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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冬 季季 團團
洛磯山脈6天 $399/人

北極光4天 $839/人(含禦寒套裝)

上海北京雲南張家界九寨溝
日本韓國泰國 豪華郵輪

中國特價遊中國特價遊 $49起

美東美東55天天 : $153起 (4人)
美加東美加東66天天 : $239起 (4人)
美西7天 : $213起 (3人)

歐歐 洲洲 團團
名人假期優惠 $300(10月報名)

天寶旅遊 $730起

震撼價震撼價 僅
$1399 (12/19 - 1/3/2016)

北京來回機票
$399/人

(含上海機票+旅遊團)

$499/人
(含台灣&上海機票+旅遊團)

Debbie文媛/Manager
專線：281-799-2833
debbie@chinatourusa.com

全旅用心全旅用心 顧客安心顧客安心

WWW.CHINATOUR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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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10, Houston, TX 77036（美南銀行後棟）

全旅假期全旅假期

專辦中國簽證 (十年) 全球豪華郵輪

Life Insurance. Retirement. Long-term care.

人壽保險。退休計劃。長期護理。

成就今日 輝煌未來

SMRU1624095
業務代表的照片是按英文姓氏字母排列。

© 2014 New York Life Insurance Company, 51 Madison Avenue, New York, NY 10010. Keep Good Going®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New York Life Insurance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紐約人壽華裔市場部

恭賀下列業務代表榮獲各級銷售業績獎項!

主席內閣獎 (Chairman’s Cabinet)

主席委員會獎 (Chairman’s Council)

總裁成就獎 (President’s Council)

廖彬淳
Benson Liao
626-912-0688
Rowland Hts, CA
CA Lic#0B11311

宋曼萍
Evelyn Tai
954-958-4246
Sunrise, FL

王欣
Xin Wang
713-628-0868
Houston, TX

陳笑梅
Xaiomei Chen
770-605-3737
Atlanta, GA

周佑強
Yewchang (John) Chow
203-496-2886
Flushing, NY

蕭朱玲
Julia Hsiao
408-863-0306
Cupertino, CA
CA Lic#0B43293

高進輝
Jeffrey Kao
Honolulu, HI
808-529-6316

許喜仁
Helen Kho
646-227-8882
New York, NY

許珍茹
Jenny Kho
646-227-8881
New York, NY

許良順
Johnson Kho
646-227-8881
New York, NY

劉健富
Joe Lau
928-344-2450
Yuma, AZ

林裕竣
Clifton Lin
310-326-9600
Lomita, CA
CA Lic#0E07588

林東茂
Tom Lin
310-326-9600
Lomita, CA
CA Lic#0637330

宋揚
Helen Song
408-452-6134
San Jose, CA
CA Lic#0C11934

陳國煌
Kenny Taing
310-994-9112
Cypress, CA
CA Lic#0823828

王莘
Grace Wang
425-462-4948
Bellevue, WA

王新芳
Xinfang Wang
917-696-7810
New York, NY

王勇
Yong (Steven) Wang
206-251-8880
Bellevue, WA

黃朗平
Steven Wong
215-630-0114
Bala Cynwyd, PA

袁斐
Fanny Yuan
703-628-2608
Bethesda, MD

周江
Johnny Zhou
626-823-8693
Corona, CA
CA Lic#0B98413

Rick Alsagoff
562-256-3505
Long Beach, CA
CA Lic#0B23692

Esther Ming-Wei Aw
916-646-0310
Sacramento, CA
CA Lic#0C15780

鄭玉雯
Jackie Chan
415-271-2039
San Mateo, CA
CA Lic#0B62369

張亞力
Alex Chang
909-802-8319
Walnut, CA
CA Lic#0D65837

張慕理
Daniel Chang
714-624-8832
Fullerton, CA
CA Lic#0G26244

陳春梅
Chunmei (Katie) Chen
347-677-3388
Flushing, NY

程廣翠
Guangcui (Grant) Cheng
347-446-7880
Flushing, NY

周可貽
Corina Chou
770-458-9700
Norcross, GA

朱兆康
Dominic Chu
209-601-8787
Stockton,CA
CA Lic#0798145

陳瑩
Ying Cleary
718-688-5027
Flushing, NY

董亞蘭
Orchid Dong
626-356-7614
Pasadena, CA
CA Lic#0C34909

林郁子
Vivian Fu
760-918-9822
Carlsbad, CA
CA Lic#0727257

Shaun Hamada
808-529-6319
Honolulu, HI

何琪
Qi He
206-226-9982
Seattle, WA 

黃潔玲
Jieling Huang
617-254-0309
Waltham, MA

林鳳梅
Jenny  Kao
626-757-8422
Pasadena, CA
CA Lic#0D58867

李元芬
Yuan-Fen Lai
973-462-3887
Las Vegas, NV

林含星
Hanxing Lin
347-636-6339
Flushing, NY

李慧瑾
Julia Lin
408-685-2278
Cupertino, CA
CA Lic#0C56511

林穎華
Winny Lin
415-309-7300
San Mateo, CA
CA Lic#0E31564

林志航
Zhi Hang (Henry) Lin
347-497-2211
New York, NY

關健雄
Ken Quan
415-387-2688
San Francisco, CA
CA Lic#0589351

Maryam Saber Ghafouri
415-271-2040
San Mateo, CA
CA Lic#0H42327

Lisa Situ
866-966-1996
San Francisco, CA
CA Lic#0C73735

蔡榮民
Benjamin Thai
626-589-7133
Monterey Park, CA
CA Lic#0F80620

游碧榕
Bik Yung (Mary) Tsang
917-733-9315
New York, NY

Stanley Uk
646-245-3155
New York, NY

王晶
Jing Wang
617-331-7820
Waltham, MA

王曉旭
Xiaoxu (Carla)Wang
646-515-1038
Flushing, NY

王亞亞
Yaya Wang
301-404-2884
Bethesda, MD

Swee Lin Wolgemuth
907-257-5260
Anchorage, Ak

黃嘉文
Simon Wong
425-647-9213
Bellevue, WA

岳京生
Jingsheng Yue
770-220-3008
Duluth, GA 

周俏嬌
Qiaojiao (Tina) Zhou
917-698-2533
Flushing, NY

尹斌
Benjamin Yin
770-458-9700
Atlanta, GA

休斯敦大學年輕學生梁奇休斯敦大學年輕學生梁奇，，勇敢地站在機械兵查理多次充當導遊勇敢地站在機械兵查理多次充當導遊，，在在
機房里為遊客講解的同一位置上機房里為遊客講解的同一位置上。。

只要是能推磨的鬼， 就不
是為了掙錢。原因是拿了錢之
後沒地方花。

Halloween是美國傳統上
的鬼節。鬼節是兒童的節日。
小孩會成群結隊裝扮成鬼，到
鄰居家討糖吃。鬼節當然要講
鬼的故事，70年前，第二次世
界大戰終於以同盟國的勝利而

告結束。戰爭期間，無疑造成
大量冤鬼。鬼故事就從美國海
軍這條永久停泊在德州科珀斯
•克里斯蒂（Corpus Christi）
市的 航空 母艦 列剋星敦號
（USS Lexington）講起。

列剋星敦號最初服役是在
1776年，那時她還是條木製帆
船戰艦。今天看到的是列剋星
敦的第7代。上一代列剋星敦
航空母艦在1942年5月的珊瑚
海大海戰（Battle of the Coral
Sea）中被擊沉。現在看到的
是她1943年2月服役以後的基

本情景。到1991年正式退役，
她成為美國海軍歷史上壽命最
長的軍艦。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列
剋星敦號航空母艦經巴拿馬運
河駛向太平洋並加入太平洋艦
隊，1943年8月抵達珍珠港。
她參加了在9月下旬對塔拉瓦
（Tarawa）空軍基地的襲擊，

隨 後 在 10 月 突 襲 威 克 島
（Wake Island）。返回珍珠港
後為攻擊吉爾伯特群島（Gil-
bert Islands）做準備。 11月
19號至24日巡航並控制馬紹
爾群島（Marshalls）和吉爾伯
特群島。僅11月23、24日兩
天，她的艦載機飛行員就擊落
29架日軍戰機。

最為激烈的戰鬥發生在
1944 年 6 月 11 日的塞班島
（Saipan），並且持續了五天
。 6月16日，列剋星敦號航空
母艦擊退了來自關島（Guam

）的日本魚雷攻擊機的猛烈攻
擊，自己也損毀嚴重。曾經有
三次在新聞報導中出現列剋星
敦號“沉沒”的言論。日本人
就是弄不明白，沒多久，艦載
機硬是從沉沒了的列剋星敦號
上升空作戰了。加上她渾身塗
的是藍色的海軍塗裝，日本人
給列剋星敦號航空母艦起了個
綽號，叫“藍鬼”（"The Blue
Ghost"）。就是今天去看夜景
，海岸邊也是藍色登光一片。

藍鬼在歷史上最輝煌時刻
釘在了6月19、20日。在菲律
賓海的戰鬥中，列剋星敦號航
空母艦承擔了主要的攻擊任務
。在第一天發生了二戰歷史上
著 名 的 “ 空 中 打 火 雞 ”
（"Great Marianas Turkey
Shoot"）式的空戰，有300架
日軍戰機當天被擊落。第二天
日本的軍艦、商船、油輪被擊
沉。以這一天為轉折點，日本
失去了大量的作戰飛機和訓練
有素、經驗豐富的飛行員，也
失去了太平洋上空的製空權。

1945 年 5月 22 日從珍珠
港大修之後回來的列剋星敦號
航空母艦加入到海軍少將托馬
斯•L 斯普拉格的特混艦隊，
執行對日本本土的空襲任務。
在此期間，她發起了對北海道
的機場、橫須賀和吳港海軍基
地的襲擊，摧毀殘餘的日本艦
隊。她還對東京地區的工業目
標實施轟炸。 8月15日，升空
了的艦載轟炸機接到命令，停
止轟炸並返回列剋星敦號航空
母艦。這一天，日本宣布：無
條件投降。

戰爭結束後，列剋星敦號

航空母艦也沒閒著，曾
經改裝成反潛航空母艦
（CVS-16）、訓練艦
（CVT-16）、飛機降
落 練 習 訓 練 艦
（ACT-16）等艦型，
繼續為海軍服役。
在1975年和1987年，
列剋星敦號曾經作為海
軍拍攝歷史題材影片的
場景道具。在《戰爭和
記憶》中她扮演“企業
”號，在《中途島》中
她扮演“約克城”號
。 2001年的電影《珍
珠港》，她扮成了一艘
日本航母。
停止了滿世界轉悠之後
，1992年 6月 15日，
她成了列剋星敦船舶博
物館。永久落戶在被稱為“德
州夏威夷”的美麗海濱城市。
2003年，列剋星敦被指定為船
舶的國家歷史地標。該艦被精
心維護並定期向公眾開放。當
然，參觀博物館、登艦是要買
門票的。
列剋星敦號航空母艦的飛行甲
板有兩英畝大，相當於3個足
球場或是14個籃球場。船上有
超過3500張床位，可媲美世界
上最大的酒店。她的航行總量
相當於繞赤道8圈。在這裡參
加軍訓或體驗艦隊生活的包括
有青年團體、男女孩童子軍、
宗教組織等。

列剋星敦號航空母艦最底
層是輪機艙。裡面裝著巨大的
燃氣輪機以及無數的管線和儀
器儀表。空間狹小且不規則，
很容易碰到頭或是絆到腳。一
天，一組參觀者在裡邊迷了路
，正愁著要找上甲板的途徑，
正巧來了個導遊。這年輕導遊
身穿海軍士兵服，金發藍眼睛
，陽光大氣，一口美國東北部
口音，聽著是那麼的有學問。
他自我介紹名叫查理（Charlie
）是這裡的機械兵。他對這裡

