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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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身患重病的朱劍簃
稱遇到“神仙”
李國忠大師說起

2016“恒豐杯”網球雙打比賽於 2016 年 11 月 5
日在休斯敦 Memorial Park 網球中心成功舉辦。這場
網球賽事由恒豐銀行（American First National Bank，
www.afnb.com）獨家冠名贊助，由國際華人交通協
會（International Chinese Transportation Professionals 
Association, ICTPA） 德 州 分 會（www.icptatx.org）
主辦，華夏學人協會（Sino Professionals Association, 
www.sinoprofessionals.org）協辦。

這是自 2011 年秋季以來連續第六年的賽事了。
本次比賽共有 16 對，32 名選手參加。賽事義工們的
精心準備和熱情服務，讓整個事賽非常順利的舉辦。
經過 5 個小時的激烈交鋒，楚漢界分方定。高水平
的 A 組冠軍杯由 Liem Nguyen & Tam Bui 贏得，亞
軍由 Joseph Shum & Linh Nguyen 獲得，季軍是 Adam 
Liu & Jean Fuselier。B 組的決戰結果是，Xinlong Li & 
Xinyu Liu 捧得冠軍獎杯，Joe Ueng & Jim Fang 獲得
亞軍。

比賽結束後，ICTPA-TX 的會長 Heng Wang 和

華夏學人協會會長 Wei Bo 共同為獲獎選手們頒發了
獎杯和獎品。活動的組委會特別感謝為這次活動的
成功而付出貢獻的義工朋友們，更是對冠名贊助機
構恒豐銀行連續 4 年來的慷慨鼎力支持表示了最衷
心的感謝。

國際華人交通協會德州分會是一個立足於美國
德州的交通行業的協會。近年來，協會組織了一系
列的學術和社交活動，促進本地區交通及相關領域
專業人士之間的交流以及與華人社區的互動。休斯
敦華夏學人協會更是一個成立了有 23 年歷史的華人
專業人士協會，在休斯敦地區的華人界很活躍也很
有影響力的一個組織。此次網球比賽是兩家協會第
四次共同成功舉辦的網球比賽。這次比賽，將休斯
敦地區華人界熱衷於網球的各界朋友，聚集在一起，
通過比賽，相互切磋交流，增加彼此的認識和了解，
豐富了大家的業余文化生活，同時也必將進一步推
動休士頓地區華人界網球運動的進一步發展。

恒豐盃網球賽 11 月 5 日成功舉辦

各位讀者：
我在李國忠大師氣功治療三個半月，情況穩

定進步，一個月前，李大師教我基本丹田運氣，
至今可基本運氣，從丹田把氣運到全身各部位，
李大師的指示是，全神貫注用腦指揮丹田運氣到
身體不同的部位，我學習至今的收效是右手五指
張得更開更有指力，右手掌正反面翻轉已到 70%
的地步，雙腳踢力加強，右腳面更能以腳脖子的
力抬更高。腦子控制運至任何地方，那地方就會
發熱，右手指尖也會發熱。同時睡眠也非常穩
定，腦子清清楚楚。我不用拐杖走路更穩，右腳
抬起邁步很方便。我學了氣功運氣只是皮毛，就
感到它的功效，令我吃驚又高興，李大師的密氣
功對我來說太神奇了！

11-17-2016
朱劍簃現年 65 歲 2007 年患腦溢血住院治療

後得了近 10 年的後遺癥：右邊的手和腳一點都
不能動，功能完全沒有，左邊也全無力，全身都
不能動很痛苦。2012 年 2 月又得了腎衰竭，每
星期洗三次腎，每次四小時，每次洗腎時和洗腎
後都十分痛苦，全身無力和疼痛，真是叫天天不

應，叫地地不靈！為了求生，看遍了中美的醫
生，得到的答復都是無法恢復功能，只能等死！
就在這種痛苦之下的 2016 年 8 月初，突然看到
了美南日報登載了一位雙眼瞎了八年的老太太和
植物人狀態的劉麗婧，都被李國忠大師用“少林
秘功”使兩眼都重見光明和植物人康復了的新聞
報道。我帶著試一試的心態，在李國忠大師的
“少林秘功”療法下，只有幾次都改變了我的身
體，原來被中美醫生定為不能康復的右手和右
腳，現在用右手拿小紙片、拎大提包、右手可以
舉到嘴邊，原來的右直腿可以彎曲，還可以用力
踢出去，左右手可以甩腰，頭腦清醒，說話也清
楚了。這一快速大變化使我情不自禁的在美南日
報上刊登了“我遇見神仙李國忠大師”的報道！
我的人生改變了，對活下去的信心增強了。就在
一個月前，他為接受“少林秘功”中的內氣功最
基礎的運氣法，在指導和在操作下，把丹田的氣
運到身體各部位：右手五指張的更開，更有力，
右手掌正反兩面可以反轉到 70% 左右，雙腳踢出
的力更強，右腳面以腳脖的力上翹的更高，用腦
指揮運氣，想運到哪就到哪，都會發熱，運到右
手掌、右手五指、右腳腳底都會發熱，晚上睡眠
更好更穩定，睡覺起來後頭腦清醒，不用拐杖也

走的很穩。雙手同時可以直舉到頭頂，原來被報
廢的右手，完全輕松的寫字了。“少林秘功”療
法真是太神奇了，效果特好，就在康復朱劍簃先
生的腦溢血後遺癥的同時，由於在“少林秘功”
的特殊功能影響下，“洗腎中心”最近又開出書
面證明證實朱劍簃先生尿裏不存在尿毒，主治醫
生說這是幾十年來的首例！對這樣一位有毅力、
有堅定信心的朱劍簃先生，我們必須認真負責的
用“少林秘功”療法繼續實現他的人生目標。

最後希望病家都可以來做短期的嘗試，體驗
一下“少林秘功”的神奇效果，也可以證明自己
的病可以康復的！而且是在不服藥物、不註射針
劑、不開刀、不使用針灸的前提下，在內氣功的
操作下無痛苦的康復，同時也解除了病員家屬的
操勞和煩心！謝謝。

李國忠手機：832-757-3787            
查詢朱劍簃手機 :832 － 641 － 4357          
少林六合

門掌門人，少
林秘功創始人

                                                       
李國忠

左為李國忠大師，右為朱劍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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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贈不銹鋼水槽
32種花崗石任您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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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OFF

花崗石花崗石

平方呎

Peach &
Tea Brown

特價

帶按裝費帶按裝費＊

$$1414..9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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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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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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與美國十個不同的
生活習慣

朋友常常对我说“来吧来

吧，尽情欢笑，随我来吧，跟

着节奏一起摇摆，随着音乐一

起开怀。因为这里有自由、这

里有民主，这里是，自由、民

主、独立的王国USA。”

曾经有过许多美国朋友问

我：“你看中国人和美国人的

主要区别是什么？”

我说：“我们吃熟食，你

们吃生的；我们保守，你们开

放；我们在小事上团结大事上

分歧，而你们，无论大小事都

拧成一条绳。你们不怕别人关

注，唯恐别人不在乎。你们有

创新、勇于探索的精神；而我

们，工作兢兢业业，上班按时

按点规规矩矩……”美国朋友

点头称是。

在一个国家生活久了，不

说入乡随俗但至少会感染一些

气息，看人家的说话、办事风

格，学习人家值得学习的、优

秀的地方。

美 国 朋 友 常 常 跟 我 说

“怎么好像全世界都憎恨美国

人？”我说“那是因为你们特

立独行，因为你们专横、霸道，

还有矗立于世界之巅让屈居他

位者眼红。”朋友补充“还有，

因 为 我 们 ， NOSETOEVERY-

BODY’SBUSINESS……”我说

“很对。”

以下数条，为日常生活中

种种见闻，不说全面却都是亲

身经历，也许还有未收录到的。

一、问候

国人打招呼，一般都是

“吃了吗？”“瘦了啊！”

“最近在哪发财呢？”比较的

虚情假意一类。美国人，比较

现实，遇到了，相互微笑一下

就走了。要么，就停下来拥抱

一下，问问最近的身体，有家

庭的问问孩子怎么样一类的，

反正不会超过一分钟。

二、量杯

美国人用量杯，中国人不

用。刚来的时候，自己还是租

房子住，有一次病了，房东

太太给我一瓶感冒药(就液体那

种)，一个量杯，她让我照着

说明去使用。以前在国内的时

候没怎么注意过，一直

以为，量杯是药剂师的

事。

后来，自己买了房

子，自己烧水、煮饭、

做菜，虽然还在分期付

款，但只要是病了，只

要吃药，就会常常想起

那个好心的美国老太

太，想起她，教我用量

杯的轶事。

中 国 人 一 般 都 显

少，男人50看上去也就

30出头，女人30看上去

也就十七、八九。美国

朋友常常问我“你怎么

看上去才像二十出头？”而问

我的她，比我还小了好几岁。

我说“中国人会保养，没听说

‘龙颜大悦’么？”我这么一

忽悠，她还真不懂。中国人看

字是字，美国人看字是谜。

四、吃食

美国人从不吃什么诸如风

爪、猪蹄、鱼头、排骨类的东

西，就算有个别的吃，也是很

少。中国人爱吃，喜欢吃，讲

究吃。风爪味道好，猪蹄养颜、

护肤、促进S型美观，排骨就

更了不得了，生筋利骨还能补

钙。

美国朋友来我家，看我做

的红烧猪蹄、清炖排骨、蘑菇

烧鸡，吃了后，啧啧称赞。味

道好吖味道好！可让他们去买

了自己做？不干。

五、车饰

中国人的车子内一般都比

较传统，比如：中国结、红绳

子、小可爱、公仔娃之类的装

饰物。美国人的车内，比较的

OPENMIND，酷点的是骷髅、

枪弹，含蓄点的是新奥尔良的

狂欢节珠子，挂的越多，说明

你在那个地方嗨皮得越爽，也

说明你露的次数越多，所以你

得到的珠串才多。美国人，以

张扬自我为骄傲；中国人，以

保守谦虚而自豪。

六、洗浴

美国人，一般都是早上洗

澡。洗个澡，神清气爽去上班；

中国人，一般都是晚上洗澡。

洗个澡，干干净净的睡觉。

刚来的时候，我还是晚上

洗澡。日子久了，我早上也洗，

晚上也洗。电话回家一报告，

妈妈说：别洗多了，洗掉了元

气还脱皮！这么一吓，不敢多

洗了，可还是早晚各一，改不

过来了……

七、遥控器

中国人很爱惜东西，爱惜

物件。比如电视机的遥控器，

发现，真的只有中国人才在自

家的遥控器外面还包着塑料舍

不得拆掉。美国朋友来我家，

问“你的遥控器怎么还包着？”

我说“因为可以保护。”他不

说话，径直给我拆了，说

“这样不是更好用？那个没

用了是废物，扔掉好了。”

无语。

从此后，我家的遥控器

不再包塑料了。认识新的移

民熟悉后去到他们家，我也

告诉他们“那个不用了，没

有用。”

有的听有的不听。有

的，还要补充一句“你，被

美国化了吧？”

八、安全带

我从来都不喜欢系安

全带，因为那让我感觉特

不舒服。特别是，它斜斜

的系过来，还紧紧的绷着胸部

。坐我的美国朋友的车，头一

件事就是嘱咐我“系好安全带

了吗？”而我，总是心不甘情

不愿的系好，然后，还要补充

一句“死不了。”

