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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東 美加東 5-10天 代售中國、台北、香港特價機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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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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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銀行
助您精打細算 

每一步

限時優惠7︰

2015年5月1日起至6月30日止

1. 此優惠僅適用於新存款。帳戶須在優惠期內開設。精簡商業支票帳戶︰最低開戶金額為$3,000。收取每月$15維持月費及每月收費項目。商業分析支票帳戶︰最

低開戶金額為$200。收取每月$15維持月費及每月收費項目（可用收益回贈以抵消費用）。 2. 須經批准。須開通國泰商業電子銀行並簽2年合約。請查詢詳情。  

3. 國泰商號銀行卡服務由 First DataTM Card Processing Services 提供。須使用國泰銀行商業支票帳戶作為過帳帳戶。在批核及啟動商號銀行卡並於帳戶開立二個月

後，$200 帳戶回贈將會存入至商業支票帳戶。 4. 須在優惠期間內提交申請表。須經信用批准並受聯邦中小型企業管理局 (SBA) 的其他條件限制。豁免處理費僅

適用於在2015年9月30日前已放款之SBA貸款。5. 須在優惠期間內提交申請表。豁免商業貸款文件處理費僅適用於在2015年8月17日前已放款之合資格貸款。須連接

任何一種國泰銀行商業支票帳戶並在支票帳戶上根據任何一項貸款中的每月最低還款設立自動還款。國泰銀行商業支票帳戶有其他條件及收

費項目，請查詢詳情。 6. 信用卡由 First Bankcard®, First National Bank of Omaha 的分部，所發行。 7. 國泰銀行保留隨時終止優惠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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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對企業成功的方向！

休士頓分行:    9440 Bellaire Blvd., Ste. 118, Houston, TX 77036 電話: (713) 278-9599
布蘭諾分行:   4100 Legacy Dr., Ste. 403, Plano, TX 75024 電話: (972) 618-2000

Cathay Bank Navigator SCDN ad.indd   1 4/22/15   8:33 PM

20152015年年66月月1212日日，，中國旅美專家協會商務分會與美南山東同鄉總會邀中國旅美專家協會商務分會與美南山東同鄉總會邀
請著名心臟科專家豐建偉醫生與美國玉皇化工公司首席執行官姚超良請著名心臟科專家豐建偉醫生與美國玉皇化工公司首席執行官姚超良
博士舉行博士舉行““如何在壓力之下保持心臟健康如何在壓力之下保持心臟健康””的企業家對話的企業家對話。。大愛正心大愛正心
慈善基金會贊助了這次活動慈善基金會贊助了這次活動。。左起左起：：李守棟李守棟、、林書靈林書靈、、GeorgeGeorge賀賀、、徐徐
谷峰谷峰、、蒙如玲蒙如玲、、豐建偉豐建偉、、陸晶陸晶、、林起湧林起湧、、姚超良姚超良、、範玉新範玉新、、楊曉卓楊曉卓、、
黃剛黃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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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掠影名人掠影
世界名人網供稿世界名人網供稿

20152015年年66月月66日晚日晚，，在亞洲協會劇場在亞洲協會劇場，，特別上演了特別上演了
同一支歌同一支歌：：中國和墨西哥家鄉的音樂中國和墨西哥家鄉的音樂(One Song:(One Song:
Chinese and Mexican Music of Home)Chinese and Mexican Music of Home)主題音樂主題音樂
晚會晚會，，特邀華裔女高音歌唱家宋海燕特邀華裔女高音歌唱家宋海燕(Summer(Summer
Haiyan Song,Haiyan Song, 中左中左))和墨裔女高音歌唱家瓦妮莎阿和墨裔女高音歌唱家瓦妮莎阿
朗佐朗佐(Vanessa Alonzo(Vanessa Alonzo。。中右中右))同臺高歌同臺高歌，，並在舞並在舞
臺上接受現場采訪和互動臺上接受現場采訪和互動，，介紹藝術家的來歷和每介紹藝術家的來歷和每
一個音樂作品背後的故事一個音樂作品背後的故事。。

20152015年年66月月11日日，，前來休斯頓出席東北同鄉會主辦的為盲人前來休斯頓出席東北同鄉會主辦的為盲人
蔣明明基金籌款鋼琴音樂會的蔣明明蔣明明基金籌款鋼琴音樂會的蔣明明((右二右二))和媽媽和媽媽((左二左二))來來
到位於到位於CypressCypress的愛視眼科的愛視眼科(Lakewood Eyecare)(Lakewood Eyecare)接受陳卓接受陳卓
醫師醫師((右右))的專業檢查的專業檢查，，希望能得到治療希望能得到治療，，重見光明重見光明。。愛視眼愛視眼
科每年均被評為科每年均被評為CypreeCypree最佳眼科診所並且是休斯頓最好的最佳眼科診所並且是休斯頓最好的
十佳眼科之一十佳眼科之一，，擁有世界上最新最完善的檢查設備擁有世界上最新最完善的檢查設備。。

20152015年年66月月77日日，，競選福遍學區委員的張晶晶女士在競選福遍學區委員的張晶晶女士在Lost CreekLost Creek公園公園
舉辦義工感謝野餐會舉辦義工感謝野餐會，，德州前州議員黃朱慧愛和騰龍教育學院院長俞曉德州前州議員黃朱慧愛和騰龍教育學院院長俞曉
春春、、減稅王減稅王、、前中國旅美專協執行副會長潘翠萍前中國旅美專協執行副會長潘翠萍TracyTracy等上百人出席等上百人出席。。

20152015年年66月月1111日日，，休斯頓芭蕾舞團隆重獻演由約翰休斯頓芭蕾舞團隆重獻演由約翰••克蘭科克蘭科
(John Cranko)(John Cranko)編舞的莎翁經典芭蕾舞劇編舞的莎翁經典芭蕾舞劇《《馴悍記馴悍記》》TheThe
Taming of the ShrewTaming of the Shrew，，華裔演員陳鎮威華裔演員陳鎮威、、梁澤程均在此出劇梁澤程均在此出劇
目中擔任重要角色目中擔任重要角色。。圖為主演圖為主演Melody MenniteMelody Mennite和芭蕾演員們和芭蕾演員們
的劇照的劇照。。(Amitava Sarkar(Amitava Sarkar攝影攝影))

20152015年年66月月1111日晚日晚，，休斯頓亞商會休斯頓亞商會、、亞美商業亞美商業
聯盟聯盟、、全美亞裔地產協會休斯頓分會全美亞裔地產協會休斯頓分會、、澳美商會澳美商會
、、法美商會法美商會、、韓美商會韓美商會、、非美商會非美商會、、臺商會與安臺商會與安
良工商會共同參與主辦的國際商務市長候選人論良工商會共同參與主辦的國際商務市長候選人論
壇吸引了國際華裔女企業家及專家協會的積極參壇吸引了國際華裔女企業家及專家協會的積極參
與與。。圖為安良工商前共同主席圖為安良工商前共同主席、、大都會保險理財大都會保險理財
顧問江麗君顧問江麗君((右二右二))與國女企會長宋蕾與國女企會長宋蕾(Grace(Grace
JacobsonJacobson中中))、、副會長陳文副會長陳文(Jessica Chen(Jessica Chen右右))和和
理事周薔理事周薔(Christina Zhou(Christina Zhou左左))與市長候選人與市長候選人、、華華
裔的好朋友裔的好朋友Adrian Garcia(Adrian Garcia(左二左二))在論壇結束後合在論壇結束後合
影影。。

20152015年年66月月77日下午日下午，，20152015浙江省海外人才政策發布會暨高浙江省海外人才政策發布會暨高
層次人才洽談會在威斯汀層次人才洽談會在威斯汀(Memorial City)(Memorial City)大旅館盛大舉行大旅館盛大舉行。。圖圖
為浙江寧波市副市長與休斯頓健康服務中心為浙江寧波市副市長與休斯頓健康服務中心(HHSC)(HHSC)負責人許負責人許
皓禎皓禎Amy XuAmy Xu在洽談中美醫療合作事宜在洽談中美醫療合作事宜。。

20152015 年年 66 月月 77 日 下午日下午，，
20152015浙江省海外人才政策浙江省海外人才政策
發布會暨高層次人才洽談會發布會暨高層次人才洽談會
在威斯汀在威斯汀(Memorial City)(Memorial City)大大
旅館盛大舉行旅館盛大舉行。。圖為浙江杭圖為浙江杭
州市駐美國矽谷代表虞向群州市駐美國矽谷代表虞向群
((左左))與休斯頓德州醫療中心與休斯頓德州醫療中心
愛視眼科院長陳卓博士愛視眼科院長陳卓博士((右右))
簽署人才戰列合作協議意向簽署人才戰列合作協議意向
書後相互握手祝賀書後相互握手祝賀。。

本報記者吳凱俊攝吳凱俊攝

Lord Andrew Couture Hobby CenterLord Andrew Couture Hobby Center時裝表演秀集錦回顧時裝表演秀集錦回顧

活動當天貴賓雲集包括美南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活動當天貴賓雲集包括美南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圖右圖右))和夫人美南新聞社和夫人美南新聞社
長朱勤勤女士長朱勤勤女士((圖左圖左))到場支持大會到場支持大會

（（本報訊本報訊））20152015年年66月月1313日日- Lord Andrew Couture Debut Fall/Winter- Lord Andrew Couture Debut Fall/Winter 20152015 CollectionCollection時裝表演在休士頓市中心的哈比中心時裝表演在休士頓市中心的哈比中心(Hobby Center)(Hobby Center)登台展出登台展出。。模特兒穿著華麗時尚設計的穿著打扮穿梭模特兒穿著華麗時尚設計的穿著打扮穿梭
在金碧輝煌的大廳伸展台上在金碧輝煌的大廳伸展台上。。發揮創意讓走秀不同凡響的表演是休士頓知名設計師發揮創意讓走秀不同凡響的表演是休士頓知名設計師Andrew DraytonAndrew Drayton的最新作品秀的最新作品秀。。本次活動展示了他新一季的全新系列和獨特單品本次活動展示了他新一季的全新系列和獨特單品1212位各國模特兒展示設計師各具位各國模特兒展示設計師各具
風格的流行創作風格的流行創作。。各界中美政商名流貴賓雲集各界中美政商名流貴賓雲集,, 同時也在開幕酒會共襄盛舉參與時尚走秀活動同時也在開幕酒會共襄盛舉參與時尚走秀活動,,更讓現場熱鬧繽紛有加更讓現場熱鬧繽紛有加。。現場鎂光燈此起彼落現場鎂光燈此起彼落，，儼然另類紐約時裝週儼然另類紐約時裝週。。讓觀眾留下深刻印像讓觀眾留下深刻印像,,堪稱創舉堪稱創舉。。

設計師使用簡潔的線條和形狀設計師使用簡潔的線條和形狀，，採用採用
一些現代感的元素表現美感一些現代感的元素表現美感，，從而打從而打
造出極具個性的時尚風格造出極具個性的時尚風格

休士頓名設計師休士頓名設計師Andrew Drayton(Andrew Drayton(圖左圖左))表現服表現服
裝的藝術魅力和穿著效果並把其獨特的優雅與裝的藝術魅力和穿著效果並把其獨特的優雅與
風情傳達給觀眾風情傳達給觀眾

新裝款式主打明亮柔和展現飄逸感成新裝款式主打明亮柔和展現飄逸感成
就這次時尚秀的靈感就這次時尚秀的靈感

德州主計長德州主計長 Texas Comptroller Glenn HegarTexas Comptroller Glenn Hegar休士頓辦事處行政休士頓辦事處行政
主任主任Jacey Jetton(Jacey Jetton(圖右圖右))和華裔社區事務主任吳凱俊和華裔社區事務主任吳凱俊(Kevin Wu,(Kevin Wu,
圖中圖中)) 在現場代表主計長向設計師在現場代表主計長向設計師Andrew DraytonAndrew Drayton獻上祝賀致詞獻上祝賀致詞
。。圖左為圖左為Andrew DraytonAndrew Drayton。。Andrew DraytonAndrew Drayton多年來定居休士頓多年來定居休士頓
，，是休士頓時尚界知名的服裝設計師暨創意總監是休士頓時尚界知名的服裝設計師暨創意總監，，並且自創品牌並且自創品牌
。。20142014年年Andrew DraytonAndrew Drayton的時尚服裝事業及電視節目作品集獲的時尚服裝事業及電視節目作品集獲
選為休士頓最受歡迎時尚名人第選為休士頓最受歡迎時尚名人第55名名，，最近更榮獲愛爾蘭時裝雜最近更榮獲愛爾蘭時裝雜
誌的最佳設計師獎誌的最佳設計師獎。。

