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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西七天
$318（再買二送一）$215起

加拿大洛磯山七天,
哥倫比亞大冰原 露易絲湖 溫哥華

$566/人(原$629)

美東六天 $175起 美加東八天 $303起

黃石公園( 丹佛) 六天 $266起

黃石七天 羚羊彩穴、布萊斯峽穀、包偉湖 $286起

（
買
二
送
一
）

專辦中國簽證 (十年) 全球豪華郵輪

北歐七天 $730起

（
買
二
送
二
）

上海 ,南京 ,無錫 ,蘇州 ,烏鎮 ,

八日遊 僅 $699

機票+旅遊團(含國際來回機票&稅金
並可自行選擇回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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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66 -- 99//1717
( 含三峽遊輪)

Photo Provided By World Hall of Fame network
www.famehall.com

www.zzi.net

名人掠影名人掠影
世界名人網供稿世界名人網供稿

20152015 年年 77 月月 3131 日晚日晚，，休斯頓市長候選人休斯頓市長候選人
Marty McVeyMarty McVey 在 休 斯 頓 港 口在 休 斯 頓 港 口 BradyBrady’’ ss
LandingLanding婚宴中心與前來參加海瑞斯郡組織協婚宴中心與前來參加海瑞斯郡組織協
會會(HCCO)(HCCO)時裝表演的華裔辣媽們大合影時裝表演的華裔辣媽們大合影。。

20152015年年77月月2525日晚日晚，，20152015年休斯頓華埠小姐決賽在年休斯頓華埠小姐決賽在
MarriottMarriott盛大舉行盛大舉行，，德州大學李瑞琦德州大學李瑞琦（（右右））榮獲榮獲““休休
斯頓華埠小姐斯頓華埠小姐””稱號稱號。。圖為休斯頓著名地產經紀人圖為休斯頓著名地產經紀人
Donna Gao(Donna Gao(左左))上臺祝賀上臺祝賀。。

20152015年年77月月2626日晚日晚，，大愛正心慈善基金會大愛正心慈善基金會20152015休斯敦明星互動休斯敦明星互動
慈善晚宴溫馨舉行慈善晚宴溫馨舉行。。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總領事李強民大使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總領事李強民大使
夫婦與國會議員奧格林社區代表譚秋晴夫婦與國會議員奧格林社區代表譚秋晴((中中))一道上臺為一道上臺為AQZAQZ董事董事
長豐建偉長豐建偉((右二右二))、、BQZBQZ秘書長鐵燕寧秘書長鐵燕寧((右右))頒發美國國會賀狀頒發美國國會賀狀。。

20152015年年77月月2626日晚日晚，，大愛正心慈善基金會大愛正心慈善基金會20152015休斯敦明星互休斯敦明星互
動慈善晚宴溫馨舉行動慈善晚宴溫馨舉行。。美中藝術家協會會長美中藝術家協會會長、、旅居休斯頓著名旅居休斯頓著名
畫家蔣瑞畫家蔣瑞((右右))將一幅楊誌剛肖像油畫通過德州東北同鄉會會長李將一幅楊誌剛肖像油畫通過德州東北同鄉會會長李
秀蘭秀蘭((右二右二))捐獻給楊誌剛本人捐獻給楊誌剛本人((左左))。。左二為著名影星王思懿左二為著名影星王思懿。。

20152015年年77月月2626日晚日晚，，大愛正心慈善基金會大愛正心慈善基金會20152015休斯休斯
敦明星互動慈善晚宴溫馨舉行敦明星互動慈善晚宴溫馨舉行。。著名影星楊誌剛與拍著名影星楊誌剛與拍
得林書豪簽名籃球的得林書豪簽名籃球的SW AutoSW Auto東主東主JoanJoan合影合影。。

20152015年年77月月2626日晚日晚，，大愛正心慈善基金會大愛正心慈善基金會20152015休斯敦明星互動休斯敦明星互動
慈善晚宴溫馨舉行慈善晚宴溫馨舉行。。著名影星王思懿與出席慈善晚宴的金城銀行著名影星王思懿與出席慈善晚宴的金城銀行
總經理黃國樑博士和夫人總經理黃國樑博士和夫人Linda WangLinda Wang在現場交流中在現場交流中。。

20152015年年77月月2626日晚日晚，，大愛正心慈善基金會大愛正心慈善基金會20152015休斯敦明星互動休斯敦明星互動
慈善晚宴溫馨舉行慈善晚宴溫馨舉行。。AQZAQZ董事長董事長、、著名心臟科醫生豐建偉與出席著名心臟科醫生豐建偉與出席
慈善晚宴的保德信資深經紀慈善晚宴的保德信資深經紀、、著名保險理財規劃師江麗君著名保險理財規劃師江麗君(Maria(Maria
Kong)Kong)在現場交流在現場交流。。

沈睡數千年沈睡數千年，，一醒驚天下一醒驚天下，，來自中國四川省廣來自中國四川省廣
漢的三星堆在休斯敦自然科學博物館展出漢的三星堆在休斯敦自然科學博物館展出，，展展
至至99月月77日結束日結束。。20152015年年77月月2828日下午日下午，，休斯休斯
頓自然科學博物館中英文雙語講解員胡暢頓自然科學博物館中英文雙語講解員胡暢，，劉劉
秀鞠與美國友人在展廳中秀鞠與美國友人在展廳中。。

（本報訊）為了更好地優化中文
教學，讓學生更加有效地學習中文，
並且為高中階段的學生減輕負擔，創
造拓寬視野的機會，華夏中文學校新
學年起實施學制改革，將現行的中文
教學12年制縮短至9年制。也就是說
，原來用12年才可讀完的中文課程只
需9年就可完成。改革後的學制可以
讓華夏中文學校的學生在高中以前完
成基礎中文學習。進入高中後不必再
花大量時間學中文，讓他們可以利用
更多的業餘時間和周末時間去參加全
日制學校的各類課外活動，鍛煉領導
才幹，為大學入學打下更堅實的基礎
。

華夏中文學校的理事會在最近舉
行的理事會上認真聽取並討論了校務
委員會經過縝密思考、精心設計的新
學制方案，一致批准學制改革，並責

成校務委員會循序有效地實施新的學
制方案。在過去的一年中，校務委員
會進行多方面的調研，廣泛證求教師
和家長的意見，精心整合課程內容，
針對初級階段學生學業負擔不重而中
文教材內容過輕的實際情況，加快教
學節奏，將中級和高級階段的課程內
容提前並精化，這樣做不僅方便了學
業繁重的高中學生，為他們騰出時間
參加全日制學校的各種學業競賽和豐
富多彩的課外活動創造了良好條件，
而且，讓他們可以選修中文 AP 和
SAT的準備課程和其它課業的深化輔
導，為他們應對大學入學考試和申請
大學加大競爭力。

為了保證這一改革的順利推行，
學校聘請了資深的老師重新整合各門
課程的教學大綱，使課程的內容適合
各年齡段的學生的學習能力和特點，

讓他們的學習更加有效。學校還將在
新學年開學前對各年級的老師進行培
訓，讓他們全面領會學制改革的目的
和方法，了解自己所教課程的新特點
，以便更好備課，有效施教。

學校充分認識到學制改革得有一
定的轉變過程，暫時保留少量現行學
制的課程，以滿足部分學生和家長的
需求。我們深信，這項學制改革有利
無害，會受到學生和家長的歡迎。家
長若有問題，我們歡迎家長和同學到
學校諮詢或上學校網站查詢： www.
houstonhuaxia.org， 以便消除不必
要的疑慮。

休斯頓華夏中文學校是一所獨立
自主的非營利性週末中文學校，採用
漢語拼音、簡體字教授漢語語言文化
。我們的教學目的是通過學生小學和
初中階段的中文教學，努力培養海外

學生的中文聽、說、讀、寫和譯的基
本能力，並將中華優秀文化傳統，人
文史地知識融入中文教學，培養造就
傑出雙語人才。

華夏中文學校建於上世紀90年代
初， 迄今已有二十餘年的輝煌歷史。
學校在大休斯頓地區有一所總校，六
所分校，共有在校學生2400餘，教
職員工200多名。華夏中
文學校一貫堅持培養人才
，服務社區，品學並重，
全面發展的辦學宗旨，面
向社會全面招生，以優質
教學，合理的學費，受到
廣大學生及家長的好評和
社會各界的讚譽，同時，
也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務院僑辦的支持，2009年
被授予首批“海外華文教
育示範學校”。

華夏中文學校組織管
理機構和規章制度健全，
辦學作風嚴謹，管理規範
，實行理事會監督下的校

長負責制。通過公開招聘，擇優錄取
和日常培訓，學校建立了一支高水平
，有豐富的專業知識和教學經驗，熱
心教學工作，認真負責，富有愛心和
奉獻精神的穩定的教師隊伍。他們都
具有大專以上學歷，有的還具有美國
德州的教師證書。

大休斯頓地區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66週年晚宴和升旗籌備工作全面展開

（本報訊）大休斯頓地區慶祝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6週年晚宴和
升旗籌備工作已經正式啟動，各方
進展順利，僑社各界廣泛支持。目
前已有不少社團和商家踴躍贊助，
購票。升旗籌備組也在準備彩排和
文藝表演等準備工作，今年的升旗
場面亮點必將更加豐富多彩。

今年倍受華人社區關注的國慶
晚宴將於2015年9月26日（週六）
晚 6:00 在 West Galleria Hotel 五星
級大酒店隆重舉行。地址：5060 W
Alabama St, Houston, TX 77056. 屆
時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李強民總領
事和領事參贊們將與休斯頓各華僑

社團，工商企業，以及當地名流，
政要共聚一堂。今年的晚宴也正是
紀念中國抗戰勝利及世界反法西斯
勝利70週年之際舉行，意義尤顯重
要。

晚宴整台晚會由具有豐富經驗
的舞蹈家劉智元先生擔當總策劃。
節目將精彩紛呈。屆時遠道而來的
藝術家們將與休斯頓的著名的表演
團體同台獻上極具不同風格的節目
，同時在美味佳餚的陪伴下一起慶
祝祖國66歲的生日。

今年晚會的共同主席陣容強大
，晚宴主席由中國人活動中心副執
行長，國際華裔女企業家及專家協

會創始人，理事長王曉霞擔當。共
同主席由東北同鄉會會長，SAC
Store Fixture 公司總裁李秀蘭，周
潔曉慧舞蹈學校校長高曉慧，安穩
保險負責人楊德清，威邁地板批發
總裁胡安妮擔任。秘書長為范玉新
。在這特殊的日子裡，衷心希望各
屆華人華僑踴躍參與，積極購票，
共同前來參加這一盛舉。

今年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
國66週年暨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升
旗典禮將於2015年9月26日星期六
上午9:30am在休斯頓中國人活動中
心廣場舉行.。今年的升旗籌備委員
會由中國人活動中心財務長，國際

華裔女企業家及專家協會秘書長黃
華女士擔任主席，由現任休斯頓圍
棋協會副會長、中國國學時代國學
傳播北美負責人幹建輝先生做共同
主席. 他是現任 IBY OUTLET公司
和 德 昇 石 油 公 司 （TexsunOil3.
com) 董事長，中心執委會的陳卓

女士將擔任組委會副主席, 方一川擔
任秘書長, 江岳和鍾玲負責音響控制
和節目協調.

