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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西七天
$318（再買二送一）$215起

加拿大洛磯山七天,
哥倫比亞大冰原 露易絲湖 溫哥華

$566/人(原$629)

美東六天 $175起 美加東八天 $303起

黃石公園( 丹佛) 六天 $266起

黃石七天 羚羊彩穴、布萊斯峽穀、包偉湖 $286起

（
買
二
送
一
）

專辦中國簽證 (十年) 全球豪華郵輪

北歐七天 $730起

（
買
二
送
二
）

上海 ,南京 ,無錫 ,蘇州 ,烏鎮 ,

八日遊 僅 $699

機票+旅遊團(含國際來回機票&稅金
並可自行選擇回程日期)

張家界三峽遊輪十一天
$$299299//人人 ((原原$$499499))

99//66 -- 99//1717
( 含三峽遊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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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Hall of Fame network

www.famehall.com
www.zz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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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月月1212日下午日下午，，國際印度節珠寶展之時裝秀一共舉行了國際印度節珠寶展之時裝秀一共舉行了66場時裝場時裝
表演表演。。作為唯一的一支華裔時裝表演隊伍作為唯一的一支華裔時裝表演隊伍，，1212日下午日下午55時時，，在藝術總監笑在藝術總監笑
琳和公琳和公 關主任陳鐵梅帶領下關主任陳鐵梅帶領下，，時尚辣媽大賽候選人登上國際印度節珠寶時尚辣媽大賽候選人登上國際印度節珠寶
展之時裝秀展之時裝秀TT臺臺，，盡展動人風采盡展動人風采。。圖為時尚辣媽候選人王曉芬圖為時尚辣媽候選人王曉芬(Angela)T(Angela)T
臺倩影臺倩影。。

中國旗袍會休斯頓分會自中國旗袍會休斯頓分會自20152015年年55月月99日成立以來日成立以來，，已已
在休斯頓的美女群中產生了極大的反響在休斯頓的美女群中產生了極大的反響。。越來越多的人越來越多的人
通過各種渠道添置了自己旗袍通過各種渠道添置了自己旗袍。。為展示旗袍文化的秀美為展示旗袍文化的秀美
，，休斯頓旗袍會在休斯頓旗袍會在77月月44日連續參加了兩場大型國慶日慶日連續參加了兩場大型國慶日慶
祝活動表演祝活動表演。。圖為圖為1212日陳式太極拳推廣中心程進才大師日陳式太極拳推廣中心程進才大師((
中中))與參與演出的旗袍會會員和家屬在大華聚餐慶功與參與演出的旗袍會會員和家屬在大華聚餐慶功，，並並
祝福副會長萬麗萍祝福副會長萬麗萍((右二右二))生日生日。。 名人掠影名人掠影

20152015 年年 77月月 1414 日日，，休斯頓藝術聯盟休斯頓藝術聯盟(Houston(Houston
Art Alliance)Art Alliance)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總裁兼首席執行官Jonathon GlusJonathon Glus
與美中藝術家協會會長蔣瑞與美中藝術家協會會長蔣瑞((右右))在休斯頓哈比中在休斯頓哈比中
心就藝術協會的成立和發展壯大展開對話心就藝術協會的成立和發展壯大展開對話。。左為左為
世界名人網電視事業發展部主任裴習梅世界名人網電視事業發展部主任裴習梅。。

20152015年年77月月1414日晚日晚，，世界功夫報主辦的楊氏太極拳第五代傳人楊幼斌大師在釋行浩少林世界功夫報主辦的楊氏太極拳第五代傳人楊幼斌大師在釋行浩少林
功夫學院舉行的太極拳培訓班舉行結業典禮功夫學院舉行的太極拳培訓班舉行結業典禮，，三十位學員獲得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三十位學員獲得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圖為圖為
全體學員與程進才大師全體學員與程進才大師、、趙幼斌大師趙幼斌大師、、楊俊義大師楊俊義大師、、釋行浩院長等集體合影釋行浩院長等集體合影。。

楊氏太極拳發展史上又一裏程碑楊氏太極拳發展史上又一裏程碑！！三位傳人趙三位傳人趙
幼斌大師幼斌大師((右二右二))、、楊俊義大師楊俊義大師((右右))、、鄭可達大師鄭可達大師
((左二左二))師兄妹在美國休斯頓喜相逢師兄妹在美國休斯頓喜相逢，，立願為太立願為太
極拳造福人類再立新功極拳造福人類再立新功。。

20152015 年年 77 月月 1414 日日，，休斯頓上城區休斯頓上城區 TheThe
Tasting Room(TTR)Tasting Room(TTR)酒莊舉行酒莊舉行Open HouseOpen House
，，邀請休斯頓各界嘉賓品嘗美酒邀請休斯頓各界嘉賓品嘗美酒，，享用美食享用美食
，，並推介設計別致的宴客廳並推介設計別致的宴客廳。。圖為世界名人圖為世界名人
網網上電視臺長裴習梅網網上電視臺長裴習梅(Tina Pei,(Tina Pei,右右))應約在現應約在現
場專訪場專訪TTRTTR總經理總經理Jeff Solomon(Jeff Solomon(中中))。。

20152015年年77月月1515日下午日下午，，休斯頓市長候選人休斯頓市長候選人
Marty McVey(Marty McVey(右右))在其亞裔助選委員會主席陳在其亞裔助選委員會主席陳
文律師文律師((中中))的陪同下來到休斯頓中國城靠近百的陪同下來到休斯頓中國城靠近百
利大道和利大道和 WilcrestWilcrest 交口處的蛋撻王交口處的蛋撻王 (ECK(ECK
Bakery)Bakery)，，拜訪著名僑領梅偉民先生拜訪著名僑領梅偉民先生((左左))。。
MartyMarty介紹了自己作為一個企業家介紹了自己作為一個企業家，，做好預算做好預算
、、量入而出量入而出，，不僅可以帶來聯邦的刺激經濟不僅可以帶來聯邦的刺激經濟
資源資源，，而且可以通過休斯頓國際化影響的日而且可以通過休斯頓國際化影響的日
益增大益增大，，擴大世界各地的優質投資擴大世界各地的優質投資，，增加就增加就
業機會業機會，，增加稅收增加稅收，，逐漸平衡減低休斯頓的逐漸平衡減低休斯頓的
沈重債務沈重債務。。

20152015年年77月月1515日中午日中午，，亞美地產協會舉行午餐會亞美地產協會舉行午餐會，，介紹風水在房地介紹風水在房地
產交易中的實際運用產交易中的實際運用。。圖為南灣地產董事長賴李迎霞女士圖為南灣地產董事長賴李迎霞女士((中中))大吉大大吉大
利利，，喜中大獎喜中大獎，，並與房地產經紀人並與房地產經紀人Amy Shao(Amy Shao(右右))等合影等合影。。

華夏中文學校2014屆
王美琴老師的畢業生在返校師生聯誼會上的發言稿

各位校領導、老師、家長和同學們：
大家好！

我是華夏中文學校2014屆畢業生，名字叫
崔文馨。現正在Cinco Ranch 高中上九年級。我
非常感謝王美琴老師給我的這次機會，請我參加
畢業生返校活動。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把我們
的相聚當成多一次學習中文的機會”。

回顧在華夏中文學校學習中文的經歷，至今
我仍然記憶猶新。雖然我跟王老師學習的時間只
是在十二年級中文班的一年時間裡，但是我還是
學到了很多東西，也認識了一些新的同學。

今天，我在這裡想給大家講述一下我離開華
夏中文學校之後，在我的高中的漢語班的經歷。
新的學期開始後，我在Cinco Ranch 高中上中文
三班。我感到非常輕鬆，因為我相信無論在哪個
中文班，我的漢語水平是不會比其他人差的。上
中文三的前幾個月，一切都非常順利。我得到了

中文老師的寵愛，受到了別的學生的稱讚，最後
我也被老師認為我是班裡的“漢語水平相當不錯
”的學生之一。在課堂上，老師感到班裡學生的
漢語水平相差太大，而我和另一位女同學中文基
礎較好，老師就讓我和她練習寫作文，然後用寫
好的一篇一篇的文章來代替普通的漢語作業。我
高興地接受了這個挑戰，並且每天都會努力地用
中文寫作。當時，我覺得這個中文班老師教的實
在是太簡單了。考試都不用多複習就能得滿分，
一點兒挑戰性也沒有。高中的中文跟在華夏中文
學校所學的中文簡直是不能比。可是漸漸地我發
現，雖然這個中文班學的中文很容易，但是我的
中文語言能力在往下降。有時候，我連一些簡簡
單單的漢語單詞也會一時想不起來，而且在描述
一些事情時，所表達出來的語言很蒼白，像中國
低年級小孩兒一樣！其實，我經過思考後，覺得
我的漢語水平越來越差也並不奇怪，因為在學校

需要說中文的時候只是進教室說個“老師好！”
和下課時說“老師再見！”，其他時間都在專心
聽講或者默默的寫作文。在家裡跟父母說的中文
也不會幫助我提高漢語水平。所以為了提高漢語
水平，我每天都會堅持讀寫中文小說，然後上課
時多跟老師交流。在這期間，我總會想到王老師
教的中文課。我是多麼希望能再回華夏中文學校
學習中文啊！

你們能夠想像當我收到返校活動的通知後，
還被王老師選中當一位中文演講者時，我是多麼
的興奮啊！我終於可以見到我一直很尊重的王老
師，還能跟以前和我一起上中文課的同學們聊天
了！這是一次多麼有意義的活動啊！我把它當成
一次讓我練習漢語的好機會。最後，我想再說一
次：“謝謝王老師！”謝謝大家！
華夏中文學校2014屆畢業生 崔文馨

2015年6月7日

各位校領導、老師、家長和同
學們：大家好！

我是華夏中文學校王老師新生班
（九年級一班）林子軒的媽媽。這次被
邀請參加王老師的畢業班學生返校師生
聯誼會，我感到很榮幸。

首先，祝賀這次畢業生們返校活動
成功！你們不忘記你們的中文母校和老
師，就可見學習中文對你們是多麼的重
要的，而且你們從中文的學習當中也有
獲益，這也要感謝你們的家長的重視和
支持。作為家長，我們是在完全中文的
環境中薰陶出來的，現在看到在北美我
們的下一代也不忘記中文，這是一件最
令人感到欣慰的事。看到下一代繼承我
們的價值觀，也就是我們經常標榜的中
華傳承。這對於居住在北美地區的華人
來說，是非常了不起的。中國人對自己

的文化非常驕傲，所以只要有華人的地
方就有中文學校，即使是暫居海外的家
長，也不會忘記送自己的孩子上中文學
校。以前我在普度大學的時候，那裡的
中國人大都是學生或者訪問學者，都沒
有固定身份，但是中文學校從來沒有關
過門，儘管那個所謂的中文學校也許是
我們一輩子見過的最寒酸的學校，然而
中國的家長都不希望子女把中文忘掉，
這就是一種價值觀的體現。