再然后，朋友就开始向我

灌输已经倾倒了N次的美国交

通法典，还有安全系数，诸如

此类，等等，等等。当然我自

己开车的时候还是比较老实会

系好的，因为加州的法律，被

发现了是要开罚单的。为了省

银子，只好认了。

九、剔牙

有一次，一个美国朋友问

我，他说“我能问你一件事吗？”

我“你说。”

“为什么我在餐馆总是看

到有的中国人在吃完饭后剔牙

时用手遮着嘴？我们都是大大

方方的剔牙。”

“……”

“怎么了？”

“因为那不雅观，中国人

剔牙总是这么挡着的。”

“哦，我还以为他们总是

牙痛才捂着呢。。。”

“……”我没说，心里憋

着，这个郁闷，下次应该把话

题移开。

十、容器

刚来的时候，我比较的节

省，留了很多空瓶子。果酱瓶、

饮料瓶、红酒瓶、鸡精罐、黄

油罐之类的，我看着好看的，

比较大方、能盛东西的，我一

概留着，我装水用。中国人，

很喜欢把别的什么容器的，改

造成水杯。在这一点上，他们

是天才。

美国朋友来我家，看到了，

问我“你晒着这些空瓶子都做

什么用哪？”我“它们都是干

净的，我都洗了，等他们干了

我装水或者其他。”他二话没

说就给我全扔垃圾箱了，还教

育我“这些东西，都是废物了

，你用完了就该扔掉，就算二

次回收，那也得由专门的工厂

来处理。你这么做，是极不卫

生的行为！”心疼啊！那些我

攒了又攒的“宝贝”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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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一个自由的

国度，这个国家的独立宣

言代表着这个民族的个

性，在这里可以尽情的欢

唱，尽情的放松，这个国

家的人民有着一种用于尝

试的精神，这里吸引人们

眼球的大多数是来自这里

的文化魅力。

美国的风土人情还

要从这里十分经典的节

日说起，复活节是这里

一个十分盛大的节日，

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节

日，复活节是代表着希

望的意思，这是为了祭

奠耶稣复活的日子，这

个节日人们会十分重

视。愚人节是每年的

四月一日，这个节日的

时候人们可以尽情的开

玩笑，不论男女老少，

这个节日会是一个十分

欢乐的节日，人们喜欢

在这个节日大声的欢笑，

可以尽情的与人们开玩

笑。在美国可以在拉斯

维加斯尽情的放松自己

的心情，如果想挑战刺

激一下的话可以在这里

赌一把，这里是一个吃

喝玩乐的天堂还是一个

深陷其中的地方，取决

于自己的心态，有的人

在这里一夜致富，有的

人在这里一夜倾家荡

产，有的人放松自己

不在悠然自得，这完全

取决于自己的心态。在

美国纽约可以在街头上

欣赏美丽的风景，街上

的人们的姿态各不相同，

人们的差异是十分大

的，他们展现的财富方

式也是不相同的，人们

一直生活的十分自在，

一直努力的享受生活，

他们生活的标准是没有

规则的。在美国可以在

迪士尼乐园疯狂的玩一

次，这是一个梦想的神

圣的地方，来到这里可

以尽情的享受童年世界

的美好，可以回味单纯

的童年生活。夏威夷是

一个十分唯美干净的地

方，这里的景色是人们

非常喜欢的，夏威夷的

海水十分干净透明，在

这里会有很多的娱乐设

施玩耍，没事儿的时候

可以在海底之中潜水，

在海底欣赏美丽的风

景，也可以在海滩上

尽情的放松自己的心

情，在躺椅上舒适的

躺着，喝着一杯美味的

果汁，看着岛上人们的

神情，在这里舒适的睡

上一觉会是一件多么美

好的事情。可以在好莱

坞梦工厂疯狂的走一圈，

即使看不到好莱坞电影

的大腕，也可以在这里

的新光大道上走一圈，

景色会是十分壮观，另

外也可以了解好莱坞拍

摄电影的环节，和一些

十分高明的特技。

美国的风土人情是

十分美好的，在这里参

观的景点也是有很多

的，美国的风景会是

一个令人十分满意的

地方，在美国可以尽

情的放松自己的心情。

洛杉矶生活的南北差異
生活中发现了它和北京

的一个相似之处，那就是城

市南部区域的发展要远远落

后于北部区域的发展。无论

从经济的发展到文化的氛围，

自然环境的差异到人口素质

的高低，洛杉矶生活的南北区

域相差很大。

洛杉矶的房价总体来说靠

山和靠海的地区要高一些。靠

山的地方主要是指洛杉矶北部

的san gabriel山，靠海的地方位

于洛杉矶西部，最著名的就是

malibu，那个犹太金融家聚集的

住宅区。比举世闻名的贝弗利

山还要贵一些，据说章子怡那

个富翁前男友就住在这个区。

而靠南部的地域，除了靠海的

长滩还算不错外，真还找不出

什么地方值得一提。

南部洛杉矶生活人种主要

是黑人和墨西哥人，白人很少

能在南部生活。社会治安也是

洛杉矶生活的重灾区，整日混

日子的闲杂人员满街都是，从

这里人的穿着打扮，甚至眼神

你都能感觉到和洛杉矶北部的

居民有着很大的差异。南部的

建筑、汽车、街道，也和我在

洛杉矶生活的北部有很大的差

距，显得凌乱、老旧、脏。尤

其在卫生方面，哪里哪里都是

垃圾烟头，哪里哪里都是黑人

的涂鸦，好像就没看到一栋干

干净净的建筑。

总之，南部的市容市貌和

北部比较起来相差甚远，简直

不敢相信这两个地方竟然都属

于洛杉矶。

洛杉矶北部城市的名字一

个个地都如雷贯耳。贝弗利山

(Beverly hill)，一个云集好莱坞

明星大腕的高级住宅区。马里

布(malibu)，犹太金融家资本家

的海滨别墅区。圣马力诺(san

marino)，完全就是一个森林城

市，在洛杉矶甚至全美都十分

知名的亨廷顿庄园(huntington

library)就在这个市。帕萨迪纳

(pasadena)，世界闻名的加州理

工学院所在地，钱学森、钱三

强等我国著名的科学家生活学

习的地方，也是每年1月1日美

国三大新年庆典之一的玫瑰花

车游行的举办地。还有被称为

孔雀园的阿凯迪亚(Arcadia)，现

在的华裔富人区，李连杰、王

治郅都曾在这里定居。再有就

是著名的带有牧马场的山景豪

宅区白普理市(Bradbury)，2010

年 9月，Forbe杂志把白普理市

(Bradbury)的邮编代码 91008 排

名为年度美国最昂贵的邮政编

码。

绝对可以算作美国房地产

业的翘楚。这里曾有一套价值

七千八百八十万美元的超级豪

宅，一个包括居住面积达4838

平米的别墅和348305平方英尺

的超大院子的庄园。

除了这些顶尖城市，北部

还有不少比较好的区，其名声

也是漂洋过海地传到中国，吸

引着国内的富商和贪官来此购

屋置业。像格伦多拉(glendo-

ra)，还有附近的沃尔纳特市

(walnut)，钻石吧(diamond bar)

等。这些地方的房价自然比南

部高出许多，人员构成也都是

以白人居多。不过现在的大批

中国购房者纷至沓来，真有点

要把这些传统的老美白人区占

领的意思。

南部洛杉矶生活就弱了很

多。除了海边实在是找不出个

像样的城市，即使在海边的城

市也就海边的旅游区那块比较

好，稍稍离海边远那么一点

点，立马就能看到一片片颓败

的场景，一堆堆无所事事的黑

人、墨西哥人。在北部即使像

阿祖萨(Azusa)、monrovia 这样

的墨西哥人区，也和南部的墨

西哥区有很大差别，最起码城

市在卫生、治安、街景等方面

不在同一个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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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神舟十一號飛船返航利器：最後關頭高度判斷
终于，在太空生活工作了30

天的航天员景海鹏、陈冬安全返

回了祖国母亲的怀抱。11月18日，

乘着红白相间的巨大伞衣，神舟

十一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四子王

旗草原上安全着陆，这是神舟飞

船回收着陆系统的第11次出发，

创下回收系统最长在轨纪录后，

安全返回。

正如公众从电视画面里看到

的那样，神舟十一号返回时，引

导伞、减速伞、主伞相继打开，

着陆反推发动机点火工作，返回

舱着陆。这些动作只有一个目

的，即让飞船返回舱温柔地拥入

地球母亲怀抱，减轻着陆冲击对

航天员健康以及航天器的损害。

这并不容易，回收着陆是载

人航天活动的最后步骤，也是决

定航天员能否安全回家的最后一

棒。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

采访相关专家，揭秘护航神舟十

一号飞船安全返回的三大利器。

发现：一双“注视”飞船的

眼睛

随着神舟十一号在四子王旗

预定区域顺利着陆，LM－313雷

达(代号“回收一号”)的回收跟

踪测量任务也宣告结束。

“回收一号”雷达用于飞船

返回段测量，从载人飞船突破大

气层奔向地面的那刻起，“回收

一号”就密切“注视”着它，搜索

返回路径，捕捉目标，告诉地面

等待的人们，神舟十一号回家了。

这部由航天科工集团二院23

所研制的雷达，是我国第一部精

密跟踪相控阵测量雷达。早在

1999年8月，它就被布置在白云

鄂博场区前置雷达站，同年11月

21日，完成了对“神舟一号”的

回收段跟踪测量任务。

至今，“回收一号”已连续

11次执行“神舟”飞船回收任务

和“和平号”空间站返回测量任

务，均圆满完成任务。它还接过

“嫦娥”回家，在载人航天工程

中，可谓是个“老司机”。

“回收一号”的项目总师向

记者透露，尤其是在执行神舟二

号任务时，在主着陆场只有“回

收一号”跟踪飞船返回的情况

下，正是靠它的数据找到飞船，

立下了大功。

11月18日中午，神舟十一号

载人飞船的着陆回收任务开始

了，“回收一号”静静地立在回

收场里，目光如炬。

当返回器距地面一定公里

时，雷达屏幕上开始出现捕获范

围内的第一点。“回收一号”的

项目总师说，随着指控大厅工作

人员报出“回收一号”发现目标，

所有人为之振奋。此后的时间，

回波捕获持续、稳定，直到神舟

飞船安全着陆。

连接：让返回舱自由地飞向

着陆场

在神舟十一号飞船上，有一

个被称作“连接分离机构”的零

件，从外面几乎看不到，它小得

如茶杯大小，隐匿于各个舱段之

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幕后英雄。

连接分离机构，说白了就是

3把锁，在轨道舱和返回舱之间

的，是一号锁，主要是航天员顺

利返回地球的第一道安全保障。

在返回舱和推进舱之间的，是二

号锁，用来保证返回舱进入大气

层后在预定时间预定地点着陆的

首要设备。而在飞船着陆前，则

轮到抛底锁上场，抛底锁的动

作，关系到防热大底能否按时抛

掉，是返回时保障航天员生命安

全的重要程序。

也因此，连接分离机构被形

象地比作神舟飞船的臂膀，可以

有力地连接起了飞船的三舱，同

时又按照飞船工作的阶段性要

求，毫秒不差地将各个舱段分开。

这一系统由航天科工集团三

院 111 厂研制，别看就这 3 道

“锁”，做起来却并不容易。

要知道，在火箭上升时，这

3把“锁”要承受重达数吨的载

荷，保证舱间紧密连接。用航天

科工集团三院111厂连接分离机

构项目负责人的话说，飞船在飞

行过程中并不能保证一帆风顺，

有时可能会遇到空中的横向气

流，会受到转弯弯矩的影响，这

就必须保证在发射和运行段，实

现绝对刚性连接，克服各种各样

的外力，不允许出现任何松动，

否则会产生飞船空中解体或地面

解体的后果。

接下来是对接时的考验，当

飞船临近“天宫二号”以及实施

交会对接过程中，连接更需要保

证牢固，不受外力影响。当交会

对接完成，飞船准备返回时，一

号锁就要准确地打开，推掉轨道

舱，让推进舱和返回舱组合体踏

上回家之路。

当推进舱助推返回舱重返大

气层内，在预定时间抵达预定轨

迹时，二号锁就要毫不犹豫地打

开，推掉推进舱，让返回舱自由

地飞向着陆场。

最后的时刻来了。当返回舱

接近着陆场时，舱底端用于防御

吸收大气层摩擦热量的防热大底

已结束使命，由抛底锁执行抛底

任务。111厂的项目负责人表示，

将大底抛掉，里面叠放的降落伞

才能顺利打开，进而带着返回舱

安全返回地面。

刹车：最后关头的高度判断

在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减速

降落的最后一刻，一片耀眼的光

焰，闪现在电视画面中。很多人

会为此心头一紧：“这么大的冲

击力，都冒火光了？”

