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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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城讀圖

徐敏為升旗儀仗隊默默奉獻的人們
一周前，在休士頓舉行的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66週年”
的升旗典禮上，華夏學子儀仗隊
長足闊步的情景還歷歷在目。他
們整齊的陣容、矯健的步伐、鏗
鏘的口令，讓在場的每一個人都
感受到國旗下的那份莊嚴、那份
自豪！

升旗儀仗隊不負眾望，獲得
圓滿成功。他們展現的精神風貌
，深得好評。儀仗隊的成功凝聚
了學校、家長、典禮主席、指導
老師、執行長們的支持、鼓勵和
關懷。他們就像陽光、空氣和雨
露，照耀和滋潤著隊員們所度過
的每一個美好的時光，感受到鼓
舞人心的振奮。

從接到任務到典禮進行，只
有短短的三個週末操練的時間。
家長們放棄休息、克服困難一大

早就把孩子送到學校來；從原來
的9點半集合一直提前到8點，
他們都積極配合，按時趕到。大
家都說:“這是給孩子一個鍛煉的
機會，也是成長過程中一個美好
的印記”。他們還不辭辛勞，替
孩子選購服裝。有的家長為配備
的整齊到位，甚至跑了一家又一
家，為了孩子與眾不同的心動時
刻，傾注了滿腔的熱情和殷切的
希望。

學校為大家提供了寬敞、舒
適的舞蹈房。一面面明亮的鏡子
，映照出隊員們一次次挺胸甩胳
膊、一個個抬腿邁出大步的身影
。從起初踩不到點上，到能根據
要令找到一個契合點，因為他們
的心中駐著一個聲音：“要讓昂
首闊步的體態，挑戰明天的澎湃
。”指導老師黃華主席、副主席

陳卓、教授喬鳳祥為肅然的國旗
在那莊嚴的時刻，高高地飄揚在
典禮的上空，他們努力指導、反
复示範。隊員們增添了勇氣，信
心也更足了。黃玲、關麗華兩位
校長也趕來為隊員們助陣，她們
的鼓勵和讚揚，成為孩子們前進
路上的催化劑。

成就有聲，奉獻無言。時光
的琴弦彈奏著升旗典禮的燦爛旋
律。我們回顧儀仗隊操練日，難
忘家長們的鼎力相助、難忘學校
的熱切關懷、難忘老師們的專業
指導、難忘黃主席的親歷親為、
難忘中心執行長的美味佳餚。是
他們的默默奉獻，鑄就了華夏儀
仗隊的可喜可賀的成就；是他們
的共同努力、攜手並肩構建出國
慶昇旗輝煌的歡顏！

成就有聲成就有聲 奉獻無言奉獻無言

德州南方大學教授喬鳳祥在現場德州南方大學教授喬鳳祥在現場
指導指導。。

喬教授和儀仗隊家長喬教授和儀仗隊家長、、徐敏老師合影徐敏老師合影。。左起左起：：黃曉黃曉
茜朱芳珍劉繼筠喬教授徐敏老師葛明張志嫻和王年茜朱芳珍劉繼筠喬教授徐敏老師葛明張志嫻和王年
生夫婦朱永利生夫婦朱永利

升旗手合影升旗手合影,, 左起左起：：單昕程單昕程 王榮翰王榮翰

徐敏老師和儀仗隊合影徐敏老師和儀仗隊合影。。

左起左起：：王安琪華天怡凌晉美範文徽謝幫瑞單昕程徐老師王榮翰顧安朱歡崔予昕週王安琪華天怡凌晉美範文徽謝幫瑞單昕程徐老師王榮翰顧安朱歡崔予昕週
棣棣棣棣

升旗手單昕程和媽媽曼玲升旗手單昕程和媽媽曼玲。。

喬教授和家長喬教授和家長、、學生合影學生合影。。

左起後排左起後排：：張志嫻範文徽單昕程王榮翰喬教授徐老張志嫻範文徽單昕程王榮翰喬教授徐老
師黃曉茜顧安謝邦瑞葛明朱芳珍師黃曉茜顧安謝邦瑞葛明朱芳珍

左起前排左起前排：：凌晉美王安琪華天怡週棣棣崔予昕朱歡凌晉美王安琪華天怡週棣棣崔予昕朱歡

攝影：朱永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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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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月月，，剛剛購得希爾頓加盟旅館的旅剛剛購得希爾頓加盟旅館的旅
館投資家宋蕾館投資家宋蕾(Grace Jacobson(Grace Jacobson，，左左))與希爾頓與希爾頓
學院新上任的院長學院新上任的院長Dennis ReynoldsDennis Reynolds博士博士((中中))
學習旅館業最新的現代化專業管理知識學習旅館業最新的現代化專業管理知識。。右為右為
大休斯頓旅館協會大休斯頓旅館協會(HLAGH)(HLAGH)會長會長 StephanieStephanie
Haynes.Haynes.

20152015 年年99月月2424日日，，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強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強
民大使在總領事館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民大使在總領事館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立6666周年招待會周年招待會，，三百余位中外嘉賓應邀出席三百余位中外嘉賓應邀出席
盛會盛會。。圖為剛剛參加北京閱兵的美國梁氏文化圖為剛剛參加北京閱兵的美國梁氏文化
交流基金會主席交流基金會主席、、德州和統會會長梁成運先生德州和統會會長梁成運先生
與李強民大使夫婦合影與李強民大使夫婦合影。。

20152015 年年99月月2424日日，，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強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強
民大使在總領事館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民大使在總領事館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立6666周年招待會周年招待會，，三百余位中外嘉賓應邀出席三百余位中外嘉賓應邀出席
盛會盛會。。圖為市長候選人圖為市長候選人Marty McVey(Marty McVey(右二右二))與與
福建同鄉會副會長唐宗法福建同鄉會副會長唐宗法((中中))、、美國文體藝術美國文體藝術
聯盟主席兼河南同鄉會會長程進才大師聯盟主席兼河南同鄉會會長程進才大師、、美南美南
山東同鄉會法律顧問陳文律師山東同鄉會法律顧問陳文律師、、副會長房文清副會長房文清
合影合影。。

20152015 年年99月月2424日日，，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強民大使在總領事館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強民大使在總領事館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成立6666周年招待會周年招待會，，三百余位中外嘉賓應邀出席盛會三百余位中外嘉賓應邀出席盛會。。圖為今年國慶昇旗共同主席圖為今年國慶昇旗共同主席、、著著
名愛國僑領休斯頓五邑同鄉會會長戴慧怡女士與李強民大使夫婦合影名愛國僑領休斯頓五邑同鄉會會長戴慧怡女士與李強民大使夫婦合影。。

20152015 年年99月月2424日日，，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強民大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李強民大
使在總領事館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使在總領事館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666周周
年招待會年招待會，，三百余位中外嘉賓應邀出席盛會三百余位中外嘉賓應邀出席盛會。。圖為圖為
今年國慶晚宴共同主席今年國慶晚宴共同主席、、邁威地板董事長邁威地板董事長AnnieAnnie
HuHu女士與李強民大使夫婦合影女士與李強民大使夫婦合影。。

20152015年年88月月2727日日，，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出世界名人網總編輯王福生出
席在中國貴州舉行的第八屆世界華文傳媒論壇席在中國貴州舉行的第八屆世界華文傳媒論壇
後後，，與芝加哥華埠小姐與芝加哥華埠小姐、、易世界傳媒張羽琪總易世界傳媒張羽琪總
監一起在貴州黔西南著名抗戰勝地監一起在貴州黔西南著名抗戰勝地2424道拐體會道拐體會
當年艱險困苦的抗戰修筑公路大情景當年艱險困苦的抗戰修筑公路大情景。。

20152015年年88月月2727日日，，芝加哥華埠小姐芝加哥華埠小姐、、易世界傳易世界傳
媒張羽琪總監在出席中國貴州舉行的第八屆世媒張羽琪總監在出席中國貴州舉行的第八屆世
界華文傳媒論壇後界華文傳媒論壇後，，來到馬嶺河瀑布欣賞祖國來到馬嶺河瀑布欣賞祖國
的大好河山的大好河山。。

NordstromNordstrom 20162016秋季美妝趨勢發秋季美妝趨勢發
佈暨美妝盛典將盛大啟幕佈暨美妝盛典將盛大啟幕（（20152015年年
99月月2727日﹣日﹣1010月月33日日），），1010月月33日日
早早 77 點至晚點至晚 99 點店內將舉行點店內將舉行 FallFall
Beauty Trend ShowBeauty Trend Show。。萊珀妮萊珀妮(La(La
Prairie)Prairie)美妝部經理美妝部經理AshleyAshley 攜美妝攜美妝
顧問顧問YaxiYaxi﹣﹣LiLi為您誠摯服務為您誠摯服務

本報記者黃梅子報導本報記者黃梅子報導

韓流來襲韓流來襲！！Blooming CosmeticsBlooming Cosmetics韓國化妝品店韓國化妝品店Grand Opening!Grand Opening!

買買5050元化妝品可得歐惠化妝包元化妝品可得歐惠化妝包。。

O HuiO Hui歐惠歐惠

whoowhoo後由韓國著名影星李英愛代言後由韓國著名影星李英愛代言。。

各種漂亮的韓國發夾各種漂亮的韓國發夾。。

精致的店堂精致的店堂。。

(本報記者黃梅子)對於現在的亞洲
女人來說，“韓國”這個詞意味著美麗
、意味著時尚，也意味著魅力。韓國的
美麗產業中，整容術和化妝品也是齊頭
並進的。確實，韓國化妝品更適合亞洲
女人。很多人用過蘭蔻、雅詩蘭黛等美
國或歐洲化妝品牌之後，覺得效果並不
盡如人意。而韓國化妝品就是專為亞洲
女性而研發。買韓國化妝品還是要去韓
國人開的店才正宗。10月1日，敦煌廣
場B棟24E的Blooming Cosmetics韓國化
妝品店開張了！今後，休斯敦的朋友們
可以盡情挑選、體驗韓國時下最流行的
各種彩妝顏色，領略各種最新最適合你
的的韓妝護膚品。

Blooming Cosmetics 韓國化妝品店
代理“whoo後， O Hui歐惠，ISA Knox
伊諾姿，sooryehan秀麗韓這四大化妝
品牌，……這四種化妝品可說是聚韓國
化妝品之大成，而且包括了各種不同的
價格層次，對應的消費人群也涵蓋各種
年齡階段的女人。Blooming Cosmetics
韓國化妝品店是韓國人開的韓國化妝品
店，所有貨品都來自韓國，可以放心使
用。當下，越來越多的中國女性轉而青

睞韓國化妝品，韓流來襲，而且能量越
來越大。顯然，電視劇、服裝上的韓流
已刮到化妝品上了。

韓流來襲！正宗韓國化妝品登錄休
斯敦！讓你肌膚勝雪，打造水漾容顏！
請來韓國人開的Blooming韓國化妝品店
！ Blooming 韓 國 化 妝 品 店 10 月 1 日
Grand Opening! 除了代理韓國四大高級
化妝品whoo後， O Hui歐惠，ISA Knox
伊諾姿，sooryehan秀麗韓之外，還有
各種漂亮的韓國發卡、美白面膜和洗發
水！新張期間，光臨者（無需購物）都
可以得到試妝樣品和手機吊墜。購買五
十元以上者可以得到whoo後和O Hui歐
惠提供的精美化妝包。

