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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国际领袖学校

中西英三语课程

服务他人项目

暑期游学 
优秀的运动项目

大学课程

德州与美国历史旅行

课外活动
旗帜橄榄球 · 越野 · 田径 · 棒球 · 排球 · 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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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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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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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注册!WWW.ILTEXAS.ORG844-458-3927

4號出口

星期二星期二、、三三、、四四
9：00AM
星期五星期五、、六六
9：00PM
星期日星期日

10：30AM44號出口
送$10元或$12餐券

27號出口 請注意：
將開11:00AM

班車

每週七天每週七天
9：00AM
8:30PM

請注意：
新開11:00AM班車

送$10元

送$5元或$10餐券
25號出口

送$5元或$10餐券

每週七天每週七天 天天開車天天開車
9：00AM, 11:00AM,
1:00PM, 4:00PM,
6:30PM, 8:30PM
11：00pm

訂座
電話 713713--777777--99889988

所有賭場需21歲以上者才可以上車，需持有帶照片的身份證

上車地點：FOODTOWN / PARKWAY CENTER（富達廣場） 八號公路邊WalMart旁邊，8800 W.Sam Houston Pkwys. Suite141

二家賭場任選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兩小時一班車

星期一星期一 ～～ 星期日星期日
8：30AM, 6:00PM,
8：00PM, 10: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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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8am-5pm 週六8am-1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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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cmdgroupusa.com

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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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墨西哥小鎮為何崇拜骷髏

可曾遇见或幻想过一群骷髅的狂欢

？对于拥有死亡意义的骷髅，多数人哪

怕说说都觉得嘴唇灼伤，而墨西哥人却

是经常把死亡挂在嘴边，就连纪念亡灵

的节日都不是伤感的，而仿佛狂欢节一

般热烈欢乐。

墨西哥人还对色彩充满激情，并表

现出巨大的艺术天赋，在毗邻墨西哥的

美国加州San Diego的Old Town，处处

都色彩斑斓，创意无限。让我们一起钻

进这个墨西哥风情小镇，感受下墨西哥

的神秘色彩。

在美西自驾的旅行中，留了一天半天

时间给San Diego，计划安排的是老公推崇

的中途岛航母（USS Midway Museum）以

及我喜欢的圣迭戈海洋世界（SeaWorld），

闲暇时间留给海港城（Seaport Village）。

之前没有对Old Town有太多想法，

只是被介绍中的墨西哥风情这几个字小

小诱惑一下，想如果行程安排太满那么

这站可忽略，而走过之后不得不承认，

对于一个没有去过墨西哥的人来说，仔

细观察，Old Town绝对让你大开眼界。

刚进入Old Town的时候，就被第一

个遇见的杂货店门口草丛里的铁艺骷髅

以及门廊上的彩色瓷片装饰品给吸引了

，本以为这个铁艺骷髅仅仅是某一件艺

术单品而已，没想到后来遇到大大小小

的艺术品店、纪念品店、杂货铺、零食

店，都有各种各样的骷髅产品，于是就

很好奇，究竟是这个墨西哥小镇和骷髅

有关系，还是墨西哥的文化和骷髅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

Old Town的小店里售卖的各种骷髅

设计品，不是那种森森白骨一般的让人

恐惧，他们大多数是面带微笑的，或者

开心大笑，他们弹着吉他载歌载舞，色

彩丰富。

这些骷髅仿佛死而复生一般，结婚生

子、欢庆节日，大多数都不是凶残的，而

是充满喜悦之色，甚至开心得大笑。有的

骷髅还拥有迷人的身段，美丽的脸庞，穿

着华丽的衣服仿佛诱惑人的女郎。

据说，这些有着纤细身段并穿着华

丽女装的骷髅叫做卡翠娜骷髅（La Ca-

lavera de la Catrina），是墨西哥刻版画

家何塞瓜达卢佩波萨达于1913年所创造

的锡版画角色。

catrina是catrín的阴性形式，意思是

上流人士（dandy）。现在卡翠娜已是墨

西哥的重要形象，尤其是在每年11月1日

至2日的死人节活动之中。回来之后了解

了下墨西哥的骷髅文化，发现在墨西哥，

孩子们很小就被灌输对死亡的理解。

死亡是人一生中必然要经历的事情，

在我们的眼中因为对死亡的未知所以产生

莫名的恐惧。而墨西哥的这种做法，则可

以让人们直视死亡，减少对死亡的恐惧心

理。其实生命总会有终结的一天，也许死

亡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可怕。

在美留学生活免不了要

和外国人饭桌上打交道，可

能大部分人适应一段时间后

一些基本饭桌礼仪都比较清

楚了，但是以下的七条“基

本”礼仪你知道吗？如果知

道那就恭喜你了，如果不知

道你还觉得你对美国文化了

解的多吗？

什么时候应该开始吃

在所有人就座和拿到食

物之前开吃是很不礼貌的，

需要等候所有人有吃的了才

可以开始吃，有些家庭会吃

前祈祷，但是和朋友一起吃

几乎不会祈祷的，不管信徒

多还是少，宗教性质是让美

国人敏感的一个元素。

吃饭时将头凑到碗上面

外国人吃饭都是将食物

拿起放进嘴里面，而且坐的

一般都比较直，只有放食物

的时候身体会稍微前倾。而

中国人习惯凑到碗边吃，所

以外国人从你吃饭姿势就可

以看出来你是fobs，是被认

为没有文化和野蛮低下。

晚餐时将手肘放在桌上

晚餐在美国属于比较正式的一顿饭

，稍微正式一点的晚餐，将手肘杵在桌

上被视为不礼貌哦，其实整个过程手肘

都不应该放在桌子上的，但这很明显是

很多国人的习惯，想要融入和不被鄙视

就改改吧。

吃饭时嘴里发出声响

美国人很敏感，如果你吃饭的声音

特别大被让他们觉得恶心反胃，进而觉

得你没有礼貌和教养。细嚼慢咽，轻声

细语才是王道。

吃饭嚼食物时嘴巴打开

这个是因为别人可以看见你嘴里面

被碾碎的食物混合唾液……，国人神经

大条不在乎，但是美国人会觉得很恶心

的，为了你的友途，尽量闭着嘴巴吧。

一边嚼食物一边说话

嘴里有食物的时候最好就不要说话

了，如果这个时候别人跟你说话或者发

问，可以选择先咽下食物再说话，如果

特别想说什么的话用手遮住嘴巴也是可

以的，总之就是不要让别人可以看见你

嘴里的食物。

用餐完毕后离席

美国餐桌在所有人吃完之前离席是

很不礼貌的，电影里面经常有美国小孩

吃完饭就离开了其实是为了说明那些小

孩没有礼貌哦，千万不要学他们，耐着

性子等一等其他人吧。

7大美國餐桌習俗

国有很多生活习惯和国内大不

相同，出国前一定要多收集歪果仁

生活习惯方面的攻略，这样在国外

生活才不会出糗！但是有些习惯十

分有趣，也成为国外生活中津津乐

道的谈资。这篇文章中的学姐就在

国外看见了很多关于“生活习惯”

的趣闻。

1、打喷嚏(Sneeze) 刚来美国课

堂学习时，当时有位生物老师总在课

堂上打喷嚏，在他打喷嚏的时候，总

是发出一种很滑稽的怪声“阿Q阿Q

”，如果在中国，所有人会把它当作

笑柄来看待，我当时忍不住笑出来，

旁边的人都用怀疑的眼神看着我，弄

得气氛很尴尬。当老师打完那么一连

串粗声怪调的喷嚏后，所有人都对老

师说：“God bless you!” (愿上帝保

佑你)当时我很疑惑不解。回到家问

了爸爸之后才知道，其中有2种说法

，一个是以前英美国家的人认为人打

喷嚏时灵魂会出壳 所以礼节性的说

声上帝保佑你。另外一个说法是早在

公元590年间，罗马突然爆发鼠疫，

当时的大王下令让属下游街并祈祷沾

染鼠疫的民众，当时打喷嚏被认为是

一种疾病的症状，这句God bless you

也就成为今天打喷嚏后所说的祝福语

了。

2、聚会(Party) 初来乍到，原以

为到了美国之后，所有聚会形式的活

动都跟酒离不开，红酒配美人？每个

人都穿成像小公主小王子一般，像

《灰姑娘》一样，派对就是在童话般

的大堂里跳舞，偶尔也会展开一系列

神秘的邂逅。而我来到美国之后，接

触到的美国同学所说的聚会，只是在

家随随便便的穿着，放着音乐，玩着

扑克牌游戏，再选几个好电影，餐桌

上摆上了经典的聚会晚餐披萨饼Pizza

，还有一些所谓的垃圾食品薯片、汽

水还有一些巧克力制品。有很多留学

生都只留下一个结论：我们上当了!可

不是所有的party都像电视剧上所描述

的那样梦幻、华丽。

3、皮肤保养(Skin care) 每当啦

啦队训练过后，其他队员总是拉帮结

伙去健身房晒黑Tanning。还有几次学

校舞会前，很多人宁可排着长队去做

皮肤护理，把皮肤弄成黑色。当时的

我对西方人的观念很不解，白人竟然

不喜欢白皮肤，竟花着大钱去故意晒

黑?而我们亚洲女人一直都希望自己的

皮肤是白皙透亮的。很多美国人认为

雪白的皮肤是不健康的，只有黝黑皮

肤的女人才具有诱惑力。还有一次，

在啦啦队竞赛前，所有女孩都会互相

摸摸对方的腿，检查是否已刮过腿毛

，当时茫然的我突然冒出一句：“你

们这么喜欢去刮腿毛哇?经常光腿毛会

越来越粗、越长越快的，我就从来没

有刮过。”话音刚落，所有人都朝我

这边看来，很惊讶地回应，“你没开

玩笑吧?你腿那么光滑，我们以为你那

么勤奋，每天都在刮。”随后大家都

过来检查我的腿了，真无语%……￥

。嗯~最后总结一句，还是做亚洲人

好!

