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地產
美南报业电视传媒集团

美南日报 ● 华府日报 ● 达拉斯日报 ● 休斯顿黄页

美国政府制定刊登法律性质广告有效刊物周一版

WWW.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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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88休城讀圖

德州新聞

星期一 2015年6月15日 Monday, June 15, 2015

休城社區

˙機票﹕代售各大航空公司特價機票 ˙簽證﹕代辦中國簽證及取件服務 ˙美國境內遊﹕美東﹑美西﹑夏威夷﹑豪華遊輪 ˙為各學校﹑社團量身定做特別行程價格優惠

WWW.CHINATOURUSA.COM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10, Houston, TX 77036（美南銀行後棟）

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568--------------------------------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8889
CHINA TOUR USACHINA TOUR USA

美東 美加東 5-10天 代售中國、台北、香港特價機票

歐 洲

名人假期 翠明假期
( 西歐 南歐 東歐 北歐 蘇聯)

中 國 大 陸
USD49 USD99 特價團

上海 北京 張家界 九寨溝 昆明 西
安 長江三峽 海南島 廣州

特 價 團

日本$199 台灣$199 韓國 泰國$99
越南$99 杜拜 澳洲 紐西蘭

豪 華 遊 輪
墨西哥 加勒比海 牙買加
阿拉斯加 歐洲地中海

紐約，費城，華盛頓，尼加拉瀑布，
波士頓,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

耶魯大學，西點軍校。多倫多, 千島湖,
渥太華,蒙特利爾, 魁北克。

美 西
迪斯尼樂園 / 洛杉磯市區遊 / 好萊
塢環球影城 / 海洋世界 /聖塔芭芭

拉 - 丹麥村 - 矽谷 -舊金山-優勝美
地國家公園-胡佛水壩-西峽谷
“玻璃橋”(Skywalk)-南峽谷

黃 石 公 園
總統巨石 - 魔鬼峰 -大提頓

國家公園- 包偉湖 - 布萊斯峽谷

加 拿 大 洛 磯 山 脈
溫哥華－維多利亞－寶翠花園-
哥倫比亞大冰原－班芙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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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6月20號就是端
午節了，對於華人來說，無論身處世界的
哪一個角落，每逢佳節倍思親，而吃上地
道的應景家鄉美食，無疑是一解鄉愁的最
好辦法。端午節吃粽子，而最好吃的粽子
是嘉興肉粽。

在休斯頓，丁師傅是一塊響當當的金
字招牌。丁師傅的錦江酒家和位於家樂超
市內的家樂小廚生意都很火，食客如雲。
而要說做嘉興肉粽，則以丁師傅做的最正
宗。丁師傅做的嘉興粽子，糯而不糊，肥
而不膩，香糯可口，鹹甜適中，可謂一絕
。丁師傅制作的嘉興肉粽按傳統工藝配方
精制而成，選料十分講究，肉粽采用上等
白糯、後腿瘦肉、徽州伏箬，通過配料、
調味、包紮、蒸煮等多道工序精制而成。
別看小小一只肉粽，看似簡單，其實頗見
功夫。首先是制餡：包制鮮肉粽的餡，用
的是肥瘦適中去皮的腿肉，按橫絲紋切成
長方形的小塊，然後放入盆內，不用醬油
浸拌，而是加入少量的食鹽、白糖、味精
、白酒等，用手反復拌搓，直到肉塊出現

“小白泡”為止。這樣的肉餡煮熟後特別
香嫩，有火腿風味。如果按直絲紋切割，
再用醬油一浸，肉不易煮酥，吃起來還有
點醬油味。第二道工序是淘米：糯米是包
軋粽子的主料，不僅講究米質好，而且淘
米時有訣竅。就是淘得快，洗得凈，最後
用清水一沖，不再用手去攪拌。如此，過
15分鐘左右，米中積水就可以瀝幹了。因
為淘過的米吸水量少，用醬油拌米時，鹹
味就容易吸收進去。第三道工序是燒煮：
燒煮時也和一般煮法不同，不是用冷水，
而是用開水落鍋，不使粽子裏的味道走失
。丁師傅用上述方法包制出來的鮮肉粽，
剛起鍋時削開箬殼，放在瓷盆內，用筷子
均勻地夾成四塊，塊塊有肉，糯而不爛。
吃起來鮮滋滋，油津津，油而不膩，獨具
風味。
丁 師傅出身科班，又在上海的五星級錦
江飯店做過多年大廚，來美國後也一直從
事餐飲業，擅長各種中西菜肴，丁師傅的
錦江酒家以做上海菜而出名。前不久，家
樂超市三顧茅廬，邀請丁師傅出山來治理

“家樂小廚”， 丁師傅果然出手不凡，為
推廣健康養生理念，丁師傅燒出了道道少
糖、少鹽、少油的健康菜餚，充分利用食
材的原味，讓菜肴味美鮮甜。家樂小廚的
優勢還在於就在家樂超市裏面，家樂超市
天天提供多樣化有機食品、百餘種新鮮蔬
果，所以家樂小廚的食材既新鮮又便宜，
也能更多地讓利給顧客。

想吃丁師傅親手做的嘉興肉粽嗎？請
來丁師傅主理的錦江酒家和位於家樂超市
裏的家樂小廚。既可以一飽口福又可以一
慰鄉愁，豈不快哉？

錦江酒家：9968 Bellaire Blvd., #160（黃
金廣場） ,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995-0985

糖城家樂超市welfresh
地址：4635 Highway 6, Sugar Land, TX
77478
電話：281-313-8838

端午節請品嘗丁師傅做的嘉興肉粽端午節請品嘗丁師傅做的嘉興肉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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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廚房小廚房》》教做菜教做菜 休斯頓名廚休斯頓名廚———丁師傅—丁師傅正宗嘉興肉粽正宗嘉興肉粽

丁師傅做的嘉興肉粽丁師傅做的嘉興肉粽，，
個大餡多個大餡多，，實惠實惠！！

丁師傅丁師傅（（右右））和家樂超市的經理和家樂超市的經理Kevin HsuKevin Hsu許許
世新世新（（左左））共同打造家樂小廚共同打造家樂小廚

丁師傅親手做的嘉興肉粽丁師傅親手做的嘉興肉粽

華夏2014屆畢業生
返校凝聚深情厚誼意義深遠

六月七日下午的華夏中文
學校禮堂喜氣洋洋，王美琴老
師早早地守候在那，容光煥發
。原來，她去年的華夏畢業生
們相約在這一天返校聯誼，王
老師喜笑顏開，一看就難掩興
奮和激動之情，每一個回來的
孩子和家長也都互相打著招呼
，很多人都帶著鮮花獻給王老
師。

這個聯誼會的確是華夏辦
校20多年曆史上的第一次，因
此校領導馬莎理事長和黃玲校
長非常重視，她們都紛紛來到

了會場。大家都很關心也有些
好奇，那些離開華夏一年的畢
業生們現在的生活好不好？還
用中文嗎？對在華夏學中文的
歲月又是怎麼看？在眾多家長
、20多個到場的畢業生、部分
結業生代表和王老師目前執教
的九年級部分學生代表的期盼
中，聯誼會正式開始了。

畢業班張瑞同學的媽媽率
先發言，她通報了籌備這次活
動的初衷和組織情況。接著馬
莎理事長和黃玲校長先後致詞
，都肯定了王美琴老師出色的

教育成果並讚揚了畢業生們不
忘“母校”的情感。她們還寄
語同學們好好努力，希望將來
能從他們中間誕生出華夏的新
校長，話語中滿是長輩對後輩
薪火相傳中華文化的拳拳之心
、殷殷期待。

畢業班學生的兩位家長也
發了言。其中的一位是我們大
休斯頓地區的著名僑領、同時
也是美南電視台的主持人鄧潤
京先生，可是在這樣的場合他
就是以鄧德瑩的爸爸這個家長
身份來回顧他當年怎麼送年

幼的大兒子和
小女兒上中文
學校、怎麼參
與了華夏中文
學校的創校、
怎麼見證了美
國中文學校聯
盟 USACS 的
成立、及怎麼
定下“普通話
、簡 體 字 和
漢語拼音”為
海外教學的根
本。這些歷史
聽來讓大家都
感慨動容。鄧
爸爸還娓娓道
來當初如何與
暨南大學中文
教材編寫組的
互動互訪，往
事歷歷在目，
充分體現了華

人家長對下一代中文教育
有多麼的關切和投入。

接下來十幾位畢業班
同學相繼發言，每人的內
容和風格各不相同，但大
家都表達了對王老師由衷
的感謝，聽來讓人感動。
他們也提到了最開始來華
夏學中文有著抵觸和抗拒
，到後來被王老師兢兢業
業的教學和細緻入微的關
心所打動，到現在越來越
領略到了學中文的好處，他們
對華夏中文學校和自己父母的
感謝都是那麼的發自肺腑。

不可否認，這些學生都非
常優秀，有進“HARVARD、
RICE、MIT、哥倫比亞大學”
的，也有目前仍然在高中就讀
的。他們談到因為在華夏學了
中文，怎麼輕鬆連跳兩級之後
仍然完全勝任高中中文三級或
者免掉了高中的外語課程、怎
麼幫到了從中國來的學生、怎
麼在中國代表團來訪時給學校
當翻譯、怎麼得到了“魯迅青
少年文學”獎、怎麼在做義工
的時候幫到了英文不流利的華
裔家庭、怎麼在高中成立了
“中文俱樂部”等等。如此種
種顯示了這些畢業生的生活是
那麼的豐富多彩，而中文又給
了他們那麼多幫助和自信。因
此幾乎每個同學都表達了即使
離開華夏、仍然要繼續學好中
文的強烈意願。

聯誼會氣氛非常熱烈，不

知不覺的時間過得很快。發言
的最後兩位是黃家媽媽和林子
軒媽媽。黃家媽媽的老大黃金
玉是王老師的十一年級結業生
，她是從四年級開始跟王老師
學中文；老二老三老四是三胞
胎，現在都是王老師的九年級
學生。黃家媽媽是位化工工程
師，回憶她公司有中國的商務
往來就是認定要她幫忙。她很
直言不諱地告訴孩子們：“別
人不管你生在美國英文有多好
，一看你華裔面孔就認定你應
該會中文，而你如果不會的話
就是挺羞恥的。”另外一位林
子軒媽媽也盛讚了華夏校、王
老師及這次的活動，還作了一
首詩表達心聲：“重洋遠涉五
夷天，不改鄉音撫舊弦。華夏
中文傳孔孟，美洲國樂紹軒轅
。開學初啟傳承志，畢業還宣
展拓篇。更喜園丁勤砥礪，千
秋功業在當前。”

在活動的最後，校領導和
師生家長們一起合影留念，還

一起切開了象徵團圓的兩個大
蛋糕。王老師看著新舊學生齊
聚身旁，眉梢眼角都流淌著欣
慰、喜悅與慈愛。為了滿足同
學們想繼續學中文的心願，王
老師建立了“FACEBOOK群”
，這樣大家就可以常常在網上
交流學中文的心得體會，雖然
身在各處，卻心靈相通仍然可
以連在一起。
都說海外中文學校的教育好比
金字塔，低年級學生眾多，越
往上走人丁越稀少。但王美琴
老師憑著她對中文教育的熱愛
和對華裔孩子的愛心，在華夏
校領導的親切關懷下，硬是用
實例證明了金字塔一說並非絕
對。而這次她別出心裁的2014
屆畢業生的返校師生聯誼會更
顯示畢業生與“母校”的紐帶
和情感，從長遠來看為培養
ABC們傳承光大中華文化、回
饋奉獻華人社區有著深遠影響
。

華夏中文學校 蔣知勤撰稿

王美琴老師主持華夏2014屆畢業生返校聯誼會,黃玲校長,馬莎理事長
,家長大休斯頓地區的著名僑領、同時也是美南電視台的主持人鄧潤
京先生共襄盛舉(記者黃麗珊攝)

華夏2014屆畢業生,家長們,王美琴老師及黃玲校長,馬莎理事長,鄧潤京等返校凝聚
深情厚誼(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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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5年年55月月3030日晚日晚，，亞裔傳統月協會亞裔傳統月協會APAHAAPAHA在在WestinWestin
OaksOaks大旅館舉行盛大晚宴大旅館舉行盛大晚宴，，表彰喬治布什總統獎獲得者表彰喬治布什總統獎獲得者
Dr Jiajie Zhang(Dr Jiajie Zhang(中中))、、傑出企業獎孫偉根傑出企業獎孫偉根((左二左二))、、傑出社傑出社
區服務獎獲得者區服務獎獲得者Mandy Kao(Mandy Kao(右二右二))。。右為右為APAHAAPAHA主席主席
Betty GeeBetty Gee，，左為晚宴主席左為晚宴主席。。

