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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中國城敦煌廣場側)

23
週年

713-981-8868
★ 申請簽證  ★ 認證 ★ 公證 

代理Gate1旅遊 Viking/Globus 遊輪 廉价机票 埃及 歐洲 亞洲 澳紐 南美/中美洲 非洲等全球旅遊團

★★精選夏季團重啟★★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阿拉斯加“午夜陽光”、夏威夷陽光充沛

★西雅圖星光號火車    令您流連忘返

9/6-9/15/2021 10天美國中部精選遊
$1488/人包含早餐酒店及小費

太空中心門票$19.95   自然博物館門票$10 

朱瑞薇朱瑞薇
專業貸款專業貸款﹐﹐服務周到服務周到
擁有多年住宅及商業貸款經驗擁有多年住宅及商業貸款經驗
專精專精 HH11BB﹑﹑LL11﹑﹑LL22﹑﹑EE11﹑﹑EE22 簽證貸款簽證貸款﹑﹑大型公寓貸大型公寓貸
款及建築貸款款及建築貸款﹐﹐也有不查收入也有不查收入﹑﹑不查身份貸款不查身份貸款﹐﹐
外國護照亦可貸款外國護照亦可貸款﹐﹐可做全美可做全美 5050 州州﹐﹐
電話電話:: 915915--691691--90729072
Email: rei@milesfunding.netEmail: rei@milesfundin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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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網站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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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人語

每年的 7
月 4 日. 被
稱 為 “ 獨

立日”（Independence Day）當天也就是美國的國
慶日，此乃於1776年7月4日，來自歐洲大陸的新
移民，在第二屆美國大陸會議上批准了《獨立宣
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獨立宣言》宣布與英國徹底決裂，並表達
了美國的建國理想：“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
而喻的，所有人都被平等地創造，造物主賦予了
他們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對
幸福的追求。”在美國國家檔案的博物館網站上
，（The National Archives Museum）提供了《獨立
宣言》資料，國民隨時隨地可以查看研究。接著
1776 年 6 月 7 日，弗吉尼亞的理查德·亨利·李
（Richard Henry Lee）在大陸會議上，陳述了《弗
吉尼亞公約》的決議，意在宣布聯合殖民地成為
自由和獨立的國家。

隨後，大陸委員會指定了由本傑明·富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賓夕法尼亞）、約翰·亞當
斯（John Adams）（馬薩諸塞）、托馬斯·杰斐遜
（Thomas Jefferson）（弗吉尼亞）、羅傑·謝爾曼
（Roger Sherman） （康涅狄格）和羅伯特·利文
斯頓（Robert R. Livingston)（紐約）組成5人委員
會起草聲明，申明殖民地應獨立的理由。

杰斐遜被指派起草文件，富蘭克林和亞
當斯做了修改，隨後在會議上宣讀並做最後
的修改。 7月1日重新召開會議。 7月2日，
理查德·亨利·李的獨立決議被再次表決，12

個殖民地同意，在隨後的三天裡，大會審議宣言
並做修訂。 7月4日清晨，《獨立宣言》正式獲得
通過。

《獨立宣言》由五個不同部分組成：介紹、
序言、 正文（兩個部分）和結論。序言陳述了導
致殖民地脫離大英帝國的原因；指出脫離是不可
避免的；正文敘述了喬治國王對殖民地的虐待和
掠奪；殖民者的忍受和不滿。最後得出結論，聯
合殖民地有權成為獨立自由的國家。

《獨立宣言》正本被送到官方印刷商約翰·鄧
拉普（John Dunlap）商店印刷，7月5日，印刷副
本被分發給各個議會，公約和安全委員會以及大
陸部隊的指揮官。現存的還有26份“鄧拉普寬邊
”版，其中21份歸美國機構所有，2份由英國機構
擁有， 3份在私人業主處。

7月9日，全部13個州批准了《獨立宣言》，
賓夕法尼亞的蒂莫西·馬特勒克（Timothy Matlack
）可能是宣言文本的製作者，他曾協助國會大臣
查爾斯·湯姆森（Charles Thomson ）工作，並寫了
任命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為大陸軍
總司令的命令。馬特勒克用筆、墨水和在24 x 29
英寸的羊皮紙上手寫了《獨立宣言》。

8月2日，大會主席約翰·漢考克（John Han-
cock）第一個在宣言上簽字，最後有56位代表簽

署了協議，有些是後來幾天
籤的。賓夕法尼亞的本傑明·
富蘭克林當時70歲，是年齡
最大的簽名者；南卡羅來納
州的愛德華·魯特里奇（Ed-
ward Rutledge）當時 26 歲，是《獨立宣言》的最
年輕的簽名者。 （也有的代表意見不同，五人委
員會中的利文斯頓沒有在《獨立宣言》上簽字。
）

需要知道：《獨立宣言》、《美國憲法》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和《人權法案
》（Bill of Rights）這三份文件統稱為《自由憲章
》（ Charters of Freedom）。

《自由憲章》的原始文件被永久保存在國家
檔案博物館中，《人權法案》和《美國憲法》的
五個部分，平攤地呈現在它們上方的《獨立宣言
》，令人印象深刻地放在由防彈玻璃和塑料層壓
板製成的直立箱子中。

《獨立宣言》闡明了我們的政府以及我們作
為美國人所依據的原則。 《獨立宣言》沒有法律
約束力，但功能強大，一直激勵著世界各地的人
們爭取自由和平等。

美國自一七七六年建國迄今， 不過二百四十
五年，早年從歐洲非洲來到新大陸的首代移民，
他們勇於開拓之精神，為美利堅共和國奠立堅實
之基礎，原住民印第安人已在此居住了數千年，
1607 年英國人在維吉尼亞州落地， 包拓西班牙、
法國、荷蘭人也先後到了美洲大陸，由於一七七

五年和英國人之戰役勝利，於一七七六年七月四
日起草美國憲法並宣布獨立。

美國憲法之主要精神在於民治、民有、民享
之基礎上，回顧過去二百多年來，多少來自世界
各地的移民， 他們前仆後繼來到新大陸是為了追
求新的生活，許多來自世界戰亂貧苦地區，他們
在母國看不到希望，我們非常幸運，二次世界大
戰戰火都未曾波及美國本土， 美洲大陸天然資源
豐富， 加上世界各地精英不斷移居， 在短短二百
五十年我們就成為世界第一強國。

不幸的是，近半年來新冠病毒之攻擊， 種族
問題之嚴重 ，我們正遭受前所未有之挑戰。此外
，生活在美國的新老移民，一定要有維護、擁戴
、支持、體現美國自由、平等的普世價值觀念。
對於稍有砍壞、誹謗、歪曲、中傷普世價值者，
便要勇於向他們表達出正確的看法及態度。只有
這樣，才配生活在美國的自由國土上，否則自動
離開美國本土好了。最令人鄙視的是一些生活在
美國、這個物品豐富、照顧週到的囯家中，卻在
言詞間經常吐出不滿美國的言詞來。這種人簡直
是 對美國 「忘恩負義」。既然那麼諸多不滿，不
如離開星條旗下飄揚的士地好了！

值此美國國慶時刻， 但願天佑美國！護我國
土！卹我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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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美國國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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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六鴻慶日，門開迓客眾傾觴。

「美南」營種憑心血，家國匡持賴棟樑。

美國香港澳門三地報刊自由撰稿人 楊楚楓敬賀

6 月24 號，美國佛羅里達
州邁亞密市發生了一宗轟動
全球的多層公寓大廈塌樓事

件。傷亡人數非常眾多：到目前筆者執筆為止，（7 月8 號）已證實
54人死亡，86人失蹤。

事件引致一些媒體揭露佛州建築監管部門存在貪污問題，但有
分析直指，其實多層大廈坍塌，正是全球氣候危機的一個預警。過
去幾年備受海水上升威脅的佛羅里達州南部，將極有可能再有建築
物出現不穩固因而塌樓的情況。

