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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最高，召回率最低
華人代表 Danny 侯現加入賓士車糖城店

（ 本報記者秦鴻鈞）以 「 服務」 取勝
的 原 日 產 LEXUS 車 行 華 人 代 表 Danny
Hou 侯先生，今年 11 月初加入梅賽德
斯-- 賓士車（ Mercedes - Benz of Sugar Land )糖城店，為該區的華人介紹汽車
史上的 「 經典 」 名車----Mercedes Benz。
提起賓士車，所有的人皆豎起大姆
指。開過的人有一籮筐的心得，沒開過
2017 Mercedes-Benz E-Class
2017 Mercedes GLC Coupe
的人對它充滿了期待與神往。它為何稱
為汽車史上的 「 經典 」 之作？它創始
於 1886 年 ， 是 史 上 的 第 一 部 車 。 歷 經
130 年，它仍是汽車類的先軀，無人能
出 其 右 ， 召 回 率 最 低 ， 且 被 「Peter
Dealer Rater.com 」 評 為 西 南 區 最 高 評
圖為賓士車糖城店的華人代表 Danny Hou 侯先生攝於該車行正
分，在 Danny 侯服務的賓士車糖城店，
門口。（
門口
。（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專門為中國客人大開方便之門，從銷售
（Danny 侯負責 ）到交車，都是以 「 中文 」 服務，中國人到此 還 有 很 多 2017 新 款 車 ， 如 2017 Mercedes- Maybach S 650 Cabriolet ，全世界
購車，應無任何語言問題，各款名車，任您開，任您挑選。
2017 Mercedes-Maybach S650
S650 Cabriolet:
開車行家只要一踩 Benz 車的油門，就為車行的穩定及機械 僅 300 個模型，只有 75 輛汽車運往美國 Mercedes GLC 性能和工程贏得了來自電機趨
只有 300 這個模型將被製造
這個模型將被製造;; 只有 75 輛汽
勢的頂級 SUV 獎
的緊實而嘆服不已。開過 Benz 車的人，對此車駕駛的經驗更是 ，更是愛車的行家專注，爭取的對象。
車運往美國
在 Mercedes- Benz 的糖城店，還有
無與倫比，給駕駛人最大的安心，信心，及對車子本身的信任度
電 話 是 ： （281） 207-1584， Danny 侯 先 生 的 手 機 是 （832）
很多賓士車的 優質二手車出售，也都是外觀耀眼，保養，性能 361-9088，他的 E- Mail 是：dhou@mbsugarland.com, 該糖城店
。
Benz 車的造型極具份量，一見即為車中 「經典」 之作。如 良好的二手車，歡迎喜購二手車的人士前來試車，選購。
的 地 址 ： 15625 Southwest Freeway Sugar Land, Texas 77478 （59
賓士車行糖城店唯一的華人代表 Danny Hou 侯先生的直播 號公路與 6 號交口以北，Town Center 路旁）
Mercedes GLC 性能和工程贏得了來自電機趨勢的頂級 SUV 獎；

觀賞千年前 「兵馬俑 」 古蹟，中西文化的薈萃
「Lucky Land 」 即日起至元旦前＂免費＂進場

（ 本報記者秦鴻鈞 ）還記得中國西安最令人印象
深刻的古蹟 「 兵馬俑」 嗎？千年前的文物湧現眼前，
還不必出國就可看見，的確是令人嘆為觀止。在休士
頓心臟地帶的 Airline Dr. 路上的 「 Lucky Land 」 ，是
一家籌劃多時的古蹟遊樂園，也是休士頓新推出的旅
遊景點之一。
在 「 Lucky Land」 內，您可看到與西安幾乎完全
一樣的 「 兵馬俑 」 全景，令人駐足再三，遙想當年
秦皇陵寢的陪葬情形，園內還有少林十八銅人，中國
的大熊貓，以及中國式的噴泉，亭台樓閣，花卉園林
，是值得您細細品味，賞玩的旅遊勝地。

「 Lucky Land 」 還推出二十個中國風味設計的攤
位，供大家周末到此設攤，不論是賣食品還是玩具，
文物，遊人如織中將商機無限。每次周末（ 周六，周
日） 兩天，僅收$75 元，歡迎大家把握良機，洽詢電
話：（281）795- 2255 （713）449-0605（ 中文專線）
「Lucky Land 」 將自即日起至元旦前＂免費＂招
待大家入內參觀，遊覽，（ 過了元旦就要買門票進場
），歡迎大家把握時機，利用節、假日全家到此一遊
，享受中西文化薈萃的喜悅。
「 Lucky Land 」 地 址 ： 8705 Airline Dr. Houston TX
77037

圖為 「Lucky Land 」 最令人震驚的古蹟
最令人震驚的古蹟------- 秦始皇的 「 兵馬俑
兵馬俑」
」 。（ 記者
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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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2016 聖誕節放假幾天
2016 圣诞节是 2016 年 12 月
25 日，农历十一月廿七，星期
日。那么，美国 2016 圣诞节放假
几天呢?据小编了解到是放假一
天哦!
2016 圣诞节美国放假时间：
2016 年 12 月 25 日(星期日)放假 1
天。12 月 26 日(星期一)上班。
美国人如何庆祝圣诞节?
1. 据 2013 年皮尤研究中心
的调查结果，美国人中九成和几
乎所有(96%)基督教徒表示他们
会庆祝圣诞节。这点并不令人意
外，但是出乎意料的是，美国大
部分(81%)非基督徒也庆祝圣诞
节。这里面包括 87%的无宗教信
仰的美国人，甚至还有 76%的亚
裔佛教徒和 73%的印度教徒。从
所有美国人来看，超过一半
(51%)表示将圣诞节当成宗教节
日，另外还有约三分之一(32%)
则认为圣诞节代表的文化意义更
重。
2. 去购物的时候，美国人更
喜欢听到那一个祝福语，是“圣
诞快乐”还是“节日快乐”?对
有些人来说，这可能是个敏感的
问题，但是 46%的美国人表示自
己并不在乎这个细节。在 2012 年
的 皮 尤 调 查 中 ， 有 42% 选 择 了
“圣诞快乐”，选择“节日快乐”
的只有 12%。
3. 另一个有关圣诞节的争议
话题是在政府财产上的节日标
志。去年，曾做过有关是否应该
允许基督教标志出现在政府财产
上的调查，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是只允许基督教标志，还是
也可以接受其他信仰的标志出
现?美国人对这一议题的看法各
有不同，44%表示不管有没有其
他信仰的标志，基督教的符号都
应该被允许出现在政府财产上;
28%表示只有在允许其他信仰的
符号也得到相同待遇的时候，基

督教符号才能获得这种许可;另外
还有 20%表示政府财产上不应该
出现基督教标志。
4. 大部分美国人都相信传统
基督教故事是基于历史事实。超
过 7 成(73%)美国人认为耶稣是由
处女所生，81%相信他出生在一
个马槽里。近三分之二(65%)的
美国人相信这是事实，只有 14%
对此并不认同。
5. 2013 年的调查结果显示，
86%的美国人会给自己的家人或
者朋友购买礼物作为庆祝节日的
一部分。虽然圣诞礼物很普遍，
但是很多美国人对此看法不一。
从 2014 年的调查来看，大部分人
表示，购买和收到礼物让他们感
到高兴;不过也有不少的人表示这
让他们的经济捉襟见肘(46%)、
压力很大(36%)或者是太过浪费
(23%)。只有不到一半的美国成
年人(45%)表示，自己很期待送
出和接受礼物。
美国人平安夜吃什么
圣诞节是美国人向往的一个
热闹非凡的节日，就像中国对待
春节一样被美国人重视。可以说
从感恩节过后的第二天，美国人
就开始为圣诞节大忙特忙起来。
那么美国人平安夜吃什么呢?
在美国，圣诞晚宴极为丰
盛。种种美食，色香味形俱备，
令人大快朵颐，所以圣诞晚宴又
叫圣诞大餐。
大红的桌布温柔地覆盖了长
长的桌案，摇曳的烛光点亮了满
桌的美酒佳肴。用柏树枝装点的
餐盘中，硕大的火鸡色泽金黄、
红酒腌制的苹果散发着醉人的香
气、巧克力蛋糕和各式的甜点一
应俱全，盛装的人们落座桌边举
杯互道祝福，这就是西方传统圣
诞节的庆祝晚宴。
圣诞晚宴最主要的一道菜是
必 不 可 少 的 传 统 佳 肴—— 烤 火

鸡。在西方人眼里，没有烤火鸡
就算不上是圣诞晚宴。有些西方
人还习惯在圣诞晚宴的餐桌上摆
一整头烤乳猪，英美等国的人们
还喜欢在猪嘴里放上一只苹果。
这个习惯可能源于一些较大的家
庭，因为只有大家庭才有可能吃
得了一头猪。后来一些讲究排场
的人在圣诞请客时也纷纷效仿。
晚餐后的甜食，通常有李
子、布丁和碎肉馅饼等——英美
等国人认为，吃过这几种食物后
就会福星高照、大吉大利。在美
国，圣诞大餐中还有一样特别的
食品——烤熟的玉米粥，上面有
一层奶油，并放上一些果料，香
甜可口，别有滋味。
烤火鸡、烤火腿、三文鱼、
布丁、李子、碎肉馅饼、水果鸡
尾酒、奶香土豆泥……一盘盘一
道道让人眼馋，可以作为美式圣
诞大餐指南来看。下面应届毕业
生小编为您具体介绍几款美国人
平安夜的美食。
烤火鸡
在传统的圣诞餐桌上，烤火
鸡是不可缺少的菜式。在一些亚
洲国家，或许每年只有圣诞节这
一天才吃火鸡，以庆祝佳节;但在
欧美，尤其是美洲大陆，火鸡却
是很普通的一种肉食，而且在感
恩节和圣诞节这两个大日子，火
鸡更是传统的食品。
美国人吃火鸡的习俗是将火
鸡的腹内装填各种材料，放入烤
箱内烤熟。等烤熟后将整只火鸡
端上桌，再用刀叉把烤好的火鸡
分切一起享用。换句话说，他们
吃的是 “全鸡”。至于为什么
不分好再端上桌?这大概就像我
们在大年夜吃鱼，不会用鱼片而
用全鱼上桌是一样的道理。不但
兼顾了菜色的美观和视觉的丰富
性。同时，也有全家人团聚在一
起的享用大餐的象征。

