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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 洲

名人假期 翠明假期
( 西歐 南歐 東歐 北歐 蘇聯)

中 國 大 陸
USD49 USD99 特價團

上海 北京 張家界 九寨溝 昆明 西
安 長江三峽 海南島 廣州

特 價 團

日本$199 台灣$199 韓國 泰國$99
越南$99 杜拜 澳洲 紐西蘭

豪 華 遊 輪
墨西哥 加勒比海 牙買加
阿拉斯加 歐洲地中海

紐約，費城，華盛頓，尼加拉瀑布，
波士頓,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

耶魯大學，西點軍校。多倫多, 千島湖,
渥太華,蒙特利爾, 魁北克。

美 西
迪斯尼樂園 / 洛杉磯市區遊 / 好萊
塢環球影城 / 海洋世界 /聖塔芭芭

拉 - 丹麥村 - 矽谷 -舊金山-優勝美
地國家公園-胡佛水壩-西峽谷
“玻璃橋”(Skywalk)-南峽谷

黃 石 公 園
總統巨石 - 魔鬼峰 -大提頓

國家公園- 包偉湖 - 布萊斯峽谷

加 拿 大 洛 磯 山 脈
溫哥華－維多利亞－寶翠花園-
哥倫比亞大冰原－班芙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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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夏中文學校2014年屆學生畢業一周年返校師生聯誼會上的講話
全美中文學校協會前任秘書長休斯敦華夏中文學校

前任理事——鄧潤京
各位校領導、老師、家長和同學們；

任何一項學習，不管是文科或是
理科工科，都有一個系統性、連貫性
、完整性的問題。如果只是三天打魚
，兩天曬網，那麼學到的知識是支離
破碎的，那樣的學習只能叫“玩票”
。而我們追求的是“科班出身”。今
天出席的各位同學，完成了暨南大學
《中文》教材12冊的學習，順利地在
一年以前從華夏中文學校畢業。華夏
中文學校給了各位同學系統的、連貫
的、完整的中文基礎教育。同學們通
過自己的努力，使自己成為科班出身
的在美國長大的中文學子。和那些同
樣是在美國出生長大，只會講英文的
學子相比較，兩者之間可謂是天壤之
別。正因為這個原因，藉此機會，衷
心祝賀在座的各位同學在一年前的順
利畢業。

大家用的這套暨南大學《中文》
12冊教材，在老師、學生和家長那里
普遍反映很好。諸位知道它是怎麼來
的嗎？

有需求就會產生市場。 1980年
代，中國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國大陸的
留學生開始湧入美國。到90年代，這
些剛剛站穩腳跟的留學生髮現自己孩
子的中文教育成了大問題。中文教育
的需求使得休斯敦華夏中文學校應運
而生。這種需求並非休斯敦地區才有
，全美範圍內週末制中文學校如雨後
春筍般紛紛成立。據全美中文學校協
會 （Chinese School Associ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簡 稱 CSAUS）
1997年的統計，一時間全美有35個
州的135所中文學校成為協會的會員
。什麼叫做不約而同，什麼叫做“人
同此心，心同此理”，這是最好的註
腳。

新成立的中文學校可謂是草台班
子，缺教學場地，缺師資，缺教材，
缺教學管理人員，可以說除了家長們
的熱情不缺，什麼都缺。談到教材，
當時市場上選擇很多，有教廣東話的
，有教注音符號的，也有直接從中國
大陸將小學課本搬過來的。看來看去
，看到的都是別人的衣服，穿不到自
己身上CSAUS的建立使得教材問題
有了統一解決的路徑。 CSAUS提出
了三句話作為自己的宗旨，並將其寫
在自己的徽章上。當年如此地在美國
高喊這樣的口號，無疑讓人振聾發聵
。這三句話是：普通話，簡化字，漢
語拼音。

CSAUS通過國務院僑務辦公室找
到了位於廣州的暨南大學，並成立了
教材編寫的聯合機構完成具體工作。
暨南大學教材的編寫代表團訪問休斯
敦，由當時的華夏中文學校的幾位家
長負責接待。 1998年CSAUS的代表
團為教材編寫專訪暨南大學。代表團
的團長是當時全美中文學校協會的會
長李允晨。來自休斯敦的團員有協會
的干事長鄧明和秘書長鄧潤京。

今天用著的這套12冊《中文》教
材，完全遵循著當年代表團訪問時所
製定的編寫原則。這就是，美國周末
制中文學校用的，為華人子弟學中文
編寫的教材。這原則十分重要。有幾
個 關 鍵 詞 需 要 注 意 。 “ 美 國
”------到英國就不一定好用。
“週末制”------全日制的就不能
用。 “華人子弟”------強調了家
庭的語言環境，環境一旦不存在了，
教材用的也不會順手。中國人的家長
都有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心態。中
文學習的過程也多多少少利用這種心
態去造就一個中文語言環境。說的直

白一點，在華人家庭中，孩子的中文
學習也是件大事。家長不能置身事外
。 《中文》教材的設計巧妙地利用家
長的心態，使家長的幫助和參與成為
可能和必須。

對於我們來說這套教材真是看菜
吃飯，量體裁衣了。經過實踐，也證
明了這套教材的實際效果。經過12年
不間斷的周末學習，可以達到中國小
學6年級的中文水平。實際上，這是
非常了不起的水平了。基礎打的牢靠
，建築才有可能。

學習中文有什麼用？對於家庭來
說，學習中文的好處除了我們早年樸
素感情的原因以外，還增加了只有今
天才出現的現實原因。這個原因是和
中文教育的推廣、中國在世界上的影
響力日益擴大等因素分不開的。雖然
美國大學各不相同，如今許多大學，
許多院係將中文列入三門外語之一，
計入畢業資格審查。這對我們來說是
省了上大學的錢，省了大學在校時間
。

面對在座的，一年前順利畢業的
同學們，我們不禁要問一個問題：如
何使其他學生也能和在座各位畢業生
一樣能夠學習《中文》教材，從第1
冊一直學到第12冊，而不至於半途而
廢。對於學校來講，這是如何使學生
不至於中途流失的大問題。目前是
“金字塔”型的學生結構，就是一年
級有10個班的學生，而到十二年級的
時候，就剩下兩個班了。這種“金字
塔”型的學生結構，並不是我們原始
設計的理想狀況。

半途而廢的原因很多，解決的方
法當然也很多。不管用什麼方法，都
需要學生本人、家長、老師、學校各
方面的配合。今天的畢業一周年返校

活 動 恰 恰
給 我 們 以
啟 發 ， 給
我 們 解 決
這 不 合 乎
設 計 方 案
的 “ 金 字
塔 ” 型 學
生 結 構 問
題 ， 做 出
了 一 個 範
例 。 王 美
琴 老 師 在
華 夏 從 二
年 級 開 始
帶 班 ， 一
直 教 到 十
二年級。中間沒有間斷、重複。最早
的學生跟隨王老師學中文已有十年，
許多學生從四年級跟王老師學中文直
到畢業，因此師生之間建立了濃厚的
感情，學生再忙，王老師的課不能不
去。以我的女兒鄧德瑩為例，我都感
到奇怪，小時候的她並不會主動地去
學什麼課程。稍微大了一點，自己提
出中文學校一定要去。高興之餘我也
納悶，是什麼力量有這麼大的吸引力
？今天知道答案了，是感情的力量。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一年前畢業的同
學們，會同意我的觀點。

作為任課老師，最簡單的做法是
固定教一個年級。大多數實際情況也
確是如此。這樣做每年教的是不同的
學生，但用的是同樣教材，教案、備
課也差不多。節省精力，當然也會有
時間提高質量。王美琴老師的做法，
每年教的學生是同一撥人，而教材不
同，教案、備課每年都不一樣。這樣
的工作強度就很大了。並不是很多老

師會選擇這樣做的。看到今天返校畢
業生真誠的笑臉，以及你們認真準備
的發言稿，王老師認為，能帶你們這
些優秀的學生順利畢業，工作強度再
大，也值得。

其實，從CSAUS建立的那一天
起，在美國的中文教育就不僅僅是
“認識幾個漢字”這麼簡單了。它是
整個美國華人社區活動的一件大事，
而且是貫穿一年到頭的大事。它關係
到每一個華人家庭，也牽動著每一個
學生、家長、老師和學校領導的心。
它有著持續增長的需求，也帶來不斷
擴大的市場。它既是我們的希望所在
，更承載著無數對未來的憧憬，不斷
激勵著今天的人們。

謝謝大家。
華夏中文學校2014屆畢業生家

長代表
鄧德瑩同學爸爸—鄧潤京

全美中文學校協會前任秘書長休斯敦華夏中文學校全美中文學校協會前任秘書長休斯敦華夏中文學校
前任理事前任理事————鄧潤京在華夏中文學校鄧潤京在華夏中文學校20142014年屆王美琴老師的學生年屆王美琴老師的學生
畢業一周年返校師生聯誼會上的講話畢業一周年返校師生聯誼會上的講話((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20152015年年66月月1515日晚日晚，，馳名品牌馳名品牌BMWBMW在西休斯頓盛大開在西休斯頓盛大開
業業。。華人業務代表華人業務代表Efan Hsu(Efan Hsu(左二左二))全家與世界名人網顧全家與世界名人網顧
問李柏棋問李柏棋((右右))在展示大廳合影在展示大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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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掠影名人掠影
世界名人網供稿世界名人網供稿

20152015年年66月月1515日日，，世界名人網來到每年均被世界名人網來到每年均被
評為評為CypreeCypree最佳眼科診所並且是休斯頓最好最佳眼科診所並且是休斯頓最好
的十佳眼科之一的十佳眼科之一，，擁有世界上最新最完善的檢擁有世界上最新最完善的檢
查設備的愛視眼科查設備的愛視眼科(Lakewood Eyecare )(Lakewood Eyecare )專訪專訪
陳卓醫師陳卓醫師((右右))，，同時了解前來休斯頓出席東北同時了解前來休斯頓出席東北
同鄉會主辦的為盲人蔣明明基金籌款鋼琴音樂同鄉會主辦的為盲人蔣明明基金籌款鋼琴音樂
會的蔣明明的專業檢查會的蔣明明的專業檢查。。

20152015年年66月月1818日晚日晚，，福遍共和黨主席演講福遍共和黨主席演講
系列邀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系列邀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Jeb BushJeb Bush長子長子
、、德州土地委員會主席小小布什德州土地委員會主席小小布什(George(George
P BushP Bush，，右右))介紹介紹11月就職以來從政心得月就職以來從政心得。。
在中美兩國均有建樹的傑出企業家兼藝術在中美兩國均有建樹的傑出企業家兼藝術
家家、、美中藝術家協會會長蔣瑞美中藝術家協會會長蔣瑞((左左))等華裔出等華裔出
席席。。

20152015年年66月月44日晚日晚，，在中美兩國均有建樹在中美兩國均有建樹
的傑出企業家兼藝術家的傑出企業家兼藝術家、、美中藝術家協會美中藝術家協會
會長蔣瑞會長蔣瑞((左左))出席美國總統候選人出席美國總統候選人、、前國前國
務卿和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頓務卿和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頓((右右))在紀念在紀念
區私家豪宅舉行的競選酒會區私家豪宅舉行的競選酒會，，並與希拉里並與希拉里
親切握手親切握手，，希拉里告訴蔣瑞希拉里告訴蔣瑞，，民主黨的理民主黨的理
想是為所有的美國人想是為所有的美國人，，不單單是為富人不單單是為富人，，
民主黨更加尊重機會均等和正義民主黨更加尊重機會均等和正義，，不歧視不歧視
基於一個人的身份基於一個人的身份、、種族種族、、信仰信仰、、性別性別、、
性取向或殘疾的原則性取向或殘疾的原則。。

20152015年年66月月1818日晚日晚，，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恆豐銀行董事長吳
文龍率全家在文龍率全家在1212樓豪華會議室舉行助選樓豪華會議室舉行助選
說明會說明會，，為多年老友為多年老友Peter BrownPeter Brown的兒子的兒子
Chris BrownChris Brown 競選休斯頓主計長競選休斯頓主計長 (City(City
Controller)Controller)助力助力，，並一舉籌得並一舉籌得22萬萬66千千5050
美元美元。。圖為吳董事長全家與圖為吳董事長全家與Peter BrownPeter Brown
全家上台合影全家上台合影。。

20152015年年66月月1818日晚日晚，，Far East Marine Services LLCFar East Marine Services LLC在在Mr PeppleMr Pepple
舉行開業就會舉行開業就會。。母公司株式會社母公司株式會社DOWA LINE Co LTDDOWA LINE Co LTD。。社長瀧川和社長瀧川和
雄雄、、工務部長井上貿孝工務部長井上貿孝、、休斯頓代表社長田村洋之休斯頓代表社長田村洋之、、Koji OhtaKoji Ohta等與等與
世界名人網主播張君瑭大合影世界名人網主播張君瑭大合影。。

20152015 年年 66 月月 1818
日日，，韓國工貿能韓國工貿能
源 部 長源 部 長 YoonYoon
Sang-jick(Sang-jick(左二左二))
出 席 大 商 會出 席 大 商 會
(GHP)(GHP)韓美商業韓美商業
論壇論壇,,與大商會主與大商會主
席席 Bob(Bob( 右 二右 二))、、
亞太主任沈健生亞太主任沈健生((
右右))、、贊助單位代贊助單位代
表華美銀行大中表華美銀行大中
國市場副總裁王國市場副總裁王
曉霞曉霞((左左))合影合影。。

