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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海海外外外南南南开开开人人人      NNNAAANNNKKKAAAIII   OOOVVVEEERRRSSSEEEAAASSS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7周年 

左起：徐州，徐达凯，刘豫，伍语生，张启月大使，黄哲操，徐莉丽，徐守腾，朱立创。 

 
 

        纽约总领事馆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7周年国庆招待会，参加人数众多，然则秩序井然，文明

礼让。最使人感兴趣的是会议开始唱中美两国国歌。唱中国国歌时，是由十多名儿童组成的合唱团，

他们一字型横排站立，稚气可爱，只是在台上那么一站，其表态各异的可爱神态，立刻就引发了众多

第110期                                                       ﹡﹡﹡       所所登登函函稿稿不不代代表表本本刊刊立立场场        ﹡﹡﹡                                       2016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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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雷鸣般的掌声，全场沸腾。当报幕人说:唱国歌时，话音未落，这一群小小演员就情不及待的开唱

了。说是唱国歌，有的小演员实际上是用稚气可爱的童音在喊国歌，然而歌词的进行却井井有条。每

一个小演员都叫人十分疼爱。….. 他们唱道：“起来，不愿作奴隶的

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

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

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雄壮的歌声

登时激起了我回想连篇。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 

像梦幻一般地瞬间浮现在我的眼前…..。 

        接着是年龄稍大一些的儿童，唱美国国歌，他们吐词清楚，发

音正确。是一群真正的小天才。 

        正是：亲切实景展眼前，自幼聪慧不一般。能媲美者少又少，唤 

起民族自豪感。中华自古居巅峰，诗词科学皆发展。而今而后当奋起，待 

看神州峰之巅。   川迟  

 

举举举办办办222000111666年年年第第第四四四届届届合合合唱唱唱节节节   

庆庆庆祝祝祝PPPRRRCCC成成成立立立777666周周周年年年国国国庆庆庆   
   黄哲操  约克大学终生教授 

     

 

 

 

 

 

 

 

 

 

 

 

 

 

张启月大使与南开校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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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华人华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7周年国庆暨二零一六年第四届纽约华人合唱节，共同主办

单位纽约华人社团联席会及美国音乐家协会，三个红底白字大横幅，鲜艳夺目，高高挂在舞台天幕的

正中央，中美国旗分挂左右两侧。舞台前摆满红色黄色紫色菊花盆景，优雅壮观，洋溢着庄严的气氛

和节日的喜悦。 

        主持人王志强，赵迪宣布庆祝会开始，黄哲操主席致辞欢迎大家光临，他称赞1949年以来， 中国

人均寿命从 35 岁提高到现在的74岁，人均收入从16美元提高到现在的七八千 美元，他还说中国政府

要在未来五年使7000万贫民脱贫，成为无贫民国家， 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大有为政府，堪比汉

唐盛世。 黄主席恭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运昌隆，  人民生活幸福。接着，杨博领事代表中国驻纽约总

领事馆章启月大使致辞，赞扬纽约华人社团联席会和美国音乐家协会举办今天的庆祝十一国庆音乐

会，他祝愿大家身体健康，节日快乐。纽约市议员顾亚明也发言祝大家节日愉快。 

        参加演出的合唱团有来自康奈提克州的康州中华联谊合唱团，有民歌风格的纽约中国民歌艺术合

唱团，美国席勒合唱团（The Schiller Institute）,桑拓一中合唱团，阳光女声合唱团，康乐合唱团，

金鹰好声音合唱团，纽约游子吟合唱团，永康合唱团，及桑拓女声合唱团等十个合唱团， 每团团员20-

40人，各团都穿着具特色而又亮丽演出服演唱，他们歌声嘹亮演唱歌唱祖国，长城谣，同一首歌等二

十多首中国歌曲。另外，美中音乐家协会的陈永东，李鸣远，赵笛，史艳娇，以及特邀嘉宾向子文，

冯雪珍，Victor Claremont,李智萍九位专业声乐家在每两个合唱团换台之间穿插独唱，逐一演唱重归

苏莲托，我爱你中国，玛依拉变奏曲等十多首中外名曲，曲曲精彩动听，均获得如雷掌声。这场精彩

的音乐会在女高音邵玮玲领唱我的祖国，合唱团伴唱下完美结束。接着，杨博领事，黄哲操，花俊

雄，陈梅，萧国才，陈元清等上台向表演者致谢，赞扬，并与他们合影留念。 

        第四届华人合唱音乐节成功演出要归功于社团的合作，推票和捐款。这次音乐会陈梅任艺术总监

总策划，不但节目演出精彩，海报设计精美，门票设计好，她推票亦全力以赴，我个人和CCAA全体

诚挚地感谢她。我们也要感谢刘豫联系媒体，效果很好，如世界日报， 侨报， 明报等均有详细报道。

徐达凯做为舞台总监再次不负众望，把后台指挥的井然有序。朱立创，刘豫，和徐莉莉协助带领合唱

团依次入场，保证了后场各合唱团候场时的良好秩序，张霖在门口卖票收票，他们四人引导客人入

座，跑前跑后，劳苦功高，我在此鞠躬致谢。谢刚应邀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侨联庆祝活动，不克出

席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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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南南开开开大大大学学学获获获得得得有有有史史史以以以来来来最最最大大大一一一笔笔笔校校校友友友单单单笔笔笔捐捐捐赠赠赠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YwNDQyNQ==&mid=2651157172&idx=1&sn=344e28def596cd6d90995d81b8b83f30&c
hksm=8b9b43d2bceccac4f90d95bf101abd5e226030ccc4874e45746243ed8d86d7a34c5bf2b91b36&mpshare=1&scene=5&srcid=

1016bBHjeOHkxTSWpPwsgf24#rd    2016-10-16  

10月16日，南开大学1988级数学系校友、北京大数长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战略官周海冰校友和南开大学

1988级外国语学院英国语言文学专业校友侯莹女士，在母校97周年校庆之际，共同捐资1亿元用于以下两方面：

首先，建设一座用于南开历史与文化的保存展示、学校的教育科技

文化交流的建筑物，其

次，设立南开大学“智

德”基金，为南开大学数

学学院、金融学院、外国

语学院、陈省身数学研究

所、国际经济研究所提供

包括学生奖助、师资引

进、学术交流等诸多方向

的支持。 

此笔捐赠是南开大学建校97周年来接受的最大一笔校友单笔捐赠。 

捐赠仪式在周海冰校友曾经上课学习过的数学学院第一教室举行。校党委书记魏大鹏、校长龚克，南开校友总

会理事长、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理事长薛进文，南开大学副校长、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朱光磊出席仪式，南开

洛杉矶校友会会长温桂芃、南开大学天津校友会理事长詹先华、南开房地产校友会会长欧阳玉岭作为南开组织

的代表出席仪式，北京大数长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裁许军等周海冰校友的亲友、同事和合作伙伴作为捐赠人

代表出席仪式，学校办公室、发展委员会办公室、校友工作办公室、后

勤保障部、基建处、外国语学院、金融学院、国经所、数学学院等部门

负责人及师生代表参加，共同见证这一南开校史、南开捐赠史的重要时

刻。南开大学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丁峰

主持了仪式。 

周海冰校友、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和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朱

光磊三方共同签署周海冰侯莹校友向南开大学捐赠协议、两位校友支持

南开大学智德基金设立协议，南开大学校园建设协议。  

龚克代表南开大学接受一亿元捐赠支票，并向周海冰校友颁发捐赠纪念

牌。南开大学校友总会理事长、教育基金会理事长薛进文向周海冰校友

赠送由南开大学学生创业团队拾光南开创作的油画作品《南开大学大礼

堂》，以表感激之情。这幅油画作品的创作是学生团队在了解周海冰校

友的在校经历后，得知其因社团活动对大礼堂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希

望周海冰校友可以通过这幅画作回忆起自己在南开学习生活的美好时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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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周海冰校友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冼国明教授在发言中回忆了周海冰校友在校期间的一些学

习生活的往事，鼓励大家以周海冰同学为榜样，为南开大学做出更多的贡献。周海冰校友在致辞中表示，母校

在他心目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表示，从28年前被数学试点班吸引，来到南开园度过最美好的大学时

光，到毕业走向社会求职创业，一路上遇见了人生最重要的导师、 兄长和伙伴，感谢母校让自己经历了无悔的

青春， 也收获了一路前行的力量。 

    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表示，“学生的成长与学校的教学改革、学校发展紧密相关，学生对母校的情谊主要源

于自己身边的老师，身边每一位老师和工作人员都代表着南开，周海冰校友对南开的深情厚谊也是他在校期间

导师对他帮助和支持的直接体现。学校捐赠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基础设施方面，而应该向人才引进，师资建设、

学生培养等方面倾斜，一流的大学必须拥有一流的师资，而这些都离不开校友的支持。 

今年不仅是建校97周年，也是复校70周年，而今天也是我们学校发展史上值得被记住的日子。周海冰、侯莹校

友感恩母校、支持母校，为南开大学的改革发展和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学科的战略目标提供了大

力支持，也为整个社会树立了榜样、传递了正能量！” 

周海冰，南开大学1988级数学系校友，1992年获得数学、保险专业双学士学位，后进入国际经济研究所师从冼

国明教授，于2005年获得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乾通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大数长胜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首席战略官，专注投资工作。 

侯莹，南开大学1988级外国语学院校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MBA，Fordham University计算机硕士，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管理学硕士，曾在中国煤炭进出口公司联众互联网公司工作，2006年至今一

直从事慈善工作。  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forNKU 

旅旅旅美美美南南南开开开人人人首首首届届届发发发展展展论论论坛坛坛法法法拉拉拉盛盛盛举举举行行行 

庆庆庆南南南开开开大大大学学学成成成立立立999777周周周年年年、、、旅旅旅美美美南南南开开开校校校友友友会会会成成成立立立777000周周周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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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南南开开开校校校友友友总总总会会会贺贺贺信信信   

   

   

   

   

   

   

   

   

   

   

   

返回目录 



 

8 

 

强强强国国国则则则无无无惧惧惧   
历经风霜雨雪，才能得享太平，安逸勿忘国史，永怀赤子之心！ 

 

http://time.qq.com/festival/national/20161001.htm?pgv_ref=guanjianews_tipsfrom=guanjia 
 

        国庆一到，跟人打招呼都不一样了，从“吃了么”

变成“国庆去哪儿玩啊”？大部分人表示准备回家陪陪

家人，也有一部分愿意折腾的，英勇赶赴各大菜市场般

拥挤的景区，体验人挤人，排队等的“度假”生活。不

想去热门景点看人海，又不甘心眼巴巴地看着朋友圈里

一片狂炫，而自己只有点赞的份儿，打定了心要出去，

一查机票却贵的肉疼，这7天的小长假该怎么捱过去

呢？ 

其实，国庆不妨来个红色主题游，尤其是陪同家中长辈

们，他们对那段历史有着刻骨的记忆，陪他们重走过

去，追念一下旧时光，反倒更加符合国庆节日的现实意义。 

而且作为抗日战争的各个阵地，华北、江苏、浙江、重庆、云南、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一带，拥