在一些大饭店花上三四百元
就能购得一只正宗方法烤制的火
鸡，还包括苦中带甜的小洋白
菜、土豆泥、面团、腌苹果等传
统配菜。如果不是多人的家庭大
餐，可以购买半只，或按流行的
做法选购加工好的火鸡片，中间
还夹有用面包、牛奶、鸡蛋、栗
子混合后烤制的食物片，美妙的
味道难以形容，只有亲身体验才
会有所感受。
烤火腿
圣诞晚宴上的烤火腿是不可
缺少的菜式。蜜糖烤大火腿深受
美国人喜爱，火腿上的那些蜜糖
汁很香甜，火腿是带骨的，已经
很均匀地切割成一片一片，可看
上去整个火腿还是非常完整的。
这真是一道没有难度但却极
有节日氛围的大菜。表面的“蜜
汁”多用蜂蜜或者果汁做成，调
味方面有各种香料，装饰的时候
最经典的当然就是用丁香，但若
不嫌麻烦的话也可以用干果或
者水果片插在火腿表面;烤的方式
也不太一定，有很多做法是从最
开始 就 糖 浆 直 接 烤 了 ， 而 不 是

用锡纸包着烤一半时间，再“裸
烤”。
先包住再烤的话，更容易控
制表皮的颜色，毕竟火腿那么大
只，若是从一开始就“裸烤”，
那么到了最后就很容易把表皮烤
过头，颜色没那么漂亮了。不过
各种方法和口味因个人喜好而
异，没有一定标准，加上火腿本
身就已经是熟的，因此只要把它
从外至内充分烤热，并且表皮的
光泽，颜色和图案弄得好看，那
就成功啦!
圣诞布丁
今日的圣诞布丁源于传统圣
诞食物牛奶麦粥。14 世纪以后，
烤箱出现在一些贵族的奢华住所
里，他们尝试着将麦片粥放进烤
箱，于是就烤成了蛋糕。现在每
到圣诞节来临，家人们就会聚在
一起烘制这道美食。每位家庭成
员都要共同制造一个圣诞布丁，
象征团结和谐。每个人在搅拌面
团时，都会默默许下一个愿望，
最后还会在面团里藏一个硬币，
这有点像我们以前过年时饺子里
放钢镚儿的意思。

圣诞布丁其实做起来不难，
就是准备材料稍微麻烦一些。
材料：葡萄干 125 克，软糖
30 克，红樱桃 30 克，柠檬皮丝少
许，橘子皮丝少许，胡萝卜丝少
许，苹果，核桃碎少许，黄油少
许，面包粉 125 克，杏仁碎粉 30
克，红糖 125 克，幼砂糖 65 克，
面粉四分之一大匙，盐一小撮，
鸡蛋 2 个，黑啤酒 80 毫升。
做法：取一个大盆，依序加
入葡萄干、面包粉、幼砂糖、红
糖、软糖、胡萝卜丝、红樱桃、
柠檬丝、橘子丝、杏仁粉、面
粉、苹果块、盐，搅拌均匀。另
取一个碗，加入鸡蛋，打成鸡蛋
液，倒入。然后加入黑啤酒，用
手充 分 搅 拌 均 匀 。 取 一 个 玻 璃
碗，用黄油块把玻璃碗整个抹一
圈。把搅拌好的材料放入玻璃
碗，压紧实。用烘培纸或者保鲜
膜压住碗面，然后包上锡箔纸，
一定要包紧实。将碗放入装有热
水的蒸锅，水要至少没过玻璃
碗一半，小火加热 2 个小时左
右。用竹签扎入确定没有粘物体
就熟了。

中國與美國十個不同的生活習慣
朋友常常对我说“来吧来
吧，尽情欢笑，随我来吧，跟着
节奏一起摇摆，随着音乐一起开
怀。因为这里有自由、这里有民
主，这里是，自由、民主、独立
的王国 USA。”
曾经有过许多美国朋友问
我：“你看中国人和美国人的主
要区别是什么？”
我说：“我们吃熟食，你们
吃生的；我们保守，你们开放；
我们在小事上团结大事上分歧，
而你们，无论大小事都拧成一条
绳。你们不怕别人关注，唯恐别
人不在乎。你们有创新、勇于探
索的精神；而我们，工作兢兢业
业，上班按时按点规规矩矩……”
美国朋友点头称是。
在一个国家生活久了，不说
入乡随俗但至少会感染一些气息，
看人家的说话、办事风格，学习
人家值得学习的、优秀的地方。
美国朋友常常跟我说“怎么
好像全世界都憎恨美国人？”我
说“那是因为你们特立独行，因
为你们专横、霸道，还有矗立于
世界之巅让屈居他位者眼红。”
朋友补充“还有，因为我们，
NOSETOEVERYBODY’ SBUSINESS……”我说“很对。”
以下数条，为日常生活中种
种见闻，不说全面却都是亲身经
历，也许还有未收录到的。

一、问候
国人打招呼，一般都是“吃
了吗？”“瘦了啊！”“最近在
哪发财呢？”比较的虚情假意一
类。美国人，比较现实，遇到了，
相互微笑一下就走了。要么，就
停下来拥抱一下，问问最近的身
体，有家庭的问问孩子怎么样一
类的，反正不会超过一分钟。
二、量杯
美国人用量杯，中国人不用。
刚来的时候，自己还是租房子住
，有一次病了，房东太太给我一
瓶感冒药(就液体那种)，一个量
杯，她让我照着说明去使用。以
前在国内的时候没怎么注意过，
一直以为，量杯是药剂师的事。
后来，自己买了房子，自己
烧水、煮饭、做菜，虽然还在分
期付款，但只要是病了，只要吃
药，就会常常想起那个好心的美
国老太太，想起她，教我用量杯
的轶事。
中国人一般都显少，男人 50
看上去也就 30 出头，女人 30 看
上去也就十七、八九。美国朋友
常常问我“你怎么看上去才像二
十出头？”而问我的她，比我还
小了好几岁。我说“中国人会保
养，没听说‘龙颜大悦’么？”
我这么一忽悠，她还真不懂。中
国人看字是字，美国人看字是谜。
四、吃食

美国 人 从 不 吃 什 么 诸 如 风
爪、猪蹄、鱼头、排骨类的东西，
就算有个别的吃，也是很少。中
国人爱吃，喜欢吃，讲究吃。风
爪味道好，猪蹄养颜、护肤、促
进 S 型美观，排骨就更了不得
了，生筋利骨还能补钙。
美国朋友来我家，看我做的
红烧猪蹄、清炖排骨、蘑菇烧
鸡，吃了后，啧啧称赞。味道好
吖味道好！可让他们去买了自己
做？不干。
五、车饰
中国人的车子内一般都比较
传统，比如：中国结、红绳子、
小可爱、公仔娃之类的装饰物。
美 国 人 的 车 内 ， 比 较 的 OPENMIND，酷点的是骷髅、枪弹，
含蓄点的是新奥尔良的狂欢节珠
子，挂的越多，说明你在那个地
方嗨皮得越爽，也说明你露的次
数越多，所以你得到的珠串才
多 。美国人，以张扬自我为骄
傲；中国人，以保守谦虚而自豪。
六、洗浴
美国人，一般都是早上洗
澡。洗个澡，神清气爽去上班；
中国人，一般都是晚上洗澡。洗
个澡，干干净净的睡觉。
刚来的时候，我还是晚上洗
澡。日子久了，我早上也洗，晚
上也洗。电话回家一报告，妈妈
说：别洗多了，洗掉了元气还脱

皮！这么一吓，不敢多洗了，可
还是早晚各一，改不过来了……
七、遥控器
中国人很爱惜东西，爱惜物
件。比如电视机的遥控器，发
现，真的只有中国人才在自家的
遥控器外面还包着塑料舍不得拆
掉。美国朋友来我家，问“你的
遥控器怎么还包着？”我说“因
为可以保护。”他不说话，径直
给我拆了，说“这样不是更好
用？那个没用了是废物，扔掉好
了。”无语。
从此后，我家的遥控器不再
包塑料了。认识新的移民熟悉后
去到他们家，我也告诉他们“那
个不用了，没有用。”
有的听有的不听。有的，还
要补充一句“你，被美国化了吧？”
八、安全带
我从来都不喜欢系安全带，
因为那让我感觉特不舒服。特别
是，它斜斜的系过来，还紧紧的
绷着胸部。坐我的美国朋友的
车，头一件事就是嘱咐我“系好
安全带了吗？”而我，总是心不
甘情不愿的系好，然后，还要补
充一句“死不了。”
再然后，朋友就开始向我灌
输已经倾倒了 N 次的美国交通法
典，还有安全系数，诸如此类，
等等，等等。当然我自己开车的
时候还是比较老实会系好的，因

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

为加州的法律，被发现了是要开
罚单的。为了省银子，只好认了。
九、剔牙
有一次，一个美国朋友问我，
他说“我能问你一件事吗？”
我“你说。”
“为什么我在餐馆总是看到
有的中国人在吃完饭后剔牙时用
手遮着嘴？我们都是大大方方的
剔牙。”
“……”
“怎么了？”
“因为那不雅观，中国人剔
牙总是这么挡着的。”
“哦，我还以为他们总是牙
痛才捂着呢。。。”
“……”我没说，心里憋着，
这个郁闷，下次应该把话题移
开。
十、容器