事实上，这道“光”正是安

全的信号，是神舟十一号返回舱

反推发动机启动的标志。在飞船着

陆前的最后关头，由航天科工集

团三院35所研制的γ高度控制装

置，探测出返回舱距地面的高度，

启动反推发动机，“紧急刹车”，

将下降速度减小到安全速度。

经过与空气的“软”摩擦之

后，神舟飞船返回舱进入着陆缓

冲环节，原本，这最后一步是硬

碰硬的撞击，但γ高度控制装置

的负责人王征告诉记者，该装置

能够让飞船在着陆瞬间，判断飞

船的高度，从而实施“刹车”，

具体来看其过程——

在返回舱降至离地面约几千

米高度时，主伞打开，γ高度控

制装置开始加电工作。

在距离地面数米高度时，γ

高度控制装置给出预指令信号，

提示航天员即将着陆。

在返回舱接近地面时，γ高

度控制装置给出点火指令，控制

反推发动机点火，至此，该装置

的使命完成了。

γ高度控制装置，被称作神

舟飞船飞行任务的最后环节，是

飞船的关键设备。然而，在神舟

八号任务之前，我国在这方面一

直是使用国外产品。

那时，国内采用γ放射源实

现高度控制缺少相关研究。航天

科工集团三院35所项目组在成立

之初，只有行政指挥加3个老师

傅和两个年轻人，算得上是该所

规模最小的队伍。

时任所长助理的刘波，担任

了γ高度控制装置项目行政指挥，

他说，当时的情况不比现在，谁

也不知道我们的产品最后能不能

上飞船，可谓“前路不明”。

日复一日的等待与付出终于

得到了回应，35所γ高度控制装

置在综合空投试验中，用成绩证

明了自己，终于成为神舟七号备

份产品。那一年，王征成了γ高

度控制装置的主任设计师，即该

项目第三代主任设计师。

2011年11月，国产的γ高度

控制装置成功应用于神舟飞船。

王征认为自己是幸运的，虽然有太

多的难关要克服，但给予自己施

展抱负的机会和支持，让自己懂

得了国家的航天事业是如何铸就

的，懂得了什么是“国家利益高

于一切”，更懂得了什么是传承。

如今这次任务，是这个国产

的γ高度控制装置第4次参加神舟

飞船航天飞行，正是这件小部件，

为航天员点亮回家最后的这段

路。航天人经历了10余年的艰难

拼搏，经历过不断的跌倒、质疑、

又爬起来前行的历炼，“把国产

的装置送上天”的梦终于圆了。

10克拉“寶石之王”在香港秋拍
估價9800萬港元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佳

士得25日起至本月30日将于香

港湾仔会展中心推出一连14场秋

季拍卖，24日起举行预展。全场

最瞩目拍品为一颗10.05克拉红宝

石戒指“The Ratnaraj”，古梵语

解作“宝石之王”。The Ratnaraj

以缅甸莫哥山谷天然鸽血红红宝

石制作，椭圆形宝石色泽深邃，

散发自然红色荧光，镶嵌于铂金

及黄金环圈上，估价6880万港元

至9800万港元。

专家：有望刷新拍卖纪录

佳士得香港珠宝部专家林碧

凤23日指出，5克拉以上缅甸红

宝 石 较 罕 有 ， The Ratnaraj 重

10.05克拉，有望刷新拍卖纪录。

The Ratnaraj经瑞士宝石鉴定学院

鉴定，确认净度及色泽“完全天

然”，被形容为“真正的自然奇

珍”。

佳士得秋拍所有拍品今日起

举行预展，包括一场不设标价的

私人洽购展览，展出包括画作、

雕塑、纸本及瓷器在内共约60件

作品，价值约2.5亿美元。展品

包括威廉•德•库宁油画《田园》、

文森特•梵高油画《静物、花瓶

内的雏菊与罂粟》、巴勃罗•毕

加索油画《克劳德与帕洛玛》

等。私人洽购展览24日起至 28

日结束。

正值佳士得创立250周年，

佳士得本周六推出“先锋荟萃”

特拍，包括朱德群、常玉、张大

千、赵无极、吴冠中、林风眠、

金焕基等画家15幅画作。朱德群

油画《雪霏霏》以瑞士阿尔卑斯

山暴风雪为原型，用厚实泼色及

似有若无的浅色晕染勾勒天地辽

阔的意象，展现大雪纷飞之美。

负责人指出，作品估价待询，有

望刷新世界拍卖纪录。

常玉《瓶菊》估价3000万

另一幅备受瞩目的画作为画

家常玉《瓶菊》，作品用写意绘

画的概念，以简单及超现实手法

展现静物，估价 2000 万港元至

3000万港元。该画作对颜色、空

间及光线运用为艺坛带来新灵

感，展现作者把中国艺术传统与

欧洲现代艺术结合的独有功力。

画家梅原龙三郎《康城》以

金、银二色绘图，画面上、下方

以大面积金色描绘云朵及棕榈树

受夕阳照射后反射的光泽，中间

以银色呈现建筑物在阳光下的景

象，把日本崇尚的金色融入西方

油画创作，估价 1000 万港元至

1600万港元。

首屆成美文化節在台舉辦
兩岸專家期就古迹保護多交流

首届成美文化节23日在

台湾彰化县永靖乡开幕。两

岸专家深入研讨“建筑与古

迹修复”等议题。

“这是一次难得的交

流。”中国民居建筑大师、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原院

长黄汉民接受中新社记者采

访时如是说。他在文化节中

分享了保护和利用福建传统

民居的理念。他认为，大陆

近年兴起保护传统民居、村

落的意识。台湾在这方面走

在前头，从村落保护到古建

筑保护都有值得学习之处。

两岸业界应在这方面更深入

交流。

台湾南投县建筑师公会

监事郭俊沛详细介绍了位于

永靖乡的闽客建筑魏家祖厝

成美公堂的修复过程。他受

访时称，近年来大陆有许多

遗迹被考古发现，台湾虽少

有这种古迹，但有多年来一

直使用的庙宇。大陆和台湾

业界修复古建筑各有做法，

很多技术相通，应经常对

比、交流建筑形制和修复技

术等资讯。

古迹修复话题延伸到中

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扬。

此次文化节后，成美公堂将

由以往的预约参观制，变为

向公众开放，让两岸更多民

众前来了解闽客文化。财团

法人彰化县顶新和德文教基

金会董事长魏应充说，除闽

客建筑特点外，成美公堂还

通过对联、门匾表现儒家

“成人之美”等文化内涵。

修复祖厝、重修族谱，

是魏家的寻根行动。2000年

左右，魏应充开始重修魏家

族谱，以三年时间在福建等

地收集文字和影音资料，把

仅有的台湾部分原族谱，溯

源拓展至大陆部分。“根从

哪里来？”魏应充在讲话和

受访中反复提到“寻根”，

表示要将儒家文化等祖先留

下的文明好好承袭下来。

据悉，成美文化节还包

括文化及自然遗产高峰论

坛、两岸砚台文化展。展览

将在 12 月 1日至 2017 年 1 月

15 日展出超过 50 件展品，

包括彰化有名的螺溪石砚、

江西制砚大师赖德廉的江西

石城砚、江亮根的婺源歙砚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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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全國爆發反蘇大遊行：

迫使蘇軍撤離東北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

迅速进入我国东北击败日本关东

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和中国人民的抗战胜利作出了巨

大贡献。但随后，苏联为与英美

等西方国家争霸，以延迟撤军来

胁逼国民政府答应其在东北的政

治企图，致使东北长达半年仍未

为被中国接收。

与此同时，驻东北苏军又屡

屡出现一些违纪行为，不但严重

损害了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国家

的形象，还使中国民众，尤其是

东北人民对苏联的感激之情逐渐

被冲淡，并转为仇怨，纷纷盼望

中国政府尽快接收政权，整顿治

安。

1946年 2月 20日，东北兴安

省府主席吴焕章接收兴安省（中

华民国在抗战胜利后设的东九省

的其中一省，简称兴）受阻，被

迫折返北平。消息传来后，民众

激愤不已，虽然国民党“党团事

先并无主动”，但“激于爱国热

诚之中立分子所发起”，重庆大

学等 14 所大学的学生代表，除

“中大以学生意见不一致，未参

加罢课”外，其余的都决定“自

20日起一律罢课，并定于22日结

队入市区游行示威”。得此消

息，对政府不满的国民党右派大

喜过望，认为这是“打击中共”