有很多抗战遗迹，加上别具一格的风俗人情和美食小吃，总得亲身体验，亲自品尝才算不枉生在这幅

员辽阔的大中国呀~ 

路线一：北京-保定-西柏坡线 

主要红色旅游景点：天安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

馆、卢沟桥、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中国国家博物馆、

易县狼牙山五壮士塔、安新县白洋淀景区、清苑县冉

庄地道战遗址、石家庄市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和中共

中央旧址。北京的国家博物馆是我国最大的综合性博

物馆，能看到陕西的兵马俑，四川的三星堆面具，还

有圆明园的兽首等。博物馆有五层，48个展厅，非常

之大，而且展品极多，国宝级藏品简直遍地都是，细

细参观完至少得一天。而且每天都有专业讲解员和志

愿者提供定时免费讲解，每周的志愿者讲解排班安排

也会

在官网上更新，有兴趣的话可以提前了解下哦~ 

参观完国家博物馆后，还可以顺便在天安门广场看看

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等景点。晚上去前门大

街逛逛，尝尝北京著名的全聚德烤鸭。 

而有“北

国江南、

北地西

湖”之誉

的白洋淀

是我国海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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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平原上最大的湖泊，位于河北中部，现有大小淀泊143个，其中以白洋淀较大，所以总称白洋淀。这

里出现了一批革命先烈如辛璞田、刘亦瑜、李之光、侯卓夫等，为寻求救国救民之路，舍家弃业，投

身革命。抗日战争时期，活动在白洋淀的抗日武装“雁翎队”，利用淀区芦荡遍布，沟河交错的有利

地形，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以弱胜强，成为千古佳话。 这里河淀相通，田园交错，水村掩映，水

鸟啁啾，芦苇婆娑，荷香暗送，构成了一幅田园风光盛景。在这里避暑赏荷花，摄影划船看大戏等，

也是别具乡土自然风韵的。 

线路一的招牌美食推荐： 北京的炸酱面、打卤面、芥末墩、麻豆腐，还有羊蝎子、炖排骨、爆肚、烤

鸭等，出名的太多太多，有机会找地道北京人做个推荐，保准吃到不一样的老北京味儿。 

线路二：南京-镇江-句容-常熟线 

主要红色旅游景点：南京市梅园新村纪念馆、雨花台烈士陵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渡江胜利纪念馆、镇江市句容县茅山新四军纪念地、常熟市沙家浜旅游区。如果来到南京，大部

分人会怀着沉重的心情去到这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展馆分为外景展区、遗骨

陈列、史料陈列三个部

分。无论是农家屋、慰

安所，密密地刻着

300000多个遇难者的名

字“哭墙”，摆放各种

沉重资料的书架，还是

每隔12秒一滴水落下，

意味着一个人死去的

“12秒”，这里从史料、文物、建筑、雕塑、影视等方方面

面，无声地倾诉着南京大屠杀那段悲惨的过去。 

被列入“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全国爱国主义教

育示范基地”的沙家浜，位于常熟之北，距市区10余公里，

因文革时期的八个样板戏中的现代京剧《沙家浜》而名闻遐

迩。其芦苇荡和香木镇是著名景观，也是个适合休闲游玩的

公园，可以欣赏美景、回顾历史、品尝小吃、观看表演，尤

其是深秋季节菊

黄蟹肥，芦花也

开了，暖暖艳

阳，坐在手摇船

上，徜徉在金黄色的芦苇荡中，看白色的芦花，听船娘唱

一曲山歌，曼妙无比... 

线路二的招牌美食推

荐： 盐水鸭又叫桂花

鸭，是南京著名的特

产，因南京有“金陵”别称，故也称“金陵盐水鸭”，久负盛

名，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去了当地旅行必不能错过的一道美

食！此外，松鼠桂鱼是江苏的名菜，在海内外享誉已久。这道菜

不仅形状独特，刀工精致，而且口感丰富，百吃不腻。当炸好的

犹如“松鼠”的鳜鱼上桌，随即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它便如一

只真松鼠般，吱吱地“叫”起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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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三：西安-洛川-延安-子长-榆林-绥德线 

主要红色旅游景点：西安市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西安事变纪念馆、延安市洛川县洛川会议旧址

纪念馆、枣园旧址、杨家岭旧址、王家坪旧址、凤凰山旧址、清凉山旧址、瓦窑堡会议旧址、“四

八”烈士陵园、子长县子长烈士纪念馆。凤凰山是奉天四大

名山之一，也是辽东地区第一名山，有“万里长城第一

山”、“中国历险

第一名山”的美

誉。到了十月金

秋，这里便红枫满

山，是赏叶品秋的

绝佳之境。其最高

峰海拔836米，山

虽不高，却以险峻

著称，走在陡峭的

山脊“老牛背”上可是实在的惊心动魄之行。 还有不少清幽

的泉洞，如凤凰洞、三教堂、一品洞天等古洞，曲折幽深，凤泪等主泉，清澄甘洌，走累了可以掬一

捧山泉而饮，与大自然共享甘乐。山上还有三官庙、紫阳观、观音阁等寺观点缀在山腰间，每年来祈

福的信众颇多，香火甚旺。 

线路三招牌美食推荐： 泡馍是陕西地区最知名的美食，将烤制好的馍一点一点掰碎，泡进各种汤汁

中，喝汤吃馍，用料实在，吃的也非常爽快！因陕西地处黄河流域，是小麦的重要产区，这里的小麦

磨成的面香甜劲道，做成各种面都很好吃。比如特别出名的Biángbiáng面，据说是古代秀才听到拉制

面条时，面条与案板接触发出Biáng biáng的声音而得名，字是出了名的难写。 

线路四：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 

主要红色旅游景点：红色景点湘江、岳麓山、韶山、毛泽东

铜像广场、毛泽东同志故居，毛泽东图书馆天子山景区、袁

家寨子、袁家界、百龙天梯、袁家界景区、黄石寨景区、金

鞭溪大峡谷、凤凰古城。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韶山是毛泽东早年成长的

地方，直至1910年的秋天才外出求学。毛泽东故居是一幢

土木搭建的，坐南朝北，呈凹字形（俗称一担柴式）的农

舍。东边13间小青瓦房为毛泽东家，西边5间茅草房为邻居

家，居中堂屋共用。 清光绪四年（1878年）毛泽东曾祖父毛祖人买下了这里，经几辈人的努力，毛泽

东父亲毛顺生将草房改成瓦房。如今的堂屋大门上，端挂着邓小平同志1983年题写的“毛泽东同志故

居”贴金木匾。每逢有重要领导人前来参观时，景点可能会停止对外开放，所以要去的话要提前打听

规划一下。 

招牌美食推荐： 长沙油炸臭豆腐，是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小

吃，据说最正宗的在南门口一带。此外“口味虾”“口味

蟹”“口味蛇”等当地特色料理，味道极佳，值得一试。 

结语 

不是走马观花，也不是疲于赶场，带着对苦难历史的崇敬和

峥嵘岁月的记忆，走近它们，触碰它们，才会有切实的震撼

和体会，而不再停留在书本上历史典故的寥寥几笔。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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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历经风霜雨雪，才能得享太平安宁，安逸勿忘国史，永怀赤子之心！ 

 
 

美丽中国，看看看联联联合合合国国国拍拍拍摄摄摄的的的大大大美美美中中中国国国 

http://www.yidianzixun.com/article/V_00S3yFmV?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必崩溃 中国将取而代之 
facebookgoogle+twitter微信微博更多字体大小： 大 中 小陌上花发表于：2016-10-

02 21:23 

“为治愈积重难返的西方文化，很多西方人士在中国寻找良药。”本文的英文作者是

Emanuel Pastreich（贝一明），美国人，现居韩国任亚洲研究所主管。他以一位对

中国文化极其了解的西方人视角，讲述了“一个西方人的中国梦”。 

贝一明，美国人，现任韩国庆熙大学国际大学院教授，亚洲研究所所长。曾任加州大

学柏克莱校区东亚语言学科讲师，韩国高丽大学东亚研究研究所研究员，东京大学比

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室研究员，美国伊利诺大学亚洲语言文化学科助教授，宾州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客

座教授，乔治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获美国耶鲁大学中国文学系文学学士、日本东京大学综合

文化大学院比较文化比较文学研究室硕士、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研究所博士学位，精通中文、日文

和韩文，著有《跨海求真：哈佛博士论中美未来》等著作。 

“中国所拥有的伟大智慧、深厚的文化、长远历史的可持续农业传统、以及理性化低消费观的悠久传

统，可以为人类发展引领另一种模式——即利用其生态和政治伦理传统，作为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的

基础，替代当前以‘经济增长’和‘消费主义’指标为基础的世界观，构建一个崭新的国际社会和全

球治理机制。中国拥有着构建能诠释新世界观价值体制所需要的哲学基础，甚至是艺术才能。”这，

是他的中国梦。 

中国能否从积聚财富和权力的激情之中回归，从往昔重视人性和智慧为先的可持续农业与经济之中寻

找灵感，探索能真正融合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另类发展模式呢？作者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项

目作为前所未有的机会，可以为所有中国人和发展中的世界诠释这样的一个“中国梦”，可以通过构

建“新丝绸之路”来将世界引至正确的方向上。作为我们中国人自己，能否意识到这份早已掌握在手

中的宝藏呢？ 

        当今中国 

近期我前往南京开会，抵达后嘱咐学生安排我去南京老城参观著名的夫子庙。这是我第一次到访南

京，我期待着能探索这座古城的街道小巷，或驻足停留在某个古朴的茶馆里。 

我早已认识南京，以及它明代以前的名字“金陵”，尽管此前我从未访问过。当我在东京大学和哈佛

大学研究中国文学时，曾大量阅读过以南京为背景的诗词。对我而言，秦淮河的风貌早已在十七世纪

的文学杂记中被描绘和勾勒出来，而小说《红楼梦》中所描绘的十八世纪南京的华丽府邸则更令人倾

心向往。 

然而，我对南京的寻觅扑了空，在当代南京纷乱的马路中，古时的金陵街巷毫无踪影。夫子庙周边的

传统中国建筑已被蹂躏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呆板的混凝土楼房，充斥着各种快餐店以及贩卖T恤的小商

店。虽然能找到出售好茶的商铺，但这里的绝大部分食物和配置都与曼谷的相差无几，或某种程度上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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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洛杉矶的大同小异。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能够代表南京。这座城市的艺术气息和匠心氛围都已经消

失，诗人和小说家就更加无从谈起了。 

夫子庙里给人的感觉一点都不真实。墙体是混凝土灌注的，而非由石头或灰泥构成。木质结构加工粗

糙，墙角边缘处理欠妥。劣质的家具摆放其间，平庸的书法作品被挂在墙上。 

在南京的这个下午，我没有找到历史的深厚印记。这里完全不同于巴黎的圣母院或是奈良的东大寺那

样，蕴含着动人过去的遗迹。我有印象曾读过这样的介绍，说南京的过去是中国人必须了解的一段历

史，可是，那段逝去的文明与如今的一切关联甚少。 

多亏我的学生做向导，我找到了一间传统茶馆，但起身离开时却心怀悲哀，我悲哀于这么多传统中国

印记的消失，很大程度上，这并非因为文革，而应归咎于残酷无情的消费文化在中国的普及。我的这

种哀伤的情绪当然也绝非因感情用事。 

因为，真正的悲剧是，中国曾经给世界带来了最为庞杂的、支撑其复杂官僚系统与众多人口的体制，

而这一体制的基础则完全有赖于可持续的有机农业。当美国农学家F. H. King在1911年写成《四千年

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Farmers ofForty Centuries, or 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China, Korea, and Japan）一书时，他提出美国应该尽早效仿东亚地区真正可持续农业的模式。可悲

