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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西七天
$318（再買二送一）$215起

加拿大洛磯山七天,
哥倫比亞大冰原 露易絲湖 溫哥華

$566/人(原$629)

美東六天 $175起 美加東八天 $303起

黃石公園( 丹佛) 六天 $266起

黃石七天 羚羊彩穴、布萊斯峽穀、包偉湖 $286起

（
買
二
送
一
）

專辦中國簽證 (十年) 全球豪華郵輪

北歐七天 $730起

（
買
二
送
二
）

上海 ,南京 ,無錫 ,蘇州 ,烏鎮 ,

八日遊 僅 $699

機票+旅遊團(含國際來回機票&稅金
並可自行選擇回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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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66 -- 99//1717
( 含三峽遊輪)

休城讀圖

本報記者黃梅子報導本報記者黃梅子報導

（本報記者黃梅子）美南國際電視2015年的《味全小廚房
》從9月5日開始至12月31日，每兩周播出一期《味全小廚房
》節目，由味全食品公司獨家冠名播出。今年的《味全小廚房》
繼續由翁大嘴主持，嘉賓主持是休斯頓名廚——錦江飯店老板丁
德忠師傅！去年丁師傅教大家做了上海名菜腌篤鮮和八寶鴨之後
，好評如潮，很多觀眾朋友都希望繼續跟丁師傅學做上海菜。所
以2015的《味全小廚房》，我們邀請丁師傅繼續教大家做菜。
中秋節馬上就要到了，本期節目丁師傅在家樂超市的家樂小廚裏
教大家做上海鮮肉月餅、蘿蔔絲月餅和香酥餅。很多朋友以為月
餅很難做，其實只要你守著電視機，鎖定《味全小廚房》，跟著
丁師傅學，包你中秋節吃上香噴噴新鮮出爐的鮮肉月餅。學會了

之後，不論是自家請客還是去朋友家開party，到時候露上一小
手，肯定效果不錯。

要吃正宗上海菜，手藝最贊丁師傅。丁師傅來到休斯頓已經
有幾十年了，從最開始downtown的“洞庭”，到“丁師傅私房
菜”，再到“錦江酒家”和“豫園小吃”，丁師傅在休斯頓飲食
界聲譽卓著。
丁師傅教做月餅的這一期《味全小廚房》節目於9月19日週六
晚8點首播，9月20日週日下午5點重播，9月23日週三上午9:
30分再次重播。千萬不要錯過這難得的機會，跟著丁師傅學做
上海鮮肉月餅！

休斯敦名廚丁師傅休斯敦名廚丁師傅《《味全小廚房味全小廚房》》教做鮮肉月餅教做鮮肉月餅！！

丁師傅主理的家樂小廚位於糖城家樂超市內丁師傅主理的家樂小廚位於糖城家樂超市內

丁師傅丁師傅（（右右））和新近和新近
加盟錦江酒家的上海加盟錦江酒家的上海
名廚周師傅名廚周師傅（（左左））

新鮮出爐的鮮肉月餅新鮮出爐的鮮肉月餅《《味全小廚房味全小廚房》》拍攝中拍攝中

丁師傅和家樂小廚的員工們丁師傅和家樂小廚的員工們

丁師傅在教做月餅丁師傅在教做月餅

休斯敦名廚丁師傅休斯敦名廚丁師傅

（（本報記者黃麗珊本報記者黃麗珊））美國德州廣東總會已
走過了整整十二載春秋。為此，2015 年9月18
日(星期五)晚六時三十分在112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72的珍寶海鮮餐廳隆重舉
行美國德州廣東總會成立12週年慶典,席開80
桌.會上並進行美國德州廣東總會新舊會長商粵
生,徐松煥在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房振群僑務組
長監交完成交接儀式.董事們與800位中外僑界
人士觀禮.德州州眾議員吳元之致贈州長賀函,由
美國德州廣東總會陳灼剛董事會主席,徐松煥前
會長與商粵生會長代表接受.現任會長徐松煥在
會上致歡迎詞,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房振群僑務
組長致詞,讚揚美國德州廣東總會對中外僑社的
卓越貢獻並恭賀新會長商粵生.商粵生新會長致
謝詞後,大家享用豐富佳餚與美酒並欣賞由謝曉
蘭小姐等主持精彩的文藝節目演出,與會人士歡
度有意義美好的夜晚.

徐松煥現任會長首先致歡迎詞,今天,美國德

州廣東總會在這裡隆重舉行成立十二週年慶典
暨會長交接儀式首先,請允許我代表廣東總會全
體同仁,對出席本次慶典活動的各位朋友,各位來
賓表示熱烈的歡迎.廣東總會的發展和進步,離不
開中國總領館的熱情關懷,離不開兄弟社團和各
界朋友的大力支持,離不開商家朋友們的慷慨贊
助,我代表廣東總會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謝.同時
對你們多年來對廣東總會的信賴和給予的大力
支持表示誠摯的謝意.

徐松煥現任會長說明,2003年,美國德克薩
斯州廣東總會成立.總會之成立,旨在凝聚與廣東
有緣人士,推動其融入美國主流社會,積極參加美
國當地的社會活動,提高其社會及經濟地位,為社
區和華人服務,爭取福利,組織聯誼,科教文等活
動;推動美中友好關係的發展,促進德州地區與廣
東省的友好往來與經貿合作,促進中國特別是廣
東貧困地區的教育和經濟發展.十二年,對於社團
歷史來說,也許是彈指一揮間,秉持加強中美兩國

於經濟,科技及文化藝術等領
域發展之初衷,積極幫助亞裔
人士融入美國主流社會,德州
廣東總會為促進中美友誼和
休斯敦華人社區發展作出了
貢獻.作為在德州的廣東總會,
多年來積極關注中美兩國的
發展,在危難時刻及時伸出援
助之手,無論在大地震及颶風
災區捐款中,總離不開.

廣東總會的身影.在休斯
敦眾多的社團中,廣東總會在
促進社區和諧團結一直發揮
著積極的作用.多次邀請,主辦
中國著名演出團體到休斯敦
演出,廣東總會的董事們出錢
出力,每次活動不僅是一次簡

單的演出,它一方面讓
在美國的華人華僑親
自感受到中國文化的
魅力,另一方面也向祖
國人民顯示海外華人
的豐採.有錢的人很多
,但是有這份心讓華人
享受文化大餐的人,敢
於承擔壓力和風險為
華人做好事的也許不
是很多.多年舉辦中秋
敬老會,連續五年舉辦
大休斯敦地區警民聯
歡晚宴等,已成為休斯
敦華裔社區的一大盛
事,聚集了休斯敦地區
的主要社團,包括各區
的警官,上千人的盛會
,突顯華裔與美國主流
社會的緊密合作.廣東
總會為社區的和諧,豐
富華人文化生活所做的好事,無私的奉獻有目共
睹.今晚,我們把廣東總會的接力棒傳給了下屆理
事和會長,新理事會在陳灼剛主席和商粵生會長
的帶領下一定能夠不負眾望更上一層樓,把我們
的事業做得更好.回首過去,引以為傲;立足今日,
胸有成竹;展望未來,信心百倍.美國德州廣東總
會將一如既往,繼續與各方密切合作,為推動美中
在各領域的友好交往與合作做出更大貢獻.今天
是9月18日也是一個特殊的日子,在這裡,讓我們
緬懷先烈,珍愛和平,為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及振
興中華而努力奮鬥.

休斯敦市長代表,吳元之德州州眾議員,中國
駐休斯敦總領館房振群僑務組長,鄧賽英領事,賈
西亞市長侯選人夫婦,金城銀行黃國樑總經理夫
婦,候秀宜公關,行員,美南銀行盧建昌資深副總

裁,行員,恆豐銀行張永男執行長,行員,國泰銀行
王吟昭,行員,潮州會館,福建同鄉會,山東同鄉會,
香港會館,上海聯誼會,楊俊義太極館,黃氏宗親
會,汝楨藝苑,東北同鄉會,內蒙古同鄉會,安良工
商會,浙江同鄉會,華人石油協會,華夏學人協會,
徐建勛律師,蔡保羅醫生,女企業家協會,安徽同
鄉會,華裔聯盟,華夏中文學校,陽光地產,雲吞,
MiniBank,劉曉,Joe Ding,小魚兒Zoe,平安旅行
社,六福,馨韻合唱團,中國人活動中心,藝豐裝潢,
廣東總會敬老桌,廣東總會徐松煥,商粵生,鄭國
祥,林泰,龔燕婕,Vicky Zhang,Lisa,Jenny,Joan-
na Xie,亞美Chris,Andy,Gina,Leona,休士頓吃喝
群,JP Lee,傑瑞公司,ChaseBank,警民及大學生
校友會共800位中外僑界人士參加美國德州廣
東總會成立12週年慶典暨會長交接儀式,場面熱
鬧,氣氛溫馨.

美國德州廣東總會成立12周年慶典暨新舊會長商粵生
徐松煥交接儀式場面熱鬧氣氛溫馨

美國德州廣東總會新舊會長商粵生美國德州廣東總會新舊會長商粵生,,徐松煥在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房振徐松煥在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房振
群僑務組長監交完成交接儀式群僑務組長監交完成交接儀式..董事們與董事們與800800位中外僑界人士觀禮位中外僑界人士觀禮((記記
者黃麗珊攝者黃麗珊攝))

美國德州廣東總會新舊會長商粵生美國德州廣東總會新舊會長商粵生,,徐松煥接受美南國際電視徐松煥接受美南國際電視
臺專訪臺專訪((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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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亞裔共和黨領袖團德州亞裔共和黨領袖團20152015年度德州政治家餐會集錦回顧年度德州政治家餐會集錦回顧
（（本報訊本報訊））20152015年年99月月1010日日 –德州亞裔共和黨領袖團–德州亞裔共和黨領袖團(Texas Asian Republican Club)(Texas Asian Republican Club)在金山餐廳舉辦年度德州政治家餐會在金山餐廳舉辦年度德州政治家餐會，，推崇我們的德州主計長推崇我們的德州主計長Glenn HegarGlenn Hegar先生為亞裔先生為亞裔

居民的幫助和進一步的支持‧由於他積極地推進德州政府的多項成功經濟方案及順利完成了德州投資新發展等優質策劃並對中美商業經濟交流和社會安全基金的穩定做出許多努力居民的幫助和進一步的支持‧由於他積極地推進德州政府的多項成功經濟方案及順利完成了德州投資新發展等優質策劃並對中美商業經濟交流和社會安全基金的穩定做出許多努力

