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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许多服务业者的主要收入

来源就是顾客给的小费，热忱的服务

为自己争取好的消费收入。小費虽然

并不是法定消费项目，数额也沒有明

文规定，但是小费在美国也被视为一

种社交礼仪。一般來说，只要是服务

行业，像是餐厅侍应生、出租车司机

、还有酒店服务员、导游…他们的基

本工资都很少，在很多地区，小費就

是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因为美国老

板很精明，他们把服务生的大部分薪

水交由顾客负担，用小费的形式來支

付。所以服务业者只有努力以服务品

质来争取收入，客人则以“小费”来

答谢服务人员，这是约定俗成的惯例

，也是基本的消费认知。

很多人到了美国之后，对于要付

小费这档事会感到不理解，想着消费

完还要多掏腰包，真是有些不情愿，

给多了觉得心疼，給少了又不好意思

，美国开国元勋富兰克林就曾经说：

小费给多，像傻瓜;小费给少，是大傻

瓜。他这么说，应该是觉得 “给小费

”要适度为宜，为的是刺激一种良性

的循环：消费者在合理范围内，以小

费的形式给予服务业者肯定，而提供

服务的人，为了更多的收入而加强服

务品质，能达到和睦愉悦的效果。

在什么样的餐厅吃饭要付小费

一般來说，有侍者为你服务，过來

问你要点什么菜的餐馆都是绝对要付小

费的。若是在速食店用餐，像是麦当劳

等，凡是只需在柜台点完餐后回到自己

座位上吃的，这类餐饮店就不需給小费

。还有一种在美国叫 Food Court，就是

一般的美食街，也是拿着托盘点餐，这

种情況也是不用付小费的。

用餐该付多少小费

一般的情況下，午餐是付 10-15%

的小费，晚餐则是15-20%的小费。如

果一同用餐的人数超过五人，餐厅有

一个名词叫 Party Over Five，则你必

需付18% 的小费，否则就算失礼了。

美国的餐厅一般一桌都只有一个

服务生，一开始是谁帮你点菜的，待

会儿有什么需要就找他，不是看到服

务生都可以喊，因为你的小费只付给

他，所以其它的服务生並沒有义务帮

你。总之，这是一种餐厅的习惯，要

牢记在心。

住旅馆该付的小费

酒店行李员：每件行李最少$1 ，

酒店礼宾员則是服务一次$3-$5。如果

是去住高级的旅馆，可要多付一些。

住客通常都是在早上要出门前，在每

一床的枕头上放1元的纸钞。

坐出租车付的小费

通常是车资的15%，也有省钱的方

式：有一种常见的交通工具叫Shuttle，

通常是往來特定公共场所跟市区之间

，比如机场。如果你要使用到行李箱

，而司机帮你搬行李，就多给一元的

小费吧。

其它付小费的时机

当你习惯这种小费文化之后，就

会在任何被服务的场合，例如男士

们理发、女性上美容院洗头，还有

洗车等等场所，都会记住了小费是

免不了的。現在来美国旅游的人多

了，入境随俗对给小费的学问不妨

多些认识，也可以避免很多尴尬的

情況发生，提供你来美国观光或生

活的参考。

付小费是门“学问”