我們大休斯頓地區的國慶昇旗
典禮是各社團和組織，工商企業，
學生會和校友會，學校和藝術團體
和全體華人華僑攜手團結，共同參
與主辦的大型慶典。我們以此活動
表達對民族的熱愛，對故鄉和親人
的思念和對祖國的敬意。我們相聚
在一起，慶祝祖國和我們海外華人
的進步和成功。同時國慶昇旗典禮
也會促進社區，企業和華人華僑的
交流，合作和團結，促進僑社的繁
榮，展示華人華僑的實力和精神風

貌。屆時，休斯頓地區的僑團僑社
，華人華僑將歡聚一堂，共慶佳節
。升旗典禮上，我們將安排豐富多
彩的文藝演出，包括舞獅，黃河合
唱團的合唱，夕陽紅的舞蹈和中文
學校學生的合唱。在活動結束時, 大
家將歡聚一堂，共享生日蛋糕，以
及豐盛的點心和小吃, 共同為祖國母
親的生日慶賀。

今年升旗活動的一個新意是, 我
們將放飛象徵和平的和平鴿和氣球
，印製升旗紀念T-shirt和精美的升
旗紀念品. 給參加升旗的義工,演出者
和參與者一個珍貴的紀念!

國慶晚宴的票價： $100，$60
（團體票，10人1桌）。購票地址
：中國人活動中心，5905 Sover-
eign Dr, Houston, TX 77036 ，聯繫
人 ： 李 怡 群/周 愛 萍 （713)
772-1133， 王 曉 霞 ， （832
） -755-2688 范 玉 新 ， （832
）-866-2890

精心整合課程內容、縮短學制、方便學生
--華夏中文學校新學年實行重大學制改革

華夏中文學校學制改革新聞發布會華夏中文學校學制改革新聞發布會,,於於77月月1818日下日下
午午11時至下午時至下午22時時,,在華夏中文學校總校大廳舉行在華夏中文學校總校大廳舉行,,
總校馬莎理事長總校馬莎理事長((左三左三),),張憲寬副理事長張憲寬副理事長((右一右一),),黃玲黃玲
校長校長((右三右三),),關麗華副校長關麗華副校長((周六周六,,左一左一),),沙莎副校長沙莎副校長((
周日周日,,右二右二))及及KatyKaty 分校李玉校長分校李玉校長((左二左二))共襄盛舉共襄盛舉..華華
夏中文學校秋學期註冊已開始夏中文學校秋學期註冊已開始,,歡迎大家隨時上網歡迎大家隨時上網
註冊或查詢註冊或查詢.(.(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黃梅子報導黃梅子報導

（本報記者黃梅子）休斯頓最大的建築材料工廠直營店
——正冠建材幾年五月新張開業了！這個休斯頓的建築材料
旗艦店有巨大的展示廳，全新打造的展示廳佔地5萬呎，讓
人耳目一新，為您展示各種櫥櫃、浴室、洗手間和地板，包
您找到喜愛的款式。直營店占地面積大，品種多而全，備有
充足的貨源。巨大的倉庫靠近機場，方便貨物的倉儲和運輸
，保證源源不斷的貨源供應。正冠公司專營精品磁磚、馬賽
克、石材外牆、石英石櫥櫃面、櫥櫃和花崗石，複合木地板
等裝修材料，以及高級瓷磚等。正冠公司提供最高質量的花
崗石，石英，和玻璃磚，因為有自己的工廠生產，所以可以
密切檢驗產品的質量，嚴格把關每一道製造過程，同時也方
便提供特殊的訂單服務。由於正冠建材有兩個工廠，所以可
以支持任何商業計劃方面的需求。在商業部份，可滿足從裡
到外的任何項目，包括酒店大堂、廚房、衛浴，以及外牆美
化。所有產品已通過標準化（ISO）的國際認證，目前是符
合歐洲標準（CE）的品牌之一。正冠的產品是可靠的。
最值得一提的是正冠建材獨家銷售微晶磚。何謂微晶磚？微

晶石在行內稱為微晶玻璃陶瓷複合板，它是建築陶瓷領域中
的高新技術產品，它以晶瑩剔透、雍容華貴、自然生長而又
變化各異的仿石紋理、色彩鮮明的層次、鬼斧神工的外觀裝
飾效果，以及不受汙染、易於清洗、內在優良的物化性能，
另外還具有比石材更強的耐風化性、耐氣候性而受到國內外
高端建材市場的青睞。這種材料就以其高檔裝飾藝術性、優
良的機械性能、耐化學腐蝕性能(耐氣候風化性)、原料來源
的廣泛性以及較低經濟成本逐步進入了高檔的建材市場。如
今，這種微晶玻璃建築材料已被譽為 「21世紀的高檔裝飾材
料」 。
正冠建材公司目前夏季大酬賓，10%優惠，機不可失。
正冠建築材料股份有限公司RL BUILDING SUPPLY CORP
地址：8615 North Loop E, Houston, TX 77029
專 線 ： 832-933-5236、 415-860-0033， 電 話 ：
713-671-0378
E-mail： rlbuildingsupply@gmail.com 和 rlbuildingsup-
plytx@gmail.com 。

建築材料旗艦店建築材料旗艦店———正冠建材夏季大酬賓—正冠建材夏季大酬賓！！

本報記者吳凱俊攝吳凱俊攝

休士頓扶輪社休士頓扶輪社 「「給尼泊爾的禮物給尼泊爾的禮物」」 賑災晚會集錦回顧賑災晚會集錦回顧
20152015年年77月月1616日日-- 由休士頓扶輪社由休士頓扶輪社(Houston Rotary Club)(Houston Rotary Club)主辦發起主辦發起,, 美華協會美華協會，，美南亞裔社區協會美南亞裔社區協會，，宏武協會等協辦的宏武協會等協辦的 「「給尼泊爾的禮物給尼泊爾的禮物」」 (Gift to Nepal)(Gift to Nepal)賑災晚會在休士頓市政府大力支持下在賑災晚會在休士頓市政府大力支持下在

Westfield High SchoolWestfield High School舉行舉行。。國際扶輪社號召前往尼泊爾賑災國際扶輪社號召前往尼泊爾賑災，，在總隊在總隊、、社會福利基金會等民間團體響應下社會福利基金會等民間團體響應下，，共組尼泊爾四合一救援總隊共組尼泊爾四合一救援總隊，，從世界各地挺進尼泊爾展開以救援從世界各地挺進尼泊爾展開以救援、、醫療醫療、、民生物資民生物資、、人人
道關懷的救援系統道關懷的救援系統。。名為名為 「「給尼泊爾的禮物給尼泊爾的禮物」」 專區專區，，統籌整理緊急聯絡資訊統籌整理緊急聯絡資訊、、捐款帳戶資料捐款帳戶資料。。 尼泊爾發生規模尼泊爾發生規模77..99級的強震級的強震，，震央在加德滿都西北方震央在加德滿都西北方7777公里處公里處，，為為19341934年以來尼泊爾最嚴重的地震年以來尼泊爾最嚴重的地震
，，包括北印度都可感受到震度包括北印度都可感受到震度，，造成尼泊爾造成尼泊爾、、印度印度、、西藏和孟加拉共西藏和孟加拉共10001000多人喪生多人喪生。。尼泊爾近震央處及首都附近地區不少建築物出現毀損及倒塌尼泊爾近震央處及首都附近地區不少建築物出現毀損及倒塌。。各類的民生物品各類的民生物品、、乾糧乾糧、、雨衣雨衣、、毛毯毛毯、、八寶粥八寶粥、、食食
品等所有物資只要到位品等所有物資只要到位，，國際扶輪社都會積極協助處理運送事宜國際扶輪社都會積極協助處理運送事宜

宏武協會會長吳而立老師宏武協會會長吳而立老師((圖左六圖左六))及羅茜莉老師及羅茜莉老師((圖左五圖左五))和表演團隊成和表演團隊成
員們合影於活動中員們合影於活動中

越南古典歌舞團獻上精湛表演越南古典歌舞團獻上精湛表演

吳長潞老師吳長潞老師((圖後排右一圖後排右一))率領得意學生們獻出典雅的民樂表演率領得意學生們獻出典雅的民樂表演

寶萊塢舞蹈表演寶萊塢舞蹈表演
休士頓扶輪社休士頓扶輪社(Houston Rotary Club)(Houston Rotary Club)亞裔主辦人亞裔主辦人Nguyen. NguyNguyen. Nguy--
en(en(圖右五圖右五))及成員們及成員們，，美華協會會長美華協會會長Debbie Chen(Debbie Chen(圖右三圖右三))，，美美
南亞裔社區協會會長吳凱俊南亞裔社區協會會長吳凱俊((圖右四圖右四),), 世華工商婦女會會長林婉世華工商婦女會會長林婉
貞貞((圖左二圖左二))等合影於休士頓扶輪社捐贈給尼泊爾的巨型帳棚前等合影於休士頓扶輪社捐贈給尼泊爾的巨型帳棚前。。
扶輪社仍積極與當地政府聯繫扶輪社仍積極與當地政府聯繫，，並協助發揮救災能力並協助發揮救災能力。。

休士頓扶輪社所捐贈的巨大代表型禮休士頓扶輪社所捐贈的巨大代表型禮
物便是可容納三十人以上可居住長達物便是可容納三十人以上可居住長達
八個月的帳棚由於當地情況艱苦八個月的帳棚由於當地情況艱苦，，希希
望大家注意身體健康與安全望大家注意身體健康與安全，，並祝任並祝任
務圓滿達成務圓滿達成

小提琴演奏小提琴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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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安裝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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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born Granite LLC實木櫥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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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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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地板敦煌地板敦煌地板
上百種款色 包工包料

9889 Bellaire Blvd #B-24C (敦煌超市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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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毯、磁磚、花崗石、
內外油漆、櫥浴更新。

8mm $$11..9999 /呎＆up

12.3mm $$22..3535 /呎＆up

12.3mm $$22..9999 /呎＆up

(高仿真複合地板)

$$44..9999 /呎＆up

(實木複合地板)

免費贈不銹鋼水槽
32種花崗石任您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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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OFF

花崗石花崗石

平方呎

Peach &
Tea Brown

特價

帶按裝費帶按裝費＊

$$1414..9595

＊櫥櫃15%折扣
並有送貨及按裝服務

優質
楓木實木櫥櫃
軟滑軌關閉抽屜

NEW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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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白色活動櫥櫃

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價格公道
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質量保證
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服務快捷

美聯美聯美聯鐵工鐵工鐵工

951595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77036

(((832832832))) 868868868---109010901090

The Unite Construction Co.The Unite Construction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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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撑待变院国民政府差点在二战中与德国结盟
导语院值此抗战胜利七十周年袁叶短史记曳推出抗战特刊袁自七七事变至九三胜利日袁选取三十个重要的抗
战节点进行解读袁力求勾沉隐没不彰的史实袁再现真实的抗战胜利之路遥 此为第十一期叶苦撑待变曳遥

1940年 7-9月袁 国际环境突变袁
中国抗战进入野最大最危之关键冶
抗战进入 1940年袁汪精卫投敌所引发的政治动

荡尚未平复袁更大的危机接踵而来遥 这年 6月份袁欧
战形势急转直下袁英法两国在德军锐利攻势下一败
涂地遥影响所及袁6月份袁法国对日绥靖袁宣布滇越铁
路停止向中国运输物资曰稍后袁德军攻入巴黎袁法国
投降曰7月份袁英国对日绥靖袁宣布对中国关闭滇缅
路袁甚至还劝中国与日本野言和冶遥