Blooming 韓國化妝品
店位於敦煌廣場 B 棟一樓
24E。早一天光臨早一天變
美！

Blooming cosmetics 韓
國化妝品店
地 址 ： 9889 Bellaire Blvd,
B24E, Houston, TX77036(敦
煌廣場)

電話：832-834-0610

BloomingBlooming韓國化妝品店位於敦煌廣場韓國化妝品店位於敦煌廣場BB棟的右側棟的右側。。

買買5050元化妝品可得元化妝品可得whoowhoo後化妝包後化妝包。。

本報記者吳凱俊攝吳凱俊攝

AylusAylus美國青年領袖聯盟組織在全國蔓延開花美國青年領袖聯盟組織在全國蔓延開花
美國青年領袖聯盟是一個以華裔美國青年領袖聯盟是一個以華裔

學生為主導的全國性學生組織學生為主導的全國性學生組織，，自自77
月成立以來月成立以來，，在在《《哈佛兩姐妹哈佛兩姐妹》》作者作者
汪小武博士和胡琳老師的精心策劃下汪小武博士和胡琳老師的精心策劃下
，，得到了華人家長和學生的積極響應得到了華人家長和學生的積極響應
。。 該組織以為華裔學生提供鍛煉的領該組織以為華裔學生提供鍛煉的領
導力導力、、創造力和社會活動為主要訴求創造力和社會活動為主要訴求
，，以素質教育為主導思想以素質教育為主導思想，，旨在突破旨在突破
外界人士對華人學生的只顧學習缺乏外界人士對華人學生的只顧學習缺乏
領導力創造力的舊的觀念領導力創造力的舊的觀念。。

在短短的兩個多月在短短的兩個多月，，美國青年領美國青年領
袖聯盟舉辦了一系列的活動袖聯盟舉辦了一系列的活動，，他們發他們發

起網上音樂會得到了起網上音樂會得到了5050多名小音樂家多名小音樂家
的積極參與的積極參與，，該組織正在整理這些做該組織正在整理這些做
品彙集成品彙集成CDCD，，發送到全國各地的老發送到全國各地的老
人中心人中心，，把溫暖和熱情送到老人身邊把溫暖和熱情送到老人身邊
。。 該組織的該組織的““把音樂送給老人把音樂送給老人””的活的活
動動，，在多個老人中心舉辦了多姿多彩在多個老人中心舉辦了多姿多彩
的音樂會的音樂會，，豐富老人晚年生活豐富老人晚年生活，，受到受到
了社會一致好評了社會一致好評。。 為了克服青少年玩為了克服青少年玩
電子游戲上癮電子游戲上癮，，該組織發起了該組織發起了““玩電玩電
游不如做電游游不如做電游””的活動的活動，， 組織和鼓勵組織和鼓勵
華生自己動手做電子項目華生自己動手做電子項目、、開發機器開發機器
人人。。 並在社區展示他們的成果並在社區展示他們的成果，，激發激發

和帶動了一大批興趣愛好者從單純的和帶動了一大批興趣愛好者從單純的
玩手機玩手機、、玩電游轉到自己動手玩電游轉到自己動手。。在該在該
組織的推動下組織的推動下，，他們在華人社區建立他們在華人社區建立
了多個機器人競賽小組了多個機器人競賽小組。。為華生發揮為華生發揮
他們的創造力他們的創造力，，提供了嶄新的平台提供了嶄新的平台。。

99 月月，，在該組織主席在該組織主席 WilliamWilliam
JohnJohn 的發起和帶動下的發起和帶動下，，美國青年領美國青年領
袖聯盟在美國各地發起了袖聯盟在美國各地發起了Clean UpClean Up
the Worldthe World 活動活動，，有十三個分部近百有十三個分部近百
人打著該組織的旗號走到公園人打著該組織的旗號走到公園、、海灘海灘
和社區的每個角落撿起一片片垃圾和和社區的每個角落撿起一片片垃圾和
廢物廢物，，他們的行動讓廣大社會人士對他們的行動讓廣大社會人士對

華生刮目相看華生刮目相看。。 受到了各地社區領袖受到了各地社區領袖
的稱贊的稱贊。。紐約州參議員還特別在長島紐約州參議員還特別在長島
海灘與該組織成員一起留影海灘與該組織成員一起留影，，表示支表示支
持和鼓勵持和鼓勵。。

美國青年領袖聯盟還舉辦了網上美國青年領袖聯盟還舉辦了網上
畫展畫展，，在主持人在主持人Emily WangEmily Wang 的積極的積極
組織下組織下，，上百幅學生的作品積極參與上百幅學生的作品積極參與
，，該組織正在把優秀做品編輯成集該組織正在把優秀做品編輯成集，，
免費發給兒童中心免費發給兒童中心，，鼓勵少兒對藝術鼓勵少兒對藝術
的愛好的愛好。。 品學皆優品學皆優，，是美國青年領袖是美國青年領袖
聯盟對成員的追求目標聯盟對成員的追求目標。。 在新學年開在新學年開
始後始後，， 該組織正在籌備該組織正在籌備MathCircleMathCircle--

Online.orgOnline.org 網站網站，，為華生中數學愛好為華生中數學愛好
的學生提供相互學習的學生提供相互學習，，共同提高的平共同提高的平
台台。。在短短的兩個多月在短短的兩個多月，，美國青年領美國青年領
袖聯盟以自己的行動回答了社會上戴袖聯盟以自己的行動回答了社會上戴
有色眼鏡人士對華生的偏見有色眼鏡人士對華生的偏見。。 鼓舞和鼓舞和
帶動了華人子女向領導力帶動了華人子女向領導力、。、。受到了受到了
社會的積極響應和支持社會的積極響應和支持。。自七月初陸自七月初陸
陸續續陸續續，，在全國各地成立了十九個分在全國各地成立了十九個分
部部，，遍及全美各州遍及全美各州。。該組織面向全美該組織面向全美
學生學生，，免費參加免費參加。。
美國青年領袖聯盟的網址美國青年領袖聯盟的網址 www.aylus.www.aylus.
orgorg 。。聯系方式聯系方式 info@aylus.orginfo@aylus.org

在在PearlandPearland，， TXTX 活動活動

為老人歌唱為老人歌唱

創造力方向發展創造力方向發展

機器人隊機器人隊

開發自己的創意活動開發自己的創意活動

AYLUSAYLUS 在麻省公園在麻省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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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種花崗石任您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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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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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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8am-5pm 週六8am-1pm

Telephone：713-690-6655 Fax：713-690-6662
地址：5922 Centralcrest St.Houston, TX 77092

www.cmdgroupusa.com

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最新高級石英石臺面
搬遷新址，擴大營業

批發﹐零售石英石臺面﹑廚櫃﹑水槽﹑水龍頭﹑
文化石﹑鵝卵石﹑木紋磚﹐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顏色多﹐種類全﹐庫存大﹐工廠直銷﹐免費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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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国父为何不能回国掌权钥
导语院韩国独立运动领袖金九回忆袁日本投降野对于我来说袁却好像天塌了一般袁几年间千
辛万苦的参战准备竟成徒劳冶遥

流亡中国的韩国独立运动组
织袁分裂为左尧右两大联盟

1910年 8月袁日本通过叶日韩合并条约曳袁正式
吞并韩国遥 1919年袁韩国爆发争取独立的野三一运
动冶袁很快被镇压遥 随后袁大批韩国人流亡中国开展
独立运动袁并在上海建立了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冶袁
但内部派系林立袁并不统一遥

至武汉沦陷袁 中国关内的韩国独立运动组织袁
才结成两大联盟院一派是以金九为首袁代表民族主
义右翼势力的野韩国光复运动团体联合会冶曰一派是
以金若山为首的野朝鲜民族战线联盟冶袁代表信仰共
产主义的左翼势力遥 淤

这种分裂袁既因政治理念不同袁也和国民政府
的援韩政策有关遥 以野中统冶为代表的党务系统袁一
贯支持金九曰而复兴社为代表的军方袁则因金若山
等出身黄埔军校袁选择援助金若山遥 于韩国临时政
府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袁 两派领袖曾商议联合遥
但因野朝鲜民族战线联盟冶的成员拒绝改变共产主
义信仰袁 金九最终只能将自己旗下的势力整合为
野韩国独立党冶袁并成为韩国临时政府的执政党遥

除政党对立外袁军队也未能统一遥 经蒋介石批
准袁金若山于 1938年 10月建立了国统区第一支韩
国武装野朝鲜义勇队冶袁有队员 140多人袁隶属国民
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遥 韩国独立党成立后袁金九征得
中方同意袁也成立了自己的武装野韩国光复军冶遥 双
方都希望将对方合并遥 盂
国民政府选择支持韩国国父金九袁
部分韩国左翼势力北上另组部队

朝鲜义勇队队员在书写标语

因左翼势力野颇有人与共党发生关系冶袁国民政
府最终选择支持金九派系遥 如徐恩曾 1941年所言院
野站在本党立场袁扶持金九领导之团体袁比较最妥袁
而今后进行方法袁应鼓励金九多方吸收朝鲜义勇队
之可靠分子袁同时应与政治部接洽袁彻底改组朝鲜
义勇队袁而由金九方面派员前往担任遥 冶榆主持党务
的朱家骅袁 多次将徐恩增的这一意见呈报蒋介石袁
终获认同遥
在中方的敦促下袁金若山先是同意参加韩国临

时政府袁 后又同意将朝鲜义勇队并入韩国光复军遥
1942年 5月袁光复军改组袁由金若山任副总司令曰朝
鲜义勇队改编为光复军第一支队袁金若山兼任支队
长遥 与此同时袁有大约 180名朝鲜义勇队队员北上袁
建立了名义上归属朝鲜民族革命党袁实际由中共领
导的野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冶遥 1942年 7月袁华北支
队改组为野朝鲜义勇军冶袁参加过红军长征的朝鲜军
人武亭任司令员袁脱离了韩国临时政府的掌控遥

1943年 3月袁朱家骅再次建议袁国民政府对韩
国的扶植袁野应以临时政府为目标袁党应以韩国独立
党为目标袁 军应以李青天之光复军为目标而扶助

之冶遥 蒋介石批示院野此后照此方针进行袁不得再有变
更遥 冶虞

1940年，韩国光复军在重庆成立，刘峙代表中国政

府致贺。右为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

美尧苏决定半岛势力格局袁韩国
在华左尧右两派都未能回国掌权
后来被誉为野韩国国父冶的金九袁费尽心力整合

了韩国独立运动在中国国统区的军政力量袁至 1944
年底袁韩国光复军人数达到 600人左右遥 但还没有
来得及正式对日作战袁日本就投降了遥 对此袁金九深
感遗憾袁后来如此回忆院野这真是个令人兴奋快乐的
消息袁但是对于我来说袁却好像天塌了一般袁几年间
千辛万苦的参战准备竟成徒劳噎噎比这更难堪的
是我们在这次战争中没有做过一件事袁因此袁在国
际上将没有充分的发言权遥 冶愚
金九匆忙布置袁 命令先遣队员立即返回汉城袁

希望野让光复军尽快进入国内袁取得美军的协助袁解
除日军的武装袁 维护社会的治安袁 打下建国的基
础冶遥 但是美国解除了回国的光复军武装袁只允许临
时政府人员以个人名义回国遥