‧也替德州取到許多聯邦經費支援在國土安全‧也替德州取到許多聯邦經費支援在國土安全、、道路建設和老人津貼等道路建設和老人津貼等。。德州亞裔共和黨領袖團以餐會表示了對主計長的支持和感謝德州亞裔共和黨領袖團以餐會表示了對主計長的支持和感謝。。另一方面由於休士頓市長與市議員選戰方熾另一方面由於休士頓市長與市議員選戰方熾

，，近來亞裔人口逐年增加近來亞裔人口逐年增加，，當天同時也為該黨提名的候選人們舉行造勢餐會當天同時也為該黨提名的候選人們舉行造勢餐會，，吸引許多熱情支持者前往聲援吸引許多熱情支持者前往聲援，，勝選聲勢看好勝選聲勢看好。。

主講嘉賓之一的哈里斯縣法官張文華主講嘉賓之一的哈里斯縣法官張文華((圖左四圖左四))和德州亞裔共和黨領袖團新任休士頓分會會長和德州亞裔共和黨領袖團新任休士頓分會會長Jessica Vu (Jessica Vu (圖右一圖右一))僑灣僑灣

社會長浦浩德社會長浦浩德((圖左三圖左三))，，僑灣社警民熱線主任劉志恆僑灣社警民熱線主任劉志恆((圖左二圖左二))，，僑灣社理事僑灣社理事，，德州主計長德州主計長Glenn HegarGlenn Hegar亞裔社區事務亞裔社區事務

主任吳凱俊主任吳凱俊((圖左一圖左一))，，彭莉醫師彭莉醫師((圖右二圖右二))和前福偏學區委員候選人張晶晶和前福偏學區委員候選人張晶晶((圖右三圖右三))合影於會場合影於會場

德州主計長德州主計長Glenn Hegar(Glenn Hegar(圖左二圖左二))和德州州議員和德州州議員Rick Miller(Rick Miller(
圖右二圖右二))，，德州亞裔共和黨領袖團福偏縣主席德州亞裔共和黨領袖團福偏縣主席Mike Gibson (Mike Gibson (
圖右一圖右一),), 僑灣社會長浦浩德僑灣社會長浦浩德((圖左一圖左一))

榮獲德州亞裔共和黨領袖團年度德州政治家獎項的德州主榮獲德州亞裔共和黨領袖團年度德州政治家獎項的德州主
計長計長Glenn HegarGlenn Hegar積極推進亞洲國家投資德州和加強經濟貿積極推進亞洲國家投資德州和加強經濟貿
易往來易往來，，更是亞裔之福更是亞裔之福

德州主計長德州主計長Glenn Hegar(Glenn Hegar(圖中圖中))再度向會員及來賓們表示感謝再度向會員及來賓們表示感謝。。主計長的主計長的
亞裔社區事務主任吳凱俊亞裔社區事務主任吳凱俊(Kevin Wu,(Kevin Wu, 圖左圖左))分享今年在華裔社區成功舉辦分享今年在華裔社區成功舉辦
的活動項目及接下來將為亞裔社區提供的商業研討會論壇等的活動項目及接下來將為亞裔社區提供的商業研討會論壇等，，與合作多次與合作多次
的僑灣社會長浦浩德的僑灣社會長浦浩德(Howard Paul,(Howard Paul, 圖右圖右))一起為來賓們分析了各項目活動一起為來賓們分析了各項目活動
的重要性的重要性

德州主計長德州主計長Glenn Hegar((Glenn Hegar((圖中圖中))和德州亞裔共和黨領袖團新和德州亞裔共和黨領袖團新
任休士頓分會會長任休士頓分會會長Jessica Vu (Jessica Vu (圖右圖右),), 及本屆年度德州政治家及本屆年度德州政治家
餐會活動策劃人之一的餐會活動策劃人之一的Loan Davis (Loan Davis (圖左圖左))合影合影

愛莉芙區新任學區委員愛莉芙區新任學區委員Nhi HoNhi Ho表示表示
支持亞裔人士對主流政治的影響力支持亞裔人士對主流政治的影響力

主講嘉賓之一的哈里斯縣法官張文主講嘉賓之一的哈里斯縣法官張文
華致詞華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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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妄斗袁断送晚清最高学府
导语院真实的历史袁不提供鸡汤袁只提供残酷的尧难以被后世汲取的教训遥

晚清最高学府尧改革方向标袁却沦为了改革派
内部争权夺利的战场

近日袁文化名人尧北师大教授于丹袁因在开学前送出一份迎新大
礼要要要一篇所谓的光绪皇帝在野京师大学堂冶的演讲要要要而深陷风波

之中遥 于教授本期望这篇野砥砺学子破心中之贼袁致力国家强大冶的演
讲袁能帮助野我们的大学生破除伪善和守旧冶袁孰料该演讲并非真史袁而
系出自某网络历史小说袁遂遭遇野心灵鸡汤大师栽在鸡汤上冶之讥刺遥
淤
其实袁这篇野伪光绪演讲冶袁自 2009年前后现身网络以来袁于丹教

授不是唯一一个野中招冶者遥在此之前袁已有相当一批报纸尧杂志曾信以
为真袁刊登过该演讲遥于惟野京师大学堂冶的创办过程袁远不如这篇伪演
讲那般充满正能量袁事实上袁它是一个沉痛的教训遥 这个教训袁比伪鸡
汤值得重温遥
时为 1898年 6月 26日袁光绪皇帝对军机大臣尧总理各国事务王尧

大臣大发雷霆袁命令他们立刻就野京师大学堂冶的创建袁拿出一个具体
章程袁否则袁野定即从严惩处不贷冶遥榆此时袁距离光绪正式批准建立野京
师大学堂冶袁已过去了四个月袁军机处与总理衙门居然没有一点动静遥
而按光绪的设计袁京师大学堂野为各行省之倡袁尤应首先举办冶袁是变法
改革的榜样袁本应走在各省改革的前面遥榆皇帝盛怒之后袁建校工作确
实积极运转了起来遥 但令人惋惜的是袁这种运转却走上了歧路遥
第一重歧路袁是建校工作陷入了不同改革派系的内斗之中遥 戊戌

年的改革派袁可以区分为野康党改革派冶与野非康党改革派冶两大阵营遥
前者拥护康有为及其学说袁主要是以梁启超为首的康门弟子袁以及部
分低品级御史曰后者对康有为观感不佳袁且大都对其学说心存厌恶袁这
些人如张之洞尧孙家鼐等袁均是握有实权的朝廷重臣袁也是当日改革必
须依赖的中坚力量遥 虞因为大学堂是改革的风向标袁所以袁这两大阵
营袁都想要掌控住大学堂的主导权遥
这场内斗袁主要集中在野由谁来制定叶大学堂章程曳冶和野由谁来出

任总教习一职冶这两个问题上遥前者关系到具体课程的开设曰后者关系

到教职人员的聘用遥 野康党冶希望具体的课程由梁启超来制定袁教材由
野康党冶控制的在上海的编译局提供曰总教习一职由康有为出任袁其他
教职人员则由康有为提名聘请遥但包括野管学大臣冶渊近似教育部长冤孙
家鼐在内的野非康党改革派冶袁对野康党冶的上述意愿袁坚决抵制遥 愚

于丹微博截图，原博已删除

争斗结果袁没人关心最重要的野西学冶袁双方只
顾围绕着经学互撕
第二重歧路袁是建校过程中袁几乎无人讨论野西学冶问题遥 晚清要自

强袁其改革方向袁本该是向西方学习袁京师大学堂的定位袁本来也是向
日本的东京大学看齐遥但野康党冶与野非康党冶对西学全都一知半解袁野对
于泰西尧日本经验的本质袁皆缺乏一般性的了解冶袁反一直在围绕着野中
学冶不断互撕遥 舆
按野康党冶的设想袁创立野孔教冶是中国对抗西方尧实现自强的终极

法宝遥梁启超曾自述心迹院野我辈以教为主袁国之存亡于教无与遥冶野我辈
宗旨乃传教也袁非为政也曰乃救地球及无量世界众生也袁非救一国也遥
一国之亡于我何与焉遥 冶余野孔教冶高于野清国冶袁是野康党冶的自我定位遥
野康党冶主张野素王改制冶渊康党以孔子为野素王冶袁意即不掌握世俗权力
的宗教领袖冤袁企图野以长素为教皇冶袁想要将康有为渊字长素冤扶上当今

野素王冶的地位遥 为了证明这种政治理念的合理性袁康有为对儒家经学
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造曰这种改造袁除康门弟子外袁可以说遭到了士大夫
圈子的普遍抵制要要要不过袁光绪皇帝对野康党冶的这种政治理想并不了
解袁因为康有为进呈给皇帝的著作袁与其外间戊戌年之前公开刊行的
著作相比袁有很大幅度的删改遥
梁启超为大学堂拟定的课程和书单袁暴露了康党的这种野以长素

为教皇冶的政治野心遥 最终导致整个大学堂的筹办过程中袁真正重要的
西学袁成了无人问津的事务曰没落的经学袁倒成了两派政治势力争斗不
休的焦点遥 诚如有学者所总结院野双方斗争之核心袁并不在西学袁而在于
经学遥 噎噎斗争的双方皆有意将其所宗的耶经学爷袁凌驾于其他学科之
上袁这与近代大学的基本精神并不吻合遥 冶俞这场晚清最高学府的建校
工作袁终于沦为了一场闹剧遥 慈禧政变后袁康有为出逃海外袁大学堂虽
仍成立开学袁但已是学子人人见而弃之遥
至于光绪出席开学典礼并讲话袁谈什么野破心中之贼袁致力国家强

大冶袁不过是后世伪造之鸡汤遥 真实的历史袁从不提供鸡汤袁只提供残酷
的教训曰更残酷的是袁这些教训袁几乎从未被后世所汲取袁类似野京师大
学堂冶这类死于改革派内部互撕的事情袁中国近代史上不知凡几遥

京师大学堂当年的部分校舍

野四大名著冶由来已久钥 错了
导语院历史永在求真之路袁所以必有真伪难辨之时遥 叶短史记曳栏目旨在去伪存真遥 您在读史
之时袁若有心存疑惑之处袁不妨致信 newshistory@qq.com告诉我们袁我们将尽力为您解答遥

1949年之前袁没有野四大名著冶之说
在中国袁用野四大名著冶指称叶三国演义曳叶水浒传曳叶西游记曳叶红楼

梦曳袁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文学常识了遥 鲜为人知的是袁这个常识从
建立到流传袁至今不过数十年而已遥
古人有把若干个人或若干部作品放在一起袁 冠上一个总称的习

