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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精考察﹐代理國內外旅行

機票﹑遊輪﹑酒店﹑租車﹑
旅遊度假﹑為你度身訂做﹒

宏武協會舉辦世界之星中華武術錦標賽
與頒發宏武傑出青年獎學金 歡迎以武會友

宏武協會為了讓更多練武之人有一展身手
的園地，將於 2017 年 3 月 24 日至 26 日在休
士頓 Marriott Westchase Hotel 舉辦「世界之星」
中華武術錦標賽，已開始接受報名，歡迎大眾
參閱網站 www.kungfucompetition.com 踴躍報
名。

除了 25 日星期六全天武術錦標賽，今年
特別在 26 日星期日上午 10 AM- 12PM 舉辦一
場中華武術盛會，由外地及本地的老師及學生
表演不同門派武術並同時頒發「宏武傑出青年

獎學金」，宏武協會亦已於即日起接受獎學金
申請，詳情請查看網站 www.wumartialarts.org

24 日星期五晚上開始接受現場報名，25
日上午九點半錦標賽開幕典禮，此集合防身、
健身、養身和娛樂等多種功能融於一體的錦標
賽，有超過四百多個項目，包括外家、內家，
傳統武術、現代競技武術，對打、推手，從初
學者到高級者都可以一展身手，大會備有冠、
亞、季軍和優勝者獎牌，總冠軍大型獎盃，凡
十二歲以下 ( 包括十二歲 ) 參賽小朋友均將榮
獲前三名外之優勝獎牌；這次錦標賽在不同的
年齡分組中還分為四個組別， 習武一年以下，
一年以上兩年以下，兩年到四年，和四年以
上。26 日上午還有武學大師武術講習會，實
際演練武術、推手等等，歡迎大家踴躍參與。

星期日上午 10 AM- 12PM 更有精彩的武
術表演，並頒發 2017 年宏武傑出青年獎學金
及總冠軍獎盃，須憑票入場觀賞。詳情請至網
站 www.kungfucompetition.com 參閱或諮詢電
話聯絡 (713)780-4007。

休士頓宏武協會創立於 1985 年，已在海
外美南休士頓走過 31 個春夏秋冬，屬於非營

（ 本報記者秦鴻鈞 ）位於「 敦煌廣場」 以
川菜聞名的「 麵麵聚道 」，為了迎接本周末即
將來臨的春節，特別於春節期間推出「 超值節日
套餐」，保證物超所值，是年節期間與家人團聚，
宴請親朋好友，或公司行號宴請員工的首選。需
提前兩天預定：832- 831- 3038

其超值套餐的內容如下：
A 套餐：$128  涼菜：口水雞，麻辣酥魚，

怪味花生，涼拌素什錦 熱菜：香辣大蝦，酸湯牛
百葉，椒香肥牛，四川烤魚，粗糧糯香骨，魔芋
燒仔鴨，川香辣子雞，木耳炒山藥 靚湯：雪豆蹄
花湯

B 套餐：$128
涼菜：姜蔥白斬雞，麻辣酥魚，涼拌素什錦，

怪味花生  熱菜：風味黃金蝦，金針菇肥牛，功
夫炒肥腸，魔芋燒仔鴨，清蒸全魚，京醬肉絲，
粗糧糯香骨，清炒時蔬  靚湯：蓮藕排骨湯

C 套餐：$168
涼菜：口水雞，幹拌牛百葉，麻辣酥魚，怪

味花生，涼拌素什錦  熱菜：姜蔥龍蝦，香辣霸
王蟹，北京片皮鴨，粗糧糯香骨，飄香肥牛鍋，
清蒸鱸魚，酸湯牛百葉，清炒時蔬 靚湯：養生汽
鍋走地雞

「 麵麵聚道」 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為您帶來
驚喜，如他近期推出的魔芋燒鴨，利用魔芋和燒
鴨截然不同的口感，創造出令人驚喜不已的絕妙
美味，尤其魔芋中有鴨香，鴨肉因魔芋的搭配，
格外可口動人。還有蟹黃蝦仁豆腐，更是人間極
品。將蟹黃和蝦仁的鮮美，全融入這一鍋入口即
化的嫩豆腐丁中，是極下飯的一道名菜。還有「火
爆草原肚」，是休市首見的極品，將過去只知滷
來吃的牛肚，用熱鍋洋蔥爆炒，嚼勁口感一流，
令人吃了之後停不下筷子。還有成都風味的「 四
川烤魚」，入味的烤魚，配上滿漢全席般的豐富
配料，是一場豐盛宴席的主角，最後出場，引來
的讚嘆和激賞也最高。

「 麵麵聚道」 還有各式小炒，特色炒菜，
麵，各類砂鍋，麵，米線，林林總總的菜單，令
人目不暇接，百吃不厭。如滋味無窮的油燜大蝦，
濃冽的滋味，具份量的大蝦，以燜功燒出這麼精
彩的大蝦，令人拍案叫絕，愛不忍釋。口水雞不
知其名由來，但只要嚐上一口，任何時間回味起，
總令人忍不住饞蟲大動，鮮嫩的雞塊，浸在微辣
的紅油內，真是人間絕配。「香鍋饞嘴兔」，是
廚師另一精彩的創意，香脆無比的兔肉，燒在滋
味無窮的鐵鍋內，香噴噴的口感，該菜色獨樹一
幟的賣相，是絕美豐盛之作。「金牌粉蒸肉」更
是一絕，將粉蒸肉作成一金牌形狀，四周圍以綠
菜葉，美如一幅圖畫，其入口即化的粉蒸肉，配
上軟嫩適口的南瓜，令人口口都是珍饈，回味無
窮。「江湖一鍋端」更是一道大菜，鐵鍋內盛滿
了大蝦，墨魚，豆腐，雞血，菇類等精彩的火鍋
食材，浸在令人食指大動的紅油燉湯內，說不完
的好滋味。

香辣大蝦，椒鹽大蝦，香辣靚蛤，豉椒靚蛤，
椒香肥牛，鐵板川椒蝦，荷包豆腐，鮮溜魚片，
醬爆雞丁，杏鮑菇小炒肉，風味饞嘴骨，雙椒燴
魚片，麻辣牛肉乾，火鍋雞，及火鍋兔 ------
等等。

「麵麵聚道」還新推出很多大家從未吃過的
特色新菜及麵，如重慶小麵，毛血旺， 極品紅燒

「 麵麵聚道」迎春節推出超值節日套餐
只限春節前後推出，需提前兩天預定

 圖為「 麵麵聚道 」 日前推出的招牌菜： 
「 雲南汽鍋雞 」。

利機構，活動不涉及政治、宗教，宏武協會宗
旨為發揚中華傳統武術文化，藉由講座、武術
研討會與國術觀摩等教學方式，提供各族裔習
武之人交流切磋的互動平台，幫助海外華洋子
弟了解中華武術博大精深，在海外推廣中華文
武道德傳統理念。 

並於 2014 年起，每年頒發獎學金予優秀

學習武術之青年子弟，以玆鼓勵有恆心、有毅
力、文武均優之學子；宏武協會是美國聯邦國
稅局 501(C)(3) 非營利慈善機構免稅證號，讓
本協會能更充足運用資金、合理正當使用來竭
力推廣中華武術。

肉（砂鍋），小炒田雞，蒜泥白肉，夫妻肺片，
鮮椒魚片， 麵麵聚道， 涼拌燈影絲，怪味雞，
香鍋牛柳，青花椒水煮魚，香辣鍋巴蝦， 燴涼粉， 
血旺燒大腸， 冷鍋系列（如冷鍋牛柳，冷鍋肥牛， 
冷鍋魚片）每道菜皆令人心喜不已。 如「極品紅
燒肉」，在燒的滾熱的砂鍋裡，底下襯的油豆腐，
紅燒肉香酥肥美，十分入味，休市很少能吃到這
麼好吃的紅燒肉，稱之為「極品」，實無過譽。 
「麵麵聚道」的「新增麵類」有：怪味麵，勾魂麵，
渣渣麵，豆湯麵，還來不及逐個品嘗，一碗勾魂
麵，已將您的魂魄勾去了大半，勾魂麵不僅賣相
漂亮，在色澤的搭配和口味的抉取上名廚也發揮
創意，將雞茸末，豬肉末和花生碎末，再配上剁
椒，紅油的麻辣，一碗鮮香的乾麵就呈現在您面
前。「勾魂麵」，麵如其名，即令不常吃川味麵
的人來上一碗，也個個大呼過癮，因為它味美的
極有層次，值得細細回味。

「麵麵聚道」在敦煌廣場 C 棟，位於「豆腐
村」和「歡樂小棧」中間，由於價錢公道，是上
班族午，晚餐及家庭聚餐最理想的去處。該餐廳
營業時間為每天上午十一點起營業。週日至週四
至晚間九點半，週五，週六至晚間十時。地址：
9889 Bellaire Blvd #C305 ,Houston TX 77036，電
話：（832）831-3038



CC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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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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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有風情：讓人無比驚訝的美國習俗
美国文化，从某种意义上

说，是欧洲文化的延伸，因为美

国人的语言、她的人口构成，以

及她的立国精神都源于欧洲。另

一方面，美国文化又与欧洲不

同，因为欧洲移民在北美大陆上

驱赶走印第安人后，在一片荒芜

旷野之地创造了令人赞叹不已的

灿烂文明。所以，在谈论美国文

化习俗与社交礼义时，既要顾及

欧美文化的相同性，又要注意两

者的相异性。

文化习俗是个范围广泛、内

容复杂的题目，涉及人在社会生

活和交往中的方方面面。笔者拟

定以杂谈的形式，就美国人的文

化习俗作一粗浅概述。

宽容性

美国是个移民之国，它的祖

先来自于全球各地。人们移居美

国时，不仅仅在地理位置上挪动

一下，而且还把他们所在国的评

议和风俗习惯带到了新的居住

地。因为杂，人们各自的差异十

分突出；因为差异十分普遍，人

们就不特别注重统一性。久而久

之，美国人的文化习俗中形成了

较高程度的宽容性 (tolerance)，

对异质文化和不同评议持容忍、

可接受的态度。在这一点上，美

国社会里可行的习俗要比世界上

其他国家来得宽泛。

从政治上讲，这种宽容性表

现在对自由的追求和对自由权利

的维护。从宗教上说，它体现在

不同信仰的和谐共存。从生活范

围上看，它显现在不同和族、不

同族裔社区的平安相处。一言以

蔽之，在美国，每个人基本上可

以任意选择不同的观念、信仰、

生活方式和传统习惯；人们也可

以在相当程度上保持自己的习俗

和仪。譬如，犹太人可以庆祝他

们的宗教节日，而基督教徒则能

够他们的圣诞节和复活节。再譬

如，美国华人可以在唐人街用华

语生活和工作；同样的道理，越

南移民能够在他们的“小西贡”

