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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第 九 屆 ） “2017 海外專業人士寧波行”
蘇州國際精英創業周
暨 “僑夢苑”授牌儀式
時間：2017 年 7 月 10 日 -12 日
地點：蘇州國際博覽中心
報名表：《2017 蘇州國際精英創業周報名表》
報名截止日期：2017 年 3 月 6 日
補貼：受邀嘉賓享受部分交通補貼
內容：
面向蘇州戰略性新興產業、高端服務業、現代農業等產業領域，
誠邀納米技術、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制造、新材料、新能源與
節能環保、生物醫藥與醫療器械等產業領域，承擔過重大科研項目的
創新人才、擁有獨立知識產權和智力成果的創新創業人才（團隊），
以及在科技前沿領域有較高聲譽的國內外專家學者，在業界有較高知
名度的企業領袖和創業成功人士、風險投資專家和國內知名金融機構
高級管理人員、文化產業等高端服務業人才來蘇共襄創新創業盛舉！
2997 個創新創業項目通過“蘇州國際精英創業周”平臺落戶蘇州，
創業項目註冊資金 234 億元，引進國家“千人計劃”人才 97 人，江
蘇省“雙創計劃”人才 161 人，姑蘇創新創業領軍人才 265 人，創業
周已成為全球精英廣泛集聚、創業資源高度整合、創新要素充分湧流
的專業化優質引智品牌。
蘇州國際精英創業周期待您的加盟！

為充分發揮僑務資源優勢，圍繞打造中國制造 2025
試點示範城市建設，引導僑胞參與寧波建設、共享發展
機遇，共同建設寧波示範性僑商產業聚集區和華僑華人
創新創業基地——寧波“僑夢苑”，2017 海外專業人士
寧波行暨“僑夢苑”授牌儀式將於 2017 年第四屆中國
機器人峰會期間舉辦，並將邀請海外智能制造產業相關
專家共同參與。
活動時間、內容及補助
報名截止時間：2017 年 2 月 27 日，3 月 20 日
活動時間：2017 年 5 月 15 日 -17 日，會期 3 天
主會場：浙江千人計劃余姚產業園
活動內容：第四屆中國機器人峰會，項目路演，對
接洽談，僑夢苑授牌儀式及推介參觀
參會補助：受邀參會者補助 5000 人民幣 / 人
邀請對象

具有碩士以上學歷，且擁有國內所需的智能制造相
關的專業技術成果、有回國創業意願或擁有創業項目的
海外華僑華人專業人士和僑商，攜帶合作交流項目參加
活動。組委會將從報名者中篩選約 40 人邀請參會，先
報名先受邀，額滿為止。請填寫附件報名表，並發送至
facpsu@163.com。
組織機構
（一）支持單位：國務院僑務辦公室
浙江省人民政府
（二）主辦單位：浙江省人民政府外事僑務辦公室
寧波市人民政府
（三）承辦單位：寧波市人民政府僑務辦公室
余姚市人民政府
江北區人民政府

智勝名師教學 SAT 成效高
寒冬已經漸漸離我們遠去，時至新春佳
節，智勝學院全體員工祝願各位學生和家長雞
年大吉，萬事如意。感謝大家對我們這一年的
支持，新一年也希望能與大家攜手，共同支持
下一 代的進步和成長。
很多高年級的同學都在認真準備幾個月之
後的 SAT 考試。SAT 是由美國大學委員會委
託美國教育測驗服務中心定期舉辦的測驗，做
為高中生們申請美國各大學的首要參考條件之
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現在國內國外各 種
SAT 補習班層出不窮，更有一些培訓班教授各
種投機取巧的手段，提出“保證提高兩百三百

分”之類的 誤導口號，實際上對於長遠發展
是沒有任何好處的。即使通過一時沖刺得來的
的高分成績進入 大學，但沒有良好的基礎是
沒辦法適應難度更高的大學課程，
英文程度的提高非一時之功，不僅需要長
時間的不斷練習，更需要良師的指點教導。智
勝學院專門聘請了極富經驗的專業高中英文教
師 Ms. Nys 擔當我們 SAT 英文課程的教學。她
的課程形式新穎，內容豐富，在長達四個半月
的授課中用植根沃土的教法提升學生能力，讓
學生一邊紮實詞匯文法基礎，一邊提高寫作表
達能力，雙管齊下，英文成績自然不斷提高。
不少之前曾參加過智勝暑期和春季班的同學都
在她的幫助下取得了優異的 SAT 考試成績，
進入了理想的大學。
英 文 如 此， 數 學 也 是 一 樣。 從 preAlgebra，Algebra1&2，geometry 一 直 到 preCalculus，Calculus；環環相扣，每一節都很重
要。智勝學院以 Mr. Lister 領頭的任課老師們
都是有著多年豐富教學經驗並熱愛教育的專業

優秀老師。秉承以人為本的教學理念，運用靈
活多樣的教學手段，讓學生學得深，學得廣，
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九層之臺，起於壘土，學習是一個循序漸
進的過程，需要不斷地鞏固練習。只要有紮實
的知識基礎和足夠的試題練習再加上老師指點
的一些考試技巧，SAT 取得高分並不是遙不可
及的夢。
暑期就是個查遺補漏鞏固基礎的大好機
會。對於高年級的同學，我們準備了英文數學
科學等各種豐富課程幫助大家全面提高。針對
小年 級的同學們，則有內容豐富有趣的全天
camp。暑期班分為兩期，第一期從 6 月 5 號到 圖（右一）為智勝學院負責人徐華博士與該校教師
6 月 30 號，第二期從 7 月 5 號到 8 月 1 號。有 合影。
意向的家長可參閱我們的網站查看課程老師介
紹，有問題也可來電或郵件咨詢。
垂詢電話 : 713-777-1688
學 院 上 課 地 點 : KIPP College Prep, 8440
網站 : www.AdvanceAcademyHouston.com
West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63
微信公眾號 “AAHouston”，歡迎大家關註。
辦 公 室 地 址 : 6203 Corporate Drive,
Houston, TX 77036

德州国际领袖学校

“
OTHERSBEFORESELF-OTROSANTESDEUNOMI
SMO-先人后己”

我们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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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英三语课程

www.pally-travel.com

服务他人项目

平安里程從這里開始……

機票﹑
遊輪﹑
酒店﹑
租車﹑
旅遊度假﹑
為你度身訂做﹒

暑期游学
优秀的运动项目

專精考察﹐
代理國內外旅行

Tel:713-952-9898

大学课程

9720 Townpark Dr, Ste 128 Houston, TX 77036
E-mail:pallytravel@gmail.com

德州与美国历史旅行

十年以上豐富經驗為您服務‧贈送機票平安保險十五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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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44583927

平安里旅行社
Pally Travel Service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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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就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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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博物館的大與怪
年的馆史。里面的陈列内容极为丰富，
包括天文、人类、古生物和现代生物 5
个方面，馆藏有 3600 万余件，具有 42 个
展厅，里面展出了长 12 米高 5 米的恐龙
骨架、高 94 英尺的蓝鲸模型、563 克拉
蓝宝石“印度之星”、重 31 吨的世界最
大陨石等。其外，游客还可以在巨幕影
院和天文馆内观览与自然相关的影片和
资料。
记者曾数次参观过佛罗里达州立艺
术馆，那才是真正的博物馆“巨无霸”
。该馆位于佛州西部海湾萨拉索塔市，
始建于 1927 年，占地 66 公顷，共有 21
个展厅，展出了欧洲绘画、亚洲艺术、
美国绘画及当代艺术等。博物馆濒临萨
拉索塔湾，馆内除了建筑，还有大量花
草和湖泊，俨然一个森林公园。很多人
知悉名声国际的玲玲马戏团，该馆实际
上是马戏团创始人约翰玲玲的私人遗产
，几年前才成为佛州州立艺术馆。馆内
美国是世界上博物馆业最为发达的 学及文化成果于一身的公共机构，每年 最著名的是玲玲马戏博物馆，展示了全
国家，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种类丰富， 领取数千万美元政府拨款。它花纳税人 球最大的微缩马戏、服装、表演及设备
分布广泛，各大城市都能找到几家、甚 的钱，因此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模型占地面积 3800 平方英尺。
至几十家博物馆。对于喜欢博物馆的人 的原则，下属博物馆一律免费。于是，
博物馆之“怪”
来说，美国很值得一去。
逛博物馆成为华盛顿居民的一大习惯。
美国人热衷收藏，且因本国历史较 每到节假日，国会山附近的博物馆游人
除了大之外，美国博物馆的另一个
短，在文化上有强烈的“补课”心态。 如织，热闹非凡。
特点就是“怪”，“怪”是指种类丰富
或许部分因为这些缘故，美国成为全球
免费博物馆的增加是美国博物馆参 ，千奇百怪，有马桶盖博物馆、棉花博
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国家。根据美国博物 观人数逐年增长的重要原因。美国巴尔 物馆、妇女博物馆等，五花八门。美国
馆协会的最新统计，全美共有各类博物 的摩美术馆馆长博尔杰说，去年该馆实 休斯敦市就有一家棺材博物馆，名字听
馆 1.75 万家，包括馆长、解说员、设计 行每天 3 小时免费，结果参观人次翻了 3 起来很吓人，其实它的全称是“国家殡
员及志愿者在内，从业者超过 1.5 万。根 倍。而即使收费博物馆也设有免费参观 葬业博物馆”，介绍了殡葬业的发展历
据 1999 年的统计结果，美国博物馆年均 日，以休斯敦博物馆区为例，这里的自 史。该馆成立于 1992 年，占地面积约 2
接待游客量 8.65 亿人次，日均接待 230 万 然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馆，每周四下 万平方英尺，是美国乃至全球同类博物
人次，其中最受欢迎的有艺术博物馆、 午免费对外开放。值得一提的是，在地 馆中最大的。这里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
儿童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及自然博物馆 方政府和企业的支持下，越来越多的美 的殡葬用品，包括运尸车、棺材等。棺
等。
国博物馆在向免费的公共福利化方向发 材陈列室内展出的各类棺材颇具特色，
据统计，美国博物馆的平均门票为 6 展。
包括很多 1900 年代生产的反应死者生前
美元，参观者在馆内纪念品商店的平均
社会地位和职业等的个性化棺材，有的
博物馆之“大”
消费为 1.55 美元，食品消费为 0.81 美元
形如飞机、有的似奔驰车、有的则像螃
美国博物馆之“大”不仅是指面积 蟹，形状各异，色彩鲜艳，例如豹子棺
。包括门票收入在内，美国博物馆的经
营收入只相当于 1/3 的运营成本，其他经 大，而且馆藏量丰富，很多被称为全球 材象征死者生前拥有权力，死者要么是
费大部分仍需依靠私人捐赠和政府资助 之最。以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为例，它 部落首领，要么是政治领袖。
。另据记者了解，美国 1/3 的博物馆对公 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自然历史博物馆，
对于游客而言，如何知道所要去的
众免费开放。首都华盛顿有数十家博物 位于美国纽约曼哈顿区，与著名的大都 城市有哪些博物馆呢？很简单，美国博物
馆都是免费的，包括国家航空航天博物 会艺术博物馆遥遥相对，占地面积为 7 馆协会的网站上就有多种搜寻方法，其中
馆等，它们隶属史密森学会。而该学会 公顷。该博物馆是一座综合罗马与文艺 一种方法是，输入所去城市的名称，那么
由美国主办，是集研究、收藏和展示科 复兴样式的雄伟大厦，迄今已有 100 多 该城市所有的博物馆便一览无遗了。

