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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號出口

星期二星期二、、三三、、四四
9：00AM
星期五星期五、、六六
9：00PM
星期日星期日

10：30AM44號出口
送$10元或$12餐券

27號出口 請注意：
將開11:00AM

班車

每週七天每週七天
9：00AM
8:30PM

請注意：
新開11:00AM班車

送$10元

送$5元或$10餐券
25號出口

送$5元或$10餐券

每週七天每週七天 天天開車天天開車
9：00AM, 11:00AM,
1:00PM, 4:00PM,
6:30PM, 8:30PM
11：00pm

訂座
電話 713713--777777--99889988

所有賭場需21歲以上者才可以上車，需持有帶照片的身份證

上車地點：FOODTOWN / PARKWAY CENTER（富達廣場） 八號公路邊WalMart旁邊，8800 W.Sam Houston Pkwys. Suite141

二家賭場任選二家賭場任選，，兩小時一班車兩小時一班車

星期一星期一 ～～ 星期日星期日
8：30AM, 6:00PM,
8：00PM, 10: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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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22美國風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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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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活動櫥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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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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加哥园艺花卉展(Chicago Flower

& Garden Show at Navy Pier)

2017年3月18日至26日

芝加哥花卉园艺展于1847年创立，

起初是为了展示珍贵的水果和花卉而举

行，如今，芝加哥园艺花卉展旨在鼓舞

、教育和激励新一代的园艺家，每年于

芝加哥最富盛名的观光景点——海军码

头举行。该展会互动性高，非常适合阖

家参与。活动期间，绿植爱好者和孩子

们可以一边获取园艺及花卉信息，一边

动手种植、发挥创意。

梅西百货花卉展（Macy's 2017 Annu-

al Flower Show）

2017年3月26日至4月9日

一年一度的梅西百货花卉展将于3月

下旬盛大展开。届时，该展览将由著名

的园艺师设计并布置，以各种各样的巨

大花束和充满异国风情的花卉造型为特

点，为游客打造一片城市绿洲。每年梅

西百货花卉展都会吸引众多花卉爱好者

和家庭前来参加，一同欣赏独具特色的

花卉艺术。

芝加哥小熊队主场开幕赛(Chicago

Cubs Opening Day at Wrigley Field )

2017年4月10日

芝加哥是个极富体育精神的城市

，而芝加哥小熊队就是美国顶级体育

联盟——美国职棒大联盟的球队之一

，在去年赛季中赢得了暌违100年来的

首个冠军。今年四月，芝加哥小熊队

将在其主场——瑞格利球场展开其

2017 年赛季的首场比赛，首战洛杉矶

道奇队。对体育迷而言，前往瑞格利

球场体验一次芝加哥主场球赛是独具

意义的；而参加其主场开幕赛更是一

种开启 2017 精彩赛事的绝佳方式，欢

迎大家一同参与体验。

芝加哥舞蹈月（Chicago Dance Month）

2017年4月1日至30日

第五届芝加哥舞蹈月将于4月隆重举

行，为期整整一个月的舞蹈表演将由

芝加哥舞蹈团主办，侧重舞蹈多样性

、艺术性和文化性的传承和延伸。期

间，芝加哥舞蹈月的合作伙伴还将举

办多场免费入场的开放式舞蹈表演，

邀请众多舞团粉丝一同参与预演，并

安排舞团、专家和粉丝一同讨论舞蹈

创新和呈现方式，为芝加哥的舞蹈文

化增添新意。

林肯动物园复活节庆祝活动（Easter

at Lincoln Park Zoo）

2017年 4月15日（早上8点至下午1

点）

来林肯动物园，用一系列有趣的亲

子活动欢度复活节周末吧。林肯动物园

复活节庆祝活动包括：自助式早午餐、

复活节兔子合影活动、亲子彩蛋绘制活

动、动物园参观、手工艺品制作、旋转

木马和火车冒险等。主办单位贴心地为

参加儿童作不同年龄的彩蛋绘画分区，

分为3岁以下儿童和4岁以上儿童及民众

，让参加民众更能合适地安排亲子互动

活动。

繽紛芝加哥 早春系列活動
早春时节，各式各样的缤纷活动在芝加哥盛大展开。即将迎来的四月份，不仅是有复活

节欢庆活动，更有各式花卉展、芝加哥小熊队主场开幕赛和芝加哥舞蹈月系列表演活动。快
来芝加哥，体验您所不知道的节庆活动，感受迷人的早春气息。

费城是多个世界顶级博物馆和多

元艺术的汇聚地，从贯穿30多年“费

城壁画艺术计划”（Mural Arts Phila-

delphia），到庞大的博物馆体系，都

使得费城这座城市散发着古老的文化

气息，从而成为美国艺术精神中不可

缺少的部分，今天我们也为大家精心

整理出一条富有文艺气息的路线，适

合在费城安排不同时间近距离接触这

座文化艺术殿堂。

当你游弋在费城的市中心的街头

巷尾，那你一定会惊异于那在费城街

头随处可见的巨幅壁画，这种曾被人

“非议”的街头艺术在费城的大街小

巷找到了属于它的天堂，这里有将近

4000幅的室外壁画让这座城市成为了

天然的画室，这些壁画作品的主题可

以说是各具特色，每幅画都是由社区

民众自己决定的，通常内容也是反应

所处位置的生活与人民。这些形式与

主题各异的壁画也让费城当之无愧成

为“世界壁画之都”

欣赏完壁画可以在艺术大道附近

（ Avenue of the Arts）享用午餐，这

里是费城艺术的中心，而就在不远处

就可以拜访到拥有全美四大交响乐团

之称的“费城交响乐团”所在地的金

梅尔表演艺术中心（Kimmel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沿着街道

一直走，你就会看到费城音乐学院，

这座美国最古老的欧式剧院至今还在

上演着世界级的表演。

坐落于博物馆大道的费城艺术博

物馆（Philadelphia Musuem of Arts）

是费城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在这座古

希腊神庙建筑中有超过二十多万件收

藏品，这也使其成为全美第三大美术

馆，馆中以法国印象派收藏

作品最为著名，其镇馆之宝

便是来自大名鼎鼎的梵高之

手的《向日葵》。而具有传

奇色彩的巴恩斯基金会收藏

品也集中如此，其中的油画

收藏堪称堪称世界上收藏法

国印象派画家作品以及后印

象派画作的最好的博物馆之

一，拥有众多大师包括塞尚

、马蒂斯、毕加索、马奈的

作品

而提起博物馆另一个不

能错过的便是罗丹博物馆

（Rodin Musuem），这座坐

落于富兰克林公园大道旁，

是除法国本土外收集罗丹作

品最多的一座博物馆，这也

要感谢当年电影业巨头朱尔

斯的捐赠，可以使得更多的

美国人透过费城的罗丹博物

馆了解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

雕塑艺术家，而罗丹著名的

雕塑作品《思想者》便列于

馆中。

而费城被称为“艺术馆之都”也

因为它有着一些独特且“另类”的艺

术收藏，比如费城的织物博物馆是全

美唯一也是最大的一座收藏织物和其

它纺织材料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再比

如在黎顿豪斯区的Rosenbach博物馆和

图书馆，里面有丰富的装饰艺术收藏

。黎顿豪斯街就是一个万花筒，足够

你用一整天去好好浏览驻足，它不仅

满足游客吃喝玩乐的需要更有着代表

费城历史的古老建筑，不管是在露天

酒吧区域里小酌几杯还是点一顿大餐

好好犒劳一下自己。

而在费城老城区（Old City）有超

过三十个画廊，花些时间去欣赏表现

建筑与艺术之美的宾夕法尼亚会议中

心（Pennsylvania Convention Center）

和全美第一个美术学院 — 宾夕法尼

亚美术学院（Pennsylvania Academy

of the Fine Arts）也是不错的选择。

而在费城的夜晚同样充满文艺浪

漫的气息，无论是宾州芭蕾舞团，被

称作“费城之声”的费城交响乐团和

享誉世界的费城歌剧院乃至当地独立

乐队在酒吧的驻场表演，精彩纷呈的

表演都会带你领略这座城市的魅力。

費城文化之旅：
從街頭藝術到高雅博物
館的殿堂

从美国圣地亚哥到墨西哥蒂华纳

市，正逐渐成为一个热门的跨境旅行

线路。因为圣地亚哥出发，半个小时

就到了边境线，边检人员只问了几句

，护照都没检查就放行了。用美国护

照，可以免签出入墨西哥，一日游、

二日游甚至更多日游都不错，回来一

定要带护照，没有就回不来了。相对

于从美国去墨西哥轻松相比，从墨西

哥回美国，至少得1个多小时时间，盘

查非常仔细。

美墨边境海关，是世界上最繁忙

的国境出入关，据说每年要有3000多

万人从这里出入。

从美国圣地亚哥到墨西哥蒂华纳

，只有半个多小时时间。一出圣地亚

哥没多远，就看到了美国人建立的边

境墙。美国这边城市井然有序，而到

了圣地亚哥那边，就看得出到了第三

世界国家，拥挤不堪。半个小时路程

，一道墙，两个世界。而边境墙，似

乎也成了景点，在蒂华纳这边，能在

边境墙这边，看到亲人们隔着墙聊天

流泪，唏嘘不已。

美墨邊境墻：
一道墻隔開的兩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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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马云创办的湖畔大学第三