4、辛辣食物(Spicy food) 每天

晚上放学回家我都会把第二天午餐提

前准备好，把中餐带到学校去吃，借

此也多宣传下中华美食。每天的饭菜

里只添了一点点的辣椒酱，可当我让

同学品尝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受不

了菜里的辛辣味道，直捂着嘴说，hot,

spicy~唉，就连平时最喜欢吃辣的同

学都受不了。而平时美国人最能接受

的辣就是墨西哥食品中的辛辣味，我

曾经尝过他们最辣Chilli酱，也比不上

我国四川的任何辣酱。

5、住所(Living) “美国人都住

别墅吗?”曾很多网友都这样问我。在

美国很少能见到中国式的“高楼大厦

”居民楼，一般人住在一层或两层外

加地下室的简单套居。美国居民的居

住方式可以分为很多种：Mansion是美

式高等别墅的意思;很多人都错用了

villa一词，Villa一般指欧洲人的别墅

，而不是美式别墅;在美国普通人住的

别墅一般就叫做House;Cottage在美国

一般属于农场的小房子;而公寓Apart-

ment，一般只有穷人才住的合间套房

，但不包括所有穷人。

6、点餐(Orderingfood) 在美国

吃一顿饭也会讲究很多，餐前小吃呀

，蔬菜沙拉呀，汤类呀，主食呀，饭

后甜点呀，只是一点点就超过了每天

应该摄取的卡路里。其实按照中国人

的小肚子来说，就在Chili饭店点个餐

前小吃就足够填饱肚子了。而且，美

国人吃饭很会挑精髓，例如，美国人

只吃鸡的“精华”，鸡的大腿、腹肉

等等，而中国人什么都可以吃，鸡爪

、鸡头，就连吃鸡屁股也成了一些人

的爱好。只要是鸡，中国人通通都消

灭!

8、花花公子(Playboy) 如果我

没有记错的话，花花公子在中国市场

是一个非常出名的时尚品牌吧?在没出

国前，我一直很喜欢花花公子这个品

牌的商品。而在经过一次尴尬事件后

，我对这词的观念完全转变。有一次

我上学戴了一副花花公子女郎的耳环

去上学，当我的英语老师发现后，立

即请求我马上把耳环摘掉并警告我以

后不准戴这耳环去学校。当时的我疑

惑不解，不就是戴着两只兔子耳环去

学校，能有什么影响?老师解释给我说

，这就是两国文化的隔阂，在国内只

因2只可爱的兔子却变成了时尚品牌

，而在美国高中，我戴了花花公子的

耳环或者任何花花公子商品，大家会

认为我的思想是肮脏的，满脑子想的

都是裸体女人naked woman，所以在

美国用花花公子品牌商品还是要多加

小心。

美國那些有趣的
“生活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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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33縱橫中國