的好机会，并乘机挑唆。

此时，中共对苏联在东北的

所作所为也深感不满，从国家主

权利益和民族大义出发，希望

“苏联军队愈早退出东北愈妙”。

可面对即将爆发的中国民众反苏

运动，苏联却不以为然，除对中

国政府“表示抗议”外，还再次

声明：日本的“东北工业应属苏

军战利品，某些工矿事业要中苏

合资经营，并关切美军何时离

华”，稍后又宣布把千岛群岛和

南库页岛并入苏联版图，而对自

己何时撤军则闭口不谈，大有把

东北也收入囊中之意。苏联的种

种做法犹如火上浇油，令本已不

满的中国民众更加愤怒不已。

1946年 2月 22日，来自重庆

20多所学校的两万多名学生、教

职员工举行游行，沿途散发《告

全国同胞书》《致苏联抗议书》

等，“路侧民众，皆以热烈掌

声，并随呼口号，且有燃放鞭

炮”。与此同时，傅斯年等20位

文化界人士也借机发表《我们对

于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抗议》，要

求国民政府“不得再有任何丧失

国家主权及利益的行为”，引起

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但在当天重庆的游行中，由

于国民政府对中苏交涉的事宜一

直秘而不宣，加上国民党右派乘

机造谣生事，扬言张莘夫等人乃

“非法部队”所杀（注：1946年1

月，中国地矿专家张莘夫等人在

东北同苏军洽谈煤矿接收时，被

不明身份的人杀害），将矛头指

向中共。加上国民政府没有落实

保卫工作，结果在“学生行列过

后约20分钟”，国民党右派乘机

指使暴徒捣毁重庆《新华日报》

营业部和民主报社，并殴伤在场

的工作人员。闻讯匆忙赶来增援

的警察也在多人被打伤后，才制

服暴徒，平息暴乱。

2月24日，反苏运动蔓延至全

国各地。当天，重庆的“渔农工

商及律师、会计师、医师、教育、

妇女等团体”，组织“陪都各界

爱国护权联合筹备会”，“通电

全国各地民众响应”，要求苏军

尽快撤走。之后，上海各民众团

体成立了“各界维护东北主权委

员会”，“举行十万群众示威游

行”。其他如北平、武汉、太原、

南昌、贵阳等地都举行了程度不

等的游行示威，甚至连台湾也举

行了“抗议苏联破坏中苏友好同

盟”的示威游行。

国民党高层对民众的运动是

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的，他们担心

因此惹怒苏联，令苏联转向支持

中共，危及自己的政权。游行发

生后，蒋经国批评“国民党一部

分人在重庆大搞反苏宣传是愚蠢

的”；于2月24日“回渝主持大

局”的蒋介石也“对日前学生大

游行，极不谓然”，次日还劝导

学生“切不可轻听外间无根据之

传闻，而有激昂过分之言动”，

“要信任政府”。

中共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全

国性反苏运动，除一再谴责暴徒

的暴行外，也站在爱国主义的立

场上表示：“我们与重庆学生一

样关切中苏谈判与东北的现状和

前途，我们确认，只有确保中国

领土主权的独立完整”，“才是

中国与远东之福”；并肯定了学

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从学生方

面来说，大多数是纯洁的……是

为直接的爱国心所驱使”；同时

针对国民党右派的造谣中伤，指

示党内宣传机构展开反击，重点

打击“国民党内的法西斯反动派

与特务机关”。

此外，中国民众运动也引起

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首先，

美国各报刊纷纷报道“东方各隅

游行示威，赞中国全国的学生运

动”，并批评美国政府的态度

“过于缄默暧昧”，认为“东北

应立即归还中国”。在舆论的压

力下，美国政府感到驻东北苏军

威胁到自己的远东利益，态度转

趋强硬，杜鲁门表示要在“中国

问题上采取强硬的立场，不然的

话，俄国将在远东取日本而代

之”。之后，英国的媒体也跟着

抨击苏联拆运东北机械的行为

“令人愤慨不平”；甚至连日本

舆论亦深有感触地说：“中国不

容任何国家之侵略……深信中国

日后必将收复被各国非法割夺之

土地之主权。”

1946年3月1日，国民党召开

六届二中全会，东北问题自然成

为热议的话题。随后两天，反苏

游行示威又在保定、开封、唐山、

宁夏等地相继出现。眼看反苏运

动又有再度大规模袭来的迹象，

蒋介石赶紧在3月5日号召：“各

同志必须平心静气，认识国内外

之现实环境”，“不可以表面片

段之观察，作愤慨空洞之议论。”

同时，借助民众的声势，第二

天，中国外交部向苏联驻华大使

馆递交要求“苏军即行撤退”的

强硬照会。

此时，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利

益的考虑，公开表示：“任何国

家未得另一国家同意都无权派军

队进驻该国领土”，如有人违

反，美国“不会，也不能置身事

外”，以此含沙射影地攻击苏联。

英国对苏联在伊朗、东欧等地驻

军早已耿耿于怀，现苏军又在东

北拖延撤军，并抢夺东北的“各

种工业装备”，更让英国感到自

己的远东利益受到了威胁。3月5

日，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表示：

“中国东北之展望，实令人不

安。”随即，发表了针对苏联的

“铁幕演说”。

由于来自各方面的政治压

力，加上中国民众的“示威游行

已使莫斯科感到自己处于相当不

利的境地”，苏联极不情愿地向

国民政府公布了苏军从东北各地

撤军的具体日期：4月 18日，苏

军撤出长春；4 月 22 日撤出齐

齐哈尔；4月25日撤出哈尔滨。

5月 22日，苏联公开发表声明：

“苏军已于 5月 3日全部撤退完

毕。”

美國人如何看待中蘇珍寶島衝突：
加速中美緩和

1969年 3月，苏联挑起

中苏边界武装冲突。美国情

报部门最初认为这场冲突是

由中苏双方长期以来角逐对

珍宝岛的控制权所致，并且

判断是由中方引发了最初的

冲突。但随着中苏边界冲突

的加剧，美国的态度发生了

微妙的变化。

首先，在地域方面，中

苏边界冲突的扩大促使美国

政府改变了原来的“中国是

挑衅者”这一判断。如果苏

联是挑衅者并对中国进行全

面入侵，显然，一个完全被

削弱的中国并不符合美国的

利益，可是如何利用当前中

苏分歧，却是一个战略上的

问题。7月3日，尼克松指示

基辛格，就当前美国如何从

战略上利用中苏分歧进行分

析。指令要求从美、中、苏

三角关系的角度探讨中苏分

歧的广泛意义，特别是对一

旦中苏发生军事冲突美国可

能的对策进行分析，此外也

要研究当前在中苏持续紧张

的情况下美国可能的对策。

其次，中苏边界冲突的

核因素加速了中美缓和。早

在中苏边界冲突刚刚爆发

时，便出现了苏联打算攻击

中国核设施的流言。针对这

一时期的流言，8月12日，

美国情报部门完成了关于中

苏关系的国家情报评估，特

别对苏联企图攻击中国核设

施和导弹设施的可能性进

行了分析。报告认为当前中

苏关系改善的可能性极小，

而未来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

能性是存在的。8月14日，

尼克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

上指出苏联是更具有侵略性

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一

场中苏战争中被摧毁，那是

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基辛格

后来对此作出评论：“一个

美国总统宣称一个共产党大

国、一个我们与之没有任

何联系的长期以来的敌人的

生存，对我们具有战略利

益，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

件大事。”

按照尼克松7月3日的指

令，除了组建以副国务卿理

查森为首的特委会来完成这

份报告以外，基辛格也请求

兰德公司著名中国问题专家

亚伦· 怀廷提供对美国如何

从战略上利用中苏分歧这一

问题的看法。8月16日，怀

廷连夜赶写了一份题为《中

苏敌对及其对美国政策的启

示》的报告。

朝鮮棋局：
清廷與日本的搏弈

朝鲜对中国表面恭顺、

里外不一，暗藏机锋、从中

渔利，这是大清国“总理”

恭亲王奕的看法。他在奏折

中一针见血地写道：“朝鲜

于上中国文件，居然自行抄

给美国，全不隐避，窥其用

意，其所谓求中国保护者，

并非尽出真忱，不过欲借中

国为卸肩地耳。”

1866年和1871年，朝鲜

与入侵的法国和美国舰队分

别发生冲突，史称“辛未洋

扰”和“丙寅洋扰”。两次

“洋扰”事件，将朝鲜的宗

主国大清国推上了左右为难

的尴尬境地。法国、美国都

要求中国发挥宗主国的优

势，对朝鲜施加压力，一则

是希望朝鲜在传教、通商方

面“更加开放”，另一则也

希望能获得相应的赔偿。但

大清这个宗主国，其实对朝

鲜内政外交的影响力并不巨

大，至少不十分直接。

朝鲜一贯高举着正统儒

学义理的大旗，清廷正在实

行的改革开放（洋务运动），

在奉行闭关保守政策、有着

浓烈“中华情结”的大院君

看来，就是彻头彻尾的“修

正主义”，也反衬了朝鲜孤

守义理的悲情。何况，朝鲜

已经用鲜血“捍卫”了自己

的信念，取得了战胜法、美

强权的“伟大胜利”。大院

君在战胜法国之后，下令在

首都汉城树立了一块“斥和

碑”，碑文为“洋夷侵犯，

非战则和，主和卖国”短短

12个大字，不仅令朝鲜内部

主张开放者不敢出声，也使

清廷无从规劝。

朝鲜方面，依然延续一

贯的谦恭态度，请中国以宗

主国身份，对列强进行严正

交涉。朝鲜拒绝列强通商的

主要理由，正是其作为中国

的藩属，不能单独对外缔结

条约，且小国寡民，缺乏富

余商品和足够的市场参与国

际贸易——这与清廷早年自

认“天朝无所不有”正好相

反。一方面是实际上的“自

主”，一方面是出事之后由

中国出面善后甚至埋单，谙

熟韬略的大院君，几乎将各

大国玩弄于股掌之间。

在两难处境中，清廷继

续奉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的鸵鸟政策。清政府耐心地

告诉法美，朝鲜虽名为属

国，但“中国向来听其自为

主持”。同时，也告诫朝

鲜，凡事“自行处理”。这

种琉璃蛋般的鸵鸟政策，令

列强与朝鲜都难满意，中国

在朝鲜问题上的权威性不断

削弱。同样的政策，也令中

国在琉球、台湾问题上处处

被动，越想韬光养晦，越是

被人得寸进尺不断逼迫。

1873年9 月，朝鲜江华

岛守军再度与“测量航道”

的不速之客、日本军舰云扬

号发生冲突，日军随后攻占

炮台。事件之后，日本照例

与中国进行交涉。中国继续

鸵鸟政策。这正中日本下怀，

日本将中国撇在一边，与朝

鲜订立《江华条约》，条约

开宗明义指出：“朝鲜国自

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

之权。”大清国不敢理直气

壮地行使宗主国的威权，后

果逐渐显现。1879年，日本强

行吞并了琉球国，大清国颜

面扫地，朝鲜更是离心离德。

不得已，中国开始大幅度调

整朝鲜政策，一方面是帮助

朝鲜建立与列强的条约体系，

以国际势力的均衡制约来维

持朝鲜半岛的现状，“以夷

制夷”；另一方面是加强宗

主国的权力，借朝鲜内乱之

机，向朝鲜派驻军队，随后

命令袁世凯统管朝鲜事务。

清廷既想维护宗主关系、

又想“以夷制夷”，这一思

路在建立条约体系的过程中

并不顺利，美国坚决反对在

条约中加入“朝鲜是中国属

国，但内政自主”的条款。

无奈之下，只能采取变通做

法，在条约签订之后，以朝

鲜国王的名义给美国总统发

送照会，声明“属国自主”

的内容，但这样的单方面声

明，其在国际法中的地位和

效力大成问题。

“壬午兵变”起义士兵

与日本人交战情景

1882年的“壬午兵变”