在今年的設計中混搭不同形狀和種類在今年的設計中混搭不同形狀和種類
的毛皮的毛皮，，更是在華貴中增添獨特的隨更是在華貴中增添獨特的隨
性氣質性氣質

整體呈現出華麗加上視覺感極強的簡約風格整體呈現出華麗加上視覺感極強的簡約風格，，幾何圖紋下擺及袖口幾何圖紋下擺及袖口，，
未來感十足的柔滑面料及設計未來感十足的柔滑面料及設計，，讓人應接不暇讓人應接不暇

二零一五華人石油協會
舉辦午餐與學習活動

（本報訊）華夏中文學校校長黃玲
歡迎畢業生們回家！歡迎你們回到一個
你們堅持了12年伴隨你們一起
成長的周末學校一華夏中文學校
，又見到了曾經熟悉的一切及你
們熱愛的老師。

對你們而言中文不僅是一門
語言，也是在學習的過程中你們
感受到了中華文化的魅力，了解
中華文化傳統。增強了對自己民
族的認同。這將有益於你們今後
的學習和工作。

今天很高興和你們歡聚，看
到你們的成長我們由衷的為你們
高興！

也希望你們在今後的學習工
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績，並用你們

所學到的知識和專業回饋父母，回饋社
會，回饋學校.

華夏中文學校校長黃玲
以回娘家的心情歡迎畢業生們回家！

（本報訊）歷史一再證明
, 移民是驅動美國產業發展的
發動機。然而創業需要的不僅
僅是一個好的想法和足夠的資
金。如何在美國的商業環境中
發展競爭優勢，擴大市場份額
，並保留人才？這些都是在美
國的創業者必須要面臨的挑戰
。本次活動,我們邀請了三位在
休斯頓的成功的第一代中國企
業家來分享他們的故事以及他
們在創業過程中積累的經驗教
訓。

主題：創業 - 你準備好了
嗎?

主講嘉賓：

顧寶鼎博士: Energo (A
KBR Company)總經理

陳 帆: Nguyen & Chen,
LLP 聯合創始人/管理合夥人

徐曄: Ztylus Media發明人
，創始人

時間：6月27日上午10時
地 點: 恆 豐 銀 行 大 樓

(American First National
Bank) 12樓會議室；休斯敦百
利大道9999號(郵編77036)

費用: 由於華人石油協會
為大家準備午餐，請預先在網
上登記。費用是每位5美元，
如沒有登記，位置無保證，以
先到先有為服務準則。

預約: 請預先在美國華人
石 油 協 會 網 上 登 記 (http://
www.capaus.org)，截止日期
是6月24日晚八點半。

聯繫人: 如有問題，請與
金 虹 博 士 聯 繫 （Hong.
Jin@chevron.com;
281-639-2662）。

主講嘉賓簡介：
顧寶鼎博士: Energo (A

KBR Company)總經理
顧寶鼎博士出生於台北。

他擁有台灣國立成功大學土木
工程專業的學士學位(台南), 交
大土木工程專業的碩士學位(新
竹), 和休斯頓的萊斯大學土木

工程的博士學位。在
來美國學習之前，顧
博士曾在台灣大學(
台北) 擔任兩年的地
震工程學的研究助理
。 1997 年 和 2004
年間, 從萊斯大學畢
業後, 顧博士曾在
McDermott Engi-

neering，EQE（結構顧問公司
）和美國船級社航運（ABS）
工作。 2004年, 他與其他合作
夥伴創辦了 ENERGO Engi-
neering, 側重於高級結構分析
和結構完整性管理。 2010年,
ENERGO 被 Kellogg Brown &
Root（KBR）收購。

顧博士現任ENERGO的總
經理。顧博士是25份期刊和會
議論文作者和合作者。他曾獲
得1996年的西南力學大會論文
競賽二等獎以及2013年深海技
術會議最佳論文獎。目前顧博
士在API 擔任Task Group19主

席, 致力於新一代固定離岸結
構設計的研究。

陳 帆: Nguyen & Chen,
LLP 聯合創始人/管理合夥人

陳 帆 先 生 是 Nguyen &
Chen, LLP ("NC")律師事務所的
共同創始人及合夥人。他負責
該公司的就業移民部和企業部
。在不到四年的時間，該公司
已經從兩個律師和一名兼職的
接待員成長到十名持牌律師和
六名工作人員。陳先生曾代表
眾多企業和個人解決移民，就
業，企業法律事務等方面的問
題。他會針對雇主對僱用和解
僱決定，工資和工時問題，就
業政策和手冊，限制性條款，
一般公司事務和併購等方面的
問題提供諮詢。在此之前，陳
先生曾在休斯敦一家勞動就業
律師事務所工作。

陳帆先生擁有休斯敦大學
法律中心的JD學位和得克薩斯
州律師牌照, 可以代表在美國

聯邦地區法院（南區德克薩斯
州）的客戶。

徐曄: Ztylus Media發明人
，創始人

徐曄先生是攝影與影視公
司和Ztylus公司的創始人。他
的專業是攝影, 攝像和CE產品
設計。他曾在環球ENSCO公
司任職超過5年, 是資深的管路
設計師。出於對CE創新的熱
愛，他於2010年辭掉工作創業
, 重新設置人生, 開始一個全新
的挑戰。如今，他擁有超過10
項正在申請中或已經取得全球
範圍內授予的專利。他的大部
分創新已經成功應用於市場。
最近徐先生收到了來自ABC的
鯊魚坦克（賽季7）的邀請，
他還將同鯊魚合作擴大自己現
有的業務。

創業之前, 除了擔任工程
設計師, 在美15年來，徐先生
還當過服務員，廚師，攝影師
。

休斯頓華夏中文學校畢業生，
馬莎理事長歡迎你們！

(本報訊)馬莎理事長表示在春季學期剛剛結
束之際，我們很高興地迎來了學校畢業生返校
的日子。我首先代表學校的全體理事歡迎老師
、同學和家長們的到來！同時也感謝王美琴老
師和籌備組的家長們為之而付出的努力。

2014年畢業生返校為休斯頓華夏中文學
校開啟了一條相互交流的航道。同學們從學校
畢業後，繼續用不同的方式學習中文、鞏固中
文，幫助別人，組建各種新型的學生社團。在
大學的校園生活裡，因為學生懂中文而表現出
從容、自信的生活態度給我們的任課老師和校
方帶來了極大欣慰和自豪。我們希望畢業生今
後常回家看看，不僅僅給我們校方帶來中文教
育的回饋意見，而且在今後的適當時機積極參
與學校的各項教學活動及管理工作，讓大家一
起為華夏中文學校的傳承和中華文化的傳承攜
手共進，服務社區，造福下一代。華夏中文學
校的大門永遠為畢業生們敞開，也願意為大家
的相互交流提供更大的平台。

同學們在不久的將來又要回到自己的學校
了，希望大家怀揣夢想，不怕困難，在知識的
海洋裡，勇於探索，度過一個緊張而又快樂的
大學時光！

休斯頓華夏中文學校理事長馬莎在六月七日下午的華夏中文休斯頓華夏中文學校理事長馬莎在六月七日下午的華夏中文
學校歡迎由王美琴老師組織去年的華夏畢業生們相約返校聯學校歡迎由王美琴老師組織去年的華夏畢業生們相約返校聯
誼活動誼活動((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華夏中文學校校長黃玲華夏中文學校校長黃玲66月月77日在學校禮堂以回日在學校禮堂以回
娘家的心情歡迎畢業生們回家娘家的心情歡迎畢業生們回家,,希望大家在今後希望大家在今後
的學習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績的學習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績，，並用你們所學並用你們所學
到的知識和專業回饋父母到的知識和專業回饋父母，，回饋社會回饋社會，，回饋學回饋學
校校((記者黃麗珊攝影記者黃麗珊攝影))



CC22情感熱線

故事天地

CC77鳥語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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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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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男？不过是对你不带感
这辈子运气是有多好袁才会碰见一两个治愈系的暖男遥
不喝酒袁有洁癖遥偶尔抽烟袁味道不刺鼻遥用彩色的床单和墙漆袁爱

照顾植物遥穿鞋时会解开鞋带袁然后很认真地绑上遥会设身处地为你着
想袁比关心自己还关心你遥 读书袁喜欢安静遥 说话声音不大袁且声音好
听遥指尖干净袁喜欢整理房间遥想法单纯袁觉得这世上没有绝对的坏人遥
不允许自己的言行让姑娘感到不适袁认为姑娘就是用来疼的袁而爱一
个人就要对她负责遥

我知道袁世上有很多这样的男人袁当我们诚心祈祷一段恋情的时
候袁他们都在清爽的单着身遥如果没有合适的女友袁或者不是正确的时
候袁他们宁可养条狗或者找个炮友袁也不谈恋爱遥这种充满男人味的自
持袁绝不是因为妄自尊大遥 这些美好得简直不像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
男人袁往往是按照自身的标准来选择女人袁宁缺毋滥袁绝不将就遥

只有深入了解他们袁你才会知道他们其实也非常害怕寂寞遥 男人
在治愈别人的时候袁内心也有其薄弱的地方袁为了保护这些柔软的薄
弱面袁他们只对特定的人群敞开心扉遥再平易近人的态度袁也难掩那一
抹淡淡的疏离感遥

暖男的暖袁是一种善意袁也是一种隔离遥这份野暖冶来自内心过分理
智的掂量袁即使最亲密的人都很难看到他们发脾气的样子袁故而认为
他们就是没脾气的老好人袁事实上袁暖男原本的性格不一定温和遥针对
一些微小的错误袁他们可以做到无动于衷袁但一旦他们认为这是个问
题袁就会像变了一个人一样;长久的观察你不免会发现他们还有这样的
一面院衣服一定要从下往上折袁被子不能折起来必须铺平袁喜欢用圆形
的装饰品装饰屋子袁听到高分贝的声音会烦躁袁肚子饿的时候一定要
先吃东西才能思考问题噎噎云云遥

暖男真的是货真价实的神经质袁而且袁真实的脾气相当阴晴不定遥
你期待现实中会有都教授那样十全十美的暖男袁也许真的只能从

外太空去找遥现实中的暖男袁并非是一个无条件纵容姑娘尧能够五百年
不和女人发生性关系尧不抽烟不喝酒不应酬尧不结交狐朋狗友尧不用加
班就能挣到钱的男人遥 他们是十全九美的普通人袁有些缺点甚至让你
无法忍受遥
比如袁暖男挑女人的眼光奇高遥 如果你不是他们理想的女朋友袁也

不是他们理想的女炮友袁他们会把你当成妹妹一样疼爱袁碰都不会碰

你一下袁实际上就是没看上你袁这一切都是为了树立自己圣父的崇高
形象遥 要是遇到理想的女人了袁他们和普通男人一样狗腿子犯花痴遥

比如袁暖男的老好人不是源自没脾气袁而是善于把自己的坏脾气
隐藏起来袁一旦真的生气了袁别指望短时间内能够安抚好他们袁平时挤
压的满满负能量铺天盖地向你袭来袁会让你根本措手不及遥 作为他们
的另一半袁你经常会感到疲惫不堪遥
再比如袁每一个暖男都是上辈子缺根筋的天使遥他们超凡脱俗袁对

于一切俗世的东西反应都慢半拍袁 尽管努力扮演贴心小棉袄的角色袁

但时不时慢半拍的反应袁暴露了他们的天然呆袁甚至粗枝大叶遥如果他
们自告奋勇下厨结果把厨房炸了袁你一定不要哭遥

面对负面情绪袁有的男人选择把负面情绪发泄出来袁这样心情很
快就会好起来袁 有的男人通过各式各样的方式转移自己的负能量袁也
有的男人把自己的痛苦凌驾于别人的痛苦之上遥 相较这些做法袁暖男
的确很温暖袁他们总是自舔伤口袁把痛苦深藏于心底袁默默地和这些不
为人所知的黑暗面博弈袁就像一块海绵一样袁把自己和他人情绪中的
脏东西都吸收掉遥

老好人一般的外表只是伪装袁私底下袁暖男其实也会受到负面情
绪影响袁只是比起伤害别人袁他们宁愿伤害自己袁这让他们在生活中表
现得有些笨拙袁不过没关系袁勤能补拙遥
这世上袁有人多冰冷袁就有人多温暖遥
暖男也曾被感情伤害过袁被打击得支离破碎过袁也曾绝望过尧悲痛

过遥但暖男相信朋友和家人袁相信这世间有爱袁而爱袁可以化解一切遥否
则的话袁他们为何那么坚持守身如玉呢?