届开学典礼在杭州举行，典礼上，马

云提出“湖畔四为”，即为市场立心

、为商人立命、为改革开放继绝学，

为新经济开太平。表示湖畔大学的使

命就是培养更多有责任、有担当、有

情怀的中国企业家群体。

这一番义正言辞的讲话，不管你

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不太相信。毕竟

“情怀”这种东西，如今都快是贬义

词了吧！

其实马云并不是第一个创办学校的

人，在他之前，李嘉诚就已经创办了长

江商学院，不管学校成绩如何，起码校

友情是很足的。毕竟贾跃亭在乐视陷入

困境之时，就有一帮长江商学院校友友

情赞助六个亿，还是美元啊！

纵然马云和李嘉诚不是在同一个领

域发展，但是相似的经历，总会让人将

他们拿出来进行一番比较，自然也就能

对他们办学背后的目的一探究竟。

李嘉诚，早年以长江塑料厂起家

，无意中发现塑胶花在欧美市场的流

行，使他意识到塑胶花很快就会在香

港流行，于是率先研制出塑胶花，走

物美价廉的销售路线，迅速占领香港

市场，成为一代“塑胶大王”。1967

年，左派暴动，地价暴跌，李氏趁机

以低价购进大批土地储备。自此，走

向了一代地产大亨的道路。旗下产业

涉及零售、电器金融等方方面面，甚

至综合水泥是香港唯一一家制造商。

自从1999年被福布斯评为全球华人首

富以来，连续15年蝉联华人首富宝座

。直到2014年马云的出现。

马云，英语老师出身，1988年在

西湖建立第一个英语角，从此在翻译

界小有名气。随后创立翻译社，还兼

做各种销售。在和一个外教交谈时，

了解到了互联网，发现了其中的商机

。从此就在互联网创业的道路上一去

不复返。当然，也正是马云的独特眼

光，才能在中国还没有正式使用互联

网之前就发现了商机。于是，阿里巴

巴就这样成立了，并且经过长时间的

发展，使旗下的淘宝成为我们必不可

少的一部分。

无论是李嘉诚还是马云，都极为

善于发现商机，并且能够掌握住，甚

至让它成为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

部分，可以说是很厉害的。而这样的

创业经历，如果只是自己一个人独享

，就太不过瘾了。创办学院，自己作

为老师进行授课，其实也是变相的对

自己创业经历的一种炫耀吧。毕竟曾

经疯传的那句“今天你对我爱答不理

，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说的正是马

云啊。

李嘉诚称创立长江商学院是为中国

企业培养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企业家，

并致力于创建全球新一代商学院。还称

这件事情是做慈善，不盈利的。

实际上，长江商学院有着极其以

及非常严格的入学条件：就拿EMBA

来说，你需要具有八年或以上工作经

验和不少于五年的管理岗位的经历，

处于企业核心决策层。不仅如此，你

还要支付每年60万的学费。能去的了

长江商学院的，基本上都已经是中国

的精英阶层了。

当然，学校的配套设施也是对得

起你的学费的，无论是海外聘请的优

秀师资还是与国外知名大企业直接进

行交流的机会都是很牛的。尽管中央

多部门称它学费收的太高，奈何学校

就是这么任性，同学就是这么有钱。

除了这些，必不可少的就是中国

好同学。贾跃亭算什么，当年牛集团

创始人牛根生也曾经受到过长江商学

院好同学的“救助”。2008年三聚氰

胺事件后，蒙牛乳业的股价跌跌不休

，同时深陷被外资收购的危机，正在

长江商学院读EMBA的原蒙牛董事长

牛根生给同学们写了一封《致中国企

业家俱乐部理事及长江商学院同学的

一封信求救》，立刻得到了国内众多

重量级企业家的支援。

当时，柳传志连夜召开联想控股

董事会，将2亿元打到了牛根生基金会

的账户上。俞敏洪送去5000万元救急

。江南春也毫不犹豫拿出5000万元应

援。田溯宁、马云、郭广昌、虞峰、

王玉锁等都打来电话，表示随时随地

可以伸手援助。据统计，牛根生一封

信换来近10亿元人民币的支援。

知乎上有人认为，长江商学院与

其说是学院，不如说是富豪与高官的

俱乐部，几个学科在世界排名内都罕

见其踪影。

换句话说，长江商学院走的是圈

子经济。在这里，不需要学到什么东

西，因为他们本身就已经具备了精英

这个身份，他们只需要维持好人际关

系，毕竟长江商学院有钱的好同学们

可是不少啊。想想这个，60万一年的

学费，又算得了什么？

可见，长江商学院是作为一个提

供圈子的地方而存在。

与长江商学院相比，湖畔大学和

它有一个共同点，叫做公益性和非营

利性。我们上文也提到了，60万的学

费和最终获得的中国好同学相比，简

直是九牛一毛，再加上良好的师资，

倒也挺值。公益性就公益性了吧！

不过稍显平价的湖畔大学，一年28

万的学费，大多是在听马云讲述自己的

创业史，还美其名曰：我这是教你们怎

么避免失败，这性价比可并不怎么高啊

。除此以外，邀请人家来参加课程，还

要考个试......我也是不太懂！

要知道，早年间，

一个西湖的英语角让马

云在翻译界成就一番名

气，从而拿下自己的第

一桶金。尝到了甜头的

马云自然愿意在接下来

的互联网创业中也干一

出这样的事情。后来，

热爱金庸的马云发现互

联网当时比较有名气的

企业家中，4位有3位都

喜欢金庸，于是深感机

会来了的马云，立刻邀

约金庸和这几位互联网

掌门人相约西湖论剑，

此次论剑说了什么大概

也不是很重要，重要的

是刚刚创立阿里巴巴的

马云，就这样挤进了中

国互联网五大企业家之

一。从此就开启了自己

的影响力，以至于以后

金庸都不来了，西湖论

剑还是在举行。

如今，马云又在杭

州搞事情——创立湖畔大学，对于很

多人来说这都是在意料之中，毕竟马

云早年还是个英语老师，内心深处大

概还怀有一份“教书育人”的理想。

同时，深受金庸影响的马云大概

还有一份风清扬情怀，对于那些勇于

创新的年轻人，自然愿意倾囊相授，

帮助他们一把。顺便在和这群年轻人

讨论的时候还能够发现一两个有意思

的投资项目，何乐而不为呢。顺便，

再给自己积累一个提携后辈的好名声

，毕竟一间学校可是要比一间企业能

够存在的更为久远，这样的声望，马

云自然也是不愿意去错过的。

当然无论是英语角，还是西湖论

剑，马云都深深的感受到了圈子经济

的好处，长江商学院是为一群企业家

提供了一个创建圈子的条件，马云创

建湖畔大学恐怕是打算建立一个以自

己为首的经济圈吧。

马云曾说，未来20年中国500强

的企业至少有200位要与湖畔大学有关

联，要么在这里学习过，要么在这里

应聘过。想想这一批中小创业者们，

拥有的潜力可是无限的。纵然今日互

联网还是BAT称霸，可是TMD却在背

后默默地威胁着他们的地位，能够扶

持这一批人发展起来，背后受敌转瞬

间就变成前后夹击，想想都觉得未来

真美好。

首富辦學背後 圈子經濟、聲望

最近，有关网易养猪的消息再次

成为业界焦点。这一次，网易又换了

一个养猪的“姿势”，在其电商平台

网易考拉海购上发起了“全民养猪众

筹”。

自3月21日正式上线以来，网易

养猪众筹成绩势如破竹，上线仅17

分钟就突破100万，25小时突破500

万，56个小时突破1000万，堪称全

网最为成功的一个农业美食类产品众

筹案例。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用户对

这次网易养猪众筹“一呼百应”的呢

？

首先，网易养猪众筹的玩法新鲜

，让用户有更强烈的参与感。实际上

，产品众筹这个玩法并不新鲜，尤其

是各种各样的智能硬件产品更是将众

筹当作重要的宣传和预售渠道。但是

，在农产品众筹方面，能够取得像网

易味央不到3天就完成千万众筹目标

，获得如此大反响的并不多。而之所

以网易养猪众筹能够取得如此大成功

，就在于其不仅花样新而且参与门槛

更低。

其众筹页面可以看到，参与众筹

的用户最低投1元就可以支持网易养

猪事业，获得投1元收获1.1元的收

益；投资666元则获得价值888元的

网易四季通用消费币和抵扣券；投资

2000元则可以成为网易的养猪大使，

获得分销回扣。这意味着，网易成功

将这一次不仅将网易养猪众筹当作产

品预售，而是将其成功包装成了有趣

有回报的“理财产品”，有趣的玩法

加上丰厚的回报，网友“一呼百应”