中，大清出兵“维和”，将

侵夺了国王权力的大院君逮

捕回天津软禁。从此，中国

开始在朝驻军，重申“朝鲜永

列藩封”，获得领事裁判权

和海关监管权，帮助朝鲜训

练新军、开展“洋务运动”，加

强了宗主国的权力。中国还

像列强一样，在仁川等港口

城市设立租界，大批华商开

始进入朝鲜。随军驻扎朝鲜

的张謇，提出了《朝鲜善后

六策》，主张废除朝鲜王国，

设置郡县，纳入中国版图；

朝鲜大院君也秘密建议，中

国应效仿元朝，在朝鲜设行

省、派监国。李鸿章看了张

謇的建议，痛斥其“多事”。

最终中国依然采用将朝

鲜问题国际化、中立化的“和

平发展”政策，吞噬了自己

本来充裕的外交回旋余地。

史海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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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 FRANCISCO — Mark Zuckerberg, Facebook’s 
chief executive, has cultivated relationships with 
China’s leaders, including President Xi Jinping. He 
has paid multiple visits to the country to meet its top 
internet executives. He has made an effort to learn 
Mandarin.
Inside Facebook, the work to enter China runs far 
deeper.
The social network has quietly developed software 
to suppress posts from appearing in people’s news 
feeds in specific geographic areas, according to three 
current and former Facebook employees, who asked 
for anonymity because the tool is confidential. The 
feature was created to help Facebook get into China, 
a market where the social network has been blocked, 
these people said. Mr. Zuckerberg has supported and 
defended the effort, the people added.
Facebook has restricted content in other countries 
before, such as Pakistan, Russia and Turkey, in 
keeping with the typical practice of American internet 
companies that generally comply with government 
requests to block certain content after it is posted. 
Facebook blocked roughly 55,000 pieces of content in 
about 20 countries between July 2015 and December 
2015, for example. But the new feature takes that a 
step further by preventing content from appearing in 
feeds in China in the first place.
Facebook does not intend to suppress the posts itself. 
Instead, it would offer the software to enable a third 
party — in this case, most likely a partner Chinese 
company — to monitor popular stories and topics 
that bubble up as users share them across the social 
network, the people said. Facebook’s partner would 
then have full control to decide whether those posts 
should show up in users’ feeds.
The current and former Facebook employees caution 
that the software is one of many ideas the company 
has discussed with respect to entering China and, like 
many experiments inside Facebook, it may never see 
the light of day. The feature, whose code is visible to 
engineers inside the company, has so far gone unused, 
and there is no indication that Facebook has offered it 
to the authorities in China.
But the project illustrates the extent to which Facebook 
may be willing to compromise one of its core mission 

statements, “to 
make the world 
more open and 
connected,” to 
gain access to 
a market of 1.4 
billion Chinese 
people. Even 
as Facebook 
faces pressure 
to continue 
growing — Mr. 
Zuckerberg has 
often asked where 
the company’s 
next billion users 

will come from — China has been cordoned off to the 
social network since 2009 because of the government’s 
strict rules around censorship of user content.
The suppression software has been contentious within 
Facebook, which is separately grappling with what 
should or should not be shown to its users after the 
America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unexpected outcome 
spurred questions over fake news on the social network. 
Several employees who were working on the project 

have left Facebook after expressing misgivings about 
it,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and former employees.
A Facebook spokeswoman said in a statement, “We 
have long said that we are interested in China, and are 
spending time understanding and learning more about 
the country.” She added that the company had made no 
decisions on its approach into China.
Facebook’s tricky position underscores the difficulties 
that many American internet companies have had 
gaining access to China. For years, companies like 
Google and Twitter have been blocked there for 
refusing to yield to the government’s demands around 
censorship. In 2010, Google said it was directing 
users of its search engine in China to its service in 
Hong Kong, because of censorship and intrusion from 
hackers. Other companies, like the professional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 LinkedIn, agreed to censor some 
content on their platforms in China.

The current climate for internet companies in China 
may not help Facebook. In August, the ride-hailing 
giant Uber gave up an expensive battle to crack the 
Chinese market, selling its Chinese business to an 

Facebook Creates Censorship Tool To Get Back Into China

Chilean consumers. For example, Chinese-made cars 
have taken up a considerable share of the Chilean auto 
market.
China's first RMB clearing bank in Latin America was 
opened in Chile in June this year, setting up a platform 
to upgrade financia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Chile 
and the rest of Latin America. (Courtesy http://news.
xinhuanet.com/english/2016) 

SANTIAGO, Nov. 22 (Xinhua) --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rrived in the Chilean capital of Santiago 
last Tuesday afternoon for a state visit to the Latin 
American country.
Chile is the third leg of Xi's three-nation Latin America 
tour, which has already taken him to Ecuador and Peru. 
In Peru, Xi also attended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Economic Leaders' Meeting.
According to a written speech upon arrival, Xi hailed 
Chile as an important country in Latin America, 
saying that Chile, the first South American nation 
to have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made a string 

of "firsts" in 
developing 
relations with 
China.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ties 46 years 
ago, the two 
sides have 
deepened 
their political 
mutual trust, 
and nurtured 

a fruitful all-round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said 
the Chinese leader, 
adding that bilateral 
cooperation is facing an 
even broader prospect 
for development.
"My visit this time is to 
strengthen traditional 
friendship, deepen 
mutua l ly -bene f i c i a l 
cooperation and boost 
common development," 
he said, adding that 
he expects to join the 
Chilean leaders during 
the trip to blueprin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Chile ties.
"I believe that this visit 
will surely promote China-Chile relations to a new 
level so that the peoples of the two nations can enjoy 
more benefits," he said.
Chile established diplomatic ties with China in 1970, 
the first country in South America to do so. Meanwhile, 
Chile was the first Latin American country to sign a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 
with China, and the first 
one in Latin America to 
acknowledge China's full 
market economy status.
Bilateral trade volume 
has grown fourfold since 
the FTA went into effect 
in 2006. China is now 
Chile'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its largest export 
destination and the 
largest buyer of copper 
products.
Currently, Chile is 
China's second largest 
source of wine imports, 
with bottled wine 
exports to China up 
by 46 percent in 2015. 
The two countries have 

signed a number of quarantine agreements on cherries, 
blueberries and avocados.
Chin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arket for Chilean 
cherries, blueberries, apples, grapes and a variety of 
seafood such as salmon. Chinese products with good 
quality and competitive prices are also popular am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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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3rd L 
F) reviews the Chilean troops as he 
attends a welcoming ceremony held 
by Chilean President Michelle Bachelet 
(2nd L F) in Santiago, capital of Chile, 
Nov. 22, 2016. (Xinhua/Wang Ye)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1st R) holds talks with 
Chilean President Michelle Bachelet (3rd L) in Santiago, 
capital of Chile, Nov. 22, 2016. (Xinhua/Ju Peng)

President Xi Jinping of China, center, 
speaking with Mark Zuckerberg, right, 
the chief executive of Facebook, 
and Lu Wei, China’s Internet czar at 
the time, in 2015 at a gathering at 
Microsoft’s campus in Redmond, 
Wash. (Photo/CreditPool)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C F) and his wife Peng Liyuan 
(3rd R) arrive in Santiago for a state visit to Chile Nov. 22, 2016. 
(Xinhua/Lan Hongguang)

Chinese President Arrives In Chile For State Visit

incumbent rival, Didi Chuxing. More broadly, China 
has streamlined and tightened its controls over the 
internet under President Xi, targeting influential social 
media celebrities and adding new reviews to popular 
online video sites.
Still, some officials responsible for China’s tech policy 
have been willing to entertain the idea of Facebook’s 
operating in the 
country. It would 
legitimize China’s 
strict style of internet 
governance, and if 
done according to 
official standards, 
would enable easy 
tracking of political 
opinions deemed 
problematic. Even so, 
resistance remains 
at the top levels of 
Chinese leadership.
Some analysts have 
said Facebook’s best option is to follow a model laid 
out by other internet companies and cooperate with a 
local company or investor. Finding a partner — and 
potentially allowing it to own a majority stake in 
Facebook’s China operation — would take the burden 
of censorship and surveillance off the Silicon Valley 
company. It would also let Facebook rely on a local 
company’s government connections and experience 
to deal with the difficult task of communicating with 
Beijing.
Facebook and Chinese officials have had intermittent 
talks in the last few years about the social network’s 
entering the market, according to employees who were 
involved in the discussions, though the two sides have 
been unable to reach a compromise.
Facebook currently sells advertising for some Chinese 
businesses from its Hong Kong office. Among 
its customers are state-media sites that act as the 
propaganda arm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at 
operate official accounts where they post articles. 
Chinese citizens who wish to gain access to Facebook 

must tunnel in using a technology known as a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or VPN.
It’s unclear when the suppression tool originated, but 
the project picked up momentum in the last year, as 
engineers were plucked from other parts of Facebook 
to work on the effort, the current and former employees 
said. The project was led by Vaughan Smith, a vice 

president for 
mobile, corporate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at 
Facebook, they said. 
Like Mr. Zuckerberg, 
Mr. Smith speaks 
a smattering of 
Mandarin.
Unveiling a new 
censorship tool in 
China could lead 
to more demands 
to suppress content 
from other countries. 

The fake-news problem, which has hit countries across 
the globe, has already led some governments to use the 
issue as an excuse to target sites of political rivals, or 
shut down social media sites altogether.
Over the summer, several Facebook employees who 
were working on the suppression tool left the company, 
the current and former employees said. Internally, 
so many employees asked about the project and its 
ambitions on an internal forum that, in July, it became 
a topic at one of Facebook’s weekly Friday afternoon 
question-and-answer sessions.
Mr. Zuckerberg was at the event and answered a 
question from the audience about the tool. He told the 
gathering that Facebook’s China plans were nascent. 
But he also struck a pragmatic tone about the future, 
according to employees who attended the session.
“It’s better for Facebook to be a part of enabling 
conversation, even if it’s not yet the full conversation,” 
Mr. Zuckerberg said, according to employees. 
(Courtesy http://www.ny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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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版图上，怒江傈僳族自

治州位于西北部，北与西藏自治区

毗邻，东与迪庆、丽江、大理相

连，南与保山相依，西南与缅甸接

壤，边境线长达449.5公里。

历经四千万年鬼斧神工的地

质运动，横断山脉在此形成，金

沙江、澜沧江、怒江从青藏高原

奔流而来，在云南境内并肩而行，

穿越担当力卡山、高黎贡山、怒

山、云岭，自北向南一路相伴

170余公里，三江并流而不交汇，

四山威耸而不相阻，于是便成就了

令人叹为观止的奇特自然景观，

而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正位于这三

江并流区域的核心地带，在这块

儿纯净的土地上，生活着傈僳族、

独龙族、怒族、白族、普米族、

藏族等少数民族，他们悠久灿烂

的民族文化和古老的历史是一首

写不完的诗，唱不完的歌。

【集齐全套江洪、泥石流、

公路塌方】

我们的怒江州之旅始于怒江

大峡谷南端的入口处，而迎接我

们的，是一场突如其来，二十年

一遇的江洪。原本这里的雨季在

7-9月，也许是为了考验我们一帮

菜鸟的自驾车队，在11月中旬本

该艳阳高照的日子里，我们不得

不接受了上苍馈赠的两天大暴雨。

行程的第一晚，冒着大雨入

住怒江边的沙滩温泉帐篷营地，

这里位于保山潞江坝登高村怒江

回流湾处，在宽阔的沙滩上，有

两排独栋木制架构帆布帐篷，打

开帐篷门，就好像从哈利波特的

壁炉里被传送至了对角巷，帐篷

里的设施一应俱全，电视、空调

自然不必说，就连全套设施都按

照四星级酒店标准配备。于是，

心满意足地在高黎贡山、怒山的

怀抱中，在怒江水的吟唱中，沉

沉进入梦乡，丝毫没有考虑暴雨

可能会带来的后果。

一觉醒来，营地已在怒江之

上，需要靠快艇才能出行。

第二天早上才知道自己太傻

太天真，一觉醒来，怒江畔的帐

篷营地变成了怒江上的帐篷营地。

车队一行人在微信群里面面相觑

却无力搭救彼此，只得洗漱完毕

坐在帐篷门口，一边看天光冲淡

满天繁星听鸡鸣虫叫，一边等待

酒店老板开快艇来解救我们。岸

边传来炒菜声，隔着滔滔江水听，

简直像是隔着银河的思念。

这场11月中旬的江洪，让当

地傈僳族人也开了眼，很多人在

此生活了一辈子，都没有碰到过

的自然现象，让我们赶上了......