我們大休斯敦地區有這麼一個具有
規模的、而且在全美都享有盛名的中文
學校是我們的福氣。我們的孩子在中文
學校學到的遠遠不止於幾個漢字而已，
他們傳承了中華文化。我們中文學校裡
有非華裔的學生，那就表明我們在輸出
中華文化。文化的力量是很大的。我們
要感謝華夏中文學校的校長和老師們，

你們的付出對於我們華人子女的教育是
有終生的價值的。我們非常受益於華夏
中文學校的領導和老師們的敬業精神，
我的孩子就非常喜歡中文學校，因為他
喜歡他的任課老師們。這次王老師的畢
業生返校也給目前在校的學生很大的鼓
舞，因為你們樹立了榜樣。祝愿你們在
今後的學習和工作中繼續傳承中華文化
並從中獲益！好，我就講這麼多。最後
我想用一首詩來結束我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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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夏中文學校九年級(1)(2)班王美
琴老師的新生家長代表

林子軒同學媽媽—王敏
2015年6月7日

林子軒同學的媽媽林子軒同學的媽媽----王敏王敏：：祝愿畢業生們在今後的學習和工作祝愿畢業生們在今後的學習和工作
中繼續傳承中華文化並從中獲益中繼續傳承中華文化並從中獲益！！

崔文馨同學崔文馨同學：：把我們的相聚當成多把我們的相聚當成多
一次學習中文的機會一次學習中文的機會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梅子報導黃梅子報導

【本報訊】休斯敦古董拍賣公司夏季拍賣會將於8月6
日周四下午5點開始，在位於休斯敦好運大道的該公司拍賣
大廳舉行。
此次拍賣會拍品主要有瓷器、玉器、紫砂壺、奇石、銅器
、精美首飾以及古畫等，共480件拍品。目前此次拍賣的
物品已經擺放完畢，開始進入展示階段。休斯敦古董拍賣
公司總經理吳因潮歡迎廣大收藏愛好者前來公司觀賞拍品
。
休斯敦古董拍賣公司拍賣形式是現場與全球視頻同步競標

，共有三種拍賣方式，一是現場競標，二是通過網絡叫價
，三是通過電話讓現場的工作人員幫您報價。三種拍賣方
式簡潔明了，您只要事先辦理註冊手續即可。歡迎大家競
拍，拍賣當天免費入場並備有小食品招待。
詳情請電:832-251-6666；713-936-2265；
網站：www.houstonantiqueauction.com;
休斯敦古董拍賣公司地址：9931 Harwin Dr，Houston，
TX77036。

休斯敦古董拍賣公司夏季拍賣會休斯敦古董拍賣公司夏季拍賣會88月月66日舉行日舉行

德化白瓷觀音德化白瓷觀音

20152015 GeGe明代景泰藍葫蘆瓶一對明代景泰藍葫蘆瓶一對nesisnesis

黑白玉雕群鼠招財圖黑白玉雕群鼠招財圖

粉彩雕瓷人物煙壺粉彩雕瓷人物煙壺

白芙蓉壽山石雕童子拜觀音白芙蓉壽山石雕童子拜觀音

青白玉雕盤龍杯青白玉雕盤龍杯

鎏金鎏銀鑲白鎏金鎏銀鑲白
玉寶石盒玉寶石盒

本報記者吳凱俊攝吳凱俊攝

美南山東同鄉會青年分會美南山東同鄉會青年分會20152015夏季聯誼會夏季聯誼會((下下))
（（本報訊本報訊））20152015年年77月月1717--1818日日-- 又到了明媚清爽的夏季又到了明媚清爽的夏季,, 美南山東同鄉會青年分會和德州廣東總會青年分會聯合舉辦美南山東同鄉會青年分會和德州廣東總會青年分會聯合舉辦20152015年的夏季聯誼活動年的夏季聯誼活動。。本次活動分成本次活動分成77//1717//20152015 週五及週五及 77//1818//20152015 週六週六

兩部分進行兩部分進行。。77//1717//20152015 週五為提供社區服務週五為提供社區服務,, 在金殿餐廳舉辦了持槍知識和槍支安全講座在金殿餐廳舉辦了持槍知識和槍支安全講座,, 接著是免費移民法律及財經講座接著是免費移民法律及財經講座。。由於近來大家比較關心的是事件是美國關於持槍控制和槍支安全問題由於近來大家比較關心的是事件是美國關於持槍控制和槍支安全問題。。
除了熱忱團體老鄉和成員們加入外除了熱忱團體老鄉和成員們加入外,,也有各界人士華人朋友包括在休斯頓地區生活也有各界人士華人朋友包括在休斯頓地區生活、、工作工作、、學習的朋友們紛紛踊躍報名參加一起同樂學習的朋友們紛紛踊躍報名參加一起同樂.. 讓大家流連忘返共敘新情舊誼讓大家流連忘返共敘新情舊誼,, 渡過了一個難忘的周末渡過了一個難忘的周末。。

來賓們踊越發問大家近來所關注的時事話題來賓們踊越發問大家近來所關注的時事話題

移民經驗豐富的金潤律師事務所創辦律師陳文律師移民法律移民經驗豐富的金潤律師事務所創辦律師陳文律師移民法律
講題包括講題包括11.. 公司如何在銀行外募集資金公司如何在銀行外募集資金,, 22.. 如何申請跨國公司如何申請跨國公司
企業經理綠卡企業經理綠卡,, 33.. 幫助員工申請綠卡幫助員工申請綠卡，，雇主要承擔的工作有哪雇主要承擔的工作有哪
些等問題些等問題

活動邀請了活動邀請了Harris County ConstableHarris County Constable警察局資深警官警察局資深警官MiMi--
chael Leechael Lee做做““持槍知識和槍支安全講座持槍知識和槍支安全講座”。”。警官現場展示警官現場展示
紹個人持槍和購槍的知識紹個人持槍和購槍的知識，，介紹休斯頓執法系統和個人安介紹休斯頓執法系統和個人安
全常識等等全常識等等

美南山東同鄉會副會長修宗明美南山東同鄉會副會長修宗明((圖中圖中))，，美南山東同美南山東同
鄉會青年分會會長吳凱俊鄉會青年分會會長吳凱俊((圖右圖右))，，德州廣東總會青德州廣東總會青
年分會會長林華生年分會會長林華生((圖左圖左))共同為來賓們致詞共同為來賓們致詞

由財富管理專家和執業律師王志楷律師以英語為主的由財富管理專家和執業律師王志楷律師以英語為主的
法律及財經講座和大家討論他所見過遺產規劃方面的法律及財經講座和大家討論他所見過遺產規劃方面的
十大錯誤十大錯誤,,如何在事先做出有效的防範如何在事先做出有效的防範。。以及我們要如以及我們要如
何聰明地選購自己的汽車保險何聰明地選購自己的汽車保險，，做為客戶的財務和法做為客戶的財務和法
律顧問以確保客戶做出正確的投資規劃律顧問以確保客戶做出正確的投資規劃。。

活動主辦人美南山東同鄉會青年分會會長吳凱俊活動主辦人美南山東同鄉會青年分會會長吳凱俊((圖前圖前
排左五排左五))，，德州廣東總會青年分會會長林華生德州廣東總會青年分會會長林華生((圖後排左圖後排左
五五))和當天講員及來賓們合影和當天講員及來賓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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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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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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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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爐頭廠
金門是您的事業通往成功之門！

Golden Gate Restaurant
Equipment Co.

9330 Summerbell Houston, Texas 7707459

★

Beltway 8

Summerbell 9330 Summerbell

Bissonnet

Bellaire

Ho
ne

yw
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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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李朝霞

獴的邻居蝙蝠耳狐

已经捕猎归来袁 他跑在
草地上袁只发出轻微的尧
细小的野沙啦沙啦冶声遥
站在沙棘树上放哨的另

一只獴攀着树枝低头向

下望着袁 只见那狐嘴里
叼着一只草原犬鼠袁绕着树下的阴影袁跑了过来遥就在这时袁攀在
沙棘树上放哨的那只獴猛地摇晃起树枝袁 狐爸爸顺着声音抬起
头袁只见狐妈妈像在草尖上舞动的绸带一样袁迅速地向这边跑了
过来遥
狐妈妈跑来的方向是下风口袁她嗅到了敌人的气味袁而狐爸

爸此时在侧风面袁所以他闻不到危险的气味袁这就很危险遥
正在狐爸爸迟疑的片刻袁 眼前的草丛突然就像被梳子分开

一样袁野唰唰冶地向两边倒去袁此时狐爸爸终于看清了袁像溜冰一
样爬来的是一条他从未见过的大蛇遥
那蛇头部呈椭圆形袁微抬着头袁细长分岔的蛇芯子从沟牙之

中长长地伸出来袁像探测器一样左右扫描着袁长达五六米的黑褐
色身躯碾过草丛袁呼呼地向狐爸爸猛扑过来遥
狐爸爸知道自己不是眼镜王蛇的对手袁 但他还是摆开一副

决斗的架势袁径直向眼镜王蛇扑去遥
而獴娜丽莎比狐爸爸的动作更迅捷袁 只见她猛地向后紧绷

嘴角的肌肉袁露出厚厚的门牙袁身体像画了一条弧线一般袁尾巴
也像一缕烟在眼镜王蛇的身上拔地而起遥只是一口袁獴娜丽莎就
咬开了眼镜王蛇的肌腱遥 就是这样袁獴娜丽莎还是不肯松口袁而
是拼命左右摇晃着脑袋袁只听野刺啦冶一声袁一块蛇肉袁连骨带皮

就被撕咬下来遥眼镜王蛇放弃了对狐爸爸的进攻袁反头向獴娜丽
莎袭来遥而獴娜丽莎的速度比眼镜王蛇更快袁在眼镜王蛇袭来之
前百分之一秒袁跳到安全的地方遥 而眼镜王蛇收不住势袁竟一头
击在自己的尾巴上遥 随着野咚冶的一声巨响袁那尾巴应声而断遥 眼
镜王蛇的眼角上也有血流了出来袁 也许是被自己尾巴上的骨刺
刺破了遥他像疯了一样甩着已经断了一截的尾巴袁一时间草屑乱
飞遥
獴娜丽莎越战越勇袁 她身子向后一蹲袁 前腿平趴在脑袋前

面袁好像腿要给身子带路一样遥
眼镜王蛇左右晃动着脑袋袁防御着獴娜丽莎的进攻遥 果然袁

獴娜丽莎后蹲的后腿突然发力袁 一个箭步就迎着眼镜王蛇的颈
部扑去遥 眼镜王蛇不躲不避袁迎头向獴娜丽莎撞击过去遥
眼镜王蛇的头部就是重重的利器袁 鸡蛋粗的木棒在他的迎