20152015年年66月月1313日晚日晚，，由超群媒體製作的休士頓時由超群媒體製作的休士頓時
裝表演裝表演 Lord Andrew Couture Debut Fall/WinterLord Andrew Couture Debut Fall/Winter
20152015 CollectionCollection在哈比中心在哈比中心(Hobby Center)(Hobby Center)展開展開!!
圖為華裔名流宋蕾圖為華裔名流宋蕾(Grace Jacobson,(Grace Jacobson,左二左二))、、何冰何冰((
左左))、、贊助商新世紀通訊贊助商新世紀通訊(Amazing Wireless)(Amazing Wireless)負責人負責人
Lily(Lily(右三右三))、、Judy(Judy(右右))與當晚的明星模特合影與當晚的明星模特合影。。

本報記者
吳凱俊攝吳凱俊攝

清華附中男籃休斯頓集訓比賽集錦回顧清華附中男籃休斯頓集訓比賽集錦回顧
（（本報訊本報訊））20152015年年66月月2020--2222日日-- 清華附中男籃至今已獲得中國高中籃球聯賽全國總決賽九連冠清華附中男籃至今已獲得中國高中籃球聯賽全國總決賽九連冠，，此次作為中國中學生代表隊赴美參加集訓和比賽此次作為中國中學生代表隊赴美參加集訓和比賽，，充分展示了清華附中傳承的清華體育精神充分展示了清華附中傳承的清華體育精神，，

彰顯了清華附中學子的優秀品質彰顯了清華附中學子的優秀品質。。希望通過此次活動希望通過此次活動，，加強中美中學生的籃球項目溝通與交流加強中美中學生的籃球項目溝通與交流，，共同推動中美友誼的進步和發展共同推動中美友誼的進步和發展。。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到達休斯頓火箭隊主場豐田中心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到達休斯頓火箭隊主場豐田中心，，觀看了觀看了
清華附中與休斯頓清華附中與休斯頓UU1818聯隊中美高中男子籃球友誼賽聯隊中美高中男子籃球友誼賽。。最終清華附中以最終清華附中以7474--6868戰勝休斯頓戰勝休斯頓UU1818高中明星聯隊高中明星聯隊。。劉延東向中美兩國的中學生們表示劉延東向中美兩國的中學生們表示，，希望通過籃球的相互切磋希望通過籃球的相互切磋，，加深兩國友誼加深兩國友誼，，為此成為此成
為兩國友誼的典範為兩國友誼的典範，，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發展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發展，，中美的合作互贏做出努力中美的合作互贏做出努力。。教育部部長袁貴仁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國家衛計委主任李斌國家衛計委主任李斌、、科技部黨組書記王誌剛科技部黨組書記王誌剛、、國務院副秘書長江小涓國務院副秘書長江小涓、、清華大學校長邱勇清華大學校長邱勇、、副校長副校長
楊斌楊斌、、教育部學生體協聯合秘書處秘書長楊立國等陪同出席教育部學生體協聯合秘書處秘書長楊立國等陪同出席。。NBANBA中國總裁舒德偉中國總裁舒德偉、、籃球明星姚明等也到場觀看比賽籃球明星姚明等也到場觀看比賽。。賽事主辦方團隊在會議室向劉延東一行介紹美國體育聯盟和球隊運營管理情況賽事主辦方團隊在會議室向劉延東一行介紹美國體育聯盟和球隊運營管理情況
。。座談會上就如何加強中國的中小學體育教育座談會上就如何加強中國的中小學體育教育，，如何推動機製改革促進群眾性體育運動的發展等問題交流了意見如何推動機製改革促進群眾性體育運動的發展等問題交流了意見。。

清華附中隊員們在豐田中心內接受訓練課程清華附中隊員們在豐田中心內接受訓練課程

清華附中訪美代表團成員在參加清華附中訪美代表團成員在參加Houston Jewish CenterHouston Jewish Center體育中心體育中心
比賽後接受吳凱俊的專訪比賽後接受吳凱俊的專訪。。本次清華附中訪美代表團共有本次清華附中訪美代表團共有1515人人，，
由黨委書記方妍擔任代表團團長由黨委書記方妍擔任代表團團長，，馬約翰體育特長班主任羅健擔任馬約翰體育特長班主任羅健擔任
代表團領隊代表團領隊，，男籃主教練張濤男籃主教練張濤、、教師陳廣教師陳廣，，以及鄭祺龍以及鄭祺龍、、楊晨楊晨、、王王
少傑少傑、、馬振宇等馬振宇等1111名學生組成名學生組成

清華附中隊員們奮力拚搏清華附中隊員們奮力拚搏

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與休斯頓市高中籃球選拔隊和清華大學附中籃球隊合影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與休斯頓市高中籃球選拔隊和清華大學附中籃球隊合影

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獲贈清華附中籃球隊紀念球衣和母校留影照片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獲贈清華附中籃球隊紀念球衣和母校留影照片

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圖中圖中))特地看望在美參加籃球培特地看望在美參加籃球培
訓的清華附中學生運動員訓的清華附中學生運動員

僑 社 新 聞

(本報訊)芝城雷藏寺於西元2015
年6月14日星期天隆重舉行大悲寶懺
大法會；法會由來自加州尊勝雷藏寺
的釋蓮僧金剛上師主壇以及來自臺灣
掛單的釋蓮淑法師護壇。是日下午1點
半鐘鼓齊鳴，迎師上香，迨上師上法座
矣，理事長張強師兄代表芝城眾同門
致詞歡迎與感謝釋蓮僧上師百忙之中
抽空蒞臨芝城主壇法會。

張理事長侃侃言之，釋蓮僧上師
乃上世紀底本寺建寺供德主之一，今
日蒞臨芝城似返家園重溫舊夢；上師
不僅常住尊勝雷藏寺亦身兼真佛宗宗
委會處長和美國大燈文化董事長之職
，為人處事低調，法相莊嚴，與其法名
（蓮僧）契合，是少數獲得師尊讚賞有
加之上師者。上師推廣乒乓球不遺餘

力，打乒乓球既可健身亦是修行法門
之一種,法味重重不可言喻，預祝上師
不久的將來球藝臻至無上境界，人球
合一。

法會行事如儀，其間一連數日之
天陰雨溼消失殆盡,雲散日現，佛光注
照。拜懺畢送位矣，上師依慣例為與會
大衆做法語開示如下。

釋蓮僧金剛上師 1983 年皈依師
尊，90年開始每日修法，97年離開芝城
；當年與同門同修,共參,齊建芝城，此
份情感無法磨滅，面見舊時同門猶如
與家人久違重逢。上師道學佛之路不
易，周匝的一群善知識及自身閱讀每
一本師尊文集助益其學佛之路的成長
。學佛的重點是[去分別，捨執著]，然而
對大衆而言，此乃知易行難也。上師引

據釋尊在鹿
野苑初轉法
輪及其45年
弘法中數次
重復講解的
四聖諦指導
大 眾。四 聖
諦為佛學基
本觀念包括
苦諦，集諦，
滅諦，道諦。
1）苦 諦：瞭
解甚麽是苦
。生 老 病 死
苦，怨 憎 會

苦，愛別離苦，求不得苦，
五陰熾盛苦。生苦 - 嬰兒
出世，放聲嚎哭，可知其痛
苦至極；老苦 - 年歲漸增
，身體機能隨之衰退，視茫
茫，髮蒼蒼，齒牙動搖，行
動 不 便，苦 不 堪 言；病
苦 - 人難免生病，即使現
代醫學發達，仍然有多種
不治之症；死苦 - 人生自
古誰無死？臨終安詳往生
者微乎其微，病死或橫死
者比比皆是；怨憎會苦 –
討厭的人偏偏狹路相逢；
愛別離苦 – 與喜愛的人
不得不分離，生離死別的
苦痛對恩愛情深者更是筆
墨難以形容；求不得苦 -
事與願違，喜歡的偏偏得
不到；五陰熾盛苦 – 色、受、想、行、識
五陰（五蘊）煩惱之火遮蓋了本性，使
得衆生迷惑造業而生生世世輪回不休
。2）集諦：造成痛苦的原因來自貪、嗔、
癡三毒，源於無明。3）滅諦：煩惱斷除
痛苦止息，自在解脫之涅槃境界。4）道
諦：以八正道法通向涅槃之徑。

八正道 - 1）正見：正確的見解，
正確的觀念。2）正思維：正確的思量，
凡所有思不離正法。3）正語：口業清淨
，不搬弄是非，不口出惡言，不譭謗他
人，不講引人遐思之語，忌粗話及黃色
笑話。4）正業：遵守戒律，一切言行皆

清淨。5）正命：從事正當的職業；如販
賣軍火槍械,殺生,色情,賭博業等，此令
人勾起欲望引人墮落之行業皆不可為
。6）正精進：勤修戒定慧努力不懈。7）
正念：念念皆是善念。8）正定：禪定功
夫，心不被外相迷惑，不隨外境起舞，
所謂八風吹不動。

上師復提示障礙成就佛道的五種
錯誤見解 - 1）身見：以自我為中心，
執著身心為我，執著我所擁有的人事
物。各位拿出自己從嬰兒一路成長至
現今的相片比較，其間變化差異之大；
體內細胞時時刻刻都在變化，沒有永

恆的身體，應該善加利用此假體來真
修佛法。2）邊見：片面的見解，以為人
死如燈滅，死後則斷絕；或以為死後則
常住不滅，如人死後仍然轉世為人，豬
狗死後仍投胎為豬狗。3）邪見：不信神
佛，否定因果。4）見取見（成見）：生活
環境，教育背景，累世習性，產生分別，
認為自己錯誤的見解是對的。5）戒禁
取見：以不正確的戒律或禁制尋解脫
之道。

學佛如果見解錯誤，恰似病入膏
肓，不復救藥矣。心外求法，無法見佛
性。縱然衆生根器不同，無論顯教密教

，皆 應 以
八 正 道,
四 聖 諦
為修法之
準 則。開
示 畢，上
師為與會
大衆做賜
福息災灌
頂，眾 等
皆沐佛光
，法 會 吉
祥圓滿。

芝城雷藏寺隆重舉行大悲寶懺大法會芝城雷藏寺隆重舉行大悲寶懺大法會
與會大眾皆沐佛光與會大眾皆沐佛光 法會吉祥圓滿法會吉祥圓滿

法會一景法會一景

上師為與會大衆做賜福息災灌頂上師為與會大衆做賜福息災灌頂

上師和與會大衆合影上師和與會大衆合影,(,(左一為左一為))芝城雷藏寺理事長張強博士芝城雷藏寺理事長張強博士

法會一景法會一景 法會一景法會一景

B8 Fri. Jun.26, 2015 Chicago Chinese News 芝加哥時報 www.ChicagoChineseNews.com B8

家鄉超市家鄉超市家鄉超市家鄉超市家鄉超市家鄉超市家鄉超市家鄉超市家鄉超市家鄉超市家鄉超市家鄉超市家鄉超市家鄉超市家鄉超市家鄉超市家鄉超市家鄉超市家鄉超市家鄉超市家鄉超市家鄉超市家鄉超市家鄉超市家鄉超市家鄉超市家鄉超市家鄉超市家鄉超市家鄉超市家鄉超市 11 Golf Center, Hoffman Estates, ILGolf Center, Hoffman Estates, IL 6016960169

電話電話::847847--519519--96689668 傳真傳真::847847--519519--96669666

A Plus Asian MarketA Plus Asian Market

時令菜果 家鄉小吃

南北調料 活魚凍蝦

品種齊全 服務周到

101813

一周七天營業一周七天營業

周一至周日周一至周日

1010::0000AM-AM-88::0000PMPM

歡迎新老朋友歡迎新老朋友

前來選購前來選購

PresidentPresident：： Charlie GuCharlie Gu + Over+ Over 2222 Years of Mortgage ExperienceYears of Mortgage Experience

總裁總裁：：顧謙 擁有超過廿年以上貸款經驗顧謙 擁有超過廿年以上貸款經驗，，為您完成您想要的貸款為您完成您想要的貸款

Leading MortgageLeading MortgageLeading MortgageLeading MortgageLeading MortgageLeading MortgageLeading MortgageLeading MortgageLeading MortgageLeading MortgageLeading MortgageLeading MortgageLeading MortgageLeading MortgageLeading MortgageLeading MortgageLeading MortgageLeading MortgageLeading MortgageLeading MortgageLeading MortgageLeading MortgageLeading MortgageLeading MortgageLeading MortgageLeading MortgageLeading MortgageLeading MortgageLeading MortgageLeading MortgageLeading MortgageLeading Mortgage

地址地址：：17011701 E Woodfield Road, SuiteE Woodfield Road, Suite 814814
SchaumburgSchaumburg ILIL 6017360173

(office building facing Woodfield Mall)(office building facing Woodfield Mall)
CharlieGu@Leading-Mortgage.comCharlieGu@Leading-Mortgage.com

專線專線：：847847--809809--29962996
手機手機：：630630--362362--01180118
傳真傳真：：866866--403403--19851985