花崗石

NEW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 8am-5pm 週六 8am-1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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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来的时候，我比较的节
省，留了很多空瓶子。果酱瓶、
饮料瓶、红酒瓶、鸡精罐、黄油
罐之类的，我看着好看的，比较
大方、能盛东西的，我一概留
着，我装水用。中国人，很喜欢
把别的什么容器的，改造成水
杯。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天才。
美国朋友来我家，看到了，
问我“你晒着这些空瓶子都做什
么用哪？”我“它们都是干净
的 ，我都洗了，等他们干了我
装水或者其他。”他二话没说就
给我全扔垃圾箱了，还教育我
“这些东西，都是废物了，你用
完了就该扔掉，就算二次回收，
那也得由专门的工厂来处理。你
这么做，是极不卫生的行为！”
心疼啊！那些我攒了又攒的“宝
贝”们……

免費估價

免費贈不銹鋼水槽

with Min. 45 sq. ft. of Counter Top Purchase & Instal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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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十大國粹
中醫第三京劇第四它排第一!
中国是个古老而神奇的国
度，悠久的历史，璀璨的文化，
给我们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
那 是我们先辈们智慧的结晶。
下 面让我们一起看看中国十大
国粹吧……

剪纸是一种非常普及的民间
艺术 ， 千 百 年 来 深 受 人 们 的 喜
爱，剪纸是我国的艺术瑰宝。剪
纸艺术这一中国民间艺术瑰宝，
至今仍然绽放着绚丽的光芒。中
国在西汉以及东汉时代就发明了
造纸术，以后就有了剪纸。剪纸
10、刺绣
刺绣：刺绣是在织物上绣制 是我国最普及和最具有群众基础
的各种装饰图案的总称。刺绣是 的民间艺术，具有浓厚的民族民
中国民间传统手工艺术，在中国 间艺术特色。
8、中国围棋
至少有二三千年的历史。刺绣织
物主要是丝绸和丝线。中国四大
围棋是一种古老的智力游
名绣：苏绣、湘绣、粤绣、蜀绣。 戏，起源于中国。
在中国的传统刺绣工艺品当中，
围棋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
常常将产于江苏省的“苏绣”、 明 。 围 棋是中国“五帝”之一的
湖南省的“湘绣”，广东省的 尧帝发明的，至今已有4000多年的
“粤绣”、四川省的“蜀绣”， 历史。围棋最早被称为“弈”或
合称为“中国四大名绣”。中国 “棋”。后来，有人根据下棋时黑
的刺绣工艺在秦汉时期便已达到 白双方总是互相攻击，互相包围的
很高水平，是历史上“丝绸之 特点，称“下棋”是“围棋”。这
路”运输的重要商品之一。中国 样，“围棋”作为一个专用名词就
最为突出的刺绣是江苏的苏绣、 固定下来。围棋属“中国古代四大
湖南的湘绣、广东的粤绣、四川 艺术”（琴棋书画）的“四艺”之
的蜀绣。除此之外，还有河南开 一。“琴棋书画”之“棋”，指的
封的汴绣、浙江杭州的杭绣。苏 就是围棋。南北朝时候，棋盘定型
绣、湘绣、粤绣、蜀绣、汴绣、 为现在的19道棋盘，并且出现了评
杭绣，可以合称为“中国六大名 定棋手水平的围棋九品制。围棋逐
绣”。
渐成为中国古代知识阶层修身养性
的一项必修课目，为“琴棋书画”
9、剪纸
剪纸：剪纸是中国民间传统 四艺之一。
唐代出现了棋待诏官职。中
的手工艺术，在我国流传已有一
国的围棋在公元七世纪（中国唐
千五百多年的历史。

朝）时传入日本，很快就在日本
流行开来。围棋被人们形象地比
喻为“黑白世界”。围棋是我国
古人喜爱的娱乐竞技活动，同时
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悠久的一种棋
戏。由于它将科学、艺术和竞技
三者融为一体，有着发展智力、
培养意志品质和机动灵活的战略
战术思想意识的特点，因而，几
千年来长盛不衰，并逐渐地发展
成了一种国际性的文化竞技活
动。

7、中国瓷器“china”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举世闻
名的中国瓷器，是中华民族的伟
大创造和发明，瓷器是中国古代
文明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的文
化瑰宝。
中国发明的瓷器，是中华民
族对世界文明作出的伟大贡献。
中国号称“瓷之国”，中国所制
造的精美的瓷器，为全世界人民
所喜爱。中国是瓷器的发源地，
中国被誉为是“瓷器之国”。
中国的瓷器制造技术传到世
界各国，对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
重要的贡献，中国也博得了“世
界瓷国”的光荣称号。

6、中国茶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茶树
和利用茶树的国家，中国是茶的
故乡，中国是世界茶叶的祖国，

这是世界公认的。
茶，是中华民族的国饮。饮
茶、种茶、制茶都起源于我国。
我国第一部药学专著《神农本草
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
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
这说明，在距今 7000 年前的
神农时代，中国就发现了茶叶，
并且知道了茶叶具有神奇的药用
作用。因此，我们中华民族的伟
大始祖神农是中国的茶叶鼻祖。
神农不仅是中国的茶叶鼻祖，同
时，神农也是全世界的茶叶鼻
祖。茶叶，是最天然、最健康的
饮料，也是最具有文化内涵的饮
尝百草，始有医药”的传说，因 为一种文化形式在长期的历史演
料。茶叶具有健康、天然、文
此，中药源于距今 7000 年前的神 进中倍受中国古代哲学、医学、
化、文明以及时尚的非凡魅力，
农时代，中药的鼻祖就是我们 美学等方面的渗透和影响，形成
受到全世界人的喜爱。
中华民族的伟大始祖神农。中医 了独具民族风格的练功方法和运
5、汉服和丝绸
的理论基础和源泉就是《黄帝内 动形式 。
汉服，是中国汉族的传统民 经》。
1、书法
族服饰，又称为汉装、华服。汉
《黄帝内经》是中国现存最
唯一将古老文字作为艺术
服是中国汉民族的传统民族服 早的中医理论专著。《黄帝内
的 ， 是 中国，这门艺术，叫书
饰，其由来可追溯到三皇五帝时 经》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
法。
期一直到明代，连绵几千年，华 系，成为中国中医药学发展的理
距今约 5000 年前的轩辕黄帝
夏人民（汉族）一直不改服饰的 论基础和源泉。《黄帝内经》是
时代，文字开始出现。传说轩辕
基本特征，这一时期汉民族所穿 中国第一部中医理论经典。《黄
黄帝命令大臣仓颉造字，仓颉就
的服装，被称为汉服。自炎黄时 帝内经》是中医理论基础的奠基
发明创造了文字。仓颉，是黄帝
代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汉服已 之作。《黄帝内经》这部伟大的
的史官，汉字的创造者，被后人
具基本形式，历经周朝代的规范 中医经典完成于距今 5000 年前的
尊为文字始祖。中国的汉字为中
制式，到了汉朝已全面完善并普 轩辕黄帝时代。因而，我们中华
华民族的繁衍和发展、为中华文
及，汉人汉服由此得名。随后各 民族的伟大始祖轩辕黄帝就是中
明和中华文化的保存和传承作出
朝代的汉服虽有局部变动，但其 医的鼻祖。
了不朽的功绩。书法是中国特有
主要特征不变，均是以汉代为基
2、中国武术
的一种传统艺术。中国的汉字，
本特征。汉服（华服）是非常美
中国武术既功夫，英文名： 开始以图画记事，经过几千年的
丽的服装，汉服（华服）最能体
Kungfu，即中国传统武术，有着 发展，演变成了当今的文字，又
现汉族人儒雅内秀、神采俊逸、
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商 因祖先发明了用毛笔书写，便产
雍容华贵、美丽端庄的气质。
周时期，功夫具有极其广泛的群 生了书法，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了丝
众基础，是中国劳动人民在长期 术。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周朝时
绸（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而
的社会实践中不断积累和丰富起 的金文、石刻文，秦代的篆书，汉
做出发明丝绸（养蚕缫丝织绸）
来的一项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中 代的隶书，从东晋到唐朝的楷书、
这一伟大贡献的发明家，就是我
行书、草书，到了唐代，中国的书
华人民的优秀文化遗产之一。
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始祖轩辕黄帝
武术套路在技术上往往要求 法艺术到达成熟，并且繁荣。中国
的 妻 子 嫘 祖 。 在 5000 多 年 以
把内在精气神与外部形体动作 的书法有五种基本书体：篆书、
前 ，勤劳、智慧、聪明的嫘祖
紧 密相合，完整一气，做到” 隶书、楷书、行书、草书。
就发明了丝绸（养蚕缫丝织绸技
中国 10 大国粹，每一位中国
心动形随”，“形断意连”，势
术）。嫘祖作为中华第一夫人，
断气连”。以“手眼身法步，精 人都应熟记心中，尤其是年轻
与黄帝并列为“人文初祖”。嫘
神气力功”八法的变化来锻炼心 人！记住她们，并一代代地传颂
祖被誉为“人文女祖”。
身。这一特点反映了中国武术作 给后人。

4、京剧

京剧，中国五大戏剧之首，
腔调以西皮、二黄为主，用胡琴
和锣鼓等伴奏，被视为中国国粹
之一。清代乾隆五十五年（1790
年）起，原在南方演出的三庆、
四喜、春台、和春， 四大徽班
陆续进入北京，他们与来自湖北
的汉调艺人合作，同时接受了昆
曲、秦腔的部分剧目、曲调和表
演方法，又吸收了一些地方民间
曲调，通过不断的交流、融合，
最终形成京剧。京剧形成后在清
朝宫廷内开始快速发展，直至民
国得到空前的繁荣。京剧为演
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手
段。分布地以北京为中心，遍及
中国。
京剧舞台艺术在文学、表
演、音乐、唱腔、锣鼓、化
妆 、脸谱等各个方面，通过无
数艺人的长期舞台实践，构成了
一套互相制约、相得益彰的格律
化和规范化的程式。