朝鲜义勇军遇到的情况也相同遥 义勇军先遣纵
队达到新义州后袁纵队长韩青尧政治部主任周然被
驻朝苏军要求说明义勇军的性质袁 并立即解除武
装遥 韩青说袁野朝鲜义勇军在中国积极参加了抗日战
争袁是一个以斗争来争取朝鲜民族最终独立和解放
的武装集团遥 我们不仅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袁在
我们部队内部袁也都建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遥 冶苏军
司令回答院野根据波茨坦五国会议规定袁韩半岛南部
由美军占领袁北部由苏军占领遥 因此袁在韩半岛除美
军和苏军外袁其他一切武装部队均要解除武装遥 冶舆
朝鲜义勇军将领武亭尧金科奉等 70多人袁也只能以
个人身份进入朝鲜遥 后来义勇军返回东北袁参加中
国内战遥
依据波茨坦五国会议的规定袁美军占领朝鲜半

岛南部尧苏军占领北部遥 美尧苏两国以此为借口袁不
承认国外朝鲜人的独立运动组织和武装力量遥 美国
选择亲美的李承晚袁而苏联则支持其一手扶植的金
日成袁分别建立政权遥 金若山在朝鲜仅任监察相袁金
九也未能在韩国政府任职遥

金日成和金九在一起

看袁他们嘲讽学界前辈的下场
导语院自民国以来袁学界确实野自有学界的规矩与尊严冶遥 但这野规矩与尊严冶袁是自由尧宽容与
不失原则曰而非动辄写野告学界朋友与弟子的公开信冶断绝师生关系遥

30年代袁在北大当众指责师长所
讲野都是外行话冶袁结局会怎样钥

近日袁人大某新入学硕士袁因在私人交际空间
野嘲讽学界前辈冶的学术水平袁而被导师以野告学界
朋友与弟子的公开信冶的方式袁宣布断绝师生关系袁
理由是野学界自有学界的规矩与尊严冶遥 淤那么袁诞
生于民国初期的中国近代大学袁 在师生关系方面袁
究竟留下了怎样的野规矩与尊严冶呢钥 且看下面这些
曾公开批评乃至责备师长的民国学子们的野下场冶遥
学者张中行 30年代在北大求学遥 据他回忆袁当

时风气袁 师长及校方很宽容来自学生的质疑和批
评遥 张举了三个例子院
例一袁公开质疑遥 野一次是青年教师俞平伯讲古

诗袁蔡邕所作叶饮马长城窟行曳袁其中有耶枯桑知天
风袁海水知天寒爷两句袁俞说院耶知就是不知遥 爷一个同
学站起来说院耶俞先生袁你这样讲有根据吗钥 爷俞说院
耶古书这种反训不少遥 爷接着拿起粉笔袁在黑板上写
出六七种遥 提问的同学说院耶对遥 爷坐下遥 冶
例二袁公开批评遥 野这种站起来提问或反驳的举

动袁有时还会有不礼貌的遥 如有那么一次袁是关于佛
学某问题的讨论会袁胡适发言比较长袁正在讲得津
津有味的时候袁 一个姓韩的同学气冲冲地站起来
说院耶胡先生袁你不要讲了袁你说的都是外行话遥 爷胡
说院耶我这方面确是很不行遥 不过袁叫我讲完了可以
吗钥 爷在场的人都说袁当然要讲完遥 因为这是红楼的
传统袁坚持己见袁也容许别人坚持己见遥 冶

例三袁师生因学术问题发生利害冲突袁校方维
护学生遥 野这种坚持己见的风气袁有时也会引来小麻
烦遥 据说是对于讲课中涉及的某学术问题袁某教授
和某同学意见相反噎噎互不相让噎噎这样延续到
学期终了袁 不知教授是有意为难还是选取重点袁考
题就正好出了这一个遥 这位同学自然要言己之所
信遥 教授阅卷袁 自然认为错误袁 于是评为不及格遥
噎噎照规定袁补考分数要打九折袁记入学分册袁评六
十七分袁九折得六十分多一点袁勉强及格遥 且说这次
补考袁也许为了表示决不让步吧袁教授出题袁仍是原
样遥 那位同学也不让步袁答卷也仍是原样遥 评分袁写
六十袁打折扣袁自然不及格遥 还要补考袁仍旧是双方
都不让步袁评分又是六十遥 但这一次渊校方冤算及了

格袁渊教授冤问为什么袁说是规定只说补考打九折袁没
有说再补考还要打九折袁所以不打折扣遥 这位教授
违背了红楼精神袁于是以失败告终遥 冶于

胡适，曾任北大校长。其从政从学的感慨是：“容忍

比自由还更重要”

40年代袁在西南联大责备导师太
热衷现实政治袁下场又会如何钥
汪曾祺 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袁成为闻一

多的学生遥 虽然闻很看重汪袁但二人对政治的态度
截然不同遥 闻自 1940年后袁政治热情高涨袁参与度
很高曰汪则对政治基本不闻不问袁且对闻的积极介
入的做法很有些不以为然遥 二人遂因此发生了一场
激烈的冲突遥 据汪的后人披露袁一次袁在闻一多居
所院

野闲聊之中袁闻先生对爸爸颓废的精神状态十
分不满袁痛斥了他一顿遥 爸爸也不示弱袁对闻先生参
与政治的做法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遥 两人
谁也没有说服对方遥 分手之后袁爸爸意犹未尽袁提笔
给闻先生写了一封短信袁信里说闻先生对他耶俯冲爷
了一通遥 闻先生很快写了回信袁说爸爸也对他耶高
射爷了一通遥 当时日军飞机常常轰炸昆明袁俯冲尧高
射一类的军事用语一般人也很熟悉遥 闻先生还叫他
晚上不要出去袁要来看他遥 当晚闻一多先生找到了
爸爸的住处袁又对他进行了一番劝导袁之后才去看
望弟弟闻家驷先生遥 冶盂
闻以野俯冲冶的姿态野痛斥冶汪袁汪转以野高射冶的

姿态顶撞尧反责闻曰且当面交锋之后野意犹未尽冶袁又
有信件往还袁可见冲突的剧烈程度遥 但闻一多对此
事的处理很宽容袁并没有要将汪逐出门墙遥
国立西南联大校门。虽然该校师生高度政治化，但

仍不失自由与宽容的传统

其实袁 青年人目空一切本是常事袁
季羡林求学时也多野污语狂言冶

少年人意气风发目无余子袁本是常事袁完全没
有必要以野告学界与弟子的公开信冶的方式处理遥 以
季羡林为例遥 其在清华求学时袁不但认为胡适野浅
薄冶尧轻蔑留美教授尧不服导师吴宓的阅卷尧觉得朱
光潜学问野牵强附会冶噎噎其日记中袁更有野妈的冶尧
野混蛋冶尧野考他娘冶这类词汇穿插其间院

野听胡适之先生演讲遥 这还是第一次见胡先生遥
噎噎渊演讲冤帽子太大袁匆匆收束袁反不成东西袁而无
系统遥 我总觉得胡先生浅薄袁无论读他的文字袁听他
的说话遥 冶野自从看了林语堂一篇文章袁我对教授渊尤
其是美国留学生冤总感到轻蔑遥 他们穿的是虎皮袁皮
里是狗是猫袁那有谁知道呢钥 冶野吴宓把中西诗文比
较 paper发还袁居然给我 I袁真混天下之大蛋浴 冶野妈
的袁这些混蛋教授袁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气袁还整天
考袁不是你考袁就是我考袁考他娘的什么东西钥 野晚上
朱光潜讲耶笑与喜剧爷袁所引的许多大哲学家的关于
笑的理论袁我没一个赞成的遥 我觉得都不免牵强附
会噎噎我以前总以为哲学家多么艰深袁 其实不然遥
我自己有一个很滑稽的念头袁我未必就不能成一个
大哲学家遥 冶榆
而且袁这种少年意气袁也未必尽是坏事遥 美国印

第安纳大学历史学者张信回忆求学往事袁 曾感慨院
野作为一个中国留学生噎噎我又面临着另一重大考
验遥 西方所倡导的是标新立异袁每个学生所注重的
是提出自己的观点遥 西方文科传统的重心在于批
评遥 学生批评老师袁新手批评专家是屡见不鲜的事遥
而我们这些中国留学生渊按我曾师从过的李欧梵教

授的说法冤都存在严重心理障碍遥 因为我们不善于
批评袁尤其是对那些权威学者遥 冶虞台湾历史学者汪
荣祖袁也曾求学海外袁感受大致相同院野像西方袁噎噎
就是学生批评了老师袁也是很平常的事情遥 可是我
觉得在台湾尧在大陆袁熟人之间如果批评的话袁可能
感到不高兴袁甚至压力很大遥 冶愚
真正有必要动用到 野告学界及弟子的公开信冶

的方式来处理者袁 往往涉及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袁
且师尧生在学术圈乃至社会上的影响力相当遥 譬如袁
梁启超曾求学于康有为之万木草堂遥 1917年袁康有
为支持张勋复辟帝制袁 梁启超以个人名义发表通
电袁斥责康乃野大言不惭之书生袁于政局甘苦袁毫无
所知冶袁康有为则怒骂野梁贼启超冶袁写诗说他是食父
食母的野枭冶和野獍冶遥 舆再如袁徐复观曾求学于熊十
力遥 四九鼎革袁熊十力写信劝弟子与自己一并留在
大陆袁遭到拒绝遥 徐复观甚至认为熊十力叶韩非子评
论曳一书乃是刻意为巴结新政权而作遥 政治取向各
异袁熊亦不堪此辱袁遂致信学界及门人弟子袁不再以
徐复观为弟子袁而改称野徐长者复观先生冶遥 余
略言之袁自民国以来袁学界确实野自有学界的规

矩与尊严冶遥 但这野规矩与尊严冶袁是自由尧宽容与不
失原则曰而非动辄写野告学界朋友与弟子的公开信冶
断绝师生关系袁使甫入学之新生学业受阻袁乃至有
可能因此被整个学界拒之门外要要要其实袁学生可自
由选择导师袁导师亦可自由选择学生遥 导师不认可
学生人品袁自可按正规程序与之野分道扬镳冶袁而反
以野告学界朋友与弟子的公开信冶的非正规程序袁针
对一新入学硕士袁 对之造成不必要的法外伤害袁个
中所牵涉的当下学界生态袁实在引人深思遥

熊十力（左）与徐复观（右）因政见不同，而在 1949

年断绝师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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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座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村落 去过的人至今不超 100个
在西藏袁有一座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村落袁
它距离拉萨西南 300多公里袁途径羊湖袁
大多数人到了羊湖便折返回拉萨了袁
却不知袁再往前车行 4小时袁你会抵达天堂的

入口袁
一个临近不丹边防袁背靠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

山麓袁依傍着清澈深邃的普姆雍措湖袁如伊甸园般

的村子要要要 推村遥
这里平均海拔 5070米袁
几乎到了人类日常生活的极限

据说去过的游人至今不超过 100个遥
如果你厌倦了西藏的纳木错尧林芝尧布达拉宫

这些常规线路袁不妨今天就跟小飞君就去天堂的入
口看看袁深入藏地不为人知的美景袁才不枉费爱了
西藏一场遥
推村袁天堂的入口
推村位于西藏山南地区洛扎县的普姆雍错湖

东岸袁
雪山尧蓝天尧白云尧草甸尧湖泊尧牦牛尧寺庙尧经

幡袁
这里聚齐天堂的一切要素遥

一百多人的村落保持着近乎原始的生存状态袁
至今仍保持公社制度袁
人们不分职位高低袁长幼辈分袁
一律都要轮流放牛尧捡牛粪袁捡回的牛粪需统

一分配遥
连我们带去给孩子们的糖袁他们都会按照每户

人数平均分配遥

每年隆冬时节袁村子会进行一场延续了千年的
活动要要要赶羊遥
冬季的牧场已经满足不了羊群饲养需要袁
但普姆雍措湖心岛上的草却依然是鲜嫩肥美遥
此时袁推村的村民会把羊群赶到湖心岛上袁
享受一个月肥美的嫩草遥
一个月过后袁融冰之前袁村民把羊群重新接回

