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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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華超巿凱蒂分店 「 韓國美食節」 人山人海爭購美食
有各式韓國美食免費試吃，特銷大減價活動至本月17 日

（本報記者秦鴻鈞） 大華超市新開張不久的凱蒂分店，於
上周末六、日兩天，舉行 「韓國美食節」 , 從周六（11 月 5 日
） 一大早起，就吸引了來自各地各族裔的客人，大家爭相品嚐
在大華超市凱蒂分店進口處所搭建的 「 韓國美食節 」 攤位，讓
大家逐一品嚐韓國美食，從好吃的韓式糕餅甜點，到韓國特有的
蘆薈計，參雞湯，辛拉麵，韓式大醬湯的韓式豆瓣醬，以及各式
韓式烤肉醬，乃至韓國新高梨都是熱銷的重點。

主辦這次 「 韓國美食節 」 的洛杉磯Korea Agro- Trade

Center 的總裁Chu Pyo Lee 在接受本報記者訪問時
，談到他為什麼要辦美食節，因為韓國的食品太多
了，美國人很多不認識，希由藉由 「 韓國美食節
」 的舉辦，大家有機會全面性的接觸韓國食品，品
嚐韓國食品，希望大家多多試用，吃吃看，品味韓
國食品的美妙。談到韓國食品，Chu Pyo Lee 總裁
特別列舉了可治消化不良的韓國 「 蘆薈汁 」 ，參雞
湯，辛拉麵，以及BBQ Sauce ( 韓式烤肉醬 ），將
牛肉在該醬料中醃泡一夜，第二天煮出來，風味十
足，什麼作料都不用放。Chu Pyo Lee 總裁也提到
，他們將陸續在全美各地作 「 韓國美食節」 介紹，
這次11 月 5 日，6 日在德州 Katy的大華超巿， 下
次11 月12 日，13 日在德州Carrollton 的大華超巿
，以及他們將去德州達拉斯及內達華州辦 「 韓國美
食節 」 活動，希望大家能將韓式食品介紹給自己的
友人和家人。

在記者最後問到： 韓國食品有那些 「 優勢 」
？ 營養價值為何？Lee 總栽說： 「營養」 這個題目
太大了，不是一時半刻能說的完的，但韓式食品注
重口味，口感，參雞湯用韓國特產的高麗參製成，
補品一流，還有醃牛肉的BBQ Sauce（ 韓式烤肉醬
） 都是韓國最馳名叫座的食品，值得廣為宣傳。

該公司主導的 「 韓國美食節 」 除了還將在休士
頓，Plano, 及Sugar Land 外，還將在二家拉斯維加
斯店，及16 家南加州的店作類似的宣傳活動。

大華超巿凱蒂分店的韓國食品特銷，韓國產品大減價活動將 至本月17 日止，歡迎各界把握時機，前往搶購。大華超巿凱蒂
分店的地址在：569 S. Mason Rd. Katy, TX 77450

（本報記者秦鴻鈞 ） “少林秘功”療法，大家都知道能康復很多神經系統疑難雜症。其中包括中西醫認為難治的、
久治不愈的和不能治的疾病，“少林秘功”通過我幾十年在國內外的臨床，證實同樣能在不服藥物、不注射針劑、不開刀
、不使用針灸的前提下，增加了一項和能為中老年人健康長壽一樣的為不受年齡限制的女客服做美容、美體、身體增高的
項目！臨床證明效果很好！其中包括扁平的鼻子增高、去除眼袋、皺紋、斑點、顴骨的整形、面頰大小的整形、面神經癱
瘓、眼簾下垂，腫大、嘴角歪斜、耳垂增大、臉面美白、嫩滑等等慢性症狀，還能為身體前彎可以伸直，身體增高數公分
，只要你想怎麼樣美麗都可以提出，都在“少林秘功”中運用內氣功滿足你的需求，在一定時間內無痛苦的讓您康復！當
然不會產生醫源性疾病更不會有後遺症，盡可放心的前來一試“少林秘功”的神奇療效，歡迎你，謝謝。
請看一位近90歲老太太的感激！
李國忠大夫：

本人於2015年2月23日中風，經過住院治療，僅能步行2到3分鐘，經過李國忠大夫經過“少林秘功”十幾次的治療
有了很大的進步，可以不用架子自己獨立行走了，頸椎也不痛了，可以隨意轉動，右邊胸肋骨也不痛了。還有早上起床，
原來都不可以起床，站都站不起來，因為我的右大腿膝關節都痛，經過李國忠大夫用內氣功治療後，腿也不痛了，起床走
路也方便了，在此感謝李國忠大夫能“妙手回春”讓我恢復了健康，連藥也不用吃，我非常高興。

黃翠群敬上
聯系李大夫的手機：
832-757-3787

“少林秘功”在人體美容整體方面又一優勢

主辦這次 「 韓國美食節」 的洛杉磯 Korea Agro- Trade Center 的總栽
Chu Pyo Lee 先生（ 右） 親自來到大華超巿現場接受記者訪問，（ 左）
為韓文翻譯Kathy 女士。（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大華超巿凱蒂分店 「 韓國美食節」 大家爭購美食的熱烈情
景。（記者秦鴻鈞攝）

患者治療之後可獨立行走患者治療之前需要用架子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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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鎮陶瓷研究所精品展跳樓大甩貨
折扣高達90% OFF！

（本報記者黃梅子）日前，中國紅木家俬景德
鎮陶瓷研究所精品展在中國城惠康超市旁邊展覽促
銷。在瓷都景德鎮，有上千家窯廠、瓷廠，但只有
一家是正宗——景德鎮陶瓷研究所，被業界譽為當
代官窯。這裏研制出來的高檔瓷器不是中央國家機
關專用就是外事國禮清單特定，歷來都被視為“國
瓷”。 此次展銷的數十件景德鎮陶瓷研究所保存的
一比一老釉宮廷陶瓷中，有幾件是上個世紀70代輕
工部為海外巡展特別制作的高仿作品，歷代宮廷陶
瓷監制羅老三傳人的老料仿古青花瓶工藝高超，做
工精細，厚重莊嚴，大氣磅礡，讓人眼界大開。大
師作品，可作為傳世珍品收藏，不可錯過。

此次精品還有不少氣派恢弘的紅木家俬，難得
的是幾件上品海南黃花梨根雕，還有各種越南黃花
梨家具套組、大型博古架、貢臺、五鬥櫃、大型沙
發組、餐桌組、貴妃床等。各種金絲楠木大型根雕
茶臺、中型茶盤、小型果盤、平安扣、鎮紙等，各
種黑檀木茶盤，應有盡有。本次精品展出現的各種

和田玉精美擺件也是休斯頓首次亮相，品味不亞於
國內官家收藏。

另外，本次展出的精品還包括金絲琺瑯描金開
光八駿圖瓷板畫、景德鎮陶瓷研究所陶
瓷名家的各種作品、蘇繡名家精品刺繡
等均屬上品，讓你愛不釋手。整個精品
展上萬件精品前所未見，等你收藏。因
場地馬上到期，現跳樓大甩貨，折扣最
高達90% off，機會難得，不可錯過這
個收藏買進的大好時機。

此次景德鎮陶瓷研究所展覽的負責
人梁先生是古董瓷器和玉器專家，為感
謝海外華人華僑和熱愛中國精品的人士
的關愛，可以對您收藏的古董免費鑒定
。感興趣者可以直撥梁先生的手機電話
832-412-0038。

中國紅木家私景德鎮陶瓷研究所精品展

地址：914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77036(
中國城惠康超市旁邊)

電話：832-412-0038

瓷板畫越南黃花梨五斗櫃

金絲楠木茶台、越南黃花梨家具越南黃花梨博古架

越南黃花梨沙發

越南黃花梨圓餐桌

越南黃花梨貴妃榻

本報記者黃梅子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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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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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

大華超市凱蒂分店 「 韓國美食節 」 於上周六，周日熱鬧舉行
特銷期間、韓國產品大減至本月17 日止，敬請把握良機

圖為 「華隆食品公司」 的代表出席大華超巿的 「 韓國美食節 」 。

「 韓國美食節 」 ，韓式飲料蘆薈汁很受歡迎。外國人也爭相品嚐 「 韓流 」 美食。大華超巿凱蒂分店水果、蔬菜，各式罐頭、飲料，應有盡有。

大華超市凱蒂分店最熱賣的西點麵包部。大華超市凱蒂分店的小吃一條街。韓式泡麵，口感佳，嚼勁足，最受青睞。

韓式牛骨湯辛辣麵熱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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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总统朴槿惠，这个曾被民

众称为“嫁给国家的女人”，如今

正面临全国范围内的声讨。随着媒

体的曝光和民众的质疑不断增加，

“闺蜜门”事件继续发酵，引发全

世界关注，朴槿惠面临上任以来最

大的政治危机，她的“青瓦台之路”

可谓前途未卜。

被“闺蜜”坑了，朴槿惠遭遇

最大危机

“闺蜜门”的主角是现年 60

岁的崔顺实，朴槿惠前秘书室室长

郑润会的前妻，朴槿惠“导师”崔

太敏的女儿。崔顺实在朴槿惠父亲

朴正熙1979年遇刺后陪在她身边，

两人交情深厚，亲如姐妹。

据韩国媒体报道，并无任何官

职的崔顺实曾收到过包括 44份总

统演讲稿在内的 200多份文件，其

中部分演讲稿的打开时间在总统演

讲前，而且崔顺实在总统演讲前曾

修改过演讲稿。舆论指出，总统府

内仅有极少数幕僚有权审阅这些文

件，如果上述报道属实，这将是一

起破坏国家纲纪的严重事件。

崔顺实被曝“干政”后，朝野

哗然。事件不断发酵之下，民众的

关注点已从最初的青瓦台文件泄密

变为崔顺实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

了朴槿惠的决策、影响了国家事务。

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称，崔

顺实甚至会对朴槿惠的衣着搭配提

出意见，难免引发外界猜测朴槿惠

的所有决定是否都由崔顺实在幕后

做出。许多人认同最大在野党共同

民主党党首秋美爱的这句话：现在

“有两个总统在领导这个国家”

干政问题并非崔顺实这位“闺

蜜”给朴槿惠带来的唯一麻烦。在

此之前，崔顺实就因涉嫌腐败成为

韩国舆论关注的焦点，令朴槿惠政

府焦头烂额。她被指涉嫌利用与朴

槿惠的关系促使韩国大企业为两家

非营利性质的基金会Mir财团和K

体育财团出资，并通过空壳公司拿

到了其中的部分资金。

面对此起彼伏的质疑和反对之

声，朴槿惠25日发表《致国民书》，

就曾向亲信崔顺实事先泄露演讲稿

等文件一事向韩国国民鞠躬道歉。

她说，崔顺实曾在困难时期和参加

总统选举时期向她伸出援手。她就

任总统后，也曾就部分资料征求过

崔顺实的意见，但在青瓦台秘书班

子完备后，就没有这样的事情了。

朴槿惠说，对于让国民为此担忧、

惊讶和心痛，她感到非常愧疚。

民众怒了 朴槿惠的“青瓦台”