2018年，該幢有40年歷史的12層公寓大樓，因裂縫問題困擾，
而由工程人員進行評估，出了一份結構性工程報告。報告警告，建
築物混凝土中存在重大裂縫和破裂。由於大廈的設計性缺陷，及防
水性能不斷惡化，導致裂縫擴大，對大廈造成幾何級數的損壞。

大樓坍塌的一刻，其屋頂正在進行維修工程，但尚未開展對混
凝土部分的復修。這場災難凸顯了在沿海區建造和維護高層公寓的
困境，面對自然界的“破壞力”，有許多因素不容易控制。

專家表示，目前仍未知道海平面上升在這次塌樓中所扮演的角

色。但海水不斷由地基底下湧進，由下方向上推的力度，削弱及動
搖了地基的穩固，威脅到建築物的完整性。

佛羅里達大學國際適應規劃與設計中心的華裔教授兼系主任彭
忠仁說，混凝土內的縫隙，讓更多海水灌進，導致進一步的化學反
應，侵蝕鋼筋與水泥，縫隙於是進一步擴大和蔓延，如果不處理，
會引致結構問題，是毫無懸念的。

出事大廈建在一個狹窄的具有屏障及防波作用的島的海岸附近
。一側是大西洋，另一側是比斯坎灣。海洋的衝擊力，隨着時間推
移，把這些屏障島從原來的位置慢慢地移動……。

打開報章，或瀏覽世界各地主流新聞網站，講的都是新冠病毒
疫情如何如何，美國怎樣拉攏盟友圍堵中國，中俄如何合力抗美，
還有科技戰、制裁等。其實，全球面臨最大的潛在災難和威脅，可
能並非大流行病，也不是誰讓誰制裁而活不下去，而是人類面臨氣
候變化速度，正以不可逆轉的動量狂奔……世界霸主美國的上 屆總
統特朗普，卻把氣候問題排到最尾。新任總統拜登，即使把氣候變
化的危機重新列入關注榜面，但仍然是 「口水多過茶」，未見着力
行動，大概也是為了選票才有所規劃。

在拜登眼中，哪管身後巨浪滔天，眼睛所見，只有中國、中國
，還是中國——一個他亟需在氣候問題上合作的國家，卻千方百計
拉幫結派去圍堵、阻遏。

邁阿密是北美洲大陸上唯一的熱帶大城市。受海水上升衝擊，
造成塌樓災難，170多人喪生及失蹤。最可怕的是，這可能只是 冰
山一角，剛剛開始。海水上升的元兇，是氣候加速變暖，南北極冰
川融化造成。佛州是美國共和黨地盤，他們會承認氣候變化做成塌
樓災難嗎？

永久凍土融化，佛州受害。那麼世界上有不少城市建在凍土上
的國家，景況又如何？

去年6月，美國《新聞周刋》報道，世界最寒冷 的城市——俄
羅斯的雅庫茨克，經歷熱浪襲擊後，凍土層融化，造成一棟兩層高
房屋由中間裂開。

雅庫茨克位於西伯利亞東部，該市最低溫的紀錄去到攝氏負63
點89度！是世上建於連綿不斷的永久凍土上的最大城市。

近年這個號稱為世上最凍城市，卻親歷熱天氣：冬天不再那麼
凍，夏天的時間更長。而整個西伯利亞，甚至受到熱浪襲擊。事實
上，西伯利亞去年經歷不尋常的高溫，俄羅斯的氣候數據顯示：6
月20日，俄羅斯小鎮維爾霍揚斯克錄得了驚人的攝氏38度。

地球暖化的危機越來越嚴峻，建造在沙灘附近的高樓大廈也越
來越危殆。古語有雲： 「君子不立危牆之下。」氣候變化面前，人
人平等，問你走不走。

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東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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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樓事件說不清
楊楚楓楊楚楓

恭賀 「頤康講座」
王植頤教授八十大壽

恭賀李蔚華、朱勤勤賢伉儷創立
美南報業集團四十二周

人生難得八十齡 況復體健又精伶

腹飽詩書千萬卷 口若懸河語不停

深盼年年有今日 親朋戚友賀壽星

九十華年再聚首 「珍寶樓」頭頌晚晴 頤康
之友 楊楚楓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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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城畫頁

(本報休斯頓報導) 廣受好評，美金
榜今年暑期SAT培訓課的招生爆滿，由
於名額限制，不得不在開課一周前停止
招生。不少同學因為時間衝突、或知道
消息太晚，沒有能夠參加的上，紛紛要
求再開二期課。美金榜的老師們在與教
授數學和Verbal兩位老師商議之後，決
定應同學們的要求，推出SAT暑假第二
期培訓課程。

重磅！在眾多學生和家長的期望中
，有“美國俞敏洪”之稱的教父級SAT
培訓大師Jared Friedland，今年暑假再次
為美金榜學員提供SAT滿分VERBAL培
訓。今年的課程設置比往年更進一層，
16小時課程仍然由這位大師親授，美金
榜教育部主管 Kieran Lyons 博士將協助
Jared，在授課之外增添 4 次 4 小時全真
模擬考試，和一對一細節分析報告，使
學生在課上學到的知識和考試技巧得到
及時的練習和檢驗，在全真的模考環境
下有效的提升SAT成績。開課前一次摸
底，課程結束後三次，一直到8月28日
SAT的正式考試，無縫對接。

此 外 ， 來 自 於 加 州 的 華 人 老 師
Kevin Liu也加入了這個強強聯手的團隊
，他將提供SAT數學部分的培訓。劉老
師在數學培訓方面有專攻，以數學800

著稱。選擇SAT課，老師是關鍵，三位
名師一起開課，陣容強大，八月SAT考
試，1600不再遙遠！名額有限，報名從
速！

SAT Verbal （16 小時授課+課後
作業，四次全真模考+分析報告）:

美國中部時間：授課： 7/26, 7/27,
7/28, 7/29, 7/30, 星期一至四，每次3個
小時授課，11am-2pm, 週五 4 小時，
11am-3pm ; 模考： 7/16, 8/10, 8/14, 8/
21（星期六） ，8am -12pm

地點：Webinar （網絡培訓平台）
授課：5 次在線授課，每次 3-4 小

時 ， SAT Reading and SAT Writing &
Language，比如：如何攻克SAT必考的
各種類型閱讀和多項選擇；分解長文章
；提出乾擾性答案等。每節課包括老師
講授、 交互練習和作業回顧三部分。每
次課後給學生留作業練習，Jared親授。

模考：4 次全真在線實時模擬 SAT
考試,每次四小時，開課前一次作為摸底
，課程結束後每個週末一次，共三次，
一直到8月28日SAT正式開始，無縫對
接。 Lyons博士提供VERBAL部分一對
一詳細考試分析報告。

招生對象：八月份或下半年要參加
SAT/ACT/PSAT 考試的高中生，包括

美國本土學生，美高國際生，閱讀/寫
作目標為Verbal 700-800。

授課老師：Jared Friedland, 模考分
析：Kieran Lyons博士

SAT Math （16 小時授課+課後作
業，四次全真模考+分析報告）:

美國中部時間：授課： 7/17, 7/18,
7/24, 7/25, 7/31, 8/1, 8/7, 8/8, 4週（星
期 六 和 日 ） ， 每 次 2 個 小 時 授 課 ，
4pm-6pm ; 模考： 7/16, 8/10, 8/14, 8/
21（星期六），8am -12pm

地點：Zoom （網絡培訓平台）
授課：8 次在線授課，每次 2 小時

，均為周末
模考：4 次全真在線實時模擬 SAT

考試,每次四小時，開課前一次作為摸底
，課程結束後每個週末一次，共三次，
一直到8月28日SAT正式開始，無縫對
接。劉老師提供MATH部分一對一詳細
考試分析報告。