的是，中国却从美国最终引入了致命的复合肥和杀虫剂，可持续不复存在。在中国，年轻人已不再传

承中国农业智慧，而这正是当下最迫切需要的。 

与此同时，在如今全球消费主义所主导的无情社会，中国传统所倡导的朴素、勤俭、敬老和谦逊的品

质因具有替代作用而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可是，当你来到中国想要再探寻这些传统的品质时，将会大

失所望。 

中国的西方梦 

如今，为治愈积重难返的西方文化，很多西方人士在中国寻找良药。我当年之所以研究中国文学，也

因类似的动机：物质主义和军国主义正在蚕食着美国赖以存在的制度。儒学、佛教和道教让美国人意

识到社会还可以有另一面，而非皆为利来，皆为利往的生活。 

还是学生时，我就受到了启发，它源自中国所提倡的勤俭以及道德上倡导的知行合一。古代的许多儒

学名家在生活中实践着箪食瓢饮与淡泊名利的准则。即便是富贵人家也会避免奢靡浪费和虚荣浮夸，

他们将文化与修养视作最为崇高的目标。中国过去所展现出的文明形态主要在于维持农村与自然的和

谐，这种形态保证了文明得以延续千年。 

然而当我今天造访中国时，却目睹了同样在美国存在且令人唏嘘的对物欲生活的盲目崇拜。我惊讶于

中国人用餐时的挥霍浪费，对非生活必需品的热衷与无节制的消费。在一百年前，这样的行为想必会

招致中国人的鄙夷——而即使在今天气候剧烈变化的时代，这样的消费举动也是可耻的。如今，中国

的年轻人会随手丢弃瓶子和塑料袋，就像他们的美国同龄人一样，从不会考虑这样做的后果。 

最悲哀的莫过于中国官员同样将扭曲的经济理论和拜物主义作为了衡量政绩的标准，而这些标准的执

行已经在西方国家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中国人已习惯于充斥着可随意掷弃用品的大商场，他们将高性

能的战机视为国力的象征。我对此很敏感，因为作为一个美国人，我目睹过自己的国家因此而偏离正

轨，在消费幻象丛生的社会里，它的国民正为了躲避更为残酷的社会现实而寻找庇护。 

美国为世界树立的是道德的反面教材。这不仅仅由于我的国家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卷入了一系列的非

法战争，而更因为美国的眼光仅盯在关注自己国家的切身利益上，它从未尝试建立更高的标准来向世

界做出有意义的改善，或为世界做楷模。美国在环境政策或关注贫穷问题上的不关心以及无作为都可

证明这一点。 

相反，当今的中国正在引领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前进步伐。非洲和亚洲诸国把中国作为成功发展的模

范，它们从北京获得的援助款数目也节节攀升。世界上每五个人之中就有一个中国人，中国对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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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是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可比拟的。中国的文化正直接影响着非洲和南美，很多发展中国家竞相向

中国学习。 

中国所拥有的伟大智慧、深厚的文化、长远历史的可持续农业传统、以及理性化低消费观的悠久传

统，可以为人类发展引领另一种模式。然而，针对以消费作为根基的美国发展模式，中国在目前还没

有对此提出一个根本的替代性发展路径。 

中国梦 

许多中国人都想要一个强大的中国，可以捍卫自己的利益，将鸦片战争（1839 – 1842，1856 - 1860

年）后遭受的屈辱永远地留在身后。中国增强国力以抵抗外国势力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幸的

是，为体现大国实力，其方式往往在模仿美国所钟爱的国家权力的外衣，比如建造航母和坦克，而不

是处理类似气候变化这样真正的安全威胁。 

中国一直在争论是否应进一步接受新自由主义，或者恢复毛时代的传统。回归更传统的经济、生态和

治理手段并没有被视作第三种途径。习近平主席在两种途径的争论之间提出了“中国梦”的中国全球

化愿景。 

“中国梦”所描绘的“中国复兴”是“实现整个国家以及每一个中国人的理想”。中国梦是寄希望于

每个中国人努力合作去实现一个更好的国家和更好的世界而提出的。可是，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

期待着一个充斥着豪车、到处是高速公路、高耸的摩天大厦和消费品爆满的商店的富裕中国。他们梦

想着能够在昂贵的餐厅消费，点上吃不完的堆在一旁的食物。大多数的中国人将这种“西方的美好生

活”视为进步，然而作为西方人自己，我们已经能从身边处处觉察到这种生活必将走向崩溃毁灭的征

兆。 

我们不应该美化传统中国，儒家的严苛要求和对妇女的限制并不值得推崇。与此同时，中国人应该看

到他们不应将“过去”仅仅视为克服的对象，而可以将它作为未来的灵感。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学生

应从小培养阅读诗歌，学习伦理和哲学，而不是工商管理和市场营销。知识分子应对社会和治理国家

保有责任心和承诺，而政府官员则是视人性至上的这些知识分子。我们需要的，是更接近E. F. 舒马赫

在《小的是美丽的：一本把人当回事的经济学著作》（Small isBeautiful: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一书中提出的发展道路：一条介于“鲁莽的实利主义”和“守旧的传统主义”之间的“中

间道路”。 

中国没有像欧洲人和美国人曾做过和仍在做的那样，掠夺世界的人民和他们的自然资源来发展经济。

也许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未来，中国并不加入“全球掠夺者俱乐部”，而是回归原来她重视人性和

智慧为先的可持续经济，为所有中国人和发展中的世界重新诠释“中国梦”。 

中国人必须要将对长期的经济、环境正义的关注融入到这个“中国梦”中，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传统

儒家和道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中国应该利用其生态和政治伦理传统作为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的基

础，替代“经济增长”和“消费主义”指标为基础的当前世界观。中国拥有着构建能诠释新世界观价

值体制所需要的哲学基础，甚至是艺术才能。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就已具备设计并完成能跨越几个世纪

的农业和灌溉设施的能力了。 

也许对中国传统可持续农业概念的重新发掘，可以作为必要的起点来激励创造一个“能真正融合经济

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综合体，对经济与环境两个领域都起到导向作用”，就像约翰·费弗在他的文章

《新马克思》中所提到的那样。问题是，中国人是否能够意识到这份早已掌握在他们手中的宝藏？ 

无论中国是否准备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领导角色，都已没有关系，因为它早已被推到了舞台中心。不

管美国媒体会怎么说，过去三十年里美国文化的严重衰退，以及美国知识分子显著的不负责任，已将

美国卷入到了一系列国际与国内难题，阻碍着美国在国际社会扮演中心角色。 

拥有雄厚财政实力、科学专业性以及体制和文化的深度和广度的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能够扮演这

种全球角色的国家。此外，因为中国在亚洲是（文化）霸主，可它形成霸主不像过去的英国、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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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和德国那样通过殖民，中国有希望促进构建世界各地公平环境。但是，这最后一点也还远没得

到保证，因为关键在于中国是否具有足够的创造力和道德权威，使其从积聚财富和权力的激情之中回

归，并能批判性地评估其传统文化所能为中国和世界提供的替代性发展路径的价值。 

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没有意识到，现在是中国承担责任去提倡世界新秩序，引领世界走向和平与可持续

的未来的时候了，而不再是她的选择。有的国家会选择另类发展途径，有的国家则应肩负起应有的责

任。中国处在后者的位置，世界也正在等待着中国的决定。 

“一带一路”的未来 

正好在这一刻，当中国被呼吁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核心作用时，她已经推出了“一带一路”战略。中国

已邀请世界各国来参与这个项目，推动欧亚大陆诸国的一体化与合作。 

到目前为止，“一带一路”专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这些项目对于发展一个可持续的未来有

时会有作用，但在许多情况下并非如此。项目重点至今是石油、天然气和其他原材料流向中国，以带

动进一步的增长和投资。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新丝绸之路基金(NSRF)、上海合作组织

(SCO)、丝绸之路黄金基金和矿业发展基金，这些机构都与保护环境几乎没什么关系。以驱动消费来表

征国家实力的做法并不是什么好征兆，因为中国对食物和能源的消费对整个世界有着如此重大的影

响，正如莱斯特·布朗在他的书《谁来养活中国？》（Who will Feed China?）所说的那样。 

不过，“一带一路”项目才刚刚开始，中国还是有可能用它来建立新的机构、政策和惯例，将世界最

终引至正确的方向上。 

“一带一路”是前所未有的机会，原因有两个。首先，它提供机会，遵循《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来构

建一个崭新的国际社会。该宪章目前不幸地被欧美完全遗忘。其次，它给我们提供了在人口密集的地

球上构建合适的全球治理机制的可能性，一个不像世界银行那样由私人股权基金和跨国公司所主导的

全球治理机制。 

“一带一路”项目需要全球合作，而非由中国一言堂。这将提供难能可贵的机会来创建以共识为基础

的、非超级大国主导的全球体制。但要想实现这一点，必须需要各国都能认真看待“一带一路”，不

仅仅只是把它当做挣钱的机会，而是把它作为造福人类的一项创举。 

中国也应该更深远地思考与“一带一路”项目息息相关的常用词——“新丝绸之路”。“丝绸之路”

让人想到的是唐朝通过如撒尔马罕和安集延等陆上贸易中心，以及连接中国、印度、波斯和非洲的海

上通道所建立起的中国和欧亚大陆的陆路贸易通道。然而，丝绸之路不仅仅只是金钱与贸易，它还包

括了中国、中亚、印度和波斯之间的深厚的文化交流，带来了佛家哲学思想的兴盛，以及一幅幅敦煌

洞穴的精美壁画、一件件长安的精致的瓷器和雕塑、一首首李白和杜甫的优美诗篇。 

这条“新丝绸之路”能避免重蹈西方经济发展的破碎之路、而将视野投向实现人类最高的文化价值之

上吗？能将重心少放在新建大量机场，而多放些在发展可持续的生态有机农业上吗？能多开展些生产

可持续替代能源的合作项目，而少一些采掘石油燃料和金属的项目吗？ 

尽管目前并无迹象显示会有这样的转变，但过去的中国曾向世人证明过，这些根本性的转变——或蜕

变——是可能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还未意识到，解决全球难题的方案和智慧就在曾经的中国。而

这，或许是扭转我们世界文明崩溃之局的最后的机会。 

 
 

芭芭芭蕾蕾蕾舞舞舞+++《《《茉茉茉莉莉莉花花花》》》+++   中中中国国国折折折扇扇扇   
http://www.yidianzixun.com/n/V_00MZ2xd3?s=3&appid=yidian&ver=3.6.6&utk=1g0rhi6i&from=