20152015年年55月月3131日晚日晚，，休斯頓東北同鄉會主辦的為休斯頓東北同鄉會主辦的為
盲人蔣明明基金籌款鋼琴音樂會在聯合教會演出盲人蔣明明基金籌款鋼琴音樂會在聯合教會演出
廳舉行廳舉行。。圖為美國梁氏文化交流基金會主席梁成圖為美國梁氏文化交流基金會主席梁成
運將運將$$500500捐款支票和紐約朱莉婭音樂學院鋼琴教捐款支票和紐約朱莉婭音樂學院鋼琴教
授演奏的授演奏的DVDDVD全套交給蔣明明全套交給蔣明明，，勉勵她認真聽名勉勵她認真聽名
曲曲，，努力再提高努力再提高。。作為東北同鄉會會長李秀蘭作為東北同鄉會會長李秀蘭。。

20152015年年66月月66日日，，大休斯頓地區慶祝中國國慶大休斯頓地區慶祝中國國慶6666周年系列活動周年系列活動、、慶祝反法西慶祝反法西
斯戰爭勝利斯戰爭勝利7070周年系列活動暨國僑辦周年系列活動暨國僑辦““華星書屋華星書屋””捐贈圖書交接儀式在中國捐贈圖書交接儀式在中國
人活動中心禮堂同步舉行人活動中心禮堂同步舉行。。李強民總領事出席並與各大活動全體組委會成員們李強民總領事出席並與各大活動全體組委會成員們
大合影大合影。。

20152015年年55月底月底，，休斯頓中國人活動中心副執行長休斯頓中國人活動中心副執行長、、川渝同川渝同
鄉會會長鄉會會長、、QQQQ地產負責人卿梅女士地產負責人卿梅女士((左左))應邀出席第十屆世應邀出席第十屆世
界華裔傑出青年界華裔傑出青年““華夏行華夏行””活動後與國務院僑辦國外司司活動後與國務院僑辦國外司司
長王曉萍長王曉萍((中中))、、北京僑辦主任劉春峰北京僑辦主任劉春峰((右右))在北京告別餞行在北京告別餞行，，
並就助力北京申辦並就助力北京申辦20222022年冬奧會年冬奧會，，加強中國傳統文化海外加強中國傳統文化海外
傳播進行深入交流傳播進行深入交流。。

20152015年年55月月3131日晚日晚，，休斯頓東北同鄉會主辦的為休斯頓東北同鄉會主辦的為
盲人蔣明明基金籌款鋼琴音樂會在聯合教會演出盲人蔣明明基金籌款鋼琴音樂會在聯合教會演出
後後，，休斯頓東北同鄉會會長李秀蘭休斯頓東北同鄉會會長李秀蘭((左左))和美國梁和美國梁
氏文化交流基金會主席梁成運氏文化交流基金會主席梁成運((左二左二))特別為蔣明特別為蔣明
明小朋友明小朋友((左四左四))過六一兒童節生日過六一兒童節生日。。右為鋼琴學右為鋼琴學
校校長吳曉萍女士校校長吳曉萍女士。。

20152015年年66月月33日晚日晚，，休斯頓市長宣戰在亞洲協會劇場拉開序幕休斯頓市長宣戰在亞洲協會劇場拉開序幕，，首場辯首場辯
論的話題是文化和藝術論的話題是文化和藝術。。圖為華裔的好朋友圖為華裔的好朋友，，原海瑞斯郡警長加西亞原海瑞斯郡警長加西亞((
左左))、、夫人夫人((中中))和女兒和女兒((左二左二))與華裔女企業家及專家協會會長宋蕾與華裔女企業家及專家協會會長宋蕾(Grace(Grace
JaobsonJaobson，，右二右二))、、地產新秀劉妍地產新秀劉妍((右右))在論戰後合影在論戰後合影。。

20152015年年66月月44日日，，美國美國20162016年總統大選拉開序幕年總統大選拉開序幕。。剛剛於剛剛於
44月份宣布參選民主黨候選人的希拉裏月份宣布參選民主黨候選人的希拉裏••克林頓克林頓(Hillary(Hillary
ClintonClinton，，中中))在美國德州南方大學接受公共事務學院和法學在美國德州南方大學接受公共事務學院和法學
院 頒 發 芭 芭 拉 喬 丹 公 私 領 導 獎院 頒 發 芭 芭 拉 喬 丹 公 私 領 導 獎 (Barbara Jordan(Barbara Jordan
Public-Private Leadership Award).Public-Private Leadership Award).

20152015年年66月月33日晚日晚，，休斯頓市長宣戰在亞洲協休斯頓市長宣戰在亞洲協
會劇場拉開序幕會劇場拉開序幕，，首場辯論的話題是文化和藝首場辯論的話題是文化和藝
術術。。圖為世界名人網主持人張君瑭法學博士圖為世界名人網主持人張君瑭法學博士((
左左)) 現場采訪唯一的企業家候選人現場采訪唯一的企業家候選人 MartyMarty
McVey(McVey(左左))。。

本報記者
吳凱俊攝吳凱俊攝

20152015休斯頓啤酒節集錦回顧休斯頓啤酒節集錦回顧
（（本報訊本報訊））20152015年年66月月1313日日-- 1414日日-- 為期兩天的休斯頓啤酒節為期兩天的休斯頓啤酒節((20152015 Houston Beer Festival)Houston Beer Festival)在在Tranquility ParkTranquility Park舉行舉行。。設有設有7070多個攤位多個攤位。。提供超過提供超過200200款來自世界各地的啤酒佳釀款來自世界各地的啤酒佳釀，，以及各款以及各款

環球美食環球美食。。啤酒節的精彩樂隊演出也是一流的音樂啤酒節的精彩樂隊演出也是一流的音樂。。2020個樂隊演出個樂隊演出,, 33個舞台與高漲的派對氣氛遊戲及啤酒王比賽個舞台與高漲的派對氣氛遊戲及啤酒王比賽。。一年一度休斯頓的夏日派對盛事一年一度休斯頓的夏日派對盛事，，與朋友品嚐美食與朋友品嚐美食，，以及用冰凍啤酒驅散暑熱以及用冰凍啤酒驅散暑熱，，
感受歡愉的啤酒節快樂氣氛感受歡愉的啤酒節快樂氣氛。。

多個表演舞台多個表演舞台
，，搖滾搖滾、、結他結他、、R&BR&B
等連場音樂表演等連場音樂表演，，將將
強勁節拍及熾熱氣氛強勁節拍及熾熱氣氛
滲透至街區的角落滲透至街區的角落。。

不喝啤酒的人也不需要困擾不喝啤酒的人也不需要困擾，，這裡也有沙士無限暢飲這裡也有沙士無限暢飲,,假假
日一大早就排滿人潮日一大早就排滿人潮

多種類別啤酒品嚐多種類別啤酒品嚐
讓民眾們仿拂融入節慶讓民眾們仿拂融入節慶
氣氛氣氛。。

豐富的啤酒及美豐富的啤酒及美
食食,,場地街區內還有派場地街區內還有派
對遊戲對遊戲。。

除了各個種類的啤酒除了各個種類的啤酒
，，許多攤位還會提供美味許多攤位還會提供美味
的下酒小點心和食物的下酒小點心和食物，，像像
是香腸是香腸、、德式椒鹽餅等等德式椒鹽餅等等

現場舉辦啤酒現場舉辦啤酒
王比賽王比賽，，只要點選只要點選
啤酒就可參賽啤酒就可參賽，，只只
要在最短時間內一要在最短時間內一
飲而盡之人就能晉飲而盡之人就能晉
級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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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安裝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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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born Granite LLC實木櫥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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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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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冠地板皇冠地板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9am-6pm

總店：Tel: 281-988-0060 中文專線: 713-574-2432
11727 W. Sam Houston Parkway Suite G ,Houston, TX 77031

8號公路南北從WestAirPort出口

各大名牌各大名牌 工廠直銷工廠直銷 批發批發零零

※顏色﹑種類多
※庫存量大﹑現場提貨
※價優品優﹑服務好

休士頓南分店：電話：972-467-8510 地址：3310 Telephone Rd. Houston TX 77023 www.crownflooringhouston.com

休士頓最具規模專業老字號

複合地板 12.3mm $0.99/SF &UP(僅材料)
複合地板 12.3mm $2.35/SF &UP(包工包料)
實木複合 1/2" $4.99/SF &UP(包工包料)

花崗石台面
$15.50/SF &UP

Corpper Peach & Tea Brown

40余種顏色供選擇
$1500以上送不銹鋼水槽

˙實木﹑複合地板
˙花崗石台面﹑櫥櫃
˙各大名牌地磚﹑地毯
˙室內外裝修

新年酬賓大優惠

敦煌地板敦煌地板敦煌地板
上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832832--353353--69006900
832832--877877--37773777

地毯、磁磚、花崗石、
內外油漆、櫥浴更新。

8mm $$11..9999 /呎＆up

12.3mm $$22..3535 /呎＆up

12.3mm $$22..9999 /呎＆up

(高仿真複合地板)

$$44..99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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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

15% OFF

花崗石花崗石

平方呎

Peach &
Tea Brown

特價

帶按裝費帶按裝費＊

$$1414..9595

＊櫥櫃15%折扣
並有送貨及按裝服務

優質
楓木實木櫥櫃
軟滑軌關閉抽屜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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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肩雕 渊学
名院Aquila helia鄄
ca冤又名御雕袁是
隼形目鹰科雕属

的大型猛禽遥 体
长 73-84 厘米遥
体羽黑褐色袁头
和颈较淡袁肩部有明显的白斑袁在黑褐色的体羽上极为醒目袁很远即可
看见袁这是区别其他雕的主要特征遥滑翔时两翅平直袁滑翔和翱翔时两
翅亦不上举成耶V爷字形曰同时飞翔时尾羽收得很紧袁不散开袁因而尾显
得较窄长遥 幼鸟头皮黄褐色袁背具黄褐色斑点袁飞翔时尾常散开成扇
形遥 栖息于海拔 2000米以下的山地森林地带袁尤喜混交林和阔叶林袁
常单独活动遥 或翱翔于空中袁或长时间的停息于空旷地区的孤立树上
或岩石和地面上遥主要以啮齿类尧野兔尧雉鸡尧石鸡尧鹌鹑尧野鸭尧斑鸡等
小型和中型哺乳动物和鸟类为食遥 繁殖从摩洛哥尧西班牙等西北非洲
和南欧尧东欧往东到贝加尔湖尧伊朗东北部尧印度北部和中国遥 越冬于
非洲东北部尧印度袁偶尔到朝鲜和日本遥 白肩雕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袁
数量稀少遥

白肩雕
白肩雕

白肩雕前额至头顶

黑褐色袁头顶后部尧枕尧
后颈和头侧棕褐色袁后
颈缀细的黑褐色羽干

纹遥上体至背尧腰和尾上
覆羽均为黑褐色袁 微缀
紫色光泽袁 长形肩羽纯
白色袁 形成显著的白色
肩斑曰尾羽灰褐色袁具不
规则的黑褐色横斑和斑

纹袁并具宽阔的黑色端斑遥 翅上覆羽黑褐色袁初级飞羽亦为黑褐色袁内
翈基部杂有白斑袁次级飞羽暗褐色袁内翈杂有淡黄白色斑遥 下体自颏尧
喉尧胸尧腹尧两胁和覆腿羽黑褐色袁尾下覆羽淡黄褐色袁微缀暗褐色纵
纹袁翅下覆羽和腋羽亦为黑褐色袁跗蹠被羽遥
幼鸟头尧后颈和上背土褐色袁具细的棕白色羽干纹袁下背至尾上覆

羽淡棕皮黄色袁具宽的褐色羽缘袁尾土灰褐色袁具宽阔的皮黄色端斑曰
飞羽黑褐色袁内翈基部具不规则的灰白色横斑袁尖端淡黄白色袁翅上覆
羽暗土褐色袁内侧稍淡和具棕白色羽缘袁在翅上形成细的淡色横带袁飞
翔时极明显遥下体棕褐色袁颏和喉较浅淡曰胸尧腹和两胁缀以棕色纵纹袁
下腹和尾下覆羽淡棕色袁翅下覆羽和腋羽棕色袁具褐色羽缘遥 虹膜红
褐色袁幼鸟为暗褐色袁嘴黑褐色袁嘴基铅蓝灰色袁蜡膜和趾黄色袁爪黑
色遥

大小量度院体重裔1125g袁裔2900-4000g曰体长裔730-830mm袁意
787-835mm曰 嘴峰裔41-45mm袁 意43-46mm曰 翅裔560-600mm袁意
614-622mm曰尾裔253-285mm袁意295-342mm曰跗蹠裔89-95mm袁意
93-106mm遥 渊注院裔雄性曰意雌性冤