長江貸款長江貸款長江貸款長江貸款長江貸款長江貸款長江貸款長江貸款長江貸款長江貸款長江貸款長江貸款長江貸款長江貸款長江貸款長江貸款長江貸款長江貸款長江貸款長江貸款長江貸款長江貸款長江貸款長江貸款長江貸款長江貸款長江貸款長江貸款長江貸款長江貸款長江貸款長江貸款Police OfficerPolice Officer
Highland Park, IL will be conducting an open,Highland Park, IL will be conducting an open,
competitive examination for the position ofcompetitive examination for the position of

Police Officer. For requirementsPolice Officer. For requirements
go to: recruitment.iosolutions.orggo to: recruitment.iosolutions.org
Questions? CallQuestions? Call 11--800800--343343--44734473

Applications and documentation due byApplications and documentation due by
44::0000 p.m. onp.m. on 77//2727//1515
Examination held onExamination held on

AugustAugust 2929,, 20152015,, 88::3030 a.m.a.m.
Highland Park High SchoolHighland Park High School

The City of Highland Park is an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EmployerThe City of Highland Park is an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Employer

各地僑社



CC22情感熱線

故事天地

CC77鳥語花香

二十年安裝經驗

☆白色的硬木櫥櫃
☆不同類型的水龍頭
☆各種顏色和大小的花崗巖
☆各種廚房和浴室水槽

Reborn Granite LLC實木櫥櫃

地址：14730 Hempstead Road, Houston，TX77040.
電話：713-690-4888 www.reborngranite.com

大理石品種最多大理石品種最多！！規模最大規模最大，，價格最低價格最低！！
批發批發！！

皇冠地板皇冠地板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9am-6pm

總店：Tel: 281-988-0060 中文專線: 713-574-2432
11727 W. Sam Houston Parkway Suite G ,Houston, TX 77031

8號公路南北從WestAirPort出口

各大名牌各大名牌 工廠直銷工廠直銷 批發批發零零

※顏色﹑種類多
※庫存量大﹑現場提貨
※價優品優﹑服務好

休士頓南分店：電話：972-467-8510 地址：3310 Telephone Rd. Houston TX 77023 www.crownflooringhouston.com

休士頓最具規模專業老字號

複合地板 12.3mm $0.99/SF &UP(僅材料)
複合地板 12.3mm $2.35/SF &UP(包工包料)
實木複合 1/2" $4.99/SF &UP(包工包料)

花崗石台面
$15.50/SF &UP

Corpper Peach & Tea Brown

40余種顏色供選擇
$1500以上送不銹鋼水槽

˙實木﹑複合地板
˙花崗石台面﹑櫥櫃
˙各大名牌地磚﹑地毯
˙室內外裝修

新年酬賓大優惠

敦煌地板敦煌地板敦煌地板
上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832832--353353--69006900
832832--877877--37773777

地毯、磁磚、花崗石、
內外油漆、櫥浴更新。

8mm $$11..9999 /呎＆up

12.3mm $$22..3535 /呎＆up

12.3mm $$22..9999 /呎＆up

(高仿真複合地板)

$$44..99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免費贈不銹鋼水槽
32種花崗石任您選購

with Min. 45 sq. ft. of Counter Top Purchase & Installation.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免費估價

15% OFF

花崗石花崗石

平方呎

Peach &
Tea Brown

特價

帶按裝費帶按裝費＊

$$1414..9595

＊櫥櫃15%折扣
並有送貨及按裝服務

優質
楓木實木櫥櫃
軟滑軌關閉抽屜

NEW
白色活動櫥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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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季，不说分手！

夏天要来了袁一场雨接着几天的太阳遥 前几天照了毕业照袁学校里
的喷泉给了我们一个不大不小的惊喜遥 湿漉漉的那条小路上袁我们来
来回回不知走了多少回遥

这时袁你已经不在我身边了袁校园里哪里都只是我自己遥 出去的时
候没有带雨伞袁回来被淋成了落汤鸡遥想想如果你还在我身边的话袁一
定又是唠叨我野又是忘了带最重要的东西冶遥这是你离开学校去实习的
第二十六天袁仿佛过了一个沧桑的中世纪遥

我知道袁再过二十年袁回头看看自己写的东西袁肯定觉得又酸又夸
张遥 可我们就是初出茅庐袁未经世事袁相处之间往往简单而纯粹得有些
学生气遥我们刚刚在一起时袁很多人都为我们捏了一把汗袁理由太多太
多袁不过总结起来袁无非就那么几条院都是第一次谈恋爱袁失败率太高;

彼此之间不合适不协调不应该在一起;校园恋情最多坚持到毕业袁要知
道毕业季可是杀伤力超强的遥 很不巧袁我们俩野策马奔腾冶袁兜兜转转袁
经受住了大大小小的考验遥

那天袁我倚在你肩膀袁问你袁如果有天我们分手了袁你会怎么办?你
笑院啊袁太好了袁我终于可以再换一个女朋友了! 然后在小路上袁就看到
两个野大龄儿童冶要要要你拼命跑袁我使劲追的凶残场面遥 你很少跟我说
甜言蜜语袁每次对话都是两个二货彼此嫌弃遥

班上的同学说院喂袁咱们班上另一对情侣袁女生都恨不得吊在男生
脖子上走路袁你们俩倒好袁整天打打闹闹噎噎记得当时听完这个同学
说完这话袁羞愧不已袁觉得自己真的是不会一点女孩子的撒娇和娇羞遥
不过戏剧性的是袁还不到一个月袁那对腻到不行的情侣就 say goodbye袁
倒是我们跌跌撞撞袁一路走到现在遥

第一次恋爱袁遇到生命中最亲近的无血缘者袁真的算得上人生最
大的幸运遥 记得你开始追我的时候袁是两年前的暑假遥 我正在写文章袁
听到扣扣里好友请求的敲门声袁然后就看到一个好友提示袁备注里写
着院我是你的大学同学袁我不是坏人袁这是我新申请的号码袁只加你遥我
半信半疑地同意了遥 可是袁要知道女人好奇起来可是堪比名侦探柯南
和福尔摩斯的遥于是袁我就去查看了你的资料院河北遥嗯袁接下来便是我
的推理院班上河北的一共就俩男生袁其中一个已经告别单身袁很明显就
是那谁谁谁呗! 可是看你热情那么高袁真的不想打击你的智商袁所以就
装作不知道你是谁袁跟你聊了好久噎噎
决定和你在一起是收到你送给我的快递遥 没拆之前袁摸起来是个

铁盒袁心里在说:肯定是巧克力之类的袁没想到他还挺浪漫的! 打开之

后袁一个某牛奶的方盒袁装着两只大长腿的樱桃小丸子的玩偶和一团
用透明胶粘起来的卫生纸卷起来的东西袁 拆掉足足一米长的卫生纸
后袁看到了一个类似小学生戴的粉红的樱桃小丸子手表遥 回家的路上
我想啊袁天底下竟然还有这么傻的男生袁如果我不同意袁谁还能和同意
他啊!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袁阿弥陀佛袁善哉善哉!
一起上课袁跑步袁吃饭袁去图书馆袁篮球场袁足球场噎噎学校的每个

角落里袁都有你的影子遥你走了的这 26天里袁我更加明白你的重要遥每
天我最开心的事就是跟别人提到你袁提到你的傻事袁你说过的话袁你游
戏破的记录袁你踢球最爱的足球明星噎噎亲爱的袁我承诺袁毕业袁我们
不分手遥

我喜欢叶Titanic曳里的野Your jump ,I jump冶翻译成野生死相随冶遥 这
句话袁今天突然想说出来遥 还想说一句院未来夜很黑袁路很长袁但是袁梦
很暖袁灯很亮袁你有我袁所以不要怕遥

女人放不下旧情究竟说明啥
女人往往都会渴望一种唯美的爱情袁一段温馨的婚姻袁白头偕

老的幸福遥 然而袁现实并不人人如愿袁能够满意于自己的感情生活
的女人袁往往少之又少遥每个女人都梦过或者遇到过自己的白马王
子袁可现实生活中袁女人苦苦抓住的所谓的白马王子往往成了陈世
美遥 女人对于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袁或者投放了大量心力的感情袁
最终无疾而终的结果袁总是难以接受遥 也可以这样说袁女人对于已
经失去的感情袁总是念念不忘袁甚至放不下遥

女人反复纠缠自己的结果袁 只能是让自己越陷越深袁 饱受折
磨袁痛苦万分遥那么女人对于一段昔日感情袁纠结放不下袁究竟说明
了什么呢?

一袁说明女人用情太深遥 我不说他们的感情太深袁而是说女人用情太深袁是因为袁如果两人感情太深的
话袁很难走到分手的这一步袁但也的确有着诸多客观原因导致离散情感的事情遥 不管怎样袁女人只要用情太
深袁对于这段感情袁终是放不下遥 用情太深的女人袁往往很难自己走出感情的伤袁很长一段时间袁无法从回忆
中走出袁也无法接受一段新感情遥 她需要外在的力量帮她走出自己的情绪遥
二袁说明女人痴心太傻遥有人说恋爱中的女人智商为零遥的确是有道理的袁深陷一段感情的女人袁往往在

感情变故时袁依然延续自己固有的思维袁无法扭转爱情急转弯遥她会固执地以为袁只要自己付出一定的爱袁感
情一定会有收获袁她总是自责自己做的不够好袁所以袁在面对被伤害袁被背叛的时候袁女人从不是认清本质袁

而是一味地委曲求全袁过度讨好袁却往往得不到珍惜遥所以袁我只能说袁女人太傻袁该
放下的还是放不下遥
三袁说明男人无耻太渣遥让女人放不下感情的袁除了女人自身的原因外袁还有一

个就是男人的责任遥有一种男人袁利用女人的爱袁肆无忌惮地伤害女人袁有时候又似
乎很会讨好女人袁打一巴掌给一颗甜枣的事情袁往往在这种男人身上充分体现遥 女人铭记他的好袁却一再原
谅他的渣遥 他知道女人懂女人袁善于利用女人的弱点袁拥有时候毫无顾忌袁肆意挥霍袁任意践踏感情袁欲失去
时袁又百般求饶袁极度温柔袁让女人误以为他对她很好也很爱女人袁只是一时糊涂犯了错遥 所以袁女人既恨又
爱袁纠结放不下袁直到遍体鳞伤袁身心疲惫遥

四袁说明女人没到野黄河冶遥 民间有句话袁叫野不到黄河不死心冶袁女人往往对于已经失去的感情仍然心存
渴望袁认为感情的矛盾只是暂时的袁男人犯错也只是一时鬼迷心窍袁过一阵子还会回来遥 这种女人很有阿 Q
精神袁也很能自欺欺人袁其实内心明明知道已不可能袁但仍是不死心袁除非男人的选择已成事实袁她估计才会
清醒袁才会伤心到底袁绝望至极袁否则袁她无论如何袁就是放不下遥
五袁说明女人还没遇真爱遥让女人还不能放下一段感情的原因袁是女人暂时没有遇到一段更为刻骨的真

爱袁所以袁她仍然沉湎于往昔的爱情中袁回味着尧喟叹着遥女人虽然很难走出上一段感情袁但只要遇到真爱袁她
也能接受袁并渐渐会尘封旧情袁心渐渐回温袁重新开始一段新的感情遥女人重新开始的标志袁就是她能放下旧
情袁而且在新的感情中更能自主和独立袁更能把握彼此的相处技巧袁也能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遥 在感情的世
界里袁女人也是越挫越智慧袁越智慧越美丽遥

旧情虽美袁已成昨日袁回忆尚可袁但要放下袁唯有放下袁才能轻松开始一段新的感情袁才能全身心投入袁也
才能更容易收获真爱遥失去的永远不要觉得可惜袁可惜的只是彼此曾经不珍惜袁那么袁接下来的感情袁抓住了
才属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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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鸟是数种新西兰历史上生活的巨型而不能飞行的鸟之一遥 目前根据从博
物馆收藏所复原的 DNA袁已知有十种大小差异不同的种类袁包括 2种身体庞大
的恐鸟袁其中以巨型恐鸟最大袁高度可达 3米袁比现在的鸵鸟还要高遥 小型的恐
鸟则只有火鸡大小遥 身高平均约 3 米的巨型恐鸟中袁最大的个体高约 3.6米袁体
重约 250千克遥在 300多年以前袁巨型恐鸟可称得上世界第一高鸟遥虽然上肢已
经退化袁但恐鸟的身躯肥大袁下肢粗短遥 尽管下肢发达袁庞大的身躯使得恐鸟的
奔跑能力远不及鸵鸟遥

恐鸟

形态特征院恐鸟是一种完全没
有翅膀的鸟袁运动主要靠强而有力
的大腿遥 羽毛呈褐色袁和奇异鸟差
不多遥 有一条很长的脖子袁就好像
鸟雀中的长颈鹿遥 不过一般情况
下袁它们都是将脖子呈水平横向行
走袁 只是不时把脖子向上伸直望遥
每种恐鸟无论是体型上亦或嘴巴