村里遥
这一传统已延续千年袁纪录片叶第三极曳就曾经

拍摄过这一场景遥

清晨尧傍晚袁站在湖边袁遥望南部神山库拉岗
日袁拉轨岗日山脉的主峰宁金抗沙袁那震撼人心的
日出日落袁是一辈子都难忘的美景遥

推村还有一处看风景视角极佳的地方袁
你一定猜不到袁
那是推村唯一的公厕袁
厕所的高台直面绝美的普姆雍措湖袁
连绵的雪山在云层下若隐若现袁
傍晚的天空似有金光洒落湖面袁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美的厕所了遥

当我

们第一次

踏进这个

村庄的时

候袁
深切

怀疑为什

么有人会

住在这种

地方袁
环境

恶劣 袁交
通不便袁

但是

遇到这些

淳朴的藏民后袁
特别是当我们被高反折磨的卧床不起时袁
藏民们一趟趟从普姆雍措背水上来袁
为我们烧热水袁煮热饭热菜后遥
我们明白了无论多么艰苦袁人类的善意都扎根

在这里袁
因为藏民的信仰袁因为藏民的坚持遥
在这闭塞的村落袁很多藏民一辈子都没有机会

拍照袁
为了给他们带了回忆袁我们拿起手中的相机记

录他们灿烂的笑容遥
让这个天堂的村庄能更长久的存在下去遥
小贴士

交通院包车
住宿院推村海拔较高袁入住藏民家高反可能会

比较严重袁推荐住在洛扎县城

证件院推村紧邻不丹袁需要办理边防证才可进
入遥
装备院
徒步鞋院
冲锋衣尧裤院要求较好的防水透气性
速干长短衣裤

抓绒衣裤

手套院抓绒手套一付
羽绒服院推村海拔 5070米
推荐行程

D1院 拉萨-环羊湖全景-白地村-普姆雍措-推
村

D2院 普莫雍错日出-普莫雍错环湖-卡诺拉冰
川-满拉水库-江孜

D3院江孜-康马-多庆错-江孜-扎什伦布寺
D4院日喀则-拉萨
D5院转转拉萨老城区小寺庙
沿途不可错过

沿着日喀则线袁一错再错
在西藏有这么一个说法袁马年转神山袁羊年转

神湖遥 从拉萨出发袁不去林芝尧不去纳木错袁走日喀
则线袁一路上你会邂逅一个个圣湖袁在羊卓雍错眺
望袁在普姆雍措转湖渊天上的湖泊袁可能是世界上最
蓝的湖冤尧在多庆错静坐渊中国和不丹交界处袁喜马
拉雅群山就在眼前冤袁就这样一路一错再错浴

||羊卓雍错原上帝流下的一滴泪

羊卓雍错袁西藏三大圣湖之一袁也是我们俗称
的野羊湖冶遥在去推村的路上袁会经过羊湖遥狭长的羊
湖袁如同蓝色的飘带缠绕在群山之间遥 羊卓雍措远
观比近触要漂亮许多袁 翻越 5030米的岗巴拉山口
后袁沿公路一直向下到羊湖湖畔需要大约 30分钟袁
这一路是欣赏羊卓雍措的最佳角度袁一路上有多个
观景平台袁可驻足停留拍照遥

||普姆雍措转湖原天上的湖泊

曾经有一位走遍藏地的行者来到普莫雍错袁惊
呼这才是藏区最美的湖泊遥 当然美丽的标准不一袁
但作为世界上最高的淡水湖泊袁 普莫雍错被日本
NHK电视台拍摄了纪录片 叶天上的普莫雍错曳袁在
今年热播的纪录片叶第三极曳中多次出境袁足以证明
你值得来一次遥

不可错过院如果是今年前往普姆雍措袁不要错
过尝试一次转湖遥羊年转湖袁12年一次袁据说可以洗
净一生罪孽遥

||多庆错原多情的湖

她是西藏最美丽的湖泊之一袁一度被誉为野摄
影家的情人冶袁有人干脆称她为野多情湖冶遥 多庆错位
于中国与不丹的交界处袁可以遥望喜马拉雅中段的
卓木拉日雪山群遥 湖水由高山融雪供给袁清澈湛蓝袁
湖边绿草茵茵袁不时有羊群缓缓走过遥 蓝天尧白云尧
雪山尧湖水尧羊群袁构成了一幅高原的独特美景遥
老城古寺袁探访仁波切修行之地
江孜古堡尧白居寺尧萨迦寺尧扎什伦布寺噎噎众

多不同派别的寺庙袁远离拉萨袁感受后藏地区宗教
的神秘与神圣遥

||江孜古堡原悬崖上的城堡

江孜古堡袁位于西藏江孜县城里袁也叫江孜宗
山古堡袁因古堡所在的石山叫宗山袁野宗冶袁在过去的
西藏是行政单位袁相当于县遥 所以这个城堡实际上
就是县府遥 民主改革以前袁西藏政教合一袁县府既是
官府袁也是寺院袁宗教色彩很浓袁城堡实际上也可以
说是一座宫殿式的寺院遥 江孜是一个盆地袁农业非
常发达袁在一片蓊郁的色彩当中袁突兀拔起一座赭
黄色的石山袁在石山上又突兀拔起一座白墙红顶的
城堡袁就显得特别的突出尧抢眼遥

||扎什伦布寺- 活佛最多的后藏圣地

如果说八廓街的千年转经路所环绕的大昭寺

是圣城拉萨的灵魂袁那么位于后藏第一大城市日喀
则市中心的扎什伦布寺就应该算是后藏地区的心

脏了遥 扎什伦布寺就像个安静的古村落袁藏民虔诚袁
规模宏伟遥 喜马拉雅山麓的片石铺就的路面袁千佛
凿像装饰的围墙袁构筑起历代班禅驻锡之地袁浓厚
的圣神气氛不言而喻遥

小贴士院虽然殿内是禁止拍照的袁但是整个早
课诵经的过程是对游人开放的遥 行走在满是诵经声
的大殿内袁穿梭在高声诵读的喇嘛间袁相当震撼遥
当 90豫的人来西藏会去纳木错尧林芝尧布达拉宫

时袁10豫的人会深入到阿里尧山南还有日喀则边境地
区袁 推村便是你需要有一颗永不停歇探索的心袁才
能抵达的远方浴

十一去哪儿玩?你想不到的远方
野十一冶假期越来越近啦! 想好去哪里玩了吗钥
今天给大家推荐 10 处国内不那么大众的景

点袁都美得让人心醉袁还没有旅行计划的你袁不妨试
试看!
福建窑霞浦
福建霞浦被誉为野中国最美丽的滩涂冶袁岛屿星

罗棋布袁形成独特的闽东海上自然风光袁是国内著
名的滩涂摄影基地遥
想创作大片的话袁带上相机来这里吧!
河北窑九龙峡自然风景区
九龙峡自然风景区位于太行山中段东麓袁河北

省邢台县浆水镇遥 风景区面积 64平方公里袁主峰王
帽山海拔 1800米遥
爬山尧赏花尧看云海袁一个都少不了!
安徽窑金龙山古村落

金龙山在安徽省休宁县与黟县交界处袁北对黄
山袁南望白岳袁峰高 870米袁民居依山而建袁错落有
致遥 山上多是茶园尧竹林尧古树尧梯田袁是个户外徒步
猎奇的好地方遥

跟黄山尧宏村这些人满为患的景点相比袁这里
真的很安静哦!
云南窑白沙古镇
白沙古镇位于丽江城北约 10公里袁 北临玉龙

雪山袁南至龙泉袁西依芝山遥
离丽江古城不远袁别具历史感的小镇遥
山东窑荣成
荣成地处山东半岛最东端袁三面环海袁海岸线

长 500公里袁拥有成山头尧法华院两处国家 4A级景
区遥
在这里可以体验最具特色的胶东渔村遥

新疆窑阿勒泰
金山银水阿勒泰袁人间仙境喀纳斯遥 这里位于

新疆北部袁真可谓野远离尘世的喧嚣冶遥
大美胜境需要跨越千山万水才能见到遥
浙江窑莫干山
位于浙江省德清县的莫干山因春秋战国时期

的铸剑大师干将尧莫邪夫妇曾在此铸剑而得名遥 从
1896年起袁莫干山就以独特的清凉幽静而吸引众多
外籍人士上山兴建别墅遥
租一栋别墅袁去度假吧!
湖南窑永顺老司城
老司城遗址位于永顺县城以东灵溪河畔袁是国

内目前规模最大尧保存最完整尧历史最悠久的古代
土司城市遗址袁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
义遥 其完整地体现了迄今已消亡的土司文化传统遥

已经列入叶世界遗产名录曳啦! 快去看看!
内蒙古窑阿尔山
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大兴安岭山脉西南

麓的内蒙古兴安盟境内袁 秋日的阿尔山层林尽染尧
色彩斑斓遥
四川窑若尔盖湿地
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阿坝

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境内袁 海拔 3422 米至
3704 米袁这里集湿地尧草甸尧山脉等自然景观为一
体遥

站在高原上看蓝天白云才能体会到神清气爽

的感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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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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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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 2015年10月5日 Monday, Oct. 5, 2015 星期一 2015年10月5日 Monday, Oct. 5, 2015

责任编辑：沈玉莲

邬建杰袁男袁汉族袁生于 1983年 9 月 18日袁河
南省潢川县人袁2000 年 12 月参加工作袁2003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袁二级警司警衔袁生前系昭苏县
公安局喀夏加尔镇派出所副所长渊主持工作冤遥先后
被自治区尧州尧县各级授予野自治区优秀人民警察冶尧
野严厉打击暴力恐怖先进个人冶尧野优秀公务员冶等多
项荣誉称号袁荣立三等功 1次袁嘉奖 8次曰 2011年
至 2013年被昭苏县公安局连续三年评为优秀公务
员尧优秀党员尧先进工作者曰2014 年被评为伊犁州
严厉打击暴力恐怖专项行动先进个人袁同年被自治
区公安厅授予野全疆优秀人民警察冶称号遥
邬建杰同志袁 在滚滚的洪水面前并未退缩袁在

群众生命财产受到危险时义无反顾袁看到战友遇到
危险时奋不顾身袁将生的机会留给战友袁用实际行
动践行了公安民警野为人民服务冶的铮铮誓言袁用宝
贵生命铸就了舍己救人尧敢于担当的不朽警魂浴

野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袁还想着群众的羊群袁想
着自己的战友袁自己却被湍急的水流冲走了噎噎冶遥
说起邬建杰当时被水冲走瞬间的情景时袁邬建杰的
队友郭宏宇眼中噙满了泪水遥2015年 7月 7日京时
19点袁 正在喀夏加尔镇派出所值班的邬建杰接到
报警袁喀拉苏乡牧民赛山钥 托合塔森的羊群在距离
喀夏加尔镇政府所在地约两公里的阿克牙孜河边袁
被上游山区突发的洪水困在水中遥他立即带领值班
民警尧协警赶往出事地点遥到达现场后袁只见上游洪
水来势汹汹袁河水暴涨袁水位上升很快袁100多只羊
被水冲得东倒西歪袁群众的财产将要被无情的河水
吞噬袁情况万分危急遥邬建杰当机立断袁带头跃入河
水中袁组织队友用绳子连绑着袁在湍急的河流中组
成了一道人墙袁将羊群顺着人墙驱赶到河岸遥一只尧
两只袁渐渐的袁在人墙的护送下袁几十只羊安全到达
岸边遥 随着水位的上涨和流量的加大袁一些羊不断
的被水流冲向人墙袁 随后越来越多的羊冲了过来袁