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还要归功于网易味央黑猪

肉良好的口碑效应。实际上，在网易

味央黑猪肉未公开亮相之前，丁磊就

凭借自己广泛的互联网高层人脉就在

默默的积累口碑。比如在乌镇举办的

第三次世界大会上，丁磊大宴宾客，

并将自家黑猪肉作为“压轴大菜”成

功“安利”给了各位科技界大佬，包

括联想CEO杨元庆、优酷网创始人古

永锵等公开为其背书。

而随后，丁磊又趁热打铁，紧接

着又在去年11月25日搞了一次网上

公开竞拍，最终经过54次出价，一

头网易味央猪竟然卖出了27.7万元的

“天价”，为此又吸引了不少眼球。

而这次基于良好的市场口碑，丁磊再

次翻新花样，通过网络众筹的方式让

网友支持其养猪并给予回报，显然再

次“撩拨”起了用户的“胃口”，这

是众筹能够火爆的第一个原因。

另一方面，虽然网易养猪已达七

年，但是由于其一直未正式上市批量

发售，所以真正品尝过网易黑猪肉的

人并不多，此前可能只有丁老板的数

位互联网大佬朋友、参与竞拍的“土

豪”以及网易自家员工享受过“福利

“。而用户之所以能够在只听其声未

闻其味的情况下，参与网易养猪众筹

，其实还有对于一直以来出品优质产

品的网易的天然信赖感。

众所周知的是，对于网易的产品

，网络上有一句名言非常流传非常广

，那就是：网易出品、必属精品。而

这一次，丁老板通过七年积累打造的

黑猪肉显然也绝对具有品质保证，因

此一旦有机会尝到网易味央黑猪肉，

网友自然也就一拥而上了。

最后，用户还可能是被丁磊养猪

的情怀所打动。实际上，此前关于丁

磊养猪的新闻很多，但大多都是质疑

，直到去年网易的黑猪肉陆续在媒体

面前公开亮相，才打消了公众的顾虑

。很多人开始明白，丁磊养猪原来不

是“笑谈”，更不是说说而已，而当

更多用户看到丁磊为了养好猪，不惜

花费7年时间，全球各地“取经”、

引入各种顶尖设备、投入3亿元巨资

的真实投入时，更会被一个市值超过

400亿美金的第五大互联网巨头的老

板的“养猪情怀”所打动。

因此，投入666元或者2000元支

持一把丁老板的情怀也就可以理解了

。况且，参与众筹没有任何损失还有

不同的回报，用户热情认筹也就理所

当然了。

不过，虽然很多人可能看到的是

丁磊的“情怀”，但就丁磊作为网易

公司老板这个角色来看，出于情怀养

猪可能只是出发点一部分。尤其是对

于网易公司本身来说，显然不是做一

件具有情怀的事情那么简单了。而从

网易黑猪肉天价竞拍、一元众筹养猪

等一系列推广活动的运作方面来看，

养猪这个事情对网易公司本身来讲，

显然也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事情。

首先，网易不仅仅养猪，而是瞄

准整个正在崛起的新农业。近几年来

，用户对猪肉等农产品的品质需求正

在日益升级，尤其是高品质、安全、

新鲜等用户痛点更是一直存在，而网

易此次通过七年的积累和潜心研究，

对养猪场、喂养方式、猪肉安全等方

面着手解决，无意对能够满足用户的

高品质猪肉的期待。

而据峰瑞资本的调研，2015年中

国猪肉年产量为5487万吨，是改革开

放初期的4倍有余（1980年1134万吨

），年平均增速约 11%。中国人在

2015 年大概吃掉7亿头猪，平摊下来

每人一年吃半头（约40 千克）。因

此，网易养猪绝对不是玩票，更不是

说说而已，而是瞄准一个具有万亿元

规模的新农业市场。

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发起众筹

养猪的网易味央的品牌属性是农业品

牌而非单纯的养猪品牌，而承担具体

的养猪工作是网易农业事业部而非养

猪事业部，这就意味着网易从养猪的

第一天起就并非只是想单纯做“养猪

”这一件事，而是希望能够以养猪为

切入口和试验场，通过应用互联网技

术和智能技术对传统农业养殖行业进

行智能化的改造，使其能够生产出更

加符合用户未来需求的高品质产品，

而一旦模式试验成功，网易很可能由

此全范围的涉足到农业养殖业当中，

而这意味着广阔的市场空间。

其次，网易养猪不仅是丁磊布局

新农业的战略考量，更是一种社会责

任感的体现。实际上，因为丁磊素来

低调，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往往只是一

个成功低调的互联网大佬的形象。但

实际上，丁磊在网易扮演的角色，除

了统领全局的CEO之外，还是一个具

有工匠精神的“产品经理”。网易云

音乐、网易考拉海购、网易游戏等无

不都是在丁磊对产品的“信心钻研”

下走向成功的。

而且，尽管网易“日进斗金”，

但是丁磊所打造的产品并不是全部

“冲着钱去”的，比如网易公开课这

样的教育类产品，更多的是一种公益

性的项目，其“钱景”并不明朗，但

网易一直在坚持耕耘，其实更多的是

一种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同样的，丁磊从最初关注食品安

全，到最终决定从互联网跨界到农业

领域亲自养猪，从赚钱的角度来看，

并没有像开发一款爆款游戏那么赚钱

快，但是对解决当前国内严峻的食品

安全问题却大有助益，这当中不仅有

丁磊个人的“工匠精神”情怀，其实

也体现了一家成功的公司对于社会责

任的担当，这尤其值得我们点赞。

最后，“养猪“这件小事甚至可

能帮助网易触摸到千亿美金市值的

“梦想”。此前，网易CEO丁磊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就曾打趣的说，网易黑

猪肉将为网易的千亿美金市值贡献

“猪力”。

实际上，这并不是玩笑话。网易

如果以通过养猪进入农业为求入口，

并进一步深入到更多的传统产业，这

将使得其不仅仅是拥有互联网虚拟产

品的轻资产的公司，更是一家拥有传

统产业基因的重资产的公司，而这在

互联网与传统产业融合趋势越来越明

显的未来，必然能够有更多的市场想

象空间，而这无疑将会大幅增加资本

市场对其公司业务的想象力，继而继

续推高其公司股价，让其向千亿美金

市值继续迈进。

总体来看，网易众筹养猪之所以

能够获得如此高的关注度，并且获得

火爆认筹，这一方面是网易品牌良好

口碑的反应，另一方面是网易黑猪肉

迎合了当下消费者对高品质农产品的

刚性需求。而一系列的市场动作更证

明，网易及丁磊在养猪这个事业的考

量上，不仅倾注了个人情怀，更加有

跨产业布局的决心，以及将网易做成

全行业品牌攀上千亿美元市值的野心

。

56小時破千萬，網易養豬眾籌為何如此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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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李定国努力奋战保卫南明朝廷，更

为重要的是清朝作为外来者统治了作为多数民

族的汉族进三百年。一些民族主义者秉着敌人

的敌人就是朋友的“逻辑”，加之一段时间中

张献忠被冠以“农民起义领袖”的头衔。于是

，“洗白”张献忠成“民族英雄”也就成为一

些人的选择了。

首先，我们要排除一个概念，李定国是民族

英雄不代表他曾经的义父和上级张献忠也是。我

们举一个人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他就是孙可望。

孙可望与李定国同为张献忠义子，并且一度被张

献忠立为太子，在张献忠政权中的地位还在李定

国之上。

南明永历政权与明末农民军余部和解共同抗

清之后，孙可望作为原张献忠部的总负责人成为

南明政权的实际权力拥有者，李定国也在其麾下

。但孙可望的所作所为直接摧垮了南明政权最后

的希望。

对内，出于争权夺利的目的，孙可望对非大

西军势力进行极力打击。虐待永历皇帝，杀死十

八位大臣史称“十八先生之狱”，还是李定国收

拾的烂摊子。最后在大敌当前下，出于私心公然

进攻李定国的部队，兵败后索性投降了满清“以

雪望深仇”，被清朝封为“义王”，使得清朝对

于南明的虚实彻底了解，从而成为压垮南明政权

的最后一根稻草。此人比李定国在张献忠部下地

位更高，按照李定国是民族英雄则张献忠也是的

逻辑，孙可望是野心家加汉奸，那张献忠不也得

是野心家加汉奸吗？

所以，张献忠是否是屠杀的刽子手，是不是

清朝抹黑，并不能由李定国与清朝的关系确定。

是与不是，我们还得看具体的记载。

说起清朝，自然有着诬陷张献忠为自己合法

性正名的动机。不过作为明朝的遗民，尤其是出

生在四川经历过张献忠时代的明朝士子显然不具

备这个动机。那么这些明朝遗民是怎么看待他的

呢？我们以《蜀难述略》的作者沈荀蔚为例，其

笔下的张献忠简直就是魔王一般。“以火攻陷重

庆府，大杀。次日悉断民右手”，在攻陷了成都

后又“尽驱城内军民男女于中园，将尽屠之”。

或许是因为杀孽实在太重了，在准备杀死被俘的

巡抚和知府等人之时，天气忽变雷雨交加，张献

忠愤然说“我杀人与天何涉？”然后“以大炮向

天丛击之”。中国人崇尚天人感应，古代甚至会

因为日食让重臣辞职乃至君王罪己，可以说按古

人标准张献忠已经可以下十八层地狱了。

当然我们不难看出这些记载中隐含着的愤怒

情绪，明末的四川人尤其是士人阶层为何如此痛

恨张献忠？仅仅只是因为家乡被屠杀的关系吗？

原因当然不只是这么简单，要说起屠杀，清军也

在干但是明人准确地说是掌握着舆论的士人阶级

对清朝的仇恨却远不如对张献忠的。这是为何呢

？答案出在对士子的态度上。清朝虽然剃发易服

让明朝士子丢尽颜面，但是人总是往前走的，在

最初的抵抗慢慢地过去后，只要新生的王朝重新

开启科举，最终总会被士人们所接受。而在保存

中国文化的角度上，科举实行已有千年，是实实

在在的中国传统了。从实用角度来说，儒家向来

强调精英治国，开启科举重用士人无疑也是接受

了中国文明的体现，是开化的象征。但是，由于

张献忠的流寇出生却让他比之汉化以深的女真人

更加缺乏对中国精英阶级的敬畏。由于彼时南明

朝廷犹在，中国士子心中的“正统”依然健在，

这就导致了张献忠很难真正地掌握士子之心。而

当时的士人不仅仅是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很大

程度上还是地主阶级的代名词，由于中国传统的

“乡贤”模式到了乡镇一级甚至可以比中央的号

令更加管用，事实上清军南下抵抗最为激烈的也

是这批人。但是和清军恩威并施的措施不同，张

献忠对于“成都百里之外，耕锄白梃，皆与贼为

难”的情况显然没有足够的手腕去应对。于是，

他想到了最简单也是最粗暴的方法，一个字--杀

。更为要命的是他是借着举办“特科”之名将人

诱骗过来之后，将他们一并杀死。这就是赫赫有

名的大慈寺屠戮士子，“八月，届期至者五千余

人，尽杀于青羊宫侧”。唯有《蜀乱》的作者欧

阳直由于年龄尚幼，得免于已死让他去军中干文

书。不过这件事也让他印象无比深刻，也难怪他

用“蜀中升平时从无虎患，自献贼起营后三四年

间，遍地皆虎，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只同路，

逾墙上屋，浮水登船爬楼”来暗喻张献忠是“天

谴”了。

中国文人向来有夸张的传统，尤其是亲历者

难免有着感情色彩，这是可以理解的。例如梁启

超就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说他不评价清末政

治动乱，因为作为亲历者，更是新政核心人员之

一，说话再克制也会有感情色彩。加上中国文人

向来有夸张的传统，例如“投鞭断流”“挥汗如

雨”等我们今天一看就知道违反物理

常识的记载往往也是史不绝书。随着

时代的推移一些事情就会难免会被夸

大。例如上文所说的大慈寺屠杀士子

五千人，到了康熙年间就变成了“自

进士至生员，二万二千三百有零，积

尸成都大慈寺”。值得一提的是，赫

赫有名的杀六万万也是出自同样原理

，最早的出处是《后鉴录》，其作者

毛奇龄曾在南明鲁王麾下工作过。而

明史最后定稿于乾隆年间，作为前明

官员的原话自然备受满清信任故而收

录于《明史》之中。

而张献忠所留下的那块碑文，虽然上面没有

后来描述的七个杀字，去也表现出了他的变态心

理。其中一句“人无一物于天”很好地表达了他

的思维，这样“四川人民未知天命，为天所弃”