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谨与诸君分享   朱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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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个个个披披披着着着资资资本本本主主主义义义外外外衣衣衣的的的真真真正正正共共共产产产主主主义义义国国国家家家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MzEzNzk3Nw==&mid=2653197727&idx=7&sn=291dcaee4e50ec5
d6373e7d94e0a9750&chksm=842b3149b35cb85f221d91866068a2cd10721d7563ff6236fab0857510a558c

2bcb8046c32be&mpshare=1&scene=5&srcid=1010mbkkGHw7TUbIqcU1kiZi#rd 

 

 

一一一中中中各各各表表表就就就是是是想想想不不不统统统一一一   
段  平 

         一中各表就是想不统，馬英九执政八年，承认九二共识只是单纯从大陆撈取经济利益，对大陆和大的让利

没有感谢之情，对亲中卖台是迴避不敢理直气壮反駁，对绿营媚日卖台不敢反抗，除了争夺经济利益政治上没

信仰，把中华民族的利益看得很轻，把自己党和个人的利益看得很重，加上馬英九执政期间没有合理公正分配

红利，再加上不反独促统使独派力量增大，洪秀柱上台，比馬英九強多了，敢于义正辞严批评蔡英文，其他的

国民党大佬极少发声，却对一中各表极积表态，其实一中各表就是不统，会失掉大陆民意，国民党失掉台湾和

大陆民意，国民党的末日就到了，洪秀柱比国民党的大佬们看得远 ，只提九二共识有利于团结大陆的民意,虽与

选票无关，但䏻团结中华民族，她䏻从大局出发，才能给国民党带来将来，馬英九的那一套不适合反独促统，

国民党将来不团结统派反独，大陆不会再把善意给台湾当局。民众有感，过去八年大陆给台湾太多的善意，结

果呢？结果是执政者和民众不但无感激，还仇中反中。 

        大陆改成两岸和平发展論談，而不是国共論谈，是团结台湾所有赞成和平统一的政党和团体，洪秀柱比较

得大陆的民心，习洪会䏻得大陆民众理解，台湾国民党一些人胁迫洪秀柱谈一中各表，想主导两岸論谈的内容,

不思国民党处境的险恶，得罪十四亿大陆民众有什么好处。两岸同属一中是核心，这个一中就已有各表的含

义，因为並没有说一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华民国。到底属于什么名称等到统一的时候再说，也许还可以另

外取个名字。如果民进党发现台独走不通，甚至会引发战争，他们万一醒了承认九二共识，他们讨厌中华民

国，一中各表就自动没有了，不要太強调一中各表了。 

       百年大党混到今天，还是那副衰样，―一中各表‖本身就是个伪命题，拿这个伪命题跟大陆讨价还价，只能

说明国民党还未彻底从―四九败退台湾‖这一历史过往中吸取足够的教训，继续把个人的利益凌驾于政党的利益

之上，把自己政党的利益又凌驾于民族大义之上，而且也给海外敌对势力乘机不断地损害全体中华民族的利益

的机会。国民党具备被消灭的先天特点和后天条件，国民党人如果再不彻底反思，恐怕连想偏安大陆东南一隅

的孤岛上的资格也会丧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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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談九二共识，免談一中各表是很聪明的，有利于团结大陆民众，没有大陆民意的支持，今后国民党万一

执政，大陆民众不支持，大陆政府就不是那么容易发善意了，过去八年大陆民众忍住，让政府发善意没反对，

结果国民党惨败。今后大陆会听任国民党吗？自己也该想一想，不要再盲目、短见吧。那些所谓的大佬们，手

中根本就没有指挥棒，却盲目地指揮大陆该干什么、台湾该干什么，真是可笑之极！ 
   

南南南京京京的的的秋秋秋景景景   
南京最美的季节，现正当时！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IyMzIyMQ==&mid=2650672784&idx=1&sn=5506b8137f522a2a
6e848d00c5dd70bc&chksm=be90e9ca89e760dcdcf0bf08221ddbb9fbbaa0ed582102f8693e7b3854c7be11

f130b4fa6664&mpshare=1&scene=5&srcid=1010bwwCemJutXctyKt9tQ4j#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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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旅旅美美美南南南开开开校校校友友友会会会历历历史史史简简简介介介   
宋怀时–南开大学1981级 

一、西式教育与南开的创立 

南开系列学校创始人之一的张伯苓校长，年轻时（1889年）即在北洋水师学堂学习，不仅接受到近代科学文化

知识，更对西方的教育体系留下深刻印象。而另一创始人严修（字范孙），虽为中式旧体学者，却在国势濒危、

外侮日急的形势下，积极从事兴办新式教育。在教育救国的共同理念下，严、张二位在20世纪初（1903-

1904），两次赴日本考察教育体系及办学的管理方法。回国后即成立了敬业中学堂（南开中学前身）。为了适

应南开学生的进一步求学深造需要，南开中学自1915年起就增设了英语专修班，1916年又增设了高等师范班。

为探索兴办私立高等教育的途径，1917年夏，严修委派张伯苓赴美学习、考察西方的教育理论和体系。1917年8

月8日，张伯苓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学习教育学。1918年5月严范孙和民国前教育总长范源濓共同赴美考

    重洋万里，时日久远，年幼时代母校的教诲常在心中。花开花

谢，潮起潮落，不经意间已经走向人生的后半程。岁月的行囊里

装满了酸甜苦辣。在人生的道路上还能走多远，还能作出多少贡

献，取决于体魄和心态，人生苦短，努力向前。     川  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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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教育，严范孙不仅到哥大听课，而且自7月起每日请张伯苓到其住处为其讲授教育学，共二十四五次，记了厚

厚的一本笔记。之后他又从南到北考察了美国的许多大学，居留美国的五个多月中，严修对美国的教育制度、大

学经验、学校筹款和教学管理有了比较具体深入的了解。1918年末，严修和张伯苓回国，开始着手创立大学

部。1919年9月25日，南开大学开学典礼，10月17日南开大学正式成立。 

此后，张伯苓派遣多位南开中学、大学的负责人及教员赴美学习，吸收西方教育的知识、理念、和管理方法，改

进南开的教学和管理。受其影响，南开自办学早期即开始有学子留美，并延续不断。自1917年夏张伯苓赴美留

学算起，南开人（学子）旅美至今已有百年历史。 

二、旅美南开校友会的建立 

 

早期赴美的南开学子之间联系与交流十分密切，相互提供帮助或担保。新人到来，也常会有人接待。1928年

末，张伯苓校长赴美筹募办学经费。1929年1月25日抵达纽约，中国学生青年会总书记，南开校友孟治联络若干

美国著名人士联名印制南开大学募款书，分发各处。1929年4月3日，美东南开校友在纽约―中华园‖设宴欢迎张

伯苓校长，并借此机会举行南开校友会美东分会成立大会。到会者共19人，有张伯苓、梅贻琦、许桂英、王淑

明、孟治、刘晋年等。南开大学英语系1924届的王淑明会长致开会词，徐桂英校友致欢迎词。张伯苓、梅贻琦

等人相继发言。但有关美东南开校友会在此时期的活动记录难以查询，以致对这段历史知者甚少。因此，我们暂

且把美东南开校友会（南开校友会美东分会）看作旅美南开校友会的前身，如果找到更详尽的资料，也许可以把

旅美南开校友会的历史再向前追溯17年。 

 

目前众所周知的是，1946年初，张伯苓校长赴美治病。4月12日抵纽约入院治疗。6月4日，在哥伦比亚大学192

届毕业典礼上，张伯苓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6月9日，孟治学长召集旅美南开校友70余人，假纽约华美协进社

为张伯苓校长补祝70寿辰，当时访美的老舍、曹禺也应邀参加，并祝颂寿诗。言木彬学长受孟治委托，主持了

会后的文艺演出。会上，有校友提出成立旅美南开校友会，得到与会校友一致赞成。旅美南开校友会（Nankai 

Alumni Association in America）于是日正式成立，华美协进社社长，南开校友孟治(天津南开中学1913-1916)

被推举为会长。此后，旅美南开校友会一直坚持活动并延续下来。以此算来，今年恰为旅美南开校友会成立70

周年。 

三、旅美南开校友会早期的活动 

南开大学在建立之初，张伯苓校长尝试着聘请一大批留美的青年学生来执教，也请欧美学者前来讲学，引进欧美

的学制管理，专业设置，课程科目，实验设备和图书资料等，引进校内管理体制等。这体现了张伯苓校长为南开

大学能够有长足的发展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20世纪20 - 30年代时，美国政府为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对中国学生与学者提供獎助金（庚子赔款），由华美协

进社代为管理与審查。作为华美协进社社长，孟治学长由梅贻琦（华美协进社理事）推荐，担任 ―留美學生監

督‖，负责奖学金的审查、发放，为4700多位中国旅美留学生提供了帮助。同时还促成了大批中国学者訪美，其

中，包括梅兰芳、馮友兰、趙元任、桂林大学校长吳一方、作家賽珍珠、老舍、林語堂等知名人物，华美协进社

一度也成为來自中国的学者与学生们聚会的大家庭。在二战期间孟治学长还积极组织为抗日筹款，及进行抗日宣

传。孟治学长行走全美各州，联络旅美华人为抗日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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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旅美南开校友会的会长，孟治努力和分散各地的旅美南开校友会保持着联系。并借助华美协进社的场地，举

行有关南开的纪念活动，特别是4月5日张伯苓校长生日，和10月南开中学及南开大学的校庆日，继续弘扬和光

大南开的―允公允能‖精神，以致形成了长期的校友会传统。孟治学长是亚圣孟子的后代(第72代)，对在美宣传中

华传统文化不遗余力，促成了梅兰芳访美（1930年）及台湾故宫文物寻美展出（1961年）等。他本人也酷爱文

艺，不但在京剧中饰演角色（打渔杀家中的渔翁），而且喜爱民歌演唱，特别是赵元任的―叫我如何不想她‖。有

一次孟治参加在Rochester的东方剧院演出，坐满了大约4000听众。自1946年至1953年，孟治学长任旅美南开

校友会会长达7年之久。他不但为中美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为旅美南开校友会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自1954年起，由范世奎（一侯）学长接任会长。范世奎学长30年代中期毕业于南开大学。他在校时是一位体育