的管線、儀器儀表非常熟悉，
並一一為大家介紹。最後，他
指出了爬上飛行甲板的舷梯。
上來之後，這幫人高興極了。
他們找到了博物館的館長，一
定要表揚這位既專業又敬業的
導遊查理。館長找到一本老舊
的花名冊，說，記錄裡是有這
位對管線、儀器儀表非常熟悉
的查理。 1944年，列剋星敦
號航空母艦遭到來自關島的日
本魚雷攻擊機的猛烈攻擊，當
時一枚魚雷擊中輪機艙，爆炸
致使20多名水兵陣亡。查理的
名字就在陣亡名單裡。

為了證實機械兵查理確實
存在過，2007年7月，廣受歡
迎的電視節目
《幽靈獵人》
專門到列剋星
敦號航空母艦
拍攝有關鬼的
證 據 ， 並 於
2009 年 12 月
成為鬼實驗室
的一個研究素
材。 2009 年
12 月 22 號在
探 索 頻 道
（Discovery

Channel）播出第11集，其主
題講的就是鬼實驗室的研究成
果。

筆者余頌輝多次參觀列剋
星敦博物館，一直渴望目睹、
聆聽機械兵查理的講解。這次
有休斯敦大學的年輕學生梁奇
陪同前往，並且要梁奇勇敢地
站在機械兵查理多次充當導遊
，在機房里為遊客講解的同一
位置，拍下照片。那天查理沒
來，據說剛放假，登岸買東西
去了。

找查理當導遊，不必給小
費，原因是拿了錢之後他沒地
方花。找查理當導遊，也不必
預約。

鬼節談推磨
餘頌輝英文原稿 鄧潤京編譯

今天去看列剋星敦號航空母艦的夜景今天去看列剋星敦號航空母艦的夜景，，海岸邊也是藍色燈光海岸邊也是藍色燈光
一片一片。。不愧為是日本人口中的不愧為是日本人口中的““藍鬼藍鬼”。”。

導遊查理好像還沒來導遊查理好像還沒來，，不知為什麼遲到不知為什麼遲到。。

（本報記者黃梅子）小時候聽
過一句話，地鮮莫過於筍, 河鮮莫
過於魚。所以品嘗好吃鮮美的食物
，莫過於吃魚。當下吃魚的方法也
多樣，光是川菜，就有水煮魚、麻
辣幹煎魚、豆瓣魚、酸菜魚等等，
所以，大家的口味越來越刁，越來
越挑剔，已經很難有能輕易打動我
們的吃法了。但是，如果你最近去
老四川嘗了他們的木桶魚，你不但
會把魚吃光，而且絕對連湯都會喝
光！老四川的木桶魚麻辣鮮香，鮮
嫩多汁，做法特別，太好吃了，夠
味！

木桶魚源自四川雅安，和傳統
的紅湯魚火鍋不同，木桶魚以藥石
為料，底部那黑黑的圓石，咋一看
還以為是像抹了蜜的香菇，令人不
禁傻乎乎想去摸一摸。木桶魚不同
於烤魚的做法，它是在大木桶裏倒
入滾燙油亮的黑色小鵝卵藥石，將
片好碼料的魚倒在燒熱的黑藥石上
，最後將一盆調好的湯汁倒入桶內
，蓋上蓋子，燜2分鐘，即可大功
告成。吃過的人都感嘆： 此味本
應天上有, 人間難得幾回嘗！自從
老四川推出木桶魚之後，得到了食
客的一致交口稱贊，回頭客絡絡不
絕。.

老四川是休斯敦的老
川菜字號了，位於中國城
的惠康超市廣場，主廚的
陳氏兄弟來自四川瀘州，
都有幾十年的川菜主廚經
驗，他們做出的木桶魚口
味獨特. 清辣交融 。據陳
師傅介紹，老四川的木桶
魚采用三種鮮香的天府辣
椒：貢椒、小米椒、美人
椒 , 配以鮮活的魚，每鍋
現殺現燉、魚肉成片，用
加熱的高溫藥石和滾燙的
高湯將魚肉短時間燜熟。
吃魚時先喝湯後吃肉，魚
嫩湯鮮，清香四溢。讓您
吃過之後唇齒留香,回味
無窮。吃木桶魚還有一個
福利，就是可以親眼目睹
廚師的操作，由廚師親自
拿到你面前來表演，食得
開心，看到更放心。

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
，只有自己親口嘗一嘗。
要想知道木桶魚有多好吃
，只有您自己去老四川去
吃一次，包你吃了一次還會去第二
次。

老四川 Sichuan Cuisine

地 址 ： 9114 Bellire Blvd,
Houston, TX77036

電話：713-771-6868

老四川推出木桶魚 好吃不過木桶魚！

老四川的另一道名菜老四川的另一道名菜：：水煮活魚水煮活魚。。 老四川的拿手菜老四川的拿手菜。。

木桶魚先燙熟魚片木桶魚先燙熟魚片。。

木桶魚第二步木桶魚第二步：：倒入高湯倒入高湯。。

木桶魚木桶魚

老四川三位大廚老四川三位大廚
：：小陳師傅小陳師傅（（左左
）、）、大陳師傅大陳師傅
（（中中））和範師傅和範師傅
（（右右）。）。

老四川老闆兼主老四川老闆兼主
廚陳師傅廚陳師傅（（中中））
接受接受《《大嘴吃四大嘴吃四
方方》》主持人黃梅主持人黃梅
子子（（左左）、）、翁大翁大
嘴嘴（（右右））採訪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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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件事被钱学森批了十多年钥
导语院由野科尧文之争冶变调至野社尧资冶之争后袁中国的科幻小说进入了长达十余年的消亡期遥

1983年之前袁钱学森主要批评科
幻小说不是野科学家脑中的幻想冶
如上期短史记所言袁 钱学森在 80-90年代袁曾

长期支持并指导野507所冶做包括气功尧特异功能在
内的野人体科学冶研究遥 鲜为人知的是袁同一时期袁钱
学森还曾深度介入到了文学领域的论争之中遥 这场
论争袁对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袁产生了至为深远的
影响遥

1977年袁美国电影叶星球大战曳上映袁带动了一
波世界性的科幻浪潮遥 刚刚摆脱野文革冶梦魇的中国
也不例外袁出版了不少科幻作品袁饥渴已久的市场
也很买账袁如 1978年出版的叶小灵通漫游未来曳袁据
说首印高达 300余万册遥 行业渐趋繁荣之际袁一场
关于科幻小说究竟姓野科冶还是姓野文冶的论战袁也随
之而来遥

姓野科冶还是姓野文冶袁简单说来袁就是指科幻小
说袁究竟该归入科学袁还是该归入文学遥 1979年底袁
英国科幻小说作家布里安窑阿尔迪斯访华袁 参与交
流的部分中国科普作家袁曾满怀期待地询问阿尔迪
斯院野英国科幻小说怎样教育青少年掌握科学知
识钥 冶结果袁阿尔迪斯否认科幻小说负有科普义务袁
让这些中国科普作家极为惊愕遥 阿尔迪斯认为院野科
学小说渊Science Fictio冤是一种文艺形式袁其立足点
仍然是现实社会袁 反映社会现实中的矛盾和问题遥
科学小说的目的并不是要传播科学知识或预见未

来袁但它关于未来的想象和描写袁可以启发人们尧活
跃思想遥 冶淤

科普界虽然惊愕袁但阿尔迪斯的观点袁却深得
科幻界的拥护遥 某科幻作家曾尖锐嘲笑科普界提这
种问题野十分可笑冶袁野很有代表性袁也很典型地说明

了中国某些人还根本不了解什么是科学幻想小

说冶遥 该作家非常明确地认为院野科学小说不具有传
播科学知识的任务袁一如历史小说不是宣讲历史知
识的教科书袁武侠小说不是传播武功的秘籍袁战争
小说也不讲授作战的军事常识一样遥 假如反过来
说袁科学小说必须传播科学知识袁那么爱情小说岂
不要教人恋爱方法袁成了耶爱情大全爷了吗钥 冶于
这场论战袁野科普派冶与野文学派冶各据阵地互不

相让袁你来我往时日绵长遥 总体而言袁野科普派冶拥有
资源优势袁略占上风遥 譬如袁围绕科幻小说叶世界最
高峰的奇迹曳的批评与反批评袁长达四年之久遥 野科
普派冶 指责小说描写恐龙蛋化石可以复活恐龙袁是
野伪科学冶曰 作者本人则从文学创作的角度予以反
驳遥 第一轮辩论袁叶中国青年报曳刊发了双方文章曰第
二轮辩论袁则只刊发了野科普派冶的文章遥 盂
作为 80年代中国最著名的科学家袁 钱学森也

参与到了论争之中遥 就立场而言袁钱站在野科普派冶
一边袁坚决主张科幻小说归野科学冶管袁必须承担科
普义务遥 1980年袁钱曾批评院野现在有些科普文章和
某些流行的科学幻想小说袁我看在思想上和科学内
容上都有些问题遥 冶榆1981年袁针对科幻影片袁钱又
批评院野科学幻想这一类影片可以搞袁但它应该是科
学家头脑里的那种幻想遥 噎噎应该搞那些虽然现在
还没有搞出来袁但能看得出苗头袁肯定能够实现的
东西遥 噎噎现在搞科学幻想片袁太长远的东西是次
要的袁主要应配合四化袁搞 2000年的嘛遥 文艺界的
朋友对太空的东西很感兴趣袁 但这不是我们的重
点袁噎噎这不是好题目遥 什么是农业现代化袁到了
2000年是个什么情况袁 要给农民一个远大的理想袁
这是个好题目遥 冶该批评被叶人民日报曳刊发后袁影响
很大遥 虞

钱学森所谓的“科学家头脑里的幻想”：1987年 4月

7日，上海中医药研究院向准备手术的病人发送气

功“外气”，进行气功麻醉。钱学森曾致信“507所”，

要他们认真研究“外气”。

1983年之后袁钱学森转而批评科
幻小说野贩卖资产阶级破烂冶

1983年秋袁对野科幻小说冶的批评袁与野清除精神
污染冶合流遥 批评的基调袁也从姓野科冶还是姓野文冶袁
转变为姓野社冶还是姓野资冶遥 譬如袁中科院某院士如
此批评电影 叶星球大战曳院野西方科幻小说很多是写
未来社会的遥 它们按照资产阶级利益尧资本主义制
度的利益来推测未来世界噎噎他们写的未来世界
包括星球大战袁 这个星球大战完全没有科学根据遥
星球大战是一个星球的生物在侵略和压迫另一个

星球曰即使人类开展了星际航行袁甚至跑出了太阳
系袁他还是要到那里去进行剥削尧压迫袁去和其他有
智慧的生物互相残杀遥 这样说来袁剥削制度是永存
的尧宇宙性的遥 他们所描绘的未来世界就是星球大
战袁或由一个星际帝国好像封建皇帝一样统治其他
星球遥 噎噎但对我们来讲袁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社
会主义国家噎噎这类作品对我们有什么用呢钥 冶愚