之路前途未卜

面对总统朴槿惠的政治丑闻，

韩国国内学生和民众要求其下台的呼

声这两天可谓是“一浪高过一浪”。

在韩国的社交媒体上，网友纷

纷P图表达内心的不满，要求朴槿

惠下台。

据韩国民调机构 Realmeter27

日发布的数据，这位韩国首位女总

统 的 支 持 率 在 26 日 已 经 跌 至

17.5%，首次跌破了 20%；对于朴

槿惠应如何为此次事件负责，

42.3%受访者主张她引咎辞职或者

被国会弹劾，其后依次为“改组青

瓦台和内阁”、“总统退党”。

“接连爆发的丑闻让‘弹劾’

一词在韩国主要网站上成为热门话

题。”《韩民族新闻》称。韩国庆

熙大学教授李泽光表示，韩国国民

对朴槿惠政府的最后一点信任消失

殆尽，今后朴槿惠绝不可能获得大

多数国民的支持。甚至执政的新国

家党内许多人都纷纷呼吁朴槿惠退

党，通过切割她与新国家党的关系

力保明年总统大选。

而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府

青瓦台有关人士表示，执政的新国

家党正式请求全面调整人事后，朴

槿惠已致电其党首表示“正在深思

熟虑”，这被解读为朴槿惠对人事

调整请求基本表示了同意。不过人

事调整难以速决，因考虑继任人选

和施政方向需要时间，预计本周内

会具体敲定。

决策黄了？朴槿惠仍有众多难

题待解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韩

国检察官正在调查崔顺实是否利用

其影响力强迫三星、现代、SK集

团、LG集团等大型企业集团向两

家非营利财团捐款数百万美元。这

些指控正在削弱朴槿惠在任内最后

18 个月里改革劳动法并复兴增长

乏力的韩国经济的努力。

另外，朴槿惠在几天前突然表

态力推“修宪”，引起广泛关注。

她在国会发表讲话要求成立一个特

别委员会，开始讨论修改宪法，改

变目前对总统任期的限制，并声称

韩国总统只能担任一届的做法已经

不符合国家需要。这种突然表态令

外界感到讶异。

由于韩国法律规定修宪内容不

适用于本届政府，因此朴槿惠即使

修宪成功也无法连任。也有分析立

刻质疑她的目的更多是为了挽回政

治影响力，并帮助所在的新国家党

增加明年总统选举中的胜算，同时

缓解自身受到的压力。

在外交方面，有报道称，崔顺

实在朴槿惠对日外交上扮演重要角

色。朴槿惠在2013年1月与日本自

民党高层会见之前，曾向崔顺实传

达了会见的应对计策，使得崔顺实

在事前就掌握了相关情况。日本媒

体担忧，丑闻主角介入日韩外交或

将动摇朴槿惠任内对日外交取得的

一些进展，尤其可能阻碍去年年末

日韩政府就“慰安妇”问题达成和

解案的履行。

从对东北亚地区安全的影响来

说，朴槿惠最大的“政治遗产”毫

无疑问是“萨德”系统的部署。由

于在美军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问

题上偏重联盟关系，朴槿惠政府早

已经受到了来自多方的压力。国内

部分持反对意见的民众引发的示威

和抗议一直持续到近期；即使在决

策层内部，对于这个政策也有反对

的声音。虽然从短期看“萨德”部

署不太可能改弦更张，但是从中长

期看，该事件对后续韩国政府考虑

这个问题，应该会带来一定的阻碍

作用。

当前正值美国总统选举即将

揭晓“最终答案”的关键节点，

而这份“答案”或许会给已经

“水深火热”的半岛局势再添一

重变数。“内忧外患”的朴槿惠

下一步会怎么走？全世界都在拭

目以待。

黑煙滾滾釀20傷，波音767飛機發動機零件飛出半英裏
周五，一架美国航空公司班

机在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起飞

前起火，迫使乘客撤离到跑道上，

造成20人受伤送医治疗。据消息

说，一个独立的发动机零件甚至

飞出撞到附近的建筑物屋顶上。

联邦航空管理局发言人托

尼•莫利纳罗（Tony Molinaro）

最初说没有人在这起事故中受伤，

但后来更正说，有轻伤报告，共

20人因轻伤送医院治疗。美国航

空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机上有

161名乘客和9名机组成员。

从发动机排出的碎片散落在

机场南侧，据一位熟悉此事的人

说，故障非常严重，发动机的轮

盘飞出半英里，撞到附近建筑物

的屋顶。

坐在第31排中间的一名乘客

说，他听到一声巨响，然后看到

一个大火焰。机场消防队长Tim-

othySampey 表示，接到飞机 2 号

发动机起火的报告，随后这架在

跑道尽头停下来，飞机上有大约

43000 磅燃料。他说：“如果

（故障）再晚点发生，可能是绝

对毁灭性的。”

通常，民用航空发动机会被

设计得具有一定包容性，即使航

空发动机的零件脱落，也会保持

在罩壳内，而不会飞出去击伤飞

机机舱或破坏机翼中的燃料箱。

因此，这种“未包容的”故障是

极其罕见的，国家运输安全委员

会NTSB官员正在寻找线索，关

于发动机的故障是否发生，是否

有维护或者是否存在跑道上的碎

屑进入发动机等。

该飞机的引擎制造商，美国

通用电气 GE 发言人肯尼迪星期

六告诉路透社，GE 公司的航空

发动机是在几十年前推出的CF6

的主力型号，这架飞机在上世纪

80年代或90年代进入服役。

不过美国航空公司拒绝提供

关于飞机，发动机或维修的详细

信息，表示只回答国家运输安全

委员会NTSB的问题。NTSB则表

示，它计划在星期六晚些时候在

奥黑尔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更多

细节。

肯尼迪表示，GE航空公司，

波音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的官员

都在现场协助调查。CF6航空发

动机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推出的

一款民用航空发动机，根据 GE

公司的数据，目前有超过 4,000

台发动机在七种不同的宽体喷气

式飞机上使用，包括波音 747和

767以及空中客车A300和A330。

该发动机已经飞行了 4亿多个飞

行小时，并有“业界领先的可靠

性水平”的记录。

奥黑尔事件是 GE 航空发动

机一年多以来的第三起“无法控

制”的故障事件，前 2次分别发

生在 2015年 9月英国航空公司波

音 777 客机和 8 月份西南航空公

司波音 737客机，但那两架飞机

都使用了不同的发动机，分别为

GE 90 发动机和 CFM56 发动机

（GE和法国赛峰的合资企业）。

根据航空安全网络ASN提供

的摘要，在 2006年的全功率地面

测试情况下，一个装配 GE CF6

发动机的美国航空 767客机曾遭

遇过一个未知故障。

根据总结，航空发动机“高压涡

轮 1级轮盘的破裂”部分地归因

于GE的设计不足和 FAA检查的

不充分。

在美国联邦航空局记录显

示，美国联邦航空局自1986年以

来的 6 项监管行动中引用了 767

上使用的CF6-80A发动机的高压

涡轮机。根据FAA的记录，2009

年最近一次，要求航空公司在 30

天内拆除发动机转子，缩短发动

机盘的允许使用寿命，因为这可

能导致裂缝和发动机故障。

美俄亥俄州一3歲男童
在家遭7歲男童槍殺

在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

市，一名名叫霍斯金斯

(Tyrne Hoskins)的 3 岁男童

在室内遭另一名 7岁男童枪

击致死。

据警方报道，该枪击事

件发生在俄亥俄州托莱多市

中部罗丁汉姆街上的一座黄

色的居民房内。10 月 29 日

下午 1点，警方接到报警后

赶到现场，发现除受害者外，

室内还有数个一同被照看的

孩子。

目前警方已确认受害者身

份，经调查得知该7岁男童是

在事发现场发现的手枪，但尚

不清楚涉事枪支的来源与所

属。警方尚未提出指控。

该事件发生后，一位邻居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父母应

该看好自己的孩子，这些孩子

带着枪上街，太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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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澳大利亚一名16

岁女孩服用阿片类镇痛药四

年后尝试摆脱时出现脱瘾综

合征。阿片类镇痛药的广泛

服用引起澳大利亚疼痛控制

中心的热切关注。

16 岁的布鲁克•彼得

森 (Brooke Peterson) 来自澳

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加比

市 (Toongabbie)，由于患有

弗莱堡氏坏死(一种缺血性

坏死病)，12 岁起她就开始

服用阿片类药物以镇痛。

连续服用四年后她对阿片

类药效免疫，同时发现自

己无法摆脱对这些药的依

赖。她本人称：“摆脱阿

片类药物时，我出现脱瘾

综合征，比如肚子痛、畏

寒怕冷、冒汗。”

阿片类药物是一种镇

痛药，成分主要为可待

因、双氢可待因、氢吗啡

酮、羟考酮、美沙酮、吗

啡、芬太尼和哌替啶(度冷

丁)等，主要用于中到重度

疼痛的治疗。

一组关于疼痛控制与治

疗的数据显示，在平均年龄

为 12岁的 628名慢性疼痛患

者中，三分之一的儿童被开

具阿片类药物作为处方药以

缓解慢性疼痛，而其中，几

乎 20%的儿童定期甚至每天

服用该种药物。澳大利亚非

营利疼痛控制与治疗医疗团

体 Pain Australia的董事长莱

斯利•布赖登 (Lesley Bry-

don)对此表示担忧，称用阿

片类药物镇痛对儿童来说风

险巨大，因为它有违临床诊

断治疗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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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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OFF

花崗石

平方呎

Peach &
Tea Brown

特價

帶按裝費＊

$1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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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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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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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人最容易忽視的美國習俗
也是美國人最忌諱的,你知道嗎?