美国市面上，专营服装的商场特别多

，一概开架出售，有些还是百年老店，其

规模与气派，都是很大的。并且分工有序

，如有的专营妇女与儿童服装，有的专营

中老年服装，有的专营T恤衫等等。在美

国买服装和一些日用百货，有条不成文的

规定，只要你所买的商品没使用过，无污

染无损坏，并保存有发票，几个月甚至更

长时间以后都可以退货退款。在美国很少

有卖布匹的绸缎店，也没有缝衣店，因而

很少见到卖缝纫机的。据说做一件成衣工

钱很贵。总的看来，美国人在穿的方面花

销不会很大。美国的衣服和鞋类是比较贵

的。稍好的运动绒衣要五六十美元一件，

更别说那些高档时装了。可喜的是中国产

品，主要是服装和鞋类打入了美国市场，

且价格便宜。中国的棉制品、羽绒服和丝

绸颇受美国人的欢迎。

在服装商店许多中低档服装与鞋类都

有“Made in china”的字样，如各类夹克

衫，牛仔裤，衬衫，还有各式T恤衫，羽

绒服等等，都是中国制造的，每件二三十

美元，四五十美元或七八十美元不等。这

些大都是根据美国商人的设计与要求制造

的。高档的服装与鞋类大多是欧洲的，其

中意大利的居多。亚洲则是台湾、香港与

韩国等地的。

美国人不甚讲究衣着打扮，穿衣宽松

、随便，不拘一格。有的人在长衬衫外面

套一件短小的甲克。类似长袍短褂；有的

人在浅色衬衫里面穿上一件深色高领的棕

毛衫；有的人则在长棉毛裤外面穿上一条

短西装裤。总之，美国人穿衣有时给人一

种不大利索的印象。

美国人平时穿衣马马虎虎，但是正式

场合还是颇为讲究的。在政府部门和公司

工作的上班族每天均衣冠楚楚：男士西服

革履，头光面净；女士是各式裙装配以淡

妆。若举行舞会，人们穿着庄重典雅：男

士黑色晚礼服，女土则穿深色袒胸露背的

曳地长裙。

少数年轻人喜欢奇装异服。比如—位

年轻漂亮的姑娘上身穿一件紧身毛料西式

上衣，下身穿了一条臀部有两二个破洞的

牛仔裤，露出了内裤。有时还能看到—些

年轻人把好好的牛仔裤撕破，露出膝盖。

美国妇女，尤其是老年妇女仍重传统。穿

裙装的多于穿长裤的。冬季喜欢穿长长的

呢大衣，这可能与美园气候有关。

最令人不解的是，在炎热的夏季，有

的人身上只穿汗衫、短裤，但脚上都捂着

一双旅游鞋，外加一双厚棉袜。有时已是

深秋季节，有的姑娘身穿夹大衣，却光着

脚，穿双拖鞋，漫步于街头。

如果说美国的食品价格低廉的话，那

么，衣服和鞋类就比较贵了。稍好的运动

绒衣要五六十美元一件，更别说那些高档

时装了。可喜的是中国产品，主要是服装

和鞋类打入了美国市场，且价格便宜。中

国的棉制品、羽绒服和丝绸颇受美国人的

欢迎。

美国人喜欢购置新衣，也常扔旧衣。

所以街上设有商店，专门销售旧衣，有些

旧衣论磅出售，1元一磅。有些跳蚤市场

、教会或医院也有不少旧衣出卖。光顾这

些地方的多是些低收入者，此刻他们也不

考虑旧衣会传染疾病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

了，当然也有人认为旧衣经过高温洗涤和

烘干可以消毒。

美国人虽不讲究衣服的款式，但却十

分注意衣服的清洁，他们一般天天洗澡，

日日更衣，有的人一天换衣两次。他们不

像中国人喜欢衣服随换随洗，而愿把脏衣

服积攒起来，一洗一大堆。在美国，除类

似国内的干洗和湿洗两种洗衣店外，更多

的是自助洗衣店为公众服务。这种店内备

有若干台大型洗衣机和烘干机，人们把脏

衣放进洗衣机内，然后倒入洗衣粉和洗涤

剂，再往一小孔内投人硬币 (价格不等)，

一按电钮，机器便运转起来，26分钟后，

衣服洗净，再将其放入烘干机，另投若干

硬币，该机亦自动转动起来。一小时后，

衣服全部烘干，立刻可以穿用。有些居民

楼内亦有一个小型自助洗衣房，专供楼内

住户使用，十分方便且价格低廉，每一缸

脏衣洗烘各1美元。而市面上的自助洗衣

店每洗烘一缸脏衣，多的需付费六七个美

元。鉴于自助洗衣店较为普遍，因此美国

很多家庭不备洗衣机。

美國人穿衣
習俗簡介

美国的地址格式是非常统一和

简短的。以前在国内申请美国大学

的时候，常常遇到申请表格上地址

一栏只有很小的空间，要把自己的

中国地址(某省某市某区某街某号某

大学某校区某学院某系某楼某单元

某号)填进去极其困难，后来知道是

美国地址都很短的缘故。

美国地址的格式是从小到大，

先写名字，然后是道路地址，然后

是市名、州名缩写和邮编。如果要

写国家(USA)，写在邮编后面。

名字很简单不谈了。

道路地址的格式是「数字+街

名+房号」。490 2nd St, Suite 300

就是「第二街 490 号 300 室」。

数字前面不需要加「No.」，这是很

多中国人会犯的错误。街道类型可

能 是 Street/Road/Drive/Lane/Highway

等等之一，通常缩写为 St/Rd/Dr/Ln/

Hwy 等。独栋房屋没有房号不用写

，如果是公寓楼或者办公楼，则在

街名后面加逗号，空一格，然后写

房号。公寓写 Apt. 300，办公楼写

Suite 300 或缩写为 Ste.300。也可以

简写为 #300，公寓和办公楼都适用

。

美国街道的门牌号编排很有规

律，通常靠近市中心为小号，远离

为大号，每过一个街区增加100号，

一侧是奇数，另一侧是偶数，所以

开车时即使没有GPS也很好找。很

多建筑还会把自己的门牌号写的很

大挂在高处或者汽车入口处。

然后下面要换一行。如果不能

换行的话，要加一个逗号和一个空

格隔开。后面写市名、州名缩写和

邮编(Zip Code)。这里面中国人最不

熟悉的就是州名。在中国我们将某

个城市，一般不需要具体指出是那

个省，但是美国往往需要。美国人

给城市起名字比较没有创意，名字

来来回回就是那么几个，很容易重

名。规定是一个州之内不许重复，

但是不同的州之间就管不着了。所

以如果你在美国提一个城市的名字

，后面一定要跟上州名，否则会有

歧义，除非是人尽皆知的如纽约等

以外。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美国的首

都。我们知道美国的首都是华盛顿

，但是在美国你一定要说「Washing-

ton, DC」(只说DC也可以)，因为几

乎每个州都有华盛顿市，甚至还有

个州叫华盛顿，所以如果你只说

Washington的话，更多的人会想到千

里之外的华盛顿州，而不是华盛顿

市。此处 DC 是哥伦比亚特区，不

属于五十州，但是相当于州一级的

行政单位。换句话说DC比Washing-

ton要大，相信很多人学中学地理的

时候，都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

区」误解成「华盛顿市里面的哥伦

比亚特区」了吧，其实正相反，是

「哥伦比亚特区里面的华盛顿市」

。

州名一般缩写成两个大写字母

，缩写的方法是固定的，比如加州

是 CA，佛罗里达是 FL，夏威夷

是 HI。一些不是州但是跟州同一级

的行政单位，也有自己的缩写，比

如上面说的 DC，还有海外属地，

如波多黎各的 PR，关岛的 GU 等

。加拿大的省也有类似形式，如不

列颠哥伦比亚省的 BC。

最后的邮政编码，在美国叫做

Zip Code。美国的邮编不像中国一

样基本是摆设，是非常有用的，比

如刷信用卡的时候有时候会用邮编

来验证身份，买车险的时候会用邮

编来判断该地区的治安情况，等等

。美国邮编全长是9位，前5位常用

，后4位可以省略，中间用短横线隔

开。写全9位的时候，可以直接定位

到一个很小的区域，所以很多时候

美国网站上不需要填地址，写上邮

编就知道大概位置了。

市名、州名和邮编连起来写的

格式是「San Francisco, CA 94107」

，市名和州名中间有逗号和一个空

格，州名和邮编之间没有逗号，但

是有空格。市名首字母大写，州名

两字母都大写。

怎样读懂美国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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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生态：百度DuerOS从底层服
务入手打造AI时代的生态系统