至此袁中国进出口的主要运输通道袁已全部丧
失遥 更要命的是袁这一年国内恰逢歉收袁国统区 15
省减收了 20%曰主要产米区四川减收了 50%遥两种因
素共同刺激袁自 5月份起袁重庆的稻谷物价指数暴
涨袁至 12月份袁涨了整整 5倍曰而此前抗战三年袁仅
涨了一倍遥 淤6月 22日袁蒋介石在日记中感叹袁野三
年来以今日为最大最危之关键也冶曰7月 13日袁蒋介
石又言院野自七月至九月袁此三个月间袁实为最严重
之时期袁而以国际变态与社会心理二者之关系最大
也浴 冶
滇越路与滇缅路的关闭袁实际上还只是危机的

表面曰更深层次的危机在于院中国的抗战前途袁在于
寻求战事的国际化遥 而欧战形势的变化袁使这种寻
求抗战国际化的努力有破产的危险遥 于

自全面抗战爆发袁国民政府即已意识到袁单纯
依靠自身落后农业国的力量袁并不足以战胜强大的
工业国日本遥 故其战略袁自始至终都是野苦撑待变冶遥
对这种野苦撑冶所待之野变冶袁蒋介石在 1939 年曾有
明确的表述院

野我们抗战的目的袁 率直言之就是要与欧洲战
争要世界战争同时结束袁亦即是说中日问题要与世
界问题同时解决袁噎噎否则袁世界问题不能解决袁中
国问题也就不能解决袁而我们中国依旧不能脱离次
殖民地的地位遥 因此袁中国抗战在时间上袁尤其最后
问题的解决上一定要和世界战争连结起来袁使远东
问题与欧洲问题袁随今日东亚尧西欧战争之终结而
同时解决遥 冶盂
为将这一野苦撑待变冶战略具体付诸实施袁1938

年 4月袁国民政府拟定了野惟以日本为敌冶的外交方
针袁但在策略上袁首重美英法袁对德意等国则取争取
态度遥 次年袁欧战爆发袁蒋介石判断袁以英法为首的
野民主国阵营冶必胜袁德国阵营必败袁故在外交策略
上袁更进一步亲近英法尧疏远德意遥 也就是说袁野中日
问题要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冶这一战略袁是以英法
为首的野民主国阵营冶在欧战中获胜为前提的遥 如今
法国宣布投降袁 英军节节败退至本土决战的地步袁
蒋介石所拟定的野亲近英法尧疏远德意冶的外交策
略袁似已走到了破产边缘袁故而受到了国民政府高
层一致的怀疑与责难袁各种反蒋暗流也借机秘密串
连运作遥
大约同期袁中苏关系也已趋冷遥野在 1940年的大

部分时间里袁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救很少或者没有遥 冶
同时袁 苏联还在积极与日本进行接触袁野1940 年 7
月袁当莫洛托夫在与日本驻苏大使讨论双方缔结中
立条约之可能性时袁就苏联援华问题表示袁由于苏
联忙于本国国防袁对华援助是微不足道的遥 冶榆

1940年，河北，八路军根据地的儿童团员们被组织

起来，欢迎来访的美国军事观察员

谨慎与投机并举袁 使中国顺利成
为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冶核心成员
作为应对袁1940年 6月 22日袁蒋介石召集国府

高层会议袁决定对德国采取野以友义之而不敌视冶的
外交方针遥 但在提升对德友好关系的同时袁蒋并没
有放弃亲近美英法阵营的立场遥 7月初的国民党五
届七中全会上袁蒋仍强调袁亲近美英法的外交立场袁
野到现在还是颠扑不破袁应该贯彻坚持冶袁理由是野英

法在太平洋的力量原极有限袁与远东问题有关的主
要势力是美苏遥 它们均未卷入欧战遥 冶虞
不过袁蒋的看法袁并不能得到党内高层的认同遥

毕竟袁德军正摧枯拉朽般碾压英法袁而英法袁则正在
对日绥靖破坏中国抗战遥 7月 18日袁在国防最高委
员会第三十六次常务委员会上袁立法院长孙科率先
发言袁 对亲近美英法的既定外交路线提出了质疑遥
孙科发言称院

野我国外交政策日趋困境袁似不能再以不变应
万变之方法应付危机遥 因法既屈服袁英又将失败曰英
果败袁美为保持西半球亦无余力他顾袁势必退出太
平洋袁放弃远东遥 我之外交路线袁昔为英美法苏袁现
在英美法方面均巳无能为力袁 苏虽友好尚不密切遥
今后外交应以利害关系一变而为亲苏尧联德袁再进
而谋取与意友好之工作袁务必彻底进行遥 英法既帮
助敌人袁中断我之运输线袁妨害中国抗战袁在英停止
缅甸运输实施之日袁 应即召回我驻英驻法大使袁同
时宣告退出国联藉以对美表示民主国家辜负中国袁
使中国迫于生存改走他道遥 冶愚
据会议记录袁此次会议袁发言者众多袁除吴稚晖

一人外袁其余如孔祥熙尧居正尧张群等袁全都赞同孙
科的意见袁主张亲苏联德遥 事实上袁这种意见袁在国
民党内部已成主流袁 中宣部部长王世杰首当其
冲要要要王主张美英路线袁不赞同亲苏联德袁但党内
野颇不乏人冶袁对其施压袁欲使中宣部的宣传工作转
走亲苏联德路线遥 对此袁王曾下定决心袁野宁辞去宣
传部职袁 不作无谓之迁就以误国冶要要要以辞职为对

抗手段袁可见这股潮流的凶猛程度遥 舆
7月 20日袁 蒋介石在居所召集众人再议此事遥

与会者有孙科尧王世杰尧何应钦尧孔祥熙尧白崇禧尧张
群等党政军高层遥 蒋介石在会上独断决定袁既不召
回驻英大使袁也不退出国联遥 换言之袁仍维持原定的
亲近美英的外交路线不变曰同时也应尽力加强对德
关系遥 但后者非轻易可得袁不必强求遥 余
蒋之所以力排众议袁坚持亲近美英阵营立场不

动摇袁与其在整个 1940年袁一直对日本野南进冶东南
亚抱有很大的期望与信心袁不无关系遥 蒋认为袁日本
国内的军尧政乱象袁终会使其选择南进遥 虽然日军南

进会切断中国在东南亚的物资通道袁但同时袁野倭如
南进则其必介入欧战并与美冲突冶袁野倭如占领南洋
英法属地袁则其必与英法为敌袁此余之所大欲遥 余必
加入英美法方面作战袁则最终目的仍可达到冶遥
同时袁蒋也主动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改善对德关

系遥 这些措施袁与其说是为了亲近德国袁不如说是为
了防范苏联遥 自 1940年初袁中尧苏关系即迅速降温袁
援助也减少至几近于无袁且苏德尧苏日关系均处于
暧昧不明的状态遥 蒋担忧苏联会趁英美法与德意日
两大阵营对垒两败俱伤后袁野乃出尔干涉袁引起世界
革命冶遥 彼时袁如中国已明确阵营袁则将承担来自苏
联的巨大风险要要要苏联的阵营选择很可能与中国

不同袁而苏中未解决的悬案又极多袁中国若因此成
为战败国袁则一切抗战努力将付诸流水遥 俞
这种野谨慎冶渊维持亲近美英阵营的立场冤与野投

机冶渊不放弃对德关系的改善冤袁 至 1940年 9月份袁
开始显露其效果遥 9月 27日袁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
订同盟条约袁蒋在日记中兴奋写道院野此为我所日夕
期求不得者也遥 冶11月袁更好的消息传来要要要苏联外

长莫洛托夫访德不利袁东欧三国匈牙利尧罗马尼亚尧
斯洛伐克等相继加入德意日同盟袁德苏战争已难避
免曰同月袁苏联驻华大使告知蒋介石袁苏联将再次启
动对中国的军械物资的援助袁包括飞机尧大炮以及
轻尧重机枪遥 逾

至此袁中国在纷乱的国际局势中袁没有踏错步
伐袁顺利成为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冶的核心成员遥

1940年 5月 8日，参加枣宜会战的日军渡过白河

重庆大轰炸院多少民众遇难钥
导语院值此抗战胜利七十周年袁叶短史记曳推出抗战特刊袁自七七事变至九三胜利日袁选取三
十个重要的抗战节点进行解读袁力求勾沉隐没不彰的史实袁再现真实的抗战胜利之路遥 此
为第十期叶重庆大轰炸曳遥

为压迫中国屈服袁日军空袭重庆
218次袁出动飞机 9513架次
武汉会战结束后袁中日战争转为持久战遥 为压

迫中国屈服袁1938年 12月袁日本大本 营指示袁对中
国各地开展战略轰炸袁野在压制和扰乱敌人战略及
政略中枢的同时袁尽力消灭敌人的航空战斗力量冶遥
淤依照日军部署袁 陆军航空兵团主要进攻华中尧华
北要地袁海军则担负对华中尧华南的航空作战遥
作为战时陪都的重庆袁是日军最重要的空袭目

标遥 从 1938年 2月要1944年 12月袁日军对重庆主
城及 29个周边区县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轰炸遥 统
计显示袁 日军前后对重庆轰炸 218 次袁 出动飞机
9513架次袁投弹 21593枚遥于重庆市空袭警报时间袁
在 1938 年为 16 小时 35 分钟袁1941 年为 219 小时
18分钟袁1938年要1942年平均为 114小时遥

对于防空工作袁国民政府不可谓不重视袁采取
了制定叶防空法曳袁建立重庆防空司令部袁设立陪都
空袭救护委员会等一系列举措遥 具体的防空作战袁
包括野地对空冶与野空对空冶遥 重庆的高射兵器指挥
部袁 负责指挥地面防空部队使用大小口径高射武
器袁以较为严密的中低层火网袁打击日机遥 因装备数
量尧质量较差袁1938年要1941年袁重庆地面防空部队
仅击落日机 15架尧击伤 85架遥 盂

中国方面的空中防空能力与地面一样薄弱遥
1939年袁中国空军已损失殆尽袁能部署在重庆及其
周边的战机只有三四十架遥 即使加上入驻重庆的一
个苏联战斗机联队袁 实力依旧与日军有很大差
距要要要主要负责对重庆轰炸的日军汉口空军基地袁
即有各种战机 200余架遥 1940年 6月 16日袁 日军

111架飞机空袭重庆袁中国 37架飞机迎敌袁使日军
战死 8 人尧去向不明 6人尧负伤 5人袁飞机被击落尧
未返航尧 重大损坏各 1架袁22架中弹要要要这是重庆

轰炸期间袁中国空军战绩最好的一次遥 榆其后为了
保存仅有的空军力量袁中国战机不再与日机正面交
锋遥

由于防空武器不足袁 只能更多地依靠防空工
事遥 重庆主要的防空工事有防空隧道与防空壕洞遥
至 1941年袁 共建成防空隧道 7条袁 每条可容纳约
6000人曰同年袁政府尧私人修建有防空壕 15个尧避难
室 19个尧防空洞 646个尧掩体 38个袁可容纳约 22.3
万人遥 虞随着重庆防空设施尧防空能力的发展袁以及
大批人员疏散袁死伤情况有所减少遥 1941年袁叶大公
报曳 报道袁野二十八年度每一个炸弹死伤约五个半
人袁二十九年度每一个炸弹死伤约一个人袁本年一
至五月袁约三个炸弹死伤一个人遥 冶

