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地產
美南报业电视传媒集团

美南日报 ● 华府日报 ● 达拉斯日报 ● 休斯顿黄页

美国政府制定刊登法律性质广告有效刊物周一版

WWW.SCDAILY.COM

PRSRT STD US POSTAGE PAID RICHARDSON, TX PERMIT #1198C1

CC88

星期一 2015年9月14日 Monday, September 14, 2015

星期一 2015年9月14日 Monday, September 14, 2015 WWW.CHINATOURUS.COM
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10, Houston, TX 77036（美南銀行後棟）

全旅假期全旅假期 Debbie文媛/Manager
專線：281-799-2833
debbie@chinatourusa.com

美西七天
$318（再買二送一）$215起

加拿大洛磯山七天,
哥倫比亞大冰原 露易絲湖 溫哥華

$566/人(原$629)

美東六天 $175起 美加東八天 $303起

黃石公園( 丹佛) 六天 $266起

黃石七天 羚羊彩穴、布萊斯峽穀、包偉湖 $286起

（
買
二
送
一
）

專辦中國簽證 (十年) 全球豪華郵輪

北歐七天 $730起

（
買
二
送
二
）

上海 ,南京 ,無錫 ,蘇州 ,烏鎮 ,

八日遊 僅 $699

機票+旅遊團(含國際來回機票&稅金
並可自行選擇回程日期)

張家界三峽遊輪十一天
$$299299//人人 ((原原$$499499))

99//66 -- 99//1717
( 含三峽遊輪)

休城讀圖

大休斯敦地區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休斯敦地區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6666週週
年的國慶綜藝晚會將於年的國慶綜藝晚會將於99月月1515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晚七點半在晚七點半在Stafford CentreStafford Centre舉行舉行。。今年的國今年的國
慶綜藝晚會主題為慶綜藝晚會主題為““文化中國文化中國，， 齊風魯韻齊風魯韻””
。。

國僑辦特派的國僑辦特派的““文化中國文化中國，， 齊風魯韻齊風魯韻””
藝術團由濟南市歌舞劇院藝術團由濟南市歌舞劇院,, 濟南市京劇團濟南市京劇團,, 濟濟
南市雜技團和濟南市曲藝團的藝術家以及眾南市雜技團和濟南市曲藝團的藝術家以及眾
多特邀國家一級演員組成多特邀國家一級演員組成。。藝術團一行藝術團一行3535人人
，， 演員陣容強大演員陣容強大,, 節目形式多樣節目形式多樣,, 內容豐富內容豐富
精彩精彩。。在這台綜藝晚會上在這台綜藝晚會上，， 觀眾們將會享受觀眾們將會享受
到年輕歌唱家韓霞及牛禎的優美歌聲到年輕歌唱家韓霞及牛禎的優美歌聲““大地大地
飛歌飛歌”，”， ““望月望月”” ““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
”，”， 以及濟南市曲藝團國家一級演員趙福海以及濟南市曲藝團國家一級演員趙福海
的山東快書的山東快書““武松打虎武松打虎”。”。國家一級演奏員國家一級演奏員
，， 解放軍軍樂團一隊薩克斯管首席王清泉將解放軍軍樂團一隊薩克斯管首席王清泉將
讓觀眾感受到與讓觀眾感受到與KENNY GKENNY G 不同風格不同風格,, 令人耳令人耳

目一新的薩克斯管獨奏目一新的薩克斯管獨奏““我心永恆我心永恆””
。。 ““吉祥三寶吉祥三寶””作者作者，，出生於呼倫貝出生於呼倫貝
爾大草原的布仁巴雅爾爾大草原的布仁巴雅爾，，以其溫暖透明以其溫暖透明
的聲音和寬廣大氣的風格深受粉絲愛戴的聲音和寬廣大氣的風格深受粉絲愛戴
，， 他將在這台晚會上帶給觀眾們充滿他將在這台晚會上帶給觀眾們充滿
草原深情的草原深情的““鴻雁鴻雁””和和““天邊天邊”。”。傳統傳統
和現代京劇唱段也是這台晚會的亮點之和現代京劇唱段也是這台晚會的亮點之
一一，，濟南市京劇院副院長濟南市京劇院副院長，，國家一級演國家一級演

員李保良教授以扮相英俊灑脫員李保良教授以扮相英俊灑脫，，功底紮實功底紮實，，
嗓音嗓音““高高”“”“寬寬”“”“亮亮””被譽為京劇舞台上被譽為京劇舞台上
難得的藝術人才難得的藝術人才,, 他將在這次晚會上為觀眾獻他將在這次晚會上為觀眾獻
上上””智取威虎山智取威虎山””選段選段““迎來春色換人間迎來春色換人間””;;
中國京劇院國家一級演員中國京劇院國家一級演員,, 第第2121屆戲劇梅花屆戲劇梅花
獎得主袁慧琴將為觀眾演唱獎得主袁慧琴將為觀眾演唱““對花槍對花槍””選段選段
““ 喜相逢俱家大小笑開顏喜相逢俱家大小笑開顏”，”， 屆時她還將屆時她還將
聯袂中國國家京劇院青年京劇演員劉壘為大聯袂中國國家京劇院青年京劇演員劉壘為大
家表演家表演““沙家沙家浜浜””選段選段““軍民魚水情軍民魚水情”。”。畢畢
業於曲阜師範大學音樂系業於曲阜師範大學音樂系,, 獲舊金山音樂學院獲舊金山音樂學院
聲樂系碩士學位的美籍華人女高音歌唱家吳聲樂系碩士學位的美籍華人女高音歌唱家吳
沁女士沁女士,, 是一位在美國主流社會具有廣泛影響是一位在美國主流社會具有廣泛影響
力和知名度的華人女高音歌唱家力和知名度的華人女高音歌唱家,, 她流暢圓潤她流暢圓潤
的嗓音使她多次榮幸出演的嗓音使她多次榮幸出演””蝴蝶夫人蝴蝶夫人”、””、”
費加羅的婚禮費加羅的婚禮””等盛演不衰的歌劇劇目等盛演不衰的歌劇劇目,, 今年今年
的國慶綜藝晚會她將同台為大家帶來天籟之的國慶綜藝晚會她將同台為大家帶來天籟之
音音““美麗家園美麗家園””及及““我的深情為你守候我的深情為你守候”。”。

還需提及的是舞蹈也是這台國慶綜藝晚會的還需提及的是舞蹈也是這台國慶綜藝晚會的
重要組成部分之一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濟南市歌舞劇院舞蹈隊濟南市歌舞劇院舞蹈隊
的舞蹈的舞蹈““天地喜洋洋天地喜洋洋”“”“山東大嫚山東大嫚””將留給將留給
觀眾一個喜氣歡樂的回味觀眾一個喜氣歡樂的回味。。還有很多很多精還有很多很多精
彩節目在這裡保留暫不介紹彩節目在這裡保留暫不介紹，，屆時將給觀眾屆時將給觀眾
帶來驚喜帶來驚喜！！

今年的國慶綜藝晚會由休斯敦華夏學人今年的國慶綜藝晚會由休斯敦華夏學人
協會和休斯敦華星藝術團共同主辦協會和休斯敦華星藝術團共同主辦。。連續連續1818
年來年來，， 每一屆休斯敦國慶綜藝晚會的成功舉每一屆休斯敦國慶綜藝晚會的成功舉
辦辦,, 都離不開休斯敦總領館都離不開休斯敦總領館,, 社會各界和華人社會各界和華人
社團的大力支持和幫助社團的大力支持和幫助。。在此在此，， 我們特別感我們特別感
謝國僑辦和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的鼎力支持謝國僑辦和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的鼎力支持
，，再一次衷心感謝社會各界和廣大華人社團再一次衷心感謝社會各界和廣大華人社團
的朋友們的朋友們，，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齊心協力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齊心協力,, 把把
這一次國慶綜藝晚會辦得更好這一次國慶綜藝晚會辦得更好。。我們誠摯地我們誠摯地
邀請帶著您的家人和朋友邀請帶著您的家人和朋友，， 走進劇場走進劇場，， 和和
遠道而來的藝術家們一起共享盛舉遠道而來的藝術家們一起共享盛舉！！

演出時間演出時間: September: September 1515,, 20152015 TuesdayTuesday 77::
3030 PMPM

演出地點演出地點: Stafford Center: Stafford Center，， 1050510505 CashCash
RdRd，， Stafford, TXStafford, TX 7747777477

票務聯繫人票務聯繫人：：陸晶陸晶 713713--825825--08780878；； 魏波魏波
713713--205205--16081608

2015國慶綜藝晚會-
“文化中國 齊風魯韻”之二

濟南市京劇院副院長國家濟南市京劇院副院長國家
一級演員李保良教授一級演員李保良教授

美籍華人女高音歌唱家美籍華人女高音歌唱家
吳沁女士吳沁女士

大休斯頓地區慶祝中華人民共和
國成立66週年晚宴和升旗籌備工作已
經正式啟動，各方進展順利，僑社各
界廣泛支持。目前已有不少社團和商
家踴躍贊助，購票。升旗籌備組也在
準備彩排和文藝表演等準備工作，今
年的升旗場面亮點必將更加豐富多彩
。

今年倍受華人社區關注的國慶晚
宴將於2015年9月26日（週六） 晚
6:00在West Galleria Hotel五星級大
酒店隆重舉行。地址：5060 W Ala-
bama St, Houston, TX 77056. 屆時中
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李強民總領事和領
事參贊們將與休斯頓各華僑社團，工
商企業，以及當地名流，政要共聚一
堂。今年的晚宴也正是紀念中國抗戰

勝利及世界反法西斯勝利70週年之際
舉行，意義尤顯重要。

晚宴整台晚會由具有豐富經驗的
舞蹈家劉智元先生擔當總策劃。節目
將精彩紛呈。屆時遠道而來的藝術家
們將與休斯頓的著名的表演團體同台
獻上極具不同風格的節目，同時在美
味佳餚的陪伴下一起慶祝祖國66歲的
生日。

今年晚會的共同主席陣容強大，
晚宴主席由中國人活動中心副執行長
，國際華裔女企業家及專家協會創始
人，理事長王曉霞擔當。共同主席由
東北同鄉會會長，SAC Store Fixture
公司總裁李秀蘭，周潔曉慧舞蹈學校
校長高曉慧，安穩保險負責人楊德清
，威邁地板批發總裁胡安妮擔任。秘

書長為范玉新。在這特殊的日子裡，
衷心希望各屆華人華僑踴躍參與，積
極購票，共同前來參加這一盛舉。

今年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
66週年暨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升旗
典禮將於2015年9月26日星期六上
午9:30am在休斯頓中國人活動中心
廣場舉行.。今年的升旗籌備委員會由
中國人活動中心財務長，國際華裔女
企業家及專家協會秘書長黃華女士擔
任主席，由現任休斯頓圍棋協會副會
長、中國國學時代國學傳播北美負責
人幹建輝先生做共同主席. 他是現任
IBY OUTLET 公司和德昇石油公司
（TexsunOil3.com) 董事長，中心執
委會的陳卓女士將擔任組委會副主席
, 方一川擔任秘書長, 江岳和鍾玲負責

音響控制和節目協調.
我們大休斯頓地區的國慶昇旗典

禮是各社團和組織，工商企業，學生
會和校友會，學校和藝術團體和全體
華人華僑攜手團結，共同參與主辦的
大型慶典。我們以此活動表達對民族
的熱愛，對故鄉和親人的思念和對祖
國的敬意。我們相聚在一起，慶祝祖
國和我們海外華人的進步和成功。同
時國慶昇旗典禮也會促進社區，企業
和華人華僑的交流，合作和團結，促
進僑社的繁榮，展示華人華僑的實力
和精神風貌。屆時，休斯頓地區的僑
團僑社，華人華僑將歡聚一堂，共慶
佳節。升旗典禮上，我們將安排豐富
多彩的文藝演出，包括舞獅，黃河合
唱團的合唱，夕陽紅的舞蹈和中文學

校學生的合唱。在活動結束時, 大家
將歡聚一堂，共享生日蛋糕，以及豐
盛的點心和小吃, 共同為祖國母親的
生日慶賀。

今年升旗活動的一個新意是, 我
們將放飛象徵和平的和平鴿和氣球，
印製升旗紀念T-shirt和精美的升旗紀
念品. 給參加升旗的義工,演出者和參
與者一個珍貴的紀念!