钱学森对野科幻小说冶的批评也同样野升级冶遥
1983年 10月 31日袁钱在中国科协发表讲话称院野有
些人打着耶科普创作爷耶科幻小说爷的招牌袁贩卖一些
资产阶级尧封建主义的破烂袁因为它的影响面宽袁我
们必须十分注意曰1980年袁 我曾向所谓科幻小说放
过炮袁 认为有些根本不是科学幻想袁 而是荒诞尧离
奇袁没有科学根据的无稽之谈袁对广大群众是个严
重污染遥 冶舆野清污冶虽不久即戛然而止袁但钱在此后
十余年里袁始终对科幻小说持批评立场遥 如 1984年
2月 8日致信王天一袁认为野说科幻小说属于文学出
版的出版范围袁 噎噎后果不一定好冶曰 同年 4月 21
日致信叶飞碟探索曳编辑部袁告诫他们野不能犯前一
阵子所谓耶科幻小说爷的毛病冶噎噎余
由野科尧文之争冶变调至野社尧资冶之争后袁中国的

科幻小说进入了长达十余年的消亡期遥 科幻期刊从
20余家锐减至只剩 1家曰 作者群或搁笔或转行袁也
消失殆尽曰 出版社已印出尚未发行的科幻小说袁则
一律拉回印刷厂化为纸浆遥 叶三体曳作者尧野科幻界诺
贝尔奖冶雨果奖得主刘慈欣袁野此后整整十年袁都没
有找到可以发表科幻作品的地方遥 冶俞
直到 90年代中期袁环境才开始有所变化遥 这种

变化袁也很细微地体现在钱学森的言论之中遥 1991
年袁钱在私人书信中袁仍强调野科幻小说就不同袁是
作者加入他个人的臆想袁 也就是不科学的东西袁
噎噎人的臆想代表他的意识形态袁有进步的袁也有
反动的遥 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幻小说也要看看作者
在想干什么遥千万注意浴 冶而到了 1996年袁在公开讲
话中袁除了强调野科学小说不是科幻小说袁科幻小说
可以任由作家想象冶之外袁钱对野科幻小说冶已不再
有批评之辞遥 逾

钱学森书信中神秘的 507所
导语院钱学森致信 507所所长陈信袁建议他们研究野外气冶渊当时的一种气功术语冤对人体的作用遥

受钱学森推动袁面临裁撤危机的
507所工作重心转向野人体科学冶
在电影叶九层妖塔曳中袁出现了一个研究超自然

现象的神秘机构野749局冶遥 其导演陆川也在一次采
访中说袁野我大学毕业后分到过一个类似的部门袁正
好它的名字也叫耶749爷遥 电影里有一场戏袁气功大师
摇药片袁我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在资料库里就看到过
这样的事遥 我们单位有一部分同事就是研究这种异
能人士的遥 冶野749冶局公开材料甚少袁不过袁在钱学森
已公开的书信中袁对另一个神秘的性质相似的野507
所冶袁有较多披露遥
所谓野507所冶袁即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507研究

所冶的简称袁成立于 1968年 4月袁全称野宇宙医学及
工程研究所冶袁后更名野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冶袁
归属由钱学森任院长的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研究
院冶渊即野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冶冤遥 在发展航天飞船
的整体规划中袁507所负责航天医学的综合研究袁及
航天员的选拔尧培养和训练遥 淤

野文革冶结束后袁因经费问题袁507所被列入撤销
名单遥 钱学森表示野坚决反对解散 507所袁噎噎从长
远来看袁载人航天肯定是要搞的遥 冶最终国防科委同
意保留 507所袁但编制缩小为几百人遥 此后袁507所
又面临数次撤销危机袁 均在钱学森的反对下未果遥
如 1986年袁国防科委领导向钱学森表示袁野507所每
年要花一大笔经费袁现在载人飞船任务暂缓袁所里
事情不多袁不撤让他们做什么钥 冶钱学森回答院野为了
国家今后发展载人航天袁所里人员可以减袁但这个
机构不能撤遥 至于留下来做什么袁他们的科研预研
课题要做妥善安排袁由我来负责组织落实遥 冶于此时
钱学森给 507所安排的课题袁集中在野人体科学冶遥

507所的工作重心向野人体科学冶转移袁至晚可
以追到到 80年代初遥 1979年 3月袁叶四川日报曳刊登
报道袁称少年唐雨能野用耳认字冶袁引发媒体关注袁开
启了持续二十年的特异功能运动遥 对这一事件袁当
时四川医学院的调查认为袁唐雨野基本上采取了魔
术师的那一套冶袁并不能真的野用耳认字冶遥 叶人民日
报曳也发表文章袁对这一野荒唐的新闻冶进行了批评遥
但钱学森对此持不同意见遥 上海的叶自然杂志曳刊发
系列文章阐释野用耳认字冶的可能性曰钱学森曾亲自
前往该杂志社袁表示支持特异功能研究遥 1980年春

节前袁他致信 507所所长陈信袁建议野开展人体科学
的研究工作袁立题申请科研经费袁借此笼住人才袁继
续开展载人航天声明保障系统等方面的公关研

究冶遥 盂

在 507所合影，左一陈信、左三钱学森、左四张震寰

所谓野人体科学冶袁按钱的定义袁
是中医尧气功和特异功能的综合
所谓野人体科学冶袁按钱学森的定义袁乃是野现代

科学技术体系中的一个大部门袁 它平行于自然科
学尧社会科学尧数学科学噎噎冶遥 钱认为袁人体是一个
野巨系统冶袁需要把野中医尧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综合
起来袁形成人体科学冶遥 榆
对于 507所的野人体科学冶研究袁钱学森极为重

视袁与所里工作人员有大量书信往来袁其中涉及学
术讨论的袁即达 120多封遥 这些信中袁如院1984年 5
月 7日袁钱学森致信 507所所长陈信袁建议研究野外
气冶渊一种气功术语冤对人体的作用遥 1989年 4月袁致
信陈信袁野中医原来靠耶望尧闻尧问尧切爷来辨证袁即猜
测人体功能状态袁 是做不太可能的噎噎前些日子袁
507所余琫同志等想用系统工程的系统辨识方法袁
做了些工作遥 问题实在不容易袁是人体科学的一道
难关遥 冶虞1990年 3月袁致信 507所梅磊袁讨论大脑
与建立脑科学问题遥 书信之外袁钱学森也是 507所
的常客袁尤其是 1983要1987年袁他每周都亲自到所
里指导一次学术工作袁内容涉及科学道德尧特异功
能尧人体科学尧关于脑科学和脑功能的研究尧传统医
学要与现代科学相结合尧 量子力学与人体科学尧人
的潜力与教育革命等各个方面遥

1987年袁国防科委批准成立的野中国人体科学
学会冶袁也挂靠在 507所下袁由国防科委主任张震寰
任理事长袁钱学森任名誉理事长遥 507所对野中国人
体科学学会的各项活动袁在人力物力上给予了多方

的支持噎噎学会办公室也设在航天医学工程研究
所渊即 507所冤内遥 该办公室对学会的日常文秘尧财
务等各项工作袁对同会员及各方面的联系袁对叶中国
人体科学学会通讯曳的发行工作和筹备召开各种会
议等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遥 冶中国人体科学学会组织
会议等活动的经费袁大都来自 507所遥 愚
507所最著名的野成果冶袁是对野气
功大师冶张宝胜的肯定性研究
针对当时流行的种种特异功能现象袁507所进

行了很多调查研究遥 比如 1980年 12月要1983年 3
月袁507所同北京师范学院渊今首都师范大学冤等处
学者合作袁以解释为何野某些具特异功能的少年儿
童能在肢体不接触的条件下袁使一些小物体从一个
地方转运到另一个地方遥 冶这些实验包括野追踪电磁
波信号的实验冶尧野突破空间物理障碍的实验冶等遥
实验结论包括袁野某些特异人可使一些物体处

于一种特殊的状态袁我们称之为耶异态爷遥 物体处于
耶异态爷时袁普通人的感官与通常的探测手段暂时还
不能觉察出它的存在遥 但特异人和气功人却有所感
觉袁这种感觉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噎噎冶野物体在转运
过程中能够突破空间物理障碍袁表明这种耶转运爷似
乎不是三维空间里简单的机械搬运过程袁物体可能
转入了一种特殊的状态噎噎冶等遥 研究人员最后表
现了自己的严谨袁称野这些初步的实验结果袁要用现
有的科学理论做出圆满的解释袁可能相当困难遥 进
一步深入研究耶异态爷的性质袁将具有重大的理论意
义遥 冶舆

507所还和当时最负盛名的野气功大师冶张宝胜
等多有合作袁以验证特异功能的存在遥 宋孔智通过
一些实验袁野证明冶了以下三种特异功能的存在院野突
破空间障碍噎噎特异功能人让有机玻璃片从烧结
的玻璃瓶里取出来袁玻璃瓶完整遥 里边少的东西和
取出的东西正好对齐遥 实验采用了双盲法遥 冶野思维
传感遥 相同数量的两组人袁一组人发射思维信号袁另
一组人接收噎噎里面接收信号的人袁将发射信号的
人想的东西袁写在纸上袁记下内容噎噎做了多次实
验袁都很成功遥 冶野隔墙透视实验噎噎有一天袁做了 60
次袁没有一次错袁完全正确遥 其中有 8次不举牌袁功
能人都能认出来遥 冶余

507所所长陈信主张用实验的方法反驳社会上

对特异功能的质疑遥 他赞扬宋孔智袁野在国际上大的
杂志上登几篇袁如叶科学曳啊袁叶自然曳哪袁美国的叶科
学人曳等袁登上一篇两篇就了不起了遥 507所宋孔智
在英国的叶心理学杂志曳上登了有关张宝胜的实验袁
效果就很好遥 用科学的办法反击是最有力的遥 冶俞
但是张宝胜的演示并不总是能野成功冶遥 1988年

5月袁包括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尧507所研究人员在内
的野对特异功能持不同观点的三方人士冶七八十人袁
参加了张宝胜野用特异功能突破器壁障碍冶的演示遥
507 所所长陈信说袁野认信封中字最容易袁 让张先
做冶遥 何祚庥使用一个 507所公函牛皮纸信封袁里面
装上 4张人民币袁并在风口的地方写上了 6个野何冶
字遥 张宝胜在实验过程中袁野把信封卷成卷袁拿起袁放
下数次并不时对其吹气冶袁 并先后 4次外出后袁说
野他要到外面去 10分钟袁之后便可认出信封中字冶遥
在场的魔术师说院野信封已被调换遥 冶大家打开卷起
的信封一看袁果然是一个野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冶公
函牛皮纸信封袁没有封口袁也没有野何冶字遥

在接下来张宝胜进行从密封药瓶中抖出药片

的演示袁507所的工作人员又说袁野张最容易抖出药
瓶中的药片冶遥 实验中袁张宝胜将 A渊何祚庥在标签
上写有姓名尧重量等字迹袁并在瓶口蜡封处贴有胶
条冤尧B两个药瓶中各抖出约 50粒药片袁 但 A瓶上
标签少了一半袁胶条也已不见遥在实验 C瓶时袁张宝
胜从中取出药片袁并放入一块巧克力遥 但经检验袁C
瓶已经被打开过遥 这几次实验袁所用物品质量在实
验前后都有变化袁不符合野质量守恒定律冶遥 逾

507所对于野人体科学冶的研究袁持续至何时袁不
得而知遥 其如今工作职责之一袁是野对航天员的身体
健康袁对身体需要的摄入量袁如蛋白质尧脂肪尧热量
进行指导冶袁这大约说明袁在后钱学森时代袁507所的
工作重点已逐渐转回航天医学研究遥

孙储琳、宋孔智、张宝胜在 507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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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A到 Z花式游香港 2 6个字母你去过几个钥
野这个名为 Chris Across the World 的计划袁是