暖男最棒的地方袁在于且行且珍惜遥
曾经在网上看过一篇关于暖男的帖子袁大意是说野暖男就是男人

中的绿茶表砸冶遥任何人在一定年龄之前袁都曾想过用一些手段和技巧
来赢得心爱之人的芳心袁过了一定年龄袁手段和技巧不再是重点袁也就
脱离了野表砸冶的队伍遥 暖男之所以对身边的女人那么好袁是因为他们
知道对方在他身上花了多少的心思袁这种好不能是有所图的遥 哪怕顶
着狗腿尧备胎的偏见袁也愿意为对方付出袁因为知君深情不易遥

这就是暖男袁在你眼中是十全九美的男人袁符合你对伴侣全部的
幻想袁像是叶超能陆战队曳中的大白袁体贴入微袁能给你无尽的安全感遥
但大白不过是个机器人而已袁 男人的感情永远是一堆无序的乱码袁你
永远捉摸不透袁他可以是你的暖男袁可以当你的抱枕袁可以做你的大
白袁可你永远走不进他的心遥 所谓暖男袁只不过是对你不带感遥 游离在
爱情之外的温暖袁但他的爱永远与你绝缘遥

爱得太卑微就是你的错
渡边淳一说过袁几千年来袁爱情从来都没有进步过遥自然和科技都发生过迅猛的发展袁唯独爱情袁千变万

化袁且无迹可寻袁一个人一种爱情袁谁都无法改变和促进它遥
可见袁爱情是一件多么有魔力的东西遥 野殉情冶一词袁也是来源于爱遥
看叶钟馗伏魔曳的时候袁记得张道仙最后问钟馗袁野爱袁真的那么蛊惑人心吗?冶遥 钟馗没有回答袁因为他没

必要回答遥张道仙认为是蛊惑袁是因为他不懂爱袁跟一个不懂得的人袁还谈什么爱情的道理呢遥最终雪妖用自
己的死袁证明了袁爱就是那么野蛊惑人心冶遥

你为爱疯为爱狂袁为爱牺牲袁为爱受伤袁都可以理解遥 但是如果你爱得太卑微袁就是你自己的错袁不要怪
爱情让你走火入魔遥

你分不清楚一个人袁你该爱还是不该爱袁你分不清楚一个伤害你的人袁是该离开还是不离开袁请你不要
错误的以为这是自己爱之深袁情之切袁其实只是你的爱情观已经没有了底线遥

一个姑娘袁在被男票无数次的伤害后袁还是回到他身边遥 我问她为什么袁她说袁跟他在一起很开心袁很快
乐遥我说袁你跟他在一起是很开心袁很快乐袁但是你的开心和快乐袁能跟你的痛苦和伤害成正比吗遥难道为了
那短暂的快乐和开心袁你就忍受他带来的痛苦和煎熬遥

难道爱情不是找一个两情相悦的人开心的在一起吗遥 难道好的爱人袁不是会让你变得更好而不是更糟

吗遥 纵然恰当好处的爱情难找袁有人爱错袁有人错爱袁但是你内心如果不树立一个正确的爱情观袁你不去
追求一个简单明了却要守住伤痕累累的爱情袁那就别怪他人袁也别怪爱情袁怪就怪你自己袁太不争气遥

话说回来袁难道你跟他在一起时的快乐和开心袁跟别人就不会有吗遥 你真的不会再遇见一个跟他一
起时也很开心快乐的人吗遥 我想不会袁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不可失去的东西袁何况在你爱了几次以后袁你

用什么证明这世间没有不可替代的爱人遥
爱情是个漩涡袁也是一个泥潭袁人一旦沦陷袁无法自拔遥 别说人与人袁就是人与妖袁也在劫难逃遥 但女孩

子袁我还是劝你对自己狠一点遥忍下那一时的熬煎袁不要去爱不该爱的人遥人常说袁长痛不如短痛袁也只有你
咬牙狠心离开那个不该爱的人袁才会遇见你应该爱也爱你的人遥 如果你不放手袁你永远没有重新开始的机
会遥
当我说这些的时候袁这个姑娘觉得我说得都是大道理袁不足为信遥 她觉得爱情就是她的天袁一个爱的男

人袁就是一切遥比起失去袁她宁愿忍让的在一起遥失去必然是痛苦的袁哪怕对一个十恶不赦的爱人袁你们之间
累积的情感袁习惯袁都是你要拔出的刺遥 每拔一根袁就痛一次遥
姑娘愿意为爱情受伤袁并没有错遥她愿意牺牲自己去爱一个别人觉得不值得的人袁也没错遥 爱情千回百

转袁你认为不值得袁她认为值得遥在整个感情中袁当她陷入这样的漩涡里袁谁也别想把她拉出来遥只有某一天
她自己幡然醒悟袁或者一生屈就遥 哪怕她一生受此煎熬袁都是她自己的选择袁你不能说她不是出于真爱遥

能够好好去爱袁你是否有必要爱得那么不坚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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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苞花

金苞花又称黄虾花尧珊瑚爵床尧金包银尧金苞虾衣花遥 为爵床科常绿亚
灌木袁茎节膨大袁叶对生袁长椭圆形袁有明显的叶脉袁因其茎顶穗状花序的黄
色援苞片层层叠叠袁并伸出白色小花袁形似虾体而得名遥 因其花期长袁观赏价
值高袁自 80年代引入后袁就很快得到广大养花者的喜爱遥金苞花株丛整齐袁
花色鲜黄袁花期较长遥 适作会场尧厅堂尧居室及阳台装饰遥 南方用于布置花
坛遥

原产于美洲热带地区尧落
叶阔叶林区尧 南亚热带常绿阔
叶林区遥

1. 原产于美洲热带地区遥
中亚热带常绿尧 落叶阔叶林区
(主要城市院武汉尧沙市尧黄石尧
宜昌尧南昌尧景德镇尧九江尧吉
安尧井冈山尧赣州尧上海尧长沙尧
株洲尧岳阳尧怀化尧吉首尧常德尧
湘潭尧衡阳尧邵阳尧桂林尧温州尧
金华尧宁波尧重庆尧成都 尧都江
堰尧绵阳尧内江尧乐山尧自贡尧攀
枝花尧贵阳尧遵义尧六盘水尧安
顺尧昆明尧大理)

2.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
(主要城市院福州尧厦门尧泉州尧
漳州尧广州尧佛山尧顺德 尧东莞

尧惠州尧汕头尧台北尧柳州尧桂平尧个旧)
3.热带季雨林及雨林区(主要城市院海口尧三亚尧琼海尧高雄尧台南尧深

圳尧湛江尧中山尧珠海尧澳门尧香港尧南宁尧钦州 北海尧茂名尧景洪)

物种分布

植物有 200余种遥 金脉单药花株高可达 1米袁盆栽仅 15-20厘米遥 叶
对生袁卵形或长卵形袁先端锐形袁革质袁中肋与羽状侧脉黄白色遥 夏尧秋季花
开袁顶生袁花苞金黄色袁花期持久袁花叶俱美遥 艳苞花株高 50-80厘米袁盆
栽 15-30厘米遥 叶长椭圆形或披针形袁中用银白色袁夏袁秋季开花袁顶生袁花
苞红色袁花期持久遥 此类植物耐阴性强袁观花赏叶袁清雅宜人遥 茎多分枝袁直
立袁基部逐渐木质化遥 叶对生袁披针形袁叶脉纹理鲜明袁叶面皱褶有光泽袁叶
缘波浪形遥 花序着生茎顶袁由重叠整齐的金黄色心形苞片组成袁呈四棱形袁
长 10耀15cm遥花乳白色尧唇形袁长约 5cm袁从花序基部陆续向上绽开袁金黄色
苞片可保持 2耀3个月遥

形态特征

金苞花主要用扦插繁

殖袁生长季都可进行遥扦插时
间最好在 4月袁 从老株上取
长约 8-10 厘米嫩梢[3] 渊枝
条没有花苞且半木质化冤袁扦
于砂或桎石中袁 保持温度在
21 摄氏度以上袁保湿袁湿度
约 80%左右袁约半个月生根袁
若 6月份扦插袁 则一周就可
生根袁也可水插遥扦插小苗上
盆时袁可用塘泥 2份袁碧糠灰
1份袁 并加豆饼粉或鸡粪作
基肥袁 幼苗一周后才能逐步
让它见阳光遥 对成活后的小
苗袁 要进行摘心袁 第一次留
1-2节摘心袁待新梢长出 2-
3对叶时袁再留一对叶摘心袁停止摘心后袁2-3个月就可开花遥为防止停
止摘心后节间过长尧植株过高袁可根灌 2000ppm矮状素或 500ppm的
多效唑遥
生长期间袁除盛夏可稍遮荫外袁都要给予充足的光照袁这样袁不仅

可使植株生长更壮袁并能减少病害遥 此花在半阴环境中虽然也能较好
生长袁但若过于荫蔽袁会出现徒长现象袁而且开花迟且少遥 金苞花喜通
风环境袁平时植株摆放不要太密袁以免影响透风遥 夏季袁浇水要不待盆
土干透就浇袁并要经常向植株及周围喷水袁以保持较高的环境湿度遥肥
料以饼肥水或稀人粪尿为主袁10-15天浇 1次袁 开花期间要补充以磷
为主的复合肥袁以满足植株不断孕蕾开花时对肥料的需要遥
冬季越冬温度宜保持 10益以上袁否则叶片容易发黄凋落袁若能保

持 15益以上袁冬季也可开花袁第二年春袁2年以上老株袁其茎已半木质
化袁长势衰弱袁应进行扦插更新遥
金苞花在花期和冬季温室中袁常因通风不良而在花上发生黑色小

霉斑遥 这主要是粉阶的排泄物遥 粉炒的若虫和成虫聚寄在苞片基部和
叶腋等处袁当成虫密度大时袁就会出现密集的黑色斑点袁使花开不良并
逐渐霉烂遥 此
外袁 还会发生
红蜡炒和蚜虫

的危害袁 都直
接影响生长与

观赏遥 一旦发
现袁 可用 40%
的 氧 化 乐 果

1500倍液连续
喷杀遥

繁殖培育

一是温

度要合适遥 它
的生长适温为

20益至 28益 袁
夏季当气温达

30益以上时 袁
要通过搭棚遮

阴尧环境喷水袁
为其创造一个

相对凉爽的环

境遥越冬期间袁
它要求室内不低于 10益袁否则极易造成植株叶片全部落光袁低于
4益至 5益会被冻死袁冬天搁放于室内的植株袁最好用电热取暖器
加温遥
二是光照要适宜遥 春秋两季可接受全光照袁盛夏时节应遮光