惯遥 比如明朝时袁王世贞将叶史记曳叶庄子曳叶水浒传曳叶西厢记曳列为所谓
野宇宙四大奇书冶袁冯梦龙又把叶三国演义曳叶水浒传曳叶西游记曳叶金瓶梅曳
称为野四大奇书冶遥到了清朝袁金圣叹评野天下六大才子书冶袁包括叶庄子曳
叶离骚曳叶史记曳叶杜诗曳叶水浒传曳叶西厢记曳遥 研究白话文学史的胡适则
说袁野吾国第一流小说袁古唯叶水浒曳叶西游曳叶儒林外史曳叶红楼梦曳四部
噎噎冶这几种说法中袁没有一个同时列出叶三国演义曳叶水浒传曳叶西游
记曳叶红楼梦曳这四部书遥
简言之袁1949年前袁并没有野四大名著冶这一说法遥

金圣叹所评“第五才子书”《水浒》

1949-1966年袁四本书印数很大袁但仍没
有野四大名著冶的说法

1951年袁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袁由冯雪峰任社长尧总编辑遥 他上任
之初袁提出四项出版计划袁其中包括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及民间文艺冶遥
随后袁配有出版前言尧注释条目袁并由沈尹默题写书名的叶水浒渊七十回
本冤曳渊1952 年 9月冤尧叶三国演义曳渊1953 年 11 月冤尧叶红楼梦曳渊1953 年
12月冤尧叶西游记曳渊1954年 6月冤相继问世遥 淤
在叶水浒曳出版后袁野叶人民日报曳发表了社论袁各大学尧中学尧报馆尧

图书馆尧研究所袁甚至一些演剧队都纷纷邀请该书的责任编辑聂绀弩
去做报告袁北京旧书摊上早曾廉价抛售的古旧小说袁价钱顿时提高了袁
人们普遍议论袁耶看来共产党还是需要过去的文化的爷遥 仅仅叶水浒传曳
一书的出版袁就改变了社会上对古代文化遗产的糊涂观念噎噎冶于当
时叶人民日报曳发表的短评袁名为叶庆贺<水浒>的重新出版曳遥
这几本书在当时能点校刊印袁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遥 1953年 7月袁

在中科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组的会议上袁 郑振铎转达周扬的指示院
野及早把最流行的小说如叶三国演义曳叶金瓶梅曳等袁全面地介绍出来袁即
重新出版遥 冶但叶金瓶梅曳直至 1985年袁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点校
版遥 叶金瓶梅曳被冷落袁与毛泽东的态度有关袁如其所说袁野叶金瓶梅曳的作
者不尊重女性遥 冶盂
依照相关统计袁1949年 10月要1966年 4月袁叶水浒曳 印了 267万

册尧叶三国演义曳印了 646万册袁叶西游记曳印了 379万册袁叶红楼梦曳印了
284万册袁是当时古典文学类图书中印量最大的几种遥 榆由此可见袁这
几部古典小说的出版袁在当时确实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袁给人们留下
深刻印象遥

1953年出版的《三国演义》，被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并无“四

大名著”之称

野文革冶期间袁这四本书被特许出版袁渐
有野四大著作冶之称
至野文革冶爆发袁图书出版被严重影响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部古

典小说也在封存和不允许发之列遥 虞针对这种不正常的出版状况袁
1971年 7月袁周恩来在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做出批示袁野有的地方把
封存的图书都烧了袁我看烧的结果就是后悔袁应该选择一些旧的书籍
给青少年批判阅读袁使他们知道历史是怎么发展来的噎噎把叶鲁迅全
集曳和叶红楼梦曳叶水浒曳等古典名著封起来干什么钥 这不是滑稽得很吗
噎噎有些旧书可以重印袁图书馆应该清理尧开放遥 冶愚在这里袁周恩来提
到叶水浒传曳和叶红楼梦曳时袁使用了野古典名著冶这个词遥
得到风声的沈从文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袁野如今年能度过夏秋三关袁

到四史印出发行时袁和传说廿八种旧书解禁中叶三国曳叶水浒曳叶西游记曳
叶红楼梦曳 四大著作袁 为加点新注解供编注参考袁 倒比较近于实事求
是遥 冶舆沈从文将这几本书称为野四大著作冶袁与野四大名著冶的说法已比
较接近遥
不久后袁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袁中央要求各地书店投放叶红楼梦曳

叶三国演义曳叶西游记曳叶水浒传曳袁以显示中国图书市场的繁荣遥然而袁此
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尧北京新华书店总共只存有这四部书 3800多部袁不
敷使用遥 于是中央通知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袁将这些书向尼克松将要
访问的北京尧上海尧杭州分别投放 1000部尧700部尧400部袁其他 15个
城市各发 20要50部袁并规定野只卖给外国人袁不供应国内读者冶遥 余
这种做法引起了一些不好的反响遥 周恩来指示院野马上通知上海尧

杭州袁不能那样办袁那样办是错误的遥 如果没摆出来就不要摆了袁已摆
出来袁卖光算了遥 冶这几部小说随即重印袁至 1972年 4月袁叶红楼梦曳叶三
国演义曳叶水浒传曳印了 20万部公开发行曰到年底袁这四部书共计印 137
万部曰1973年袁叶红楼梦曳又加印 50万部袁依旧供不应求遥 1972年以来袁
内地还从海外进口了大量古旧书籍遥 以野四大著作冶为例袁仅 1973年春
节后半个月就邮寄 6909部曰1973年 10月 12日要20日邮寄 11190部遥
俞

1975年 8月 14日袁毛泽东要求袁对叶水浒传曳野百回本尧百二十回本
和七十一回本袁都要出遥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遥冶15日凌晨袁国家
出版局就收到姚文元传达的指示袁很快北京尧上海等各地袁出版了大量
各版本的叶水浒传曳遥 逾由于野书荒冶的原因袁野四大名著冶几乎成了人们
的必读书遥 在野1978要1984年期间对个人影响最大的书冶的调查结果
中袁位列前三名的是叶红楼梦曳叶西游记曳叶三国演义曳袁叶水浒传曳排在第
五名遥

及至 80年代袁野四大名著冶 的说法才流
传开来
上世纪 80年代袁野四大名著冶的说法已经流传开来袁如 1981 年出

版的郑国铨等编著叶文学理论曳一书中袁说到野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的
四大名著叶三国演义曳叶水浒传曳叶西游记曳叶红楼梦曳袁将纷纭繁复的生活
事件噎噎组织在一个完整的大厦之中遥 冶1983年红旗杂志文艺部编的
叶论文艺与群众曳 中袁 收有一篇署名田丁的 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典型
论曳袁说到野叶三国演义曳叶水浒传曳叶西游记曳叶红楼梦曳所以成为古典文学
四大名著袁同它们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是分不开的遥 冶
使用野四大名著冶名义出版这几本小说袁则是 90年代以来的文化

现象袁较早的有叶漫画四大名著曳渊长征出版社袁1995年冤尧叶中国古典四
大名著渊合订珍藏本冤曳渊海天出版社袁1996年冤等遥进入 21世纪袁在名字
上加冠野四大名著冶的书袁从小说丛书到研究论著袁就更是汗牛充栋了遥
简而言之袁野四大名著冶这一说法是 1949年后袁伴随着叶三国演义曳

叶水浒传曳叶西游记曳叶红楼梦曳这几部书的大范围传播袁才逐渐出现并深
入人心的遥也就是说袁这几本书被称为野四大名著冶袁并不意味着它们就
是古典小说中水平最高的作品袁只不过是因为种种原因袁它们的读者
最多袁而约定俗成罢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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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秋之际去哪玩钥 台湾超人气十大动物农场
夏秋之际去哪玩钥 当天气不再酷热难耐袁不妨

走一趟超可爱的动物农场放松心情袁带着宝贝和温
驯的小动物们一起享受大自然耀
今夜星辰休闲农场草泥马卡哇伊

@nana院 今夜星辰休閒农场很适合全家大小休
闲的好去处袁农场占地约两公顷袁园区设计充满幸
福洋溢的浪漫情素袁 最引人注目的白雪公主马车尧
LOVE浪漫景观字袁 更有趣农场裡有十多隻可爱羊
驼与骆马尧草泥马尧小动物可以近距离互动以及玩
沙池袁带著小朋友们来到这就像来到快乐天堂遥

地址院 彰化县彰化市东区石牌里石牌路一段
428号
驿栈香草园休闲农场快来跟著龙猫等公车

@猪小咏院一进园区袁迎面而来的就是神偷奶
爸中的小小兵袁还有哆啦 A梦袁如不倒翁般的圆滚
滚十分可爱遥 农场主人将废弃物改造为各种艺术
品袁真的是化腐朽为神奇袁虽然不是精緻的庭园袁但
这裡处处充满惊喜袁是个很杀记忆卡的拍照点喔遥
地址院台南市佳里区子良庙 226之 8号
宜农牧场北台湾 CP值最高的农场

@史努比院宜农牧场裡头饲养的动物种类虽然没有
很多袁但都可以近距离接触袁喂小猪小羊喝牛奶尧喂
大山羊吃牧草噎袁 而且门票超便宜只要铜板价 20

元袁是个小而温馨不会太有商业气息的牧场袁运气
好的话还可能看到刚出生的小猪仔喔袁是个亲子共
游的好地方浴
地址院宜兰县冬山乡柯林村长春路 239巷 17号

清境农场青青草原喜羊羊到处跑

@雯雯院你猜猜这裡是哪裡袁这裡是位在南投
的清境农场啦袁 白色城堡的外观很吸引人耀在青青
草原的美丽风景袁 蒙古骑士帅气的在马背上奔驰袁
绵羊城堡的浪漫氛围袁是不是有吸引到你了呢钥 出
发吧耀来趟清境享受这等美景吧浴
地址院南投县仁爱乡大同村仁和路 170号
绿世界生态农场草泥马军团

@YoYo拔院 绿世界和动物园相比最大不同之
处袁应该就是多了不少可以让亲子近距离和动物互
动的区域袁透过解说员生动的解说袁可以让小朋友

更加认识动物的特性袁园区内的大草皮也很适合让
小朋友消耗体力袁回程保证全部躺平睡死
地址院新竹县北埔乡大湖村 7邻 20号
瑞穗牧场喝杯浓醇香的鲜奶

@stellla史黛拉院北回归线标志公园离瑞穗牧场
超近大约 3分钟路程就可以到达萝浴 喜欢农场尧大
自然尧小动物的袁一定要去走走呀耀又不收门票遥 天
气虽然阴阴的袁但是后面的山峦搭上云雾袁又是一
个在花莲才看得到的美景袁真让人流连忘返遥
地址院花莲县瑞穗乡舞鹤村 6邻 157号
绿盈牧场一家人的幸福好时光