的形状上都各有不同袁这是因为它
要适应森林里面的生活遥
恐鸟是一种不会飞行的鸟类袁生活在公元前 1500年的新西兰遥 由于遭到毛

利部落的疯狂捕杀袁这种鸟类已经灭绝遥 虽然在身体上拥有绝对优势袁但这不足
以帮助恐鸟对抗人类锋利的长矛遥 恐鸟身高可达到 12英尺(约合 3.65米)袁体重
超过 500磅(约合 227公斤)袁现代鸵鸟站在它们面前只能算是一个侏儒遥

形态特征

从新西兰发现

的恐鸟野家墓冶中袁
古生物学家获得数

以百计的恐鸟骨

骼遥 古生物学家们
通过分析它们的躯

体构造袁 认为恐鸟
主要吃植物的叶尧
种子和果实遥 它们
的砂囊里可能有重

达 3千克的石粒帮
助磨碎食物遥 巨型
恐鸟栖息于丛林

中袁 每次繁殖只产
一枚卵袁卵可长达 250毫米袁宽达 180毫米袁像特大号的鸵鸟蛋遥 但
它们不造巢袁只是把卵产在地面的凹处遥 这种鸟是怎样到达新西兰
的人们还没有一致的看法遥更为有趣的是袁恐鸟的羽毛类型袁骨胳结
构等幼年时的特点直到成鸟还依然存在袁古生物学家认为这是一类
野持久性幼雏冶的鸟遥
恐鸟是野一夫一妻冶制袁它们可以共同生活终生或者在其中一只

死去袁幸存者才去另寻配偶遥 它们以夫妻为单位终年栖息在新西兰
南部岛屿的原始低地和海岸边林区草地里袁以浆果尧草籽和根茎为
食袁有时也采食一些昆虫遥 由于恐鸟身体庞大袁需要大量的食物袁因
此每对恐鸟都有着自己大片的领地遥 由于恐鸟生活区域人烟稀少袁
食物充足袁并且没有天敌袁只有少数土著人猎杀恐鸟为食袁但土著人
的原始狩猎方式并没有给恐鸟群体以致命打击遥因此袁直到 18世纪
初袁仍有几万只恐鸟在这里安逸地繁衍生息着遥

习性

恐鸟渊Diornis maximus冤曾是新西兰众多鸟类中最大的一种袁平
均身高有 3米袁比鸵鸟还要高遥 恐鸟除了腹部是黄色羽毛之外袁其他
全部是黄黑色相间遥虽然恐鸟的上肢和鸵鸟一样已经退化袁但它的身
躯肥大袁下肢粗短袁因此奔跑能力远不及鸵鸟遥 恐鸟与鸵鸟的最大区
别是院它的脖子有羽毛覆盖袁而鸵鸟的脖子是秃裸的袁并且比恐鸟的
脖子要长曰它是三根脚趾袁而鸵鸟是两根脚趾遥 外观呈白色绒毛状表
面有白色的结晶物

界 院 动物界 Ani鄄
malia
门 院 脊索动物门
Chordata
纲院鸟纲 Aves
总目 院 古颚总目
Paleognathae
目院 恐鸟目 Dinor鄄
nithiformes
科院 恐鸟科 Dinor鄄
nithidae

分类

灭绝原因
人们对恐龙的灭绝相当熟悉袁 也相当关心袁 同样已经灭

绝袁也同样与野巨冶字联在一起的另一种动物似乎很陌生袁这种
动物就是野恐鸟冶(moa)遥恐鸟是一种很早以前生活在新西兰的
一种无翼大鸟袁过去人们一直认为袁这种人类已知的最大的鸟
的灭绝是因为人类滥杀的结果袁但科学家发现袁这种鸟灭绝袁
责任 并不全在人类身上遥
恐鸟的故事通常像是一个传说一样展开遥从前袁这种像鸵

鸟一样的大鸟幸福地生活在一片飘着白云的土地上袁 毛利人
把这块土地叫做野奥蒂罗亚冶袁也就是现在的新西兰遥 大约 700
多年前袁一个有重大影响的日子来临了袁首批人类来到那里遥
他们是波利尼西亚人袁据说他们是乘着独木舟从夏威夷而来袁
发现新西兰岛上有一种无翅的鸟很容易捕杀袁 可为他们提供
营养丰富的食物遥 这种鸟就是恐鸟遥 成年恐鸟高达 3.5米袁重
达 250公斤袁肉多而鲜美遥 在六个世纪之内袁毛利人就把这些
不幸的长有羽毛的庞然大物捕杀光了遥就像渡渡鸟一样袁恐鸟
从此成为人类贪欲的象征袁 或者用现代的说法就是成为不能
持续发展的一个突出例子遥可是事实果然如此吗钥科学家通过
分子探测对这一说法提出了很大的疑问袁 那就是毛利人是否
应该为这个灾难性的后果受到如此深的责备钥
在人类到来之前袁恐鸟的数量为什么会下降得如此厉害钥吉梅
尔提出了几个新奇的理论袁 其中一个理论就是由于火山爆发
导致恐鸟数量下降遥他认为不是气候变化导致恐鸟数量下降袁
因为这个观点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遥 在新西兰北部岛屿中心
的陶波湖周围袁火山经常爆发袁一而再再而三地毁坏当地恐鸟
的生活区遥

另外袁在人类到来之前袁恐鸟已经有天敌了袁如新西兰的
一种巨鹰遥
基因证据

科学家们表示考古记录显示人类猎捕了新西兰恐鸟

渊moa冤袁可能是导致新西兰恐鸟灭绝的幕后推手遥
新西兰曾经存在九个不能飞的恐鸟物种袁直到公元 1300年人
类的到来遥在一个世纪的时间内袁所有九个物种全部消失遥丹
麦哥本哈根大学的莫顿窑艾伦托夫特渊MortenAllentoft冤和同事
研究了四个恐

鸟物种 281 例
化石的 DNA遥
他们发现在灭

绝前的 3000年
间袁恐鸟的遗传
多样性一直保

持恒定袁这是稳
定种群的迹象遥
野我们只能将恐
鸟灭绝的原因

归结于人类遥 冶
艾伦托夫特这

样说道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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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在话剧的舞台
宋丹丹在上电视

之前袁 是北京人艺的
话剧演员遥 父母早年
到解放区参加革命袁
解放后来到北京袁父
亲退休前是北京市文

联的书记袁母亲退休前一直在北京市一家中学当老
师遥 宋家有 4个孩子袁宋丹丹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袁
她唯一的亲哥哥现在是山西省的副省长遥

1961年 8月 25日袁宋丹丹出生在北京遥小时候
的宋丹丹是个小胖丫袁见天在北京的胡同里跟小朋
友玩耍遥 家里孩子多袁父母上班由奶奶照顾的他们袁
分外懂事遥

时间到了 1981年初袁刚刚恢复高考不久袁很多
知青尧社会青年回到学校袁和应届生一起挤独木桥遥
宋丹丹也不是应届生遥 她 1979年考过一次大学袁因
为被初恋搞得五迷三道袁差 20多分没考上遥 第二年
再考袁爸爸每天中午都从单位往家跑袁给她冰上一
瓶北冰洋汽水袁做一顿饭遥 后来她受不了袁临阵脱
逃袁跑到青岛姑姑家去了袁没几天又被爸爸接回来遥
那时宋丹丹感受最多的就是茫然和无助遥
宋丹丹的压力让发小看在了心里遥 野28年前的

一个下午袁张旗渊她的发小冤拿着一份叶北京日报曳来
找我袁她说丹丹袁北京人艺在招生呢袁我觉得你应该
当演员遥我问她袁北京人艺是干吗的钥她告诉我是演
话剧的遥 我又问她袁演话剧用唱吗钥 她说不用唱袁你
去报名吧袁你学老师尧学同学学得太像了噎噎如果
她不来袁就没有今天的我遥 冶从没想过当演员的宋丹
丹就这样偶然间走上了演艺路袁也从高考的压力中
解脱了出来遥

考试的房间已经是人满为患袁在水灵灵的大姑
娘们中袁这个穿衣服以显瘦为标准的小胖妞显得那
么的不起眼遥 出人意料的是袁她闯过了初试袁躲过了
复试袁最后成功跨过了三试袁成为了 20名招生名额
中的一位遥

在人艺这个中国最好的话剧团体中袁宋丹丹也
慢慢地开始显露出喜剧天分袁特别是演野老太太冶的
天分遥 同学的小品里要是缺奶奶准找她去帮演袁班
里有人来观摩教学时袁排演的小品也多是她自己编
的遥

在人艺袁宋丹丹非常幸运地与老一代演员同台
演出过袁包括叶茶馆曳尧叶红白喜事曳遥 看于是之老师表
演袁她渐渐悟到袁戏演得好袁倚仗的是野术冶和野道冶遥
野术冶是技术袁唱歌尧跳舞尧节奏感尧幽默感曰野道冶则是
认知袁你对世界的认知袁对人和事物的认知遥 这在做
人的方面给了她莫大的影响遥

1984年宋丹丹在话剧叶红白喜事曳中饰野灵芝冶
荣获文化部观摩演出一等奖遥 荣获北京市政府表彰
优秀演员奖遥 1986年宋丹丹在话剧叶上帝的宠儿曳饰
莫扎特的妻子 野康斯坦兹冶 而广获好评袁 演出 100
场遥 1991年萧伯纳戏剧作品叶芭巴拉少校曳首次搬上
中国舞台遥 宋丹丹饰野芭巴拉少校冶遥 演员的表演十
分干净利落遥精彩的表演袁令观众十分赞赏遥1993年
宋丹丹在话剧叶回归曳中饰野罗扎冶袁风韵典雅袁留恋
往昔袁芭蕾舞演员出身的外国老妪而荣获戏剧最高
奖要要要梅花奖遥 后在 2004年宋丹丹荣获第五届中
国话剧奖要要要金狮奖遥

璀璨在影视剧的荧屏
从人艺毕业以后袁有一天袁同剧院的梁月军找

到她袁告诉她一个和工读学校有关的电视剧正在挑
演员遥 宋丹丹顺利通过了面试遥 但事情并没有她想
象的那么容易袁经历剧组反悔袁自己争取等波折桥
段遥 宋丹丹掌握住了自己的命运袁她迈出的一小步袁
换取了一片蓝天遥
当天她签下了合同袁并拿到了剧本遥 初演电视

剧的宋丹丹自己改剧本袁自己加戏袁卖力地演出袁付
出最终得到了丰收遥 叶寻找回来的世界曳 使她成为
野飞天奖最佳女配角冶袁并在此后的表演生涯中一路
顺风顺水遥
早在人艺时袁 宋丹丹

就接拍了根据老舍先生同

名小说改编的电影 叶月牙
儿曳袁描写一位叫韩月容的
女孩儿的凄凉一生遥 宋丹
丹演出了角色最初对婚姻的幻想袁到多次被骗后的
从忍耐到抗争袁再到麻木袁并内心涌起报复的心路
历程遥 宋丹丹对人物有很深的理解袁在人生的不同
阶段以不同的眼神袁语调与动作展现遥 宋丹丹饰演
成年后的韩月容袁她以第一名的成绩走向学校领奖
台遥

1994年袁她和当时丈夫英达的情景喜剧叶我爱
我家曳开始热播遥 宋丹丹饰演和平袁演绎得真是活灵
活现袁只要她一出场袁那手势袁那眼神袁那步履袁举手
投足就带戏袁就是活跃的袁她成了不可缺少的元素遥
当时我国情景喜剧还未普及袁叶我爱我家曳获得空前
成功袁但两人的婚姻随后破灭遥
高亚麟的电视剧叶家有儿女曳受到观众的风靡遥

宋丹丹饰演继母刘梅袁纵横捭阖袁传神幽默袁给观众
感觉袁她是在带着戏走遥 或者说袁她在决定着戏往哪
里走遥 打个比方袁戏是溪流袁她就是溪流的两岸遥 她
是个为剧中人物指方向的人物袁她是灵魂袁是戏的
精神领袖遥

叶家有儿女曳的爆红为青黄不接的情景剧市场

注入了一剂强心针遥 高亚麟坦言袁叶家有儿女曳刚开
拍时袁每天进棚一听见三个小孩活蹦乱跳袁叽叽喳
喳袁头就大了袁演起戏来也找不到感觉遥 还是宋丹丹
的一番话开了窍遥 野你几十岁才明白的道理要求几
岁的孩子就能明白袁他要真明白了那还不成精了遥 冶
高亚麟顿时恍然大悟遥 开始以孩子的角度去跟小演
员接触袁很快得到他们的认可和喜爱袁5个人成为越
来越黏糊的一家人遥 野叶家有儿女曳让我感受到家的
美好袁让我对建立自己的一个小家庭有了期待冶遥
宋丹丹是老戏骨袁能和儿子一起表演一直是她

的愿望遥 叶老牛家的战争曳是儿子巴图第一次亮相遥
有意思的是袁这次母子俩变成祖孙关系遥 对于首次
野触电冶的儿子袁宋丹丹给予很高的评价袁野我觉得他
很完美袁 在这方面他很有天赋袁 尤其是做喜剧演
员遥 冶演上瘾的巴图随后和母亲宋丹丹一起合作了
几部经典影视剧遥 叶李春天的春天曳讲述宋丹丹扮演
的报社主编尧野三高冶剩女李春天的相亲故事遥 巴图
则在剧中扮演宋丹丹的同事遥 在新剧叶妈妈的花样
年华曳当中袁他们俩终于恢复了在生活当中的真实
身份袁出演的是一对母子遥 巴图不仅外貌活脱一个
小英达袁骨子里也继承了宋丹丹和英达的幽默遥 在
多剧中母子俩的合作让观众眼前一亮遥
最近上映的电影叶私人定制曳中袁宋丹丹又过了把