头撞击下都会断为两截袁要是撞击在獴娜丽莎身上袁非把獴娜丽
莎的骨骼击得粉碎不可遥

但眼镜王蛇不知道

刚才獴娜丽莎的进攻是

虚晃一招遥她只是身体向
前一跃袁 随之又退了回
来遥而蛇的重重一击扑了
空袁直挺的身子就像安着
弹簧一样袁又硬生生地把

蛇头拉了回去遥而獴娜丽莎随着眼镜王蛇的收势袁身子重新扑了
上去遥眼镜王蛇再想反击哪里还来得及袁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獴娜
丽莎在自己身上又猛咬出一个洞来遥
獴娜丽莎左闪右躲地进攻着遥 眼镜王蛇也一次次把头伸向

獴娜丽莎袁想把她一口咬住遥 但獴娜丽莎躲得很快袁眼镜王蛇总
是咬不到她袁自己的身上反而让獴娜丽莎重重地咬了几口遥越是
这样袁眼镜王蛇越有被戏耍的感觉袁就越发狂怒遥
眼镜王蛇一次又一次徒劳地出击着袁直至筋疲力尽袁软软的

身子盘成一团袁把椭圆形的脑袋保护在最里面袁颤抖着袁再也没
了刚才的凶残之相遥獴娜丽莎身上的毛竖着袁拖着一缕烟似的大
尾巴袁绕着眼镜王蛇转着遥 就在獴娜丽莎寻找着进攻机会之际袁
攀在沙棘树上放哨的那只獴突然摇晃着树枝袁发出野咿啊咿啊冶
的叫声袁他是在向獴群发出信号袁意思是敌人来了袁要小心浴

原来是一头母狮赶了

过来遥 眼镜王蛇此时哪里还
有反击之力袁他回头张开大
嘴袁发出野咝咝冶的声音恫吓
着遥 但母狮仅一个捕捉动
作袁分开的四肢就紧紧地踏
在了眼镜王蛇的身上袁前爪
死死按着蛇头袁防止他反咬一口;前曲的后爪则像手术刀一样猛
地向后划去袁 巨大的眼镜王蛇的躯体转眼间就被剖开一条长长
的口子遥站在沙棘树上放哨的那只獴显然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袁
以至天空中飞来大斑鹫都没注意到遥
只见那大斑鹫翅膀一斜袁铁钩一样的利爪扫过草丛袁就把在

地上翻滚的眼镜王蛇抓了起来;然后两翅迅速向上扇动袁就像飞
机猛然拔高一样袁直直地升到沙棘树的上空;接着松开双爪遥 眼
镜王蛇的身躯翻滚着直直地落下来袁重重地砸在沙棘树上遥沙棘
树的树枝向下一弯袁又猛地向上反弹回去袁无数沙棘树的树枝像
剑一样穿透了眼镜王蛇的躯体袁死死地把他钉在了上面遥

草
原
激
斗

做明星的另一半其实挺划不来的袁 而且我们这个行业永远
也混不进最有钱那堆儿里袁也就是看似风光袁其实真不实惠遥

所有的男孩都不愿意长大袁 玩心特别大袁 青春的荷尔蒙作
祟袁不安于室袁狂躁轻浮遥 我又是东北人袁东北人都爱热闹袁爱吃
吃喝喝唱唱歌遥 结婚前袁如果有一帮狐朋狗友在外面聚会袁只要
一个电话袁就算天崩地陷我也会马上赶过去遥

去的地方大多是夜场袁灯
红酒绿袁环境嘈杂袁一片呜嗷之
声遥 在那里你叫个人名都得扯
着嗓子喊袁更别提吐露心声了遥
现在回忆起来袁 无非是少年的
斗胜心吧袁看谁能把谁喝倒袁结
果大家一起倒了袁醒来还觉得是生死之契的哥们儿遥

一旦结了婚袁生活和眼光都有新的变化遥 婚姻是一个仪式袁
是男孩和男人之间的分水岭袁等你有了稳定的家庭生活袁再有个
孩子袁一切就更不一样了遥现今的生活看起来平淡袁但内在扎实袁
滋味也更丰富遥 有闲时还会和老朋友们聚会袁但会选在餐厅袁大
家吃着菜袁喝点小酒袁轻松地聊点大家都感兴趣的话题袁这样一
种轻松愉悦平静才是我想要的遥

野婚姻要经营冶袁别以为这句话很空泛遥其实世间所有的真理

都差不多袁每一句都因为被重复了千百遍而听起来乏味俗套袁其
实却是最直白最有力的真实遥

早年我学表演袁老师跟我讲要观察生活遥 说实在的袁那时候
我也就是一听袁 后来当我真的开始越来越懂演戏是怎么一回事
时袁我就开始观察生活袁把生活中碰到的有意思的人和事袁化在
我演的戏里遥

经营婚姻其实也是观察生活袁 始终让自己保持一个 野不饱
和冶的状态袁像海绵一样不停地从生活尧从他人那里吸收有益于
婚姻的成分袁然后把这些养分用在你自己的婚姻当中遥

十年修得同船渡袁百年修得共
枕眠遥除非少数那种真的没找对人
结了婚还各怀鬼胎的袁否则哪家两
口子不是一心一意从谈恋爱到结

婚过日子走到一起的袁谁想放着好
好的日子不过非要过那不好的日

子尧非要闹得鸡飞狗跳啊钥 可是现
实生活中还真就有两人结婚前特别相爱袁 恨不得为对方把命都
献上袁可一结婚就完了袁走进野坟墓冶了袁日子还真就过得鸡飞狗
跳的遥 为什么钥 我觉得多半是两个人没有互相懂得遥
互相懂得最难遥相爱袁有时候是种自然反应袁一种生理本能袁

是天雷勾动地火的一刹那袁而互相懂得袁才是相爱的人携手走过
漫长人生的不二法门袁它是一种修为遥
做明星的另一半其实挺划不来的袁 要承受一些因为丈夫的

名声带来的种种压力遥 而且我们这个行业吧袁要说钱袁永远也混
不进最有钱那堆儿里袁充其量也不过是个中产阶级袁跟做生意的
老板们没法相比遥 我们哪有周末呀袁也就是看似风光袁其实真不
实惠遥

在我的理解中袁 每个人的命
是不一样的袁 我特别相信无论哪
个行业做得最好的那个人袁 一定
是付出最多的遥至于我自己袁现在
的状态挺好袁我很知足遥我也在很
努力地做袁 但我不会给自己设定
什么特别不着边际的目标和理

想袁一开始做演员的时候我还想过奥斯卡尧小金人袁现在一想袁那
事儿跟中国人也没多大关系遥我只要认真地选剧本尧认真对待我
演的戏袁我的努力一定不会亏待我遥
人有欲望噎噎正常的欲望是应该满足的袁但如果欲望太多尧

太不切实际袁那就是心魔袁会使人生病遥

为
婚
姻
而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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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内迁：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导语院此抗战胜利七十周年袁叶短史记曳推出抗战特刊袁自七七事变至九三胜利日袁选取三十个重要的抗战节
点进行解读袁力求勾沉隐没不彰的史实袁再现真实的抗战胜利之路遥 此为第五期叶大内迁曳遥

工业内迁，兵工最完整，重轻工门

类齐全，保存了复兴的物质基础
1937年 10月袁国民政府正式决定迁都重庆遥此

番迁都袁对维持长期抗战尧争取胜利前途袁至为关
键遥 但与迁都同期推进的工业尧文化的大内迁袁则常
被后世所忽略遥 实际上袁这场内迁袁乃国脉存续的真
正关键袁誉之为中国的野敦刻尔克大撤退冶袁丝毫不
为过遥
因野七七事变冶发展成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袁与

蒋介石处理事变的初衷袁存在较大的偏离淤袁故而
工业尧文化的内迁袁均未能提前有所部署袁而是在
1937年的 8月份才被紧急提上日程遥 缘此袁工业内
迁方面袁当局将大多数的资源倾斜给了更具战略意
义的国营厂矿袁而对民营工厂的照顾很不周全遥
国营厂矿中袁最关键者袁莫过于兵工企业遥 中国

兵工袁本远不如日本袁为抗战前途袁自不容再有所损
耗遥 所以袁时人总结称院

野其实最伟大的最完整的工业内迁袁还不是沿
海的民间工业袁而是散布在南京尧武汉尧山西尧河南
及广东各地的兵工工业遥 兵工厂的单位不算很多袁
每一个兵工厂的器材却是很多遥 兵工署让每一个兵
工厂自己拆自己的厂袁自己搬自己的厂袁连职员工
人和他们的家人整个都搬袁所以那些职员和工人都
把自己的厂当作自己的家了袁 拼着命拆卸机器尧搬
运材料袁从厂里到站上袁从站上到码头上袁再从码头
上到船上袁无不用尽了他们的全力遥 噎噎他们不但
搬完了他们的机器袁也搬完了他们的材料噎噎凡是
内地所买不出来的袁都是他们所不肯放弃的袁所以
他们的运输量最大遥 兵工厂的运输量超过了其他一
切国营尧民营工厂联合起来的运输总量遥 冶于
至 1940年袁兵工厂西迁基本结束遥 八年抗战袁

国军绝大部分的枪支弹药的补充袁即由这些西迁兵
工厂所制造遥 据统计袁自 1939年至 1944年袁国民政
府共生产了 36万余支步枪袁 虽远远不能满足战场
所需袁 却已是当日补给的主要来源要要要至于外援袁
仍以步枪为例袁 抗战前期曾自苏联购买了 5万支曰
抗战中后期袁 则因史迪威把持美援物资分配大权袁
所得甚微袁1942年 4月至 1944年 9月袁中国国内战

场仅获得 1000支美援步枪的补充曰 直至史迪威被
赶出中国袁这一境况才有所改善袁至 1945 年 5 月袁
有超过 14万支美援步枪从印度仓库运入了国内战
场遥 盂

兵工厂之外袁当局最重视的西迁对象袁乃是飞
机制造厂袁共三家院韶关飞机制造厂尧中央杭州飞机
制造厂尧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遥 器材尧原料尧半成品
飞机尧需修理飞机乃至机身尧机翼袁全在搬迁范围之
内遥 日后美尧苏空军援华袁正是由这些飞机厂承担起
了维修重任遥