问：7月5日，百度AI开发者大

会上，DuerOS开放平台面向全球所有

开发者亮相，作为AI时代的Android

系统， DuerOS是AI时代开放赋能的

生态系统。而当天阿里AILab实验室

也召开了一个小型发布会，推出的是

一款智能音箱产品。作为国内两个翘

楚的科技巨头，两家作了截然不同的

选择，为什么百度会选择打造DuerOS

一个大的生态系统，而不是从ToC消

费电子产品入手？

景鲲： 在时代变革期需要有更大

的气度、更大的心态。开放是一种心

态和气度，就像百度AI开发者大会中

，Robin在最后提到“开放终究会打败

封闭”！

社会的发展趋势是变的彼此跟彼

此有关系的，变成一个更加connected

的社会。我们不应该形成一个封闭的

系统，把一些东西封闭在自己的体系

里面。

在这种大的变革期，是需要有人

来做基层的、底层的服务，才能够支

撑更多“有梦想的玩家”。从这个角

度来讲，我们觉得做生态是更有意思

、更具有社会责任感、更加能够推动

整个时代的变革。

而且，从效果上来看，也有很好

的成效。现在跟我们合作的伙伴非常

多，无论是大的企业，还是优秀的中

小创业者，甚至个人开发者。真正的

开放赋能，是能够让大家基于我们的

人工智能的开放平台作出更好的产品

——我觉得这正是百度的机会，也是

百度的责任。

问：DuerOS要做AI时代的安卓系

统，其本质是要共建新生态，而所有

的操作系统在初期构建生态都是最艰

难、最痛苦的。站在生态系统层面，

DuerOS构建生态初期过程中遇到的最

大的困难是什么？又是如何迎接这些

挑战的？

景鲲： 构建生态的过程的初期是

比较困难，但是不痛苦，因为你在实

现自己的理想和梦想的过程中。两三

年前，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理解的人

很少。到今天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其实我是有很大的成就感的。这个

过程其实迈过了很多槛儿，越来越多

的受众、媒体都关注人工智能、都来

谈语音交互，这是很让人兴奋的一件

事。

的确，打造生态过程初期的确是

困难的，初期主要的困难是如何协调

几方的合作。我们有用户、有设备方

、有方案商、有芯片企业、有内容方

、有开发者……怎么样把大家放到一

起冷启动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对于“冷启动”做生态最关键的

是如何找好自己的位置，以及你对外

释放的心态。找到了合适的位置之后

，冷启动会比较顺利，否则处境很尴

尬。在语音交互方面，国内像百度一

样有储备的公司很多，但是，生态并

不是很有活力。所以在这个位置上，

你是不是有足够开放的心态，是不是

有足够开放的能力，同时找到一个好

的位置，这是攻克这个生态很重要的

一环。

问：提起构建生态，一定离不开

促进生态进化的策略。目前，一些公

司会推出一些促进普及的政策，比如

成立基金补贴给下游参与平台建设的

优秀开发者，百度DuerOS会采用什么

策略促进生态发展，也会推出相应的

补贴政策吗？

景鲲：我们主要以扶持为主。Du-

erOS的平台很大，平台合作企业也很

多。从平台角度我们可以了解到谁有

技术能力和有意愿做这件事，且需要

扶持。像这种公司我们会去倾斜资源

扶持。

对于补贴，要看市场发展阶段来

决定。生态是以体验为第一位的。如

果体验不太好的话，不能盲目的去做

补贴。我们希望用一种更合适的方式

推进产业的发展，不要让它过热，过

热大家反而会忽视

用户体验，会伤害

一些用户。我们希

望理性和感性相结

合，共同推进这个

产业往前走。

百度生态是开

放赋能的一个生态

。我们有肥沃的土

壤，各种养分齐备

。这块土壤上的植

物，该长成大树的

会慢慢长成大树。

如果你拼命的施肥

催熟，对树木本身

也不好，我们希望

以更健康的方式发

展。

问 ： DuerOS

是整个行业参与完成的开放生态，需

要众多的合作伙伴和开发者共同参与

。百度作为大公司，在选择合作伙伴

会有什么样的策略或者偏好？会倾向

选择自带用户流量的伙伴，还是偏好

有技术内核的伙伴呢？

景鲲：我们会比较偏向于打引号

的标杆客户。这个时代是需要一些标

杆、领头羊冲到前面带领着选择生态

，让所有用户看到技术和场景结合之

后，能爆发出什么样的火花。

这个时候标杆客户包含了很多，

比如和TCL、联想、国安广视、极米

等的合作，他们是电视领域的标杆、

领头羊，会带给整个行业示范作用；

个人开发者也是标杆的一种，并不是

因为他们的流量多大、用户有多少，

而他们是代表了一批很有梦想，想把

语音交互融入到自己生活里的一类人

，这个示范作用也很大。

所以，更多的是看这个标杆客户

是不是有很强的代表性，有很强的辐

射能力，能够引领风向，能够吸引更

多的合作伙伴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

情。

谈语音：从“连接信息”到
“唤醒万物”，语音交互将无
处不在

问：从PC互联网时代到移动互联

网时代，搜索方式一直在不断进化。

而AI也是百度基于搜索引擎的核心技

术自然进化的结果。您加入百度后，

开创的引入了语音搜索、图像搜索、

对话式搜索等创新搜索交互方式，从

以往的关键词到现在的语音Freestyle

，语音搜索会成为未来搜索的主流方

式吗？

景鲲：科技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不

变的。首先，对于交互而言，无论下

一代搜索是什么，它都是以更简单、

更自然的搜索方式，人和设备之间的

交互变得越来越简单，没有门槛。无

论视觉、语音，或者其他的搜索方式

，肯定是这样一种大趋势。

第二，未来的搜索和人机交互，

肯定是双向的，而不会是单向的。人

跟机器表达，最高效的方式是用语音

；而机器与人表达，最高效的方式是

使用屏幕——图像。所以，语音是一

个趋势。人跟设备之间的语音对话会

变得越来越自然，所以未来应该是语

音交互的时代。

现在，有的人还半信半疑，有的

人可能还不确定，但是时代可能就是

往往掌握在那些有理想、有愿景、想

把事情做成的人身上。

问：在中国，智能音箱被小米、

京东、阿里巴巴等巨头押宝，俨然形

成了抢占人工智能入口的大战。也有

人质疑智能音箱，认为其不会是一个

现象级的产品。您如何看待入口这件

事情？DuerOS在这个过程中会扮演什

么角色？

景鲲：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产品体

验，是用户体验，而不是抢风口。如

果用户体验好，你去抢风口，就会站

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拿到机会。而如

果单纯为了风口而去抢入口端，因为

抢时间的原因，肯定没有很深的打磨

产品，反而会对品牌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我们跟我们的合作伙伴说，

如果我们推出一款基于DuerOS的设备

产品，我们希望体验是最好的，不要

为了争抢这几个月的时间，盲目的透

支自己的品牌。用户体验绝对是第一

优先级，无论是不是风口，如果体验

做好了，绝对就是风口，如果体验不

好，风口也不是你的。

DuerOS现在之所以赋能这么多合

作企业，就是希望每一个设备都是可

以交互的，语音交互无处不在，唤醒

万物，万物都能够对话，这是我们的

愿景。如果万物都可以对话，这样所

有设备都是入口，大家都有机会。

产业是需要分工的，DuerOS的分

工就是要把底层听清，听懂和满足的

能力做到绝对最好，配合产业链上下

游发展。DuerOS是一个很开放的平台

，很多第三方都在上面build skill。生

态的发展是比较开放的好，从这个角

度，我们把底层搭建好，上端开放给

用户，合作伙伴和开发者基于此做产

品功能的深度定制，做他们擅长的技

术攻关。这样的话，我们有我们的竞

争力，同时我们也跟整个产业上下游

有一个清晰的分工，大家会有不同的

收益。

问：DuerOS是赋能AI时代的底层

操作系统，要把底层听懂的能力做到

绝对最好。那么，您认为现阶段对于

DuerOS来说，挑战是什么？DuerOS将

在哪些应用领域突破创新？

景鲲：现在，很多合作企业已经

跟我们走到一起了。对于DuerOS来讲

，我们现在最大的挑战其实不再是接

触新客户，更多的挑战是：面对生态

系统里这么多玩家，怎么把自己的工

作做好，来满足这些合作企业的需求

。当星火燎原之势展开之后，怎么让

火势更猛烈一些。

目前，对于DuerOS所在的领域，

我们第一个看好的是软硬结合的创新

。其实，智能设备的发展是有起伏的

。早期，设备能连接上手机就自称为

智能设备。其实它的交互是很复杂的

。首先，在家里找到手机就是很费劲

的一件事，找到之后还要解密码、打

开App、选择设备等等，还不如走到

设备面前按一下更简单。这是那个时

代智能设备发展的挑战。

现在使用语音，比你走到设备前

更方便。比如说你躺在床上不想走，

跟灯说让它关灯，这个灯就关好了

——这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使用场景，

我希望这种软硬结合的创新更多一些

。在家里、在车里，双手被束缚、或

者不希望用双手去处理一些工作的时

候，语音就可以发挥它的作用。

我们希望DuerOS作为底层的开放

平台支持各种各样的具体设备，无论

是音箱，还是电视。这些设备，在我

眼中它都是麦克风，我希望大家能养

成一种习惯，看到这个设备就跟它说

话。

问：自从百度开发者大会之后，

我们明显感受到语音交互的重要性被

再次划线。 DuerOS战略地位的上升

，这是的战略决策的结果，还是人工

智能发展的必然趋势？百度会同国外

巨头微软、亚马逊等一样，推出NLP

领域的相关评测标准吗？如果畅想5

年后DuerOS的发展，您的期望是什么

？

景鲲：百度战略一直都是持之以

恒的进行的。对于语音对话自然交互

的投入的时间和资源都非常大，这是

百度主航道的业务的延伸，其实就是

我们前面提到的搜索的进一步——下

一代搜索。

标准方面我们还在内部的探讨期

，希望推出一个让大家都比较认可的

标准。标准之所以能成为标准，就是

其他人要遵守、愿意参与到其中。这

涉及到一些具体执行规则的制定，现

在我们还在讨论过程中。

我们希望将来形成一种行业背书

，让用户看到DuerOS的标识，就知道

这个是经过测试，体验稳定的设备。

具体怎么更进一步的开放标准，我们

内部也还在讨论过程当中。但是，百

度已经在布局这件事了。

如果畅想5年后，我希望比较形

象化一点，那个时候，我儿子估计8

岁了，希望他能够看到一个设备就想

跟它去对话，我希望5年后达到那种

程度。怎么能够让用户、让普通老百

姓认知到语音交互应该是标配，是应

该具备的能力，这需要整个业内一起

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会更好。

希望未来每一个设备都是可以交互

的，语音交互无处不在，唤醒万物，万

物都能够对话，这是我们的愿景！

景鲲：百度度秘事业部总经理，百度人工智能产品委员会主席，NLP领域专家。曾历任百度搜索公

司产品委员会主席、大搜索总产品架构师，前微软首席研发总监，是微软小冰的创造者。目前，全

面负责百度度秘和对话式人工智能操作系统DuerOS。

景鲲：开放是心态和气度
这个时代需要标杆！

移动互联网时代即将落幕，崭新的AI时代即将开启！面对这样一个变革大时代，BAT三巨头之一

的百度将如何实现战略转型，并构建出全新的AI开放平台与生态系统？作为百度AI驱动型新业务，

DuerOS将在百度战略转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百度度秘事业部总经理、DuerOS负责人景鲲，对以上问题进行了深度解读。 景鲲相信，DuerOS

承载了百度从“连接信息”到“唤醒万物”的新使命，是基于AI技术打造的下一代人工智能平台级产

品。8月31日，在柏林IFA(柏林国际电子消费品展览会)期间举行的搭载DuerOS的TCL智能电视新品发

布上，景鲲也表示，DuerOS将发掘长期市场机遇，为生态合作伙伴增添更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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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一看来，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

好像很潇洒，很轻易，令人真有那种“谈

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感觉，似乎不费

什么劲，手腕多多的赵匡胤便将这件原本

应该非常棘手的事情给搞定了。

但在实际上，赵匡胤却为此付出了巨

大的代价！

从国家或民族利益的角度来看，应该

说，赵匡胤聪明反被聪明误，“杯酒释兵

权”完全是他的一大政治败笔，是他一生

中所犯的最大政治错误。

这里，且不说“杯酒释兵权”将一帮

能征善战的武将手中军权剥夺了，让他们

靠边站，对大宋帝国来说，无异于是自断

己臂，自残己足，作茧自缚，宋朝后来的

饱受外族欺凌与蹂躏完全与此有关，单就

“杯酒释兵权”所开的一代风气而言，其

后果就真的是很严重。

仔细想想，“杯酒释兵权”其实是宋

太祖赵匡胤与整个武将集团的一场政治博

弈，既然是博弈，作为博弈双方的任何一

方自然都不可能无本生利，不付代价。很

显然，在这场政治博弈中，武将集团所付

出的代价是从此失去了手中的“兵权”，

而这“兵权”当然不是白白失去的，它所

换来的则是皇帝赵匡胤金口许诺与赏赐的

奢侈与享乐。

史载，在“杯酒释兵权”时，赵匡胤

曾开导众武将说：“人生苦短，白驹过隙

。众爱卿不如多积金宝，广置良田美宅，

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如此，君臣之间再无

嫌猜，可以两全。”那话的意思是再明显

不过了，只要众将放下武器，不掌兵权，

不再对他赵匡胤的皇位构成威胁，那么，

其他一切都好说，想要什么都行。

仅此可见，赵匡胤在“释兵权”时，

表现得非常地慷慨——当然是慷国家、民

族之慷，用《宋史· 石守信传》的原话说就

是“赏赉甚厚”，给众武将开出了极为优

厚的价码。

透过现象看本质，所谓的“杯酒释兵

权”，说白了，其实不过是宋太祖赵匡胤

“以腐败换兵权”罢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杯酒释兵权”，

不啻是赵匡胤给整个武将集团颁发了一张

“腐败许可证”。由于有了皇帝亲自颁发

的这张“腐败许可证”为庇护，所以，从

那之后，武将们都“理直气壮”地进行腐

败。据史料记载，太祖的武将们几乎清一

色的都是些贪财好色之徒。

这里，不妨对太祖时期的一些著名武

将的贪墨情况作一简要列举：如史书上称

石守信“累任节镇，专务聚敛，积财巨万

”；王全斌“破蜀日，夺民家子女玉帛”

，纵兵大掠蜀中；王仁赡破蜀之日，“纳

李廷珪妓女，开丰德库取金宝”；楚昭辅

“颇吝啬，前后赐予万计，悉聚而畜之。

尝引宾客故旧至藏中纵观，且曰：‘吾无

汗马劳，徒以际会得此，吾为国家守尔，

后当献于上。’及罢机务，悉以市善田宅

，时论鄙之。”崔彦进“频立战功，然好

聚财货，所至无善政。”曹翰“贪冒货赂

。”张铎“州官岁市马，张铎厚增其直而

私取之，累至十六万贯，及擅借公帑钱万

余缗，侵用官曲六千四百饼。”田景咸

“性鄙吝，务聚敛，每使命至，惟设肉一

器，宾主共食。”王晖“性亦吝啬，赀甚

富，而妻子饭疏粝，纵部曲诛求，民甚苦

之”……

必须指出，太祖时期的一些武将在内

心中——起码在最早的时候其实并不想贪

污腐败，但因为害怕过于洁身自好被赵匡

胤怀疑有不臣之心，于是便只好“作秀”

，故意装得自轻自贱，自甘堕落的样子。

如石守信原本是一员仁将，虽作战勇猛，

但一向重义轻利，可是，自从“杯酒释兵

权”事件发生后，他忽然顿悟，从此开始

追求声色犬马，疯狂聚敛财物，对他的这

一“表现”，《宋史》如此评价道：“岂

非亦因以自晦者邪？！”话说得很透彻，

原来他老兄不过是像当年秦朝大将王翦那

样，在出征灭楚途中为了消除秦始皇的疑

虑，故意“自污”罢了。

而另一位武将王全斌，史书上也说他

以前一直表现很好，为人素来“轻财重士

，不求声誉，宽厚容众，军旅乐为之用”

，可是，“杯酒释兵权”后，他竟像换了

个人似的，克蜀之日，竟自己带头，放纵

部下大肆搜掠蜀中，“侵侮宪章，专杀降

兵，擅开公帑，豪夺妇女，广纳货财，敛

万民之怨嗟，致群盗之充斥。”