健将，担任校足球队的中卫，勇猛善战。范学长在美经商，有经济实力也热心校友会事务。校友会设在他的办公

室，纽约教堂街50号3楼。此地1963年拆掉，改建为今天世界文明的世界贸易中心。每次校友会活动，费用都是

由范学长包办。范学长在新泽西有大宅，许多活动都是在范宅举行，范学长每每亲做炸酱面招待大家。范学长的

夫人黄媛姗是位烹饪专家，也深得校友爱戴。除每年举办校友聚会活动外，范学长特别热衷于联络旅美南开校

友，收集校友们的信息，并于1957年正式编辑出版了旅美南开校友会第一本《旅美南开校友通讯录》，收录了

旅居美国各州的200余名南开校友。其中不乏胡适、梅贻琦、柳无忌、袁家骝、吴大猷、陈省身等知名学者，为

校友们的相互交流提供了方便。60年代中期，范学长患病，身体日渐衰弱。临终前前一月，赶上1969年10月校

庆日。范学长打起精神，在纽约上城的全家福大饭店举行校友会庆祝活动，会场正中悬挂校训―允公允能‖四个大

字，并选出朱先栽学长接任。1969年11月范学长病况日危，弥留之际，对在病榻旁的副会长李惠苓、财务肖庆

弗嘱咐校旗校印要注意保管，不要弄丢了。并再三叮嘱每年春季校长华诞、秋季校庆一定要开两次庆祝会，大家

要合舟共济，办好校友会。肖庆弗大声答应说―范大哥，小弟们不会辜负南开‗公、能‘校训的！‖。此时，在场的

范夫人黄媛姗大哭，原来，范世奎学长已呼出了最后一口气。范世奎任会长长达16年之久，这种汲汲骎骎，巍

巍南开的伟大精神令人肃然起敬，亦为我后辈南开学子之楷模。 

朱先栽学长从1970-1978年，任会长达8年之久，延续了前任留下的传统，联系在美南开校友及与母校的交流，

为母校捐款等。自1979年起至1982年，李惠苓学长续任会4年。李惠苓学长是重庆南开中学的英语教员，来美后

在联合国任职。他为人温文尔雅，作风朴实，却经常慷慨解囊，为母校及校友会捐款，深得校友们敬重。李惠苓

会长之后有郑文华、刘光华二位学长被选举为会长，各任职2年。逐渐形成了会长任期2年的传统。他们在位时

继续增补和更新校友通讯录，为发行新的《校友通讯录》打下了基础。 

自1946年至80年代，旅美南开校友会在40余年的历程中，虽然在联络旅美校友，纪念和庆祝校长及母校生日活

动，为母校捐款，宣扬和光大南开精神方面形成了优良传统，并延续下来。但在组织机构方面，还不够完善，如

没有成文的组织章程，会长的任期尚无具体规定，等等，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四、旅美南开校友会的健全和发展 

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南开学校又开始了与美国的学术交流活动，旅美南开校友会也在其中牵线搭桥，

并多次接待母校访问团组。1982 年，南开大学组成 5 人代表团访美（滕维藻、吴大任、张再旺、何国柱、魏宏

运），纽约旅美南开校友会设宴款待。魏宏运教授曾回忆说：―在纽约旅美南开校友会的聚餐会上，周恩来总理

返回目录 



 

19 

 

的同班同学孟治教授讲：‗不管政治风浪如何变化，中美人民要永远友好下去。‘75 岁高龄的黄中孚先生还出人意

料地献出他自己保存多年的南开校旗，该旗母校已经失传，今竟得之于异域。‖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大批国内学子、学者来美学习或访问，南开校友不断增加，旅美南开校友会也得到

了空前的壮大发展。从中国各地来美的年轻校友们陆续加入到校友会，给校友会带来了新的活力。 

1984年郑文华任会长时又印发了一份有近300名校友的通讯录草稿；1987年由何铭校友再加以修正完善。 

1987-1988年沈善鋐学长接任会长。沈善鋐学长1942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之后入南京金陵大学英文系学习。

后因抗日救国参加了美军特别警官训练营，任射击教练兼翻译，有―神枪手‖之美誉。二战后经台湾来美，在纽约

大学（NYU）获艺术史博士学位。后在纽约市立大学任艺术及艺术史教授直至退休。沈善鋐学长任会长期间，

对校友会的活动做了改进，除聚餐外，还邀请文化名人前来做主题演讲，涉及科学、文化、艺术等多种领域，开

阔大家的眼界，也提高了活动的质量和层次。沈会长在前任会长工作的基础上，正式编辑发行了列有509名南开

校友的通讯录。与此同时，沈教授还创办了《旅美南开校友通讯》，向全美校友通报各地的活动，颇得旅美南开

校友们的好评。 

二年后，沈善鋐学长辞去会长职务，由喻娴才学姐接任会长。喻娴才学姐乃重庆南开中学的首任校长喻传鉴之

女，1928年南开小学成立时入学，后又入重庆南开中学学习，1939年毕业。其后考入南京金陵女大学习。1948

年来美后在联合国工作多年，直至退休。在沈善鋐学长及喻娴才学姐任会长期间，已有许多改革开放后来美的中

国大陆留学生，其中不乏南开学子，陆续加入到校友会中。喻娴才会长每次活动时，都会详细记录新到南开校友

的姓名和联系地址，以确保其后的活动通知能到达新校友手中。1991年编辑发行的一个南开校友的补充名录，

其中包括了30多位新校友的通讯地址，及10几位老校友的地址变更。由此，校友会不再局限于早期来美的老校

友，而开始逐渐扩大到年青的新校友中。喻娴才会长继续了沈善鋐会长的《旅美南开校友通讯》，保持了各地南

开校友间的联系和交流。在活动上，喻娴才会长也努力创新，组织郊游等活动，特别是1992年假华美协进社举

办的庆新年包饺子活动，更吸引了逾100名校友参加。喻会长则独自承担了$800美元的场地费用。喻娴才学姐任

会长期间，为旅美南开校友会申请了公司税务号码。但是，这还不是非营利组织的免税资格，只能用于报税。 

1993到1994年，雷雨申教授接任会长。雷雨申学长1948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赴美后于纽约科技学院

（Polytechnic）获化学博士学位，之后在新泽西Rutgers大学化学系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雷雨申会长为

人低调，但对校友会事务兢兢业业，每次活动都力求完善，让大家满意。雷雨申学长组织的校友会活动也曾邀请

名人进行学术演讲，令人增长见识。 

雷雨申会长卸任后，由张治中将军三女儿张素初学姐任会长。张素初学长1944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1947年

赴美进入Adelphi 大学主修（英美）文学。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响应乃父张治中将军召唤辍学回国，在北京

外文出版社工作。1979年改革开放后，Adelphi 大学以全额奖学金邀请她回校继续完成学业，1981年以优异成

绩取得学士学位。之后又考入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完成学习并获硕士学位。 

张素初会长任职期间，参考《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纽约区校友会会章》，制定了第一部《旅美南开校友会章程》，

并于1995年6月11日会员大会讨论通过，迈出了组织制度化的第一步。张素初会长还广泛联系全美各地区的校友

会负责人，收集了全美各地的校友名单，重新编排打印。又筹集了$4000美元捐款，1996年9月，将校友录排版

印刷，并邮寄给各地的校友会负责人，以便在校庆活动时分发给校友们。大纽约地区的校友每本只收成本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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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而外州的校友则没有寄来任何汇款，权当免费赠送了。张素初会长后来（2002年4月，当时已卸任）还接

待了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康岫岩为首的代表团，为其联系考察纽约的公立学校并陪同参观。校友会还为母校组织了

多次捐款。除传统的校长寿诞和建校庆祝活动外，张素初会长还组织了几次郊游活动，如1998年春参观西点军

校和熊山公园。参加了华侨各界的多次游行，如庆1997香港回归大游行，1999第一届华人春节大游行等。还为

国内灾区多次募捐。在参加华人社区活动方面，旅美南开校友会在所有美东（大纽约地区）校友会中是独一无二

的。 

1999-2000年，南开大学校友李伯宏，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被选为会长。李伯宏1978年先在化学系，后又在英文系

学习，1985年毕业。80年代初来美后在联合国工作。李伯宏会长每年照例组织聚会活动，年青新校友也不断加

入进来。 

2001年初的选举会上，伍语生学长被选为会长。伍语生学长1958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生物系，后在辽宁省农业学

院教学。80年代初来美，在哥伦比亚大学生物系工作直至退休。伍语生学长连任两届会长，在此期间，校友会

接待了‗百年南开‘摄制组，以及由侯自新校长为团长的南开大学代表团等，还组织了为母校（南开中学）百年校

庆的捐款。在组织建设上，2001年（执委会委托宋怀时副会长代表校友会）在纽约州政府部门将旅美（纽约）

南开校友会（Nankai Alumni Association Inc）注册为正式的非盈利组织。2003年6月，修改并通过了新的

《旅美南开校友会章程》。伍会长又尝试着建立校友会的网站，并在《旅美南开校友通讯录》的基础上发行《海

外南开人》，登载旅美南开人的活动和文章等，深受广大校友的喜爱，并得到广泛的支持，校友的捐款和投稿连

续不断。在社区活动中，伍语生会长延续了张素初会长建立的关系，参加―纽约华人社团联席会‖的各项活动，旅

美南开校友会在华人社区中颇有名望。 

2005年10月16日校庆会上，副会长宋怀时当选为会长。此时，校友会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老校友参加活动的

逐渐减少，而有没有与年青校友有效的建立联系渠道。为改变这种局面，首先着手建立电邮群和补充修订校友通

讯录。开始时只有28个校友电邮地址，通讯录虽有大约120人，但能联系上的不到100人。以后通过各种途径逐

渐扩大。后来又得到朱煜校友的协助，建立了谷歌电邮群，便利发送活动通知和有关消息，大大便利了校友间的

交流。每次活动来了新校友，都做详细记录，及时加到通讯录和电邮群中。校友会活动由最初的以老校友为主，

逐渐成为老、中、青均衡，再到以中青年为主。到2011年，电邮群已有403个电邮，校友通讯录则包括了470名

大纽约地区（纽约、新泽西、康州）的南开校友。此外，还在张海波校友的帮助下建立了校友会的网站，网址

www.nkaa.org，有了自己的宣传平台。 

在此期间，校友会接待了以薛进文、饶子和、龚克等校领导带领的母校代表团，为重庆南开中学及南开大学捐

款。为汶川地震、北京奥运捐款等多项活动。在校友会活动方面，由每年两次扩大到4次，包括春节联欢和夏季

户外郊游、烧烤，秋季的迎新生等。此外还顺应形势的发展，组织了5次海外人才招聘活动。 

在对外联络方面，首先主动联系并北加州（旧金山硅谷）地区，华盛顿地区，芝加哥地区，弗吉尼亚，明尼苏达

等地的南开校友会，并共同建立了北美各南开校友会之间的负责人电邮群，包括旧金山湾区南开校友会会长林升

恒，纽约南开校友会会长宋怀时、大华盛顿地区南开校友会秘书长吴婧、芝加哥美中地区南开校友会荣誉会长何

振宇、弗吉尼亚南开校友会会长谢达文、明尼苏达南开校友会会长王星、以及亚特兰大南开校友会会长周靖人。

2009年初波士顿南开校友会成立后，又把会长刘丽晗加了进来。2009年7月，应各地校友会的要求，纽约南开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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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会的网站扩大升级为旅美南开校友会北美地区各校友会的联合网站。2010年9月，顺应北美其它南开校友会的

要求,《海外南开人》重组编辑委员会，由各地校友会选派编委，共同负责筹稿，编审工作。会刊扩大到面向全

美的南开校友。 

在与其它中国高校校友会的联系上，纽约旅美南开校友会积极联系大纽约地区其它各大高校校友会和学生会，参

加了多次大纽约地区各校友会及学生会联合举办的活动，与各大校友会及学生会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纽约旅美南

开校友会的声望得到稳定而持续的提升，为此后进一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自2012年起，李丹当选为新会长。此时留美的新校友开始有了快速的成长，李丹会长除组织各种活动外，还建

立了新的微信群（2013年），更便利了年轻校友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对外，李丹会长积极保持和发展与其它中

国高校校友会的联系和合作，在大纽约地区高校校友会联盟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纽约旅美南开校友会