在美国呆上一段时间，你就

会发现，在日常生活中，不管做

什么事，都得提前预约。看病、

见律师、开会，这类预约大家是

可以理解的，但修空调、洗地毯、

搬家这种蓝领干的工作也要提前

预约，可能许多人就不解了。

在看惯满大街都是劳力挑夫

的中国人眼里，以为美国工人也

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那就大

错特错了。美国的蓝领，同样不

会为了钱而选择在家庭聚会上迟

到，或错过一场棒球赛。中国人

大多有过不事先预约而手忙脚乱

的体验，包括我自己。

在美国，预约是一种习俗，

也是一种礼节。邻里串门，要进

门小坐几分钟的那种，即使相距

只有 20米，也一定要事先打个电

话通知一声，因为说不定你去敲

门时，邻居正有急事准备外出；

或者家里一片零乱，此时不想被

打扰。为了避免尴尬，保险的做

法就是打个电话预约，看看这会

儿是否适合登门拜访。一个朋友

嫁了老美，有一次开车偶然路过

她婆婆家想进去看看，打电话过

去，她婆婆回答：千万别来，我还

没化妆呢。这位婆婆，其实早已

80多的高龄。如果朋友没打电话，

冒然去敲门，会是什么结果呢？

许多美国人的一天都会有与

工作无关的活动，散步、骑车、

打球、陪孩子......看上去这些并不

重要，似乎可以随时取消，可以

随时被工作或其他挣钱目标挤

占。其实不然，这些对他们而言

可能与工作同等重要，甚至更加

重要，且早已在他们的规划之

中。如果计划有变，他们可能会

妥协，但未必感觉爽快。所以，

与看上去很闲的美国人打交道，

也最好做到凡事预约，少些临时

起意，这一定能为你的教养加分。

预约习俗的背景是彼此尊重

和珍惜时间，做事不预约或者没

有预约习惯，在美国会吃大亏。

打个比方说，出门旅行在外，如

果不提前订机票、订宾馆和租

车，那么等待你的可能是两倍甚

至四倍于他人的价格。家里东西

坏了，找 7 天 24 小时随时上门服

务的公司，价格往往也是两倍。

至于生了病，不想预约而去急诊

室的话，估计 200美元可以看好的

病，到时付2000美元都不够。

遵守预约习俗还得注意不要

轻易取消预约，如果不得不取消

也一定要尽量提前。比如，你被

邀请去别人家里吃饭，想要取消

预约最好提前至少一天，且一定

要诚恳道歉。因为在饭局之前，

主人肯定早已买好食材，准备好

饭菜，临时取消意味着食物的浪

费，同时也让主人的忙碌毫无意

义，再说为了等客人赴约，主人

可能推掉了其他预约，总之千万

不要小看这一顿饭。

其他方面，比如看医生，再

如上门修空调，如果你之前有预

约却改变主意了，也一定要打电

话过去通知。无故取消预约又不

打电话通知，绝对是种恶习。

美国人凡事喜欢说谢谢，感

谢的原因有很多种，其中有一种

叫做Thanks for your time( 谢谢你

的时间)，这跟预约的文化背景大

概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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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重视阶级地位的国家来到

美国的游客，或许觉得美国并不

特别尊敬显要人物。美国人向人

鞠躬致敬，不会因对方的身份地

位不同而特别殷勤，会多鞠几个

躬。不论在家或搭乘汽车，美国

人通常不会要求贵宾坐上特定的

座位。礼让的情形很少，你所能

见到的礼让情形，可能是请吃饭

的时候，让贵宾坐在主人或女主

人的右面。在某些国家里，汽车

后座是上座。但在美国，私用汽

车里驾驶座旁边的位子才是上

座，一半是因为司机往往就是主

人自己，另一半是因为坐上前面

那个座位，可以清晰地看到车外

的景象。

体语
你知道吗？两个人谈话，彼

此所站的距离，随文化不同而异。

在一些国家里，人们交谈时可能

站得很近，谈话下去，两张面孔

常常越来越贴近。根据研究所

得，美国人谈话如果跟他人站得

太近，就觉得不舒服；他们最合

意的距离是五十公分左右。另有

一些国家的人，还喜欢站得比五

十公分更远一点交谈。

你会注意到美国人的另一个

社交习惯，就是他们跟其他许多

民族一样，说话时往往做手势。

他们谈天之际，可能拍拍对方的

肩膀，以示友好，或者轻拍小孩

的脑袋，以示亲爱。依照其他国

家某些民族风俗来说，这种表达

法可能不受欢迎，尤其是用左手

来表达。许多美国人都用惯左手；

在美国左右手没轻重之分，不论

用左用右，都没有什么不敬。不

过，在这一类的小事上，如果对

方在社交场合中用双手的用法令

你不快的话，你只须略加犹豫，

你的美国朋友往往就明白你的意

思了。

静居独处
美国人无静居独处之念，往往

是游客难以了解的。美国人不是围

墙高筑、重门深锁的国民。他们的

院子通常连在一起，连篱笆亦付阙

如。他们通常不经邀请，也不先通个

电话，就互相过访；他们在办公室

工作，总是大门敞开。

他们无静居独处的念头，也

许是本国历史发展的结果。美国

是个幅员广阔的国家。美国从无

筑墙之城，美国人也用不着防犯

邻邦。美国在初期居民极少，所

以邻居非常重要，不能把他们摒

诸门墙之外。邻居在艰苦创业时

会提供保护和帮忙，他们彼此守

望相助。

沉默
美国人人都不喜欢沉默。他

们会侃侃而谈，以免谈话中止，

纵使片刻的停顿，亦非所愿。假

若你很久没作声，美国人就会尽

量设法让你加入谈论。他们也许

问你是不是身体不舒适，要不要

他们帮忙。不过，美国人如果不

同意你所说的话，可能默不作声。

他们不出声，未必表示他们同意

你的意见，而是表示他们认为同

你继续辩论下去是没有礼貌的。

说话爽直

游客到了美国，都发觉美国

人不说“废话”。这就是说，美

国人答话的时候，往往简单到只

说“是”、“不是”、“当然”，

或极普通的一个“对”字。但简

单的答语并不表示美国人怠慢、

粗鲁或脑筋简单。美国人平时匆

匆忙忙，跟你打招呼不外一个

“嗨”。真的，你在美国居留期

间，将一再听到这个招呼，几乎

人人都说，不论地位、年龄、职

业。不过，听惯了比较长的、漂

亮话的人，也许要经过一段时间，

才会对美国人的“坦言”不当一

回事。

介绍
美国社会风俗跟别国社会风

俗大不相同的一点，就是名字的

称呼。美国人不重视“地位”，

尤其是社会地位。大多数美国人

都不愿意自己因年龄或社会地位

的关系而特别受人尊敬，这样会

令他们觉得不自在。许多美国人

甚至觉得“先生”“太太”“小

姐”的称呼太客套了。不论年龄，

大家都喜欢直呼其名。“别称我

史密斯太太，叫我萨莉好了。”

称呼名字，往往是表示友善亲

近。不过，你如果觉得直呼其名

不好，尽可用比较客气的称呼。

你可以向对方笑笑，说你已经习

惯成自然，初与人见面的时候总

是比较拘谨，过一阵就会直呼名

字了。

介绍的时候，往往是连名带

姓：“玛丽 · 史密斯，这位是约

翰 · 琼思。”遇到这种情形，你

可以自己决定该称呼那位女士为

“玛丽”还是“史密斯小姐”。

有时你们两人交谈，开头是称呼

对方的姓，但没过多久，其中一

人或彼此就直呼对方的名字了。

你尽可自己选择，假若你不愿意

一下子就直称别人的头字，而要

依照你自己的习俗称呼别人，谁

也不会觉得你没有礼貌。

你可能会注意到，美国人聚在一

起聊天的时候，几乎从不提彼此

的头衔。如果你平时听惯了不离

头衔的谈话，就会觉得美国人说

话不客气，不近人情。你高兴的

话，尽可依你本国的习惯称呼别

人的名衔。美国人听你这样说

话，只是觉得有趣，觉得特别。

不过，假若他们谈话时不称头

衔，你可别不高兴。

头衔
社会阶级的差异，在美国是

不受重视的，所以美国人没有家

庭世袭的头衔，虽则他们对于用

惯了头衔的外来客也会以他的头

衔相称。美国人反而有时用职业

上的头衔。这种头衔有别于家庭

头衔，因为它是靠自己“挣来”

的，而不是由祖先传下的。有头

衔的职业，最常见的是法官、高

级政府官员、军官、医生、教授

和宗教领袖。这里且举几个例子：

哈利法官、史密斯参议员、克拉

克将军、布朗医生、格林博士

（教授）、怀特神父、科恩老师

（对犹太人的尊称用语）、格雷

主教等。

至于从事其他行业的人，则

称他为“先生”、“小姐”、

“太太”（音密西斯）。“Ms.”

（音密丝）对已婚和未婚的女士

都可适用，近年来在美国已甚为

通行。假若你跟一个美国人第一

次碰面，不晓得他的头衔，但又

要对他表示尊敬，那么可用“先

生”或“夫人”称呼。被你这样

称呼的人也许会想到你不知道该

用什么称呼，于是会把正确的名

称告诉你。不过，一个人除非是

从事某种特殊职业，否则正式的

头衔是不常用的。美国人注重友

好的、不拘礼节的关系，而不注

重地位头衔。美国人相信自己即

使直称一个人的名字，仍一样可

以对他表示尊敬。

服务
头衔之外，美国生活中还有

别的事情，是平时受女佣、司

机、厨师侍候惯了的游客，可能

发觉和他在本国的情形大不相同。

有的游客也许想到自己是有身份

的人，但在美国所受的待遇即跟

普通人一样，因此觉得自己被怠

慢了。不过，美国是个“样样自

己动手”的国家。一般美国人，

不管是医生、教授、商人、律师，

都是自己煮饭、洗衣、上市场买

东西或做其他工作。在美国，服

务是要钱的；谁都可以“买”服

务，只要付得起钱就成，地位是

不相干的。一个人不管干的是什

么职业，如果自己动手做家务，

绝对不会被人认为有什么不对。

其实，许多美国人都花得起钱请

厨师、司机，但他们不那么做。

找漱洗间
一位新到美国的游客，最近

有人问他，在美国第一天最麻烦

的事情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

答：“找漱洗间。”

有些国家在大街上有明显可见

或在小建筑物里面标志明显的公众

漱洗间，美国可没有。在美国，公

众漱洗间均设于加油站（都是干干

净净的，免费的，不过可能要向站

员索取钥匙）。机场、公共汽车

站、火车站、餐馆、图书馆、大商

店、戏院，以及一切欢迎大众光临

的场所，都有漱洗间，你还可以走

进任何一家旅馆借用“女漱洗间”

或“男漱洗间”，即使你不是这家

旅馆的住客。

不要被漱洗间门上的名称弄

糊涂了。有时上面写着“男”或

“女”以及“女士”或“夫人”，

或干脆叫“漱洗间”。有的在门

上可能画个图形或其他标志，以

示男女之别，餐馆尤其采用这种

方式。女用漱洗间有时称为“化

妆间”。欧洲人使用的“方便处”