在防空警报暂时解除后，从防空洞出来透风的重庆市民

重庆军民损失惨重袁其中民众死伤
数万袁八路军办事处也遭到轰炸

虽然有以上一系列应对措施袁但大轰炸依旧给
重庆造成巨大损失遥 首先袁 人员伤亡方面袁1939年
野五三冶尧野五四冶大轰炸袁炸死 3991人尧炸伤 2323人尧
炸毁房屋 4871间袁其中袁位于机房街的八路军办事
处也遭到轰炸袁损失惨重遥 1941年日军发动所谓野第
102号作战冶袁不分昼夜地轰炸重庆 36次遥其间 6月
发生了野较场口大隧道惨案冶曰8月袁日军轰炸了蒋介
石位于重庆南郊黄山的官邸袁 卫士被炸死 2人尧炸
伤 4人遥在日军轰炸重庆的几年间袁共有市民 11889
人被炸死尧14100人被炸伤遥 愚间接死于空袭袁以及
沦为灾民的人数袁更是不计其数遥
其次袁财产损失方面袁工业尧农业尧交通尧教育等

设施被严重破坏遥仅就工矿业来说袁1940年 5月袁第
24兵工厂两次被日机轰炸袁厂房尧船舶等被炸毁, 损
失达到 1亿多元遥从 1940年 5月要1941年 8月袁渝
鑫钢铁厂被日军轰炸五次袁直接损失 60余万元袁间
接损失 130余万元遥即使是学校袁也未能幸免遥在集
中了大多数内迁学校的重庆沙坪坝尧 北碚等地袁中
央大学尧重庆大学尧复旦大学等均遭轰炸曰东方中
学尧中国中学等 34所中学直接损失 4亿多元曰复兴
小学尧东山小学等 24所小学直接损失 6亿多元遥 由
于轰炸袁重庆社会财产损失约 85亿元袁居民财产损
失约 15亿元遥 舆

在日军对重庆的轰炸中袁宣称野不能伤害第三
国的权益冶袁一旦击中外国目标袁就视为野误炸冶遥 从
1939年起袁美尧英等国使领馆和外侨财产就不断遭
到日机轰炸遥 美国国务卿赫尔向记者表示袁日本果
欲与美国增进邦交袁则其狂炸重庆袁显属走错路径袁
野此种暴行袁无论在何处何时发生袁均为吾人所衷心
谴责冶遥 日本则劝告各国驻重庆国民撤离到其划定

的所谓安全区袁否则野对居留在其他地区而发生的
不恻之事态袁帝国政府不负有责任冶遥

随着轰炸规模的扩大袁美尧英各国在重庆的利
益受损情况日趋严重遥 尤其 1941年 6月袁美国在安
全区中的大使馆武官办公厅房屋前落弹袁炸弹碎片
击中美国军舰野图图拉冶号曰英国驻大使馆也被轰
炸遥 随后袁7月 25日袁美国宣布对日本禁运汽油尧废
铁曰7月 26日袁罗斯福批准袁以 500架飞机装备中国
空军遥 余
日军对重庆的大轰炸袁不仅没能达到其预定目

标要要要野靠轰炸粉碎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袁 不那么
容易遥 冶俞反而适得其反袁日军对重庆的无差别轰
炸袁 一方面引起美英各国对中国抗战的关注与同
情曰另一方面袁加剧了日本与美英之间的矛盾袁有利
于中国争取援助遥 重庆军民凭借顽强意志袁没有屈
服于日军的狂轰滥炸袁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的抗战决
心袁迎来了最后的胜利遥

日军轰炸后的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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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航机组获一等功奖 30万元 台州机场被停运整改
29日袁民航局对成功处置野7窑26冶机上纵火事件

的深圳航空公司 ZH9648航班机组进行通报表彰袁
决定为深圳航空公司 ZH9648航班机组记集体一等
功 1次袁奖励 30万元遥 同时袁决定奖励两名见义勇
为乘客各 3万元遥
机组乘客均受嘉奖

7月 26日 0时 40分袁 深圳航空公司 ZH9648
台州至广州航班发生一起机上纵火事件遥 机上 9名
机组成员临危不惧尧协同配合尧果断处置袁成功扑灭
明火尧稳定客舱秩序尧制服犯罪嫌疑人遥 0时 58分袁
飞机安全着陆袁 确保了机上 97名乘客生命财产安
全和飞机安全遥
通报指出袁野7窑26冶 机上纵火事件的成功处置袁

体现了深圳航空公司 ZH9648航班机组警惕性高尧
专业性强尧协作有序尧配合密切的业务素质遥 其中袁
飞行员迅速决断尧安全降落曰乘务员稳定旅客情绪尧
保持客舱秩序尧及时发动旅客协助曰安全员关键时
刻敢于担当尧英勇无畏尧有效控制袁发挥了关键作
用遥 机上 2名乘客挺身而出尧见义勇为袁为事件成
功处置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遥
台州机场停运整改

机上纵火事件发生后袁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立
即对浙江台州路桥机场进行了专项安保安全检查袁
综合评估后认为台州机场继续运行存在重大安全

风险袁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曳等相关法
律法规袁 决定自 7月 29日 6时起台州机场暂时停

止运行袁 并将派出工作组现场督查台州机场整改遥
台州机场民用航线全部停运袁机场进入暂时关闭状
态袁所有航班暂停执行袁机场开放时间待定遥
记者从民航资源网了解到袁民航数据分析系统

CADAS航班数据显示袁 目前台州机场航班主要往
来北京尧广州尧深圳尧武汉尧长沙等地袁由国航尧东航尧
深航尧成都航空尧昆明航空等 5家航空公司执飞袁每
周航班量达 111班遥 台州机场所有出港航班将全部
停止售票袁已经购买 7月 29日(含)后航班机票的旅
客袁可以选择退票或联系航空公司改签遥
相关责任人被处罚

针对相关责任人的首批处理结果也已公布遥 记
者了解到袁经台州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袁台州市民
航局局长杨友德被免职袁副局长卢启辰撤职袁台州
机场安检站站长尧副站长袁当班职工全部就地开除遥
据悉袁随着调查深入袁后续将出第二批处罚遥

针对这样的处理结果袁 民航法专家张起淮认
为袁相关责任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严重渎职袁因此这
样的处罚力度远远不够遥 目前袁尚未做出对纵火尧持
刀男子的处罚袁但根据我国叶刑法曳第 114条野放火尧
决水尧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尧放射性尧传染病病原体
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袁尚未造
成严重后果的袁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遥 冶以
及第 123条 野对飞行中的航空器上的人员使用暴
力袁危及飞行安全袁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袁处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曰造成严重后果的袁处五年以

上有期徒刑冶的相关规定袁其已经涉嫌放火罪和暴
力危及飞行安全罪遥
据了解袁纵火者是台州市一铝合金店老板翟金

顺袁系浙江台州人袁事发前他没有任何异常袁此前曾
被判刑遥 不过有媒体报道说袁涉事男子在被捕时跳
机伤及头部袁现已脑死亡遥 对此袁民航资源网专家杨
学兵分析说袁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曳第
十五条的规定院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袁不追究刑事责
任袁已经追究的袁应当撤销案件袁或者不起诉袁或者
终止审理袁或者宣告无罪冶袁其中一条是野犯罪嫌疑
人尧被告人死亡的冶袁所以如果该事件的当事人确已
死亡袁也就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了遥
北京晨报记者吴婷婷

姻视频回放
空姐高喊相信我们

据央视报道袁乘客拍摄的深航纵火事件现场视
频曝光(如左图)遥 视频中传出机长的声音院所有人原
位坐好袁飞机现在开始紧急下降袁坐好袁坐好遥 空乘
人员说袁相信我们袁相信我们袁我们有能力(处置)袁不
要着急袁坐好坐好遥 机上乘客回忆袁事发时一名男子
在机上两次点火袁并在飞机上拔刀威胁乘客袁最后
被乘客用行李堵住并制服遥

前门大街野变脸冶成非遗大街 哪些民俗文化将再现

前门大街将“变脸”成中国非遗大街

近日袁北京前门街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
整体规划首次对外公布遥 历经拆迁尧改造与重建袁北
京中轴线上已有 600余年历史的前门大街袁将建成
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袁再现梨园与民俗文化遥 铜
雕尧景泰蓝尧苏绣噎噎来自国内外的 200 余项非遗
项目明年年底前将集中野落户冶遥 非物质文化遗产博
览园预计 10月开放遥

依据规划袁 北京前门非遗博览园将按照一街
渊中国非遗大街冤尧两核渊非遗博览馆尧非遗大戏院冤尧
三区渊非遗博览区尧非遗体验区尧非遗创意区冤的布
局建设袁将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汇

聚于此袁立足非遗保护传承和发扬袁着力打造集文
化旅游尧演艺尧会展于一身的文化产业集群遥

十竹斋“木版水印技艺”被列入国家非遗名录。（资

料图）

苏绣景泰蓝等野非遗冶进驻 流行品牌迁出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副会长马文辉

透露袁目前确定进驻前门非遗博览园的袁已有来自
国内外的 200多个非遗项目遥 野邀请了 40多位国家
级非遗传承人冶袁他说袁项目包括十竹斋木版水印技
艺尧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尧苏绣尧铜雕尧唐卡尧景泰
蓝尧漆线雕等遥
马文辉指出袁非遗项目在与市场结合时袁要野进

行生产性保护冶袁 非遗传承人要在维持传统技艺的
基础上袁结合现代生活进行创意提升袁之后再走入

市场遥
此外袁前门非遗展示园相关负责人透露袁目前

前门大街区域的流行品牌袁 未来也会陆续迁出袁以
更好展示非遗文化遥
园区保留中式明清建筑风格 统一管理运营

前门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中袁 有 20万平方
米的园区有望在今年 10月开园袁 部分中外非遗大
师作品也会随即进驻进行展示遥

野保持现有的明清建筑风格遥 冶前门非遗展示园
相关负责人介绍袁 整个园区会保留中式建筑的风
格袁进行统一管理与运营袁目前预计会有两百至三
百个项目袁3000余非遗大师野扎堆冶展示各自技艺袁
并通过展览展示为大师提供交易平台遥

前门大街素有野天街冶之称 为中轴线重要坐标
北京前门大街素有野天街冶之称袁它是北京城中

轴线上的一个重要坐标遥 在北京人心中袁它既是一
座城楼的俗称袁又是一个地区的代表袁是北京城的
象征遥 据史料记载袁北起月亮湾袁南至珠市口袁全长
840米的前门大街袁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以来袁一
直是皇帝前往天坛和先农坛祭祀的一条御道 渊野天
街冶一称亦由此而来冤遥 自明代至今的 600年里袁前
门大街虽然几经破坏和修缮袁但始终都是京城商业
的重要街区袁名店如云尧市声鼎沸尧行人如织遥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袁前门大街完成改造之
后重新开街曰2009年 9月 28日袁全部改造完毕的前
门大街全面开市遥 2010年 7月袁古老北京的行政区
域袁在经历了历史上的多次调整之后袁再一次被重
新划分遥 随着东城区与崇文区的合并袁那条被喻为
古都龙脊的中轴线袁 被囊括在了新东城的版图之
中遥
前门地区还是老北京市井风貌尧史迹文物保存

最完整的地区之一遥 专家介绍袁自明清以来袁这里一
直是北京建筑文化尧商贾文化尧会馆文化尧民俗文
化尧梨园文化最为发达和繁华的特色街区袁是一座
鲜活的古今北京民俗风情博物馆遥 诸多的历史文物
遗存伴随着老北京的市井生活袁与周边的历史遗迹
一起袁共同形成了前门地区特有的历史风貌袁更成
了北京人最为鲜活的文化记忆遥