贵妇瘾遥 塑造人物形象超强尧戏路超广的宋丹丹现
在的片约不少袁她到了挑角色的年龄袁但她在演绎
上没有半点卖老的意思袁 奋力地饰演着每一小角
色遥 宋丹丹一直活跃在影视剧的荧屏上遥

是小品让她夺目
说起宋丹丹演小品袁不得不说两个人袁一个就

是要要要黄宏遥
1989 年的春节晚会袁

因为晚会节目时间不够

长袁 节前十几天临时加了
一个小品叶懒汉相亲曳遥 总
之袁她是在犹犹豫豫尧扭扭
捏捏尧半推半就的状态下走上了野春晚冶舞台遥 宋丹
丹万没想到当她操着不知是山东哪个地方的口音尧
捏着小嗓儿说院野俺叫魏淑芬袁女袁29岁袁至今未婚冶
的时候袁全国已有上亿观众认识了她遥 她也不知道
台底下坐着一个叫黄宏的男孩儿袁他已打定了主意
要跟宋丹丹合作遥 当时他们都还不满 29岁袁他改变
了她的命运遥

叶超生游击队曳是黄宏自己创作的袁他邀宋丹丹
一起上 1990年的新年晚会遥 那时候宋丹丹正怀着
近 7个月的身孕遥 她说院野打死我也没想到叶超生游
击队曳能那么轰动遥 中央台的新年晚会从没出现过
那么耶火爷的节目遥 我第一次尧也是唯一一次真正地

体会到什么叫耶一夜成名爷遥 冶
和黄宏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遥 有时候他们一

天演两场袁最多演过三场遥 为了赶场儿袁他们乘火车
转汽车袁成天在公路上飞奔遥
长时间的奔波袁让宋丹丹有

点想停下来遥 她一停就是 4年袁
这期间黄宏像个单身汉一样野飘
零冶遥 直到 1998年底袁有意再度
出山的宋丹丹袁给黄宏打了个电
话遥 在那年的春晚上袁观众们在
小品叶回家曳中见到了久违的宋
丹丹遥轰动自然不减当年袁1999年的春晚袁他们再次
排演小品袁 但因为小品立意产生争议袁野宏丹丹冶组
合就此画上了句号遥

在宋丹丹的小品路上袁 另一个不得不提的人
是要要要赵本山遥
和黄宏分开后袁宋丹丹放弃了上 1999年春晚的

念头遥 但是袁她在离春节还有十几天的时候袁赵本山
打电话给她袁希望跟她合作遥 赵本山出了一个好点
子袁不拘泥于故事袁特定的规定情境袁有什么包袱就
问什么问题袁而且可以充分展现人物性格遥
很快袁叶昨天袁今天袁明天曳诞生了遥 一经亮相袁戏

惊四座袁谁看了都说好遥 但宋丹丹就是笑不起来袁因
为她发现黄宏不理她了遥

随后的几年宋丹丹和赵本山合作又给观众带

来了几部精彩的小品遥 2000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
晚会 叶钟点工曳遥 2006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叶说事儿曳遥 2007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叶策
划曳遥2008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叶火炬手曳遥部
部都在大年三十的新年夜给观众们送去欢声笑语遥
每年的春晚袁大家都在盼望着宋丹丹的登台遥
对袁是小品把她彻彻底底的推到了亿万观众的

面前遥

喜剧天后
的喜剧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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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YOTATOYOTA
Sterling McCallSterling McCall

9400Southwest Freeway HoustonTX77074

超低的價格和優質的售後服務
不是吹出來的，放眼Houston所有的TOYOTA車行

唯有我們的銷售團隊做到了
當您決定買TOYOTA之時，請務必聯絡我們

我們會不惜一切代價不惜一切代價不惜一切代價 讓您成為我們的顧客

休城唯一，堪稱全美唯一
華人"一條龍"銷售，貸款，售後服務團隊

(銷售部經理)
由Steven Ye和David Luo提供超低售價，眾口皆碑

(貸款部經理)
由Ray Lee幫你完成貸款和過戶手續，簡便快捷

(服務部經理)
由David Wang為您解決任何疑難雜症，開的安心

Steven Ye葉
(713)518-3169

David Luo羅
(713)732-8388

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

2015年新車提前清倉

請速與我們聯繫
(713) 518-3169

前所未有2015年
4月份特惠方案

2015年份所有車型提供
零利息貸款或高至
2500元現金折扣

（Tacoma,Sequoia除外）

☆精通保險理賠法，AAA, 州農場保險指定修護廠
☆USAA, FARMERS, ALLSTATE, TEXAS
FARMERS BUREAU,G.M.A.C. 等等
OPEN SHOP PROGRAM

☆鈑金修護，爭取減或免自付款，保證復原如新
☆最新電腦控制，下吸式，氣熱，無塵烤漆房
（原廠標準，且有終身保證計劃）

☆修護期間，備有免費（收費）租車
☆全車開入式拉大樑機（三臺）

高價收買
三年內
車禍車

˙噴射式引擎，電腦控制系統專家

˙精修電系，噴射式供油系統

˙四輪（電腦鐳射）定位

˙原廠標準保養，冷暖氣

˙引擎修護，剎車，底盤，變速箱等等

˙州政府汽車安全年檢

Bellaire Auto Services & Collision
地址：762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Bellaire & SW Freeway）萬 利 車 行

誠信可靠……高能技師……技術一流……工作保證……價格合理……服務親切……嶄新設備

一 條 龍 維 修 服 務 中 心

．．完整檢測汽車中心
．．引擎調整
．．原廠配件
．．剎車、防凍液、傳動系統
．．方向盤及僻震器

．．皮帶、水喉
．．電池、開動器及整流器
．．防止損壞定期檢驗
．．州政府汽車安全年檢
．．價位保證滿意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六
9:00AM-6:00PM

電話：713-484-7777

州政府汽車安全年檢
（請攜帶保險卡）

○誠徵有經驗的修車技師

鈑金部
免費估價

Stanley Cheung
張 華

832-766-9888 （通國語、粵話）
10595 West Sam Houston Parkway S.

Houston, TX 77099
(US 59 South @ Beltway 8)GillmanHondaHouston.com

自1938年就開始服務華人社區

2015 Honda Accord EX-L

營業時間:Mon-Sat. 9am-6pm

13230 Murphy Road #600 , Stafford, TX 77477
www.theyukongroup.com

˙實木地板
˙全木櫥櫃
˙超耐磨強化復合地板
˙磁磚
˙天然大理石/花崗石

8mm $$22..4949 /呎

12mm $$22..9999 /呎

(包工包料)特價

獨家代理全球質量排名第一的INOVAR防水地板
電話：281-499-4488

追求卓越追求卓越，，追求品質追求品質，，追求完美追求完美！！

* 強化複合地板，實木複合地板，
高光板，浮雕板，亞光板，
手抓紋等等，多種選擇。

* 多種高級靜音底墊
* 萬尺存貨，歡迎批發零售。
* 做地板找又福！作有福人！

又福地板

地址：9920Westpark Dr #107（靠Gessner）Houston TX 77063

www.yulfgroup.comwww.yulfgroup.com
TelTel：：281281--501501--83308330 OrOr 832832--978978--64406440

買買地板

送送靜音地墊

環球百葉窗簾環球百葉窗簾環球百葉窗簾
百葉窗簾耐磨、耐腐蝕，有藝術感，是高
檔生活和身份地位的象征。
翻開百葉窗簾，您看到的，不只是外面的
自然風光，還有心靈深處家的溫馨。
訂做新穎，雙層卷簾窗簾

木質百葉窗專家

WWW.eweb4u.net/blinds
Email：cd_order@yahoo.com

電話：832-310-3532
傳真：832-201-7897

隔熱、環保、省電、美觀
免費估價、到府安裝

CD Global Shutter Inc.

9600 Bellaire Blvd ,Suite116,Houston TX 77036 DYNASTY PLAZA (王朝)
展示廳 ( Show room）:

價格最優 質量保證

擴大營業擴大營業
喬遷地址喬遷地址 顏色多 種類全 尺寸齊

長期備有大量現貨長期備有大量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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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達石業公司

North

反應迅速 專業施工 工廠直銷 免費估價

萬事達石業公司
GRANITE MASTER

4502 Steffani, Houston,TX 77041(新倉庫室內外面積達6萬餘呎，新址在舊地址路口處)

TEL:713.983.6446 / 832.279.9132 ˙Fax:713.983.6481

部分花崗石樣板花崗石板 室外倉庫 倉庫一角 廚房洗盥盆 倉庫展示間 實木櫥櫃 花崗石廚房檯面

一年內付清，可享12個月無息分期付款。

2999

咨詢電話：
281-965-7485
281-908-3750

～讓陽光來去自由～讓陽光來去自由～讓陽光來去自由新穎窗簾新穎窗簾 (C.O.A.X.)(C.O.A.X.)

˙9600 Bellaire Blvd ,Suite116,Houston TX 77036 DYNASTY PLAZA (王朝)
˙Ritaco.10060 W Sam Houston Pkwy .Suit 180 Houston Tx 77099

展示廳 ( Show room）:
可訂做木制百葉窗

室內窗戶裝飾可以體現主人的風格與品味。
◎您想裝扮一個有品味的家嗎？
◎您想擁有冬暖夏涼又能保護隱私的窗戶嗎？
新穎窗簾色澤豪華、內藏貴氣，與眾不同。
新穎窗簾好產品、價格優、款式新、顏色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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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含 80后婚姻的“潜规则” 徐悲鸿夫人逝世 七年短暂婚姻保管悲鸿毕生作品

野我不仅爱徐悲鸿袁也
是他的崇拜者遥 冶廖静文
被评价为野一个为徐悲鸿
而生袁为徐悲鸿而活的女
人冶遥昨晚袁徐悲鸿之子徐
庆平证实袁徐悲鸿夫人廖
静文在北京溘然长逝袁享
年 92岁遥

为爱放弃学术袁从居
里夫人到悲鸿夫人遥

年轻时袁廖静文的理
想是成为像居里夫人一

样的科学家遥 1943年袁她
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成

都金陵女子大学化学系遥
那时袁 她和所有姑娘一
样袁 对未来充满了希望遥
周末的时候袁徐悲鸿就会
来看她遥 傍晚袁他们一起
在月光下散步袁有时坐在
路边聊天噎噎

一年后辍学回到中

央美术学院袁继续协助徐
悲鸿工作遥廖静文说院野一
个人决定放弃自己的理

想是不容易的袁是他感动
了我遥 冶1946 年 1 月袁她
与徐悲鸿结婚遥 8月袁徐
悲鸿出任北平艺术专科

学校校长袁偕她北上居住
在北平遥

七年短暂婚姻,保管
悲鸿毕生作品遥提起刚刚
结婚的那段时光袁廖静文
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

彩遥 她说袁那是她一生中
最轻松尧最快乐的一段时
光遥 野但是生活是不公平
的袁 它让悲鸿生病噎噎冶
1953年 9月 26日袁 徐悲
鸿因患脑溢血病逝遥 廖静
文和徐悲鸿在一起生活

了仅仅 7年多的时间袁感
情却十分深厚遥 徐悲鸿曾
不止一次地说院野我真正
找到了我所爱的人袁除了
你袁没有人会对我有这样
的爱情遥 我要把我最珍爱
的东西都送给你遥 冶因此袁
他在许多作品里都写下

了野静文爱妻保存冶遥
徐悲鸿逝世后袁为了

感谢党和国家对徐悲鸿

的关怀袁廖静文就将徐悲
鸿留下的 1200 余幅作
品袁 及徐悲鸿收藏的唐尧
宋尧元尧明尧清和近代著名
书画 1000 余幅尧图书尧图

片尧碑拓美术资 料等万余
件全部捐赠给国家文化

部袁并捐出了北京的一套
寓所以建立徐悲鸿纪念

馆遥 当时不少好友劝她袁
儿女还小袁应该考虑自己
和孩子今后的生活问题遥
况且悲鸿在许多画里都

写了野爱妻静文冶的字袁应
该为自己留下一部分遥
廖静文在 叶徐悲鸿一
生要要要要要我的回忆曳中
写道院野这些作品和藏
品耗尽了悲鸿毕生的

心血袁凝聚了他对国家
和人民深沉的爱遥我能
据为己有吗袁 不能袁决
不能! 冶

为悲鸿传再进学

堂袁野我冶回忆他的一辈
子遥

1953年袁为了写好徐
悲鸿传记袁她再次进入大
学读书袁到北京大学中文
系插班学习遥 1957年袁她
完成大学学业袁担任徐悲
鸿纪念馆馆长袁并应聘到
中央美术学院讲授中国