很显然，王全斌的这种反常之举也是

为了自污求保。因为，在他以为，克蜀之

功太大，自己的威望已瞬间升至无以复加

的程度，到了这种地步，太祖赵匡胤已经

赏无可赏，如果不来一场声势同样浩大的

“自污”之举，因为功高震主，自己一定

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由此可见，这些武将虽然出身行伍，

性格鲁莽，但也很有政治敏锐性，能混到

那种地步，说明这些人绝对不是猪脑壳。

如果说，刚开始由于太祖的诱迫，有

很多武将一时情非得已，在贪污腐败时还

颇有些作秀的成分，只不过是逢场作戏并

不当真的话。那么，久而久之，由于人性

中普遍所潜在的诸如纵欲享乐等劣根性作

祟，便习惯成自然，对贪污腐败渐渐习以

为常了。

由于自己有言在先，对于武将们的贪

墨腐败，赵匡胤是尽量“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做到能不说的不说，能不管的不

管。有时，有的武将在这方面做得实在是

太过分了，在必须要处理时，他也尽量高

抬贵手，手下留情。

有这样一个例子可以佐证，有个名叫

王继勋的武将，是彰德军节度使王饶之子

，王皇后的胞弟。据《宋史· 王继勋传》记

载，这位国舅爷性情残暴，是个贪财渔色

、“专以脔割(即将活人身上的肉割成一片

一片的，谓之脔割)奴婢为乐”的食人魔王

。一天，王继勋府中围墙因大雨坍塌，大

量奴婢逃出牢笼，跑到宋太祖面前告御状

，把王继勋骇人听闻的罪行全都捅了出来

。

据说，宋太祖“大骇”之下，对王继

勋判决得挺狠：“削夺官爵，勒归私邸。

仍令甲士守之。俄又配流登州。”但最终

处理起来却是雷声大，雨点小，这边，还

没等自己的小舅子王继勋上路前往流放地

，那边，赵匡胤早已改授其职为右监门率

府副率。由于有恃无恐，开宝三年，王继

勋被任命为西京洛阳的行政长官，到任之

后，变本加厉地发泄着自己残暴的本性，

开始吃人：“强市民家子女备给使，小不

如意，即杀食之，而棺其骨弃野外。”以

致人贩子和棺材铺商人日夜出入王继勋府

中，门庭若市。有了上一次告御状的教训

，洛阳百姓对上诉不再抱持希望，学会了

听天由命，任其宰割。

据统计，直到太宗在位王继勋被处死

时，仅在开宝六年到太平兴国二年这短短

的5年时间里，王继勋前后亲手杀掉和吃掉

的奴婢就多达100多人。这样一个十恶不赦

的食人恶魔，如果不是赵匡胤有意庇护，

想必绝对不会吃人吃得这么不亦乐乎，逍

遥自在。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对镇守关南的

大将李汉超强娶民女为妾及贷民钱不偿

一事，宋太祖也是巧言相辩，对这位武

将竭力包庇纵容。当受害者亲属到京城

告状时，宋太祖召之相问：“汝女可嫁

何人？”讼者答：“农家尔。”又问：

“汉超未至关南时，契丹何如？”答说

：“岁苦侵暴。”再问：“今还有否？

”答说：“无也。”最后，宋太祖对这

个告状的农民说：“汉超，朕之贵臣。

汝女为之妾，难道不比为农妇强？假使

没有汉超在关南，汝家尚能保住所有货

财吗？”在对告状者进行了一番斥责之

后，赵匡胤命人将讼者遣送回乡，而对

“朕之贵臣”李汉超强娶民女为妾及贷

民钱不偿一事竟然无丝毫究责，只是将

他找来，劝他今后尽量要多注意些影响

，最后，不惩反赏，竟然还赐给李汉超

白金3000缗。

在“杯酒释兵权”这场历史上著名的

政治博弈与政治交易中，赵匡胤表现得极

为慷慨和仁爱，为了“安抚”石守信等武

将，他不但向他们赏赐了大量的钱财，而

且还“约婚以示无间”，与一帮武将缔结

政治婚姻。“杯酒释兵权”后，很快太祖

便爽约将自己寡居在家的妹妹燕国长公主

嫁给了高怀德，女儿延庆公主、昭庆公主

则分别下嫁给了石守信之子和王审琦之子

。显而，这种婚姻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

是对失去兵权后的武将们的一种笼络、安

慰与补偿。

谁知道，赵匡胤的这些小恩小惠、耍

小聪明的做法真的非常有效，由于赵匡胤

所采取的“以腐败换兵权”的政策或策略

，除了在立国之初相继发生了两起由后周

旧臣李筠、李重进所发动的叛乱外，此后

，在大宋帝国内部，300多年间竟然再也没

有发生过一起类似“黄袍加身”的政治事

变。

然而，天下事往往有一利则必有一弊

。后面我们将要说到，“以腐败换兵权”

对于大宋帝国来说，无异于自毁长城，慢

性自杀。仔细算一算账，人们就会发觉，

这代价也真的太大了！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其实是颁发腐败许可证

忽必烈大军
远征日本失败

原因不是遇到台风？
此后，忽必烈虽还有东征之意，但因种种客观原

因，及群臣谏劝，最终未能再举战事。元朝人大都认

为，没有必要为此弹丸之国大兴讨伐之事；且元军只

擅骑兵攻伐，并不擅海上征战。白朴曾作有《西江月

》词一首，为之感叹道：“白石空销战骨，清泉不洗

飞埃。五云多处望蓬莱，鞭石谁能过海。”

自唐代遣唐使以来，中日两国关系逐渐发生了微

妙变化。日本逐渐从向中国学习、遣使示好，转而自

立门户、反客为主。到明代倭寇屡屡骚扰东南沿海时

，中日两国关系已经开始恶化。那么，在明代之前的

元代，两国之间又是何种关系呢？

“元曲四大家”之一白朴，曾作有《木兰花慢》

词一首，词中提到“伏波勋业照青编。薏苡又何冤？

笑葺尔倭奴，抗衡上国，挑祸中原。分明一盘棋势，

漫教人、著眼看师言。为问鹍鹏瀚海，何如鸡犬桃源

。”词中有“倭奴”二字，又称其“抗衡上国”云云

，显然说明在元代，中日两国即有不睦乃至战事了。

所谓“伏波勋业”，是以汉代伏波将军马援征伐越南

事，概指元军诸将东征日本。整首词隐约表达了元代

征伐日本的战事，但“薏苡又何冤”之句又是何意呢

？这就需要进一步联系《元史》，来作一番史料探寻

与揣摩了。

据《元史》卷二○八《外夷一》载：“日本在东

海之东，古称倭奴国。或云恶其旧名，故改名日本”

。事实上，白朴词中所言的“倭奴”古名，源自汉代

。公元57年，日本列岛南部的“倭王”遣使朝贡，欲

借臣属于汉王朝树立自己权位和王位，故求汉皇赐封

，而光武帝赐其为“倭奴王”。直到唐代咸亨年间，

这受封于汉朝的“倭奴国”才改称“日本”，渐有自

立门户之意。

继续查阅《元史》，不难发现，白朴词中的中日

之战，有过两次，且发生在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期间。

原本，忽必烈没有打算东征日本，至元三年到九年间

(1266—1269)，还屡屡派使臣出使日本，有通好睦邻之

意。当时，对于铁蹄踏遍欧亚、一条马鞭征服世界的

大元帝国而言，根本没有把弹丸之地的日本国放在眼

里，以为日本必将臣服。于是乎，他没有挥动马鞭进

军，而是派遣使臣去通好了事。

岂料好几次使臣东渡，要么因风浪巨大无法抵达

，要么则因日本方面不作回应而不了了之，到后来，

日本更直接拒绝忽必烈的使臣登陆，并明确声称不会

向元朝纳贡称臣。忽必烈原本只是图一“虚名”，让

所谓“海内之国无不臣服”的声名成为事实，并非真

心想要日本的朝贡之礼；所以还一直耐着性子，按兵

不动。多次遣使东渡，却屡遭拒绝之后，忽必烈忍无

可忍，终于发兵日本了。

至元十一年(1274)十月三日，元军大小战舰 900

艘、28000名士兵、15000名水手等，在都元帅蒙古人

忻都、左副元帅高丽人洪茶丘、右副元帅山东人刘

复亨等的率领下进攻日本。高丽国王也派金方庆率

领大军随同出征。这次战役以元军占领日本两岛后

，又莫名奇妙地撤军而草草结束。至元十八年(1281)

，元军再次东征日本，用兵达十万之众。而这一次

则更为诡异，因为海上突起风暴，元军尚未登陆，

已全军覆没。还有一种说法，则是称元军诸将不和

，无法统令行军，最终不得不以全线撤军收场。这

两次东征日本，元军撤军原因至今众说纷纭，无法

确定。而白朴词中的“薏苡又何冤”，就正是认为

元军东征日本之所以失败，源于诸将失和、群臣猜

忌而致军心瓦解。

“薏苡”的典故，仍是出自汉代伏波将军马援的

史事。《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称，马援征伐

越南时，曾听说当地有一种“薏苡”的植物，其果实(

即薏仁)可食用，有轻身健体的功效；服用后还可以避

南方瘴气之害。于是归国途中，他便将这种植物的种

子载了整整一车回来，以便在国内种植推广。可当时

却有大臣向皇帝诬告，称马援载回国的车子里，曾经

载有满满一车的珠宝。白朴词中的“薏苡又何冤”，

正是以马援之冤代指元军内部的猜忌失和，也间接地

暗示了元军东征日本失败之因。

此后，忽必烈虽还有东征之意，但因种种客观原

因，及群臣谏劝，最终未能再举战事。元朝人大都认

为，没有必要为此弹丸之国大兴讨伐之事；且元军只

擅骑兵攻伐，并不擅海上征战。白朴曾作有《西江月

》词一首，为之感叹道：“白石空销战骨，清泉不洗

飞埃。五云多处望蓬莱，鞭石谁能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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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3月，从太原一路南下的李