再其次袁 则是资源委员会下属的诸多国营厂
矿遥 这些企业如中央钢铁厂尧中央无线电器材厂等袁
均攸关抗战的基础性需求遥
民营工业西迁的筹划袁 与国营厂矿大致同步袁

唯当局所提供的条件袁远不如国营厂矿优越袁故损
失颇大袁如纺织业损失了 70%袁面粉业损失了 60%袁
机器造纸业损失 84%遥 至于迁徙途中之艰辛袁则国
营尧民营并无二致遥 试举一例院胡厥文之新民机器厂
和合作五金公司袁自上海迁往四川袁其中宜宾至重
庆段袁全靠雇用木船袁由厂内工人充当纤夫拉船溯
流而上袁野岸边的江石年年被江水冲刷袁变得分外尖
利袁工人们一不小心就把脚划得鲜血淋漓遥 噎噎一
只船往往需要一二百名工人拉纤遥 噎噎顺利时每小
时约可前进两丈袁但更多的时候是寸步难行遥 在拉
纤过程中袁四根纤绳断了一根是常有的事袁若是第
二根纤断了袁即须立即将其余两根一齐砍断袁任船
下流至静水处袁以免危险遥 而纤夫只得重回原处袁再
从头拉起遥 冶且须躲避敌机轰炸袁此行袁野员工被炸死
2人袁病死 6人袁从宜昌到重庆走了半年之久冶遥 榆

八十八师淞沪会战中准备与日军巷战

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袁 从 1937要1940年袁共
内迁工厂 450家袁机器材料近 12万吨遥 其中以钢铁
业尧机械工业尧电力及电气工业尧煤矿业等行业之器
材为最多遥 虞因是至故袁最核心的重工业基本得以
保全袁轻工业损失惨重仍门类齐全袁抗战八年袁大后
方仍有一个基本自给尧 稳定的工业体系在正常运
转遥

文化内迁，教育不衰反盛，礼遇

文化界，保存了复兴的精神火种
如果说野工业西迁冶保存的是民族复兴的物质

基础袁那么袁野文化西迁冶保存的则是民族的精神基
础遥
文化内迁袁首重教育事业遥 抗战爆发后袁针对教

育方针袁国内舆论分裂为两大派遥 一派主张教育应
该完全服务于抗战袁 学科须调整为以军事课为主袁
教育对象也须调整为野以民众为对象冶袁凡高中以上
学校与战事无关者袁均应予以改组或停办遥 另一派
则主张教育乃百年大计袁不能为了短期利益袁而破
坏长远的教育体系遥 军政高层内部袁意见也不统一袁
张治中和陈诚同在野长沙临时大学冶演讲遥 张治中劈
头就骂学生院野际兹国难当头袁你们这批青年袁不上
前线作战服务袁躲在这里干什么钥 冶陈诚则赞成学生
西迁袁誉其为国宝袁勉励他们于国家危难之际努力
完成学业袁因为十年之后袁残破的国家将需要他们
的学识来建设遥
蒋介石和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袁最终选择支持了

陈诚一派的意见袁认为抗战时期的教育袁野不仅在战
时袁 还应该看到战后冶袁 所以袁野战时应作平时看冶袁
野断不能任意废弃袁致使国力根本动摇袁将来国家有
无人可用之危险遥 冶这一政策实施的结果是中国的
教育事业在抗战期间反而获得了较之战前更大的

发展袁 以高等教育为例袁1936年在校学生仅 4万余
人袁抗战结束时已增至 8 万余人袁其中超过 80%者
完全由国家供养遥 愚
其次则是对知识分子的救助遥 教育系统内的学

者袁大都随学校一并内迁遥 其他文化界人士袁则多受
惠于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袁 其中最广为人知之案
例袁莫过于 1941年香港沦陷后的野民主爱国人士大

营救冶袁 共将 800余名文化界知名人士及其家属送
往了大后方遥 据国民政府统计袁 高级知识分子的
90豫袁中级知识分子的 50豫袁被从沦陷区转移到了大
后方遥 舆
冰心所获待遇袁大致可以反映当时政府对知识

分子力求尊重袁以激励其为抗战效力的用心遥 1940
年秋袁 有人向宋美龄推荐冰心来 野妇女指导委员
会冶袁做抗战的妇女动员工作袁宋欣然接受遥 冰心夫
妇当时住在昆明郊区袁因事前往重庆袁遂获宋美龄
接见遥 宋劝她野国难当头袁噎噎应该利用自己的影响
力指导青年团体袁不能再闲居在昆明郊外的小地方
了冶袁冰心则野说了一些实际问题遥 孩子们都还小袁战
争时期交通不方便袁所以搬家很困难噎噎所以想和
原先一样住在云南遥 冶宋美龄的回答是野交通问题再
多也能为你解决遥 噎噎我并不想让你们家人分开什
么的遥 冶余

宋美龄最终是如何让冰心愿意自昆明搬往重

庆的呢钥 林徽因当日与冰心所住甚近袁在给美国友
人费正清夫妇的书信中袁 林曾披露院野朋友耶Ice
Heart爷却将飞往重庆去做官袁她全家将乘飞机袁家当
将由一辆靠拉关系弄来的注册卡车全部运走袁而时
下成百有真正重要职务的人却因为汽油受限而不

得旅行袁她对我们国家一定是太有价值了浴 很抱歉袁
告诉你们这么一条没劲的消息遥 冶俞事实上袁那辆由
宋美龄亲自安排的卡车上袁还载着冰心睡惯了离不

开的大席梦

思床垫遥 逾
此种礼遇 袁
自有助于保

存民族复兴

之 精 神 火

种遥

1941 年，四

川成都龙泉

驿某小学上

课

太原之役：国共配合最默契的一次大会战
导语院此抗战胜利七十周年袁叶短史记曳推出抗战特刊袁自七七事变至九三胜利日袁选取三十个重要的抗战节点进行解
读袁力求勾沉隐没不彰的史实袁再现真实的抗战胜利之路遥 此为第四期叶太原会战曳遥

此战，国共两党配合默契，在平

型关之役、忻口之役中重创日军
1937年 9月要11月间进行的太原会战袁乃是抗

战爆发后袁中日双方在华北进行的第一场大规模会
战袁也是国共两党在战场最默契的一次配合遥 日军
出动 4个半师团约 14万人袁 意在消灭中国第二战
区主力袁夺取太原遥 中国方面有 6个集团军约 28万
人参战袁计划歼灭来犯之敌袁遏制日军在华北的攻
势遥 淤
太原会战主要包括平型关战役尧 忻口战役尧娘

子关战役尧太原保卫战等遥 大同失守后袁日军第 5师
团尧察哈尔兵团向平型关前进袁意图抄雁门关后路袁
夹击太原遥 为防御日军袁阎锡山布置了 8个军近 10
万人参加平型关战役袁 其中包括林彪任师长的 115
师遥 于在此次战役中袁中国军队历经团城战斗尧平型
关战斗尧鹞子涧战斗尧茹越口战斗等大小战斗袁与日
军激战近 20日遥 尤其是 115师发动的平型关战斗
渊即通常所说的冶平型关大捷野冤袁歼灭日军四五百
人袁打破了野皇军不可战胜冶的神话遥 盂

接下来的忻口战役中袁阎锡山将主力部队分为
左尧中尧右三部分袁其中右翼指挥官为第 18集团军
渊八路军冤总司令朱德遥日军被忻口前线国军阻击 20
余日袁 其后方及交通线又被八路军的游击战所威
胁袁一度陷于被动遥 但 10月 26日娘子关失守袁使忻
口的侧背受到威胁袁阎锡山被迫下令撤守忻口遥 忻
口战役中袁中国军队奋勇杀敌袁军长郝梦龄尧师长刘
家麒等将领殉国曰 日本军官大田雄太郎都在原平袁
为对手国军 196旅立了一座慰灵塔袁上书野为永久
追悼在原平战争中战死的 4300名无名战士亡灵设

立慰灵塔冶遥 榆
此时太原已岌岌可危袁奉命守城的傅作义实力

薄弱袁据称其所部仅野新旧各六团袁皆经过作战损失
之余每团仅二百余人者袁 计实数战斗兵共约六千
余冶遥 兼之太原野守城官兵当全省局势一再失利连溃
之余袁对于守城任务多而生畏袁再加以临时拨之新
编各团袁既无训练袁而精神世界又不连贯袁未见敌
人袁先行逃散冶遥 虞因此面对日军进攻袁太原仅仅守
了四天即告陷落遥
在会战中袁中国军队以伤亡 13万人的代价袁给

日军造成约 2.7万人的伤亡袁依旧没能守住太原城遥
如黄绍竑所说袁野这次战事袁打破了山西军善守的传
说遥 其实并不是山西军不善守袁而是现代的火器太
厉害了遥 以我们古旧的城堡与劣势的火器袁要作长
久的固守是不可能的尧不但山西如此袁以后的南京袁
以及各地的防守战都是如此遥 冶愚

平型关战斗场景

具体来看袁参加太原会战的中国军队野装备窳
劣陈旧袁如炮兵约为日军三分之一袁空军战机为日
军十分之一遥 因此中国空军既不能获得制空权袁又
不能支援地面部队作战曰炮兵亦多分散使用袁不能
充分发挥威力遥 日军有战车尧装甲车尧野战重炮袁国

军则无袁仅凭步兵与训练精良尧装备完善的日军决
斗袁且通信器材不足袁影响各部队间之联系甚大袁致
遭受惨重损失遥 冶舆中日双方间的这种强弱对比袁直
至战争结束也未能改变遥

太原沦陷后，毛泽东曾判断：华

北国军的“正面战争”已经结束
中共虽在太原会战中配合了国民政府制定的

作战计划袁被誉为国共两党在抗战中合作的野一次
典范冶袁但中共并未改变改编时所提条件院中共的抗
战方针野只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
的游击战争袁而不是阵地战袁也不是集中作战袁因此
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袁只有这样袁才能发挥红
军的特长袁给日寇以相当打击遥 冶余毛泽东为八路军
指定的战略方针是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冶遥
太原沦陷后袁中共看到了转向敌后游击战的可

能遥 毛泽东说袁野在华北袁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面战
争已经结束袁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体
地位遥 冶同时袁毛泽东还具体指出袁野山西各军大溃
噎噎正规战争结束袁剩下的只是红军为主的游击战
争了袁山西统治阶级及各军领袖已动摇无主了冶野红
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袁坚持华北
游击战争袁 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袁使
之化为游击根据地袁发动民众袁收编溃军袁扩大自
己袁自给自足袁不靠别人噎噎冶俞

毛泽东给八路军划定游击地区袁野第 115 师一
部以五台山为中心袁向察南尧冀西发展袁创建晋察冀
边区抗日根据地噎噎第 120师依托管涔山袁以晋西
北为中心袁伸向晋察绥边噎噎第 129师以晋东南为
支点袁开展太行山脉的游击战争噎噎冶指示他们开

展敌后游击战遥
但是此时还有大批中国军队留在山西境内袁包

括晋军尧中央军尧西北军尧东北军尧川军和八路军等袁
继续战斗遥 因此袁在 1938年初期袁八路军并没有真
正转入敌后袁其主力部队依旧与中央军尧晋军等联
合作战遥 八路军活动的几个地区袁只有晋察冀属于
敌后袁其他晋西北尧晋西尧晋东南几个地区袁都在沦
陷区与未沦陷区之间袁属于日军侧翼遥
直到 1938年 4月袁中共中央发布叶对平原游击