文学史遥 在工作中继续搜
集有关徐悲鸿的资料袁为
撰写徐悲鸿传记文学做

准备袁并写出了初稿遥 野文
革冶 中她家几次被抄袁多

年搜集的资料几乎全部

被毁袁徐悲鸿的墓碑被砸
碎袁这给她带来了极大的
痛苦遥

1973年袁周恩来总理
派人看望她袁并亲笔写信
与她洽商恢复徐悲鸿纪

念馆的有关事宜遥 1982
年袁徐悲鸿纪念馆在北京

新街口北大街 53 号矗立
起来遥 她感动得泪如泉
涌袁无数往事一齐涌上心
头遥 1983年袁她撰写的 26
万字的长篇传记叶徐悲鸿
一生曳由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袁在海内外产生了很
好的反响遥

晚年平淡宁静袁野家
国恩情剪不断冶遥

廖静文有一保姆为

伴袁 住在北京西山附近袁
直到近 90 岁她还每日到

纪念馆上班袁她曾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袁野从上世纪
90年代起袁徐悲鸿的作品
拍卖价格一路飙升袁在中
国第一个破百万元袁第一
个破千万元袁屡屡创造拍
卖新纪录遥 几乎每天都会
有人拿着作品来鉴定袁我
每一件都会仔仔细细地

看袁生怕错过一件真迹遥 冶
廖静文表示袁自己平

时没有什么娱乐袁因为听
力不太好袁所以不能看电
视和听音乐袁有时看看书
报遥

野家国恩情剪不断袁
是非真伪寸心知冶遥 廖静
文说袁 人生是复杂的袁不
可能让所有人了解你袁但
怎样做人自己明白遥 野这
几十年袁国家给了我许多
荣誉袁我很感谢遥 冶

婚
姻
能
否
长
久
全
看
前
三
年

不知在过去哪

个年代袁曾经都是先
结婚后培养感情袁后
来随着时间推移袁这
种现象越来越野差冶袁
但就进几来的观察

来看袁这种现象似乎
又有勃起的冲动袁男
女双方对彼此不表

达内心的真实感情袁
而是朦胧得用一种

扭扭捏捏的虚伪做

作来表达他们之间

的爱情遥
越来越多的父母

盼望未婚的同志们

趁年轻结婚袁但是越
来越多的他们被现

实压榨地不得不放

下婚姻袁 为了生计袁
为了更多的美好袁他
们选择了不谈恋爱袁
更不接触婚姻袁所以
就呈现了往年过节

高薪野租男友冶野聘女
友冶的现象袁同样的
现象存在结婚之中袁
那就是野假结婚冶遥

在过去女方婚

姻好象只是一种筹

码袁而现在真的就能
使女人变得不再像

秤砣了吗? 不少父母
本着为以后着想的

高尚原则袁大胆地为
子女设计婚姻袁却恰
恰成了幸福路上的

绊脚石遥他们没有权
利去恋爱袁只能作为
一种筹码摆放在盛

大的婚姻礼堂上遥
男找女袁 女找

男袁在除了真正爱情
的背后袁可能又存在
了另外一种目的遥或
许男方是看中了女

方家中的哪位贵人袁
或者女人则是看中

男人的腰缠万贯遥 在
男人女人存在这种

游戏的交往的同时袁
他们忽略了一点袁那
就是在婚姻中他们

已经倒卖了自己袁而
且是野贱冶卖遥

中国的婚姻可

能自古以来就没有

脱离这个现实袁一直
以来我不可思议的

以为袁是不是过去的
官宦制度造成了这

一切呢袁凭什么非得
门当户对袁这样的婚
姻一定就非常的幸

福吗袁当爱情出卖给
金钱和势力的时候袁
那么爱情已经像变

质的水果一样满生

寄生虫遥
现在这年头虽

说都有车有房袁看了
报纸的征婚广告袁男
方大多都介绍自己

有房有车袁当放在现
在这代人身上袁有房
有车不一定就是稀

罕事袁 房子得别墅袁
轿车最少得四个圈

的袁不然进进出出的
人家嫁你就觉得没

面子袁而且爹妈也舍
不得把闺女送给你遥

现在的很多人

都被父母指名和谁

谁谁结婚袁不结婚就
断绝关系袁拿着这些
要挟生怕自己的子

女脱离自己的依靠遥
很多婚姻就是在这

种有力的催促下形

成的袁但这样的婚姻
终究会幸福吗袁个人
估计类此婚姻离婚

率非常高袁而且生活
极不和谐遥

本着带有野婚姻
恐惧症冶的原则结婚
了袁或许只是为了想
挑战初婚带来的刺

激袁或许只是为了证
明自己可以结束这

段结界袁结婚在更多
年轻人心里成了一

种时尚遥 而且婚姻在
很多时候可以解决

生活上尧心理上的的
压力和抑郁袁在很大
程度上防止了与现

实脱节的表现遥
现在年轻人不害

怕结婚袁因为离婚根
本不是丢人事儿袁就
像很多怪事袁见怪不
怪遥 所以他们本着以
试婚挑战恋爱技巧袁
技术袁学习恋爱这本
宝典遥 所以就出现了
野三领红本周五领绿
本冶的潮流现象遥 不
知道这代年轻人到

底要试多少次婚才

能长大遥
本想说野海龟冶又

怕别人说我模仿袁所
以就干脆说螃蟹遥 年
轻人本着时尚潮流

的原则寻找对象袁寻
找进家门的对象真

的是好果子吗?

对于一个孩子的成

长袁 我们常说院 三岁看
大袁七岁看老遥 其实袁婚
姻也一样遥

无数的现实案例袁
无不在反复告诉我们院
结婚后最开始的三年袁
往往决定着婚后一辈子

的幸福遥 那些该融合和
摒弃的袁 那些关乎到婚
后秩序和稳定的袁 那些
诸多默契习惯尧 原则底
线和细枝末节袁事实上袁

绝大多数都已经且必

须袁 在这最前面关键三
年给予野约定冶遥

聪明的人袁 总会在
婚姻的最开始袁 就把一
些合理和共建性的制订

下来遥 如待人接物的基
本礼数和底线尧 婚姻中
的基本平等原则尧 婚姻
出现矛盾和危机时该有

的沟通方式和渠道尧夫
妻双方共同认可并且各

自该有的职责重心等遥

就拿做家务这件事

来说吧袁 婚后前三年没
有共建或约定好的女

人袁 不但会忙碌劳累一
辈子袁 而且从根本上放
弃了一个绝佳让双方共

同参与婚姻尧 共建和交
流的渠道遥 一方面袁男人
会变得更加懒散袁 理所
应当袁 甚至淡化婚姻的
责任曰另一方面袁女人自
身劳累袁心有怨言袁并难
于向对方顺畅的倾诉遥

如此以来袁 男女婚姻极
化袁恶性循环袁对婚姻百
害而无一利遥
反之袁让婚姻双方袁

适度有效地共同参与到

家务中来袁 却往往对婚
姻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

促进作用遥
当然袁 还可以有很

多其他的方面遥 两个人
相处太久袁 总有无意的
淡漠和疲惫袁 以致让我
们总爱怀疑那些曾经的

爱还在不在遥 每一天袁我
们的情绪难定袁 似乎总
也找不到一种刻度袁去
衡量彼此遥 但在悠悠的
婚姻中袁 衡量他们爱情
刻度的袁 恰恰是那把在
婚姻前三年袁 约定坚持
下来的鞋刷袁 是它让两
个人飘浮的情绪稳定袁
更是它让他们彼此明

白袁 其实他们的爱早就
变成了鞋油袁 刷进了婚
姻的习惯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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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们的好意袁我知道你们对我的好袁但是
我该走了遥 这件事情其实计划了很久袁今天是该走
的时候了遥 要要要大儿子张启刚遗书

6月 9日袁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 4名儿童服
农药中毒死亡遥得知事件发生后袁6月 12日袁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十分关切并作出重要批示袁要求有关部
门对各地加强督促袁把工作做实尧做细袁强调临时救
助制度不能流于形式遥 对不作为尧假落实的要严厉
整改问责袁悲剧不能一再发生遥
数名相关责任人遭停职免职处理

记者 员圆日从贵州省毕节市委获悉袁 毕节市委
和七星关区委决定对毕节 源名儿童服食农药身亡
事件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遥 其中袁七星关区人民政
府副区长杨黔尧教育局局长叶荣和田坎乡茨竹村包
村领导薛廷猛被停职检查曰七星关区田坎乡党委书
记聂宗献尧乡长陈明福被免职遥 目前袁毕节市和七星
关区已经成立联合调查组袁 对该事件进行深入调
查袁待调查结束后袁将视情节对其他相关责任人进
行处理袁涉嫌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处理遥
积极推动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建设

针对毕节市 源名留守儿童非正常死亡事件袁民
政部新闻发言人陈日发 员圆日表示袁 民政部高度重
视袁立即责成贵州省民政厅组成工作组赴当地了解
情况遥 民政部决定会同有关部门开展社会救助专项
督查袁重点督查临时救助制度落实情况曰会同财政
部进一步抓好野救急难冶综合试点袁帮助群众及时解
决生活困难袁在提供物质救助的同时袁通过社工介
入等方式为救助对象提供心理关爱遥 陈日发表示袁
民政部将继续推动建立健全包括重病重残尧事实无
人抚养尧父母服刑尧戒毒人员子女等困境儿童福利
保障和社会保护工作袁加快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
和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试点工作进度袁加大试
点工作覆盖面遥 同时袁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动农村
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建设遥
孩子父亲微博回复院已知道将回家
目前袁死者母亲已联系上袁已派人前往其所在

地将其接回遥 其父亲在微博上回复媒体说院野已经知
道家里的事情袁明天回家遥 冶通报显示袁四名儿童的
父亲张方其今年 3月外出打工袁母亲任 希芬离家出
走多年遥 2012年起袁田坎乡将张方其和大儿子张启
刚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袁每人每季度保障金
额为 531元遥 调查人员在其家中发现低保存折尚有
余款 3568元袁还有粮食尧腊肉等生活物资遥
孩子家并非很穷但缺父爱母爱

对于 4兄妹的悲剧袁当地许多村民归结为是孩
子们严重缺乏父爱母爱的结果遥在村里人眼中袁4兄
妹都是相对内向尧孤僻的性格袁不爱跟人多交流遥 4
兄妹的姨奶奶潘玲一口咬定袁这跟孩子们的自卑心
理有关袁野爸爸妈妈要么都不在家袁回家碰到一起就
当着孩子的面吵架冶遥 潘玲曾对媒体说袁孩子们的父
亲张方其大约 10年前开始出门打工袁 母亲渐渐有
了外遇袁双方的感情最终在 2013年彻底破裂遥 孩子
的母亲离家出走袁张方其独自带着 4个孩子生活遥 4
兄妹中哥哥的班主任杨小琴回忆袁每逢 3月和 9月
开学时节袁张方其都会带着孩子来交费袁从不拖欠袁
之后便出门打工袁留下 4个孩子独自在家遥

不幸死亡之前袁这几个孩子辍学在家袁无人照料袁相
依为命曰告别人世之后袁还迟迟未能联系上他们的
父母遥 活的卑微袁死的凄凉遥 这样惨烈的事袁发生在
今日之中国袁一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袁让人
更觉悲凉遥 悲剧曝光之初袁舆论的怒火指向地方政
府袁 因为有消息说这些孩子穷困到只能玉米果腹袁
让人想起几年前同样在毕节发生的袁留守儿童丧命
垃圾箱的悲剧遥 但后来剧情野反转冶袁称孩子一家虽
穷袁但基本的温饱不成问题袁父亲定时寄钱回家袁同
时享受政府低保遥

种种迹象显示袁这些孩子可能是因心理问题自
杀遥这比野穷死冶残酷的多袁也复杂的多遥至少不只是
先前网民所愤怒的政府保障问题袁同时也是农村家
庭问题袁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袁社会救助体系问题遥
如果这些孩子有大人陪护袁如果学校对孩子的辍学
干预更积极袁如果地方政府的救助更细致袁悲剧或

许能避免遥 但现实没有如果袁几个孩子被遗忘在三
层楼里袁他们的不幸袁暴露出底层社会的千疮百孔遥
谈及当下的中国袁人们会看到股市上的狂欢袁会看
到整体经济实力提升之后国际话语权的改变袁等
等遥但这些强大和鲜亮袁不是中国的全部遥被遗忘的
野毕节四兄妹冶袁是中国的问题所在尧挑战所在遥 毕节
还有多少这样的留守儿童在孤独中苦苦挣扎袁中国
还有多少毕节这样的地方钥 逐渐强大而快速奔走的
中国袁需要慢下来袁低下头袁照顾好社会的弱势袁这
是国家和国民的尊严所在遥
一个崛起的中国袁 要想真正赢得世人的尊重袁

具备长久的竞争力袁不仅是看总的经济体量袁还要
看个体的幸福程度尧权利的保障程度遥 一个儿童生
命权都难以保障的社会袁一定有太多的软肋需要弥
补遥 为什么那么多儿童注定留守袁为什么整体财富
急速增长的社会还有那么多人在贫困线挣扎袁为什
么救助体系在悲剧面前总是不堪一击钥 这些都是快
速发展的中国袁必须面对的课题袁必须要补上的功
课遥 过去的这些年袁整个内地从个体到政府都在忙
于经济的赶超袁这是野落后就要挨打冶得来的教训袁
无可厚非袁但在快速的发展中袁沉淀了很多矛盾袁遗
留了很多问题袁能否很好地解决袁将影响社会肌体
的长久健康遥 可以考虑的解决路径很多院进一步破
除城乡壁垒袁让留守儿童能跟随父母曰增加农村公
共服务的投入曰鼓励更多公益组织尧慈善机构展开
社会互助等遥 所有这些缺的不仅是钱袁还有更新尧更
开放的执政理念尧社会治理体系遥