@小洁趴趴走院 位于嘉义县中埔乡的绿盈牧
场袁一个好适合全家一起出游遛小孩尧情侣约会的
好地方浴 宽阔的草原袁青青草原淡淡气味扑鼻而来
噎袁旁边还有一栋橘色风格建筑袁很加分浴 彷彿置身
于异国的牛仔牧场园区遥 (((笑
地址院嘉义县中埔乡盐馆村 4邻 2-3号
广兴休闲农场农村体验乐无穷

@David Lin院 广兴农场真的非常非常适合全家
大小一起来游玩袁小朋友可以体验许多活动袁了解
农村风情袁也可以促进亲子互动袁而农场内也有提
供餐点袁不怕饿了没东西吃袁门票可全抵消费袁非常
划算浴

地址院宜兰县冬山乡柯林村光华 3路 132巷 12
号

幸福 20号农场鸵鸟先生好可爱

@Jennifero429院 幸福 20号农场其实并不会很
大袁但是传递给客人的感受是温暖的袁有些场景也
适合外拍或是新人取景育浴 室内用餐区袁我好喜欢
育浴 牆边还有壁炉袁整个营造的是欧洲童话乡村的
fu袁在这裡用餐感受一定很不错吧耀
地址院宜兰县冬山乡大进村大进路 446巷 20号
绿光森林富野绵羊牧场媲美清境农场

@YoYo拔院 这座充满欧式风格的独栋建筑就
是提供餐点和住宿的地方袁也是整个园区相对的至
高点袁视野超棒浴 围篱内的远方看到稀疏的几隻绵
羊在休息吃草袁 看这蓝到爆的天气和这牧场的景
色袁是不是和南投清境农场一模模一样样遥
地址院桃园市复兴区霞云村三邻志继 19号之 2

新华旅游银川 9月 9日电 渊郭香玉冤野弘
扬中阿友谊袁促进经贸往来遥 冶2015中阿博览
会召开在即袁为落实国家野一带一路冶重大战
略构想袁 弘扬丝路精神尧野开放宁夏尧 旅游先
行冶的重大战略部署袁推动中阿文化交流尧旅
游合作遥

9月 8日袁野驾越丝绸之路窑中阿友好万里
行冶大型自驾活动正式启动袁此次自驾将沿着
古丝绸之路袁 分境内境外两部分袁80多辆车袁
300多人袁经塞上江南尧神奇宁夏尧甘肃风光绮
丽的河西走廊和西部大戈壁到达新疆袁 由喀
什西行至红旗拉普口岸出境袁 感受丝绸之路
陆路与海陆的魅力遥 据了解袁本次活动是在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支持下袁 由宁夏回
族自治区旅游局主办袁 宁夏旅游集团与北京
目标行动汽车俱乐部共同承办袁将于 2015年
9 月 8 日正式启动袁2016 年 7 月 8 日正式启
程遥

野去程是从中国银川出发抵达巴基斯坦尧
阿曼尧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 4个国家遥 组委会
还将组织第二个返程自驾团从阿联酋车友开

回中国遥 冶据负责人介绍袁此次将是一次野走出
去袁引进来冶的自驾活动袁更是是一次承载历
史的自驾远行遥 这个过程旨在探访丝绸之路
沿线省市及国家袁 增进中国与阿拉伯各国人
民的了解和友谊袁以科学的项目组合尧独特的
传播方式尧有效的新闻互动等持续宣扬野向西
开放袁谱写中阿合作发展的美好乐章冶袁推动
中阿博览会常态化发展袁提升宁夏旅游尧丝路
旅游的知名度袁 拓展阿拉伯国家及南亚国家

旅游客源市场遥
伴着野自驾丝绸之路尧探寻丝路遗迹尧连

接中阿友谊冶的口号袁有着全国的外交界尧文
化界尧传媒界尧旅游界著名人士及国内外车友
的共同参与袁 活动将成为中阿系列活动中规
模大尧历时长尧距离远尧参与国家多的民间友
好交流的自驾车旅游活动袁 是中阿之间友好
交往尧相互理解的重要桥梁遥 中阿和平友好万
里行车队将穿越 4个国家袁 行走在现代文明
冲突的敏感疆界袁自长城始发袁途径撒哈拉沙
漠尧帕米尔高原袁至海上丝绸之路终点阿曼袁
最终到达迪拜遥 对阿拉伯世界进行难得的深
度探访袁寻找丝路遗迹袁开启中阿经贸之门袁
亲手触摸黄河文明尧印度河文明尧两河流域文
明袁上下五千年袁蜿蜒一万公里袁将成为穿越
三大文明摇篮的一道靓丽风景遥
据活动负责人介绍袁 此次活动不仅具有

野找寻先辈旧时足迹袁 推进中阿文化交流冶尧
野展现我辈当代风采袁 聚合中阿人民同庆冶尧
野共促后辈来日繁荣袁 融会中阿经贸往来冶的
历史意义遥 更具有由社会全方位尧多媒体尧多
渠道交叉传播形成的平台带来的商业尧 社会
价值遥
本次活动袁将根据国内企业的具体要求袁

借助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尧 中国要阿拉伯
友好协会在阿拉伯国家政治尧 经贸领域广泛
的人脉资源优势袁为国内企业安排高层会谈尧
产品推介及企业宣传等多项活动袁 强力助推
中阿双方经济合作遥 为赞助企业提供长链式
动态广告宣传的平台袁 使参与企业达到理想
的广而告知的作用遥
据了解袁此次万里行跨国自驾行活动袁将

由新华社尧人民日报尧旅游卫视尧北京卫视尧宁
夏卫视尧叶宁夏日报曳尧叶银川日报窑中阿之窗曳
中阿对照特刊尧中国旅游广播电台联盟尧搜狐
网尧 新丝绸之路网等国内外百家媒体矩阵持
续报道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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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手途径丹霞快速通道

穿越七彩镇袁跑向丹霞景区袁2015美丽中
国窑生态马拉松张掖临泽站 9月 5 日精彩开
跑遥经过了简短的开幕式与隆重的升旗仪式袁
上午 8时袁3500余名参加全程组与迷你组的
选手从丹霞广场出发袁 开启了一场感受生态
之美袁体验奔跑快乐的旅程遥
由于地处西北袁 张掖临泽的日出时间较

晚袁鸣枪起跑时太阳才刚刚露出半张脸袁选手
们迎着朝阳与微风袁 驰骋在纯自然风光的赛
道上遥与普通城市马拉松不同袁本次赛事主题
为 野大美户外张掖袁 生态丝路奔跑冶袁 全程
42.195公里的赛道将临泽良好的生态环境尧
优美的田园风光尧 淳朴的风土人情全方位展

现给选手遥
少了城市的喧嚣袁多了大自然的震撼袁本

次比赛在赛道设计上突出健康生态跑袁 回归
运动健康快乐的本质遥 野选手途径景色怡人的
流沙河景区袁风景如画的丹霞快速通道袁并在
最后 10公里跑进丹霞景区袁 将造型奇特尧色
彩斑斓尧气势磅礴的七彩丘陵尽收眼底遥 冶临
泽县常委尧宣传部部长姜明桂表示袁我们精心
规划赛道袁力争让选手拥有完美的参赛体验遥
太阳徐徐升起袁气温逐渐升高袁参加全程

组的选手也纷纷进入到熬人的后半段征程遥
赛道穿越村镇袁 淳朴真诚的当地百姓自发地
为选手送上香甜可口的葡萄尧香梨等瓜果袁并
挥舞彩旗袁为选手加油鼓劲遥 最终袁经过 2小
时 36分 44秒的激烈争夺袁 来自中国山东的
小伙子李伟力压肯尼亚军团率先冲线袁Irine
Jeptookipe 以 3 小时 02 分 42 秒摘得女子组
冠军遥
专业选手的出色发挥提升了赛事的竞技

性与观赏性袁 众多业余马拉松爱好者的热情
奔跑更是为比赛增色添彩遥 时间进入正午 12
时袁 终点迎来了一批批顶着骄阳冲线业余跑
者袁安徽合肥马拉松协会会长 59岁的魏普龙
就是其中一位遥 野西北高原特有的清凉秋风拂
面袁奔跑在戈壁绿洲的感觉非常棒袁在跑到十
几公里的时候我还看到了羊群袁 这种与大自
然融为一体的马拉松赛我还是第一次比遥 冶担
当了野400兔子冶的魏普龙激情澎湃地说遥
除了紧张激烈的比赛袁 众多全马参赛选

手尧 嘉宾跑者及千余名户外爱好者还参加了
前一晚的枣乡临泽生态马拉松露营大会袁大
家欢聚一堂袁共同交流跑步心得尧运动理念袁
体验户外生活遥
本次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尧 张掖市人民

政府尧华奥星空主办袁张掖市体育局尧临泽县
人民政府尧华奥户外承办袁是美丽中国窑生态
马拉松系列赛的第一站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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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時間:Mon-Sat. 9am-6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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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木地板
˙全木櫥櫃
˙超耐磨強化復合地板
˙磁磚
˙天然大理石/花崗石

8mm $$22..4949 /呎

12mm $$22..9999 /呎

(包工包料)特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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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卓越追求卓越，，追求品質追求品質，，追求完美追求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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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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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福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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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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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買地板

送送靜音地墊

金門爐頭廠
金門是您的事業通往成功之門！

Golden Gate Restaurant
Equipment Co.