然后“今遣我为天子，剿灭此民，以惩其违天之

罪”就是合乎常理的了。

如果说明朝遗民是出于精英的前途被草根断

绝的阶级矛盾，满清统治者是出于合法统治汉民

族的目的选择明朝记载中不利于张献忠的部分，

双方都有“强行黑”的动机。但是作为传教士，

欧洲人却没有这个理由，因为张献忠虽然不信基

督教，但是却对传教士们的学识非常钦佩。耶稣

会士利类思（意大利人）和安思文（葡萄牙人）

因为“才德兼优”被张献忠聘请为顾问。不久之

后，又因为二人“深通天文地理，又知各国政治

”赐予二人“天学国师”的称号。这二人对张献

忠也是非常赏识称其“智识宏深，决断过人”。

那么，这些外国友人是如何记录的呢？“被拘百

姓无数集于南门外沙坝桥边。一见献忠到来，众

皆跪伏于地，齐声悲哭求赦….随即纵马入人群，

任马乱跳乱踢，并高声狂吼‘该死该杀之反叛！

”随令军士急速动刑。冤呼痛哉！无罪百姓齐遭

惨杀’“。可以说字字句句，无不透露出了张献

忠的残忍暴虐。

既然没有动机，那么相比明清的记载，其言

论自然是最为可信的。不过，可能会有人有这样

的疑问，既然欧洲人和张献忠关系如此之好，那

么为何不帮张献忠遮掩下呢？毕竟这些话都是张

献忠的私人语录之类的，而非官方的档案，只要

不刻意去记录不就没事了？

这里就要提到一个概念了。如果把人的道德

分为三个级别：好人、坏人、非人。以对待史料

的态度上看，好人是不做坏事不留污名，坏人是

做了坏事于是处于羞耻心去竭力掩盖。但是人之

所谓人，是因为人有一个基本的是非道德概念，

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要么不做，做了

就想办法掩盖，说明无论好坏都有一个基本的”

是非概念“。”非人“就是丧失了这一点，他们

不觉得这是坏事值得羞耻，甚至认为自己做的是

好事还让人大书特书。张献忠屠杀四川人民的时

候，让传教士们”将此语速寄欧洲，使文人学士

先睹为快“，可见其已经扭曲了最基本的三观，

真的认为自己搞屠杀是”替天行道“了。也正是

他的这种妄想让他完全区别于明末其他势力的同

时，也留下了不可能被后来清朝势力所篡改的铁

证。

最终这个大魔王在清军胜局已定的情况下，

选择了逃亡，最后准备不足被一箭射中而亡。这

里要解释下，为何经过张献忠这么折腾之后，四

川还能有余力抵抗这么久。众所周知，明末清初

处于冷兵器和火器的交替阶段，在没有机枪的各

种化学武器的前提下，时代局限下人杀人其实是

有限制的。四川人口的大减根本还是在于大肆征

调壮丁之后，导致土地抛荒从而导致大面积的饥

荒。”时蜀土不耕已二年，余粮罄竭，民惟拾稔

谷，采野蔬以充腹，已有人相食者“。

近日，张献忠的沉银得到挖掘，过往的传说

逐渐变为了现实。出土的大量尚未来及被融化铸

炼成金块的各种妇女金首饰更加直白的告诉我们

这个宝藏背后血淋淋的历史。我们感叹下，或许

是被屠杀的四川人民泉下有知，对于”张献忠屠

川是满清诬陷“这种言论实在看不下去，才让遗

物出水，让当年的文字记载多了实物的证据吧。

張獻忠屠川是清朝編造的嗎？
随着张献忠沉银的大发掘，张献忠的宝藏是怎么来的逐渐引起了大家的兴趣。随着问题的深入，一种看法逐渐显露出来。这些意见认

为，后来张献忠的义子和下属李定国成为抗清英雄，李定国父子自然成为清朝统治者的眼中钉。所以说张献忠屠杀四川人是清朝统治者给

张献忠身上泼的污水，张献忠也是民族英雄不是屠杀四川人民的刽子手。

这种说法在逻辑上的混乱简直不值一晒，李定国是抗清英雄就代表张献忠也是抗清英雄吗？就代表张献忠没有屠杀四川百姓吗？这在

学术界本不成问题。明末天下大乱，各路反王云集，要说哪家最有名莫过于最后推翻明朝的李自成。但是，要说起哪家最残暴，正统的学

术观点无一例外会把矛头指向张献忠。

历史一直是当代作家热衷的写作题材，但中

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在当代作家那里的“待遇

”却是不一样的。它们有的被万千宠爱，从皇帝

到平民，上上下下、里里外外被写了个遍，有的

却像被打入“冷宫”，少人问津。

武侠小说：宋、明、清登场最多

当代武侠小说，多数写的是发生在古代的武

林故事，于是朝代就成了武侠小说的最大背景。对

于选取哪个朝代来讲故事，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偏

好。从金庸、古龙、梁羽生的作品中，我们似乎可

以发现哪个朝代是武侠小说作家们的最爱。

在金庸的15部小说中，以先秦为背景的是

《越女剑》；以宋朝为背景的有三部——《天龙八

部》《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以元朝为背景

有一部《倚天屠龙记》；以明朝为背景的也只有一

部《碧血剑》；以清朝为背景的则有五部——《鹿

鼎记》《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飞狐外传》

《鸳鸯刀》，另外四部没有朝代背景。

古龙的绝大部分小说没有朝代背景，但一般

认为这些作品的背景是明朝。在梁羽生的小说中

，《白发魔女传》《萍踪侠影录》等八部作品写

的都是明朝的事，以清朝为背景的作品则有十七

部，如《塞外奇侠传》《七剑下天山》《云海玉

弓缘》等。

这样算来，宋、明、清是在武侠小说中登场

较多的朝代。通俗文学史学者张玉秀对此解析说

：宋朝的特点是处于盛世中的乱世，宋、金、辽

、西夏等多个政治势力并存，主角的经历和家国

天下的沉浮很容易联系起来；明朝的优势在于其大

事件和大人物比较多，符合武侠小说的英雄情结；

清朝由于时间较近，其历史和皇族更容易找到史料

，政权的争夺等很容易成为武侠小说的题材。

穿越小说：清朝一枝独秀

自从穿越小说火了以后，让主人公穿越到哪

个年代成为很多对穿越小说跃跃欲试的作者苦苦

思索的问题，有热心读者做了统计并将结果发在

网上：清朝是最大的赢家，成为穿越小说中的

“清穿派”。

清穿小说最早出现应该是金子的《梦回大清

》，这部2004年开始在晋江连载的故事，讲述了

普通白领穿越回清朝，与胤祥、胤禛等阿哥之间

发生的故事。作为开山之作，开辟了一种新的文

章构思，开辟了一个令众多现代女性为之痴迷的

题材。之后是桐华的《步步惊心》，接下来又出

现了一部《瑶华》，以上三部因为

是穿越类小说中较早出现的几部，

所以也有“清穿三座大山”之名，

此后的清穿小说就越来越多了。

清穿小说主要集中在康熙年间

，写女主角与诸位王侯将相的爱情

故事，大概是因为康熙的皇子较多

，所以更受作者青睐。 《步步惊心

》的作者桐华曾被问过，穿越小说

为何多写清朝，她说，穿越小说有

生活的影子，又满足很多人脱离都

市的愿望，高于生活，清朝可以说

是观众最为熟悉的一个朝代，大家

基于对历史和人物的了解，在跟着

剧中人物穿越时会有种不寻常的感觉。

通俗历史读物：最爱讲唐、宋、明

当初一部《明朝那些事儿》，带动了通俗

写史的风潮。随后，与这个书名类似的各个朝

代的事情，开始被作者以通俗、幽默的笔法写

出来。这些书因为语言风趣、内容活泼、风格

明快，大多成了畅销书，但这些跟风之作的写

作水准以及是否对历史进行戏说，一直被读者

讨论。

这些书有共同的特点：作者出身草根，语言

特别通俗，形同茶馆里的评书相声，边讲边评，

大量个人心得被加入文字里。在这类通俗历史读

物中，似乎各个朝代的事儿都被说遍了，但其中

，唐朝、宋朝、明朝则被讲述得最多。大体是因

为大众对这几个朝代的故事有很深的情结，朱元

璋、刘伯温之类的人物，早随着评书等曲艺深入

人心，能促生这样情结的历史阶段不多，这几个

朝代也就成为这类书的热点了。

中國歷史上哪一個朝代最受金庸和古龍的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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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站的“二把儿头”

“我爷爷一家住在枣庄火车站边上,我

父亲兄弟六人,他排行老四。”据王金国介

绍,王家世代传承打铁手艺,“那时候,带金

子边的物件(指带有“钅”偏旁的字)大多

出自我们家学徒之手。”王金国的祖父曾

是火车站的“大把儿头”,带领工人搬运物

资,家境比较宽裕。王志胜于1911年出生,

年幼时,父亲就过世了。从小在铁道旁长大

的少年,时常沿着津浦铁道捡拾从车厢中滚

落的煤核煤渣,积攒起来,换取烧饼和零用物

品。13岁时,王志胜就进入中兴煤矿公司作

矿工,努力分担家庭重担。

中兴煤矿公司成立于1878年,矿厂位

于峄县,是第一家完全由中国人自办的民

族矿业,也是中国近代设立较早的民族资

本煤矿,曾与开滦、抚顺齐名为中国三大

煤矿,而且是其中唯一的“民族股份制企

业”,享有“能与外煤抗衡者惟中兴公司

也”的赞誉。

王志胜在这里开始矿工生涯,也是在

这里踏上了抗日的道路。“1937年12月,

日本鬼子12架飞机轰炸枣庄,重点轰炸了

枣庄煤矿。以前叫中兴煤矿公司,就是现

在的枣庄煤矿,他们还轰炸了枣庄火车站

。这两个地方一个是交通枢纽,一个是工

业基地,伤亡数百人,设备被炸毁,煤矿停产

。”与王志胜一同停工在家的,还有洪振

海。洪振海比王志胜年长一岁,两人自幼

相熟,在煤矿公司工作时,相互帮衬照应。

“当时枣庄矿区地下党的负责人叫

王福振,他找到洪振海和我父亲,动员他们

二人加入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他们

都在三连,还分别被任命为班长。”王金

国说道。经过在部队的学习与成长,洪振

海、王志胜两人被分别提升为三连一排

排长与三排排长。为了及时获取枣庄日

伪情报,此前被派往苍山县锄奸学习班进

行学习的洪振海与王志胜又接到新的任

务:回到枣庄矿区,组建鲁南抗日情报站,

洪振海任站长,王志胜任副站长。为了搜

集更多有效的情报,两人“另谋职业”掩

护身份。“洪振海家祖传木艺,很会做木

工,于是他买了一套工具,走街串巷,修理

门窗家具。我父亲因祖父人脉,在火车站

作‘二把儿头’。火车站流动人口多,信

息也多,能获得许多情报。”王金国告诉

记者,由于洪振海、王志胜均不识字,只能

将搜集的情报告诉王志胜的妻子,由其牢

记后前往距离火车站十几里路外的小屯

村,转述给“隐藏”在村中的峄县二区区

委书记兼交通员刘景松。

“义和碳场”里拉起鲁南铁道队

1939年10月,在苏鲁一带活动的抗日

义勇队奉命改编为苏鲁游击支队,归属进

入山东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建制。随着抗

日队伍的整编与扩大,对情报的需求也随

之而升。“情报站就两位站长,获得情报

十分有限。”经过上层领导的批准,情报

站得以扩充人员,经过洪、王两人观察,陆

续发展了八九位成员。“徐广田、赵永

泉、李云生、曹德清等人就是在那时加

入的情报站。”