外形特征

栖息于山地袁可达海拔 1400米的高处袁也见于草原尧丘陵尧河流的砂
岸等地遥山地阔叶林袁和混交林袁草原和丘陵地区的开阔原野遥尤其喜欢
混交林和阔叶林袁冬季也常到低山丘陵尧森林平原尧小块丛林和林缘地
带袁有时见于荒漠尧草原尧沼泽及河谷地带遥

栖息环境

迁徙

白肩雕在中国是候鸟袁在新疆为夏候鸟袁在其他地区系冬候鸟和旅
鸟遥 迁来和离开中国的时间因地区而不同袁在北京见于 9月初和 11月袁
辽宁见于 10月尧11月和 5月遥
习性

常单独活动遥 或翱翔于空中袁或长时间的停息于空旷地区的孤立树
上或岩石和地面上遥
食性

主要以啮齿类尧野兔尧雉鸡尧石鸡尧鹌鹑尧野鸭尧斑鸡等小型和中型哺
乳动物和鸟类为食袁也吃爬行类和动物尸体遥觅食活动主要在白天袁多在
河谷尧沼泽尧草地和林间空地等开阔地方觅食遥 觅食方式除站在岩石上尧
树上或地上等待猎物出现时突袭外袁也常在低空和高空飞翔巡猎遥

生活习性

世界分布

分布于阿富汗尧亚美尼亚尧奥地利尧阿塞拜疆尧孟加拉国尧不丹尧波
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尧保加利亚尧柬埔寨尧中国尧克罗地亚尧捷克共和
国尧吉布提尧埃及尧厄立特里亚尧埃塞俄比亚尧格鲁吉亚尧希腊尧匈牙利尧
印度尧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尧伊拉克尧以色列尧日本尧约旦尧哈萨克斯坦尧
肯尼亚尧韩国尧朝鲜尧科威特尧吉尔吉斯斯坦尧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尧黎
巴嫩尧澳门尧马其顿尧摩尔多瓦尧蒙古尧黑山尧缅甸尧尼泊尔尧阿曼尧巴基
斯坦尧巴勒斯坦尧卡塔尔尧罗马尼亚尧沙特阿拉伯尧塞尔维亚尧斯洛伐
克尧苏丹尧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尧塔吉克斯坦尧坦桑尼亚尧美共和国尧泰
国尧土耳其尧土库曼斯坦尧乌克兰尧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尧乌兹别克斯坦尧
越南尧也门
旅鸟院白俄罗斯尧喀麦隆尧塞浦路斯尧丹麦尧芬兰尧法国尧德国尧意大

利尧利比亚尧立陶宛尧马来西亚尧摩洛哥尧波兰尧新加坡尧斯洛文尼亚尧瑞
典遥
中国分布

分布于新疆天山袁甘肃兰州尧武威尧张掖尧酒泉尧文县尧甘南尧河西尧
阿克塞尧碌曲尧玛曲袁青海青海湖袁陕西袁辽宁旅顺袁福建袁广东遥

分布范围

1990年成立的东鹰皇工作小组于 2006年提出保护行动进行调
查袁在亚洲渊特别是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冤袁以确定白肩雕繁殖和越冬
地和迁徙路线实现有益的林业政策遥 提高公众意识袁参与保护活动遥

非法砍

伐树木影响

了白肩雕的

生存袁导致其
生存生境的

丧失和改变袁
人为的干扰袁
毁坏鸟巢和

捕捉非法贸

易加上农业

扩张威胁等遥
再加上人类

的狩猎袁及其他死亡因素也可能构成它们的迁徙路线和越冬区威胁遥
1994年被评为全球性易危物种遥 不常见的季候鸟袁种群数量仍

在下降且已濒危遥指名亚种繁殖于新疆西北部的天山地区遥有时迁徙
时见于东北部沿海省份袁越冬于青海湖的周围尧云南西北部尧甘肃尧陕
西尧长江中游及福建和广东遥每年有少量至香港遥见野达贲湖自然保护
区冶遥中国各地发现白肩雕的记录袁显示 1994年调查总共在 6个地点
发现 11只次遥白肩雕在深圳湾东侧的双子鲤鱼山有 7只遥 2005年兴
凯湖候鸟迁徙简报记载袁发现白肩雕 2只遥 2011年 5月河北省邢台
钓友在朱庄水库附近树林发现 1只中毒病危的白肩雕经救治康复后
送至邢台动物园遥2013年 9月在北京门头沟区东灵山风景区袁发现 2
只白肩雕袁一雌一雄遥

种群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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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种爱不叫一厢情愿叫作死
我想高唱一首歌:爱恨就在一

瞬间袁举杯对月情似天袁爱恨两茫
茫袁问君何时恋袁菊花台倒影明月袁
谁知吾爱心中寒袁 醉在君王怀袁梦
回大唐爱遥

我想低吟一首诗: 问世间尧情
为何物袁 只教生死相许? 天南地北
双飞客袁老翅几回寒暑遥欢乐趣袁离
别苦袁 就中更有痴儿女遥 君应有
语袁渺万里层云袁千山暮雪袁只影向
谁去? 横汾路袁寂寞当年箫鼓袁荒烟
依旧平楚遥 招魂楚些何嗟及袁山
鬼暗谛风雨遥天也妒袁未信与袁莺几
燕子俱黄土遥 千秋万古袁为留待骚
人袁狂歌痛饮袁来访雁丘处遥

写作的欲望来源于叶堂吉诃德曳袁亦算不得共鸣袁只作感悟些许袁一
时间茅塞顿开袁畅快轻松遥在塞万提斯的笔下有这样一份情不知所起尧
爱不知所终的悲悯情感遥 这是一个关于马尔塞拉和格里索斯托莫的很
通病的爱情故事遥 如果仅只是无味的爱情故事袁也懒得提笔袁关键是故
事的背后所阐明的感情道理袁发人深思袁拍案叫好遥

马尔塞拉是个富翁家的孩子袁可惜的是袁她刚一出世母亲就死了袁
后来她的父亲也因了思念袁不久便去世了遥 年幼的马尔塞拉托付给了
她的一个在村里当本堂神父的叔叔遥 她有如若天仙一般的面容袁美艳
过人遥 十四五岁的她袁无人不感叹她的美丽袁很多人为之神魂颠倒遥 方
圆几十里的村子袁可谓是踏破了她们家的门槛提亲袁她只说暂时还不
想结婚尧自己还很年轻尧承受不了婚姻的压力遥 她的叔叔也是个本分
人袁虽知已到婚嫁的年龄袁可也不好违背她的心意遥 也就不再勉强袁想
等她再大一点儿袁到了愿意择夫的时候再说遥 还说了句很有道理的话院
长辈不该违背子女的心愿代其决定嫁娶遥 不过袁事情却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遥 没想到袁某天袁那个羞涩的马尔塞拉竟然一下子变成了牧羊女遥
没等人们来得及劝阻袁 就跟村里其他姑娘一起赶着自家的羊群上了
山遥 由于她把自己的容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袁黑压压一片一片的年
轻小伙子也都打扮成牧羊人漫山遍野地跟着她转悠遥

格里索斯托莫是某个村子里的富绅袁 曾去萨拉曼卡求学多年袁回
来后袁以博学多才闻名乡里遥 他会占星术袁借此还为家人及朋友发了
财遥 为人和善尧宽厚袁知书达理袁而且人还长得十分帅气袁还会写歌谣尧
话剧袁总之条件非常的不错遥 一天早晨袁他突然脱去学士袍尧换上羊皮
袄尧拿起赶羊棍袁装扮成了放羊的人遥 他改换装束不是为了别的袁正是
为了漫山遍野地追踪刚才提到的牧羊姑娘马尔塞拉袁可怜的格里索斯
托莫痴迷上了她遥

千万别以为马尔塞拉由于过起了自由自在的生活尧很少或者完全
不待在家里就不再检点尧甚至有失贞洁袁完全没有袁恰巧相反袁她极力
维护自己的名声袁以至于在众多的追求者中袁就没有一个敢于夸口说
那姑娘给了他某种哪怕是微小的希望遥 尽管她并不拒绝也不回避同那

些放羊的人接触和交谈袁但却总是彬彬有礼袁一旦察觉对方别有企图袁
即使是正式娶她为妻的合理愿望袁她也会将之拒于千里之外遥 她的这
种态度在这一带造成的不良影响袁 真是比她直接带来瘟疫还要可怕袁
因为袁她的温柔与娇媚让人热情如火袁而她的轻蔑与冷漠又使人心寒
意冷袁所以袁人们不知如何说她袁于是就破口大骂袁说她残忍尧不识好
歹遥

那些因为失意而痛不欲生的追求者们袁对她已经不再是爱袁简直
是崇拜遥他们习惯在树上刻马尔塞拉的名字袁有的上面还刻有皇冠袁那
位痴心人显然是想说马尔塞拉在他心中正如高贵的皇后一般遥时而有
人伴着缠绵的情歌哭泣袁时而有人叹着哀怨的小调遥对于所有人来说袁
美丽的马尔塞拉一直都是一个洒脱而轻松的胜利者袁但凡认识这个姑
娘的人都等着看她的狂傲能够坚持到什么时候尧谁最后能够有幸征服
她遥
然而格里索斯托莫因一己相思断送了自己遥 而他的朋友安勃罗西

奥根据他的遗言袁 将其葬在他第一次遇见了那个马尔塞拉的地方袁也
是他头一次向她表露了真挚的爱情的地方袁 还是马尔塞拉让他死心尧
断然拒绝了他的一片痴心袁同时也葬送了他悲惨的一生的地方遥 人们
说格里索斯托莫向往幸福袁却被唾弃;奉献痴情袁却被鄙夷;向虎祈怜尧
求石动心尧追风奔驰尧对空呼号袁一片真诚却换来寡义薄情袁正值华年
却成了死神的祭品遥

在格里索斯托莫生命的最后余光里袁他写了首名为叶绝命之歌曳的
诗遥

正当人们怀揣着马尔塞拉是多么狠心尧格里索斯托莫是多么痴情
的情感袁准备将格里索斯托莫安葬时袁马尔塞拉出现了遥 正当时袁有人
说:你这条害人的毒蛇啊! 你来这里袁难道是想看看那个被你狠心害死
的可怜人是否会一见到你就伤口流血?你来这里袁是为炫耀自己的杰
作袁还是要像凶残的尼禄袁前来欺辱这冤魂的遗体?

然而马尔塞拉近乎冷静地说道:我是为自己而来袁来说明袁格里索
斯托莫的不幸和死亡不该归罪于我遥 所以袁我恳请在场的诸位能够听
我解释遥

按照你们的说法袁上天给了我以美貌袁这姿色使你们不由自主地
爱上了我袁因为你们爱我袁你们就觉得或者希望我应理所当然地爱你
们遥按照常理袁我懂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很可爱袁但是袁我不能同意院因
为美而招人喜爱的人袁由于被人喜爱袁就必须去喜爱喜爱他的人遥再说
啦袁爱美的人本身可能很丑袁丑便招人讨厌袁所以决不能说袁因为你美袁
我爱你袁尽管我丑袁你也必须爱我(铁木君觉得这样的美丑定义着实荒
谬)遥
然而袁就算双方都很漂亮袁也不一定就会互相倾慕遥不是所有的美

都能产生爱的感情遥有的虽然悦目袁但却不能让人动心遥如果只要美就
能让人倾心爱慕袁事情可就麻烦啦袁谁也不知道将会怎样结束遥由于长
得美的人不计其数袁追求的人自然也就很多遥据我所知袁真正的爱情是
专一的袁发自内心而非勉强遥 既然这样袁至少我是这么看的袁你们有什
么理由只凭你们说很爱我而我就必须爱你们呢?反过来讲袁请你们告
诉我院如果老天让我生得很丑袁我是否可以抱怨你们不爱我?更何况袁

你们也应该明白袁一个人的容貌不是由自己决定的袁我长成这个样子
完全是上天的恩赐袁我没有选择遥 毒蛇不能因为天生具有可以杀人的
毒牙而受惩罚袁我更不该由于长得漂亮而有什么过错遥 正派女人的姿
色就像远处的火堆和锋利的宝剑袁不去招惹袁绝对烧不到你的身上也
不会伤到你的一根毫毛(铁木君五赞)遥诚实与操守是心灵的标志袁失去
了他们袁肉体只是徒有其表袁无论如何也美不了遥如果说诚实是最能体
现肉体和心灵之美的品德的话袁 一个因为长得美而被人追求的女人袁
难道应该违心地去迁就一个为了一己私欲而想方设法地想使她屈服

的男人的企图吗?
我生来无拘无束遥 正是为了可以自由地生活袁我才选择了这荒漠

的田野遥我以山林为伴袁把清澈的溪流用作镜子袁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
树木和流水遥 我就是那远处的火堆和宝剑遥 有人贪恋我的姿容袁但是袁
我早就已经对他们说得很明白遥 如果他们仍旧抱有幻想袁绝对不是因
为我给了格里索斯托莫或者其它人以某种指望袁所以袁不论他们当中
的任何人出了什么事情袁只能怪他们执迷不悟袁而不是因为我冷酷无
情遥有人认为袁既然他们出于真心袁我就应该给予回报遥但我要说的是袁
就在这儿袁在你们挖坑为墓的地方袁他对我表白了自己的美好愿望袁我
亦对他说自己想终身不嫁袁 而将纯洁的身躯和美丽的容颜留给大地遥
这话已经讲得够清楚的了袁可是他并不死心袁偏要一意孤行袁怎么能够
不在命运的海湾里翻船呢?