哈尔滨动物野喜迎大烤冶 猩猩吃冰笑出声

图为北方森林动物园为动物们提供的避暑餐

牛显达 摄

图为大

河马吃

水 果

牛显达

摄

哈尔滨进入野冰城不冰大烤不停冶的暑热
期遥 北方森林动物园采取多种方式为动物降
温消夏袁动物们则用肢体尧声音等特殊语言表
达在凉爽中的喜悦袁一时出现野黑熊做瑜伽冶尧
野猩猩捂嘴笑冶等有趣景象遥

29日袁记者走进北方森林动物园袁见到
游客们带着遮阳帽尧墨镜袁穿着防晒服喝着冷
饮料袁野全副武装冶抵抗炎炎夏日遥园内的动物
们同样是野哪凉快哪呆着冶袁一感觉凉爽就用
动物语言表达高兴之情遥
灵长馆的狒狒猩猩喜欢吃冰棍袁 阿拉伯

狒狒钟情原味奶油冰棍袁 绿狒狒偏爱粉色草
莓冰棍遥一只叫野老黑冶猩猩抢到一只冰棍后袁
竟捂着嘴笑出声袁 三步并两步跑到阴凉处慢
慢享用起来遥

图为猕猴吃冰棍 牛显达 摄

伏天湿热袁 北方森林动物园为动物们脱
掉皮草袁换上新装袁羊村的居民们是第一批受
益者遥 工作人员轻柔地剪掉它们身上厚厚的
羊毛袁小羊们换上清爽款夏装袁舒服地野咩咩冶
叫起来遥
此外袁熊乐园里的野熊孩子冶洗了澡袁两前

爪抓住两后爪做起瑜伽曰 猕猴们抢食特制冰
果袁发出嘶嘶叫声曰大河马吃冰镇西瓜一口半
个袁嚼完肚皮朝上浮在水里曰古巴火烈鸟在喷
淋中欢快舞蹈噎噎
北方森林动物园动物饲养高级工程师刘

晓密告诉记者院野我们针对动物的不同生活尧
饮食习性袁采取各种方法给动物们消暑降温遥
他们觉得凉爽舒适袁 就会用自己的专属语言
表达欢快之情遥 冶

记者从北方森林动物园饲料中心了解

到袁专供动物的避暑餐都是用料讲究尧健康美
味的野放心产品冶袁其中包括西瓜尧香蕉尧葡萄
等十多种果蔬和口味多样尧外观漂亮的冷饮遥
一般超过 28摄氏度袁中型猛兽尧食草动物尧灵
长类等动物就应进入野避暑模式冶遥渊记者 王

琳冤

钻宁
夏
新
十
景
纂
揭
晓

新华网银川 苑月 圆怨日专电渊陈霖尧许晋豫冤圆愿日晚袁在
野宁夏新十景冶 颁奖晚会上袁野艾依春晓冶野古堡新影冶野贺兰
晴雪冶野回乡风情冶野黄河金岸冶野六盘烟雨冶野沙湖苇舟冶野沙
坡鸣钟冶野神秘西夏冶和野水洞兵沟冶入选野宁夏新十景冶遥
据介绍袁圆园员源年 员园月袁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发布了叶野宁

夏新十景冶征集评选活动公告曳袁拉开了野宁夏新十景冶征集
评选活动序幕遥 征集评选活动期间袁野宁夏新十景冶专题网
页访问量达到 源园园万人次袁 其中微博话题阅读量 圆远园万人
次遥在投票阶段袁截至 远月 圆猿日 员愿:猿园袁共收到选票 苑苑万多
张袁统计有效选票 远源万多张袁其中网络选票 猿怨万多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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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時間:Mon-Sat. 9am-6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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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木地板
˙全木櫥櫃
˙超耐磨強化復合地板
˙磁磚
˙天然大理石/花崗石

8mm $$22..4949 /呎

12mm $$22..9999 /呎

(包工包料)特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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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卓越追求卓越，，追求品質追求品質，，追求完美追求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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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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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福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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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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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買地板

送送靜音地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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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質百葉窗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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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832-310-3532
傳真：832-201-7897

隔熱、環保、省電、美觀
免費估價、到府安裝

CD Global Shutter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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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965-7485
281-908-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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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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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廳 ( Show room）:
可訂做木制百葉窗

室內窗戶裝飾可以體現主人的風格與品味。
◎您想裝扮一個有品味的家嗎？
◎您想擁有冬暖夏涼又能保護隱私的窗戶嗎？
新穎窗簾色澤豪華、內藏貴氣，與眾不同。
新穎窗簾好產品、價格優、款式新、顏色多。

網站：www.flightblind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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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爐頭廠
金門是您的事業通往成功之門！

Golden Gate Restaurant
Equipment Co.

9330 Summerbell Houston, Texas 7707459

★

Beltway 8

Summerbell 9330 Summerbell

Bissonnet

Bellaire

Ho
ne

yw
ell

★抽油煙機 ★冷凍房 ★布菲檯 ★抓碼檯 ★安裝服務 ★修理服務
★中式爐頭 ★油爐 ★洗碗檯 ★燒臘爐 ★免費估價

★零件配套 ★專門店製造不銹鋼餐具

金門爐頭廠專製業造各種中式爐頭﹐抽油煙罩﹐精美布菲檯﹐各種不銹鋼廚具

本廠具有十多年經驗 手工精細﹐交貨快捷﹐以及提供一切餐館設備修理及安裝服務﹐

一切工程及產品保證通過政府及衛生局檢驗

Tel:(713)228-2155
Fax:(713)228-2156 9235 Bissonnet,Houston,TX 77074

出售各種製冰機、洗碗機、冰箱、絞肉機、冷凍機、油鍋、爐頭、
抽風罩、電飯鍋、各類盤碗、叉燒爐、切肉機、絞面機

出租各種製冰機、洗碗機
修理各種廠牌：絞面機、切肉機、電飯鍋

Tel:(713)772-7494 Fax:(713)772-8719
外地請撥：1-800-448-7494

9235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74

责任编辑：肖玉霞

叶煎饼侠曳
2015年|中国大陆 |分钟 7.1分
导演院大鹏 Da Peng
类型院喜剧
主演院柳岩/袁姗姗/尚格窑云顿
简介院大鹏还透露袁今年 8 月份将会开拍 叶屌丝男
士曳的电影版袁明年也会推 出叶屌丝男士 4曳遥 电影将
在 2月份贺 岁档上映袁 对于票房大鹏显得信心十
足袁不但因为网剧版的叶屌丝男士曳 有着庞大的粉丝
群袁更因为大鹏对电 影认真的态度遥

该片讲述的故事是院因一次事故袁人气爆棚的
演员大鹏跌入人生谷底袁 而草率签下电影契约袁使
其受到了生命威胁遥 大鹏需拍摄一部全明星阵容的
电影保住性命袁 而明星们的爽约又让其身陷囹圄袁
被逼入绝境的大鹏将遇到怎样的困难险阻钥

|演员 董成鹏
大鹏因为野夜店不雅照冶遭世人唾弃袁为了还债被迫
拍摄叶煎饼侠曳袁明星朋友们一个个避他不及袁但只
有一个人始终陪伴左右袁那就是柳岩遥 处在人生低
谷的大鹏草率地签下了一份拍摄电影的合约袁他必
须找到诸多大牌明星出演该片才能保住自己的性

命遥 不想诸位明星的爽约让他措手不及袁从而闹出
了一系列的荒唐事遥

|演员 袁姗姗
女一号袁一个扎着马尾袁系起围裙卖煎饼的女孩袁被
野群头冶欺压袁预收保护费袁将矫揉造作尧傲娇虚荣进
行到底袁诠释了各种类型的野煎饼小妹冶遥

|演员 柳岩
长相性感的女孩袁大鹏的好友袁暗恋着大鹏袁对大鹏
十分的支持袁大鹏是她的野超级英雄冶遥 在幕后一直
默默的支持着他遥

|演员 郭采洁
大鹏的女友袁煎饼侠的女人袁一直爱着大鹏袁后因为
大鹏草率地签下了一份拍摄电影的合约出演电影

而离开遥
|演员 崔志佳

靠百变造型完成偷拍任务的野狗仔摄影师胡来冶袁在
三里屯地下车库画成墙体的一幕袁令人叹服袁印象
尤其深刻遥

|演员 衣云鹤
总找老头老太太的野群头马涛冶袁一口搞笑东北话配
上不加修饰的小人物本色表演袁将一个普通人的辛
酸演绎得淋漓尽致遥

|演员 潘斌龙
大鹏身边最忠心的助理袁被迫装成龙袁用单膝死命
磕坏木板袁也要为了大鹏成功的拍摄好煎饼侠遥

叶煎饼侠曳首日排片占比约 35%袁观影人次 470
万袁预估入账 1.34亿(含 841万点映和零点场票房)袁
超过叶小时代 4曳保持的 1.12亿开画纪录袁成为首映
日热度最高的国产 2D电影遥 该片首日上座率高达
51%(全国平均仅 15%)遥

叶煎饼侠曳对笑点的把控是从自黑开始袁一自黑
就难免有消沉袁难免有彷徨袁但难得没有怨袁没有怨
天尤人袁没有自怨自艾袁没有发野嗔冶遥 为此一众明星
在电影里客串得极其自然袁他们演自己袁开自己玩
笑袁 忽然就少了很多负担和自怜袁 多了一份自黑遥
渊人民网评冤

叶煎饼侠曳同样是一部值得赞赏的国产电影袁也
许在技术和故事上有各种不足袁有各种国外早就驾
轻就熟而我们刚刚接近的局限袁但滚烫而朴实的情
感张力和落到实处的专业精神袁 都是值得肯定的遥
渊凤凰网评冤

编者按院由大鹏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叶煎饼侠曳
自上映后票房口碑双丰收袁 已成功获取 9亿票房遥
国际在线 1+1观影团也邀请网友一起观看了这部
影片遥 以下这篇影评来自网友野柏小漪冶袁她认为这
部电影不仅搞笑袁而且有着感人的故事袁非常真诚遥

来看叶煎饼侠曳的原因很简单袁因为想在大荧幕
上看看小岳岳遥

不得不说在看电影之前袁我对大鹏以及叶屌丝
男士曳基本无感袁也没有完整的看过一集袁如果从喜
剧的角度来评袁叶煎饼侠曳距离众多前辈还差了那么
一些袁片中确实不停抛出精彩搞笑的段子袁其中也
不乏一些闪着智慧光芒的幽默袁但大多是笑过之后
便被忘却的速食笑话袁 无法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袁
或许从喜剧的角度来讲袁我并非叶煎饼侠曳的标准受
众遥 可是袁这部电影的故事却着实打动了我袁我不知
道有多少人在影院像我一样流下了眼泪袁我一直在
想我到底是为什么而感动钥 这种小人物为梦想拼搏
奋斗的戏码明明就是老梗啊浴 奋斗在大城市的年轻
人袁每天挤着地铁袁啃着煎饼袁没日没夜加班袁时运
不济的一次偶发事件可能就能把我们辛勤经营的

一切摧毁袁这电影里讲的不就是我们的事吗钥
当大鹏的事业跌入谷底时袁他想起了来北京的

初衷要要要为了圆儿时的梦袁将自己画的漫画叶煎饼
侠曳拍成电影遥 当我看到漫画叶煎饼侠曳被同龄的孩
子嘲笑尧践踏袁又被雨淋后袁小男孩依旧心爱地捧
起袁将画一页一页铺平晾干袁我被感动了袁当你的梦
想被其他人当做垃圾袁而自己依旧珍视时袁当你处
于人生最低谷袁却仍想完成梦想时袁我看到了人性
最美丽的光辉遥