30%至 40%袁或维持有早晚约为半天的光照即可袁但冬季最好搁
放于温暖且光照充足的南向窗前遥

三是水分要充足遥生长季节不仅要始终保持盆土湿润袁而且
要求有较高的相对空气湿度袁但盆土内不能有积水遥 春秋两季可
每隔 1天至 2天浇水一次遥 夏季可于每天的上午 10时前或下午
3点后浇水一次袁并适当增加叶面喷水的次数遥 冬季维持盆土稍
呈湿润即可遥 梅雨季节要防止积水烂根遥

四是土壤要通透良好遥 可用腐叶土 5份尧园土 3份尧河沙 1
份尧腐熟有机肥 1份混合配制袁生长季节每半月松土一次袁每年
春季出房前必须进行一次翻盆换土遥

此外袁让金苞花四季有花的养护管理注意事项院
花序上密生金黄色花苞片和洁白色小花袁极为美丽遥只要莳

养得法袁 有充足的光照和 15度以上的温度袁 一年四季鲜花不
断遥 盆栽宜选用疏松肥沃尧排水透气良好的策酸性土壤遥一般可
用腐叶土加 1/3河沙袁另加少量骨粉混匀配制的培养土遥 粘土和
沙土都不适宜其生长发育遥 金苞花比较喜欢阳光袁 北方地区栽
培袁春秋季节放室外养护袁一般不需要遮光袁但夏季中午前后需
适当遮光遥 冬季放室内光线充足处则叶色鲜绿富有光泽袁株形紧
凑袁花序大袁色泽艳丽遥 若遭到烈日曝晒袁易导致叶片萎黄袁叶缘
枯焦遥
金苞花喜湿润袁 夏季和干旱季节需经常注意提高花盆周围

的空气湿度袁方能使植株茁壮生长遥 金苞花较喜肥袁生长季节一
般每 7原10天施一次全元素液肥遥孕蕾期向叶面上喷施 0.2%磷酸
二氢钾溶液袁有利于花多色艳遥 若养分不足袁则植株生长衰弱袁花
序小袁开花少遥若施氮肥过多则茎节细长袁花量减少遥金苞花枝叶
茂盛袁花序大袁花朵多袁需要较多的水分袁因此应经常保持盆土湿
润袁但忌盆内积水遥 花芽分化期袁要注意适当控制浇水袁减弱植株
营养生长袁以利养分积累袁促进花芽分化遥 生长适温约为 18原25
度袁超过 30度或低于 10度均不利其生长遥
因此家庭莳养袁 要想让它冬季继续开花袁 白天室温需保持在 18
度以上袁夜间也需维持在 15度以上袁同时给予适当的水肥条件袁
即可达到目的遥

养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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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岁末袁在众多贺岁电影中袁叶泰囧曳如一匹黑马袁一路刷新票
房袁成了国产影片的票房冠军遥而在荧屏上袁有一部电视连续剧也成了
收视冠军袁它土得掉渣袁却能让人笑破肚皮袁这部电视连续剧便是叶民
兵葛二蛋曳遥也许没人想到袁这两部分别雄霸银幕和荧屏的影视剧的编
剧都是同一人袁他便是束焕遥

从小就有幽默细胞 作文时常被当范文
束焕生于 1973年元月 20日袁父亲

束一德是国家一级导演袁曾任重庆电视
台电视剧部副主任袁所执导的叶傻儿师
长曳叶山城棒棒军曳等川味喜剧电视连续
剧袁影响甚广曰母亲薛兰君是重庆人民
广播电台编导遥受这样一个书香之家的
艺术熏陶袁束焕从小就表现得很善谈袁且说话风趣幽默遥
在束焕刚两岁时袁一首流行歌里有一句歌词叫野毛主席袁像太阳袁

照到哪里哪里亮冶遥经常专心地看大人们动情地唱着袁束焕不仅学会了
跟着调子哼哼袁还记住了歌词遥 有一天吃饭时袁他问父母院野爸爸袁大人
们经常唱袁毛主席像太阳袁照到哪里哪里亮袁那哪个像月亮呢钥 冶束焕的
问题把束一德夫妇既问住了袁也笑坏了遥他们没想到袁刚刚两岁的孩子
却会思考这样的问题袁所问的话还这么滑稽遥
刚上二年级时袁班主任好几次发现成绩很好的束焕喜欢上课时偷

偷在课桌下搞小动作袁便批评他袁要他改正缺点遥 于是那之后的一天袁
束一德看到束焕的语文书上用红笔写上了这样一句话院野我要上课再
搞小动作袁就剁你的手浴 冶便问束焕院野儿子袁你上课搞小动作袁怎么要剁
别人的手呢钥 冶
束焕一本正经地大声说院野老师告诉我说袁人生如大海航行袁每个

人从小就要有理想袁有了理想才有方向遥他经常说耶大海航行靠剁手爷遥
我也想有人生理想袁靠耶剁手爷才有方向遥但是剁自己的手好痛哦袁不如
剁别人的手遥 冶束一德明明知道束焕在装怪袁有意逗乐子袁却还是忍不
住笑了起来袁夸他幽默遥当然也不忘提醒束焕将这句话给涂掉袁免得班
主任看到会生气得真会野剁手冶遥
束焕小时不仅说话幽默风趣袁作文还写得很好遥 束焕在小学读书

时袁曾写过的最有名的一篇作文袁名叫叶蜘蛛与蚕曳袁虽然老师出此题前
便已主题先行院蜘蛛与蚕都是吐丝的小动物袁那么作文就该写出蜘蛛
的不好袁写出蚕的好遥
束焕的作文交上去了袁老师批改时惊喜得直拍桌子遥 因为老师发

现他所写作文不仅文字优美袁而且构思奇特袁妙趣横生院蜘蛛想称霸武
林袁弱肉强食众多的小生灵袁很多昆虫都吓得哀嚎袁因为有勇敢者曾与
之挑战袁无不死于其密不可破的蛛网阵中遥就在众多小生灵袁特别是众
多昆虫们以为自己的末日将至时袁一条肥嘟嘟的蚕爬了过来袁向蜘蛛
挑战遥蜘蛛见状袁嘲笑说院野你又肥又丑又蠢又慢袁能打败我钥 冶蚕慢吞吞
地说院野能不能打败袁试试再说浴 冶蜘蛛不屑一顾地对蚕说袁蚕要能穿得
过它布下的天罗地网袁且成功逃脱袁它就甘拜下风遥如果蚕逃不过它的
天罗地网袁蚕便是它的美味大餐浴 对蜘蛛的稳操胜券袁蚕不以为然遥 它
先在树上挂了一缕丝后袁很快在丝的下端织了一个茧袁自己坐在茧中
发力袁驾着这个茧朝着结实的蛛网撞去袁几乎是一瞬间袁带着树叶上滴
落的露水的沉重的茧将蛛网撞破了噎噎束焕的这篇作文不仅被自己
的语文老师当成范文读了袁还被其他班的老师拿去当成范文读遥

那之后袁如果班上或者学校有文娱活动袁有学生节目表演袁老师便
会首先想到束焕袁让他整两个小品出来遥于是束焕来者不拒袁像模像样
弄的小品袁被喜欢表演的同学们表演出来袁往往会把观看演出的师生
们笑得肚子痛遥

耳濡目染报考中戏 近水楼台学会编剧
束焕大四那年袁按学校的要求袁学生们毕业前需找剧组实习袁当时

束一德正巧在拍叶川东游击军曳袁便让束焕当他的副导演遥 虽然束焕只
在剧组呆了一个多月袁却学到了很多东西遥
那段时间袁家庭情景喜剧叶我爱我家曳拍摄正酣袁到处找能写喜剧

的编剧袁束焕在学兄的推荐下袁为叶我爱我家曳编了三集剧本遥
1995年的一天袁导演李少红看了束焕所编的叶我爱我家曳的戏之

后袁觉得他才华横溢尧很有锐气袁却又没有其他编剧那种固有的框框袁
便找上门来袁请他和他的同学史航将她已买下版权的著名话剧叶雷雨曳
改编成电视连续剧遥 该剧播出之后袁反响很不错袁观众压根儿没想到袁
这部电视剧的编辑竟然当时还是年龄仅 22岁的在校学生遥

1995年袁大学毕业的束焕被留在了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当老
师遥 这一年袁在父亲的鼓励下袁束焕便尝试着写起喜剧来遥 因为父亲是
一个很严厉的人袁毕业前后袁束焕陆陆续续与人合作写了好几部戏袁名
头已开始响亮袁但他却怕与父亲束一德探讨他的戏袁因为父亲几乎从
来都是挑他所编剧本的毛病遥 野我的父亲是属于在家里特和气袁但在片
场却特耶狰狞爷的那种人遥 冶当然袁也正是父亲的不留情面袁他才能不断
进步遥
经过父亲手把手地教诲之后袁束焕

进步很大袁 但如饥似渴的他还嫌不够遥
有一天袁他对父亲说院野爸爸袁我感觉自
己编剧方面还有很多东西要学遥 要不这
样吧袁我给您写一部喜剧袁写好后您来
导演袁 剧本的每个细节都有您的点拨袁
我的进步会快许多的遥 冶对儿子的这个提议袁束一德觉得挺好袁并取了
有人生隐喻的词野爬坡上坎冶来作为这部剧的名字遥

叶爬坡上坎曳这部剧袁让不少导演知道了束焕的喜剧编剧天赋袁于
是纷纷找到他袁请其打造剧本遥2005年袁著名笑星蔡明请他为其量身定
做三集贺岁情景剧叶蔡明音乐贺岁剧曳遥 这一年袁中央戏剧学院影视中
心还特地成立了野束焕剧本工作室冶遥
一部又一部署名束焕的喜剧亮相荧屏袁束焕的才气又吸引了另一

位主持节目幽默风趣的四川人袁使他们成了好朋友袁这个人便是刘仪
伟遥2005年的一天袁两人在聊天时突然碰出了火花袁决定做一部喜剧电
影袁并写出了剧本袁这就是著名电影叶爱情呼叫转移曳遥
这部喜剧电影上映以后取得了不俗的票房和好评遥 于是导演张建

亚又邀请束焕写了续集叶爱情呼叫转移 2曳袁该片一反叶爱情呼叫转移曳
中 1男搭配 12女的风格袁改为 1女应对 12男的剧情结构遥 这次袁又是
一片叫好声遥

叶泰囧曳创下票房天价 被誉编剧界野卓别林冶
束焕除了写电影尧电视剧外袁他还写小品遥 2009年袁蔡明请束焕为

她和搭档郭达写一个能上春晚的小品袁于是束焕便写了小品叶北京欢
迎你曳袁该小品不仅成功冲上央视春晚舞台袁还获得了当年春节联欢晚
会最受观众喜欢小品二等奖遥 初写小品就能冲上春晚袁而且所写小品

还能获奖袁这让蔡明惊叹束焕的喜剧才气遥2011年袁蔡明又请束焕为她
写一个小品冲春晚袁于是束焕便写了小品叶新房曳袁该小品同样冲上春
晚舞台袁且获得最受观众喜欢的小品三等奖遥
虽然连写两个小品都顺利登上了春晚舞台袁但束焕却一直没告诉

父亲遥 直到 2012年春晚袁一个朋友在欣赏蔡明表演的小品叶天网恢恢曳
时袁无意问看到编剧是束焕袁并打电话告诉束一德时袁束一德才知道儿
子创作的小品上了春晚舞台遥

其实袁每部戏的成功袁都绝非偶然袁
正如人的成功一样袁非经历苦寒袁难有腊
梅飘香遥 叶泰囧曳能开创国产电影票房之
最袁并非撞大运所致遥该片仅剧本便改了
五遍遥在束焕自己手上改了三遍袁剧本到
导演徐峥手上袁又改了两遍遥如果没有这
种反复打磨袁便不可能有三分钟一大笑袁一分钟一小笑的野笑果冶遥