美國校園流行步行上學

马萨诸塞州阿林顿市的露茜与伊玛
上学去了，她们都有自己的车，但她们
既不乘坐自家的汽车，也没有选择公共
汽车，而是采用最简单的办法：步行。
同许多美国小学生一样，这两个小
姑娘认为，步行到校是她们开始一天学

习的最好方式。然
而，这对于家长来
说，则充满矛盾。
一方面，家长
们非常支持孩子们
的举动，因为孩子
们能够在步行中获
得锻炼的机会，吸
入更多的新鲜空气
，有益健康；另一
方面，让孩子们独
自在川流不息的车
流中穿梭，又怎么
能让家长不担心孩
子的安全呢？就在
处于如此两难境地
的时候，阿林顿市
的家长们想到一个
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步行
校车。阿林顿
市的“步行校车”
每天早上由经过事
先分工的社区轮流
派出一名家长，护送孩子们步行到校，
这样做既达到了孩子们步行的目的，也
解除了家长的后顾之忧，而且还合理利
用了家长的“劳动力”。一名学生家长
马克· 芬顿说：“好多地方看不到交通警

察，而车辆时速往往达到每小时 40 英里
，我们可不敢让小孩子单独走去学校。
‘步行校车’这个主意太棒了，孩子得
到了锻炼，家长又能放心。”
其实，这并不是美国最早的“步行
校车”，1997 年芝加哥就曾出现过。通
过近几年的发展，有些“步行校车”已
相当完善：有固定的“行车路线”与
“行车时刻表”、固定的“车站”、每
辆“车”上配备有两名家长———1 名负
责当“驾驶员”，另 1 名做“售票员”
负责维持“车”内秩序。
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统计
， 30 年 前 ， 66% 的 美 国 小 学 生 步 行 到
校 ， 而 到 2004 年 这 个 比 例 已 经 降 到
13% 。 为 了 增 强 孩 子 体 质 ， 也 为 了 帮
助 那 些 体 重 超 标 孩 子 （ 与 30 年 前 相
比，体重超标的孩子增加了 3 倍）减
肥，越来越多的美国家庭支持孩子
们上学以步行代替乘车。只要能够
解决家长担心的安全问题，“步行
校车”日后肯定将呈增多的趋势。
据西方媒体报道，这个“新发明”
不仅在美国，近来在英国与澳大利
亚也时兴起来。
芬顿先生说：“这只是个开始，
‘步行校车’还能大大有利于形成、发
展‘步行社区’等其他步行文化，对家
长、孩子、学校和社区都是有利的。”

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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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年輕人流行
先性後愛
妳接受嗎？

现在流行的是先性后爱。
据纽约邮报报道，一份新的研究显示，美国千禧一代年轻人比起
其他年龄段更趋向于第一次约会就滚床单，然后再看能不能擦除灵魂
火花，有 30%的年轻人将上床视为真爱试金石。
据这份名为美国单身人群的研究称，这或许是因为美国 18 至 34
岁的庞大群体更容易对婚姻感到恐惧造成的。
海伦· 费雪 博士是一名生物人类学家，也是美国交友网站 Match.
com 的首席科学顾问。她表示，年轻人在约会时开门见山的态度导致
了先性后爱的现象。
“他们上床不止是在做爱。他们用这个行为来试探对方是否自己
的真命天子，以决定要不要在对方身上花费时间和力气，”费雪说，
她把这种行为称为“快做爱，慢恋爱”。
“千禧一代都很忙碌，”她说，“他们非常有行动力，也很有野
心。他们要做的就是随时能滚床单。在鱼水之欢中能了解对方很多事
情。”
以上数据并没有包括其他方式的性爱——因为有 66%的年轻人不
太能接受用嘴进行。
这份研究是基于去年对 5500 名单身人士进行的调查得出的数据，
研究还发现有 57%的年轻人感觉很孤独，然而这些年轻人还是比其他
年龄段的人更“沉溺于”寻找真爱的游戏中。
千禧一代向来被社会贴上自我与懒惰的标签，但同时他们也开放
且精明。还有一点比较突出的是，他们喜欢拍摄自己的隐私照。47%
的年轻男子承认他们曾给别人发过自己小弟弟的照片，53%的受访女
性表示她们收到过别人小弟弟的照片，而 49%的女性称她们收到的小
弟弟照片都是来路不明的。
这份调查还发现，75%的单身者认为在首次约会时接电话是很扫
兴的行为。
“情人节要到了，忘掉昂贵的鲜花吧，”费雪打趣说，“直接走
到你的心仪对象面前，把手机拿出来在 ta 面前关掉然后放进口袋！”
调查中还发现，约会的时候，71%的单身男子认为女性主动要求平摊
账单是一个很迷人的行为。
然而事实上，有 86%的女性表示，她们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亏欠，
万一没有下次见面了也不会不好意思。

在美國一個人就是一個家
习惯一家热热闹闹，来了美国，便要慢慢地适应这里的一个普遍
现象：我就是家。
当初，你会很难理解。有无搞错，到处是一人独居的屋？美国地
大人少，一人独占大大一间屋，美国的浪费于此可见。衣食住行，起
居饮食通通是潮州音乐，自己顾自己，岂不闷到抽筋？而在这独居族
中，除了独身者之外，竟占了很多是已婚者。
但是，久而久之，便发觉这族群不但不闷，还乐在其中，千人千
面，各自各精彩。比如我的老朋友，已经八十多岁的 Sara 太太，她独
居在纽约附近的一个小镇，三个儿子都在洛杉矶，她除了自己煮饭、
洗衣外，还专心致志地画油画，并种点瓜菜。
她几次来我们公司，都打扮得花枝招展，一丝不苟地粉墨登场。
她满有信心地对我说：能活一天，就要认认真真地活一天。我前两年还
举办过画展，儿子都高高兴兴地来捧场，并召来一群朋友参加开幕式。
这个美国老太婆给人一个十分强烈的印象：人老心不老，还很乐观，独
立，进取。不少独居者，把家园、汽车、狗当成宠物，把她们打扮来打
扮去。鉴貌辨色，真看不出他们有多少为了解闷，寄情于物的痕迹，反
而处处体现出享受人间，乐在其中的积极人生观。至于其中的单身汉，
更是快活过神仙，他们往往这里来，那里去，到处游历，寄居，独来独
往，不必请示汇报，一人说了算。正是：子非予，焉知予之不乐？
于是，习惯成自然，独居者便独立成家，在这一人的小天地里游
弋。在美国，几乎没有人以同情、怜悯的心态视之。相反，是积极的
帮助，鼓励他们活得更好，例如引导他们到星罗棋布的老人中心。
看来，即如细胞无限 0 的生物状态一样，家庭也是不断 0，一变二
，二变四……生生不息，终于，母家也会还原为一——独立自主，自
力更生，“我就是家”。我们又何必跟在人类不断进化的车轮后面怨
声载道呢。其实，虽然“我就是家”未免使人产生荒凉感，但只要有
家的观念，大，中，小的家经常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彼此心连着心
，那么，这个我就永远独而不孤了。

花崗石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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櫥櫃
動
活
白色
15% OFF

搬遷新址，擴大營業

軟滑軌關閉抽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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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phone：713-690-6655

Fax：713-690-6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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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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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4..

Peach &
Tea Brown
特價

優質
楓木實木櫥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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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

免費估價

免費贈不銹鋼水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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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縱橫中國
星期一

2017 年 2 月 13 日

Monday, February 13, 2017

C3

劉強東：滿 3 年員工都住單間
京東工作 5 年老家能買房
这两天，刘强东是彻底火了！
不过，他火的有点儿不尴不尬。因
为在央视财经节目上，谈到为什么
跟奶茶妹妹章泽天在一起时，他居
然“脑子短路”地回答：我不知道
奶茶妹妹漂不漂亮，我就是个脸盲
，分不清别人长得漂不漂亮！
此言一出，立即被网民疯狂吐
槽啊！有人甚至讥讽说：奶茶妹妹
跟刘强东结婚也不是因为他有钱，
因为奶茶妹妹是个钱盲，根本不知
道刘强东有没有钱！
无论如何，这位霸道总裁算是
因为失言而失去一分。不过，刘强
东就是刘强东，他马上就为自己扳
回一局。因为，在谈到如何对待员
工的问题上，刘强东的一番激昂陈
词，确实令人不由点赞！
快来看看他都说了什么——
霸道一：工作满三年以上的员工，
每人单独一个房间
前段时间，刘强东回了趟老家
，顺便视察了京东宿迁呼叫中心新
建的员工宿舍楼。结果，当他看到