9330 Summerbell Houston, Texas 7707459

★

Beltway 8

Summerbell 9330 Summerbell

Bissonnet

Bellaire

Ho
ne

yw
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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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件配套 ★專門店製造不銹鋼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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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血院送给自己的成人礼
郝秋晨是一个 80后独生女袁热情似火袁笑靥

如花遥 她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袁在父母的精心呵
护下长大遥

1999年袁 郝秋晨所在的学校里组织献血袁献
血者必须满 18周岁遥 郝秋晨由于当时不够岁数袁
父母又反对献血袁未能参加袁心中无比遗憾遥 郝秋
晨和很多同学都向那些献了血的伟大无私的同

学们投去既崇拜又敬仰的目光遥 后来袁她暗自给
了自己一个承诺院只要年满 18岁袁身体条件合格
就去献血袁送给自己一个值得骄傲一生的成人礼
物遥

2000年 10月 4日袁郝秋晨 18岁了遥 第二天袁
她背着父母袁 踏进了离家不远的通州血站的大
门遥血站的工作人员问她院野为什么想献血钥 冶她毫
不犹豫地回答院野我已经是成年人了袁可以为国家
尽我的义务了浴 冶

看着针头扎进自己的胳膊袁鲜红的血液缓缓
地流入了袋子里袁郝秋晨有点紧张遥 在血站工作
人员的鼓励下袁她献完了人生的第一次 200ML热
血遥听到一个阿姨赞叹院野孩子袁好样的!冶郝秋晨的
心里比吃了蜜还甜遥

回家后袁郝秋晨有点气虚的症状袁她按照血
站工作人员的指导袁多喝些水袁增加点营养袁身体
很快恢复了遥

郝秋晨的父亲一直觉得献血有害健康袁肯定
不希望自己的掌上明珠做出伤害身体的事儿遥 所
以袁尽管她特别想让父母为自己骄傲一下袁却又
不想惹父母生气袁让他们为自己担心遥 郝秋晨这
个孝顺的女儿决定将此事隐瞒下去遥 还好父母没
有察觉遥
熊猫血院血液珍贵随叫随到

郝秋晨第二次无

偿献血的时候袁血站的
工作人员告诉她院野孩
子袁以后你献血等我们
通知吧袁你是稀有血型
AB RH渊要冤袁你的血液
非常珍贵袁 要好好利
用袁不能浪费遥 等到有
临床急救用血的时候袁
我们通知你再来 袁好
吗钥 冶郝秋晨以前多次

听过媒体上关于稀有血型患者危在旦夕袁急需血
源的报道袁一个个挣扎在生死边缘的生命尧一双
双求生的眼睛袁瞬间浮现在她的面前遥 用献血点
燃生命该是多么神圣而崇高的事啊浴 郝秋晨高兴
地说院野行袁 以后有需要就叫我吧袁 保证随叫随
到遥 冶

郝秋晨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普通的女孩袁没想
到自己的血型居然如此野有个性冶遥 她回到家袁立
即查阅了一些介绍稀有血型的资料袁 资料显示院
在汉族人群中寻找 AB型 RH渊要冤同型人的机会
不到万分之三袁十分罕见遥 野稀有冶这两个字袁使郝
秋晨更加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这条无偿献血之

路遥
多年来袁在通州中心血站和北京市血液中心

里袁经常出现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女孩袁默默地
进去袁又默默地出来遥 她至今已经累积无偿献血
全血和机采成分血 20余次袁紧急备血救人数十多
次袁累计献血量 10000ML遥 并且成为了骨髓造血
干细胞捐献志愿者遥

奉献院白衣天使大爱无华
源于对生命的珍爱袁2004年袁 郝秋晨走进了

通州区新华医院袁成为了一名忙碌在治病救人一
线的白衣天使遥 在工作中袁她勤勤恳恳袁兢兢业
业遥 数年如一日袁急为病人所急袁想为病人所想遥
没有因为自己去无偿献血耽误过一天工作遥

后来袁郝秋晨结婚袁要做妈妈了遥 由于她是稀
有血型袁担心生产过程中有危险袁需要提前备血遥
北京市血液中心高老师得知此事后袁对她说院野你
是多次无偿献血的好同志袁 你生孩子有备血需
要袁我们一定全力配合遥 放心吧袁提前几天打电话
给我遥 冶助人者自助袁郝秋晨的心里暖暖的遥 也许
是吉人自有天相袁婴儿自然分娩袁母子平安遥

孩子断奶后袁郝秋晨仍然继续献血袁回报社
会遥 2012年 10月 27日袁她又参加了北京市血液
中心稀有血型的备血活动袁在 50多名成功献血的
稀有血型成员中袁只有 4位是 AB型阴性血袁她义
无返顾地捐献了 400ML遥

现在袁郝秋晨是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稀有
血型爱心之家的老成员袁中国稀有血型联盟的成
员遥

郝秋晨在 2006年度和 2007年度袁 荣获北京
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稀有血型爱心之家无偿献血

奉献奖袁2009 年被北京市公民献血委员会授予
野无偿献血先进个人铜奖冶奖牌袁2011年底在搜狐
微博联合中国稀有血型联盟血库发起的熊猫血

之星和熊猫血宝宝海选活动中获奖遥
爱心的温度让郝秋晨和许多陌生人血脉相

连遥 如今袁她已经忽略了献血的次数和数量袁这不
再重要遥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是郝秋晨献血救
人的动力袁她说袁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挽救需要
帮助的生命袁 为心目中这份神圣的事业奉献到
底遥 生命有崖袁大爱无疆袁郝秋晨希望大家能和她
一起坚持无偿献血袁用爱托起生的希望浴

80后女护士无偿献“熊猫血”累计超过 1万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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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袁 女袁
45 岁 袁
灌云县

龙苴镇

中心卫

生院检

验员遥为
把弟弟

从生命的死亡线上抢救回来袁瘦
小且残疾的张梅袁不顾自身身体
虚弱袁义无反顾地为身患尿毒症
的弟弟捐出了自己的左肾袁谱写
了一曲人间大爱遥

张梅是灌云县龙苴镇人袁在
她出生后的第 6个月袁因患小儿
麻痹症袁一直没能像同龄小孩一
样正常行走遥身残志坚的她通过
自己的不断努力袁穿上白大褂成
为一名医学检验师遥 然而袁命运
一再考验她遥 2011年袁她因为脑
动脉瘤昏迷数天袁她到弟弟工作
的常州医院就诊袁二十多天的时
间花费治疗费用 20多万遥 当时
看病的钱袁都是弟弟垫的遥 2014
年 11 月 18 日袁 她做出惊人之
举袁毅然捐出自己的左肾延续弟
弟的生命遥

1998年袁 弟弟张勇便被查
出患上了肾病袁一家人为此到处
求医遥 两年前袁张勇病情开始恶
化袁双肾均已失去功能袁只能靠
腹膜透析维持生命遥在张勇忍受

术袁曾从腹部取过一块肌肉移植
到左腿部位袁所以从腹部一直到
腿部袁 留有很多的疤痕和针眼遥
主刀医生之前只知道张梅残疾

是因为小儿麻痹袁曾做过矫正手
术袁但并不知道她身体上有这么
多疤痕遥

听着医生护士们在议论袁原
本心里就非常紧张的张梅袁立马
号啕大哭起来遥 野你要是不想做
这个手术袁现在就可以下来遥 冶主
刀医生征求张梅意见遥 野我做袁但
是你们别把我哭的事情袁告诉我
爸妈遥 冶一两分钟后袁张梅平息下
来袁要求手术遥全麻过后袁张梅顺
利进行了左肾取出手术遥 11时
50分袁张勇进入手术室袁准备活
体肾脏移植手术遥 下午 3 时 50
分袁张梅的左肾顺利移植到弟弟
的体内袁 待张勇推出手术后时袁
尿路就已经通 袁 手术非常顺
利遥 这么疼袁 你有后悔过
吗钥 面对街坊朋友袁说起捐肾的
事袁 张梅很平静院野我不后悔袁因
为我用我的肾换回了我弟弟的

生命袁心里一直觉得很值袁其实袁
我这条命也是我弟弟捡回来

的遥 冶
张梅丈夫无业袁女儿正在南

京师范上学袁一家三口口人的生
活开支全靠她的工资来维持遥

参加工作以来袁 她敬业爱
岗袁待患者为亲人袁以高度的责
任感认认真真按规程科学尧准确
做好患者的每一项化验工作遥
2006年袁 她还结合工作临床实
践袁在职进修了扬州大学临床检
验专科袁实现了理论知识与实践
经验的不断升华袁保证了仪器操
作尧化验技能精益求精袁化验报
告单文字表述准确率达 100%遥
就凭她的那份执着与追求袁很快
让本卫生院乃至全县卫生系统

的同行们刮目相看了袁2007 年袁
被评为全县卫生系统 野十佳医
生冶袁被江苏省人事厅尧江苏省卫
生厅和江苏省中医药局联合授

予 野2007年度江苏省卫生系统
先进工作者冶荣誉称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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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病痛折磨的同时袁 一家人都为张勇的
病情揪心袁 如果再不换肾袁 后果不堪设
想遥在关键时刻袁姐姐张梅和妹妹张玲不
约而同提出院野我们来给张勇捐肾遥冶2014
年袁姐妹俩一起体检做配型袁最终结果显
示袁 张梅的配型更符合遥 2014年 12月
初袁张勇的身体越来越差袁为了挽救弟弟
的生命袁张梅顾不上自己身体的残疾袁毅
然决定给弟弟捐肾遥

2014 年 12 月 18 日上午 7 时 30
分袁张梅被推入手术室袁野医生袁这位病人
身上这么多疤痕袁你们之前有了解吗钥这
手术能做吗钥冶手术室里一位护士大声地
询问主刀医生遥听护士这么一说袁医生护
士们都围上来看看情况遥

原来袁张梅因为三次双腿矫正手

为改变祖辈繁衍的地方

深居高山不通路的历史袁兑现
自己做屯长时的诺言袁要让汽
车开到家门口袁 让姑娘嫁进
来袁 带领留守群众苦干 8年袁
终叫天险变通途袁被群众称为
野新时代的愚公冶袁好屯长遥

肯达屯人有多苦钥 山里人
打趣院野蚂拐渊青蛙冤一跳三块
地袁草帽一扔不见地遥 冶野碗一
块袁 瓢一块袁 草帽盖住又一
块遥 冶噎噎人勤地情深袁黄土变
成金袁屯里人祖辈在这儿勤恳
劳作袁养育后人袁种玉米尧养山
羊尧伐木材是屯里仅能拿得出
手的产业遥 原先的 10户人家袁
50多口人袁 现已走了大半袁生
活水平远低于全乡平均水平袁
座座黄泥房盘山而建袁这就是
肯达屯的全貌遥

苦浴 苦了屯里小伙子了袁
屯里人数只减不增袁姑娘嫁出
去就少有回来袁说媒的婆娘走
到半山腰袁就累得直摆手袁野太
苦袁没人愿嫁进来浴 冶袁屯里小
伙子不做光棍袁便是当上门女
婿遥 做为屯长袁看着群众失落
的表情袁 遂渐退色的土房袁他
对村民立下诺言袁要让汽车开
到家门口袁让姑娘嫁进来遥

野山高石坚袁路修不得袁不
敢修浴 冶屯里的老人执拗地喃
道遥 高山阻隔袁种养的东西卖
不出去袁 村民怎么能富起来钥
俗话说得好 野要想富袁 先修
路冶遥 可是在怪石嶙峋尧荒草丛
生的山地里修路袁 谈何容易浴
可蓝昌德偏不信袁决心要修一
条出山路遥 2006年袁 蓝昌德
狠了野修路劲冶袁说服村里的老
人袁召集全屯劳动力袁自筹资
金袁投工投劳袁开始组建深山
修路队遥 屯里青壮年劳动力全
部外出打工袁在家仅有的劳动
力不到 10人袁 蓝昌德就把周
边村屯能干活的人一起拉上遥
这深山修路队什么样钥 年纪最
小的 36岁袁 最大的 78岁袁平
均年龄超过 50岁袁 天气晴好