“我大爷王志修开了一家碳场,将碳

烧制成焦炭,利润高。我父亲考虑到一队

人时常聚在一起,太过注目,便和大爷商量

,把碳场当作‘据点’。”王金国笑着说:

“他们找来一位有文化的先生为碳场取

名,想到前有义和团,就定为‘义和碳场’

。”被日伪军紧密封锁的义勇总队正在

抱犊崮山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境遇凄紧。

情报站将大部分碳场利润偷偷运进山区,

支援根据地建设,用剩余的钱购买了大量

流失在民间的枪支弹药。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人员、武器都已

准备就绪,情报站向上级提出成立小型武装

组织的申请。上级接受刘景松转达的申请,

并意识到情报站成员均为党外人士。提出

申请半个月后,洪振海、王志胜接到通知,前

往齐村接回“组织派来的党代表”。

刚一到村口,王志胜发现有一位穿着十

分破烂的男子。“穿着一件烂棉袄,棉絮都

露出来了。脚上是铲鞋,露出了脚趾头。看

着就像个要饭的。”走上前一看,是旧相识

、三营副教导员杜季伟。抵达义和碳场后,

杜季伟掏出一张纸条:“同意成立鲁南铁道

队,任命洪振海为队长,王志胜、赵连有任副

队长,杜季伟担任政委。”杜季伟化名刘鹤

亭,接替赵永泉为管账先生。1940年初,鲁

南铁道队获批,标志着“鲁南铁道大队”(

即后人常说的“铁道游击队”)的正式成立

。“其实‘铁道游击队’这个名字,是由

《铁道游击队》这部小说的名字演化而来

的,时间久了就流传了下来。‘鲁南铁道队

’是‘鲁南铁道大队’的雏形和前身。”

王金国补充说道。

鲁南铁道队成立不久,杜季伟通过培

养、考察,发展了王志胜等四人加入中国

共产党,并建立了党支部,杜季伟任支部书

记,王志胜任组织委员。“毛主席号召,支

部建在连上。铁道队也确实如此。”

一洗洋行喜获特务名单

1938年底,鲁南抗日情报站刚刚成立

不久,洪振海、王志胜二人接到上级任务,

希望他们能提供两部电话机。“那时候

电话机可不常见,我父亲想到了他时常揽

活的洋行。”所谓的“洋行”,是日本人

于1939年1月开设在枣庄火车站南侧的

“正泰洋行”,又称“枣庄国际公司”,洋

行共有三名掌柜。

每日在火车站招揽生意的王志胜机

警地注意到,洋行大掌柜不时在屋里打电

话。于是,王志胜与洪振海合计,想办法从

洋行获取两部电话机。考虑到两人势单

力薄,仅有一支五发子弹的短枪,洪振海提

出,动员游民宋世久加入,一举拿下洋行。

“宋世久原来是国民党地方武装一位旅

长的警卫员,台儿庄战役以后,他溜回家中

,身上有两支驳壳枪。他吸大烟,又养着外

室,很需要钱。于是,我父亲找到他说:

‘久哥,前几天我看到洋行大掌柜在收拾

皮箱,里面的法币和日元都要溢出来了。

’宋世久一听,心动了。”按照约定,三人

晚上九点在西沙河桥头汇合一起行动。

寒冬时节,九点钟的夜晚寂静无声,住

在铁道旁的人们早已枕着火车声入睡,洋

行里的掌柜们不知危险将至。三名掌柜

各住一屋,相隔三十多米,三掌柜住在最靠

里的屋内。按照计划,大掌柜由宋世久

“负责”,洪振海控制二掌柜,王志胜收拾

三掌柜。待王志胜站定后,以其跺脚为行

动信号,各自入屋完成任务。“谁知道宋

世久一激动,提前开枪了!”彼时,王志胜

刚到二掌柜门口,听到枪声后,立马跑进三

掌柜屋中。黑暗中,王志胜摸索着走到床

前,一摸床上空空如也。心中不禁焦躁的

王志胜转身走向门口,忽然感觉脚下踩到

软绵绵的东西,赶紧一摸,原来听到枪声的

三掌柜裹着被子滚到了床下。没有丝毫

犹豫,王志胜拿枪抵住被子,按住挣扎的三

掌柜,连开三枪。

“后来,刘景松告诉父亲,原来上面记

录着日军已发展、正在发展和有意向发

展的汉奸特务名单。”这时,洪振海、王

志胜二人才知“洋行”实为日本搜集情

报的驻点。原本只为两部电话机血洗洋

行,没想到竟将日军在枣庄地区部署的情

报网破碎在摇篮中。

再攻洋行除日特

血洗洋行第二天,心中忐忑的王志胜

如往常一般早早来到火车站。看着洋行

迟迟不开门,佯装毫不知情的王志胜问身

边的工友:“是不是掌柜们睡过头了?咱

们一道进去看看。”来到三掌柜的屋中,

王志胜看到三掌柜正端坐在床上,吓得转

身就跑。“王头儿,不要跑,快叫宪兵队送

我去医院。”“三掌柜,我怕血,我这就去

。”王志胜先跑到大掌柜屋中,“发现”

电话机不见了。“三掌柜,电话不见了。

怎么办?”“赶紧去火车站打电话。”

王志胜打完电话后,回到屋中帮扶着

三掌柜,身上沾满了血。“父亲是怕被狗

嗅出前一晚身上的血气,趁机把自己身上

抹满了血。”看到王志胜不顾血迹将自

己送上车的三掌柜,十分感动,视王志胜为

“救命恩人”。“平日里,大家都称呼三

掌柜为金山掌柜。后来,二洗洋行,还离不

开金山掌柜的帮忙呢。”王金国说。

伴随全民族抗日掀起阵阵高潮,不少

日军侵略者在战场负伤。据王金国介绍,

枣庄地区部分负伤的日军中高级官员被

送至“正泰国际洋行”。表面上是向日

本人出售日用百货的商铺,实则为日本开

设的特高科,特高科的机关长是大佐茅山

郎,共有13名日本人与1名翻译在洋行居

住。特高科搜集了大量抗日根据地情报,

使抗日武装多次受挫,损失惨重。

拔掉这根毒刺,势在必行。鲁南铁道

队先后三次派人前往洋行侦查,但因洋行

只向日本人开放,侦查结果并不尽人意。

杜季伟提出正面强攻的建议,得到队员们

认同后,前往山区向上级申请行动批准。

“父亲假装去洋行买酱油,看看能否

有机会进入洋行,打探情况。”被守卫拦

在院外的王志胜正发愁时,金山掌柜碰巧

经过。因特高科占用洋行,原本收集经济

情报的金山掌柜被迫迁出洋行,租住在普

通四合院中,成为“单纯”的日本商人。

被撵走的金山掌柜对特高科心存不满,虽

不知当年打伤自己的人就是王志胜,但已

察觉王志胜是“八路”。

金山掌柜带王志胜进入洋行,顺利

“买到”酱油,并带着王志胜在洋行中

“散步聊天”,王志胜趁机暗暗记下日军

的人数以及人员分布。是夜,洪振海、王

志胜带领15名队员,拿着从大刀会借来的

刀,趁着夜色前往洋行。每逢夜晚,洋行正

门落锁,于是,王志胜带人从后墙挖洞进攻

,洪振海在正门接应。直到凌晨三点,后墙

终于挖透,刚刚能进去一个人。王志胜身

先士卒,透过墙洞进入洋行。铁道队一举

端掉特高科,正待转移时,被火车站的日军

警备队发觉,探照灯把洋行照得通明,日军

向洋行逼近。洪振海急中生智,命队员将

洋行大门门锁砸开,队员们冲出洋行,得以

安全撤离。此次袭击洋行,击毙日特13名

,翻译1名,缴获长短枪6支和其他战利品

一宗。“杜季伟回来一看,洋行已经被拿

下,欣喜不已,用枣庄地区的民间小调《小

五更》写了一首歌,歌唱此次行动呢。”

同年6月,在奇袭洋行胜利的鼓舞下,

鲁南铁道队又以奔袭的方式,成功地打了

敌人的一次票车(客运车)。他们先派12

名队员分别化装成商贩、工人、农民,暗

藏武器,携带美酒、烧鸡、红烧牛肉等菜

肴,从峄县车站上车。火车运行后,日伪军

见到好吃的便围上来,队员们热情地“慰

劳”日伪军。火车开过枣庄站后,押车敌

人已喝得酩酊大醉。洪振海、李云生等

趁机跃上火车头,将司机捆住,亲自驾驶,

加速马力。火车一过王沟,猛然刹车。早

已埋伏在这里的由王志胜带领的20名短

枪队员趁车速放慢跃上火车。洪振海拉

响汽笛,队员们几乎同时开枪,将押车的12

名敌人全部击毙,缴获长短枪12支和伪钞

8万元。战斗仅用了十多分钟。此战,有

力地配合了根据地的反“扫荡”,打击了

敌人,牵制了敌兵力。

鲁南铁道队也因之大显神威,敌人大

为恐慌和震惊。从此,鲁南铁道队的神奇

故事广泛传播开来。

护送领导忘生死

“1942年8月,刘少奇来枣庄地区调

研。据我父亲说,刘少奇住了一周,先后在

界沟庄、小北庄、草窝庄等五个村庄进

行调研。”王金国说道。

接到“护送胡服到达微山湖区”命

令的鲁南铁道大队迅速部署,刘金山、王

志胜、杜季伟等人反复研究了护送路线

和方案。“过津浦线的当天下午,我父亲

买了几只烧鸡几瓶酒,带了几个战士上附

近的伪军岗楼拉近乎。”王志胜以替日

伪站岗的名义,换上伪军的衣服,打开探照

灯照清道路。这时,刘金山、杜季伟带着

胡服经过。“当时胡服牵着一头大骡子,

没想到探照灯一照,山里的骡子受惊,把胡

服甩到沟里了。”恰恰这时一辆日军的

装甲车巡逻经过,千钧一发之际,王志胜赶

忙上前交涉,日军一看是伪军的装扮,就没

有继续盘问下去。“说来也有趣,这骡子

跟通人性似的,关键时刻一声也不叫。”