或“W.C”，在美国是少用的，

但一般人都明白是什么意思。

对你国家的认识
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对贵国知

之甚少的美国人。假若有这种情

形，请容忍他们。很遗憾，美国

学校很少教授他国的文化风俗。

美国东西两面是大洋，跟其他国

家隔得很远。结果，美国人对于

其他国家的文化和不同的工作方

式都不大熟悉；这在其他国家也

是常见的。假若美国人用你所不

熟知的办法来帮你的忙，假若他

们把贵国误认为是千里以外的另

一个国家，请多包涵。跟别的国

家相比，美国发展成为现代国家

的时间极短，只有 300 年的光

景。美国人一直忙于本土的成长，

忙着修建公路，忙着建立城市，

忙着为千百万的孩子制定免费教

育制度，忙着发明，忙着发现，

忙着为全球的利益而发展。在这

300 年间，有大部分的时候全国

的注意力只集中在美国本身，而

不在世界。直到二次世界大战

（1939-1945），美国人才开始对

世界其他地区发生兴趣。

尼加拉大瀑布

尼加拉瀑布被认为是世

上最壮观的景致之一，它位

于加拿大和美国交界的尼亚

加拉河上，号称世界 7大奇景

之一。

大多数名胜均集中于多

伦多西南面，尼加拉瀑布被

认为是世上最壮观的景致之

一，亦特别受到度蜜月者的

欢迎。它位于加拿大和美国

交界的尼亚加拉河上，号称

世界 7大奇景之一，丰沛而浩

瀚的水汽，震撼了所有前来

观赏的游人。

尼亚加拉河，上接海拔

174米的伊利湖，下注海拔 75

米的安大略湖。使水流湍

急，加上两湖之间横亘一道

石灰岩断崖，水量丰富的尼

亚加拉河经此，骤然陡落，

水势澎湃，声震如雷。 瀑布

的河水从高处的伊利湖流入

安大略湖，湖水经过河床绝

壁上的羊岛，分隔成两部

分，分别流入美国和加拿大。

从加拿大这边看一大一小两

个瀑布，比从美国方向看

起来更壮阔、漂亮。

大瀑布因其外表形成

一个马蹄状而称马蹄瀑

布。马蹄瀑布长约 675公

尺，落差 56 公尺。水声

震耳欲聋，水汽既浩翰又

高耸。当阳光灿烂时，

大瀑布的水花便会升起

一座七色彩虹。冬天时，

瀑布表面会结一层薄薄

的冰，那时，瀑布便会

寂静下来。

小瀑布因其极为宽广

细致，很像一层新娘的婚

纱，又称婚纱瀑布。婚纱

瀑布长约 320公尺，落差

58公尺。由于湖底是凹凸不平

的岩石，因此水流呈漩涡状落

下，与垂直而下的大瀑布大

异其趣。 要观赏这个与别

不同的瀑布，可以有不同的

方式，而最特别的莫过于乘

搭雾少女号观光船，穿上一

身防水工具于瀑布下参观，

穿梭于波涛汹涌的瀑布之

间 ，到扑朔迷离的水雾之

中，涛声惊心动魄，雾水涤

尽尘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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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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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最大，價格最低！
批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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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日，第十一届中国航

展在珠海金湾机场航展馆开幕，

首次展出的全谱系预警机模型及

以预警机为中心的空基系统，揭

开了“空中帅府”的神秘面纱。

预警机，作用是远程预警和

空中指挥引导，一个国家如果拥

有较好的预警机，即使战机数量

只有对手的一半，也一样可以赢

得战争。拥有预警机是中国几代

人的期望。早在上世纪70年代，

中国就曾经启动预警机研制，但

终因当时国力有限和技术基础薄

弱，未能成功。

11月 1日，第十一届中国航

展在珠海金湾机场航展馆开幕

上世纪80年代，机载预警雷

达实施关键技术攻关，并逐步获

得突破。为加快预警机研制，中

国开展预警机对外合作，1994

年，中俄以达成三方合作协议，

中国购买 4架俄罗斯的 IL-76运输

机，由以色列在其基础上改装为

“费尔康”预警机。 2000 年 7

月，美国逼迫以色列政府取消了

这项合同。

“费尔康”事件更加坚定了

中国人自己研发预警机的决心：

一定要争口气，搞出自己的战略

预警机！

其实，在中国决定引进“费

尔康”预警机时，中国也并未放

弃对预警机技术的研究和跟踪。

国内研发团队一直在同步开展研

制工作，掌握预警机设计方法和

主要关键技术，锻炼和培养技术

队伍，为中国自行研制预警机奠

定坚实基础。

之后，国产预警机正式立

项，这就是中国的“空警2000”。

四十年磨一剑，中国寻求预

警机之路坎坷波折，经历了风风

雨雨。中国预警机从无到有，再

到成功出口，如今空警 2000，是

世界上看得最远、角度扫描范围

最大、功能最多、系统集成最复

杂的信息化作战指挥平台。

这些成绩，和背后的团队分

不开，更和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

分不开……

（一）

中国的预警机之所以领先世

界，“空警 2000”背上驮着的有

源相控阵雷达是关键所在，这是

世界上现役最先进的机载雷达。

外媒称：中国采用有源相控

阵雷达的预警机性能全球领先。

这么牛，我们一定是该领域

的先行者吧？错！

论起步，我们比美国俄罗斯

晚了不止一两年。

论设备，我们完全是白手起

家。

没有任何优势，另起炉灶的

中国预警机靠什么出头？

上世纪90年代初，海湾战争

的爆发，让中国看到了装备预警

机的紧迫性，预警机的研制进而

提上了日程。

这位老人主动请缨，要求自

主研制预警机。他迎来的不是技

术上的挑战，而是冷嘲热讽：

“这样的国际难题，研发个鬼！

研发？不如直接买吧！ ”

“我们当然可以从国外买，

省时省力，但是一旦战争真的爆

发，国外只要卡住几个配件，我

们买回来的预警机就用不了！当

年我向时任国防部部长下了军令

状，如果不成功，我会提着脑袋

来见。”他说。

（二）

从1999年立项，到2004年首

飞成功，老人和他的团队实行的

是“7？11”工作制，一周要上 7

天班，每天工作超过11个小时。

整整五年，他没有过一个春

节。与之相伴的，还有试验中飞

机上90多分贝的噪音和不可预料

的飞行风险。

有一次飞机失速，从高空一

直掉到 3000米高度才稳住，当时

机上有的试验人员耳膜就被急速

变化的压力给击穿了。

老人说：志不强者智不达！

资料是英文，学俄语的他就

重启炉灶学英文。守着机房，他

就全面学习计算机技术，寄望预

警机数字化。在西北茫茫戈壁的

试飞现场，他一上机就是 4个小

时……

国产预警机在他的主导下，

创造了世界预警机发展史上的 9

个“第一”，突破 100余项关键

技术，累计获得重大专利近30项。

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

广州亚运会等重大活动安保中，

各型号国产预警机发挥重大作

用，令世界刮目相看。

“中国预警机之父”、中国

工程院院士、著名雷达工程专

家——王小谟

（三）

2009年 10月 1日，新中国成

立60周年阅兵式上，“空警2000”

和“空警 2000”预警机作为领航

机型，引领机群，分秒不差飞过

天安门广场。

站在观礼台的老人已经无法

控制自己的情绪，眼泪大颗大颗

掉了下来。

他就是“中国预警机之父”、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雷达工程

专家——王小谟。

他主持研制中国第一部三坐

标雷达、第一部中低空兼顾雷达

等世界先进雷达，主持研制中国

第一代机载预警系统。2013年 1

月，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你这么辛苦地过了大半辈

子，是个人兴趣，还是想升官发

财？”有人问他。

“我有时也会问自己，到底

是什么让自己一次次坚持了下

来？如果仅仅是为了一个饭碗，

我可能会去选择唱京剧、拉胡

琴，甚至会成为摩托车运动员。”

王小谟说，“对于我们这一代人

来说，报效国家，是成长中最重

要的信念，小学、中学接受的爱

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

爱社会主义的教育，这辈子都忘

不了。而研发预警机最根本的原

因，就是我想为国家争一口气！”

“中国人一定能行”“中国

人必须自己干”……每个人都憋

足了劲儿争一口气，中国梦必前

景可期！

沒有中國的世界
經濟會提早進入衰退

新加坡《联合早报》1日刊

发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士丹利亚

洲前主席史蒂芬•罗奇 (Stephen

S. Roach)文章称，中国有战略、

能力和决心实现伟大的经济结构

转型，成为以服务为基础的消费

社会，同时成功地规避巨大的周

期性困难。

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仍

然持有相当令人难以理解的观点：

美国“无法成为世界经济唯一的

引擎。”事实上它也不是：今年

中国经济对全球增长的贡献很有

可能是美国的四倍有余。但也许

卢已经在其对世界经济的评估中

假设了中国遭遇最坏情形。

在关于中国经济的重重绝望

中，有必要详细思考这一思想实

验。

首先，没有中国，世界经

济已经进入了衰退。据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 (IMF)，中国经济贡

献世界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

17.3%(以购买力平价衡量)。如

果没有中国，这一贡献需要从

IMF 向 下 修 正 的 2016 年 世 界

GDP 增长预测(3.1%)中剔除，将

世界 GDP 增长率拉低至 1.9%，

大大低于通常伴随全球衰退出

现的阈值 2.5%。

当然，这只是没有中国的世

界的直接影响。接下来要考虑的

是中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跨国

联系。

所谓的资源经济体，即澳大

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俄罗斯

和巴西都将遭受重创。作为资源

密集型增长巨兽，中国改变了这

些经济体，如今它们加起来占世

界 GDP 的近 9%。这些国家均声

称经济结构已经实现多元化，不

再过度依赖中国大宗商品需求，

但货币市场情况表明并非如此：

只要中国增长预期调整，不管向

上还是向下，它们的汇率也会同

步波动。

IMF最近预测，2016年这五

个经济体总计将收缩 0.7%，其中

俄罗斯和巴西继续衰退，其他增

长萎靡。

中国大陆的亚洲贸易伙伴也

是如此，它们大部分仍然是出

口依赖型经济，中国大陆市场

是它们最大的外部需求源。不

仅规模较小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

是这样，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和泰国等；域内规模较大较发达

的经济体也是这样，如日本、

韩国和台湾地区。这六个依赖

中国大陆的亚洲经济体加起来

也占世界GDP的 11%。中国大陆

崩溃至少会让它们的总增长率

下降一个百分点。

美国也无法独善其身。中国

是美国的第三大也是增长最快的

出口市场。在中国崩溃情形中，

这一出口需求将干涸，大约会将

2016 年美国经济增长率拉低 0.2

至 0.3 个百分点，而美国经济原

本已相当疲软，预计增长率只有

1.6%左右。

最后来考虑欧洲。长期以

来，德国一直是独自支撑欧洲

大陆的经济引擎，其增长仍严

重依赖出口。而中国的重要性

越来越显著，现在它是德国第

三大出口市场，仅次于欧盟和

美国。在中国崩溃情形中，德

国经济增长也将显著下降，拖

累其他依靠德国拉动的欧洲国

家。

有趣的是，在刚刚发布的

《世界经济展望》10 月份修订

版中， IMF 用了一整章内容进

行所谓的中国溢出效应分析，

即基于模型评估中国减速的全

球影响。与上面所罗列的观点

类似， IMF 重点关注中国与大

宗商品出口国、亚洲出口国

以及它所谓的“系统性发达经

济体” (德国、日本和美国)的

联系，这些国家最容易受到中

国减速的波及。在 IMF 的分析

中，亚洲受到的影响最大，其

次是资源经济体；三个发达经

济体的敏感性预计为中国的日

本以外的亚洲贸易伙伴的一半

左右。

IMF研究表明，中国的全球

溢出效应将让中国增长缺口的

直接效应放大 25%。这意味着如

果中国经济增长消失，那么根

据我们的思想实验，总直接影

响 (全球增长下降 1.2 个百分点)