干 活 的

能 有 十

五六人袁
不 好 时

就 独 剩

蓝 昌 德

一人遥
就

地取材袁开荒尧搬石尧踏实路
基曰自带粥水袁手中的钢钎尧铁
锹尧锄头袁就是开路的器物曰炸
山得用炸药袁需要有资质的公
司来炸袁他们请不起袁就改用
膨胀剂噎噎在外工作的青年
回村后袁 看到老人们修路艰
辛袁纷纷加入修路队伍遥

2009年屯里通了电袁一条
出屯的山石小道也成了模样袁
野好了袁好了袁可以走出去了遥 冶
屯里人以为就此完工袁可蓝昌
德不罢休院野还要继续拓宽浴 冶
转头袁又领着队伍在深山上继
续忙碌遥

2009年袁蓝昌德的深山修
路队引起了上级重视袁挂点帮
扶的广西文联与县尧 乡党委尧
政府领导多次深入该屯实地

调研袁前后送来 3万多元资金
用于修路遥 有了上级的支持袁
修路队更坚定了信念遥

修路一直修到野马脚断冶袁
野马脚断尧马脚断袁是说马走到
这里脚都断冶遥 马脚断山下的
弯路袁是道天险袁路陡石高袁整
个坡脚给乱石撑高了 1米多袁
用钢钎撬袁 猴年马月才能撬
完袁用炸药炸袁花费高袁这可难
坏了修路的乡亲遥 2014年袁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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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书记严琴了解情况后袁立即争取到
后援单位广西文联的扶持资金 1 万元
用于此处降坡遥

野累了袁几乎动不了袁也想过放弃袁
可不能这样呀袁我是屯长袁对村民承诺
过袁不能让群众失望冶在谈到是如何坚
持 8年野抗战冶时老蓝这样说遥 8年如一
日义务修路袁履行诺言袁以这种诚朴尧坚
毅刚强尧不屈不挠的精神袁战胜困难袁演
绎了现代版愚公移山可歌可敬的农民

形象袁令人敬佩浴

励

志
故 事

大学刚毕业那会儿袁 峰被分配到一个偏远的林区
小镇当教师袁工资低得可怜遥 其实峰有着不少优势袁教
学基本功不错袁还擅长写作遥 于是袁峰一边抱怨命运不
公袁一边羡慕那些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尧拿一份优厚的
薪水的同窗遥 这样一来袁他不仅对工作没了热情袁而且
连写作也没兴趣遥峰整天琢磨着野跳槽冶袁幻想能有机会
调换一个好的工作环境袁也拿一份优厚的报酬遥

就这样两年时间匆匆过去了袁 峰的本质工作干得
一塌糊涂袁写作上也没有什么收获遥 这期间袁峰试着联
系了几个自己喜欢的单位袁但最终没有一个接纳他遥

然而袁后来发生的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袁改变了峰
一直想改变的命运遥

那天学校开运动会袁 这在文化活动极其贫乏的小
镇袁无疑是件大事袁因而前来观看的人特别多遥 小小的
操场四周很快围出一道密不透风的环形人墙遥

峰来晚了袁站在人墙后面袁翘起脚也看不到里面热
闹的情景遥这时袁身旁一个很矮的小男孩吸引了峰的视
线遥只见他一趟趟地从不远处搬来砖头袁在那厚厚的人
墙后面袁耐心地垒着一个台子袁一层又一层袁足有半米
高遥峰不知道他垒这个台子花了多长时间袁但他登上那
个自己垒起的台子时袁 冲峰粲然一笑袁 那是成功的喜
悦遥

刹那间袁 峰的心被震了一下要要要多么简单的事情

啊院要想越过密密的人墙看到精彩的比赛袁只要在脚下
多垫些砖头遥

从此以后袁峰满怀激情地投入到工作中去袁踏踏实
实袁一步一个脚印遥 很快袁峰便成了远近闻名的教学能
手袁编辑的各类教材接连出版袁各种令人羡慕的荣誉纷
纷落到峰的头上遥 (www.lz13.cn)业余时间袁峰不辍笔
耕袁各类文学作品频繁地见诸报刊袁成了多家报刊的特
约撰稿人遥如今袁峰已被调至自己颇喜欢的中专学校任
职遥

其实袁一个有理想的人只要不辞辛苦袁默默地在自
己脚下多垫些野砖头冶袁就一定能够看到自己渴望看到
的风景袁摘到挂在高处的那些诱人的果实遥

完成小事是成就大事的第一步遥 伟大的成就总是
跟随在一连串小的成功之后遥在事业起步之际袁我们会
被分派到与自己的能力和经验相称的工作岗位袁 直到
我们向团体证明自己的价值袁 才能渐渐被委以重任和
更多的工作遥将每一天都看成是学习的机会袁这会使你
在公司和团体中更有价值遥一旦有了晋升的机会袁老板
第一个就会想到你遥 任何事袁任何目标袁都是这样一步
一步达至成功彼岸的遥

感悟院
伟大的事业是由无数个微不足道的小事情积累而

成袁小事情干不好袁大事情也不会干成功遥
成功不一定是做大事袁把一件小事做好袁并且持之

以恒地做好每一件事袁这也是成功的基本要素遥

有一位老先生颇有正义感袁一天早上袁他见一年轻
人正把房屋中介的广告绑在树上袁 就客气地问他院野先
生袁请问你知不知道树上的房屋广告袁前不久清洁队刚
清除完毕钥 冶

野知道啊浴 冶年轻人不高兴地回了一声遥
野既然知道袁为什么还要继续绑这些广告呢钥 破坏

市容整洁是违法的呀浴 冶
年轻人听了袁仍继续绑广告袁头也不抬地说院野还不

是为了赚两个钱遥 冶
野难道你只为了自己赚几个钱袁就可以违法来破坏

环境尧来跟政府执法对抗吗钥 冶老先生义正词严地说遥
野违法钥呵袁违法的事多啦袁很多有钱人乱停车还不

是一样违法浴 冶年轻人回答遥
野你是说耶要违法袁大家一起来违法爷浴 那我们这个

国家还有什么希望钥 冶
野是没希望啊浴 冶年轻人说完袁跨上摩托车袁又赶往

前面另一棵树去绑广告遥
野是没希望啊浴 冶
这则故事看似好笑袁实则让人心酸院一个社会若没

希望尧一个年轻人若没希望袁是多可怜尧多可怕的事浴
有些树袁虽然外表枯槁袁可是在冬去春来时袁枝头

上仍努力地野争长出绿叶冶浴拾荒老人王贯英袁虽然天天
捡垃圾尧收破烂袁但他仍有野盖座图书馆尧造福学子冶的
目标与希望啊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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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叶老炮儿曳是华语导演管虎继叶斗牛曳尧叶杀
生曳尧叶厨子戏子痞子曳三部电影后袁又一部剑走偏锋
的电影遥 叶老炮儿曳将风格化进行到底袁讲述野几个落
魄大叔荷尔蒙迸发的故事冶遥影片定档于 2015年 12
月 24日上映遥

老炮儿在北京话中袁专指提笼遛鸟袁无所事事
的老混混儿袁电影叶老炮儿曳讲述的是一个野横行冶在
北京的老炮儿渊冯小刚饰冤袁清闲日子过得好好的袁
不料偶然的一日袁 自己的儿子晓波 渊李易峰饰冤与
野三环十二郎渊吴亦凡饰冤冶陷入纠纷之中袁老炮儿出
面试图摆平自己儿子与野三环十二郎冶的纠纷袁才发
现袁原来这个时代已经有了一群新的野小老炮儿冶袁
自己这个老炮在江湖说话不算数袁地位颜面尽失遥
六爷当年是京城名震一方的顽主袁而今孤身一

人袁 跟他的几个老哥们一起固守着自己的生活方
式袁被时代所抛弃遥 他的儿子晓波得罪了人被私扣
了袁这激怒了六爷遥 为了救出儿子袁他与老哥们儿狠
狠地教训了他们遥

| 冯小刚
老炮儿

| 张涵予
| 李易峰

老炮儿儿子

| 吴亦凡
新一代小炮儿

| 许晴

叶老炮儿曳是
中国第六代导演

管虎与编剧董润

年继 叶厨子窑戏
子窑痞子曳之后袁再度携手打造的一部拥有超强豪华
阵容的电影遥

新片叶老炮儿曳除了知名导演冯小刚加盟表演
外袁当红小鲜肉李易峰尧新晋演员吴亦凡也强势加
盟袁同时包括姜文尧张涵予等在内的众多好友也会
客串出演遥

叶老炮儿曳拥有强大演员阵容袁影片的七大主演
包括冯小刚尧张涵予尧李易峰尧吴亦凡尧许晴尧梁静尧
刘桦遥 影片早在开机时就备受瞩目袁管虎还曾预言
冯小刚将会凭此片拿影帝遥 作为 2015年的贺岁片袁
王中磊自信该片票房 野15亿起冶袁 让人不禁联想到
2014年曾被业界预估会达到 20亿的贺岁片 叶一步
之遥曳袁它的最终票房却不足六亿袁令人唏嘘遥 不过袁
小鲜肉李易峰尧吴亦凡尧白举纲的加盟相当具有票
房号召力袁能不能达到目标还要拭目以待遥
电影叶老炮曳入围威尼斯闭幕影片遥 戏中饰演父

子的冯小刚和李易峰袁 戏里戏外都可谓是情深意
长遥 对于叶老炮曳的入围袁冯小刚调侃称野老炮见老
炮袁都对冶遥 李易峰随之转发称野六爷精神袁妥妥儿影
帝袁没毛病冶遥 令网友调侃野瞧这爷俩儿遥 冶

日前袁由管虎导演袁冯小刚尧许晴尧张涵予尧李易
峰尧吴亦凡尧刘桦等人主演的电影叶老炮儿曳在威尼
斯电影节上进行了首场放映遥 该片放映后袁从拍摄
手法尧故事发展到每一个演员都获得了首批观众百
分百的好评袁其中袁野小炮儿冶晓波的扮演者李易峰
在片中的表现被大赞野走心冶遥

据悉袁李易峰在该影片中袁和父亲野老炮儿冶在
一起时都是片中的野重头戏冶袁与表演细腻又豁得出
去的前辈冯小刚彪戏袁李易峰表现出了一个电影演
员所应有的实力遥 同时袁他超强的爆发力也给了观
众很大的惊喜袁既能将感情激烈的戏控制在一个合
理的范围里袁和老炮儿争执中爆发出的那些狠话也
颇有感染力袁能充分调动观众的情绪袁李易峰在演
技上的确进步很大遥