3、中医
中医是中国的传统医学，中
医一般是指中国以汉族劳动人民
创造的传统医学为主的医学，所
以，中医也称为汉医。
“中医学”之中包涵“中药
学”，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神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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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福曾密令史迪威 通過制造空難幹掉蔣介石
“我们准备很快就下手除掉
蒋介石，扶助几位比较有影响而
又坚决主张抗日的国民党领导人
上台实行集体领导。帮助他们改
组政府，抓牢军队，清除何应钦
等亲日分子，只有这样才能确保
抗日战争早日取得胜利……”
1943 年后，战争态势越来越
明显，盟国开始了战后的划分。
蒋介石主张韩国、泰国以及越南
等国的独立自主，甚至提出保留
日本的天皇制度，蒋介石夫妇还
亲赴印度，劝阻拉 o 甘地和尼赫
鲁放弃自治的要求，团结一致抵
御侵略。从日记中可以看到蒋介
石为此做出的努力。此时美国将
军史迪威与蒋介石在品性、隶属
关系及其战略战术上的分歧，却
造成了中国自开战已来最大的危
机。两人的矛盾迅速变成中、美
两国的误解。雅尔塔会议上，史
迪威的报告，使罗斯福认为中国
不具备反击日本的能力。最终以
牺牲中国的利益换取苏联对日本
的出兵。
丘吉尔：“蓄谋已久”“千
方百计”
1943 年 11 月下旬，埃及首
都开罗戒备森严，气氛平静而神
秘。
埃及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
当年的 11 月 22～26 日，美、中、
英三大国首脑会议就在这儿举
行。英国首相丘吉尔、美国总统
罗斯福和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委
员长蒋介石参加了这次会议。会
议主要是讨论制定三国联合对日
本作战计划和解决远东问题。
在会上，三位领导人免不了
互相夸奖客气一番。不过，蒋介
石与丘吉尔面和心不和，这几年
来，他俩的分歧越来越深。11 月
20 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经昆
明巫家坝机场乘专机飞越喜马拉
雅山，在印度北方邦兰姆加尔盟
军训练基地机场稍事停留，视察
了全副美式装备的中国远征军部
队，而后又乘专机飞到加尔各
答。令蒋介石生气的是，英国驻
印度总督只派出私人顾问到热浪
灼人的机场迎候，也没在机场大
厅铺红地毯，甚至没派出军乐队
奏迎宾曲。
其实，丘吉尔不止冷落蒋
介石，他还想谋杀蒋介石。他曾
召集英军参谋长伊斯梅上将、陆
军情报部长卡尔格特中将等人开
秘密会议，并指定英国驻华大使
馆陆军副武官查尔斯上校全权负
责、相机行事。不过，该计划对
英国外交部和英国驻华大使薛穆
则严加保密。
随后，查尔斯组成特别行
动小组，准备实施暗杀计划，并
网罗了两名中国空军上校和几名
英军军官。开罗会议召开前，查
尔斯从伦敦弄回三枚最新式的微
型高爆炸力定时炸弹，打算在兰
姆加尔机场放在蒋介石的座机
里。但蒋介石的警卫人员警惕性

很高。有两名军统(戴笠领导)的
上校带一队卫兵团团围住座机，
不准任何人哪怕是中国空军军官
走近，更别说英国、印度空军地
勤人员了。然而，查尔斯上校发
现美国 14 航空队的地勤人员似
乎绝对受信赖。两名上尉机械师
还被请来协助中国机械师检修
飞 机 。这使查尔斯得到启发：
“暗杀计划一定得有美国方面协
助。”
丘吉尔等人想收拾掉蒋介
石，是因为他们想保住大英帝国
在亚洲的殖民地。二战中，英国
一方面参加对日战争，一方面又
对拥有庞大陆军的盟国——中国
抱有强烈的戒心，唯恐中国扩展
影响，以后称雄亚洲。英国还想
染指中国领土西藏，一心想策动
藏人独立，摆脱国民党中央政
府，好从中牟利。另外，蒋介石
为团结印度人民抗日，多次公开
催促英国让印度独立。大半年
前，宋美龄成功地出访了美国，
却不去英国。她以“身体欠
佳 ” 为借口，谢绝了英国的邀
请。这使丘吉尔相当恼火。可
见，他想干掉蒋介石绝非心血来
潮。
罗斯福：“不动声色”“秘
密埋伏”
会议开完后，蒋介石夫妇的
专机先行回国。罗斯福总统派往
重庆的最高军事代表史迪威将军
没走，留下来就中国战场和缅甸
战场的情况继续与罗斯福商量。

史迪威与蒋介石失和已久，这在
重庆高层已不是什么秘密。
史迪威一开口就是发牢骚：
“总统阁下，你一定想不到蒋介
石这人有多糟糕。他巴不得你调
几十万美军到中国战场与日军拼
个你死我活，他好保持自己的军
力，用以对付中共及其武装……
两个月前，我计划率中国驻印陆
军 4 个师反攻缅甸，打过野人
山。蒋介石却拒绝让全副美式装
备的 13 个嫡系师从滇西进入缅甸
配合作战。”
罗斯福听着，双眉紧锁：
“蒋介石先生太固执、太自私，
一点儿不顾大局……跟这样的人
很难有效合作下去。我的上帝，
这可真是个难题。”
罗斯福考虑再三，对史迪威
下令：“我理解你的处境。你如
果无法与蒋介石相处，又无法换
掉他，那就一劳永逸地把他干掉
算了。”
几天后，史迪威带着总统的
绝密口头指令返回中国，只向副
手多恩准将作了传达，指示他具
体执行这一任务，代号为“蓝鲸
行动”。指令规定执行期限为三
个月，逾期自动失效。
英美联合：“暗地勾结”“心照
不宣”
1944 年 2 月 中 旬 的 一 天 晚
上，山城重庆灯火万点。由于美
中空军已夺得大西南制空权，战
时陪都已多日没发出空袭警报
声。一辆美军 14 航空队的吉普车

驶进上清寺附近的英国驻华大使
馆。
车里坐着该航空部队的情报
处长莫瑞特上校和他的助手金斯
利中尉。他俩是应英国驻华使馆
副武官查尔斯上校之邀前去开会
的。会议主题是盟军反间谍部门
如何有效打击西南地区日本特务
的猖獗活动。
这时，莫瑞特对本国的除蒋
计划还一无所知。
英国驻华使馆内，灯光
暗 淡 。 查 尔斯上校瘦高个子，
鹰钩鼻 ， 褐 发 碧 眼 ， 神 态 阴 郁
而 矜 持 。眼下，查尔斯最感兴
趣的并不是如何粉碎日军谍报
网，而是如何取得莫瑞特的配
合支持。
老奸巨滑的查尔斯经过一番
试探，才向莫瑞特亮底：“我们
准备很快就下手除掉蒋介石，扶
助几位比较有影响而又坚决主张
抗日的国民党领导人上台实行集
体领导。帮助他们改组政府，抓
牢军队，清除何应钦等亲日分
子，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抗日战争
早日取得胜利……蒋介石早就不
得人心。他对日作战三心二意，
稍有机会就打算妥协，不惜出卖
盟国。我们电台几次截获过重庆
拍往南京日军总部的密电，呈送
我们政府。要不，我们英国下不
了这决心。”
莫瑞特脸色严峻，不无忧
虑地说：“我和你的看法没有
分 歧 。但我不能不提醒你，这
样干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弄
不好反而会给日本人帮忙。东
京电台就常挑拨我们两国与中
国的关系。再说，蒋介石拥有
举足轻重的力量，多数将领都
听命于他。至于你提到的集体
领导的设想，我看不易行得通，
弄不好是混战，是很可怕的自
毁大局的内乱。”
查尔斯阴沉着脸，陷入沉
思。他极力拉拢莫瑞特是有原因
的。莫瑞特深受中国军统、中统
干部的信任，可以自由出入重庆

大本营和各情报部门、特工机
关。如果能争取莫瑞特参与这一
绝密计划，那形势就大为有利。
“贵国政府同意你这么干
吗？”莫瑞特小心地问道。
“请原谅，我不好明确地回
答你。”查尔斯神秘地笑笑。
“好，让我考虑考虑，毕竟
这事非同小可。即使我不便帮助
你，也绝不会坏你的事。”
莫瑞特点点头，为表达理
解与信任，他与查尔斯用力握握
手……
实施方案：制造空难 掩盖
阴谋
1944 年 2 月 19 日，重庆沙坪
坝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小洋楼的二
楼上，史迪威将军的副手多恩秘
密召见了莫瑞特，向他交了底：
“我和史迪威再三考虑，暗杀蒋
的行动必须得到你的协助。”
“当真是总统先生的意图
吗？”莫瑞特心情异常激动，似
乎还存在疑问。
多恩用力拍拍莫瑞特的肩
膀 ： “ 绝无戏言啦，亲爱的处
长，如果行动不幸失败，责任将
全由我负起来，你也可以推责于
我，而我绝不牵扯到史迪威将
军，更不会承认总统做过这口头
指令。你明白吗？这毕竟不是光
明正大的事……”
莫瑞特郑重地握握多恩的
手：“我为你如此信任我而备感
荣幸。将军阁下，就我所知，英
国方面也拟定了一个除掉蒋的计
划。负责人是我的朋友——使馆
副武官查尔斯上校……”
多恩来了精神，详细地向莫
瑞特询问了查尔斯等人的行动内
容，而后摇摇头：“他们干他们
的，我们没必要与他们合作。英
国人与中国警厅，特别是军统关
系很紧张。他们的计划极难成
功。我们干肯定有把握。根据可
靠情报，蒋介石夫妇已定于 3 月
中旬应邀访问印度。蒋介石还要
去兰姆加尔基地为卫立煌、孙立
人等中国远征军将领授勋。我们