國慶晚宴的票價： $100，$60
（團體票，10人1桌）。購票地址：
中國人活動中心，5905 Sovereign
Dr, Houston, TX 77036 ，聯繫人：李
怡群/周愛萍（713) 772-1133，王曉
霞，（832）-755-2688 范玉新，
（832）-866-2890

大休斯頓地區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66週年晚宴和升旗籌備工作全面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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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掠影名人掠影
世界名人網供稿世界名人網供稿

20152015年年88月月2323日日，，第八屆世界華文傳媒論壇醉美多彩貴州演出在貴州第八屆世界華文傳媒論壇醉美多彩貴州演出在貴州
大劇院舉行大劇院舉行，，美國華興報社長程汝釗余興不減美國華興報社長程汝釗余興不減，，自己當場選購光碟自己當場選購光碟，，也也
為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購買紀念光碟為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購買紀念光碟，，並與身著少數民族服裝的演並與身著少數民族服裝的演
員合影員合影。。

20152015 年年99月月55日日，，福遍音樂中心在蓋勒瑞爾最新的展示銷售中心福遍音樂中心在蓋勒瑞爾最新的展示銷售中心
(Fort Bend Music Center Gloria Store)(Fort Bend Music Center Gloria Store)盛大開業盛大開業，，休斯頓的國休斯頓的國
際化都市人們對鋼琴的需求越來越旺際化都市人們對鋼琴的需求越來越旺。。作為雅馬哈作為雅馬哈(YAMAHA)(YAMAHA)的的
獨家代理獨家代理，，FBMCFBMC以優質的服務以優質的服務、、過人的品質過人的品質、、專業的知識獲得專業的知識獲得
了大休斯頓地區尚藝人士的熱愛了大休斯頓地區尚藝人士的熱愛，，口碑遠揚口碑遠揚。。圖為圖為FBMCFBMC管理銷管理銷
售團隊售團隊RickRick、、Poshay LiangPoshay Liang等接受世界名人網記者謝坤寧采訪等接受世界名人網記者謝坤寧采訪。。

20152015 年年99月月1010日日，，市長候選人市長候選人
Marty McVey(Marty McVey(後後))在在 1313臺和臺和4545
臺在哈比中心舉辦的辯論會上臺在哈比中心舉辦的辯論會上
表現出色表現出色，，獲得各方人士一致獲得各方人士一致
好評好評；；辯論結束後接受世界名辯論結束後接受世界名
人 網 首 席 主 持人 網 首 席 主 持 GwendolineGwendoline
Chang(Chang(前前))的現場采訪的現場采訪，，希望作希望作
為企業家的為企業家的Marty McVeyMarty McVey能在能在
1111月月33日的選舉中有靚麗表現日的選舉中有靚麗表現
，，結束休斯頓目前的債臺高築結束休斯頓目前的債臺高築
的陰影的陰影。。

20152015年年99月月55日日，，大休斯頓地區首屆美南辣媽大賽創意賽在東方藝術教育中心盛大舉大休斯頓地區首屆美南辣媽大賽創意賽在東方藝術教育中心盛大舉
行行，，表現傑出表現傑出，，引起轟動引起轟動。。圖為徐利圖為徐利、、笑琳笑琳、、陳瑞琳陳瑞琳、、辛建等專業評委和沙麗辛建等專業評委和沙麗、、王曉王曉
霞霞、、俞曉春俞曉春、、陳明華陳明華、、楊德清等企業評委們在前臺就座楊德清等企業評委們在前臺就座。。

20152015年年88月月2626日日，，第八屆世界華文媒體論壇貴州第八屆世界華文媒體論壇貴州BB線來到草海線來到草海
。。圖為左起圖為左起：：美中信使報謝忠美中信使報謝忠、、易世界傳媒總監張羽琪易世界傳媒總監張羽琪、、澳大利澳大利
亞澳華電視傳媒董事長任傳功亞澳華電視傳媒董事長任傳功、、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在到達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在到達
彼岸後合影彼岸後合影。。

20152015年年88月月2525日日，，世界名人網總編世界名人網總編
輯王福生出席在中國貴州舉行的第八輯王福生出席在中國貴州舉行的第八
屆世界華文傳媒論壇屆世界華文傳媒論壇，，在織金洞與易在織金洞與易
世界傳媒張羽琪總監一道欣賞億萬年世界傳媒張羽琪總監一道欣賞億萬年
熔巖地底泛射出的絕色光影熔巖地底泛射出的絕色光影。。

20152015年年88月月2424日日，，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出席在中國貴州舉行的第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出席在中國貴州舉行的第
八屆世界華文傳媒論壇八屆世界華文傳媒論壇。。在貴安考察時與美國倍可親中文網首席執行官在貴安考察時與美國倍可親中文網首席執行官
Kevin HeKevin He、、美中信使報謝忠合影美中信使報謝忠合影。。

20152015年年88月月2323
日日，，世界名人世界名人
網總編輯王福網總編輯王福
生出席在貴州生出席在貴州
舉行的第八屆舉行的第八屆
世界華文傳媒世界華文傳媒
論壇高端論壇論壇高端論壇
，，與易世界傳與易世界傳
媒張羽琪總監媒張羽琪總監
等合影等合影。。

本報記者吳凱俊攝吳凱俊攝

Universoul CircusUniversoul Circus雜技團造訪休士頓雜技團造訪休士頓

空中滑輪腳踏車表演受到觀眾的熱烈歡迎空中滑輪腳踏車表演受到觀眾的熱烈歡迎，，現場現場
高潮迭起高潮迭起

（（本報訊本報訊））20152015年年88月月1414--1616日日 –國際知名的–國際知名的Universoul CircusUniversoul Circus雜技團一行人造訪休士頓雜技團一行人造訪休士頓，，分別在全美八大城市進行了演出分別在全美八大城市進行了演出。。高水平的演出節目逐一登台高水平的演出節目逐一登台，，風格鮮明風格鮮明，，音樂音樂

節奏起伏節奏起伏，，為觀眾獻上了精彩的雜技節目為觀眾獻上了精彩的雜技節目。。整場演出融傳統與現代的雜技藝術與歌舞整場演出融傳統與現代的雜技藝術與歌舞、、武術和魔術等為一體武術和魔術等為一體，，演出為了增進了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和相互了解演出為了增進了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和相互了解，，特別邀請到武特別邀請到武

漢空中飛人雜技團隨團前來助陣擴大了中華文化在休士頓的影響漢空中飛人雜技團隨團前來助陣擴大了中華文化在休士頓的影響，，獲得圓滿成功獲得圓滿成功。。

墨西哥像特技表演墨西哥像特技表演

演員們精彩的穿火圈表演演員們精彩的穿火圈表演

魔術時間魔術時間

拉丁熱舞拉丁熱舞

武漢空中飛人中國傳統的雜技震撼到全場武漢空中飛人中國傳統的雜技震撼到全場,, 身手矯健身手矯健

的靈活地上下翻飛的靈活地上下翻飛

通過投影設備演出實況投射觀看通過投影設備演出實況投射觀看33DD特效兒童節目特效兒童節目

8月25日，北美現代汽車在洛杉磯的郡立藝術博
物館 (LACMA) 為亞裔媒體舉辦了盛大的全新2016
Tucson新車發布會。作為現代汽車家族中的緊湊型
跨界休旅車款，2016 Tucson的亮相博得讚譽一片。
擁有運動前衛外觀設計和時尚內飾的2016 Tucson，
在同級距休旅車中首先配備雙離合變速器和車壇最先
進的安全科技，動力傳動系統的燃油效率更為高效，
車室空間亦更加寬敞。據悉，眾所期待的2016 Tuc-
son已經陸續運抵全美各現代汽車經銷商，預計將掀
起新一輪銷售高潮。

時尚動感外形設計 / LED技術主導車燈
2016 Tucson的設計風格沿用了現代汽車自201

5 Genesis起主打的流體雕塑2.0主題，在塑造運動型
精緻輪廓的基礎上加入了更為大膽醒目的美學元素。
前方的六邊形進氣格柵繼承了現代汽車的經典風格，
還配備了加強版的高效LED雙投影頭燈和集成LED
日間行車燈 (DRLS)。LED技術甚至在門把手燈處都
有所運用。
寬敞車室空間搭配華麗內飾

進入Tucson車室內部，由高檔材質裝配的超寬
儀錶盤首先映入眼簾，更寬更大的儀表操控盤增強了
乘車人對寬敞車室的感覺。靠近駕駛人右膝位置的車
壁表面安裝了軟墊，提高長途駕駛的舒適性。車室內
所有的可觸及內飾都全面升級，用最優質的軟觸摸材
料打造。所有的內部開關帶給乘車人更精緻的觸感。
而超長的全景天窗進一步增強了Tucson寬敞的整體
氛圍，允許前後座的所有乘客無障礙欣賞藍天或夜空
。
強勁高效的新型動力系統

2016 Tucson全面升級的
首要目標就是要將動力系
統的效率提升到最佳。2.0
公升4缸燃油直接噴注Nu
型引擎成為基本配備，加
上6速自動變速器，產生
164匹的強勁馬力和151
磅-呎的扭力。6速自動變
速器配有SHIFTRONIC™
手動換擋模式供選，以及
超速檔鎖定變矩器，幫助
Tucson在高速行駛時達到
更高的燃油效率。2.0L前
驅模式的Tucson MPG可
分別達到23/31/26，比之
前型號的均值高出1英哩
。此外，動力系統的振動
噪聲（NVH）也通過液壓
傳動和發動機懸置的重新

調校而大幅降低。
全輪驅動模式

2016 Tucson提供由現代汽車與Magna Power-
train聯合開發的先進全輪驅動模式。該系統包含可由
駕駛員選擇的四驅鎖定功能，在越野和極其濕滑的路
況條件下允許前輪和後輪間有區別的扭力分配。該系
統還包括主動彎道控制功能，可自動向最牽引車輪傳
遞扭力，減少了由後輪內側制動引發的轉向不足，通
過向後輪外部提供更多扭力，全面提升過彎時的穩定

度。另外，
該系統包含
坡上坡起步輔助控制
與下坡煞車控制，幫
助駕駛人應對上下陡
坡的狀況。
底盤精密工藝 / 低噪
音 / 空氣動力學的改進

2016 Tucson寬度
和軸距的增加有效提
升了行駛的穩定性，
也更有利於駕駛人對
車的操控。超過50%
的底盤材料使用了強
度鋼，與前一代車型
相比多出18%，另外
使用結構膠粘劑的底
盤產生更高的壓力點
，加上廣泛運用的熱
沖壓技術，讓底盤硬
度更強，乘車體驗更
為舒適。
音響 / 導航

全新Tucson標準
配備了5英寸彩色LCD顯示屏，後方攝像頭和觸摸屏
功能，讓操作更加直觀。最新的蘋果Siri “Eyes Free
”集成技術也新鮮出爐。Tucson的導航系統包括了
時下最流行的應用程序，多媒體系統中已自帶Pan-
dora®網絡電台和Yelp®等。在音效方面，Tucson
配備了405瓦、帶8個揚聲器的AM / FM / SiriusXM
高級音響系統。最新一代的SiriusXM Travel Link®系
統提供實時的交通、體育、天氣、股票、油價和娛樂
信息。
新一代Blue Link®

最新一代的現代Blue Link無線數據通訊系統也
在2016 Tucson亮相，安全性、服務和信息遠程處理
功能都得到了進一步加強。Blue Link實現車主/無線
設備與車輛之間的無縫連接，功能包括遠程啟動/停

車、Google®支持的目的地檢索、遙控門鎖/解鎖，
停車位置查詢、道路援助熱線、遠程車室溫度控制和
被盜車輛定位及找回。其中許多功能甚至可以通過最
新的Android Wear™旗下的智能手錶產品進行控制。
全方位安全配備

配備了AEB系統的2016 Tucson，有望獲得公路
安全保險機構（IIHS）的 「安全首選+」 認可。2016
Tucson提供最新最先進的AEB安全系統，包括行人
檢測、道路偏移警示、盲點偵測、後方橫向交通警示
、換道輔助系統、倒車警告傳感器和標準配備的後方
倒車攝像頭。此外，全新Tucson超過50％的車體結
構由先進的高強度鋼鍛造而成，大幅提高了碰撞安全
性。

第三代現代全新第三代現代全新20162016 TucsonTucson實現外觀設計的運動前衛和製造工藝的精益求精實現外觀設計的運動前衛和製造工藝的精益求精
全新緊湊型跨界休旅車為動力系統全新緊湊型跨界休旅車為動力系統、、燃油效率和安全性能全面升級燃油效率和安全性能全面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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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贈不銹鋼水槽
32種花崗石任您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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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OFF

花崗石花崗石

平方呎

Peach &
Tea Brown

特價

帶按裝費帶按裝費＊

$$1414..9595

＊櫥櫃15%折扣
並有送貨及按裝服務

優質
楓木實木櫥櫃
軟滑軌關閉抽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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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美聯美聯鐵工鐵工鐵工

951595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77036

(((832832832))) 868868868---109010901090

The Unite Construction Co.The Unite Construction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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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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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日院抗战最重要的两大精神遗产
导语院值此抗战胜利七十周年袁叶短史记曳推出抗战特刊袁自七七事变至九三胜利日袁选取三十个重要的抗战节点进行
解读袁力求勾沉隐没不彰的史实袁再现真实的抗战胜利之路遥 此为第三十期叶胜利日曳遥

抗战最伟大精神遗产之一院
全民族野坚忍不拔冶的意志

1945年 9月 3日袁重庆陷入狂欢遥 野是人浪袁是
热浪袁是欢腾的海遥 胜利的空气袁到处在流袁泛滥着遥
噎噎清晨袁 人们就带着这二十余日来期待着的兴
奋袁整饰了衣冠袁从家里尧办公处尧工作房冲出来袁投
向每一个通街袁人与人棱织着成了线袁成了流袁成了
巨汇噎噎冶淤野街上拥挤不堪袁马路上时时为之塞遥
噎噎全市鼓声齐作噎噎沿街市民对游行队伍狂呼
不已噎噎许多爬上屋顶和窗上振臂狂呼噎噎入夜袁
全市更倍形热闹袁市民都涌上街头袁全市灯火辉煌袁
爆竹声和欢呼声不绝于耳遥 冶于
这些文字留存袁使今人仍能贴切感受到七十年