作为大银幕新人袁可以看出李易峰在这部影片
中的绝对用心袁 和成为优质电影演员的潜质和诚
意袁并且经过叶老炮儿曳的首映袁李易峰备受国内外
观众的关注袁普遍看好他的发展前景遥 昨日袁李易峰
已顺利抵达威尼斯袁他将随管虎尧冯小刚共同亮相
电影节袁相信他们会带给观众一股势不可挡的中国
娱乐人的光芒遥

近日袁第 72届威尼斯电影节开幕袁管虎执导袁
冯小刚尧吴亦凡尧张涵予 等领衔主演的电影叶老炮
儿曳亮相电影节袁吴亦凡野小爷儿冶血性版海报今天
也随之曝光遥 片中吴亦凡主演的小爷儿 Kris一出场
就狂拽炫酷劲儿十足袁 高颜值加上霸气亮相瞬间
hold住全场浴 而观影媒体除了被小爷儿的气场震
慑袁更称赞其表演野令人惊喜冶浴
媒体院 小爷儿亮相瞬间 hold住全场 表演台词

均有惊喜

电影叶老炮儿曳中袁吴亦凡饰演的野小爷儿冶小飞
是个小混混头子袁他代表着江湖新势力袁与冯小刚
所代表的老炮儿六爷进行新秩序与老传统的 PK遥
作为扛把子袁出场就要狂拽炫酷袁吴亦凡无疑将其
展现得淋漓尽致袁有媒体评价道院野吴亦凡充分利用
了自己的外形魅力袁再加上白发墨镜尧风衣配高领
毛衣的道具辅助袁已经成功了一半遥 吴亦凡披上风
衣的潇洒帅气绝对能让粉丝舔屏袁他将拍杂志大片
时的那种挥洒自如气场全开的感觉带入叶老炮儿曳袁
耍帅但耍得恰如其分袁举手投足间的确有邪魅狂狷
的老大风范袁连外国观众也对他得瑟的范儿印象深
刻遥 冶对角色的完美诠释袁精彩的出场也许能算成功
了一半袁而最重要的是对人物的深刻演绎与精湛表
现袁这一点袁媒体表示吴亦凡带来了惊喜遥 片中小飞
被老炮儿抓住把柄后态度变得谦卑有礼袁媒体称赞
吴亦凡将人物内心的变化与反差演绎得非常到位曰
台词方面也有令人惊喜之处院野厚实的嗓音有一种
下沉的定力袁符合人物身份曰在该提高分贝的台词
上也能找到最合适的情绪袁有感染力遥 冶
片中玩世不恭片外谦卑礼让 小爷儿私下很 nice
片中的小爷儿小飞是个自觉不可一世尧酷炫狂

霸拽出天际的富二代袁举手投足尧一颦一笑间无不
透露着玩世不恭的小混混做派遥 而生活中的吴亦
凡袁虽偶尔耍帅卖萌甚或小调皮袁待人却是非常谦
卑袁细节处处体现修养与礼让院合影时袁吴亦凡为配
合其他人身高袁187cm的他却摆出各种礼貌腿野不仅
绅士尧而且暖心冶曰有网友更细心发现袁叶老炮儿曳发
布会时袁野数不清凡凡给冯导与管导鞠躬多少次袁不
只对于前辈和搭戏演员也是很尊敬周到遥 冶更悉数
各类礼让细节袁或谦让各位前辈先走袁或虚扶一把
表示礼让袁更或小步慢行与前辈同行遥 野一直被前辈
夸赞的知礼袁是吴亦凡骨子里多年养成的袁不是一
朝一夕的速成袁而是自小经历和家庭教养多年的沉
积冶有网友评价遥
冯小刚说袁 野小鲜肉冶这个词太色情袁并评价吴

亦凡谦和有礼貌袁是个用功的演员遥 不仅仅是偶像袁

更是实至名归的真爷们儿遥 叶老炮儿曳 之后袁野小鲜
肉冶退场袁野小爷冶或许将成为吴亦凡的新标签遥 而新
时代的小爷袁 不仅是新势力与青春活力的化身袁更
将是传承优良文化传统秉持谦恭礼让绅士代名词遥

当地时间 9月 8日袁第 72届威尼斯电影节已经
进入闭幕倒计时遥 已经被选为闭幕片的管虎新作
叶老炮儿曳首次放映袁打破了今年威尼斯电影节亚洲
片几无声息的局面遥 影片收获一片赞誉袁冯小刚以
及两位小鲜肉吴亦凡尧 李易峰的表演也获得肯定遥
同日袁金狮奖终身成就奖颁奖典礼举行袁法国导演
贝特朗窑塔维涅在众人的祝贺中领取了这一奖项遥

冯小刚表演野可争影帝冶
当地时间 9月 8日晚袁由管虎执导袁冯小刚尧许

晴尧张涵予等主演的叶老炮儿曳进行了首场放映遥 该
片已被选为本届电影节的闭幕电影袁因此这第一场
放映形式上并不十分正式遥 不过没有影响影片的好
口碑袁 不少影评人和媒体看完后纷纷给该片点赞袁
甚至有评论称在亚洲参赛片式微的今年袁以叶老炮
儿曳的质量应该直接入围竞赛单元遥

叶老炮儿曳讲述的是北京胡同里一个曾经混过
江湖袁现如今天天遛鸟的老爷子渊冯小刚饰冤的故
事遥 他为救儿子渊李易峰饰冤袁和一个年轻的富二代
渊吴亦凡饰冤杠上了遥 老炮儿是个讲究规矩的人袁他
的解决方式是和富二代约群架遥 在当下这个没有规
矩尧不讲仁义尧价值观缺失的年代袁老炮儿身上的江
湖气特别让人怀念遥 很多记者认为袁这是管虎最好
的作品遥 而冯小刚跨界作为男主角的表演大受好
评袁有人预测他在后半年的金像奖尧金马奖上争影
帝完全有可能遥 两个小鲜肉李易峰和吴亦凡对角色
的完成度也令人满意遥

一位长时间关注中国电影的影评人则表示袁冯
小刚和管虎作为中国北方人的幽默袁都集中在这部
电影里了袁管虎既是一名很好的编剧袁也是个成功
的导演遥
法国导演获颁终身成就奖

当地时间 9月 8日袁 第 72届威尼斯电影节终
身成就金狮奖颁奖典礼举行遥 本年终身成就金狮奖
由法国导演贝特朗窑塔维涅获得遥 电影节主席阿尔
伯托窑巴巴拉尧蒂耶里窑弗雷莫尧女演员莎宾窑艾兹玛
以及威尼斯双年展主席保罗窑巴拉特现身助阵遥 现
场由保罗窑巴拉特为贝特朗窑塔维涅颁奖袁 莎宾窑艾
兹玛也送上拥抱表示祝贺遥

贝特朗窑塔维涅是法国导演尧编剧尧演员袁大学
攻读的是法律袁后从事新闻工作袁并撰写电影评论
文章袁 著述包括 叶美国电影 30年曳叶亨弗莱窑鲍嘉曳
等遥 1974年袁他完成了首部剧情长片叶圣保罗的钟表
匠曳遥 塔维涅的作品题材具有包容性袁从家庭关系尧
一战袁到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袁无所不包袁并以极大
的人文关怀袁探视社会和家庭问题袁显示出强烈的
社会责任感遥

中国导演冯小刚在叶老炮儿曳中再次以演员身
份亮相袁扮演一个为解救儿子不得不重出江湖的老
混混袁这次堪称惊艳的表演袁赋予了这部引人入胜
的大杂烩式电影十足的戏剧性遥 影片的定位是喜剧
动作片袁不过袁尽管有香港传奇特技指导罗礼贤坐

镇袁 观众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到一场真刀真枪的打
戏遥 其实袁这背后有其原因袁并且关乎影片所要传递
的信息院叶老炮儿曳呈现给观众的袁是野忠诚冶和野报
应冶这样的黑道传统价值观袁他讲的不是一个男人
怎样舞刀弄枪袁而是如何用言语赢得尊重遥

除了中段展现父子情的部分稍嫌冗长乏味袁整
部影片亮点不少袁以固定镜头为主的画面袁还有以
北京胡同为主的背景和氛围感极强的装饰袁都成为
了加分点遥

野大爷钥 你管谁叫大爷呢钥 冶渊由英文翻译过来袁
可能与实际台词有出入冤电影一开场袁留着板寸头尧
一身皮夹克的老炮六爷袁冲着一群问路的年轻人不
客气地一声怒骂遥 曾经叱咤江湖尧令人闻风丧胆的
他如今垂垂老矣袁还成了邻里街坊的守护天使遥 街
头小贩野灯罩冶受到六爷的眷顾袁不过有时也会因为
无照经营被苦口婆心地训斥上几句遥 此外袁六爷还
帮着深陷困境的前搭档渊张涵予饰冤从亲朋好友那
儿筹集保释金遥

独居的六爷有两个伴儿院一只只会说野六爷冶的
八哥袁还有和他关系暧昧的漂亮女掌柜渊许晴饰冤遥
在他眼中袁如今的年轻人不知忠诚袁不守规矩袁包括
他已经半年没见面的儿子巴比渊李易峰饰冤遥 总算有
了儿子的消息袁结果还是被一群玩儿赛车的富二代
绑架了袁原来袁巴比跟这帮人的老大 Kris渊吴亦凡饰冤
的女朋友纠缠不清袁还把人的法拉利给刮花了遥

在六爷的眼中袁这群被惯坏了的尧不知天高地
厚的小年轻袁 简直就是在践踏传统的中华价值观袁
Kris这个人物被设定为腐败官员之子袁 影片对如今
中国社会上富二代尧官二代的讽刺显露无遗遥 不过袁
不要以为叶老炮儿曳会因此落入俗套袁影片中袁无论
是新一代的小炮儿们袁 还是以六爷为首的老炮儿
们袁人物形象都十分饱满遥

当我们看着六爷和兄弟骑着自行车去找小炮

儿们谈判时袁他们的车轮经过的水洼出现了街头涂
鸦的倒影袁这几个镜头精妙地总结了影片的几个主
题遥 导演管虎用无处不在的对比唤起了观众强烈的
共鸣院六爷通过写信来召集老搭档袁而小炮儿们早
已用上了电子设备曰一边是野老古董冶自行车袁另一
边是各种进口豪车遥 年轻一代已经不知何为尊重袁
野贱民冶被体制无情抛弃袁曾经至高无上的一家之主
的地位日渐衰落遥