动手的方案是当蒋介石的座机飞
到喜马拉雅山上空时，飞机发动
机突然发生故障，机上所有乘客
将不得不弃机跳伞，而所有的降
落伞都将失灵，结果是机毁人
亡，同归西天。第二天各国的报
纸都将刊登‘蒋介石死于空难’
的惊人消息。人们肯定不会怀疑
是我们策划的。因为我们美国一
直支持蒋介石。人们倒会怀疑这
是日本人干的……”
莫瑞特点点头：“看来，确
实得由 14 航空队的人来唱主角。
我们在重庆、成都、昆明、兰姆
加尔都有飞行基地和雷达站，拥
有好几千地勤人员。蒋介石的座
机也常请我们的机械师维修检
查，我们做点手脚也就行了。将
军阁下，请你放心，我会做安排
的……”
“太好了，处长先生。我的
判断果然正确，你是值得我们信
赖的人。我想，我们合力一定能
取得成功……”
结局：千虑一失 老天助蒋
1944 年 2 月下旬，陪都重庆
郊外黄山的蒋介石别墅云山岫
楼。这儿戒备森严，所有进出大
院的小汽车都受到三四道哨卡的
严格盘查，卫兵荷枪实弹。
别墅里，军统局长戴笠正向
蒋介石汇报：“委座，卑职想说
件事。眼下，查尔斯经常与重庆
的盟军使团几名军官联系碰头，
又指挥他手下情报人员四处活
动。前几天，据内线耳目报告：
查尔斯特为邀约 14 航空队的情报
处长莫瑞特上校到英国大使馆密
谈到深夜，不知谈了些什么，迹
象却很可疑……”
蒋介石冷冷一笑，摇摇头：
“雨农(戴笠的字)，你的神经太
过敏 ， 我 就 不 信 英 国 人 想 暗 算
我，除非他们失去了理智。乱猜
疑是不好的。至于美国人就更不
可能，史迪威虽说脾气不好，又
主观、傲慢，常与我争执，闹得
关系紧张，但他是个堂堂君子，
不是阴谋家。你还是要多多提防
中共和日本那边……”
戴笠只好连连称是，恭敬地
鞠躬告辞……
蒋介石本想近日就出访印
度 ， 显 示大国领袖的地位，可
是当时豫湘桂大会战正在紧要关
头，他一时脱不开身。后来，军
事重镇衡阳失守，桂林、柳州
又 被 日军主力围攻，战事更加
不利。蒋介石只好取消了出访计
划，美国人的谋杀计划自然也随
之流产。
仇人共事十余载
一切仿佛压根儿就没发生
过，查尔斯上校黯然神伤。不
久，他去了印度。莫瑞特得到多
恩将军的秘密通知后，立即中止
策划谋杀的活动，为保住秘密，
他还设法调走了那几名美国空军
机械师，调他们去印度兰姆加尔
盟军基地工作……
史 迪 威 将 军 在 1944 年 底 终
于被罗斯福解除职务，召回美
国。有 趣 的 是 ， 蒋 介 石 在 内 战
中失败，于1949 年撤退台湾后，
多恩将军担任了美国驻台湾的
军事顾问团长，竟然与蒋介石
共事十余年，关系融洽，足见
蒋介石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
多恩奉调回国后，才在其回忆
录《和史迪威从缅甸出走》一
书中，披露了这一惊人的秘密，
内中详情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
才为世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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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Boxing Day 2016!!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Boxing Day is a holiday celebrated on the day
following Christmas Day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Commonwealth nations. Boxing Day occurs on
26 December, although the attached bank holiday or
public holiday may take place either on that day or a
day later.
In the UK, Canada,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Boxing Day is primarily known as a shopping holiday,
much like Black Friday (the day after Thanksg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Boxing Day sales are common
in Canada. It is a time when shops hold sales often
with dramatic price reductions. For many merchants,
Boxing Day has become the day of the year with the
greatest revenue. In the UK in 2009 it was estimated
that up to 12 million shoppers appeared at the sales
(a rise of almost 20% compared to 2008, although
this was also affected by the fact that the VAT was
about to revert to 17.5% from 1 January, following the
temporary reduction to 15%).
Many
retailers
open very early
(typically 5 am or
even earlier) and
offer doorbuster
deals and loss
leaders to draw
people to their
stores. It is not uncommon for long queues to form
early in the morning of 26 December, hours before
the opening of shops holding the big sales,especially
at big-box consumer electronics retailers. Many
stores have a limited quantity of big draw or deeply
discounted items. Because of the shoulder-to-shoulder
crowds, many choose to stay at home and avoid the
hectic shopping experience. The local media often
cover the event, mentioning how early the shoppers
began lining up, and showing video of shoppers
queuing and later leaving with their purchased items.
Many retailers have implemented practices aimed at
managing large numbers of shoppers. They may limit
entrances, restrict the number of patrons in a store at a
time, provide tickets to people at the head of the queue
to guarantee them a hot ticket item or canvass queuedup shoppers to inform them of inventory limitations.
Origins Of Boxing Day
In the liturgical calendar of Western Christianity,
Boxing Day is the second day of Christmastide, and
also St. Stephen's Day. In some European countries,
notably Germany, Poland, the Netherlands and the

Nordic countries, 26
December is celebrated as
a Second Christmas Day.
There are competing
theories for the origins of
the term, none of which
are certain.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gives
the earliest attestations
from England in the 1830s,
defining it as "the first
week-day after Christmasday, observed as a holiday
on
which
post-men,
errand-boys, and servants
of various kinds expect to
receive a Christmas-box".
The term "Christmas-box"
dates back to the 17th
century, and among other things meant:
A present or gratuity given at Christmas: in Great
Britain, usually confined to gratuities given to those
who are supposed to have a vague claim upon the
donor for services rendered to him as one of the general
public by whom they are employed and paid, or as a
customer of their legal employer; the undefined theory
being that as they have done offices for this person,
for which he has not directly paid them, some direct
acknowledgment is becoming at Christmas.
In Britain, it was a custom for tradespeople to collect
"Christmas boxes" of money or presents on the first
weekday after Christmas as thanks for good service
throughout the year. This is mentioned in Samuel
Pepys' diary entry for 19 December 1663. This custom
is linked to an older English tradition: since they would
have to wait on their masters on Christmas Day, the
servants of the wealthy were allowed the next day to
visit their families. The employers would give each
servant a box to take home containing gifts, bonuses
and sometimes leftover food

is moved to the following
day (27 December). In the
UK, Boxing Day is a bank
holiday. On the occasion
when Christmas Day is on
a Saturday, the following
Monday is Boxing Day
and Tuesday the substitute
bank holiday for Christmas
Day.
In Scotland, Boxing Day
has been specified as an
additional bank holiday
since 1974, by Royal
Proclamation under the
Banking and Financial
Dealings Act 1971.
In Ireland – when the
island as a whole was
part of the United Kingdom – the Bank Holidays Act
1871 established the feast day of St. Stephen as a nonmovable public holiday on 26 December. Following
partition in 1920, Northern Ireland reverted to the
British name, Boxing Day.
In Australia, Boxing Day is a federal public holiday.
The Australian state of South Australia instead
observes a public holiday known as Proclamation
Day on the first weekday after Christmas Day or the
Christmas Day holiday.
In New Zealand, Boxing Day is a statutory holiday;
penalty rates and lieu time are provided to employees
who work on Boxing Day.
In Canada, Boxing Day is a federal statutory holiday.
Government offices, banks and post offices/delivery
are closed. In some Canadian provinces, Boxing Day
is a statutory holiday that is always celebrated on 26
December. In Canadian provinces where Boxing Day
was a statutory holiday, and it falls on a Saturday or
Sunday, compensation days are given in the following
week.

Boxing Day Festivities At The Harrod's Store In London,
England

Boxing Day crowds shopping at the Toronto Eaton Centre
in Canada, 2007
Boxing Day Test at the Melbourne Cricket Ground, 2006

A Boxing Day Family Feast

F. Weld declared 26 December as Boxing Day in
Massachusetts, in response to the efforts of a local
coalition of British citizens to "transport the English
tradi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but not as an employee
holiday.
In the United Kingdom, it is traditional for both toptier football leagues in England, Scotland and Northern
Ireland, and the lower ones, as well as the rugby
leagues, to hold a full program of football and rugby
union matches on Boxing Day. Originally, matches on
Boxing Day were played against local rivals to avoid
teams and their fans having to travel a long distance to
an away game on the day after Christmas Day. Prior to
the formation of leagues, a number of rugby fixtures
took place on Boxing Day each year, notably Llanelli v
London Welsh and Leicester v The Barbarians.
In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South Africa, Test
cricket matches are played on Boxing Day.
In Australia, the first day of the Boxing Day Test in
Melbourne and the start of the Sydney to Hobart Yacht
Race are on Boxing Day.
In horse racing, there is the King George VI Chase at
Kempton Park Racecourse in Surrey, England. It is
the second most prestigious chase in Britain, after the
Cheltenham Gold Cup. In addition to the prestigious
race at Kempton, in Britain it is usually the day with
the highest number of racing meetings of the year, with
eight in 2016, in addition to three more in Ireland.
Boxing Day is one of the main days in the hunting