按越南的方式经营业务，从事各

种活动。

美国人的容忍性，除了上面

的美国是个移民国这个因素以

外，还与美国人的频繁迁徙有

关。众所周知，美国历史发展中

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她的西部开发

史。那时，美国拓荒者或徒步跋

涉，或骑马坐车，从东到西，从

南到北，哪里有机遇，就往那里

移居。频繁的迁移和不断地更换

居处使人们始终处于“流动”状

态，对暂面临的种种不同现象更

易于宽容和接受。此外，经常迁

移还能够帮助人们扩大眼界，知

多识广，对不同的习俗持同情、

理解的，并逐渐形成多样性胜于

单一性的开放性观念。

由于美国人的宽容性较强，

所以美国人很少把自己的意志强

加在其他人身上，它与中国孔夫

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

训十分酷似。譬如说，丈夫可能

是个共和党人，但他决不能逼迫

他那拥护民主党的妻子改变政治

立场。同理，母亲也许是个天主

教徒，但她决不能强迫她那已皈

依成穆斯林教徒的儿子改变宗教

信仰。在日常生活习惯和平时事

务处理中，这种宽容精神更是屡

见不鲜，司空见惯。

不拘礼节

美国人以不拘礼节著称于

世。在写字楼里，人们常常发现

“白领工人”不穿外套、不系领

带地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工作。

有电话交谈时，他们会朝椅背

一*,把双足往桌子上搁，悠哉悠

哉地在电话里“侃”上个半天。

在大学校园里，美国教授身穿牛

仔裤、足蹬耐克鞋进教育上课的

例子数不胜数。更有甚者，美国

教授讲到来劲之处，会一屁股往

讲台上一坐，神采飞扬地滔滔不

绝一番，不分年龄，不分性别。

更常见的情形，是美国父子之

间、母女之间的随和、轻松关

系。无论是在电影里，还是在实

际生活中，我们以常看见美国长

辈与幼辈互拍肩膀、无拘无束的

镜头。所有这一切都源于美国人

不拘礼节(informality)的习性。

从文化角度上讲，美国人不

拘礼节的习性与他们的民主平等

观念相关。我们知道，美国历史

发展进程中，投有封建社会这一

阶段。贵族、*民、等级、王室

等欧洲大陆盛行的一套东西，在

美国没有或者有实际意义。人们

对家庭、地位、身份不十分看

重：更主要的是当事人本身的实

际成就。这种产生于美国早期开

发阶段的观念很大程度上已成了

美国文化传统中的“沉淀物”。

因为大家珍视平等的权利，人们

互相交往中就没有必要过份讲究

各种各样的繁缛礼节了。上级与

下级之间，家长与子女之间，老

板与工人之间，教授与学生之

间，都是如此。关于这一点，人

们只要注意一下美国人与人见面

时的打招方式即可一清二楚了。

不管是下属见到上司，还是学生

见到师长，美国人一般只需笑一

笑，说声“嗨 ”(Hi)或者“哈

罗”(Hello)即可，而不必加上各

种头街。还有，美国人在社交场

合散席或者业务会议散会时，较

少与人一个个地道别，而是向大

家挥手说一声“好啦，我们再见

吧”(Well, so long everybody)。

这样做并不表示人们相互间缺少

敬意，而是人们长年累月的习惯

使然。

不拘礼节是为了使人们在

交往中更轻松、自在一些，从

而更快地缩短人们之间的距离。

这也许是美国人性格开朗的一个

原因。

头衔与称呼

由于美国人强调平等，他们

的社会等级观念相对而言比较淡

薄，所以他们没有家庭世袭的头

衔。相反，美国人喜欢用职业的

名衔作为称呼，因为它*自己

“挣得”的，而不是世袭相传

的。譬如，法官、军官、政府官

员、教授和宗教领袖等。试举例

如下：哈利法官(Judge Harley)、

史密斯参议员(Senator Smith)、克

拉克将军(General Clark)、布朗医

生(Dr. Brown)、格林教授(Profes-

sor Green)、 怀 特 神 父 (Father

White)、科恩老师(Rabbi Cohen,对

犹太人的尊敬用语)、格雷主教

(Bishop Gray)等。

从事其他行业的人，美国人

以“先生”、“小姐”、“太太”

相称。

美国人首次见面，若不晓得

对方的头衔，但又要表示对他尊

敬，他们常用“先生”(sir)或者

“夫人”(madam)称呼。被你这样

称呼的人将立刻明白，你不清楚

该如何称呼他，于是，他会把合

适的称呼告诉你。一般而言，除

非一个人从事于某种专业性工

作，如医生、教授等，美国人不

常用正式名衔。这是因为美国人

强调友好、不拘礼节的关系，而

不重视名衔地位。美国人认为，

即使直接称呼一个人的名字，人

们同样可以对他表示尊敬。事实

上，大多数美国人不愿意自己因

年龄或社会地位的关系而要他人

特别尊敬他。这样会叫他们觉得

不自在，觉得互相的距离过于分

开拉大。许多美国人甚至觉得

“ 先生”、“太太”、“小姐”

的称呼也太一本正经，所以，他

们倾向于直呼名字。譬如，“别

叫我史密斯太太，叫我萨莉好

了”。美国人认为，直呼其名，

往往更容易表示友善和喜爱。

当然，作介绍时，人们须连

名带姓，如“玛丽 史密斯，这

位是约翰琼斯。”刚开头时，被

介绍认识的人可能仍用对方的姓

作称呼，如“史密斯小姐”，

“琼斯先生”等。但没过多久，

待对方开始熟悉、谈得投机之

后，其中一人会问对方，“你介

意我用你的名称呼你吗？”一般

情况下，没人会介意。于是，双

方便直呼名字，继续他们的交

谈。因此，美国人聚在一起聊天

时，很少使用头衔或者“ 先生”

之类的词。

样样自己动手

欧洲、亚洲等国家的有钱，

为了显示气派，或者为了从琐碎

的家务中解脱出来，常常雇佣女

仆、厨师和司机等人侍候自己及

家人。美国人中，这种情形不多，

因为他们讲究“自己动手”(do

it yourself)。在美国，不管是医生、

教授、律师、商人，他们都是自

己煮饭、洗衣、上市场购货。他

们有社会身份，但不认为干家务

会降低他们的体面身份。他们也

有经济实力雇佣“保姆”，但觉

得自己会做，没此必要。上美国

人家作客，人们可以常常看见大

教授、名医生自己下厨烧饭做

菜。至于修剪草坪、整理车库和

油漆屋顶等之类的粗活，有社会

身份的人不仅无厌烦之感，反而

会乐此不疲地投入其中。

“自己动手”的习惯与美国

人的拓荒精神有密切关系。想像

一下，在人烟荒芜的大西部，人

们与荒野相伴，与自然共存，从

基本的饮食起居到复杂的医疗教

育， 一切都得依赖自己。经过

几十多年的锤炼熏陶，这种“自

己动手”的自立精神便深深地铸

造进美国人的文化基因之中。此

外 ， 在 美 国 人 看 来 ， “do-it-

yourself”不仅体现着人们的自立

精神，而且人们还能从“动手”

之后的成果中看到自己的能力和

自己的价值。

当然，“自己动手”的文

化习俗还有其他原因。美国人

喜欢务实，而雇佣他人干活实

际上就是花钱“买”服务。一

般的美国人，只要自己能干、

能胜任，不愿花钱请他人代劳，

认为这是不必要的开销。还有，

美国人重视隐 私 (privacy)， 关

注家里的宁静。有陌生人在屋

内经常走动，无疑会对隐私和

宁静造成消极性的影响。因此，

他们不愿牺牲隐私和宁静去换

取一份清闲。

不喜欢沉默

与美国人有过接触的人都有

这种感觉，西方人中要数美国人

最奔放、最随和、最坦率――这

当然是美国人的可爱之处。这种

奔放，随和性格在“侃大山”上

表现得十分显著。美国人一旦与

人拉开“话匣子”，便会滔滔不

绝地讲个不停。他们不喜欢“干”

坐着不出声，若是发现“对话

者”久不出声，会马上设法

让他加入“神侃” 之中。

有时，他们会问某人是

否身体不适；有时，他介会

问是否有什么心事；有时，

他们干脆询问是否要求帮

忙。沉默对他们来说，往往

意味着“话不投机”，或者

“ 不敢恭维”，或者“不想

与你谈”。因此，美国人聊

开后很少有停顿，说话双方

总是尽力使谈话继续下去，

直至“谈兴”淡薄为止。如

果美国人在谈话中发现两者

谈不拢，他们往往以沉默来

表示：既然双方的观点难以

相吻合，继续争辩下去会有

失礼貌、甚至伤害感情。与

其那样，不如以沉默“泰然

处之”。

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

机，终于踏上了这篇广袤并

富于活力生机的土地，也许

你的旅行计划是在快节奏的

曼哈顿悠闲地享受着落日下

的长岛冰茶，在不分昼夜的

赌城豪赌，在西海岸吹着海

风和加州甜橙一样让阳光把

自己喂饱，甚至只是去费城

感受一下历史的沉重与变

迁，这些都不是我们需要过

多思虑的，既然来到这个开

放跳跃又井然有序的国家，

提前记住一些美国当地风俗

也不失为一种精神体验。

文学

作为反映社会发展的历

史潮流，预示社会发展方向

的一面镜子，美国文学也体

现出美国人独特的哲学观、

价值观。美国早期的移民多

是从英国或者欧洲来到这片

新大陆的，他们想摆脱欧洲

旧的封建传统，追求自由、

民主。而这些要求体现在文

学方面，个人主义成为贯穿

早期美国文学的一个特色。

就此而言，美国文学的发展

是承前启后，极具连贯性

的。

美国梦

美国梦是一种相信只要

在美国经过努力不懈的奋斗

便能获致更好生活的理想，

人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工作勤

奋、勇气、创意和决心迈向

繁荣，而非依赖于特定的社

会阶级和他人的援助。许多

欧洲移民都是抱持着美国梦

的理想前往美国的。

语言

由于没有联邦地位的官

方语言，部分州将英语定为

官方语言，但英语是事实上

的官方语言，就整个联邦而

言，并没有统一的官方语

言。由于多年来推动英语为

官方语言的运动，美国50个

州中已有31个州通过立法规

定英语为官方语言，也有其

它一些州提出相关议案，不

过，面临的阻力相当大。有

3个州承认其他语言与英语

有平行地位：路易斯安那州

的法语，夏威夷州的夏威夷

语和新墨西哥州的西班牙

语。

体育

体育在美国是民族文化

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

人喜欢一些特别在美国流行

的体育项目，例如与美式橄

榄球、棒球、篮球和冰球相

比，足球在美国是一个比较

冷门的体育项目，但随着越

来越多的少年从事这项世界

上最受欢迎的运动，足球亦

被认为是在美国最有潜力发

展的运动。在体育比赛中所

体现出来的美德如团体精

神、公正、纪律和耐久性在

美国社会中有很高的声望。

“请不要和美国人谈论

这些”

美国人的三大忌：

一是忌有人问他的年

龄，二是忌问他买东西的价

钱，三是忌在见面时说：

“你长胖了!”。年龄和买东

西的价钱都属于个人的私

事，他们不喜欢别人过问和

干涉。至于“你长胖了!”这

句中国人习惯的“赞赏话”，

在美国人看来是贬意的。因

为在美国的“瘦富胖穷”的

概念，一般富人有钱游山玩

水，身体练的结实，容貌

普遍消瘦;胖人没多少钱，

更无闲习去锻炼了，所以

偏胖。

信仰忌讳

美国人忌讳“13”、

“星期五”、“3”。认为

这些数字和日期，都是厄运

和灾难的象征。还忌讳有人

在自己面前挖耳朵、抠鼻

孔、打喷嚏、伸懒腰、咳嗽

等。认为这些都是不文明

的，是缺乏礼教的行为。若

喷嚏、咳嗽实在不能控制，

则应同部避开客人，用手

帕掩嘴，尽量少发出声响，

并要及时向在场人表示歉

意。他们忌讳有人冲他伸

舌头。认为这种举止是污

辱人的动作。他们讨厌蝙

蝠，认为它是吸血鬼和凶

神的象征。

“不是任性的无拘无束”