国人奔涌的喜悦遥 惟喜悦之外袁梳理抗战遗产袁更是
今人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袁 不可或缺的应有之
义遥 这一遗产袁就精神层面而言袁最重要者袁至少有
二遥
其一袁乃是野坚忍不拔冶之意志遥 试举三例院
例 1遥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时袁中国是极其落

后的农业国袁而日本已经是很先进的工业国要要要以

钢为例袁该年袁日本的产量是 508万吨袁而中国仅有
区区 4万吨遥 基础工业的落后袁直接反馈在军事实
力上袁以步枪为例袁日本在战争期间袁生产了 357万
支步枪袁而中国的产量不足 40万支袁且基本上得不
到来自盟国的援助要要要因史迪威把持美援物资袁
1942年 4月至 1944年 9月袁 中国国内战场仅获得
1000支美援步枪的补充遥 盂如此巨大的差距之下袁
决策层若无野坚忍不拔冶之意志袁是没有勇气将抗战
坚持八年之久的遥 这种意志袁诚如蒋百里所言院野胜
也罢袁败也罢袁就是不要同他讲和遥 冶
例 2遥八年抗战袁中国付出了经济全面破产的巨

大代价袁自农民尧工人尧公务员至军人袁无不时刻处
于饥馑之中遥 以士兵为例袁局部抗战渊1931原1937冤时
期袁一个底层二等兵的年收入袁大约可以相当于拥

地 50亩的半自耕农曰但全面抗战爆发后袁中国财政
迅速破产要要要以 1939年为例袁该年财政预算袁支出
需 28万万元袁而收入只有 2.9万万元要要要士兵的饮

食标准也迅速下跌遥 比较之下袁不论质袁单论量袁美
国陆军战地口粮袁每人每天约 6磅曰日本陆军约为 4
磅曰 中国陆军官兵最多时也仅约为 1.6磅遥 这 1.6
磅袁还只是文字标准袁并非实际所得遥 1940年后袁中
国军队普遍改三餐制为两餐制袁菜品普遍退化为菜
叶盐水汤遥 1945年初袁每一士兵每日副食费标准仅
12元袁而汉中的白菜一斤要 30 元袁萝卜一斤要 20
元遥 1944年袁美国专家曾随机抽取 1200名中国士兵
进行体检袁结果发现营养不良者高达 57%遥 榆条件
如此艰难袁士兵们若无野坚忍不拔冶之意志袁是无法
坚持到抗战的最终胜利的遥
例 3遥 全面抗战前的中国袁军阀割据四分五裂袁

借野抗日冶之大义而遂个人之私利者比比皆是袁1936
年两广军阀发动的野六一事变冶袁就是一场打着野北
上抗日冶旗号尧却事先取得了日军的谅解与援助的
不堪阴谋遥 虞类似情形袁在抗战中仍常有出现袁如远
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袁山西之阎锡山即恢复了
与日军之间的往来曰1943年袁 又有西康军阀刘文辉
破坏第二次中印公路的筹修遥 愚如此种种袁均需以
野坚忍冶的方式来处理袁方能维系各派系抗日统一战
线遥 此种野坚忍冶袁也存在于同盟国的相处之中袁如滇
缅战场上英军对中国军队的不负责任袁如美国陆军
部对中国军队指挥权的无理攘夺等等遥 舆

1945年 9月 3日，重庆街头，民众欢庆抗战胜利

抗战最伟大精神遗产之二院野拥
抱国际主流社会冶的长远眼光
其二袁乃是坚持野拥抱国际主流社会冶的长远眼

光遥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野九一八事变冶时袁当时

的野国际主流社会冶乃是国际联盟遥战败后袁1951年袁
日本外务省启动了一项秘密调研袁旨在彻底检讨自
野满洲事变冶以来袁至太平洋战争结束袁日本在外交
上的致命失误遥 在这项秘密调研中袁外务省留下了
这样的反思院

野退出国际联盟成了日本和美英决裂的发端袁
如果当时有即便出现四十二票对一票的情况袁也应
设法留在国际联盟这样积极宽阔的视野就好了遥
噎噎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后袁 于 1934年 12月 29日
废除华盛顿海军裁军条约袁另于 1936年 1月 15日
退出伦敦裁军会议遥 噎噎这样袁日本和美英之间的
裂痕愈来愈深袁最终陷入国际孤立的状态遥 噎噎日
本国内便有人开始倡导噎噎和德国谋求接近遥 冶余
反观中国袁即便是在 1940年英尧法国相继对日

绥靖袁宣布对中国关闭滇越路尧滇缅路之时袁也仍不
为国内舆论所左右要要要当时高层及民间要求政府

转走亲德路线的声浪很高袁如孙科在国防最高委员
会主张野召回我驻英驻法大使冶尧野退出国联冶要要要始

终坚持野拥抱国际主流社会冶俞袁野亲近英法尧疏远德
意冶遥 如蒋介石所言院野我们抗战的目的袁率直言之就
是要与欧洲战争要世界战争同时结束袁亦即是说中
日问题要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袁 噎噎中日问题袁就
是远东问题袁亦就是太平洋问题袁只有由远东有关
的英美法苏等国大家共同一致召集国际会议袁公正
解决袁才与各国都有益处袁才能得到远东和太平洋
真正的和平遥 冶逾
英尧法两国在 1940年的对日绥靖袁也在延安造

成了很大的震动袁同样出现了许多要求与国联决裂

的声音遥 但中央书记处认为院野美国一切都是积极反
德意日阵线的遥 噎噎美苏关系必将好转遥 在法国投
降后虽然美国还没有参战袁但对抗德意日阵线的主
要领导者袁已经不是邱吉尔袁而是罗斯福了遥 噎噎英
国噎噎对日对华的政策袁也必会变化袁噎噎滇缅路
又有开放的可能噎噎亲苏联美政策是正确的遥 冶酉

略言之袁与日本的战后反思相对照袁中国政府
在战时外交最艰险之时袁仍坚持与国联主要国家站
在同一立场袁坚持野拥抱国际主流社会冶袁最终得以
五常身份袁参与创建新的野国际主流社会冶要要要联合

国袁其眼光实可谓长远遥

1945年 9月 2日，东京湾，美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

本投降签字仪式，徐永昌将军代表中国政府签署接

受日本投降的文件

联合国院中国为何能取得五常地位钥
导语院值此抗战胜利七十周年袁叶短史记曳推出抗战特刊袁自七七事变至九三胜利日袁选取三十个重要的抗战节点
进行解读袁力求勾沉隐没不彰的史实袁再现真实的抗战胜利之路遥 此为第二十九期叶联合国曳遥

莫斯科会议袁 苏联一度非常坚决
地反对中国签署叶普遍安全宣言曳
联合国袁可以说是二战最重要的产物遥 中国得

以名列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袁也可以说抗战
八年最重要的外交成就遥 但这一成就的获得袁并非
一帆风顺遥
简略说来袁从 1941年美英两国签署叶大西洋宪

章曳袁到 1945 年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袁联合国的
成立袁在同盟国内部经历了漫长的博弈过程遥 在这
一过程中袁1943年莫斯科会议所签署的 叶普遍安全
宣言曳袁和 1944年的橡树园会议对野一票否决权冶的
争论袁最为关键遥 中国因对抗战的不屈坚持袁得以
野四强冶身份袁在叶普遍安全宣言曳中签名袁并出席橡
树园会议遥但获得该资格的过程袁一波三折遥同属四
强的英尧苏两国袁即因自身利益的缘故袁对中国列名
野四强冶颇多非议曰惟美国总统罗斯福袁坚持野使中国
成为大国冶遥
罗斯福的这种坚持袁既有战时的现实考量要要要

譬如袁日本偷袭珍珠港后袁美国对日宣战袁在其战略
计划中袁中国有为美国提供空军基地尧阻截并消灭
日本船队尧轰炸日本国土的价值曰淤也有战后布局
的需要要要要太平洋战争袁可以说是日本野东亚新秩
序冶与美国野华盛顿体系冶间的冲突遥 于正如美国外
交部长赫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院野我们应该尽一
切力量援助中国噎噎美国尧英国尧俄国也是太平洋
的大国袁然而袁他们的重大利益都在别处遥 如果远东
要保持稳定的话袁那么在任何安排时都要保证中国
处于舞台的中心遥 冶盂

美尧英尧苏对中国的这种态度差异袁在叶普遍安
全宣言曳的签署过程中表现得很清晰遥 罗斯福力主
由美尧英尧苏尧中共同签署叶普遍安全宣言曳遥 英国则
反对中国签名袁邱吉尔的理由是院野渊中国冤作为一个
民族袁我钦佩他们袁喜欢他们袁也同情他们一直遭受
的政治腐败遥 但是袁决不能指望我接受一个我认为

是完全不真实的价值标准冶遥 榆苏联对中国的态度
更恶劣遥 时值中苏关系野冷漠期冶袁叶苏日中立条约曳
签订后袁 苏联不但在国内禁止公开发表反日言论袁
在国际上袁对有中国政府代表出席的会议袁也坚决
避免与之同席遥 虞此外袁苏尧中意识形态各异袁且在
新疆尧外蒙尧东北均存在冲突袁故不喜中国参与国际
事务袁由美国推动中国加入四强袁更非苏联所乐见遥
愚
英国最终被美国说服遥 但美尧苏两国在莫斯科

会议上袁因为中国的签署权问题袁产生了很大冲突遥
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认为会议是三国参加袁却提出四
国宣言袁这不合逻辑遥 美国代表赫尔则强调野如果将
在战争中作出重要贡献的大国排除在外袁对联合国
家的统一将产生极为有害的心理效应冶遥 舆双方僵
持不下袁会议一度陷入僵局遥 休会期间袁赫尔私下会
见苏联外长袁强调美国极度重视中国在太平洋地区
的角色袁若中国无法进入四强袁美国可能要重新考
虑其太平洋政策遥 余实际上是在暗示袁若苏联排斥
中国进入四强袁那么袁美国将不得不亲自将更多的
力量放在太平洋地区遥 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直接短
兵相接袁非斯大林所愿袁苏联终于不再反对中国作
为叶普遍安全条约曳的原始签字国遥 签字完成后袁蒋
介石在日记中写到院野本月对外交涉之处理与策略
之运用得有成就者四事袁甲袁莫斯科四国协定之签
字噎噎冶俞

1943年 11月，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合影

橡树园会议袁 因苏联的抵制袁顾
维钧感慨野中国处境十分困难冶

1944年的橡树园会议袁在中国问题上袁再次出
现了与莫斯科会议相类似的情景遥 代表中国参加该
次会议的顾维钧后来回忆说院野由于种种原因袁中国
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遥 不难回忆袁莫斯科会议承认
中国为四强之一遥 但是袁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在这方
面几乎倒退了一步遥 由于迎合了苏俄的愿望袁所以
会议分成两个阶段袁中国被排除在会议的主要阶段
渊第一阶段冤之外遥 这个会议正在决定未来的国际组
织的主要特征遥 很显然袁 中国只能面对既成事
实要要要第二阶段会议只不过是摆摆样子而已遥 冶逾
俄国之所以不愿意与中国代表同时出席会议袁据顾
维钧判断袁野真正原因很可能是苏联不愿意承认或
给予中国与英尧美尧苏三国同等的地位遥 冶酉
会议第一阶段袁 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问题袁成

为了英尧美尧苏三国间的难题院英国主张若常任理事
国为当事国时袁不能进行投票袁因为球员兼裁判会
有利益冲突遥 苏联则坚决主张当事国仍可投票袁遵
循大国一致原则有遥 罗斯福试图说服苏联未果袁三
方陷入僵局遥 这一难题延续到了有中国参加的第二
阶会议遥 顾维钧虽然认为野常任理事国一致原则对
中国是很重要的冶袁但苏联既然排斥中国进入四强袁
中国也自无可能在该问题上与苏联立场一致袁所
以袁野由于英美的劝告和坚持袁 我们改变了态度袁从
而支持英尧美袁反对常任理事国一致原则遥 冶友最终袁
否决权问题成为了一个有待解决的悬念袁未讨论出
结果遥
会议期间袁顾维钧与罗斯福有过一次交谈遥 据

顾维钧回忆袁罗斯福如此表述了他支持中国成为四
强的理由院

野我们坐下来交谈了将近半个小时遥 他对我谈
了一下苏俄代表对新国际组织表决程序的要求遥 他

还向我讲述了他坚持要中国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

谈的事遥 并对我讲了为什么他要求将中国列为战后
负有维持和平责任的大国之一遥 他说袁他希望在世
界各地都看到和平遥 由于有了中国这个地处亚洲的
强大盟国袁美国就可以将全部注意力放到欧洲遥 他
说袁耶顾袁到目前为止袁所有大规模的战争都起源于
欧洲遥 这些战争使世界的其他地方不得安宁袁并使
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遭到了骇人听闻的损失遥 爷就
人口而言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曰就领土而言袁
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曰综观中国历史袁中国人民
是热爱和平的人民遥 因此他决心使中国成为负责维
持世界和平的四大国之一遥 冶右
及至 1945年 2月的雅尔塔会议袁斯大林同罗斯