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在讲大鹏自己的故事袁他
的奋斗过程袁就像电影当中演的那样袁面度困境袁也
要困兽之斗袁这部电影也是大鹏多年来辛苦打拼的
结果袁据我所知片中 30多位明星的参演袁都是大鹏
多年来辛苦经营的累积袁 所以他演得特别情真意
切袁我是可以感受到的袁对于这个我从来不感冒的
网络名人袁我也不由得敬佩了起来遥

现在内地市场正式电影井喷式发展的黄金期袁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支持这样一部真诚的国产喜剧袁
那怕就为了那 30多位明星轮番上场的阵仗袁 那怕
就为看一眼小岳岳尧东北 F4或者古惑仔袁因为你花
的票钱对于每一位中国电影人来说袁都是对他们梦
想的一种肯定袁我觉得值浴

7月 29日晚袁喜剧叶煎饼侠曳在北京举办答谢
晚宴袁 该片自上映便以连续三天单日票房破亿袁更
助力大盘冲刺 4.35亿国产电影单日票房纪录袁并有
望于近日冲击十亿票房遥 晚宴现场袁众主创在主持
人的邀请下一同分享了叶煎饼侠曳的幕后感想袁而大
鹏[微博]和袁姗姗[微博]更是上演了一出魔性双簧袁

新晋野十亿女王冶袁姗姗狂甩偶像包袱袁重现魔性表
演袁引得全场一片欢笑袁而剧组更为她颁出野演技担
当奖冶袁接下奖状的袁姗姗幽默回应院没想到卖煎饼
卖出十亿票房袁看来以后要多吃煎饼尧多卖煎饼袁提
高演技遥

叶煎饼侠曳庆功袁袁姗姗将成新晋十亿女王
庆功宴上袁片方展示了一支数据视频袁从视频

中可以看到电影打破的各项纪录院上映首日 1.39亿
打破国产华语 2D电影上映首日及单日票房纪录袁
更在上映第二天又以 1.63亿反超前日创造的纪录遥
随后袁 上映两天破 3亿袁5天轻松破 5 亿袁7 天破 7
亿噎噎一路高涨的票房见证了华语 2D电影奇迹的
诞生遥

作为叶煎饼侠曳中野烂演员冶的诠释者袁袁姗姗的
走心演绎袁 让大家看到了不同于以往角色中完美尧
智慧尧及万千宠爱于一身的野玛丽苏冶式女主袁可塑
性极强的袁姗姗袁在首次出演的喜剧电影中袁将小
人物有血有泪的生活展现的接地气袁有共鸣袁成为
小团伙中的亮点遥 而随着电影票房不断刷新纪录袁
首次出演商业电影的袁姗姗或将成为新晋十亿票

房女王遥
袁姗姗疯玩魔性表演引爆笑袁获颁野演技担当奖冶
晚宴现场袁身穿白色优雅镂空长裙的袁姗姗完

全抛下野女明星包袱冶袁与大鹏等人一同表演起了双
簧遥 玩疯了的袁姗姗再现卖煎饼魔性表演袁以夸张
的动作和表情配合袁重演电影中野买几个煎饼走吧冶
的剧情袁引起现场一片爆笑遥 而剧组也为袁姗姗颁
出野演技担当奖冶遥

叶煎饼侠曳中袁袁姗姗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袁时
而卖萌袁时而性感袁时而搞笑袁时而高冷袁塑造了一
个有血有肉袁侠肝义胆的性情中人杜潇潇袁展示出
了一个多面的自己袁让人看到了袁姗姗演技的精进
以及近年来的成长与沉淀袁画风突变的戏份极见演
技功力遥 接下奖状的袁姗姗幽默回应院没想到卖煎
饼卖出十亿票房袁看来以后要多吃煎饼尧多卖煎饼袁
提高演技遥

与 叶捉妖记曳尧叶大圣归来曳 同档期上映袁叶煎饼
侠曳仍获得了很好的口碑和票房遥 截至今晨袁该片用
14天的时间收获了 9.46亿袁 并有望在本周跨过十
亿大关遥 第一部作品就跻身十亿元俱乐部袁大鹏自
认这个起点有点高遥
昨日袁在接受叶法制晚报曳记者独家专访时袁大

鹏表示自己一直是个小人物袁小人物的成功并没有
什么秘诀袁只有一个招数袁就是坚持尧坚持袁再坚持袁
野只要是正确的方向袁不怕慢慢走袁总会到达遥 冶

大鹏老黄牛似的理论被今天寻求捷径的年轻

人所不屑袁但大鹏却用它支撑着自己从一个网络视

频主持人到网剧导演袁 再到电影导演的每一次转
变遥 叶煎饼侠曳的成功也将大鹏推到了风口浪尖袁野一
夜冶成功的他似乎也触动了很多人的神经袁当面对
争议时袁大鹏表示袁野我是小人物出身袁但作为喜剧
导演袁我只是希望和徐峥获得等同的尊重遥 冶

野小人物冶的身份有什么可困惑钥
野卓别林尧憨豆尧赵本山尧周星驰袁他们经典的角

色都是小人物遥 我会坚持去拍摄一个小人物的故
事袁 当然有的艺术大师负责站在一定高度引领大
家袁这是社会需要袁但有一部分人只负责大众审美
取向袁我就是后者遥 冶

叶煎饼侠曳票房这么好袁你之前有没有想到钥
大鹏院之前我对这部影片的票房预期是五亿遥
但我当时不敢说袁怕人家说我太狂妄遥 现在几

乎快到十亿袁这就是意外惊喜遥
你现在还在为野屌丝冶的身份而困惑钥
大鹏院我没办法摆脱这个关联袁你已经被大家

定位为这个群体袁我乐在其中遥 我依靠自己的努力
让大家改变这个看法遥 但每当大家在网络上搜索屌
丝这个词的时候袁还是会首先搜到我袁因为我拍了
一个网剧叫叶屌丝男士曳遥

野小人物冶与人相处要把握分寸
野人脉这件事袁如果你把他定义为人脉袁其实从

一开始就是有目的的交往袁 但我并不是这样的袁我
从始至终觉得交往应该是简单的遥 人与人之间能保
持一个舒适的距离是很重要的学问袁当下的中国这
种安全距离意识是很多人没有的遥 如果你跟人太
近袁别人会有压力的遥 冶

这次电影出来袁大家的反应都是大鹏的朋友圈
真是惊人袁片中邀请到的朋友占了你朋友圈的比例
是多少钥

大鹏院我很高兴你用到了朋友圈袁而没有用人
脉这个词袁 经常有人问你是如何经营你的朋友圈
的袁我讨厌极了遥 如果你把他定义为人脉袁其实从一
开始就是有目的的交往袁但我并不是这样的袁我从
始至终觉得交往应该是简单的遥 人与人之间能保持
一个舒适的距离是很重要的学问袁当下的中国这种
安全距离意识是很多人没有的遥 如果你跟人太近袁
别人会有压力的遥 其实我跟大部分明星的交往距离
没有足够远到当面被拒绝袁也没有足够近到我可以
掏心掏肺告诉你院我真的不想来遥 所以每个人都是
跟我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安全且舒适的距离袁大家会
认真考虑你的邀约袁并且给你一个认真地回答遥 所
以在我邀约的过程当中也一样会面临着 50%的各
种可能遥 于是大家看到的结果是袁我合作了很多人袁
看不到的结果是袁也许同样多的人拒绝过我遥

你最难邀请的是谁钥
大鹏院在已经出现在了叶煎饼侠曳里面的人袁最

难的是古惑仔遥 因为他们的难度是乘以四的袁他们
在生活当中是每个人袁也就意味着你需要分别搞定
每个人的经纪人袁他们必须达成共识都愿意来遥 当
你四个人同时满足袁他们都有时间袁然后彼此又都
接受他们来的各种条件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遥
困难到几度很多的工作人员想要放弃袁困难到

很多人面临这样的局面说院导演袁我们是不是一定
要这样钥我说院一定要这样遥古惑仔是我们这一代人
共同的回忆袁所以我其实在满足一代人袁并非自己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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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下午 1 时 10 分袁 监利县人民医院 6
楼袁刚刚从重症监护室转至普通病房的朱红美
老人见到了救她出水的潜水员要要要官东遥

这几天袁老人一直在不停念叨这件事遥 为
了了却老人的心愿袁官东从救援一线轮班下来
后袁立即赶往医院遥 野感谢你袁孩子浴 没有你袁我
噎噎冶看到官东袁朱红美眼泪止不住地流袁心里
酝酿了好久的话哽咽着说不出来遥

官东眼睛也湿润了遥 同样历经生死袁两人
相拥而泣遥

野恩人真的来了冶
时钟拨回到 6月 2日上午 11时 20分袁官

东随同所在的海军工程大学潜水分队刚抵达

监利野东方之星冶沉船救援现场袁他就申请第一
个下水遥 野水很冷袁下水后全身发凉袁头皮被刺
得生疼遥 冶官东回忆袁当时江水流速很快袁能见
度很低袁即便打强光手电袁手伸远点袁就看不见
五指了遥

中午 12时许袁官东身穿负重设备袁潜水摸
到了沉船的一个房间遥 凭借舱内稀薄的空气袁
65岁的朱红美正等待救援遥 官东用力砸开房
门袁艰难地爬进房间遥
房内袁老人整个身体浸在水中遥 野我一直祈

祷会有人来救我袁恩人真的来了遥冶6日下午袁朱
红美在病房中告诉记者遥

看到官东袁老人抑制不住哭起来遥 为了让
老人平静下来配合营救袁官东和老人拉起了家
常袁野奶奶您别哭袁 您就把我当成您的孙子袁我
一定会把您救出去遥 冶

安抚的同时袁官东把情况通报给甲板上等
待救援的人员遥 随后袁携带着一套装具的另一
名潜水员也来到舱室遥

不久袁老人的情绪逐渐平稳袁潜水员迅速
为老人穿戴好装具遥 野我们帮她穿好装备后袁教
她如何使用遥 没几分钟袁她给我打了一个 OK

的手势遥 冶官
东和另一名

潜水员一前

一后护着朱

红美出舱遥 官
东还脱下自

己的潜水头

盔给朱红美

戴上袁自己仅
使用一个呼

吸器遥 野等潜
到水里时袁因

为一片漆黑袁她又开始紧张起来遥 冶官东不得不
一手拽着朱红美袁一手打着手电筒照着她遥

一步一步袁三个人艰难地往外行走遥 野出舱
的时候袁也遇到了麻烦袁当时水流太快袁根本没
办法出去遥 冶官东立刻通知甲板人员快速收紧
软管和信号绳袁借用上方的力量出去遥

野出来了浴 冶水波荡漾袁倒扣的船底上袁伴着
一声惊喜的叫喊袁十几双眼睛齐刷刷盯住前方
水面要要要2日中午 12时 55分袁野东方之星冶客
轮倾覆 15个小时后袁朱红美终于浮出江面遥

5天后袁 已经逐渐康复的老人拉着官东的
手袁 用母亲的语气叮嘱院野我现在看清你了袁孩
子浴 你从事的这个行业非常危险袁你一定要注
意安全浴 冶

野你看这灯多亮冶
2日下午 2时 15分袁生命探测仪再次探测

出生命迹象遥
官东再次下水遥
一道生命之光突然照进几近令人窒息的

工作舱袁21 岁的船员陈书涵看到了生的希
望要要要18个小时了袁他一直在黑暗中拼命告诉
自己不要崩溃遥 野兄弟袁别紧张袁有我在浴 冶一声
呼唤从舱门口传来袁官东逐渐接近遥