赶上了......赶上了......

上苍馈赠的考验并没有因此

而结束，暴雨引发的连锁效应还

在继续。

我们这次自驾线路规划为从

潞江镇沿S230一路北上，在六库

镇转至S228继续沿怒江北上，途

经古登乡、匹河怒族乡、福贡县

城、石月亮乡、贡山县城，抵达

S228公路的尽头后经历一小段丙

察察公路，最终抵达丙中洛乡中

心区域。整条线路都穿梭在怒江

大峡谷中，公路一侧是耸立的危

崖，另一侧是在谷底怒吼的江水。

这条线路，也因地质灾害频发而

闻名。不出所料，暴雨过后，泥

石流、山体塌方、路面塌方......

一个不落地让我们都赶上了......

赶上了......赶上了......

由于暴雨引发了山洪，整条

怒江变得十分浑浊暴躁，让人不

禁想起《禹贡》中曾把它称为“黑

水河”，意为江水深黑无底。不知

西游记中记载的“西方黑水河”

是否源于怒江，但其描述黑水河

的诗句却与我们经过的地段相差

无异：“滚滚一地墨，滔滔千里

灰。水沫浮来如积炭，浪花飘起

似翻煤”。汛期的怒江，每秒流

量能高达7000多立方，浪起十米

多高，简直犹如桀骜不驯的雄狮。

车队行驶过程中不断遭遇大

大小小的山体滑坡，泥水裹挟着

碎石从路面漫过，涌入滔滔江水

中；最严重的路段，山顶滚落的

巨石将路面砸断半边，错车而行

时，能感受到一半车轮悬空时肾

上腺素迅速爆表的快感；有些路

段曾经的山泉细流也变成了瀑布

一泻而下，车队从瀑布下穿行而

过，居然有种甜甜的浪漫情怀。

这几乎是一条走过一次就不

想再走第二次的公路，但公路沿

途那极致的野生景观，纯澈的多

民族文化，总像是魔法一样，召

唤着人们不远万里，跨越重重艰

难险阻，只为今世与其相见，再

相见。

【“人神共居”现世桃花源】

怒江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的

纵谷深处奔流而来，汹涌澎湃、

滚滚江涛碰击出“九十九道湾，

九十九险滩”，也造就出了被誉

为“东方大峡谷”的怒江大峡谷。

大峡谷全长近600公里，沿线多

为保护区，开发度极低，被誉为

世界上仅存的一片净土，像是一

个永恒的梦境。

我们最先进入的一段梦境便

是废城知子罗。知子罗在傈僳语

中是“好地方”的意思，几十年

前曾是怒江州州府所在地，传闻

八十年代时地质专家断言这里将

发生大型地质灾害，于是全村人

撤离，只剩下一座山顶空城，老

城就这样被毫发无伤地保留了下

来，意外地将时光凝固在八十年

代，因此知子罗也被称作“记忆

之城”，满是怀旧的味道。登临

知子罗八角楼顶，怒江大峡谷可

尽收眼底，碧罗雪山和高黎贡山

绵延数千里，把梦境不断延伸至

天际处。

继续沿怒江北上，经福贡县

城，便可抵达石月亮乡，乡名取

自傈僳族最为神圣的一处自然景

观——“石月亮”，傈僳语叫它

“亚哈巴”。石月亮其实是高黎

贡山脉中段3300米峰巅上的一处

大理石岩溶蚀而成的穿洞，洞深

百米，宽约40余米，高约60米，

沿着怒江北上，百里之外，都可

看到这个透着蓝天白云的石洞，

远眺似一轮明月高高悬挂于山林

峰海之中，这里被认为是傈僳族

的起源地。石月亮现已被开发为

较成熟的景区，将车停至石月亮

乡附近的飞渡怒江溜索广场后，

可乘过江溜索抵达对岸，沿“攀

福线”一路登顶可达，徒步往返

大约需要9小时，沿途设有若干

露营地，时间充足的户外爱好

者，不妨试试在深山老林中露营

一晚，一晚过后便可“不知有

汉，无论魏晋”。

从石月亮乡继续北上约111

公里，穿越层层云雾，一路便驶

进了现世桃花源丙中洛。这里位

于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江

并流”核心区域，是怒江大峡谷

腹地最为开阔的地方，也是怒江

由藏入滇的门户。念瓦洛河、格

马洛河将其分割为三大块，形成

“雪山为域，江河为池”的地貌

特征，被十座神山环抱的丙中洛

也因此被称作“人神共居”之

地，其中，终年积雪的卡瓦卡布

峰作为高黎贡山第一峰，像是丙

中洛守护神一般的存在，天气晴

朗之时有着触手可及般的亲和

力。因此，也有人说，丙中洛就

是藏传佛教经典《时轮坦特拉》

中记载的香巴拉。

怒江在流经丙中洛日丹村附

近时，由于悬岩绝壁的阻挡，江

水流向变为由东向西，流出300

余米之后，又被丹拉大山挡住去

路，便调头急转为由西向东，于

是一个环抱半岛的马蹄形大弯便

形成了，这边是举世闻名的怒江

第一湾。湾中心的半岛上有一个

叫做坎桶的村子，村子仅用一条

吊桥与外界相连，村子里“芳草

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屋

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

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

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驱车驶入丙中洛深处，有人

说这里才是真正的香格里拉。

“丙中洛”源于怒语，意思为

“藏人的寨子”。喇嘛教、天主

教、基督教、和万物有灵的原始

宗教在这里和睦相处，藏族、怒

族、傈僳族、独龙族、汉族、白

族、纳西族多民族在这里相伴相

生，一个家庭里有多个民族，信

奉不同宗教，在这里是最平常不

过的事情。

在一个天气终于放晴的午

后，我们沿着路标驶入了丙中洛

的重丁村，这里有着丙中洛人气

最高的景点——重丁教堂。这座

教堂也满是“混血”元素，塔楼

的尖顶由瓦片搭成，教堂门前的

对联由藏文书写，教堂墙体外的

装饰花纹则有着巴洛克式的风格。

重丁教堂的创建者是法国神父

任安守，他于1886年进藏传教，

1898年到贡山丙中洛建立教堂，

并在此定居，直到去世。作为将

天主教带入滇藏地区的人物，怒

江畔的几乎每一座教堂都少不了

任安守的名字。

丙中洛也是越野爱好者的天

堂，它是著名的“生死线”丙察

察公路的起点，是云南省境内省

道的尽头，著名的茶马古道从这

里穿过，也是唯一一条至今仍有

马帮穿行的活着的茶马古道，沿

途马蹄声声，空谷传响，像是穿

越了上百年而来。三三两两的越

野车在这里集结成队，满身泥

污，与马帮擦肩而过，继续北

上，挑战自驾的极致之境。

导演田壮壮多年前的纪录片

《德拉姆》，讲述的就是这条茶

马古道上的故事。如今的丙中洛

比起田壮壮纪录片中的丙中洛，

已经现代化了很多，村子里的主

干道两旁全是现代化的楼房，唯

独那个台球馆和门口的几条野

狗，像是定格在了时间里，看着

游人们在十几年中来来去去，寻

找自己心目中的香巴拉。

黃河九曲第一灣的磅礴壯闊 沒見過終身遺憾

如果说壶口瀑布是黄河最波

澜壮阔的史诗，那么九曲第一湾

无疑是秀美祥和的序曲，在辽

阔原野间，在佛塔的注视下，

带上高原的纯净，蓄起史诗的力

量，回首向北，悄然远去。

黄河第一弯不是徒有虚名的

一条大河的标志性数字概念，它

的美丽同样令人震撼。黄河从青

海、甘肃流到四川若尔盖，然后

又折向西北，再流回甘肃、青海。

在若尔盖唐克绕了个 180 度的

大弯曲，形成黄河九曲的第一弯。

唐克的黄河草原正处在这个大弯

曲的顶端上。

传说黄河是为了到若尔盖朝

拜东方的海螺山雪宝鼎而来。雪

宝鼎是松潘境内的一座著名雪山

，距若尔盖唐克还有好一、二百

公里路程。唐克是一片辽阔的草

原，黄河的支流白河从唐克的黄

河草原汇入黄河。白河汇入黄河

的地方正好是黄河九曲第一弯的

弯曲处，这一片水域显得更加浩

大而苍茫。

白河从草原一路流来，把草

地分割成一片又一片河洲。被分

割的河洲之上长满了高原柳树，

柳树虽然并不巨大，却形成了无

数丛林。清清亮亮的河水蜿蜒穿

行于河洲之间，河中水鸟飞禽顺

水而流，岸边牧人跟着牛羊随口

吟唱，牧歌与鸟鸣随风而飘，天

地一派祥和。

黄河由这里开始就具有了磅

礴的气势，而浩淼的水面竟无浪

花翻涌。平坦而宽广的水域静

静地流动，呈现出一种巨大的感

染力和至上的气派。

而更为奇特的是：当晴空万

里的时候，从这里就能看见蓝天

中高高耸立的宝鼎雪峰。中外科

学家称这一现象为"宇宙中的庄

严幻影"，实为自然界的一大奇

观。

黄河第一弯的草原盛产中国

名骏河曲马。河曲马体型俊美，

四肢强劲，以耐力著称于世。唐

代诗人杜甫诗赞河曲马"竹披双

耳俊，风如四蹄轻"。

如果河曲马是天下名骏，那

么可以说是天然丰茂的黄河第一

弯生长的河曲牧草养育了河曲马

健壮的体格，辽阔美丽的黄河草

原和气度非凡的黄河九曲第一弯

造就了河曲马的品质。

寺院的鼓钹之声徐徐传来，

将人的思绪带回现实。一座历史

悠久的藏传佛教寺院"赤扎西铁

钦林"，坐落在黄河九曲第一弯

岸边草原的斜坡上。

那些身披红色袈裟的僧众，

吹奏着老号，念诵着经文，每日

迎着东方冉冉升起的朝阳，又望

着它款款西沉。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寺院门前悠悠的黄河静静

地陪伴着他们，他们也陪伴着浩

浩流水，看天空云来云往，听候

鸟啾啾如歌。

最佳观景拍摄点

阿坝州若尔盖县唐克乡索克

藏寺后侧山顶

经 度：E 102°28′

纬 度：N 33°28′

海拔高程：3599m

观看方位：东偏北 10°

最佳拍摄季节

7 月至 11 月——夏秋季节

的草原各具韵味，夏季绿草茵

茵，秋季则多了一分磅礴大气；

春冬季节的草原被雪覆盖，交通

不便，比较危险，不建议在此时

前往。

最佳拍摄时间

17:00~19:00 ——河流的尽头

恰好是西边，此景有"黄河天上

来，红日地中落"的意境。

摄影指导

拍摄黄河九曲第一湾的最佳

时间是傍晚日落时分，雨后天晴

的日子使得"长河落日圆"的景象

更加突出。虽然这时候草原上并

无绿草幽幽，但可用剪影的效果

来表现河曲的美感。

拍摄时运用广角镜拍摄，尽

量把黄河层层河曲完整地表现出

来，建议使用小光圈，加上三脚

架、快门线进行拍摄，不过山顶

风大，需要带结实的三脚架。

除了在山顶拍摄大全景之

外，在河边也可以拍摄湿地景

观，可着重表现高原湿地的草垛

与河流曲线之美。

山脚藏寺旁边有很多小民

居，用木片做瓦，层层叠叠，非

常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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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國家真奇葩
竟然設有“禁屁令”