战指示曳袁指出野在河北尧山东平原地区广泛的发展
抗日游击战争袁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袁也是可能
的冶遥 在这之后袁八路军除在晋东南尧晋西北留下小
部分人外袁大部都转入了华北敌后作战遥
至于山西境内袁1941年中条山会战前袁 日军还

称野卫立煌指挥的二十六个师袁在山西南部黄河北
岸地区构成了坚固的阵地袁成为扰乱华北袁尤其是
山西的主要根源遥 冶到了野蒋系军在华北最后的地盘
由于中原会战(即中条山会战)失掉以后袁共产军(八
路军)显然成为扰乱华北治安的主要敌人遥 冶逾

“太原会战”结束后，阎锡山将行营设在临汾。1938

年 2月，临汾失守。图为日军骑兵进入临汾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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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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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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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7月
14 日玩微信朋友
圈里疯传野三里屯
优衣库试衣间爱

爱的冶消息袁并且
附有不堪入目的

照片遥有网友怀疑
其是优衣库进行

的营销袁更有网友
曝出视频当事人

的微博账号袁但相
关账号均做出否

认遥 由于事涉不雅袁微博上相关的视频与微博段子
已被平台方删除袁 话题也没有上微博热搜榜遥 7月
15日上午袁优衣库官方第一时间回应袁坚决否认营
销炒作袁并提醒消费者正确与妥善使用试衣间遥

网友 院据网友爆料袁视频中男女主角微博账号
分别是北京联合大学的学生遥 也有网友认为这可能
使优衣库的营销策略而已袁网友评论道院朋友圈再
次被优衣库视频刷满了遥 刚点开视频就猜到是优衣
库官方的营销战略袁 午夜 12点所有在线的人都为
优衣库免费做了市值 1200万的广告袁 单纯的宝宝
们袁请记住这次成功的营销课遥
优衣库院2015年 7月 15日上午袁优衣库官方第

一时间做出回应遥
关于野优衣库三里屯视频事件冶的说明遥 关于网

络传播的野优衣库三里屯视频事件冶的信息袁UNIQ鄄
LO[优衣库]非常重视袁已在第一时间向相关媒体平
台进行举报遥
作为负责任的国际品牌袁UNIQLO [优衣库]一

直以来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安心尧舒适和优质的购
物体验和场所袁 也敬请广大消费者遵守社会公德袁
维护社会正义袁正确与妥善使用 UNIQLO[优衣库]
店铺提供的试衣空间遥
有关网络上针对该事件是否为 UNIQLO[优衣

库]的营销炒作袁我们坚决予以否定遥
社会评价院这是一个商业行为的话袁用如此低

俗的手法来制造热点袁制造头条遥 一是这个事情已
经突破了法律的底线袁 二是做为一个知名品牌袁会
直接影响到品牌形象造成负面的效应遥

是非层面的判断袁 在这类事件上不应被模糊院
都说野床笫之私不逾阈冶袁当事男女在私密性较差的
试衣场所激情袁确实太不宜袁但窥探传播甚至借机

炒作袁都是道德缺位袁甚至违反法律遥
野去优衣库掀帘子冶噎噎
如果你玩转微信尧微博或其他社交 App袁你肯定

知道这是个什么野梗冶遥 若你到现在还云里雾里袁那
就看看微博实时热搜榜袁你会发现几个热词牢牢占
据榜单前列院优衣库试衣间袁不雅视频事件遥 而这些
热词加载的网民反应袁就是各种正谕戏说袁间杂着
野求种子冶的接力请求遥 一对青年男女袁一个试衣间袁
一种野金风玉露相逢冶袁一阵亲昵呢喃袁合成的一段
大尺度视频袁 就像一根干柴引燃了舆论戏说的烈
火袁视频以裂变式速度在网上蔓延袁它也以野闯入
者冶姿态霸占了原本被野大圣归来冶刷屏的舆情空
间遥 在集体围观下袁即便视频已删尧图片打码袁男女
主角如今也已无隐私可言袁各种技术分析帖尧内涵
解剖文尧还原真相帖将他们置于显微镜下遥 无孔不
入的网民们袁甚至还扒出所谓野女主角微信聊天记
录冶尧 人肉出当事人微博遥 而事发地优衣库也成了
野炒作论冶的躺枪者遥
该视频何以流出袁尚无确证消息袁但主角不幸袁

段子手幸遥 无论是高清的野春宫冶画面袁还是其发生
场景要要要在外面人流熙攘的试衣间袁 都极具爆点袁
这给段子手们的野头脑风暴冶电线提供了插头遥 网上
弥望的就是野十年修得同船渡袁百年修得优衣库冶袁
野你好是优衣库吗袁订一间试衣间冶袁野都说女人如衣
服袁所以耶试衣间爷的称谓太准确冶野此处无衣胜优
衣冶等等遥 而不少商家也借势营销袁借打擦边球搞品
牌植入袁网上还出现了野男女同款 T恤冶遥
这些也在原视频大面积传播外袁形成了新的舆

情嗨点袁让打了鸡血的舆情声势朝着近乎难控的方
向急剧推演遥 很多后知后觉网民的反应就是院一方
面表面斥责负节操尧无下限袁一方面私下问院野视频
在哪钥 冶平心而论袁对此分裂的心态袁谁也不好以卫
道士姿态指点遥 就像凤凰卫视主持人在点评曾扰攘
一时的野摸奶门冶视频时袁就说自己很矛盾院野发在你
电脑屏幕上袁你想不看也难袁不过我是做到不传冶遥
窥私有罪袁这道理很多人都懂袁可最终自制力输给
了视觉召唤遥

但无论如何袁是非层面的判断袁在这类事件上
不应被模糊院都说野床笫之私不逾阈冶袁当事男女在
私密性较差的试衣场所激情袁确实太不宜袁但窥探
传播甚至借机炒作袁都是道德缺位袁甚至违反法律遥
在善意位阶上袁我们即便不能追求至善袁但也该尽
量做到克己复野德冶袁避免逾矩袁在无意识亢奋里踩
了红线遥 实质上袁从野艳照门冶时拉好窗帘后的窥私袁
到如今社交平台上公然打探尧围困袁这种野开放化态
势冶对应的袁也是监控化形态对隐私的蚕食遥 我们谁

都可能成为被野泄密冶的受害人袁所以也理应在自我
培育的公民意识中袁嵌入野尊重他人隐私冶的概念遥
对商家来说袁借势传播确实可趁机刷存在感袁但凑
热闹的短期收益与潜在成本都是其必须担负的遥 像
这次袁有些野赶大集冶式参与的商家袁就因无节操的
营销文案袁而遭恶评如潮袁被认为野恶心冶遥 用叶让子
弹飞曳里的台词说袁就是野搞砸了冶遥 正如有人分析
的院除了某些对野互联网营销冶走火入魔的公司袁没
有任何有着成熟品牌营销思路和管理体系的知名

公司袁会考虑用这种方式搞野病毒营销冶袁因为其另
一面就是负面影响遥
在当年野艳照门冶发生后袁梁文道曾感慨院野艳照

门冶暴露社会道德伪善要要要这种风波很容易戳破所

谓蒙在野文明冶上的虚浮外衣袁权利至上袁也只是部
分人的叶公好龙遥 而优衣库试衣间不雅视频事件袁
个人转发与商家过火的营销袁都映照出权利意识的
水位遥 倘若在亢奋之后袁这件事引发的只是几句野艳
照视频不要放手机里冶野视频要加密隐藏冶之类的劝
诫袁而无任何关乎社会性思考袁那我们迟早有一天
要为这类不成熟埋单遥

随着微信等个人社交媒体的不断发展袁信息传
播的便捷性会进一步增强袁如何有效防控类似优衣
库野视频门冶对未成年人的不良影响袁将是一个非常
棘手的问题袁尤其是一些不良信息以朋友圈方式在
短时间内实现几何级传播量的增长袁它所产生的影
响力和破坏力都是空前的袁相关部门必须正视这种
传播的野威力冶袁并提前采取措施袁否则还会有更多
缺乏社会责任和法律意识的公司尧个人以类似方式
制造传播效果袁造成极坏社会影响遥
周一早晨一上班袁上班族们会发现袁微信朋友

圈基本已被优衣库野视频门冶事件给刷爆袁甚至袁谈
论和传播视频内容的热度已经远远超过视频中男

女主角野行为艺术冶的热情噎噎
这就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传播的效应袁核心特点

就是一个野快冶字袁快到监管部门来不及反应袁快到

你想不看都不行袁因为只要你的朋友圈尧群超过五
个袁必定会有一个群的某个野热心冶朋友在群里把视
频在线看和下载看的地址完整的贡献在群里袁说不
定还会留言一句院我叫雷锋袁不用谢浴
优衣库野视频门冶刚出来的时候袁笔者的第一反

应并不是这对青年男女的大胆野行为艺术冶如何没
有底线袁 而是这是不是优衣库的一次商业炒作袁可
是转念一想袁好像没有这个可能袁作为一个国际性
品牌袁优衣库不可能冒这种风险进行这种无底线甚
至是触犯法律的炒作袁对品牌来说袁这种短暂的关
注所带来的收益和长期的品牌美誉度相比袁基本上
是九牛一毛袁如果它这么做袁得不偿失遥
那么剩下的只有两种可能性院一是这对男女主

角个人的 野行为艺术冶袁 纯属不带任何商业目的的
野先锋冶自拍曰二是这是某短视频平台策划的炒作袁
因为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此视频来源于某视频

分享平台遥 这两种可能性目前暂且不论是哪一种袁
但有一个明显的事实已经存在袁那就是借助微信等
社交媒体平台袁这样带有极强社会不良影响力的视
频信息在短时间内就会被传遍野朋友圈冶袁如果说这
些信息内容对于成人来说还不算什么野不良冶影响袁
那么对于几千万同样持有手机同样熟练使用微信

的中小学生来讲袁此类成人视频信息的不良影响恐
怕是每一位家长所担心的袁因为处在青春期的孩子
对于如此野另类冶的视频到底持什么样的心态和认
识袁没有人能给一个确定的结论袁所以对于不良信
息的过滤和查处袁真正的意义在于保护未成年人身
心健康的发展遥
因此袁相关部门对于这类网上不良信息通过微

信等个人社交平台快速实现野病毒式冶复制传播的
方式袁应该及时制定出有效的技术封堵措施袁同时
要从法律层面追责相关散播此类信息的人的责任袁
对于相关的社交平台方袁也要进行追责袁督促他们
加强对网上不良信息的封堵遥
可以预见袁随着微信等个人社交媒体的不断发

展袁信息传播的便捷性会进一步增强袁如何有效防
控类似优衣库野视频门冶对未成年人的不良影响袁将
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袁尤其是一些不良信息以朋
友圈方式在短时间内实现几何级传播量的增长袁它
所产生的影响力和破坏力都是空前的袁相关部门必
须正视这种传播的野威力冶袁并提前采取措施袁否则
还会有更多缺乏社会责任和法律意识的公司尧个人
以类似方式制造传播效果袁造成极坏社会影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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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平方公里辖区仅 4名交警袁工作时他是
野拼命三郎冶