我的这一表白对每一个人倾慕我的人适用遥请记住袁从今往后袁如
果再有人为我而死袁那也肯定不是死于嫉妒和遭到鄙夷袁因为一个不
爱任何人的人不该引起任何人的犯忌袁而说明自己的想法不能被认作
是轻蔑遥说我凶狠歹毒袁那就把我当作险恶有害之物袁不予理睬;说我寡
情少义袁那就不要再献殷勤;说我冷漠袁那就别来搭讪;说我心狠袁那就
不要跟我纠缠遥我凶狠歹毒尧寡情少义尧冷漠心狠袁但是袁绝对不会理睬
你们尧不会对你们献殷勤尧不会同你们搭讪和纠缠遥既然格里索斯托莫
死于自己的浮躁和痴心妄想袁为什么要责怪我的洁身自爱?既然我与
草木为伍以保清白袁 为什么希望我不被污染的人却要我断送这份纯
真?

我天生任性袁不喜欢受到约束遥我既不钟爱也不轻蔑任何一个人袁
不会既耍弄着这个又向那个示好袁 没有既跟这个调笑又同那个嬉闹遥
同附近的村姑们正当往来和照看自己的羊群是我真正的乐趣袁我的一
切愿望在这片山野就能得到满足袁 有时候虽然可能超出这一界限袁那
也只是为了欣赏蓝天的悠远袁是灵魂对原初居所的倾慕遥她话音一落袁
没等任何回答袁转身就进入了旁边的一片密林袁渐渐消失了遥

最后堂吉诃德这位纯屌丝给予了总结:任何人袁无论是什么地位和
身份袁都不得去追踪美丽的马尔塞拉袁否则袁必将受到鄙人的严惩遥 她
已经用清楚的理由充分地表明袁自己在格里索斯托莫之死的问题上基
本没有过错袁而且无意屈从于任何一位追求者遥因此袁她不仅不该再受
跟踪与骚扰袁而且应该得到所有人的尊重和赞美袁因为袁她已经表明自
己是世界上惟一怀有那么高尚情操的人遥

这是一段多么让人大彻大悟的的爱情故事袁关于延伸出的感情哲
学不由得铁木君再画蛇添足了遥那么铁木君再说点别的袁本以为叶堂吉
诃德曳是一本一路征杀尧恶搞袁屌丝四起的野逗比演义冶遥 胯下野若昔难
得冶袁一路摧城拔寨袁没曾想还有过这样的哲理性事件袁可喜可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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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弟袁来自台湾袁曾经以歌手和综艺节目主持
人的身份在台湾家喻户晓袁2008年加盟湖南卫视的
热门栏目叶天天向上曳袁以其机敏尧幽默的主持风格
和全方位的才艺迅速赢得内地观众的喜爱遥 2009年
3月袁他获得叶综艺曳报社和搜狐娱乐频道联合颁发
的野最具潜力主持人冶大奖遥

有资深人士预测袁在
未来的几年里袁欧弟将成
为内地观众最熟悉和喜

爱的综艺节目主持人遥如
果你看过他主持的节目袁
你就会知道袁此言非虚遥

欧弟今年 30岁袁30岁才拿到一个野最具潜力主
持人冶的奖项袁意味着他在内地综艺界袁路还很长袁
可是他说他不惧怕袁这份坚定的信心袁来自于他一
路走来的风雨兼程尧痛苦伤痕遥

单飞之时袁前途一片迷茫
很多人最初知道欧弟袁是因为他曾和罗志祥做

过一个叫做野罗密欧冶的演唱组合遥 做一名歌手一直
是欧弟的梦想袁18岁生日的时候袁 他在自己胳膊上
刺上了一只蝙蝠袁以此代表自己要一辈子当歌手的
决心要要要蝙蝠是靠超音波来捕捉猎物的遥

很多人都曾看好当初的欧弟袁认为罗志祥只负
责耍帅袁而欧弟负责歌艺袁只可惜后来发生的事情袁
简直比戏剧还让人难以预料遥

由于台湾的政策袁每个成年男子都得服两年兵
役袁欧弟无法例外袁而罗志祥因为腿部的疾病可以
免服兵役遥 临行前袁欧弟拖罗志祥替他照顾自己的
女友Makiyo袁可是服兵役期间袁女友却移情别恋袁对
象不是别人袁正是欧弟最为信任的朋友罗志祥遥 一
个是自己的哥们袁一个是自己心爱的女孩袁这个打
击让欧弟难以接受袁很多年以后袁他在接受一个访
谈节目的访问时袁谈及此事袁仍然泪流满面地质问院
野Makiyo袁你多等我一些时间能死吗?冶

这次情变直接导致的结果是野罗密欧冶解散袁刚
刚开始启动的音乐事业陷入停滞袁 欧弟独自一人袁
看不到前途有一点点光亮袁 甚至吃饭也成了问题遥
最窘迫的时候袁他只有去一些电视剧组演一些没有
台词的小角色袁 其实也就是一些挨打的 野人肉沙
袋冶袁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遥 好不容易午餐时间
可以休息一阵子袁他躲在角落里吃着盒饭袁突然现
场工作人员喊院野开工! 冶他立即放下盒饭袁走到摄像
机前头袁准备挨打遥 对方一个货真价实的大巴掌扇

过来袁他踉跄几步袁嘴里还没来得及咽下去的饭菜
全都吐了出来遥 导演没有问他伤着了没有袁而是破
口大骂院野妈的袁 饿死鬼投胎啊袁 就知道吃吃吃! 重
拍! 冶对方又是劈头一个货真价实的大巴掌袁扇得他
眼冒金星脑子发木袁他扶着桌子摇摇晃晃跑到角落
里袁坐下来袁好久才缓过神来遥 没有眼泪袁对他来说
眼泪太矫情了袁只有那种深切的耻辱感袁让他至今
难忘遥

可是又能怎样?很多时候袁甚至就连这样挨打的
机会袁也不是说有就有的遥 人生的低谷袁就是如此
吧袁他说他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子院熬遥 每天晚上躺在
床上袁他都会松一口气院好的袁又熬过去了一天遥

有一次他参加综艺节目袁主持人故意问他院野欧
弟袁听说你要出专辑了啊?冶他反应很快野是啊袁我的
专辑七月四号就要发行了遥 冶这一下轮到主持人好
奇了院野真的?你真有专辑啦?冶他一脸坏笑院野只是不
知道哪一年就是了遥 冶他的这份急智袁被在场的台湾
综艺界的大哥大胡瓜看在眼里袁胡瓜问他野有没有
想过往谐星那边发展呢? 我觉得你有这方面的潜
质遥 冶

他回家想了一个晚

上袁 歌唱是他最大的梦
想袁可是眼下饭都吃不上
了袁成天挨打袁还谈什么
梦想呢?暂时的放弃是为
了更好的起飞袁他这样告
诉自己遥 第二天袁他去拜见胡瓜袁一见面就乖巧地磕
了个头院野师傅! 冶胡瓜收下了这个徒弟袁将他带在身
边袁于是他出现在了很多综艺节目里遥

很快袁他就让人不容小视袁尤其是他的模仿袁简
直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遥 有一次节目做张学友
的访问袁制作单位事先安排欧弟在幕后唱张学友的
歌曲袁歌神竟然没听出来这是模仿袁还一个劲地问
野这是哪一年的版本?冶

有如此好的天分袁再加上勤奋要要要他可以为了

练一个舞蹈动作练到自己的胳膊脱臼的程度袁很快
他就脱颖而出袁不用胡瓜带袁他也能接到主持活了遥
他开始赚钱了遥

一个困境似乎总算是安然度过袁而另一个人生
困境正在不远处等着他遥

替父还债袁压力不堪重负
欧弟的父亲是一位跆拳道教练袁从小爸爸就是

他的偶像袁 在他的主持工作刚刚步入正轨的时候袁

爸爸改行从商被骗袁 结果借黑帮的高利贷无力偿
还袁最终累计到几千万台币遥 作为家里惟一的儿子袁
欧弟责无旁贷地要替父亲偿还这笔债务袁 否则袁父
亲就会被黑帮砍死遥

为了寻求工作机会袁
他讨好所有的人袁只是希
望能给人家留一个好合

作的印象袁有工作的机会
时叫上他遥于是很多人都
说他擅长溜须拍马袁 为人圆滑世故袁 对此欧弟说院
野其实谁愿意过那种热脸贴人家冷屁股的日子袁没
办法袁 自我的尊严和父亲的生命比起来哪个更重
要?冶

有一次袁一家企业举办新年晚会袁邀请了一位
在台湾很知名的主持人去主持袁却在价格上产生了
分歧袁结果这家企业决定放弃这位主持人转而邀请
欧弟遥 欧弟很为难袁因为这位主持人是提携过他的
前辈遥 按情理袁他不应该接这个活儿袁可是袁这家公
司开出的出场费却让他无法拒绝要要要他需要钱呀!
最终袁他接下了这个主持袁那位前辈得知以后袁感到
愤恨难平袁一时间袁台湾的综艺界都说欧弟这小子
过河拆桥袁只认得钱袁毫无情义可言!

无处不在的鄙视的眼光和现实的困境袁终于让
欧弟不堪压力袁割脉自杀袁被发现送到医院抢救遥 就
在医院住院期间袁 黑社会带着欧爸爸一同前来追
债袁欧爸爸还抓着他受伤的右手签了一张新的本票
噎噎连他的师傅胡瓜都看不下去袁说院野有这样一个
爸爸有什么用?还不如和他断绝关系! 冶可是欧弟对
此没有半点的抱怨袁他说野我就在那个时候意识到
自己是一个连死的资格都没有的人袁我死了袁我爸
就会死遥 冶他从此再也没有动过自杀的念头袁甚至成
了一个特别惜命的人袁 他为自己买了大额保险袁就
是希望如果自己万一出了意外袁父亲不至于走投无
路遥

这样常人难以想象的辛苦袁欧弟撑了过来遥 还
完父亲全部债款的那一天袁 他抱着自己的女友痛
哭袁他对女友说院野亲爱的袁我可以买房子了袁我可以
拥有一个家了遥 冶

也许欧弟的人生袁注定像海上的波浪袁起起伏
伏袁永无宁日遥 就在他准备开始放慢脚步享受人生
的时候袁台湾的许多综艺节目开始不景气袁收视率
大幅度下滑袁和他有合作的大哥胡瓜尧吴宗宪袁都相
继淡出袁欧弟开始担任许多节目的第一主持人遥 不

像在以前袁他都是站在大哥的身边袁尽情发挥自己
的才艺袁现在一旦当上了主力主持人袁他要照顾到
全场的观众和嘉宾袁 要注意整个节目的流程和节
奏袁一分心袁他的急智和才艺就无法发挥袁一时间袁
批评如潮遥

移植长沙袁重新开拓一片天
一株来自台湾的橘子袁移植到了长沙袁水土不

服袁是可以想像的遥
欧弟发现自己在台湾主持综艺节目所积累的

经验袁在内地完全用不上遥 他找不到内地观众的野笑
点冶袁有时候说了自认为很有意思的话袁可是看看台
下的观众却毫无反应袁他开始不自信袁在台上不知
该说什么遥那 时候的他袁晚
上总是做同 一个噩梦院梦
见自己站在 台上袁可是手
里的麦克风 怎么也发不

出声音袁他说 着袁别人却听
不见他说什 么袁他好像只
是一个自说自话无人搭理的小丑噎噎他总是一身
冷汗地惊醒过来袁醒来之后再也难以入睡袁大睁着
眼睛看着宾馆的窗外袁心情晦涩到极点袁却不知道
可以和谁分担遥 那是他在内地最为黯淡的时光袁几
乎就要撑不下去遥