招生對象：八月份或下半年要參加
SAT/ACT 考試的高中生，包括美國本
土學生，美高國際生，數學目標為
Math 800。

授課老師：Kevin Liu
全科組團三人或以上，每人再減

$100
所有課程都會錄像，供報名同學今

後學習之用。即使時間衝突不能參加，
也值得報名觀看錄像。

關於Jared Friedland，他是何許人
也？

Jared Friedland，為美
國 著 名 SAT 培 訓 機 構
Playbook的創始人兼CEO
。他的機構已經有十幾年
的歷史、遍布美國 300 多
個城市，擁有 500 多位高
級培訓師。每年為超過 2
萬 5 千名學生提供高質量
SAT專科培訓。

他為美國最著名的公
立和私立高中做SAT輔導
， 包 括 Stuyvesant High
School (New York City，
NY)， Gunn High School
(Palo Alto， CA)， Princ-
eton High School (Prince-

ton， NJ)， Walt Whitman High School
( Bethesda， MD)， Tampa Prep Acade-
my (Tampa， FL) and Harvard-Westlake
School (Los Angeles， CA).，培養了一大
批SAT滿分的藤校預備生。東西海岸私
校的SAT平均分高於美國其他地域，他
功不可沒！

Jared和他的機構曾多次被美國主流
媒體《時代周刊》（TIME）、NBC環
球集團持有的全球性財經有線電視衛星
新聞台（CNBC）、商業內參（Busi-
ness Insider）、赫芬頓郵報（ The Huff-
ington Post）、《每日新聞報》（The
Daily News） 、 《 紐 約 時 報 》 （The
New York Post）等報導。

Jared出生在一個我們視為理想的猶
太家庭：父母中產，重視教育。他和妹
妹均為常春藤大學畢業。他的身上有著
我們華人的勤奮、睿智，也有猶太人特
有的熱情和精明。他英語專業出身，語
言培訓對於他來說是如魚得水，游刃有
餘。從大學升學至今，他教授SAT超過
15 年，親自參加 30 多次 SAT 考試，次
次滿分。SAT寫作，更是沒有任何懸念
。他為紐約和舊金山的考試提供私教，
收費每小時1,000美元。

Jared的課程設置緊跟College Board
教學大綱和出題思路，因為他的僱員中
有三位是SAT出題老師。加上他自己開
發的獨特的教學方式，講解深入淺出，
風趣幽默，吸引學生的興趣，效果事半
功倍，他機構培訓的學生，想不提分都

難！
這樣一位教父級的SAT培訓大師，

他的團隊金牌培訓師嚴格秉承他的教學
大綱，和美金榜多年合作並培養出一大
批高分學員，你還有什麼理由要拒絕這
麼難得的機會呢？

Dr. Kieran Lyons
Lyons 博士，美金榜教學部主管，

英語專業博士，萊斯大學校友。超過十
年英語教學經驗，包括 SAT 英語、AP
英語、英語寫作、文書寫作等課程。耐
心、細心，善於總結考試規律，教授學
習方法，教學成績卓然，深受學生好評
。

Kevin Liu
Kevin Liu， 畢業於上海交大和北大

，理工碩士，有著深厚的數學功底。劉
老師多年來一直進行SAT/AP數學、物
理和化學的教學，學生大多為洛杉磯地
區的高級知識分子和白領的華人子女，
經過他輔導的學生大多獲得SAT/AP數
學、物理和化學滿分。用他自己的話說
，學生考不了滿分他都覺得不好意思。
自信和水平可見一斑。劉老師課程講解
循序漸進，邏輯性強，挖掘每個知識點
，完全做到學習無死角，讓學生從對原
理的模棱兩可達到完全理解的程度，最
終取得理想的考試成績。

詳情可洽電話: 1 (281)797-5614。
微信：HeOu88；lonestar2012； lidaqd；
Email： michelle@tothetopeducation.com
。網站：tothetopeducation.com

課程爆滿課程爆滿 美金榜應學子要求推出美金榜應學子要求推出SATSAT培訓課二期培訓課二期
重磅重磅！！金牌培訓師強強聯合金牌培訓師強強聯合 打造打造16001600機不可失機不可失

【美南新聞泉深】NBA總決賽第二場比賽週四（7月8日）晚在菲尼克斯太陽隊的主場舉行，
太陽隊的德文·布克得到31分，克裏斯·保羅得到23分和8次助攻，米卡爾·布裏奇斯（Mikal
Bridges ）得到27分，艾頓得到10分11籃板4助攻，克勞德11分10籃板3助攻，卡梅隆·約翰遜
8分3籃板2助攻，太陽隊遍地開花，以118:108 擊敗密爾沃基雄鹿隊，總成績以2:0 領先。無巧
不成書，兩次118，太陽隊總決賽連勝兩場，在該隊曆史上從未如此接近NBA總冠軍。

太陽隊在上半場後期一路領先，頂住了揚尼斯·安特托昆博（字母哥）將雄鹿隊帶回來的全方
位努力，雄鹿隊在幾萬人的球迷面前再次成為失敗者。

由於左膝過度伸展而缺席兩場比賽後，安特托昆博在第二場比賽中得到42分和12個籃板。
在總冠軍爭奪戰第一場比賽中太陽隊以 118:105 獲勝，第二場比賽又以118:108再次獲勝，

兩連勝在總決賽中取得領先。他們在1976年和 1993任何一個總決賽爭奪戰的系列賽中都沒有贏
得超過兩場比賽，這是一個新紀錄。

這次他們已經連贏兩場比賽，將於星期天在密爾沃基繼續第叁場比賽，這是自 1974 年以來
雄鹿隊首次舉辦 NBA 總決賽。

布克說：“我們知道密爾沃基會變得更堅強，但我認為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布克投進7個

叁分球，太陽隊在叁分線外40投20中。
雄鹿傑·霍樂迪（Jrue Holiday ）盡管打得
更有侵略性，但並沒有比第一場比賽好多少
，但21 投僅7 中，得到17 分，克裏斯-米
德爾頓（Khris Middleton ）表現更差，16
投僅5 中，只得到11分。這迫使字母哥單
打獨鬥，在酸痛的左腿上承受更重的負荷。
這也使得雄鹿隊不得不在總決賽中克服0:2
的劣勢。他們在東部半決賽對陣布魯克林籃
網隊時做到了這一點，但這得歸功於詹姆
斯·哈登和凱裏·歐文先後受傷，無法上場或
無法發揮。
現在他們面對的是一支滿載武器的太陽隊
，並在這個系列賽中最漂亮的本場比賽中展
示了他們所有人。
太陽隊在上半場的最後時刻在禁區外傳球
，從保羅到布克，再到克勞德，再到布裏奇
斯，然後他最終將球傳給了德安德烈·艾頓

（Deandre Ayton），後者在比賽還剩14.9 秒時被犯規罰球得分，在中場休息時以56:45領先。
雄鹿隊只能夢想也有這麽多人參與。安特托昆博的15次投籃效率特別高，得分是任何其他密

爾沃基球員的兩倍多。
第叁節開局不錯，太多陽隊以65:50 領先，但字母哥——而且幾乎只有字母哥——單打獨鬥

，讓比賽遠離雄鹿。他在第叁節得到雄鹿隊33 分中的 20 分，這是自1993年邁克爾·喬丹對陣太
陽隊以來在總決賽中的第一個單節20 分。

雄鹿隊在第四節將比追到只差6分，但保羅投中了一個叁分球，布裏奇斯有一個近距離投籃
將領先優勢迅速推回到兩位數。

字母哥罰球技術不佳，經常罰二中一，罰球拖延，似乎表明他經常沒有在規定的10 秒內投籃
，遭到球迷嘲諷，球迷繼續計數，就像他們在季後賽期間雄鹿的客場比賽中那樣嘲笑他。