所谓的高级单身公寓样板间，居然
准备住四到六个人，卫生间还是那
种蹲便器，而且跟淋浴放在一块，
刘强东的自尊心被刺痛了。
刘强东当场拍板：京东的员工
宿舍，每间最多只能住两个人，工
作满三年以上的员工，每人单独一
个房间。
确实霸气！确实替员工着想！
不过我也为刘强东担心：京东 15 万
员工，有 10 万是快递员，这些人绝
大部分都是需要提供宿舍的，别说
单间，即使两人一间，每间 10 平米
，那得建多少平米？投入得多大？
霸道二：投资数亿，把人大、南外
这样的学校引入老家宿迁
话说，刘强东出身农村，所以
他知道农村的苦，其中最大的落后
之一就是教育！刘强东宣布：向宿
迁分公司投资数亿元，引入一个中
国最好的学校，比如说人大，南外
这样的学校，就建在京东写字楼旁
边，保证当地京东员工的子女教育
。

穷什么都别穷教育，这件事，
刘强东做得真棒！当然，希望学校
是开放的，让当地人都能来上学。
霸道三：一个员工都不允许外包，
保安保洁也要签劳动合同
人力外包这码事吧，真的是让
人深恶痛绝！绝对的二等员工，各
种社保和福利跟不上，还经常面临
劳动纠纷和个人权益无保障。有过
这类经历的人都知道这里面的痛。
其实，说起人力外包，反而越
是大公司越容易这么干，因为这样
确实节省人力成本。显然，京东也
面临这方面的选择。京东内部算过
帐，把员工外包给第三方，一年立
马节省十几个亿！
不过，刘强东抵御了这个巨大
的诱惑。他直言：这是耻辱的，这
个成本永远是不可以省的，京东不
允许这样做。我们每一个聘用的人
员，保安、保洁、每个快递员都必
须跟京东直接签劳动合同，不允许
有一个员工交给外包公司。如果一
家公司是靠克扣员工的五险一金挣

钱，牺牲他们 60 岁以后保命的钱，
那是耻辱的，赚了多少都会让我良
心不安。
霸道四：在京东只要工作五年，就
能在老家买房
刘强东认为，京东基层员工福
利待遇好的标准之一，就是工作满
五年后能在老家县城买一套房。并
且，这不是什么愿望或承诺，而是
确实已经实现了。比如他老家宿迁
，这样的员工比比皆是。
刘强东说：你还可以让无数的
员工，让他们的日子过得有希望，
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这是一件很有
成就感的事。我们现在整个公司70%
以上的员工跟我一样是来自农村的
，这些员工凡是在京东工作满五年
以上的，绝大部分都能在老家的县
城，当地的小城市买得起房子。
不说啥北上广深，以现在的房价
，能工作五年就在当地城镇买套房，
最起码这薪酬收入就是很不错的。
看了以上四点，你是不是觉得
，这为什么又是别人家的公司呢？

百度的新“二號人物”為什麼是他
2017 年 1 月 17 日，百度（纳斯达
克上市，股票代码 BIDU）宣布陆奇担
任百度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陆奇是上海人，1961 年出生，比
百度创始人李彦宏大 7 岁。加入百度之
前，陆奇是微软集团全球执行副总裁
，直接向微软 CEO 纳德拉汇报。李彦
宏在提到陆奇的微软职务时说，这是
大陆华人在全球科技公司总部所任职
位的最高级别。
虽然在中国，陆奇的知名度并不
高，但他在硅谷非常有名，是很多硅
谷华人工程师终身奋斗的目标。
在陆奇进入百度之前，百度总裁
一职由 1966 年出生的张亚勤担任。张
亚勤 2014 年 9 月加入百度，之前是微
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这个职务的级
别在陆奇之下。
这次陆奇还兼任百度首席运营官
（COO）一职。担任过这个职务的先
后有朱洪波、叶朋和沈皓瑜等人。
陆奇将主要负责百度的产品、技
术、销售及市场运营，并直接向百度
集团 CEO 李彦宏汇报。
百度现有各业务群组及负责人都
将直接向陆奇汇报工作，包括搜索公
司总裁向海龙、技术体系和新兴业务
群组总裁张亚勤、负责金融业务群组
的高级副总裁朱光、负责无人驾驶事
业部的高级副总裁王劲以及负责人工
智能技术团队的百度首席科学家吴恩
达。
至此，百度终于出现了公司历史
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二号实权人
物”。陆奇在百度的权力和地位，仅
次于李彦宏。陆奇的管理权限之大、
边界之广，相当于阿里巴巴集团 CEO
张勇和腾讯集团总裁刘炽平。
陆奇毕业于复旦大学，获计算机
科学学士、硕士学位。1987 年，卡耐
基梅隆大学一位教授来复旦大学演讲
，那天下着大雨，来听演讲的人很少
，陆奇被朋友拉过来“凑数”，并做
了现场提问，结果被演讲教授邀请前
往美国留学。
1996 年，陆奇进入 IBM 研究院工

陆奇是
上 海 人 ，
1961 年 出 生
，比百度创
始人李彦宏
大 7 岁。加
入百度之前
，陆奇是微
软集团全球
执行副总裁
，直接向微
软 CEO 纳 德
拉汇报。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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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奇的微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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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公司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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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1998 年，加入雅虎，一呆就是 10
年。在雅虎，陆奇主要负责搜索业务
。2008 年，微软试图收购雅虎，遭到
拒绝，但微软却挖走了陆奇。
进入微软后，陆奇负责过的知名
产品包括 Microsoft Office、Office365、
Skype、Bing 搜索、Bing 应用和 MSN 及
广告平台等。
陆奇曾对媒体表示，自己是一个
有工作洁癖、很难共事的人。他经常
凌晨 3 点起床查收邮件，然后晨跑。他
的座右铭是要做更多（do more）、知
道更多（know more）、成就更多（be
more）。他最爱读的书是《约翰· 克利
斯朵夫》。

这样的风格，比较适合目前正在
逐步去除小资文化，拥抱狼性文化的
百度。
在百度的官方声明中，李彦宏说
，陆奇拥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出色地技
术洞察力和卓越的团队领导力，还是人
工智能领域世界级的技术权威。他希望
陆奇能把百度从一家优秀的中国公司，
变成一家卓越的世界级公司。
百度已经将人工智能列为未来十
年最重要战略方向，同时，全球化也是
百度目前大力拓展的方向。整个百度正从
一个搜索引擎公司，向人工智能公司转型
。
这些战略的实施，都需要人才来

落实。过去几年，百度重用过很多外
来高管，也在内部提拔过很多 80 后年
轻高管，甚至启用过多个创始“老臣
”。但反映到百度的业绩和股价上，
却不尽如人意。
百度最新财报显示，公司营收虽
然在增长，但增速在放缓。百度目前
的市值是 600 亿美元左右，阿里巴巴是
2300 亿美元左右，腾讯的市值是 2400
亿美元左右。
2016 年 9 月陆奇从微软离职的消息
公布后，关于他的去处外界猜测很多
。其中有的说他可能加盟阿里巴巴，
也有的说他可能加盟腾讯，还有传闻
说他可能加盟 Uber。

但最后陆奇选择了百度。他在官
方声明中说，主要是看好百度人工智
能领域的积累和战略布局。
陆奇在复旦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
到，他跟李彦宏认识很久，而且认可
人工智能的方向。他认为，通过大数
据、智能化的开发，计算机会对任何
一个工业领域带来根本性的变化。陆
奇在复旦大学毕业纪念册上的留言是
：人类终将使电脑智能化且使其远胜
人脑。
在向人工智能转型的同时，百度
在招人上亮点不少。前不久，百度就
收购了一个 90 后创业者的公司，并让
该 90 后担任了百度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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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能夠南遷
清朝還能統一中國嗎？
一直以来，清
朝消灭南明都是富
于争议的话题。有
不少人一直做各种
假设和推论，试图
找到明朝能续命的
方法。明朝毕竟坐
拥天下二百多年时
间，掌握着无比雄
厚的资源，用今天
的话来说就是握有
一手的好牌。
而各种推论中
，又以崇祯南迁最
为热门。毕竟明亡
的重要影响因素中
，小冰河影响的主
要是北方；而且八
旗军队擅长的是野
外战场，对于水网
密布，城池林立的
江南似乎难以应付
。更为重要的是真实历史上，南明便是因
为缺乏一个核心而导致内讧最后分崩离析
的。
如果崇祯真的南迁或者派太子监国，
那么南明至少有一个被普遍承认的领导层
存在，这样是否可以避免历史上的悲剧发
生？
理论上看确实如此，首先南方在宋以
后无论人口总量还是经济规模都远远超过
北方。更而且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西
方势力开始进入东亚细亚，由于地理位置
的原因南方要比北方更加容易接触到西方
文明，例如明朝后来赫赫有名的佛郎机炮
还有红衣大炮都是从来华洋人那里得到的
。而南明主力之一的郑成功父子更是依靠
着和洋人的贸易获得的大量财富和军火，
才能发展成影响东亚决定性力量。
但是崇祯本人真的就有统合南方各大
势力的凝聚力吗？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从崇祯此
人的个人领导能力和他的个人魅力说起。
古代执政者“受命于天”，在权力运
用方面理论上不受任何束缚，但实际中却
会面对种种习惯性规则的束缚。所以，如
何凭借个人权谋手段运用权力掌控国家就
是对执政者的考验。
一个好的执政者最需要的做的是什么
呢？古代中国是以儒家思想作为核心指导
的，而儒家讲究“垂拱而治”，君王要懂
得知人善用，要有做君王的样子，自然会
有贤臣辅佐。
从这点来看，很多人天天吹捧的崇祯
勤政其实反而是他的缺点，因为“勤政”
意味着他掌控欲非常之强烈，以至于拒绝
让能干的贤臣分享他的权力。这与地道的
儒家标准其实是完全不合格的，崇祯完全
没有一个古代意义上贤明天子该有的样子
。
既然崇祯以古代标准并非贤明君主，
那么以近现代政治强人的标准去衡量他，
又如何呢？
我们要看近现代那些政治强人是什么
样的。希特勒是公认的个人魅力非常强大
的“克里斯玛型政治领袖”。而他的死对
头斯大林，则是宁愿牺牲自己的亲生儿子
也不愿意放走被俘虏的德国将军的铁血雄
主--在政治上，斯大林心如铁石般坚定，
甚至能够做到对到人世间最真挚的情感都
无动于衷。
那么崇祯的个人魅力是什么样的呢？
他是否是个如希特勒的“偶像”型领袖？
或者也意志坚定敢作敢当的“大明斯大林
”呢？
以袁崇焕赫赫有名的“五年平辽”论
来说，其起因便是因为袁崇焕觉得崇祯过
于急躁，不得不放出五年平辽的大话“以
慰圣心耳”。这一行为活脱脱就是在敷衍