在新建立的高校校友会联盟的理事会和执委会中都拥有重要的职务，确立了纽约旅美南开校友会在大纽约地区高

校校友会联盟中的地位。 

2015年纽约旅美南开校友会选举于开成为新一届会长，并增加了第一副会长一职，由资深副会长张喆担任。目

前纽约旅美南开校友会执委会，按工作职能划分了通讯部、会务部、拓展部、宣传部等4个部，建立了新型的组

织架构。希望能够更好地传承―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精神，把校友会办得更好。 

五、北美各地南开校友会的建立和发展 

早期来美的南开校友，由于人数较少，在校长诞辰和校庆日时，往往约上一些校友在家中或外面庆祝。随着校友

的增多和联系的加强，自1960年代起，在南开校友众多的州或大都市地区，开始建立各自的校友会。如加州的

旧金山南开校友会（1963年），洛杉矶和圣地亚哥地区的南加州南开校友会（1970年代末期），大华盛顿南开

校友会（1970-80年代），芝加哥地区的中西部南开校友会等（1980年代）。但直至张素初任会长期间（1990

年代），各地的南开校友会还都和位于纽约的旅美南开校友会保持着密切联系。 

2008年，宋怀时任会长时，通过未名空间等网站，和一些外地的校友取得了联系，并在2008年建立了一个由南

开纽约校友会、旧金山湾区校友会、华盛顿校友会、芝加哥校友会、及弗吉尼亚校友会、印第安纳校友会、亚特

兰大校友会负责人组成的电邮群，进行信息共享。2009年初，又把刚成立的波士顿校友会加入进来，形成了一

个联系网。 

 

21世纪以来，随着大批南开校友的到来，各地区的南开校友会也如沐春风，蓬勃发展。一些早期成立的南开校

友会如华盛顿校友会和洛杉矶校友会因新校友的加入、重组而得到新的活力。而且其它不少地区也陆续建立了南

开校友会，成为旅美南开校友会大家庭中的一员。南开校友总会也适时建立了北美南开校友会负责人联络群，更

加方便了北美各校友会之间的交流。目前，北美各地区已知的南开校友会有： 

1. 大纽约地区南开校友会（包括新泽西和康州）， 

2. 大华盛顿地区南开校友会(2014年1月20日重新启动)， 

3. 加州洛杉矶南开校友会(2014年8月重组)， 

4. 加州旧金山湾区南开校友会， 

5. 芝加哥美国中西部南开校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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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波士顿南开校友会（2009年3月7日成立）， 

7. 休士顿南开校友会(2014年8月31日成立)， 

8. 加拿大多伦多南开校友会(2015年4月12日成立)， 

9. 密西根南开校友会(2015年6月成立)， 

10. 西雅图南开校友会(2015年11月成立)， 

11. 密西根南开校友会(6/2015)， 

12. 加拿大蒙特利尔南开校友会（计划2016年12月成立）， 

13. 北卡罗来纳南开校友会(筹备)， 

14. 加拿大温哥华南开校友会（筹备）， 

15. 德州农工大学南开校友会（2016年8月13建网站） 

 

等15个校友会。在南开校友总会的协调下，旅美各地区南开校友会之间的联系和合作必将更加密切，―允公允

能‖的南开精神也会在北美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代代传承下去。 

2016年10月于纽约 

注：此文得到老校友喻娴才、余佩芝、张良华及崔涛（南珊）等人的协助，并参考了言木彬、肖庆弗、沈善鋐，

张素初等老学长（均已去世）的文章，在此向他们表示敬意和感谢。 

 
毛毛毛主主主席席席铁铁铁腕腕腕反反反贪贪贪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xODQ5MDczOQ==&mid=2247484522&idx=8&sn=632fc7908142c6cfd83ad35a8c329a98&c
hksm=97e8f676a09f7f60f2dbcc63e20d501806cb9b21406478f43e31a00d6fe7214d5672fa3a3209&mpshare=1&scene=5&srcid=10

26bmNVGbCmUyGLLCzQ3pYX#rd 

 
 

央视又曝光日日日本本本新新新罪罪罪恶恶恶，，，血血血海海海深深深仇仇仇，，，国国国人人人永永永不不不能能能忘忘忘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xODMzNDEwOA==&mid=2247485341&idx=3&sn=f67e2a9fdedd19c
d191f296e36bbfbce&chksm=97ed516ea09ad878a847703ae0ec5239fe169056f92947e08acb1639d4d7429

e0e0f14956a91&mpshare=1&scene=5&srcid=1011UBW0XmYpHfAzVwVbqANp#rd 

 
中译英  from Chinese to English 

先先先圣圣圣之之之道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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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问太公曰：―先圣之道，可得闻乎？‖太公曰：―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

灭。故义胜欲者王，怠胜敬者亡。‖        《六韬-文韬-明传》 

 

【注释】《六韬》又称《太公六韬》或《太公兵法》，周朝的姜尚著。此书成于战国时代。全書以問

答形式呈現，以周武王設問、姜太公答之，來探討各種古代軍政議題。1972年4月，在山東臨沂銀雀山

西漢古墓中，發現了大批竹簡，其中就有《六韜》的五十多枚，證明《六韜》至少在西漢時已廣泛流

傳。《六韜》是一部集先秦軍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論述治國、治軍和指導戰爭的理論、原則，對後

代的軍事思想有很大的影響，被譽為是兵家權謀類的始祖。《六韜》在16世紀傳入日本，18世紀傳入

歐洲，現今已翻譯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種文字。 《六韜》共分六卷： 文韜； 武韜； 龍

韜； 虎韜； 豹韜； 犬韜。（摘自《百度百科》） 

 

Ways of Ruling by Previous Sages 
东山 译 

 

King Wen of the Zhou Dynasty asked Tai Gong, "May I know more of 

the ways of ruling by previous sages?" Tai Gong answered, "When 

righteousness overcomes avarice, the country will be prosperous and 

strong; when avarice defeats righteousness, the country will decay. 

When respectfulness and prudence triumph over arrogance and 

negligence, the country will be auspicious and propitious; when 

arrogance and negligence defeat respectfulness and prudence, the 

country will be weakened and perish.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that 

let righteousness prevail over avarice will rule successfully, and the 

government will be overthrown that allows arrogance and negligence 

prevail over respectfulness and prudence."   

 

《Jiang Taigong: Six Secret Teachings》 

***************************************************************** 

Ourenglish.org/ 我们的英语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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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译中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王 忠     译 

 

It's better to light a candle than curse the darkness. 
----Eleanor Roosevelt(1884-1962);  the longest-serving First Lady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1933 to 1945 during her husband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s four terms in office.   

  

以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 
----伊勒诺-罗斯福（1884年-1962年）；在位最久的美国第一夫人，1933年至1945年其丈夫富兰克林-

罗斯福担任了4届美国总统。 
  

------------------- 

  

       Wisdom lies neither in fixity nor in change, but in the 

dialectic between the two. 
----Octavio Paz( 1914-1998); a Mexican writer, poet and diplomat. He was awarded the 
1990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智慧既不在固定中，也不在变化中，而是在介于二者之

间的辩证法。 
----沃克塔位欧-帕兹（1914年-1998年）；墨西哥作家、诗人和外交家，199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斯斯斯人人人向向向隅隅隅怨怨怨谁谁谁人人人--- 赠宋楚瑜 

班 长 

 

柸觥交錯歡笑聲, 

  中華前程好似錦。 

北京烤鴨齒留香, 

西湖醋(楚)魚(瑜)何處尋? 

谎言大陆“两三亿”（注）， 

诗词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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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搭错那根筋。 

冠蓋満京一家亲,  

斯人向隅怨谁人？ 

注：宋言，大陆有两三亿文盲。 

班山人：大作拜读,深有同感，不揣冒昧，后半段稍加修补，期前后一致。 

              是否有当？敬请裁夺；并盼各位山人指正。shiwei zhang 

 

                      柸觥交錯歡笑聲, 

 中華前程好似錦。 

北京烤鴨齒留香, 

     西湖醋(楚)魚(瑜)何處尋? 

蓝绿两岸欲通吃， 

花言巧语结怨深。 

待价而沽不自量， 

飘飘欲仙头发昏。 
 

 

 

传说1000年前，在埃及北部尼罗河和地中海的交界处，有一座―法老之城‖，它叫做 Thonis-Heracleion，那里

有着富足的生活和高度发达的文明，是当时埃及重要的港口。约公元8世纪时，这座―法老之城‖和它旁边的几座

城市突然同时消失，成为世界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 

 

被淹没千年的埃及古城竟然是这样的 
2016-09-15 十万艺术  

失落的埃及 

Lost Egyp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E4OTA0Mg==&mid=2651824334&idx=3&sn=43ad595aac10f50
31e3f39df053e7971&chksm=bd3582538a420b45c69ff25104464b9f098770af20880a2a5203b6eec463532d

13c5c6e566ca&scene=5&srcid=0915knGGO8LAsmv6D3vDGhd4#rd 

谨与诸君分享   ZFS    2016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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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腾杯”首首首届届届“““松松松柏柏柏梅梅梅竹竹竹”””波波波士士士顿顿顿校校校友友友网网网球球球公公公开开开赛赛赛成成成功功功举举举行行行 

报道：波士顿南开校友会 秦翠琳 王忠 

松柏梅竹组织发起篇 

 

10月8日下午，风和日丽，秋意盎然。波示顿地区北大南开清华交大校友会在波士顿西郊的维斯顿高中成功联合

举办“华腾杯‖首届“松柏梅竹”波士顿校友网球公开赛。 

 

波士顿南开校友会成为主办校友会，对本次赛事作了精心策划和准备。组委会主席文立民网球教练挑选了场地

并设置了赛制，副主席王涵会长设计了赛场横幅及奖杯，财务总长兼南开领队王忠安排了摄影，饮料及食物等

后勤服务，秦翠琳和苏晓晔提前到达场地，书记员蔡宁熙负责了现场的运动员报名及比赛计分工作。本届“华

腾杯‖公开赛得到了南开校友企业家邓泽平创立的湖南华腾制药公司的独家慷慨赞助。 

 

“松柏梅竹”的来历跟四校历史上的校长有关，台湾清华交大素有“梅竹赛”体育竞技传统，“梅”取自清华

校长梅贻琦，“竹”源于交大校长凌竹铭，北大校长蔡元培以“松”骨气概著称，“柏”意指南开校长张伯

苓。 

波示顿地区北大南开清华交大校友会已经成功联合举办过四届松柏梅竹滑雪会，成为冬天校友们户外联谊的一

大盛事。 

 

本届网球公开赛设置了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及混合双打四个项目，每个项目设置了冠亚军奖杯, 20多

名来自北大南开清华校友会的选手参加了激烈的4个多小时的友谊争夺赛（交大校友会计划明年正式组队参

赛）。其中有坚持多年的老校友，也有年方18岁的校友子女。北大校友普遍是来美国的年轻留学生或参加工作

不久的职场新手，清华和南开多以工作多年的体育爱好者居多。 

 

北大校友风采篇     北大校友参赛队员普遍年轻，到场啦啦队很给力。 

 

 

 

 

 

 

 

 

 

 