冒险家 Chris 环游世界的一系列影片袁其中一条袁他
用了 A 到 Z 的排列方式袁走到香港二十多个景点袁
当中不少都是拍摄热门地袁你去过了几个钥

A - 星光大道 Avenue of Stars

星光大道是位于尖沙咀维多利亚港岸边的一段观

景海滨长廊袁它整体是效仿了洛杉矶好莱坞的星光
大道袁以纪念香港电影业的发展史袁表扬电影巨星
的成就和感谢幕后电影从业者的贡献而修建的遥 将
杰出电影工作者的芳名与手掌印镶嵌在特制的纪

念牌袁并以年代依次排列在星光大道上遥
B - 大佛 Big Buddha

世界上最大的户外青铜坐佛遥 位于宝莲寺牌坊
正对的木鱼山顶上袁 以青铜铸造袁1993年 12月开
光遥 佛头以黄金贴面袁佛身由 200余片青铜焊接打
造袁大佛所坐莲花宝座为仿北京天坛所设计袁故而
得名野天坛大佛冶遥

C - 铜锣湾 Causeway Bay

铜锣湾是香港最繁忙的购物和饮食区袁也是香
港不夜市区之一遥 入夜后袁铜锣湾避风塘显得热闹
而繁忙袁只见船只灯火通明袁穿唐装衫裤的艇妹摇
橹袁接送游客往来于海鲜艇尧酒吧艇及歌艇这间遥 游
客在船上品尝海鲜的同时袁 也可一边观赏海港夜
景袁一边领略舢舨风光袁别有风味遥

D - 迪士尼乐园 Disney

香港迪士尼乐园(Hong Kong Disneyland)是全
球第五座尧亚洲第二座迪士尼乐园袁位于香港新界
的大屿山遥 几乎每个来到香港的人都会选择香港迪
士尼乐园袁 无论是带上小朋友的全家游袁 还是和好
友一起袁每个人都会在这里找到最纯真的快乐遥

E - 中环扶手电梯 Escalator (Mid-levels)

中环至半山自动扶梯系统袁 整个系统全长 800
米袁垂直差距为 135米袁扶梯系统途经多个景点袁包
括充满欧陆风情袁酒吧与餐厅林立的苏豪区袁有百
年历史袁 被政府列为香港法定古迹的中区警署袁还
有前港督彭定康喜爱的著名传统饼店泰昌饼家等袁
吸引不少中外游客参观遥

F - 珍宝王国 Floating Restaurant (JUMBO)
全球最大的海上食府枣香港珍宝海鲜舫坐落

在香港仔海湾上袁不久袁它将拓展为集饮食尧休闲尧
文化及购物于一体的"珍宝王国"遥 凭借其中国宫廷
设计展现的皇家气派袁精美的饮食袁倾倒了数以千
万计的海内外游客袁成为香港驰誉世界的旅游观光
热点袁尤其受西方游客和日本游客的青睐

G - 金紫荆 Golden Bauhinia
金紫荆广场位于香港湾仔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新翼人工岛上的东北部袁 是博览海滨花园的一部
份遥 临近湾仔临时海滨花园及维多利亚港袁是香港
回归时袁会议展览中心扩建工程之一部分遥 近年来
成为部分中国内地旅客的必到香港旅游景点之一遥

H - 跑马地 Happy Valley
跑马地现是香港的其中一个高级住宅区袁有外

籍人士聚居袁其楼价在香港有指标性作用遥 跑马地
亦有不少高级食肆及酒店袁是香港名人及明星出没
之地袁因此亦常有狗仔队在此出现遥 不少电视剧也
在跑马地取景遥

I - ICC/IFC

环球贸易广场渊ICC冤共有 118层袁为全香港最
高袁 取代了原来最高的袁88层的国际金融中心二期
渊IFC冤成为全香港最高的摩天大楼遥 世界排名第 4袁
仅次于杜拜哈里发塔尧台北 101及上海环球金融中
心遥 国际金融中心二期渊IFC冤香港第二高的摩天大
楼世界排名第 11袁2003年落成袁楼高 415.8米袁地面
以上共有 88层遥

J - 玉器市场 Jade Market

香港玉器市场主要售卖玉石尧 水晶类等工艺
品袁各式各样的玉器美不胜收袁有罕见的翠玉雕刻袁
也有小巧便宜的饰品袁应有尽有遥 香港九龙区玉器
市场是香港玉器和宝石交易的集中地袁许多玉石收
藏夹和爱好者都喜欢聚集于此遥

K - 九龙公园 Kowloon Park
占地 13.3公顷的九龙公园袁于 1970年开幕袁有

多项康乐设施袁包括鸟湖尧主题花园尧儿童游乐场尧
体育馆和游泳池遥 在 19世纪 30年代袁九龙公园是
个面对海港的军事重地袁1861年英军占领九龙半岛
后将其改名为威菲路军营遥

L - 兰桂坊 Lan Kwai Fong
与德己立街尧威灵顿街尧云咸街和安里及荣华

里构成的一个聚集大小酒吧尧俱乐部尧餐厅和零售
商铺的中高档消费区袁深受中产阶级尧外籍人士及
游客的欢迎袁是香港的特色旅游景点之一遥 也是香
港电视剧中的高出镜率的地方之一遥

M - 文武庙 Man Mo Temple
香港文武庙位于大埔区富善街袁是新界首座保

护的建筑物曰是香港最具历史的庙宇遥 庙内奉祀文
昌帝及关帝袁庙内藏有一件道光 27年的铜钟袁足以
证明庙宇据今有 150年历史遥 据说始于清朝年间的
斩鸡头和烧黄纸等仪式袁到目前仍然被香港政府所

承认的遥 此庙虽经多次修建袁总体仍保持旧貌袁至今
香火鼎盛袁 是香港最著名的庙宇之一遥

N - 南生围 Nam Sang Wai (New Territories)

南生围是香港元朗北部的一片原生态湿地区遥
锦田河与山贝河的交汇处有个小岛袁犹如一个雀鸟
天堂遥 因为水退时袁小岛泥滩旁有很多候鸟在停留袁
尤其是黑面琵鹭遥

O - 海洋公园 Ocean Park

香港海洋公园是香港其中一个广受欢迎的旅

游热点袁集娱乐尧教育及保育设施于一体遥 现有三个
景点区要要要山上尧山下及大树湾, 分别由架空缆车尧
全世界第二长的登山电梯及海洋列车连接遥 东南亚
最大的娱乐消闲公园之一袁除了海洋馆以外袁还有
各种动物的表演剧场遥

P - 太平山顶 Peak

香港岛最高山峰袁 也是俯瞰香港夜景的必到
处遥 太平山顶广场采用装饰艺术(Art Deco)建筑风
格遥 可于商场内品尝各国佳肴及购买本地创作的特
色精品袁更可前往顶层的绿茵平台袁饱览维多利亚
港全貌和薄扶林水塘的自然美景遥 乘坐山顶缆车观
看倾斜的香港袁也是另一种独特的观光方法遥 山顶
有凌霄阁摩天台尧香港杜莎夫人蜡像馆等遥

Q - 皇后大道中 Queen's Road
沿毕打街往南到皇后大道中袁这一带街道两侧

也集中了不少二线品牌和欧美时尚服饰的旗舰店遥
这些欧美时尚品牌在中国区域乃至亚洲的首家分

店袁大多会选在香港袁而多数又会选在中环此地作
为试金石测试消费反应袁而这里的店铺通常都是最
大的袁款式通常是也都是最新最全的遥

R - 浅水湾 Repulse Bay

浅水湾是香港著名的旅游点袁也是个高尚住宅
区袁处处散发着惬意闲适的风情遥 弯月型的浅水湾袁
滩床宽阔且水清沙细尧波平浪静袁是香港最美丽的
海滩之一袁吸引了不少游客及香港市民的到来遥 清
晨是到沙滩漫步尧享受日光浴的理想时光袁夕阳西
下时则是看日落尧享受平和宁谧的好时机遥

S - 西贡 Sai Kung

西贡又称西贡墟袁有野香港后花园冶的美誉遥 西
贡市早在 14世纪已经有渔民居住袁 最初原是渔民
及村民聚脚的一个集市袁渔民经常在此聚集袁如今
已发展成一个以海鲜菜馆尧欧陆式及亚洲风飞餐厅
而闻名的郊区小镇遥

T - 青马大桥 Tsing Ma Bridge

青马大桥是香港的地标性建筑之一袁 青是指
野青衣冶袁马则指的是野马湾冶袁全长 2.2公里袁也是全
球最长的行车及铁路吊桥遥 1999年时青马大桥与巴
拿马运河尧英法海峡隧道尧旧金山金门大桥等其他 9
项一同被列入 20世纪十大建筑遥 大桥旁边的青屿
干线观景台袁可以让你饱览整条青马大桥和马湾的
壮丽景色遥

U - 大学渊香港大学冤University (HKU)

缘于殖民地的特殊性袁香港大学自创校以来始
终采用英语教学袁 其学术研究多可与欧美无缝对
接尧良性互动袁也得益于此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袁以
医学尧商科尧人文尧政法等领域见长的香港大学都是
中国高等教育界一面独特的旗帜袁享誉亚洲乃至世
界遥

V - 维多利亚公园 Victoria Park
维多利亚公园位于香港告士打道柏宁酒店入

口对面袁以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渊1837年要1901年在
位冤命名遥 这里绿草茵茵袁树木成荫遥 公园内有足球
场尧篮球场尧网球场尧溜冰场尧草地滚球场尧游泳池尧
儿童游乐场和公众休憩区遥 是香港最大的公园遥

W - 黄大仙Wong Tai Sin
香港黄大仙祠又名啬色园袁是香港九龙有名的

胜迹之一袁是香港最著名的庙宇之一遥 该建筑庄严
雄伟袁极富传统特色袁被列作香港一级历史建筑袁同
时是香港第一家获香港政府批准举办道教仪式婚

礼及签发结婚证书的道教庙宇遥
X - XO酱渊浴 冤XO Sauce (香港没什么地方是

X开头噎)
XO酱是粤菜中一种较高档的自制酱料袁 具有

色泽红亮尧鲜味浓厚尧醇香微辣的特点遥 XO酱特别
适宜于鲜嫩原料的烹制袁 使之具有浓郁的海鲜香
味袁如 XO酱爆牛柳尧XO酱爆鹅肠尧XO酱?h肉蟹尧
XO酱茄子煲等遥

Y - 油麻地 Yau Ma Tei

庙街因油麻地天后庙而得名遥 每天晚上庙街的
马路会摆满售卖各式各样货品和食品的摊档袁有如
台湾的夜市遥 由于货品价格比较便宜袁而且街道充
满地道特式袁庙街已成为旅客的旅游点遥

Z - 动植物公园 Zoological and Botanical
Gardens

是香港最早建立的公园袁位于香港岛中环雅宾
利道袁并被罗便臣道尧己连拿利尧上亚厘毕道及花园
道等道路环绕袁占地 5.6公顷遥该公园的正门设在雅
宾利道遥 香港动植物公园是香港旅游景点之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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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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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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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袁难的是一辈子
做好事遥 冶李振华做到了袁他把自己的一切全部
奉献给了沂蒙老区袁 将一颗永恒的爱心融进蒙
山沂水袁融进老区人民的心中遥

1953年袁年仅 17岁的李振华响应党和国家
野到艰苦的地方去袁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冶的
号召袁 告别故乡南京从南京师范大学来沂蒙革
命老区沂源县支援教育袁克服重重困难遥放弃转
行尧提拔尧回城的照顾袁一干就是 62年遥

60多年来袁他资助贫困学生 2122名袁由他
完全供吃尧穿尧学杂费直到大中专院校毕业的就
有 36人曰建立三个扶困助学基金会曰为转化问
题青少年尧网迷尧留守儿童尧残疾儿童袁向他们赠
送有教育意义的图书尧 光碟等材料 3000余份曰
帮扶孤寡老人 36户遥 个人捐款达 96.2万元袁发
动社会捐款 460多万元遥