束焕与徐峥不仅合作了叶爱情呼叫转移曳等影视剧袁他俩还是朋
友袁又住在同一小区袁没事便串门说电影电视遥有天徐峥突然很兴奋地
对束焕说院野你说我们拍个关于泰国的电影怎么样钥 冶束焕觉得此创意
不错袁遂一拍即合袁继而袁便开始了剧本创作遥 叶泰囧曳实际上是三位编
剧共同完成的遥徐峥提供故事袁束焕初稿执笔袁然后交回给徐峥和另一
位编剧丁丁修改遥
观众不知袁对这部票房黑马电影的剧本袁束焕的父亲束一德同样

付出了心血遥当初袁当束焕写好叶泰囧曳剧本第一稿时袁束一德便是第一
个读者遥老爷子觉得整体故事不错袁但剧本前面内容太拖沓遥束焕觉得
父亲的批评很正确袁便将前面内容进行了精简袁即便有必须要交代的
内容也往后挪袁穿插在后面的对白之中遥
同样袁束焕在完成叶民兵葛二蛋曳剧本后袁也请父亲指正遥 认真看完

剧本袁老爷子没了批评袁而是给出这样的评价院野剧本情节处理得很大
胆袁意料之外袁情理之中曰剧中人物很有个性袁对白风趣幽默曰虽是抗战
题材袁但风格新颖袁令人眼前一亮遥 这是一个好本子浴 冶果如老爷子所
言袁该剧播出之后袁很快便成为收视冠军袁观众更是给予了如潮好评遥
虽然束焕现在已经成了著名编剧袁 更是被誉为编剧界的 野卓别

林冶袁 所写故事也都天南海北袁 但束焕却一直对四川方言喜剧念念不
忘袁渴望跟父亲再度合作遥为了进一步弘扬四川方言喜剧袁束焕打算与
父亲一起翻拍叶傻儿师长曳袁或是写一部山城特色极浓的电影袁让川味
喜剧在全国再刮旋风遥

我的喜剧
细胞来自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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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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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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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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百年民间婚姻纪事中学会“爱” 刘嘉玲梁朝伟被唱衰 26年：强者的婚姻不是表演

关于这段时间一

直甚嚣尘上的刘嘉玲

搬离与梁朝伟的寓

所袁与同性密友同居袁
疑似出轨的传闻袁梁
朝伟在领取 野法国艺
术与文学军官勋章冶
的时候回应自己根本

没放在心上院野好好
笑袁 我们在一起都这
么多年袁 什么风浪没
见过呢钥 冶是的袁自从
他们两个人相恋袁彼
此之间的绯闻都没少

过袁 八卦新闻时不时
就断言两个人会分

手尧 会离婚袁 言之凿
凿袁结果都没有应验遥
这一次袁 依然不过是
他们人生传奇中的又

一朵小浪花罢了遥
人们为何对这一

对诸多猜测袁 也是因
为他们看起来太不

同遥一个是世俗的尧热

闹的尧 泼辣的尧精
明的袁 混夜店袁结
交富豪袁看起来就
像最肤浅势利的

那种女明星曰而另
一个则是沉默的尧
优雅的尧 文艺的尧
忧伤的袁 不爱交

际袁低调从事袁看起来
更像一个演员而非明

星遥在公众印象中袁他
的一切都极容易加

分袁 正如她极容易减
分遥
人和人的相互吸

引袁 常常有着难以解
释的奥秘和玄机遥 张
国荣曾说他们去刘嘉

玲家里打麻将袁 梁朝
伟在外面放摇滚乐

听袁野梁朝伟喜欢听
rock袁去到他家里袁我
简直头都晕了遥冶他大
概就是那种如大海一

般的男人袁表面平静尧
沉默袁 内里却蕴含着
无尽的能量等待释

放袁 这与刘嘉玲的开
朗尧热闹正好契合遥梁
朝伟自己也说越来越

习惯刘嘉玲的性格袁
野隔不久就有一次那

么多人的聚会袁 我也
会觉得蛮开心尧 蛮好
玩的遥 因为你必须要
和其他人接触袁 生活
在现实世界里袁 你不
是一个仙人袁 闭关练
仙是不行的遥 冶

对于各种传闻袁
刘嘉玲也觉得自己冤

枉袁野我很崇拜梁朝
伟袁不会出去乱搞的遥
外边的人以为我去舞

会尧去打牌什么的袁将
来突然变心的那个一

定是我袁不是啊浴 冶他
们和所有普通的夫妇

差不多袁 精心安排着
自己的日子遥 刘嘉玲
说他们家每天晚上家

里吃什么都是她一手

操办袁 虽然不会亲自
下厨袁 但是会教工人
该如何去做遥 家里琐
碎的事情比如电费尧
水费还有其他支出也

都由她负责打理遥 她
过 49岁生日袁他在君
悦酒店为她庆生袁邀
请圈中好友 160人参
加寿宴袁她穿着 20年
前同他一共参加活动

的旧裙站在他身边袁

衫 依 旧 袁
人 依 旧 袁
岁月兜兜

转 转 袁 好
似终点又

回 到 起

点遥
每一

个人都是

在为自己

选 择 生

活袁 不必
一定符合

大众的评判标准袁自
己的悲喜与得失袁也
不必处处表演出来袁
叫别人赞同遥 人们需
要婚姻这样的堡垒袁
来收藏自己的软弱和

不堪袁 当彼此已经看
到了这最真实的一

幕袁有些秘密袁就永远
不应该向外说遥

这就是婚姻袁要
有共同的立场袁 共同
的目标袁 就像周慧敏
所说的那样院野一个人
的问题袁 两个人去修
正曰一个人的挫败袁两
个人去承担遥 我俩是
一个团队的袁 没分高
低袁输赢也是一体遥 冶

时间证明袁 这才是真
正的强者所为袁 即使
自己选择的这个伴侣

再糟糕袁 能在一起将
近 20 年肯定有着外
人不为所知的理由遥
这些理由并不需要向

所有的人做交代袁因
为袁 她并不是靠旁观
者的同情和支持来维

系自己的感情遥
既然在一起和外

人无关袁 分开也同样
与外人不相干遥 两个
人之外袁 罩着重重叠
叠的大幕袁 将彼此真
实的生活与世界隔

开遥这种境界袁梁朝伟
和刘嘉玲也同样达到

了遥

如
何
让
婚
姻
保
险

前天袁由上海市
档案局组织开展的

野第二批上海市档案
文献遗产和优秀档

案文化传播项目冶评
选结果揭晓袁野近现
代中国婚书冶成功入
选第二批上海市档

案文献遗产遥
一封晚唐五代

的 野离婚协议书冶日
前走红互联网袁先生
寄语前妻 野重梳婵
鬓袁美扫蛾眉冶袁祝她
早日得觅如意郎君袁
从此 野一别两宽袁各
生欢喜冶遥 从敦煌莫
高窟出土的 叶放妻
书曳并非孤本袁它们
的出现勾勒出千百

年 前 的 社 会 风

尚要要要浪漫尧 开放尧
包容袁充满人情味遥

野一个民族最珍
视的东西袁常常体现
在婚书文化上遥 冶民
间婚书收藏爱好者

冯忠宝袁 近 20 年来
花费了巨大的财力尧
精力袁 收藏了共 478
件尧680 张近现代中
国婚书档案遥

其中袁年代最为
久远的一张婚庆野课
书冶 来自于乾隆年
间袁距今已有 270 年
的历史遥 档案时间跨
度逾两个世纪袁地域
涵盖了中国各地 遥
野婚书虽为小道袁却
蕴藏着各种复杂的

社会关系遥 尤其在它
的背后袁是向来注重
耶家文化爷 的中国人
传统精神的延续遥 冶

在一张野中华民

国十七年冶渊1928年冤
的结婚证书上袁记录
着男女双方的姓名尧
年龄尧生辰尧籍贯袁以
及介绍人尧 证婚人尧
主婚人的信息遥 工整
严谨的书法袁显示当
事双方对婚姻大事

一丝不苟的重视遥 装
帧尤为独特袁四周既
印 有 中 式 传 统 花

样要要要戏水鸳鸯与

并蒂莲花袁还带着西
式的红玫瑰和爱心

图案遥 左右上角有两
个胖乎乎的丘比特

小爱神袁风格典雅遥
结婚证的封套

名称也花式多样袁有
野福禄鸳鸯 冶 野鸳鸯
谱冶野伉俪证书冶野龙
凤证书冶野鸾凤证书冶
野富贵证书冶野永久美
满冶野嘉偶证书冶野鸾
凤和鸣 冶 野良缘证
书冶尧野爱俪证书冶野凤
凰证书冶野自由婚书冶
等数十类遥

数百年前婚姻

之礼袁与家与国息息
相关遥 婚礼袁素来被
称为 野诸礼之首冶遥
叶清代民间婚书研
究曳一书解释了中国
古代野婚书冶的含义袁
一种是男女婚姻的

文字凭证袁一种是占
卜婚书遥 婚礼既然是
属于野礼冶的范畴袁便
相应具有野礼冶的两
大特点院 仪式繁琐尧
等级森严袁目的就是
为了突出婚姻作为

家族中头等大事的

庄重性与严肃性遥 婚
礼中的 野繁文缛节冶

大致体现在六个步

骤 中要要要纳 采 尧 问
名尧 纳吉尧 纳征尧请
期尧亲迎遥 叶礼记窑昏
礼曳中就对野六礼冶的
步骤和规则有明确

的阐释遥
冯忠宝最珍贵

的一张藏品袁是清代
乾隆十年 渊1745 年冤
的一张野课书冶遥 上有
野谨尊钦定冶四字袁也
就是说按照皇帝旨

意进行了算命占卜遥
所谓野课书冶袁就是占
卜书遥 在成亲的那
天袁新郎迎接新娘应
该走怎样的路线钥 新
娘梳妆时应该面朝

何方钥 对婚礼中野亲
迎冶这个环节袁从野课
书冶中能看出不少清
朝大户人家婚姻嫁

娶的规矩和门道袁这
张野课书冶展现了当
时的婚姻习俗和制

度袁折射出古人野婚
姻无儿戏冶 的态度遥
其中一份 野庚书冶引
起了记者的注意遥 这
份野庚书冶的特别之
处在于袁第三页不能
像第一尧第二页那样
打开袁因为民间风俗
讲究 野好事成双袁不
能为三冶袁 有适可而
止尧 不能贪求的意
蕴遥 到了民国后期袁
婚姻大事则与国家

人口尧 民族奋进有
关袁祝词中常见野精
神团结应百岁而弥

坚袁前路光明须和平
而奋斗冶等等遥

折射草根家庭

辛酸命运遥 冯忠宝收

集的 680 张婚书可
分成清朝尧民国及解
放后三个时期袁内容
丰富袁 形式多样袁具
有重要的社会史研

究价值遥 这些婚书的
背后袁折射了历史变
迁下个人的际遇流

转遥 和花团锦簇尧精
致优美的龙凤婚书

形成鲜明对照的袁是
诸如典妻休妻尧男子
入赘尧童养媳买卖契
约袁用的多是白黄素
纸袁字迹相对潦草遥

民国三年十一

月渊1914 年冤所立的
一纸典妻书中袁一个
名叫常海庵的农村

人因家用困难袁将自
己的妻子常王氏野典
于赵庆史孝慈大人冶
为其传宗接代袁所生
的孩子均随野史冶姓袁
整个交易中袁常海庵
得到 180圆大洋遥 待
合约期满袁再用等值
的金额将妻子赎回

来遥
但往往袁这些被

丈夫当做抵押物的

妻子们最终不会等

来丈夫相赎的身影遥
与常王氏的悲惨命

运相似的袁还有一名
叫唐吉花的女孩遥 唐
吉花的父亲将女儿

卖给有钱人当佣人袁
一张卖身契换回了

40圆大洋遥
婚书档案中袁满

满 是 时 代 的 印

迹要要要或圆满袁或飘
零袁有无数幸福的笑
脸袁也有各种各样的
辛酸遥

婚姻家庭问题专家尧
全国妇联研究所副研究员

陈新欣说袁 婚姻是一个不
断呵护尧 建设尧 更新的过
程袁 好的婚姻是有一定规
则的袁 如果能够遵守婚姻
规则办事袁 就能够使婚姻
保持生机和爱意袁 如果不
能遵守婚姻规则袁 即使基
础再好的婚姻袁 也有可能
被摧毁遥
规则一院 要爱自己和