随后,王志胜带领队员将胡服护送到

微山湖交接给微湖大队。在帮助胡服等

人搬背包时,“一提背包怎么那么沉啊,难

怪他们走路就好像扛着个大麻袋似的,一

问才知道,背包里全是黄金,这20多个人

每人背了20斤黄金”。

因为护送任务完成得出色,那位名叫

胡服的领导交给王志胜一封信,让他捎

给鲁南军区司令部。“回家后,父亲一

忙,给忘了。直到母亲洗衣服时,才想起

。”后来才知道,那位“胡服”其实是

刘少奇。那封信是一封调研总结信,也

是一封表扬信。“一是要保护好这条秘

密交通线,确保畅通无阻；二是当前敌

强我弱,行动要慎重,不要过于刺激敌人,

同时要做好伪军工作；三是搞好政权建

设,扩大武装；四是活动在这里的几支

抗日武装应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实行党

的一元化领导。还对这次的护送行动提

出了表扬。”

同年11月,鲁南铁道大队奉命护送肖

华去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汇报工作

。肖华赋诗称誉:“神出鬼没铁道旁,袭敌

破路毁沟墙。深入兽穴斩虎豹,飞越日车

夺械粮。汪洋大海游击队,怒火熊熊敌后

方。条条铁轨成绞索,寇灰满载远东洋。

”1943年11月,新四军军长陈毅一行八人

由苏北进入鲁南,铁道大队安全护送过津

浦铁路。陈毅送给他们几支短枪,在微山

湖船上听取了刘金山的汇报,给予赞扬,并

站在船头上触景生情,吟诗一首:“横越江

淮七百里,微山湖畔慰征途。鲁南峰影嵯

峨甚,残月扁舟入画图。”

正说着,王金国的手机铃声响起:“西

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

早晨八点,距离枣庄高铁站四公里远的临山公园,迎来三三两两晨练的市民。阳光轻如薄纱,铺洒在这片革命纪念圣地,

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金山、副队长王志胜和第四任政委赵明伟就安息在此。一路东行,沿着一条伸向林中的小路右拐,便

是小说《铁道游击队》副队长王强人物原型——王志胜之墓。初春时节,天气微凉,松柏挺拔,冬青墨绿。墓碑旁一株新植

的柳树,竟已吐出新芽,似有岁寒之心。

3月14日,王志胜长子王金国接受记者采访。今年67岁的王金国声音洪亮,精神矍铄,说起父辈的抗日故事,滔滔不绝

,采访从下午两点一直持续到晚上八点。

1942年劉少奇在日戰區遇險
遭日軍當面盤查如何脫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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鼋头渚落“樱”缤纷

在这万物复苏的春天，鼋头渚

的樱花也即将开放。我们就从鼋头

渚说起。

鼋头渚是无锡太湖西北岸的一

个半岛，因巨石突入湖中形状酷似

神龟昂首而得名。

太湖有多大？“中国第二大淡

水湖”这个答案你可能还感觉不出

来大小——出租车上的师傅自豪的

给我普及了知识：“也就两个多香

港，四个多新加坡那么大。”

鼋头渚是一个体量大，内容丰

富的精致花园。山清水秀，浑然天

成，为太湖风景的精华所在。院外

又相依太湖，湖光山色美不胜收。

三月底到四月初正是鼋头渚上

樱花盛开的季节。樱花共有300多

品种，听说鼋头渚就有70种左右。

有"中华第一赏樱胜地"之美誉。樱

花开放时鼋头渚更添一份诗意与精

致... 那无数小巧玲珑的樱花瓣把湖

面点缀得别有一番诗意。

樱花从开放到凋谢周期极短，

边开边落。树上枝挂盛花，树下满

地碎银， 这就是樱花之魅力，不

仅妩媚娇艳，且有灿烂即凋谢的

“壮烈”，花逝最美一刻。看着樱

花瓣随风飘零，是极美的画面，同

时也伴随着些许不忍。景色与花瓣

纷纷相互辉映而显得更加柔和宁静

，不禁让人感叹：“人生短暂，活

着就要像樱花一样灿烂……”

【温馨提示：樱花盛开时间一

般3月中下旬到4月初；但会根据每

年气候而定。周期极短，一般10天

左右。出发前应做好充足准备。】

去影视基地体验一把穿越！

鼋头渚附近8公里处，有个中

影影视基地；拍《三国》《水浒》

《甄嬛传》等影视的地方。火烧赤

壁的战场、武大郎与潘金莲的家、

杨贵妃沐浴的华清池……在此所见

的一幕幕都是影视剧中熟悉的场景

，运气好的话，还能碰上正在拍戏

的剧组。既能感受太湖美景，又能

体验一把穿越的感觉。

灵山大佛

如果说影视城能让你体验到些

许的文化和历史，那灵山胜境则能

给你更大的震撼。灵山大佛距无锡

市区40里左右。是无锡当地最重要

的景点之一。园区内容生动广博，

以历史的传承、时代的特色，形成

传统文化和现代艺术、佛教文化、

科技文明相互交融的独特旅游文化

景观。其中梵宫的建造更是奢华震

撼。

我清晰的记得在几年前就在

电视无意间看到过梵宫的资料，

当时没有说在哪里，我一度认为

在国外，后来才知道在无锡。这

次的前往也算是完成了自己一直

以来的愿望。

在每一个繁荣时代，都会出现

高度文明的宗教艺术结晶，千秋万代

，历久不衰。为佛立像，成就不凡，

从云岗、龙门、敦煌、大足…而灵山

大佛距今的年代最近（1997年建成）

，他和之前我去的佛教圣地都有些不

同。这里整体有些偏西域的风格，细

节处理很精致。不难看出灵山大佛的

现代气息最为浓烈。

灵山大佛比四川乐山大佛还要

高17米，由1560块青铜壁板拼装焊

接而成，总用铜量达到了700多吨

，全部铜板展开面积可达到9000多

平方米，焊接它们的焊缝总长度达

到了35公里，超过整条北京地铁一

号线的长度了。

目前似乎只有梵宫，能将如此

众多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一

座建筑，也因此，有人称它为“东

方的卢浮宫”。

进入梵宫。高大的廊柱，大弧

度的圆顶，现代感的光线应用，无

不展现佛力无边，神圣奢华的气质

，处处细节精致，让人目不暇接。

梵宫中，采用了木雕，石雕，铜雕

，琉璃，油画等艺术表现手法。我

实在是没有气力一张张的展现梵宫

的细节和奢华。我想这是用100张

也介绍不来的，你只能到现场才能

体会。

梵宫采用了现代LED灯光照明

手法，让这些古老工艺和现在技术

融为一体。 梵宫中最重要的地方

莫过于圣坛，这是一个集会议、演

出、参观于一体的圆形场馆，也是

世界佛教论坛的主会场。圣坛前厅

穹顶是灵山梵宫中一处创意独特、

风格鲜明的衔接空间，也正是它把

现代科技和宗教艺术结合推向了新

高潮。

圣坛上方是高度达30多米的巨

大穹顶，1500盏金光灿灿的莲花灯

瞬间开启，刹那间千余盏由电脑控

制的LED光源拱聚穹顶，仿佛星光

灿烂的天穹，可以变幻出1100多种

灯光变化。

惠山古镇盛满了一钵江南味

无锡的江南风格虽不及苏杭那

般具有代表性，但也流下了很多人

文景观。无锡老街坊风貌保存最完

好的地方：惠山古镇。古镇与时代

结合，这里有京杭古运河旁的南长

街、拥有“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

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名

联的东林书院，以及江南四大名园

之一：寄畅园等。

“吃”在无锡

最后，还是不得不说下无锡的

“吃”。

无锡应该是全国最能吃糖的地

方，《舌尖上的中国》也介绍过无

锡的酱排骨；“当地人认为，酱排

骨最能代表无锡的美食。食糖的用

量几乎占到排骨重量的十分之一，

这在中国其他地区的吃客们看来，

实在难以想象。”

除了“锡帮菜”。在我看来，

最具代表的还属无锡传统名点：小

笼馒头。选用上等面粉制作、选料

精细、小笼蒸煮，南方口味。具有

夹起不破皮，翻身不漏底，一吮满

口卤，味鲜不油腻等特色。馒头紧

酵皮薄、馅多卤足、鲜嫩味香，秋

冬时，馅心中加入熬熟的蟹黄油，

即为著名的“蟹粉小笼”，食时鲜

美可口。

在无锡，小笼馒头既是主食，

也是下午茶，还是甜点。几乎任何时

候你都可以食用……但只要你尝过它

，我相信你就会被它深深吸引。

无锡，就像灵山的梵宫一般，

传统与现代相互交融，古今并现。

早春時節去趟無錫 滿足妳所有的江南情懷
无锡虽不及苏杭名气大，但无锡不仅有幽静的江南民居，美丽的太湖风光，还有佛教圣地灵山大佛，宗

教艺术殿堂梵宫，还能去影视城过一把穿越瘾，在三四月份更是有鼋头渚盛开的樱花。如果苏杭是两位早已

美名传千里的绝色美女，那么无锡就是一直羞答答躲在两位姐姐身后，但同样美貌的小妹妹。

无锡山水秀美，人文景观众多，被誉为“太湖明珠”。

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祁。

原野大地，春草蔓生。桃花林里，落英缤纷。

万物舒张，生机萌动。是这般的春和景明。

荷锄花下，日暮而归。刚抖落肩上的落花，一眨

眼间，又落了多少的千红万紫。

燕在梁间呢喃，还有一树一树的花开，这是人间

的四月天。

繁盛之后，便是萎谢。春天一去不返，如一个稍

纵即逝的美梦。

“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江水如

碧，绿草如茵，人们踏花而行，醉在这春光里。

风拂过，飘落满地的花雨，拾了落花泡茶，香气

便直浸入心里。

藏东南隐匿的山村，人与花，寂静地相伴。老人

手里的转经轮，摇的是一圈一圈的年轮。

冰雪消融，水流花开，临水照花，笑而不语。

那样的天空，教会你如何细数每一朵云朵；那些

生命之色在眼前飘荡，会刺激你心脏跳动的频率……

这些通过影像的叠加幻化出的美丽画面，让每个

人都长上了翅膀。

令摄影师都始料未及的神奇效果，让镜头所到之

处，目光所抵之处，也是心灵感知之地……

生命的色彩轮回在春夏秋冬，生命的旋律跳动在

苍茫大地，对生命的眷念让我们忘了忧伤，对生命的

热爱让我们忘却了烦恼。

每一天，我们都与许多路人匆匆擦肩；每一天，

我们都与众生结下不解的宿缘。

在佛的慈悲清澈里，参悟生命的玄机，经受转世

轮回，修一段菩提的光阴，于浩浩红尘道场中，听到

花开的声音。

西藏林芝桃花，犹如春天的使者遍及白雪覆盖的

雪山脚下，那一颗颗开满桃花的树啊，仿佛一树的桃

红，仿佛一世的期盼，仿佛一生的浪漫……令人恍然

梦中，梦然痴然，不知归路！

生命中，总有些地方，让你魂牵梦绕；

总有一处风景，涌动着心海的涟漪，西藏，我向

你走来，携一路风尘捧一颗真心。

我在西藏，與春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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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本2017年度财政预算