一个生气的小孩子，可见哪怕是还和崇祯
处于“蜜月期”的时候，袁崇焕就已经对
崇祯的性格无可奈何了。由此自然可以得
知崇祯并不属于满满都是人格魅力的克里
斯玛型领袖。
那么，他有敢作敢当的铁血意志吗？
答案也是令人沮丧的。崇祯曾命令兵部尚
书陈新甲和后金秘密和谈。此事被披露后
舆论大哗，面对危机崇祯并未拿出心如铁
石的雷霆手腕，推行自己的意志，而是轻
易向舆论投降，将陈新甲作为替罪羊踢出
去，对后金的和议也不再提起。自此再没
有哪个大臣敢真心诚意帮崇祯做事，而是
上下一起敷衍。
最为重要的是所谓“当断不断反受其
乱”，无论古今中外要成为一个强势领导
人都必须拥有极强的决断力，最忌讳做事
“拖延症”，瞻前顾后，婆婆妈妈，必要
的时候甚至可以为了换取利益而付出一切
代价。
这一点，崇祯在朝廷南迁问题上就表
现的非常明显。由于明朝是个“天子守国
门，君王死气节”的刚强王朝，所以南迁
这种明显因为“打不过、搞不定”，有着
明显“逃跑”倾向的策略注定会让做出这
个决定的君主“遗臭万年”。但在国家存
亡之际，君主自身“遗臭万年”的名声重
要，还是国家的存续重要，对于领袖型的
领导人，其实决断并不难。
但对于崇祯，这却成为了一个超级难
题。
他想到的方法是：在臣子当中找到一
个地位足够高，同时愿意给自己“背锅”
的人主动站出了承担“遗臭万年”的责任
。不过因陈新甲的前车之鉴而学“精”了
的臣子们都表示愿意替代崇祯上前线，但
是无人愿意提出“南迁”。不愿意付出自
己的“名声”又不愿意真的赴死的崇祯就
只能进退维谷。一边在殿堂之上气势汹汹
地宣称“国君死社稷，朕将何往？”，一
边偷偷派人打探各种南迁的可能。但是一
直拖到大顺军攻破北京的前一天，他才下
决心南迁，可惜一切都晚了。可见这是崇
祯一个优柔寡断缺乏足够决断力的君主。
可能有人会说：虽然崇祯的性格急躁
，让其臣下都深感无奈只能用“妄言”去
做安抚工作，本人也没有什么人格魅力，
但是大明国毕竟人才济济，崇祯毕竟是名
正言顺的天下共主，有他在对明朝的续命
来说还是能够利大于弊。
可惜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在明
清决定性的松锦会战之中，明朝九边精锐
尽出，战功赫赫的统帅洪承畴率领一十三
万精锐明军，带着大小上千门新式西洋火
炮采取稳扎稳打的措施已经取得了对八旗
的一些胜利，眼看就要顺利解除锦州之围
。这时候，崇祯刚愎自用的毛病起到了

“扭转乾坤”的
作用，他开始
“遥控”前线作
战。
崇祯派出了
当时的兵部尚书
陈新甲催促洪承
畴快速进军。洪
承畴试图反驳也
被“用师年余，
费饷数十万，而
锦围未解，内地
又 困 …… 何 以 副
圣明而谢朝中文
武诸人之望，主
忧臣辱，台台谅
亦清夜有所不安
也！”的理由给
压死了。陈新甲
的亲信张若麟甚
至直接插手前线
作战，“振臂奋
袂，扶兵之势，收督臣之权，纵心指挥”
，于是明军“但知有张兵部，不知有洪都
督，而督臣始无可为矣”。
就这样，崇祯硬生生地把洪承畴的前
线指挥权收走，然后指挥部队抱着脑袋往
前冲，直接落入了八旗的包围之中。随着
乳峰山突围的失利，明朝最后一支精锐的
部队也就此宣布覆灭，洪承畴则被迫投降
了皇太极，后来成为满清统一中国的事业
添砖加瓦的“开清功臣”。
另一个例子就是在征收赋税上。
众所周知明朝末年遇到了连续的天造
人祸，导致民生迅速困难，这时候统治者
要做的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从而
让民间百姓能先在天灾人祸中活下来，再
逐渐恢复生产力，这样明朝才能够延长寿
命。但是崇祯的急性子在这个时候又发挥
了“关键性”作用。
崇祯非但赈济困苦灾民，而是对当时
的民生疾苦“选择性无视”，下令对拖欠
的赋税要“勒令速催”，对于办不到的官
员要“指名参究”。迫使各级大小官员一
个个变成了“恶吏”，结果让更多的破产
农民走上了逃亡之路，没有生计的他们
“从贼”也就是时间问题，最终将原本仅
仅只是“星星之火”的农民起义逼成了
“燎原之势”。
综上所述崇祯是个很急躁很功利的
君王，他既想要得到，却又拒绝付出，
他没有一颗钢铁的心，却又拒绝让下属
为自己分忧，他没有当好领导的魄力，
却想要让下属背锅。这样一个领导无疑
很难凝聚人心，在他上吊而死之后，北
京城的满朝文武无一人愿意给他殉节，
死的时候身边只有一个太监王承恩。这
点来说，还不如后来南明的皇帝，至少
还是有不少大臣愿意给南明皇帝殉节的
。而在北京的时候崇祯至少还是满洲都
承认的正式君王，一旦南迁背弃了“宗
庙陵寝”只会让他威望受到巨大的损伤
，更难以凝聚人心，可见依靠崇祯来统
合因为内讧而四分五裂的南明小朝廷无
异于痴人说梦。
甚至可以说如果崇祯真的南迁，那么
南明的结局只会比历史上的更加糟糕。虽
然南明那些皇帝大都不咋地，但是由于吃
过苦，本身性格也没有崇祯那么急躁和刚
愎自用，对于前线的指挥一般也不去干预
，所以可以打出镇江这样漂亮的反击战。
一旦让崇祯这样“名正言顺”地插手了前
线的战役，可以预测不但反击战没有了，
最后连困于弹丸之地的郑明搞不好也会被
他所拖累。
某种意义上，也正是崇祯南下未成，
才让后来的李定国、郑成功等抗清势力没
有束缚，放开拳脚将抗清战争延续到康熙
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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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槍的故事，節選
1928 年，陈伯钧在一次战斗中，缴获了一支手枪。这支手枪的表
面锈迹斑斑，枪栓都拉不动了。教导队长吕赤见状开玩笑地说：“什
么破枪，‘半斤铁’，扔了算了！”喜爱枪的陈伯钧舍不得扔掉，他
把手枪拆开，用煤油反复擦拭，终于将锈迹擦掉，让手枪恢复如新。
时隔不久的一天，吕赤外出回来一进院中，陈伯钧便笑着迎上去拿着
枪得意地对他说：“我这枪可不是‘半斤铁’了。”接着，他拉动枪
栓想向吕赤展示修复成果。可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他拉动枪
栓的瞬间，枪膛中居然发射出一粒尚未退净的子弹。只听“砰”的一
声，吕赤应声倒地。陈伯钧顿时呆住。待缓过神来的陈伯钧跪倒在吕
赤身旁时，一切已无可挽回。
吕赤是陈伯钧的四川老乡，也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他和陈伯
钧一起上井冈山参加革命，在战斗中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陈伯钧误杀好友后，内心十分悔恨。事情很快被上报到上级部门，部
队首长们非常震惊。为了稳定局面，上级指示保卫部门先将陈伯钧关
押起来等待处理。
毛泽东详细地听取了有关人员的调查汇报，将来龙去脉弄清楚后
深思良久，并未急于下结论。他找到士兵委员会主任张令彬说：“你
们吕队长被陈伯钧误杀了，你看不杀陈伯钧好不好？”张令彬回答说
：“很多人都要求杀。”毛泽东又说：“如今已死了一个黄埔生，要
再杀一个黄埔生，就失去了两个军事指挥员。陈伯钧不是故意伤人，
我看还是不杀为好。你回去做做工作，开个士兵委员会，讲清不杀的
道理。”张令彬立即回到教导队向学员们转述了毛泽东的话。接着，
毛泽东又亲自通知部队集合，在战士们面前说：“吕赤是个好同志，
陈伯钧也不是坏人，他是跟吕队长开玩笑，枪走火误杀了人。他们一
个是黄埔军校出来的，一个是黄埔武汉分校出来的，表现都不错，军
事上也有一套。这样的人我们很缺呀！我们能不能只追悼一个人？否
则另一个人还不好追悼呢！你们看怎么样，我讲得对不对？”毛泽东
的话浅显易懂，又入情入理，大家听后觉得情有可原。这时，有人问
毛泽东：“难道陈伯钧杀了人就不了了之吗？”毛泽东说：“当然不
能不了了之。我们不让他偿命，但是要惩罚他的。吕赤同志未能完成
的工作要由陈伯钧一个人加倍完成。另外再罚他一百板子，大家同意
不同意？”随后，毛泽东让警卫员找来板子在众目睽睽下打陈的板子
。据陈回忆，毛泽东是通过这种丢面子的方式来惩戒自己来平复战士
们的情绪。他当时不喊不叫心甘情愿接受处罚。此后，陈被调离教导
队，降职到一团一连任副连长。而后的几十年间，陈以英勇作战、流
血牺牲的行为回报毛泽东的不杀之恩，回报战友们对他的谅解和信任
，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革命斗争的洪流中，最终凭着赫赫战功成长为
一名我军高级将领、优秀的军事指挥员（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兩次鴉片戰爭
為何沒把中國人打醒？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中间跨越 50 年，没有人认为我们遇到了
危机。事实上中国的变化真正开始是在 1894 年甲午战争后，我们被日
本人打败了。
在百年前的那场大变革——帝国转向民国的过程中，产生了三种
可能影响中国走向的力量：第一种力量就是孙中山所代表的革命派；
第二种力量是我们一贯认为比较保守的，甚至有点反动的袁世凯所代
表的北洋派，后来发展为北洋军阀；第三种力量就是长期被忽略的，
实际上在当时非常重要的，以国内的张謇、国外的梁启超为代表的立
宪派。这三种政治力量表面看上去是那么的不同，他们之间好像很难
有基本的共识，但实际上三派同源，都起源于同一个起点，就是改革
或者说改良。无论是革命派的孙中山、北洋派的袁世凯、立宪派的张
謇、梁启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诉求就是要改良、要改革。他们的
起点在时间上都是在 1894 年甲午战争之后。甲午战争对中国的震动比
这之前的任何一场战争都要大，都要深远。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中间跨越 50 年，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
，特别是有科举功名、作为社会支柱的士大夫阶层，没有人认为我们
遇到了危机，需要改变什么。所以该考秀才的还是考秀才，考举人的
照样考举人，该种地的还是种地。朝廷没有变，民间没有变，什么都
没有变。事实上中国的变化真正开始是在 1894 年甲午战争后，我们被
日本人打败了。被英国人打败我们不觉得有什么屈辱，因为英国人是
我们所陌生的，我们根本不了解他们，甚至他们从哪里来我们都不知
道，因为那个时代我们的地理知识非常贫乏，不知道中国居然不是天
下之中心。我们的概念就是天下概念，不是国家概念，民族、国家的
概念也是在甲午战争之后逐渐形成的，此前国人认为我们是真正的天
朝大国。
但是，甲午战争不一样，日本在中国人的眼里是一个不起眼的小
岛国，人口比我们少，文明比我们低。唐代的时候，日本派了大量遣
唐使来学习我们的文化，他们竟然打败了我们，我们觉得非常丢脸。
这个时候，读书人、士大夫阶层开始懵了，学生何以打败老师？
梁启超、康有为这些人登上历史舞台就是在 1895 年《马关条约》
签订以后，鼓动公车上书开始的。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也是在那个时候。袁练的新式陆军请的教练有
很多德国人，完全是模仿西方样式建立的一支新式军队。最初招募的
7000 士兵就是后来北洋军的基础，这支军队实际上就是中国现代化军
队的基础，袁的崛起就是他手里掌握了中国最新式的军队。
另外一个人物，就是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孙中山。1894 年他是一个
医生，可是他的兴趣不是治病救人，他想医国。他的第一个举动不是
去革命，而是要改良。他写了一封《上李鸿章书》，送到天津，但李
鸿章正忙于跟日本人打仗，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见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孙
文。他失望的南下，既然改良的路走不通，万言书都递不上去，那只
有革命。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建立兴中会，最大的意义就是它的口号
里面已经有创立合众政府这个词，这是一个新的东西，直接导致后来
民国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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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h Leaders Agree: Working Together Is The Only Way