龙潭中队所辖区域有 27个行政村袁 一条疏
港大道是村民们进出主城区的主要通道袁这条路
也通往龙潭港和镇江袁每天从此经过的大型货车
也不少遥

4月 13日袁 就在这条疏港大道与栖霞南街
路口袁一处信号灯电缆被风刮落袁并垂下随风飘
动袁随时都有打到过往车辆的危险袁影响了道路
的正常通行遥 正好巡逻至此的钟煜见状袁赶紧跳
下车袁不顾这根电缆是否有电袁举起胳膊就托了
起来遥 直到 2个小时后检修人员赶到袁他才放下
早已僵硬的胳膊遥

野保障疏港大道畅通是我的职责袁这并没什
么遥 冶 对网友们的赞扬袁 钟煜显得有些不好意
思遥

其实袁这并不是钟煜第一次举电缆遥一次袁和
燕路上一处广告牌被车撞倒袁并扯断了空中的一
根电缆袁那时正是中午袁钟煜刚走进食堂袁还没吃
上一口饭袁立马放下碗直奔事故现场袁在发现断
落的电缆影响交通后袁他毫不犹豫地上前举起电
缆遥待检修人员赶到时袁早已过了午饭时间袁钟煜
没和任何人说袁饿着肚子开始下午的执勤遥

在同事们眼中袁钟煜就是这样一个工作起来
什么都不顾的野拼命三郎冶袁绝不放过任何一名违
法分子遥 他在执勤时袁常有市民丢失了钱包或电
动车电瓶让他帮忙追小偷袁钟煜总是二话不说拼
命追赶袁这些年袁在维持路口交通秩序的同时袁他
还亲手抓到了不少小偷遥

还有一次袁钟煜在夜查酒驾时袁一名司机见
到他来不及掉头袁倒车就跑袁钟煜带着辅警立刻
追了上去袁并将司机拦下遥 不过袁经吹气检测袁此
人并未饮酒袁那为何要跑钥 司机解释说因为自己
太紧张了遥钟煜并未相信袁他不顾司机求情袁将其
送至派出所进行尿检袁看其是否吸毒袁最后发现
在该司机车里藏有 8克毒品袁被查时他正在送货
的路上遥

中队虽有 4名民警袁可除了钟煜和副中队长
周礼立外袁其他两名同事都年过五旬袁其中还有

一名已 58 岁 袁
身体也不好 遥
野考虑到他们的
年纪和身体原

因袁我多干一点
没什么遥 冶钟煜
和周礼立承担

起了中队大部

分的值勤任务袁
尤其是夜间值

守和巡逻袁每个
月他都有近半

个月夜晚是在中队值班室个警车上度过的遥
压降交通事故袁两年事故数下降近四成
钟煜是 2011年年底才到龙潭中队担任中队

长的袁这里区域大尧人手少袁如何才能更有好地管
理自己的一亩二分地钥

研究生学历的他喜欢动脑思考袁野疏导交通
和处理事故都是交警的工作内容袁不过袁让交通
更通畅尧 让事故率更低则是我更想做到的事情袁
也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管理效率遥 冶钟煜说遥

龙潭中队管辖范围都是农村袁上任前袁他特
意找到事故中队民警吴双打听龙潭地区的事故

情况遥吴双直接告诉他袁每年都有约 20人在疏港
大道因车祸丧生袁天气不好时袁他们会专派一名
事故民警和一辆警车等在疏港大道袁因为事故太
多袁这样出警方便遥

如今袁钟煜辖区内的疏港大道等公路及 95%
的乡村道路均实现了路灯亮化袁安装路口减速带
及震荡带 3000余米袁爆闪灯 60多个袁每个路口
均设置反光防撞桶遥 在这一系列组合拳的整治
下袁2014年疏港大道的交通事故数比 2012年下
降了近四成遥

整治违法行为袁面对威胁决不妥协
与城市相比袁 农村地区的违停现象严重袁且

不好管理遥 龙潭街道有个叫江畔人家的小区袁不
少居民靠送货维生袁晚上袁大货车就违停在小区
周围的道路上袁还有一群野活闹鬼冶开了个黑停车
场收停车费遥

一位家住该小区一楼的老人找到钟煜哭诉袁
自从住进来后就没睡过一个好觉袁 因为他家临
街袁门口停满了大货车袁冬夜柴油会上冻袁每到凌
晨两三点就有司机在油箱下点火加热袁随后开着
发动机热车还要热一两个小时袁野每晚我都受着
噪音和尾气的污染袁求求你帮帮我遥 冶老人恳求
道遥

钟煜来到小区调研袁居民看到交警来了冷嘲
热讽地说院野你们就是来走形式的袁根本解决不了
我们这里的违停问题遥 冶

野只要我在龙潭中队袁绝不会放任大货车在
这里违停遥冶钟煜暗暗下定决心遥他首先将小区周
边道路化为大货车禁行区袁 并每夜守在小区周
边袁对违停车辆进行清拖遥

渐渐地袁小区周边的违停车越来越少袁这下袁
开黑停车场的野活闹鬼冶们可不高兴了袁有人打电
话给钟煜袁说院野年轻人袁你别多管闲事了袁走在路
上注意点遥 冶

钟煜毫不示弱地回道院野有本事你到我面前
讲袁这事我管定了遥 冶

就这样白天黑夜值守江畔人家小区一个月

后袁违停的大货车基本不见了遥 随后他们又采取
了不定期抽查的方式袁防止回潮袁如今在该小区
周边再也难见违停大货车遥

当钟煜一次执勤时再次遇到那位求助的老

人时袁老人扑通一声跪在他面前遥 感激地说院野民
警同志袁因为你我终于可以多活几年了袁你就是
我的恩人遥 冶

长江沿岸还分布着许多砂厂袁一些运输砂石
的车辆常常存在超载行为袁并一边跑一边抛洒滴
漏袁当这些车辆驶过时袁总是晴天一身灰尧雨天一
身泥遥钟煜得知后袁多次主动协调街道尧交通等部
门袁带领民警守在砂厂进出的重要关口袁24小时
不间断巡逻袁 整治这些超载运输渣土的货车袁工
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遥

如今袁水一方每天都游人如织袁尤其是周末袁
镇江等周边城市的游客都会开车前来袁幸好有了
信号灯袁在保障交通秩序的同时袁也保护了村民
和驾驶人的生命安全遥

80后“拼命三郎”从警 10年把马路当作办公室

郭唐珍袁 女袁1940 年 6 月
生袁寿阳县朝阳镇退休干部遥 她
经常慰问工人尧解放军尧学生尧有
困难的残疾人和敬老院老人遥

郭唐珍出生在四十年代的

一个革命家庭遥父亲四十年代初
就被山西省第一任省长赖若愚

派往寿阳搞地下工作袁一九四四
年转入农村以教育工作掩护地

下工作袁一九四七年因单线联系
中断并受当时左倾错误的影响袁
一家人妻离子散袁蒙受了几十年
的冤屈遥一九八九年经组织部门
查证落实袁得以平反昭雪遥 郭唐
珍衷心地感谢党和政府给了她

们全家重生的机会袁她把全部精
力都倾注在为国家培养栋梁之

才上遥 由于教学成绩名列前茅袁
她曾被评为县级模范教师袁后调
往城镇政府工作遥她不仅桃李满
天下袁而且自己的子女也非常优
秀遥 四个子女中两个博士后袁一
个硕士生袁一个大学生遥 他们在
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爱岗敬业袁多
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遥

虽然退休袁但她认为不能赋
闲在家袁为国家再尽点力是她义
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遥 因此袁她
主动要求担任老干部支部书记

多年来袁她还以满腔的爱心
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袁引导
全社会的人都来重视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袁为构建和谐社会
奉献自己的微薄之力遥她经常慰
问工人尧解放军尧学生尧有困难的
残疾人和敬老院袁把党的温暖送
给他们心中曰她捐资助学尧帮助
失学儿童重返校园曰为下一代的
幸福献出一己之力曰她帮助有病
残疾的弱势群体袁激发他们战胜
困难的信心遥

她从身边事做起袁关心帮助
有困难的人遥朝阳镇职工王福斌
妻子患病捐款 500元袁为幼儿园
患白血病的老师捐款 200元曰邻
居生病袁因爱人不在本地袁她连
续几天陪伴到医院检查输液...

从 1992 年开始 袁100 元 尧
200元袁嘘寒问暖尧免费送药尧免
费照相袁饼干尧蛋糕袁她就是从一
点一滴做起袁 从一人一事做起袁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着身边

的人袁多年来累计捐款捐物合计
3万余元遥

她的先进事迹也感动着周

围的人袁省尧市尧县各级各部门也
给与她肯定和认可遥 1996年她
的家庭被评为省级文明家庭袁
2004 年获 野先进退休干部冶袁
2009年被晋中市授予 野爱心大
使冶遥
多年来袁她虽把父亲落实政

策的抚恤金和自己平时的积蓄

全部花尽袁但她不仅没有感到失
落袁反而觉得自己这样做活的很
充实袁精神上得到升华遥

尽管她年岁已高袁 工资有
限袁但对社会有益的事还要继续
做下去袁 看到社会和谐发展袁孩
子们健康成长袁她感到无比的欣
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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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国庆节期间袁李
克善老人到阳光城渊小区冤的
儿子家照看孙子遥 10月 5日
上午 9点左右袁 李克善老人
像往常一样下楼出门遛弯袁
刚出单元门他就发现门前绿

化带旁有一个红色的布袋袁
袋子装得鼓鼓的袁 看着挺干
净袁不像是垃圾遥老人走到跟
前捡起布袋打开一看袁 心里
一惊要要要里面竟是一捆捆百

元大钞袁他数了数一共是 15
万元浴谁这么马大哈丢了钥这
么多钱可不是个小数目袁丢
的人该急成什么样钥 李克善
老人心想一定要赶紧把钱还

给失主遥同时袁老人心里也非
常紧张袁 担心自己手里拿着
这么多钱会被坏人盯上遥 情
急之下袁 李克善老人决定暂
时把钱放到自家车库里保

管袁 他则继续留在路口等失
主遥

李克善老人在原地等了

大半天也没见有人来找这笔

钱袁 因为担心独自在家的孙
子袁 他决定到楼上家中接着
等待失主遥 回到家里老人也
是心绪难安袁 一直在窗户旁
观察楼下的动静遥 就这样在
忐忑等待中又过了半个多小