济，在山西运城夏县西阴村，看到了

这样的情景：“突然间一大块到处都

是史前陶片的场所出现在眼前……他

们随手采集了86片，其中14片是带彩

的。

中国人的考古之始

1926年的李济，虽然只有30岁，

却已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负责人类学、

考古学课程，与王国维、梁启超、陈

寅恪、赵元任并称“五大导师”一年

有余。这一年的小年当天，李济离开

北京奔赴山西，在介休考察窑房、对

居民做体质调查，到绵山考察佛院，

至临汾考察尧都……直至发现西阴村

遗址后两天，李济才结束这次历时近

两个月的调查。

未曾想在归途中，李济患上了斑

疹伤寒，返京后一病不起。李济家人

又错信民间偏方，一度耽误了医治，

李济险些病危。所幸赵元任的夫人断

然做主，将李济送至协和医院，他才

转危为安。大病初愈，西阴村的情景

又在李济脑中浮现，病榻之上，他便

开始为考古发掘做起了准备。

李济为何要发掘西阴村，如今已

有不同观点。如考古史学者陈洪波认

为，当时安阳殷墟已通过出土的甲骨

文被确定为商代晚期都城，“西阴村

所在的夏县是传说中夏朝王都的中心

，李济看来想碰一下运气，看是否能

够在这里找到夏的踪迹……”当时以

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先秦

史抱以普遍的怀疑态度，寻找夏代的

考古学证据，自此便成为当时乃至今

天中国考古的焦点问题。但也有学者

如北大的孙庆伟认为，李济是想通过

调查和发掘史前遗址，回应安特生

——这位瑞典的地质学家根据他1921

年在河南仰韶村发现的彩陶，发展出

结论：中国的史前彩陶与欧洲的史前

彩陶相似，中华文明可能“西来”。

当时中国学界自然无法认同这种观点

，但因为尚未自己主持过考古工作，

所以也拿不出可资反驳的实证。

虽然最终李济在西阴村发掘短短

两个月，既没有发现传说中的夏都，

也没有发现中华文明并非西来的铁证

，但发掘出的大量陶片与半枚茧壳等

新石器时代遗物，仍可谓收获颇丰。

只是当时国人还不能理解考古的意义

，李济用了9辆大车、五六十匹马骡走

了9天，才把60箱陶片运回北京。有

人问：“花了这么多钱，难道就为了

这些破陶片？”而有故作聪明者回答

：“这些都是科学标本，运回北京化

验后，可以提炼出值钱的东西……”

比发现的遗物更为重要的，是西

阴村发掘为考古这门从西方引进的全

新学科，在中国奠定了科学的方法。

李济使用的“探方法”（挖8个2米见

方的方坑发掘）、“三点记载法”

（记录三维坐标）、“层叠法”（记

录人工层位）等，都与如今国内外考

古工作的方法一脉相承。

其实严格来讲，李济并非考古学

出身。最初在“清华留美预备学堂”7

年半，他就涉猎广泛，出任过清华演

剧队队长，发起过砥砺品行学问的学

生团体“新少年会”。到1918年他登

上奔赴美国克拉克大学的客轮时，准

备就读的也是心理学。待两年过去，

他来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研

究方向才变为人类学。在美国，通过

田野发掘获得研究材料的考古学，往

往被视作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一

个分支学科。不过李济的博士论文

《中国民族的形成》虽然让李济成为

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美国人类学

会会员，但文中使用的知识与方法，

仍是非考古学的体质人类学等。

只是李济从美国归来后，作为国

内绝无仅有的人类学博士，很快就被

中国丰富的考古资源吸引而去：1923

年，他在新郑李家楼大墓小试牛刀，

采集材料虽不足一个月，日后却做出

了细致的研究——《新郑的骨》。及

至西阴村发掘，李济已成长为当时中

国当之无愧最专业的考古学者。1928

年，他实至名归地加入由主张“上穷

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傅

斯年主持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

研究所，出任考古组主任，成为当时

中国考古的实际领袖，并开始执掌后

来被称为“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系统展

开之始”的殷墟发掘。

殷墟考古的辉煌与艰难

从晚清在殷墟发现甲骨开始，殷

墟就既成为中国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又成为各方势力盗掘的对象。傅斯年

选择殷墟作为史语所乃至当时中国考

古的主战场，当然有看重此地作为商

代都城，有文字材料、年代明确、学

术意义重大的考虑，但也有抢在盗掘

者之前发掘以保护殷墟的目的。1928

至1937年，史语所先后在殷墟发掘15

次，几乎全考古组齐上阵，声势之浩

大，在1949年前的中国考古史上无可

匹敌；发现的宫殿、宗庙和帝王大墓

，则将3000年前商王朝的辉煌背影从

无到有勾勒而出。

考古工作新鲜而神秘，影响力随

即扩散至圈外。1930年李济在济南出

席一场新闻发布会，闻讯而至的记者

和当地文化人把大厅围了个水泄不通

。自由提问中，记者直接抛出了考古

和盗墓有何不同的问题。李济的回答

，可谓殷墟发掘方法的概括：“考古

不是挖宝，因为在我看来，对于增进

我们关于历史的学问来说，地下的瓦

砾骨头与黄金珠宝并无区别。”

“（盗墓贼）之卑劣采集手段，导致

广大公众对古器物之出土地点、层位

及连带关系无从得知；而此种知识乃

为进一步系统发掘所必具备……科学

发掘之结果，不仅能以古代遗址及遗

物之科学价值取信于公众，并能促进

对其施加必要保护，并传布科学考古

学知识之进步。”

但是，在殷墟考古辉煌的成绩背后

，这10年间坐镇现场或后方的总指挥

李济所面临的艰难，其实层出不穷。

首先是盗墓。古董商利诱盗墓贼

，盗墓贼又与地方军官勾结，致使盗

墓屡禁不绝。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

1934年，据史语所的石璋如回忆：村

长跑来打听，“中央”是否派遣了

“中央夜晚发掘团”？石璋如等人带

军警到现场查看，果然是县府官员做

了盗墓贼，谎称史语所是“中央白天

发掘团”。猖狂的盗墓贼甚至与军警

交了火，后被缴械带至县政府，但最

终此事仍以不了了之收场。

其次是土匪。1936年发掘团发现

了藏有1.7万余枚甲骨的127号灰坑，

为了妥善发掘，发掘团决定将整个灰

坑切割起取至南京。切割下来的土块

重达3吨，搬运工作十分缓慢，当地的

土匪就打起了抢甲骨的主意，一度鸣

枪希望吓跑考古队员。所幸发掘团

“已经准备好士兵藏在附近高土堆，

见土匪射击也就居高临下回击”，土

匪也就未再轻举妄动。

再次是与地方的矛盾。河南省图

书馆馆长兼民族博物院院长何日章，

抓住李济等人为保护文物免遭军阀战

火，曾携少量文物返回北京的“把柄

”，倚仗冯玉祥掌控的河南地方政府

拥兵自重，“中央”束手无策的局势

，声称河南考古不容外省人越俎代庖

，对史语所的发掘百般阻挠，如出价

收买知道文物消息的村民，用“无记

载、无照相、无方法，挖完了不知是

怎么回事”的所谓“考古”破坏殷墟

，以致史语所一度被逼出河南，只得

转战山东龙山镇发掘城子崖遗址。而

李济甚至因此请辞考古组主任，“安

阳工作进行无术”，被中研院院长蔡

元培力劝才回心转意。

第四是对考古的误解。村民对考古

不明所以，状告李济“故意侵及民墓”

也就罢了，1934年，更闹出过一起国民

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在《大公报》上

批判考古的“公案”：“近年以来，研

究国学科学诸家，忽起发掘古墓、寻取

学术材料之风。在学术界中，或多视若

当然；而在爱国爱民者，则痛心疾首，

呼吁无声，哭泣无泪。中国今日贫弱极

矣，学术教育败坏极矣，应作之事不知

其几千万，何必发墓，然后为学？”他

要求“通令全国，凡一切公然发墓取物

者，无论何种理由，一律依刑律专条严

办”。所幸蔡元培坚守在史语所一边，

以自己名义在各大报纸刊出驳戴季陶的

公开信，夺回了舆论。

最后一项艰难则远大于前四者，

以致一举终结了史语所在殷墟的岁月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

1938年，安阳落入敌人之手，日本学

者开始了对殷墟的非法发掘……

“一个巨人消失了……”

1940年，李济和史语所，以及他

1934年接手出任主任的中央博物院筹

备处，来到川南古镇李庄，这一先后

云集了中研院社会所、营造学社等机

构专家的“抗战文化中心”。在此之

前，从南京出发的李济，已辗转长沙

、昆明，躲避着日军的空袭，押送着

国家的文物，撤退了两年多。此后的6

年，直至抗战结束，他在此一边整理

殷墟的陶器材料，一边指挥史语所与

中博院就地发掘四川的彭山汉墓、成

都前蜀王永陵，两度深入西北考察，

在成都、重庆举办“远古石器展

”……李济劝勉同仁：“不要问在第

一线的忠勇将士抵抗得了敌人吗？我

们应当问我们的科学或一般学术是否

敌得过敌人。”