Xi, Trump Agree To Boost Win-Win Cooperation
And To Work Toward Developing Positive China-U.S. Tie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The national flag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ave outside of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NYSE) in New York, Jan. 5, 2009. (Photo/Xinhua)

BEIJING, Feb. 10 (Xinhua) --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his U.S. counterpart Donald Trump pledged
Friday to boost win-win cooperation in a variety of areas
and develop a constructive China-U.S. relationship.
The two leaders made the pledge in a phone conversation
Friday, the first of its kind since Trump took office in
January.
Xi congratulated Trump on being inaugurated as U.S.
president and thanked him for sending a letter Wednesday
to extend his holiday greetings to the Chinese people, who
are celebrating the Chinese Lunar New Year -- the Year
of the Rooster -- and the upcoming Lantern Festival that
falls on Saturday.
Xi said he greatly appreciated Trump's willingness to
expand China-U.S. cooperation and develop a constructiv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that will benefit the two countr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maintained close
communication on issues of common concern since
Trump's inauguration, Xi noted, saying that the necessity
and urgency of strengthening China-U.S. cooperation is
further increased in the face of the current complicate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various challeng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n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promote each other, and
the two countries are totally capable of becoming good
cooperative partners, said the Chinese president.
Xi said that building a sound China-U.S. relationship is
in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two peoples, and it is
also the responsibility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ed to
assume as the world's major countries.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told U.S.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in a telephone call that cooperation was
the only choice for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Chinese state media said, in their first interaction since the
U.S. election.

China is committed to coexisting peacefully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s well as conducting win-win
cooperation with them, Xi said.
China is ready to boost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various fields such as trade and
economy, invest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ergy,
culture and infrastructure, the Chinese president said.
China will strengthen coordination and communic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affairs
to jointly safeguard world peace and stability, Xi added.

For his part, Trump said he was glad to talk over the phone
with Xi, adding that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both countries
to maintain high-level communication.
Trump expressed his satisfaction with the close
communication the two sides have maintained since he
took office and admiration toward the Chinese people
for the historic accomplishment they have achieved in
developing their country.
Developing U.S.-China ties has won wide support from
the U.S. people, Trump said, adding that the two countries,
as cooperative partners, can make joint efforts to help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reach an unprecedented level.
The United States is committed to enhancing win-win
cooperation with China in economy, trade,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Trump said.
Besides, Trump said he fully understands the high
significance of the U.S. government's pursuit of the oneChina policy, adding that the U.S. government adheres to
the one-China policy.
Xi said he appreciated Trump's stressing that the U.S.
government adheres to the one-China policy, adding that
the policy is the political basis of China-U.S. Relations.
China will work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o enh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so that bilateral ties can

advance in a sound and stable manner and yield more
fruits to benefit the two peoples and people of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Xi said.
The two leaders also agreed to maintain close contacts
to exchange opinions on issues of common concern in a
timely manner. Both of them expressed their eagerness
to hold a meeting at an early date. (Courtesy http://news.
xinhuanet.com/english/2017-02/10/c_136047185.htm)
Related
Constructive U.S.- China Relations To Stay
Strong And Thrive In Long Run
(Xinhua) -- A constructive U.S.-China relation will stay
strong and thrive in a long term even though there have
been many talks of uncertainties under the Presidency of
Donald Trump i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es, U.S. experts say.
"The U.S.-China relations are of vital importance and
influence not only to themselves, but also to the world
as a whole," Ezra Feivel Vogel, professor of the Social
Sciences Emeritus at Harvard University, told Xinhua in
fluent Mandarin in a recent interview.
Trump, one of the U.S. presidents with least public office
experience, needs time to get familiar with foreign policy
affairs, especially with the complexities of U.S.-China
ties, Vogel said.
"Personally I think Trump has to choose to cooperate with
China on major issues of domestic and global relevance,
such as trade, investment and counterterrorism, to name
just a few."

Group released on Dec. 30, 2016.
However, the report noted that "the political realities on
both sides pose a major downside risk to both pending
transactions and new deal flow in coming months."
Cumulative Chinese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S.
economy since 2000 exceeds 100 billion dollars, it said.
China's Investment In The U.S.

Former US Secretary of State Henry Kissinger
speaking at the Cheung Kong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Former U.S. Secretary of State Henry Kissinger could not
agree more.
"I am optimistic that the cooperative way will prevail.
Keep in mind that if China and America are in conflict,
then the whole world will be divided," he said at an event
hosted by the Committee of 100 and the Cheung Kong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The peace and progress of the world depend on the
abili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respect each
other's core interests, and to modify the core interests in
order to make cooperation possible," Kissinger said when
marking the 50th founding anniversary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NCUSCR).
Exploring the potential for the U.S. and China to work
together, where possible, on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could "open windows for regional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benefits to both counties," said
Marc Grossman, former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olitical Affairs and Vice Chairman of the Cohen Group.
Adherence to One-China policy is crucial
Many prominent specialists on Chinese affairs have
also joined chorus of opposition to Trump's questioning
Washington's "one China policy" before taking office.
"Every president of both parties since 1971 has accepted
this framework, and once that framework is studied, I
do not expect it to be overturned ... To make Taiwan the
key issue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dialogue is, in my view,
unwise and not the most efficient way of proceeding,"
Kissinger said.
Michael Swaine, senior fellow at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called Trump's phone call with
Taiwan leader "reckless action."
"It would serve absolutely no U.S. interest, and raise many
risks, for Trump to entertain such a fantasy," Swaine said.
"A needless blunder that foolishly complicates U.S.China relations fails to advance U.S. interests, and
calls into questioning the readiness of the Trump team
to manage foreign policy," Avery Goldstein, political
science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said
of Trump's Taiwan call.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should not abandon longstanding U.S. policy on the status of Taiwan, warned a
bipartisan report issued on Tuesday, calling such a move
"exceedingly dangerous."
The U.S.-China relations are at a "precarious crossroads"
and the two world powers could be on a "collision course,"
said the report by an expert task force convened by the
Asia Socie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All-out Trade war with China hurts U.S. itself
Even though Trump and his trade team have been talking
tough on trade ties with China, Eswar Prasad, a senior
fellow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said that an all-out
trade war with China would hurt U.S. itself eventually.
"That is a situation many of my colleagues and I would
not like to see," Prasad said.
The U.S. became the largest recipient of booming Chinese
outbound FDI in 2016, with 45.6 billion dollars worth
of completed acquisitions and greenfield investments,
according to a new report by the research firm Rhodium