他严重怀疑自己是不是能在内地立足袁他给师
傅胡瓜打电话袁问自己如果回去还有没有可能遥 师
傅骂他一野开弓没有回头箭袁你既然去了袁就要混个
样子再回来袁否则回来也是丢人现眼!没人看得起! 冶

没有退路之后只能勇往直前袁尽管在台湾已经
有了不小的名气袁但是这一次袁欧弟告诉自己必须
将自己重新归零袁就当是一个新人遥

心态调整好了袁他主持的时候就放松了袁反正
是一个新人嘛袁做得不好也可以原谅自己遥 他虚心
向同行诸教袁逮谁叫谁老师遥 他发现有时候在节目
中秀两句当 地方言袁
是很容易将 观 众 逗

笑的法宝袁 就 和 湖

南卫视开电 梯 的 小

姑娘说好袁请她教授自己湖南话袁每周上两个小时
的课袁一小时 80块人民币遥 这之后每次进电梯的时
候袁遇见这个小姑娘袁欧弟总要恭恭敬敬地鞠个躬袁
叫声老师袁这已经成了湖南卫视的一个趣闻遥

希望，在每个拐弯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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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YOTATOYOTA
Sterling McCallSterling McCall

9400Southwest Freeway HoustonTX77074

超低的價格和優質的售後服務
不是吹出來的，放眼Houston所有的TOYOTA車行

唯有我們的銷售團隊做到了
當您決定買TOYOTA之時，請務必聯絡我們

我們會不惜一切代價不惜一切代價不惜一切代價 讓您成為我們的顧客

休城唯一，堪稱全美唯一
華人"一條龍"銷售，貸款，售後服務團隊

(銷售部經理)
由Steven Ye和David Luo提供超低售價，眾口皆碑

(貸款部經理)
由Ray Lee幫你完成貸款和過戶手續，簡便快捷

(服務部經理)
由David Wang為您解決任何疑難雜症，開的安心

Steven Ye葉
(713)518-3169

David Luo羅
(713)732-8388

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

2015年新車提前清倉

請速與我們聯繫
(713) 518-3169

前所未有2015年
4月份特惠方案

2015年份所有車型提供
零利息貸款或高至
2500元現金折扣

（Tacoma,Sequoia除外）

☆精通保險理賠法，AAA, 州農場保險指定修護廠
☆USAA, FARMERS, ALLSTATE, TEXAS
FARMERS BUREAU,G.M.A.C. 等等
OPEN SHOP PROGRAM

☆鈑金修護，爭取減或免自付款，保證復原如新
☆最新電腦控制，下吸式，氣熱，無塵烤漆房
（原廠標準，且有終身保證計劃）

☆修護期間，備有免費（收費）租車
☆全車開入式拉大樑機（三臺）

高價收買
三年內
車禍車

˙噴射式引擎，電腦控制系統專家

˙精修電系，噴射式供油系統

˙四輪（電腦鐳射）定位

˙原廠標準保養，冷暖氣

˙引擎修護，剎車，底盤，變速箱等等

˙州政府汽車安全年檢

Bellaire Auto Services & Collision
地址：762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Bellaire & SW Freeway）萬 利 車 行

誠信可靠……高能技師……技術一流……工作保證……價格合理……服務親切……嶄新設備

一 條 龍 維 修 服 務 中 心

．．完整檢測汽車中心
．．引擎調整
．．原廠配件
．．剎車、防凍液、傳動系統
．．方向盤及僻震器

．．皮帶、水喉
．．電池、開動器及整流器
．．防止損壞定期檢驗
．．州政府汽車安全年檢
．．價位保證滿意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六
9:00AM-6:00PM

電話：713-484-7777

州政府汽車安全年檢
（請攜帶保險卡）

○誠徵有經驗的修車技師

鈑金部
免費估價

Stanley Cheung
張 華

832-766-9888 （通國語、粵話）
10595 West Sam Houston Parkway S.

Houston, TX 77099
(US 59 South @ Beltway 8)GillmanHondaHouston.com

自1938年就開始服務華人社區

2015 Honda Accord EX-L
9520 Kirkwood Rd ste A1 TX 77099（和Bissonnet交界，Food Town對面）

安發車行
手機：281-827-9393 保羅
公司：832-664-8933

★銀行拍賣汽車，
絕對沒有碰撞紀錄

★可分期免費汽車保養
★可以代買任何拍賣汽車

買賣汽車交換買賣汽車交換買賣汽車交換 高價收車高價收車高價收車

星期一 2015年6月15日 Monday, June 15, 2015 星期一 2015年6月15日 Monday, June 15, 2015

營業時間:Mon-Sat. 9am-6pm

13230 Murphy Road #600 , Stafford, TX 77477
www.theyukongroup.com

˙實木地板
˙全木櫥櫃
˙超耐磨強化復合地板
˙磁磚
˙天然大理石/花崗石

8mm $$22..4949 /呎

12mm $$22..9999 /呎

(包工包料)特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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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卓越追求卓越，，追求品質追求品質，，追求完美追求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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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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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福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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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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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買地板

送送靜音地墊

環球百葉窗簾環球百葉窗簾環球百葉窗簾
百葉窗簾耐磨、耐腐蝕，有藝術感，是高
檔生活和身份地位的象征。
翻開百葉窗簾，您看到的，不只是外面的
自然風光，還有心靈深處家的溫馨。
訂做新穎，雙層卷簾窗簾

木質百葉窗專家

WWW.eweb4u.net/blinds
Email：cd_order@yahoo.com

電話：832-310-3532
傳真：832-201-7897

隔熱、環保、省電、美觀
免費估價、到府安裝

CD Global Shutter Inc.

9600 Bellaire Blvd ,Suite116,Houston TX 77036 DYNASTY PLAZA (王朝)
展示廳 ( Show room）:

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擴大營業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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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達石業公司

North

反應迅速 專業施工 工廠直銷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GRANITE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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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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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內付清，可享12個月無息分期付款。

2999

咨詢電話：281-965-7485
281-908-3750

～讓陽光來去自由～讓陽光來去自由～讓陽光來去自由新穎窗簾新穎窗簾(C.O.A.X.)(C.O.A.X.)

˙9600 Bellaire Blvd ,Suite116,Houston TX 77036 DYNASTY PLAZA (王朝)
˙Ritaco.10060 W Sam Houston Pkwy .Suit 180 Houston Tx 77099

展示廳 ( Show room）:
可訂做木制百葉窗

室內窗戶裝飾可以體現主人的風格與品味。
◎您想裝扮一個有品味的家嗎？
◎您想擁有冬暖夏涼又能保護隱私的窗戶嗎？
新穎窗簾色澤豪華、內藏貴氣，與眾不同。
新穎窗簾好產品、價格優、款式新、顏色多。

網站：www.flightblinds.com

责任编辑：王卿

幸福的夫妻离不开共同成长 异地恋军人晒“穿越情侣照”远距离恋爱经营有道
很多女人会觉

得袁 我嫁给一个人
呢袁 我就是他的了遥
从此袁 高枕无忧袁其
实袁你嫁给他袁只证
明那一刻你是属于

他的袁或者他是属于
你的袁 在法律意义
上袁你们俩是彼此有
关系袁但关系随时都
会发生变化袁这是人
类的特性之一遥 就是
动物界袁 也不是交
配尧一起生子后就永
远在一起的袁也有组
建了家庭后离开的遥

女人要明白袁当
男人娶你回家的时

候袁他只是完成了一
个阶段性任务袁而接
下来他还有许多任

务需要征服袁 比如袁
事业的新胜利袁人生
的新丰收袁甚至是其
他的女性噎噎不要
觉得这是男人无耻袁
就是女人袁心里也会
想袁有没有更好的伴
侣遥 人都是喜新厌旧
的袁吃着碗里看着锅
里袁只不过袁你是否
遇到这个机会袁是否
有这个勇气袁是否有
这个实力遥 有些人魅
力全消失了袁走到人
群里也没人关注袁哪
有什么机会遥 而有的
人袁 却依然魅力四
射袁让许多人觊觎遥

这么说是想告

诉女人袁 婚姻里袁最
不能停的是成长袁甚
至是逆生长遥 因为只
有学习才能让一个

人永葆青春袁即使年
华老去袁内心也依然
保留一片青春曰即使

皱纹爬上你的脸袁但
却不会爬上你的心遥
当一个女人拥有无

比的思想与智慧后袁
他会让男人觉得袁她
不可小觑遥 而当一个
女人学习停止后袁她
的容颜如果也跟着

憔悴袁那她很快就会
被男人嫌弃遥
男人也一样遥 为

什么有的男人可以

让太太一辈子仰慕袁
因为他总在成长遥 如
果男人的成长停止

了袁他就会像被潘金
莲嫌弃武大郎一样袁
被女人嫌弃遥 嫌他事
业不够发达袁赚的钱
不够多袁嫌他社会地
位低下袁中年了还是
一个屌丝袁这种嫌弃
会让女人下决心离

开他遥 而男人如果生
长得好袁他不仅能得
到太太的敬重袁也会
受到其他女性的青

睐袁这一点是毫无疑
问的遥 比如王石袁如
果他不是万科的老

大袁如果他不是去美
国游学袁如果他不去
登珠峰袁田朴珺是不
会看上他的袁正因为
他老而弥坚袁学习力
超强袁他拥有了与年
轻女人共同游戏的

能力与机会遥
我曾经有个学

生袁是理发行业的新
锐袁他刚来深圳的时
候袁 谈了一个女朋
友袁比他成熟袁那时
他觉得自己青涩袁需
要一个姐姐带领自

己袁提升自己遥 这还
挺不错遥 结婚之后袁

他除了继续进修美

发行业袁还修行了身
心灵袁以及其他许多
课程袁 思想进步飞
快袁而他老婆还在用
过去那一套管他遥 他
觉得不舒服袁 不对
劲袁甚至蠢蠢欲动想
要出轨袁这令他很烦
恼袁但也不知道问题
出在了哪里遥 我告诉
他袁问题就出在他成
长了袁而他老婆止步
不前遥 止步不前的老
婆还在用过去的方

法对待他袁而他早已
不是那个他了遥 他恍
然大悟遥 原来袁男女
出轨并不真的为了

性袁而只是因为他们
的频率不在同一个

层次了遥
当你爬上高峰袁

而你的伴侣还在谷

底徘徊袁你是去谷底
拉 Ta还是想找一个
能和你一起站在峰

顶的人钥 你拉一次可
以袁两次可以袁三次
以后你就不耐烦了袁
厌倦了袁 然后你会
想袁 你怎么能和 Ta
一起欣赏山顶的风

光呢?看来是不能了袁
所以你非常烦恼遥 有
体谅心的人袁会自己
忍着袁 自我压抑袁薄
情一点的袁就直接换
人了遥

所以袁 同步袁同
频非常重要袁如果不
同步袁 就可能被抛
下曰 如果不同频袁就
可能互相不懂袁这是
出轨的根本原因袁也
是婚姻里最可怕的

地方浴

兰州军区某红军团

副政治指导员崔豪与兰

州军区空军某雷达旅女

兵排长周茜袁是一对身处
异地的军旅恋人袁他们把
各自日常生活的瞬间用

照片拼接在一起袁组成了
一组野穿越时空冶的浪漫
合影遥

现实中生活中袁这对
军旅恋人一个身在西安袁
一个身在银川袁虽然相隔
遥远却彼此支持鼓励袁他
们用照片记录下军旅野双
城冶故事袁再巧妙地把照
片拼接起来袁两个人虽山
水之遥袁 却似乎并肩偕
行袁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
为事业为爱情的那份付

出与坚持遥
都说野距离产生美冶袁

但在异地恋中袁却常常是
距离产生了袁美没了遥 异
地恋的这种魔咒究竟如

何打破钥 为你盘点异地恋
的六大技巧与禁忌浴

沟通最重要遥 恋爱
中袁良好的沟通十分重要
的遥 而在经常见不到面的
异地恋中袁就显得更为重
要袁因为不能面对面交流
会大大提升沟通的难度遥

肢体语言和

面部表情是

伴侣们互相

理解的重要

信息渠道 袁
但在电话中

交流显然做

不 到 这 一

点袁 视频聊
天虽然好一

点袁 但也会
有信息的缺

失遥所以袁怎
么确认你正

确地理解了

对 方 的 意

思袁 就变得
非常重要遥

听起来

似乎很难 袁
但是如果双方都能做到

直接说出自己的感受和

想法袁那就容易多了遥 千
万不要说一半藏一半袁让
对方去猜测遥
创造见面机会遥 和你

的伴侣一起做些计划袁看
看两个人什么时候能够

见面遥 抱有期待和制定计
划是异地恋中非常重要

的一环袁当然袁这个计划
要在你们的时间和经济

能力能够承受的范围内遥
要注意的是袁不要对

见面的频率期望太高袁这
样反而会对你们的关系

不利遥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
况做出计划袁然后好好享
受在一起的时光袁才是最
重要的遥