王卫他的确是国王，但却和童话

故事中的国王不同，他是从底层摸爬

滚打上来的国王。

1971年，王卫出生在上海，7岁便

和家人迁往香港。父母在内地都是大

学教授，但因去到香港学历不被承认

，只能去做工人，导致整个家庭收入

微薄。

因为贫穷，王卫只念到高中便不

再念书，毕业后，一直在香港叔叔的

小工厂里帮忙做印染。王卫自己在演

讲时曾回忆过那段艰苦的日子，他说

那时经常因为“贫穷”被人歧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香港8万多

家制造工厂移到内地，香港与珠三角之

间的信件、货运业务量也开始暴增。

一开始，王卫受人之托，在广东

和香港之间夹带点儿货。他骑着一辆

摩托车，后座上全是包裹！可慢慢地

，东西越来越多，这使他意识到这是

一个商机。

王卫看到了这个商机，向父亲借

钱凑够10万，注册顺丰公司。主要营

业顺德和香港之间的货运配送，这期

间都是他亲自送货，从早上到晚上，

当时的员工只有6人，他们也几乎每天

都要工作15个小时。

那时，“别人70块要一件货，但

顺丰只收40块”，王卫使用“割价抢滩

”的策略吸引了大批客户，到了1997年

，几乎垄断了所有的通港快件。

这时的王卫，不过26岁。

1999年，顺丰与“三通一达”一

样开始以加盟代理的方式，继续扩张

业务。此时，王卫都已经有了退休喝

茶打球的计划。

但加盟的模式推广后，出于利益

驱使，一些顺丰的加盟商擅自在货运

中夹带私货，自己开始延揽业务。

这时，王卫坐不住了，开始强势

收权，他 9 次抵押财产，用钱把产权

全部回购，不想交权的就走人！当时

，曾一度传言有可能让王卫付出生命

的代价，时至今日，王卫走到哪里，

总有几位随行的保镖跟从。

2003年，非典爆发，很多生意人

足不出户。可对于快递行业，可是有

着很大的需求。王卫借着当时航空运

价大跌，与扬子江快运签下包机5架的

协议。

终于，顺丰成为国内第一家将民

营快递业带上天的公司。也是唯一一

家使用全货运专机的民营速递企业。

时至今日，顺丰拥有45000个网点

、45架货机、15000台运输车辆、6200

条运输干线、72000条运输支线、覆盖

200多个国家的快递帝国。顺丰的营业

收入，在 2013 年 270.7 亿元、2014 年

382.5亿元、2015年473.1亿元。

相比而言，圆通2015年收入120亿

元，申通2015年营业收入72亿元，顺

丰已经远高其他快递公司一个量级。

拥有216处房产，共383,974.37 ㎡

据公开财报显示顺丰创始人王卫旗

下不动产有216处，总计383,974.37 平

方米，且大部分都位于深圳市。我们统

计了下，这216处房产（主要为甲级优

质写字楼资产），其中位于深圳的有

163处，总面积达109,543.84平方米。

从顺丰财报看，其中位于福田区

万基商务大厦的房产建筑总面积为18,

789.57平方米，也正是顺丰集团公司总

部所在。据最新数据，深圳市福田区

写字楼售价在6万/平方米，大致估算

，单是这一栋大楼就价值11.2亿元。

另外，王卫在深圳市南山区、宝

安区还拥有75处不动产，建筑面积达

90,754.27平方米，也主要以高档写字

楼为主，以深圳市当前写字楼销售均

价5.5万元/平方米估算，其价值高达

49.9亿元。综上王卫单是在深圳市的房

产价值就达61.1亿元。

然而，这些也才是其房产总数的

75%，按面积算更是仅占到28.5%。因

为，王卫带领下的顺丰帝国目前已占

领全国市场，在上海、北京乃至中西

部也都有大量不动产。估算，单是房

地产一项，就能给王卫带来不下100亿

的身家。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以顺丰控股发布

2016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公

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60.87亿元，毛

利率为23.36%，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

17.53亿元。同样据统计，深圳市2016年

初写字楼售价为43700元每平方米左右

。到二季度福田区等最高上涨至67000

元每平方米。按每平米上涨2万元算，

王卫位于深圳的10万多平米的不动产在

2016年半年增值就可达到20亿元，要远

远大于17.53亿元的公司净利润。

曾说“上市就是圈钱”，“不差

钱”的顺丰为何上市？

虽是“国王”，但顺丰的上市，

却他把推入了资本暴风中的漩涡核心

。有人说王卫变了，他从未反驳。

其实，20多年间，顺丰有着良好

的经营体系，它的资金源于自身的盈

利和银行借贷，一直处于健康的发展

。可能出于这样的原因，顺丰也一直

没有上市的打算。

2011年，王卫也公开表示顺丰不

上市：上市的好处无非是圈钱，获得

发展企业所需的资金。

上市后，企业就变成一个赚钱的机

器，每天股价的变动都牵动着企业的神

经，对企业管理层的管理是不利的。

我做企业，是想让企业长期地发

展，让一批人得到有尊严的生活。上

市的话，环境将不一样了，你要为股

民负责，你要保证股票不断上涨，利

润将成为企业存在的唯一目的。这样

，企业将变得很浮躁，和当今社会一

样的浮躁。

于是，此番上市，大家议论颇多

，有人说王卫也开始抱紧资本大腿，

有人说王卫撑了资本操控的傀儡，失

去经营顺丰的初心。

但大家却忽略了快递行业“疯子

”一般的增长速度。行业规模两年翻

一倍，这样的增长速度之下，就需要

大量的人力、物力、网点铺设。“三

通一达”可以采用加盟但坚持自营的

顺丰，则只能依靠自有资金进行网点

的布局，以及货运车辆、飞机的购买

和租用。

同时为了继续保持顺丰的高质量

运输速度和效率，顺丰开始不断采购

飞机，还将于2020年建成属于自己的

“顺丰机场”，相比之下，截至目前

除阿里支持的圆通之外，申通、中通

、韵达都还没有自己的货机。

由此来看，顺丰所获得的80亿元

融资着实是不大够用的。面对快递行

业的疯狂发展与巨大竞争，上市也确

实是王卫不得已的选择。

擁有216處房產，身價1800億
他是馬雲最佩服的人

面对快递行业的疯狂发展与巨大竞争，上市也许是王卫不得已的选择。

他曾拒绝过马云的见面邀请，但马云却公开表示，他是自己最佩服的人；

曾经，花旗银行开价 1000 万美元，却没能换来一次见面；

他白手起家，为了顺丰曾经 9 次抵押财产，并把顺丰从一个5人小公司发展到成为了一个20万人的商业帝国；

他还曾“霸道总裁”属性直接刷爆了朋友圈：在去年，一顺丰快递小哥无故被打耳光，他不仅安排人照顾好

快递员，还表示“如果不追究到底，不再配做顺丰总裁”！

关于王卫、顺丰的传言和故事很多，但似乎都不如顺丰上市这几日的曝光来得更加直接。

3月的第1天，从上市开盘连续5个工作日的涨停，顺丰控股总市值达3074.17亿元，王卫的身家直达1985亿

元，成中国快递业首富。

王卫曾说：“同样画画，有人一辈子为画匠，有人却是画家。”虽然白手起家的王卫行事低调，甚少在公开

场合亮相，但从顺丰的发展上看，毫无疑问，王卫不仅是一名穿插在无序物流线条中的“画匠”，更是一名拥有

独到战略眼光、冷静出击的“画家”。

低调神秘、白手起家、爱护员工，王卫就像一个“模范总裁”；曾有人说，顺丰的个人色彩太强，就像是王

卫一个人的王国，而他是国王。

VR改变生活，作为一家技术驱动

型的创新企业，希望能够打破发达国

家的技术壁垒，掌握VR核心前沿技

术，让VR走进千家万户，人人共享

科技进步红利。

在汉阳区政务中心服务大厅，武

汉创客数字有限公司总裁、35岁的加

拿大“海归”宋洋和财务人员正在企

业税务登记窗口办理手续。

公司财务出示提前准备的税务变

更登记表、变更通知书及其他所需材

料，仅20分钟就在窗口完成申请，10

个工作日便可办结。宋洋感慨：“前

期办理公司迁入相关手续就有人才办

派出的服务专员指导，节约了不少时

间。我以为办手续要跑好几个月，没

想到1个月就办完了。”

记者跟随宋洋来到创客数字位于

汉阳造创意产业园的公司新址。去年

参加汉阳区首届“互联网+”青年

创新创业大赛，以“虚拟现实创

客联盟”项目拔得头筹后，宋洋

决定把公司迁到这里。记者看到

，一楼 500 平方米的大厅正在紧张

施工，这里将打造成为华中地区

最大的 VR 体验式主题公园，提供

国际最前沿的 11 个虚拟现实娱乐

项目。公园计划于今年上半年开

放，借助 VR 眼镜、背包等装备，

市民可从视觉和体感上实景感受

电脑游戏中穿越火场、翻越高山

等各种场景。

与一般VR体验不同，公园内的

VR项目是双向交互的，体验者可根据

“看到”的各种场景作出及时反应而

获得不同感观，还可进行多人对战。

这种体验公园和迪士尼公园一样，可

根据客户需求在商圈、游乐场、学校

等地方“复制”并进行个性化定制。

二楼是“虚拟现实创客联盟”所

在地。作为最早接触VR的国内公司

之一，经过3年多的研发，创客数字

平均年龄28岁的团队已掌握20余项发

明专利和软件著作权，能够为行业上

下游提供成熟的技术解决方案。现在

已聚集12家志同道合的移动端VR开

发者在此办公，年后还将陆续迁入20

余家。

宋洋介绍：“这是一项新兴技术

，中国和欧美发达国家第一次有机会

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发展潜力巨大。

”他希望能通过自主研发降低成本，

让这种“黑科技”真正走入普通人生

活。

搶抓歐美同一起跑線機遇
武漢海歸打造VR主題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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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一年的总天数也规定成一个

吉利的单数——355天，努马· 庞皮里乌

斯增加的一月是29天，2月是28天。但

28天不是个偶数吗？心思缜密的努马·

庞皮里乌斯设计的February来源于拉丁

语februum（净化）。既然自带吉利感，

那么28天就28天吧……

即使碰到闰年，2月都是一年中最

短的月份。这是一个“细思极怪”的设

计。因为地球绕太阳的一周是365又四

分之一天，平均到12个月可以是30天

或者31天。完全没有必要搞出这种28

天的特例。

网上流传，奥古斯都（Augustus）

好大喜功从二月挪了一天放在以自己名

字命名的8月（August），才造成了现

在局面。这个说法显然并不了解这位凯

撒养子兼继任者、原名屋大维、罗马帝

国最牛逼的皇帝，同时也不太了解罗马

人。

如果抛开与我们生活、情感联系密

切的华夏文明不谈，对现代文明产生深

远影响的发明和创造，很多是来自罗马

人。罗马人的体育场、议政方式、字母

、建筑、还有穿不好显腿粗的凉鞋，都

变成了现代生活的一部分。除此以外，

罗马人还有引以为傲的法律制度。大陆

法系从根上起就是罗马法的翻版。民法

界对罗马法先贤有这样一个“客观”的

评价：如果让1000多年前查士丁尼时期

的法律人士来考中国现在的司法考试，

除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这部分题需要背

一背，就可以直接上考场了。

如果说罗马法只影响了大陆法系，

罗马的历法却演变成了全世界通行的日

历。而这个历法中古怪的2月，要从罗

马第一个国王（那是还是王政时代）罗

慕路斯（Romulus）说起。我们对这位

国王，一点也不陌生。他最广为流传的

故事有两个。一个是，他和他兄弟都是

狼喂大的。罗马这个名字也是从他们来

的。

当罗慕路斯眼瞅着自己统治的罗马

已经越来越强大，节日越来越多，就决

心搞本挂历！他最开始设计的日历，严

格来说应该是月历，只有10个月。

尽管世界各地的古人，在很早就测

量出地球绕太阳一周是365.242天。可世

界各地的古人，又不约而同地觉得用月

亮的阴晴圆缺记录日期更为直观。中国

用阴历（月亮历），古罗马人也选择了

阴历。但他们的阴历最开始只有10个月

，每个月30或者31天。一共304天，少

了61.25天。罗慕路斯显然是一个心大的

人……少就少了吧，反正都发生在冬季

，对于农业社会也没什么重大影响。罗

马人的一月依然是从春分前的第一个新

月起算。

不过这10个月的名字，曾经给很多

学过英语，或者受拉丁语影响的语言的

人造成过困扰。在这些语言里，数字词

汇可以完全不同，但月份居然长得差不

多。尤其是从9月到12月，书写差异极

小，但逻辑问题极大：比如英语Septem-

ber 中 sept 是法语中的 7，October 中 Oct

和英语 8 边型（octagon）、8 八爪鱼

（octopus）的词根，November中的nove

和意大利语9一模一样，至于December

里的Dec不就是英语十进制（decimal）

的词根吗。

这一切的混乱都是因为如今的9至12

月，就是罗马人最开始设定7至10月。

罗马王政时期的第二位国王努马·

庞皮里乌斯（NumaPompilius）和他的前

任相比，好静不好动，每天爱琢么。琢

磨来琢磨去，觉得挂历长成这样有点对

不起老少爷们儿，就给大幅度的改动了

一下。

首先，罗马人觉得双数不好，单数

吉利！于是原来是31天的月份依然保留

，把所有原来30天的月份都改成了29

天。另外每个太阳年，月亮都会玩12次

移形换影，那么就应该搞12个月。

于是，他增加了两个月：一月和二

月。但3月依然是罗马人每年开始的第

一个月，中文翻译的“一月”和“二月

”是一年中最后两个月……这句话听起

来感觉特别绕。但你想一下，星座为什

么白羊座打头；或者圣斗士打十二宫，

第一宫为什么是穆先生，就应该明白，

3月原本才是一年的开始啊！

为了把一年的总天数也规定成一个

吉利的单数——355天，努马· 庞皮里乌

斯增加的一月是29天，2月是28天。但

28天不是个偶数吗？心思缜密的努马·

庞皮里乌斯设计的February来源于拉丁

语februum（净化）。既然自带吉利感，

那么28天就28天吧……

所以2月28天，根本怪不到奥古斯

都的头上。至于这个日历后来为什么发

生了巨大变化，那还是要提一下奥古斯

都的养父——凯撒。

在凯撒改革之前，罗马的2月已经

是28天。

罗马国王再伟大，地球也不会围着

他转。355天的月亮历过不了多久就会

一团混乱。所以罗马人和中国古人一样

，都启用了闰月的历法。但平心而论，

闰月这个东西还是很麻烦的，而罗马人

的闰月还经常被外部因素操弄。

后来，在埃及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并且和埃及女王克里奥佩特拉成功传出

过绯闻的凯撒（JuliusCaesar）觉得，人

家埃及人用的太阳历还是挺科学的嘛。

于是，从公元46年，凯撒命令废弃

阴历改用太阳历，一年365天。这时一

月、二月已经成为年历的起始月份，他

挑选了一些月份，补足为30或者31天

。由于一年实际是365.242天，所以二月

依然保持不动，每四年加一天。

这时候的罗马日历已经和现代我们

用的日历差不多了。除了他们当年2月

加的一天，其实是加在23日上。

今年不是闰年，所以2月29出生的人

会因为2000年前罗马人的决定，错过一

个阳历生日。不过好在我们还有阴历。

為什麼2月份會這麼短？
都是羅馬人惹的禍

当贺炳炎见到毛主席举手敬礼时

，毛主席用右手紧紧握住他的左手亲

切地说：“贺炳炎同志，你是独臂将

军嘛！今后你就免掉这份礼吧。中国

从古到今，有几个独臂将军？旧时代

是没有的，只有我们红军部队才能培

育出这样独特的人才！”