北大图2 - 吴劲轩/段婧琳：颜值担当混双组合，顽抗强劲对手尽显风采 

 

                                                                                              北大图1（左）- 段婧琳帅气发球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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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图3- 姜光文/彭竞宇（右一）：默契搭档 

 

清华南开对决篇 

本届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及混合双打四个项目的冠亚军最后在清华和南开校友之间对

决。决赛堪称高手登峰对决，观众直呼好看。最后清华队田军获得男子单打冠军，赵婉馨和李劲松分别获得女

子单打冠亚军，肖小强/梁博获得男子双打亚军，田军/李劲松获得混双亚军。南开队文立民获得男子单打亚军，

文立民/杨志勇获得男子双打冠军，杨志勇/周津平获得混双冠军。 

 

对决图1：男子单打

 

男子单打冠军田军

（清华）                   

男子单打亚军文立

民（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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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决图2：女子单打 

女子单打冠军赵婉馨（清华）             女子单打亚军李劲松（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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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决图3：男子双打 

男子双打冠军文立民/杨志勇（南开） 

         男子双打亚军肖小强/梁博（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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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决图4： 混合双打 

 

 

混双冠军杨志勇/周津平（南开）混双亚军田军/李劲松（清华） 

 

友谊交流篇 

比赛不仅是切磋球艺的好时机，也是与各领域朋友交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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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图1： 女单冠军赵婉馨Rose妈妈：培养孩子特长，创业经验 

 

 

Social 图2：婧琳与劲松：球已结束，但话题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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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图3：@Weston High School，横幅和秋色相应对景 

最后，期盼“松柏梅竹”波士顿校友网球公开赛能成为各校友会的一项传统，传承下去。 

 

 

请善待每一个遇见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1OTI4NDczNg==&mid=2247485757&idx=6&sn=4c07c9836c25138cf015e3d64b65429a&chk
sm=ea7a0352dd0d8a44e8cc33e2a23569251a00a1d491ca96d2401c410f1e4223edf1676c99cdd2&mpshare=1&scene=5&srcid=10

10giek04TVcxNHXbR8gCki#rd 

作者：佚名      来源：网络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朋友，不是所有的情都值得你去珍惜。时间是一剂良药，它会沉淀最美的感情，也会带走留不

住的虚情。 

        缘分，需要珍惜；感情，需要感恩。爱不是单向，情不是索取，懂得珍惜才会持久，知道不易才能永恒。 

        爱是风雨时，悄悄出现在你头顶的伞；爱是困惑时，默默陪伴在你身边的不弃。 

        真正的感情，缘于一颗珍惜的心；真正的得到，缘于一份感恩的心态。真正的朋友，或许不能给你物质上的帮助，却

可以给你精神上的鼓励；真正的朋友，不是日日相对，不是吃喝玩乐，而是默默关注你的成长，悄悄关心你的一切。 

        真心对你的人，不是建立在任何利益上；真正陪伴你的人，不是因为你外在的光环。 

        不要轻易挥霍一份看似易得的情，不要轻易伤害一颗默默付出的心，人生没有重来，生命无法倒带，且行且珍惜。 

        人生总要有梦想，岁月总要有追求；珍惜一份情，怀揣一份梦，就是最大的收获。 

        缘不会随意而来，因为相吸；不会永远无期，故要呵护。 

        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好，也没有平白无故的爱，请不要把别人的付出不屑一顾，没有谁本该对你好，人与人是相平等

的，爱你的人，可以包容你的一切，但不会接受你的鄙视。 

        感情需要平等，还要懂得尊重，不懂得尊重别人的人，也不会得到真心的情。 

        请善待每一个遇见，珍惜每一份缘份。 

        中国需要在中西比较中寻找共识，进而寻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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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纪录片首播 郭郭郭伯伯伯雄雄雄徐徐徐才才才厚厚厚落落落马马马后后后画画画面面面曝曝曝光光光 

http://news.qq.com/a/20161017/041757.htm?pgv_ref=aio2015&ptlang=2052 

 

一个能够载入史册的日子！ 
2016-10-20  

10月19日，绝对是一个能够载入史册的日子！不止全中国的人在关注，就连全世界的人也都无法移开目光！ 

 

  就在10月17日早上的7时30分，中国将会发射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10月19日神舟十一号飞船与天宫二号

对接锁紧完成，自动交会对接成功。 

 

而根据（10月16日）早上的新闻发布会，飞行乘组由航天员景海鹏和陈冬组成。其中，航天员景海鹏参加过神

舟七号、神舟九号载人飞行任务，担任此次的指令长；航天员陈冬则是首次参加载人飞行。 

 

  又是一枚擎天撼地的―神箭‖将出霄汉，又是两位中华儿女上九天！相信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反应都会和

小编差不多：―什么！都十一号了？‖，―厉害了我的祖国！‖ 

 

中国正在造世界最大太空飞机 

 

  中国的厉害不仅如此！ 

 

  近日英国著名科学杂志《新科学家》刊

文称，中国正在研制世界上最大的太空飞

机，一次可以把20名游客送入太空。 

 据报道，中方设计团队表示，―太空飞机

将像火箭一样垂直起飞，并自动在跑道上着

陆，不需任何地面或机载设备的干预。‖ 

谢谢当年的不收之恩，把中国逼成现在很霸气的样子 

 

  在9月15日，―天宫二号‖发射的当天，微博上，@东风快递员的一条博文，得到几万条转赞，文中写道： 

  20多年前，当国际空间站还在筹备期时，我国就一直努力申请想要加入国际空间站计划，却被美国以防止

航天技术扩散的理由拒绝。 

 

  中国被逼无奈，只能白手起家，以一己之力建设自己的空间站。计划到2020年左右

我国将建成自己的空间站，而届时国际空间站将面临退役，我国将可能成为这个世界上

唯一一个拥有空间站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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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天宫二号成功发射，完成了空间站建设的第一步。我们不吹不黑，只想由衷地对那些曾经轻视我们的

国家说一句：谢谢你们当年的不收之恩，最终把中国逼成现在很霸气的样子！ 

  目前，世界上只有一个空间站，那是1983年由时任美国总统里根首先提出，经过近十年的探索和多次重新

设计，直到苏联解体、俄罗斯加盟才在1993年完成设计的国际空间站。 

 

  这个国际空间站是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俄罗斯联邦航天局、欧洲航天局、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

构、加拿大国家航天局和巴西航天局六个国际主要太空机构联合推进的国际合作计划。参与该计划的共有16个

国家或地区组织。 

 

  早在20多年前，中国就开始谋求参与国际空间站的合作，但是国际空间站主要参与方反对邀请中国加入。 

 

  于是，中国作为一个航天大国，一次次被挡在国际空间站门外。 

 

  但是，中国人有志气！你不是不让我参与吗？那好吧，我们自力更生一样可以干出来！我们自己用一二十

年玩出自己的国际空间站。这，就是中国的自豪宣言！ 

 

  目前，天宫二号已经成功发射，而明天，神州十一号载人飞船也即将发射！这无一不标志着中国迈向空间

站时代。 

 

中国航天的秘诀，就在东风革命烈士陵园如山的碑阵里 

一 

  他是一位老人，60岁的时候，来到西北大戈壁。几个月前，前苏联突然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和技术资料。

有外国人嘲笑说：―你们中国人穷得五个人穿一条裤子，还想搞什么导弹、原子弹。‖他怒发冲冠：―搞不出两

弹，我死不瞑目！‖当时，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他向毛主席、周总理力陈，―两弹一星‖必须坚持攻关，―再

穷，也不能没有一根打狗棍‖！ 

 

  1960年11月5日，他在这座自己亲自选址建起的发射场，主持发射了中国第一枚国产导弹―东风一号‖，开启

了中国的航天事业。在危险的导弹、原子弹对接现场，他拉了把椅子坐下：―你们什么时候搞完，我就什么时候

离开！‖ 

 

  他对自己的女儿说：―前进，并且要赶上或超过我们的对手，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唯一出路。否则，我们就将

永远被人欺负。我决心把我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我国的科学事业。‖ 

 

  他叫聂荣臻，开国元帅。他的部分骨灰，按照他的遗愿，永远埋在了东风革命烈士陵园。 

 

二 

  他是聂帅的老部下，参加红军前是个穷小子，学过―杨家枪‖。80多年前，他率领十七勇士强渡

大渡河。1957年深秋的一天下午，已经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代司令的他突然被召回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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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新任务——筹建一个基地。 

 

  聂帅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这可不是当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不是强渡大渡河！这是尖端科学！是要下一番

苦功夫才能攀登上去的。‖ 

 

  他在北京市东直门外左家庄设了个办事处，这儿有陆军、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雷达兵、

电话兵、卫生兵、文艺兵等着装五花八门的人进出。战士们自嘲说是―杂牌军‖，他说自己是―杂牌军司令‖。 

 

  几个月后，他率部进驻戈壁滩开始在极端苦难的条件下建设基地。地下水流经一座小山时渗了出来，孤零

零的小山头披上了绿装。他沉思良久说：―干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 

 

  他叫孙继先，开国中将。他建起的那座基地，是中国第一个导弹试验基地，他是首任司令员。他说：―朝鲜

战场上，他们武器先进，还不是照样吃败仗。老子就是不信这个邪，他们能造导弹，咱们就搞不出来？搞！‖ 

 

  后来，人们叫他―导弹司令‖。 

 

三 

 他是个性格豪放的山东汉子，舍弃了万贯家财来到延安，从游击队长一路成长为团长、旅长、副

军长。1966年10月，中秋节刚刚过去，原子弹、导弹结合试验进入最后关头，他留在距离发射坪不

足百米的地下控制室死活不走，直到聂帅亲自下令才极不情愿地撤离。 

 

  当时，兰新铁路停运，数百万居民紧急疏散，但发射阵地需要留人。大家写了遗书，由于保密要求，不能

和家里说，更不能和家人团聚。因为任务危险，承担这次发射任务的人数要降到最少，最后有7个人留在了那个

8平米的地下控制室。 

 

  被撵出地下控制室的，是基地第二任司令员李福泽。―七勇士‖分别是第一试验部政委高震亚，阵地指挥王

世成，二中队队长颜振清，控制系统技术助理员张其彬，加注技师刘启泉，控制台操纵员佟连捷、徐虹。 

 

  给其他6个人作动员时，高震亚说：―死就死在阵地上，埋就埋在火箭旁！‖ 

 

四 

 

  他是一个老军工。上世纪50年代初，中央军委决定组建我军第一个军械科学试验靶场，他成了

第一任军械靶场场长，带领全体人员白手起家，在日军废弃的飞机上打响了兵器试验的第一炮。 

 

  1958年，他50岁，住进戈壁滩，直到1979年71岁才离开。在一次发射场勘察过程中，他住土坯房，烧梭梭

柴，一氧化碳中毒后险些被夺去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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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张贻祥，是我国导弹武器和卫星发射试验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先后参加和组织了中国第一枚自行

研制的运载火箭、第一枚导弹核武器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试验任务。 

 

五 

 

  他是个帅气的年轻小伙。执行那次任务时，只有23岁。大火骤然燃起，一名战友的工作服沾到

火星燃烧起来，上前扑打的两名战士身上也着起火来。 

 