失敗後字母哥提前下場，坐在場邊極度憂傷，面無表情，一言不發。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太陽光芒萬丈遍地開花 雄鹿單打獨鬥難於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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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就要百折不挠

初入行，王健林盯准了房地产业

，从一个小小的民营企业，一直做到

中国首富，王健林拼了二三十年，其

中艰辛不言而喻，但在王健林看来，

他的商业传奇，最难做到的，是坚持

。

而这最难得一点，王健林是在部

队学会的。

王健林16岁的时候入伍参军，刚

到部队，王健林还没等适应新兵的生

活，毛主席就下了一个112次批示，

要战士们进行野营训练，于是当天晚

上一传达完毕，部队每名战士就都背

上一个粮食袋子，背上背包，即刻拉

出去训练了。

负重20多斤，2000多华里，王健

林和战友深一脚浅一脚，走在积雪能

没过膝盖的林海雪原，他们平均每天

要走六十里地，甚至七八十里，路上

什么东西都没有。

到了晚上，就得在雪地里挖个雪

洞，就算野外宿营了。

这一路上，大家基本上都吃不饱

，又冷又累，饭量都比较大，原本是

正常的伙食供应，结果每次吃饭都要

靠抢，抢不到的就只能饿肚子了。

条件的艰苦，让很多小战士都坚

持不下来。不光是新兵，甚至有的高

级别的老兵都熬不住了，坐地上就哭

。

有一次王健林亲眼看见一个干部

一边哭一边说：“我不走了，说什么

也不走了，我党员不要了，派干部也

不要了。”

坚持不下来的士兵，可以选择放

弃，后面就有汽车可以坐，车身上几

个大字：收容车。

但如果你放弃了，那么这一年评

先进、评好战士就都没了，

出发时，他们是一千人的团队，

到了目的地，最后只剩下400多人，

王健林，是这400人里的一个，作为

一个十几岁的小孩，王健林对于自己

能坚持到最后，感到无比的自豪。

王健林离开家的时候，母亲对他

说，你要好好当好战士，你要超过你

父亲。因为王健林的父亲也是个老军

人，所以王健林一直靠着父母传递给

自己的信念，坚持到了终点。

正是这样坚韧的品质和优秀的表

现，让王健林在入伍短短一年，就当

上了五好战士。

后来，这个品质也被王健林带到

了他的事业当中。

刚下海的时候，他需要一笔注册

资金，可当兵和在政府部门的收入，

远远达不到创业的起步资金，怎么办

呢？

王健林找到了大连的一家国有公

司，和这个公司达成了协议，借到了

一笔钱，但光有钱，或者有地还不行

，还得有计划指标，没有计划指标怎

么办呢？

王健林又找到另一家国有公司，

当时他有个战友在这个公司当老总，

王健林从他那借到了一个指标，就这

样，王健林用借的50万块钱，借的指

标，从一栋楼开始，迈出了万达集团

的第一步。

如果在一开始，王健林因为没钱

、没地、没指标就选择了退后，那么

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商业帝国。

但坚持，不光是要自己咬牙坚持

，有时候，还得有百折不挠，死磕到

底的气势。

成功，就要厚脸皮

“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

”这是王健林曾经说过的话，他

认为，你读的书再多，水平再高

，如果从创业角度，不敢闯、不

敢说，试都不敢试，那你永远都

不会成功。

想要成功，就不能脸皮薄，就得

敢死磕，就得不怕当舔狗。

别看现在王健林功成名就，可刚

起步时，他也曾为了一笔贷款，就差

给人跪下了。

当时，他们需要贷一笔两千万的

贷款，原本一家银行已经承诺给他们

了，可是迟迟不放款。

一开始，王健林派员工去询问，

结果连银行负责人的面都见不到。

没办法，王健林只好亲自出马。

银行负责人不愿意见他，想办法躲着

。王健林就看准上下班时间，天天去

办公室堵。结果那负责人看见王健林

在，扭身就走。

后来王健林打听到他家在哪里，

干脆去家里找他。

这负责人早上起来抬头从窗口一

看，王健林怎么又来了，于是宁可不

上班也不出门见他。

类似这样的事情，前前后后足有

五六十次，王健林一趟又一趟地跑，

可最终还是没能打动这名负责人，贷

款没办下来。

这正是从那时起，王健林就给自

己定了个目标：我一定要把企业做大

，做到世界第一！

挫折没打垮王健林，反而让他越

挫越勇。

突破，要敢承担后果

做住宅地产做了十年，王健林琢

磨转型，他看准了商业地产。

然而这种转型并非那么容易，因

为他们是做住宅地产起家，对商业地

产并不精通，自己也不懂规划设计。

所以从2000年到2004年，王健林

和他的万达当了222回被告，打了222

场官司，每天奔波在法院，被官司压

得焦头烂额。

因为精力全被官司牵扯，所以那

段时间他们的业务几乎是停滞的。

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一直看不

到希望，重压之下不少员工都受不住

了，甚至很多人开始劝王健林：

你看咱们住宅地产做得顺风顺水

的，为什么一定要搞商业地产呢？

这种情形下，王健林也有些动摇

了，甚至不止一次动摇，后来他给自

己，也给团队定了目标：到2005年，

做满五年，如果咱们还是这样，那就

撤。

有时候突破只是一瞬间的事，这

就是所谓的厚积薄发。

还没到第五年，上海，宁波和北

京先后有三家万达广场试水成功。

他们就这样熬出来了，熬见了曙

光。

励志片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但

现实是，万达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

依然坎坷不断。

2009年，王健林打算在沈阳太原

街建设一家万达广场。当时他们请教

了两个做商业的专家，帮忙设计了一

个商业步行街。

商铺都卖掉以后，哪成想生意特

别惨淡，好多商户甚至颗粒无收。

没多久就有几十位商户集体投诉

他们，虽然官司没输，但是王健林心

里特别不得劲，自己开发的项目，弄

得大家都不开心，从本质来讲，他觉

得自己应该担负一定的责任。

于是他又请了一批专家来看，专

家跟他说：你这步行街缺个盖子啊，

有盖子挡住雨雪，生意就好了。

王健林就带着公司吭吭吭，花了

几千万搭了个盖子，然而生意还是不

好。后来又请人看，这次人家说，你

们跟地下室的交通不好。

那怎么办？继续改造吧！于是他

们又吭哧吭哧挖了好几个大坑，搭了

好几个扶梯，折腾了半天，生意还是

不好，再后来又有人说，你们商家不

行，于是他们又换了一批人。

就这样前前后后折腾了三四年，

这个项目依然不行。

最后，万达内部一致同意，把钱

还给老百姓，这项目炸掉重来吧！

这个项目，里里外外亏损了十五

六亿，但王健林却没有单纯以金钱来

衡量这一切，他把它看做一个坎，今

天这个坎迈过去了，以后就没有迈不

过去的坎。

“不到黄河心也不死，撞了南墙

也不回来，为什么？到了黄河，搭个

桥就过去了，撞了南墙，搭个梯子就

翻过去了，只有这种精神，才能够获

得成功。”