开国上将贺炳炎，在红军时期常

挥舞大刀率部冲入敌阵，杀得敌人人

仰马翻，心惊胆战。之后，贺炳炎失

去了右臂，但他上阵杀敌依然首当其

冲，挥舞大刀，勇猛不减当年，大有

“独臂刀王”之势。

1913年，贺炳炎出生于湖北省松

滋市。贺炳炎自幼体魄健壮，喜欢舞

刀弄枪。1929年，贺炳炎参加红军，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部队，贺炳

炎一没仗打就手痒，只好用木质大刀

与战友“对练”，常常把许多战士

“练”得鼻青脸肿，跑到湘鄂西红军

总指挥贺龙面前告状，气得贺老总经

常拿起自己的烟斗“敲打”爱将脑袋

：“你这个家伙，刀法是越来越好，

仗是越来越能打，但是脑壳是越来越

经打，而且也是越来越调皮！”

1932年，十余万国民党军向湘鄂西

苏区压来，形势万分紧急。一次，敌人

偷袭湘鄂西中央分局机关，贺龙命令军

校学员投入战斗。当时，在校受训的贺

炳炎，抄起一把大刀杀入敌群，一连砍

翻几个敌人，夺枪杀敌，此举一下轰动

军校。“大肃反”时期，贺炳炎成了肃

反对象，被关押了起来。在一次战斗中

，因前方作战不利，指挥部只好又把贺

炳炎放了出来。贺炳炎眼见局势危急，

也顾不了那么多，直接抄着大刀就冲上

战场，多处受伤仍坚持战斗，直至局势

转危为安。事后，贺龙怒斥肃反人员：

“如果真是反革命，贺炳炎会这样不要

命地打仗吗？会这样提着脑袋冲锋陷阵

吗？有这样不怕死的反革命吗？”说得

那肃反人员哑口无言。

1935年12月，红五师师长贺炳炎

率部随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右臂

不幸被炸，血肉模糊，骨头全碎了，

军医只能为他做截肢手术。在手术器

械和药品都短缺的情况下，贺炳炎竟

不用麻药，咬着一条毛巾完成了整个

手术。军医感叹：“关云长刮骨疗伤

尚不过如此！贺将军真乃神将也！”

手术前后共用了2小时16分钟，而贺

炳炎见到贺龙后的第一句话却是：

“老总，我的胳膊没了一只，但是我

的心还在，我一定要继续坚持下去，

继续跟老蒋干！”

1937年10月，任八路军120师716

团团长的贺炳炎率部在雁门关伏击日寇

。最后，贺炳炎部歼灭日寇500余人，

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海内

外报纸称之为“雁门关大捷”，有力地

提振了民族精神。当时，国民政府通电

嘉奖，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兰特的谈

话中也以此为例，说明“八路军起了非

常大的作用”，并将此役载入了八路军

英勇抗战的光荣史册。

当贺炳炎见到毛主席举手敬礼时

，毛主席用右手紧紧握住他的左手亲

切地说：“贺炳炎同志，你是独臂将

军嘛！今后你就免掉这份礼吧。中国

从古到今，有几个独臂将军？旧时代

是没有的，只有我们红军部队才能培

育出这样独特的人才！”

哪位開國上將曾獲得毛
澤東特許

準其見面不用敬禮某种意义上讲，随着士大夫阶级的

消失，中国的上流人士开始重新组合。

它去除了卖淫业这层带有士大夫文化印

记的外表上的粉饰，铺就了一条纯粹以

商业赢利为目的的两性关系。

在商业社会，人的经济地位决定

了其的社会地位，伴随着清末民初时

期传统社会的转型，不仅广大劳动阶

层成为贫困者，就连曾经作为统治阶

级的士大夫也沦落到了相对贫困的行

列中。旧式的士大夫沦落，露出了轻

寒窘迫的凄凉相，当时的人们在描绘那

些穷酸秀才时这样写道：“上海之布鞋

大袖，大圆眼镜，斯斯文文自称我秀才

我秀才者不下四百余人，案头储则大题

文府，高头讲章尚盈尺也。叩以五洲，

问以大势，询以国政，膛目而不知所对

，呜呼，痛哉！”

由于商人阶级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

了“主人”，旧式的青楼文化也在这股

商业化、近代化的浪潮中土崩瓦解。公

开狎妓被视为平常琐事，甚至纳妓为妾

在上海也不稀奇。而正是这样一种高度

商业化的氛围不仅淘汰了旧式的知识分

子，新出现的知识阶层也带有着高度商

业化的特征，他们不再注重妓女的文化

功能，而仅仅是在烟花柳巷间纵情声色

。据包天笑回忆，清末有的文人与妓女

已经熟无可间，每晚必去妓院，甚至连

写作也搬进妓院中进行，就连包天笑本

人也是常去吃花酒的。上海小说家李伯

元、吴趼人更是艳迹昭著：李伯元每天

必去张园茶座与林黛玉等名妓吃茶，对

上海花间只事了如指掌，各大名花几无

不识，当时人们戏封他为“花间提督”

。他的主要执笔助手欧阳钜源，才华横

溢，不幸跟随李伯元堕入了烟花柳巷，

年仅25岁便染性病而死。1896年李伯

元在上海创办《游戏报》、《世界繁华

报》，专做风流文字游戏，他在创办

《春江花月报》时，还将《论语》改编

成了嫖经，当局以

“侮圣”名目将报馆

查封。吴趼人在这方

面虽不似李伯元那样

放荡，但对于花场之

事也可以说是无一不

精，他写的《上海三

十年艳迹》对上海各

路妓女的色艺品质、

逸文韵事无不详备，堪称上海的“嫖界

指南”。

妓女市场对于大众日益的透明化以及

各行妓女之间竞争的激烈化，属于高级妓

女行列的“么二”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尽

管一些高级妓院特有的入门规矩在表面上

仍然维系着，但事实上，任何顾客在没有

被特地介绍的情况下都可到场。顾客一进

门，侍者高喊“移茶”，妓院里的姑娘就

会自告奋勇地前来供其挑选，这在高级妓

女享有自主选择权的年代是难以想象的行

为。一旦顾客做出决定，他便随被其选中

的姑娘前往她的房间。此外，“么二”中

也新加入了“阿姐”（原先的女仆）和野

鸡，而她们普遍都已经上了年纪，不似以

往对于高级妓女普遍有着年龄上的严格限

制。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当有着“急

迫性需求”的男性日益成为主要的服务对

象，即使是高级妓院也不需要再为顾客提

供特别的文化娱乐服务，性成为唯一的交

易内容。除了“长三”仍然相对例外外，

所有其他这些能用金钱获得的女子，实际

上都已经成为了纯粹的普通妓女。

在商业化的冲击下，无论自愿与否

，那些曾经的高级妓女也不得不融入这

一新的社会环境中，选花榜活动是这一

时期上海风月界的新鲜事物，既对于那

些高级妓女进行选美活动，评论产生所

谓花界状元、榜眼、探花等，还有甲榜

、乙榜之分。上海滩的三千粉黛对于这

一新事物无不跃跃欲试，因为一旦榜上

有名，便立刻身价百倍，上海各家报刊

杂志都会登其玉照，对于她们未来的事

业发展百利而无一害。1897年花榜揭晓

之日的《游戏报》印了8000份，刚出

来就被抢售一空。对于该年的“状元”

张四宝，评检如此写道：“波写明而花

写媚，神取法而情取幽，端庄沉静，柔

媚可亲。举止淑雅，有大家风。美丽天

然，风神娴雅，姗姗仙骨，矫矫不群，

天仙化人，自然丰韵，翩然入座，鹤立

鸡群。”花榜本身是一种名誉炒作，这

种炒作提高了某些高级妓女的地位和形

象，但与此同时，这也是一种商业活动

。较之前由文人占主导的精英社会，这

种比赛已不再是过去那种对艺术或美的

评判，而成为了最有钱的人挥洒银元的

舞台。嫖客之间为了各自的社会地位与

声望，不惜对于自己中意的高级妓女一

掷千金。可以说，高级妓女向普通妓女

的沦落成为了不可挽回的事实。

无论是从妓女数量还是社会氛围来

看，晚清上海当之无愧堪称中国的“色

情之都”，许多青年纷纷堕入欲海，难

以自拔，当时的报纸几乎露骨地揭露到

：“花烟间给洋银一角，尽可捉胸捺肚

，消遣绮怀。既得亲粉泽脂香，又可作

烟霞供养，以故学业未成之辈，失足于

此者几如恒河之沙。”对于嫖妓行为日

益的公开化、普遍化以及高级妓女功能

最终的情欲化，上海的许多道学之士无

不痛心疾首，投笔怒骂：“无论男女，

一入上海皆不知廉耻。上海男女淫靡无

耻，为中外所羞言。羞耻二字之不同于

沪地也，不自今日始矣。”

舊上海傳統風月文化為何最終
淪為賣淫產業？

史海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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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ound the world.
The US president’s repeated attacks on the media not 
only made it harder for Washington to criticise press 
freedom violations elsewhere but also provided “cover 
for regimes like the one in Beijing” to attack the press, 
Cook said, adding: “I’m assuming they must be pretty 
pleased.”
Patrick Poon, a Hong Kong-based Amnesty 
International activist, said while China’s state-run 
media routinely accused foreign counterparts of 
producing biased or inadequately sourced articles 
about the country, it was rare for the charge of fake 
news to be made.
“It seems the Chinese media is borrowing the term 
from Donald Trump to discredit the western media,” 
Poon said. “It is really worrying.”