  他冲上去，拼命把燃着火的衣服扒了下来。战友得救了，气化分子却使他成了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 

 

  为了防止点燃身边的战友和加注车，他大吼：―别过来！‖转身向戈壁滩跑去。在戈壁滩的沙砾上，他留下

了38个焦黑的脚印。 

 

  他叫王来，一名普通战士。牺牲前，他在最后一篇日记里写道：―不能好事归自己，坏事归别人。‖ 

 

六 

 

  导弹兵李再林是渴死的。执行导弹残骸搜索任务时，他倒在了茫茫大漠里。他的身

后，有一条几百米长的爬行轨迹，他的头向着导弹的落点。那一年，他21岁，只见过导弹

残骸，却未曾有机会目睹它壮阔的升空。 

 

  高级工程师谢秀玉在病床上完成了最后一项课题。肺癌手术后，她把同事叫到病床前交代：―资料都在这个

包里，你们拿去用吧。‖同事们完成了她最后的成果，谢秀玉加了黑框的名字，被郑重地署在最前面。 

 

  潘仁瑾的丈夫刘明山，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原主任。两人是大学同班同学。1966年，刘明山毕业分到戈壁

滩，潘仁瑾留校任教。因为爱情，几年后，她也选择了大漠。丈夫住院，她去医院护理，没想到自己的病比爱

人还重，后来长眠在了这里。 

 

  …… 

七 

 

  他们安葬的地方，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风革命烈士陵园。 

 

  这里安葬着包括13位共和国将军在内的近700位英灵，平均年龄只有27岁。 

 

  有7位烈士的姓名无从查证，墓碑上仅有4个字：―烈士之墓‖。 

 

  车辆经过这里，会主动鸣笛；每次重大发射任务前，航天人会来这里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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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倒下了的人们依然能够看到高高的发射架，能够最早听见火箭的轰鸣，最早看到卫星和飞船升

空。 

  近代中国曾是连火柴都造不出来的末流国家。现在，中国是第五个独立研制和发射卫

星、第三个把人类送上太空的国家。 

  中国航天人的脚步为何如此之快？答案，其实就在东风革命烈士陵园如山的碑阵里。航

天是尖端技术，外国人给不了我们，必须靠我们自己。我们曾错过大海，请别再忘却星辰！ 

 

 

[全程回放｜纪纪纪念念念红红红军军军长长长征征征胜胜胜利利利888000周周周年年年文文文艺艺艺晚晚晚会会会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zczNzQ3MQ==&mid=2247490278&idx=2&sn=85ddebbd96c04a
32b66158cad670d5af&chksm=9f0b2f76a87ca6606354972053c1101bab15a54b2e98523c2158f26de0fe9b5

e96441b88f5c7&mpshare=1&scene=1&srcid=10255Fg01PFk4pJUZhXvMdZU#rd] 

 

 

 

《《《悠悠悠悠悠悠七七七十十十载载载，，，脉脉脉脉脉脉南南南开开开情情情   ---   南南南开开开校校校友友友会会会777000周周周年年年纪纪纪实实实》》》   
http://ourenglish.org/NKAlumni/NKAA70Years102516.html 

Ourenglish.org/ 我们的英语网站 

 

【视频】发发发现现现南南南开开开（（（FFFiiinnndddiiinnnggg   NNNaaannnkkkaaaiii）））南开大学延时摄影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gwNDg0MQ==&mid=200561325&idx=3&sn=83d2363b499248b
002f69e5d11033d7c&mpshare=1&scene=5&srcid=1022e8BCdeYacu7fpg8pMJ7G#rd 

 

走走走好好好新新新的的的长长长征征征路路路   

习习习近近近平平平为为为何何何强强强调调调必必必须须须全全全面面面从从从严严严治治治党党党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Y1MTUyNQ==&mid=2653264641&idx=1&sn=7b43cc6e86ebb3
7616af09c9942f1de9&chksm=bd90beeb8ae737fdf75bb22ebfc9669197847edeb6b4f836d6d1fb3c104cdf5

3ba7cbe6a9c93&mpshare=1&scene=5&srcid=1026VKMb3XfeIRsoaQa9s52k#rd 

2016-10-26  

按：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必须加强

党的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习近平把长征精神与党的建设相联系、再次

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有何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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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zczNzQ3MQ==&mid=2247490278&idx=2&sn=85ddebbd96c04a32b66158cad670d5af&chksm=9f0b2f76a87ca6606354972053c1101bab15a54b2e98523c2158f26de0fe9b5e96441b88f5c7&mpshare=1&scene=1&srcid=10255Fg01PFk4pJUZhXvMdZU#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zczNzQ3MQ==&mid=2247490278&idx=2&sn=85ddebbd96c04a32b66158cad670d5af&chksm=9f0b2f76a87ca6606354972053c1101bab15a54b2e98523c2158f26de0fe9b5e96441b88f5c7&mpshare=1&scene=1&srcid=10255Fg01PFk4pJUZhXvMdZU#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zczNzQ3MQ==&mid=2247490278&idx=2&sn=85ddebbd96c04a32b66158cad670d5af&chksm=9f0b2f76a87ca6606354972053c1101bab15a54b2e98523c2158f26de0fe9b5e96441b88f5c7&mpshare=1&scene=1&srcid=10255Fg01PFk4pJUZhXvMdZU#rd
http://ourenglish.org/NKAlumni/NKAA70Years102516.html
http://ourenglish.org/NKAlumni/NKAA70Years102516.html
http://ourenglish.org/
http://ourenglish.org/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gwNDg0MQ==&mid=200561325&idx=3&sn=83d2363b499248b002f69e5d11033d7c&mpshare=1&scene=5&srcid=1022e8BCdeYacu7fpg8pMJ7G#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gwNDg0MQ==&mid=200561325&idx=3&sn=83d2363b499248b002f69e5d11033d7c&mpshare=1&scene=5&srcid=1022e8BCdeYacu7fpg8pMJ7G#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gwNDg0MQ==&mid=200561325&idx=3&sn=83d2363b499248b002f69e5d11033d7c&mpshare=1&scene=5&srcid=1022e8BCdeYacu7fpg8pMJ7G#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Y1MTUyNQ==&mid=2653264641&idx=1&sn=7b43cc6e86ebb37616af09c9942f1de9&chksm=bd90beeb8ae737fdf75bb22ebfc9669197847edeb6b4f836d6d1fb3c104cdf53ba7cbe6a9c93&mpshare=1&scene=5&srcid=1026VKMb3XfeIRsoaQa9s52k#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Y1MTUyNQ==&mid=2653264641&idx=1&sn=7b43cc6e86ebb37616af09c9942f1de9&chksm=bd90beeb8ae737fdf75bb22ebfc9669197847edeb6b4f836d6d1fb3c104cdf53ba7cbe6a9c93&mpshare=1&scene=5&srcid=1026VKMb3XfeIRsoaQa9s52k#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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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说：―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 

 

我们谈论红军的长征，事实上也是谈论中国共产党。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组织和精神上走向成熟的跨

越，对于党的建设具有深远影响。 

 

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必须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全面

从严治党，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而矢志奋斗。 

 

全面从严治党，如何从长征精神中汲取能量？ 

 

 

2016年10月21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1. 从严治党是保持先进性的治本之举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句话，习近平常说。 

8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谱写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党的领导是理想信念的最终体现。 

 

习近平指出，长征的胜利启示我们：党的领导是党和人民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 

 

回顾长征中的每一个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都展示出强大的―挽狂澜于既倒‖、扭转乾坤能力。1935年1月召开的

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摆脱了错误的军事路线，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的

道路。长征途中，党中央战胜了张国焘的机会主义路线，避免了党和红军的分裂，为创建陕北根据地打下了坚

实的思想和领导基础。 

 

湘江血战、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红军各级党组织像一个个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挺立

在斗争的最前线；共产党员牺牲在前、吃苦在前、战斗在前，党员干部身先士卒，成为红军队伍的灵魂。四渡

赤水出奇兵、调虎离山袭金沙、飞兵抢占腊子口、运动歼敌直罗镇……党中央从实际出发，因敌制变、灵活用

兵，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战争奇迹。 

 

红军每迈出一个胜利的步伐，都是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结果。跟着党走，也成为广大红军战士面对困难时坚

定的选择。 

 

长征锤炼出的思想成熟，启示我们在新的长征路上，要加强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

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习近平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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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中，努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善党的领导、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治本之举。 

 

 

2016年7月18日至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宁夏调研

考察。这是7月18日上午，习近平在固原市西吉县将台堡向红军长征会师纪念碑敬献花

篮。 

 

 

2. 严明的纪律是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 

 

中国共产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 

 

长征取得胜利，与中国共产党重视纪律建设密不可分。 

 

毛泽东曾说：―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 

 

什么是自觉的纪律？ 

在长征途中，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瓢一碗，实在买不到粮食，摘梨子时也要求写明数量，按价把应交的

钱捆在树枝上；红军到达贵州茅台镇，无论首长还是战士去买酒，都按时价给钱，没有一丝一毫特殊……类似

的故事不胜枚举。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小故事背后，是中国共产党以铁的纪律从严治党的自觉和决心。 

在红军时代就形成并不断完善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47年更以命令形式固定下来。人民军队铁的纪律条条

款款定在实处，落在老百姓的心坎上。 

 

―所到之处，秋毫无犯‖，红军依靠严明的纪律形成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走过了万水千山。 

习近平指出，伟大长征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 

 

严明的纪律、优良的作风，是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十八大后出台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就是新时期

覆盖全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2016年9月23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在中

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英雄史诗不朽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

年主题展览‖。 

 

3. 从严治党必须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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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

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健全完善制度，深入开展纪律教育，狠抓执纪监督，养成纪律自觉，用纪律管住全体

党员。‖习近平这段话明确要求，始终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法律前面。 

 

80年前红军依靠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严明纪律，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80年后的今天，时代变了，条件变了，

但党的理想和事业没有变，党的守规矩、讲纪律优良传统没有变、也不能变。 

 

―纪律不严，从严治党就无从谈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以坚定的决心和超强的力度实践着―打铁还需自身

硬‖。 

 

从转作风直击积弊、扶正祛邪，到反腐败打虎拍蝇、抓铁有痕，再到严纪律从严治吏、抓关键少数，从严治党

的一系列部署在党的建设各个领域全面展开。 

 

习近平指出，―民族复兴梦想越接近，改革开放任务越繁重，越要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

面，用纪律管住全党，使纪律和规矩成为管党治党的尺子、不可逾越的底线。 

 

正在热播的电视专题片《永远在路上》震撼亮相，揭示一个个落马―老虎‖―苍蝇‖的贪腐细节。这些腐败案例一

再印证：破国法者，无不从破党纪开始，一旦跨过了党纪划定的红线，个人和组织都将付出沉痛的代价。 

 

10月24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召开，全面从严治党继续发力，全会将制定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

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进一步完善党的纪律。 

 

可以预期，这两个文件，将进一步严格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确保党的组织生活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将把

党内监督细化到条条款款，用监督保证执纪，为纪律这把―铁尺‖加钢淬火。 

（来源：学而时习） 

 

过过过   零零零   丁丁丁   洋洋洋   
            文天祥       年代：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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