换吧!”李贞微笑

着说：“这哪能说是‘寒酸’，

和过去对比，我觉得现在已经

很不错了。”

1985年9月，中共十二届四

中全会召开前夕，李贞给中共中

央和中央军委写报告。她在报告

中满怀激情地写道：“我今年已

经 78 岁了，我早就有一个心

愿：请求辞去中顾委委员和总政

治部组织部顾问的职务，让位于

年富力强，更能胜任的同志。这

是我发自内心的感情。

1990年 3月 11日，李贞走

完了她光辉的一生。

人们含泪为她清理遗物时

发现，这位参加革命 64载的女

将军，除了记录她赫赫战功的

4 枚勋章外，其他的遗物简单

到称得上“一贫如洗”——四

把用了 15年仍舍不得扔掉的旧

藤椅;一个用了整整40年不肯更

换的行军箱;一台用了 14 年的

“雪花”牌单门电冰箱;11000

元人民币，2500元国库券;战争

年代留下的两根小金条。

李贞在遗嘱中这样安排她

的遗物：一根金条捐给自己的

家乡浏阳县，一条捐给甘泗淇

的家乡宁乡县，用于发展教育

事业;存款一分为二，一部分捐

送北京市少年宫，一部分作为

自己的党费。

看着李贞的遗物清单，在场

的工作人员无不失声痛哭。他

们说，将军心里总是装着人

民，唯独没有她自己。

彭德懷曾因手下哪名愛將叛變

被氣得吃不下飯？
1932年，王明“左”倾路线

上台，命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强攻

江西赣州。由于敌强我弱，结

果，彭德怀打了 30多天没攻破城

，只好撤回江西宁都。谁知在回

师途中雪上加霜，发生了红五军

红2师师长郭炳生叛变事件。

14岁起就由彭德怀带在身边

郭炳生是彭德怀的救命恩人

郭得云的儿子。1921年 11月，彭

德怀在湖南南县怒杀恶霸欧盛钦，

不料此事遭人告发，彭德怀被湖

南督军赵恒惕通缉抓捕，幸被押

解的士兵途中偷偷放跑，后又得

其 1916年在湘军当兵时的第一任

班长郭得云收留，才躲过一劫。

彭德怀与郭得云情同兄弟。

1922年郭得云因病去世时，将年

仅 14岁的儿子郭炳生托于彭德怀

照管。彭德怀先是将郭炳生带在

身边，不久又送其去读书。1926

年郭炳生学成归来时，彭德怀将

其留在身边当了一名勤务兵，

1928年一起参加了平江起义。在

部队中，郭炳生在彭德怀的一手

提携下，从一名战士到排长，再

到连长、营长、团长，逐步晋升

为红2师师长，成为红5军的一员

大将。彭德怀把他作为心腹助

手，待他重之又重。

带走的部队被彭雪枫追回

1930年 10月中旬，在江西峡

江，红一方面军（包括红一军团

与红三军团，红三军团由红五

军、红八军等合编而成）总前委

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史称峡江

会议。当时担任红八军军长的何

长工回忆说，那次会议上争论非

常激烈，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就

是要不要东渡赣江，最终渡江的

意见占了上风，不过，对于东渡

赣江，郭炳生却非常不满，此

后，一不顺利，郭炳生就埋怨是

东渡赣江，脱离老家根据地才造

成的被动局面，不满情绪逐渐发

酵。

1932年围攻赣州，郭炳生带

领部队负责在南门外挖地道搞爆

破。由于地势低水位高，屡挖屡

垮，最终没能挖成。当时郭炳生

大发脾气。赣州战役让曾经作战

勇敢的郭炳生没了往日雄风，此

后，他总是沉默寡言，心事重

重，最终受国民党的策反诱惑，

选择了与根据地队伍决裂。

1932 年 8 月，趁部队开拔之

机，郭炳生谎称“彭雪枫政委阵

亡，陈毅司令员要部队向湖南转

移”，率领红 2 师第五团向江西

抚州白区开拔。2师政委彭雪枫得

报后，和 3 团团长吴法宪迅速带

领几名警卫，追上了郭部。郭炳

生见行动彻底败露，无法继续掌

握部队，便想杀掉彭雪枫继续裹

胁部队西进，但一直没找着机会

对彭雪枫下手，只有硬着头皮随

部队一起向苏区挺进。当晚大雨

倾盆，夜黑雨大，又在深山里行

军，郭炳生趁机带着几个亲信逃

往江西乐安投敌。

红军“步枪排射”将其击毙

国民党对郭炳生的到来大喜

过望。当时正值第四次反“围

剿”的关键时期，国民党遂利用

这件事大做文章，到处散发《郭

炳生告红军官兵同志书》等传

单，企图瓦解红三军团。据黄克

诚将军回忆，红三军团当时确有

个别干部受到诱惑而发生动摇，

相继跑掉了几个人，“一个是军

团司令部作战科长舒适，一个是

军团供给部长陈宗实。这两个人

跑到南京以后，蒋介石委任他们

为上校参议”。而郭炳生本人，

则被任命为国民党军新编第 37师

师长，调转枪口，参与对红军的

第四次围剿，直接与彭德怀的部

队作战。

1933 年 7 月在宁都与宜黄交

界的一次战斗中，郭炳生被红二

师的战士发现。当时红军装备

差，没有机枪，为确保击毙叛

徒，战士们采用“步枪排射”的

方式，集中火力把这个可耻的叛

徒乱枪击毙。

视若亲生的爱将郭炳生的叛

变，使得彭德怀格外痛心，久久

才从牙缝中吐出“叛变投敌，子

不如父，甚为可耻！”气得几天

都吃不下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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