王健林用创业30多年总结的人生

道理，鼓舞了许多像他一样，想做出

一番事业的年轻人。

然而，这样一个在34岁才开始创

业，就能做出这样一番成绩的商业大

佬，却在培养下一代上，一言难尽。

错位的传承

王健林33岁已经位居高位，34岁

开始下海创业，并且也有了家庭和儿

子，可谓是人生赢家。

33年后，他的儿子王思聪，继承

了他坚韧的品格，追起女孩来毫不含

糊，绝不放弃。

然而作为一名“富二代”，王思

聪并非把所有心思放在泡妞上，他在

商业上的成就也不容忽视。

33岁那年，老子王健林为了一笔

贷款，堵了负责人50多次。为了启动

资金，拉下老脸到处借钱。

而现在34的儿子王思聪虽然踩雷

乐视，一手创办的熊猫TV也宣布破产

，同时旗下公司香蕉计划被人售卖，

还因为替人担保事件成为了被执行人

。

但目前的失败并不能掩盖王思聪

的商业才华。

10年前，王思聪发文表示自己要

涉及电竞行业，并成立IG俱乐部，随

后一年不到，IG便拿下了第一个冠军

，并在2018年拿下了S8总冠军。

众所周知，在电竞游戏中，S赛

区一直以来是韩国垄断冠军，IG的胜

利给中国人增添了脸面。

除此以外，王思聪的投资眼光也

尤为独到。

2009年期间，王思聪创建了北京

普斯投资有限公司。

不到四年的时间，王思聪的投资

公司里就陆陆续续地赴港上市

其中最为有名的一笔投资项目为

乐豆游戏。

乐逗游戏母公司创梦天地于2014

年赴美上市，上市至今该公司为王思

聪带来了接近5倍的投资回报。

而现在，王思聪有今天的“人设

崩塌”，和他孤独的童年不无关系。

因为创业，王健林夫妻俩特别忙

，顾不上照看王思聪，所以在王思聪5

岁的时候，就将他送到了国外读书。

离开父母的约束，王思聪野蛮生

长。玩伴就只有保姆和司机，连同龄

人都没有。一直到了十几岁，王思聪

才知道自己家里这么有钱。

独在异乡，孤独的王思聪，把恋

爱当成了打发寂寞的好方法。

王思聪曾说“自己是父母事业下

的牺牲品”，这话不假。

王健林事业的成功不容置疑，然

而他对孩子的教育却算不上成功。

他坚毅和敢于尝试的品格，的确

遗传和影响了儿子。

1988年的一天，34岁的王健林在办公室有些坐不住了，此时，外面改革开发的号角吹得

响亮亮，扰得王健林心绪不宁。

他现在位居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这一年，王健林马上就要踏入中年，仕

途也不错，唯一的儿子马上就要出生了，假如丢掉这个金饭碗，去创什么劳什子的业，一切

都得从零开始，这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

但王健林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做一个特别牛的企业。

就这样，风险还是败给了那遥不可及的梦，王健林选择了辞职，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创业

大军。

34岁王健林在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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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穫新一波人氣的柯震東，主