Boxing Day is a secular holiday that is traditionally
celebrated on 26 December, the day after Christmas,
or the following day should the 26th be a Sunday.
26 December is also St. Stephen's Day, a religious
holiday. When 26 December falls on the weekend
(Saturday or Sunday), the Boxing Day public holiday

calendar for hunts in the UK and US, with most hunts
(both mounted foxhound or harrier packs and foot
packs of beagles or bassets) holding meets, often in
town or village centers.
Several ice hockey contests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day.
The IIHF World U20 Championship typically begins
on 26 December, while the Spengler Cup also begins
on 26 December in Davos, Switzerland; the Spengler
Cup competition includes HC Davos, Team Canada,
and other top European Hockey teams. (Courtesy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In the United States, 26 December is given as a holiday
to state employees in some, mainly southern, states:
Kansas, Kentucky, North Carolina, South Carolina,
and Texas but it is not known as Boxing Day. On
December 5, 1996, Massachusetts Gov. William

ITC Holiday Party Honors Veterans' Service
- Thursday, Dec. 15, 2016
By Huang Xiangci, News&Review Reporter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the opportunity to achieve
the success he enjoys today
through hard work.
Lee also referred to the two
aims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which include
"Cultural Promotion and
Commercial Trade". Lee
said that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has supported
financial services to over
7,000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operating
in the regi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part of the
company’s
community
service; also with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there are six chambers of
Chairman Wea H. Lee, ITC Chairman ITC (c) Honored Veterans At ITC Christmas Luncheon commerce
organizations
On Dec. 15th. (Photo/News&Review)
working together to promote
Southern News Group Chairman Wea H. Lee and staff business exchanges as well as community service
held a "2016 Holiday Party and Veterans' Appreciation" while all together recognizing the sacrifice of all
Luncheon at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TC) veterans. Wea H. Lee then wished everyone in
on December 15, 2016. At the same time, Chairman attendance, “Happy Holidays.”
Lee, representing the Chennault Foundation Houston Former Congressional representative Steve Stockman
Branch at ITC praised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anti- speech also mentioned with respect the contributions
war Flying Tigers Chinese veteran Yu Houyi (Lewis of the World War II Flying Tigers and for the
W. Yee) and more than 20 veterans in attendance with
deepest gratitude for their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country during World War II.
Tribute was paid to the Chinese veterans by expressing
express gratitude for the World War II heroes'
sacrifice for their country the great spirit by inviting
former U.S. Congressional representative Steve
Stockman and Sylvia Shirley Malinton, Consul of the
Indonesian Economic Group in Houston who is also
enthusiastically involved with many former veterans,
dependents and multi-ethnic community leaders.
Activities were started by Master of Ceremonies Jan
Taylor, co-founder of the revitalization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 and began with the singing of the U.S.
national anthem. Southern News Group Chairman
Southern News Group Chairman, Wea H. Lee (l), Yu Houyi
Wea H. Lee spoke about being an immigrant himself Yee, Flying Tigers Member and Former Congressman Steve
40 years ago and how the United States gave him Stockman

predecessors of the accomplishments during the war
which he said he considers an historical memory.
Stockman mentioned Chinese veteran of World War
II, Yuhouyi, a 94-year-old, and asked him what is his
recipe for growing old, to which the veteran replied,
"ensure to keep the correct attitude."
Stockman said that the occasion was a celebration and
a memorable day, and that as immigrant descendants,
he hoped that we can continue to struggle for all their
own rights, so that their liv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
be improved.
In a special ceremony of gratitude, Chairman
Lee recognized the veterans one by one for their
meritorious service, with special plaques and gifts.

In his speech, Mr. Yu Houyi thanked everyone for
the recognition and awards, and especially Chairman
Lee’s contribution to the Chinese community over the
years. Mr. Yu Houyi’s speech was sincere and forceful
and full of energy. It was difficult to believe that he was
94 years old, along with many veterans in attendance
who were senior Chinese over 90 years old veterans –
people who deserve so much admiration.
Following the presentation, all in attendance enjoyed
the Christmas dinner with the exchange of friendly
discussions, live music and dance performances from
the Philippines. Chairman Lee promised to organize
and hold such community gatherings to promote multiethn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Photos From The ITC Holiday Party Honoring Veter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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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這十個景點都很知名
且個個都很有內涵!
黄河之都 兰州风情
在兰州，看夜景，看美女，这些
都是免费的，当然，兰州还有很多
免费的景点还可以转转，比如与历
史悠久的铁桥、设计独特的黄河母
亲 雕 像 等 来个亲密的合影，如果不
够，你还可去五泉山、白塔山走走，
最后，还有绝对美味和经济的兰州牛
肉面值得品尝。
五彩之山 苦水丹霞
都知道张掖七彩丹霞，旺季人多
为患，观光车都挤不上去。关键是还
要门票。你知道在兰州苦水，还一片
七彩丹霞尚未开发，这个丹霞地貌范
围很大，区域很广，颜值直逼张掖丹
霞地貌，可谓丹霞免费游。
陇上江南 康县
聆听茶马古道上依然回响的铃
声 ， 畅 游山水之间目不暇接的美
景 ，感受男嫁女娶的古老民俗，一
个不要门票的生态旅游大景区，境内
峰峦叠嶂，流水纵横，冬无严寒，夏
无酷暑，山色水光迷人，素有甘肃
“万宝山”和“陇上江南”之美称。
将军牧马 昌马水库
在甘肃省河西走廊地区，有一条
内陆河，名叫疏勒河，也是唯一一条
自东向西流淌的河，自上世纪九十年
代中期，甘肃省利用世界银行贷款，

历时十年，建成了一座昌马水库枢纽
及沿途十几座小水电站和下游百万亩
农业灌区，此水库和下游的赤金水库
及双塔水库联合调度，保证着河西粮
仓百万亩良田的丰收。
天工匠作 黄河石林
黄河位于白银市景泰县东南部，
与中泉乡龙湾村毗邻。这里群山环
抱，环境幽静，空气清新，风景秀
丽。以古石林群最富特色，规模宏大，
黄河石林生成于 210 万年前的新生代
第四纪早更新世，由于地壳运动、风
化、雨蚀等地质作用，形成了以黄色
砂砾岩为主，造型千姿百态的石林。
天马曾来 马蹄寺
马蹄寺位于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
县境内;北距张掖市市区 65 公里，是
集石窟艺术、祁连山风光和裕固族风
情于一体的旅游区。石窟由胜果寺、
普光寺、千佛洞、金塔寺、上、中、
下观音洞七处组成，共有 70 余处窟
龛，始建于北凉。
云中漫步 迭部铁尺梁
是甘肃内公路盘山之最，亦是公
路建设中的一大奇观。铁尺梁位于甘
肃省迭部县城东南 30 公里处的达拉
沟，达拉河南北穿透岷山，一谷勾通
甘川，成为岷山山脉中的一条通川古
道。唐朝将领李道彦进袭吐谷浑，元

世祖忽必烈镇云南等运兵征战，均经
此道入川。
净水明湖 文县天池
文县天池国家森林公园位于陇南
市文县以北约 100 公里处的崇山峻岭
之中。有九道大湾和一百零八个小
湾，风光优美，景色如画，为文县八
景之一，四季景色各异，春色恬静，
夏季如黛，秋韵斑烂，冬景圣洁。天
池景色众多，有象鼻咀、仙女石、狮
子包、捉鱼沟、月溜湾，马鞍峰、骑
马梁、牧马坪、五指洞等。距县城西
北方 70 公里，距四川九寨沟风景区
东南方 164 公里，距武都万象洞风景
区西南方 130 公里。
风电之都 甘肃瓜州
瓜州县地处甘肃省河西走廊西
端，东连石油城玉门市，西接旅游
名城敦煌市，南北与肃北蒙古族自治
县毗邻，西北与新疆哈密市相接。瓜
州境内文物古迹众多，旅游景点星罗
棋布，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4
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6 个。
冰雪润物 祁连山
祁连山脉位于中国青海省东北部
与甘肃省西部边境，是中国境内主要
山脉之一。由多条西北-东南走向的
平行山脉和宽谷组成。因位于河西走
廊南侧，又名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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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去過嗎?
中國唯一一個不設置紅綠燈的城市
特克斯县，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下辖县，地处伊犁河上游的特克斯河谷
地东段，面积 8352 平方公里，2013 年总
人口 17.2 万 人 。 特 克 斯 县 城 是 世 界 最
大 、 最完整的八卦城。2007 年被评为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
特克斯城始建于 1937 年，由当时号
称新疆王盛世才的岳父邱宗浚现场勘
查、设计。整个城呈八卦形态，以城市
花园为中心，有 8 条街道向外辐射，与 4
条环路相交。
特克斯县曾于 1993 年安装过老式红
绿灯，但在 1996 年取消了，原因是特克
斯县城人口少（17 万多），加上县城八
卦格局，环环相连、路路相通，车辆和
行人无论从哪个方向走都能达到目的
地。安装了红绿灯，司机反而不习惯，
所以就取消了。特克斯县城是我国唯一

一个没有红绿灯的城市。
特克斯县是古代乌苏国所在地，是
乌孙文化兴盛地。乌孙人是今天哈萨克
族主要族源。截至 21 世纪初，特克斯土
地上仍保留有大量乌孙墓群。
特克斯县旅游推荐：八卦城、阿克
库勒湖、喀拉峻草原、特克斯溶洞石
林、阔克苏温泉、乌孙夏都等。