时袁 只见一名妇女骑着电瓶
车慌慌张张地在楼下停了下

来袁 李克善老人见她四处张
望袁 并掏出手机不停地打电
话袁猜测她应该就是失主遥他
赶忙下楼询问院野你是不是丢
东西了钥 冶那人很着急地说院
野是啊袁大爷袁我丢钱了袁丢了
15万块钱呐浴 冶说话间声音
里已有了哭音遥 李克善老人
在跟她确认了相关信息后袁

连忙告诉她院野你不要慌袁你
的钱被我捡到了袁 现在安全
地放在我家车库里呢袁 你快
过来拿吧遥 冶野真的假的钥 冶得
知丢失的 15 万元现金已找
到袁 这名妇女喜极而泣遥 原
来袁这 15万元是这位大姐单
位的公款袁 大姐本打算把钱
存进银行遥可到银行后袁却发
现装钱的包不见了遥 她仔细
回想袁 感觉这钱可能是丢在
小区的人行道上袁 于是急忙
返回小区寻找袁 这才遇到好
心捡到巨款的李克善老人遥
这位大姐当场拿出 5000 元
来袁 要向李克善老人表示感
谢袁 可是李克善老人说什么
也不收遥 野我要是图钱袁就不
用费劲找失主了遥 而且这是
公款袁得赶紧存回去袁别耽误
公司的事情遥 冶

当这笔巨款物归原主之

后袁 李克善老人心里的一块
大石头终于落了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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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老年大学班长袁不计报酬得失袁以实际
行动为老年事业添砖加瓦遥

目睹了事情经过的邻居们纷纷夸

赞李克善老人拾金不昧的高尚品德袁
老人却说院野不是自己的钱袁拿着也耶烫
手爷袁拾金不昧是每个人都应传承的美
德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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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在一家夜总会里吹萨克斯袁收入不高袁然而袁
却总是乐呵呵的袁对什么事都表现出乐观的态度遥他常
说院野太阳落了袁还会升起来袁太阳升起来袁也会落下去袁
这就是生活遥 冶

罗森很爱车袁但是凭他的收入想买车是不可能的遥
与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袁 他总是说院野要是有一部车该
多好啊浴 冶眼中充满了无限向往遥 有人逗他说院野你去买
彩票吧袁中了奖就有车了浴 冶

于是他买了两块钱的彩票遥可能是上天优待于他袁
罗森凭着两块钱的一张体育彩票袁果真中了个大奖遥

罗森终于如愿以偿袁他用奖金买了一辆车袁整天开
着车兜风袁夜总会也去得少了袁人们经常看见他吹着口
哨在林阴道上行驶袁车也总是擦得一尘不染的遥

然而有一天袁 罗森把车泊在楼下袁 半小时后下楼
时袁发现车被盗了遥

朋友们得知消息袁想到他那么爱车如命袁几万块钱
买的车眨眼工夫就没了袁都担心他受不了这个打击袁便
相约来安慰他院野罗森袁车丢了袁你千万不要太悲伤啊浴 冶

罗森大笑起来袁说道院野嘿袁我为什么要悲伤啊钥 冶
朋友们疑惑地互相望着遥
野如果你们谁不小心丢了两块钱袁会悲伤吗钥 冶罗森

接着说遥
野当然不会浴 冶有人说遥
野是啊袁我丢的就是两块钱啊浴 冶罗森笑道遥
大道理院换一个角度袁就能得到快乐遥 丢掉生活中

的负面情绪袁要有一种认识挫折和烦恼的胸怀遥

有一个人想挂一张画遥 他有钉子袁但没有锤子遥 邻
居有锤子遥 于是他决定到邻居那儿去借锤子遥

就在这时候他起了疑心院 要是邻居不愿意把锤子
借我袁那怎么办钥 昨天他对我只是漫不经心地打招呼袁
也许他匆匆忙忙袁也许这种匆忙是他装出来的袁其实他
内心对我是非常不满的遥什么事不满呢钥我又没有做对
不起他的事袁是他自己在多心罢了遥要是有人向我借工
具袁我立刻就借给他遥 而他为什么会不借呢钥 怎么能拒
绝帮别人这么点儿忙呢钥而他还自以为我依赖他袁仅仅
因为他有一个锤子浴 我受够了遥

于是他迅速跑过去袁按响门铃遥 邻居开门了袁还没
来得及说声野早安冶,这个人就冲着他喊道院野留着你的锤
子给自己用吧袁你这个恶棍浴 冶

大道理院消极的思想造成错误的行为袁积极的心态
可以避免一切不必要的麻烦和错误遥

一个人被烦恼缠身袁 于是四处寻找解脱烦恼的秘
诀遥

有一天袁 他来到一个山脚下袁 看见在一片绿草丛
中袁有一位牧童骑在牛背上袁吹着悠扬的横笛袁逍遥自
在遥他走上前去问道院野你看起来很快活袁能教给我解脱
烦恼的方法吗钥 冶

牧童说院野骑在牛背上袁笛子一吹袁什么烦恼也没有
了遥 冶

他试了试袁却无济于事遥 于是袁又开始继续寻找遥
不久袁他来到一个山洞里袁看见有一个老人独坐在

洞中袁面带满足的微笑遥
他深深鞠了一个躬袁向老人说明来意遥 老人问道院

野这么说你是来寻求解脱的钥 冶
他说院野是的浴 恳请不吝赐教遥 冶
老人笑着问院野有谁捆住你了吗钥 冶
野噎噎没有遥 冶
野既然没有人捆住你袁何谈解脱呢钥 冶
他蓦然醒悟遥
大道理院由于我们的心态没有调整好袁烦恼也就一

个跟着一个而来袁实际上袁大多数烦恼都是无中生有遥
把心态调整好袁问题会变得很简单遥

老先生常到一家商店买报纸袁 那里的服务生总是
一脸傲慢无礼的样子袁就连基本的礼貌都没有遥做事追
求效率固然重要袁可是缺乏礼貌一定会流失客人袁没有
了客人服务速度再快袁又有什么用钥

朋友对老先生说袁为何不到其他地方去买钥
老先生笑着回答院野为了与他赌气袁 我必须多绕一

圈袁浪费时间袁徒增麻烦袁再说礼貌不好是他的问题袁为
什么我要因为他而改变自己的心情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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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s Mitsubishi Materials will offer compensa-
tion and apology to Chinese forced laborers it used
during the World War II, according to Japan's Kyo-
do News early Friday, citing sources directly in-
volved in the issue.
If realized, it will mark the first positive step by the
company to seek reconciliation with Chinese
forced labor victims.
The planned apology to Chinese forced laborers,
although not been confirmed by the company im-
mediately after Kyodo's report, came after its un-
precedented apology on Sunday to U.S. prisoners
of war (POW) used as forced labor by the compa-
ny.
According a Japanese government report, a total
of 3,765 Chinese nationals were used as forced la-
bor in 12 mining sites belonging to the Mitsubishi
Materials in wartime and about 720 of them died at
that time.
The plan reportedly said that the company will offer
all the 3, 765 Chinese with a compensation of 2 mil-
lion yen (about 16,000 U.S. dollars) for each and
sincere apology for its wartime wrongdoings to the
victims.
The Mitsubishi will also erect a memorial monu-
ment and spend about 200 million yen (about 1.61
million U.S. dollars) to investigate in relevant is-
sues, according to Kyodo.
The report said that the Mitsubishi Materials and
the group of Chinese plaintiffs reached an agree-
ment to settle the forced labor case through the
compensation and apology plan.
Previous lawsuits filed by Chinese victims were all
rejected by Japanese courts.About 40,000 Chi-

nese were forcibly taken or kidnapped to Japan
during the World War II and were enslaved as
forced labor and about 7,000 of them died at that
time.
Japan's ties with China and South Korea, which
suffered most from Japan's wartime atrocities, are
frayed partially for historical issues, including the
compensation and apology to the two countries'
forced laborers used by Japanese companies.
Japan and South Korea were at odds when Japan
recently tried to enlist a series of its Meiji-era indus-
trial sites on the UN world heritage list as Japan is
reluctant to admit that a number of South Korean
slave laborers were used in the candidate sites.
It is unclear that what will be the Japanese govern-
ment's comments on the Mitsubishi's move and
whether the Mitsubishi move would set an example
for other Japanese companies involved in the
forced labor issue to give apology to all the victims.
Earlier reports also said that the Mitsubishi Materi-
als will apologize to former British, Dutch and Aus-
tralian WWII POWs.
According a Japanese government report, a total
of 3,765 Chinese nationals were used as forced la-
bor in 12 mining sites belonging to the Mitsubishi
Materials in wartime and about 720 of them died at
that time.
The plan reportedly said that the company will offer
all the 3, 765 Chinese with a compensation of 2 mil-
lion yen (about 16,000 U.S. dollars) for each and
sincere apology for its wartime wrongdoings to the
victims.

Mitsubishi will also erect a memorial monument
and spend about 200 million yen (about 1.61 mil-
lion U.S. dollars) to investigate in relevant issues,
according to Kyodo.
The report said that the Mitsubishi Materials and
the group of Chinese plaintiffs reached an agree-
ment to settle the forced labor case through the
compensation and apology plan.
Previous lawsuits filed by Chinese victims were all
rejected by Japanese courts. About 40,000 Chi-
nese were forcibly taken or kidnapped to Japan
during the World War II and were enslaved as
forced labor and about 7,000 of them died at that
time.
Japan's ties with China and South Korea, which
suffered most from Japan's wartime atrocities, are
frayed partially for historical issues, including the
compensation and apology to the two countries'
forced laborers used by Japanese companies.
Japan and South Korea were at odds when Japan
recently tried to enlist a series of its Meiji-era indus-
trial sites on the UN world heritage list as Japan is
reluctant to admit that a number of South Korean
slave laborers were used in the candidate sites.
It is unclear that what will be the Japanese govern-
ment's comments on the Mitsubishi's move and
whether the Mitsubishi move would set an example
for other Japanese companies involved in the
forced labor issue to give apology to all the victims.
(Courtesy www.china.org.cn)