马拉维是位于非洲南部内陆

国家。东非大裂谷穿过马拉维，谷

底是马拉维湖，包围这个湖的一片

土地就是马拉维。马拉维90%的人

生活在农村。全国约55%的人生活

在贫困线以下，被联合国宣布为世

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自行车在这里成为交通工具

到处是玉米地，当地是以玉

米和土豆为主食

马拉维曾颁布了一项奇怪的

禁令，禁止人们在公共场所、商

业设施或公共交通工具内放屁。

如果违反禁令将会构成轻微犯罪。

此禁令一出便引起群情哗然。马

拉维司法部长说，此禁令是为了

促进社会文明，避免公共场所出

现这种“有伤风化”的不当行为。

这一禁令的颁布引起马拉维

民众情绪的很大反弹，他们认为

在经济贫困的马拉维，政府不致

力于经济发展，却去管这种无聊

问题，实在难以恭维。

当然马拉维政府说禁屁令只

是禁止人们在公共场所、商业设

施或公共交通工具内放屁，在自

家放屁还是可以的。

马拉维的这个禁屁令是想开

世界一个玩笑，是马拉维这个国家

想出名而故意为之，毕竟在没有禁

屁令的时侯，谁也不知道马拉维在

哪里，现在，马拉维有名了。

近日，古巴哈瓦那的钓鱼

者采用“气球钓大鱼”的视频

走红网络。使用该钓鱼法，只

需将几枚价廉的避孕套吹成气

球，一起系在诱饵线的末端。

这样诱饵最远能游到约274米

(900英尺)之外。

这种方法能让诱饵浮在水

面上，增大鱼线的拉力，更容

易钓到狐鲣、红鲷鱼等。据当

地一名钓鱼者说，该发明者看

了有人在南非用风筝钓鱼后，

便想到了用避孕套吹气球

钓鱼。在古巴，避孕套有

政府补贴，所以比一般的

气球便宜很多。而且避孕

套吹成的气球比一般气球耐

用，一般可以用一晚上。

一位自助餐厅的工作

人员表示，“这是最有效

的钓鱼法，用这个方法可以钓一

晚上的鱼。”

在古巴，没有营业执照，卖

鱼便是违法的，所以对钓鱼者说

，钓到的鱼都是自己家吃的。在

古巴，私人餐厅、上层社会和外

国人是买鱼的主要人群。

古巴漁夫把男人的套套吹成氣球，
竟能釣一夜的魚

澳大利亞爆發罕見“風暴性哮喘”

2000余人求助
澳大利亚墨尔本日前遭遇一

场罕见的“风暴性哮喘”，当晚

一场雷暴卷起大量花粉和粉尘等

过敏原，导致很多人出现呼吸问

题等过敏症状。报道称，2名墨

尔本居民的死亡可能与此有关，

数十人仍在治疗。

报道称，此次事故源于一场

雷暴，澳大利亚目前是春季，暴

雨或空气潮湿造成花粉颗粒吸收

水分后，分裂成更微小颗粒，引

起哮喘患者发病，还会被吸入肺

部进入支气管，造成非哮喘患

者、包括有过花粉症的人也出现

肺部过敏反应，以及咳嗽、呼吸

困难等症状。

当时，前往诊所求诊的人数

大增。报道指，在当天下午6时

至晚上10时间，急救中心和医院

5 小时内接到逾 2000 次急救电

话，是平时的7倍。

报道称，两名市民在等候救

护车期间死亡，疑与“风暴性哮

喘”相关，包括一名20岁女子。

由于当时很多人打电话求助，救

护车在接报后30分钟才到场。医

院和诊所亦人满为患，紧急部门

启动“重大灾害应对”机制，哮

喘药出现短缺。维多利亚省卫生

部门负责人形容事件为“省级灾

害”，直言任职40年来从未遇过。

很多有花粉症的市民对此毫

无准备，有人形容前晚忽感到难

以呼吸、不断咳嗽，坦言以前从

未有这种经历，当时完全不知原

因为何。

印度列車脫軌百余死傷
盤點各國鐵道重大安全事故

印度一列火车在该国北部

的行驶过程中发生脱轨，目前

已造成30多人死亡，100多人

受伤。尚不清楚事故发生的原

因。

据外媒报道，这列原定从

巴特那开往印多尔的特快列

车，有14节车厢。在行驶到印

度北部北方邦坎普尔(Kanpur)

附近一个村庄普瓦(Purwa)时，

列车发生了脱轨，许多乘客事

发后被困倒塌车厢内，难以移

动，无法获救。

印度铁道警方和当地一些

自发群众已赶往现场，试图将

被困人员救出车厢外。目前，

已有30多人因事件遇难，100

多人受伤；稍早时也有媒体称

事件造成24人遇难。

据外媒11月 20日报道，

印度一列火车在该国北部发生

脱轨，目前遇难人数已造成60

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尚不

清楚事故发生的原因。

此外医护人员也前往现场

提供紧急救助，并将被救出的

伤者送往医院接受检查。

目前尚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导致了这辆有14节车厢的列车

出轨。

火车是印度重要的交通工

具，但由于设施落后、人员操

作不当等原因，该国近年来已

多次发生火车脱轨或相撞事

故，导致大量人员伤亡。

据外媒报道，这列原定从

巴特那开往印多尔的特快列

车，有14节车厢。

以下是近年全球多国发生

的重大列车出轨事故：

2016年 9月 9日，西班牙

发生列车脱轨意外，造成4人

死亡，50人受伤。这起意外发

生在西班牙西北方加利西亚，

这班列车从西班牙前往葡萄

牙，行驶时突然脱轨。

2016年6月23日，南非沿

海城市德班附近两列火车拐弯

时在一个桥下相撞，事故造成

一列火车出轨，至少131人受

伤。

2016年 3月 7日，美国加

州一辆通勤列车在旧金山东湾

发生出轨意外，头节列车撞树

后脱轨坠入河中，事故导致9

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

2016年 2月 5日，一辆客

运列车在印南部泰米尔纳德邦

出轨，至少13人受伤。

2015年11月14日，法国1

列高速列车在东北部进行测试

期间出轨，造成11人死亡、42

人受伤，事故调查员表示列车

行驶过快。

2015年9月12日，印度发

生2起列车出轨事故，造成至

少4人死亡，30多人受伤。

2015年 9月 4日，印度一

班特快列车在南印度坦米尔那

都省发生出轨意外，至少39人

受伤。

2015年 7月 2日，巴基斯

坦一列火车在古吉兰瓦拉市因

桥梁垮塌，出轨并坠入运河，

导致至少17人死亡。

2014年 5月 4日，印度一

列客运列车在西部地区出轨，

至少18人确认死亡，100多人

受伤。

2014 年 4月 22日，刚果(

金)一列火车在该国东部地区

出轨，造成至少60人丧生。

2013 年 7 月 24 日，西班

牙，1列从马德里(Madrid)发车

的火车在西北部圣地亚哥康波

斯特拉(Santiago de Composte-

la)附近出轨，造成80人丧生、

144人受伤。

2009年6月30日，意大利，

1列载运液化石油气的列车行

经维亚勒久(Viareggio)车站时

出轨爆炸，造成29人死亡。

飛來橫福：
法國男子繼承房産發現大量黃金

据外媒报道，近日，一名法

国男子运气颇佳，他不仅从去世

的亲戚那里继承了一所大房子，

还在房内家具下面发现了100公

斤黄金。

据报道，这些黄金是这位没

有透露姓名的继承人在一堆桌布

下面以及在卫生间等不同角落发

现的。拍卖人士费尔福特(Nicolas

Fierfort)表示，“那里共有5000枚

黄金制品，其中包括两块12公斤

的金砖和37块1公斤的金条。

据悉，这些黄金总值估计达

350万欧元。费尔福特表示，他

曾前往这所房子去为新主人估算

准备售出的家具价值。

不过他指出，由于黄金“隐

藏非常隐蔽“自己完全没有看

到。直到房屋的新主人开始移动

家具，才发现了这些黄金。

报道称，这位继承人首先发

现了被钉在家具底部的一个小铁

里放的金币。然后，他又在一个

原来放威士忌酒的箱子里发现了

更多金币。最后，这名男子发现

了一堆金条，每块重量为12公斤。

根据在去世者家中发现的证

书，这些黄金是死者在20世纪50

年代和60年代合法购买的，现在已

经出售给在法国和海外的买家。

不过当地报纸报道，这名继

承者可能需要支付 45%的遗产

税。而如果原来黄金的主人没

有申报自己的这些财产，那么

这位继承者还要再支付3年的税

款。

外媒:大批北京及倫敦奧運獎牌獲得者

被取消成績
据美国《纽约时报》当地时

间11月 22日报道，日前，国际

体育官员对2008和2012年分别于

北京和伦敦举行的夏季奥运会的

尿样重新进行检测。结果显示，

很多奖牌获得者将被取消成绩。

奥运史被彻底改写。

通过进一步的检查，这两届

奥运会有超过75名运动员被发现

兴奋剂违规。他们大多来自俄罗

斯和其他东欧国家。其中至少有

40人获得了奖牌。纪律审查

程序还在展开，人数预计将

会继续攀升。

“这数量真是太不可思

议了，让人无法置信，”

国 际 奥 委 会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执 行 董

事会成员吉安-弗朗科· 卡

斯 珀 (Gian-Franco Kasper) 说 。

“我们失去了信誉。信誉是个很

重要的问题。”

上周，奥林匹克委员会宣布

了对16名运动员的处罚，周一又

宣布了12名。突然之间，一些之

前不曾获奖的奥林匹克运动员草

草地接过了他们八年前的比赛所

得到奖牌。就连一些当年排名第

六的运动员也发现自己变成了铜

牌获得者。

1美元買的別墅改造後賣240萬
他們是如何做到的？

我们日常生活流传着一个

又一个的装修神话，然而将1

美元购得的废弃房屋改造成售

价240万美元的豪宅，这样妙

手改造的故事，你听过么？

据英国《每日邮报》11月

20日报道，2006年，佛罗里达

的一家开发商打算在帕尔梅托

市建造公寓楼，而乔治· 科比

特和南希· 科比特夫妇仅仅花

了1美金买下了该市的一栋废

弃房屋，夫妻二人是装修达人，

此前曾对6间房屋进行过改造。

不得不说，这对有钱任性

的夫妻为了改造房子花了很多

心思。他们首先通过水运将重

220吨的房子运到距离帕拉梅

托20英里（约合32公里）的

拉斯金市，仅托运费用就高达

25万美元。而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夫妻在那里拥有一块土

地，可以直接将房屋坐落在那。

1美元买的别墅改造后卖

240万 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尽管装修经验丰富，然而

他们还是低估了这次改造旧房

屋工作量的巨大与复杂。最

初他们预计至多3年完工，然

而仅仅修复一层就用了6年多

的时间。功夫不负有心人，7

年后，他们终于打造出一栋

650平米的豪宅，房子面朝坦帕

湾，院内有一栋两层楼房供客

人使用，四个车库，甚至有

自家码头延伸到水中。屋内

有 7间卧室、5个壁炉和 1间

电梯，而彩色玻璃窗也熠熠

生辉。此外家中还有泻湖泳池

及内置瀑布，可谓风景独特。

据悉这栋房子已被列入美国

国家史迹名录。

“这跟钱没关系。我们就

是喜欢做这件事，”乔治2014

年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时他们

的房屋售价为499.5万美元。

然而据美国房地产网站的

数据显示，2014年夫妻二人以

115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了这间

豪宅，殊不知他们在改造中就

花掉190万美元。至今仍不知

当初是谁购买了这间豪宅，不

过上周这间房子再次出售，标

价为24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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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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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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現代汽車 IONIQ 自動駕駛概念車款驚艷亮相洛杉磯國際車展
IONIQ UNLIMITED 購車服務以及 WAIVECAR 合作項目