于日前通过，预计该国民进党等

在野党对安倍政府以超低价格将

国有土地出售给学校法人“森友

学园”一事的追究，将转移到众

参两院的相关委员会。

另外，日本在野党还要求执

政党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民进

党的代表莲舫进行党首讨论，以

及举行众参两院预算委员会的集

中审议等。在缺少将安倍逼入绝

境的关键证据的情况下，在野党

寄希望于通过在国会上抓住问题

不放来降低政权战斗力的战略。

“今后还有很多必须要讲清

楚的事情。事情不会在今天就结

束”，莲舫在 27日的日本参议

院全体会议前举行的议员大会上

表示。日本四个在野党，即民进

、共产、自由、社民要求对首相

夫人安倍昭惠等8人进行证人问

询。

报道称，追究的主要问题是

昭惠夫人是否参与了国有土地出

售一事。被视为问题的是，昭惠

的随同政府职员应笼池的请求，

就国有土地的出租合同向财务省

进行了咨询。民进党代理代表江

田宪司在脸书上指出，“正常都

会认为是包括昭惠在内的首相官

邸某人的指示”。

而安倍昭惠是否向笼池捐

款100万日元也成为关注的焦点

。笼池在证人问询中具体说出

了从昭惠夫人获得捐款的场所

和状况。昭惠夫人在个人的

Facebook上反驳称“没有向笼池

捐款100万日元”，但是在野党

方面认为昭惠夫人有必要在国

会上进行说明。

一方面，日本政府和执政党

则极力想让事态尽早平息。安倍

在27日的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强

调“我与昭惠已经一起生活了25

年，她非常重视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作为议员能有今天多亏了妻

子的支持，非常感谢妻子”。

对于要求对昭惠进行证人问

询，安倍表示“没有必要”，安

倍回到座位后还嘟囔道“(这件

事)到此为止，到此为止”。

日本公明党的山口那津男代

表在27日的党大会上表示“参议

院的预算审议偏重森友学园问题

，本来应该讨论的课题几乎没有

涉及，在野党的这种姿态将受到

国民的严厉审视”，对在野党方

面进行了批评。

在日本执政党内部，关于笼

池的证言，有声音认为应该基于

《议院证言法》追究伪证罪，但

是实施证人问询的委员会指出

“有必要获得3分之2以上的赞

成票”。实际上追究伪证罪的惯

例是全会一致赞成。

对此，日本自民党的代理干

事长下村博文表示“基于目前在野

党的状况，难以追究伪证罪”。

安倍深陷右翼小學醜聞
在野黨追究恐走向長期化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已经知

会欧洲联盟(EU)关于英国退出欧

盟的计划，准备在3月29日启动

里斯本条约第50条，正式展开脱

欧协商程序。无论是英国政府或

其批评者都不得不同意，在首相

特蕾莎•梅启动里斯本条约第50

条的“离婚条款”后，就无法再

回头。

当地时间2017年3月13日，

英国伦敦，民众在国会大厦前聚

集示威。英国议会上院投票通过

“脱欧”法案，这为英国正式启

动“脱欧”扫清了法律障碍。英

国首相在获得英国女王授权后，

即可启动“脱欧”。

当地时间2017年 3月 13日

，英国伦敦，民众在国会大厦前

聚集示威。英国议会上院投票通

过“脱欧”法案，这为英国正式

启动“脱欧”扫清了法律障碍。

英国首相在获得英国女王授权后

，即可启动“脱欧”。

以下为英国媒体整理的英国

脱欧协商6大重点。

●何谓第50条？

第50条是里斯本条约的一部

分，2009年由所有欧盟成员国签

署成法律，提供成员国脱离欧盟

的正式机制。

条文重点是成员国一旦启

动第 50条，如果没达成一致协

议同意延长协商时间，则将在

通知后 2 年内退出欧盟。这意

味着英国将在 2019 年 4 月脱离

欧盟。

●目前进度为何？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Don-

ald Tusk)表示，欧盟先提出脱欧

协商指导方针草案。正式响应必

须等到4月29日欧盟其他27国元

首在高峰会的背书。

●何时展开真正协商？

在欧盟成员国赋予欧洲执委

会更详细、机密的协商授权前，

英国脱欧还不能展开正式的协商

。因此英国和欧盟首次面对面协

商得等到5月底之后。

英国希望在2018年3月前谈

妥任何的过渡措施。欧盟执委会

的英国脱欧谈判代表巴尼耶(Mi-

chel Barnier)已经订下 2018 年 10

月为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以允

许成员国国会通过。

●可能的协商焦点何在？

1月发表脱欧演说后，各界

了解英国无意继续待在欧盟单一

市场内。虽然外界对这个议题已

经揣测数月，这原本意味着英国

会继续留在欧洲法院管辖下，并

必须根据自由迁徙原则，允许欧

盟移民无限制入境。

双方希望英国脱欧后仍能

维持贸易往来，其中英国寻求

为希望持续商品劳务贸易往来

者，像在伦敦金融城的业者，

争取到有利的结果，也希望谈

成“全面的自由贸易协议”，

赋予英国进入欧洲单一市场的

“最大可能管道”。

特蕾莎•梅也说，希望英国

和欧盟达成新的海关联盟协议。

当地时间12月7日，英国最高法

院继续审理“脱欧”程序案，将

就启动“脱欧”程序是否需要议

会批准作出终审裁决。

●何谓软脱欧？何谓硬脱
欧？

事实上，所谓的软硬没有严

格的定义，只是用来指英国和欧

盟的关系紧密程度。

所谓“硬”脱欧可能是英国

拒绝在人员自由流动等议题上让

步，以保住进入欧洲单一市场的

管道。所谓的“软”脱欧可能是

指英国步挪威后尘，仍是欧洲单

一市场的成员，所以必须接受人

员自由流动。

●英国和欧盟如未达协议
会如何？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说过，

脱欧协商没达成协议，总比签下

坏协议好。英国如果未在贸易议

题上达成协议，即必须遵守世界

贸易组织(WTO)的规定，这代表

会有海关检查和关税。

部分人士认为这样差别不大

，因为英国的欧盟贸易伙伴无意

启动贸易战争。其他人士则表示

，这代表英国企业海外采购和销

售成本将垫高。若失去进入欧洲

单一市场的管道，英国的全球金

融中心地位前途如何也令人怀疑

。旅居欧盟的英国侨民也可能失去

居住权或免费的紧急医疗照护。

英國將啟動脫歐程序
外媒詳解脫歐協商六大重點

22日，伦敦市中心威斯敏斯特桥和议会

大厦附近遭到恐怖袭击，导致包括行凶者在

内的5人死亡。24日，伦敦警方公布了袭击者

的身份，显示他出生在英国，现年52岁。

分析显示，此次恐袭使用了随处可以获

得的手段，攻击伦敦具有显著意义的“心脏

”地带，加大了袭击的影响。近年来，此类

袭击频频发生在欧洲，人们虽然焦虑，但却

也不得不面对威胁，继续生活。

【袭击者：有暴力行为前科，曾被情
报部门注意】

23日，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称，在几

年前，袭击者就因为暴力行为而被英国军情

五处(MI5)所注意，但他只是一个“外围角色

”。

伦敦警方消息则显示，马苏德是警方熟

知的惯犯，有多项前科，其中包括重伤他人

的殴打罪、持有攻击性武器以及违反公共秩

序，但似乎无一是与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

报道也显示，“情报部门没有任何他有意开

展恐怖袭击活动的情报”。

在袭击发生后，英国警方立即将袭击定

性为恐怖袭击。23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IS)发布声明，宣布对此次袭击负责。IS称

，袭击是对反激进势力的国际联盟进行的报

复。

【受害者：一名伤者死亡，仍有人面
临生命危险】

伦敦警方23日表示，一位在恐袭中受伤

的75岁老人不幸去世。这使得包括袭击者在

内的死亡人数上升至5人。在袭击中殉职的警

察基思•帕尔默(Keith Palmer)现年48岁，已

经在警队服务15年，生前隶属于国会安保力

量。特蕾莎•梅称他是一位“彻头彻尾的英

雄”。

目前，仍有20多人在医院接受救治。伦

敦警方反恐部门负责人马克•罗利在发布会

上称，2名在袭击中受伤的警察仍然伤势严重

，另外还有2人伤情危急，其中一人有生命危

险。

23日，英国国会降下半旗、议员默哀1分

钟哀悼遇难者，国会院落里还有穿着白色工

作服的警方人员，在采集指纹。议员也返回

国会大厦照常办公。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表示，恐袭行动不

会影响到国家的正常运作，英国将坚持自己

的价值观，“任何通过暴力来打败这些价值

的企图都是不会得逞的”。

伦敦市长萨迪克•汗宣布，将在伦敦市

中心的街道上增加警力，力保居民和游客的

安全。他说：“伦敦人永远不会被恐怖主义

吓倒。”