不断完善自己遥 你自身

可爱的地方正是吸引配偶

的地方袁相信自己的价值袁
尊重自己的愿望和要求袁
做一个完整的人袁 而不是
谁的一半遥 要通过不断完
善自己获得外在美和内在

美的统一袁 才能保持恒久
的吸引力遥
规则二院 自愿选择伴

侣遥 找到真爱的秘诀取

决于自己袁 是要出于内心
的爱的结合袁 而不是迫于
家庭的压力尧缓解孤独感尧
经济生活的需要尧 社会固
有生活方式的从众行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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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7日叶法制晚报曳报道,今年 31省份相继出
台文件, 明确表态 2015年将加大力度严对高考舞
弊遥 如,广州要求目前流行的智能手表尧智能腕带等
不能带入考场遥 海南则规定如考生携带违禁物进入
考场,监考员也将被追究责任遥

近年来,高考作弊现象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遥
各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动脑筋想办法,创新监考手段,
如采用电子监控尧网上巡视等现代科技,强化高考的
监督与管理遥对考试作弊行为情节严重的考生,除了
取消当年全国统考各科成绩尧下一年度不得参加全
国统考外,触犯法律的,还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遥 但
是,高考作弊还是魔招迭出尧防不胜防遥

高考舞弊,已呈现出野四化冶态势:集团化要要要要要
近年来舞弊团伙,数量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分工
越来越精细;职业化要要要要要通过帮助考生作弊,获取
非法利益,已经成为一些犯罪分子的固定职业尧生财
之道,但凡大规模集体舞弊案,背后都有野职业舞弊
者冶的身影;内部化要要要要要个别地区高考期间出现教

师尧校长在监考的同时公然野助考冶,如湖南嘉禾一中
高考舞弊案尧 吉林松原高考作弊事件等 ; 网络
化要要要要要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 林林总总的作
弊器材,只要上网搜索,足不出户,轻而易举就能从网
上找到卖家遥

透过现象看本质,高考作弊是一种野社会病冶综
合征遥 因此,不能就事论事,而应从社会层面查原因尧

挖根源遥 君不见,在物欲横流的社会背景下,假冒伪
劣尧坑蒙拐骗尧尔虞我诈尧权钱交易之类,非但时有发
生尧屡见报端,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遥

高考作弊所以久治不愈,固然有野一考定终身冶,
甚至野一分定终身冶等高考制度不尽科学等方面的
原因遥制度可以批评,诚信不能缺失遥从某种角度讲,
极少数考试作弊者,对每一个守纪考生而言,是最大
的不公平遥 况且,凭借歪门邪道斩关夺隘,非但不能
叫成功,反而是自欺欺人遥

面对周末即将走上考场的数百万考生袁我们要
为他们加油鼓劲遥 我们还要大声地告诉他们袁高考
是一个怎样的存在遥

这个问题对于经历过高考的人来说会有不同

的答案袁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袁高考就是野提起千
斤重袁放下二两轻冶的存在遥
六年的中学生涯甚至更长时间的准备袁对于大

多数年轻人来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选拔考试袁它直
接决定了进入高等教育的门槛遥 2015年 6月 4日袁
辽宁沈阳袁 沈阳市同泽高中高三年级的最后一堂
课袁同学们即将踏上高考的征程遥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袁高考也是很多中学毕业

生的一场人生成年礼遥 经历了漫长的准备袁承载了
巨大的学习要求和压力之后袁走过高考袁也就迈向
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遥
其实袁人生中何尝不是时时处处都有这样的存

在钥 当我们在做许多选择时袁当我们经历很多困难
的考验时袁我们都投入了自己所有的努力尧情感袁但
是做完选择之后袁 我们都能坦然面对自己的选择袁
面对人生给予我们的回馈袁当然也会面对自己做选
择后承担的后果遥

因此袁高考也是人生中一次普通的存在袁它固
然重要袁但也平常遥 我们更愿意在今天袁告诉大多数
年轻人袁你们所有的努力都已经在过去的时光里给
你们带来了欢笑和喜悦袁 当然也带来了付出和汗
水袁那么就让这些努力和情感在过两天的考试中尽

情挥洒袁为你们人生中这个普通的存在增添一些不
普通的意义遥

又到内地高考季袁又见野六月飞雪冶遥
雪白的卷子尧书页从高处飘飘洒洒袁覆盖了教

学楼前的空地儿袁塞满了人们的视线袁也将长久停
驻于每一个经历过高考的学生尧家长乃至目睹过这
一场景的人的记忆中遥
有人说袁学生撕书可以释放压力袁体验体验野放

下冶的快感曰也有人说袁撕吧撕吧袁孩子们撕得有多
疯狂袁他们受到的教育就有多疯狂遥 更搞笑的是袁有
学校甚至还鼓励学生撕书袁举办什么野毕业撕书节冶
云云遥

只是袁情绪调动很容易袁而要将其控制在一定
的分寸袁则难之又难遥 就在去年袁陕西长武县中学部
分高三学生袁在野撕书狂欢冶遭遇劝阻后袁竟然集体
围殴一名 50多岁的老教师遥 今年前不久袁武汉一所
实验高中亦有 7名高三学生因从楼上扔下撕碎的
纸张袁野扰乱了正常教学秩序冶而被勒令退学遥
纷纷扰扰中袁 撕书这一看似简单的校园现象袁

也面临着越来越艰难的解读困境遥 仅仅以野减压冶尧
野捣乱冶这样非此即彼的态度袁已经很难解释清楚遥
当一件事情可以有截然不同的理解袁 割裂日益严
重袁且无论哪一种理解均可自圆其说的时候袁注定
是简单的现象背后袁有着更为深广的背景袁以及更
多的可能性遥

也即袁若想跳出撕书的认知窘境袁不能仅仅就
行为论行为袁更不能将其从时下整体的教育教学环
境中剥离出来袁孤立尧静态地进行审视与观照遥 一个
必须回答的问题是袁除了野六月飞雪冶式撕书袁学生
还能做些什么钥
积年累月的应试训练袁 无休无止的肌肉记忆袁

还有三点一线的养成环境袁在训练出一个个考试机
器的同时袁也偃塞了一个个本应该是鲜活尧灵动尧好
奇的生命体遥 临近高考的学生袁无暇尝试其他的放

松可能袁事实上也缺乏其他可能的想象空间遥
远山是否黛绿袁云线是否变幻袁竹木如何滋茂袁

土地怎样厚重噎噎这些早已经变得十分遥远遥 此
前袁 河北石家庄一所高中校园空地作为绿化的麦
子袁都能引起网上欢呼袁足见时下学生的生活认知
空间究竟有多逼仄遥
世界很大袁不只是几本书尧几摞卷子曰世界很精

彩袁即便野心即是宇宙冶袁也需要身体的历练尧眼睛的
触摸袁还有泥水尧汗水里的摸爬滚打遥 长期的封闭袁
可能会练就一身野货与帝王家冶的野文武艺冶袁却也很
可能阻遏了与外部世界的亲密接触遥
自从 叶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

施意见曳公布之后袁今年将是推进高考改革的一个
重要年份遥 一系列改革措施的陆续出台袁也为高考
带来很多新变化遥 诸如高考加分项目明显野瘦身冶袁
自主招生在统考后进行袁高职院校与普通高校分类
考试袁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的省份将从去年的 15
个增加到 18个袁31个省份将全面实行平行志愿录
取投档袁等等遥

客观而言袁与以往相比袁这些举措有着积极的
意义与价值袁 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让高考更公
平尧更科学遥 然而袁也应看到袁这些新的改革措施依
然只是一些技术层面的变动袁很难真正减轻每年近
千万高考考生的现实压力遥 即便有袁几经传递袁到了
撕书的学生身上袁也微乎其微遥
高考改革究竟如何野全面深化冶袁不妨尝试从终

端的学生撕书倒推遥 一方面袁可以从制度层面设定
更为精细化的分类标准袁多一些路径尧多一些可能袁
而不必驱使全国数百万考生都挤在同一座独木桥

上袁而分类尧分流尧分别本身袁既契合国外重视职业
教育的成功经验袁也符合中国传统教育中野因材施
教冶的思想曰

另一方面袁在具体的人才遴选机制上袁也应拓
宽学生的认知视野袁 由此传导到教学内容设计上袁
则不妨更丰富尧更鲜活尧更接地气遥 换言之袁高考改
革的关键不在考试袁而在招生遥 如果能够有健康的
招生标准袁学生的情绪得以常态化疏导袁又何必非
要到高考前的临界点骤然爆发钥

撕书很容易袁一朝野六月飞雪冶袁多年积累的不
良情绪可能会暂时有所纾解袁 却不可能根本解决遥
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心情舒畅尧自由发展袁是教育改
革的使命与终极目标遥 高考改革远未成功袁加倍提
速袁方能早日告别野六月飞雪冶的怪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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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岁教育”教什么才合适？

在婴儿早期教育倍受重视的今天袁其从何时开始最适宜已经成为
了最热点的问题袁有的教育专家提倡野零岁教育冶袁即从宝宝出生那天
开始就进行适时尧适当的早教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钥父母又该如何具
体操作呢钥

如今袁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关注零岁教育遥 年轻的爸爸妈妈们从
孩子出生甚至从怀孕开始就变得无比紧张袁 生怕错过了孩子的关键
期袁耽误了孩子的成长遥 可是面对许多教育专家传递的林林总总的教
育理念和教育方法袁年轻的爸爸妈妈们却更加无所适从袁不知怎样才
能实施正确有效的零岁教育遥

其实袁年轻的爸爸妈妈们袁你们大可不必如此紧张遥 固然袁零岁教
育对人的一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袁 但我们并不是专业的教育家袁过
度的紧张只会使我们更加不得要领遥 如何才能让教育变得简单袁让我
们每一位年轻的父母都能放松心态袁缔造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零岁教
育呢钥

零岁教育袁很多专家定义为从出生到 1岁的教育袁但我更倾向于
野无限接近零岁的教育冶这一说法遥 因为许多实例证明袁胎儿在妈妈肚
中孕育的时候就能接受不同的信息遥 孩子从呱呱坠地那一刻起袁就具
有不同的个性遥 教育不是始于出生那一刻袁而是始于怀孕期间遥 因此袁
如果以出生那一刻为中心的话袁 零岁教育应该涵盖它的之前 (怀孕期
间)和之后(1岁以前)的这一段时间遥

如何让零岁教育变得简单钥 我想我们首先应该来思考零岁教育最
重要的内容是什么袁我们到底应该教给孩子什么才算是实现了真正成
功的零岁教育钥

不可否认袁很大一部分家长如此推崇早期教育无非是想让自己的
宝宝变得更聪明袁甚至成为天才遥的确袁注重知识和技能的早期教育可
以培养出天才袁许多名垂青史的人物都是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成长起
来的袁例如莫扎特袁贝多芬遥 但是袁另一方面袁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院这些
接受特别教育的孩子袁 会因为他们在成长过程中表现出的惊人成绩袁
而产生其他野并发症冶遥 这些才华横溢的伟人们袁他们的人生既有常人

所难以想象的丰富多彩和美满幸福袁也有曲折起伏以及与常人不同的
精神磨难遥以莫扎特为例袁他身染重病袁在父亲死后袁生活窘迫袁形同乞
丐袁在妄想和忧郁中英华早逝袁年仅 35岁遥贝多芬嗜酒成性袁52岁得了
黄疸袁53岁吐血袁57岁离开人世遥

固然袁单纯的知识和技能的培养可以造就天才袁但如果没有心性
和人品的培养袁就无法给予天才幸福的人生遥 所以我认为零岁教育不
仅仅是为了培养聪明的宝宝袁 也不单单是为了培养天才和高智商袁零
岁教育更重要的是培养良好的心性和人品袁我们可以称其为野心灵的
教育冶遥 知识性的问题可以通过以后的努力去弥补袁但是袁心灵的问题
却不能弥补袁他会因为时机的错失而永远错失遥