礼仪礼节

美国人与客人见面时，

一般都以握手为礼。他们习

惯手要握得紧，眼要正视对

方，微弓身。认为这样才算

是礼貌的举止。一般同女人

握手美国人都喜欢斯文。

美国人在社交场合与客

人握手时，还有这样一些习

惯和规矩：如果两人是异

性，要待女性先伸出手后，

男性再伸手相握;如果是同

性，通常应年长人先伸手给

年轻人，地位高的伸手给地

位低的，主人伸手给客人。

他们另外一种礼节是亲吻

礼。这是在彼此关系很熟的

情况下施的一种礼节。

“他们吃什么”

饮食习惯

美国人在饮食上如同他

们的脾气秉性一样，一般都

比较随便，没有过多的讲

究。但目前他们已越来越重

视食品的营养，吃肉的人渐

渐少了，海味及蔬菜品种越

来越受他们的青睐。他们喜

欢“生”、“冷”、“淡”：

“生”是爱吃生菜多，习惯

菜品上锅就一“冒”，因其

特别重视菜肴的鲜、嫩;

“冷”是乐于吃凉菜，不喜

欢过烫过热的菜肴;“淡”是

喜欢少盐味，味道忌咸，稍

以偏甜为好。

美国人饮食上忌食各种

动物的五趾和内脏;不吃蒜;

不吃过辣食品;不爱吃肥肉;

不喜欢清蒸和红烩菜肴。

美国人不习惯厨师烹调

中多用调料，而习惯在餐桌

上备用调料自行调味。他们

平时惯用西餐，一般都一日

三餐。早、午餐乐于从简，

晚一天的主餐，内容比较丰

富，但也不过是一两道菜。

加上点心和水果。美国人对

中餐是普遍欢迎的。他们在

使用刀叉餐具方面，一改欧

洲人惯于马叉不换手的习

惯，他们好以右手为刀割食

品后，再换叉子取食用餐。

他们特别愿意品尝野味和海

味菜肴，尤其对蛙肉和火鸡

更加偏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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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价茶，不是你有钱就

能喝到的……

武夷山母树大红袍最高拍卖

价：1040万元/公斤

母树大红袍，清代即已名扬

天下的大红袍母树现存仅6株，

生长于武夷山景区天心岩九龙窠，

树龄350年左右，每年能产500克

左右的大红袍茶。传说清朝进贡

茗茶，只有皇帝才有专利享用。

如今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绝对的珍稀茶种，在2006年政府

已禁采。

1998年在首届中国武夷山大

红袍茶文化节上，有富商以15.68

万元的高价在拍卖中竞得20克母

树大红袍。2005年，在第十二届

上海国际茶文化节拍出 19.8 万

元。同年在第7届武夷山红袍节

上20克武夷山母树大红袍又拍卖

出20.8万元的天价，相当于1040

万元/公斤。而在去年2月份拍卖

会上，武夷山大红袍母树茶寮的

三年经营权被北岩茶厂以906万

元拍下。“史上最贵”已不足表

述，因为它早已无价。

母树大红袍与普通大红袍的

区别：

部分茶商声称自己出售的武

夷岩茶大红袍茶叶是母树大红

袍，这是不可能的，母树大红袍

茶叶是有钱也喝不到的，请广大

茶友注意辨别，以免受骗。

母树大红袍：

位于武夷山景区九龙窠内，

共有6个品系（皆由种子发芽长

成）6 株茶树，不是同一个品

种，叶型、发芽期等都不一样。

纯种大红袍：

指母树大红袍中的某一品系

单独扦插繁育（无性繁殖）栽培

后，单独采制加工而成的大红

袍。此大红袍也不能称为二代、

或三代大红袍，因为无性繁殖不

存在代数。

指母树大红袍中某两个以上

品系的茶叶拼配在一起的大红袍

（一般有4—5个品系的茶叶）。

每个品系也都是用无性繁殖培育

移栽的，此大红袍也不能称为二

代、或三代大红袍。

云南金瓜贡茶最高拍卖价：

350万元/公斤

锦绣茶王香竹箐以35万元/

100克，一举夺得了“普洱史上

最贵的茶”的桂冠，相当于350

万元/公斤。但若以收藏来看，金

瓜贡茶无疑是现存的陈年普洱茶

中的绝品，在港台茶界，被称之

为“普洱茶太上皇”。金瓜贡茶

的真品仅有两沱，分别保存于杭

州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与

北京故宫博物院。

直到2007年才被云南人民迎

回普洱市，单单投保金额竟达到

了1999万元。此茶已是“神茶”，

只有供人们参观供奉了。现行世

的所谓金瓜贡茶，皆是后来某些

茶厂的跟风之作，不足以信。

西湖龙井御前十八棵每年产

量二两，价格不可估量

西湖龙井茶一直被冠以中国

十大名茶之首，其名气不用再陈

述，而龙井中据说是乾隆皇帝亲

口御封的“御前十八棵”，自然

在天价茶之列。

目前龙井“御前十八棵”每

年产量只有二两，其价格没法用

确切数字衡量，而“御前十八棵”

以外的明前特级龙井茶，在2014

年已飙升到10万/公斤以上。今

年天价龙井茶价格下降许多，但

绝佳的特级西湖龙井茶依然有不

少土豪们追捧，天价的龙井茶仍

然不断涌现。

安徽太平猴魁最高拍卖价：

200万元/公斤

“太平猴魁”属绿茶类，产

于安徽省黄山市北麓的黄山区

（原太平县）新明、龙门、三口、

汤口等一带。该茶色、香、味、

形独具一格，有“刀枪云集，龙

飞凤舞”的特色。

自地理标志成功注册后，茶

叶价格不断提高，产量不断提升。

在 2007 年上海“黄山杯”精品

名茶拍卖会上，100克的六百里

牌太平猴魁拍出了 15.9 万元的

天价。不过这样高价过两年便

被刷新了。在2009年5月份的济

南“国礼茶安徽太平猴魁名茶拍

卖会”上，100克太平猴魁拍出

了 20 万元，相当于 200 万元/公

斤。

产这天价茶的茶树有三百多

年历史的野生茶树，是太平猴魁

中最珍贵的茶树，连茶都叫“国

礼茶”，可想而知道它为什么那

么贵了。

安徽黄山毛峰最高拍卖价：

170万元/公斤

黄山毛尖与信阳毛尖一样，

名列中国十大名茶之中，黄山茶

的历史更可追溯到1200年前的盛

唐时代。2007年6月，同样在上

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举行的

首届“黄山杯”精品名茶拍卖会

上，50克汪满田牌极品黄山毛峰

以8.5万元的天价成交，相当于

170万元/公斤，这样的价格放在

今天依旧是难以想象的天价。

该茶入杯冲泡雾气结顶，汤

色清碧微黄，叶底黄绿有活力，

滋味醇甘，香气如兰，韵味深

长。由于新制茶叶白毫披身，芽

尖峰芒，且鲜叶采自黄山高峰，

遂将该茶取名为黄山毛峰。

河南信阳毛尖最高拍卖价：

149万元/公斤

信阳毛尖是绿茶的一种，也

是和西湖龙井同在中国十大名茶

之列。2006 年极品信阳拍卖会

上，信阳毛尖茶王“蓝天玉叶”

以74.5万元/斤成交，相当于149

万元/公斤，创下中国历史上绿茶

竞拍席上最高的价格。

“蓝天玉叶”如同普洱茶里

的“锦绣茶王”一样，是信阳毛

尖茶王的象征，其文化价值远远

超出了茶本身，成为一种地域公

共茶品牌的象征。

潮州凤凰单丛宋种1号最高

拍卖价：100万元/公斤

今年四月，广东省潮州凤凰

县的凤凰单丛宋种开采仪式上，

惊现100万元/公斤的天价茶。物

以稀为贵，宋种1号年产量在两

斤左右，算是茶王级别的茶树中

的高产茶了。宋种1号是凤凰茶

区现存最古老的一株茶树，有六

百多年历史，是由乌岽山凤凰水

仙群体品种的自然杂交后代中单

株筛选而成。

生长在位于海拔约1150米的

乌岽李仔坪村顶厝几块巨大的泰

石鼓之间。凤凰单丛宋种1号与

前面列举的天价茶王都可以列入

我国的典藏级茶了。

安徽六安瓜片最高拍卖价：

92万元/公斤

六安瓜片和黄山毛尖齐名，

中国十大名茶之一。清时为朝廷

贡茶，建国后，一直被中央军委

作为特贡茶。

2002年4月，“茶王”许道

仙拍卖价4.6万元一两，相当于

92万元/公斤；在2014年的徽六

茶园头茶开采当天，六安瓜片在

淘宝电商上竞拍，受到土豪们的

疯狂血拼，最终以103800/套，创

下淘宝茶叶竞拍最高价。

在世界所有茶叶中，六安瓜

片是唯一无芽无梗的茶叶，由单

片生叶制成。去芽不仅保持单片

形体，且无青草味；梗在制作过

程中已木质化，剔除后，可确保

茶味浓而不苦，香而不涩。

安溪铁观音最高拍卖价：67

万/公斤

安溪铁观音是中国十大名茶

之一，铁观音也算乌龙茶中的极

品。在2012年6月的中国海峡名

器名茶春季珍品拍卖会上，茶王

赛清香型铁观音以6.7万元/100克

价格成交，相当于67万/公斤，

一举刷新了铁观音的春茶最高拍

卖记录。

不过这样的天价茶只能位列

第九，刚刚能排上号。

贵州都匀毛尖最高拍卖价：

66.6万元/公斤

中国十大名茶之一。2011年

在开幕式现场举行的都匀毛尖新

茶拍卖会上，3个标底的“都匀

毛尖特制珍品茶王”（150g装）

在现场开拍，拍卖总成交价格达

22万元，其中，“都匀毛尖特制

珍品茶王”二号（150g装）最高

成交价格达10万元，相当于66.6

万元/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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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我们之前已经发过一波