Poon described the state media stories attacking 
the torture claims as unconvincing and full of 
inconsistencies.
The reports about Xie’s alleged torture published in 
the Guardian, the New York Tim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nd the Asahi Shimbun were based on detailed 
transcripts of conversations between the prisoner and 
two of his lawyers, Chen Jiangang and Liu Zhengqing, 
that took place in January.
Chinese reports did not directly refer to those stories 
or interviews but instead focused on four less detailed 
accounts that were published late last year by dissident-
run human rights websites including China Free Press 
and Boxun.
Cook said Xinhua’s report appeared to have been 
at least partly fabricated and that China’s claims 
about fake news appeared to be “a propaganda 
strategy, to muddy the water surrounding these 
allegations” of torture. “The whole thing strikes me 
as very suspicious,” she said. (Courtesy https://www.
theguardian.com/world/2017/mar) 

information was handed to foreign diplomats and 
reporters it would “spread like wildfire”. Foreign 
journalists were “great enthusiasts” for negative stories 
abou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saw information 
about torture, human rights issues and the rule of law 
as “treasure”, it added.
David Bandurski, an expert on Chinese journalism 
from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aid Beijing had 
long used the concept of fake news (jia xinwen) to 
discredit reporting it did not approve of.
“Fake news has been an accusation levelled at western 
media coverage of China for many, many years,” he 
said, pointing to a 2009 article in Seeking Truth, the 
Communist party publication, that claimed foreign 
reporters were using fake news “to blacken China’s 
reputation”.
“There are many unfortunate parallels between the 
language used by Mr Trump on the media and the sorts 
of attacks we’ve seen in authoritarian countries like 
China,” Bandurski said.
Sarah Cook, a senior research analyst for east Asia at 
the Freedom House advocacy group, said the attempt 
to cast Xie’s alleged torture as fake news was part of 
an attempt to smear the lawyers and activists targeted 
by the crackdown.

Beijing was using such articles “to try to justify what 
they are doing to these very brave and courageous and 
generally honest people”, she said.
But Cook said China’s fake news claim also underlined 
how Trump’s use of the concept to discredit unwanted 
press coverage was being picked up by different 
authoritarian regimes and leaders and state media 

lawyer Xie Yang are nothing but cleverly orchestrated 
lies
1:27 PM - 1 Mar 2017
-----------------------------------------------------------------
Xinhua’s English-language rebuttal of those torture 
allegations said: “The stories were essentially fake 
news.”
It alleged the reports had been “entirely fabricated” 
by Jiang Tianyong, another prominent human rights 
lawyer who disappeared last November after being 
seized by police.
An unverified Twitter account believed to belong to the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the propaganda arm of 
China’s cabinet, tweeted a link to Xinhua’s article with 
the message:
-----------------------------------------------------------------
From Twitter
China SCIO @chinascio
It seems to be a fashion for some to believe those 
imagination & prejudice-based "torture stories".
https://twitter.com/ChinaPlusNews/
status/837146869277011969 …
9:55 PM - 1 Mar 2017
-----------------------------------------------------------------
Xinhua claimed an independent team had been sent to 
investigate claims of Xie’s mistreatment and concluded 
the “so-called torture did not happen”.

Its reporters, who were given access to both detained 
men, claimed Xie said he was in good physical 
condition and was being treated well by prison guards 
who were giving him nine hours’ sleep each day and 
“decent food”.
The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newspaper claimed 
Jiang had encouraged Xie’s wife, Chen Guiqiu, to 
invent the torture claims.
It alleged she did so believing that once such 

In March this year, Fang Binxing created an 
organization of volunteers who monitor the Internet, 
which was patterned after Russia's League of Internet 
Security, a quasi-independent organization of 
volunteers with a similar mission, Soldatov said.
China's cybersecurity law, which was just passed in 

November, has a provision that calls for localizing data 
in the country, and has its counterpart provision in the 
Russian legislation, he added.
On the Russian side, China helped them developed the 
new second phase of the Internet-filtration system that 
allows them to search for content, instead of blocking 
only some websites and webpages. The system is 
similar to the filtering method being used in China.
During the Chinese-Russian forum, a joint working 
group, composed of specialists from the two countries, 
outlined a road map for the use and control of domain 
names, as a method to control global corporations.
Lastly, China will supply the Russians with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ir system of control over the Internet. 
In August, talks were held between Russian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manufacturer and 
Chinese manufacturers like Lenovo and Huawei.
Soldatov said that the talks were focused on the 
licensing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 the country, to 
implement the "Yarovaya law," the Russian federal law 
that extended its cybercollection powers, signed into 
law in July 2016. It would also enable them to replace 
Western tele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with 
Russian technology or substitute Western technology 
for Chinese.
China will also help Russia on how to use virtual 
private networks (VPNs) to bypass Internet censorship, 
such as in the Chinese model of control. China has 
developed a method by which it can blocked the 
Internet in only some select regions, allowing them to 
switched off websites or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wo 
parties.
Soldatov said that China is ahead in this area and 
Russia is willing to learn from them. (Courtesy http://
en.yibada.com/articles/cybersecurity-censorship-info)

China has launched a Donald Trump-style attack on 
foreign media, branding claims that a leading human 
rights lawyer was tortured by government agents fake 
news.
Xinhua, the government’s official news agency, 
accused the overseas media of “hyping” a series of 
“cleverly orchestrated lies” by publishing reports about 
the plight of attorney Xie Yang, who was detained in 
July 2015 at the start of a crackdown known as China’s 
war on law.
Reports about Xie’s alleged torture by security agents 
surfaced on overseas human rights websites late 
last year. More detailed accounts of similar claims 
subsequently appeared in newspapers including the 
Guardia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the New York Times 
and Japan’s Asahi Shimbun.
Experts said the allegations, while impossible to verify, 
were consistent with abuses previously documented by 
human rights groups.
On Thursday, however, China’s Communist party-
controlled media launched unusually pointed criticism 
over the claims that Xie had been abused, directing its 
ire against four articles published by overseas websites 
focused on human rights in October and November 
2016.
-----------------------------------------------------------------
From Twitter
China Xinhua News
✔@XHNews
Investigations reveal "torture stories" about Chinese 

This year's Wuzhen conference also indicated China's 
tougher stance on Internet use where participants were 
no longer given access to websites blocked by the 
'Great Firewal', unlike last year.
In a short video speech on Wednesday, Nov. 16, 
President Xi Jinping reiterated his call to respect "cyber 
sovereignty", referring to government's imposition of 
controls over cyberspace within the country's borders.
Foreign firms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issues of 
surveillance and data storage requirements of China's 
cybersecurity law, which will take effect in June next 
year, despite assurance from the China's Internet 
regulator that it was not designed to target foreign 
firms but to protect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from cyber 
terrorism.

UN officials who attended the conference also 
considered the possibility of a multilateral cyber-
terrorism treaty, but it was stalled over the definition 
of cyber-terrorism.
Representatives from several major foreign tech firms 
such as Facebook,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 Qualcomm Inc and Tesla Motors Inc also joined 
the conference.
China's top tech firms also expressed their support for 
the government's cybersecurity regulations, citing the 
role of social media in Trump's election as a glaring 
example of the fight against fake news.
Ma Huateng, the chairman and chief executive of 
Tencent Holdings Ltd, said Trump's win showed the 
global community about the dangers of fake news, a 
view shared by other executives at the event.
"(Trump's popularity) reinforces wariness about 
how much freedom should be allowed in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Jingdong Yuan,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ydney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Asia-
Pacific Security, said.
But Internet control has also its disadvantages. During 
the first public trial of Baidu's autonomous cars 
in Wuzhen, it encountered problems due to recent 
restrictions on autonomous vehicles.
"In China a few months back they just have a new 
regulation that banned the testing on highways, so 
we only do it in the streets now," Wang Jing, the vice 

The proliferation of false news items and terrorism are 
among the top reasons to tighten up regulation of the 
Internet, Chinese officials and business leaders said at 
the third World Internet Conference in Wuzhen last 
week, Reuters reported.
Participants of the conference said that stricter 
governance of the Internet is needed as cyberspace 
has become dangerous and unmanageable, enabling 
militants to organize online or allowing fake news 
items to spread, such as in the recent U.S. elections.
According to Ren Xianling, the vice minister of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CAC), the 
process putting up regulations is similar to "installing 
brakes on a car before driving on the road." He also 
urged the use of a system to identify netizens who 
post false news items and rumors and hold them 
accountable.
Ren's comments came as U.S. social networks Facebook 
Inc. and Twitter were criticized for the uncontrolled 
circulation of false and malicious information from 
users, which some believed influence the outcome of 
the U.S. elections.

Last year, China moved to implement some measures 
to manage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Earlier this month, 
the government passed a controversial cybersecurity 
law, which foreign business group criticized.
Some people, however, were concerned that such 
controls would stunt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fluence in the global tech sector.

president in charge of Baidu's autonomous driving 
unit, said. "I don't know why."
"If you (regulators) want to have this kind of driving 
in China early on then you've got to support us," Wang 
added. (Courtesy http://en.yibada.com/articles/fake-
news-terrorism)
Related

Cybersecurity, Censorship Info Sharing: 
China, Russia                                            

Working Together 
to Take Greater Control of Internet

Reports that China and Russia are sharing information 
on how to regulate and censor the Internet have been 
confirmed by Andrei Soldatov, co-author of the book 
“Red Web: The Struggle Between Russia’s Digital 
Dictators And New Online Revolutionaries.”
In an interview with rferl.org, Soldatov said that the 
Chinese-Russian cybercooperation started only last 
year, when Russia was looking to improve the system 
on how to have domestic control over the Internet. The 
Russian cyber control system was built by Kremlin in 
2012, but it was not effective and it failed to meet its 
goals.
According to Soldatov, some people have proposed 
that having a closer partnership with China might 
solve the problem. He added that in Dec. 2015, the two 
countries reached key agreements during a conference 
attended by Russian Prime Minister Dmitry Medvedev 
and Fang Binxing, the main architect of 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

After that, the first China-Russia cyberforum was 
organized and held in Moscow in April, and in the 
following months, the partnership gradually took 
shape.
The Russian author said that it was more than a 
partnership but a bilateral cooperation where China 
and Russia learned from each other.
"Russia is not just taking from China, but China is also 
taking from Russia," Soldatov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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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media outlets have reported on alleged torture of 
lawyer Xie Yang which has brought China's rebuke of 
the media. Reports about Xie Yang have been ‘entirely                         
fabricated’, according to the official news agency Xinhua. 
(Photo/Stringer)

Lu Wei, Chinese political leader and the senior executive 
official in charge of cybersecurity and Internet policy, 
speaks at the closing ceremony of the Second World 
Internet Conference last year. (Photo : Getty Images)

Fake News And Terrorism: Top Reasons For
Stricter Internet Regulation, According To China

China Accuses Western Media Of
“Fake News” About Human Rights

Participants from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across the 
world attended the 3rd World Internet Conference in 
Wuzhen last week. (Photo/Getty Images)

China's Premier Li Urges Countries To Share 
Information

Hillary Clinton decried the spread of fake news 
online during her campaign for the U.S. presidency, 
calling it an “epidemic” that Congress should take 
action against.