要从这一次悲剧中汲取教训的袁 不只是毕节遥
更多的决策者袁需要拥有这样的忧患意识遥 不能仅
仅将目光停留于财富数据尧光鲜政绩袁矛盾隐患不
仅藏于极端贫困中袁 还会萌芽于悬殊的贫富差距遥
比如袁这一轮的股市狂欢袁会不会非理性地加剧贫
富悬殊袁乃至遗留一地鸡毛的悲剧袁需要更理性的
思考和应对遥
不幸的野毕节四兄妹冶无法复生袁更多孩子所生

活的环境必须改变遥 这个悲剧暴露了中国崛起中的
软肋遥民惟邦本袁本固邦宁遥中国真正的挑战仍在自
身袁很多矛盾仍在内部袁正视这些挑战袁开拓性地推

动变革袁才对得起那些年幼生命所换来的教训遥

又见中

毒悲剧袁又见
留守儿童袁发
生在贵州毕

节的 4 名儿
童集体中毒

身亡事件袁之
所以引起如

此大的关注袁除了事件本身的惨痛外袁野毕节冶也是
一个非常醒目的关键词袁因为这件事很容易让人联
想起袁三年前同样发生在毕节的 5名男童因中毒死
亡在垃圾箱的悲剧遥

而根据媒体的梳理袁 从 2012年垃圾箱中毒悲
剧到此次的食物中毒悲剧袁 毕节如一个被诅咒之
地袁关于留守儿童的悲剧竟然屡屡发生院2013年 12
月袁5 个孩子在放学路上被农用车碾死曰2014 年 4
月袁毕节曝出小学生被教师性侵案袁此案至少涉及
12名女生遥

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结论袁这四名孩子是误
食还是被人下毒身亡袁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袁这四个
孩子都是留守儿童袁 都是在极大的风险夹缝里生
存袁于此而言袁它以让人难以呼吸的悲剧折射出毕
节留守儿童的生存之殇遥

事实上袁在 2012年发生男童中毒事件后袁毕节
当地政府就已经承诺要正视留守儿童的安全问题袁
曾宣布对全市范围内留守儿童进行逐一排查袁设立
留守儿童专项救助基金袁采取一对一帮扶措施遥

那么袁当悲剧再次重演袁如一记记响亮的耳光
打在曾经关于制度救济的信誓旦旦上袁那么袁我们
需要反思的是袁来自制度范围内的救济是如何失灵
的呢钥 是否真正做到过逐一排查袁一对一帮扶的呢钥
如果有袁这四个孩子是如何成为漏网的悲剧钥 按理
说袁这四个孩子集中于一个留守家庭袁无论如何袁他
们都不应该成为被遗忘的野天使冶袁那么袁如果没有袁
更值得审视的是袁在公共承诺与现实兑现之间的差
距袁到底隐匿着什么样的治理之殇钥 当惨痛悲剧再
次发生袁在舆论的聚焦下袁我们可以预期到一次严
苛的追责袁但是追责之后呢钥 四个孩子已经成为永
远的殇痛袁追责从悲剧本身而言已于事无补袁而追
责的价值乃是在于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袁它需要严
苛的问责袁更需要细致的制度补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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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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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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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教育 PK隔代教育

野妈妈生袁外婆养袁爸爸回家就上网袁外公天天菜市场袁爷爷奶奶来
欣赏遥 冶这估计是当今社会的普遍现象遥 总听人说袁隔代教育容易养成
霸道总裁尧极品作女袁事实是否果真如此钥 隔代教育是否会影响孩子的
性格钥 迫于现在社会的现状袁很多都是老人隔代帮忙带孩子袁老人的辛
苦和一片爱心不容否定袁但是由于思想观念尧生活习惯和教育理念的
不同袁很多隔代教育中出现的误区是必须要纠正的遥

野你把这碗饭吃了袁奶奶等下带你去买糖冶袁野你去睡觉袁爷爷明天
带你去公园冶噎噎结果袁孩子欢天喜地吃完了尧去睡觉了袁但是爷爷奶
奶故意将承诺忘记了袁 或者干脆说 野下次再给你买冶袁野下次再带你去
玩冶袁孩子也是有自尊的袁被骗多了袁会养成怀疑的习惯袁逐渐地袁也学
会去骗别人遥

追究桌子的责任孩子撞在桌子摔倒了袁老人赶紧将哇哇大哭的孩
子抱起来袁野打它袁桌子不乖袁撞到宝宝袁打它噎噎冶这是育儿还是害儿
呢钥

这样的教导袁让孩子是非不分袁长大后袁往往将自己的失误和过错
推到客观环境或者别人身上袁这样的孩子袁不善于自我总结和纠正袁也
终究会变得自欺欺人遥

老人最常跟孩子说袁慢点跑袁别摔着遥 一岁半以后袁其实经常是爷
爷奶奶稍不注意袁孩子一溜烟就没有了遥 于是老人害怕院我干脆就抱着
他好了遥

经常抱着孩子会导致什么情况钥 一旦会走路的孩子袁反而不愿意
走路了袁老想让大人抱着遥孩子也会形成了不敢冒险的意识袁前面有危
险袁还是呆奶奶身边好了遥 这样很容易养出胆小的孩子遥

在游乐场里头袁孩子玩得特别高兴的时候袁老人趁他不注意嘴里
塞一个水果遥 在老人看来院只有这个时候袁孩子不会轻易抗拒袁塞一个袁
孩子就会吃一个遥 吃一个袁就算一个遥

老人做得对不对呢钥 实际上这个小小动作极易破坏了孩子注意力
的发展遥有些孩子上学的时候袁为什么他的注意力不好钥实际上就跟他

小时候一点一滴的这种野被打扰冶有关遥 亲子教育 PK隔代教育遥

老的观念是袁孩子白胖才最好遥 老人也总希望孩子吃得很抱袁所以
习惯不停地喂袁甚至追着喂遥

有些孩子不想吃袁老人就威迫利诱袁用零食哄袁用语言威胁野不吃
我就让警察抓走你冶袁用动画片引诱噎噎其实袁越是强迫袁孩子越排斥
吃饭袁而还造成孩子吃饭时吃零食尧看电视的坏习惯遥

老人怕冷袁于是他们也习惯地给孩子穿很多遥孩子是纯阳的袁他不
怕冷袁除非他的体质生下来就偏弱遥 结果孩子一运动袁就容易出汗袁汗
凉了袁孩子一热一冷袁反倒更易生病遥

女儿嘴上有甜味袁妈妈就问院你吃糖了钥 她想了想袁说院吃了遥 这时
爷爷就冲出来袁说院你这个叛徒袁我都告诉过你不要告诉你妈妈袁你还
跟你妈妈说遥妈妈知道袁不能跟老人起冲突袁只好压着情绪袁跟孩子说院
一定要跟妈妈诚实袁吃了就是吃了袁妈妈不是不允许你吃的明白吗钥

第二天袁孩子又吃糖了袁妈妈再问时袁女儿疑惑了半天袁想了想袁
说院我吃了还是没吃呢钥 她不知道他该怎么样回答遥 一方面袁这孩子怕
爷爷说他是叛徒袁一方面又怕妈妈担心遥

你看袁孩子是天生的外交家袁所以很多父母发现孩子可会察言观
色了遥 他们会看看爷爷奶奶允许的是什么袁如果爸爸妈妈不允许就不
去找他们了袁转而去找爷爷奶奶遥

有些老人听力衰退袁总是对孩子说话声音过大袁而且看电视的时
候习惯将电视声音开得比较大遥 而小孩对声音是很敏感的袁我也经常
提醒宝妈给孩子听音乐的时候声音一定不要太大遥 这样长期以往袁都
会对孩子的听力有损伤遥

9尧毫无限制给孩子吃零食
孩子一哭闹袁什么糖尧汽水尧零食都给孩子吃了袁疼爱孩子到无节

制的地步遥 老人也不知道什么食品添加剂袁也不知道零食危害孩子健
康袁更不知道添加剂会损害孩子的大脑遥

妈妈问院宝贝袁你今天去哪里玩了呀钥 然后奶奶就说我们今天去小
公园了遥妈妈没吭声袁又问院你今天见到哪个小朋友了啊钥奶奶说院我们
见到谁谁遥

另外一个例子袁孩子吃饭前喜欢帮妈妈端饭袁家里老人就很担心
饭碗会摔掉袁一般都是孩子还没端起来袁就被老人接过去了遥

这些行为袁其实是减少了孩子自己学习的机会袁对孩子语言发育
和动作协调封能力的发展都是有影响的遥

现在大城市中袁很多家庭中的老人年岁都比较高遥 因为大城市中
的年轻人袁结婚和生孩子的时间本就愈来愈推迟袁上班后陪伴孩子也
少遥这些缺乏活力的老人带孩子袁他们跟孩子身体上的接触偏少袁容易
造成孩子安全感的缺失遥

母婴肌肤的接触袁是婴儿建立安全感的基础遥 这类孩子长大后不
会主动跟别人交流袁也不知道怎么跟人沟通袁他们往往会内向袁甚至抑
郁遥

有一个奶奶袁说自己的孙子命里缺金袁立马就把自己的金戒指摘
下来塞到孩子的嘴里了袁三个月的孩子一下子就吞下去了袁差点丢了
性命曰还有一个奶奶袁新得了孙子袁高兴极了遥 要按照野习俗冶用钱给孩
子洗澡遥 结果孩子皮肤严重过敏袁浑身起大红疙瘩袁哭闹个不止遥 就这
情况下袁奶奶还不觉得有何不妥遥

隔代教育 PK亲子教育袁谁更胜一筹钥冠军的花环自然落在亲子教
育身上遥 爸比妈咪们要注意了院隔代教育永远不能取代亲子教育

孩子往往都是老人家的心肝宝贝袁面对孩子的意见与提议袁很少
老人会拒绝遥因此袁当老人的意见与你的想法相左时袁建议各位家长先
顺着老人的意思来袁事后再通过一些小策略让孩子间接地来表达遥

当父母和老人的意见产生分歧后袁千万不要当场或是当着孩子的
面就指责对方袁一定要找没人的场合私聊遥 这样让老人家意识到自己
的做法欠妥袁也更易坦然面对遥 此外袁如果是与爷爷奶奶沟通袁那就请
爸爸出马曰而如果是与姥姥姥爷沟通袁就请妈妈出马浴这样才能事半功
倍哦浴

老人的一些行为可能对于孩子的成长并没有好处袁但如果你直接
劝说老人的话袁很可能达不到你想要的效果遥这时候袁不妨拿出一些反
面教材来对老人进行劝说遥

当父母和老人在教育过程中产生重大分歧时袁千万不可以针锋相
对袁否则问题解决不了袁大家的关系还会恶化遥 面对这种情况袁父母可
以通过邀请老人一同观看专家讲评育儿知识和方法的节目来解决遥专
家的指导更有说服力袁老人会更容易接受遥

对于老人在教育孩子上的一些错误方式或说教袁父母有时候不必
争个面红耳赤遥年轻父母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袁对老人的指责尧不
满权当没听见就好了遥适当的时候撒撒娇袁表示自己很无奈什么的袁老
人的气也就消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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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传》选读
爱神被齐德拉的诚心感动了袁答应给她一年的美貌袁丑陋的齐德拉一变而成为如花

似玉的美人袁赢得了王子的爱袁并结为夫妇遥 可是这位女中豪杰不甘冒充美人袁同时袁王
子又表示敬慕那个平定了盗贼的女英雄齐德拉袁他不知他的妻子就是这位公主遥 于是袁
齐德拉祈祷爱神收回她的美貌袁在丈夫面前显露了她本来的面目遥
在剧中袁林徽因饰齐德拉袁张歆海演阿顺那袁徐志摩和林长民扮爱神和春神遥
与泰戈尔同行的印度画家南达拉波斯在后台为他们化妆遥 印度男女是又大又圆的

眼睛袁林徽因的杏眼化妆起来有些困难袁南达拉波斯却说她像印度阿萨姆曼尼埠人袁因
为阿萨姆曼尼埠人都是蒙古型的袁与中国人很接近遥
天鹅绒大幕缓缓拉开了遥
林徽因和徐志摩没有想到袁他们竟然那么快就进入场境院
齐德拉 要要要你是那位带着五把箭的神袁爱情的主宰么钥
玛达那渊徐志摩饰演的爱神冤我就是从创造者心中生的第一个孩子遥 我把男人和女

人的生命都捆锁在痛苦和快乐的镣铐里浴
齐德拉 我晓得袁我晓得那痛苦和镣铐是什么样的东西遥 要要要你是谁呢袁我主钥
伐森塔 我是他的朋友要要要伐森塔要要要季节的王遥死亡和衰老把世界拖得形销骨立袁

但是我跟在他后面袁不断地攻击他们遥 我是永在的青春遥
齐德拉 我向你鞠躬袁伐森塔神遥
玛达那 美丽的陌生人袁 你发下了什么重誓钥 你为什么用忏悔和修行来凋萎你的青