和间接溢出效应(额外的 0.3个百

分点)将让当前 2016 年全球增长

基线估计值下降一半，从 3.1%

降至 1.6%。这距离 2009 年创纪

录的全球经济收缩 0.1%仍然相

去甚远，但与 1975 年 (增长 1%)

和 1982 年(0.7%)两次深度世界衰

退已经相当接近。

我将第一个承认危机后的

世界经济没了中国增长，将

陷入巨大的困难。中国悲观

论者需要对自己想要的结果

三思。

澳門日報：殲20亮相
既是“驚歎號”也是“逗號”

第十一届中国国际航空

航天博览会一日在珠海开幕，

中国空军多款高新武器装备

成体系亮相航展，其中歼 20

首次公开亮相最受瞩目。对

此，澳门日报 3 日社论称，

歼 20 的出现，打破了美国在

隐形战斗机这一领域的垄断

地位。目前中国在隐形技术

和电子技术领域都是后来者，

有后发优势。

歼 20 是由中国自主研制

的隐形战斗机。此次歼 20 在

珠海航展亮相，是继 2014 年

运20大型运输机亮相航展后，

中国第二次公开展示在研的尖

端武器。

歼 20 的出现，打破了美

国在隐形战斗机这一领域的垄

断地位，让中国空军与世界一

流空军在装备上“零代差”。

十年前只能“望美军项背”，

目前中国在隐形技术和电子技

术领域都是后来者，有后发

优势。在隐形战机的新一轮

较量中，中国并没有落后于世

界。

无人机也是今次航展的一

大亮点。

中国空军在室外展区展示

了“翼龙1”和“翼龙2”无人

机，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

究院则推出了在国际市场备受

关注的“彩虹4”和“彩虹5”

无人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

航)的全新“云影”无人机也首

次公开亮相。

其中，中航工业成都飞机

设计研究所的翼龙系列无人

机，创下中国无人机外贸单笔

最大订单纪录。

当前中国无人机在国际市

场上有较强的竞争优势。高端

无人机在没有卫星和无线电的

情况下也能正常使用，同时具

备强大的电子对抗能力。

目前，中国已占据了七成

以上的全球消费级无人机的市

场份额，高中低端无人机应有

尽有，产品和技术门类齐全，

丝毫不逊于美国。

有专家指，如果在人工智

能和数据链安全这两方面实现

质的突破，将可使无人机在战

场上变为主角。

歼20的亮相，既是一个惊

叹号，也是一个逗号。未来，

中国现代国防建设还将“大珠

小珠落玉盘”，逐渐缩小与世

界最先进水平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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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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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零的落叶，飒飒的北风，

昭示的深秋美景越来越少了。何

不抓住秋天的尾巴，去感受秋色

的斑斓？

济南红叶谷

在济南南部山区红叶谷景区

内，用无人机航拍红叶谷不一样

的视角，美到令人窒息。据了解，

由于今年夏天雨水较充沛，加之

前几天的大降温，使今年红叶谷

的红叶较往年红得更鲜亮。红叶

变红之后可在树上呆一个半月的

时间，现在已进入最佳的观赏

季。待到红叶飘落，彩色叶片就

像一层彩叶铺就的“地毯”。

宁夏泾隆公路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连接

隆德县与泾源县的泾隆公路风景

如画。泾隆公路全长28公里，途

中翻阅六盘山从泾源西峡而出直

达泾源县城，这一路道路崎岖蜿

蜒，尤其进入泾源县境内从山顶

往西峡而下时，有好几个急弯依

次相连，让人胆战心惊，大有川

藏线上的“怒江七十二拐”之气

势，但却没有那么险峻，而且两

侧风景如画，这是泾隆公路最精

华所在。

新疆博斯腾湖

维吾尔语意为“绿洲”，位

于中国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焉耆

盆地东南面博湖县境内，是中国

最大的内陆淡水吞吐湖。《汉

书 · 西域传》中的“焉耆国王至

员渠城，南至尉犁百里，近海水

多鱼”中的“近海”、《水经注》

的“敦薨浦”，均指此湖。博斯

腾湖沿岸景区可分为四片景点，

即金沙滩和银沙滩、大河口与落

霞湾、阿洪口及莲花湖、扬水站

和白鹭洲。

北京喇叭沟门原始森林

金秋十月，北京怀柔区喇叭

沟门原始森林层林尽染，游人如

织。驱车一路沿蜿蜒山路前行，

到达海拔 1705米的怀柔第一高峰

南猴顶，无论是白桦还是五角

枫，都由绿变黄、由黄变红，从

高空俯拍，赏红区尽收眼底，山

上、林中一片色彩斑斓，犹如一

幅油画。

辽宁丹东松树岭

辽宁省丹东市松树岭附近的

山林，彩色叶树种正在加速地转

红，红、黄、绿相互交错构成了

一幅秋意浓浓的秋景图画。

青海通天河

位于青海省的玉树藏族自

治州境内，自长江源沱沱河、

当曲汇合点的治多县西部的囊

极巴陇起，流经青海省治多县、

曲麻莱县、称多县、玉树市 4县

市。这里风光险峻奇绝，自古

以来就是西宁通往玉树、青海

通往西藏的必经之路，也是通

天河上游的一大天堑。过去，

来往频繁的汉藏使者，传经布

道的僧侣，求神拜佛的信民，

以及南来北往的旅者，经常仆

仆于这条古道上，颠沛于通天

渡之间。西游记中著名的过渡

晒经的章节就发生在这里。如

今的通天渡已经建起了一座七

孔钢筋水泥大桥。漂泊千年的

牛皮筏子已经成了人们猎奇摄

影追逐的目标。

新疆布尔津

布尔津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北部，阿尔泰山南麓，这里是

新疆五大景观之首，拥有久负盛

名的高山湖泊、雄伟壮丽的冰川

河流，气象万千的原始森林，绚

丽多姿的草原秀色，令人神往的

高山雪原，巧夺天工的雅丹地

貌，绝无仅有的珍稀野生动植物

资源和悠久淳朴的人文古迹。尤

其是金秋时节的布尔津，金色的

草原、青白的桦木、湛蓝的天空、

盘旋的公路，宛如一幅幅优美恬

静、色彩斑斓的风景画。

北京八达岭红叶岭景区

北京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的

红叶观赏精华区为红叶岭，这里

有红叶树（黄栌）5万多株，每

年 9月底日到 11月初期间，是观

赏残长城红叶的最佳时节。届

时，可以踩着富有弹性的生态木

梯，穿行于红叶林中，漫步于残

长城身侧。 看天高云淡，松塔

累累，红叶醉野，斑澜缤纷，层

林尽染，好一派“天气晚来秋”

的佳色。

安嶽石刻安嶽石刻安嶽石刻安嶽石刻安嶽石刻安嶽石刻安嶽石刻安嶽石刻安嶽石刻安嶽石刻安嶽石刻安嶽石刻安嶽石刻安嶽石刻安嶽石刻安嶽石刻安嶽石刻安嶽石刻安嶽石刻安嶽石刻安嶽石刻安嶽石刻安嶽石刻安嶽石刻安嶽石刻安嶽石刻安嶽石刻安嶽石刻安嶽石刻安嶽石刻安嶽石刻：：：：：：：：：：：：：：：：：：：：：：：：：：：：：：：大足之先聲大足之先聲大足之先聲大足之先聲大足之先聲大足之先聲大足之先聲大足之先聲大足之先聲大足之先聲大足之先聲大足之先聲大足之先聲大足之先聲大足之先聲大足之先聲大足之先聲大足之先聲大足之先聲大足之先聲大足之先聲大足之先聲大足之先聲大足之先聲大足之先聲大足之先聲大足之先聲大足之先聲大足之先聲大足之先聲大足之先聲
相对“世界文化遗产地”重