捐资助学是他毕生的追求

沂源县是国务院重点扶持的 37 个贫困县
之一袁当时乡亲们靠吃糠咽菜度日袁冬天有的连
被子都没有袁孩子上学十分困难袁面对这些物质
和文化都极度贫乏的农民袁 李振华的心在剧烈
的颤动袁他只有一个念头袁作为一名教师责任就
是教书育人袁用知识改变老区孩子的命运遥要尽
其所能的从经济上资助那些因贫困而上不起学

的孩子袁改变贫困的命运遥
李振华从工作的第一个月起袁 就每月拿出

工资的四分之一渊随着工资的增长而增长冤资助
贫困学生袁一直坚持到现在遥 刚参加工作时袁他
的月工资是 21块钱袁李振华舍不得花袁把它分
成三份袁10块钱寄给父母尽孝袁6块钱作为自己
的生活费袁5块钱拿出来资助贫困学生遥

李振华退休后袁 别人都劝他院野你劳累了一
辈子好好的休息休息吧浴 冶可让李振华难以释怀
的袁依然是山区那些贫困的孩子遥李振华认为自
己不能在讲台上为他们讲课了袁 就从经济上加
大了帮扶力度袁 又将大半生仅存的 15000元积
蓄和国务院特殊津贴全部捐出袁分成三份袁分别
捐给了他曾经工作过的沂源县韩旺中学尧 张家
坡中学和沂源县实验中学遥在他的带动下袁社会

各界积极踊跃捐款遥
各学校所在乡镇借

机均设立了野振华扶
困奖学基金会冶遥 基
金已资助贫困学生

6500名袁奖励优秀教
师 1800 多人次袁现
在 野基金冶 净存 293
万元袁极大的推动了
捐资助学工作袁全县
13 个乡镇均建立了

基金会遥为了让基金真正发挥作用袁他走访了全
县 300多个村庄和街道办袁 摸清了哪些是最需
要帮助的家庭遥

2001年 2月至 2008年 12月袁 为了资助更
多的贫困生袁65岁的李振华外出到淄博万杰朝
阳学校打工袁将 5.5万元年薪全部捐出袁资助了
23名特困学渊5名大学生每人每年 5000元尧5名
高中生每人每年 3000元尧13名初中生每人每年
1000元冤袁一直到他们完成学业渊毕业一个递补
一个冤遥 一位受资助学生家长感叹的说院野李老师
在为咱们孩子打工啊浴 冶

市里一位领导得知此事后袁找到李振华说院
野您年纪大了袁家庭也不富裕袁我给你筹措 5万
元资助这些学生袁 朝阳学校的报酬就自己留下
吧冶 当这位领导把筹集到的资金转交给李振华
时袁他又全部注入了野振华奖学扶困基金冶遥

李振华在打工期间袁 为有些临时急需资助
的贫困学生和贫困农民治病筹措资金袁 与受资
助的老学生张文强起早摸黑捡拾废品变卖遥

李振华帮助他人十分大方袁做到尽其所能袁
可对自己很苛刻袁甚至到吝啬地步遥在农村工作
的 30 多年里袁没进过一次理发店袁用自己的理
发工具与学生们相互理发遥吃饭以玉米糊尧南瓜
菜为主遥 不吸烟不喝酒袁 甚至连茶叶都舍不得
喝遥一辆大金鹿自行车骑了 46年袁1965年 30元
买的那块野钟山表冶至今还戴着袁从来没有穿过
皮鞋尧西服袁一身灰色的中山装洗得已经泛白遥
2001年李振华到济南南郊宾馆参加省人代会袁

穿的旧得有点破损的中山服引起保安的盘问袁
还招来一些人鄙视的目光袁 然而这些他从不在
乎遥60年来袁李振华资助的贫困学生有 2122名袁
完全由我供吃尧供穿尧交纳学杂费尧最终考入大
中专院校的就有 36人遥62年来李振华个人累计
捐款已达 96.2万元渊退休后 77.6万元冤遥

李振华逐渐认识到袁 在社会公益活动中个
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遥2012年 6月袁由李振华倡
导的大型社会公益活动野共同托起明天的太阳冶
在沂源县体育馆隆重举行遥来自全国各地的 260
多名企业家尧志愿者与当地 1000多名学生及家
长一起袁开展了以思想道德教育尧感恩教育为主
题的体验活动遥 志愿者们现场捐款 100万元袁并
与 156名贫困学生结成帮扶对子资助到完成学
业遥

帮助他人做到点点滴滴

从 2001年开始李振华先后帮扶了 36户生
活困难的孤寡老人袁定期去看望他们袁帮助他们
解决困难袁冬天给老人送去被褥尧棉衣袁夏天送
蚊帐和单衣遥 每逢过年过节都给他们送去生活
用品遥每次去看望他们袁老人们都拉着李振华的
手袁热情的招呼拉家常袁临走时握着我的手送出
很远袁舍不得他走遥 李振华深情地对老人们说院
野我父母都去世了袁你们就是我的父母袁我孝敬
您们是在尽孝心冶遥 如张家坡镇西王庄村 97岁
的孟庆荣大娘袁 每次临走时她都感动的流下热
泪遥他们从心底里把李振华当成自家人袁他的心
里感到非常温暖遥

2009年至今李振华先后帮助 18人支垫个
人承担的医药费袁如宋王庄的张传敏袁他的糖尿
病后遗症使腿部发炎溃烂袁 手术后为他支付了
个人承担的 5300元医药费曰为西王庄的张传余
支付肺癌手术后个人承担的 3600元医药费遥 看
到他们解除了病痛袁李振华感到很欣慰遥

半个多世纪袁 他把一颗永恒的爱心融进蒙
山沂水袁融进老区人民的心中袁这位普普通通的
人民教师袁 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撒向他人
全是爱袁 诠释着一位共产党员的人生观尧 价值
观袁书写着一曲感天动地的奉献者支歌遥

老校长捐献近百万元 资助 2000余名寒门学子

赵

刚 军 袁
男 袁
1990 年
8月生袁
中共党

员 袁 中
铁四局

市政分

公司员工遥 6年来袁赵刚军走遍
合肥尧 六安等 6个地市的近百
个乡村袁 累计行程 1.5万公里袁
累计开展爱心支教 1500 余人
次遥 他相继成立支教队 30 余
支袁招募志愿者 500人袁团队助
学活动不下 2万人次遥 赵刚军
还结对帮扶 10余所乡村小学袁
募捐 3万余册图书及各类文体
用具袁总价值超过 10万元遥

赵刚军是安徽叶集人袁叶
集地处豫皖交界袁 是个地地道
道的农业区遥 祖祖辈辈都在土
地里刨食的赵刚军家庭困难袁
在他很小的时候袁为了找活路袁
父母就去浙江的工地上干活袁
成为中国亿万农民工中的一

员遥父母背井袁家中只留下读书
的赵刚军和他年逾 7旬的爷爷
相依为命遥 野我的爷爷不识字袁
我的父亲是小学四年级袁 母亲
也不识字袁他们话不多袁但却都
知道耶学文化爷的重要性袁读书
成为我改变命运几乎唯一的机

会遥 冶
农村的师资力量薄弱袁从

小学到初中袁 教过赵刚军的老
师们袁往往身兼数职袁教数学的

束袁 在填写志愿的时候赵刚军
毅然决然的报考了安徽大学的

野思想政治教育冶专业遥 初入大
学校园的赵刚军和别的少年不

一样袁 他没有漫步在校园的林
荫道尧湖畔边袁而是一口气报了
青年志愿者协会和春晖学社等

几个互帮互助的校园社团遥 赵
刚军把自己的时间分成三块袁
一块是学习袁一块是兼职袁一块
是助人遥

安大老校区的北门有一个

香樟雅苑小学袁 是合肥市筹建
的农民工子弟学校遥 围着小学
周边是一个城中村袁 进城打工
的农民工和他们的孩子基本集

中住在这个区域遥下午一下课袁
赵刚军背着书包就奔向公交

站袁 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车来到
城中村袁挨家挨户的调研摸底袁
看看这些家庭和孩子们袁 需要
不需要志愿者的帮助遥 看着稚
气未脱尧风尘仆仆的赵刚军袁孩
子和家长们给予了他足够的信

任和肯定遥 赵刚军一边在校园
里招聘志愿者袁 一边联系支教
的场地遥 利用西苑新村的一个
老年活动中心的两间活动室袁
赵刚军支教生涯中的第一个支

教课堂办了起来遥
从 2009年到现在袁赵刚军

的足迹遍布合肥尧六安尧宿州尧
宣城尧阜阳等 6个城市袁近百个
乡村袁 牵头建立支教队 30 余
支袁招募志愿者近 500人袁牵头
帮扶乡村小学 10余所袁与团队
成员共同募捐尧购买尧捐赠书籍
30000余本袁累计联系捐赠各类
书籍及各类文体用具价值达 10
万元遥 问及赵刚军继续开展支
教助学的原因袁 他只说袁野我想
力所能及的帮助别人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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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教历史袁教语文的兼教政治袁教化学的
兼教生物遥 至于音乐袁体育袁基本成了野赵
刚军们冶在操场尧田间尧地头的劳动课遥 野如
果说我有什么理想的话袁我从小就想当一
名老师遥 冶2009年袁19岁的赵刚军高考结袁

杨静萧袁 女袁1978年出
生袁中共党员袁容城县特教学
校的教师遥 在一个特殊的世
界里袁有这样一群孩子袁他们
渴求理解尧渴求帮助尧渴求阳
光袁渴求雨露袁那世界里充满
了世人对他们的同情与怜

悯袁 那世界里充满了他们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噎噎
她便是来自这个世界要要要容

城县特教学校的教师杨静

萧遥
在她办公室的小柜子

里袁 珍藏着很多小小的手工
制品袁有小布熊袁有折纸青蛙
等袁 这些在别人看来很稚拙
的小玩意袁 在她的眼中却是
一笔巨大的财富要要要因为这

些东西都是她的聋哑学生们

亲手制作并送给她的礼物袁
而且每一份上都写着 野送给
我的好朋友要要要杨老师冶遥她
很珍爱这些礼物要要要能够得

到这些残疾孩子的认可和喜

爱袁 是她从教十七年来最欣
慰的事遥

为人师表 关爱学生

作为一名特教学校的老

师袁她深深地知道袁她所处的
工作岗位注定了她一生也不

会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丰功

伟绩袁就是这样平凡的工作袁
每一件小事都需要她努力去

做袁 天天去做袁 带着爱心去
做遥

在与残疾孩子相处的时

候袁 她总是尽心尽力去关心
照顾他们袁 每天除了上好文
化课以外袁和他们一起游戏袁
一起吃饭袁一起劳动袁用自己
的爱去感染他们袁 让他们感
受到学校大家庭的温暖遥

杨 老

师 每

天 都

早 早

来 到

学校 袁
给 钰

婷梳头发袁 和她说说话之类
的袁要不就带她做做运动袁竭
尽一切想法关心她照顾她袁
管理生活的教师也是对她百

般照顾袁终于袁在杨老师和其
他老师的关爱下袁 一切都回
归了正常轨道遥 钰婷越来越
喜欢学校的生活袁 甚至放假
了袁都舍不得离校遥

杨老师用自己的爱心赢

得了学生的喜爱袁 家长的信
任遥每逢节日袁都会收到学生
或家长祝福的短信袁 班里的
李云同学读到八年级袁 又去
保定特教学校继续学习袁现
在已经读高三了袁 学习成绩
一直优异遥 她在给杨老师的
来信中这样写道院野亲爱的老
师袁我爱您浴您比我的亲父母
还亲遥 感谢您对我八年的教
育遥是您教会了我说话袁教会
了我知识袁教会了我做人遥 冶
这是给杨老师最大的回报袁
也是她最大的幸福遥 时至今
日袁 这份工作使她真正体会
到了爱的深刻内涵袁 品味到
了爱的辛苦和甘甜遥