將在洛杉磯地區隆重登場
本報記者 黃梅子 報導

2016 年 11 月 16 日，北美現代汽車在洛杉磯
國際車展 Automobility LA 的新聞發佈會上正式向
大眾介紹 IONIQ 自動駕駛概念車款。除了帶有與
IONIQ 系列其他車款一樣的時尚設計，相對於業
界其他正在研發的自動駕駛車，IONIQ 把 LiDAR
系統隱密地安裝在車頭防撞桿中，而非在車頂。
這樣一來 IONIQ 自動駕駛概念車的外型就能與其
他普通車看起來一樣，而非像是一個科學實驗。 

I O N I Q
自動駕駛概念
車的目標是將
自動駕駛系統
盡 量 簡 化。
這 是 藉 由 將
LiDAR科技、
汽車智能巡航

系統的前向雷達、以及車道保持輔助系統的攝影
機整合起來所達成。同時，現代汽車也在開發自
己獨有的自動駕駛汽車運作系統，目標在於讓系
統利用更少的運算能力。 這樣一來系統本身的成
本會大幅減少，而且能夠安裝在一般消費者能購
買的未來現代車款中。

隱藏 LiDAR 系統也能讓 IONIQ 自動駕駛概
念車感應到汽車周圍所有車輛和物體的準確位置。
此外，IONIQ 自動駕駛概念車還帶有下列功能：  

• 前向雷達，偵測汽車前向路徑中物體的
相對位置和速度，以輔助路線規劃。

• 三台攝影機，偵測鄰近行人、車道標記、
交通信號。

• GPS 天線，測定道路上每一部行車的精
確位置。

• 現代汽車的 MnSoft 高解析度地圖資料，
提供位置精準度、道路坡度和曲率、車道寬度、
以及指示數據。 

• 盲點偵測雷達，確保換道安全。
這些功能是建立在 IONIQ 生產車既有的能力

上，其中包含帶有偵測行人的自動緊急煞車功能，
智能巡航系統，車道偏離警告，以及車後橫向交
通輔助等。IONIQ 自動駕駛概念車也將所有自動
駕駛的控制功能融入現有的系統，以確保駕駛能
輕鬆轉換駕駛模式。

今年稍早，北美現代汽車贏得了在城市環境
測試其自動駕駛汽車的執照。為了展示這台車的
性能，北美現代會在一月的國際消費電子展推出

兩台 IONIQ
自動駕駛概
念車，讓這
兩台車在霓
虹燈林立的
拉斯維加斯

大道上行駛。除了讓媒體朋友試乘之外，這兩台
IONIQ 自動駕駛概念車也會面對以下的挑戰：

• 大量行人交通
• 紅綠燈，停車標誌，以及學校區域 
• 道路施工和路障
• 減速塊
• 未繫皮帶的狗
• 玩耍的孩童
• 購物商場 
• 沒有交通信號的路口 
現代汽車現正在其位於南韓南陽地區的研究

開發中心園區測試三台 IONIQ 自動駕駛概念車以
及兩台 Tucson 自動駕駛燃料電池汽車。讓自動駕
駛汽車在南陽的園區內行駛是一個挑戰，因為每
天都會有超過一萬名現代員工在園區內工作。現
代汽車接下來在拉斯維加斯的測試會以現在的測
試情況為基礎，將最安全以及最有能力的自動駕
駛汽車帶給消費者。

以註冊用戶為本的 IONIQ UNLIMITED 服務
給消費者一個更暢快以及實惠的方式來享受無排
氣的交通工具

今天，北美現代汽車在洛杉磯國際車展宣布
全新「IONIQ UNLIMITED」電動車的用戶註冊
體驗。這個創新的擁有體驗能讓消費者以無憂的
方式享受現代最新的零排氣，並以環保為中心的
2017 年 IONIQ EV。想要購買 IONIQ EV 的消費
者能夠選擇一份固定的月費金額，其中包含無限
里程數，電動車充電費用，定期維修，以及車輛
登記等所有正常開銷費用。IONIQ UNLIMITED
的用戶註冊體驗將於 2017 年初在加州開始實行。

北美現代汽車市場部門副總裁 Dean Evans 提
到，「很高興能與我們全新的 IONIQ 電動車系列
一起提供 IONIQ UNLIMITED 服務，為消費者帶
來一個創新且無憂的方式來享受無排氣汽車的駕
駛經驗。除了駕駛絕不妥協，無排氣的 IONIQ 所
得到的滿足感之外，這個全新的擁有經驗也將無
里程限制以及無額外費用的福利帶給了消費者。
現在是讓所有人都能輕鬆擁有無排氣汽車的最佳
時機。」

除了為消費者提供無須協商的單筆付款方式
之外，IONIQ UNLIMITED 也提供了注重環保的
消費者都讚賞的車輛擁有概念。這個全新的概念包

含了獨一無二的
網路購車經驗，
消費者能從他們
想要的經銷商庫
存中挑選他們想
要的車款，挑選
24 個 月 或 是 36
個月的期限，然
後在網路上檢閱
包含所有費用的
月費金額。當消
費者遞交信用申
請，並且得到批准之後，消費者可以直接到經銷
商來完成購買過程。當消費者抵達經銷商之後，
他們無須討價還價，只需要簽署幾份文件，之後
即可將最先進的無排氣電動車開回家。北美現代
汽車將整個購車過程透明化，為大眾帶來了一個
現今市場上最無壓力的汽車購買和擁有經驗。

北 美 現 代 汽 車 與 WaiveCar 合 作， 從 2017
年一月開始，讓住在洛杉磯的消費者能夠藉由

現代汽車呈獻帶有隱藏 LiDAR 的自動駕駛汽車
WaiveCar 隨時免費行駛全新的 IONIQ 小型電動車

北美現代汽車今天正式宣布與全球第一家
以廣告收入為基礎的電動車共享計畫 WaiveCar
合作，為廣大消費者免費提供現代汽車全新的
IONIQ 小型電動車。 

這個合作項目是由 WaiveCar 在現代汽車公開
徵求的 IONIQ 計畫中所提出，讓消費者免費駕駛
IONIQ EV 兩個小時。作為交換條件，IONIQ 的
車身會帶有廣告，車頂會安裝一台數位屏幕，這
些廣告收入會用來抵銷成本。WaiveCar 的數位屏
幕連結至 4G 行動無
線寬頻網路，能夠
根據駕駛的地點以
及時間以極具動感
的廣告來針對駕駛
做 宣 傳。 例 如， 當
駕 駛 正 在 405 號 公
路上塞車的時候，廣告的內容會是「假如您是開
現代 IONIQ 的話，您現在會感覺好很多」。

駕車者逃生技巧
完整修車廠  徐雲經理專欄

最近一周來天氣開始變冷了，經常

下雨，汽車發生事故發生事故的機會很

多。有一位顧客在高速公路開車就是因為下雨急剎車

車子打滑失控，造成汽車很嚴重損失。另外一位剛從

外地來旅遊的小伙子在從 Houston 到 Dallas 高速公路

上，因為下雨車子失控掉進路邊泥坑里了，吃了一張

罰單，說他超速行車。前一位車主由於想省錢在一個

月前剛把保險從全保換成了半保險。這位車主感覺非

常的痛心，因為他非常喜歡他的愛車。另外那倆車要

想從 Dallas 附近拖回 Houston 拖車費要價是一千美金，

他買了全保險可是沒有買拖車保險，這可損失太慘重

了！提醒大家下雨天絕對不能開快車，不要以為自已

的車好而且開車經驗多就萬事大吉了。車禍的發生都

是在一秒鐘發生的，絕對不能掉以輕心。如果天天開

車，並且路程較長的話，我希望大家最好買一個全保

險，花錢買放心。因為開車越多，發生事故的機率就

越高。當然如果你平時開車少而且路程很短為了省錢

可以買一個單保險。

為了保證逃生，請大家注意以下幾點：

1. 正確的駕姿 : 背臀緊貼坐椅 , 做到身體與坐椅無

縫隙 ;2. 係好安全帶 : 安全帶下部應系在胯骨位置，不

要係在腹部；上部則置於肩的中間，大約鎖骨位置。

一定要將安全帶下部拉緊，係好安全帶，聽到“咔嗒”

聲後，還應再次確認。3. 頭腦冷靜 , 清晰判斷。4. 不要

疲勞駕車。5. 盡量少用手機，更要少發短信和微信以

免分散注意力。

翻車後的逃生方法

由於與障礙物撞擊，導致汽車翻

車後，應採取正確的逃生方法。

1．熄火：這是最首要的操作；

2．調整身體：不急於解開安全帶，應先調整身姿。

具體姿勢是：雙手先撐住車頂，雙腳蹬住車兩邊，確定

身體固定，一手解開安全帶，慢慢把身子放下來，轉身

打開車門；

3．觀察：確定車外沒有危險後，再逃出車門，避

免汽車停在危險地帶，或被旁邊疾馳的車輛撞傷；

4．逃生先後：如果前排乘坐了兩個人，應副駕人

員先出，因為副駕位置沒有方向盤，空間較大，易出；

5．敲碎車窗：如果車門因變形或其他原因無法打

開，應考慮從車窗逃生。如果車窗是封閉狀態，應盡快

敲碎玻璃。由於前擋風玻璃的構造是雙層玻璃間含有樹

脂，不易敲碎，而前後車窗則是網狀構造的強化玻璃，

敲碎一點即整塊玻璃就全碎，因此應用專業錘在車窗玻

璃一角的位置敲打。

汽車入水後的逃生方法

Houston 地區常常會下大雨，汽車入水造成人死亡

的事故也發生過，水中逃生也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

1．汽車入水過程中，由於車頭較沉，所以應盡量

從車後座逃生；2．如果車門不能打開，手搖的機械式車

窗可搖下後從車窗逃生；3．對於目前多數電動式車窗，

如果入水後車窗與車門都無法打開，這時要保持頭腦冷

靜，將面部盡量貼近車頂上部，以保證足夠空氣，等待

水從車的縫隙中慢慢湧入，車內外的水壓保持平衡後，

車門即可打開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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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賞千年前「 兵馬俑 」 古蹟
 「 Lucky Land」 元旦前＂免費＂進場，吸引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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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越南舞獅隊前來表演，拉開預展 序幕。

越南舞獅隊吸引全場的注目。

園內到處是令人驚艷的中國式園林，亭台樓閣，飛瀑噴泉。

越南舞獅隊在園內舞台表演亮相。 令人嘆為觀止的熊貓園。

「Lucky Land 」 負責人 Leeburajin Nida( 左 ） 在熊
貓園與熊貓寶寶合影。  少林十八銅人的展區，也是園內一大亮點。

 Lucky Land 最令人震驚的千年古蹟 -----
秦始皇的「 兵馬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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