福进行了艰苦的讨价还价遥 斯大林认为英美法及中
国都站在西方阵营的一边袁 而苏联只占有一席袁所
以必须遵循大国一致原则袁否则苏联就不参加联合
国遥 罗斯福由于急于成立联合国袁所以野忍痛冶接受
了苏联的要求遥 佑至此袁安理会野五常冶的一票否决
权终于尘埃落定遥 同年 4月袁盟国召开旧金山联合
国制宪会议袁由美尧英尧苏尧中尧法作为主办国家遥 釉
并顺理成章地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遥
纵观上述过程袁中国能够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

国袁坚持抗战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曰其次袁也离不开
美尧英尧苏三国之间的博弈遥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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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 P K南京 它俩的秋天谁美？
近来袁有江浙两大才子从人文尧历史还有景色

上将杭州尧南京逐一剖析了一遍袁最后也未能在这
两座城市中决出高下袁只剩下两才子的惺惺相惜遥

如果杭州 PK南京袁要比谁更美袁可是为何非得
PK呢钥 这两座城市本身就有自己与身俱来的特质
啊遥 尤其是秋天袁它俩都特美袁这美中有一点点类
同袁又有本质的区别袁今天我们带你一起去看一个
秋日最美的双城记遥
一片湖的秋天

杭州西湖 VS南京玄武湖

古话说院野一叶知秋冶遥 在杭州南京袁 不仅是一
叶袁还有一湖便能读懂整个秋天遥

秋天的西湖袁大半被南山路和北山路的梧桐占
去了风头遥 但依旧还是会有那么几个人袁目光投给
了败了一个湖面的荷花遥 这时袁已经枯黄低头的荷
叶袁没有秋风过境后的狼狈袁反而是优雅老去的姿
态袁每个季节西湖都不会让你失望而归遥 傍晚时分袁
沿着湖边游走袁人声中夹杂着几句方言袁你会感到
少了走马观花的意味袁多了点生活的气息遥 在全民
运动的时代袁你还可以在西湖与夜跑为伍遥

去南京玄武湖不必像去杭州的西湖一样要在

城内小费周张袁出了南京火车站便是遥 这片极具历
史感的湖就这样与现代化建筑尧 生活融为一体袁没
有因为时代的发展而消磨它的古老遥 湖堤边是一片
浓烈的彩色袁与碧绿的湖水相映衬袁泛黄渐红的叶
子中还留有一些还未褪掉的绿色遥 穿行于湖中的桥
道袁每到一处都邂逅不同风景遥
一座山的守望

杭州宝石山 VS南京紫金山
只有山才对一座城能坚定不移的守望着袁望着

它从发展到发达袁望着它从宁静到喧哗袁望着它不
断地改变袁自己却不会改变遥

在游客眼中宝石山就只有一个保俶塔袁而在当
地人眼中袁这更像是一座休闲的山遥 晚餐过后袁到上
山溜达一圈袁上下也就个把小时而已袁而在山顶却
能看到一个无与伦比的杭州袁一面是整片西湖的秋
色袁一面是整个城西的风貌遥 任凭苏堤断桥人潮涌
动袁只在山头好好欣赏远离喧嚣的美景遥 最好的体
验是要要要带上几罐小酒袁伴着晚风袁夜色中人影迷
离袁看西湖遥
紫金山早有野金陵毓秀冶美誉袁也是中华城中人

文第一山遥 上山小路总是充满惊喜袁植被茂密带来
清新空气遥 由于紫金山地处北温带和亚热带之交袁
夏秋交替之际袁整座山呈现渐变颜色袁由绿变黄再
深入红色遥 山顶的天文台是紫金山最大的亮点袁它

是中国自己建立的第一个现代天文学研究机构袁被
誉为野中国现代天文学的摇篮冶遥 如果你对宇宙星空
充满好奇袁不如就在这里体验一把观星的乐趣吧遥

一棵树的味道

杭州满觉陇桂花 VS南京明孝陵梧桐
秋天袁在杭州是满陇桂雨的味道袁在南京是明

孝陵梧桐树的味道遥 虽无耶香爷字袁却有全透着香气
之感遥

只有到了秋天袁才能真正感应到杭州市花的魅
力遥 沉睡了一个夏天的杭州袁仿佛到了 9月才终于
苏醒了袁因为又到了丹桂飘香的季节啊浴 此时袁浓郁
的桂花香味往往是覆盖了杭城袁最经典的当属满觉
陇袁秋风一阵袁摇落一地花蕾袁此刻不为落花伤悲袁
只为秋天增添了几分诗意遥 走在满觉陇的路上袁桂
花的味道已经侵入了空气袁树下是喝茶打牌闲聊的
人们袁若是有幸袁还能尝到本地人做的桂花糕呢遥

野有一种树袁看到了袁就想起了一座城遥 树是梧
桐树袁城是南京城遥 冶 1872年袁一位法国传教士在南
京种下了第一棵梧桐树袁此后梧桐变成了南京的行
道树遥 南京的梧桐已成为它最著名的一张名片袁虽
然少了一些柔情袁却多了一丝坚挺遥 在城市建设中袁
市民们的坚决保护让政府也野工程让树冶袁才保留了
这些充满记忆的老梧桐遥 初秋袁梧桐叶褪去了清新
的绿色袁夹杂着刚泛出的点点黄色遥 走在街道边袁你
觉得每一棵树都那么相似袁 却又说不出哪里相似遥
微风吹过袁摇下几片叶子袁也成了马路上的点缀遥 路
上安静的有些过分袁却是这里秋天该有的样子遥
一条路的安逸

杨公堤 VS石象路
同是在游人如织的景区袁杨公堤和石象路却多

了一份私有的安逸袁身在闹市心多了一丝宁静遥

杨公堤同苏堤白堤相比袁 虽也是在西子湖畔袁
但很少有游人会来这边袁便成了绝妙的秘境遥 水那
端有排排林带袁树冠很高大袁将整条路都庇护在自
己身下遥 如果你选择坐公交前往杨公堤袁经过提上
的六座石拱桥袁还会让你有一种乘坐过山车的小小
快感遥

石象路是明孝陵最标志性的景致袁看着这里交
错的高大的银杏树就能知道这里的历史多么悠久

了遥 金秋午后袁黄色的银杏叶子衬着象牙白的斑驳
雕像袁感慨这里的安宁袁抚摸历史的痕迹遥 踩着落叶
咯吱响袁抬头便是秋日阳光的抚慰遥 偶尔有父母带
着牙牙学语的孩子来这里玩耍袁逗着孩子和石象合
影袁肃穆的氛围都被这暖心的一幕融化遥 阳光透过
叶子洒下袁路上又多了一层秋天的红色遥
一所大学的情怀

杭州浙江大学 VS南京南京大学
一座城市最深的情怀便藏在校园里袁它记录了

纯真年代袁记录了青涩岁月袁也记录了在这座城市
的成长遥

之江校区相对于现代化的紫金港校区和古老

的玉泉校区袁显得有些无名遥 可它独有的老楼和树
荫袁却别具清新文艺之感遥 整个之江的老楼中袁最显
眼的就是一幢红房子袁圆拱门廊尧雕花柱子袁留着古
罗马建筑的痕迹遥 到这里游玩没有路线没有攻略袁
任由你随意闲逛袁 也许就撞见一只午后慵懒的猫
咪袁也许就遇见了大学的那段时光遥

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的老旧带有厚重的历史感袁
从屋顶到门窗袁每一处都是前人的细腻和心思遥 那
被爬山虎覆盖的北大楼袁从民国沿用至今的西洋砖
木结构建筑袁 使得这个掩藏在闹市区的高等学府袁
四处充满着不随波逐流的温润典雅气质遥 不刻意营
造古旧的感觉袁却古朴的更纯真自然遥 也是这样的
画风袁让南京大学成为了叶致青春曳等怀旧电影的热
门取景地遥
一间寺庙的虔诚

杭州法喜寺 VS南京灵谷寺
靡靡之音袁与世无争袁就是每座寺庙的真实写

照遥 法喜寺的深远袁灵谷寺的低调袁都值得虔诚的前
往遥

你以为到了灵隐寺袁 花上 75大洋进寺吃上一
餐不地道的斋饭就算是游尽了灵隐钥 法喜寺袁虽没
有灵隐寺的人尽皆知袁却是最能体会深山藏古寺的
意境遥 这里的僧人自己种植蔬菜袁不油不腻袁清淡可
口袁仅需 5块就能吃到杭州最便宜又最地道的斋菜
了遥 每次周末的饭点前往袁食堂里都挤满了老爷爷
老奶奶袁场面有点敬老院式的小热闹袁当然偶尔也
会有小年轻误打误撞进入其中袁享受这一场尘世不
染的盛宴遥

灵谷寺在钟山风景区中是南京风景区中最安

静的一地袁古木苍天袁将寺庙收于树荫之下袁野灵谷
深松冶的美誉让来访香客有更清幽的感受遥 初到灵

谷寺袁它的大门变极具皇家特色袁绿色琉璃瓦袁红色
墙面袁大气又稳重遥 寺内明代建立的无梁殿袁砖石结
构袁不用一根梁柱袁宏伟独特遥 在某个安静的夜晚袁
悄悄散步的萤火虫让寺庙多了些小生机遥 你可以在
松风阁前的石阶前坐坐袁夜晚云影徘徊袁树影婆娑袁
月色显得很美袁让人心旷神怡遥 登上寺旁的灵谷寺袁
便能欣赏整个钟山风景区遥
一条铁路的岁月

杭州白塔公园 VS南京浦口火车站
老火车站的记忆总是充满了鸣笛声尧 叮嘱声袁

即使它们已不再运作袁 留下的故事也总是很难说
完遥

白塔公园是京杭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端点袁更是
108年前杭城第一条铁路的始发站所在遥 这里的铁
轨记录了老杭城百年的岁月袁不知道开走了多少趟
列车袁迎接了多少次归来的人遥 虽然如今已被改建
成了公园袁但依旧保留着大量铁轨尧火车尧龙门吊尧
信号灯等铁路元素遥 园内有小火车可以乘坐袁去感
受一番那个时代的火车记忆袁杭州本地人也会牵着
自己的小孩来这里转悠转悠遥

浦口火车站是中国唯一保存民国特色的火车

站袁也是国内首个完整保留历史风貌的野百年老火
车站冶遥 浦口火车站与南京城隔江相望袁那里不像是
城内那样发展迅速袁还保留着远离风貌袁但却记载
了将近一世纪的经历遥 这里的故事太多袁从朱自清
的耶背影爷袁到毛主席的耶布鞋爷袁都充满了浓浓的历
史感遥 斑驳的车窗和废弃的铁轨袁和几辆停运的客
车袁静静地望着对岸繁华遥 今年袁浦口火车站将进行
改造袁建成火车博物馆以及影视基地袁不远处的仓
库也将成为私人博物馆和文化创意园遥
一架桥的故事

杭州钱塘江大桥 VS南京长江大桥
城市的起源袁不在天不在地袁而在那条贯穿始

终的母亲河遥 跨河而建的大桥袁将母亲河深深印入
城市生活里遥

杭州钱塘江上的第一座大桥袁也是中国第一座
公路铁路双用桥袁连接着杭城南北遥 当你走在桥上袁
桥下火车驶过袁依稀有些晃动袁有些惊心袁可你大可
放心袁它依然坚挺遥 站在桥上袁便能倚看钱塘江伟岸
风光袁感叹它孕育了如诗杭城遥 桥的北面是古老的
六和塔袁桥的南面是新兴的滨江烟囱楼袁360毅各有风
景遥 当桥底驶过货轮袁当桥下开过火车袁当夕阳伴着
晚霞袁此时前往拍张大片正好遥

南京长江大桥是长江上第一座由中国自行设

计和建造的双层式铁路尧公路两用桥梁袁也是第一
座完全由中国人建造的长江大桥袁有野争气桥冶的美
誉遥 桥上路灯是白玉兰花的形状袁夜晚路灯亮起袁像
是长江上的一串明珠遥桥的南北两端各有两座高 70
米的桥头堡袁 南堡下便是一座风景秀丽的小公园袁
乘坐堡内电梯可上望台袁一览长江伟岸风貌遥
杭州亦或南京袁若是比香气南京定是比不上杭

州袁如果说梧桐落雨那南京必定略胜一筹袁或许再
多的比较都不如亲自前往两座城市袁一探究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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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30 Murphy Road #600 , Stafford, TX 77477
www.theyukongroup.com

˙實木地板
˙全木櫥櫃
˙超耐磨強化復合地板
˙磁磚
˙天然大理石/花崗石

8mm $$22..4949 /呎

12mm $$22..9999 /呎

(包工包料)特價

獨家代理全球質量排名第一的INOVAR防水地板
電話：281-499-4488

追求卓越追求卓越，，追求品質追求品質，，追求完美追求完美！！

* 強化複合地板，實木複合地板，
高光板，浮雕板，亞光板，
手抓紋等等，多種選擇。

* 多種高級靜音底墊
* 萬尺存貨，歡迎批發零售。
* 做地板找又福！作有福人！

又福地板

地址：9920Westpark Dr #107（靠Gessner）Houston TX 77063

www.yulfgroup.comwww.yulfgroup.com
TelTel：：281281--501501--83308330 OrOr 832832--978978--64406440

買買地板

送送靜音地墊

金門爐頭廠
金門是您的事業通往成功之門！

Golden Gate Restaurant
Equipment Co.