庆大足石刻的备受瞩目，毗邻之

县安岳的石刻宛如散落在川中丘

陵浅坡上的艺术明珠，需有心人

一颗颗找寻。晚唐特别是两宋时

期，安岳、大足两县的造像已远

超北方，成为中国晚期石窟史的

代表。五年前的春天，为了制作

《发现巴蜀石窟》专题，小编首

次见识安岳石刻的美丽。2016年

秋，小编重访安岳，那些石刻是

否依然“安于山岳之间”？

四川资阳市安岳县位于四川

盆地东部丘陵地区，北周时在此

置普州，并置安岳县，因治所建

在铁峰山上，故取意“安居于山

岳之上”而得名。境内大量石窟

寺和摩崖造像，200 余处石窟、

10余万尊造像遍布乡村，仅国家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达十处，与

游人如织的大足相比，这里却是

一片安静的佛土。

卧佛院大卧佛是我国现存最

大的唐代卧佛，卧佛上方的释迦

说法图造像主次鲜明，栩栩如

生。五年前卧佛前还是一片稻田，

需踩着田间小路达到卧佛之前，

如今整个环境都得到了整饬，并

成立了专门的管理处。

卧佛院位于安岳县西北八庙

乡东禅村与八庙村交界的卧佛沟

内，100 多座窟（龛）分布在河

湾东侧山沟南、北两面的山崖

上。四月，山上野蔷薇花开的时

候，我最喜欢去那里。顺着北崖

底部往上走，即可到达大卧佛旁，

这尊开凿于唐开元时期的卧佛全

长近23米，是全国最大的唐代卧

佛。卧佛上部有十大弟子和佛说

法图，下方则是宋刻善财童子五

十三参的故事和十二圆觉菩萨，

场面宏大，内容丰富。

安岳民间佛事极盛，我们调

查时时常遇到，许多村庙每月都

有三个斋日，几乎村村有礼佛的

活动场所。每逢佛事，这里是信

众们必到的地方。但一般人并不

知晓，卧佛对面南崖上那些铁门

后空荡荡洞窟中的玄妙。实际

上，15座洞窟的墙壁上布满了唐

代刻经，《妙法莲花经》、《大

般涅槃经》、《维摩诘所说经》、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内容

丰富，现在能识读的仍有34万多

字，足足让我们在此工作了两个

多月。这是我国除北京房山石经

外最大规模的石刻佛经，所不同

的是，房山刻经是将佛经刻于石

板上，封存于洞窟中；卧佛院佛

经却被直接刻在洞窟的壁面上，

有的甚至刻在了窟口外部。

第46窟内有我见过的最漂亮

的唐代民间书法，从字迹看，全

部经文至少由三个人合作书写完

成，三个巨大的壁面高、宽各超

过 3米，每壁有两种以上不同的

字体，东壁后部壁面上刻画出方

格，方格中刻字，字字工整，既

有写经体的规矩，又有行书的从

容自如，我常常跑进洞中面壁凝

视，想象有人将它拓印成字帖。

西壁开篇即刻有《一切经论

目序》，说明此处刻经出自唐朝

京城长安，所列经目依据旧译

（唐玄奘取经前版本）何经、何

卷，新译（玄奘取经后版本）何

经、何卷，皆有注明。第 59、66

窟刻经中有开元三年、十五年、

二十一年等题记，施主中最多的

是“长江县”人和当地僧人，证

明这里的一切应是当地人所为。

第 109、110窟中刻的《佛说报父

母恩重经》是大足宝顶山巨型石

刻“父母恩重经变相”的经典依

据，敦煌藏经洞也出土有这部经

的写本，是唐代成都僧人的创

造。每年数以万计的大足、敦煌

游客中有几人知道报父母恩的佛

经与这里的关系呢？

第59窟是唯一接近完工的刻

经窟，三壁及窟口内外刻满经文，

三壁上下边缘装饰以缠枝卷草，

上部边缘卷草中飞天凌空飘舞，

长长的帛带曳于身后，间或有小

佛像坐于其中，下部边缘神兽奔

走，有一小段尚未雕成，窟门口

左右天王护持。这一窟的西壁被

打了一个门框一样的洞，地面上

有一道沟，据说是“文革”中有

人在洞窟中生活，将三个连在一

起的大窟作为猪圈和牛圈，并在

其中一面墙上开出门洞，方便通

行，所幸打下来的石板无作他用，

如今收藏于管理房内，佛经犹存。

山湾中还有大量未完工的窟

（龛），有的刚选好位置，崖壁

上画了几道线，打了几个圆孔，

有的已凿出方框形状，有的窟刚

开成、有的已刻部分经文……我

们仿佛看到了洞窟开凿的详细过

程：选址、规划、确定位置、打

孔搭架、开凿、打磨、刻经或造

像……询问附近仍在开凿佛像的

石匠师傅，现在也是如此进行。

我想，规划者本想逐步刻完全部

《大藏》，可惜，最终没能完成。

而完成的这些刻经，远远早于我

国现行的《大藏经》（北宋成都

雕版），是研究唐代佛经版本、

佛教历史及造像最珍贵的资料。

在大足宝顶山上，也有一身

大卧佛像，雕刻于南宋，不同的

是只有半身，保存状况远不如卧

佛院这尊裸露在野外的卧佛，却

受到众星捧月般的呵护，即便是

其周围造像失落的头部也被完美

地接上了。

行走在安岳和大足，许多题

材相似、面貌形同的石窟常常会

让人在时空交错中恍惚。当西土

东来的佛教传入四川，不断融入

民族化、世俗化的内容，具有浓

郁的地方特色、以柳本尊为代表

的川密题材尤为引人注目，安

岳、大足处处可见，多有映照。

安岳县石羊镇旁厥山上的毗

卢洞因“紫竹观音”而声名远

扬，他是安岳的一张名片。早期

观音为男身，这尊观音则完全女

性化，全镂空的化佛宝冠，薄如

蝉翼的长裙，袒胸露臂，戏坐于

高高的山石上，在身后紫竹、宝

瓶的映衬下更显美艳，人们去毗

卢洞，似乎只为瞻仰这尊韶华绝

伦的“紫竹观音”。

实际上，进门处的“柳本尊

十炼修行图”摩崖雕刻才是这处

密宗道场的核心与标志。“毗卢”

为梵语，意为“清净法深”，佛

教寺院多有毗卢寺、毗卢庵、毗卢

殿等，大足宝顶山大佛湾中的毗卢

洞，小佛湾中的毗卢道场，皆取

意如此。

据说柳本尊于唐大宗九年

（855 年）出生于嘉州龙游县玉

津镇（今乐山市内），没有师

传，独自行化，以苦修救众生苦

恼，先后于嘉州本宅、汉州弥牟

（今广汉、青白江一带）、成都

玉津坊建立道场，成为五代、宋

时期四川密教的祖师。虽说无师

承，却被宋人称为“唐瑜伽部主

总持王”、“五代祖师”。

摩崖石刻反映的是柳本尊十

种自残式修炼场景，图画中人物

略大于真人，以柳本尊成佛后的

形象居中，两侧对称展现他剜

眼、断臂、割耳等场景，怵目惊

心，每个场景旁都有碑文叙述其

事。“假使热铁轮，于我顶上悬，

绝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这

是安岳、大足密教造像的地方常

见口号之一。这种残肢毁体、施

舍器官的极端苦修方式已经与唐

开元年间善无畏、金刚智、不空

三大士相继来华传行的纯正密教

修行方式相去甚远，是地道的四

川地方修行特色。

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

他的后继者赵智凤去川西学成回

来后在大足一带弘法，清苦70余

年，竭其一生精力，营造宝顶密

教道场。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宝

顶山造像。造像从一幅巨大的牧牛

图开始，到圆觉洞、华严三圣、

千手观音、释迦涅槃、毗卢道场、

西方净土之九品往生、父母恩重

经变与地狱变、柳本尊十炼图与

成佛等，将本尊密教宣讲的主要

内容集中雕刻于一个山湾中，以

巨型连环画形式展开，洞窟设计

巧妙，摩崖造像布局精心，画面

中养鸡女、吹笛女等形象宛若市

井人物，其人物与场景的世俗化、

本土化让观者忘记了是在看宗教图

画，不知不觉中受到教化。

除柳本尊十炼图外，安岳很

多散落各处的造像与赵智凤在大

佛湾造像的内容与构图如出一

辙，如石羊附近的华严洞与大足

宝顶的圆觉洞、孔雀洞与大足北

山孔雀明王窟，单尊或单窟造像

也极其巨大，只是没有集中大规

模凿造。比之大佛湾造像，这些

默默无闻的造像，仿佛出于同门

工匠之手，而安岳的雕刻者似乎

技高一筹，雕刻线条看上去更加

自然流畅。历来学者也多认为如

此，只是证据还不够充分。

安岳众多精美的石窟和造像

隐息于各乡，游客不多，外部保

护建筑也简朴，但当地百姓信仰

却绵绵不绝。可喜的是，各石窟

点的保护措施和环境都得到了很

大改善。尽管如此，如何保护石

质造像依然是安岳面临的课题，

这也是国际文物保护领域的大难

题，需要文物研究者、地质工程

学者、化学研究人员以及相关部

门等各方面的努力。只要善待这

些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它们将

永远庇护着世人。 安岳地区其

他主要石刻区千佛寨石窟位于县

城西部大云山上，亦分南北两

岩，大小龛窟百余座。始凿于隋，

盛于唐、五代、两宋，延至明清。

南岩 56 窟的净瓶观音和北岩 96

窟的药师经变等都显示出典型的

唐代造像特点。

圆觉洞石窟位于县城边云居

山上。近年景区建设耗资近亿，

整饬一新，幸内部未有变化。山

南山北大小龛窟近百个，始凿于

唐开元年间，至北宋达到鼎盛。

北岩多北宋造像，其中以西方三

圣最为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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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blem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s most severe in Anhui, Henan and 
Sichuan provinces, the key sources 
of migrant workers, where 44 per 
cent of rural children live without 
their mother or father. This is far 
high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of 
35.6 per cent, the survey found.
‘Left-behind children’ found 
stabbed to death in southern China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alises the problem. In 
February, the State Council, China’s cabinet, issued a 
guideline to local authorities to improve th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of such children.
Separating children from their parents on a such 
massive scale, due to both economic and policy 
reasons, is one of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China’s urbanisation in the past decades.
For instance, if a migrant worker couple were 

to enrol their child in a local 
school in Beijing, they must first 
submit dozens of residential and 
employment documents, a task 
beyond the reach of most migrant 
workers.
Last year, there were 247 million 
migrant workers across China aged 
an average of 29.3 years. While the 

group is young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they are 
ageing more quickly – their average age was 27.9 in 
2013.
Two-thirds of migrant workers earn between 2,000 
yuan (HK$2,300) to 5,000 yuan a month. Only 5 per 
cent make more than 8,000 yuan a month. The men 
earn 4,500 yuan a month on average, but the average 
wage for women is 3,411 yuan,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Courtesy http://www.scmp.com/news/china) 

Sixty-one million children in China’s countryside 
– more than a third of those younger than 17 – are 
living without day-to-day care from their parents, 
the country’s latest government survey on internal 
migration has found.
These are China’s so-called “left-behind children”, 
who for most of the year do not see their migrant 
worker parents who have sought work in the coastal 
cities.
China’s ‘left-behind children’ at higher risk of life of 
crime, study finds
The 2016 migrant population survey by the Nation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published 
on Thursday, provides hard data on one of the biggest 
human costs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While Chinese cities need the labour of migrant 

workers, municipal authorities – especially big cities 
like Beijing – often deny their children essential 
services such as schooling and health care.
Tragic accidents just part of a hard life for China's 60 
million 'left-behind children'
The low incomes and poor housing condi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make it all but impossible for children 
to accompany their parents to the cities.
China’s left-behind children, who number close to 
Britain’s total population, is now a massive social 
problem that has produced of a raft of tragedies that 
have shocked entire nation.
In June last year, four left-behind children from the 
same family, ranging from ages five to 13, committed 
suicide together by swallowing pesticide in Bijie, in 
impoverished Guizhou province.
In November 2012, five boys died from carbon 
monoxide poisoning after starting a charcoal fire trying 
to stay warm inside a dumpster.