说到心灵教育袁似乎让人觉得很难很难袁其实它并不难遥 因为每个
孩子都具有野类型认识冶这种野特殊能力冶遥

我们也许已经注意到院 才出生几天的婴儿就能分辨母亲的声音袁
记住母亲的长相曰幼小的孩子还不认识字袁却可以指着"coca cola"的招
牌说出那是可口可乐遥我想袁像这样让大人吃惊的事情绝对不会少见遥

那是因为婴儿和幼小的孩子都具有原封不动的接受影像的野特殊
能力冶袁他们能发挥这方面的"特殊能力"是因为孩子和大人的认识方式
存在着差异遥 婴儿不仅仅是通过看母亲的长相去认识自己的母亲袁而
且还通过母亲身上的气味尧声音尧搂抱方式和姿势等综合性的感受去
认识自己的母亲遥对婴儿来讲袁野母亲冶是包涵有自己全部感受的母亲遥

成人看到野coca cola冶的招牌时袁是通过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去认袁然
后才读出野可口可乐冶袁而幼小的孩子是将招牌上的字体作为一个整体
去看袁然后读出野可口可乐"遥 也就是说袁孩子具有把事物作为一个整体
去看的能力遥 日本教育家井深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野类型教育理论冶遥
野类型冶一词来自英文野pattern冶袁婴儿通过野类型冶袁不仅可以认识声音和
文字袁而且还可以认识无形的东西和抽象的事项遥 例如袁母亲在说野谢
谢冶的时候袁婴儿是把野谢谢冶所包含的礼貌行为尧氛围以及语言和表情
等所有的内容作为一个类型去认识的遥也就是说袁婴儿在还没懂得野谢
谢冶的意思之前袁他是把野谢谢冶所涉及的一切内容袁如语言尧行为和氛
围等作为一个整体去接受的遥

如果我们可以把这种类型认识的积累称作教育的话袁那么不论是
心灵教育袁还是零岁教育是不是都可以变得非常简单和自然了钥

现在袁我们就以帮助孩子从小学会爱的能力为起点袁开始我们简
单的零岁教育之旅吧浴
正因为孩子具有野类型认识冶这种野特殊能力冶袁所以要让孩子学会

什么是爱袁 我们只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向聪明的宝宝展现什么是爱即
可遥 宝宝从在妈妈肚子里开始就成长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袁家人之间
充满爱意尧互相关心尧互相体谅曰出生以后袁大人经常对婴儿温柔地呵
护遥这样一来袁婴儿就能通过野类型认识冶很容易地感受到家人的爱袁并
对它进行吸收遥当然袁婴儿这时候还不明白这就是野爱冶遥可是当婴儿长
大后知道野爱冶这个词时袁他就明白什么叫做爱袁并通过自己切身的感
受去深深理解它遥 这时候袁他对爱的理解便不再停留在对字面的抽象
理解上袁爱人便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能力遥
但是袁 如果婴儿在这个时期没有接受到这种关于爱的类型教育袁

即使他以后长大了也很难真正理解野爱冶袁而且即使他心里明白也不会
有爱的行为袁因为他没有学到爱的行为遥

我相信每对父母对自己的孩子会成为什么样的人都有一个期望遥
可是袁要让这个期望变为现实袁仅仅用语言告诉他是不够的遥那我们应
该怎么办钥 不要紧张袁别忘了袁孩子具有野特殊能力冶浴

人的能力尧个性和爱好不是与生俱来的袁而是因为他们从在妈妈
肚子里就开始感受到的类型教育不同而有所不同的遥如果是一个充满
爱心的家庭袁父母之间相互体谅尧尊重老人袁那么即使不用语言去教袁
婴儿也能自然而然地学会父母的行为方式和说话方式遥等婴儿长大以
后袁父母的行为方式就会再现在孩子身上袁使孩子也成为一个温柔体
贴的人遥 反之袁如果是一个充满暴力的家庭袁你能想象会发生什么吗钥
因此袁要想孩子成为怎样的人袁自己先成为那样的人吧浴

现在袁你还会因为不知道如何对孩子实施有效的零岁教育而感到
迷茫和紧张吗钥我想答案已经很明显遥不管别人怎么说袁每对父母都有
自己不同的个性袁每个家庭都能给予孩子不同的类型袁从这一刻开始袁
快乐出发吧袁缔造属于你自己独一无二的零岁教育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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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传》选读
他的朗诵袁如林间涌出来的流泉遥徐志摩的翻译也

文采飞扬袁他那硖石官话夹杂其间的京腔袁抑抑扬扬袁
如行云流水袁 琮琮可听遥 林徽因不时报之以赞许的目
光遥

讲演会结束之后袁林徽因对徐志摩嘉许地称赞着院
野今天你的翻译发挥得真好袁好多人都听得入迷了遥 冶

徐志摩说院野跟泰戈尔老人在一起袁 我的灵感就有
了翅膀袁总是立刻就能找到最好的感觉遥 冶

林徽因说院野我只觉得老人是那样深邃袁 你还记得
在康桥你给我读过的惠特曼的诗吗钥 要要要从你袁 我仿
佛看到了宽阔的人海口遥面对泰戈尔老人袁觉得他真的
就像入海口那样袁宽广博大遥 冶

林徽因尧 徐志摩一左一右袁 相伴泰戈尔的大幅照
片袁 登在了当天的许多家报纸上袁 京城一时 野洛阳纸
贵冶遥

5月 8日袁是泰戈尔先生 64岁生日遥 在筹备庆祝活动时袁林徽因问徐志摩以什么方式庆
祝袁徐志摩说袁当然按中国传统方式遥

生日晚宴办得很热闹遥 胡适作主席袁400位北京最著名的人物出席了宴会袁送给泰戈尔的
寿礼袁是十几张名画和一件古瓷遥然而袁使泰戈尔最高兴的袁是他获得了一个中国名字遥命名仪
式由梁启超亲自主持袁他说袁泰戈尔先生的名字袁拉宾德拉的意思袁是野太阳冶与野雷冶袁如日之升袁
如雷之震袁所以中文应当译为野震旦冶袁而野震旦冶恰恰是古代印度称呼中国的名字 Cheenast鄄
nana袁音译应为野震旦冶袁意译应为野泰士冶遥 泰戈尔先生中文名字野震旦冶象征着中印文化永久结
合遥 梁启超又说袁按照中国人的习惯袁名字应该有姓袁印度国名天竺袁泰戈尔当以国名为姓袁全
称为野竺震旦冶遥

徐志摩神采飞扬地把梁启超的话译给泰戈尔袁泰戈尔激动地离席起立袁双手合十袁全场爆
发出热烈的掌声遥

掌声中袁梁启超把一方鸡血石的印章献给泰戈尔袁印章上用正宗金文镌刻着泰戈尔的中国
名字野竺震旦冶袁泰戈尔把那方珍贵的鸡血石印章捧在胸前说院野今天我获得了一个名字袁也获得
了一次新的生命袁而这一切袁都来自一个东方古国袁我倍加珍惜遥 冶

生日晚宴结束之后袁在东单三条协和小礼堂为他精心安排了一场演出遥 这座礼堂坐南朝
北袁是一座传统的中国建筑袁飞檐斗拱的门楼是地道中国式的袁礼堂内部灯火辉煌袁座位的长椅
一排排摆开袁是 20年代中国北方都市的一座现代化建筑袁许多名人常到这里讲演聚会遥

泰戈尔喜欢看戏袁尤其喜欢看他自己写的戏遥 今天为他演出的袁是他根据叶摩诃德婆罗多曳
书中一段故事写成的抒情诗剧叶齐德拉曳遥

因是专场演出袁且人物对白全部用英语袁观众只有几十个人袁不大精通英语的梁启超袁由陈
通伯担任翻译遥

演出前袁林徽因饰一古装少女恋望野新月冶袁雕塑般地显示了新月社组织的这场空前的演出
活动遥

这个剧本的故事袁是由印度史诗摩河德婆罗多的情节衍变而成袁齐德拉是马尼浦国王的女
儿袁马尼浦王系中袁代代都有一个男孩传宗接代袁可是齐德拉却是他的父亲齐德拉瓦哈那唯一
的女儿袁因此父亲想把她当成儿子来传宗接代袁并立为储君遥 公主齐德拉生来不美袁从小受到
王子应受的训练遥邻国的王子阿顺那在还苦行誓愿的路上袁来到了马尼浦遥一天王子在山林中
坐禅睡着了袁被人山行猎的齐德拉唤醒袁并一见钟情遥 齐德拉生平第一次感到袁她没有女性美
是最大的缺憾袁失望的齐德拉便向爱神祈祷袁赐予她青春的美貌袁哪怕只有一天也好遥

渊未完待续冤

《老舍自传》选读
幽默宽恕了他们袁正如宽恕了马家父子袁把褊狭与浮浅消解在笑声中袁万幸浴
最危险的地方是那些恋爱的穿插袁它们极容易使叶二马曳成为叶留东外史曳一类的东西遥 可是我在一动笔时就留着

神袁设法使这些地方都成为揭露人物性格与民族成见的机会袁不准恋爱情节自由的展动遥 这是我很会办的事袁在我的
作品中差不多老是把恋爱作为副笔袁而把另一些东西摆在正面遥 这个办法的好处是把我从三角四角恋爱小说中救出
来袁它的坏处是使我老不敢放胆写这个人生最大的问题要要要两性间的问题遥 我一方面在思想上失之平凡袁另一方面又
在题材上不敢摸这个禁果袁所以我的作品即使在结构上文字上有可观袁可是总走不上那伟大之路遥 三角恋爱永不失为
好题目袁写得好还是好遥 像我这样一碰即走袁对打八卦拳倒许是好办法袁对写小说它使我轻浮袁激不起心灵的震颤遥

这本书的写成也差不多费了一年的工夫遥 写几段袁我便对朋友们去朗读袁请他们批评袁最多的时候是找祝仲谨兄
去遥 他是北平人袁自然更能听出句子的顺当与否袁和字眼的是否妥当遥 全篇写完袁我又托郦堃厚兄给看了一遍袁他很细
心的把错字都给挑出来遥 把它寄出去以后要要要仍是寄给叶小说月报曳要要要我便向伦敦说了野再见冶遥

一尧巴黎与三等舱
离开伦敦袁我到大陆上玩了三个月袁多半的时间是在巴黎遥
钱在我手里袁也不怎么袁不会生根遥我并不胡花袁可是钱老出去的很快遥据相面

的说袁我的指缝太宽袁不易存财曰到如今我还没法打倒这个讲章遥在德法意等国跑了
一圈袁心里很舒服了袁因为钱已花光遥 钱花光就不再计划什么事儿袁所以心里舒服遥
幸而巴黎的朋友还拿着我几个钱袁要不然哪袁就离不了法国遥 这几个钱仅够买三等
票到新加坡的遥那也无法袁到新加坡再讲吧遥反正新加坡比马赛离家近些袁就是这个
主意遥

上了船袁袋里还剩了十几个佛郎袁合华币大洋一元有余曰多少不提袁到底是现
款遥 船上遇见了几位留法回家的野国留冶要要要复杂着一点说袁就是留法的中国学生遥
大家一见如故袁不大会儿的工夫袁大家都彼此明白了经济状况院最阔气的是位姓李
的袁有二十七个佛郎袁比我阔着块把来钱遥 大家把钱凑在一处袁很可以买瓶香槟酒袁
或两支不错的吕宋烟遥我们既不想喝香槟或吸吕宋袁连头发都决定不去剪剪袁那么袁
我们到底不是赤手空拳袁干吗不快活呢钥大家很高兴袁说得也投缘遥有人提议院到上
海可以组织个银行遥 他是学财政的遥 我没表示什么袁因为我的船票只到新加坡曰上海的事先不必操心遥