Contrary to what critics say China is stealing U.S. jobs,
the rising Asian power is helping create tremendous
number of jobs for Americans.
"Just to give you a sense of the broader impact (of Chinese
aviation market) on the U.S. economy: Deliveries to China
by Boeing support approximately 150,000 U.S. jobs
every year, that's an incredible number," said Raymond
L. Conner, vice chairman of Boeing Co., the largest U.S.
exporter.
Boeing has forecast that in the next 20 years, China will
demand 6,810 new aircraft with a total value of about 1
trillion U.S. dollars. This demand will make China the
biggest customer of Boeing commercial airplanes.
Chinese customers are expected to take delivery of 30
percent of all Boeing's top-selling 737 models and about
25 percent of all aircraft produced in Washington State
and South Carolina, Conner said. Closer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enhance bilateral ties.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continue to strengthen even at a time we are having
difficulties politically," Stephen A. Orlins, President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told Xinhua
at a reception in New York to raise funds to build a panda
pavilion in the city's iconic Central Park on Wednesday.
"I believe we'll get to the promise land of a constructive
U.S.- China relations in the long term," Orlins said.
The host of the Black & White Panda Ball is The Pandas
Are Coming to NYC, a nonprofit group spearheaded by
U.S. Congresswoman Carolyn Maloney together with
Wall Street businessman Maurice R. Greenberg, Chinese
fashion icon Yue-Sai Kan and billionaire Gristedes
supermarket-chain owner John Catsimatidis in 2016.
The project has received support from New York Governor
Andrew Cuomo and Mayor Bill de Blasio and Chinese
Consulate General in New York.
"Pandas represent joy, love and friendship. It's a symbol
of good luck, which our city can use more of," Maloney,
who wore a black dress with white polka dots, said to
guests at 45 tables in the Skylight Roof at the Waldorf
Astoria New York hotel.
Three million mainland Chinese visited the United States
in 2016, and about 950,000 made a trip to New York.
Over 300,000 Chinese students are studying in the U.S.
and about 20,000 American students in China, Orlins
noted, adding these young people who better understand
each other's country will be "our successors" to promote
U.S.-China friendship.
"That will help create a lasting bond for the two
countries no matter what the government does," he said.
(Courtesy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702/10/c_136045003.htm)

Analysts Say US President’s Decision To Honour The One-China Policy Eases
Concerns On Taiwan That It Will Become A Bargaining Chip For Beijing

Donald Trump’s Call To Xi Jinping Was ‘A Big Relief’ For Taiwan
Taipei said on Friday it was well aware of the phone
conversation between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n which the US leader said he
would honor the one-China policy.
Taiwan-based analysts said Trump’s reassurance helped
ease concern that the island would become Washington’s
bargaining chip with Beijing.
“Taiwan and the US both maintained close contact and
communication [over the phone call] and have maintained
a good ‘zero surprise’ approach [in dealing with each
other],” Presidential Office spokesman Alex Huang said
in a statement.
“Maintaining good Taiwan-US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with Beijing] fulfills our national interest and is key for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he said.
Taiwan’s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on Friday said Taiwan
took note of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 with
Washington and Beijing. It called on Washington to
continue to support Taiwan’s policy to maintain crossstrait peace and stability.

Taiwan's Location In Relation To China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poke by phone on Thursday night. (Photo: Reuters)

“We also urge mainland China to deal with us in a positive
manner, communicate with us pragmatically to resolve
disputes and seek maximum room for cooperation, which
are common expectations from people of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and from [players] in the region.”
The White House confirmed that in a lengthy phone talk
with Xi, Trump agreed – at Xi’s request – to honor the
one-China policy that has seen Washington maintain
only unofficial ties with Taiwan, which Beijing has long
considered a province subject to eventual reunification.
Beijing’s state media reported that Xi “praised” Trump’s
affirmation of the policy and said Beijing was willing to
work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o enhance ties and bring
“more fruitful gains for the benefit of our two peoples and
those in every country”.
Trump’s reported comments were a departure from an
interview in early December when he was quoted as
saying he didn’t feel “bound” by the decades-old oneChina policy unless the US could gain concessions from
Beijing in trade and other areas.
The statement was made shortly after Beijing criticised
Trump – who had not then yet taken office – for accepting
a congratulatory call from Taiwan President Tsai Ing-wen
of the independence-leaning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Taipei said on Friday it was well aware of the phone
conversation between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n which the US leader said he
would honour the one-China policy.
Taiwan-based analysts said Trump’s reassurance helped
ease concern that the island would become Washington’s
bargaining chip with Beijing.
“Taiwan and the US both maintained close contact and
communication [over the phone call] and have maintained
a good ‘zero surprise’ approach [in dealing with each
other],” Presidential Office spokesman Alex Huang said
in a statement.
“Maintaining good Taiwan-US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with Beijing] fulfills our national interest and is key for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he said.
Taiwan’s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on Friday said Taiwan
took note of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 with
Washington and Beijing. It called on Washington to
continue to support Taiwan’s policy to maintain crossstrait peace and stability.
“We also urge mainland China to deal with us in a positive
manner, communicate with us pragmatically to resolve
disputes and seek maximum room for cooperation,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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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common expectations from people of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and from [players] in the region.”
The White House confirmed that in a lengthy phone talk
with Xi, Trump agreed – at Xi’s request – to honour the
one-China policy that has seen Washington maintain
only unofficial ties with Taiwan, which Beijing has long
considered a province subject to eventual reunification.
“Mainland China might resort to trade concessions in
exchange for the US agreement to change its stand on
Taiwan’s status,” if Trump chose to use Taiwan and the
one-China policy to bargain, said Yen Cheng-sheng, a
researcher at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ow everything has returned to its original standpoint,”
he said.
Wang Kung-yi, a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trategic study at Tamkang University in Taiwan,
said while what Trump said in December might just be
rhetoric, his phone call with Xi yesterday indicated that
Trump had taken note of the advice from his team to not
use the one-China policy to challenge Beijing.
Wang, who has publicly identified as a DPP supporter, said
Trump’s about-face might disappoint the hardline proindependence camp in Taiwan, which had called on the
Tsai government to make use of the US leader’s previous
stand to uphold the island’s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ly.
DPP legislator Lo Chih-cheng, however, said that
although Trump returned to the original US one-China
policy, it would not affect US-Taiwan relations, given that
“the US one-China policy is never the same as Beijing’s
one-China principle”.
Philip Yang, president of the Taiwan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aid uncertainty over US-Taiwan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still loomed despite Trump’s
turnaround. (Courtesy www.scmp.com/news/china/
diplomacy-defence/article/2069872/)

旅遊中國
星期一

2017 年 2 月 13 日

Monday, February 13, 2017

C6

屯溪老街 和妳邂逅在雨裏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想你
新安江畔的灯火琉璃，想你街东口的饭
菜飘香，想你雨巷深处的油纸伞和岁月
斑驳的粉墙黛瓦。屯溪老街，我和你邂
逅在雨里。很多人去黄山，都会选择逛
逛老街，尝尝臭鳜鱼和其他地道美食。
但大概鲜有人偏偏是雨中寻着老街而去
，多数会选择阳光明媚的日子。
屯溪老街坐落在黄山市屯溪区，街
东牌坊便是老街的正式入口。老街全长
虽只一公里左右，但却有流动的“清明
上河图”美誉。老街的建筑还保有传统
徽州古建筑的风格，沿街店家二百余户
，大多为二层，下店上房。大概是雨天
，所以店里的买客不多，有些店主就坐
在门口用着老收音机，听着黄梅戏曲品
着茶。
商铺底层门面用的还是老木排门，
卸去排门，便是一户一户的商家。楼上
临街安置有各种花窗，样式丰富，十分
典雅。老街在历史上虽几经兵火，屡有
重建，但古色古香的小青瓦、白粉墙和
马头墙仍然随处可见。雨中走在老街的
石板路上，怕是因着雨水洗刷的关系，
石板路面清晰映射着店家的灯光，或暖

黄、或幽蓝、或色彩斑斓。
有常来黄山的游者给出登山看云海
的最佳时间，便是雨后初晴。所以何不
选择登山之前的下雨天来老街逛逛，看
看雨中的老街是否在浅吟低唱，两侧店
铺门楣上流光溢彩的金字招牌，又在娓
娓道来的是哪一桩故事。
老街里的万粹楼，是一处私人博物
馆。因主人对徽文化的情怀，不忍见古
老宅院被拆毁，便陆续从民间购入大量
由老宅拆下的石雕、木雕、门扇、漏窗
等明清建筑构件。万粹楼里的一个飞檐
，一副漏窗，一块砖雕也是由此而来。
有人说听一首歌，会爱上一座城。
那小编大概就是因为邂逅了一场雨，所
以每次下雨，都忍不住思念老街。
老街小贴士：
美食：来到屯溪老街，一定是边逛
边吃，在老街一定要吃红烧臭鳜鱼、毛
豆腐、小馄饨、黄山烧饼等等。
交通：出火车站可乘 12 路到昱中花
园下车，经过人行道后直走便可看到老
街牌坊。
开车的旅友可先到黄山市区，下了
高速就是屯溪老街。

香港海洋公園 40 周年，
制造屬於妳的美好回憶！

凡是拜访香港的旅客，除了逛街
血拼，总不会错过两个地方：香港海
洋公园和迪士尼乐园。而海洋公园，
在港人眼中又有极其特殊的意义——
这是一座没有引入外来概念，香港土
生土长的主题公园。
40 年前的 1977 年 1 月 10 日，香港
海洋公园在香港赛马会的资助下开业
。开幕首半年，海洋公园已经有超过
131 万入场人次。在往后的岁月里，公
园扩建增加新景点，引入杀人鲸“海
威”，变为非盈利机构，度过亚洲金
融风暴和 SARS 病毒难关；也见证了香
港回归，迎来了大熊猫安安和佳佳，
香港回归 10 周年时，又迎接来了大熊
猫乐乐和盈盈，可谓凝聚几代人的集
体回忆。发展至今，香港海洋公园已
有 80 多个景点，接待游客达 1.4 亿人次
。
今年，为了庆祝 40 岁生日，富有
创新精神的海洋公园都推出了哪些新
玩法呢？和我们一起来看看！

海洋公园分为高峰乐园（山上）
和海滨乐园（山下）两个主要区域，
除了惊险刺激的机动游戏，这里的最
大魅力来自于多种多样的动物居民。
大熊猫、海豚、海狮、企鹅、水母、
鲨鱼……除了珍惜物种，海洋公园更
有许多香港的本土物种。游客们在这
里不但学到了野生动物保育的相关知
识，现在也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他们。
2015 年 起 ， 海 洋 公 园 推 出 全 新
“与动物亲上加亲”体验活动，包括
“约会海豚”和“约会大熊猫”。其
中，“约会海豚”可以距离与海豚互
动，观察他们的身体特征和习性，在
消毒双手和测试体温后，甚至可以亲
手触摸海豚。而“约会大熊猫”可以
到大熊猫秘密基地与其近距离见面，
观察他们的生活环境，更可喂大熊猫
吃自制苹果串。
除了明星大熊猫与海豚，这里还
有世界十大水族馆之一的海洋奇观、
展出百条不同品种金鱼的金鱼宝殿和