9330 Summerbell Houston, Texas 7707459

★

Beltway 8

Summerbell 9330 Summerbell

Bisso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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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油煙機 ★冷凍房 ★布菲檯 ★抓碼檯 ★安裝服務 ★修理服務
★中式爐頭 ★油爐 ★洗碗檯 ★燒臘爐 ★免費估價

★零件配套 ★專門店製造不銹鋼餐具

金門爐頭廠專製業造各種中式爐頭﹐抽油煙罩﹐精美布菲檯﹐各種不銹鋼廚具

本廠具有十多年經驗 手工精細﹐交貨快捷﹐以及提供一切餐館設備修理及安裝服務﹐

一切工程及產品保證通過政府及衛生局檢驗

Tel:(713)228-2155
Fax:(713)228-2156 9235 Bissonnet,Houston,TX 77074

出售各種製冰機、洗碗機、冰箱、絞肉機、冷凍機、油鍋、爐頭、
抽風罩、電飯鍋、各類盤碗、叉燒爐、切肉機、絞面機

出租各種製冰機、洗碗機
修理各種廠牌：絞面機、切肉機、電飯鍋

Tel:(713)772-7494 Fax:(713)772-8719
外地請撥：1-800-448-7494

9235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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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9日袁台州第一人民医院护士王丹萍袁
在晨炼途中袁遇到一老人摔倒昏迷袁她毫不犹豫
跪在老人面前以胸外按压及人工呼吸的方法抢

救遥 在抢救的过程中袁老人口鼻内不时溢出许多
白沫和秽物分泌物袁她没有丝毫退缩袁用手抠掉
后袁继续对其施行口对口人工呼吸遥心肺复苏术
持续 30分钟袁哪怕老人一直没有脉搏袁她也绝
不放弃遥 到最后袁她虽精疲力竭袁双臂因体力透
支不停颤抖袁但仍跟随救护车袁在车上与一名护
士轮着进行心肺复苏遥 她做了好事袁却没留下名
字遥 尽管老人最后没救活袁但她赢得了大量网友
的点赞遥

野真对不起袁没能把他救回来遥 冶
野你已经尽力了袁我们都很感谢你遥 说实话袁

(在那种情况下做急救)我们家属都做不到遥 冶
说着说着袁两个女人就哭了起来遥
这是昨天发生在台州第一人民医院的一

幕遥
她们一个是医院的护士王丹萍袁 前天清晨

去公园锻炼的路上袁对一名倒地的老人施救袁嘴
对嘴做人工呼吸长达 20分钟曰一个是老人的女
儿袁她和家人特意到医院送锦旗表示感谢遥

萍水相逢袁护士挺身而出曰强忍悲痛袁家属
不忘感恩遥 在医患关系紧张的当下袁这个故事成
为佳话遥

野当时没有多想袁就想着把命救回来冶
哪里还顾得上脏和累

6月 29日袁王丹萍难得休息袁一大早她就来
到黄岩九峰公园锻炼遥 7点 05分袁她停好车袁带
了一块毛巾走进公园遥 在一座桥边袁她看到围着
四五个人袁觉得肯定出事了袁就上前查看遥果然袁
一个老人仰躺在地上袁不省人事遥

有人拨打了报警电话遥 但接下来怎么办袁大
家都不知所措遥

王丹萍是护士袁有急救经验遥 她走到老人身
边袁摸了一下老人的颈动脉遥 情况很不好袁已经
没有了脉搏遥

她赶紧蹲下袁开始给老人做心肺复苏遥 一边
给老人按压胸口袁一边嘴对嘴给老人吹气遥

王丹萍接受过专业的急救培训袁 但都是有
仪器辅助的袁这样嘴对嘴的人工呼吸袁是她十五
年护士生涯里的第一次袁 何况是对一个陌生的
老人遥

一次次的按压袁 老人嘴里吐出很多白沫和

呕吐物遥
王丹萍用毛巾擦

干净袁又将手指伸老人
的嘴里清理遥 她希望袁
手指的刺激能让老人

醒过来遥
就这样袁 一次尧两

次噎噎时间一分一秒
地过去袁老人的情况仍
旧没有好转袁可王丹萍

依然不肯放弃遥
持续的心肺复苏术消耗了王丹萍大量的体

力袁到最后袁她已精疲力竭袁双臂因体力透支不
停颤抖袁脸色发青遥

王丹萍身材瘦小遥 她的同事后来说袁心肺复
苏整个流程一般是三分钟袁 三分钟做完人就很
疲惫了袁她却做了二十来分钟袁真的不容易遥

20多分钟后袁救护车赶到遥王丹萍和同事一
起把老人抬上车了袁一路上袁她依然没有停止急
救袁希望奇迹出现遥

到了医院袁 接诊的医生还以为她是老人家
属袁让她去交钱遥 他们不知道袁面前这个女子是
自己的同事遥 直到老人被送进急救室袁王丹萍才
回了家遥 她并不觉得这是一件什么了不得的
事遥

野换上我们医院的其他同事袁 也会这么做
的袁只是被我遇上了而已遥 冶昨天袁她告诉记者袁
这是她作为医务人员应尽的职责遥

野当时太紧张了袁只想着把命救回来遥 冶救了
多长时间钥 有多累钥 有没有觉得老人的呕吐物
脏钥 她都没印象了遥

路人一遍遍地说袁野没用了冶
她仍然不肯放弃

68 岁的退休干部王成国是事发时的目击
者袁也参与了救人遥 前天清晨袁他也在公园里锻
炼遥

当时袁我看到那个老人身上挑了几桶水袁应
该是从公园里采的泉水遥 摔倒的时候袁担水的扁
担还在肩上遥

我们好几个人围着袁报了警袁却不知道怎么
抢救袁束手无策遥

过了一会儿袁来了个穿粉色衣服的女的袁摸
了下老人的脖子就开始做人工呼吸袁 看上去手
法挺专业遥

她做了一次又一次袁我们看了都感动了遥 我
看她一个人挺吃力袁就过去帮忙按老人的胸口遥
老人吐了很多脏东西出来袁很臭袁旁边的人都捏
着鼻子往后退遥 她好像没闻到一样袁也不怕脏袁
清理了一下继续做急救遥

就这样救了一会儿袁 我对那姑娘说袁野脉搏
没了袁没用了遥 冶

那个姑娘没理我袁 手嘴一刻不停继续施
救遥

过了几分钟袁我看老人的脸色已经发紫遥 她
也因为消耗体力过大袁满头大汗袁脸色也开始发
青遥我有点担心袁又说了一次袁野没用了遥冶可她仍
然没理我遥

我实在心疼那个女孩子袁就拿了一把折扇袁
在她旁边扇风遥 有个小年轻也跑过来帮忙袁按压
老人的胸口遥

救护车来了后袁 穿粉红色衣服的姑娘跟着
上了车遥 我心想袁这样的好人应该得到表扬袁便
走过去问袁野你叫什么名字钥 冶

她还是没有回答袁 坐在老人身边袁 继续急
救遥

昨天中午袁 老人家人特意赶制了两面锦旗
送到医院袁一面写着野丹心一片献爱袁萍水相逢
救人冶袁特意把王丹萍的名字嵌了进去曰送给医
院的锦旗则写着院野德艺双馨袁恩重如山冶遥

野真对不起袁没能把人救回来遥 冶见到老人家
属的第一句话袁王丹萍就道起了歉遥

野你已经尽力了袁我们都感谢你遥 冶老人的女
儿说着说着哭了起来遥 触景生情袁王丹萍也忍不
住袁流下了眼泪遥

旁边袁医院院长沈洁眼眶也湿了遥 沈洁说袁
这么多年了袁在医院很少看到这么感人的场面袁
野一开始我还有点担心袁老人的家属会不会来医
院闹袁毕竟这样的事见多了遥 冶

沈洁说袁 在医院里袁 王丹萍一直默默地工
作袁最大的特点就是乐于帮助别人遥

从 2005年开始袁王丹萍就加入了黄岩义工
协会袁利用空余时间袁到敬老院尧贫困家庭献爱
心遥 敬老院是她最常去的地方袁每次去袁她都会
帮老人们量血压尧剪指甲袁为他们做饭尧洗衣服遥
有时候袁她还会带着自己 7岁的孩子一起去遥

野帮助别人袁也是快乐自己袁一举两得遥 冶王
丹萍说袁自己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人袁做着平凡的
事遥

护士路遇昏迷老人 跪地做人工呼吸急救不离弃

201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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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 19
时 许 袁
从江西

来福州

务工的

廖春平

夫妇下班回到位于仓山区建新

镇的出租房袁 打算给三个儿女
做晚饭遥怎料突然一声巨响袁硕
大的火球爆发袁 气浪将门口的
廖春平推了出去袁 他的妻子却
被火焰瞬间吞噬遥 在孩子的哭
喊中袁 廖春平和妻子奄奄一
息遥

正在附近巡查的金山派出

所民警刘柏听到了爆炸声袁直
奔火场而去遥在村民的协助下袁
火势很快被扑灭袁 廖春平夫妇
也被及时送往医院抢救遥 民警
刘柏一方面嘱咐周边村民安顿

好三个孩子袁一方面配合消防尧
安监等部门对火灾原因等情况

进行调查遥
经过一夜辛劳袁 还没来得

及阖眼的刘柏又立刻买上牛

奶尧水果匆匆赶去医院袁探视廖
春平夫妇的伤情遥 医生告诉刘
柏袁 廖春平的妻子因伤势过重
身亡遥 望着重伤的廖春平和围

偷塞到了廖春平的枕头下遥
这场灾祸袁 让家境窘困的

廖春平几近崩溃遥 刘柏看在眼
里袁急在心头遥 于是袁每天工作
之余袁刘柏除了到医院看望外袁
又东奔西跑积极联络袁 从死亡
证明到事故原因判定再到火化

处理袁 包办料理了廖春平妻子
所有的后事遥
刘柏还通过新闻媒体进行

呼吁袁向政府和民政部门反映曰
同时专门成立了野5窑13爱心基
金冶微信群袁发动身边的亲朋好
友献爱心袁 募集善款 10 万余
元袁帮助廖春平一家渡过难关遥
伤情趋于平稳的廖春平回老家

康复治疗袁 民警刘柏却累倒在
病床上遥
得知这个消息袁 廖春平心

中久久无法平静遥6月 16日袁初
愈的廖春平和家属专程来到福

州袁 为刘柏送来绣有" 积极作
为袁彰显本色"金字的锦旗遥

为了让这个濒临破碎的家

庭建立希望袁刘柏和野5窑 13 爱
心基金冶 微信群成员计划爱心
长跑 16年袁义务资助廖春平的
3个子女的生活费尧学杂费直至
成年遥

涓涓细流聚爱成海袁 点滴
温暖关怀备至袁 刘柏同志正是
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努力践行

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袁 在平
凡的工作岗位上赢得了老百姓

好口碑袁 树立了新时期公安机
关人民警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良好形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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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病床边最大才 6岁袁最小仅 2岁的三
个孩子袁刘柏不忍道出噩耗遥 刘柏安慰
廖春平袁说其妻子仍在抢救遥但临走前袁
刘柏悄悄掏出身上全部的 600元钱袁用
写有自己联系电话的纸条小心包好袁偷

17年来袁 生活在南台镇
老爷庙村的肖万余一直无微

不至地照顾着这位非亲非故

的同村孤寡老人和她已故的

老伴袁为老人劈柴做饭尧打扫
卫生尧 清理大小便噎噎肖万
余用爱心温暖着老人袁 也温
暖了整个村里人遥

从何时起不时到梁福桂

老人家帮忙袁 肖万余已记不
清遥 他只记得袁自己的母亲年
轻时与梁福桂老人十分要

好袁关系像姐妹一样遥 后来袁
陈乃荣尧 梁福桂老两口因体
弱多病袁先后患脑出血尧糖尿
病等顽疾袁母亲经常去看望遥
因为陈乃荣尧 梁福桂无儿无
女袁 母亲对于老姐妹的生活
备感怜惜袁 就经常让他过去
帮忙照顾遥 肖万余遵从母命袁
时不时地就去一趟遥 慢慢地袁
他去帮忙的次数越来越多遥
到了 1998年 3 月袁每天他都
要在梁福桂老人家上上下

下尧进进出出好几趟袁打扫卫
生尧洗衣做饭尧端屎端尿噎噎

选择本身就很难袁 坚持
更难遥 从那之后的 17年里袁
无论春夏秋冬袁 不管何种天
气袁 即使在肖万余生病的情
况下袁他也强忍着身体不适袁
坚持为老两口做好一日三餐