在杨老师 17 年的教学
生涯中袁 她克服了来自生活
当中面临的种种困难和压

力袁坚守在她的工作岗位上袁
将自己的一腔热情毫无保留

地挥洒到了特教的这方热土

之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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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大清袁 四川仪陇县人袁 新建天地集团董事长遥 在
圆园园猿年底的野四川省十大杰出创业之星尧第五届创业之星
表彰大会冶上袁当选为 圆园园猿四川省野十大创业之星冶遥 表彰
会上袁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袁这个其貌不扬的人身家已达 圆园
亿袁而在 员愿年前袁他只是一个从贫穷农村出来的打工仔遥
野圆园亿钥 冶一个农民出身的打工仔能赚到这么多钱吗钥春节
期间袁记者通过各种方法袁终于联系到了这位野传奇冶的人遥

成长故事从农村打工仔到 苑园万元的小老板
记者的采访单刀直入院野听说你的个人资产已经达到

了 圆园亿元钥 冶郑大清十分爽朗地笑了笑院野哪里浴只是小小
的成功了一盘冶遥 接下来袁他向记者讲述了他成功的经过遥

据他介绍袁员怨愿缘年 猿月袁 时年 圆远岁的郑大清揣着从
亲朋好友那借到的 苑园元钱踏上了去乌鲁木齐的火车袁开
始了他神奇的创业征程遥 在走出乌鲁木齐火车站的大门
时袁郑大清的全部家当只剩下 员块 圆毛钱和一张在部队用
过的旧被子遥 在老乡的介绍下袁懂建筑知识的郑大清当上
了建筑工地的班长袁一天的报酬是 缘元遥一年下来袁挣了近
圆园园园元袁这在当时无疑是个让人羡慕的数目遥

员怨愿远年 源月袁觉得野有做头冶的郑大清又从老家带来
了 源园多个农民工袁 从别人手中转来一个小工程遥 悲惨的
是袁在交工后老板跑了袁一分钱都没有领到遥 年底的时候袁
郑大清没有钱回家遥 有一位朋友给了他 缘元钱袁一天就只
吃 员顿的日子延续了近 员园天遥

那样的情况刺痛了郑大清的自尊心袁他当时暗暗发誓
一定要混出个人样遥

员怨愿苑年 猿月袁郑大清终于迎来了自己的野春天冶袁他和
新疆制胶厂签定了 员猿万元的厂房维修合同袁当年 愿月袁郑
大清按时按质完成了全部工程袁并受到对方的称赞遥 在其
介绍下袁郑大清又接了几个小工程遥年底清盘的时候袁郑大
清惊喜的发现院除去各种债务袁自己竟然有了 缘万元的存
款遥这也让郑大清坚定了搞小工程的决心遥 到 员怨愿怨年袁郑
大清完全在乌鲁木齐站稳了脚跟袁 个人资产也超过了 苑园
万元遥

身家 圆园亿野生钱运动冶利滚利
员怨怨愿年袁郑大清又决定将赚来的钱投入野生钱运动冶院

投资 圆亿元建起了 猿万多平方米的野东方 员园园商厦冶遥 员怨怨怨
年东方大厦的营业额达 员援苑亿袁圆园园园年达 圆援员亿遥 随后袁郑
大清的事业步入了快速发展通道院酒店尧农业尧电讯尧生产
加工曰圆园园员年又进入了房地产行业遥目前郑大清已拥有 圆园
亿的资产袁负债率仅仅为 愿豫噎噎冶新疆媒体在最近举行的
野圆园园猿新疆最具成长企业冶的评语中指出野新疆天地集团
有限公司在短短三年间资产翻了 员园园园倍冶遥因为取得了巨
大的成功袁在今年初袁郑大清被选为乌鲁木齐政协常委遥郑
大清的成功创业不是一蹴而就的袁当记者问及他的成功奥
秘时袁野先做人后做事冶袁郑大清如此对记者做了总结遥

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袁每个人的心中都蕴藏着无限
的潜能曰只要用心去做袁一切皆有可能遥

这个故事真的很感人袁先转贴一下库缇斯语录袁原文
图片就不转了遥

荫你觉得今天很糟糕袁但这一天没有了怎么办钥 没有
什么不可能袁千万不要对自己说不可能遥

荫不管你觉得自己多么不幸袁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人比
你更加不幸曰不管你觉得自己多么了不起袁这个世界上总
有人比你更加了不起遥

荫每个人都有残疾袁我很幸运袁因为你们可以看到我
的残疾袁那你们的残疾在哪里呢钥

荫父亲教给我袁你要别人如何对待你袁首先你要如何
对待别人袁我每天都遵守这一准则遥 把自己的焦点关注到
美好一面袁不要去笑话别人袁先笑话自己遥

当父亲在医院第一眼看到新出世的儿子时袁他的心都
碎了要要要小家伙只有可口可乐罐子那么大袁 腿是畸形的袁
而且没有肛门袁躺在观察室里奄奄一息遥雪上加霜的是袁医
生断言袁孩子几乎不可能活过二十四小时浴

悲伤的父亲回去给孩子准备好小衣服尧小棺材尧小墓
地后袁回到医院发现儿子居然还活着遥可医生又接着说了袁
孩子不可能活过一周曰然而袁小家伙挣扎着袁活过了一周袁
又是一周噎噎

孩子顽强地活了下来遥父亲将他带回家袁取名约翰窑库
缇斯遥

不是吗钥 在航天飞机穿越云海之前袁又有几人相信人
类能够在太空遨游钥 在网络问世之前袁又有几人相信地球
真的能够成为一个小小的村落噎噎然而袁一代代人执著的
追求袁最终将梦想化为了现实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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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叶山河故人曳由MK2电影袁西河星汇袁上影
集团袁北野武事务所联合出品袁贾樟柯编剧执导遥 影
片讲述一个时间跨度很大的故事袁 从 1999年到未
来的 2025年遥 赵涛担任女主角袁张译担任影片男主
角袁澳大利亚取景袁英语对白袁人物年龄跨越 30岁遥
影片定档 2015年 10月 30日全国上映遥

电影叶山河故人曳讲述了一个跨越 25年的爱情
故事遥 故事从 1999年的一个秋天开始袁赵涛饰演的
女主角涛儿是一名山西小学的老师遥 她与一位煤矿
工人相恋遥 但是袁这段感情无疾而终袁她嫁给了煤矿
主遥 从此袁男友远走他乡遥

15年后袁身患重病的男友回到故乡袁发现她已
经离婚袁带着一个 8岁孩子准备定居澳大利亚遥 时
间推移袁到了 2025年袁女主角的儿子已经 19岁袁他
住在澳大利亚海边的一座城市遥 城市里的大多数人
都讲英语袁他对母亲只有很模糊的印象袁而他只会
说一句中文院野涛袁波浪的意思遥 冶

影片的灵感来自贾樟柯对于岁月与人与人间

感情的思考遥 在他看来袁有很多被忽略的感情值得
被铭记袁因此袁他萌发了这个故事遥 影片已经找到了
3家出品方袁 包括西河星汇尧MK2电影公司与上影
集团遥 在没有具体时间安排的情况下袁影片的全球
发行安排还无法进一步落实遥 北野武事务所也会加
入影片的全球发行工作遥

据介绍袁 贾樟柯已经完成了山西外景地的考
察袁准备接下来进行澳大利亚的取景考察遥 这也是
第一次袁贾樟柯尝试在镜头中展现未来遥 不过袁贾樟
柯强调袁这不是一部科幻片袁所谓野未来冶只是时间
上的意义遥

当天在场记者也抓住机会探一探本届电影节

贾樟柯评委的口风遥 不过袁贾樟柯绝口不谈任何关
于竞赛片的观点袁甚至连妻子赵涛也帮腔说院野我们
都是分头看片的袁也不会交流感受遥 冶
曾经在评审团发布会上袁 拿恋爱打比方的贾樟

柯心情不错遥 有记者提问贾樟柯看外语电影是否有
障碍袁他开起玩笑院野我的英语过了 4级袁没问题遥 冶
对于电影中角色的命名问题袁他也透露袁其实自己
都是随便取的袁没有特殊含义遥 野我都是从我高中同
学录里找名字袁现在都快用完一遍了遥 冶他笑着说遥

贾樟柯的早期作品袁 藏着解读中国 20世纪八
九十年代 渊那也是贾樟柯的青春时代冤野小镇文化冶
的丰富密码遥 小镇生活亲切而枯燥袁只有季节变迁
给人带来对于时间的感觉袁 迷茫而无赖的年轻人袁
憧憬着野出走冶却总难逃被困的无奈遥 赵涛饰演的角
色袁就像这次叶山河故人曳里的野涛冶一样袁是野小镇女
神冶袁舞蹈教师的文艺气息与世俗拉开适当的距离袁
是小镇青年心中自以为的野气质冶遥 此外袁乡戏尧葬礼
等袁都构成野小镇青年冶的文化部分遥 贾樟柯懂野小镇
青年冶袁虽然野小镇青年冶这一如今中国电影市场的
主力观影群体不大看他为他们拍的电影遥

叶山河故人曳的第一段袁是贾樟柯影像赖以成名
的主题遥 令人感觉到不一样的是袁当年不名一文的
贾樟柯袁身处其中袁感同身受曰如今袁贾樟柯已是功
成名就的著名导演袁 记忆就像罩着美化的滤镜袁小
镇青年的彷徨尧无助与渴望袁更多地成了涛与晋生尧
梁子的情感纠葛遥 还有符号袁满满的符号遥 叶山河故
人曳中的隐喻尧符号几乎无处不在袁从道具尧细节尧形
式到剧情设置袁处处是贾樟柯的良苦用心遥 电影放
映到第 45分钟袁叶山河故人曳 的片名才在银幕上出
现袁这种形式上的特别设置袁令人印象深刻遥 很容易

让人留意

的形式 袁
还有银幕

播放比例

随着三段

时间变化

而从 4院3
变成 16院

9袁后来又变成了全屏袁启发着观众思考形式背后更
深层次意义遥
到叶山河故人曳中的 2014年袁涛再也写不出好歌

词袁晋生改名 Peter袁与涛离婚袁带着儿子 Dollar 离开
小镇袁从煤矿主变成了投资家袁并准备移民澳洲遥 身
处当下对现实社会的关照袁让第二段成为叶山河故
人曳最为出彩的部分遥 手机变成触屏的袁玩牌在 iPad
上袁车变成奥迪袁生活的富足不仅没有化解资源盲
目开发等带来的困境袁反而带来了剩女尧破碎家庭尧
老无所依尧城市化尧离乡尧贪腐等社会问题遥 马航
MH370事件等的展现袁延续着贾樟柯在叶天注定曳中
取材社会新闻的现实主义精神袁体现了一名文化工
作者的社会责任感遥 批判现实袁叶山河故人曳绝不限
于此遥 有场戏袁涛的父亲坐在小火车站等人袁打盹着
就没有了呼吸袁坐在旁边的人注意到了他袁摸了摸