China-Russia cyber-security pact: Should the US be 
conce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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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市，这个皖南小城，拥有2200

多年的历史，既是徽商故里，又是徽文

化的重要发祥地，以前有个非常好听的

名字，叫徽州。

每次走进徽州，步入那一个个白墙

青瓦，高低错落的马头墙，精美的雕刻

和让人无限遐思的天井组成的徽州古民

居，仿佛走进了梦中的故乡。其实，黄

山市是需要慢慢品味的，她的每一个村

，每一座老房子，都似乎诉说着久远的

故事。

呈坎，对大多数人来说，是略显陌

生的地名。但它一直是我最想去的地方

，之前去过徽州多次，但一直与呈坎擦

肩而过。

早已耳闻它是一个很有味道，充满

诗情画意的地方，既不像黄山那样的闻

名天下，不如西递和宏村般的喧闹。传

闻中的它是一个宁静古朴又充满历史和

生活气息的古村落，就像一位满脸沧桑

的老人静静地坐在村口，这次我要用心

去聆听它的故事，用镜头去记录最美的

时刻。

呈坎，古名龙溪，位于黄山市徽

州区北部，被朱熹誉为“呈坎双贤里

，江南第一村”，始建于东汉三国时

期，距今已有一千八百余年的历史。

是我国当今保存最完好的古村落之一

，也被誉为“人间天堂”水墨画卷的

乡村。呈坎原为徽州首府歙县辖地，

现属黄山市徽州区。自宋代以后徽商

兴起，文化教育事业兴旺发达。1996

年 5月被安徽省人民政府命名为“安

徽省历史文化保护区”。

呈坎四面有八座山环绕，宛如罗盘

八卦式的格局。呈坎人很讲求风水，整

个村落是按照《易经》“阴（坎卦）阳

（呈卦）二气统一，天人合一”的八卦

风水基本理论进行选址布局而来的，呈

坎因此而得名。

唐末，罗氏先祖针对整个村子的态

势，开凿河道，垒筑堤坝，引汰川河水

穿村而过。呈现出藏风纳气、纳四水于

村中，聚水聚财、阴阳调和、依山傍水

，形成三街、九十九巷，蜿蜒如迷宫。

自古以来呈坎就是一个进得去就出不来

的神秘之地，因此民间有句俗语：“十

有九迷路，留在呈坎富” 。

在整个行程中，我一直是按照游客

指示牌行走其中的，生怕迷路，回想起

来，如果我在古巷中找不到方向，迷失

在历史的长河里，何尝不是一件快乐的

事情？

门口醒目的“呈坎”两个大字就非

常的大气……

与西递、宏村相比，呈坎就像一个

含羞待嫁的江南女子，伫立于徽州的青

山绿水之间顾盼生情。

呈坎因开发较晚，至今还处于原始

的状态，这里的古民居里，原住民们依

然过着闲适而又规律的日子，他们的生

活习惯和生活用具，依然保持着徽州先

民的摸样，他们对于自己居住的老宅，

充满了自豪和敬畏，不会做轻易的改动

，哪怕有些许风雨剥蚀的痕迹，他们也

会维持原貌。也正是得益于对古宅的敬

畏感，呈坎的古民居才能鲜活地呈现在

今人面前。

从景区入口进入，眼前是一个不大

的人工湖——永兴湖。其实我觉得叫水

塘更贴切，这个池塘也被村民称之为

“水口”。当地村民的鹅在这里随时可

见，真正的给人一种回归田园般的生活

，感觉真的很好……

古老的石板桥，坐落在村口，不知

道走过了多少人，它连接的不仅仅是呈

坎和外面的世界，更是历史和现在。

站在桥上看过去，古村掩映在蓝天

碧水之中，尽管是周末，但是游人甚少

，宁静而闲适。

来到呈坎，首先从体验千百年来

“游呈坎一生无坎”的传奇过坎文化开

始。

“走进呈坎，一生无坎。”这是世

人对呈坎的一种独爱之情，也是对自己

的一种美好祝愿。

绕过永兴湖、穿过后边街，才真正

走进古老的八卦村——呈坎。走在呈坎

交织蔓回的“三街九十九巷”，犹如进

入一个迷宫八卦阵。游走在古村的石板

路上，整颗浮躁的心，瞬间安静下来。

这里却没有其他古村落浓厚的商

业气息，村子里的居民，绝大多数人

依旧过着自己本来的生活，既不为旅

游发展所动、也不被发展旅游所扰。

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乎原住民在家里售

卖当地特有的食品之外，在呈坎基本

看不到其他的商业开发项目，在呈坎

可以更安静地细细品味曾经的繁荣和

现在的宁静。

“有堂皆设井，无宅不雕花”这算

是徽州民居的一个重要特点，“井”指

的是天井，而“雕花”则是指徽州民居

才无所不在的“三雕艺术”。跨进居室

看看四周都是一些精美的砖、木、石雕

构件。午后的阳光在这里却变的如此的

美妙，失去了那份燥热，更多的是温暖

和柔和……

徽州人不爱露富，不张扬，从民居

中也可看出，徽民居从外面看平淡无奇

，但却极重视内部建设，那精美艺术的

石雕、木雕和砖雕都是建在屋内。愿意

“锁在深闺人不识”，独自欣赏、独自

品玩。

徽州的其他地方以徽商住宅居多，呈坎

则以官家宅见长，尚存罕见的明代三层

楼八幢，更值得一提的是规模宏大的

“罗东舒祠”。

作为徽派建筑的典范，罗东舒祠被

誉为“国之瑰宝”、“江南第一祠”。

罗东舒祠始建于明嘉靖年间，明万历三

十五年续建，到万历三十九年完工，前

后耗时八十七年、花费白银逾四万五千

两。罗东舒，宋末元初隐士，罗氏子孙

为祭祀他在此兴建家庙。该祠堂按孔庙

格局建造，整个建筑包括照壁、棂星门

、左右碑亭、仪门两庑、拜台、享堂、

后寝等，共四进四院，且一进比一进高

。

穿过仪门，董其昌手书的“彝伦攸

叙”巨匾高悬享堂上。彝，鼎彝之器，

不可侵犯，是指祭祖的神器，帝王用鼎

祭江山、社稷，平民用彝器祭列祖列宗

；伦，则是指人伦五常，天地君亲师、

父子兄弟等伦常关系；攸，意之久长；

叙，指延续。封建时期的族权统治充分

体现在这个词上，即人伦和社会秩序，

在祖宗定的法度面前，人人遵循，代代

延续。

气势恢宏的宝纶阁，原名“贞静罗

东舒先生祠”，始建于明嘉靖间（约

1542年），后殿几层，因遇事中辍，七

十年后重新扩建。相传主持续建此祠的

罗应鹤，明万历间曾任监察御使和大理

寺丞等职，深得明神宗庞信。“盖之以

阁用藏历代恩纶”，故名“宝纶阁”，

后来约定俗成地称整座祠堂为“宝纶阁

”。古祠分前、中、后三进，五层山墙

，层层升高，显得气势宏伟威武。第一

进为仪门，第二进为大厅，而第三间宝

纶阁是整个祠堂的精华部分。宝纶阁由

三个三开间构成，加上两头的楼梯间，

共十一开间，吴士鸿手书的“宝纶阁”

匾额高挂楼檐。以巧妙的结构，精致的

雕刻，绚丽的彩绘，集古、雅、伟、美

为一体，堪称明代古建筑一绝。

宝纶阁横梁上彩绘图案优美、色彩

绚丽，虽历经四百五十多年，至今仍色

彩鲜艳历久不凋。

尋夢古徽州 呈坎天上來

提起赏春，你想到的可能不外乎这几个地

方：烟花三月的扬州、油菜花正开的婺源、堪

比天堂的苏杭...

江南的好春光胜在小家碧玉、精致婉约，

小桥流水、悠悠雨巷间透出些多愁善感的韵味

来。而你不曾留意过的西北春日，却是另一番

截然不同的景象。

它大气磅礴、它漫山遍野、它如火如荼...