搞基，哦不，搞鸡失败的外国品

牌了。

当然了，我觉得要原谅他

们，鸡这个形象吧，本来就很难

处理地高贵冷艳。

上次说过的雅诗兰黛和阿玛

尼，咱就不再拿出来挂了。。。

阿迪的这个彩虹雄鸡，如

果还算 勉强能看的话（反正

鞋垫的麻将也就是糟自己的心而

已）。。。

刚找网红和星二代走完秀的

Dolce & Gabbana 这 件 鸡 年 夹

克，才是真绝色。。。

穿在再帅的模特身上，它也

不，好，看。。。

所以这些大牌的歪国设计师

心情其实很郁闷的：鸡啊（说鸡

不说吧，和谐社会靠大家），真

不是好年份啊！

但是如此巨大的商机，怎么

想也不能放过啊！

于是设计师们被逼死以后变

僵尸也得回来，继续设计能蹭上

中国春节热度的东西。

我们今儿说的第二波，终于

不和鸡较劲了（鸡：终于放过我

了么！）

一旦射鸡师放弃了歇斯底

里的搞鸡，立马画风变得好了

不少。。。

比如SKII吧，现在肯定无限

庆幸自己没像雅诗兰黛和G.Ar-

mani，把傲娇大公鸡直接放在了

自家产品上，躲过了一波吐槽。

而且毕竟是诞生于日本的品

牌，文化同源就是占尽优势，于

是就有了这个看起来非常不错的

凤凰限量版。

其实去年的剪纸风格凤凰也

是不错的说。

Tod’s 也是精明，知道自

家懒汉鞋要是在鞋面上绣个公

鸡，估计瞬间就和内联升傻傻

分不清楚——而且我还宁可买内

联升。。。

所以他们干脆在鞋垫上画了

龙凤图腾，低调过关，顺利躲开

了吐槽大军。

阿迪都把鸡绣在鞋上了，NIKE

怎么可能会放过中国春节。

记得去年Air Force 1春节限

量版，那友善的“发福”祝愿

么。。。

就在我满心期待看NIKE版

雄鸡上脚，会产生什么吐槽效果

的时候，万万没想到，今年的

Air Force 1居然学乖了，春节限

量版是这样的：

人家干脆没做鸡（嗯？这话

有问题么？）

这双鞋后跟部，把原本的

NIKE对勾和Air标，换成了中文

耐克，后面的这个配色，其实是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玉石。

连Air Force前面的金属标和

鞋带头，都弄成了玉石的感觉，

竟然很中国很好看。

让我也没槽可吐了，硬要挑

毛病，就是貌似和中国新年没啥

太大联系吧。

说到了球鞋，中国作为NBA

最大的海外市场，怎么可能放过

春节，现在没有姚明没有易建

联，连孙悦巴特尔都没有，还好

有个中国内核美国制造的林书

豪，再拉上库里、哈登、戴维

斯，就给大家来拜年了。

不仅如此，勇士、火箭、猛

龙和奇才将在一些春节期间的比

赛中，穿上纪念版的中文球衣~

乍看没问题不过。。。为啥

猛龙和奇才是写的地名，勇士和

火箭用的是队名？

NBA还很心机地在中国春节

期间举行姚明11号球衣的退役仪

式，早不搞晚不搞，非等到春节

搞，中国球迷铁定会守着看的。

比精明，谁也比不过水果！

自家产品肯定是乱搞不得的，出

个什么 iPhone 上印个鸡的限量

版，那不是水果该有的套路，还

会被说low

于是他们这招实在太妙了：

出壁纸！

为了避免了歪国设计师作

妖，直接邀请一些中国民间插画

家，画出手机和电脑壁纸，这些

图片都美美的又喜庆。

但是以上这些我觉得都还是

太肤浅了，如果说到蹭热度蹭得

连广告老司机的我都要甘拜下风

的，其实是Ribena这个国外果汁

儿牌子。

他们企图打破所有人的认

知，说2017年春节，红色不是最

流行的，应该是紫色。

花了好多文字，煞有介事地

企图给歪果仁讲明白，啥叫“犯

太岁”，怎么避免“犯太岁”，

还扯了半天紫微星啥啥的。

就在歪果仁已经被侃晕了的

时候，抛出来说，2017年紫色可

以辟邪。。。

所以你身边没紫色东西的时

候，就抄一瓶Ribena果汁儿吧，

因为它包装是紫的。。。

说到这儿，我突然意识到，

歪果仁对中国春节，都有点魔障

的片面，似乎一种颜色、一个动

物、一盘饺子、一个红包，还有

中国人“买买买”的能力，就能

把春节给概括了。

有个19岁剑桥毕业又跑去清

华留学的英国学霸小哥，第一次

听说“年味儿”这个词，似乎他

不是很能理解，为什么一定要是奶

奶包的饺子，才是真正的春节。

春节，是欢天喜地在市场买

年货，是踩着凳子贴福字和春

联，是年三十儿家人一起齐心协

力包饺子，是小心翼翼随时开跑

放鞭炮，是初一早上兴奋地穿新

衣，是为了红包兴奋地跟着父母

去拜年。

这样很有仪式感的画面，被

叫做“年味儿”，才是我们过年

最不能缺少的东西。

就像我们无法完全感受到歪

果仁过圣诞节的真谛一样，歪果

仁又怎么能对我们的年味儿感同

身受，自然设计出的东西，都是

个皮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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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張作霖再活10年，東北早已獨立哪來的抗戰？

要说近代中国历史的转折

点，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答案，

但是“皇姑屯事件”绝对是多种

候选答案中的种子选手。就是因

为这个事件，直接导致了当时中

国民国海陆大元帅张作霖的死以

及后来东北的失守，甚至要真的

说起来，日军整个侵华战争以及

后来的中国全民族抗战都是由这

个事件被决定。

回顾皇姑屯事件，当日张作

霖乘坐的专列经过京奉、南满铁

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被日本关

东军预埋的120公斤炸药炸毁，

张作霖重伤送回沈阳（奉天）后

抢救无效死亡。其实当时对于张

作霖来说，他出行是做了两个计

划的，一个是坐火车，结局我们

已经看到了，被日本人炸死；而

另一个选择其实是乘坐汽车回奉

天。

张作霖在举棋不定的时候将

自己的命运交给了老天爷来抉

择，用了一种中国古老但是有

用的方式来决定怎么回去——

抓阄。结果他抓到了火车，其

实对于东北王张作霖来说，风风

光光的火车可比隐匿难寻的汽车

要体面得多，但是，如果，当时

他抓阄抓到了汽车呢？结果会是

怎样？

那是1928年6月的凌晨，日

军在漫长的等待中依旧没有等到

张作霖大帅的火车，直到上午才

有消息传来，说张作霖已经由汽

车回到了沈阳，日本关东军高级

参谋河本大作的阴谋没有得逞，

因为他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铁路

上。消息传回日本军部，军部震

怒，短时间内不再进行暗杀活动。

之后张作霖继续“手黑”，

对于日本人寸土不让，东北依旧

是日本人、苏联人和张作霖的游

戏场，苏联和日本想要在东北谋

取利益必须讨好张作霖这个东北

王，而因为张作霖没死，张学良

这个少帅就不需要这么早出来

“指点江山”，那就不会出现之

后1929年发兵中东铁路的事情，

中苏也就不会断交，让日本人白

占了便宜，在东北独大。

如果九一八事件还发生的

话，结果也将大为不同。毕竟张

作霖没死的时候就有近20万兵

力，就算还是按照账面上的兵力

来，中国东北军16.5万，日本关

东军1.5万，这兵力悬殊的情况

下，又碰上这个枭雄张作霖，估

计别说东三省了，日本关东军即

使装备精良，最后也逃不了被吞

掉的可能性，所以东三省不会

丢，14年的抗日战争还没正式开

始，这个军国主义的火苗可能就

会被扑灭。

所以，如果张作霖还活着对

于日军来说，只能捧着决不能打

压，但是东北对日本人来说又是

非常重要，它们要构建所谓的

“满蒙日本生命线”（松冈洋右

鼓吹的侵华理论），没有东北三

省，它们根本不敢侵略到中国腹

地，连后勤都没法保障，一冒头

几乎就只有被宰的份。

所以，要拿下东北，日本人

只能尝试从蒋介石入手，因为两

年前张作霖就通电全国宣布了

“东三省独立”，和北京政府断

绝行政关系，要突破这个口子，

只能联系蒋介石，让已经搞定中

原大战的蒋以“收复东北”的名

义派中央军进入东北，那个时候

日本才会有可趁之机。或者反过

来，让退往关外的张作霖发兵中

原，去和蒋家争那个天下，可是

不管是张作霖还是蒋介石，都不

会那么傻，白白给日本人当枪。

最后中国的格局可能就是日

本被围在东北，而东北三省独立

出去，姓了张家，中原和沿海等

大部分地区归了蒋介石，西南西

北则是一片红色。就像是一出现

代版的“三国演义”。

东北王张作霖的一生堪称励

志的代表，他从流寇土匪起家，

在众多势力中独占鳌头，最后扫

清东北，依靠官府里的力量硬生

生把自己洗白，称为名副其实的

东北王。他的事迹鼓舞了很多

人，让人们敬佩。

一生传奇的东北王如何从一

穷二白起家的呢？这让人十分好

奇。

张作霖出生在勉强算吃得饱

的家庭，家里开杂货铺，家里勉

强让他读了几年学。可不幸的

是，她的父亲绕上了烟瘾和毒

瘾。最后被赌场的人刺杀。

得知父亲被害后，张作霖和

他的哥哥去仇人家报仇。那个时

候的清政府极其腐败，你去报

官，不给钱连官府的门都进不

去，给钱进去以后他会先敲诈勒

索你，再向原告敲诈，最后谁给

钱多谁就打赢这场官司。

张作霖进入仇人家，却没打

死仇人，只打死了一个女佣，仇

人报官，官府捉拿两人，张作霖

幸好跑得快逃走了，但他哥哥被

抓住了。

张作霖在外面混了一阵子，流

落到一家客店打杂，这家客店有个

伙计有治牲口的本事，算个半吊

子的兽医，张作霖向他学了一阵。

不久以后开了一家兽医店，

平时帮来往的客商治治生病的马

匹，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认识

了一些土匪，对土匪这个行当有

了一些了解。

原本以为，可以开着这个兽

医店生活下去，不想生意做得不

错以后，兽医店成了官府的肥

羊，经常敲诈勒索张作霖，原本

就本小利薄，被这样一折腾，很

快兽医店就倒了。

为了生计，张作霖去参了

军，可是军队打了败仗，招募来

的新兵一哄而散，张作霖只好拿

着几个月的军饷回了老家。娶了赵

地主家的女儿，过上了自己的小日

子，然而没想到的是，赵家的仇

人报官说张作霖是逃兵，张作霖

再次遭到通缉，又开始了逃亡的

生涯，这一次他逃到了岳父赵家。

东北当时土匪横行，老百姓

为了自保纷纷成立民团，由于张

作霖在军队待过，他的到来成了

这个民团的主心骨，很快成了民

团的头目。

张作霖靠着这二十多人的民

团，多次打败前来袭击的土匪，

民团也扩大到了一百多人，甚至

有一个土匪仰慕张作霖的为人，

把全部人马交给了张作霖统领。

这个土匪待的地方叫做八角台，

从这个时候起，张作霖在八角台

站住了脚跟，开始了自己土匪的

生涯。

其后，张作霖用智谋，用武

力，扩大自己的地盘，名声也逐

渐响亮。张作霖发迹以后，不想

再当土匪了，他打算漂白，成为

名正言顺的正规军。

当时东北的土匪横行霸道，

清政府却无力剿匪，有个叫做曾

祺的想了个办法，用土匪打土

匪，于是张作霖开始了自己正规

军的生涯，一边打土匪，一边扩

大自己的军队，用了几年的功

夫，自己军队的实力大增。

1912年，清政府垮台后，袁

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张作霖随

即倒向袁世凯一边。

1916年，袁世凯倒台，张作

霖立马把袁世凯的部下赶出东

北，划清界限。段祺瑞政府任命

张作霖为省长，这个时候地方军

权正式落入张作霖手上，他成了

东三省的老大。

当了省长以后，张作霖积极

建设东北，建工厂建学校，造铁

路。从1903到1930年，中国其他

地区的对外贸易额仅增长了3倍

多，而东北是30倍。

不过，张作霖的野心没有满

足，他把目光放到了关内，出于

利益考虑，他和直系军阀开始合

作对付皖系，打败皖系以后由于

利益分配不均，产生分歧，这个

时候，爆发了直奉大战。

张作霖从国外买了飞机坦克

等各种先进装备，装备全力抗

战。

不过，北洋军阀的时代终究

是要过去的，1926年，广州的革

命军开始北伐，当时新老军阀接

连打了败仗，奉军也全线奔溃，

张作霖也只得退回东北。

张作霖不知道的是，眼前有

一场暗杀正在等着他，事情是这

样的，张作霖在东北发迹的时

候，日本人以扩大侵略利益为条

件给张作霖帮助张作霖解决了

郭松龄的叛变，提供了各种物资

和军备，并且还帮助张作霖打

内战。

张作霖深知日本人的狡猾，

处处留了一手，处处防备着日本

人。当时的日本人几乎垄断了东

北的铁路，为了打破这种垄断，

张作霖修建了一条铁路，他还建

设营口港打破日本对港口的垄

断，这让日本人很不满意。

加上日本人要张作霖兑现

当时的承诺，扩大侵略权利，

张作霖宣称自己没有做过任何

承诺。

这让日本人恼羞成怒，下定

决心要除掉张作霖，于是一场皇

姑屯车站的刺杀行动开始了，当

张作霖的火车开到皇姑屯时，日

本人引爆了炸药，张作霖炸成重

伤，回去以后没过多久就死了。

不过，他死之前的头脑是清醒

的，他说了最后一句话：赶快通

知小六子，把部队拉回关外，准

备和小鬼子干。

大清滅亡的根源被一個日本人指出：因舉國腐敗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的封建

王朝——清朝，清朝出过贤明的

君主，也出过绝代的大贪官，曾

经辉煌得不可一世，但最后却奄

奄一息，走上灭亡道路，这倒是

是怎么回事？

1889年4月，荒尾精向日本

参谋本部递交了乐善堂间谍们的

第一份重要成果：有关中国大势

的分析报告——《复命书》。这

份报告认为，清国的“上下腐败

已达极点，纲纪松弛，官吏逞

私，祖宗基业殆尽倾颓”。而中

日两国“唇齿相保、辅车相依”，

在列强虎视眈眈下，清国一旦不

保，日本势将进退维谷。因此，

“清国之忧即日本之忧也”，日

本要先发制人。此后由驻华间谍

们提供的一连串大势报告中，最

鲜明的就是强调中国的全民腐

败，而不只是官场腐败，然后强

调日本必须先改造中国，才能团

结中国对抗西方。

清朝“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

饰”