演新片《月老》獲得韓國富川國際

奇幻影展邀請開幕片，8日《月老

》導演九把刀加上男女主角柯震東

、宋芸樺和王淨與韓國記者線上交

流。九把刀指出，非常開心這次能

夠受到韓國富川國際奇幻影展的邀

請，他覺得這是非常奇妙的緣分，

因為從2011年的處女作《那些年，

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即獲得富川影

展的邀請，而 2018年第二部作品

《報告老師！怪怪怪怪物！》也獲

得富川影展的最佳觀眾票選獎，這

次《月老》能夠成為韓國富川國際

奇幻影展的開幕片，更讓九把刀覺

得很榮幸又開心。雖然導演加上三

位主角都很遺憾無法親臨現場，但

是也很希望之後有機會可以再帶作

品過去。

九把刀也提到他很喜歡的導演

王家衛在《一代宗師》的名句：

「世間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別重逢

。」因為最近疫情影響大家可以

這樣同框一起見面，不知道會什

麼時候再相遇。九把刀透露，當

初看到《與神同行》是他拍攝

《月老》的重要啟發，同時拍出

他對於這個世界的眷戀和捨不得

，但是《與神同行》因為要經過

種種的審判，在觀看的時候也給

他壓力很大，所以在《月老》的

故事就很寬容，希望能夠有各種

不同有趣的事情可以體驗。因此

在片中讓九把刀最開心的就是拍

出讀者一直挑戰他的劇情：「一

場排氣管的戲份」，至於內容如

何就留待戲院大家一起揭曉了！

韓國媒體對於柯震東在這次

《月老》表現非常驚豔，也問到這

次《月老》演出中的轉變以及他之

後接戲的類型。柯震東說：「《月

老》的演出就很像人生一樣，很多

事情一開始會想要玩玩看，但在過

程中會慢慢成熟，甚至會想要保護

心愛的人。」不過他自己也提到，

已經過30歲，不能一直演出青春校

園愛情電影，現在最希望演出的是

動作戲，尤其是像元斌演出的《大

叔》這類型的電影。

宋芸樺這次在《月老》中有一

場跟一個不存在的對手演戲，是她

從未嘗試過的表演經驗，也花了很

多時間訓練。她自己最喜歡的兩場

戲就是一場在飲料販賣機前面的戲

份和最後一場與王淨和柯震東一起

演出的大結局。宋芸樺很開心這次

在《月老》的演出，她覺得：「每

一天都很開心，不管是感情的戲、

難過的戲都拍得非常開心。」因為

演出《返校》受到許多韓國觀眾歡

迎的王淨，被媒體問到這兩部電影

都演出死後的角色，哪個最像自己

？王淨說：「《月老》的Pinky很

像我跟朋友在一起相處的樣子，可

以說是我希望大家看到我的樣貌；

《返校》則是比較內在的我，會想

比較多也比較沒有自信一點點。」

她也很開心演出Pinky這個角色，

對於死後世界有所改觀，覺得不那

麼可怕了。

被韓國媒體讚譽很會說故事的九

把刀，被問到在文字創作或是影像導

演的工作上，如何掌握創作的精髓。

九把刀笑說：「因為我很矮，從小不

擅長運動，如果想要跟喜歡的女孩在

一起，就要很會說故事，所以從小就

喜歡看很多漫畫和電影，我很慶幸生

長在一個不讓我看漫畫的家庭，讓我

很珍惜看漫畫的時光。另外韓國富川

影展也給我很大的動力，讓我一直想

要繼續拍電影。」

《月老》劇情描述，慘遭雷擊

而死的阿綸（柯震東 飾）來到陰

間，生前所有的記憶歸零。他必須

做出選擇：投胎轉世卻可能變成蝸

牛；或是擔任神職，累積陰德再修

轉世為人的正果？阿綸決定成為月

老新鮮人，他與個性爆衝的粉紅女

Pinky（王淨 飾）搭檔，來到人間

執行任務，當阿綸遇見狗狗阿魯以

及牽著他的主人小咪（宋芸樺 飾

）時，他前世的記憶都回來了，小

咪就是他生前的摯愛。阿綸希望能

幫助陽間的小咪尋得新的姻緣，但

每一條綁在小咪手上的紅線竟然都

被燒毀！原來，有些事，一萬年也

不會變。同一時間從陰間逃到人間

的鬼頭成（馬志翔 飾），展開腥

風血雨的復仇行動，找上五百年前

背叛且殺害自己的馬賊兄弟。當阿

綸還在為小咪綁不上紅線雀躍時，

鬼頭成卻將小咪視為下一個要毀滅

的目標。

九把刀\柯震東\宋芸樺\王淨
《月老》正式曝光韓國富川影展

國際導演何蔚庭新作電影

《青春弒戀》由林柏宏、林哲熹

、李沐、陳庭妮、丁寧、姚愛寗

主演，於2020年12月21日正式殺

青，並於今日（9日）發布超前導

預告影片。短短一分鐘的超前導

預告片中，林柏宏表情從不屑、

厭世、輕蔑到陰暗詭笑，完美詮

釋「用眼神殺人」，翻轉了在

《火神的眼淚》陽光暖男形象，

林柏宏說：「明亮這個角色我也

一直在尋找，希望靠近他心裡最

黑暗的一塊。」他也透露拍攝期

間盡量避免跟人接觸，包含現場

的工作人員和其他演員，盡量減

少互動，他笑說：「倒不是壓力

，反而很沈浸在孤立的心理狀態

，那一陣子很難跟人靠近，每天

也都很安靜，很難發自內心的笑

。」

林柏宏與陳庭妮繼《火神的眼

淚》後再度合作，林柏宏笑言：

「我們從隊友關係轉變成既陌生又

熟悉的關係，的確需要時間轉換跟

適應，因為在電影中我對她有崇拜

、有幻想、有愛慕，在火神的時候

我們還是稱兄道弟，但在《青春弒

戀》我要把她想像成女神，有花一

些時間調整。」談及與在《火神的

眼淚》張志遠角色跟電影《青春弒

戀》中飾演的明亮差異，他表示兩

人都有很壓抑的部分「一個是選擇

用開朗來隱藏，一個是不顧他人眼

光當個獨行俠，但明亮受到的衝擊

更大，也選擇做出更激烈的行為。

」

電影《青春弒戀》於2020年

疫情期間拍攝，今年進行後製，

何蔚庭導演認為能在疫情下完成

影視作品的團隊都不容易，他也

透露目前已在團隊線上工作、溝

通下接近完片狀態，對於即將面

臨疫情期間宣傳的巨大考驗，何

蔚庭導演坦言：「擔心是一定會

的，但會一直隨機應變，配合防

疫，期盼防疫有成，能帶著作品

往前走。」

電影《青春弒戀》主要描敘

六位看似毫無關聯，卻相互影響

著彼此，最後捲入青少年隨機殺

人案件的故事，將透過懸疑、愛

情故事包裝6個角色背後賦予的

任務與概念，探討Z世代的生活

環境，環繞著虛擬、線上遊戲、

網紅、社會輿論、家庭問題等等

承載著這些來自虛擬卻又真實的

視線，一場人人畏懼的殺人案件

中，我們可以看見「沒有人是局

外人」。電影《青春弒戀》預計

於2021年底上映。

林柏宏、陳庭妮再度合作《青春弒戀》

從隊友進展成 「微妙關係」

奇幻電影「嗨！神獸」前進

韓國兩大國際兒童影展再傳喜訊

！天才童星白潤音在首爾九老兒

童國際影展勇奪「最佳男主角」

獎，他上周度過12歲生日，先是

感謝直呼：「謝謝在電影裡跟我

合作的演員，雪鳳姐、 李仁哥

、采妮媽媽，還有電影裡的我的

兩位好朋友扁豆、花生。」

白潤音回憶第一次跟導演池

家慶見面時才8歲，經過幾年成

長，認為片中角色對他來說別具

意義。他也不忘感謝合作該片的

呂雪鳳、楊采妮等人，還有電影

裡的兩位好朋友扁豆和花生，雖

然開心，但也說更希望台灣疫情

趕快結束，讓電影在大銀幕跟大

家見面。

曾感嘆希望可以請神獸把疫

情吃掉的導演池家慶，聽到白潤

音獲獎的好消息，先是大讚白潤

音是他遇過最有天份的童星演員

，接著表示：「小潤獲獎我比誰

都開心，這也是神獸送給小潤最

棒的禮物，生日快樂！」

片中飾演白潤音媽媽的楊采

妮，聽到兒子好消息頻喊開心，

也希望評審及觀眾都能看見導演

、演員及幕後團隊的用心，更期

待電影趕快上映，快快和台灣粉

絲們見面。「嗨！神獸」將於近

期上映。

白潤音 「嗨！神獸」
獲生日大禮

在韓封帝樂當台灣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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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過在紙頭上吶喊
吶喊而已，這種吶

喊不過是催促生命早點降生。我
不過是聽從時代的召喚，喊了幾聲，實在
談不上貢獻。”這是多年以後，陳望道對
自己一生所做工作的評價。

陳望道於1915年東渡日本，四年半
的時間裏獲得了中央大學法學士學位。其
間還結識了日本著名進步學者河上肇、山
川均等人，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認識到
救國必須進行深及思想的社會革命，他將
學名“參一”改為“望道”，寄寓為國
家謀求道路。1920年，陳望道應《星期
評論》雜誌之邀翻譯《共產黨宣言》。為
了專心致志完成這個任務，陳望道特地回
到家鄉義烏分水塘村，開始心無旁騖地潛
心翻譯《共產黨宣言》。本來就對馬克思
主義充滿敬仰的陳望道以日文版為依據，
同時與英文版相互對照，終於在當年4月
完成了《共產黨宣言》的中文翻譯。

蘸墨汁吃粽子的翻譯家
“五四運動”前後，《每周評論》、

《國民》等刊物均對《共產黨宣言》進行
過零星片段式的摘譯，但是通篇白話譯文
一直闕如。1920年，經邵力子推薦，《星
期評論》的幾位主編邀請剛剛從浙江省立
第一師範學校憤然離職不久的陳望道翻譯
全本《共產黨宣言》，並預約在該刊物連
載。

為什麼選擇陳望道？復旦大學黨委書
記焦揚總結道：“首先陳望道是語言學
家，英文、日文俱佳，可以用白話文來翻
譯。更重要的一點是，作為尋求愛國救國
之路的青年人，陳望道在日本求學期間就
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並逐漸對馬克思主
義理論有了理性認識和信服。1920年，
他應陳獨秀之請主持《新青年》編輯工
作。當年8月，中國第一個共產黨早期組
織‘黨的發起組’成立，陳望道是最早的
八位成員之一。之後，他還擔任中共上海
地方委員會首任書記。”

陳望道先生之子、復旦大學退休教授
陳振新告訴記者，接受了邵力子的邀請
後，為了找一個清靜的所在，陳望道帶
戴季陶提供的日文版和陳獨秀託李大釗從
北大圖書館借出的英文版《共產黨宣
言》，大約是在1920年3月底回到故鄉義
烏分水塘村，在一間破舊的柴房裏開始工
作。那時節鄉間很冷，房子在山上更冷。
但沉浸在工作中的陳望道對周遭環境並不
在意，專心到極致時，甚至把母親給他本
該蘸紅糖水的粽子蘸墨汁吃到嘴裏，還說
“甜極了。”由此，“真理的味道有點
甜”成為傳頌不絕的佳話。

《共產黨宣言》中文版的出版並非
一帆風順。陳望道的翻譯工作完成了，
當初約稿的《星期評論》卻突然宣布停
刊。後得到陳獨秀支持，決定以“社會
主義研究社”名義對外公開出版，但印
刷機構和費用又成問題。恰逢共產國際
代表維經斯基在滬，正與陳獨秀等商議
創建中國共產黨事宜。當維經斯基得知
《共產黨宣言》中文版出版遭遇資金困
難，馬上從幫助中國共產黨建黨的經費
中拿出2,000元，在上海辣斐德路成裕里
12號（今復興中路 221 弄）成立“又
新”印刷所。“又新”，寓意 “苟日
新，日日新，又日新”。

1920年8月，幾經磨礪的《共產黨宣
言》全本中文首譯本終於問世，共計印行
1,000冊，一個月不到就銷售一空。記者現
在還能在一大紀念館看到存世的一本。小
冊子簡約精緻，封面印紅底的馬克思半
身坐像，畫面上方印有“社會主義研究小
叢書第一種”、“馬格斯安格爾斯合著，
陳望道譯”等字樣。內頁是用5號鉛字豎
版直排，無扉頁及序言，亦不設目錄。經
講解員解說，後人才能發現，由於印刷倉
促，這一“紅版”的書名被錯印為《共黨
產宣言》，其文中也有20餘處錯訛。9月，
印刷所迅速勘誤，並印行第二版1,000冊，
封面的馬克思坐像底色改為藍色，同樣熱
銷。