和日常家务遥 几年前袁陈乃荣
瘫痪日渐严重袁行卧不便袁为
肖万余的日常照顾增添了困

难和阻碍遥 但是他一如既往
地做好老两口的家务活袁更

不嫌脏

累 尧不
怕 麻

烦 袁每
天不分

时段的

照顾老

爷子大

小便袁 还经常帮助老爷子擦
洗消暑袁更换衣裤遥 去年袁陈
乃荣离世袁由于无儿无女袁村
委会准备帮助料理后事袁但
肖万余竟拿出自己多年的微

薄积蓄为老人全程操办后

事遥 陈乃荣去世后袁肖万余担
心梁福桂孤单悲伤袁 每天到
她家帮忙的次数更加频繁

了遥 为了消除老太太的孤独
感袁 肖万余经常陪着她唠家
常袁 搀扶她到门前院内溜达
散心遥 谈起这些年的生活袁梁
福桂满心欢喜袁野是肖万余让
我生活得很开心遥 我要是没
得他的照顾, 哪能活到今天!
说不定我的坟头上早就长了

老高的草了遥 冶
许多年来袁肖万余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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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没有出过远门袁即使出村办事袁他都是
在两个小时内就回到村里遥 野没办法袁
我牵挂着他们老两口袁 照顾他们已成
为习惯袁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袁离不开
咯浴 冶 肖万余露出朴实的笑容遥

其实大多数人都很平凡袁 没有能
力去做一些感动天地的大事袁但是袁如
果每个人都能去做一些小事帮助他

人袁 汇聚起来的力量自然就会让这个
社会充满温暖遥

励

志
故 事

有一位老先生颇有正义感袁一天早上袁他见一年轻人正
把房屋中介的广告绑在树上袁就客气地问他院野先生袁请问你
知不知道树上的房屋广告袁前不久清洁队刚清除完毕钥 冶

野知道啊浴 冶年轻人不高兴地回了一声遥
野既然知道袁为什么还要继续绑这些广告呢钥 破坏市容

整洁是违法的呀浴 冶
年轻人听了袁仍继续绑广告袁头也不抬地说院野还不是为

了赚两个钱遥 冶
野难道你只为了自己赚几个钱袁 就可以违法来破坏环

境尧来跟政府执法对抗吗钥 冶老先生义
正词严地说遥
野违法钥呵袁违法的事多啦袁很多有钱人乱停车还不是一

样违法浴 冶年轻人回答遥
野你是说耶要违法袁大家一起来违法爷浴 那我们这个国家

还有什么希望钥 冶
野是没希望啊浴 冶年轻人说完袁跨上摩托车袁又赶往前面

另一棵树去绑广告遥
野是没希望啊浴 冶
这则故事看似好笑袁 实则让人心酸院 一个社会若没希

望尧一个年轻人若没希望袁是多么可怜尧多么可怕的事浴
有些树袁虽然外表枯槁袁可是在冬去春来时袁枝头上仍

努力地野争长出绿叶冶浴 拾荒老人王贯英袁虽然天天捡垃圾尧
收破烂袁但他仍有野盖座图书馆尧造福学子冶的目标与希望
啊浴

然而袁有些年轻人袁每天吸食不良药品尧赌博尧抢劫噎噎
没希望地野浑噩度日冶袁过一天算一天曰或许有一天袁他会猛
然发觉要要要野咦噎噎我怎么死了钥 冶

事实上袁野没目标尧没斗志尧没生气冶地活着袁跟野死了冶是
没啥两样浴曾有这样一句名言院野树的方向由风决定袁人的方
向由自己决定遥冶是的袁或许没有人是我们的敌人曰我们真正
的敌人是自己野懒惰尧懈怠尧没有方向尧不知奋发向上尧不知
坚持到底冶的心啊浴

假如有人问道院野想成功的人请举手浴冶相信绝大部分的
人都会举手遥但如果问道院野想吃苦的人请举手浴 冶相信很多
人都不会举手遥

许多人没有野开创性尧冒险性冶袁他们不喜欢为自己订下
目标袁也不愿意吃苦袁只想野坐享

其成尧一步登天冶遥可是袁成功是很少有快捷方式的浴或
许有人是野坐电梯冶袁幸运地飞黄腾达袁但我们不能奢望每个
人都有如此的好运浴

野山高袁人更高浴路长袁腿更长浴 冶只要我们有信心尧有毅
力袁就一定可以改变命运袁让美梦成真浴

这是美国东部一所大学期终考试的最后一天遥 在教学
楼的台阶上袁一群工程学高年级的学生挤做一团袁正在讨论
几分钟后就要开始的考试袁他们的脸上充满了自信遥这是他
们参加毕业典礼和工作之前的最后一次测验了遥

一些人在谈论他们现在已经找到的工作曰 另一些人则
谈论他们将会得到的工作遥 带着经过 4年的大学学习所获
得的自信袁他们感觉自己已经准备好了袁并且能够征服整个
世界遥

他们知道袁这场即将到来的测验将会很快结束袁因为教
授说过袁他们可以带他们想带的任何书或笔记遥要求只有一
个袁就是他们不能在测验的时候交头接耳遥

他们兴高采烈地冲进教室遥教授把试卷分发下去遥当学
生们注意到只有 5道评论类型的问题时袁 脸上的笑容更加
生动了遥

3个小时过去了袁教授开始收试卷遥 学生们看起来不再
自信了袁他们的脸上是一种恐惧的表情遥 没有一个人说话遥
教授手里拿着试卷袁面对着整个班级遥

他俯视着眼前那一张张焦急的面孔袁 然后问道院野完成
5道题目的有多少人钥 冶没有一只手举起来遥 野完成 4道题的
有多少钥 冶仍然没有人举手遥 野3道题钥 冶学生们开始有些不
安袁在座位上扭来扭去遥 野那一道题呢钥 冶

但是整个教室仍然很沉默遥
野这正是我期望得到的结果遥 冶教授说袁野我只想给你们

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袁 即使你们已经完成了 4年的工程学
习袁关于这项科目仍然有很多的东西你们还不知道遥这些你
们不能回答的问题是与每天的普通生活实践相联系的遥冶然
后他微笑着补充道院野你们都会通过这个课程袁 但是记
住要要要即使你们现在已是大学毕业生了袁 你们的学习仍然
还只是刚刚开始遥 冶随着时间的流逝袁教授的名字已经被遗
忘了袁但是他教的这堂课却没有被遗忘遥

对学习不感兴趣袁或是野忙得没功夫看书冶的人袁终会被
时代的激流所淘汰遥 也就是学如逆水行舟袁不进则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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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刺客聂隐娘曳由侯孝贤执导袁舒淇尧 张震尧 阮
经天尧妻夫木聪尧周韵等人主演遥

影片主要讲述的是幼时被道姑偷走的聂隐娘

功夫学成之后袁听从道姑命令回来刺杀自己青梅竹
马的节度使的精彩故事遥

聂隐娘渊舒淇饰冤是魏博藩镇的大将聂锋之女袁
10岁时被一道姑带走袁 将其训练成武功绝伦的刺
客袁十三年后返家袁奉师命要取与其青梅竹马的表
兄魏博藩主田季安渊张震饰冤的性命遥 其时正是安史
之乱之时袁藩镇割据尧民不聊生袁聂隐娘师傅教导其
杀一独夫贼子救千百人袁而其母聂田氏则告知聂隐
娘袁杀掉田季安将使其妻元氏一族趁虚而入袁魏博
将天下大乱袁为大义着想袁田季安不能杀遥 与此同
时袁聂隐娘父亲聂锋奉田季安之命袁护送名义上遭
贬谪的军队统帅田兴前往他处避难袁路遇追来的元
氏暗杀队伍遥 聂隐娘尾随其后袁遇负镜少年和采药
老者袁一同救下了聂锋和田兴遥 除了在外猎杀魏博
重臣袁 元氏一族也悄悄在田季安府内逐步肃清袁田
季安妾室胡姬性命也差点被纸人阴术拿去袁幸亏有
隐娘救了一命遥 至此聂隐娘彻底放弃了刺杀田季安
的计划袁并与道姑结案袁道姑遗憾其不能断人伦之
亲袁最后交手死在聂隐娘匕首下遥 了结了一切后袁聂
隐娘与负镜少年和采药老者飘然远去遥

舒淇 聂隐娘为魏博大将聂锋之女

张震 魏博节度使

阮经天 田季安贴身护卫 武功高强

刘澍颖 田季安宠妾

许芳宜

影片取材自唐代裴刑短篇小说集叶传奇曳里的
叶聂隐娘曳一篇袁讲述聂隐娘幼时被一尼姑掳走袁过
了五年被送回已是一名技艺高超的女刺客袁一次她
奉命刺杀刘昌裔却为对方气度折服转而投靠袁后又
化解精精儿尧空空儿两次行刺袁是为名噪一时的传
奇女侠遥
自 2005年袁叶聂隐娘曳 申请台湾辅导金迄今袁侯

孝贤导演用 7年的时间来为叶聂隐娘曳的拍摄做各
种充分的准备遥 其御用编剧朱天文尧著名作家阿城
跟随侯孝贤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袁查阅了大量的历
史古籍袁仅剧本袁朱天文就曾八易其稿遥 除此之外袁
影片的场景尧道具都是设计考究尧做工精细遥 至此袁
集结了舒淇尧张震尧李屏宾尧廖庆松等主创的顶级团
队将同侯孝贤一起完成这个武侠梦遥 内地当红小花
旦刘澍颖也倾情参演遥

侯孝贤表示袁电影已经开拍袁武当山部分的景
基本已经完成袁 接下来会去神农架等地继续拍摄袁
内地的外景基本上都会在湖北完成遥 而在台湾袁剧
组还会在搭好的内景里完成一部分戏份遥 日本部分
的场景之前已经拍了一部分袁是否还要去补拍尚未
知遥 该片在大陆内蒙尧神农架尧涿州及日本京都等地
拍摄遥 李屏宾说院野侯导曾很痛苦袁跟我说院耶哇袁我曾
想到渊拍武侠片冤会很不容易袁但没想到这么困难爷遥
不仅选场景折腾人袁武戏尧服装也一磨再磨袁让剧组
和侯导都备受煎熬遥 冶
影片 2012年 9月开拍至 2014年拍摄完成袁为

展现大唐时期的侠义武侠景色袁在大陆至少拍了一

个月袁 武当山开
镜尧 转往神农架尧
又转场内蒙古袁最
后神农架的画面

全剪掉遥内景则是
在宜兰搭设一座

壮观的聂府遥侯导
一贯喜爱长镜头

和空镜头来呈现袁
背景因此相当重

要遥

侯孝贤表示袁 许多武侠片都喜欢用电脑 3D特
效袁但那太复杂袁也没什么意义遥 他认为现在许多电
影的特效都强调视觉酷炫尧太虚幻袁其实电影能否
吸引人袁主要取决于角色自然散发的能量遥

2013年年 4月曾传因用尽资金 9000万元而停
拍袁李屏宾说院野资金是有压力遥 但之前所谓的停拍袁
是因转换场景耽误很多时间袁并非用光了资金遥 冶

继早前台湾媒体传出野资金耗尽冶和野停拍冶的
消息后袁侯孝贤御用摄影师李屏宾又爆料称袁该片
还仍在台北外双溪中影片厂赶拍中袁而且 2013年 7
月 24日再度停拍遥 这次停拍的原因是因为主演之
一的张震袁他要到内地拍摄一部古装动作片叶飞鱼
服绣春刀曳袁之后还要参加徐克导演的一部新片袁至
于剧组何时复工袁影片何时杀青袁都还是未知数遥

侯孝贤之前就明确表示过袁 不会考虑拍摄 3D
电影袁他表示袁野我对数位化有谨慎袁大家都往精致
上面走袁但他是一个物理的精致袁感觉不是像素的
问题袁而是美学质感的问题遥 冶侯孝贤还透露之前考
虑用上发条的手持摄影机拍摄叶聂隐娘曳袁野之前叶金
城小子曳就有很多部分是这么拍的袁拿起来就可以
拍袁对于摄影师来讲袁这是一个直觉袁可以改变以往
拍摄的调性遥 冶不过后来他还是放弃了这个计划遥

电影剧本由侯孝贤和朱天文以及阿城帮忙打

造袁叶聂隐娘曳 对侯孝贤的最大挑战是商业诉求袁他
的作品除了出道时候的喜剧片和少数几个片子袁其
他无一例外丧失了本岛市场袁只能走上无奈的国际
影展路线遥 侯孝贤如何在商业导向的压力下保持个
人风格以及创作自由袁他能作出何等改变将是一大
看点遥 此外由于杨德昌没能完成北宋的追风少年
渊资金缺口太大冤袁侯孝贤梦回唐朝的侠女传奇更是
多出一番意义遥

据台湾媒体报道袁舒淇 15日参加新片叶一步之
遥曳记者会袁她在叶一步曳饱受野背台词冶之苦袁同时也
身为侯孝贤大戏叶聂隐娘曳女主角的她受访时也大
爆袁叶聂隐娘曳中袁她的台词院野恐怕 16句都没有遥 冶看
来侯孝贤在古装大片中袁仍保持他平淡尧反叙事的
作风袁 舒淇在片中肢体情感的传达比台词更重要遥
据悉袁舒淇演叶聂隐娘曳片酬约 800万人民币袁如此
算来袁她在片中一开口就要价 50万袁一言抵万金遥