影片将背景设定在寒冷的冬天袁 雪花纷飞袁加
之极具冲击力的最后一幕中的冻结的湖泊袁给人一
种萧索之感袁与伤感尧时而又迸发出西部通心粉式
火花的配乐相得益彰遥 不过袁对整部影片贡献最大
的袁无疑是扮演六爷的冯小刚袁他所诠释出的这个
洞悉世事尧野老奸巨猾冶的人物袁赋予了影片质感袁让
其在野怀旧冶之上
有了更多的层次遥
影片中的六爷幽

默却不乏严肃袁让
观众感到愉快袁而
这样一场传统与

新兴之间的对抗袁
不仅适用于北京

胡同袁它也可以发
生在伦敦尧 巴黎袁
或是芝加哥的郊

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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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營業擴大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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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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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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President Has Expressed
High Hopes For Washington Summit

(Houston, Texas, August 5, 2015) On November 7,
2015, Southern News Group, a leading Asian media
group located in Houston, Texas, with offices in ma-
jor U.S. cit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n
Houston will hold a “WWII 70th Anniversary And Cel-
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event in Minute
Maid Park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nd the diversity of the
Houston's community.
The event will honor all those veterans who served in
WWII and will celebrate the many diverse internation-
al cultures that have become an ingrained part of the
very essence of Houston. It is this rich ethnic diversi-
ty that now makes our great city one of the world's
major international melting pots.
Seventy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e guns of WWII
were silenced, documents of surrender were signed
and cities all over the world broke into unbridled
celebration with the end of a global conflict that saw
the end of the threats of tyranny and oppression. And
after six years and one day of great human loss and

suffering, the world
was set on a course
from which many
countries' political
systems were
established – many
of which still survive
to this day.
Recently, the 69th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adopted by consensus a
resolution to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World War II victory. On June 26, 2015, the
United Nations commemorated the signing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of 1945, marking its 70th
anniversary. The organization was formally chartered
on October 24, 1945.
Correspondingly, on October 24, 2015, the United Na-
tions Association in Houston will hold its annual UN
Day event to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is event will bring together
peace organizations from throughout the region and
highlight the work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 to create equality, rights and peace.
Southern Newspaper Group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n Houston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overall ope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WWII
70th Anniversary And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event which will attract thousands of
ethnic peoples from multiple backgrounds including
Jewish, Asian, Latino and African and they will repre-

sent the wishes of the
whole world for world
peace.
“ History cannot be
forgotten and the
tragedy of war must be
remembered.The
coming commemoration
event will also write an

important memorable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verse city
of Houston, Texas,” said Wea
H. Lee, Chairma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The event will include musical
and dance performances by
representative ethnic group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he participation of many
governmental officials at all levels as well as
members of the several branches of the U.S.

armed services.
These will include the “ Sound of Soul” Art Group
from Beijing performing – Thousands hands of
Guanyin, the Bodhisattva of Compassion or Goddess
of Mercy (Sanskrit Avalokiteśvara), Chinese acrobats
and Mask Change (Face Change). There will also be
many singing groups and individual vocalists, opera
singers, international dancers, Instruments, and a
fashion show representative of several local ethnic
groups. MC for the event will be well-known Houston
TV anchor, Shern-Min C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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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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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i-Fascist War 70th
Anniversary will be held in
September in Beijing and
will include a spectacular
military parade in
Tiananmen Square. This is
the first large-scale
celebrations since Xi Jinping
became China's top leader.
On November 7, 2015,

Southern News Group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n Houston will sponsor the “World War II
Anniversary and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event that will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World War II while also celebrating
diversity and world peace along with the many
diverse international cultures that have become an
ingrained part of the very essence of Houston.
History cannot be forgotten and the tragedy of war
must be remembered. The coming commemoration
event will also write an important memorable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verse city of
Houston, Texas.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at Minute Maid Park
on November 7, 2015.

Wea H. Lee
Houston, Texas
August 2,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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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is looking forward to a
"profound exchange of views" with Barack Obama
when the two meet for a summit in Washington on
September 25th.
Xi's first formal state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is be-
ing closely scrutinized for signs the world's two larg-
est economies can overcome differences and coop-
erate on global issues.
Xi said he looks forward to discussing "major issues
of mutual concern" with Obama, but didn’ t mention
any specific issues in remarks at a China-US busi-
ness dialogue yesterday.
"I place great importance on this visit and am look-
ing forward to this trip abroad, looking forward to a
profound exchange of views with President Obama,
" Xi said, adding that he was also anticipating hav-
ing "broad contact with American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I also hope and believe that with our joint efforts

my visit will achieve the effect of deepening under-
standing and friendship between our two peoples
and attaining new developments," Xi said.
Xi and Obama are to meet in Washington next
Friday. Xi also is scheduled to visit Seattle and New
York, where he is to address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The two leaders are expected to discuss trade,

North Korea's
nuclear
program and
Iran, among
other issues.
A senior
Chinese
official said
yesterday that
Xi and Obama
will " frankly

communicate" on issues in a bid to reduce
misunderstandings and address problems in a
"constructive manner."
China opposes Internet attacks and wants to work
with the US in cyberspace but will defend its inter-
ests, Assistant Foreign Minister Zheng Zeguang
said.
The two countries face "common challenges" on In-
ternet security, making it especially important for
them to increase mutual trust and cooperation in cy-
berspace, Zheng told a briefing on Xi's visit.
"At the same tim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irmly
safeguards its own interests in cyberspace and is
resolutely opposed to any statements or actions
that harm China's interests," Zheng said.
"We can cooperate and we should cooperate," in-
cluding on setting international Internet standards,
he added.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is also likely to be on
the agenda during Xi's visit, with China pushing for
help in tracking down
and repatriating
Chinese people in the
US wanted in China as
part of a crackdown on
corruption.
US officials say they
are not averse to such
cooperation but said
China had failed to
produce the kind of

"evidence" under American law to support
deportation.
Zheng said China had provided ample evidenc.
"The name list for recovering dirty officials and dirty
assets overseas that China has provided was made
after a process of strict verification," he added.
This is Xi's first official one to Washington and recip-
rocates President Barack Obama's trip to Beijing
last November, a White House statement confirmed
on Tuesday.
The U.S. President and First Lady Michelle Obama
will also host Xi and his wife Peng Liyuan at a state
dinner that evening, after the two leaders have en-
gaged in bilateral talks.
"President Xi's visit will present an opportunity to ex-
pand U.S.-China cooperation on a range of global,
regional, and bilateral issues of mutual interest,
while also enabling President Obama and President
Xi to address areas of disagreement constructively,"
the statement added.
Xi, whose visit was first announced in February, is
expected to stop in Seattle to meet several U.S.
tech leaders on his way to Washington, before go-
ing on to New York City for the U.N. General As-
sembly on Sept. 28.
Obama and Xi are expected to broach a range of
contentious issues, including Washington’s concerns
over China's alleged cyberespionage and its in-
creasing assertiveness in the disputed water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Courtesy www.shanghaidaily.
com/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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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ma During WW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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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r Topic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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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Su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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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 9月 9日电 坐 14个小时的地铁是什么感受钥据美媒报道袁
在不重复换乘同一路线的情况下袁 乘坐纽约地铁能到达的最远距离袁
可以从纽约布朗士布朗克斯区韦克菲尔德到皇后区远洛克威遥需经过
54个换乘站袁全程约 250公里袁耗费 14小时遥

这一换乘项目利用算法来计算有数十亿种可能遥 规则很简单院刷
一次卡并不限制换乘次数,只要不重复路线袁它能重复走到任何站点遥

约翰?艾维根是一档博客节目的主持人袁上周他挑了一个大热天
勇敢地尝试了这段长途跋涉遥 整段旅程几乎花了他 14个小时的时间遥
早上 8点他从远洛克威出发袁晚上 10点多到达他的最终目的地遥

这一旅程有什么感受钥
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院野刚开始我还想着我上车之后能休息一

会儿袁并四处闲看遥 冶但他很快意识到他实在错得离谱遥
他在节目中以一种开玩笑的方式表示袁这段旅程中袁有趣与酷

刑并存遥 在旅程中他花了很大一部分时间来确定在正确的站点转
车遥 由于他不能沿着同一条路线的反方向原路折返袁因此他必须转
来转去以便到达相同的交通枢纽进行换乘遥

他说院野比如富尔顿和百老汇汇合处这样的交通枢纽袁 你必须
不断地进进出出遥 我离开富尔顿袁向南坐了两站路袁换乘后又回到
了富尔顿袁继续换乘两站路袁接着再次回到这里遥 我几乎在 15分钟
内来来回回绕着富尔顿周围打转遥 冶

一路上袁 他在注意换乘的同时还要忙于记录他看到的不同事
物袁包括三次由于堵车引发的晚点尧两次无法解释的晚点尧43名美
女尧41位帅哥尧7对非常恩爱的年迈夫妻和无数名迷路的游客噎噎
19人在读书袁其中只有一人在使用电子阅读器遥 他还看到纽约最好
的一面袁包括 9次看到有人让座给别人遥

最令艾维根感到失望的一件事是没有人在车上表演霹雳舞遥他
说院野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地方会有人在你回家的列车上为你跳
舞遥 冶对他而言袁这是成为一名纽约客最重要的一部分遥

当然袁在如此遥远的路程中袁艾维根给他自己留下了上厕所的
时间遥 也就是说也可以有人试试纯净版的不重复遍历纽约地铁袁艾
维根鼓励别人这么做袁但是他自己做不到遥

纽约最长地铁线不重复乘坐记录：14小时 54次换乘

中新网 9 月 8 日电
据美媒报道袁旧金山湾区
上周发生交通堵塞袁而堵
塞交通的 野罪魁祸首冶竟
然是一只母鸡遥 这只鸡令
旧金山湾区跨海大桥交

通一度中断袁之后袁它被
加州警方野逮捕冶遥

据报道袁这只母鸡名
叫野奇普冶袁警方称其为一
只犯了野重罪冶的鸡遥

奇普在交通高峰期闯进了车流袁在被警方逮捕后袁被送往了动物

救助中心遥目前还不知道奇普是如何到繁忙的湾区大桥的遥
报道称袁虽然乱穿马路袁但是好几个公益组织仍然提出

要照顾奇普遥两个动物援救组织已经提出要求袁称要照顾奇
普遥也有人称奇普是他们家的母鸡袁警方则要求对方提供证
据袁证明奇普归其所有遥

虽然在高速上乱走一通袁又被警方逮捕袁但奇普显然恢
复的很好遥 据悉袁奇普已经在救助所下了一个蛋遥

目前袁警方并不知道奇普最初是怎样登上湾区大桥的遥
有猜测称奇普是从运往屠宰场的卡车上逃了下来袁 才奔进
了滚滚车流之中遥

母鸡乱穿高速获“重罪”被救助后淡定下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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