他的脉袁双手合十念经超度遥 和很多戏份一样袁这也
是一则见诸媒体的真实社会新闻袁却不再只是冰冷
的批判袁而有了人性的悲悯尧救赎的温度遥

第三部分是未来袁故事到了 2025年袁地点在澳
大利亚袁语言从山西话尧普通话变成了英语袁父子交
流需要翻译袁Dollar依然渴望出走袁经历了出走的金
生身处异国袁到头来和小镇老头没什么两样袁合法
拥有了很多枪袁却没有一个敌人遥 纯英文对白尧未来
感袁这些都不是贾樟柯的强项遥 第三部分有趣在安
排了一段惊世骇俗的忘年恋袁 董子健饰演的 Dollar
和张艾嘉饰演的移民教授袁相拥躺在床上袁讨论着
回陌生的汾阳找十几年未见的母亲涛遥 两名演员在
年龄上相差近 40岁袁突兀的野恋母冶设置袁凸显的是
母体命题遥 片中袁一个背着关公大刀的人物形象袁成
为儿童尧少年尧青年袁仅以符号的方式袁行走在三段
不同年代的故事中遥 但是袁时间不会改变任何事情袁
儿子与母亲尧游子与故乡尧出走与回归袁在快速的时
代变迁中袁拥有更多自由的人们袁面临着无根的窘
境袁内心比任何时候都渴望回归遥

2015年 5月 15日袁 入围第 68届戛纳电影节
竞赛单元的叶山河故人曳今日发布戛纳版先导海报袁
影片将于 5月 20日在电影节首映袁 届时包括导演
贾樟柯尧主演赵涛尧董子健以及摄影指导余力为尧录
音指导张阳尧美术指导刘强尧作曲半野喜弘尧剪辑马
修等主创人员将全阵容出席影片首映式遥 叶山河故
人曳 是贾樟柯第四次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的影片袁
影片故事从 1999年掠过 2014 年袁 然后抵达 2025
年袁是一个女人跨越数十年的爱与别离袁也是关于
个人情感的史诗遥 影片在中国尧澳大利亚两地取景袁
有约三分之一的英语对白遥 影片由赵涛尧张艾嘉尧张
译尧梁景东尧董子健尧刘陆主演袁赵涛将凭借此片第
四次角逐戛纳影后遥 贾樟柯除凭叶山河故人曳入围主
竞赛单元外袁 还获得了今 年戛纳电影节 野金马车
奖冶袁这个奖项旨在奖励野纯粹的电影天才冶袁授奖仪
式将于 14日晚在野导演双周冶单元举行遥

2015年 5月 18日叶山河故人曳片方首曝电影片
段袁女主角赵涛现身火车小站怀旧风格浓郁遥 贾樟
柯执导的最新电影作品叶山河故人曳今天曝光首支
片段袁 影片目前正在参加第 68届戛纳电影节主竞
赛单元的角逐遥 片段中袁可以看到赵涛带着一个男
孩乘坐火车袁 并且还和这名男孩一同欣赏粤语歌
曲要要要叶倩文的叶珍重曳遥 片段虽短袁但也能看出贾
樟柯强烈的个人风格袁粤语歌曲尧边远地区的火车
小站尧舒缓的影片节奏尧偏冷的色调等等袁这些元素
在贾樟柯的电影中时常出现遥

2015年 5月 20日袁电影叶山河故人曳在戛纳举
行全球首映礼袁导演贾樟柯携女主角赵涛尧张艾嘉尧
张译等亮相袁苏菲玛索盛装助阵遥

2015年 9 月 6日袁贾樟柯电影叶山河故人曳在
北京举办定档发布会袁宣布 10月 30日公映遥 发布
会不仅请来凤凰名嘴梁文道主持袁贾樟柯还携主演
赵涛尧张译尧董子健现场大跳迪斯科袁并单独展示了
一段霹雳舞袁令人大跌眼镜浴 曾与贾樟柯合作过叶海
上传奇曳叶后会无期曳的韩寒也来到现场助阵袁两人
共舞的一幕令人忍俊不禁遥

2015年 10月 9日袁 继 10月 1日入围金马奖 7
项提名之后袁贾樟柯导演的电影叶山河故人曳终于曝
光首支内地预告片袁观众们也终得以窥见这部情感
大片中的多种情感遥 无论是恋人未满的暧昧尧忘年
之恋的禁忌袁还是母子温情的熨帖尧父子之情的磕
碰都将在这只情感宝盒中释放而出遥

叶山河故人曳或许会成为贾樟柯电影生涯的转
折性作品袁新作的整体风格乍看上去与他之前的所
有的影片都大相径庭袁但静下心来却发现袁其实过
去的作品都隐藏在后面袁若隐若现遥 贾樟柯的影片
最动人的地方是他的镜头永远都在关注被时代洪

流裹挟的个体生命遥 他的镜头既不回避袁也不美化袁
只是如实地记录着这个正以超速度行走在现代化

进程的当代中国的真实风貌袁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
上的普通人的境遇袁用影像观察和表现这些个体的
存在遥 从这一点上来说袁叶山河故人曳依然秉承着这
一母题遥 (王婧评)
看完影片之后袁从电影宫到我租住的公寓要走

的二十五分钟时间里袁我都在想贾樟柯在这部影片
到底要讲什么袁为什么我不喜欢第三部分袁山河未
变故人还在袁为什么我们的情感已经变得看不懂了?
总之袁问题有许多袁也还没想通透遥 但可以肯定的
是袁西方媒体是在大面积的点赞袁贾樟柯这部在拍
摄和制作时长上略显仓促的影片袁却可能成为他冲
击戛纳最有力的一部遥

叶山河故人曳 的三段式是不远的过去渊1999
年冤尧当下渊2014年冤与也不远的未来渊2025年冤袁假如
脱去野过去冶那些贾樟柯签名式的时代俏皮话袁也脱
去野未来冶那些无处不在的闪亮智能通讯袁你会发现
过去和未来的世界袁和当下一样的沉郁灰暗遥

山河是野满目山河空念远冶的山河袁故人是野西
出阳关无故人冶的故人遥 前者需配搭山西大地黄河
冰澌周围的疮痍煤矿去看袁后者正好呼应了主题曲
Go West 那一泻千里不回头的决绝要要要电影跨度

26年尧从汾阳到澳大利亚的时空流变中袁你无从区
分晏殊 野等闲离别易销魂冶 与 Pet Shop Boys所唱
野We will leave someday...Tell all our friends good鄄
bye冶之间纵乐与虚无的比例有何不同遥

若不是这些年的煤老板与贪官大规模外逃袁谁
也不会把 1999年的山西煤业与 2025年外星球一样
的高级流放地澳大利亚拉上关系袁而恰恰煤城乡愁
与离乡别井都是贾樟柯一直心仪的主题袁那么前两
者就顺理成章成为了叶山河故人曳里的一个对拓世
界渊Antipodes冤尧或平行宇宙遥 在这个大的对拓结构
之下袁又有汾阳与上海的对拓尧矿工梁子与煤老板
张晋生的对拓尧母亲涛儿与忘年恋对象 Mia的对拓
等等袁时空的对拓是虚无的冷笑袁命运的对拓则冷
酷得只余一声苦笑遥

野不是几何问题袁不是代数问题袁而是三角问
题遥 冶煤老板张晋生这样破解了发小涛儿摇摆于两
个男人之间的犹豫不决袁他俩在经历了一次次大大
小小的离别之后袁分别演绎了叶任逍遥曳的富贵版和
叶女人四十曳的汾阳版袁只有被他俩从三角关系中抛
下的梁子袁继续演绎叶天注定曳遥 但相对于那些翻云
覆雨手袁张晋生尧涛儿尧梁子其实都是凡人袁大时代
之中袁凡人是没有意外的遥

渊叶山河故人曳中的野三角问题冶冤
片头野山河故人冶在整个第一部分的五十多分

钟过去后才出现袁不是故弄玄虚袁而就是点出上文
所说的大时代之残酷袁是如此沉重袁序曲奏响之后袁
你已经没剩下多少可以回旋的余地了遥 果然袁不甘
命运远走他乡的梁子依旧是底层的煤矿工人袁而且
还尘肺病缠身袁他的命运注定是回来袁中国于他是
离不开的中国曰始终没有离开汾阳的涛儿袁一直在
自由选择的自欺中接受了婚姻尧离婚尧儿子的长别袁
父亲的猝逝更令她决心厮守故园袁中国于她是没想
过离开的中国袁或者她就是中国袁张爱玲所说的那
个野万家灯火袁在更鼓声中渐渐静了下来冶的中国遥
至于第三个部分野2025年冶里的张晋生袁中国是他回
不去的中国袁他和那些生活在澳大利亚一角犹如高
级流刑岛的外逃官商们袁在镜头中的行尸走肉感只
有叶天注定曳里那些嫖客们可以比拟遥 他离国越远袁
却越是一身农村干部的行头袁端着带盖的茶杯与发
福肚子尧长短枪们厮守袁与包围他的高科技产品尧未
来派建筑格格不入袁这一反差辛辣地讽刺了他们是
多么爱国遥张的儿子到乐只剩下英文名字 Dollar袁但
他和他的恋人院年龄与他母亲一样的Mia才是真正
离开中国的人袁不但连根拔起袁而且不用背负中国
人的原罪遥 他们可以重新定义自由袁那是一种与张
晋生那样虚无的自由完全不同的自由院野我没有敌
人冶与野我有枪但找不到敌人冶的分别很重要遥

在那典型中国故事尧三角关系以外的那一个故
事也很重要袁 张艾嘉饰演的中文教师 Mia袁1996年
离开香港去多伦多袁 然后离开多伦多到澳大利亚袁
离婚袁忘年恋袁这绝对不是一个中国女性的野正常冶
道路袁然而她除了与少年到乐相恋袁还以一首歌与
前面曾置身于和她遥不相及的汾阳的三人发生关

系遥 那就是叶山河故人曳的另一首主题曲院叶倩文的
叶珍重曳袁它在电影的三个关键时刻出现袁不但隐喻
颇深袁还直接参与了电影的叙事和暗线遥 叶珍重曳一
曲诞生于 1990年袁 那是香港人开始大规模移民的
时间点袁歌中描述因为莫名原因要离开恋人远赴他
乡的女子心情院

野突然地沉默了的空气袁停在途上袁令人又再回
望你 沾湿双眼渐红袁难藏热暖及痛悲袁多年情袁
不知怎说起 在何地仍热切关心你袁 无尽长夜为
陪伴我怀念你 他方天气渐凉袁前途或有白雪飞袁
假如能袁不想别离你 不肯不可不忍不舍袁失去你袁
盼望世事总可有转机 牵手握手分手挥手袁 讲再
见袁纵在两地一生也等你冶

据说这是贾樟柯青年时代的深爱袁车上的常备
歌袁实际上这歌在 1990年席卷香港各排行榜袁成为
全年播放率冠军袁原因无它袁她唱出了当时香港的
典型场景袁唱出了人心酸楚遥 就像我认识的不少香
港移民加拿大的女孩一样袁可以说Mia老师就是叶
倩文叶珍重曳歌中故事的女主角袁在九七大限来临前
远走多伦多袁她没说出的故事有多少钥 1996年她留
在香港的男朋友会不会就跟 2025年的张到乐一样
年纪钥 这个藏在歌声与沉默深处的故事袁也算是被
主流叙述遮蔽了的另一个中国/华人的故事遥

野他方天气渐凉袁 前途或有白雪飞冶 本来曾是
1996年的少女Mia对多伦多的未来的揣测袁这白雪
接着为涛儿飞舞遥 涛儿没有未来袁她停留在儿子离
别的 2014年了袁正如梁子停留了在 1999年遥涛儿与
Mia的对拓关系非常耐人寻味袁 赵涛与张艾嘉的角
色虽未碰面袁两人却构成一种互飙演技尧互为镜像
的关系遥 不单是在山西的盘山公路与澳大利亚的荒
野长路上袁 也不单是在同一个男孩倾注的爱上面袁
还有在对待自己命运上袁一个选择了走一个选择了
留袁殊途袁也许同归遥

野满目山河空念远袁西出阳关无故人冶十四字可
以囊括这三十年国人的流离遥 镜头从近未来的澳大
利亚阳光袁荡回汾阳的暮雪纷飞之时袁我竟能感到
导演的不能释怀遥 尽管赵涛起舞之地仍是 1999年
一样的荒芜袁但 2025年的中国袁我们希望有一些不
同的故事让人期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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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達石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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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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hinese
president
unveiled a
wave of
northern
investment
during his
state visit to
Manchester -
including the
city’ s first
ever direct

flight to China.
Xi Jinping was joined by David Cameron for a tour of
the city before confirming millions of pounds worth of
business deals.
He is the first Chinese president ever to visit Man-
chester and is expected to get the full red-carpet
treatment.
He was being shown around Manchester Airport,
where he was expected to announce a long list of
Chinese investments following a trade mission to the
country last month.
Top of the list was a new Hainan Airlines route to Bei-
jing, as revealed by the M.E.N. yesterday.
Some £4m in investment for Salford’ s Middlewood
Locks urban village was also expected to be officially
confirmed.
Chinese investors Beijing Construction and Engineer-

ing Group (BCEG) - who are to be main contractors
on the project - will provide the cash to kickstart it.