侯孝贤式武侠电影走的是文化底蕴路线袁慢慢
铺叠袁比较近似日本武士电影袁高手过招袁3招就能
分出胜负遥 这是侯导拍过最美的电影遥 整体技术环
节简直无懈可击遥 渊台湾记者评冤

聂隐娘是个惊喜遥之前担心传统老派的故事拍
不出武侠新意袁没料到导演压根没想讲故事袁功力
完全没有用在人物关系袁 剧情转折等传统叙事上袁
美到令人窒息的画面袁炊烟农家袁青山绿水袁以及唐
朝古风...以东方式传统含蓄和理解吃力的文言文对
白袁 一起打造了一部从未有过的意境武侠创新大
作遥 渊新浪网影评人冤

史诗一般的电影诗篇袁一部需要凝望袁而不只
是观看的佳作遥 渊美国媒体评冤
得承认袁尽管晦涩难懂的情节使我对它无法像

对戛纳其它电影那样确信袁 但无疑这是一部杰作袁

也会是金棕榈的有力竞争者袁我觉得它比王家卫的
叶一代宗师曳更出色遥

华语电影仅存的电影大师侯孝贤暌违十年出

手的武侠新作叶刺客聂隐娘曳渊以下简称叶聂隐娘曳冤
一经上映袁引来了诸多观影者的分歧与争议遥 不得
不说袁影片白描式的人物刻画尧缓慢隐晦的叙事手
法尧唯美空灵的置景摄影袁给当代华语影坛带来了
不小的冲击袁既有某些观众甚至发出了近乎辱骂的
抨击袁也有不少电影业内人士发出了近乎崇拜的褒
奖遥 叶聂隐娘曳一出袁似乎立刻成为了普通观众与专
业影迷之间的审美分水岭袁或是真诚与矫情的人格
分界线袁有人避之唯恐不及袁有人为之流连忘返遥 不
同于以往面向市场的商业电影优劣分歧袁有一定的
统一标准作为判别原则袁而一部公认具有国际水准
渊影片获得了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冤 的纯文艺电
影袁会诞生出如此巨大的口碑争议袁在当今是绝无
仅有的袁这也是各方面都具有极端气质的叶聂隐娘曳
才做得到的遥

另一方面袁十年打磨尧投资 8千万人民币的叶聂
隐娘曳终究不是市场欢迎的那盘菜袁首日排片只有
15.15%袁上映四天来很快降到了 9.5%袁单日的最高
票房也只有 1120 万袁截止到 8 月 30 日袁票房只有
3950万遥 对影院的低排片确实无可厚非袁而根据网
票票房统计袁叶聂隐娘曳 的上座率最高时也只有
23.49%袁不到四分之一袁最低时甚至降到了 15.39%袁
由此可见袁对观众而言无论如何电影首先仍是个娱
乐商品袁而不是陶冶心灵的功课遥

新京报组织观影团观看了这部影片袁尽管有部
分观众在观影时睡着袁 最终的评价依然以正面居
多遥 不可否认袁叶聂隐娘曳是一部野背对观众冶的电影袁
导演刻意做出的过多留白袁导致部分剧情观众难以
进入袁甚至看完也会产生不少疑问院周韵到底演了
一个角色还是分饰二角钥 聂隐娘与田季安之间的感
情到底是怎样的钥 瑚姬隐瞒怀孕是纯良抑或腹黑钥
新京报记者梳理了该片在戛纳电影节尧 以及在大
陆尧台湾等地的发布会尧沙龙论坛上袁主创们针对影
片的这些问题所给出的释疑袁 听听影片导演侯孝
贤袁主演张震尧周韵尧许芳宜(饰道姑)尧谢欣颖渊饰瑚
姬冤袁编剧之一谢海盟尧剪辑廖庆松等袁为观众剖析
野聂隐娘冶隐去的那些内容遥

谁是青鸾钥 谁又是铜镜钥
叶聂隐娘曳到底讲的是人袁还是时代钥 对于熟悉

一般商业电影叙述规则的人来说袁这并不是个值得
提出的问题袁但放在叶聂隐娘曳这里袁则显得无比重
要袁一部分人既没看到时代袁也没看到野人冶袁时代只
是美轮美奂的布景尧是佶屈聱牙的台词曰人只是倏
忽其来的影子袁抑或是语焉不详的情绪遥 侯孝贤从
未将野把一个人说明白冶这件事放在故事的重心袁就
像一幅抽象画袁又或是一幅写意山水袁你感受到了
哪一步袁哪一步就回归你的心灵遥 有人说袁侯孝贤就
是那只青鸾袁在浮华的当代影坛孤独的舞蹈袁对于
电影来讲袁观众就是那面镜子袁你看到了美袁你就是
美的曰你此刻看到了孤独袁你就永远孤独曰你睡去
了袁那么你也许会有个好梦遥

我一直强调真实袁除了叶海上花曳袁我拍的其他
戏都是现代题材遥 这次回到唐朝袁贯穿不变还是真
实袁很精确考证唐朝这些场景袁我觉得这样坚持的
真实是人处境尧情感尧情绪的真实遥 这个真实也是最
打动我的袁对于我来讲就是孤独的经验袁聂隐娘是
很孤独的故事袁青鸾看到同类就叫袁但是得到一只
青鸾三年一直不叫袁拿着镜子袁青鸾看到镜子中的
自己袁一整夜起舞袁跳到力竭而死袁孤独的具像化遥

这个真实尧这个孤独袁这部片子召唤出每个人
心中的青鸾袁舒淇很被这个故事打动遥 她第一次看
到这个故事眼眶有点红袁被这个故事打动了袁舒淇
这样一个人被大家称为女神袁 会有孤独的经验吗钥
相信会袁可能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遥 渊口述院侯孝贤冤
从黑白画面到颗粒质感

叶聂隐娘曳的另一个意义在于在视觉观感的与

众不同袁对于全面数字化时代下的当代观众袁这可
能是人生中最后一次在影院观赏用胶片拍摄的电

影袁 许多观众对镜头中出现的颗粒感感到费解袁甚
至有人认为是野像素冶不高所致袁这对于曾经辉煌的
胶片电影时代来说显得无比凄凉又无奈曰而另一方
面人们对叶聂隐娘曳镜头中展现的美感表示惊叹袁殊
不知这同样是只有胶片才能达到质感和浓度遥 此外
4:3的画面比例袁开场的黑白镜头设置袁很多漫长缓
慢的长镜头袁简略迅捷的动作设计袁甚至当镜头中
纱帘飘动时袁会完全把镜头挡住袁呈现出全画面的
模糊状态袁完全与现代强调快速剪辑尧画面夸张奢
华的电影潮流背道而驰袁尽管对熟悉侯孝贤的观众
来说袁了解这是他一贯的风格袁但对于从未在大陆
影院欣赏过侯氏电影的观众来说袁每一眼都是陌生
的体验遥

黑白哟袁黑白我是直觉袁尤其是杀人这件事是
刺客袁所以还是黑白一点袁不然很残忍遥

其实镜头并没有多长袁 要用长镜头一战到底袁
对两个姑娘来说不可能袁还是要拆解袁不可能做一
个动作尧一个镜头遥 一个镜头下来袁我喜欢袁但不可
能遥 我只是教她们几招袁一段一段练遥 渊每次锣鼓点
的亮相冤戏曲就是程式化袁京剧最厉害就是程式化袁
所有动作都表达了遥

你看我搭的景袁感觉那个纱帐在飘动袁我是搭
在空地袁如果是在摄影棚里要用电风扇控制袁那不
可能像的遥 而且光线也很难袁所以我是搭在空地袁利
用自然的光线补一点点光而已袁然后那个风是慢慢
的鼓起来袁到一个程度又下去袁那个是人为很难的袁
像周韵住的大殿全部是户外搭的袁尽量利用自然的
光线袁我们大概看着光线的位置把它搭起来遥

我很怕那种轰的一下就飞不见了袁那种拍法谁
都会啊袁干嘛还要我呢钥 其实我要的就是回归角色袁
在物理的限制里面把功夫做好袁知道了这一切才有
限制袁才能在限制里面自由创作遥 渊口述院侯孝贤冤

三问叶聂隐娘曳
1 聂隐娘和田季安到底有没有感情钥
张震渊饰演田季安冤院简单说聂隐娘跟田季安他

们其实小的时候青梅竹马袁因为田季安的父亲是节
度使袁在那个时候是以世袭的方式去上位遥 因为本
来田季安的妈妈希望他跟聂隐娘可以联姻结婚的袁
但是为了田季安能够世袭去接节度使的班袁所以田
季安只得和另一个权贵家的女子结合遥 我觉得田季
安对很多人都是有情的袁包括聂隐娘袁周韵袁演我的
老婆袁还有瑚姬袁她是我的妾袁好像看起来我跟妾的
关系比较好袁但实际上我觉得对田元氏就是大老婆
周韵还是有情感在遥 对聂隐娘他也有一个很好的印
象袁他们从小一起长大袁这个感情可能更加深厚遥

2 道姑最后为何要与聂隐娘打斗钥
许芳宜渊饰演道姑冤院这个部分是很有趣的师徒

关系袁她带着她长大袁从她的孪生姐妹那里带走她袁
其实是为了要守住她的平安袁但是因为道姑是一个
杀手袁所以把她训练成另外一位很棒的杀手遥 我们
知道在早期的年代里面袁有很多的专业都是师徒制
的袁师徒制的方式就是非常亲密的袁不管我的哲学

还是所有的一切都希望传到你的身上袁你也要帮我
传播下去遥 也许最后道姑觉得是一种背叛吧袁事实
上道姑这时发现自己更孤独了袁她原本以为有一个
人跟她是同样的理念袁 是她可以传承下去的伙伴袁
可是没有想到她的徒弟选择走出属于自己的路遥

3 周韵演的田元氏和精精儿到底是不是一个人钥
周韵渊饰演田元氏冤院当时看剧本的时候袁我觉

得这个人物比较丰富袁比较明确袁她一个人两个面袁
很容易让这个角色更有意思袁比单独就演田元氏这
一面更有意思袁当时我挺想去演这个人物遥 我的朋
友也问过你到底是演两个人袁还是一个人钥 我说这
是导演的意思袁你猜呗遥

侯孝贤院 其实田元氏跟精精儿是同一个人袁只
是她戴着面具做另外一个事袁整个事情就是为了巩
固自己的王朝袁所以那个是理直气壮的遥 我感觉周
韵的架势袁绝对保证渊演得出色冤遥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CC44天下奇聞
星期一 2015年9月14日 Monday, September 14, 2015

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擴大營業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10

290
Genard Rd.

Be
ltw
ay

8

Ste
ffa
ni

Ge
ss
ne
r

Clay Rd.

萬事達石業公司

North

反應迅速 專業施工 工廠直銷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GRANITE MASTER

4502 Steffani, Houston,TX 77041(新倉庫室內外面積達6萬餘呎，新址在舊地址路口處)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部分花崗石樣板花崗石板 室外倉庫 倉庫一角 廚房洗盥盆 倉庫展示間 實木櫥櫃 花崗石廚房檯面

一年內付清，可享12個月無息分期付款。

2999

二十年安裝經驗

☆白色的硬木櫥櫃
☆不同類型的水龍頭
☆各種顏色和大小的花崗巖
☆各種廚房和浴室水槽

Reborn Granite LLC實木櫥櫃

地址：14730 Hempstead Road, Houston，TX77040.
電話：713-690-4888 www.reborngranite.com

大理石品種最多大理石品種最多！！規模最大規模最大，，價格最低價格最低！！
批發批發！！

China's President: "Common Destiny"
Shared By Global Community

(Houston, Texas, August 5, 2015) On November 7,
2015, Southern News Group, a leading Asian media
group located in Houston, Texas, with offices in ma-
jor U.S. cit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n
Houston will hold a “WWII 70th Anniversary And Cel-
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event in Minute
Maid Park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nd the diversity of the
Houston's community.
The event will honor all those veterans who served in
WWII and will celebrate the many diverse internation-
al cultures that have become an ingrained part of the
very essence of Houston. It is this rich ethnic diversi-
ty that now makes our great city one of the world's
major international melting pots.
Seventy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e guns of WWII

were silenced, docu-
ments of surrender
were signed and cit-
ies all over the world
broke into unbridled
celebration with the
end of a global con-
flict that saw the end
of the threats of tyran-
ny and oppression.

And after six years and one day of great human loss
and suffering, the world was set on a course from
which many countries' political systems were estab-
lished – many of which still survive to this day.
Recently, the 69th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adopted by consensus a resolution to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World War II victory. On
June 26, 2015, the United Nations commemorated
the signing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of 1945,
marking its 70th anniversary. The organization was
formally chartered on October 24, 1945.
Correspondingly, on October 24, 2015, the United Na-
tions Association in Houston will hold its annual UN
Day event to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is event will bring together
peace organizations from throughout the region and
highlight the work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 to create equality, rights and peace.
Southern Newspaper Group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n Houston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overall ope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WWII
70th Anniversary And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event which will attract thousands of
ethnic peoples from multiple backgrounds including

Jewish, Asian, Latino
and African and they will
represent the wishes of
the whole world for world
peace.
“ History cannot be
forgotten and the tragedy
of war must be
remembered.The coming

commemoration event will
also write an important
memorable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verse city of Houston,
Texas,” said Wea H. Lee,
Chairma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The event will include musical
and dance performances by representative
ethnic group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he
participation of many governmental officials at

all levels as well as members of the several branches
of the U.S. armed services.
These will include the “ Sound of Soul” Art Group
from Beijing performing – Thousands hands of
Guanyin, the Bodhisattva of Compassion or Goddess
of Mercy (Sanskrit Avalokiteśvara), Chinese acrobats
and Mask Change (Face Change). There will also be
many singing groups and individual vocalists, opera
singers, international dancers, Instruments, and a
fashion show representative of several local ethnic
groups. MC for the event will be well-known Houston
TV anchor, Shern-Min Chow.