在这方面，分析最为深刻

的，是宗方小太郎。甲午战争爆

发后，宗方小太郎对其上一年草

就的分析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

进行了全面的修改。他首先分析

中国的年财政收入仅有9074万两

银子外加523万石米（作者注：

清廷在1893和1894年两年的财政

收入均在8300万两左右），以中

国之大，这是很不般配的。据他

实际调查，民间的实际税赋是此

表面岁入额之四倍，而且此类

“定额以外之收入，一钱不入国

库，均为地方官吏所私有”。他

认为，中国历来贿赂之风盛行，

地方官肆意刮削民众膏血，逞其

私欲。因此雍正帝时始设养廉

银，随官位之尊卑于俸给之外另

行支给，拟以此杜绝其收敛之

弊。但滔滔之势，非区区制法所

能禁遏。时至今日，“‘养廉’

二字实已辜负雍正之深意，官吏

舞弊之势日见加剧。”

大清灭亡的根源被一个日本

人指出：因举国腐败

当时东西方均有不少人看好

中国即将崛起，坚信以中国之丰

富物产，如能积极变革，则“成

为世界最大强国，雄视东西洋，

风靡四邻，当非至难之也”。但

宗方小太郎对此不以为然，认为

这是“见其形而下未见其形而上

者”，观察一个国家也和观察人

一样，应当先“洞察其心腹”，

然后再“及其形体”。他眼中的

中国虽然表面上在不断改革和进

步，但“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

饰”，经不起大风地震之灾。

清廷腐败规模是全局性的

当时清廷之腐败规模几乎是

全局性的。甚至连军队都大量参

与走私贩私，号称世界八强的北

洋海军，其内里的腐败也是造成

甲午一战全军覆没的主要原因。

大量晚清小说均有对此的细致描

写。宗方小太郎叹息，中国本来

是有信仰体系和精神支柱的，那

就是孔孟之道，但这一建国的基

础却变成了科举的材料、当官的

阶梯而已，知识分子汲汲营营地

钻研此道，无非是以此为个人私

利服务。当了官掌了权之后，就

把孔孟之道抛在脑后，“得其位

不行其道，而谋营私者也。”从

中央到地方，庸官俗吏献媚当

道，清廉高洁之士多不容于时

流，官场一片漆黑，“朝野滔

滔，相习成风”。官场腐败更导

致上下隔阂，中央政府即使要施

行仁政，也因为地方官吏的“壅

塞”而导致“美意不能贯彻至民

间”，好经都被歪嘴和尚念坏

了，而少数有理想有抱负的人，

只好在“愤懑不平”之余“退居

闲地”，名望日高，隐然形成一

股力量。所以，他认为中国是

“有治国之法而无治理之人”。

宗方小太郎估计，以当时的

形势来看，早则十年，迟则三十

年，中国“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

大变化”。而就在他写完这篇文

章后仅十六年，武昌一场仓促而

粗糙的革命就居然引起了连锁反

应，几乎是瞬间将一个老大帝国

毁灭。形势如此艰难，当政者理

应“正纲纪、戒骄奢，排解地方

政治之紊乱，消除民庶之怨薮，

大施加仁惠，休养民力”，打造

和谐社会。但宗方小太郎更吃惊

地看到，政府却因惯性和麻木，

束手无措，“因循支绌”，根本

不在乎民心向背，并大搞为太后

祝寿等形象工程，“粉饰太平”。

这样的分析，出自一个间谍

之手，也可见日本的间谍实在并

非只是战术层面的，而是战略层

面的。

在和珅的官场生涯中，他需

要面对的汉臣对手，除了王杰，

还有朱珪、董诰、直隶总督胡季

堂等人，还有这个人，叫做钱沣。

而此人，以清廉敢言着称，可以

说他这辈子当官，只做了一件

事，就是不停的上表弹劾和珅。

钱沣一生最大的成就是破了山东

巡抚国泰的贪污大案，可惜最后

却遭和珅毒死。

钱沣

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

钱沣生于云南昆明，是标准苦寒

人家出身的知识分子，有个非常

着名的名号，书画界人称他为南

园先生。公元1771年（乾隆三十

六年），31岁的钱沣苦尽甘来，

终中龙榜，授庶吉士，在官场上

打滚十年后，钱沣授江南道监察

御史，这是个官场人人害怕的职

务，虽只有六品，却有向皇上参

劾官员之权。

有两个着名人物都吃过钱沣

的亏，一个是大文学家，编过

《续资治通鑑》的毕沅，曾两次

署理陕甘总督；一个就是以贪墨

闻名乾隆朝的甘肃布政使王亶

望。王亶望在任甘肃期间，弄出

了天下尽知的冒赈大案，举朝尽

知，乾隆震怒。乾隆处死了已转

任浙江巡抚的王亶望，以及负有

重大责任的任陕甘总督勒尔谨等

人，但钱沣对此并不满意，他认

为王亶望在甘肃做坏事的时候，

时任总督毕沅并没有起到监管职

责，认为如果毕沅早发现王亶望

贪墨，事情不至于闹到如此局

面。乾隆接受了钱沣对毕沅的弹

劾，降三级，将其臭骂一通。

接下来就是山东巡抚国泰和

山东布政使于易简贪墨丑闻事

发，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

钱沣上书弹劾国泰和于易简贪

墨、索贿、府库亏空，乾隆震

怒。本来钱沣对乾隆能否同意彻

查此案并没有信心，甚至做好了

被罢官的准备，但没想到乾隆却

同意了。

不过，由于钱沣职级较低，

很难办理官位高的国泰案，乾隆

就派大学士和珅、左都御史刘墉

带着钱沣去山东查案。和珅暗中

早和国泰说好，国泰在山东贪的

民脂民膏，没少孝敬给和珅。保

住国泰就是保住自己，所以和珅

穷其所能替国泰开脱。

史海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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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his campaign, Trump 
pledged to brand China a 
currency manipulator and 
impose a 45 percent tariff 
on Chinese imports. His 
protocol-breaking phone 
call with Taiwan President 
Tsai Ing-wen and his attacks 
on China on Twitter have 
sparked further friction 
between the world’s two 
biggest economies before he 
takes office next month.
Trump’s electoral victory 
capped a year of rising populism that Wang likened to 
the aftermath of World War I, which ushered in an age 
of discontent and protectionism.
Diffuse Power
“The balance of power worldwide is much more 
diffuse compared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nd players 
like China and India have emerged to create new 
political centers of gravity,” Wang wrote. “However, 
a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aralyses spread across the 
developed world, the most likely outcome is a trade 
war.”

threaten China and China can't threaten us 
back, I think is too simple," he said. In fact, 
Galston says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ways 
China could retaliate.
"To start, they could cancel the orders they 
placed with Boeing and redirect those orders 
to Airbus, and that would have a large effect on 
the economy of the Pacific Northwest," Galson 
said. "A fair number of American corporations 
have set up shop in China, and its easy to 
imagine how Chinese regulators could turn the 
screws up on them."
But while China has not ruled out anything, 
Chinese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Cui 
Tiankai says Beijing is committed to working 

ou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saying 
confrontation is the least viable option for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es.
"Any trade war, especially a trade war between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will be very damaging 
to both economies and will hurt the global economy 
as well. So nobody would benefit," Tiankai said. "We 
have to make sure that more people will benefit from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But I don't think it's a right 
approach if anyone tries to raise protectionist barriers 
between countries. This will only hurt everybody. It 
will not help anybody."
Justin Urquhart Stewart who heads corporate 
development at Seven Investment Management in 
London calls Trump's rhetoric on China dangerous 
politics. He says the truth is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China as much as China needs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all, they [China] are the second largest holder 
of American debt and he [Trump] would probably 
like them to buy some more and certainly not sell it," 
Stewart said.
"But equally," he added, "the Chinese need the 
Americans because they are one of their largest trading 
partners - they need them to be still buying Chinese 
stuff. So, the sooner we get away from rhetoric 
and down to real proper diplomacy and bargaining 
structures, to actually stop accusing each other of 
dumping and currency manipulation and actually get 
down to brass tacks and what they can do together, the 
better."
Negotiation strategy
Chad Bown, a former World Bank economist and now 
senior fellow on trade policy at the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believes Trump's tough 
talk is probably just a negotiating ploy rather than a 
show of hostility toward a major trading partner.
"It certainly seems to be that way in terms of rhetoric," 

Trump's election ensured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with 11 countries 
would not get to a vote in Congress, though leaders in 
both parties had already concluded the administration's 
wording was not acceptable.
Additionally, the president-elect has threatened to 
renegotiate the 1994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 and has called China a currency 
manipulator and promised to fix the massive trade 
defici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by raising tariffs on 
Chinese made goods by as much as 45 percent.
He has also appointed critics of China, such as 
California economist Peter Navarro, who wrote a book 
titled Death by China, to oversee U.S. trade policy.
Retaliation
Bu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s Bill Galston is skeptical 
of Trump's rhetoric.
"The idea that this is a one-way street, that we can 

Bown said. "But that may also partially be his style 
and coming at these types of issues from a business 
approach and a negotiating approach and less of a 
diplomatic or statesmanlike approach, so we'll have to 
see, once he actually gets into office, how he chooses 
to conduct the relationship."
Despite Trump's anti-globalization agenda, Bown says 
actions, not words, will determine the fate of U.S.-
China relations.
"He [Trump] has said quite explicitly that he is not 
interested in the TPP agreement, so we know what he's 
against, but we don't know what he is actually for. So I 
think we're going to have to wait and give him a little 
bit of time, and his team and administration to come 
into office to get settled down and figure out what their 
priorities are going to be," Bown said.
Bown says ignoring China or Asia Pacific trade isn't 
going to bring back jobs. It's more likely to hurt the U.S. 
economy and create uncertainty and other spillover 
effects in both emerging and developed economies. 
(Courtesy http://www.chinanationalnews.com) 

over 2015, but that was down from the 
previous year's 33.3 percent expansion.
This past week,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raised its China growth 
forecast for this year by 0.3 percentage 
points to 6.5 percent, citing a boost 
from government stimulus. But it 
warned rising debt increases the risk of 
a sharper slowdown.
The ruling Communist Party is headed 
this year into a twice-a-decade change 
of senior officials. Private sector 
analysts expect the party to postpone 
any significant policy changes until that 
is completed.