preliminary idea of the new administration's foreign 
policy goals.
One of the Peruvian government's objectives for the 
summit itself will be to attract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to both the country's legal forestry sector as well as 
to place combating illegal logging, a major problem 
for the Andean country, in the spotlight. To this end, 
the 10th meeting by APEC experts on illegal logging 
(EGILAT) already took place in mid August.
APEC has a 21 members, including glob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powers lik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part from Peru, the only other two Latin American 
member states are Chile and Mexico. The organization 
was created in 1989 and Peru became a member in 
1998. 
Related
MEXICO CITY, Oct. 28 (Xinhua) -- China can help 
to drive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members through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a Mexican expert has 
stated.
"This is 
undoubtedly a 
historic need 
that can improve 
ties in the 
region," said 
Professor Sergio 
Martinez at 
the Center for China-Mexico Studies at the 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Mexico.
The researcher said that the Asian country could drive 
global economic growth in general through a new 
Chinese middle-income group boosting the demand 
for various added-value products and goods.
In terms of APEC members, Martinez advised that they 
should seek to specialize in order to be complementary.
However, Martinez warned that though specialization 
brings short-term benefits, such as increased revenue, 
it must be accompanied by national strategies to ensure 
medium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In the upcoming APEC meeting in Peru in November, 
he hopes that the members will outline proposals to 
boost their collective economic growth, including new 
investment plans.
The expert said that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has allowed its emerging economies to 
grasp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part of global GDP. 
(Courtesy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6) 

LIMA, Oct. 30 (Xinhua) -- China will have a key role 
to play at a meeting of leaders from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said a Peruvian 
official, whose country is hosting the 2016 APEC 
Economic Leaders' Week on Nov. 14-20.
"China is going to have an important role, and is 
going to continue to have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Julio Chan Sanchez, coordinator general of the 
meeting, told Xinhua in a recent interview.
As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economies, China's 
decisions necessarily impact not just the 21-member 
group, but the entire globe, said Chan of Peru's 
Ministry of Foreign Trade and Tourism.
"China's economy is progressively larger, more 
important and more relevant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or the global economic 
system," he said.
As such, China's participation serves to strengthen the 
forum, he added.
At the 2014 meeting held in Beijing, China played an 
essential role in furthering the goal of creating a free-
trade zon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said Chan.
A study of APEC's impact on Pacific Rim nations, 
commissioned by the member economies, is expected 
to be approved at the November gathering and 

published 
later this year, 
according to 
Chan.
"China is 
contributing 
quite a lot 
with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improve capacities, and while they mainly aim 
to strengthen the public sector, they also sometimes 
extend to private sector officials," providing training 
in relevant areas, said Chan.
Last year, China organized a two-week seminar on 
value-added statistics gathering, and Peru sent three 
officials "to begin to understand how to develop this 
type of statistics and how to compile this type of data," 
said Chan.
"That is an example China is setting," said Chan, adding 
"it leads through a series of actions and proposals that 
help us a lot with training."
"I am certain this November will see very interesting 
results from the talks the two presidents have had in 
Beijing," said Chan.
"The four Pacific Alliance countries (Peru, Chile, 
Colombia and Mexico) are also interested in projecting 
themselves to the world, especially to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have already taken the initial steps," said 
Chan, referring to last year's meeting in thePhilippines, 
where the alliance held an informal meeting with APC 
leaders.
"A similar meeting is likely to take place in Lima, 
and we assume there will be synergy between the two 
blocs," said Chan.
APEC's member economies see the alliance, 
the RCEP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 a proposed free-trade agreement 
between 
members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 as potential 
model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said Chan.
The November meeting marks the second time Peru's 
capital hosts the APEC meeting, which this year will 
focus o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strengthening 
micro, small and medium-size businesses; food 
security; and developing human capital.
Peru has a strong interest towards the Asia Pacific as 
it is a member of the Pacific Alliance, a trade bloc that 
includes fellow APEC members Chile and Mexico 
(as well as Colombia). Additionally, the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of which Peru is also a member, will create 
a free trade zone among 12 commercial powerhouses 

like Australia, Chile, Malaysia, Mexico Singapore 
and the U.S. Throughout the recent electoral season, 
then-candidate Mr. Kuczynski promised that he will 
continue with the trade policies that have helped the 
Andean country develop in the past decade and a 
half. Hence it is important for the new head of state 
to establish personal friendships with the leaders of 
nations that have vital trade ties with Peru.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APEC holds a series of 
high-level meetings that take place over the course 
of several months, culminating with the meeting of 
heads of state. In May, Arequipa hosted a meeting of 
APEC ministers responsible for trade, while the APEC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 Working Group met in 
Lima in early September. On 14-16 November, almost 
parallel to the heads of state summit, there will be the 
IV meeting of theAPEC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 
(ABAC).
One outcome of the meeting will probably be greater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Peru and China. The two 
governments will reportedly sign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o promote economic cooperation after 
the summit. Even more, President Kuczynski's first trip 
abroad will be to China, after which he will travel to the 
U.S. to attend a meeting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The mini-tour will occur September 10-
22. Visiting these two global powerhouses provide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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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pils gather at the school gates of Xianghe, Guangxi 
province. Such rural areas have large populations of left-
behind children. (Photo/AFP)

Location Of Peru In South America

Peruvian Officials Announce Details Of the Upcoming 
APEC Meeting In Lima

Peruvian Official: China To Play
Key Role At APEC Meeting

China Has 61 Million “Left-Behind Children” ... 
Close To Britain’s Total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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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帶路：火燒圓明園悲劇的曆史原因是什么？
《清史演义》中在描写英法

联军焚毁圆明园时写道：“圆明

园中火光烛天，一个穿洋装的中

国人在导引放火，恒祺问他是

谁，他大声道：‘谁人不晓得我

龚孝拱，还劳你来细问！’”这

里说火烧圆明园给英法联军领路

的人是龚孝拱。

《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记

载，“初有奸人龚孝拱者，游海

上，以诈通于夷，闻圆明园多藏

三代鼎彝，龚故嗜金刚刻，至庚

申京师之变，乃乘夷乱，导之入

园，纵火肆掠……”这里也说是

龚孝拱给英法联军引的路。

《圆明园残毁考》：“及英

兵北犯，龚为向导曰：‘清之精

华在圆明园。’及京师陷，故英

法兵直趋圆明园。”许多历史学

家在讲这段历史时也说是龚孝拱

给英法联军带的路。

据《清朝野史大观》载：

“定庵(龚自珍)子孝拱，晚号半

伦。半伦者，无君臣父子夫妇兄

弟朋友，而尚嬖一妾，故曰半伦

云。半伦少好学，天资绝人，顾

性冷僻而寡言语，好为狭邪游。

中年益寥落，至以卖书为活。英

人威妥玛立招贤馆于上海，与之

语，大悦之，旅沪西人均呼为龚

先生而不名，月致百金以为修脯。

庚申之役，英以师船入京，

焚圆明园，半伦实与同往。橙单

骑先入，取金玉重器而归。”龚

孝拱字橙，其父龚自珍。他精通

满、蒙、藏及英语，学贯中西。

他在上海给英使威妥玛当文

书，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时，跟着

威妥玛也到了北京。

看上面的资料、野史，可以

证据确凿地说：这个龚孝拱给洋

鬼子带路，又唆使洋人纵火焚毁

圆明园，是参与抢劫、焚毁圆明

园的最大汉奸。

可是，再看咸丰十年(1860)

八月谕旨：“该夷去国万里，原

为流通货物而来，全由刁恶汉

奸，百端唆使，以致如此决裂。”

咸丰并没有说给洋人带路焚毁圆

明园的是龚孝拱。如果不是龚孝

拱，那又是谁领着英法联军去烧

的圆明园呢？

光绪年间人杨云史在其《檀

青引？序》中记载：“奸民李

某，导联军劫圆明园，珠玉珍宝

尽出……朝廷稍稍闻圆明园之

毁，祸由李某，下狱穷治，诛之，

籍其产，以赐文丰家属焉。”文

丰为当时圆明园之管园大臣，知

园不保遂投园中福海自尽，数名

随从与他一同自尽。

还有一种说法：“焚掠圆明

之祸首，非英法联军，乃为海淀

一带之旗人。”人们找出了李姓

旗人这个“刁恶汉奸”。

这时还没有人说是龚孝拱领着

英法联军去的。说了一阵后，朝廷

不能允许满人带路这种对清朝不利

的说法，于是变成了汉人带路。汉

人龚孝拱在洋鬼子阵营里，于是直

接就把大帽子扣在他头上了。

还有这样一段野史来佐证这

个观点。龚孝拱之父龚自珍为官

清正廉明，对清朝的腐败及弊政

不满，曾写《明良论》议论抨击

朝政，满族官员借此参劾龚自

珍，后龚在深夜暴亡。

龚孝拱得到证据，知道其父

是被八旗官僚暗害，所以他一直

伺机为其父报仇。

真实的情形是，在火焚圆明

园之前，英法联军曾派遣39人的

谈判队伍到清廷谈判。但以僧格

林沁为主的满人狂妄自大，肆意

侮辱折磨来使，草菅人命。在英

法的强烈要求下，清政府才释放

了幸存的被折磨得没人样的19人。

英法强盗制定的万国公法中

写道：“凡使臣被杀，他日破

城，鸡犬不留。”额尔金还特意

提出了一点，一定要焚烧圆明园。

在 10 月 18 日放火烧圆明园

之前，额尔金还在北京张贴了告

示，说明了烧圆明园的原因和预

定的放火时间：“任何人，无论

贵贱，皆需为其愚蠢的欺诈行为

受到惩戒，18日将火烧圆明园，

以此作为皇帝食言之惩戒，作为

违反休战协定之报复。与此无关

人员皆不受此行动影响，惟清政

府为其负责。”

清代王湘绮所作《圆明园词》

曾注：“夷人入京，遂至宫闱，

见陈设富丽，相戒勿入，云恐以

失物索偿也。及夷人出，而贵族

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为名，遂

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

对此，民国时期黄秋岳评说：

“湘绮此段笺释明了。焚掠圆明

之祸首，非英法联军，乃为海淀

一带之穷旗人。此说大致不谬。”

越缦堂咸丰庚申八月间日记为补

证：“二十三日甲申记：闻恭邸

逃去，夷人据海淀，夷人烧圆明

园，夜火光达旦烛天。

二十四日乙酉记：闻夷人仅

焚园外官民房。二十五日丙戌记：

今日丙外各门尽闭……盖城外劫

盗四起，只身敞衣，悉被掠夺。

二十七日戊子记：闻圆明园

为夷人劫掠后，奸民乘之，攘夺

余物，至挽车以运之，上方珍秘，

散无孑遗……”对此，黄秋岳评

说：“圆明园一役，其始联军仅

焚园外官吏房，或为军事上必要

之举动。而许多旗人土匪，即乘

机劫掠，于是联军旋亦入园。”