經過“費平時譯書的五倍功夫”，
陳望道用一個月不到的時間完成了一萬九

千多字的翻譯。對於陳望道的譯稿，陳獨
秀曾專門請通曉日德英法四國語言的李漢
俊幫助校閱，並按照英文版《共產黨宣
言》以資對照，自己也再校勘一次，眾人
都對陳望道的翻譯甚為讚賞。

作為中國語言學的宗師，陳望道後來
被任命為新中國成立後復旦大學首任校
長，1958年起還擔任上海社會科學聯合
會（上海市社聯）首任主席。從上述兩處
機構向記者展示的資料中，還能看出《共
產黨宣言》陳望道譯本在當時的諸多創
新。

對於《共產黨宣言》開頭第一句話的
中譯文：“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
在歐洲遊蕩。”當時陳望道的翻譯是“有
一個怪物在歐洲徘徊，這怪物就是共產
主義。”在白話文尚未廣泛普及的當時，
“怪物”一詞已經非常接近“幽靈”。還
有當年不少其他人翻譯的版本，現在讀來
令人忍俊不禁。比如，“全世界無產者，
聯合起來！”今人已經耳熟能詳，但在同
盟會成員朱執信那裏被譯成了“嘻，來。
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奮也。”陳望道的
翻譯還有不少可圈可點處，如將日文版中
“紳士”和“平民”的字眼，翻譯成“有
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樣一來，
《共產黨宣言》的精髓才凸顯出來。

多元展示《共產黨宣言》
如今，你想要詳細了解《共產黨宣

言》的故事，可以前往上海國福路51號
的陳望道先生1956年至1977年的寓所。
2018年5月，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前夕，
由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和復旦大學發起，
上海市教育委員會和上海市教育發展基金
會參與，對陳望道舊居進行保護性修繕，
闢建為《共產黨宣言》展示館向社會開
放，成為滬上又一重要的紅色文化陣地。

記者在現場了解到，展示館建築面積
300餘平方米，以“信仰之源”為線索，
以《共產黨宣言》和陳望道生平為主題貫
穿始終，通過諸多現代化展陳手段，凸顯
《共產黨宣言》作為“信仰之源”在革命
先驅探索救國道路中的重大作用，為中國
共產黨誕生所作的重大思想和理論準備。

18481848年年22月馬克思月馬克思

恩格斯發表的恩格斯發表的《《共產黨共產黨

宣言宣言》，》，是為世界上第一是為世界上第一

個無產階級政黨—共產主個無產階級政黨—共產主

義者同盟制定的綱領義者同盟制定的綱領，，標標

誌馬克思主義的誕生誌馬克思主義的誕生。。

19201920年其首部中文全譯本年其首部中文全譯本

的出版的出版，，更為中國共產黨更為中國共產黨

的建立提供了理論基礎的建立提供了理論基礎，，樹立革命青年的堅定信仰樹立革命青年的堅定信仰。。上海上海，，

是是《《共產黨宣言共產黨宣言》》首個中文全譯版的誕生地首個中文全譯版的誕生地，，2929歲的馬克思歲的馬克思

主義者陳望道以深厚的語言功夫主義者陳望道以深厚的語言功夫，，在不到一個月內在不到一個月內，，完成了一完成了一

萬九千多字的翻譯工作萬九千多字的翻譯工作。。今天今天，，這最珍貴的首版這最珍貴的首版，，不僅成為一不僅成為一

大紀念館的鎮館之寶大紀念館的鎮館之寶，，更是再度回望百年前共產黨人的初心與信仰更是再度回望百年前共產黨人的初心與信仰、、

品味真理力量的載體品味真理力量的載體。。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帆張帆

中共一大紀念館中共一大紀念館：：陳望道翻譯的陳望道翻譯的
《《共產黨宣言共產黨宣言》》最初兩個版本現均最初兩個版本現均
成為其中的成為其中的““鎮館之寶鎮館之寶”。”。

《《新青年新青年》》編輯部編輯部：：陳望道在此陳望道在此
參與了中國共產黨發起組參與了中國共產黨發起組。。陳獨陳獨
秀等亦在此校對陳望道的譯稿秀等亦在此校對陳望道的譯稿。。

1

陳望道舊居陳望道舊居：：現在為現在為““復旦大學復旦大學
《《共產黨宣言共產黨宣言》》展示館展示館”。”。

3

““又新又新””印刷所印刷所：：原址上建有新原址上建有新
的展示館的展示館，，恢復了當年的場景恢復了當年的場景。。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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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參一，筆名陳佛突、陳雪
帆、南山、張華、一介、焦風、曉
風、龍貢公等。浙江義烏人。中國著
名教育家、修辭學家、語言學家。曾
任民盟中央副主席。
18911891年年11月月1818日他出生於農民家日他出生於農民家

庭庭，，早年就讀於金華中學早年就讀於金華中學，，曾赴日本曾赴日本
早稻田大學留學學習文學早稻田大學留學學習文學、、哲學哲學、、法法
律等並閱讀馬克思主義書籍律等並閱讀馬克思主義書籍，， 回國後回國後
任上海大學等高校教授任上海大學等高校教授、、復旦大學校復旦大學校
長長。。他翻譯了中文首譯他翻譯了中文首譯 版版《《共產黨宣共產黨宣
言言》，》，擔任過曠世巨著擔任過曠世巨著《《辭海辭海》》總主總主
編編，，撰寫了撰寫了《《修辭學發凡修辭學發凡》》等專著等專著。。

或許連陳望道
本人也未曾料

到，他翻譯的

《共產黨宣言
》會在當時的

青年和知識分
子中產

生強烈反響。
陳望道的翻譯

對《共產黨宣
言》在

中國的傳播起
到重要作用。

他的譯作有很
多“忠

粉”，包括諸
多中國共產黨

的領導人。

1936年7月，
毛澤東對美國

記者斯諾坦露
了

自己思想成長
的心路歷程：

“有三本書特
別深地

銘刻在我心
中，建立起

我對馬克思
主義的信

仰。”排在首
位的即是陳望

道翻譯的《共
產黨宣

言》。1949年
7月召開的中

華全國文藝學
術工作者

代表大會上，
周恩來遇見前

來與會的陳望
道時，

緊緊握住他的
手，當在場

代表們的面，
笑呵呵

地說：“陳
望道先生，

我們都是你
教育出來

的。”鄧小平
也曾表示：“

我的入門老師
是《共

產黨宣言》和
《共產主義A

BC》。”

2018年，中共
中央總書記習

近平在十九屆
中

央政治局舉行
第五次集體學

習時專門指出
：“我

們黨的老一輩
革命家都是受

《共產黨宣言
》的影

響而走上革命
道路的。我們

黨的第一部黨
綱就是

按照《共產黨
宣言》精神制

定的。中國共
產黨是

《共產黨宣言
》精神的忠實

傳人。”

黨的領導人成“忠粉”

《共產黨宣言》譯名來自日語，最初又被譯

為《共產主義者宣言》。1848年2月24日，
《宣

言》在倫敦第一次以單行本正式出版，其第
一部

分記載，《宣言》首先以英文、法文、德文
、意

大利文、弗拉芒文和丹麥文公布於世。《宣
言》

的發表是馬克思主義誕生的重要標誌，不少
正在

歐洲的中國人也受到了深刻影響。

1896年，正在倫敦的孫中山經常步行到大英

博物館，埋首在各種著述之中，廣泛了解歐
洲社

會主義運動，第一次讀到了英文版的《宣言
》後

深受啟發。他曾敦促留學生研究馬克思的《
資本

論》和《共產黨宣言》。

1919年5月，被譽為“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

義第一人”的李大釗在《新青年》第5號上
發表

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摘譯了《共產
黨宣

言》的重要思想。在黨史上，這篇重要的文
章被

視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開始廣泛傳播的標誌
。在

李大釗、陳獨秀等人的帶動下，越來越多的
知識

分子加入到研究和宣傳《共產黨宣言》的行
列之

中。

新中國成立後，由於版權頁缺失，關於《共產黨宣言》首個中文全譯本是“紅版”還是“藍版”曾一度無法確定。直到1975年 1月，陳望道應邀到北京圖書館（國家圖書館的前身）參觀，館內善本組的工作人員拿出幾種《共產黨宣言》的早期版本，請他幫助鑒定。陳望道仔細看了看，指其中一本紅底封面確定：“這是初印的，藍色是後印的。”如今，“紅本”已經被列為國家一級文物，在全國僅12本（上海有5本），珍藏在一大紀念館等處。應工作人員的邀請，陳望道還在二版譯本的內頁上工整簽名：“陳望道七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宣言》在中國
“紅本”是首版
全國僅存12本