A Message From Wea H. Lee, Chairman,
Southern News Group

Seventy years ago, an unthinkable and now
unmentionable calamity that had never been seen
before in the long history of
humanity occurred. But the tragedy,
even 70 years ago, is still
unforgettable. And the trauma that
World War II brought to all of
mankind so many years ago, still
haunts all peoples of the world today
while it also still guides the events of
daily life.
The war broke out in 1939 and
ended in1945 and was the largest war in modern
history, with more than 100 million military personnel
being mobilized and directly involved in this world
conflict. Included in the sad events of the war were
the tragic Nanjing Massacre in China and the
Holocaust in Europe.
For the first time Japanese germ warfare was carried
on against Chinese soldiers and civilians, and finally,
for the first time United States dropped two atomic
bombs on Japan to put a finish to the war disaster.
There were a total of 50 million to 70 million deaths
caused by the war -- the largest number of deaths in

the history of war.
Learning about history is
like holding up a mirror to re-
flect the past to teach us a
lesson. This year the world
will hold many different
forms of commemoration of
World War II. From Mos-
cow, Minsk, Warsaw, Berlin,
Paris and other famous in-

ternational cities, to Auschwitz, the beaches of Nor-
mandy, the Berlin Wall, Mitte Jewish cemetery and
so many famous war relics – all these events and
places and more remind posterity to memorialize the
many martyrs and keep in mind the war and the
world's struggle against the fascist powers of that
time.
Also in remembrance of the war, the Chinese Peo-
ple's Anti-Japanese War and the World Anti-Fascist

War 70th Anniversary will be held in September in
Beijing and will include a spectacular military parade
in Tiananmen Square. This is the first large-scale cel-
ebrations since Xi Jinping became China's top leader.
On November 7, 2015, Southern News Group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n Houston will spon-
sor the “World War II Anniversary and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event that will commemo-
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World War II while also
celebrating diversity and world peace along with the
many diverse international cultures that have become
an ingrained part of the very essence of Houston.
History cannot be forgotten and the tragedy of war
must be remembered. The coming commemoration
event will also write an important memorable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verse city of
Houston, Texas.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at Minute Maid Park
on November 7, 2015.

Wea H. Lee
Houston, Texas
August 2, 2015

For additional details and sponsorships for the “WWII
70th Anniversary And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event at Minute Maid Park on
November 7, 2015, please contact Jennifer Lopez or
Angela Chen at (281) 498-4310, or email at
jenniferitc@gmail.com or angela@scdaily.com.

BEIJING, Sept. 11
(Xinhua) -- With a
state visit
scheduled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September,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indicates that he is
ready to seek
genuine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across the Pacific.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rip extends far beyond the
two countries. When the leaders of the world's larg-
est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meet to dis-
cuss issues concerning the common destiny of the
global community, the effects will be felt in every cor-
ner of the world.
CREATION IN NEW ERA
Since 2012, Xi has spoken of this "common destiny"
dozens of times, putting the notion at the heart of re-
lations with China's neighbor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t large. "In the interest of peace, we
need to foster a keen sense of a global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said Xi during his V-Day speech
on Sept. 3.
Xi's "common destiny" demands peaceful develop-
ment in a globalized economy. As he puts it: "Man-
kind, now living in one global village... has become
a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Everyone has within
themselves, a little bit of everyone else."
The notion is not an empty slogan. With initiatives
such as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ncrete
ideas of building a better world are emerging.

China'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coming decade will focus on
the common destiny of all peo-
ples. China will strive to be at
the center of a good neighbor-
hood, and will work for new,
non-confrontation, non-expan-
sionist, peaceful relations with
other major powers.
The proposed community is a
bold move, but not short of
challenges.
For many years, China has actively promoted a
"peaceful development," but the message has not
been embraced by all its neighbors.
Before China, no majo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ever
rose peacefully. Now China is facing the difficulty of
convincing the world that peace is possible, let
alone desirable.
China's rapid rise and vast scale are so formidable
that they preclude the cooperation among its fearful
neighbors.
It is especially difficult after the world has been used
to China's smiling, often silent diplomacy. When Chi-
na protects its core interests nowadays, it is often
called "overtly assertive."
Whether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ultimate-
ly succeeds or fails greatly depends on China itself,
and it meanwhile depends on the attitudes and acts
of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smaller neighbors.
The geopolitical competi-
tion of the Cold War still
prevails and this legacy
threatens development.

These entrenched prejudices are impossible to elimi-
nate overnight, so China needs to find a way to bal-
ance its security against the clout of these U.S. al-
lies, said Zhao Minghao, a research fellow with the
Charhar Institute.
There are reasons to believe that Xi will succeed,
said John Ross, who was in charge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policy with the government of London.
The first reason, he said, is that "all countries want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President Xi should be credited for initiating the
idea," Nathan Gardels, editor-in-chief of the World
Post and senior advisor to the Berggruen Institute,
told Xinhua. "Now it needs to be worked out."
It is a tough challenge. There is no precedent, no
guidebook on the shelf. But China must do it.
COOPERATION, WIN-WIN "COMMON DESTINY"
Global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ecurity demand
new world governance in the interests of all coun-
tries, big and small.
The zero-sum game of centuries of global politics
has brought little but inequality and regional turmoil.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which reverberates to
this day, has demonstrated the perils of question-
able economic practices and demanded the urgent
need for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This is "common destiny": only through cooperation
with others can any nation achieve the greatest
good for itself.
As Xi puts it, "one plus one can be greater than two.
" By cooperating, countries achieve higher living
standards than they do alone.
"Cooperation and win-win are the core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Ruan Zongze, deputy head of the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told Xinhua.

China is the first major power to set cooperation as
the basis of its foreign policy, which leads the
world's trend of pursuing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he said.
The "community" is crucial not only to global gover-
nance, but for the future of China which is steadfast
in its intent of bringing about national rejuvenation.
Domestically, reforms must support economic
growth necessary to achieve a moderately prosper-
ous society by 2020. Externally, only a favorable in-
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s conducive to the coun-
try's lasting development.
China's success is inextricably linked to the growth
of others. Without peace, stability and growth on
China's borders, there is no way forward. Competi-
tion must be secondary to cooperation.
China's recent diplomacy has two wheels: new rela-
tions with major powers and equal cooperation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 said professor Zheng Yong-
nian, director of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at the Na-
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The axle connecting the two wheels is "neighbor-
hood diplomacy," the priority in China's grand for-
eign policy, he said.
"This new era provides China with an opportunity to
establish a grand diplomacy and the leadership has
grasped that opportunity," said professor Zheng
Yongnian. "Xi's diplomatic strategy has taken shape.
"(Courtesy Xin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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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 9月 1日电 1912年 4月 10日袁被称为野世界工业史上的
奇迹冶的野泰坦尼克号冶从英国的南安普顿出发驶住美国纽约袁开始了
它在大西洋上的处女航遥 然而就在 5天后袁载着 1316号乘客和 891名
船员的豪华巨轮与冰山相撞而沉没遥 时光飞逝袁今年 9月 30号将是泰
坦尼克号残骸在大西洋海底被发现的 30周年纪念遥 纽约一家拍卖公
在当天要拍卖一个逃生乘客携带出来的沉船遗物遥 纵观近几年袁各大
拍卖公司也拍过不少泰坦尼克的沉船遗物噎噎

2013年 10月袁 泰坦尼克号一名乐师曾使用的小提琴在英国迪韦
齐斯的拍卖会上以 90万英镑(约合 887.6万元人民币)成交袁创下了野泰
坦尼克冶号纪念品拍卖价格纪录遥 这把小提琴属于泰坦尼克号乐队首
席华莱士?哈特利袁是他未婚妻玛丽亚?鲁宾逊送给他的订婚礼物袁琴上
刻有鲁宾逊的题字袁 琴盒还刻有W?H?H的字样遥 鲁宾逊终身未嫁袁
1939年去世遥 琴被她家人捐赠给当地一家乐队袁后几易其主袁最终于
2006年被发现遥 经过 7年鉴定袁研究人员最终确认它为真品遥

最后一封家书

1912年袁艾瑟?哈特和七岁的女儿爱娃在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沉
没之前 8小时写下了最后一封家书遥 当年袁哈特夫妇带着女儿移民加

拿大袁家书收信人是艾瑟的母亲袁她住在伦敦东边遥艾瑟在信中形
容野旅途美好冶尧野非常开心冶遥 家书写在野泰坦尼克号冶提供的正式
文具上袁抬头有野搭乘泰坦尼克号冶字样尧时间是野星期日下午冶遥去
年 4月袁野泰坦尼克冶号幸存者在游轮上写就的最后一封家书在英
国拍卖袁以 11.9万英镑(约 125万元人民币)成交遥

最后的午餐菜单

纽约一家拍卖公司今年 9月 30日要拍卖当年泰坦尼克号一个逃
生乘客携带出来的沈船遗物要要要最后的午餐菜单遥拍卖公司估计可以
卖到 5万到 7万美元之间遥 即将拍卖的菜单袁是一个名叫萨罗蒙的头
等舱乘客带出来的袁菜单上有另一个乘客的签名遥 萨罗蒙是少数几个
搭上了被称为百万救生艇的头等舱乘客遥 谣传袁同船逃生者的其中一
人用重金贿赂船员袁要求他们赶快开离沉船现场袁不要再让其他人上
船遥

未被使用的救生衣

2008年袁美国纽约克里斯蒂拍卖行拍卖一件 野泰坦尼克冶号邮轮
上的救生衣遥这件救生衣是由软木填充袁没有被使用过袁除部分有污点
和损坏外袁大部分完好遥 克里斯蒂拍卖行估计袁这件救生衣能拍到 6万
至 8万美元遥 这件救生衣被认为是目前仅存的六件野泰坦尼克冶号救生
衣中的一件遥 由于救生衣里填充的软木太沉袁以至于当年很多生
还或遇难的乘客在跳船逃生时都是下巴受伤遥

承载历史意义的船票

2012年袁博瀚思拍卖行宣布将于纽约拍卖一张罕见的泰坦尼
克旧船票遥 该票全须全尾袁票根俱在袁齿孔完整袁博瀚思拍卖行海
事顾问格雷格? 迪特里希表示院野藏家对泰坦尼克号的兴趣远超其
他任何沉船袁泰坦尼克因此极富标志性遥 这张票自然已经不能用
了袁但仍将成为一枚颇具历史意义的书签遥 冶

两份菜单 10万英镑
泰坦尼克号游轮遗留下的两份菜单于 2012年 10月 24日在

英国进行拍卖袁共拍出 1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 100万元)的高价遥
这两份菜单中袁其中一份是游轮上一等舱的菜单袁其拍卖价格为
6.4万英镑曰另外一份是为庆祝泰坦尼克号下水举行宴会的菜单袁

该菜单拍出 3.6万英镑遥这两份菜单被曾乘坐游轮的两兄弟获得袁他们
曾是鱼贩子袁当游轮抵达爱尔兰后袁他们便上岸了袁当时游轮还未与冰

山相撞遥
打包拍卖

2012年袁美国纽约的格恩西拍卖行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拍卖袁拍品
是 5900件来自泰坦尼克号的珍贵文物遥 这并不是第一场纪念泰坦尼
克号的拍卖袁但是第一次拍品直接来自沉船遗址袁而且从保存角度考
量袁拍卖行打算成批野打包冶拍卖遥拍卖的物品中巨细不等袁小到一个发
卡袁大到重达 17吨的船体构成部件遥 每一个物品袁都能让人联想到一
个故事院一美元的钞票被修复得平整如初袁望远镜袁上好的中国瓷器袁
保存在皮包内的背心袁装饰大楼梯用的青铜小天使袁完好无损的眼镜
噎噎还有一个用钻石拼写出野Amy冶字样的儿童手镯要要要据登船名单袁
当时 2228名乘客中袁只有两个野Amy冶遥
泰坦尼克号沙滩椅

去年 4月袁 野泰坦尼克冶号客轮甲板上的一张沙滩椅在英国威尔
特郡的拍卖会上以 100350(近 15万美元袁约合 93.1万元人民币)英镑
成交袁远高于估价的 7至 8万英镑袁买家是一名匿名英国收藏家遥 拍卖
公司称袁沙滩椅是野泰坦尼克冶号收藏品中最罕见的一种袁但结构脆弱袁
不适合坐卧袁只能作陈列用途遥

泰坦尼克号原版菜单将拍卖 沉船遗物吸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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