"We assume that in 2017, policymakers will be focused 
on ensuring economic growth remains relatively 
elevated," said Rafferty. "Determined steps to address 
excessive debt levels in the economy are unlikely. 
It will probably not be until 2018, when politics are 
more favorably aligned, that we begin to see a more 
radical approach in this area." (Courtesy http://www.
chinanationalnews.com) 
Related

China Would Outlast U.S. in Trade War, 
Billion-Dollar Fund Says

China would outlast the U.S. in a trade war, which is 
a “distinct possibility” next year after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takes office, a commentator wrote in 
the $1 billion Pine River China Fund’s investor letter.
China’s government would be better placed than the 
U.S. to marshal state resources to cushion the impact 
on exporters, wrote James Wang, a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ofessor who pens a monthly commentary 
for the fund. Privately-owned Chinese exporters would 
be worse hit than state-controlled peers because they 
have less political clout in Beijing, he said.

“By design, decision-makers in a democracy face 
difficulties coordinating a relief effort and must 
eventually face a political backlash from impacted 
domestic producers,” Wang wrote. “On this basis, the 
Chinese may have more runway to play the long game 
in a trade war.”

In an implicit rebuke to Donald Trump, Chinese 
President emphatically defended free trade in a speech 
Tuesday at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in Switzerland. 
He said a trade war would harm all countries involved.
Still, a member of the Cabinet's economic planning 
agency Friday expressed confidence.
"I am hopeful that after his election, President Trump 
will consider the issue from the angle of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and will develop the long-term, 
cooperative `big country' relations that have been 
formed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Ning 
Jizhe told reporters.
Asked about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action by Trump, 
Ning said China should maintain "medium to high-
speed growth."
Debt could become a problem
Beijing has relied on repeated infusions of credit to 
prevent activity from slumping too fast, prompting 
warnings the run-up in debt could spark a financial 
crisis or drag on growth.

Chinese leaders 
have cautioned 
the economic 
outlook is 
L-shaped, 
meaning once 
the downturn 
ends, growth 
is unlikely to 
rebound.
Looking at 

quarter-on-quarter growth, the way other major 
economies report data, the economy cooled steadily 
over the course of the year despite the headline figure 
showing steady expansion. Growth fell to 1.7 percent 
in the last quarter, down from 1.8 percent in July-
September and 1.9 percent in the previous quarter.
Chinese leaders say they will make the economy more 
competitive and productive by opening more sectors 
to private companies but last year's performance still 
relied heavily on spending by the government and 
state-owned industry.
Investment by government companies in factories 
and other fixed assets rose 18.7 percent last year over 
2015,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Investment by private companies was far weaker, 
growing 3.2 percent.
Real estate sales are booming, which has pushed 
up economic growth figures. But regulators are 
taking steps to cool surging housing prices and bank 
lending, which forecasters expect to depress this year's 
performance.
Retail sales growth decelerated to 9.6 percent from 
2015's 10.6 percent. E-commerce, one of the brightest 
spots in the struggling economy, soared 26.2 percent 

China's Growth Weakest Since 1990 
– Would Be Vulnerable in a Trade War

Trump's Tough Talk On China Has Beijing
And The World W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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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bus, Boeing Count on China as Southeast Asia Slows 
Down

China's Xi says no winner in 'trade war.' 

Punitive tariffs on China’s 
shipments to the U.S. would 
knock 3 percent off China’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next 
year, triggering a hard landing 
for the nation and hurting the 
global economy, Goldman 
Sachs Group Inc. China 
equity strategist Kinger Lau 
said in November.
Chinese exporters of “Wal-
Mart type” goods, including 
clothing, furniture, footwear 
and textiles would be hurt, 

while the impact of tariffs on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is less obvious, as the lion’s share of profit 
from an iPhone accrues to Apple Inc., instead of its 
Chinese suppliers, Wang wrote. In retaliation, China 
could potentially withhold aircraft orders from Boeing 
Co. as well as curb automobile and agricultural 
imports from the U.S., he said.
In the U.S., such a trade war could stimulate inflation 
and dent domestic consumption, he added.
(Courtesy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
article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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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東北的香格裏拉:北方小江南 東北第一村