�#�	� =�$�����
����

▲▲首版售罄後首版售罄後，，迅速勘誤出迅速勘誤出
版的版的““藍版藍版”，”，現在經常和現在經常和
““紅版紅版””一同並列展出一同並列展出

陳望道陳望道生平生平
((18911891..0101..1818 —— 19771977..1010..2929))

陳陳
望望
道道

分
享
真
理
味
道

分
享
真
理
味
道
傳
遞
信
仰
力
量

傳
遞
信
仰
力
量

︽︽
共
產
黨
宣
言

共
產
黨
宣
言
︾︾中
文
首
譯
者

中
文
首
譯
者

紅色文化漫談系列紅色文化漫談系列



BB88
星期日       2021年7月11日       Sunday, July 11, 2021

休城社區

休城畫頁

一年新冠禁足一年新冠禁足頸椎腰椎躺出毛病頸椎腰椎躺出毛病！！

完整修車廠修車師姐徐雲教你怎樣將您的愛車
賣出好價錢！美南電視15.3《修車師姐》第6集。
本周六晚7:30， 周日上午9:30，周一晚上8點，周
二下午1:30.

也可以登錄並訂閱美南國際電視“生活”節目
的youtube頻道：stv15.3 houston life。您可以隨時
隨地收看youtube上的《修車師姐》。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Tel:281-564-6541
Address: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修車師姐修車師姐66::
怎樣將您的愛車賣出好價錢怎樣將您的愛車賣出好價錢！！

（本報記者黃梅子）一年的新冠禁
足，大多數朋友都躺在床上刷手機追劇
，天天躺月月躺，躺了一年多，躺出腰
椎頸椎一大堆毛病，痛得整夜都睡不著
。卻很嚴重，甚至因為延誤診治，差點
失去性命的都有。

在休斯頓從醫多年的脊椎醫生Dr Le
，用仁心仁術和先進的儀器，治愈了十
多萬身患各類疾病的病人，尤其對車禍
受傷、運動受傷和各類痛癥的治療，有
著豐富的診斷經驗和明顯的治療效果。
李醫生說，很多華人對於輕微碰撞，只
是自己搽點藥酒或貼個膏藥，抗一抗就
過去了，根本不當回事，等到一段時間
以後，才感覺到身體出了問題，這就是
車禍後遺癥，輕微碰撞，恐釀成健康的
隱患。李醫生可以為車禍患者免費治療
，只要您有車保險號碼，李醫生診所可
以幫您聯系保險公司，聯系律師，您不
要花一分錢，既能治病而且還省心。

李醫生介紹說：有位30多歲的男性
工程師，出車禍後，既沒有受傷，也沒
有任何癥狀，所以，就沒有看醫生。然
而，在車禍後的一個多月，就出現了頭
痛、耳鳴、頸椎不能轉動等癥狀，導致
無法入睡，睡前要吃止痛藥和安眠藥才
能勉強入睡，無法正常工作。可他自己

卻沒有把這些癥狀跟車禍聯系起來。
病人經介紹來請李醫生治療。李醫

生得知他一個多月前出過車禍，只是輕
微地碰撞了一下，當時沒有任何不適，
就沒有看醫生。李醫生為他檢查後，發
現其頸椎神經因車禍受傷，才導致他頭
痛、耳鳴，也影響了他的睡眠。
李醫生為他治療3次後，頸椎就可以轉動
了，頭痛癥狀明顯減輕。隨後他堅持每
周看一次，一個多月後，癥狀就全部消
失了。

車禍後遺癥 差點延誤病情的青年
李醫生說，發生車禍沒有及時看醫

生的例子很多，這裏再舉一個病例：一
位從臺灣來美的20多歲男子，撞車後也
是沒有癥狀、沒有痛覺，因此就沒有看
醫生。車禍2年後的一天，突然感到腰部
疼痛，並越來越痛，痛到無法直腰。

李醫生向病人了解了他的情況後，
也診斷為車禍後遺癥。為他治療幾次後
，但未見好轉，癥狀沒有減輕。莊醫生
根據自己多年的經驗，以其特有的職業
敏感，感覺這位病人不是一般的車禍後
遺癥。以往類似的傷情，治療幾次都會
好轉，這個病人為什麽沒有好轉的跡象
呢？

李醫生再次為病人仔細地做了檢查

和詢問，懷疑其體內有腫瘤，於是建議
他馬上到專科醫生那裏作檢查，以免貽
誤了治療。病人聽從了莊醫生的建議。
結果經MR檢查後發現，體內真的有個瘤
子，是早期癌癥。經過西醫的癌癥治療
後，病情得到了有效的控製。後來繼續
來找李醫生治療他的腰痛病。經過李醫
生細心地治療，腰痛已經好了，並回臺
灣玩去了。

車禍後請及時看醫生！
李醫生說，很多人發生車禍後，有

僥幸心理：我既沒痛，又沒傷，幹嘛要
去看醫生呀；有些人則怕麻煩，認為車
禍不嚴重，或者自我感覺良好，我不用
去找這個麻煩了。

李醫生說，發生車禍後，無論自己
感覺如何，要盡早找醫生檢查、診斷，
越早找醫生，對傷害的治療越有利。如
果傷及腦部，最重要的是把握好車禍碰
撞後 “黃金時間”，盡快找有經驗的醫
生檢查、治療。如做腦部X光檢查、腦
部斷層掃描，了解患者是否有腦震蕩、
腦出血、腦腫脹等情況；而身體則要做X
光檢查等，來判斷內臟是否有損傷、身
體是否有骨折等。通過各種檢查，進行
對癥治療，使受傷的部位得以盡快恢復
健康。

避免不適當的治療導致二次損傷
李醫生或說，由於有些傷者不懂得

應對車禍後的傷勢，特別是有些人出現
疼痛癥狀後，以為找個推拿師，來推拿
按摩一下，減輕痛感或腫脹。這是不懂
得中醫常識的做法。在急性發炎期，或
骨折時，懂得這方面常識的醫生是不會
為傷者做按摩推拿的。如果按摩推拿，
反而會造成血管擴張，加劇炎癥和紅腫
，甚至會加重傷害，造成“二次損傷”
，增加治療的難度，甚至會延誤治療。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包您一次就減輕
疼痛80%！大多數治療腰椎病的西醫和
中醫都是采用推拿療法，配合藥物或針
灸，有一定療效，但都遠遠比不上牽引
療法。如果您出了車禍，找李醫生，他
可以幫你免費治療！不用你自己掏一分
錢，全部由保險公司買單！不管是你的
過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禍，只要
汽車買了保險，你把保險號告訴給李醫
生，由他負責免費將你治好！

如果不是車禍，只是腰椎或頸椎問
題，有些保險是可以支付治療費用的。
如果沒有保險，自費也不過100元左右，
誰都承受得起！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包您一次就
減輕疼痛80%！大多數治療腰椎病的西

醫和中醫都是采用推拿療法，配合藥物
或針灸，有一定療效，但都遠遠比不上
牽引療法。

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中文
請與queen chen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2600 S Gessner RD, Suite

120, Houston, TX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全天，二、

四、六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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