住着企鹅、海象、北极狐等八种极地
动物的冰极世界。
除了景点外，依山临海的优美风光也
令人沉醉，公园依南朗山而建，一片
苍翠。往返山上和山下的登山缆车极
富复古气息，旅客围坐在圆形的车身
重，可以欣赏到香港岛南区以及南海
的壮美的落日。
当然，40 周年庆也带来了一系列
的优惠活动，其中最具吸引力就是
“港人专享的 40 元（港币，下同）”
购买门票优惠。自 2017 年 1 月 11 日下
午 4 时后至本月 22 日，香港市民可在海
洋公园官方网站以 40 元购买成人及小
童门票，每日限额 4000 张，优惠门票
可于 1 月 16 至 22 日任何一日使用。
同时，海洋公园也推出一系列可爱
且富有纪念意义的周边商品，包括联合
香港传统品牌奇华饼家推出的纪念饼盒
，联合美国纽约的女包品牌 LeSportsac
推出的纪念版背包以及备受港人喜爱的
天仁茗茶共同出品的乌龙茶纪念礼盒等

。
海洋公园
内设多家餐厅
，且各具特色
，如设在高 8 米
、 阔 13 米 的 巨
型观赏屏旁的
海龙王餐厅，
可在用餐同时
观赏鲨鱼、蝠
鲼等大型海洋生物。餐厅还在 40 周年
纪念之际，推出了以全新手法演绎的
“经典寻新四十载”套餐及多款单点
菜式，一起重温七十年代香港经典地
道小吃。
设在山顶冰极天地边的冰极餐厅
与企鹅展区巧妙的结合在一起，在享
用美食的同时，还可以看见企鹅小巧
灵活的身影。
如果中午时分，游园半天感到疲
累，只想休息片刻吃顿便饭，那么山
上的湾景餐厅和熊猫馆旁的大熊猫茶

餐厅都能很好的满足你的需要，食物
美味，分量也超足哦！
除此以外，展现香港 1950 至 70 年代
的景致的香港老大街还有新鲜出炉的鸡蛋
仔，Q 弹鲜香的鱼蛋等小食，值得一试~
海洋公园正在兴建万豪酒店和富
丽敦两座四星级酒店，竣工后可提供
不少于 930 间客房，令人十分期待。而
目前在海洋公园附近的黄竹坑也有如
心南湾海景酒店等性价比非常高的住
宿之选，既能避开港岛酒店的高价，
在香港地铁南港岛线（东段）开通后
，通达性与便捷度也大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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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大選勒龐風頭盛
歐盟命運引人擔憂
的是，菲永随后的辩解也被指是撒谎。有评
论指出，相比占公家便宜，法国人更愤恨的
是以谎言面对公众。受此事件影响，最新的
一项调查显示 61%的选民已经对菲永持反对
意见。

分析：民粹主义盛行令人担忧

勒庞
距离 2017 法国总统大选还剩两个月时间
，最新的民调已经显示出三足鼎立的局面
——极右翼党派国民阵线的玛丽娜 勒庞、
中右翼共和党的菲永，以及独立候选人马克
龙。不少观点认为，法国总统很可能在勒庞
和马克龙两人之中产生。

民调：勒庞、马克龙最热门
据法国分析咨询机构 Ifop 的最新民调显
示，玛丽娜 勒庞的支持率已经飙升至 25%
居首，马克龙以 20.5%位居第二，菲永则以
18.5%位居第三。社会党候选人阿蒙 16.5%排
第四。
调查还显示，如果勒庞和马克龙进入第
二轮的决胜选举，马克龙将可能以 63%的支
持率胜选。
被喻为“法国女版川普”的勒庞风头正盛
，作为老牌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党魁，她高
呼反欧盟、反全球化、反移民，打出了“法国
优先”的口号，完全是一幅欲借民粹主义浪潮
复制“川普式胜利”的架势，而以目前情况来
看，法国民众也似乎很吃这一套。
在 2 月 4 日的竞选演讲中，勒庞直指法
国的国家利益正在被 “经济全球化”和
“伊斯兰主义”两大体制所侵蚀。她激烈抨
击称“欧盟是失败的，并未兑现它的任何承
诺”，“欧盟禁锢了法国”。她认为身处欧
元体系里的法国失去了自主的货币控制权，
因此主张重启法国法郎。总体而言，如果当
选，她或将推动法国退出欧元区、退出欧盟
、退出北约、退出申根区。

“对那些无法忍受疯狂全球化的人来说
，这是希望的曙光。他们已经受不了精英领
导下的政治生活了，”勒庞在接受 CNN 采访
时表示。
勒庞的有力对手马克龙则是左派中脱颖
而出的独立力量，被称为是“黑马”。现年
39 岁的马克龙 24 岁加入法国社会党， 30 岁
加入萨科齐政府，曾是现任总统奥朗德的经
济顾问团队一员，2014 年 37 岁的他被任命为
法国经济部长。他的一些主张未能得到社会
党内部支持，于是自己拉起了“前进党”的
大旗，广泛团结不满现在各派的力量，走出
了一条兼容并蓄的道路。与具有鲜明激进色
彩的勒庞不同的是，马克龙希望法国的左翼
和右翼能够和解，他也认为“脱欧”、“反
移民”与法国“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
观背道而驰。
马克龙进入政坛之前曾在投资银行工作
，任经济部长期间也提出了被称之为“马克
龙法案”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此次他的竞选
纲领也同样着眼于改革——改革欧洲和改革
法国。总的来说，对于厌倦了意识形态之争
和希望看到实实在在改革的选民来说，他们
对马克龙抱有热忱的希望。
原本前途一片光明的菲永则因为妻子的
“空饷门”而深陷危机，支持率一路下滑，
目前的处境可谓岌岌可危。菲永妻子被法国
媒体爆料其在 1998 年至 2013 年期间，以菲
永秘书(议会助理)的名义，从国库领取了约
83 万欧元(约合人民币 614 万元)工资，并且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她曾经上过班。更为致命

勒庞的崛起正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2016 年 11 月时英国《独立报》还指其“几
乎没可能”胜选，而目前的情况已经令人
“刮目相看”，这一势头与川普竞选之路非
常相似。近年来，民粹主义已然成为国际政
治里一个绕不开的词，英国脱欧、川普上台
、意大利政局等等无不显示出这一趋势，尤
其是川普的成功当选更像是为民粹主义树起
了一面旗帜。勒庞本人在接受 CNN 采访时也
曾表示，川普让看起来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变
成了可能。
勒庞的胜选与否也被外界认为很可能是
又一起“黑天鹅事件”。事实如此，在英国
脱欧令欧盟遭受重创，德国强撑欧盟艰难前
行的背景下，多数分析均认为，一旦勒庞上
台并推动法国脱欧，欧盟必将崩溃，而这引
发的连锁效应将是难以想象的。
虽然民调认为马克龙问鼎总统宝座的可能
性更大，但川普在竞选中逆袭的剧情对于公众
恐怕仍然历历在目。“我打赌勒庞将像英国脱
欧和川普胜选那样轻而易举地胜选，这将成为
民调及媒体报道不靠谱的第三起案例。”在英
国每日快报的评论区，一名网友的评论获得了
大量的赞。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董
一凡在一篇分析文章中亦指出，“正如美国大
选表现出的现象，‘沉默的大多数’究竟有多
大的爆发力是难以预测的。法国和欧洲的领导
人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这些人群重拾对主流政
治的信心，以及祈祷。”

法国总统怎么选？
法国几乎所有的选举都是两轮制：不管是
议员、大区还是总统。第一轮如果有人直接选
票过半就直接当选，如果不过半，前两名得票
最高的候选人进入第二轮。由于政党和候选人
众多，通常一轮直接胜选的可能性极小。
新一任总统将于今年 5 月选出。2017 年
4 月 23 日，法国将举行首轮全国选举，两周
后，也就是 5 月 7 日，举行第二轮投票。
首轮全国投票可以有多名候选人参与，
如果其中任何一个人拿下简单多数，即多于
50%的投票，就可提前宣布获胜成为下一届
总统。不过因法国党派林立，该体系自 1965
年运转以来这种情形就从未出现过。首轮投
票中的前两名候选人将进入第二轮投票，获
得普选多数票者为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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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智庫：機器人可取代
25 萬公職每年省 26 億英鎊
英国一家名为“改革”的智库 6 日发表报告，预测基于人工智
能技术的进步，机器人未来将有可能取代英国公共部门近 25 万个
岗位，从而节省运营成本并提高工作效率。
据报道，这份报告主要探讨了英国公共部门的劳动力设置，并
给出相关建议，其中一条就是用新技术来提升效率和工作质量。
该报告称，未来利用智慧机器人等技术将能高效完成英国政府
行政部门中大量日常工作，到 2030 年，这类技术若被运用，每年
可节省约 26 亿英镑。
另外，护士和医生也可能受影响，因计算机程序在部分疾
病的诊断上已经实现了不小突破，而手术机器人也在不断扩大
应用范围。
该报告说，通过新技术的应用，公共部门能够更好地提升基层
行政工作和决策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该报告其中一名作者表示，任何工作职位的撤销都是须谨慎处
理的敏感问题，然而若机器人在公职上最终取代人类，那么公共服
务将变得更好、更安全、更智慧及更具效率。