Beijing has urged Tokyo not to lighten responsibil-
ity for its World War II aggression.
“ If the statement is deliberately made vague, or if
it lightens responsibility, it will once again rip
open the wounds of China and the other victims,
and rub salt in them,” said Cheng Yonghua, Chi-
nese envoy to Japan on Thursday.
China-Japan ties are at an all-time low owing to

what China and South Korea
say is Japan’ s lack of re-
morse for its war-time atroci-
ties.
Cheng told reporters in To-
kyo that China is eager to
see a planned statement by
Japanese Premier Shinzo
Abe marking the 70th anni-
versary of the war’ s end.
The Japanese Premier has
said he wants to make new,
forward-looking remarks in
his own words, raising con-
cerns he wants to dilute past
apologies.
Abe has, up until now, de-
clined to acknowledge specif-
ic wartime atrocities that
have been highlighted by hu-
man rights groups, such as
the case of so-called “ com-
fort women” . The euphe-

mism refers to as many as 20,000 Asian women,
many from China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who
were forced into prostitution at Japanese military
brothels.
China has repeatedly implored Japanese leaders
to more forcefully apologize for the injustices
suffered by comfort women. Abe’ s reluctance to

do so has prompte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South Korean President Park Geun Hye to
refuse individual meetings with Abe.
China has earlier urged Japan to “make a clean
break with militarism” and build trust with its
neighbours after Abe last year honoured more
than 1,000 convicted war criminals as “martyrs”
who laid the foundations for modern Japan.
China and Russia are also preparing for the up-
coming visit of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to China to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or what is known as
the victory of China’ 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the World Anti- Fascist
War.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his BRICS
counterparts from India and South Africa, Pranab
Mukherjee and Jacob Zuma earlier in May attend-
ed a grand military parade held in Moscow to
mark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Russian victory in
World War II.
The Ufa declaration of the 7th BRICS Summit
earlier this month also makes references to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defeat of Nazi Germany,
“ fascism” & “militarism”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denounces attempts to rewrite history but stops
short of mentioning Japan.
“We express our commitment to resolutely reject
the continued attempts to misrepresent the re-
sults of World War II. While remembering the
scourge of war, we highlight that it is our com-
mon duty to build a future of peace and develop-
ment,” said the joint BRICS communiqué.
(Courtesy www.thebricspo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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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1,000th weekly anti-Japan rally held by
former comfort women and their advocates in
front of the Japanese embassy in Seoul on

Dec. 14, 2011. (Reuters Photo)

Yukio Okamoto, an outside director of
Mitsubishi Materials, speaks to the foreign
media in Tokyo Wednesday, July 22, 2015.
Okamoto said that the company hopes to
apologize to former British, Dutch and
Australian World War II POWs, and also
reach an amicable solution with Chinese
forced laborers, following a landmark
apology to American POWs earlier this

week. [Photo/IC]

Forced labor survivors and families outside
Attorney Kang Jian's Beijing office in 2000.

Xi and Putin during the WWII military
parade in Moscow, May 9,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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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ves of wartime Chinese workers
walk toward the Tokyo Summary Court,
where the second Nishimatsu settlement

was finalized on April 26, 2010.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R) and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greet each other at the request of the Japanese

delegation prior to the 22nd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Economic Leaders’Meeting in Beijing, China, Nov. 10,

2014 [Xin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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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7月 4日袁一年一度的野内森冶国际吃热狗大
赛在美国纽约举行遥 美国选手马特窑斯托尼以 10分钟内吞
下 62份热狗的成绩夺得男子组冠军遥 而在女子组比赛中袁
日本女选手须藤美希成功卫冕袁 在 10分钟内吃下 38份热
狗遥

10分钟内连吞 62份热狗袁一般人光想想可能就会觉得
胸闷想吐遥 那么这些职业大胃王究竟是如何做到的钥

目前袁世界上关于大胃王的研究并不多袁而竞吃比赛这
项体育赛事从诞生至今袁 一直令不少科学家和医生感到迷
惑不解遥 但是袁一些胃肠病学家的小研究也许能给我们一些
线索袁帮助我们了解大胃王究竟是如何炼成的遥
后天撑大胃
据一篇刊登在美国叶胃肠病和内镜检查医学新闻曳杂志的文章称袁

野食物在被职业竞吃者吞下肚子以后(职业选手们掌握很多快速吞咽食
物的技巧)袁10秒之内就能穿过选手的食道袁但是随着吞下的食物越来
越多袁食物穿过食道的时间会越来越长袁直至整个食道都填满遥 冶

因此袁职业竞吃者须学会如何令食道放松袁这样才能使得食道扩
张袁好让更多食物通过遥当食物抵达食道下端括约肌时袁选手们也同样
得学会令这些肌肉放松遥

在 2006年出版的关于竞吃比赛的著作叶吃掉这本书曳中袁作者亚
当窑尼尔写道袁职业竞吃常胜冠军当窑勒曼为了克服食物抵达括约肌时
的呕吐感袁坚持每天早上起床后都喝一加仑的水遥
大胃王选手有些小诀窍帮助食物更快地进入胃里遥 最基本的就是

喝水遥基本上所有选手进行比赛的时候都会有一杯水袁用来浸润食物遥
这让食物变软尧变滑袁可以嚼得更快袁吞得更容易遥

另一个关键的技巧是把食物分成小份袁便于食用遥 这让参赛者一
次能在嘴里塞更多食物袁而且可以减少咀嚼时间遥 著名大胃王小林尊
的野所罗门吃法冶就是把肉肠分成两半袁然后一口气把两段都塞进嘴

里遥 不然按照肉肠的长度袁很难一次吃下一整个遥 职业
选手基本都把肉肠和面包分开吃遥

除了这些基本方法袁竞吃其实是意志的考验遥参赛
者必须和自己的呕吐本能以及胃部不适作斗争遥

通常袁 一般人在进食了相当于一升或一升半的食
物量后袁就会感到饱了遥而职业竞吃者为了放松和扩张
肠胃袁以容纳更多食物袁会经常进食大量低卡路里的食
物以及水和无糖苏打水等液体遥当然袁这种放松和扩张
并非无止境的袁当吃到自己的身体极限时袁一名职业的
竞吃者会懂得放弃遥
见识一下世界级大胃王

野海啸冶小林尊
生于 1978年的小林尊是日本籍的大胃王袁身高只

有 1.73米袁体重不足 60公斤遥2009年袁由 CNN评选的
野亚洲伟大的体育英雄冶榜单上袁小林尊的名字赫然在

列遥
小林尊 2001年至 2006年连夺野内森冶国际吃热狗大赛 6次冠军

后袁2007年至 2009年连续三次被乔伊窑切斯纳特打败袁 因合约问题而
被禁止参赛袁但自行举办类似赛事袁在美国独立日这一天与切斯纳特
野隔空对战冶遥

野大白鲨冶乔伊窑切斯纳特
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乔伊窑切斯纳特今年 31岁袁 身高 1.86

米袁体重 100公斤左右遥
在 2007年袁小林尊在比赛中输给了切斯纳特袁并目睹这名对手统

治吃坛达 8年之久遥 目前袁这项比赛的最高纪录是 10分钟吃掉 69只
热狗袁依然由切斯纳特保持遥

野黑寡妇冶索尼娅窑托马斯
绰号野黑寡妇冶的美籍韩裔女大胃王索尼娅是美国野内森冶国际吃

热狗大赛的野常胜将军冶遥 去年袁46岁的索尼娅在 10分钟内吃掉 45份
热狗袁数量甚至比很多男选手还要多遥 这一成绩不仅让她成功卫冕冠
军袁还创造了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遥

索尼娅跟大家印象中的大胃王形象不太一样袁 身材娇小柔弱袁一
点都不像是食量超大的人遥她的独门秘籍就是在比赛前通过咀嚼口香
糖来使自己保持最好的竞技状态遥 索尼娅目前保持着多达 39个速食
界世界纪录遥
职业竞吃安全至上
通常袁每逢有竞吃比赛举行袁主办方都会安排急救医疗队伍到场

待命遥 安全是主办方的考虑重点袁工作人员会在比赛之前和选手一起
过一遍安全注意事项袁并且确保参赛的都是经过职业训练的选手遥

世界大胃王联盟是负责监管职业竞吃比赛的国际组织之一遥 MLE
主席乔治亚窑西亚表示袁该组织把选手安全放在重中之重遥

西亚表示袁据他所知袁在官方认可的竞吃比赛中袁并没有发生有人
窒息之类的严重意外遥 但是袁竞吃选手在比赛中受伤的情形并不是没

有发生过遥
2013年 7月 17日袁 澳大利亚一名男子在昆州东北部一间酒吧参

加吃馅饼比赛过程中袁突然倒地死亡遥 这名 64岁的男子临死前留下的
最后一句话是院野天哪袁这个馅饼真辣遥 冶

2013年 12月 8日袁36岁的加拿大男子桑马吉窑奥拉克在参加温
哥华一场大胃王比赛中不幸噎到袁造成脑部受创袁最终瘫痪在床遥据桑
马吉的侄子介绍袁事发时桑马吉正往嘴里塞印度甜食袁听到有人叫自
己冠军袁赶紧站起来袁但不慎噎到了袁随即就倒在了地遥

不鼓励在家自己练

国际竞吃联盟(IFOCE)于 1997年成立袁将全世界举行的众多竞吃
比赛统一起来遥IFOCE的规则限定了竞吃的方法尧安全标准袁以及设计
越来越多的地区资格赛遥

在过去袁 竞吃比赛大多是看谁能以最快的速度吃下一定量的食
物遥如今袁IFOCE比赛以在规定时间内吃下的食物量为评判标准袁一般
为 10或 12分钟遥 按规定袁若在比赛中出现了呕吐袁而且吐出的东西碰
到了盘子或桌子袁那此人就失去比赛资格遥

此外袁IFOCE还对世界纪录进行跟踪袁 并对世界顶尖大胃王进行
排名遥

IFOCE要求职业竞吃者至少要年满 18岁遥 该组织非常不鼓励人
们自己在家进行任何形式的大胃王训练遥
竞吃已有千年历史
据报道袁历史上首届野内森冶吃热狗大赛在 1916年 7月 4日在科

尼岛举办袁第一届冠军只吞下 13个热狗遥 今天已发展成为一年一度的
著名国际性竞吃超级大赛遥 2001年以来袁这项比赛先后由小林尊和切
斯纳特包揽袁直至今年被新手马特窑斯托尼意外夺魁遥

而非正式的竞吃比赛历史可追溯到数千年前遥 IFOCE表示袁野30
名饥饿的尼安德特人在岩洞中追逐一只野兔的场景可以看成是人类

历史上首次竞吃比赛遥 冶
到了 20世纪初袁有组织的竞吃比赛在美国迅速流行袁成为各大城

乡集市的传统活动之一遥通常袁这类比赛目的不是看谁吃得最快最多袁
而是看谁吃得最狼狈(比如比赛不用手吃馅饼)袁以达到娱乐效果遥
大胃王收入并不高
很多职业大胃王为了竞吃付出了昂贵的身体代价袁但是袁他们获

得的酬劳并没有想象的高遥
竞吃比赛的奖励可能只是一个获奖者头衔袁也可能是几千美元的

奖金遥 这取决于竞吃比赛的组织者和赞助者遥 有些比赛有赞助商捐助
奖金袁甚至还会赞助优胜者环游各地进行竞吃表演遥

野内森冶国际吃热狗大赛的奖金是 1万美元袁而且只有男子组冠军
能有奖金遥 女子组冠军此前也只有区区的 2500美元遥

相较于奖金的微薄袁 参赛者面临的竞争却越来越激烈遥 在 2000
年袁野内森冶国际吃热狗大赛的冠军只吞了 25份热狗袁而今年袁斯托尼
要吞下 62份热狗才能夺冠遥

吃热狗大赛已有千年历史 盘点大胃王是如何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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