但躲过了日军炮火的李济一家，

仍未被死神放过：1940年李济生日当

天，他的次女、刚刚初中毕业的李鹤

徵因急性肠炎，在病发不足三日后撒

手人寰。转眼1941年底，李济的长女

、即将高中毕业的李凤徵又感染了伤

寒，坚持到第二年初也终告不治。自

责“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

儿”的李济，两女一儿入西南，1945

年抗战胜利后，与他同回南京的子女

，只剩了儿子李光谟一人。但1945年

之后的3年，不仅没有让李济来得及重

启殷墟发掘，反倒成了他在大陆的最

后时光。1948年12月22日，李济督运

着装载有史语所重要图书、设备以及

故宫迁运文物的轮船，挥别大陆，去

了台湾。李济选择了守护殷墟的文物

，而因此，他又失去了他的儿子。

2005年李光谟曾向《李济传》的作

者岱峻回忆，解放前夕他身处上海，

“父母一天一个电报，把飞机票买好了

寄来……那时机票比黄金还贵”。但

“我给他们写了最后一封信，告诉他们

我决定留下来，说我想看到一个新社会

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我们还会有相见的

一天……后来有人告诉我，母亲收到信

后大哭一场。父亲轻易不掉眼泪的，我

这个人，在他眼里也许是不可救药了。

那一年，我22岁”。

自此，李济与李光谟的余生分道

扬镳。1959年，大陆的《考古》杂志

发表《批判李济的反动学术思想》，

称“李济是美帝国主义一手扶持起来

的所谓‘考古学家’，过去在中国考

古界长期篡窃着领导地位……”而服

从组织安排，后成为著名马克思哲学

理论翻译家的李光谟，“文革”期间

也被“大字报”批斗为“国民党的残

渣余孽、李济的亲生儿子”。

1995年李济虚岁百年诞辰，受邀

赴台的李光谟终于来到了父母的墓前

，敬献了花篮。他发现，“对父亲其

实有着很深的感情”，“越来越觉得

他这个人很了不起”。之后直到2013

年辞世，李光谟一直致力于李济遗著

的编校整理。

另一边，来到台湾的李济，婉拒了美

国多家大学的长期讲学邀请，将余生献给

了两大事业：一是筚路蓝缕，建立、兴盛

起台湾的考古。他出任迁至台湾的“中研

院”史语所第三任所长，后又两度代理

“中研院”院长。他创办台湾大学考古人

类学系，大力推进台湾岛的考古工作。他

桃李满园，改革开放后给大陆考古带来深

远影响的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就是李济

在台大的高徒；李济到台湾后过继的内兄

之子李光周，后来也在台大、哈佛读到考

古人类学博士，并继承了父亲衣钵，执教

台大。二是恪尽职守，完成对殷墟的研究

。当年发掘殷墟的同仁，时过境迁早已星

散，李济觉得，把对殷墟的研究完成，是

他的责任。他综合15次殷墟发掘的材料，

至1977年终于完成了《安阳》等著作，对

当年的考古工作做了总结性回顾。至他生

命的最后年月，他还坚持每周去一次台北

“故宫”。“先生便扶着铁架，一步步缓

慢而艰毅地走到书桌前，仔细端详准备好

在桌上的青铜器，神情如此专注，如此不

厌其烦……”

1979年 7月，83岁的李济还曾表

示，他正计划自己的最后一本著作，

“要与最初的著作《中国民族的形成

》同名”。半个月后的8月1日，台大

考古人类学系成立30周年纪念日，上

午9点半，身处大陆的李光谟的女儿在

家莫名其妙摔了一跤，磕掉了包括门

牙在内的4颗牙。三周后李光谟收到讣

告，就在8月1日上午9点半，李济心

脏病猝发，驾鹤西去。后人在整理他

的遗物时，除了在书房见到5只木猴子

，以及台北“故宫”赠送的两三件仿

造艺术品，未发现一件古董。

正如张光直曾对恩师的评价：

“迄今为止，在中国考古学这块广袤

土地上，在达到最高学术典范这一点

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随着他

的过世，一个巨人消失了……”

李濟：中國人的考古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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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是金色的，落日的余晖金光灿灿；

秋天是凉爽的，阵阵的秋风神清气爽……

褪去夏日的暑气，迎来秋日的清凉，辽

宁的秋，是多彩的……

本溪—中国枫叶之都 秋天到这里赏最美枫

叶

一叶知秋，枫叶是秋天最美的信号；一

夜秋风，满山遍野层林尽染，赏辽宁五彩斑

斓的“枫”情。

素有“东北小黄山”的关门山风景区位

于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境内，距市区48公

里，森林公园占地3517公顷，森林覆盖率

85％。关门山风景区有五个特点：山美、水

美、树美、云美、花更美。

本溪关门山风景区 阿苏看世界/摄本溪

关门山风景区 阿苏看世界/摄

盘锦—无际的五彩斑斓 举世无双的红海滩

这片无际的“红毯”，是大自然孕育的

一道奇观，是赐给辽宁秋天最特别的礼物。

位于辽宁省盘锦市的辽河入海口的那片

无际的湿地，每年的8月到10月，就慢慢地

换上红色的盛装，织就出这美景奇观的是一

棵棵纤弱的碱蓬草，她每年4月长出地面，

初为嫩红，渐次转深，10月由红变紫。一簇

簇，一蓬蓬，年复一年地生生死死，死死生

生。于光阴荏苒中，酿造出一片火红的热情

烂漫。

沈阳—传奇盛京 一朝发祥地 两代帝王城

秋高气爽时，漫步故宫，探秘帅府，静

静感受昔日皇城根儿底下的东北味儿，细细

体味这东方鲁尔的美丽与沧桑。

沈阳故宫是中国仅存的两大宫殿建筑群

之一，占地面积六万多平方米，有古建筑

114座，500多间，至今保存完好，是一处包

含着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古代遗址。

一座官邸，亦是一座私宅，始建于民国

三年（1914年），总占地3.6万平方米，总

建筑面积为2.76万平方米。一部民国史，一

段家国情。主要有大、小青楼、西院红楼群

及赵四小姐楼等，各个建筑风格各异，有中

国传统式、中西合璧式、罗马式、北欧式、

日本式。

抚顺—满族故里 清王朝龙兴之地

经历了春天的风，夏季的雨，秋天里的

抚顺城，更多了些韵味。

赫图阿拉老城位于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

族自治县，在史学界被称为“清王朝第一都

城”，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座山城式都城，

是辽宁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AAAA级

旅游景区。满族的风情从秋延续到冬，烘托

着喜庆与吉祥。

丹东—沿江沿海沿边的城市

初秋的鸭绿江畔，迎着飘扬的国旗，登

高远眺祖国的美好。

丹东凤凰山风景区位于凤城市，是国家

级风景名胜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雄

伟险峻，怪石、云海、佛寺引人入胜，是万

里长城第一山，登高望远纵情山林间。

丹东断桥 一蟹走天涯/摄丹东断桥 一蟹走天

涯/摄

辽宁，深藏了很多罕见绝美景色，等你

来发现。辽宁，四季很美，最美在秋季。

金色的秋 多彩的辽宁发现不一样的美景

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一定也都是喜欢

旅行的，可并不是每一次出发都会有合适的

旅伴，出发亦是为了回到最简单最纯粹的世

界中去，旅行最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放下

一切去感受当下的过程。大好时光，风景正

好，如果你也刚好一个人，那就去广西这些

地方走一走吧。

阳朔

在阳朔，最没用的恐怕就是钟表了，任

何人到了这里都要学会放下城市里的匆忙脚

步，去品味一段慢时光，来到这里，你可以

乘坐竹筏徜徉在丽江的奇峰异石与广阔湖面

之间，在漓江中央放空自己，忘却时间，忘

记身处何处。

龙胜梯田

如果说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

特，那么说一万个游客心中有一万个龙胜梯

田也不为过，来到龙脊梯田，你最好爬到山

顶上那一家，吹着山风在木制吊脚楼上喝杨

梅酒，正可谓人生一大乐事。

梧州骑楼

梧州是个慢节奏的城市，它仿佛一张柔

软的沙发，仓促的步履行到此处，便不禁放

缓了。来到梧州骑楼，有着让人欲罢不能的

粤式美食，最适合一个人慢慢地去体会，在

这里，与其忙于参观各种景点，不如融入到

城市中，享受这里的闲适生活。

丹洲古镇

幽思千载的石板街巷，耐人寻味的古桥

石栏，传统的民俗民风，这样的丹洲古镇神

秘而古朴。在这里，漫步古城，感受闲适光

阴里的一花一木，让午后的一米阳光照进心

中最柔软的地方，只管过一段属于你的丹洲

生活。

三江侗寨

在这里，你可以静静的感受清晨田野的

宁静，亦可以感受侗寨伙伴们欢闹的氛围。

夜幕降临，河边湿软的风吹过，一座一座吊

脚楼悬在河上，楼里的灯光或明或暗，而你

就在这里，感受着一个人的三江柔情。

涠洲岛

文艺小资的地方，很适合一个人慢悠悠

的消磨时光，这里没有行色匆匆的路人，没

有飞驰而过的汽车，最适合找一处咖啡馆发

呆，或者坐在海边吹一吹海风，每一处都是

一段惬意时光。

单
身
不
寂
寞

到
广
西
感
受
一
个
人
的
浪
漫

梧州，曾经的繁华已逝，现在的安静

也是必然，一半是骨子里的优雅气质，一

半是南方本土的柔情似水。从全国最大的

骑楼城到美不胜收的白云山，从西江河神

龙母庙到浪漫的石表山、天龙顶的神奇、

旧英领事馆的血泪……这座城市到处散发

着迷人的魅力。

骑楼城 “一座骑楼城，半个梧州市”