人墙被强大的冲击力

冲散袁 两名协警被撞
入水中袁 眼看着战友
在浪涛汹涌的水中危

险万分袁 邬建杰不顾
个人安危冲了过来袁
用尽全力把两个战友

拉起来袁 而他自己却
因此失去重心摔倒在

河中袁 湍急的河水迅
速将他冲向下游的大

桥下袁大桥刚过就是落差 4.5 米的激流袁邬建杰瞬
间消失在激流中遥经过 12小时的搜救袁在距喀夏加
尔镇 18公里处的玛纳塔斯河边找到了邬建杰的遗
体袁邬建杰同志不幸英勇牺牲遥

邬建杰于 2000年 12月服役于 68223部队 74
分队袁 2010年 3月经国家政法体制改革公务员招
录在昭苏县公安局喀拉苏派出所工作袁参加工作十
多年袁他始终无怨无悔地坚守在基层岗位上袁受得
住艰苦袁耐得住清贫袁把群众满意尧维护一方平安当
成最大的褒奖袁无论严寒酷暑袁他总是能及时出现
在出警现场尧牧民家中尧救灾一线袁无怨无悔地绽放
着自己的青春年华遥

邬建杰同志于 2013年至 2014 年在国保大队
任副大队长袁作为反恐维稳的尖兵部门袁日夜奔赴
在建情尧带情尧核查线索尧抓捕尧审讯工作之中袁先后
破获了 2012年昭苏县 野耶6.22爷耶伊吉拉特爷 团伙案
件冶尧野耶7.07爷耶伊吉拉特爷团伙案件冶遥 在线索梳理摸
牌工作中袁他汇集统筹谋划袁逐一制定收网尧审讯方
案曰在抓捕过程中袁他带领与战友们不分昼夜尧长途
跋涉袁深入乡村尧远赴伊宁尧乌鲁木齐等地将既定收
网对象全部抓获遥

2014年 12月被任命为昭苏县喀夏加尔镇派出

所副所长后袁他根据全区公安机关社会基础信息采
集大会战袁结合派出所工作实际和喀夏加尔镇实际
情况开辟了野五步工作法冶遥从源头上确保采集的各
类信息及时尧可靠尧真实尧有效袁为派出所基层基础
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遥该工作方法得到了伊犁州公
安局的充分肯定遥 工作之余袁他带领民警为村民修
下水道袁掏粪坑尧埋管道袁在抢险救灾过程中袁他总
是冲在最前面遥他常说院野公安工作不光是打击各类
违法犯罪活动袁还要和各族群众亲如一家人遥 冶

结婚六年多袁邬建杰一心投入事业中袁因为工
作繁忙袁没有去过妻子赵爱玲家拜望家中的老人及
亲友袁 孩子四岁了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爷爷和叔叔遥
每年都说一家三口回双方老家走一走袁认门尧认亲遥
但是袁 邬建杰年年月月都有不同阶段的不同任务袁
至今也没有回成遥 便于工作的开展袁邬建杰大多数
时间住在单位袁他愧疚地对妻女承诺袁等忙完工作袁
一定陪老婆逛街袁一定带女儿去公园尧讲故事遥

邬建杰同志雷厉风行的干劲袁身先士卒的作风
永远留在人们心中遥这个办案认真尧喜欢学习尧关心
下属袁凡事要亲历亲为袁喜欢把同事们喊野兄弟冶的
人民警察袁直到最后一刻袁仍穿着最爱的警服袁有人
说袁 他只是累了袁 他在天堂和大家一起执勤呢
噎噎遥 冶

乌孙故里出义士袁天山脚下颂英雄遥 邬建杰同
志袁一名好党员尧好战士尧好警察遥 他在生与死的考
验面前岿然不动袁 用年仅 32岁的生命展示了敢于
担当尧英勇献身的壮烈情怀袁铸造了人民警察的巍
巍警魂曰他用尽职尽责的优秀成绩和舍小家顾大家
的情怀袁 践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袁
诠释了新时期人民警察耶忠诚可靠尧服务人民尧竭诚
奉献爷的核心价值观遥

他的一生平凡而短暂袁光荣而崇高遥 他奉献的
一生和事迹袁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缅怀遥

80后民警急流中抢救牧民财产 为救战友不幸牺牲

王 吉

权 袁 男 袁
1979 年 11
月生袁中共
党员袁歙县
国税局公

务员遥
事迹

简介院路遇
儿童不幸落入新安江袁此时正值汛
期袁水急浪高袁王吉权没有多想袁毅
然选择跳水救人遥 他屏住呼吸袁潜
入深水区艰难搜索袁 仅用不到 60
秒便将落水儿童救出水面遥 上岸
后袁王吉权赶忙采取急救措施遥 最
终袁孩子脱离生命危险袁而他却悄
悄离开了现场遥

2015年 5月 9日袁 王吉权正
和朋友途经歙县徽城镇渔梁社区

时袁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呼救声从
渔梁坝处响起遥 循声望去袁只见湍
急的新安江水面上有两只小手臂

在晃动袁岸上群众有人呼救袁有人
试图用竹篙钩住孩子的衣服袁但是
因为水深浪急袁根本没有效果遥

见此情形袁王吉权急忙奔向水
坝袁来不及脱下衣服袁便跃入江中遥
此时袁落水儿童已精疲力竭袁完全
沉入水中袁王吉权见状袁立即游入
深水区搜索遥 因为前几日连续降
雨袁水急浪高袁能见度很低袁他屏住
呼吸袁在水中快速摸索袁一次尧两
次袁终于袁抓住了一支小手臂袁立即
顺势将孩子拉出水面袁并在另外两
位热心群众的协助下袁抱住孩子游
向岸边袁此时距孩子落水不过短短
60秒遥上岸后袁王吉权马上对孩子
进行急救遥 由于救护及时袁孩子慢
慢恢复了意识遥 见孩子已脱离生
命危险袁他悄悄离开了现场遥

事后袁王吉权没有向任何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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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自己的义举袁直到被救儿童家属和媒体找
到他的办公室袁大家才知道这位大伙眼中文
质彬彬王科长尧憨厚忠实的野权哥冶袁居然是
一位野潜伏冶的英雄遥他一直就是一个热心肠
的人袁就是那样热爱生活袁乐于助人冶同事们
这样说遥 在大学时袁他就积极参与各类志愿
活动袁先后义务献血达 4000毫升遥

当看见一名少年在河水里

拼命挣扎袁 他连衣服和鞋子都
来不及脱就直接跳了下去曰救
起溺水的少年后袁 他却转身悄
然离开了遥

他就是被网友亲切地称为

野最美救人哥冶的刘海清袁今年
24岁袁 怀化市芷江县芷江镇下
菜园村人袁 是一名建筑泥水
工遥

7 月 6 日下午 6 点 30 分袁
芷江县城一少年和母亲一起

在钥 水河边散步时袁不慎掉入河
中遥 随行的母亲不识水性袁只能
不停地大声呼喊 野救命啊噎噎
救命啊冶遥 当时在场的人都吓得
不知所措袁找竹竿拉袁光秃秃的
沿岸什么也没有袁跳下河去救袁
自己又不会游泳噎噎

一秒尧两秒过去了袁少年在
河水里时隐时现袁沉浮着尧挣扎
着袁眼看头很快就要被淹没了袁
少年母亲大声的呼喊声里带着

凄惨的绝望噎噎
千钧一发之际袁 刚好从这

里路过的刘海清来不及多想就

朝河边飞奔过去袁 鞋子跑掉了
一只袁也顾不上脱去衣服袁直接
跳进了河水里袁潜入水中救人遥
岸上的群众都为刘海清捏了一

把汗袁此时的钥 水河正处在蓄水
期袁水位高涨袁水深着哩噎噎

经过一番努力袁 刘海清好
不容易抓住了少年袁 于是用尽
全身力气拖着他往岸边游遥 野快
拉住手浴 冶守候在岸边的几名群
众迅速手拉手协助刘海清把少

年拉上了岸袁少年终于得救了遥
野好险啊浴 冶人们发出了一片欢
呼声遥

上岸后袁 刘海清的衣服以
及手机等身上物品全都湿透

了袁 跑掉的一只鞋子也找不到
了袁 他看了看少年只是受了惊
吓并无大碍袁 便转身悄悄离开
了遥 他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袁像
平常一样回到了自己打工的工

地继续干活袁 对工友和家人也

只 字 未

提 救 人

一事遥由
于 注 意

力 全 集

中 在 孩

子身上袁
被 救 少

年 的 母

亲 并 没

有来得及问恩人的姓名和道

谢遥
这一切袁 都被一个叫彭文

华的路人用手机视频记录了下

来遥 当时袁她正带着女儿在河边
散步遥 回到家里袁彭文华被小伙
子救人不图名不图报的英雄事

迹深深感动袁 心情久久无法平
静遥 她连夜将事情经过写成短
文叶寻找平民英雄曳袁并附上了
英雄救人的照片发布到微信

里遥 她想对救人的好人真诚地
说声院野芷江人民需要您袁 更谢
谢您噎噎冶

消息发出后袁 彭文华的微
信立即得到了朋友们的 野点
赞冶袁很多朋友鼓励甚至拜托她
彭文华把这种野正能量冶传递下
去袁 有的甚至对她的行为表示
感激并道谢遥 这条微信也很快
在 野天下芷江冶尧野天下一群冶尧
野掌上芷江冶 等众多公众微信
群袁 以及怀化和芷江的许多群
众当中被转发袁 并形成了寻找
野最美救人哥冶的热潮遥 在寻找
野最美救人哥冶过程中袁芷江县
委宣传部尧县文明办尧芷江镇镇
政府也参与了进来遥 7月 8日早
上袁终于有网友认出了野最美救
人哥冶叫刘海清袁24 岁袁芷江县
芷江镇下菜园村人袁 在一家工
地做泥水工袁父母都是农民遥

野最美救人哥冶刘海清感动
了芷江尧感动了怀化袁也感动了
湖南遥 他的事迹先后被中国文
明网尧湖南文明网尧湖南都市频
道尧湖南日报尧怀化电视台尧文
明怀化尧 芷江电视台等媒体予

以了报道遥
被救少年的母亲王艳说院

野如果不是刘海清相救袁我的小
孩真不敢想象会怎么样袁 我们
真不知以后要怎么过遥 我会教
育我的小孩要像刘海清一样袁
多做好事袁 多帮助那些有困难
的人袁以此来回报这个社会浴 冶

许多群众和网友纷纷点

赞院野刘海清好样的袁是条好汉袁
我们社会需要这样的正能量浴冶

对于刘海清英勇救人一

事袁 芷江镇下菜园村委会专门
召开了讨论会袁 决定给刘海清
发放 600元的奖金遥 怀化的爱
心志愿者也专程赶到芷江袁为
刘海清送来了 1000 元的奖励遥
芷江县体育局局长补坤海认为