墨爾本“最幸運”郊區
486 人中彩票分 7 億澳元獎金
如果你居住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普勒斯顿、威勒比或者丹德
农郊区，那你可能马上就要走大运了，因为上述地区近日被评为
“墨尔本最幸运地区”。在过去几年里，该地区有 486 名彩票购买
者中奖，一共领取超过 7 亿澳元的奖金。
据报道，在过去 3 年里，居住在普勒斯顿(Preston)、威勒比
(Werribee)或者丹德农(Dandenong)郊区的 486 名民众购买彩票后中
了奖，一共领取了超过 7.47 亿澳元的奖金，其中普勒斯顿和威勒
比地区在 2014 年至 2016 年期间就有 7 人获得头奖，普勒斯顿的中
奖者一共获得超过 800 万澳元的奖金，而威勒比地区的中奖者则获
得了 400 万澳元。
另外，墨尔本东南部郊区弗兰克斯顿(Frankston)、丹德农(Dandenong)和伯威克(Berwick)也在幸运榜单上赫赫有名，每个地区都
有 5 人曾获得过大奖。维多利亚州其他地区一共有 6 名大奖获得者
，一共分得 490 万澳元奖金。
不过墨尔本市中心，在 2014 年至 2016 年期间仍然是中奖热门
地，一共有 10 人在市中心购买彩票后中大奖，一共收到超过 1260
万澳元的奖金。
除了这些在实体店购买彩票的玩家外，维州在过去 3 年里一共
有 72 人在网上购票后获得大奖，乐透彩票公司的发言人泰勒(Claire
Taylor)表示，他们很高兴公布彩票中奖高发区的名单，不过他强调
彩票的中奖机会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无论你在哪里购买
彩票，彩票上面数字的中奖率都是一样的。”泰勒说。

英女王登基 65 周年
王室發放照片慶賀“藍寶石喜”
2 月 6 日是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
65 周年，配合“蓝宝石禧”(Sapphire Jubilee)，王室发放一张从未曝光的英女王
照片，她戴上一套蓝宝石钻饰，眼神坚
毅，从容地向镜头微笑。
据了解，这张照片是在 2014 年，由
英国著名摄影师贝利拍摄的，当时是为
了配合政府的宣传活动。
英女王所配戴的蓝宝石项链，是英
王乔治六世赠送的结婚礼物。女王同时
配衬了一对蓝宝石耳环，身穿天蓝色的
上衣，造型高贵。
2017 年 2 月 6 日，英女王伊丽莎白
二世将成为大不列颠史上在位最久的君
主。按照传统，白金汉宫将举行一系列
庆祝仪式，包括鸣礼炮 41 响。但王室早
前曾表，女王不会出席任何公共活动，

将在诺福克郡的桑德灵厄姆别墅度过。
此外，为庆贺女王登基 65 周年，英
国皇家铸币局将推出八款新纪念币，其
中一款价值 5 万英镑。
这一系列纪念金银币，面值分别为
5、10、500、1000 英磅，售价由 13 英镑
至 49，995 英镑不等。
所有纪念币正面均为女王头像。
在反面设计上，5 英镑的纪念币独具一
格。除了取材于女王加冕时的皇冠图
案，上面还刻有女王 21 岁生日演讲的
名句，“无论此生漫长或短暂，我都
将为公众和皇室奉献一生”。币沿上
则刻有“彪炳千古”(shine through the
ages)字样。
据悉，最贵的纪念币足金铸造，价
格高达 49，995 英镑，总共只有 21 枚。

Reborn Granite LLC 實木櫥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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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發！

大理石品種最多！規模最大，價格最低！
地址：14730 Hempstead Road, Houston，TX77040.
電話：713-690-4888 www.reborngrani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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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
伊朗無懼美國威脅
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当地时间 7 日表示，美国总统川
普显露了“美国真实嘴脸”，伊朗不会畏惧美国威胁。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消息，哈梅内伊是在伊朗伊斯兰革命胜
利纪念日前作上述表态的。哈梅内伊在回应川普对伊朗试射导弹
的警告时称，“非常感谢川普，展现出‘美国的真实嘴脸’”。
哈梅内伊还称，在川普竞选期间与当选后，他充分展现了 30 年来
备受诟病的美国执政体系，包括美国的政治、经济、道德和社会
腐败等。
此外，针对川普对伊朗的“威胁”和“制裁”言论，哈梅内
伊回应称，川普对伊朗的新制裁“吓不倒”伊朗人，伊朗人无惧
威胁。
哈梅内伊还讽刺称，“川普的所作所为，给一个 5 岁的孩子
戴上手铐，这显示了美国人权的真正含义。”川普颁布的针对西
亚北非 7 国公民的入境限令包括伊朗。被叫停之前，这一禁令在
美国机场被执行。一名伊朗儿童入境美国时被拘押，引发外界争
议。
这是川普上任后，哈梅内伊首次发表公开演讲。
美国指称伊朗近期试射弹道导弹及“支持恐怖主义”，美国
财政部 3 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措施。新制裁对象包括一批参
与或支持伊朗弹道导弹计划以及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的
“圣城旅”提供支持的个人和实体。
就在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新制裁后，伊朗军方 4 日在军演
中进行了导弹和雷达测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说，军演就
是对美国“威胁和制裁”的回应。
川普上台后对伊朗发表了一系列强硬言论。本月 3 日川普在
社交媒体推特发文称，伊朗在“玩火”，他还在接受采访时将伊
朗称作“头号恐怖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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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7 日美南電視 15.3《味全小廚房》
拍攝現場招募觀眾，贈送大禮包！
（本報記者黃梅子）《味全小廚房》是美南國際電
視 15.3 的美食節目，由美國味全食品公司冠名播出，從
2012 年開播，每月播出一期，至今已有 5 年歷史，深受
觀眾喜愛。《味全小廚房》從開播以來一直在求新求變，
節目越做越好看。從去年 10 月起，《味全小廚房》將
拍攝場地從攝影棚移師到糖城家樂超市的家樂小廚，更
是人氣大增。不少去家樂超市購物的顧客都駐足觀看，
並對現場跟丁師傅學做菜表現出濃厚的興趣。有鑒於
此，美南電視決定從 2 月起，每期《味全小廚房》招募
現場觀眾一起參與節目，現場觀眾將在現場品菜，並且
在節目中播出。味全食品公司、家樂超市和丁師傅都將
贊助一份禮品給觀眾，拍攝結束時每位觀眾將獲得裝有
三個禮物的禮包。
《味全小廚房》由錦江酒家的丁師傅教做菜，要吃
正宗上海菜，手藝最贊丁師傅。丁師傅來到休斯頓已經
有幾十年了，從最開始 downtown 的“洞庭”，到“丁
師傅私房菜”，再到“錦江酒家”和“豫園小吃”，丁
師傅在休斯頓飲食界聲譽卓著，手藝一級棒！
《味全小廚房》的主持人翁大嘴通中、英、日三種
語言，而且擅長做日本料理。他跟丁師傅搭檔，可謂珠
聯璧合。
2 月 17 日錄制的這期《味全小廚房》節目將於 2 月

ITV15.3 的《味全小廚房》是由味全食品公司冠名播出的

《味全小廚房》由翁大嘴（右）和丁師傅（左）
聯袂主持。
25 日晚 7:30 首播，2 月 27 日晚 8 點重播，2 月 28 日下
午 1:30 再次重播。既能上電視，還能得獎品，請大家千
萬不要錯過這難得的機會，趕快報名吧！
拍攝時間是 2 月 17 日周五下午 2:30 至 4 點，在糖
城家樂超市的家樂小廚。請有興趣參與的朋友打電話
832-260-8466 或電郵 meizihuang@yahoo.com 報名，限
20 名觀眾，先報先得。

完整修車廠 徐雲經理專欄

汽車維修大全（八）
25、發動機機油壓力指示表顯示異常。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當表的指針顯示油壓不正常時，說明發動機部件有故
障。如果油表指針顯示壓力偏低或是儀表指針顯示波動大，可能是由於機油泵磨損大、濾
清器被髒物阻塞、吸油濾網置露出油面、機油液面低、油路中混入空氣以及壓力表有故障
等原因造成的。另外，潤滑油粘度偏低、油路密封和潤滑性差、潤滑油過冷粘度太大、潤
滑油油泥沉積太多等也會引起機油壓力指示表顯示異常。
26、發動機機油消耗量過大。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細心的朋友會發現，潤滑油在車況良好的情況下也存在正常的消耗，但有些
車況較差的時候，汽車的尾氣排出藍煙，其實這就意味潤滑油消耗過大，一般來說，潤滑

油的消耗無非兩種情況，進入燃燒室參與燃燒，或是機
油滲漏。之所以機油能夠竄入燃燒室，主要是因為零部
件嚴重磨損，配合間隙過大，或者機油壓力過高，導致
機油上竄進燃燒室。而機油的滲漏主要是因為密封墊變
硬老化、氣門卡死。如果是老舊車輛，一般都存在密封
墊由於老化而密封不嚴的情況。遇到以上情況，您最好
是通過專業的養護中心，由養護工程師進行判定，並實
施行之有效的解決辦法。
27、經過一段時間發動機機油消耗了一部分。
故障判定：假故障。
原因分析：國家標準規定，車輛行駛 1 萬公里的正常損耗機油量應在 1L 以內。一般轎
車的機油容量在 4L 左右，當機油液面達到機油尺標線 MIN 處時，機油缺
少不過 0.5-1L。如果車在一萬公里內機油損耗在 1L 以內屬於正常損耗，就
不能認為是故障。
（未完待續）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 :281-564-6541
地址 :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Houston Gold Exchange
的高檔珠寶，各式名錶，陪您歡度情人節

Houston Gold Exchange 是一家專門代理世界名錶以及美鑽和寶石等鑲配珠寶首
飾系列。

專營代理世界名牌如 Rolex 等男女手錶。

Houston Gold Exchange 是一家專門
代理世界名錶以及美鑽和寶石等鑲配
珠寶首飾系列。

圖為位於 Westheimer Rd. 大道上，近 Dairy Ashford ( 以東）購物中心前方 的「Houston
Gold Exchange 」外觀。地址：12513 Westheimer Rd.Houston TX 77077。

由 於 自 己 對 名 錶 的 熱 愛 和 個 人 喜 愛， 老 闆 Brad 特 別
與瑞士知名鐘錶廠商合作設計了屬於自己的廠牌的
SCHWEISS 手錶。

各式高檔珠寶，是今年情人節最令人
難忘的浪漫禮物。

專營代理世界名牌如 Rolex 等男女手錶。

本報記者 秦鴻鈞 攝

圖為「Houston Gold Exchange 」的負責人 brad 及 Amy
Schweiss 夫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