借助一切通讯手段遥
在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袁
异地恋的童鞋们也有了

更多的选择遥 除了短信尧

电话 袁社
交媒体和

一些视讯

软件也是

不错的选

择遥
用不

同的方式

和你的伴

侣交流 袁
会让你拥

有不同的

被人思念

和牵挂的

感觉 袁这
也是一种

不错的体

验呢浴
不要

忽略言语

交流的重要性遥 虽然可以
借助多种渠道沟通袁但言
语交流的重要性是毋庸

置疑的遥 千万不要觉得发
信息可以代替交谈遥 如果
你想 ta了袁如果你心情不
好需要人安慰袁拿起电话
吧浴 听筒那一侧传来的一
句野我爱你冶能给你无尽
的动力浴

抛掉不切实际的幻

想遥 不要幻想着爱能战胜

一切袁要知道袁在每段亲
密关系中都会出现很多

困难袁在异地恋中尤其如
此遥 伴侣们都要学习尧接
受袁 共同面对困难与挑
战遥

诚实地面对你不好

的感受袁或是难过袁或是
猜疑袁因为你的伴侣也可
能会有这样的感受遥 在了
解到你的伴侣有这样的

感受时不要愤怒袁而是应
该用沟通和爱来化解误

会遥
用阳光心态面对困

境遥 异地恋会面临很多困
难袁对于不知道这样的状
态将持续多久的恋人们

来说更是如此遥 但是要想
到袁异地这样的状态依然
给你带来了很多益处遥 比
如你有了更多自己独享

的空间袁你有更多的时间
陪伴你的朋友和家人遥 比
如你可以到你的 ta 所在
的城市旅游一番遥

异地恋存在很多困

难袁 但也有很多好处袁重
点在于你如何去看待和

面对它遥 用阳光的心态去
应对袁会让你们的关系更
加持久和强大浴

最
简
单
一
招
让
妻
子
变
顺
从

据英国 叶每日 邮报曳最新报道袁西

班牙一项研究证

实袁 丈夫的微笑让
妻子更顺从遥

人们常说 野笑
一笑袁十年少冶遥 在
夫妻关系中袁 有时
一个微笑比一份礼

物更管用遥 据英国
叶每日邮报曳最新报
道袁 西班牙一项研
究证实袁 丈夫的微
笑让妻子更顺从遥

西班牙格拉纳

达大学的研究人员

发现袁 当男性对女
性有所要求时袁如
果他面带微笑袁那
么袁 女性配合和服
从的几率就会增

加袁 即便他提出一
些不合理的要求袁
面对微笑的伴侣袁
女性也更容易接

受遥
专家分析 袁相

对于男性袁 女性更
多地会依靠对方的

肢体语言做出决

定遥 在女性眼中袁男
性笑容被认为是一

种善意和温暖袁从
而影响到女性的行

为遥
不过袁 肢体语

言专家帕蒂-伍德
认为袁 这个发现可
能是把双刃剑遥 在
夫妻关系中袁 如果
双方出现矛盾袁可
以选择用微笑来化

解袁 以稳固夫妻情
感遥

但如果男女双

方的角色不是情侣

或爱人袁 男性的微
笑或许会成为陷

阱遥 伍德女士建议袁
如果男性对你微

笑袁 你要注意这可
能影响你对他作出

理智的判断袁 尤其
在工作中袁 一定要
明白自己的要求和

目的袁 减少因冲动
而做出的不理智决

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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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之声叶全国新闻联播曳报道袁今天下午 4
点袁东方之星沉船事故第五场新闻发布会举行遥

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袁 目前已经成功救援 14
人袁打捞出遗体 75俱遥 目前袁对于家属的接待工作
已经全面展开袁事情发生后袁当地党委政府成立了 8
个专班袁每个专班由一个副省级以上领导负责一个
省袁1200名干部参入了接待工作遥

监利县县长黄镇:随着家属陆续地抵达监利袁我
们当地的党委政府对于家属的接待抚慰工作进行

了系统的研究和周密的部署遥
截止目前袁监利县人民政府已经接待家属 1200

多人袁涉及到 279名游客遥 同时袁已经成立了近百人
的专业心理疏导师对接家属袁 对他们进行心理安
抚遥 下一步袁根据国务院事故协调领导小组的意见袁
将组织涉事家属有序尧分批次地前往事发地点进行
吊唁遥目前袁5名伤员全部安置在监利县人民医院袁4
男尧1女尧年纪最大的 67岁尧最小的 21岁袁5名伤员
生命体征稳定遥 对于已经打捞上岸的遗体袁目前主
要是集中在监利县殡仪馆袁来自武汉殡仪馆尧武汉
公安部门 DNA鉴定方面的工作人员已经抵达监利
县殡仪馆袁 接下来会对遗体进行 DNA鉴定方面的
工作袁并与家属对关于之前被控制的船长和其他船
员是否会追究刑事方面的责任袁国新办新闻局副局
长胡凯红是这样回答的院胡凯红院由于目前调查工
作还在进行袁对于事故的定性以及最终做出相关的
结论还需要一个过程遥

指责不专业的质疑是在添堵袁是默认了一个同
样的逻辑袁也即要把信息野管冶起来袁为各种质疑的
声音设定门槛袁过滤那些在他们看来是在野添堵冶的
信息遥

6月 1日晚袁 重庆东方轮船公司所属旅游客船

野东方之星冶轮袁在由南京驶往重庆途中袁在长江湖
北监利段翻沉遥

截至 3日 9时 30分袁船上载有的 456人中袁已
救起 28人袁 其中 14人生还袁14人遇难袁428人生死
不明袁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遥
沉船事故的一些相关信息逐渐披露袁监利水域

怎么会有龙卷风袁 为何没有对龙卷风进行及时预
警袁船长和轮机长为何率先获救袁事故为何未调查
就先行定性噎噎事故伊始的这些追问与质疑袁或被
证实袁或被证伪袁或得到了更专业的解答遥

舆情的演进袁与事故的处理进展相伴随遥 观察
各媒体的报道梳理袁其重心也从最初的新闻动态报
道袁过渡到更专业的深度解读袁海事领域的专家学
者袁或者从业经验丰富的船舶人士出场袁在解读事
故上掌握了话语权遥
与这些专业人士的阐释相比袁 事故发生之初袁

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追问袁 其专业程度要薄弱许多遥
即便在知识的摄取面上相对更广的媒体记者袁不经
查证袁 可能也不知道龙卷风这类突发的气候现象袁
在预警上存在极大困难袁不知道率先逃离的轮机长
和船长袁其工作地点到底在轮船上的哪个部位遥
在突发性的事故中袁这种不太专业的质疑和追

问袁最容易招致的批评袁就是为救援添堵遥 东方之星
沉船事故中袁这类指责同样存在遥 人命大于天袁救援
第一位袁这话没错袁但要说具备了专业知识才能追
问袁否则就是干扰救援袁逻辑未免太过荒唐遥
可以指责媒体报道不专业袁但没必要总是以舆

情引导者的身份出现袁 来教育网友怎样合理质疑遥
只要信息发布和表达的渠道完全畅通袁这些质疑自
会在舆论层面得到反馈袁 假如那些不懂龙卷风尧船
舶结构尧吃水深度尧重心的人都闭嘴袁沉船事故的真
相袁又如何在这种信息激荡中逐渐清晰钥

质疑与救援袁不是个二选一的命题袁质疑不专
业袁那就让专业人士出场袁而不是让不专业的人士
闭嘴遥 面向大众的媒体确实有责任查证袁至于普通
民众袁如果他在讨论沉船事故前袁经过了资料的搜
集和整理袁发出专业的声音袁那值得肯定曰如果没
有袁也不意味着他是在传播制造负能量袁因为袁从最
现实的角度讲袁这些不专业的声音袁同样是倒逼真
相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遥
内地突发事故的舆情和信息处理机制袁历来饱

受批评袁一个重要原因袁就是信息的发布渠道不够
畅通袁官方和民间形成区隔袁大家处在两个舆论场遥
而指责不专业的质疑是在添堵袁是默认了一个同样
的逻辑袁也即要把信息野管冶起来袁为各种质疑的声
音设定门槛袁过滤那些在他们看来是在野添堵冶的信

息遥 在这种逻辑之下袁救援压倒一切袁本来指向的是
行动领域袁但却被延伸至思维和话语领域袁形成了
一种近似于野维稳冶的逻辑遥

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袁面对突发事故袁最需要
的不是为发言设定专业门槛袁只要没有故意捏造事
实尧制造谣言袁就应拿掉所有的门槛袁让信息在言论
的市场里激荡袁形成对真相的逼问遥 我们不能在获
取了相关专业信息后袁 怀着知识占有的优越感袁来
指责那些未经常识检证的追问和质疑很低级遥 这种
指责换不来真相袁相反袁在目前的舆情格局上袁它只
会加剧信息的收缩袁让真相来得更慢更艰难遥

远月 员日 圆员时 猿园分许袁 重庆东方轮船公司所
属旅游客船野东方之星冶轮在由南京驶往重庆途中
突然发生翻沉遥 据最新统计袁事发客船共有 源缘远人袁
其中旅客 源园缘人遥 截至 圆日下午袁有 员源人获救遥 渊6
月 3日新华网冤

雷雨交加之夜袁承载 400多人的豪华游轮在翻
沉 3小时后袁才通过幸存者报警方知惨剧已发生许
久遥 3个小时内袁长江干线现有的船舶交通管理系统
渊VTS冤尧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 渊AIS冤尧 全球定位系统
渊GPS冤等现代监管手段尧信息数据分析为何没有发
挥应有的作用袁 及时监管到船只已经偏离航道尧翻
沉失联了钥 相关船务公司对夜间行驶的船只有没有
实时动态跟踪尧视频监控管理钥 可惜袁都没有遥 此次
事故袁 凸显了我国内河航运信息化建设依然滞后袁
内河航运信息化工作在业务应用尧安全监管尧应急
管理尧航海保障尧对外服务和基础设施等方面虽有
建设袁但作用发挥却不够遥

早在 2011年 7月袁 交通运输部会同沿江七省
二市共同制定了叶野十二五冶期长江黄金水道建设总
体推进方案曳袁指导野十二五冶期的长江黄金水道建
设工作袁其中袁就提出了要推进信息化建设袁野完善
长江干线甚高频渊VHF冤安全通信系统及重点水域
船舶交通管理系统渊VTS冤袁建设覆盖长江干线和主
要支流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渊AIS冤袁重点航段尧桥梁尧
港口以及渡口等水域的电视监控系统 渊CCTV冤袁加
强长江干线及其他高等级航道耶四客一危爷船舶的
监控和监管袁基本实现危化品船舶 GPS动态跟踪遥冶
令人疑惑的是袁在附表叶野十二五冶期长江黄金水道
建设重点项目实施计划进度表曳中袁基本都是整治
航道尧建设泊位等基础设施建设袁仅有四川省野嘉陵
江航运配套工程建设冶提到野建设助导航设施等冶袁
可是袁VHF尧VTS尧AIS尧CCTV信息化系统建设却只
字未提袁可见袁内河航运信息化硬件尧软件设施建设

资金投入不足遥
在网站搜索时袁有关新闻又报道了我国内河航

运信息化建设取得了大进展袁 2012 年 7 月 3 日交
通运输部网站 叶长江干线水域已全面实施电子巡
航曳报道袁 野7月 1日袁长江海事局在 2100公里长江
干线水域全面实施电子巡航袁实现辖区水上安全监
管的全方位覆盖尧全天候运行遥 电子巡航平台是以
地理信息系统渊GIS冤为基础袁通过整合长江干线现
有的船舶交通管理系统渊VTS冤尧船舶自动识别系统
渊AIS冤尧全球定位系统渊GPS冤等现代监管手段袁并以
业务管理实时数据为支撑袁构建统一协同的巡航监
控预警平台遥 通过电子巡航袁长江海事局可以实现
对辖区 24小时全方位监控袁 为在航船舶提供航行
指导袁对不正常的航行状态进行预警袁及时消除事
故隐患遥 冶既然是野实现辖区水上安全监管的全方位
覆盖尧全天候运行冶袁为何长江之星翻沉长达 3个小
时袁电子巡航平台却没有监测到钥 演示都能圆满成
功袁面对现实情况袁为何所有的监测都失灵了呢钥 这
说明袁内河航运信息化技术水平亟待提高遥