刘海清的行为特别可贵袁 得知
他在工地上做泥水工的情况

后袁 马上提出要介绍他到芷江
同超五环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

司上班遥 对此袁刘海清都婉言谢
绝了遥

谈及儿子勇救落水少年的

事情袁刘海清的母亲李国珍说院
野海清会游泳袁 从小在河里长
大袁我们都很支持他这么做遥 冶

刘海清说万万没有想到袁
自己的平凡举动袁 会引起这么
多人的关注遥

他说院野我当时什么也没
想袁只知道必须要救他袁不救或
者救晚了袁 他就会没命的噎噎
如果再碰到这样的事袁 我仍然
会义无反顾地跳下去遥 冶

其实袁 刘海清救人已经不
是第一次了遥刘海清在钥水河边
长大袁从 17 岁到现在袁他一共
挽救了四条生命遥

有一年冬天袁 刘海清也是
路过钥 水河边袁发现一名年轻女
子不知什么原因跳河轻生遥 刘
海清不顾严寒袁直接跳进冰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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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河里袁把女青年救上了岸遥 被救上岸后
的女青年一个劲地哭泣袁善良而又不善言
辞的刘海清看不知该如何安慰她袁救完人
后便默默地离开了噎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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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美国东部一所大学期终考试的最后一

天遥 在教学楼的台阶上袁一群工程学高年级的学生
挤做一团袁正在讨论几分钟后就要开始的考试袁他
们的脸上充满了自信遥 这是他们参加毕业典礼和
工作之前的最后一次测验了遥

一些人在谈论他们现在已经找到的工作曰另
一些人则谈论他们将会得到的工作遥 带着经过 4
年的大学学习所获得的自信袁 他们感觉自己已经
准备好了袁并且能够征服整个世界遥

他们知道袁 这场即将到来的测验将会很快结
束袁因为教授说过袁他们可以带他们想带的任何书
或笔记遥 要求只有一个袁就是他们不能在测验的时
候交头接耳遥

他们兴高采烈地冲进教室遥 教授把试卷分发
下去遥 当学生们注意到只有 5道评论类型的问题
时袁脸上的笑容更加生动了遥

3个小时过去了袁教授开始收试卷遥 学生们看
起来不再自信了袁他们的脸上是一种恐惧的表情遥
没有一个人说话遥 教授手里拿着试卷袁面对着整个
班级遥

他俯视着眼前那一张张焦急的面孔袁 然后问
道院野完成 5道题目的有多少人钥 冶没有一只手举起
来遥 野完成 4道题的有多少钥 冶仍然没有人举手遥 野3
道题钥 冶学生们开始有些不安袁在座位上扭来扭去遥
野那一道题呢钥 冶

但是整个教室仍然很沉默遥
野这正是我期望得到的结果遥 冶教授说袁野我只

想给你们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袁 即使你们已经完
成了 4年的工程学习袁 关于这项科目仍然有很多
的东西你们还不知道遥 这些你们不能回答的问题
是与每天的普通生活实践相联系的遥 冶然后他微笑
着补充道院野你们都会通过这个课程袁 但是记
住要要要即使你们现在已是大学毕业生了袁 你们的
学习仍然还只是刚刚开始遥 冶随着时间的流逝袁教
授的名字已经被遗忘了袁 但是他教的这堂课却没
有被遗忘遥

对学习不感兴趣袁或是野忙得没功夫看书冶的
人袁终会被时代的激流所淘汰遥

汽车大王福特年少时袁 曾在一家机械商店当
店员袁周薪只有 2.05美元袁但他却每周都要花 2.03
美元来买机械方面的书遥 当他结婚时袁除了一大堆
五花八门的机械杂志和书籍袁 其他值钱的东西一
无所有遥 就是这些书籍袁使福特向他向往已久的机
械世界迈进袁开创出一番大事业遥 功成名就之后袁
福特曾说道院野对年轻人而言袁 学得将来赚钱所必
需的知识与技能袁远比蓄财来得重要遥 冶

书袁是四季常青的智慧之树浴 读好它袁也是一
种充满期冀的栽种遥 植下一片生命的寄托曰植下一
块炎夏的绿荫曰植下一抹夜行的曙色曰植下一个人
生的憧憬噎噎

对我们有价值的袁 并不是在学校念过书的事
实袁而是求学的态度遥

一位智商一流尧持有大学文凭的才子决心野下
海冶做生意遥

有朋友建议他炒股票袁他豪情冲天袁但去办股
东卡时袁他犹豫道院野炒股有风险啊袁等等看遥 冶又有
朋友建议他到夜校兼职讲课袁他很有兴趣袁但快到
上课了袁他又犹豫了院野讲一堂课才 20块钱袁没有
什么意思遥 冶

他很有天分袁 却一直在犹豫中度过遥 两三年
了袁一直没有野下冶过海袁碌碌无为遥

一天袁这位野犹豫先生冶到乡间探亲袁路过一片
苹果园袁望见的都是长势喜人的苹果树遥

他禁不住感叹道院野上帝赐予了这个主人一块
多么肥沃的土地啊浴 冶种树人一听袁对他说院野那你
就来看看上帝怎样在这里耕耘吧遥 冶

世界上有很多人光说不做袁总在犹豫曰有不少
人只做不说袁总在耕耘遥 成功与收获总是光顾有了
成功的方法并且付诸于行动的人遥

执行出错带来的危害远不如行事犹豫不决带

来的危害大遥 静止不动的事情比运动中的事物更
容易损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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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港囧曳是由束焕编剧袁徐峥导演的喜剧电影袁
由赵薇尧包贝尔尧徐峥主演遥 影片讲述了徐来渊徐峥
饰冤和小舅子抱着各自不同目的来到香港袁展开了
一段阴差阳错袁啼笑皆非的旅程袁最终两人获得友
谊并懂得了人生真谛遥 该片已正式定档 2015年 9
月 25日在全国上映遥

叶港囧曳袁顾名
思义就是发生在

香港的囧途趣事遥
本片主要讲述主

人公王郎和小舅

因不同目的来到

香港袁展开了一段
阴差阳错袁啼笑皆
非的旅程袁最终两
人获得友谊并懂

得了人生真谛遥本
片深挖香港文化

与大陆文化的差异袁是一部融搞笑和地方文化特色
于一炉的公路喜剧遥

| 演员 徐峥 在戏中饰演赵薇老公

| 演员 包贝尔 与徐来一起在香港发生的

囧事遥

赵薇和徐铮在片中饰演一对露水夫妻袁在拍床
戏的时候刚好碰上家属来探班 遥 在叶港囧曳中袁有一
幕袁赵薇被徐峥拿枪指头袁逼上室外高台袁当时是在
一处未竣工的高楼上进行拍摄袁在三十三层楼的室
外袁赵薇跪着的玻璃板仅有四根钢筋支撑袁并且完
全没有保护遥

该片中袁叶泰囧曳 中有份参演的黄渤和王宝强袁
都因为档期爆棚的原因袁只会在新片中客串演出遥

1尧为了展现香港美丽风景袁徐峥特意在香港新地标
天际 100香港观景台取景袁将香港具有代表性的景
区一一摄入镜头遥
2尧叶港囧曳 在笑点和苦点方面片方也是花了些时间
和经历的袁全片笑点 70个袁增加了 20个袁但是哭点
是 120个遥

2015年 3月叶港囧曳发布先导预告片遥 徐峥先
以片场花絮形式推荐电影叶港囧曳即将上映袁继而枪
指赵薇袁赵薇则跪求徐峥出演女主角遥

2015年 7月 12 日袁片方发布电影野预告片冶及
徐峥野通关冶版海报袁还曝光赵薇之后的另一位囧途
新搭档遥

2015年 7月 14日叶港囧曳曝光野拉导演冶版预告
片袁继赵薇之后袁徐峥囧途最新搭档包贝尔造型正
式曝光遥 同时袁片方也发布了包贝尔的通关版海报
及二人野合体版冶通关海报遥

2015年 7月 24日袁叶港囧曳 电影番外篇四支连
发袁本次配合飞机番外篇发布的还有导演徐峥和包
贝尔二人的港澳通行证版海报袁海报中徐峥包贝尔
二人证件照上神色囧迫袁徐峥捂脸表情惊恐袁包贝
尔双目圆睁惊吓过度遥 叶港囧曳片名的红色标签及 09
月 25日上映日期戳在档案袋上遥 徐峥包贝尔二人
正式野入境冶香港遥

2015年 7月 27日袁 备受瞩目的徐峥喜剧 叶港
囧曳在京举行发布会袁导演兼主演徐峥携本片另一
男主演包贝尔出席活动遥

在最新版预告中导演徐峥遭遇 野演技最
大挑战冶被对面的神秘拍档挑战笑点袁逗到爆
笑不停遥 虽然预告片中并未透露关于电影剧
情的任何细节袁 而是以一镜到底的航拍形式
特别打造袁悬念留足袁猛吊观众胃口遥 不过细
心观众依旧能从预告片看出袁 无论是爆笑水
平和惊险程度袁叶港囧曳 相比前作绝对是全方

位升级遥 渊时光网评冤
由于影片主演王宝强替换成包贝尔袁这引起部

分观众对于这部影片的差评袁甚至出现了野包贝尔
滚出叶港囧曳冶的言语遥

叶泰囧曳完完全全是一部讨好观众的电影袁每一
个笑点都经过精密计算遥 如果你想在叶港囧曳中看到
前者的喜剧袁那么你注定失望遥

叶港囧曳本周五就要上映啦浴 作为前任国产电影
票房冠军渊纪录保持了两年半袁今年 7月才被叶捉妖
记曳打破冤叶人再囧途之泰囧曳的续集袁叶港囧曳注定一
野出生冶就被寄予厚望遥 虽然徐峥[微博]再三强调票
房从来不是自己的初衷遥 但早在今年的上海电影节
上袁出品方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微博]就公开为
叶港囧曳喊出过 20亿票房遥

随着上映日期的一天天临近袁徐导的压力也不
言而喻遥 在各大高校举行试映会曰徐导亲自上阵在
各大热门真人秀尧综艺节目刷脸曰网络话题炒作以
及提前 30天每天一款预热海报等等遥 这次叶港囧曳
的宣传手段堪称一流遥
但观众会不会买账钥 似乎只有等上映见分晓了遥

1:没了黄金搭档
赵薇[微博]尧包贝尔[微博]能擦出火花吗钥
就票房号召力来说袁黄渤[微博]和徐峥这对银

幕搭档袁目前应该是国产电影明星中的翘楚遥 两人
合作的两部电影叶泰囧曳叶心花路放曳都超过了 10亿
票房遥 但是叶港囧曳中不仅没有黄渤袁就连参演过两
会野囧途冶的王宝强[微博]都没有遥 除徐峥外袁叶港囧曳
另两位主演是赵薇尧包贝尔遥

赵薇足够大牌袁也在叶亲爱的曳等片子里奉献过
足够经典的演技遥 不过叶横冲直撞好莱坞曳里也让观
众看到了赵薇在喜剧方面的欠缺袁所以叶港囧曳的搞
笑任务不在她身上遥 赵薇对这部片子的话题贡献主
要在她和徐峥一场野床戏冶上袁诸如老公探班看到她