春钥 以这种的牺牲来礼拜爱神是不适宜的遥 你是什么人袁你祈求什么钥
齐德拉 我是齐德拉袁马尼浦王室的女儿遥 湿婆天神垂降神恩袁应许我的王祖以世代

绵延的男储遥 但是袁神旨却没有力量改变我母亲腹中生命的火花要要要我的天性是这样的

坚强袁虽然我是一个女子遥
玛达那 我知道袁因此你父亲把你当作儿子带大了遥他教给你拉弓射箭和一切为王的

职责遥
齐德拉 是的袁因此我穿上男装走出深闺遥 我不懂得女人赢得人心的诡计遥 我的双手

可以拉开强弓袁但是我从来没有学过爱神的以目送情的箭法遥
玛达那 这是不用学的袁美人遥 眼睛不用教练也会工作袁它会知道它做得多好袁击中

了什么人的心遥
齐德拉 你这征服世界的爱神袁还有你袁伐森塔袁季节的年轻的神袁从我年轻躯体上把

天赋的不公和没吸引力的平凡拿去吧遥 只要有一天的时间使我绝顶美丽袁就像我心中忽
然开放的爱一样的美丽遥 只给我短短一天的完全的美丽袁我将用以后的日子来还报你遥
玛达那 我答应了你的请求遥
伐森塔 不只是短短的一天袁 而是整整的一年袁 春花般的魅力将寄托在你的肢体

上遥
林徽因和徐志摩人情的表演感动着观众袁他们是那样默契袁那样的和谐袁每一个眼神

儿都很快被对方理解袁他们似乎忘记了这舞台的存在袁忘记了台下的观众袁他们看见了
初闪的晨光袁看见了空中飞翔着的天使袁看见了黎明玫瑰红的光辉袁看到他们脸上流水
般的阳光袁却唯独没有看见梁启超那惊愕尧愠怒的目光遥
玛达那 哎袁你这凡人的女儿浴我从天库里偷来芳醇的仙酒袁把人间的一夜斟到满盈袁

放在你手里袁请你饮用要要要可是我仍然听到这渴望的呼唤浴
齐德拉 渊辛酸地冤谁饮到这酒了钥生命的愿望中最罕有的完满袁爱的第一度合一已经

赠送给了我袁却又从我的紧握中攫走了浴 这个借来的美丽袁这包裹着的虚伪袁将从我身上
溜走袁也带走了那甜蜜的合一的唯一纪念物袁就像花瓣从残花上凋落一般曰而那个因极
端贫困而羞愧的女人袁将日夜地坐着哭泣遥 渊未完待续冤

《老舍自传》选读
二尧国文教员

就在那么心里悬虚的一天袁到了新加坡遥再想在船上吃袁是不可能了袁只好下去遥雇
上洋车袁不袁不应当说雇上袁是坐上曰此处的洋车夫是多数不识路的袁即使识路袁也听不
懂我的话遥坐上袁用手一指袁车夫便跑下去遥我是想上商务印书馆遥不记得街名袁可是记
得它是在条热闹街上曰上欧洲去的时候曾经在此处玩过一天遥洋车一直路下去袁我心里
说院商务印书馆要是在这条街上等着我袁便是开门见喜曰它若不在这条街上袁我便玩完遥
事情真凑巧袁商务馆果然等着我呢遥 说不定还许是临时搬过来的遥
这就好办了遥进门就找经理遥道过姓字名谁袁马上问有什么工作没有遥经理是包先

生袁 人很客气袁 可是说事情不大易找遥 他叫我去看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黄曼士先
生要要要在地面上很熟袁而且好交朋友遥我去见黄先生袁自然是先在商务馆吃了顿饭遥黄
先生也一时想不到事情袁可是和我成了很好的朋友曰我在新加坡袁后来袁常到他家去吃
饭袁也常一同出去玩遥他是个很可爱的人遥他家给他寄茶袁总是龙井与香片两样袁他不喜
喝香片袁便都归了我曰所以在南洋我还有香片茶吃遥不过袁这都是后话遥我还得去找事遥
不远就是中华书局袁好袁就是中华书局吧遥经理徐采明先生至今还是我的好朋友遥倒不
在乎他给找着个事作袁他的人可爱遥 见了他袁我说明来意遥 他说有办法遥 马上领我到华
侨中学去遥 这个中学离街市至少有十多里袁好在公众汽车渊都是小而红的车袁跑得飞快冤方便袁一会儿就到了遥 徐先生替我去
吆喝遥 行了袁他们正短个国文教员遥 马上搬来行李袁上任大吉遥 有了事作袁心才落了实袁花两毛钱买了个大柚子吃吃遥 然后支
了点钱袁买了条毯子袁因为夜间必须盖上的遥买了身白衣裳袁中不中袁西不西袁自有南洋风味遥赊了部叶辞源曳曰教书不同自己读
书袁字总得认清了要要要有好些好些字袁我总以为认识而实在念不出遥 一夜睡得怪舒服曰新叶辞源曳摆在桌上被老鼠啃坏袁是美
中不足遥 预备用皮鞋打老鼠袁及至见了面袁又不想多事了袁老鼠的身量至少比叶辞源曳长袁说不定还许是仙鼠呢袁随它去吧遥 老
鼠虽大袁可并不多遥 许多是壁虎遥 到处是它们院棚上墙上玻璃杯里要要要敢情它们喜甜味袁盛过汽水的杯子总有它们来照顾一
下遥 它们还会唱袁吱吱的袁没什么好听袁可也不十分讨厌遥
天气是好的遥早半天教书袁很可以自自然然的袁除非在堂上被学生问住袁还不至于四脖子汗流的遥吃过午饭就睡大觉袁热

便在暗中度过去遥 六点钟落太阳袁晚饭后还可以作点工袁壁虎在墙上唱着遥 夜间必须盖条毯子袁可见是不热曰比起南京的夏
夜袁这里简直是仙境了遥 我很得意袁有薪水可拿袁而夜间还可以盖毯子袁美浴 况且还得冲凉呢袁早午晚三次袁在自来水龙头下袁
灌顶浇脊背袁也是痛快事遥
可是袁住了不到几天袁我发烧袁身上起了小红点遥平日我是很勇敢的袁一病可就有点怕死遥身上有小红点哟袁这玩艺袁痧疹

归心袁不死才怪浴把校医请来了袁他给了我两包金鸡纳霜袁告诉我离死还很远遥吃了金鸡纳霜袁睡在床上袁既然离死很远袁死我
也不怕了袁于是依旧勇敢起来遥 早晚在床上听着户外行人的足声袁野心眼冶里制构着美的图画院路的两旁杂生着椰树槟榔曰海
蓝的天空曰穿白或黑的女郎袁赤着脚袁趿拉着木板袁嗒嗒的走袁也许看一眼树丛中那怒红的花遥有诗意呀遥矮而黑的锡兰人袁头
缠着花布袁一边走一边唱遥 躺了二天袁颇能领略这种浓绿的浪漫味儿袁病也就好了遥
一下雨就更好了遥 雨来得快袁止得快袁沙沙的一阵袁天又响晴遥 路上湿了袁树木绿到不能再绿遥 空气里有些凉而浓厚的树

林子味儿袁马上可以穿上夹衣遥 喝碗热咖啡顶那个遥
学校也很好遥学生们都会听国语袁大多数也能讲得很好遥他们差不多都很活泼袁因为下课后便不大穿衣袁身上就黑黑的袁

健康色儿遥 他们都很爱中国袁愿意听激烈的主张与言语遥 他们是资本家渊大小不同袁反正非有俩钱不能入学读书冤的子弟袁可
是他们愿打倒资本家遥 对于文学袁他们也爱最新的袁自己也办文艺刊物的袁他们对先生们不大有礼貌袁可不是故意的曰他们爽
直遥 先生们若能和他们以诚相见袁他们便很听话遥 可惜有的先生爱耍些小花样浴 学生们不奢华遥 一身白衣便解决了衣的问
题曰穿西服受洋罪的倒是先生们袁因为先生们多是江浙与华北的人袁多少习染了上海的派头儿遥 吃也简单袁除了爱吃刨冰袁他
们并不多花钱遥天气使衣食住都简单化了遥以住说吧袁有个床袁有条毯子袁便可以过去遥 没毯子袁盖点报纸袁其实也可以将就遥
再有个自来水管袁作冲凉之用袁便万事亨通遥 还有呢袁社会是个工商社会袁大家不讲究穿袁不讲究排场袁也不讲究什么作诗买
书袁所以学生自然能俭朴遥从一方面说袁这个地方没有上海或北平那样的文化曰从另一方面说袁它也没有酸味的文化病遥此地
不能产生叶儒林外史曳遥 自然袁大烟窑子等是有的袁可是学生还不至于干这些事儿遥 倒是由内地来的先生们觉得苦闷袁没有社
会遥 事业都在广东福建人手里袁当教员的没有地位袁也打不进广东或福建人的圈里去遥 渊未完待续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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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英国媒体 6月 9日报道袁新西兰 56岁
女垂钓者唐娜?帕斯科渊Donna Pascoe冤在风雨
中奋斗了 4个多小时后袁 在新西兰的雷因格
海角成功捕获一条长 3米尧 重达 823斤的蓝
鳍金枪鱼遥
据悉袁唐娜自 2007年便开始了她的钓鱼

事业遥她表示院野许多人认为女人不会钓鱼袁但
这次我向众人证明了女人也有能力钓鱼袁甚
至能够在这一方面打败男性遥 冶

当谈到这次钓到巨大金枪鱼的经历袁唐
娜说院野当我开始拉鱼竿的时候袁 一些经验丰
富的垂钓者就对我所钓到的东西表现出疑

惑袁而当我在往回拉鱼线时袁这感觉就像在和
一列火车进行拉力战遥幸运的是袁不久后鱼便
停止了挣扎袁而我也能够将其拉出海面遥 冶此
外袁 唐娜和她的 4个同伴还因为没有意识到

这条的金枪鱼的庞大袁 花了 4个多小时才将
其运上她的船遥
据悉袁2014年袁因为成功垂钓到这条巨大的金
枪鱼袁 唐娜从超过 800名的候选人中脱颖而
出袁被国际钓鱼协会授予最佳钓鱼纪录奖项遥
2014年 4月她还参加了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
办的颁奖典礼遥 唐娜表示袁这是她人生中仅有
一次的体验袁 她真心认为她无法再打破这个
纪录了遥

有关人士表示袁 唐娜的这条金枪鱼不是
在商船上捕获的袁因此无法出售遥 对此袁唐娜
表示袁他们将会把这条鱼制作成模型袁并且现
在已经制作成功了袁 他们将于几日后把这条
巨大的金枪鱼摆放在当地的渔具店向众人展

示遥

女子奋斗四小时捕获 823斤 3米长金枪鱼

人是胎生动物袁当然不可能生蛋袁不过印尼一
名 12岁男童却一连下了 14 颗腋蛋夜袁经医院检查
后袁也证实这些腋蛋夜是由男童体内排出袁不过究竟

蛋的组成成分为何钥 蛋里有
什么钥 都须待医院进一步厘
清遥

根据当地媒体报导袁12
岁男童艾克马渊Akmal冤声称
自己肚子里有异物袁 且从上
周开始大出 7颗长的像鸡蛋
的东西遥
艾克马父母将他带到当地的

萨雅客医院 渊Shaykh Yusuf
Sungguminasa冤检查袁经过 X
光照射后袁确实看到男童的
骨盆腔及腹部内有外型极

像鸡蛋的谜样物体曰检查完
毕后没多久袁艾克马又在急
诊室大出 7颗遥

医师费尔里亚尼渊Fer鄄
liyani冤表示袁目前尚未有医
学界的理论能解释艾克马

所排出的东西究竟为何袁又是怎么组成的袁只能将
这 7颗腋谜样的蛋夜先送往实验室检查袁详细报告
需待进一步研究遥

印尼 12 岁男童离奇产蛋
一连下了 14颗

鬼獒其实就是藏獒的亚种的产物袁 其毛色有别
于其它藏獒袁又不同于白化病的藏獒遥通过与其它大
型犬杂交袁保留父的部分体貌特征袁而毛色有白色或
白青交杂袁称之为鬼獒遥
人们一直以为鬼獒王已经灭绝了袁 最近竟然发

现有一条全国乃至全世界仅有的鬼獒王遥据介绍袁这
条獒的名字叫魔王袁品种是濒临绝种的鬼脸獒王袁年
龄才一岁八个月袁体重不详袁因为根本无法靠近遥

这只小獒带回来的时候快四个月了袁 喂食喂水
都不敢靠近袁吼叫起来感觉整个屋子都在颤动袁气势
把大家吓的不敢大声说话袁 拿在手里的相机也瑟瑟

发抖遥
厂长还说院 整个獒场除了青狼敢和它象征性吼

两声以外(青狼是另一品种的藏獒袁根本不敢正面和
它叫板! )没有一条獒敢到它面前!这就是凶猛异常的
鬼獒王遥

相关人员说在去青海拉它的时候袁知情牧民说院
在它嘴下已经死掉两条獒了! 它在吠叫的时候袁场内
就只能听见它的叫声袁其它的獒全都被迫性安静! 我
们说话的时候袁也是不敢大声袁稍不注意就会招来一
顿恐惧的怒吼遥

世界仅存一只！
藏獒之王鬼獒王将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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