它充满着令你叹服的美好。

从伊犁河畔到焉耆盆地，

从东天山北麓到吐鲁番盆地，

从塔克拉玛干沙漠绿洲到帕米尔高原，

中世纪遗留下来的3万多亩野杏林，

一到春天，就给广袤新疆大地带来别样的

景观。

来到春日的新疆，首要的肯定是赏花，几

处花海带你看世外桃源的颜色！

伊犁杏花沟 坐标：新疆伊犁吐尔根杏花

沟、霍城及伊宁杏花沟等地

参考花期：4月上旬开始开放

早春的四月，伊犁河谷天山腹地，连

绵起伏的草原上满山遍野的野杏花惊艳盛

开，粉红缀枝、香风漫漫，林下绿茵如毯

绵延无尽头，形成一片花的海洋，春日的

仙境。

伊犁地区是我国野杏的重要分布地，主要

分布在海拔950—1400m的低山带。伊犁杏花

沟一般在4月上旬开始开放，一般情况下，吐

尔根杏花沟率先开放，接着是霍城及伊宁杏花

沟，最后是海拔较高的巩留及库尔德宁秘境杏

花沟。

这里的杏花，既有大气磅礴的场面，又有

形单影只的妩媚。花下林间的草原上，牛羊成

群，骏马奔腾，远处是一望无际的连绵雪山。

南疆帕米尔杏花村 坐标：南疆帕米尔高

原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大同乡

参考花期：3月底—4月

3月底到4月的帕米尔高原，群山仍被冰

雪覆盖着，镶嵌在万山之间的塔什库尔干的土

地上却是冰雪消融、万物复苏，顽强的高原杏

树萌发出春日的色彩。

在这里生活的大多是塔吉克民族，他

们的生活方式简单而淳朴，大方好客。远

远地就能看见村庄里盛开的粉色杏花，围

绕在塔吉克人的房屋前后，有的枝头伸进

了院落里，淳朴的塔吉克民族农妇路过树

枝时，都会小心翼翼地低下头，怕碰落了

这娇嫩的花瓣。

在这里，你能真真切切地看到“山下杏花

山下雪，羊欢马叫果满园”的美丽景象。

吐鲁番杏花节 坐标：吐鲁番托克逊县

参考花期：3月中旬至4月初

每年的3月新疆北部依然春寒料峭，而在

吐鲁番却早已是阳光灿烂，春色萌动，这里是

天山南北最早迎来春天的地方，是新疆春天的

“第一站”。

新疆吐鲁番地区气候条件特殊，杏花花季

较早，素有“新疆第一春”的美称。自2013年

开始每年举办以杏花节为主的“吐鲁番杏花旅

游季”活动以来，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旅客前来

观杏花。在这儿不光能观赏到开放得如火如荼

的杏花，还能够逛集市、看表演、感受新疆的

当地生活。

除了看花，还有这些好风光，这里的山水

仿佛都有灵气一般，隐匿在边塞之间，绮丽而

生动。

春日新疆遊，給妳帶來別樣的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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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联邦政府22日就遣返难民制定了更为

严格的规定。

遣返阿富汗难民一直是德国联邦政府和若

干联邦州之间的一个有争议议题。按照新规定

，今后所有被拒难民将更快、更有效地被遣返

回原籍。遣返前，为防止潜逃，被拒难民失去

自由的时间延长至10天。

新规定还包括，将扩大对所谓"危险分子"

的遣返拘押。此外，一些遣返的重点对象将必

须佩戴电子脚镣。

这一新规定的名称是"有关更好地执行遣返

义务法律"。该法认为，德国联邦移民和难民署

今后在需要的情况下可以检查避难申请者的手

机数据，以查明对方的身份。遣返工作最好在

第一个收容站完成。集体遣送将由一个联邦和

州成立的"支持遣返中心"协调执行。

政府内阁会议结束之后，联邦内政部长德

迈齐埃说，联邦政府的难民政策具有两方面内

容：一是让那些需要保护的对象融入社会，二

是设法让那些被拒难民离开德国。这两个方面

的关系是"相辅相成"。

下萨克森、不来梅和柏林等三个红绿联合

执政的州政府强调了反对将难民强迫遣返的态

度。来自不同政治营垒的批评者们也纷纷呛声

。联邦内政部长德迈齐埃则指责这3个州采取

抵制立场。

难民救援组织预期，当地时间22日将继续

发生集体遣返阿富汗难民行动。

2016年10月，联邦内政部长德迈齐埃与阿富

汗当局签署了一份遣返协议，使集体遣返阿富汗

难民成为可能。据此，去年12月，首次集体遣返

34人；今年1月，第二次集体遣返25人。

本月9日，德国联邦政府总理默克尔和各

州州长达成了这一一揽子措施。据联邦移民及

难民事务署提供的数字，至去年12月31日，德

国境内共有20.7万人必须离境。

德國推出難民新法 擴大對“危險分子”遣返拘押

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梅野健(通信工学)的研

究小组通过分析发现，2016年4月熊本地震发

生前约1小时起，上空300公里附近的“电离层

”电子数量的增减出现异常。该成果已在美国

的地球物理学杂志电子版上发表。

据报道，研究小组之前还确认了东日本大

地震时的电离层异常，但观测到内陆直下型地

震时的异常尚属首次。今后计划就能否应用于

大地震发生的预测系统开展验证实验。

据了解，电离层是电子广泛分布的大气区域，

已知其会受到太阳表面的爆发现象“太阳耀斑”等

的影响。研究小组本次使用卫星定位系统(GPS)的

数据，分析了熊本地震时电离层的紊乱等。

结果发现，从地震发生的1小时前到20分

钟前，可看到电子数量的增减变化显著。以与

受到来自太空影响时的数据不同的九州地区为

主，观测到局部发生变化，因此断定这是与熊

本地震有关的异常。

由于2016年10月日本鸟取县中部的地震时

未发现异常，梅野解释称：“或许只有像熊本

地震和阪神大地震那样的大规模地震才会引发

异常。”

大災有征兆？研究發現熊本
地震前上空電離層異常

在巴西东北部，一场严重的干旱天气正影

响人们生活，土地因缺水龟裂，孩子们终日与

畜群尸体为伍。如果再不解决水资源危机，整

个镇子或将面临被迫撤离的命运。

据报道，巴西东北部的坎皮纳格兰德市

(Campina Grande)40万名居民见证了一场创下纪

录的干旱灾情。他们依靠配给的水资源生活已

经有两年了。

当地蓄水池的水量目前只有总量的4%，在

降雨量稀少的情况下，干旱成了干扰人们正常生

产活动的最重要因素。居民们称按户分配的水不

干净、有臭味、难以饮用，有钱人家只得购买瓶

装水供家人甚至宠物喝，以及刷牙。而穷

人似乎只能听天由命，默默忍受？

一名当地大学的水资源及水力学

专家称，必须加快行动，避免这个城

镇的供水系统在 2017 年年中时“崩溃

”。如果真到了那时，人们将不得不

全部背井离乡，撤离这个干旱的故乡

。

在巴西贫穷地区，由于缺水和缺

少储水设备，人们无力供养畜群，一

群群牛因干旱死去。

政府则表示，通过改道引流，将巴

西最长的河圣方济河(SaoFrancisco)的水

资源用来缓解包括坎皮纳格兰德市在内四个州

份的旱情。据报道，水流将从山间长400公里

的沟渠被引到各处的水库里和干涸的河床上。

专职负责此事的特梅尔政府部长——渔业

和养殖部长埃尔德•巴尔巴利奥(Helder Barbal-

ho)称，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想尽办法

”在2017年4月将水资源送往干旱地区。

但由于贪腐丑闻，当地承包商无法展开施

工，另一旱区福塔莱萨(Fortaleza)的居民可能需

要更长时间等待宝贵的水的到来，可能要到

2017年底。他们得采取包括打井取水和水资源

紧缩的节水措施等度过困难期。

幹旱巴西：土地龜裂畜屍滿地

中新网2月24日电 据韩媒报

道，韩国司法界23日消息称，总

统弹劾案主审宪法法官和宪法研

究官目前正在对已结束的证人审

问中有效证词进行整理，并探讨

相关证词是否与国会弹劾促进团

提出的弹劾理由相符。弹劾案的

审理已接近尾声，朴槿惠是否将

成为韩国历史上首位被弹劾的总

统，引发强烈关注。

据报道，22日，弹劾案第16

次庭审开庭，法庭宣布将于本月

27日举行最终庭审，并要求朴槿

惠辩护律师团方面在26日之前决

定朴槿惠是否亲自出庭受审。

司法界普遍认为，若在27日

举行最终庭审，则法庭在宪法法

官兼代院长李贞美任期结束(3月

13日)之前宣布最终审判结果的可

能性较大。李贞美在任期内进行

宣判可避免弹劾案进入“7人审判

体制”，弹劾案在法庭通过的几

率也变高。

最终庭审结束后，法庭方将

有2周时间对弹劾案进行最终审

理，并拟定宣判书。因此，宪

法法院宣布弹劾案最终审判结

果的日期将落于 3 月 10 日至 13

日之间。按照韩国法律，总统

被弹劾之后应在 60 天之内举行

下届总统选举，因此 5月 9日至

13 日之间举行第 19 届总统大选

的可能性较大。

负责调查亲信干政案的朴英

洙独立检查组调查期限将于本月

28日截止。尽管独检组已向代总

统黄教安提前提交了延长调查期

限申请，四大在野党也强烈要求

黄教安尽快对此申请予以通过，

但黄教安一直未做明确表态。

在野党于本月初发起《特检

法改正案》提案，要求在不经过

总统同意的前提下，将独检组的

调查期限延长50天。

23日，国会议长郑世均和朝

野各党党鞭在国会举行会晤，在

野党要求郑世均将改正案提上国

会议程，但遭执政党强烈反对。

郑世均表示，朝野双方目前未能

达成一致，因此改正案不具备上

交国会的条件。至此，独检组调

查期限延长的决定权再次交由黄

教安。据悉，黄教安将于独检组

调查期截止前一天(27日)正式公布

决定结果。

另有预测认为，朴槿惠总统

若想避免成为“史上首位遭弹劾

的在任总统”，则在宪法法院宣

布最终结果之前(3月初)主动卸任

的可能性也不能被排除。

韓彈核案27日最終庭審
5月中旬或舉行大選？

当地时间2月28日，韩国国

防部宣布与乐天集团就“萨德”