在拍床戏等遥
包贝尔饰演的角色类似于前两部野囧途冶中王

宝强的角色袁观众难免将两人进行比较遥 王宝强的
名气更大袁再加上观众先入为主的观念袁包贝尔甚
至被观众吐槽到流泪遥

所以袁演员方面并没有给叶港囧曳加分袁比野泰
囧冶略逊一筹遥

2:超强宣发水准能否保证持续火爆钥
叶港囧曳此次的网络宣发中袁最被网友津津乐道

的就是每天一款倒计时动图海报遥 在那些海报里袁
设计师极尽恶搞之能事袁全方位玩坏野徐峥冶遥

同时袁徐峥也为叶港囧曳四处奔波袁从录制难度
很大的真人秀叶极限挑战曳袁到叶快乐大本营曳尧叶蒙面
歌王曳等热门综艺遥最近似乎哪里都有徐峥遥为了赢
得 90后的关注袁 最近光线还在全国各大院校举行
了试映会袁请大学生提前看电影遥

叶港囧曳极好的档期以及超强的地面宣传与网
络发行造势袁任何人都不会怀疑其周四晚开画成绩
的亮丽遥 然而袁中秋三天之后刚好是国庆长假袁口碑
效益是否能像叶泰囧曳一样发酵袁并最终助推票房袁
还是个未知数遥

由于前期预期极高袁叶港囧曳票房甚至给光线股
价造成很大压力遥 如果叶港囧曳票房成绩不理想袁难
免成为华谊的叶一九四二曳遥 2012年袁华谊兄弟年末
巨作尧由冯小刚[微博]执导的电影叶一九四二曳正式
公映袁而在该片放映的第二日袁华谊兄弟股价却诡
异巨量跌停遥 而跌停的直接原因袁就是叶一九四二曳

首日票房远不达预期遥
3:由简单搞笑变怀旧 90后买账吗钥
如果你想在叶港囧曳中看到叶泰囧曳式喜剧袁那么

你注定失望遥
野泰囧冶完完全全是一部讨好观众的电影袁每一

个笑点都经过精密计算遥 因此吸引了很多野我就是
想图个乐冶的年轻观众遥 看着不累人袁也不需要深入
思考遥

而经过近三年的修炼袁徐峥显然希望在叶港囧曳
中加入更多自己的想法遥 这种差异连徐峥自己都忍
不住野吐槽冶院野你看了电影就会知道袁我这部电影其
实很难宣传的袁我很难去告诉很多人袁我的最新电
影变成了这个样子袁因为太多人还保留着耶泰囧爷的
记忆遥 冶

在很多电影重点吸引 90 后年轻观众的时候袁
叶港囧曳定位的主要观众群体却是 70后尧80后遥电影
内涵多了袁笑点却少了遥 同时袁叶港囧曳里充斥了大量
港片元素袁 这些元素无疑会勾起 70后尧80后的回
忆袁但是年轻的观众如果没有港片情怀袁就很难对
其产生共鸣遥

昨天袁导演徐峥携手主演包贝尔尧赵薇尧杜鹃在
京举办叶港囧曳全球首映礼遥 在玩过了野徐布斯冶野内
衣趴冶等颇具噱头效应的花招之后袁这一次的见面
会没有任何的虚张声势袁主创们一上来便是直奔媒
体的提问环节遥 导演徐峥自然是被野盘问冶的主角袁
他不仅回答了叶港囧曳选址香港的原因尧对主要演员
的评价袁还揭秘了邀请王菲演唱主题曲的过程遥 尽
管顶着叶泰囧曳近 13亿票房的压力袁但徐峥直言袁票
房从来不是自己的初衷袁野如果是为了票房袁我们就
拍 3D了冶遥

选址香港院香港电影是成长的一部分
作为野囧冶系列喜剧的升级版袁叶泰囧曳为何会选

择香港作为此次的野囧途冶钥 徐峥接着媒体抛出的问
题演绎了一番袁野确实有人跟我说袁要不要到荷兰拍
一个叶荷囧曳或者到非洲拍一个叶非常囧曳钥 不过我们
在具体选择地点的时候袁首先考虑的是与普通观众
有连接感尧比较接地气的地方冶遥

徐峥认为袁拍摄地点对于观众情感的带入非常
关键遥 野尽管不少人认为 15至 25岁是电影观众的
主力袁可我发现 1985以前出生的 80后和 70年后都

有很强的消费能力袁遗憾的是他们可选的电影并不
多冶遥 所以袁徐峥特别想做一部让 70后尧80后尧90后
能够融在一起看的电影遥 确定了这个方向后袁1972
年出生的徐峥发现香港正好契合袁因为在他青春记
忆里袁野香港电影尧香港音乐是我们这一代人成长中
的一部分冶遥 据了解袁此次片中出现了大量的经典金
曲以及香港电影的元素袁这些歌和电影都是伴随 70
后 85前的朋友们一路成长的遥 其中还精心设计了
桥段袁来配合经典的香港歌曲袁如叶当年情曳叶偏偏喜
欢你曳叶饿狼传说曳等袁让徐峥的电影情怀表达得更
加透彻遥

评演技院给赵薇演技打 97.9分
尽管包贝尔的多场戏拍摄起来很危险袁但他始

终觉得没什么袁野导演每次都会问袁耶能做吗钥 爷我都
回答耶能爷袁如果我说不能袁好像我就自己认输了冶遥
他很感激徐峥给他这次出演的机会袁野接到邀约的
时候袁我还在想这次应该有台词吧袁没想到会有这

么重的戏份冶遥
在昨天的采访中袁剧中饰演徐来妻子蔡波一角

的赵薇主动表示袁她认为徐峥是中国最好的喜剧导
演遥 提及接戏的原因袁赵薇的回答很直白袁野因为剧
中有一场惊心动魄的床戏是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的袁
我想挑战一下遥 冶 她透露拍这场戏时是边拍边试袁
野作为导演肯定得做示范袁 徐峥演女性的那种感觉
太到位了袁可惜没办法拿来给大伙儿看冶遥 一旁的徐
峥对大笑的赵薇表示很无语袁而当记者反问导演当
初邀请赵薇参演的心态袁他戏言出于野仰慕冶袁野赵薇
非常适合这个角色袁蕴含着角色身上那种憨态可掬
的气质袁她不仅是中国票房最高的女导演袁在天真
活泼下还带着生活的智慧冶遥 徐峥给赵薇演技打
97.9分袁野那 2.1分扣在我们头上冶遥徐峥所指的是赵
薇在片中的戏份袁野可能对于非常热爱赵薇的影迷
来说袁她的戏份不会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多冶遥

主题曲院为王菲量身打造 通过赵薇加微信
在该片中袁 除了大量经典的香港歌曲之外袁由

王菲演唱的主题曲叶清风徐来曳在网上曝光后袁受到
众多网友的追捧遥 问及邀请王菲演唱的过程袁徐峥
坦言是通过赵薇要到了对方的微信号袁野我把小样
发给她袁没多久就得到了回复袁她说这个歌好听袁然
后我们就非常简单地把这个歌给录了袁没想到这么
顺利冶遥 后来袁 徐峥还为这首歌专门剪了一支MV袁
野传播度也挺高袁大家都很喜欢冶遥

至于重新打造新歌的原因袁徐峥坦言袁野电影里
面已经用了很多粤语经典曲目袁所以讲到电影主题
曲的时候袁我们觉得应该有新的一首歌冶遥 正好徐峥
的朋友尧 词曲创作人赵英俊非常了解整个剧情故
事袁野他是编剧团的一部分袁我就跟他商量这个歌要
怎么写冶遥 赵英俊先根据剧情写了歌词袁然后他专门
花时间搜集了王菲所有的歌袁 根据她的曲风编了
曲遥 野这首歌可以说是为王菲量身定制的袁而野清风
徐来冶就是用的片中一句台词冶袁徐峥说遥

票房院叶泰囧曳在前有压力但 票房不是初衷
徐峥坦言袁叶泰囧曳近 13亿的票房袁确实给了他

不小的压力遥 他很清楚大部分观众对叶港囧曳的期待
是基于叶泰囧曳的成绩袁野观众看电影的时候袁其实并
不像原先看叶泰囧曳时那么单纯袁大家对叶港囧曳是有
期待的袁这是一个挑战冶遥 不过袁他强调袁叶港囧曳不是
叶泰囧曳的续集袁野在内容上升级了袁加入了情感的元
素冶遥 徐峥认为袁每部电影都会有自己的命运袁而票
房从来不是自己的初衷袁野如果是为了票房袁我们就
去拍 3D了冶遥

叶港囧曳 即将于 9月 25日公映袁 曾多次抱怨
野叶港囧曳宣传太难冶的徐峥袁这几天感觉到了野这一
年来前所未有的轻松冶遥 野我们已经做了一些点映袁
已经与观众有交流了袁我听到的反响还不错冶遥 大前
天袁 徐峥坐在家里袁 他发现整个下午竟然没事干袁
野我感觉到这一年以来前所未有的轻松袁 好久没有
这种感觉了遥 上映以后袁我宁可以观众的心态和大
家一起来享受这部影片冶遥

近日袁由徐峥执导的全新作品叶港囧曳已成为无
数野囧迷冶关注的热点遥 天后王菲亦献唱主题曲助
阵遥 为配合叶港囧曳话题燃爆袁多款宣传海报频频连
发袁主演野终极大房冶赵薇更是携多款野表情冶搞怪来
袭遥 目前袁电影已进入倒计时袁即将于 9月 25日火
爆公映袁一众野囧神冶自泰国之后袁又将在香港上演
怎样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袁吊足了观众胃口遥
在多款曝光的海报中袁野情在囧途 爆笑归来冶的

电影标题采用极具特色的野香港招牌字体冶袁堪称点
睛之笔遥 野情在囧途冶也强调了本次电影并没有简单
复制叶泰囧曳的成功之路袁而是在轻松喜剧的基调
上袁加入了情感纠葛尧惊险动作场面等丰富的娱乐
元素袁全面升级影片创作水准曰而野爆笑归来冶也预
示着叶港囧曳依旧是一部让人笑翻的喜剧大作遥 海报
上袁各路野囧神冶更是玩起了表情搞怪的游戏袁赵薇
时而捂脸表示震惊袁时而面部紧张袁时而又笑靥如
花遥 诸多野表情冶变化引发大家对电影剧情的无限猜
想遥 从创造票房佳绩的导演处女作叶致青春曳袁到突
破形象的金像奖获奖作品叶亲爱的曳袁再到叶港囧曳袁
赵薇不断探寻真我袁一次又一次扬帆起航袁在一个
个成功塑造的角色中追求新的突破袁为自己开启全
新世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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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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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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II 7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To Be Held At Minute Maid Park

Highlights Of Xi Jinping's Trip To The U.S.