很难想象

中国边界竟然有这么一个神

奇地方，一年四季有不同美景，

而且数也数不完…

她有，像霞浦一样迷幻的滩

涂，像桂林一样柔美的山水，像

青海湖一样金黄的油菜花，像香

格里拉一样原始的生态面貌，像

呼伦贝尔一样碧绿的草场，像九

寨沟一样绚烂的红叶山林，也有

像贝加尔湖一样晶莹的冰雪世界，

还有像牛背山一样仙的云海……

重要的是，她最美的季节快

到了！

这个美丽僻静的小山村，她

位于中国东北角的辽宁丹东境

内，和吉林接壤，与朝鲜仅一江

之隔，美丽的鸭绿江和浑江在这

里汇合，蜿蜒回转宛如一条碧绿

的丝带，将小山村围绕在一个小

半岛之上，"一眼看两江，一脚

踏三界"，说的就是这个地方。

放眼望去，浑江在这个边陲

小村转弯180度，随后注入鸭绿

江。对面是朝鲜，这边就是中

国；横着的是鸭绿江。

如果当初不是摄影发烧友发

现，这个在地图上都很难找到小

村庄，恐怕现在还藏在深闺不为

人知。

这里青山环绕，绿波荡漾，

渔歌唱晚，如若人间秘境，被

美 誉为“中国东北的香格里

拉”、“北方小江南”、“东北

第一村”！

她的名字叫绿江村，一个绿

水青山、清新脱俗的迷人小村。

由于地形特殊，这里不同季节有

不同的原生态自然风光，看一眼

就不会忘记，来了就不舍得离开。

因此吸引了不少东三省乃至北

方的驴友和摄影发烧友，他们在

这里触摸纯粹的大自然，寻找灵

感创作，享受静谧的桃源生活！

绿江村最奇妙的是水没地现

象：枯水季节，村民在江中的滩

地上种上各种庄稼，一旦到了雨

水丰沛的时候，水位上涨，滩地

被淹没，只露出绿油油的庄稼，

看起来就像一座座绿色的小岛，

很美！由于水位忽涨忽跌，江中

绿岛的形状也是千变万化，非常

玄幻美妙！

一江清水抱村流，打网渔翁

不停休；绿草层山交映处，牛羊

宿鹭伴人游。

滩地的低洼处绿草丛生，五

颜六色的野花布满了江边的绿

地，白鹭鹅鸭嬉戏于绿水之间，牛

羊在滩地里闲逛，渔船在碧绿的

江面上往返，青山映衬，鸟语花

香，欢声笑语，一幅田园牧歌的

醉人风景乍现眼前，仿若来到深

闺中的香格里拉，令人彻底沉醉！

据说数百年前，当地村民从

朝鲜半岛移居到这里，延续着淳

朴的民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直到今天这里仍是辽宁地区朝鲜

族传统文化和民俗风情保留最完

整的一个古村落。

清澈的鸭绿江水无工业污

染，无论哪条山间的流水几乎都

可以直接饮用，曾被评定为全国

六大无污染地区之一。

受绿江的滋养，滩地的土壤

非常肥沃，这的庄稼也不用化肥

和农药，人们吃到都是纯天然的

原生态食物，譬如肥硕的野生鱼

虾，野生笨鸡、笨鸡蛋、山野

菜、蘑菇…也有地道鲜美的朝鲜

佳肴，吃惯了城里一日三餐的小

编，想想都流口水了。

每年5月下旬开始，绿江村

就进入最有生机的醉美季节，也

是拍照最麻溜的时候，江边大片

大片的油菜花也如约而至的绽

放，搭配着这一派田园美景，怎

么拍怎么美，好不惬意！端午节

恰逢花期，想去的小伙伴也可以

趁小长假出行~

如果说找一个地方，四季都

有美景，什么时候去都适合，那

绿江村肯定算其中一个。无论春

夏秋冬，这里都呈现出不一样的

景色，惟妙惟肖，美不胜收，下

面就跟着一块去旅行的小编来穿

越绿江村的四季美景吧…

春 季

冰雪消融之后，绿江村万物

复苏，漫山遍野的花朵昂首怒

放，桃花、杏花、梨花装点着小

山村的每个角落。

江边的滩地也显露出最浓烈

神秘的色彩，纵横交错的农田里

开始种上庄稼，构成红黄绿交织

的图案，像一块块调色板，堪称

大自然最美的杰作，真有几分东

川红土地春耕的味道，美不堪言。

初 夏

初夏，滩涂上遍地长出嫩绿

色的野草，庄稼也冒出新芽，密

密麻麻串成一片，就像铺了一层

浅绿色的天然地毯，蓝天白云映

衬之下，仿若穿越到了呼伦贝尔

的草场…

整条江边被绿色覆盖，真心

养眼…

可以说，初夏的绿江村是一

年中最值得期待的，大片的油菜

花也在这个时候肆意绽放，从5

月下旬一直持续到6月下旬，层

层涌动的黄色花浪令人如痴如

醉…就像是春天的青海湖油菜花

一样美丽动人。

船在水中游，人在岸上走，

除了油菜花，遍地的野花星星点

点，忽然觉得像是落入仙境！顿

觉来到青海的年宝玉则…

就连牛羊和鸭鹅也趁这个时

候踏青，这倒成了一抹美丽的点

缀，绿江风景瞬间变的妩媚多

姿。

游人们纷纷在江边安营扎

寨，享受这初夏的美好时光。

夕阳向晚，时而可见江面上

的渔夫撑船撒网捕鱼，又恍若穿

越到了山水桂林。

这不正是梦境中追寻的样子

吗？悠远青山，柔美绿江，渔歌

唱晚，把酒言欢，真可谓淡妆浓

抹总相宜，此番美景醉人心啊~~

如此纯美之地，一眼便能掳

掠内心深处的灵魂！

盛 夏

每年七月，油菜花已经褪去，

耀眼的金黄美景交给绿江村的

小麦接棒，一浪接一浪的金色

麦田在绿江边上闪动，这个时

而有雨的季节，变幻而又深邃，

置身其中，心境明快却也静如

止水。

江面凸出的滩地成片开满了

紫红色的小花

江岸山头也开满了一撮撮金

黄色的野花

初 秋

此时雨水充沛，滩地被江水

淹没，极目远眺，天苍苍，山水

茫茫，江天美景里穿梭着渔船，

令人无比心旷神怡！感觉像哪，

又忽然忘了~

深 秋

深秋时节的绿江村，五彩缤

纷的颜色异常夺目，律动感为最

强烈！

群山层林尽染，枫叶正当火

红，大片芦苇芦花纷飞荡漾，倒

映交融在这碧水蓝天和蔚蔚云霞

之间，秋意浓浓，诗意绵绵，简

直就像是秋天的九寨沟！

冬 季

随着冬季的到来，江水逐渐

退去，滩地又慢慢的裸露出来，

远远望去，简直像极了传说中的

霞浦风光！

一夜过后，替而代之的是一

个冰清玉洁的神奇世界！恍惚之

间，又差点以为这是在贝加尔湖

畔…每年这个时候，摄影发烧友

也纷纷赶来拍摄大片。

这就是绿江村的一年四季，

无论何时来，都有不同的美景，

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山村，但这

么多美景却如此真实的存在！当

然，绿江村最不可错过的一定是

初夏，想去的可要开始计划啦，

不然错过就得再等一年啦。

到了绿江村，还有一个非常

值得去的地方：

媲美牛背山的神仙顶

一轮红日从神仙顶的云海

里挣脱出来，刹那间光芒四射，

耀眼的光线为浩瀚云海披上了

金色的外衣，令人心旷神怡，

倍感震撼！这不就是翻版的牛

背山吗？

其实，去绿江村一路上的景

色也是美不胜收，中途有很多观

景台，一派大美的自然风光，尤

为壮观！

爲什么來杭州？因爲釣魚台
江南美，韵染入画。峰峦出

没，云雾显晦，皆得天真，正是

杭州。杭州故名余杭，复又更名

钱塘，最终定为杭州，这座久负

盛名的古都，以一种深沉厚重的

文化底蕴迎接着时代的日新月

异。杭州泛海钓鱼台酒店就位于

新城钱塘江畔，观潮晴卷雪，云

涌万里天，身临酒店其中，有种

指点江山、笑看风云的意味。

如果你问我这次来杭州的原

因，因为钓鱼台而来。

走入杭州泛海钓鱼台酒店油

然而生一种渐入佳境般的步入体

验，王家卫曾经在电影《一代宗

师》中有句台词：刀为什么有鞘，

是为了藏。藏住锋芒才是中国文

化的内敛低调品格，杭州泛海钓

鱼台酒店的室内设计在香港郑中

设计事务所的主理下，正是给人

以韬光养晦，伏鸾隐鹄之意。

杭州泛海钓鱼台酒店

酒店共有162间客房，其中

91间可一览钱塘江景，尽可欣赏

每年不同时节或平静远阔或波涛

汹涌的各色江貌。这些府邸里的

“卧室”并未使用“标准化”设

计，而是根据房间所在的位置及

户型进行“量身定制”，这也是

钓鱼台品牌酒店的一大特色。这

些“定制”出来的客房完美演绎

了江南之于当代居住空间的内涵

与外延，灵动而温馨，为旅途中

的宾客提供了一处探寻中国神韵

的理想天地。体贴的设计，精致

的细节，丰富的陈设，甚至有一

点点生活化的小小的“乱”，正

是这些令客人感受到这不是一间

普通的酒店客房，而是一处充满

了温馨和舒适感的家外之家。

由徽派格调统领下的豪华房

素雅简洁，黑白色系虽构成客房

整体基调，但多个功能分区会为

你带来多种惊喜，60平米的空间

也由此显得更为挺阔。90平米的

至尊房更富生活化，江南代表符

号——灯笼是这间客房的灵感缪

斯。穿过玄关，卫生间首先映入

眼帘，由夹丝玻璃屏风围合着置

于房间中心，在灯光的掩映下透

出柔和的光线，酷似一盏灯笼。

关于钓鱼台的来历

金代章宗皇帝喜好钓鱼，在

京西玉渊潭东筑台垂钓，“钓鱼

台”由此而来。沧海桑田,朝代更

迭，钓鱼台却始终受到皇室的垂

青，元、明、清三代皆在此设立

行宫别苑，扩建发扬，进而形成

了颇具规模的皇家园林及古建群

落，湖光水色，风光旖旎。乾隆

皇帝御笔亲书的“钓鱼台”三字

至今依然可见于西侧瓮门的石匾

之上。

昔日显赫的钓鱼台经过岁月

的洗涤，在时代变迁中沉淀了历

史和时间留下的记忆，形成了独

特的地位和风骨。1958年，中国

外交部选定钓鱼台，围绕历史古

建筑群和古代皇家园林遗址，兴

建国宾馆，以接待前来庆祝建国

10周年的外国领导人。自1959年

9月正式启用，至今已有1300余

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下榻，成

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从事国务和外

事活动的重要场所。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建设

与外交洗礼，钓鱼台国宾馆形成

了以中为主、兼容西方的开放精

神。馆内既有古色古香的传统建

筑，也有干净简洁的现代建筑，

更有纯正经典的西式建筑，景观

园林则发扬了中国皇家

园林的精髓，风光旖旎

，意境深远。此外，钓

鱼台国宾馆形成了以

“清鲜淡雅，醇和隽永

”为特色的钓鱼台宴会

菜肴系列、“细腻高雅

”的尊贵服务体系以及

被誉为“国家队”的厨

师和服务团队。如玉者

，国之大器，钓鱼台国

宾馆已成为海内外倍受

尊敬的中国最高规格的

礼遇之地。

钓鱼台美高梅酒店集团旗

下“钓鱼台”品牌的旗舰店----

杭州泛海钓鱼台酒店落户杭州，

作为钓鱼台美高梅酒店集团的

又一力作，杭州泛海钓鱼台酒

店代表着高规格的中国礼遇，

它的开幕全新诠释了钓鱼台酒

店的品牌哲学，使这个源自中

国的世界顶级酒店品牌的问世

在中国酒店发展史上谱写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

杭州泛海钓鱼台酒店的设计

将江南园林庭院之美与时代风貌

相结合，收放之间彰显不凡气

度。钓鱼台美高梅酒店集团诚邀

国际建筑界极负盛誉的英国AT-

KINS建筑事务所设计，将钓鱼台

品牌精髓与宏伟现代的建筑风格

完美结合，更融合江南地理风貌

的细腻隽永，深刻诠释出传统与

当代、中国与世界的交融。著名

的香港郑中设计事务所（CCD）

作为酒店室内设计部分的，将府

邸大宅的概念通过大堂、餐厅、

客房、宴会厅等序列空间形成统

一连续元素的格调，又分别在不

同的活动区域以钓鱼台丰厚的历

史渊源、文化作为背景，交融之

杭州江南古都韵味和印象，增加

其独特气质。

杭州泛海钓鱼台酒店地处杭

州市钱江新城江干区五星路 65

号，从萧山机场坐出租车仅 25

分钟即可到达，走出酒店即刻亲

临钱塘江景，更可漫步于森林

公园，回归自然。从酒店出发

20分钟可到达西湖景区，同样

时间亦可到达六和塔景区，交通

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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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首相稱英國擬著眼“硬脫歐”
將限制移民流動

本月 17日，英国首相特雷

莎· 梅就英国脱离欧盟发表演讲

时强调，英国要离开欧盟单一市

场以限制移民流动。她还称，英

国脱欧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必须

获得国会表决通过。

据报道，在特雷莎· 梅发表

谈话后，英镑随后发生回弹，伦

敦汇市全天兑美元与欧元分别涨

了2.9%与1.8%。

特雷莎· 梅在兰卡斯特宫对

包括外国使节及英国脱欧谈判小

组成员等发表演讲时，阐明英脱

欧的多项原则，其中的关键部分

一如外界先前所预料，是退出欧

盟单一市场和重新掌握英国的边

界控制权，预示英国要展开“硬

脱欧”。

她说：“脱欧必须意味控

制来自欧洲的人流，我们承诺

要做到这一点。”她表示英国

是要离开欧盟的，她的工作是

为英国争取到好的协议，让英

国在脱欧后“尽可能”地与欧

洲市场接轨。

据悉，特雷莎· 梅已承诺在3

月底启动脱欧谈判的“里斯本第

50条款”，之后英国必须在两年

里完成谈判。

英国2016年6月公投决定脱

欧后，投资者、商界及国会议员

就不断向特雷莎· 梅施压，要她

披露英国脱欧后与这个联盟的未

来关系走向。特雷莎· 梅 17 日

说：“我们要寻求的是介于独

立、自治、环球化的英国，以及

作为欧盟盟国之间的一种新的与

平等的关系。”

她强调，英国不要与欧盟存

在“半留半退”(half-in, half-out)

的关系。她说：“我们不要寻求

一种其他国家已有的模式，随着

英国脱欧，我们不要保留任何一

部分的成员国资格。”

特雷莎· 梅说，她要英国成

为吸引“国际人才的磁石”及成

为“全球贸易大国”，不仅在欧

洲大陆扩展商业网络，也把贸易

范围延伸至全球。

她表明英国的立场是希望看

到欧盟成功，因为这符合英国的

利益。“我们将继续是可靠的伙

伴，互相扶持的盟友与密友。

我们要购买你们的商品，向你

们出售我们的商品，与你们进

行最大限度的自由贸易，并且

互相合作与维持友谊，确保我

们彼此更加安全，更有保障及

更加繁荣。”

据了解，在特雷莎· 梅发表

演讲后，德国外长施坦因迈尔对

她比过去“较明确”地阐明英国

的立场表示欢迎。他表示乐见英

国要与欧盟建立建设性的关系，

德国也要与英国建立密切信任关

系。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说，

特雷莎· 梅公布的脱欧计划，提

供了“较为务实”的脱欧前景。

捷克国务秘书布鲁扎则批

评英国脱欧计划“略显野心勃

勃”。“英国既要推进贸易自由

化，又要全盘掌控移民事务……

这中间毫无退让的余地。”

英国与欧盟经贸关系密切，

目前英国的进出口，各一半来自

欧盟。

之前，市场因为担心英国

“硬脱欧”后失去欧盟单一市场

的各种优惠条件，英镑周一大幅

度下滑。现阶段，欧盟对英国态

度依然强硬，坚持要获得单一市

场的好处，英国就必须让欧盟公

民在英国自由行动。

澳交通部長：
不排除未來繼續在水下搜索MH370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

道，澳大利亚搜寻马航370航班

联合协调中心17日发布三国联合

声明，宣布于当日正式暂停对

MH370的水下搜索。对此，澳大

利亚政府称，如有“可信的新资

料”，搜寻工作将恢复。

当地时间18日，澳大利亚交

通部长彻斯特在墨尔本接受采访

时表示，水下搜索工作的高昂费

用(约2亿澳元)不是三国决定暂停

搜寻该失踪客机的原因。

彻斯特说：“我不排除未来

在任何水域进行水下搜索工作。”

但他强调：“我们不想让(罹难者)

家属及他们的亲友抱有假希望。”

澳大利亚搜寻马航 MH370

航班联合协调中心的声明表示，

最后一艘搜索船 17日已完成对

南印度洋 12万平方公里海域的

水下搜索，但是仍未发现马航

370客机。根据2016年 7月 22日

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中国三

方部长会议发布的联合公报，

如果在划定的 12万平方公里优

先搜索区域内未找到马航370客

机残骸并缺乏新的可靠证据，

搜寻行动将中止。

声明说，尽管搜索采用了最

先进的科技手段，并听取了相关

领域专业人士的建议，但遗憾的

是，仍未能搜寻到飞机残骸，迄

今没有发现新的证据可以确定飞

机的具体位置。相信在未来某一

时刻将出现新的能确定飞机位置

的证据，三国政府仍然对搜寻到

马航370客机抱有希望。

2014年3月8日，从马来西亚

吉隆坡飞往中国北京的马航370

航班客机失联，机上载有239人

。2015年1月29日，马来西亚民

航局宣布该航班客机失事，并推

定机上所有人员遇难。自马航

370航班客机失踪以来，澳大利

亚一直主导在南印度洋的海底搜

索行动。

五角大樓報告：F35存276處缺陷
修複或花費10億美元

据外媒报道，美国五角

大楼的一份报告称，F-35隐形

战机至少存在276处缺陷，在

2020年之前不具备完全作战

能力。战机的新问题层出不

穷，修复这些问题可能将花

费超过10亿美元。

五角大楼作战与评估办

公室主任迈克尔· 吉尔摩的这

份报告，是国防部2016财年

大规模年度报告的一部分。

他在这份62页的报告中，给

F-35的未来描绘了一幅严峻的

图景。

作为奥巴马政府的官员，

吉尔摩在政府换届之时即将

离任。尽管负责F-35的官员

坚持该战机状况良好，并且

在运行测试中发现的问题正

在迅速得到修复，但吉尔摩

的最终报告明确显示，他不

相信这些保证。

吉尔摩称，在测试中，

F-35战机的Block 3F软件已经

出现了276处被认为是“亟须

纠正”的缺陷，但正在着手

解决的缺陷却只有不到一

半。此外，每个月几乎都能

发现约20个新的缺陷。

不仅如此，F-35战机项目

还试图跳过诸多早期测试，

提前宣布研发阶段结束，并

转向定于 2017 年 8月开始的

“初步作战测试和评估”。

该报告指出，这将会把风险

转移到作战测试、后续改进

和计划驾驶战机的飞行员身

上。在其目前的计划和资源

范围内，项目办公室无意用

飞行测试来充分修复并验证

目前存在的数百个问题。

吉尔摩称，多个问题和

延迟清楚地表明，即使以最

快速度推进，在2018年底或

者2019年初之前，该计划也

无法展开初步作战测试和评

估。吉尔摩还表示，完成系

统研发阶段将花费约 5亿美

元，而成本评估和项目评测

办公室估计，花费甚至可能

高达11.25亿美元。

除了软件问题，飞机还

面临结构问题、维护问题等

等困扰。

这一报告的结论是，美

国国防部应该重新考虑是否

遵守“大宗购买”(block buy)