，梧州的骑楼城是古代最繁华地段的商业

聚集地，白色建筑的墙体很有欧洲的洋楼

风情，然而整体的建筑群连成片后又感觉

很温馨有质感。白天的骑楼城是一种壮阔

宏伟的样子，而晚上的骑楼城却又是另外

一种不同的样子和感觉。

白云山 白云山位于梧州的东北角，驻

足三江口，386米的海拔高度虽说不上伸手

可摘星辰，却能俯瞰苍梧大地的美景。据

说下雨之后登上山顶，云雾缭绕，天地朦

胧，团团白雾从四面涌出，宛若仙境，美

不胜收，这才是真正的白云山。

龙母庙 外地人一进入梧州，最容易

感受到的就是浓烈的龙母文化。龙母其

实就是梧州人的妈祖，同样源于水文化

，同样具有利泽天下、庇荫后代、保佑

平安的功德。不少善男信女和游人争先

恐后来朝拜、上香、摸龙床、照龙母镜

、用龙母梳、洗龙母水、喝龙母茶，十

分热闹。

石表山 石表山属于典型的丹霞地貌，

集雅、幽、奇、险、神于一体，城墙式的

丹崖绝壁及险峻幽深的额状岩廊随处可见

，巍峨雄伟，奇丽壮观。站在石表山上，

观云海翻涌，这里也是一个让人在梦里常

常发呆的地方。

天龙顶 天龙顶山地公园风景区是中国

第一个全时度假山地户外休闲景区，其自

然资源具有多样性，天龙顶之奇险，令人

望而却步，却又引人入胜，行走在龙脊上

，游目俯视，脚下远近群山碧波浪涌，一

片壮观。

旧英领事馆 这一栋一层的明黄色西式

建筑就是旧英领事馆，当年梧州被迫开放

为通商口岸，英国人在此建立此领事馆。

领事馆带有小型花园，内部现在作为相关

的博物馆进行展出，包括当时的文件、界

碑等，让我们不忘那段屈辱的历史。

梧州：抓不住时光
静心品时光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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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陷“亲信干政门”李在镕
被控行贿】

身为三星电子的副会长，李在镕

深陷韩国总统朴槿惠亲信干政风波。

2016年 10月，韩国 JTBC电视台

提出朴槿惠好友崔顺实幕后干政的疑

惑，曝出崔顺实曾多次修改总统的演

说讲稿。

同年12月，韩国国会通过弹劾总

统朴槿惠的决议，宪法法院受理弹劾

案。独立检查组正式启动调查，三星

集团被指存在贿赂行为，接受检方调

查。

韩国检方指控，三星集团副会长

李在镕涉嫌向总统朴槿惠及其亲信崔

顺实行贿 433 亿韩元(折合人民币约

2.49亿元)或意图行贿。李在镕被指向

崔顺实控制的基金会和公司提供资金

，促成合并案，顺利接班三星经营权

。此外，李在镕曾以培养马术选手名

义，资助崔顺实的女儿郑维罗。2016

年12月，李在镕在出席崔顺实干政事

件听证会时，拒绝承认认识崔顺实母

女，涉嫌作伪证。

特检组于2017年2月17日逮捕李

在镕，2月28日对其正式上诉。

【53次审判、59人作证：“世
纪审判”将告一段落】

据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消息，当地

时间8月25日下午2时30分，将对包

括李在镕在内的三星集团5名高管进

行一审宣判。自李在镕于2月28日被

起诉以来，这场历时近180天的“世

纪审判”即将告一段落。

韩国特检组以行贿罪指控起诉李

在镕。之后，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于今

年3月9日对其进行首次预审，李在镕

方面对指控全盘否认。

李在镕受贿案的正式审判从 4

月 7日开始，到 8月 7日的终审为止

，其间共进行 53次审判。包括周末

在内，平均2到 3天进行一次审判，

如此集中的审理方式是十分罕见的

，也提升了法院的审判效率。由于

案件复杂，争论焦点较多，证人也

多达59人。

在最终庭审中，李在镕被特检组

提请判处有期徒刑12年。除行贿罪以

外，李在镕还被控贪污、隐藏在海外

的资产、隐瞒犯罪所得以及作伪证。

据悉，由于检辩双方之间存在争

议，李在镕是否向崔顺实之女郑维罗

的马术训练提供支援，成为李在镕最

终是否被判有罪、法院如何量刑的关

键。李在镕方面称，马术训练赞助仅

是出于公益目的，且特检组不具备直

接证据，无法证明其嫌疑，因此李在

镕应被判无罪。

但检方表示，根据证言以及间接

证据，已经足以证明李在镕的行贿嫌

疑。

【“天之骄子”继承人 与朴槿
惠三次密会】

现年49岁的李在镕是三星集团会

长李健熙的长子，也是唯一的儿子，

从小就作为三星未来掌门人被培养。

从韩国国立首尔大学毕业后，他在日

本获得MBA学位，并在哈佛大学深造

5年，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和英语。

资料显示，李在镕23岁就进入家

族企业三星集团，2009年被任命为首

席运营官，2010 年升任三星社长，

2012年出任三星集团副会长。在李健

熙心梗住院后，他便以非官方的身份

担当起了临时会长的职务，2016年 9

月入主三星电子董事会。

韩联社报道，今年7月份，李在

镕的净身家达到72亿美元，位居韩国

富豪榜第二位，仅次于父亲李健熙。

李在镕作为韩国第一大财阀继承

人，不仅在企业经营方面能挑大梁，

而且本人也风度翩翩，被视为三星集

团的全球形象大使。

据报道，李在镕与多国政要都关系

不错。他曾受邀参加已故苹果公司掌门

人乔布斯的葬礼，在追悼会上透露了与

乔布斯的交往细节，包括困难时接到乔

布斯的电话，一起共进晚餐等。

据公诉书，李在镕和朴槿惠2014年9

月、2015年7月、2016年2月有过三次单

独面谈。特检组认为朴槿惠借面谈之际要

求李在镕向崔顺实提供资金支持，并以此

为代价帮助李在镕实现经营权继承。

【“太子”是否就此一蹶不振
？】

有报道称，大财阀为换取优惠政

策和财政扶持，而向政治人物献金，

已是韩国政坛难以根治的顽疾。

李在镕的父亲李健熙，就在1996

年和2009年分别因行贿和非法转让经

营权、逃税被起诉，且最终都被判刑

。不过，两次李健熙都因总统特赦，

逃过牢狱之灾。

虽然无法预测李在镕是否会被判

刑，或是否最终如父亲一样被特赦，

但有专家表示，李在镕可以通过律师

与三星高官保持联络，继续参与企业

决策。

首尔庆熙大学研究企业管理的教

授权荣俊(音)说：“高官被判刑后仍

能保有先前的职位，因为他们不仅是

企业的运营者，更是所有者。”

这在韩国并不是没有先例。韩华

集团总裁金升渊、SK集团总裁崔泰源

被判有罪入狱后，依然可以对企业施

加影响，并且在狱中和出狱后，一直

都是各自企业的总裁。

从辉煌到被诉：
三星太子受审路 曾三度密会朴槿惠

8月25日，韩国法院将对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行贿案作出一审判决。从韩国第一大财阀实际领导人，到落入

法院被告席，经历将近180天的“世纪审判”，李在镕的“落马”路上都经历了什么？审判后又将如何？

英国威尔士王妃黛安娜1997年

的8月31日在巴黎车祸丧生，今年戴

安娜去世20周年，英国民间依然非

常重视，不少电视台相继推出纪录

片，威廉及哈里王子亦公开忆述丧

母之痛。不过分析指出，对较年轻

的千禧世代而言，戴安娜逝世时他

们才刚刚甚至未出生，对比老一辈

及年轻人对戴安娜的态度，多少能

反映英国的世代矛盾。

据报道，1997年戴安娜下葬时

，伦敦街头有过百万人送别她的灵

柩，超过一半英国人通过电视收看

。

威廉及哈里近日出席多个纪念

母亲的活动。他们到戴安娜生前常

造访的肯辛顿宫“沉落花园”(Sunk-

en Park)，上址改种了白玫瑰及毋忘

我，并更名为“白色花园”。与戴

安娜相识的园丁带他们参观，并指

出她喜欢的花朵。

戴安娜为不少慈善机构提供支

持，威廉及哈里其后在肯辛顿宫会

见慈善组织的代表。另外不少人前

日开始在肯辛顿宫外放置鲜花，大

闸挂满了照片及祝福的字句。

调查机构YouGov发现，年过50

岁的英国人对“人民王妃”事迹认

识最深，对大部分18岁至24岁青年

来说，他们最记得的只是戴安娜在

车祸中丧生。作家赛义德认为，对

年轻人来说戴安娜只是“摩纳哥王

妃的较近代版”。

对戴安娜回忆的世代矛盾，其

实正是英国社会的缩影，例如去年

脱欧公投中，老一辈多支持脱欧，

年轻人则多希望留欧。

这个世代差异虽然与那宗巴黎

车祸没有直接关系，但或多或少是

戴安娜去世前后英国经济环境转变

所造成，例如1996年英国楼价开始

上涨，免费大专教育则在1998年结

束，自此新一代享受的机遇便不及

上一代。

两名 18 岁的英国少女接受采

访时表示，她们直到威廉迎娶凯

特才开始了解戴安娜，但即使如

此，戴安娜也始终不是她们眼中

的时尚象征。其中一名女生威尔

科克斯说得更直接：“我看着她(

戴安娜)我会想：‘我的天，我永

远也不想剪那个发型。’凯特才

是我们这个世代的象征，她是我

们的戴安娜。”

对于现年78岁

的“戴安娜狂迷”