President Xi Jinping arrived back in China on
Wednesday after a state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Nations that lasted one week. His
trip was marked by business deals, diplomacy, and
a historic commitment at the United Nations.
President Xi Jinping began his visit in Seattle,
where he announced the largest Chinese purchase
of Boeing aircraft in history: 300 airplanes.
The deal is worth as much as 38-billion dollars.
"China is quickly becoming the largest aviation
market in the world, and our partnership together is

creating jobs both in
China and here in the
US," said Dennis
Muilenberg, Boeing
CEO.
"The Chinese market
is going to be a
tremendous
opportunity for
international suppliers
and manufacturers
going forward, and all
of this will create enormous
business opportunities for
American companies, including
Boeing," Xi said.
President Xi also met with Chi-
nese and American CEO's ranging
from Alibaba to Amazon to Gener-
al Motors, Microsoft and Baidu.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C

back) speaks at a
China-U.S. CEO
roundtable discussion in
Seattle, the United
States, Sept. 23, 2015.
(Xinhua/Huang Jingwen)
And he ended his Seattle
visit with a trip to a high
school in Tacoma,
Washington, a sister city
relationship Xi created

more than 20 years
ago.
When he arrived in
Washington DC, he
immediately met with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They released
a list of new
agreements the
following day on
pollution reduction
targets, tourism and and

avoiding state-sponsored cyber theft.
"China strongly opposes and combats the theft of
commercial secrets and other kinds of hacking at-
tacks. So all in all we have broad common interest
in the field of the cyber security, but we need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and avoid leading to con-
frontation. Nor should we politicize this issue," Xi
said.
"What I've said to President Xi and what I say to the

American people
is the question
now is, are words
followed by
actions. And we
will be watching
carefully to make
an assessment as
to whether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is

area,"
Obama said.
Capping the
week, Xi
announced
new
commit-
ments to the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
ing effort:
- one billion
dollars over
10 years to
promote a
peace and development fund.
- a standby force of 8,000 troops ready to deploy at
short notice
- and another 100 million dollars for rapid reaction
peacekeeping for the African Union
"We're committed to peaceful development, no mat-
ter how th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may evolve and
how strong China may become. China will never
pursue hegemony, expansion or spheres of influ-
ence," Xi said.
Of all the permanent members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China has now deployed the most troops
to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Courtesy english.cntv.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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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s News – Tomorrow's History”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Houston, Texas, October 1, 2015) On November 7,
2015, Southern News Group, a leading Asian media
group located in Houston, Texas, with offices in ma-
jor U.S. cit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n
Houston will hold a “WWII 70th Anniversary And Cel-
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event in Minute

Maid Park in commemora-
tion of the 70th anniversa-
ry of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nd the diversity of the
Houston's community.
The event will honor all
those veterans who served
in WWII and will celebrate
the many diverse

international cultures that have become an ingrained
part of the very essence of Houston. It is this rich
ethnic diversity that now makes our great city one of
the world's major international melting pots.
Seventy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e guns of WWII
were silenced, documents of surrender were signed
and cities all over the world broke into unbridled
celebration with the end of a global conflict that saw

the end of the threats of
tyranny and oppression.
And after six years and one
day of great human loss
and suffering, the world
was set on a course from
which many countries'
political systems were
established – many of which

still survive to this day.
Recently, the 69th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adopted by consensus a resolution to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World War II victory. On
June 26, 2015, the United Nations commemorated
the signing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of 1945,
marking its 70th anniversary. The organization was
formally chartered on October 24, 1945.
Correspondingly, on October 24, 2015, the United Na-
tions Association in Houston will hold its annual UN
Day event to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is event will bring together
peace organizations from throughout the region and
highlight the work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 to create equality, rights and peace.

Southern Newspaper Group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n Hous-
ton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overall
ope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WWII 70th Anniversary And Cele-
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event which will attract thousands of
ethnic peoples from multiple back-

grounds including Jewish,
Asian, Latino and African
and they will represent the
wishes of the whole world
for world peace.
“ History cannot be forgot-
ten and the tragedy of war
must be remembered.The
coming commemoration
event will also write an im-
portant memorable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
ment of the diverse city of
Houston, Texas,” said Wea
H. Lee, Chairman of South-
ern News Group.

The event will include musical and dance performanc-
es by representative ethnic group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he participation of many governmental offi-
cials at all levels as well as members of the several
branches of the U.S. armed services.
These will include the “ Sound of Soul” Art Group
from Beijing performing – Thousands hands of Guan-
yin, the Bodhisattva of Compassion or Goddess of
Mercy (Sanskrit Avalokiteśvara), Chinese acrobats
and Mask Change (Face Change). There will also be
many singing groups and individual vocalists, opera
singers, international dancers, Instruments, and a
fashion show representative of several local ethnic
groups. MC for the event will be well-known Houston
TV anchor, Shern-Min Chow.

A Message From Wea H. Lee, Chairman,
Southern News Group

Seventy years ago, an unthinkable
and now unmentionable calamity
that had never been seen before in
the long history of humanity
occurred. But the tragedy, even 70
years ago, is still unforgettable. And
the trauma that World War II brought
to all of mankind so many years ago,
still haunts all peoples of the world
today while it also still guides the events of daily life.
The war broke out in 1939 and ended in1945 and
was the largest war in modern history, with more than
100 million military personnel being mobilized and di-
rectly involved in this world conflict. Included in the
sad events of the war were the tragic Nanjing Massa-
cre in China and the Holocaust in Europe.
For the first time Japanese germ warfare was carried
on against Chinese soldiers and civilians, and finally,
for the first time United States dropped two atomic
bombs on Japan to put a finish to the war disaster.
There were a total of 50 million to 70 million deaths
caused by the war -- the largest number of deaths in
the history of war.
Learning about history is like holding up a mirror to re-
flect the past to teach us a lesson. This year the
world will hold many different forms of commemora-
tion of World War II. From Moscow, Minsk, Warsaw,
Berlin, Paris and other famous international cities, to
Auschwitz, the beaches of Normandy, the Berlin
Wall, Mitte Jewish cemetery and so many famous
war relics – all these events and places and more re-
mind posterity to memorialize the many martyrs and
keep in mind the war and the world's struggle
against the fascist powers of that time.
Also in remembrance of the war, the Chinese Peo-
ple's Anti-Japanese War and the World Anti-Fascist
War 70th Anniversary will be held in September in

Beijing and will include a spectacular military parade
in Tiananmen Square. This is the first large-scale cel-
ebrations since Xi Jinping became China's top leader.
On November 7, 2015, Southern News Group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n Houston will spon-
sor the “World War II Anniversary and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event that will commemo-
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World War II while also
celebrating diversity and world peace along with the
many diverse international cultures that have become
an ingrained part of the very essence of Houston.
History cannot be forgotten and the tragedy of war
must be remembered. The coming commemoration
event will also write an important memorable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verse city of
Houston, Texas.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at Minute Maid Park

on November 7, 2015.
Wea H. Lee
Houston, Texas
August 2, 2015

For additional details and
sponsorships for the
“WWII 70th Anniversary
And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event at Minute Maid
Park on November 7, 2015, please contact Jennifer
Lopez or Angela Chen at (281) 498-4310, or email at
jenniferitc@gmail.com or angela@scdaily.com.

Wea H. Lee

The Allies Invasion Of
Normandy,June 6th,

1944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The American Flag
Being Raised On Iwo
Jima During WWII

Shern-Min Chow

U.S. World War II
Veterans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News & Review Editor at john@scdaily.com.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R) addresses a welcome ceremony
held by Boeing Company during his visit to Boeing Commercial

Airplanes in Everett of Washington State, the United States, Sept.
23, 2015. (Xinhua/Photo)

International and Cultural Entertainment From Around The World

President Of China's U.S. Visit Deemed A Success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C
back) speaks at a China-U.S. CEO
roundtable discussion in Seattle,

USA, Sept. 23, 2015. (Xinhua/Photo)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L)
meets with UN Secretary-General

Ban Ki-moon at the UN
headquarters in New York, Sept.

26, 2015. (Xinhua/Photo)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L)
holds a small-range talks with U.
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t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D.C., the United States, Sept. 25,
2015. Xi arrived in Washington,
the second stop of his state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on
Thursday after a busy
two-and-a-half-day stay in
Seattle. (Xinhua/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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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 9月 21日电 据外媒报道袁哥斯达
黎加首都圣何塞近日出现罕见彩云袁 形状像
一把伞或一顶帽子袁 让当地民众看得目瞪口
呆遥 有人形容野上帝显灵冶袁也有人称这是野末
日降临冶遥

据报道袁本月 8日袁彩云在哥斯达黎加出
现袁市民佩蒂的 11岁儿子发现后袁立即拿起
相机拍摄遥

众人都被景象吸引袁纷纷抬头仰望遥 有人
形容野上帝显灵冶袁也有人称这是野末日降临冶遥

气象专家普雷托尔?平尼解释称袁这是野伞
状云冶袁当大型雷雨云形成袁并不断长高袁与顶
部的气流接触袁从而形成冰晶及水滴袁再经阳
光折射袁便会产生美丽的伞状云遥

上帝显灵？哥斯达黎加出现罕见云彩 状如雨伞

中新网 9月 22日电 据日媒报道袁 来自日本各地的巨型南瓜比拼
重量的野日本第一超大南瓜大赛冶日前在该国香川县小豆岛举行袁千叶
县鸭川市公司职员上野贡司(54岁)凭借超出此前最高纪录约 30公斤
的重达 561.6公斤(合 1123.2斤)的巨型南瓜获得冠军遥

据报道袁这是上野第三次夺冠遥 品尝到胜利喜悦的上野表示袁由于
2014年的南瓜在比赛前裂开袁野我将目标定为种出超过去年重量的南
瓜袁下个目标是超过 600公斤冶遥 上野将代表日本参加 10月在美国加
州举行的全球大赛遥
点击进入下一页

此次夺冠的巨型南瓜遥
本次南瓜大赛是第 29届袁来自日本山形尧千叶尧富山尧山梨尧静冈尧

三重尧京都尧大阪尧兵库尧鸟取尧冈山尧香川尧爱媛这 13个府县的 43人带
着培育出的南瓜进行角逐遥

其中袁来自千叶县的参赛者们以超过 400公斤的成绩包揽了赛事
前三名遥 迄今为止的最高纪录是日本富山县一男子在 2008年创下的
530.9公斤遥

日本上演超大南瓜比拼 千余斤巨型瓜创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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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 9月 21日电 据外媒报道袁哥斯达
黎加首都圣何塞近日出现罕见彩云袁 形状像
一把伞或一顶帽子袁 让当地民众看得目瞪口
呆遥 有人形容野上帝显灵冶袁也有人称这是野末
日降临冶遥

据报道袁本月 8日袁彩云在哥斯达黎加出
现袁市民佩蒂的 11岁儿子发现后袁立即拿起
相机拍摄遥

众人都被景象吸引袁纷纷抬头仰望遥 有人
形容野上帝显灵冶袁也有人称这是野末日降临冶遥

气象专家普雷托尔?平尼解释称袁这是野伞
状云冶袁当大型雷雨云形成袁并不断长高袁与顶
部的气流接触袁从而形成冰晶及水滴袁再经阳
光折射袁便会产生美丽的伞状云遥

上帝显灵？哥斯达黎加出现罕见云彩 状如雨伞

中新网 9月 22日电 据日媒报道袁 来自日本各地的巨型南瓜比拼
重量的野日本第一超大南瓜大赛冶日前在该国香川县小豆岛举行袁千叶
县鸭川市公司职员上野贡司(54岁)凭借超出此前最高纪录约 30公斤
的重达 561.6公斤(合 1123.2斤)的巨型南瓜获得冠军遥

据报道袁这是上野第三次夺冠遥 品尝到胜利喜悦的上野表示袁由于
2014年的南瓜在比赛前裂开袁野我将目标定为种出超过去年重量的南
瓜袁下个目标是超过 600公斤冶遥 上野将代表日本参加 10月在美国加
州举行的全球大赛遥
点击进入下一页

此次夺冠的巨型南瓜遥
本次南瓜大赛是第 29届袁来自日本山形尧千叶尧富山尧山梨尧静冈尧

三重尧京都尧大阪尧兵库尧鸟取尧冈山尧香川尧爱媛这 13个府县的 43人带
着培育出的南瓜进行角逐遥

其中袁来自千叶县的参赛者们以超过 400公斤的成绩包揽了赛事
前三名遥 迄今为止的最高纪录是日本富山县一男子在 2008年创下的
530.9公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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