虽然袁 交通运输部重视内河航运信息化建设袁
长江航务系统也不同程度地开展了信息资源建设袁
加强了对过往船只的安全监督尧导航袁长江干线事
故发生次数也在逐年减少遥 但是袁此次长江之星翻
沉袁在河上漂流长达 3个小时无人知晓袁400多人失
踪的惨痛教训袁 敲响了内河航运信息化建设的警
钟遥 安全才能回家袁安全才是最大的财富袁安全通行
才是长江黄金水道的金子招牌袁信息化则是船只航
行的眼睛袁看得见尧看得清尧看得远才能走的稳遥 加
强内河航运信息化建设袁 不能只停留在文件上袁不
能囿于低水平尧区域化建设遥

长江之星游轮翻沉袁456 人仅有 14人获救袁这
一晚袁是我国内河航运史最痛苦尧最黑暗的一夜袁几
百个家庭在瞬间痛失至亲袁野爸妈没了袁 孩子也没
了遥 冶听者无不俨然泪下袁愿逝者安息袁为生还者祈
福袁祈祷更多生命奇迹出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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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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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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erbell 9330 Summerb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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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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
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
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

美聯美聯美聯鐵工鐵工鐵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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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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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Unite Construction Co.The Unite Construction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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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语教育对孩子有好处吗?
野双语教育冶是近年

来十分流行的一种早期

语言教育形式遥
让孩子在语言发育

时期就接触英语袁同时运
用英语和汉语表达自己

的思想袁对孩子的语言发
育有很大的好处遥 实践证
明院3岁以前袁是孩子学习
外语的最佳时期袁 家长袁
老师在此段时期为孩子

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外

语的环境袁对孩子的智力
开发以及表达能力都有

极大的好处遥
双语优势由家开始

1 听不停尧说不停
大量的聆听是最基本的语言吸收方式袁 运用各种录音带尧CD等袁

让孩子随时随地都能听到外语遥
2 小眼瞧一瞧
光靠输入语言是不够的袁还要有效地运用有意义尧有清楚图画的卡

片袁从语音尧单词到语句遥让孩子完整地了解外语的运用模式遥另外袁故
事书尧动画影片对孩子来说也是很有趣的学习袁不需特别翻译袁借着生
动的图片袁就能让孩子进入一个有趣的外语世界遥

3 听音乐学外语
通过充满轻松旋律的童谣袁可以纠正孩子的语调尧增加孩子的词

汇量袁快乐地融入外语的学习中遥 而音乐的韵律性不但能让孩子感到
开心尧愉快袁也能加深他的记忆力遥

4 亲自动动手
最好的语言学习方式袁就是亲身去体验遥
5 建立完整概念
每个单词与句型不能之出现一次袁通过不同的方式袁音乐尧动画尧

亲手制作卡片等方式袁加深宝宝的印象和理解力遥
6.多听
0耀3岁的宝宝袁语言学习多偏向于野声音冶的刺激袁因此袁小耳朵变

成了接受新讯息地小雷达袁野听冶成为宝宝快速吸收语言的开端遥 如何
让宝宝时是处在一个听外语的环境中呢钥 除了随时播放外语教材的
CD以外袁目前市面上有许多外语儿歌 CD袁为孩子播放轻松快乐的英
语歌谣袁会是一个很好的入门方式遥 轻松快乐的旋律加上浅显易懂的
歌词袁很快地袁宝宝便能朗朗上口袁轻松学会歌词中的单词和简单用
语袁并牢牢记住袁学习的速度将是显而易见的遥

7.多看
除了听觉刺激的潜移默化之外袁还能利用视觉上的刺激袁来帮助

孩子强化学习印象遥 选择宝宝喜欢的卡通动画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遥 活
泼的动画尧可爱的角色以及剧情的吸引袁让孩子很自然地进入虚拟的
情境中袁熟悉英语说法袁学会用句型袁增强听尧说能力遥建议家长一定要
根据循序渐进的原则来进行遥
家长也可在卡片上写上对应的英文名称袁 并张贴在家中用品上袁

如在门上贴上写有野door冶的卡片尧在电脑上贴上写有野computer冶的卡
片袁时时提醒宝宝各种用品的念法遥

8.多玩
野玩冶是孩子注意力最集中尧学习力最强的时候遥 通过游戏的方式袁

免去压力袁让孩子快快乐乐地学习遥 因此家长要选择有启发性尧互动性
和趣味性的图书遥年龄较小的幼儿可使用卡片帮助孩子学习简单的单
词遥 年龄稍大时袁可利用多媒体互动的方式袁通过动画尧图像尧声音尧文
字的组合袁来引发孩子学习英语的兴趣遥

9.多说
在日常生活中袁家长可以接送孩子上下学的时候在车上播放英文

童谣遥 吃饭时时常问孩子院野What is this?冶让孩子知道肉是野meat冶袁鱼是
野fish冶遥 也可以用简单的英语同孩子交谈遥

宝宝生日怎么过才有意义？
宝宝的生日无疑是全家关注的焦点袁怎么过才能宝宝的生日更有意义呢钥
一尧家庭人员到齐
不要因为孩子还小袁就可以忽略她的重要性遥孩子在环境中一天天长大袁生活中的一点一滴袁都会对

孩子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遥 所以袁一家人在一起的幸福感觉袁孩子也会感受的到浴
二尧时间选择晚餐
现代生活节奏太快袁人们每天生活压力山大袁只有晚上回到家才可以卸下包袱袁放松心情遥把宝宝生

日安排在晚餐的时间也是给父母们一个宽松的环境和心情遥
三尧宝宝的生日礼物
礼物是礼节风尚的结晶袁自古参加生日尧聚会尧宴请的客人都会为主人带份小礼物袁没有高低贵贱之

分袁只有心意和情谊遥 所以袁要让宝宝从小接受礼仪观念袁接纳这些出乎意料的小礼物吧浴
四尧生日蛋糕
蛋糕是生日的必需品袁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会精心的准备袁蛋糕的样式尧颜色袁生肖袁祝福语都是不

可缺少的元素袁也浇注着家庭每个人的爱遥
五尧观看成长视频
从宝宝在妈妈肚子里孕育袁生长袁出生袁懵懂袁翻身袁会爬袁咿呀学语袁走路袁会跑袁会跳袁说话袁玩耍袁嬉

笑打闹袁顽皮撒娇袁偶尔的懂事......这个伟大的成长路程中袁
每天都重复着相同的事情袁又发生着不同的奇迹袁父母们都
要把这珍贵的宝贵的过程记录拍摄袁并整理制作遥 在宝宝生
日的时候是多么珍贵的礼物啊浴

六尧全家合影照
现在平日里忙碌的生活袁让一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减少了

很多袁宝宝的生日也许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和契机袁让家人团
聚袁感受家的温暖和幸福遥 这美好的时刻怎么能让它溜走呢钥
全家福--最完美的方式遥
七尧整个过程视频录制摄影
在宝宝生日的这个幸福日子袁一定记得把一天的过程和

花絮拍摄下来袁这在一生中是独一无二的袁是无价之宝浴 在孩
子长大后袁在父母老了的时候袁这些视频都会带来无限的温
馨和幸福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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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传》选读
在桃花如云的龙华袁在柳浪莺歌的西湖袁在六朝烟霞的秦淮袁在漱玉泄珠的泉城袁在五岳独尊

的泰岱袁噎噎他沐浴在中国文化的氤氲里袁恒河与黄河在他的心中交汇了遥 他踏访遗迹袁发表演
讲袁乐此不疲遥 徐志摩一直陪伴在他身边遥
那些日子袁徐志摩也处在高度的亢奋之中袁泰翁访华的讲稿袁是经他事先翻译好的袁老人的行

程也都由他精心安排遥 他们朝夕相处袁谈创造的生活袁谈心灵的自由袁谈普爱的实现袁谈教育的改
造袁他们的话语袁如山涧流泉袁空中行云袁两颗诗心跳动在一起遥在杭州陪泰翁畅游西湖袁他竟一时
诗兴大发袁在一株海棠树下作诗达旦遥 梁启超褒奖学生的豪举袁曾集宋人吴梦霄尧姜白石的词袁作
一首联句院
临流可奈清癯袁第四桥边袁呼掉过环碧曰
此意平生飞动袁海棠树下袁吹笛到天明遥
林徽因的情感虽然不像徐志摩那样奔放袁但她心灵的泉水也未静止过遥从泰戈尔踏上中国的

土地那天起袁她留心每天的报纸袁为他们计算着行期遥泰戈尔那些脍炙人口的名作袁她早已烂熟于
心袁她盼望早一天见到那心中的偶像袁可是当泰戈尔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袁她自己却在那个瞬间袁
不由自主地进入了童话般的境界遥
鸽群的祥云大朵大朵地飞过袁湛蓝的哨音一碧如洗遥
日坛公园的草坪刚刚修剪过袁阳光很舒展地铺在上面袁每一片草叶都浮光耀金袁蒸发起一种

沁人心脾的气味袁那气味袁很容易让人想起梦中的田园袁遥远尧古老而安宁的天籁遥
这个集会本来定在天坛公园举行袁但由于天坛公园收取门票袁考虑到听讲的青年学生大都经

济拮据袁于是改在了不收门票的日坛公园举行遥
欢迎泰戈尔先生的集会袁就在这充溢着生命繁茂的草坪上进行遥
仙风道骨的诗哲泰戈尔袁由林徽因搀扶登上主讲台袁担任翻译的是徐志摩遥 当天京都的各家

报纸袁都开辟醒目版面袁渲染了这次集会的盛况遥 说林小姐人艳如花袁和老诗人挟臂而行袁加上长
袍白面袁郊寒岛瘦的徐志摩袁犹如苍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遥
林徽因的纯情美貌袁徐志摩的翩翩风度袁与泰戈尔老人相映生辉袁一时成为京城美谈遥
泰戈尔的演讲袁是即兴式的遥他满怀同情和亲善的情感袁注视着中国的心灵遥他说院野今天我们

集会在这个美丽的地方袁象征着人类的和平尧安康和丰足遥 多少个世纪以来袁贸易尧军事和其他职
业的客人袁不断地来到你们这儿遥但在这以前袁你们从来没有考虑邀请任何人袁你们不是欣赏我个
人的品格袁而是把敬意奉献给新时代的春天遥 冶
他清了清嗓音继续讲下去院野现在袁当我接近你们袁我想用自己那颗对你们和亚洲伟大的未来

充满希望的心袁赢得你们的心遥 当你们的国家为着那未来的前途袁站立起来袁表达自己民族的精
神袁我们大家将分享那未来前途的愉快遥 我再次指出袁不管真理从哪方来袁我们都应该接受它袁毫
不迟疑地赞扬它遥 如果我们不接受它袁我们的文明将是片面的尧停滞的遥 科学给我们理智力量袁他
使我们具有能够获得自己理想价值积极意识的能力遥 冶
稍作停顿袁他呷了一口林徽因递上的热茶袁眼睛望了望远方的天空袁他的语言激昂起来遥
野为了从垂死的传统习惯的黑暗中走出来袁我们十分需要这种探索遥 我们应该为此怀着感激

的心情袁转向人类活生生的心灵遥冶他提醒说袁野今天袁我们彼此命运是息息相关的遥归根到底袁社会
是通过道德价值来抚育的袁那些价值尽管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袁但仍然具有要要要道德精神遥 恶
尽管能够显示胜利袁但不是永恒的遥 冶
他银白色的长须飘拂着袁如同站在阿尔卑斯山上的圣哲袁在面对整个人类发言遥 他的嗓音洪

亮袁精神矍铄袁野在结束我的讲演之前袁我想给你们读一首我喜爱的诗句院
仰仗恶的帮助的人袁建立了繁荣昌盛袁
依靠恶的帮助的人袁战胜了他的仇敌袁
依赖恶的帮助的人袁实现了他们的愿望袁
但是袁有朝一日他们将彻底毁灭遥 冶 渊未完待续冤

可是不久我就明白过来袁利用文言多少是有点偷懒曰把文言与白话中容易用的袁现成的袁都拿过来袁而毫不费
力的作成公众讲演稿子一类的东西袁不是偷懒么钥所谓文艺创作不是兼思想与文字二者而言么钥那么袁在文字方面
就必须努力袁作出一种简单的袁有力的袁可读的袁而且美好的文章袁才算本事遥 在叶二马曳中我开始试验这个遥 请看看
那些风景的描写就可以明白了遥 叶红楼梦曳的言语是多么漂亮袁可是一提到风景便立刻改腔换调而有诗为证了曰我
试试看曰一个洋车夫用自己的言语能否形容一个晚晴或雪景呢钥 假如他不能的话袁让我代他来试试遥 什么野潺浮冶
咧袁野凄凉冶咧袁野幽径冶咧袁野萧条冶咧噎噎我都不用袁而用顶俗浅的字另想主意遥设若我能这样形容得出呢袁那就是本
事袁反之则宁可不去描写遥 这样描写出来袁才是真觉得了物境之美而由心中说出曰用文言拼凑只是修辞而已遥 论味
道袁英国菜要要要就是所谓英法大菜的菜要要要可以算天下最难吃的了曰什么几乎都是白水煮或楞烧遥 可是英国人有
个说法要要要记得好像 George Gissing 渊乔治窑吉辛冤 也这么说过要要要英国人烹调术的主旨是不假其他材料的帮