大霧霾來襲
我這還有幾個讓你盡情發呆的好去處

这几天北方再次雾霾指数爆表！简
直想提前休假了！
既然在家憋着异常不爽还不如出去
走一走呢！独自一人也好，带上家人也
罢，年前来场远行的体验也是蛮爽的。
别说我没带上你哦~
有朋会馆 礁溪，宜兰
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
乎？”位于台湾礁溪的有朋会馆把真诚
当做首要的待客之道。宛如小型城堡的
设计，室外大片的草坪和一眼望过去的
郁郁葱葱，简直美妙极了，而室内典雅
艺术的装潢仿佛让人直接住进了美术馆
里。会馆内设有 24 小时的前台服务，同
时花园、露台、租车服务等一应俱全。
平日，与家人一起骑上民宿免费提
供的自行车惬意地在周围溜达溜达也是
很不错的体验。此外，作为台湾著名的
温泉胜地，你一定能在礁溪享受最轻松
惬意的温泉之旅。
丽江佖屋 丽江，云南
云南特色的古建筑混搭着现代时尚
的室内设计，丽江佖屋这种“表里不
一”的模样格外讨人欢喜。步行数百步
便可到达束河古城的优越位置，让游览
四方街变得更加随性和灵活，走走停停
随心所欲。
你还可以在附近参加骑马、骑自行
车和远足等接触大自然的各种活动。吃
是夏令营必不可少的一项（心里默念千
百遍）。酒店内提供各种烧烤设备，串
上烤肉和蔬菜，那美味，一家人一起吃
起来！
莫干山木心坊咖啡客栈 德清，浙江
以竹、云、泉“三胜”及清、静、
绿、凉“四优”而驰名的莫干山自古以
来便是众人首选的避暑胜地。隐匿于绿
荫丛山中的木心坊
咖啡客栈有着最自
然的风光和最暖心
的服务。许多客房
里有藤制的吊椅，
看着窗外的风景静
静的荡着，别提多
享受了。
不过酒店最引
人瞩目的还当属足
球造型的户外座椅
了，三五朋友一

起 ，在星空下喝点啤酒聊聊当
年的趣事，感慨时间的飞逝。尽
管地处莫干山镇里，客人们不用
担心不好出门游览。客栈提供自
行车和汽车的租凭服务，供人们
自行游览玩耍。
欢喜无厌· 丽江晓驻 丽江，
云南
相比于丽江古镇，束河多了
一份更适合出游的宁静。欢喜
无厌，坐落在这片惬意之中的丽江晓驻
匠心精品酒店从骨子里淌出一味舒心。
墨银世家、茶马驿居、织艺心坊这三大
主题区域为远来的客人提供各式各样的
客房及别墅选择。
除了茶马古道、玉龙雪山这些经典
游玩景点，待在酒店品品茶、看看书、
赏赏花也是修生养性的上乘选择。一张
一弛，走出都市人的纷纷扰扰，融入当
地的“慢生活”，让你这个暑期过得别
有一番风味。
亦景山庄 张家界，湖南
坐拥宽敞客房和辽阔山景的亦景山
庄是张家界性价比最高的下榻地之一。
简朴设计的农家大院以木制家具为主，
除了颇具别样风情的民俗布艺装饰外，
热情好客的老板夫妇还在院子里装上了
荡秋千的木椅和弹力十足的蹦蹦床，让
你瞬间回到童真年代。
山庄距离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仅 10
公里，开车数十分钟便可以到达。前段
时间火爆朋友圈的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云天渡-已经正式对外开放了，爱冒险的
朋友们赶快来尝个鲜。
泸沽湖里格彼岸客栈 宁蒗，云南
宁蒗俗称小凉山，和四川省盐源
县共同管辖中国第三深淡水湖，泸沽
湖。毫不夸张的说，坐落在湖边的里
格彼岸花客栈是最佳的住宿选择。11
间风格各异的海景房供游客选择，再
加上依山傍水的独特位置，让你哪怕
只是坐在露台上看看书吹吹风，都显
得舒适无比。
在湖上泛舟或者骑着脚踏车环湖一
直以来也是热门的选择。玩乐一天后，
一家人倚在小露台上看着满天星辰，畅
想未来的美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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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王子晨拍雲中城：陽光微醺
霧霭缭繞

据外媒报道，近日，迪拜王子 的美景令网友惊叹不已。
哈 姆 丹 (Hamdanbin Mohammed Al
清晨，持一杯咖啡，享受清爽
Maktoum)分享了自己用手机在摩天 的微风和微凉的日光，真是一件再
大楼顶层拍摄的画面。晨间微醺的 美好不过的事情了。
阳光、雾霭缭绕的城市、如梦如幻
迪拜王子哈姆丹就在这样一个

清晨，用手机拍摄了一组美照。
从云层中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
、沐浴在暖色日光中的整个城市上
空，以及手持咖啡的小清新自拍，
令网友连呼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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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全球權力榜上的巅峰男人？
美国《福布斯》杂志最近公布了
2016 年度“全球最有权力人物”排行榜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位居榜
首。
这已经是他连续 4 年拿下全球权力
榜的冠军宝座。
为什么？
《福布斯》杂志的评语是这样的：
“ 这 位 64 岁 的 俄 罗 斯 领 导 人 在
全球 的 影响力越来越大，且不受常规
束缚”。
“俄罗斯总统在全球几乎每个角落
都展示了他的影响力，从俄罗斯到叙
利亚，再到美国选举，普京都能得到他想
要的。”
在美国，白宫曾点名普京，称其利用
黑客干预美国总统大选！
一位白宫高级官员日前称，奥巴马已
下令，要求情报部门就美大选遭遇网络袭
击一事进行全面评估。他们坚称，普京参
与了此事，这“非常明显”。
对此，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已明确表
示：“荒唐可笑”；俄罗斯方面也不甘示
弱地回应：这是“愚蠢的胡说八道”。
普京本人也表示：俄罗斯不打算干预
美国总统选举进程，因为无法预料选举后
的情况。
但事实上，普京早已成为 2016 年美
国大选绕不过去的话题。
在本次大选的辩论阶段，普京就多次
“躺枪”，成为受关注度最高的国外领导
人。他的名字和很多低俗词汇混在一起，
被美国总统候选人用来相互攻击，估计普

京自己也会觉得无奈吧。
在叙利亚，普京还深刻地影响着当地
局势。对此，英国金融时报网一篇文章或
许给出了说明。
12 月 6 日，署名为戴维· 加德纳撰写
了题为《普京的叙利亚棋局》一文。在他
看来，俄罗斯不仅在战术上对美国在中东
的霸主地位发起挑战，同时还重新承担起
与大国地位相伴随的艰巨责任。所有有意
在中东地区有所作为的国家现在都纷纷转
向普京求助。
还有英国脱欧。
前任美国驻俄大使迈克尔•麦克福尔
在“推特”中写道，英国脱欧派赢得公投
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胜利。他认为，尽管
脱欧派获胜不是普京本人的“功劳”，但
“这无疑是他在欧洲的长期目标”。
SO，你知道为什么福布斯“偏爱”
普京了吧？那么，这位权力榜上的颠峰男
人在日常生活中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地獄”般的早高峰！各國通勤時間大比拼

近日一项调查发现，英国工
薪族的通勤时间欧洲最长，伯明
翰等英格兰中部城市约四成上班
族每天耗在路上的时间为两小时
或更多。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德
国柏林和法国巴黎只有 15%的上
班族日通勤时间为两小时及以
上。“舟车劳顿”是全球大部分

国家上班族面临的共同难题。你
知道其他国家的“小伙伴们”需
要花费多长时间在上班路上吗？
英国：2 小时
英国《每日电讯报》近日报
道，智能手机交通应用 Moovit 对
其用户的调查发现，英格兰中部
38%的上班族每日通勤时间超过

两小时，在接受调查的 34 个都市
圈中为欧洲最高。
上班族面临的普遍问题包括
堵车、火车晚点和公交服务“掉
链子”。在伦敦和英格兰东南部
工作的人说，高房价迫使他们住
得更远。
俄罗斯：1 小时
据统计，在全俄范围内，俄
罗斯人的平均通勤时间是 1 个小
时，而在莫斯科平均通勤时间是
2 个小时，40%的莫斯科市民声
称，他们经历过超过 3 个小时的
单程通勤时间。
对于居住在大城市市区的俄
罗斯居民来说，地铁是他们必不
可少的通勤工具。但对于市郊的
居民来说，非常具有俄罗斯特色
的小火车则是出行首选。由于俄
罗斯地广人稀，用来连接城市和
周边卫星城及乡镇村落的，除了
公路还有轨道，一种只有一两节
车厢的小火车满足了当地人的需

奇迹！俄載39人客機墜毀碎成 3截

機上人員全部生還

俄罗斯卫星新闻 12 月 19 日报
道，俄罗斯雅库特共和国政府代
表向俄新社表示，一架伊尔-18 飞
机在当地失事。 该人士表示：
“飞机在共和国境内失事。”机
上载有 39 人，全部幸存，其中 16
人伤势严重。
另据俄罗斯卫星新闻网最新
消息，俄罗斯国防部表示，飞机
上包括乘客和机组成员在内所有
的人幸存，不过其中 16 人伤势严

重。搜救直升机已经将
这些人送到地区健康中
心。
消息称，该飞机坠
入树林后并没有发生起
火爆炸。
俄罗斯卫星网报道
称，该飞机隶属于俄罗
斯空天部队，上面有 32
名俄罗斯军官以及 7 名机组人员
。飞机失事或源于一机组人员的
误操作以及极端天气。
目前，坠机地点已经找到，
飞机 在 距 季 克 西 29 公 里 处 坠
毁，俄罗斯紧急情况部派遣
了 3 架 米 -8 直 升 机 赶 赴 现 场 。
俄强力部门消息人士称，这
架 失 事 的 伊 尔 -18 飞 机 碎 成 了
三段，但并未发生爆炸或者
起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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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1 小时
对于日本上班族来说，早上
挤地铁上班，同样是一场噩梦。
日本不少上班族在上下班路上也
要花费大量时间。不同城市通勤
时长也有差别：东京上班单程的
平均时间是 58 分钟，大阪是 52
分钟。在第二天要上班的情况
下，在这些城市里生活的人每天
平均睡眠时间只有不到 6 小时。
调查显示，东京约 87%的人
乘坐公交上下班，因为乘坐公交
比自己开车更快更准时。
韩国：53 分钟
据韩国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韩国上班族每天早上上班平均需
要花费 53 分钟。不同交通工具的
平均上班所需时间依次是公共交
通工具 58 分钟，花费时间最长；
其次是开车 42 分钟；自行车或徒
步则需要 38 分钟。
瑞典：30 分钟