恭亲王在给皇帝的奏折中

说：“二十二日早，因该夷抄至

德胜、安定二门，事情紧急，连

夜约同文祥出城，复给该夷照会，

许以送还巴酋，并令巴酋写信与

额酋，令其止兵。

乃照会发去之后，该夷并无

回字，至午间该夷已抄至德胜门

土城外，暗袭僧格林沁，我军不

战而溃，败兵纷纷退至圆明园，

夷匪亦衔尾而来。”英法联军就

是这样到了圆明园的。这样，说

龚孝拱或者李姓旗人引领英法联

军去圆明园抢劫，就不能成立。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印的《圆

明园》等资料记录了当时的情

形：居住在圆明园周围、海淀一

带的上万民众连日到圆明园抢

劫。局势平息后，朝廷从当地民

众手中收缴回大量文物珍宝。

由此可知，圆明园被劫掠焚

毁，“主犯”罪魁祸首自然是英

法联军，但那些趁火打劫大发国

难财的国人却是实实在在的“共

犯”，这些“奸民”难逃其咎。

从整个过程看，还需要什么人带

路吗？

晚清汪康年所著《记英法联

军焚劫圆明园事》一文中说，

“相当一部分中国的普通民众直

接参与了劫掠、焚毁圆明园的行

动。而且，根据当事法国军官的

回忆，联军之所以下焚毁圆明园的

命令，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

驱逐不断涌来参与抢劫的华人。”

大量国人趁着英法联军在圆

明园劫掠的机会涌了进来，和侵

略者一同抢劫圆明园里的珍宝，

这就是许多国人干的。

据汪康年记载，联军刚进入

圆明园时，先期是有秩序而又

“温文尔雅”地行抢劫之事。

“邻近乡民及海淀贫氓纷至沓

来，麇集园墙外渐近吾营，与在

营华役互语，华役携有梯逐架以

登，络绎越墙而入”，终于演化

成了联军和国民共同参与的大规

模劫掠行动。

最令人气愤的是，当侵略者

最后传令纵火的时候，“各军并

无火器，惟有水桶、水锅而已”。

侵略者为缺少纵火之物而着急之

际，又是“海淀华人暨华役，将

携来之火线、秫秸一切引火之物

齐集以待”——竟然如此“雪中

送炭”，希望侵略者能够尽快纵

火。其后，这些人更是“到处引

火延烧”，推波助澜。

英法联军罪恶固然是滔天一

般，但我们对那些尾随在洋人屁

股后面，参与了整个劫掠、焚毁

圆明园的国人又该如何评定？实

是令人蒙羞，令人感到悲哀。

国人毁坏圆明园的意念和力

量才是最为疯狂最为持久最为恐

怖的。在 1860年大火后的三四十

年中，国人围绕圆明园的盗窃真

是没完没了，值钱的物品偷光后，

他们又将散落、埋没于土中的细

碎宝物挖地三尺来搜寻，时有谚

曰“筛土，筛土，一辈子不受苦”。

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

清政府对圆明园再度失去控制，

趁火打劫的国人这次来了个“利

索的”。园内大小树木被砍伐殆

尽，建筑、木桥的柱子遭锯断。

辛亥革命后，进入北京的军

阀，把圆明园作为建筑材料场，

能做建筑材料的东西几乎全部被

搜尽，张学良为其父建陵园时就

曾命人从其中拉走诸多石料。

经过此劫，一些残存建筑全

成过眼烟云。从 1940年起，圆明

园内平山填湖开田种稻，湖山胜

景荡然无存。

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前夕，统

治者自顾不暇，咸丰皇帝带着高

贵的皇室贵胄先溜了，只顾自己

性命，扔下百姓不顾。国家不爱

民众，又凭什么指望民众拿自家

性命去爱国？

太平日子统治者作威作福，

剥削民众，灾难来了又扔下民众

不管自先逃命，导致积蓄已久的

民众怨气自然如火山一样爆发。

人们巴不得看到统治者统统死

掉，焚毁你的家园还是轻的呢，

休怪民众无义！这样说来，又能

怪谁呢？

归根结底是清廷腐败无能导

致圆明园被焚毁。

统治者为掩盖自己对国家、对

人民犯下的罪恶，说这个“奸人”

那个“汉人”带的路，嫁祸于他

人，找替罪羊，这样做的目的，无

非是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掩饰自己

的惶恐，洗脱自己的罪恶。

导致圆明园被焚毁，清王朝

政治统治上的腐朽欲坠、军事上

的软弱无能才是最直接的原因，

外敌入侵只是提供了一次契机而

已，“元凶”是谁很清楚了。

君视民为草芥，民视君为仇

敌，这就是封建专制独裁统治的

结果。

我们又一次看到一个贫穷、

落后、羸弱的国家，只能处于被

压迫、剥削、凌辱、掠夺、挨打

的地位。

随着 1860 年 10 月 18 日这一

天的大火，圆明园早已镌刻在中

华民族历史的耻辱柱上。

历史的硝烟已然散去，但那

凝固在我们心间永恒的痛却世世

不忘。

宋慶齡曾私下罵江青是"潑婦" 斥責其無恥

1966 年 5 月，毛泽东发动

“文化大革命”，从此一发而难

以收拾。

周恩来制止了红卫兵企图冲

击宋庆龄住所的行为之后，宋庆

龄家里来了一位熟悉而又陌生的

客人——江青。毛泽东派江青来

看望宋庆龄，向她解释“文化大

革命”。

17年前，宋庆龄第一次见到

江青。那是在她参加开国大典之

后回上海时，毛泽东让江青代表

他到前门火车站为宋庆龄送行。

两人在一起交谈了不到20分钟，

江青给宋庆龄留下的印象是衣着

朴素，善解人意。她后来不止一

次地对别人讲过江青“有礼貌，

讨人喜欢”。

上世纪50年代，宋庆龄在上

海家中宴请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

诺及其夫人，江青曾应邀作陪。

当时宋庆龄对江青的举止文雅、

服饰得体，表示十分赞赏。但

是，今天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江

青显露峥嵘，即使在宋庆龄面前

，也掩饰不住地显示出一种不可

一世的神情。

“听说宋副主席近来身体不

太好，”江青用关切的语气道，

“主席很挂念，特意让我来看看

你！”

接着，江青滔滔不绝地讲起

“文化大革命”的兴起和所谓的

“伟大意义”。她的声音又尖又

细，听上去有些装腔作势，让人感

觉到一种歇斯底里般的神经质。

宋庆龄静静地坐在沙发上听

着。当江青自命不凡地一个劲吹

捧红卫兵时，宋庆龄忍不住打断

了她的话，说道：“对红卫兵的行

动应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

江青的脸立刻沉了下来，态

度一下子变得冷冰冰的。宋庆龄

的秘书事后回忆说：“江青感到

自己受到了侮辱，红卫兵与她关

系重大，她简直不能想象有人会

认为整个运动是错误的。而宋庆

龄和其他人一样，当发现江青热

衷于权力之争时，她便开始讨厌

江青了。”

从此，宋庆龄有意识地避开

了同江青的关系，彼此很少交往。

到了“文革”后期，她对江青极

少称呼其名，在亲近的人当中，

多以“泼妇”代之。有一次在给

友人的信中，竟然使用了“那个

无耻江青”这样的字眼。

1966年，人民出版社为了纪

念孙中山这位一代巨人的华诞，

重印了 1956年初版、宋庆龄题签

书名的两卷本《孙中山选集》，

同时出版新编选的周恩来题写书

名的一卷本《宋庆龄选集》。出

版社将这两部书送“中央文革小

组”成员每人一套。11月初的一

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在钓

鱼台 16 楼开会，办公室趁机发

书。秘书刚把《宋庆龄选集》放

在江青面前的桌子上，她便像疯

了一样伸手把书扔到地板上，然

后抬起双脚践踏。江青一边用劲

踩，一边呶呶不休地说：“总理

真是！还给她题字，哼！”同时

咬牙切齿地咒骂宋庆龄。

11月12日，人民大会堂。万

人集会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

周年。除毛泽东之外的党和国家

主要领导人几乎全部莅会。在

“文革”初期极度混乱的日子里，

能够如期举行这样规格的大会，

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同样引人注

目的是，江青拒绝出席这次大会。

宋庆龄有意识地避开了同江

青的关系，彼此很少交往。到了

“文革”后期，她对江青极少称

呼其名，在亲近的人当中，多以

“泼妇”代之。有一次在给友人

的信中，竟然使用了“那个无耻

江青”这样的字眼。

不久，1967年的新年钟声敲

响了。宋庆龄像往常一样，准备

给刘少奇的几个孩子送贺年片、

日记本和糖果，并亲自签上“宋

妈妈”的名字。一位工作人员好

心地提醒她：“现在送这个合适

吗？”言外之意，刘少奇已是身

处逆境。

多年来，宋庆龄和刘少奇一

家人私交很深。宋庆龄的政治经

验，使她看出了这场运动的目标

之一是彻底整垮刘少奇，这使她

感到难以理解。前几天，她还对

罗叔章说：“你要是拿到什么红

卫兵传单，给我看一看。我在收

集这些传单，好了解形势的发

展。我很纳闷，刘少奇在党内那

么长时间了，他如果真是一个反

党的内奸，怎么从来就没有一个

人怀疑过呢？”

此刻，面对工作人员并无恶

意的提醒，宋庆龄很不以为然。

她说：“有什么不合适？越是这

种时候我越是要送。”

没过几天，江青蹿到清华大

学说，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早就定

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此后，

刘少奇、王光美开始受到残酷的

批斗。刘少奇的子女们包括曾是

早期红卫兵的平平，都被赶出中

南海，回各自学校接受审查批

判。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

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以“叛徒、

内奸、工贼”等莫须有的罪名，

被“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

一切职务”。宋庆龄爱莫能助，

她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少奇

同志很好嘛，对革命有功劳。他

不是坏人，为什么要打倒他？”

义愤之情，溢于言表。

刘少奇的子女天各一方，孤

立无援之中，他们想到了敬爱的

宋妈妈，立刻给宋庆龄写信请她

帮助寻找父母。宋庆龄立刻将这

封信连同自己的亲笔信寄给了毛

泽东。她又亲自给刘少奇的孩子

们写了回信，勉励他们振作精神，

好好工作和学习，并让秘书带上

慰问品和几份新出版的《中国建

设》去看望他们。1969年10月17

日，刘少奇被秘密用飞机押送到

河南省开封，单独监禁在一座与

外界隔绝的院子里。四个星期之

后，11月12日，这位共和国元首

在阴冷的早晨6时45分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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