用地正式签署换地协议，遭到韩

国团体和民众的强烈反对。

2月 28日，韩军与乐天集团

当天签署易地协议后，陆军第50

步兵师已开始在球场执行警戒任

务。

对此，韩国国内抗议在韩部

署“萨德”系统的活动持续进行

。部分韩国民众与民间组织连日

来在韩国国会及乐天百货商场门

前举行示威，抗议部署“萨德”

系统，要求乐天集团拒绝提供部

署“萨德”用地。

当地时间 2 月 28 日上午，

“阻止‘萨德’在韩部署全国行

动”等多个市民团体在韩国国防

部门前紧急举行联合记者会和抗

议示威活动。市民高举“萨德离

开，和平留下”的牌子，谴责国

防部与乐天集团签署“换地”协

议，并主张协议无效。

据报道，韩国国防部前警方

戒备森严，部署了4辆警用大巴将

国防部门口围得水泄不通，严防

抗议民众的“过激举动

”。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耿爽2月27日在例行记

者会上说，中方反对在

韩部署“萨德”系统的

意志是坚定的，将坚决

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

安全利益，由此产生的

一切后果由美韩承担。

中方强烈敦促有关方停

止相关部署进程，不要

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

耿爽表示，美韩

推进在韩国部署“萨

德”反导系统，严重破坏地区

战略平衡，严重损害包括中国

在内的本地区有关国家战略安

全利益，不利于维护朝鲜半岛

的和平与稳定。中方反复强调

，理解有关方维护自身安全的

合理关切，但一国安全不应建

立在损害别国安全的基础上。

遗憾的是，韩方罔顾中方利益

关切，执意配合美方加紧推进

有关部署进程。中方对此表示

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

薩德離開，和平留下：
韓民眾抗議國防部換地協議

二十年安裝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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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CC88

美南河南同鄉會 2017 年迎新春聚會

 河南同鄉會出席義工與貴賓們合影。

河南同鄉會會長張燕曉（ 左 ）出示「 中國人活動中
心 」 執行長范玉新博士（ 中 ） 所贈送的使用該中
心優惠券。（ 右 ） 為河南同鄉會副會長楊德清。

國會議員 Pete Olson 代表張晶晶女士（ 中）出席大
會，與該會會長張燕曉（ 右 ），副會長楊德清（左）
在大會上。

老鄉張培林（ 中 ） 也在會上宣讀了河南省海外交流
協會的賀信。

總領館僑務組組長房振群（ 左一 ）也出席大
會致詞並頒獎。

總領館新聞領事高樺（ 中 ） 也在大會上向現
場所有出席的老鄉們拜年問好。 少林寺文化中心負責人劉根明師父弟子在大會上表演舞龍的精彩絕技。

德州州議員 Gene Wu 吳元之（ 中 ） 出席大會並贈送賀狀。由該會會長張燕
曉（ 右 ），副會長楊德清（ 左 ） 代表接受。

本
報
記
者

秦
鴻
鈞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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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旅遊親自帶隊 11 天走遍南美（巴西，智利 , 阿根廷）
$3099/ 人（ 包 三 段 南 美 內 陸 機 票 ） 1/11-1/21/2108

可自由參加後續遊輪深入南極 15 天
隨著旅遊熱的升溫，遠赴南極大陸，探索這

片神秘的地方對許多人來說也不再是夢想。冰
川、嚴寒、企鵝、海豹……遙遠的南極洲是一個
神秘而又令人神往的地方。近幾年來，獨立一隅
的南極大陸，以其不可抗拒的魅力，吸引越來越
多旅遊者前往一睹其風采。王朝旅遊將帶隊去
南美洲11天，其中將去熱辣狂野的巴西裏約熱
內盧、世界上最寬最大的伊瓜蘇瀑布、智利的聖
地亞哥以及位於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之後
大家可以自由選擇參加後續的南極遊輪，遠赴
地球的最南端，感受地磁南極的魅力，探訪南極
的主人企鵝。

2014 年世界杯，2016 年奧運會，裏約熱內
盧這個受上帝眷顧的美妙城市越來越顯露出國
際範。期間我們將乘坐纜車登上【糖面包山】和
【耶穌山】，遠眺著名的科帕卡瓦納海灘、瓜納
巴拉灣、聖塔告魯斯區以及浩瀚的大西洋。期間
我們還將欣賞傳統拉丁歌舞表演。

之後我們將飛往伊瓜蘇感受自然的魅力，遊
覽由275 個瀑布組成的伊瓜蘇瀑布群，沿著河邊
山間小路，漫步全程景區，接著進入水上棧橋，

置於氣勢磅礡的瀑布之前，享受天然絕妙景觀。
觀賞過震撼人心的伊瓜蘇瀑布之後，我們將

乘飛機前往聖地亞哥，開始我們的智利之旅。我
們將前往智利瓦爾帕萊索的一座沿海城市——
比尼亞德爾馬，接著到“智利的文化首都”—— 
瓦爾帕萊索，感受其文化氣息。

不知道您是否聽說過“南美巴黎”，我們接
下來就將飛往阿根廷體驗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美
麗和神奇。我們將遊覽包括【9大街德胡裏奧】【科
隆劇院】【五月廣場】【大都會大教堂】和【香格
裏拉玫瑰宮】，我們也將參觀在傳統的聖德摩附

近的【探戈街】，然後穿過萊薩馬公園地區，前往
意大利移民到阿根廷後的根據地【博卡】，如今
的博卡已是許多重要的藝術家的家，別具藝術氣
息。

豐富多彩的11天南美洲行程結束之後，大
家可以自由選擇後續南極之旅的遊輪。南極被人
們稱為第七大陸，地球上最後一個被人們發現、
唯一沒有人定居的大陸。這個終年被冰雪覆蓋的
神秘之地即使在今天也是難以輕易接近的。 在
世界其他地方，野生動物都是躲人的，而在南極，
動物皆不避人，巨鯨、企鵝、海豹、海鳥全都如此。

心動不如行動，與王朝旅遊暢一起遊南美，
入南極，探仙境！
詳情請聯系王朝旅遊
地址：中國城精英廣場內，敦煌廣場側百利大道
大通銀行後面地鋪 #A14
All America Travel & Tours: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 TX 77036
電話 Phone：（713）981-8868，
微信 WeChat：aat713

木造房屋之閣樓

圖為「超群房屋檢驗公司」負責人白釗民。
（記者秦鴻鈞攝）

白釗民專欄

在德州的七八月 , 當時外溫度達到華氏
一百度時 , 屋頂表面可以超過兩百度 , 在低矮
又通風不良的閣樓中 , 空氣溫度可以升到華氏
一百三十度以上 , 閣樓裏的高溫不但影響居住
空間的舒適程度 , 而且大量消耗電費 , 這種不
必要的浪費多半是人為疏失造成的 , 可以藉由
良好的閣樓通風得到大幅度的改善 , 理論上來
說 , 設計完美的閣樓通風可使閣樓溫度僅只略
高於室外溫度 , 但在實際建築時 , 由於建築成
本及施工困難的考量 , 可能不可能達到理想 , 
但使閣樓溫度不高於室外溫度大約 15-20 華氏
度卻是切合實際的目標 . 建築法規要求閣樓通
風的開口總面積大於閣樓面積的一百五十分之
一 , 其中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八十應該開口在
高於閣樓地面三英尺以上的高度 , 以供熱氣排
出 , 其餘開口在三英呎以下 , 以供室外空氣進
入 , 冷卻閣樓氣溫 , 對其他安裝細節並沒有詳
細規定 , 這種寬鬆粗糙的建築法規 , 當然無法

達到理想效果 , 但建築業者絕大部分對這種寬
鬆的標準都不願意確實遵行 .

在閣樓中另外一個常見的問題是把熱水器
安裝在閣樓上 , 翻開熱水器的 " 安裝手冊 " 或
者 " 屋主須知 " 都可以看到生產廠商對消費者
的警告說「每個熱水器遲早都會漏水 , 當漏水
發生時 , 所漏之水會造成房屋損壞的地點不可
作為熱水器的安裝地點」，依此準則 , 適合安
裝熱水器的地點應該僅限於車房 , 以及位於一
樓 , 地面低於其他房間 , 又能大量排水的位置 , 
然而事實上在休士頓地區的房屋中 , 大部分的
熱水器都安裝在漏水能夠造成嚴重房屋損壞的
閣樓中 , 當一個位於兩層房屋之閣樓中的熱水
器發生無法控制的漏水時 , 其損害可由閣樓中
天花板上的隔熱層漫延到 2 樓天花板、牆壁、
直到一樓的天花板、牆壁、以及地面 , 甚至波
及家具、電器用品等 , 由於熱水器漏水導致數

萬美元損失的事件時有所聞 , 之所以造成這種
怪現象普遍存在的原因有四 , 其一 : 建商在建
造房屋時沒有善盡思考之責 , 其二：部分建商
明知可能造成的後果 , 卻抱持「漏水是多年以
後的事 , 與我無關」的態度 , 其三：大部分消
費者無法預知問題之嚴重性 , 其四：過於普遍
的錯誤現象使大家習以為常 , 當損害發生的時
候 , 不向建商追究責任 , 卻轉向保險公司求償 , 
建商沒有受到應得的教訓 , 自然樂於一再重複
同樣的錯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