该战机，因为其当前的状态

不符合法律要求和五角大楼

“买之前先试飞”的原则。

此前，美国候任总统特

朗普曾在社交网站表示：

“F-35的项目与成本已失控。

明年1月20日之后，数十亿美

元军备(及其他)上的采购可以

、也将会被省下。”

各國特色過冬趣聞：戰鬥民族勇猛 法國人浪漫

转眼寒冬又至，但在不同国

家民众的眼中，同样的冰雪天地

却能转化成不一样的乐趣。具有

不同地域环境及文化背景的人们

用着属于自己的独特方式，来迎

接大自然的冬之光景，也给这个

原本寂寥冰冷的季节增添了几抹

不一样的灵动色彩。

最全面：一次尽享冬日乐趣

钓鱼只能在天气晴好、水波

平缓之地进行吗？不尽然。近

日，韩国华川郡就举行了一年一

度的冰上钓鱼活动，该活动曾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文化遗

产，也是世界四大冬季庆典之

一，每年都吸引上百万游客前来

观光。

在这里，游客除了白天参加

冰钓、滑雪、徒手抓鳟鱼等活

动，夜间还能观赏韩流公演，享

受各式美食等，体验到各种冬日

乐趣。

最创意：“冰池温泉”看星

星

寒冬时节，泡泡温泉着实是

一件惬意之事，但你试过在冰池

里露天泡“冰泉”的吗？在日本

北海道一家度假村每年惯例的

“爱丝冰城(ICE VILLAGE)”内，

除了设有用冰制成的冰床和冰灯

等的客房外，2017年还首次登场

了“冰之露天浴池”。

所谓的露天浴池是在直径约

6 米的圆形冰块中嵌入按摩浴

缸。虽然目前酒店周边的温度已

经低至零下20度左右，但浴缸中

却能始终保持40至 42度。游客

可以泡在热水呼吸着冬天清澈的

空气，一边与心爱之人一同欣赏

寂静夜晚的美丽星空，是不是又

特别又美妙？

最富寓意：被泼冰水受洗礼

除了享受，寒冬还可以是一

个考验毅力的时节。同样是在日

本，近日，在元旦刚刚过去的福

岛县磐城市的爱宕神社举办了传

统的“泼冷水仪式”。当天，参

加仪式的是 4 名当地新婚的男

子，4人身着日本人夏季穿着的

轻薄和服“浴衣”，迎着寒风站

在由特殊草绳在沙土之上。

围成的区域内， 4名当地的

单身青年用从水井中打上来的冷

水，向他们4人的头等部位猛泼

了三次。这一“泼冷水仪式”是

日本福岛县磐城市延续了400多

年的特别习俗。据悉，这样被认

为可以保佑全家平安，也会为本

地的发展带来好的兆头。

最勇猛：战斗民族的全民挑

战

上面那个听起来是不是很

冷？但还有更“冷”的。在号称

战斗民族的俄罗斯，每年11月27

日是俄罗斯的“北极熊日”，为

庆祝这一节日，克拉斯诺雅茨克

当地一家冬泳俱乐部在雪地中开

启了新一轮冰桶挑战。

在这里，无论大人还是小孩

都参与到其中，一名冬泳爱好者

还“毫不留情”地把冰水倒在7

岁和2岁的女儿身上。虽然曾有

网友误以为这是某种体罚，但当

地人更倾向于对外宣称这种训练

反而能够让孩童保持身体健康。

最浪漫：赏景溜冰超惬意

同样是过冬，在“浪漫之都”

巴黎，人们的方式就柔和浪漫的

多。巴黎埃菲尔铁塔近日设置了

一座溜冰场，供游客免费溜冰之

余，还能欣赏美丽的夜景。游客

可以一边在溜冰场中自在滑行，

边俯瞰巴黎市区风光。

在夜晚的溜冰场，搭配被灯

光染上昏黄色的巴黎铁塔，更显

浪漫。溜冰场一旁还设有吧台，

提供热巧克力与香酒温暖旅客身

心，尽情感受巴黎铁塔之美。据

悉，每年只在冬天登场的溜冰

场，位于埃菲尔铁塔一楼，离地

面约58米的高空上，总面积约

186平方米。

最传统：欧洲小镇享冬日游

行

而在西班牙，没有冰雪人们

也照样体验着冬之乐趣。近日，

西班牙北部坎塔布里亚省小镇西

里奥的居民装扮成树人和熊等角

色，走上街头举行假面游行，庆

祝新的一年开始。西里奥小镇的

La Vijanera假面游行西班牙的传

统节庆活动，固定在每年

的第一个星期天举行。

这一天，大家戴起面

具，装扮成民间故事的角

色上街游行，纪念旧的一

年逝去，新的一年到来。

同时，西里奥镇的假面游

行也揭开了欧洲冬季狂

欢节的序幕。

最震撼：宇宙观赏“冬季仙

境”

在不存在季节的宇宙里，冬

天又是什么模样？美国宇航局

(NASA)网站日前就发布了一张合

成图像，在这个被称为 NGC

6357的区域中，炙热的年轻恒星

向周围的较冷的气体辐射能量，

形成了色彩斑斓的景象，在不存

在季节的宇宙空间中，却仿佛动

人的“冬季仙境”。

据悉，这个复合图像包括了

来自NASA的钱德拉X射线天文

台和ROSAT望远镜的X射线数

据，来自NASA的Spitzer太空望

远镜的红外数据，以及来自英国

制造的Super Cosmos Sky Survey

红外望远镜的光学数据，视觉效

果颇为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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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理石品種最多大理石品種最多！！規模最大規模最大，，價格最低價格最低！！
批發批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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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在冬季低溫時，汽車停放時間一長，發動機起動較為困難。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因氣溫低，燃油的氣化率下降，混合氣變稀而不易燃燒造成

起動困難。同時因氣溫低，機油粘度變大，發動機運轉阻力增加而造成起動困難。另外，蓄電

池電解液的化學反應慢，造成起動時輸出的電量不足、起動機功率不足和點火電壓不足，使發

動機難以起動。所以，汽車在寒冷的季節起動之前應先對發動機進行預熱。可向散熱器和水套

中灌注熱水或蒸氣，利用水套中的溫度傳導至氣缸壁，使起動時進入氣缸中的燃油易於氣化，

並可提高可燃混合氣的溫度，以便利於燃燒。還可根據需要對蓄電池進行預熱以增強蓄電池的

電量，提高起動電流和點火電壓。 

16、汽車在空車與重載行駛時轉向盤均擺動，且在平坦路面上行駛擺動較嚴重。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一般是由於前束不符合技術標準以及橫直拉桿球頭、轉向機內部配合間隙磨損過

大或轉向機固定螺栓鬆動、轉向節銷與襯套磨損過大所致。上述原因造成的松曠所形成的合成

力矩，會推動轉向盤左右擺動。 

17、汽車在行駛時一遇到故障即引起轉向盤擺動，且重車時擺動更嚴重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一般情況下是由於前輪輪胎磨損不均，使用新補的輪胎或墊胎不均及鋼圈變形所

最新技術治療腰椎、頸椎間盤突出有奇效！
本報記者 黃梅子 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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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維修大全（五） 
完整修車廠  徐雲經理專欄

致。因為，車輪轉速較快時，驅動轉向盤旋轉的力矩主要來

自於化胎或鋼圈的偏擺度。當輪胎或鋼圈的擺差超過 3 

mm 時，偏擺力矩就能驅動轉向盤左右擺動。應去修理

廠檢查，視情更換化胎或鋼圈。 

18、在良好的路面上高速行駛，重、空車時轉向盤均擺

動，重車時擺動嚴重，且車速越快，擺動越嚴重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一般是由於製動鼓與輪轂連接螺栓鬆動，輪

轂軸承孔松曠以及製動鼓鏜削偏離中心而使製動鼓厚度不

一，產生不平衡量所致。因為，在高速行駛的情況下，車輪

轉速很快，驅動轉向盤擺動的力矩主要來自於製動鼓與輪轂

的旋轉均勻度及其平衡量，在不平衡量的作用下，慣性與前

傾角均產生驅動轉向盤擺動的力矩。 （未完待續）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 :281-564-6541

地址 :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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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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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ANA 健康科學公司德州地區新春聯歡晚會
1 月 14 日晚休斯敦的珍寶樓舉行

本報記者 秦鴻鈞 報導

USANA 健康科學公司德州地區新春聯歡晚會大家合影。 2017USANA 健康科學公司德州地區新春聯歡晚會。

USANA 健康科學公司德州地區新春聯
歡晚會節目主持人 Maggie。

USANA 的會員表演吉他獨奏。 USANA 的會員表演扇子舞。

USANA 的會員表演旗袍走秀。

USANA 的會員表演《新疆舞》。

USANA 健康科學公司德州地區新春聯歡晚會節
目主持人張麗。

USANA 健康科學公司德州地區新春聯歡晚會 1 月 14 日晚休斯敦的珍寶樓舉
行。USANA 是美國一個健康產品品牌，該公司成立於 1992 年，1996 年已
在美國NASDAQ上市。USANA的產品完全按照藥品GMP的生產標準進行，
符合美國藥典要求，是全美最佳的功能性配比營養品，連續 18 年在營養補
充品行業榮獲專業評比第一名。今年是 USANA 公司成立二十五周年，此次
活動有 300 人參加，場面非常熱烈而壯觀。

USANA 健康科學公司領導與休斯頓地區領導
在 USANA 健康科學公司德州地區新春聯歡晚
會合影。Lori Truman( 左 4)USANA 健康科學公
司美國市場部副總裁，Liz Ng（右 3）USANA
健康科學公司美國市場部華人市場部經理，
Brion Armstrong（左 1）USANA 健康科學公司
美國市場部英文市場部經理，USANA 在休斯
頓地區的領導 : 張麗（左 3），霍寧（左 2），
牛 博 士（Sam Niu 左 5），Lucy Han（ 右 2）
等合影。

國際陳式太極拳推廣中心的演員們
表演的《太極拳》。

USANA 健康科學公司德州地
區新春聯歡晚會節目主持人
孫聞和 Lucy Han。

著名的古琴演奏家，魏詩維
演奏“高山流水”。

梁碧瑤所表演的舞蹈
《泰坦尼克號主題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