刚刚恢复神志的陈书涵因过度恐惧袁呜呜
直哭遥 这种状况是很难随自己潜出水面的遥 官
东试着通过聊天让他平复遥 野我们刚救了一个
老太太袁你知道吗钥 撑住浴 冶官东一边聊一边向
外面的队友通报情况遥

满脸油污的陈书涵几乎无法正常言语遥
发现小伙子体力尧 精神已经严重透支袁官

东急了遥 救人要紧浴 他决定冒险卸下自己的潜
水设备包括呼吸面具袁为陈书涵穿上遥 野兄弟袁
把我这背带调一下遥 冶野你看这灯多亮袁 是不
是钥 冶

几句看似很随意的对话袁让陈书涵渐渐冷
静下来遥 官东将其送出舱室袁交给两名战友护
送上岸遥

水面上袁 陈书涵面带潜水护具探出了头袁
尽管极度虚弱袁但那一刻袁他的眼睛恢复了生
命的光亮遥

岸上的人们不知道袁垫后的官东却遭遇了
突如其来的危险院他被暗流卷入深水区袁身上
的信号绳被船体杂物缠绕遥氧气快耗尽的刹那
间袁官东果断作出决定院割断信号绳袁丢掉潜水
压载装备和无气气瓶袁憋着一口气快速升出水
面遥

刚出水的官东袁满头满脸都是油污袁由于
上升速度过快袁出水后袁他双眼通红尧鼻孔流
血袁双耳胀痛难忍遥

野出水的一刹那袁有一种从鬼门关关口逃
脱尧重获新生的感觉遥 冶官东告诉记者遥

3日袁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来到救援现场指
导时袁 专程走进海军工程大学救援官兵的帐
篷袁高度表扬 24岁的官东遥
总理说袁他从望远镜里看到了官东出水的

全过程遥 当时那么做很了不起袁把生的希望留
给别人袁把危险留给自己遥

当日袁海军工程大学为官东记一等功遥

90后潜水员冒险救人 把潜水装备让给被救者

钱锋袁女袁回族袁1969年 3
月生于常德市袁1990年 7月参
加工作袁大学本科袁中共党员袁
高级工程师袁现任市水文局水
资源科科长遥 25年来袁她一直
从事水环境监测和水资源保

护工作袁她以当好水资源质量
的守望者为己任袁为确保常德
人民饮水安全和创造优质水

环境袁 严把水质监测关口袁为
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

度全面建设节水型社会提供

了可靠的数据支撑遥
2008年至今袁常德市先后

出台了叶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
管理办法曳袁叶常德市水功能区
监测实施方案曳等措施袁并全
面启动农村水源保护工作袁市
政府把 野帮助 20万农村人口
解决饮水安全问题冶列为市政
府为民办实事的十件大事之

一袁将作为保证饮水安全的农
村水源水质监测任务交给了

常德水文局遥
钱锋同志在承担如此重

大的监测任务后袁带领科里和
水文测站的技术人员袁对分布
在全市各区县的 37个大中型
水库尧219 个小 I 型水库尧300
个小域型水库尧6个大型湖泊尧
42个河道断面进行了大规模
的取样监测遥为保证取样的可

操作做到人人过关遥对样品严
格按规范进行验收袁坚决杜绝
弄虚作假使水样失去可靠性

和真实性的现象发生袁保证了
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

性遥
全市对农村饮水水源的

水库禁止投肥养殖后袁市里对
区县渊市冤袁县里对乡镇层层实
行野一票否决冶袁钱锋手里检测
出来的水质监测数据成了许

多人看重的野生死牌冶袁为了考
核达标袁 有些人会找到她说
情袁也有人说些狠话袁但她坚
守质量是水环境监测生命线

的原则袁坚持用科学的数据说
话遥对重点水库和敏感水域会
采取监督性复测袁 在实验室袁
对每批样品都植入质控样跟

踪结果袁保证检测结果客观公
正遥她始终认为向市委市政府
提交真实的结果袁是对千千万
万需要安全饮用水的老百姓

负责遥
众所周知袁质量保证是监

测工作的生命线袁质量控制是
实现质量目标的重要措施遥作
为网点式国家级计量认证机

构袁水环境监测中心实验室自
1996年获国家级资质认证后袁
每年都得通过复杂的国家实

验室计量认证资质检查遥计量
认证是一项系统工程袁大到实
验室的整体管理尧 仪器设备袁
小到每一次药品登记尧一个样
品标签袁钱锋从硬件到软件实
施系统管理遥

在她的带领下袁水资源科
被打造成一支善打硬仗尧成绩
斐然的集体袁连续多年被评为
野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先进单
位冶袁 2012 年被团省委授予
野青年文明号冶光荣称号遥她也
多次荣获野市农村饮用水源保
护工作先进个人冶尧野市直优秀
共产党员冶称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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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性袁钱锋同志按叶采样技术规程曳的要
求袁组织采样人员进行培训袁从理论到

一尧 嫁给军人是她今生
无悔的选择

大学毕业前夕袁当她的
亲朋好友和大学同学知道

她的对象是一名边防军人

时袁 他们当中有 90%的人都
跟她说院 到省农科所工作袁
进了省城袁将来在哈尔滨找
个对象袁 一起上下班多好袁
嫁给当兵的多辛苦袁他在部
队工作袁只有你一个人在家
孤苦伶仃的袁今后后悔就来
不及了遥 但随着时间的推
移袁她被军人的诚实尧善良
和军人特有的气质所吸引袁
被他的细心尧关心和爱心所
打动袁心中更加坚定了嫁给
他袁陪伴他一生的决心遥 她
对关心她的亲朋好友和同

学说院野作为一名军人袁他诚
实可靠袁自己感觉到踏实遥 冶

二尧照顾好家庭袁支持
丈夫工作是她应尽的责任

军嫂这个名字袁听起来
很好听袁其实更多的是意味
着牺牲和付出遥 2003 年 1
月袁她和王树斌结婚袁毅然
放弃了到省农科所工作袁来
到了边防遥 从此袁屋里屋外
的事只能落在她一个人的

肩上遥
2004年 7月孩子出生袁

因孩子体弱多病袁她几乎是
每个月要有 20 多天抱着孩
子在医院生活遥 无奈之下她
独自一人带着不到百天的

孩子到哈儿童医院做进一

步的检查袁 检查的结果是院
孩子缺铁尧缺锰袁而且还铅
超标袁 接近于轻度铅中毒遥
她撒了谎说袁 孩子只是体
弱袁需要住院治疗遥 在医院袁
当看到别人家的孩子住院

都有那么多的亲人陪在身

边袁她特别的羡慕袁临病床
的好心大姐问她袁这是你的

私生子怎么的袁孩子这么小
住院父亲都不来遥 那一刻袁
她的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滋

味遥 盼着孩子快点长大袁可
是她渐渐发觉孩子和其他的

同龄孩子有些不同袁完全沉
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袁为了弄
明白孩子得的是什么病袁她
独自带着孩子到哈尔滨袁沈
阳袁北京等地为儿子寻医问
药遥 医生说袁这是一种终身
的精神疾病袁目前是医学界
的难题袁不知道什么病因引
起的袁也没有药物治疗袁只能
通过干预训练来改善现状袁
这就是孤独症袁也被称为自
闭症遥 听到这里袁她犹如晴
天霹雳袁感觉天要塌下来一
样噎噎遥

三尧竭力为部队办好事
是她不变的追求

树斌入伍 21 年除了有
3 年的时间在机关工作袁其
余的时间都在一线连队袁她
曾多次到连队和哨所看望和

慰问战士遥 看到一个个十八
九岁的可爱战士袁他们夏天
顶酷暑袁冬天冒严寒训练执
勤袁没有一个叫苦叫累的袁让
她肃然起敬遥 无论是平时袁
还是节假日袁只要她到连队袁
都到炊事班袁给他们做一些
好吃的袁有时候还会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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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点吃的袁为他们送些鞋垫和袜子遥

励

志
故 事

十几岁的桑德斯经常为很多事情发愁遥 他常常为自己犯
过的错误自怨自艾曰交完考试卷以后袁常常会半夜里睡不着袁
害怕没有考及格遥他总是想那些做过的事袁希望当初没有这样
做曰总是回想那些说过的话袁后悔当初没有将话说得更好遥

一天早上袁全班到了科学实验室遥 老师保罗窑布兰德威尔
博士把一瓶牛奶放在桌子边上遥大家都坐了下来袁望着那瓶牛
奶袁不知道它和这堂生理卫生课有什么关系遥

过了一会袁保罗窑布兰德威尔博士突然站了起来袁一巴掌
把那牛奶瓶打碎在水槽里袁 同时大声叫道院野不要为打翻的牛
奶而哭泣遥 冶

然后他叫所有的人都到水槽旁边袁 好好地看看那瓶打翻
的牛奶遥

野好好地看一看袁冶他对大家说袁野我希望大家能一辈子记
住这一课袁这瓶牛奶已经没有了–你们可以看到它都漏光了袁
无论你怎么着急袁怎么抱怨袁都没有办法再救回一滴遥 只要先
用一点思想袁先加以预防袁那瓶牛奶就可以保住遥 可是现在已
经太迟了袁我们现在所

能做到的袁只是把它忘掉袁丢开这件事情袁只注意下一件
事遥 冶

大道理院 不要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袁 相信船到桥头自然
直袁积极的去面对下一件事情遥

罗森在一家夜总会里吹萨克斯袁收入不高袁然而袁却总是
乐呵呵的袁 对什么事都表现出乐观的态度遥 他常说院野太阳落
了袁还会升起来袁太阳升起来袁也会落下去袁这就是生活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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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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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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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有一天袁罗森把车泊在楼下袁半小时后下楼时袁发现
车被盗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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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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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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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绪袁要有一种认识挫折和烦恼的胸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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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时候他起了疑心院要是邻居不愿意把锤子借我袁那
怎么办钥
昨天他对我只是漫不经心地打招呼袁也许他匆匆忙忙袁也

许这种匆忙是他装出来的袁其实他内心对我是非常不满的遥什
么事不满呢钥 我又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袁 是他自己在多心罢
了遥
要是有人向我借工具袁我立刻就借给他遥而他为什么会不

借呢钥怎么能拒绝帮别人这么点儿忙呢钥而他还自以为我依赖
他袁仅仅因为他有一个锤子浴 我受够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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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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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先生常到一家商店买报纸袁 那里的服务生总是一脸傲
慢无礼的样子袁就连基本的礼貌都没有遥做事追求效率固然重
要袁 可是缺乏礼貌一定会流失客人袁 没有了客人服务速度再
快袁又有什么用钥

朋友对老先生说袁为何不到其他地方去买钥
老先生笑着回答院野为了与他赌气袁我必须多绕一圈袁浪费

时间袁徒增麻烦袁再说礼貌不好是他的问题袁为什么我要因为
他而改变自己的心情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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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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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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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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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酬賓大優惠

China's top diplomat Wang Yi said on Thursday that
the world is watching Japan's reactions as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nears.
The foreign minister made the comment to Chinese
reporters after a meeting with his Japanese counter-
part Fumio Kishida on the sidelines of a series of
meetings on East Asia cooperation in Kuala Lum-
pur, Malaysia.
"Of course we are waiting to see (Japan's next
moves)," CCTV reported Wang as saying.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and his Cabi-
net are trying to pass new security bills through Ja-
pan's upper house, triggering nationwide protests
as observers said the bills are believed to betray
the spirit of its pacifist Constitution.
Wang, a former Chinese ambassador to Japan,
said that the recent changes in Japan's military and
defense policies "naturally lead to concerns of many
countries, especially neighboring countries".
"We hope that Japan could continue taking the path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which they have stuck to,"
Wang said.
Lyu Yaodong, an expert o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aid
that "Japan has not resolved its history issue", and
that it is still attempting to beautify or deny its histo-
ry of aggression.
Patrol planes
Also on Thursday, the Foreign Ministry and the Min-
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reacted to reports of Ja-
pan supplying patrol planes to the Philippines that
would be used to monitor activities in the South Chi-
na Sea.