瑞典的公交系统很完善，公
交车线路多、车次多、又准时。
瑞典的公交车有专门的行车道，
其它车辆不许使用，否则会被开
罚单。在瑞典每个公交车站的站
牌除了显示站名、车次、运行路
线以外，更重要的是显示时间
表，这样乘客就可以看到所乘公
共汽车到达本站的时刻。
由于乘坐公交车既经济又节
省时间，因此绝大多数瑞典人都
会选择乘坐公交车去上班，通常
上班路上花费的时间也只在半个
小时左右。
澳大利亚：27 分钟
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上班
族们要相对幸福一些。此前的一
份统计显示，澳大利亚人平均每
天花 27 分钟从住处到达上班地
点，但也有 17%的澳大利亚人上
班需要花费 90 分钟以上。
有 71%的澳大利亚人上下班
会选择开车，但是在一些大城市

，例如悉尼或墨尔本，由于上下
班高峰拥堵问题，很多人会选择
搭乘火车。总体来看，澳大利亚
人上下班的路程还是能够让人满
意的，大部分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的人都能够有自己的座位。有时
候一些比较早出门的人，一上车
就会定好闹钟，然后开始睡觉，
等到闹钟响了，差不多也就快到
站了。
美国：25.5 分钟
美国人口普查局报告称，美
国全职员工单程平均通勤时间为
25.5 分钟。
自己开车是美国人最主要的
通勤方式，86%的 16 岁以上工作
的美国人开车上班，只有 5%的人
搭乘公交车或地铁上班，2.9%的
人走路上班，4.3%的人在家工作。
上班族通勤时间最长的城市
是纽约，平均需要 34.6 分钟；其
次为华盛顿 33.4 分钟，芝加哥、
亚特兰大也在 30 分钟以上。

《全球治理新格局》研究報告發布會
將于 12 月 22 日舉行
12 月 22 日，《全球治理
新 格 局 ： 2016 年 G20 总 结 及
2017 年展望》研究报告发布会
将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
究院(人大重阳)举行。这是对
本年度全球治理的最大事
件 ——G20 杭州峰会的一次学
理的、全面系统的总结，也是
对未来G20与全球治理的展望。
随着杭州峰会的召开，
G20 已然从一个政治领域的术
语变为街头巷尾的话题。不
过，从专业角度看，G20 杭州
峰会以及整个 2016 中国主席年
到底取得了什么成绩？哪些方
面是亮点？又有哪些工作建议
由德国作为主席国“接棒”？
这对全球治理意味着什么？

批發！

大理石品種最多！規模最大，價格最低！
地址：14730 Hempstead Road, Houston，TX77040.
電話：713-690-4888 www.reborngranite.com

二十年安裝經驗

求。

不过，杭州峰会结束后，
不少研究者的视线也迅速转
移，缺乏对上述问题的系统回
答。为此，人大重阳凭借多年
来在 G20 研究上的积淀，组织
课题组对杭州峰会的突出亮
点，也对 G20 中国主席年的重
要议题进行全面梳理、高度概
括。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形成
《全球治理新格局》研究报
告。报告提炼了 G20 杭州峰会
的四大要点、八大领域，总结
出中国 G20 的 20 大亮点，提纲
挈领地给读者以逻辑主线。在
此基础上，报告全景式地展示
了中国 G20 的主要成果，其中
包含若干个“第一次”。
据了解，报告还对中国

G20 的成果有了“再发现”。
杭州峰会结束后，研究界
对峰会成果的解读主要还停留
在列举阶段，认为在创新、贸
易、投资、可持续发展、非洲
工业化等若干领域取得成绩。
然而，经过三个月对各类成果
文件细致的梳理，本报告发
现 ，不能单纯采取列举的方
式，而是要看到各个领域成果
之间的内在相互联系。例如，
创新是本届 G20 的中心议题，
又是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手
段，与贸易投资相连，是非洲
工业化的推手，还和解决就业
问题密切相关。如此，G20 到
了中国主席年，第一次真正为
全球发展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

体系。
最后，报告还特别对 2017
年 G20 德国主席年提出了一整
套政策建议，认为 G20 汉堡峰
会应在创新、包容和可持续增
长、经济与金融治理、税收监
管、贸易治理、全球发展议程
和非洲等重点领域落实好杭州
峰会的成果，并继续向前迈
进，把G20真正打造为不清谈、
重行动的长效治理机制。
作为一份完整、系统、细
致的研究报告，《全球治理新
格局：2016 年 G20 总结及 2017
年展望》将多国智库、学者的
智慧集中起来，做到了学术
性、专业性与深入浅出的有机
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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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紅木家私景德鎮陶瓷展，大型和田玉雕超低價拋售！
（本報記者黃梅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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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租約馬上到期，所有物
品都不可能再次運回中國，現跳樓大甩貨，
折扣高達 90% OFF ！
最值得關註的是其中的幾件大型和田
玉雕（山料）。和田玉是玉石中的高檔玉
石，而且是我國國石的候選玉石之一，其
文化內涵也是不言而喻的。和田玉在我國
歷史悠久，大約有 3000 多年的悠久歷史，
是我國玉文化的部分主體內容，具有極其
深厚的文化底蘊。和田玉按顏色分為：紅
玉、黃玉、墨玉、白玉、青白玉、青玉、
碧玉、糖玉等，和田玉石經過經加工雕琢
之後成為精美的工藝品，稱為玉雕。工藝
師在制作過程中，根據不同玉料的天然顏
色和自然形狀，經過精心設計、反復琢磨，
化瑕為瑜，使得玉的價值成倍增長，極具
收藏價值。
天然的玉石難免有瑕疵，瑕本為玉中
之忌，但被玉雕專家們巧手“化瑕為瑜”
之後，使作品形象更加生動，增加逼真之
感，達到普通玉料所達不到的效果，而且
增值不少。
色巧用為玉雕琢工藝的另一大特點，
為玉雕界普遍應用。每塊玉石都有一個主
色，比如綠色，就有湖水綠、蘋果綠、草
綠及綠白等色。但整塊玉石上同時也會兼
備黃、黑、紅等色。有的玉為雜色玉，紅、
黃、墨、綠諸色聚於一體，色彩斑斕，外
包褐黃色之玉皮。玉料豐富的顏色和玉質

為制作中巧用俏色提供了良好的物質基
礎，亦使玉制品精美、形象、生動逼真，
給人栩栩如生、活靈活現的感覺。大多數
情況下，玉雕師是根據玉料來設計，即所
謂的 " 因材施藝 "。玉料尤其是經過河水磨
蝕過的礫石玉料，往往表面都有一層氧化
層，此外裂和紋理如何延伸，雕琢前需要
有所了解，這樣才可能做好玉雕設計。當
然玉石好的表皮，不能隨意剝去，有時可
以利用玉石表面不同的顏色進行設計雕琢
好了可成為玉器的俏色，提高玉器的價值。
此次中國紅木家俬景德鎮陶瓷研究所
精品展帶來的幾塊大型和田玉雕都氣勢恢
宏，大氣端莊。有一米高的玫瑰山子，半
米高的丹鳳朝陽、竹節、白玉麒麟一對、
白玉盤、竹節，翡翠觀音等珍品。這些珍
品都是難得的藝術精品，價值不菲，因場
地即將到期，所以忍痛超低價拋售，機會
難得！

本報記者 黃梅子 報導

此次景德鎮陶瓷研究所展覽的負責人
梁先生說，如果您愛瓷器愛玉器，歡迎來
品茶論道，如果哪件瓷器或玉器與您有緣，
只要您敢出價，出價就有機會！千萬不要
猶豫，趕快來看看吧！
中國紅木家私景德鎮陶瓷研究所精品
展
地 址：9146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77036( 中國城惠康超市旁邊 )
電話：832-412-0038

白玉麒麟一對

翡翠躺觀音

大型和田玉雕 - 玫瑰山子

和田玉雕鮮花盛開

和田玉觀音

和田玉雕竹節

和田玉雕壽桃

台灣媽祖來休士頓參訪 12 天
本月 22 日晚離休，信眾送行「 富仔記」
本報記者 秦鴻鈞 攝

媽祖通靈仙姑夫婦（ 左四，左六） 與（ 右起） 朱瑞華夫婦，羅舜光，陳銘鋒一家三口合影。

媽祖通靈仙姑（ 中 ）與其夫婿（ 左二 ）及本地信眾（ 左起 ）朱瑞華，
陳銘鋒，羅舜光合影於下榻的「 希爾頓花園旅館」。

媽祖通靈仙姑夫婦（ 右三，右一） 與陳銘鋒
全家（ 左一至左三）在席間合影。

媽祖通靈仙姑夫婦（
右四，右五 ） 與陳
銘鋒（ 右一 ），許
文忠（ 坐者左二），
許華章夫婦（ 坐者
及立者 左二），朱
瑞 華 先 生（ 左 一 立
者） 及「 僑報」 鄭
直經理（ 立者左三）
合影。

（ 左起）「 僑
報」 經理鄭直，
媽祖通靈仙姑，
本 報 秦 鴻 鈞，
梅路村及媽祖
夫婿在席上。

朱瑞華，張琍青夫婦（ 中） 與媽祖通靈仙
姑夫婦（ 右，左） 在席上合影。

（ 右起）張琍青，朱瑞華夫婦及羅舜光等人在席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