助袁而是把肉与蔬菜的原味袁真正的香味袁烧出来遥 我以为袁用白话著作倒须用这个方法袁把白话的真正香味烧出
来曰文言中的现成字与辞虽一时无法一概弃斥袁可是用在白话文里究竟是有些像酱油与味之素什么的曰放上去能
使菜的色味俱佳袁但不是真正的原味儿遥

《老舍自传》选读
在材料方面袁不用说袁是我在国外四五年中慢慢积蓄下来的遥 可是像故事中那些人

与事全是想象的袁几乎没有一个人一件事曾在伦敦见过或发生过遥 写这本东西的动机
不是由于某人某事的值得一写袁而是在比较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处袁所以一切人差
不多都代表着什么曰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们的个性袁可是我更注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
性遥因此袁叶二马曳除了在文字上是没有多大的成功的遥其中的人与事是对我所要比较的
那点负责袁而比较根本是种类似报告的东西遥 自然袁报告能够新颖可喜袁假若读者不晓
得这些事曰但它的取巧处只是这一点袁它缺乏文艺的伟大与永久性袁至好也不过是一种
还不讨厌的报章文学而已遥 比较是件容易作的事袁连个小孩也能看出洋人鼻子高袁头发
黄曰因此也就很难不浮浅遥 注意在比较袁便不能不多取些表面上的差异作资料袁而由这
些资料里提出判断遥 脸黄的就是野蛮袁与头发卷着的便文明袁都是很容易说出而且说着
怪高兴的曰越是在北平住过一半天的越敢给北平下考话袁许多污辱中国的电影袁戏剧袁
与小说袁差不多都是仅就表面的观察而后加以主观的判断遥 叶二马曳虽然没这样坏袁可是究竟也算上了这个当遥
老马代表老一派的中国人袁小马代表晚一辈的袁谁也能看出这个来遥老马的描写有相当的成功院虽然他只代表

了一种中国人袁可是到底他是我所最熟识的曰他不能普遍的代表老一辈的中国人袁但我最熟识的老人确是他那个
样子遥他不好袁也不怎么坏曰他对过去的文化负责袁所以自尊自傲袁对将来他茫然袁所以无从努力袁也不想努力遥他的
希望是老年的舒服与有所依靠曰若没有自己的子孙袁世界是非常孤寂冷酷的遥他背后有几千年的文化袁面前只有个
儿子遥他不大爱思想袁因为事事已有了准则遥这使他很可爱袁也很可恨曰很安详袁也很无聊遥至于小马袁我又失败了遥
前者我已经说过袁五四运动时我是个旁观者曰在写叶二马曳的时节袁正赶上革命军北伐袁我又远远的立在一旁袁没机
会参加遥这两个大运动袁我都立在外面袁实在没有资格去描写比我小十岁的青年遥我们在伦敦的一些朋友天天用针
插在地图上院革命军前进了袁我们狂喜曰退却了袁懊丧遥 虽然如此袁我们的消息只来自新闻报袁我们没亲眼看见血与
肉的牺牲袁没有听见枪炮的响声遥更不明白的是国内青年们的思想遥那时在国外读书的袁身处异域袁自然极爱祖国曰
再加上看着外国国民如何对国家的事尽职责袁也自然使自己想作个好国民袁好像一个中国人能像英国人那样作国
民便是最高的理想了遥 个人的私事袁如恋爱袁如孝悌袁都可以不管袁自要能有益于国家袁什么都可以放在一旁遥 这就
是马威所要代表的遥比这再高一点的理想袁我还没想到过遥先不用管这个理想高明不高明吧袁马威反正是这个理想
的产儿遥他是个空的袁一点也不像个活人遥他还有缺点袁不尽合我的理想袁于是另请出一位李子荣来作补充曰所以李
子荣更没劲浴

对于英国人袁我连半个有人性的也没写出来遥 他们的褊狭的爱国主义决定了他们的罪案袁他们所表现的都是
偏见与讨厌袁没有别的遥自然袁猛一看过去袁他们确是有这种讨厌而不自觉的地方袁可是稍微再细看一看袁他们到底
还不这么狭小遥我专注意了他们与国家的关系袁而忽略了他们其他的部分遥幸而我是用幽默的口气述说他们袁不然
他们简直是群可怜的半疯子了遥 渊未完待续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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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石头，可能有人会觉得，这石头

不就是由大岩石脱落而来的嘛，能有多奇怪

啊 ~话说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八大怪石，它

们可不是一般的石头，它们既能走路，还能

听话，还能升空，还能杀人……听上去是不

是非常匪夷所思啊？赶紧来看一看吧。

1、会“走路”的石头

前苏联普列谢耶湖东北处袁有一块能够自行移
动位置的石头遥 该石呈蓝色袁直径近 1.5米袁重达数
吨袁近 300年来它已经数次变换过位置遥

17世纪初袁人们在阿列克赛山脚下发现了这块
会野走路冶的巨石袁后来人们把它移入附近一个挖好
的大坑中遥 数十年后袁蓝色怪石不知何故却移到了
大坑边上遥

1785年冬天袁人们决定用这块石头建造一座新
钟楼袁同时也为的是野镇住冶它遥 可当人们在冰面上
移动它时袁不小心让它坠落湖底遥 而到了 1840年袁
这块巨大蓝石竟躺在普列谢耶湖岸边了遥 如今它向
南移动了数公里遥

科学家们对这一奇特现象进行了长期的分析

研究袁但始终未能明白蓝色巨石同重力场之间究竟
存在着怎样的联系遥

美国死亡谷中野走路冶的石头
无独有偶袁在美国内华达山脉东边袁有一条南

北走向的山谷袁当地人称之为野死谷冶遥 人们发现这
里也有许多石头会野走路冶袁并留下许多足迹袁为此
引起了许多人的注目和好奇遥

美国科学家夏普对这一奇特现象进行了观察

研究遥 他把 25块石头按顺序排列并逐个准确标出
位置袁定期进行测量袁果然发现这些石头几乎全部
改变了原先的位置遥

有几块石头竟然爬了几段山坡袁野行走冶了长达
64米的路程遥

2、会“产蛋”的石头

石头也能生蛋钥 这几乎是天方夜谭袁但在贵州
三都水族自治县境

内有一壁石崖上有

多个石窝袁 其中有
一个石窝每隔 30
年就会有与恐龙蛋

相似的石蛋自动脱

落袁 千百年来这一
座山崖不停地生出

石蛋来遥
7月 5日袁三都

县旅游局向媒体披露院 从 1999 年以来至今 10 年
间袁这壁产蛋崖已经产出石蛋 5枚袁目前还有一枚
进入了腋预产期夜遥

腋产蛋崖夜位于三都县三合镇姑鲁寨背面的登
赶山上袁这座山很奇特袁满山绿树成荫袁芳草萋萋袁
唯独山腰上裸露出一块崖壁袁更奇怪的是袁这块崖
壁每隔三十年就会自动脱落出一些与恐龙蛋相似

的石蛋袁因此当地人都习惯把它叫做产蛋崖遥
这块崖壁长 20多米袁高 6 米袁表面极不平整袁

在高处袁几块巨大而尖利的岩石横亘着袁极为险峻遥
而石蛋就在相对凹进去的崖壁上安静地孕育着袁有
的刚刚露头袁有的已经生出了一半袁有的已经发育
成熟眼看就要与山体分离遥 据村里的老人介绍袁同
一个凹进去的石窝每相隔 30 年就会产出一枚石
蛋袁产蛋崖上有很多个会产蛋的石窝遥

紧靠石头下蛋 的 产蛋崖而居的姑鲁寨袁 是三
都县一个典型的水族村寨袁自从一千年前水族的一
支迁入至今袁这个村寨也已歷经了千年的风雨遥 水
族人房子一样尧衣着一样尧生活方式都一样袁而唯独
姑鲁寨还有一个其他水族村寨所没有的特点袁就是
各家各户几乎都收藏着从石头下蛋 的 产蛋崖上生

出来的石蛋遥
2005年的统计显示袁 在姑鲁寨 125户人家中袁

一共保存着 100多颗石蛋遥 可是袁后来由于石头下
蛋的腋名声夜远播后袁许多外地客商慕名来到这里高
价收购袁带走了不少珍品石蛋遥

7月 5日袁 三都县旅游局有关人士向新闻媒体
披露说院千百年来袁这些神秘的石头不停地孕育出
生袁源源不绝遥从 1999年到 2009年这 10年间袁姑鲁
寨的石头下蛋 的 产蛋崖分别于 1999年 3月尧2003
年 5 月尧2005 年 6 月尧2007 年 3 月尧2009 年 1 月产
出石头一共 5枚遥

石头下蛋 的 产蛋崖长 20多米尧高 6米袁表面
极不平整袁近百枚腋石蛋夜错落有致地镶嵌在陡崖
上袁直径约 30-60釐米袁最重的达 300余公斤遥 石头
下蛋 的 产蛋崖成因至今尚无定论遥

3、会长毛的的石头

这块长毛石据说全世界就只有三块袁这块是最
完整的袁也是最大的一块袁有没有人看到过实物啊袁
我是看到了袁让人感觉挺震撼袁到底是不是自己长
出来的袁感觉像是假的遥

但是通过电视上专家的评论袁 那看来是真的
了袁它的发丝是空心的袁如果要是触摸就会断的袁要
是用打火机烧袁还有蛋白质的味道袁专家也没有说
出具体的奥秘袁 或许是让我们每个人去发挥想想
吧袁真是够神奇的啊遥
2007年 3月 16日袁北京中关村数码大厦的野时尚石
吧冶出现长毛石
长毛石产于台湾遥 成因可能是有一种远古的海

洋生物附着在卵石之上袁依靠其养料滋养而生存形
成的袁渐渐与石头成为一体袁直至死亡遥 随着千万年
地球的运动袁海水的不断冲刷袁方才出现了石头长
野头发冶的奇观遥

4、自行增减体重的石头

我国贵州省惠水县有一块椭圆形石头袁可以自
行增减重量 2公斤左右遥

据圆石主人说袁最初石重 22.5公斤袁朋友们在
1989年春节时来观赏 野宝石冶袁 圆石重量已变成了
25公斤遥

随后一连数天袁换了 8 杆秤反复校验袁发现此
石最重时 25公斤袁 最轻时 22.5公斤袁 上下变化达
2.5公斤遥

研究人员在一次测定中记录了当天 11 时 13
分尧11时 43分尧12时 28分这 3个时刻圆石的重量
分别为 21.8公斤袁22.8公斤袁23.8公斤遥

在短短的 75分钟内袁 圆石的重量竟增加了 2
公斤遥 这种重量变化是否对应了重力场的某种变化
呢?

5、自动升空的石头

印度西部马哈拉斯特拉邦叫希沃布里的村子

中袁有一座苏菲派教徒圣人库马尔窑阿利窑达尔维奇
的神庙遥 庙前空地有 2块各重 90公斤左右的 野圣
石冶袁能随人们的喊叫声而自动离地腾空遥

只有人们用右手的食指放在野圣石冶底部袁异口
同声且不停顿地喊着 野库马尔窑阿利窑达尔维-奇-
奇-奇冶袁且发野奇冶字时的声音尽可能拖得长一些袁
这样袁沉重的石头就会像活人般顿时从地上弹跳起
来袁悬升到约 2米的高度遥
直到人们喊得上气不接下气时袁它才会落回到

地上遥
沉重的岩石飘然离地的秘密何在? 难道人们采

用的特定方式能够改变重力作用吗? 来自人体的信
息(语言与动作)是如何在某种程度上抵消重力的效
果的呢?这些都是悬而未解之谜遥

7尧会出现神秘纹圈的石块
在中美洲中部的的卡隆芭拉地方袁有一些卵形

的石块袁土著人一直把它视为宝物遥
这些石块在下午时是平滑的袁奇怪的是袁经过

一夜时间袁所有石块上便会出现一些神秘的纹圈遥
经太阳晒过以后袁这些刻纹便自动在下午全部

消失遥 好几公里范围内的石块皆是如此遥
曾经有地质学家用仪器拍摄这些石块夜间变

化的过程袁发觉在午夜 12点以后袁好像有无数隐形
的手在这些石块上面刻出图案遥 可惜他们怎么也研
究不出一个所以然来遥

石块自行长出头发！揭开世界五大怪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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