【伦敦“心脏”遭袭加深影响，警方
突击多个城市】

事件发生后，数百名警察连夜行动展开

搜捕。报道称，英国警方已搜查16个地点，

目前还在对另5个地点进行突袭，主要针对伦

敦及中部城市伯明翰，也就是嫌犯据报的住

所，以及嫌犯租用攻击车辆的邻近一带。

在23日的一系列突击搜查中，警方逮捕

了8名涉嫌犯有恐怖罪行的人，其中7人住在

伯明翰。24日，英国警方又在英国两地实施

抓捕，逮捕了2名重大嫌疑人。目前，共有9

名嫌疑人被扣押，另有1名女性嫌疑人被保释

。但警方尚未透露任何关于被逮捕者的身份

信息。

此次袭击发生的地点可以说是位于伦敦

市的“心脏”区域。法国《费加罗报》和美

国《纽约时报》都指出，恐怖分子所使用的

手段是普通的，随处可以获得；为了造成恐

慌，他们选择具有象征意义的显着地标进行

袭击。近年来，此类恐袭让西方不少大城市

付出了血的代价。

英国《金融时报》也分析称，尽管死伤

人数远低于近年来欧洲其他地区的恐怖袭击

，对英国议会周边的突破，以及身在现场的

数千游客加大了袭击事件的影响。

【比利时遇未遂袭击，欧洲“习惯”
与威胁共存？】

就在伦敦袭击案刚刚发生后不久，当地

时间23日早，比利时安特卫普发生一起驾车

冲撞行人未遂事件，幸好路人躲避及时，未

造成伤亡。

士兵试图扣留该车司机时，肇事车辆闯

红灯逃离现场，后经军警合力追捕才在附近

被控制住。事后，警方从肇事车辆后备箱中

搜出枪支和刀具。肇事司机经查属于酒驾，

事故发生时处于“醉酒”状态。

比利时的这起事件是否与“恐袭”有关

，目前尚难定论。然而，安全威胁带来的影

响仍然显着。23日，通常挤满观光客的伦敦

市中心地区，行人变得稀少，不似平时的熙

熙攘攘。

今年是欧洲的“超级大选年”。《纽约

时报》称，有分析人士担心，伦敦恐怖袭击

或将扰乱各国选举动态，并推动更广泛的

“欧洲危机”叙事。但事实上，欧洲人已对

此日益感到习惯。虽然仍会感到焦虑，但他

们已经将恐怖主义的代价当成日常生活的一

部分。

恐襲讓倫敦“心臟”流血
歐洲在威脅陰影下生存？

二十年安裝經驗

星期一 2017年4月3日 Monday, April 3, 2017



休城工商 CC88

世界之星中華武術錦標賽全體與會武林人士大合影。

宏武協會 ( 圖中 ) 會長吳而立與副會長羅茜莉頒
發傑出青年獎獎狀、獎金各 $1,000 予高康然、
白文翠 ( 圖左 ) 以及今年新增優勝獎獎狀、獎金
各 $500 予 Jeffson、甘露 ( 圖右 )，以資鼓勵。

宏武協會第四屆傑出青年獎學金

本報記者
秦鴻鈞  報導

少林功夫學院院長釋行浩 ( 圖左 ) 與其弟子
們高興興奮合影。

美國太極拳協會會長梁志光 ( 圖右五 ) 與
其弟子們高興興奮合影。

Katy 少林功夫中心院長孫煜超 ( 圖右 ) 與獲獎弟
子 Sterling Smith( 圖左 ) 高舉獎盃，高興興奮之情
溢於言表。美國少林功夫院長釋延峰 ( 第二排中間 )

與其弟子們高興興奮合影。

世界之星中華武術錦標賽部份工作人員於
閉幕式後開心入鏡 ( 圖前左起 ) 曾鴻文、吳
依霖、曾凱莉、曾凱筠和吳恪霖 ( 圖後左起 )
蕭暐獻、鐘惠盈張素美、羅茜莉、吳而立、
鄔逸卉、常先群和金俊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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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之星武術錦標賽成功舉行
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大放異彩

由休士頓宏武協會承辦的「世界之星中華
武術錦標賽」，於2017 年 3月24-26 曰在休士
頓 Marriott Westchase Hotel (2900 Briar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42) 成功舉行。開幕式
是由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龍獅團在斑斕矯健的
雄獅、威武雄壯的鑼鼓聲中拉開了序幕。

本次比賽開設400 多個項目，包括外家、內
家傳統武術、現代競技武術，對打、推手、應用等，
兵器並分長、短、以及其他各種兵器；按年齡、
性別與習武時間長短分不同組別，從初學者到高
級者都可以一展身手。大會備有冠、亞、季軍和
優勝者獎牌，總冠軍大獎盃依年齡和項目分為
不同組別。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共參賽15人，
他們是 Alex Xu、Elaine Wang、Li ying Deng、
Aria Lam、Annhien Pham、Jevin Pinto、Tyler 
Diep、Ruojin Eddy Yang、Nianjin Aaron Yang、
Karolyn Dai, 、汪涵明，陳鷺蕓，杜英傑，Jim 
Pinto、Kristina Chubanova、他們不負師父期望，
在比賽中頑強拼搏，再一次爭金奪銀，取得了少
林、太極、長拳、南拳、象形拳等項目的 27面金
牌、8面銀牌、5面銅牌，總獎牌40面的優異成績！
再一次為我院爭得了榮譽！

Karolyn Dai 同學，這是第二次參加比賽再
次報了四項最高級，獲得 4 枚金牌並奪得總冠軍
大獎杯。王臻真（Elaine Wang) 同學，參賽七項
獲得全部七項冠軍並獲得女子7-9 歲組傳統和
競技武術的雙冠王兩座總冠軍大獎杯，創造個人
參賽奪得總冠軍我院的新紀錄。並有大會主席
吳爾立大師和奧運會冠軍趙慶健老師共同頒獎，
在其小小年紀的功夫履歷中殊實難得 ,也是對
她莫大鼓勵和鞭策！

太極拳教練潘鴻玲，貝丹青，謝合超，Kevin 
Boyd 和蔡宗宏、吳恪林兩位武術世界冠軍弟子
應主辦方邀請作為裁判出席了比賽。他們以其
裁判中的嚴謹專業、嚴明公正受到大家的一致好
評！
   釋行浩大師的師弟，北京奧運會武術冠軍 趙

慶建老師作為特邀嘉賓出席了大會並在 3月25
日晚上作了“現代武術運動發展的新趨勢”的專
題講座。趙老師為人謙和，功力深厚， 結合自己
習武修身的心得體會，深入淺出，講解透徹明了。
他還在現場為學員們作了精彩的演示和具體的
輔導，受到學員的熱烈歡迎！

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的表演隊在 3月26日
上午10:00am 舉辦的 Master Show 師傅級的演
出中也有精彩亮麗的表現：現場氣氛熱烈，掌聲
雷動！來自全國各地的不同門派的武術大師南拳
北腿、龍爭虎鬥，武術高手同臺獻技。由釋行浩
少林功夫學院大師帶領其弟子被安排兩場演出，
上半場第九個項目是由胡嘉威教練為首的少林表
演隊隊員出場，8人過場上臺定勢亮相、隨著音
樂響起整臺少林弟子迅速變換招法、開聲吐力氣
勢如虹一出場就贏得了觀眾的陣陣掌聲，緊接著
就是一個跟一個的難度過場，場上是上下翻飛
如蛟龍出水，這邊一個是騰空側翻，那邊一個就
是旋風腳側摔，另外一個是旋子轉體 360度，這
個馬上又是一個直體後空翻這個還沒完另一個
霸王敬酒已經出場、，這邊還沒下去，那邊又一
個虎尾三鞭，本場參演人員是教練胡嘉威的少
林虎拳、教練吳恪林的少林雙刀、教練蔡宗宏的
少林龍行劍、教練 Ming Nan 的少林雙鞭、Elaine 
Wang 的樁上少林童子功、 Kristina Chubanova 
的少林龍形扇，少林集體盾牌刀陣等，他們的演
出真是威風凜凜、目不暇接、嘆為觀止！
    而下半場的第25 個節目做為壓軸最後一個
上場的是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太極班只見18人
組成的太極方陣拳架舒展大方，步法輕靈穩健，
身法中正自然，潘鴻玲和 Kevin Boyd 兩位教練
的 42 式與六合八法及二人推手無論是平衡、控
腿、發力，不丟不頂、粘黏連隨等推手要義都發
揮的淋漓盡致，神完氣足獲得了場下掌聲一片！
接下來的是貝丹青教練的太極劍以腰帶劍、體
靜神舒，內外合一、氣勢如虹、Annet Wong 的太
極佛塵神形兼備、瀟灑自如，Agapito Sanchez、

Arron Brother 的二人太極功夫扇配合默契、開
合有度、剛柔相濟，最後由謝合超教練帶領的 9
人陳氏太極拳18 式，只見他們整齊劃一、動作
以腰為主，節節貫穿；把太極拳的一動則周身無
有不動，一靜即百骸皆靜、運勁如抽絲、如行雲
流水，連綿不斷；發勁松活彈抖完整一氣！贏得
了臺下陣陣掌聲。正在意猶未盡的時候結束了演
出！全場頓時掌聲雷動， 也為全場演出畫上了圓
滿的句號。

“美國少林禪武總會—休士頓釋行浩少林
功夫學院”是以傳播中華傳統文化，促進東西方
文化交流、以完備自我、關愛他人、“武、德”並
重的教學宗旨，致力於東西方文化傳承和交流的

教育機構。學院自2001年
成立以來，十多年間，先後4
人入選美國國家隊，18人獲
得世界冠軍，82 人獲得全美
冠軍。成功舉辦了各種大型
文化藝術活動，包括功夫英
雄 2014、少林傳奇2013、德
州少林文化月、情系中華春
節武歌舞大聯歡、國際中華
武術健康日、St Jude 兒童

癌癥研究醫院慈善籌款等大型活動，並積極參
加各種公益演出，在歷屆亞美藝術節、休斯頓國

際節、歷屆休士頓華人華僑國慶節升旗儀式、感
恩節大遊行、休斯頓兒童博物館、休斯頓博物館、
休斯頓自然博物館、休斯頓藝術博物館、休斯
頓火箭隊、休斯頓大藍馬足球場上、Texas A&M、
Rice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Houston、Texas 
Tech、 Houston Community College, 等活動中
都有亮麗精彩的表現。並且每年參與組織表演、
比賽近百場，倍受主流社會及華人社區各屆的關
註和支持。基於學院在中美文化體育交流上所
做出的卓越貢獻，美國老總統布什、美國國會議
員奧格林、國會議員希拉- 傑克遜李、國會議
員尼克藍普遜、德州州長 Ricky 培瑞、德州州議
員武休伯、休斯頓市長比爾懷特先生、安尼斯派
克市長代表政府都給釋行浩大師和休斯頓少林
功夫學院頒發嘉獎令和榮譽證書，命名每年 3月
28日為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日。

釋行浩少林功夫學院地址：5905 Sovereign 
Dr. #131,Houston,TX77036
(中國人活動中心內 ) 聯系電話：832-858-3898 
網址：www.houstonshaol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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