Reuters cited four anonymous sources as saying
that Tokyo wants to provide the Philippines with
three Beechcraft TC-90 King Air planes equipped
with surface and air surveillance radar, though Ma-
nila reportedly preferred a more advanced aircraft,
the Lockheed Martin P3-C, which may have the ca-
pability to track China's submarine activity.
The US had asked Japan to provide training pro-
grams and maintenance for any planes it gives the
Philippines, a US military source told Reuters.
The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told
China Daily in a
written
response,
"China hopes
that the military
cooperation by
relevant
countries
contributes to
the peace and
stabilization of
the region, not
the contrary."
The
spokesperson's
office of the
Foreign Ministry
stated that China hopes to see the parties involved
do more to contribute to "improving mutual trust
among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Related
China Urges Japan to Send "Correct" Message

on Wartime Responsibility
China urged Japan to send a "clear and correct"
message on its wartime responsibility as Prime Min-
ister Shinzo Abe is expected to make a statement
marking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next week.In a report released as a refer-
ence for his upcoming statement, a 16-member pan-
el to Abe mentioned the country's wartime aggres-
sion and colonial rule, but stopped short of saying
whether the prime minister should apologize for the
atrocities.
"China and other Asian countries as well as the
world are watching the Japanese leader's upcoming

speech closely,"
Foreign Ministry
spokeswoman
Hua Chunying
said Friday,
again urging
Japan to face up
to and reflect
deeply upon the
war launched by
Japanese
militarists.
"Japan should
send a clear and
correct message
on the nature of
the war and
Japan's wartime

responsibility to gain trust from its Asian neighbor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ua said.
Only by doing so can Japan realize real reconcilia-
tion with its Asian neighbors and develop a fu-
ture-oriented relationship with them, she added.
Abe, a historical revisionist, has reiterated that he
would follow the Murayama Statement as a whole
but would not repeat such words as "heartfelt apolo-
gy" or "aggression and colonial rule" in his war anni-
versary statement, maintaining there is no universal
definition for "aggression."
Many Asian countries have shown their concerns
that Abe might dilute official apologies made by for-
mer Prime Minister Tomiichi Murayama in 1995 in
his landmark statement.

Lang Lang International Music Foundation

Pianists 14 Years old or younger, we urge you to apply for Allianz Junior Music
Camp 2015!All expenses and travel paid. Go to: http://langlangfound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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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2015, China's economy saw
a 7 percent expansion, achieving medium-high
growth, and China will remain a top contributor to
global economic activity, while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the euro area only
at 0.8 percent to 2.5 percent.
However, some experts and institutions queried the
7 percent growth by arguing that the figure, espe-
cially the figure in the second quarter, is not in line
with expectation.
Based on past experience, aggregate supply and
demand are difficult to support medium-high
growth, which also does not match with other indica-

tors such as power consump-
tion and transportation.
Seven percent of the growth
rate of the Chinese economy
in the second quarter ex-
ceeds the expectations of
some economists. They told
Wall Street Journal they had
predicted that the Chinese
economy will increase 6.8
percent, according to Wall
Street Journal.
After analyzing the econom-
ic data, we believe that 7 per-
cent growth in the first half
has a solid foundation,
strong support from the sup-
ply and strong driving from
demand, Zhang Xiaoqiang,

vice-chairman of the 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said in an article published
on People's Daily, August 6.
China's economy in the second quarter was close
to a turning point, but these experts have not accu-
rately predict that Chinese economic indicators
would improve generally in June.
Mainly thanks to the faster growth in the service sec-
tor, the Chinese economy saw recovery and 7 per-
cent growth in the service sector, which grew by 8.4
percent, 0.5 percentage points higher than the
same period of last year.
Currently, a proportion of tertiary industry in GDP

has exceeded the secondary industry, the
added value of the tertiary industry accounted
for 49.5 percent of the GDP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5, it was 5.8 percentage points higher
than the second industry. The service sector
contributes more and more to economic
growth.
Generally, the changes of major economic in-
dicators in the first half of are indeed not in
line with the past experience, but they are
caused by an adjustment in economic struc-
ture, which does not mean they are un-
matched.

“ The first impression from the latest data is one of
stability, with signs of restored momentum heading
into the second half,” Bloomberg’ s Chief Asia Econ-
omist Tom Orlik wrote in a note. “ However, to the
extent that growth was supported by financial sector
gains from the stock market, it won’ t be sustained
without further stimulus.”
“Downside risks are getting smaller. A

modest recovery is expected
in the second half”

Wang Tao, chief China economist at UBS Group AG in Hong Kong

The GDP deflator -- the gap between nominal and
real growth -- was negative 0.5 percent in the first

half, highlighting room to ease monetary settings fur-
ther.
The People’ s Bank of China has cut interest rates
four times since last November, with the latest to a
record low announced June 27, to cushion the slow-
down. It will “ flexibly use various monetary policy
tools” to keep appropriate liquidity and reasonable
credit growth, the central bank said in a statement
Tuesday after a quarterly committee meeting.
China’ s benchmark Shanghai Composite Index
surged 150 percent in the 12 months to a June 12
peak, before plunging in a correction that wiped out
almost $4 trillion in value. The index fell 3 percent
Wednesday. Declines continued in U.S. trading as
the Bloomberg China-U.S. Equity Index, which
tracks the biggest Chinese firms trading on Ameri-
can exchanges, snapped a four-day winning streak,

closing 3.3 percent lower.
Retail sales increased 10.6 percent in June, the
NBS data showed; economists had forecast 10.2
percent. One example of rising consumer power: na-
tionwide box office revenue surged to 20.3 billion yu-
an ($3.3 billion) in the first half, the official Xinhua

News Agency reported Wednesday. Back in 2008,
when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hit the Chinese econ-
omy hard, the whole-year box office revenue was
just 4 billion yuan.
Beijing will still need to provide liquidity to buttress
its still-rickety stock exchanges - which the statistics
bureau described as key to economic stability - and
to reduce the cost of corporate financing, which re-
mains far higher than returns on investment for
many companies.
Economists have also called for more direct fiscal
stimulus to help support local governments as they
grapple with a mountain of debt.
Fiscal expenditure rose 13.9 percent on an annual
basis in June, a sharp rise from May's low 2.6 per-
cent but well below April's 33.2 percent spike.
The surprisingly positive readings have some ana-
lysts questioning the accuracy of official data, sug-
gesting they are more about reassuring investors
than true reflections of performance. For example,
June power output only increased 0.5 percent
year-on-year, even though factory output climbed
6.8 percent.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rejected sugges-
tions that figures were being inflated.

The relic of Unit 731 is located in Harbin,
northeast China’s Heilongjiang province. Unit 731

was a secret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warfare
research base established in Harbin in 1935 as

center of Japan's biological warfare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during WWII. From 1939 to 1945,
at Least 3,000 people were killed there, and more

than 300,000 people perished due to biological
weapons. The retreating Japanese invaders blew
up the base to cover their crimes before they
surrendered in 1945.[Photo: people.com.cn]

World 'Watching' For Japan's 'Next Move'
China Sees Denial Of Historical Facts "Unaccep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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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Economic Restructuring
Pays Off - Growth Ahead Of Forecast

Historical documents about Japanese aggression during World
War II on display at an exhibition at the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Museum in Beijing, July 4, 2015. [China Daily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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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nes Load Containers Onto Barges At China Port In Morning Hours

Activity in the sector has now expanded for 34
consecutive months — a positive showing.

Japan is considering donating three Beechcraft
TC-90 King aircrafts fitted with air surveillance
radar to the Philippines for conducting patrol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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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山交通公社在经过海云台等釜山著名海岸景点的二号线 2列
电车上布置了野海滩地铁冶袁为乘客带来清凉一夏遥

中新网 7月 31日电 据韩媒报道袁随着韩国的梅雨季结束袁高温炎
热天气和热带夜从 30日开始袭击韩国遥 今年夏天袁釜山交通公社在经

过海云台等釜山著名海岸景点的二号线 2 列电车
上布置了野海滩地铁冶车厢袁让乘客们乘坐地铁时仿
佛置身海滩袁为炎炎夏日带来一份清凉遥

据报道袁 电车地板上描绘着沙滩和波浪的美
景袁 墙壁和玻璃窗上则展现出在大海中避暑的游
客袁还有享受着堆沙子乐趣的游客等袁不禁令人想
起夏季海水浴场的景象遥

韩国釜山交通公社表示袁为了给夏季前往釜山
的游客带来快乐袁特别将釜山大海的形象搬上城市
铁路袁构成野海滩地铁冶遥

野海滩地铁冶在经过海云台尧广安里海水浴场等
釜山著名海岸景点的二号线 2列电车上呈现袁于本
月 27日开始运行袁将于 8月末结束遥 据悉袁野海滩地
铁冶的运行次数为平均每天 20趟遥

釜山地铁主题列车去年也曾运营遥 去年冬天
时袁以雪为主题袁运行了野雪花列车冶曰在光复节时袁
则运行了以太极旗为主题的地铁遥

在地铁上看海：釜山“海滩地铁”带来清凉一夏(图)

中新网 7月 31日电 健美的身材可不是人类的专利袁动
物界也有野健身达人冶袁比如脖子肌肉性感的长颈鹿尧胸肌明
显的大袋鼠和腹肌健硕的白鲸遥看到它们袁整天坐在电脑前
的你是不是也要行动起来了钥
长颈鹿肌肉发达吓傻摄影师
食草动物也不是好惹的袁 南非有只长颈鹿袁 不仅四肢强

壮袁就连脖子和身体都有结实的肌肉袁十分性感遥
由于长颈鹿是用脖子作为战斗武器袁 这只精壮的长颈鹿

显然是经过了很多战斗袁才能野练就冶浑身肌肉遥
摄影师形容它就像野长颈鹿界的哥斯拉冶袁说他从来没见

过如此壮硕的长颈鹿袁当时看见它简直野吓傻了冶遥
白鲸腹肌健硕羡煞游览者
在日本最热的日子里袁年轻人找到了一个避暑的新方式袁

到水族馆去让白鲸喷水娱乐避暑遥
白鲸的水柱喷射过来袁有的人在闪避袁有的人在享受这一

刻的清凉遥
这只白鲸喷水的表演已经成为该水族馆最受欢迎的表演

科目了遥 看这健硕的腹肌袁真让人自叹不如尧羡慕万分遥
大袋鼠身高两米却是胆小鬼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出现了一只 2米高的巨型袋鼠袁 它身

形健硕袁重达 95公斤袁胸肌及二头肌线条明显袁堪称野袋鼠界的叶问冶遥
虽然长得高袁可是这只袋鼠却是个胆小鬼遥 有居民说袁袋鼠见到宠

物狗以后袁突然站得笔直袁吓得不敢动弹遥
这只巨型袋鼠经常在游乐场尧 人行道甚至高尔夫球俱乐部游荡袁

它的左耳断裂袁只剩下一小部分袁与其他袋鼠明显不同遥

动物也健身：长颈鹿脖子性感白鲸腹肌健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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