多布森而言，无论

如何凯特也取代不

了戴安娜的位置，

“永远无人能够取

代”。她家中放满

了戴安娜的纪念品

，甚至连丈夫年初

去世时，她也要把

一张戴安娜照片放

进棺里。

不过就连多布

森 也 不 得 不 承 认

“戴安娜热”已成

过去，她创立的戴

安娜纪念组织成员由最初的数百人

减至 200人，组织网上论坛最近一

次有人留言已是两年前，“20年前

那百多万人去哪里了？我也不知道

！”

戴安娜逝世20周年：年轻人老一辈对其态度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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盂蘭盆超薦及供僧法會

只要$1,休斯敦回上海特價機票旅遊團套餐！
只要$399,休斯頓回台灣順道游江南，長榮特價旅遊機票套餐！

志願者幫忙遭受志願者幫忙遭受HarveyHarvey風暴的家庭風暴的家庭
進行房屋災後處理跟清潔進行房屋災後處理跟清潔

德州佛教會謹訂於九月十日(星期
日)上午十時，於玉佛寺大雄寶殿啟建
「盂蘭盆超薦及供僧法會」 。 法會程
序將恭請本會副會長上宏下意法師開
示 「身苦心莫苦」 。亦將遵循佛制，
安排由居士代表供養僧寶，禮敬僧團
，修福增慧。

盂蘭盆法會活動也安排於九月七
、八日兩晚諷誦《地藏菩薩本願經》
，九月九日舉行 「三時繫念」 佛事一
堂，以祈冥陽兩利。法會期間，特供
設往生超薦牌位，結掛祈福平安燈和
薦亡超度燈。藉此法會功德因緣，祈
願世界和平，人民安樂，生者福壽增
長，逝者往生淨土。

四天法會活動時間表如下，敬請
貴媒體酌於刊登，屆時蒞寺採訪報導
。

德州佛教會 文宣組 敬邀
盂蘭盆超薦供僧法會活動時間表

九月七日（星期四）
7:30PM ~ 9:30PM
諷誦 「地藏菩薩本願經」 前6品、開
示
大雄寶殿
九月八日（星期五）
7:30PM ~ 9:30PM
諷誦 「地藏菩薩本願經」 後7品、開
示
大雄寶殿

九月九日（星期六）
9:00AM ~ 4:30PM
三時繫念超薦佛事
大雄寶殿
九月十日（星期日)
10:00AM ~ 12:00PM
盂蘭盆超薦供僧報恩法會
大雄寶殿
1:30PM ~ 3:00PM
念佛大回向
觀音殿
九月十六日（星期六）
10:30AM ~ 11:30AM
超度回向法會
菩提中心報恩塔
註：九月九日（星期六）及九月十日
（星期日）法會當天，本寺敬備午齋
結緣。

（本報訊）休斯頓旅遊權威—休斯
敦全旅假期各種特價 盡在全旅 ！
【休斯敦回上海特價機票旅遊團套
餐】$1/人（含國際機票,稅金,團費
2017年9/10/11月休斯敦出發,含：
休斯敦-上海往返國際機票！ （兩
人成行，同去同回）（注：美國其
它城市出發請來電諮詢！也有特價
！）
含：機場稅！
含：江南七天順道遊及五星級吃住
玩！
含：可免費停留探親！ （最多可停
留180天）
此價格未含：
簽證, 部分景點門票（$90），小費
（$70)!
注：需美國護照或綠卡者華僑成人
享有此特價！
速電：TEL:713-568-8889
【長榮航空團票】$399 (含稅,含機
票,含旅遊)
坐長榮，回台灣，遊大陸！
預定 2017夏秋季 (8月 6號以後出
發) 長榮回台灣, 順道遊江南.可最多
停留台灣90天
只需$399/人(含稅，含團費，含機票
） . 座位有限, 欲購從速
399包含:
*休斯頓 -上海 - 台北 - 休斯頓機
票 (含稅金，可停留台北，90天往返
）
*江南7日暢遊上海，蘇州，無錫，
南京，杭州

*全程5星級豪華酒店
*豪華旅遊大巴士，全天接送機服務
*全程國語全陪及地陪
*每日三餐及當地美食
水鄉風味美食——傣家村歌舞宴+上
海本幫風味西湖魚頭宴+錢塘江小
吃+無錫乾隆宴+太湖風味南京全鴨
宴+淮揚風味姑蘇風味+吳門家宴
***此價格未含，小費（$70）及部
分景點門票（$90), 中國大陸簽證
($170)***
休斯頓 全旅假期
713-568-8889
7001 Corporate Dr. # 210 Houston
TX 77036
(美南銀行後面華埠大廈
內)
www.chinatourus.com
Wechat: chinatourus
全旅假期還有以下多項服
務, 如您有任何旅遊需求,
歡迎來電查詢
黃石公園 4-12 天 (買二
送一) 按原價 30% off 大
甩賣總統巨石、北大峽谷
。黃石公園、羚羊彩穴、
玲瓏拱門、西峽谷
美東4-9天(買二送二) 按
原價30% off 大甩賣紐約
、費城、華盛頓特區、康
寧、尼加拉瀑布、波士頓
、 羅德島、康州、哈佛
大學、麻省理工學院、耶
魯大學美西團(買二送一)

按原價30% off 大甩賣洛杉磯、舊
金山、拉斯維加斯、 迪士尼樂園、
好萊塢環球影城、聖地亞哥海洋公
園、洛杉磯市區遊、大峽谷、玻璃
橋、胡佛水壩、大峽谷西緣、 巧克
力工廠、仙人掌庭院、舊金山大橋
、漁人碼頭、優勝美地國家公園。

美加東豪華遊8天暢遊:11 大名
城(買二送二) 按原價30% off 大甩
賣紐約、費城、華盛頓特區、康寧
、尼加拉瀑布、多倫多、千島湖、
渥太華、蒙特利爾、魁北克、波士
頓。

邁阿密 5天 (買二送一) 奧蘭多

4-9天 (買二送二)
沼澤國家公園、西鎖島、西棕

櫚灘。迪士尼未來世界、魔術王國
、美高梅影城、水上樂園、冒險島
樂園、環球影城、甘迺迪太空中心
海洋世界。
亞特蘭大-新奧爾良-芝加哥 6天
亞特蘭大、蒙哥馬利、新奧爾良、
傑克遜、 孟菲斯、聖路易斯、春田
市、芝加哥
中國大陸 ：特價旅遊團 $49 & $99
江南、黃山、北京、西安、雲南、
香格里拉、珠三角、澳門、桂林、
廣州、 張家界、九寨溝

歐洲: (西歐 南歐 東歐 北歐 )名人假
期、 翠明假期、天寶旅遊
豪華郵輪 : 加勒比海、阿拉斯加、
墨西哥、地中海、歐洲、夏威夷、
巴哈馬、加拿大、 New England
東南亞 ：日本、台灣、新加坡、馬
來西亞、泰國、香港。
澳洲、紐西蘭、黃金海岸大堡礁、
埃及尼羅河、杜拜、印度金三角。
中南美州 ：巴西、阿根廷、智利、
秘魯、厄瓜多巨龜島、南極冰川、
瓜地馬拉、哥斯大黎加。
其他業務: 中國簽證、各地廉價機票
、 酒店、 租車、機場接送。

大家如果知道身邊有親人
，朋友，鄰居，路邊聽見看見
那些遭受Harvey 風暴的家庭
需要災後對他們的房屋進行清
潔、處理的，請轉告他們聯繫
Second Baptist Church, 他們
在整個休斯頓東、西、南、北
、中部都有分區。每個分區都
聚集了很多經訓練的志願者，
每天去不同的受災社區，幫忙

進行房屋災後處理跟清潔。前
幾天我們跟隨一群志願者來到
Katy一戶人家，主要幫他們切
除濕牆，挖空牆內石膏灰膠夾
板，拔除濕地毯，掃地，拖地
，運垃圾，搬移受損的家具等
。需要幫助的家庭要在他們的
網上填寫表格，這樣便於他們
協調與分配各個分區的志願者
。網址是www.second.org

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風
雅集將於九月十日，星期日，下午一
點半至三點半 , 在休士頓華僑文教中
心 203 會議室舉行講座。將由美南電
視科技与生活節目製作兼主持人符濟
群先生主講: 科學與生活。

人類已經進入科幻未來了嗎？在
過去三十年來，電腦計算能力驚人的
增長、語音及圖相識別能力的突破、
加上人工智慧的發展，為我們人類日
常家居生活帶來極大的影響。當天研

討會將討論的主題是：如何偵測和如
何避免電磁輻射對人体的影響。家庭
生活自動化：智慧開關、感應器、冷
氣控治、視頻監視。家庭中的助理：
Amazon Echo, Google Home, Apple
Home Pod. 自動駕駛汽車： 無駕駛盤
自動車、AI 人工智慧車、Tessa 自動
駕駛。 無人機：介紹無人機的功能及
發展、無人機載人的運作、以及無人
機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透過各種方
式的介紹、說明、講解、及討論，希

望能夠讓大家增長常識，知道如何享
受現代高科技帶來的便利，同時能夠
避免一些新興科技對人體的危害。

此項講座為僑社開放。會員免費
，非會員僅收五元。華僑文教中心的
地 址 是: 10303 West Offic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42, 歡迎僑社大眾前
往參加。

訊問請洽黃初平 Chuping Huang
832-876-9069 或 E-mail: llc@jccaa.org

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風雅集座談會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秦鴻鈞攝

美南山東同鄉會美南山東同鄉會與西南區保安公司與西南區保安公司
積極參與救助活動積極參與救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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