船上还有两位印度学生袁两位美国华侨少年袁也都挺和气遥两位印度学生穿得满讲究袁也关心中国的事遥在开船的
第三天早晨袁他俩打起来院一个弄了个黑眼圈袁一个脸上挨了一鞋底遥 打架的原因袁他俩分头向我们诉冤袁是为一双袜
子袁也不知谁卖给谁袁穿了渊或者没穿冤一天又不要了袁于是打起架来遥 黑眼圈的除用湿手绢捂着眼袁一天到晚嘟囔着院
野在国里袁我吐痰都不屑于吐在他身上浴 他脏了我的鞋底浴 冶吃了鞋底的那位就对我们讲院野上了岸再说袁揍他袁勒死袁用
小刀子捅浴 冶他俩不再和我们讨论中国的问题袁我们也不问甘地怎样了遥

那两位华侨少年中的一位是出来游历院由美国到欧洲大陆袁而后到上海袁再回家遥 他在柏林住了一天袁在巴黎住了
一天袁他告诉我袁都是停在旅馆里袁没有出门遥 他怕引诱遥 柏林巴黎都是坏地方袁没意思袁他说遥 到了马赛袁他丢了一只
皮箱遥 那一位少年是干什么的袁我不知道遥他一天到晚想家遥 想家之外袁便看法国姑娘袁尔后告诉那位出来游历的院野她
们都钓我呢浴 冶
所谓野她们冶袁是七八个到安南或上海的法国舞女袁最年轻的不过才三十多岁遥 三等舱的食堂永远被她们占据着遥

她们吸烟袁吃饭袁抡大腿袁练习唱袁都在这儿遥 领导的是个五十多岁的小干老头儿遥 脸像个干橘子遥 她们没事的时候也
还光着大腿袁有俩小军官时常和她们弄牌玩遥 可是那位少年老说她们关心着他遥

三等舱里不能算不热闹袁舞女们一唱就唱两个多钟头遥 那个小干老头似乎没有夸奖她们的时候袁差不多老对她们
喊叫遥 可是她们也不在乎遥 她们唱或抡腿袁我们就瞎扯袁扯腻了便到甲板上过过风遥 我们的茶房是中国人袁永远蹲在暗
处袁不留神便踩了他的脚遥 他卖一种黑玩艺袁五个佛郎一小包袁舞女们也有买的遥

廿多天就这样过去院听唱袁看大腿袁瞎扯袁吃饭遥 舱中老是这些人袁外边老是那些水遥 没有一件新鲜事袁大家的脸上
眼看着往起长肉袁好像一船受填时期的鸭子遥 坐船是件苦事袁明知光阴怪可惜袁可是没法不白白扔弃遥 书读不下去袁海
是看腻了袁话也慢慢的少起来遥 我的心里还想着院到新加坡怎办呢钥 渊未完待续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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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内媒体报道袁6月 1日约 21时 28分袁一艘
从南京驶往重庆的客船突遇龙卷风袁在长江中游湖
北荆州市监利县水域沉没袁事发地的天气和地理劣
势互相交叠袁情况相当糟糕遥 如果大家细心就会发
现此次事发地点正是位于北纬 30度附近浴

不管是巧合还是冥冥注定袁 北纬 30毅线都是一
条能引起人们极度关注的地带遥
北纬 30度野中国段冶被誉为中国最美的风景走廊袁
东起浙江舟山市袁西至西藏日喀则地区袁横跨浙江尧
安徽尧西藏等九个省区曰并且跨越长江三角洲尧汉江
平原尧四川盆地尧川西高原和青藏高原遥

中国的北纬 30度上有太多神奇的现象袁野不探
不知道袁一探吓一跳冶了遥
神秘基因袁谜窟破谜袁日月并升的奥秘袁神农架的

白熊白鹿野人之谜袁三星堆又是何人的杰作钥 种种
奇景数不胜数袁这么多奇物怪事一齐分布于北纬 30
度这个区域袁仅仅是因为巧合钥 还是有什么玄妙的
野天机冶呢钥

中国神秘北纬 30度

1、北纬 30度是中国从古至今的地震高发地带

据报道院 我国地震局灾难专家顾建华告诉记
者袁在北纬 30毅从古到今都是灾难深重的地带袁在北
纬 30毅袁地震尧海难尧火山和空难等时常有发生遥

据史料记载袁在我国的西藏地区共发生过大于
8级的地震 4次袁7~7援9级地震 11次袁6原6援9级地震
86次遥 1950年 8月 15日在藏东的察隅要要要墨脱发

生过 8援6级地震遥
2008年 5月 12日发生的四川省汶川县 8.0级

大地震震中也在北纬 31度袁离 30度很近遥 震及 30毅
的地方均被破坏遥 2010年 4月 14日发生在青海省
的玉树 7.1级地震中袁33.2的北纬纬度也大概接近
30度遥 与四川汶川地震相同袁玉树地震的震源深度
同样为 14千米遥

2013年 4 月 20 日 8 时 2 分在四川省雅安市芦
山县渊北纬 30援3度袁东经 103援0度冤发生 7援0级地震袁

震源深度 13千米遥
2013年 7月 22日 7时 45分袁甘肃省定西市岷

县尧漳县交界渊北纬 34.5度袁东经 104.2度冤发生 6.6
级地震袁震源深度 6公里遥 云南 31日 8点 4分发生
5.9级地震渊北纬 28.2度袁东经 99.4度冤遥

2、长江两次突然断流

长江的地理范围介于北纬 28毅45忆耀33毅25忆之间袁
公认 6300公里袁目前实为 6211.3公里的中国长江袁
历史上记录了它两次突然枯竭的史实袁令人费解不
已遥

公元 1342年袁江苏省泰兴县渊现在泰兴市冤内袁
千万年从未断流的长江水一夜之间忽然枯竭见底袁
次日沿岸居民纷纷下江拾取遗物遥 突然江潮骤然而
至袁淹死了很多人遥
1954年 1月 13日下午 4时许袁 这一奇怪现象在泰
兴县再度出现遥 当时袁天色苍黄袁江水突然出现枯竭
断流袁江上的航轮搁浅袁历经两个多小时袁江水汹涌
而下噎噎

目前有专家认为长江的断流与板块的运动渊板
块野呼吸运动冶冤有关袁而断流的地方可能就是要被
野暂时隆起冶的地方袁所以江水暂时断流了袁但当板
块之间的力野放松冶下来的时候袁地面又恢复了原
样遥

3、安徽千古迷窟

在安徽省黄山市新安江屯溪段下游南岸连绵

群山中袁林木葱郁袁环溪矗立的山间有 36座渊处冤古
石窟袁洞中空间奇大袁结构怪异袁有的层层叠岩袁洞
中套洞曰有的水波荡漾袁迂回通幽曰有的石柱擎天袁
奇幻神秘遥
洞中无壁画尧无佛像尧无文字遥其中被命名为 35

号的石窟袁洞深 170米袁面积 1.2万平方米袁仅掘出
的十几万立方米石料袁就足以铺就成一条由黄山市
通往杭州市的公路遥

与大自然的杰作黄山比肩为伴袁 相映成辉袁与

埃及金字塔尧百慕大三角尧诺亚方舟等世界上诸多
鬼斧神工的神景奇观一道袁 都处恰好在北纬 30度
这条神秘线上遥

花山谜窟的谜团在于袁如此大规模的人工开掘
石窟袁而且又处在新安文化的中心地带袁居然在历
史上没有任何信息记录遥 另外袁石窟的开掘年代尧用
途尧石料去向尧持续时间尧开掘者身份等谜团至今未
解遥

4、四川的“中国死海”

野中国死海冶 位于四川省大英县蓬莱镇袁又名大
英死海袁是北纬 30度上的又一神奇的景观遥 其海水
渊盐卤水冤来源于 3000米深的地下袁出口温度高达
87益袁含盐量超过了 22%袁以氯化盐为主袁类似中东
野死海冶袁人在水中可以轻松的漂浮不沉遥

海水中富含钠尧钾尧钙尧溴尧碘等 40多种矿物质
和微量元素袁经国家有关权威机构验证袁对风湿关
节炎尧皮肤病尧肥胖症尧心脑血管疾病尧呼吸道疾病
等具有显着的理疗作用袁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
研究资料显示袁人在死海中漂浮 1小时袁可以达到 8
个小时睡眠的功效遥
雅安市蒙顶山惊现神秘图案

野你知道蒙顶山上左麒麟右武士的神秘图案
吗钥 冶野国外也有过类似的现象袁会不会是外星人留
下的脚印呢钥 冶在一着名地理论坛上袁驴友们对蒙顶
山惊现神秘图案一事展开了热烈讨论袁其中还包括
不少专家学者的发言袁记者从中发现了四川地质工
程勘察院地质专家刘民生的名字遥

记者随后与刘民生取得了联系袁经证实袁原来
在位于北纬 30毅附近的雅安市名山县的蒙顶山上
(30毅06')袁呈现出一幅奇特的巨大图案院 左边是一只
麒麟袁右边是一个戴着羽毛头冠的武士浴 中央电视
台 10套叶走进科学曳栏目曾到此进行实地考察并作
了系列报道遥
据了解袁只要采用卫星地图软件袁就能看见这个图
案覆盖了几乎整个蒙顶山的阴面遥 刘民生还从地质
学的角度对整个蒙顶山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构造

进行了分析遥
雅安在地质上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袁它处在

中国野y冶字形构造的核心部位袁西北部尧东北部和南
部三个方向的三条地质构造带正好在雅安交汇袁形
成了一个交点遥 所以这里的地质构造非常的复杂袁
具备了出现这种特殊地貌的基础条件袁当然袁它的
形成原因是很复杂的袁科学结论必须考察后才能得
出遥

6、鄱阳湖“魔鬼三角”

1945年 4月 16日袁2000多吨级的日本运输船
野神户丸冶 行驶到江西鄱阳湖西北老爷庙水域突然
无声无息地失踪渊沉入湖底冤袁船上 200余人无一逃
生遥 其后袁日本海军曾派人潜入湖中侦察袁下水的人
中除山下堤昭外袁其他人员全部神秘失踪遥 山下堤
昭脱下潜水服后袁精神恐惧袁接着就精神失常了遥

抗战胜利后袁 美国着名的潜水专家爱德华窑波
尔一行人来到鄱阳湖袁 历经数月的打捞仍一无所
获袁除爱德华窑波尔外袁几名美国潜水员再度在这里
失踪遥

过去了 40年后袁爱德华窑波尔终于向世人首次
披露了他在鄱阳湖底失魂落魄的经历遥 他说院野几天
内袁我和三个伙伴在水下几公里的水域内搜寻野神
户丸冶号袁没有发现一点踪迹遥
这一庞然大物究竟在哪里钥 正当我们沿着湖底继
续向西北方向寻去时袁忽然不远处闪出一道耀眼的
白光袁飞快向我们射来遥 顿时平静的湖底出现了剧
烈的震动袁耳边呼啸如雷的巨响隆隆滚来袁一股强
大的吸引力将我们紧紧吸住袁我头晕眼花袁白光在
湖底翻卷滚动袁我的三个潜水伙伴随着白光的吸引
逐流而去袁我挣扎出了水面噎噎冶

7、三星堆文星堆因此而得名。

1929年春袁 当地农民燕道诚在宅旁挖水沟时袁
发现了一坑精美的玉器袁由此拉开三星堆文明的研
究序幕遥 1986年袁三星堆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
现袁上千件稀世之宝赫然显世袁轰动了世界袁被誉为
世界野第九大奇迹冶遥

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钥 这里数量庞大的青铜人
像尧动物不归属于中原青铜器的任何一类遥 青铜器
上没有留下一个文字袁简直让人不可思议遥

看过中国北纬 30度这些神秘千古谜团袁 然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世界范围内北纬三十度发生的无

数离奇的事件遥

长江客轮翻沉 揭开神秘北纬 3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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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22MON_C1_Print
	0622MON_C2_Print
	0622MON_C3_Print
	0622MON_C4_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