“Hat-trick”Of Investments
It completes a hat-trick
of major BCEG
investments in
Manchester - after
previous waves of
funding for Airport City
and Jackson’ s Row.
Mr Xi was unveiling the
deals at the end of a
visit designed to
showcase Manchester’ s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and cultural capital.
He was being accompanied by Mr Cameron on a tour
that will also take in Manchester City’ s Etihad stadi-
um , the National Graphene Institute, National Foot-
ball Museum and a civic town hall lunch.
Mr Cameron said: “We are committed to rebalancing
our economy and building a Northern Powerhouse.
“ China is a key trading partner for the UK and the
partnerships being made today will see real invest-
ment going into the North. This is all part of this gov-
ernment’ s plan to attract more investment and deliv-
er economic growth to an area of huge potential.”
Cash for projects in Leeds, Sheffield, Blackburn and
the 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 are also expect-
ed.

Much of the latest investment was initially agreed dur-
ing a trade mission to China last month pitching the
‘ northern powerhouse’ to investors , attended by
George Osborne, Manchester council leader Sir Rich-
ard Leese and Trafford leader Sean Anstee.
Manchester council chief executive Sir Howard Bern-
stein has also since flown out to discuss investment
with the Chinese. (Courtesy www.manchestereve-
ningnews.co.uk)
Related
Global Xpress Mobile Satellite Broadband Service

Will Be Rolled Out Throughout China
Inmarsat Plc agreed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Chi-
na Transport Telecommunication & Information Cen-
ter on Thursday during President Xi Jinping's visit to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British satellite telecoms com-
pany.
The agreement with CTTIC means that Inmarsat's
revolutionary Global Xpress mobile satellite broad-
band service will be rolled out throughout China.
The deal between Immarsat and CTTIC will not only
produc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China but also in
more than 60 countries in Asia, the Middle East and
Europe that make up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Xi, who proposed the policy in 2013, toured
Inmarsat's Network Operations Centre to understand
how Global Xpress works. The system is effective in
rural regions where it is impossible to pick up
traditional mobile signals.

Xi said that
China and
Inmarsat have
solid
foundation of
cooperation.
China is willing
to work with
other countries
to increase
telecommunica-
tions quality
internationally,
to create an information silk road, Xi said.
This will provide communications for Chinese compa-
nies and their partners working in difficult terrain, par-
ticularly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ajor infrastruc-
ture projects. It will also allow them to keep in contact
in emergency situations.
"Our advantage is that we have a resilient means of
communication, as we run the Global Maritime Dis-
tress and Safety System, to help protect the safety of
people," said Chris McLaughlin, senior vice-president
at Inmarsat.
Part of the agreement will also allow Inmarsat and
CTTIC to provide satellite broadband for airline pas-
sengers and next-generation safety systems for the
commercial Chinese aviation industry. (Courtesy
www.chinadail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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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President Set To Unveil
List Of Northern Investments During

Historic Trip To Manchester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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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Cele-
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event in Minute
Maid Park that will com-
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
sary of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nd celebrate the cul-
tural diversity of the Hous-
ton community.

The event will honor
all those veterans
who served in WWII
and will celebrate
the many diverse
international cultures
that have become
an ingrained part of
the very essence of
Houston. It is this
rich ethnic diversity
that now makes our
great city one of the
world's major international melting pots.
Recently, the 69th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
bly adopted by consensus a resolution to commemo-
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World War II victory.
On June 26, 2015, the United Nations commemorat-
ed the signing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of
1945, marking its 70th anniversary. The organiza-
tion was formally chartered on October 24, 1945.
“ History cannot be forgotten and the tragedy of war
must be remembered. The coming commemoration
event will also write an important memorable chap-
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verse
city of Houston, Texas,” said Wea H. Lee, Chair-
ma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The event will include musical and dance
performances by representatives of ethnic groups
from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the
Goddess of Auspicious (Thousand
Hands Guangyin), acrobats “ The
Power & Strength” – Performers: the
Xiangyuen Brothers and “ Face
Change Artist,” Zhang Song.
Southern Newspaper Group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n
Houston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overall ope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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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resent the

wishes of the whole world for world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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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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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lect the
past to teach us a lesson.
On November 7, 2015, Southern
News Group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n
Houston will spons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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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vent will include many talented perform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who will provide a variety of
entertainment while reminding us of the rich and di-
verse community that is Houston, Tex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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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tober 18, 2015

For additional details and sponsorships for the
“WWII 70th Anniversary And Celebration Of Diversi-
ty & World Peace” event at Minute Maid Park on No-
vember 7, 2015, please contact Jennifer Lopez or
Angela Chen at (281) 498-4310, or email at jennifer-
itc@gmail.com or angela@scdaily.com.

"Face Change Artist"-- Performer:
Zhang Song. Face Change is a
mysterious stunt originating from
China's Sichuan Opera, and a
romantic way to reveal one's inner
thoughts and feelings resulting in
a piece of magical instant
transformation on the painted face.

The American
Flag Being

Raised On Iwo
Jima During

WWII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 World Peace
To Be Held At Minute Maid Park

International and Cultural Entertainment From Around The World

U.S. World War II
Veterans

Houston TV
Anchor,

Shern-Min
Chow

Wea H. Lee

Classic Dance
By The
GODDESS OF
AUSPICIOUS/
HEART
VOICE
DISABLE
PEOPLE'S
ART

TROUPE. The dancers use different sensing method
to meet the beats of the music and the instruction of
sign language from the edge of the stage to
coordinate their motion and movement to
accomplish the complicated dance program with
rhythmic strength;

The Acrobats: “ The
Power & Strength” –
Performers: Xiangyuen
Brothers. The twin
brothers (Yang Lin and
Yang Jian) started their
dedicated acrobatic
career at the age of only
ten years old.

First Ever Direct Flight To Mainland China From The UK On List
Of Major "Soon-To- Be-Announced" Projec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K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L)
views satellite coverage screens in

the Network Operation Centre
control room with Rupert Pearce,
CE of Inmarsat, during his visit to
Inmarsat in London, Britain Oct 22,

2015.[Photo/Agencies]

Direct Flights To Mainland
China From The UK To Be
Announced By Chinese And

UK Leaders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during
a visit to Inmarsat in London Now Is

Being Hailed As A “Visionary”

Peng Liyuan, the wife of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waves as she leaves.The Royal College of
Music in London, Oct 22, 2015.[Photo/Agencies]

China's First Lady Visits London's
Prestigious Royal College Of Music

China's First lady Peng Liyuan, a famous folk singer
in China, visited London's Royal College of Music
last Thursday. The college was founded in 1882 by

the then Prince of Wales.
Director Colin Lawson and Chairman Professor Lord
Winston accompanied her during the visit and a
group of students, including several award winners
gave performances.
Chinese soprano He Wu, an RCM alumni who is now
at the National Opera Studio, performed for Peng
with other outstanding students including soprano
Gemma Lois Summerfield, winner of the Kathleen
Ferrier Award, and BBC Young Musician winner pia-
nist Martin James Bartlett.
In the last decade, the college has built strong ties
with China, Chinese pianist Lang Lang is a regular
visitor and received his Honorary Doctorate in 2011.
According to the college, its Head of Keyboard, Pro-
fessor Vanessa Latarche, is vice-chairman of Lang
Lang Music World.

The college
currently has
750 students
from more than
60 countries
studying at
undergraduate,
masters or
doctoral level,
Chinese
students were
especially
excited by
Peng's visit.
First year pianist Wu Junlin said he was "very excited
and a little bit nervous about performing on such an
important occasion."

He has already won some prizes in major competi-
tions across the world. "I've been in London for near-
ly two months and I enjoy the lifestyle here. I'm really
lucky to be a student at the college and I hope to
study different kinds of culture and music here."
During her visit, Peng was shown a copy of the origi-
nal manuscript of Mozart's Piano Concerto in C Mi-
nor, K 491, part of a collection held by the school for
more than 100 years.
Peng said in an address that music, as a noble form
of art, has exceeded the boundary of nations, races,
history and culture. China has many world renowned
music pieces, and she urged the college to enhance
communication with Chinese musical institutions and
promote China-British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and
art. (Courtesy www.chinadaily.com.cn/world)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PChina's First lady Peng Liyuan
Was Previously A Famous Folk

Singer In China And More
Well-Known Than Her Husband
Before He Became President Of

China.

责任编辑：胡玉兰

据英国叶每日邮报曳10月 14日报道袁美国皮肤美容医生查尔斯窑朗
内尔斯(Charles Runels)最近推出野吸血鬼隆胸法冶袁不用做手术就能丰
胸袁但需要向胸部注射自己的血液遥

此前袁朗内尔斯曾尝试过野吸血鬼面部护理冶袁吸引了 34岁美国社
交名媛金窑卡戴珊(Kim Kardashian)的关注遥 当时袁朗内尔斯从客户手臂
上抽出血液袁然后将血液离心分离成高浓度血小板血浆(PRP)袁然后将
其涂在客户脸上遥 在新尝试中袁他将 PRP注射回客户胸部袁据说可令
女性乳房更丰满圆润遥

朗内尔斯是近来才开始利用 PRP帮助客户丰胸的袁 他称每次治

疗费用需要 1800美元(约合人民币 11413元)袁但其效果可让女性看起
来如同戴上托高型胸罩一样遥 当 PRP被注射到皮肤中后袁多能干细胞
就会被激活袁增生出新的组织袁包括胶原蛋白尧脂肪组织和血管等袁这
样乳房就会变得很圆润而美丽遥

但是袁野吸血鬼隆胸法冶并不适合每个女人遥 朗内尔斯警告称袁它不
能取代将外物植入胸部的隆胸方式袁也不会增加女性乳房大小袁只会
改善乳房的外观形状遥朗内尔斯表示袁两种人很适合这种隆胸法院一是
天生胸部较大的女人袁她们想要让胸部更圆润而无需增大罩杯曰二是
那种已经做过丰胸手术的女性袁她们希望将人造胸变得更自然遥

朗内尔斯在网站上解释称院野随着时间的推移袁即使是最好的外科
医生做的胸部植入手术袁胸部填充物也会走位遥 比如一名做过丰胸 10
年的女子袁胸部可以看到波浪形改变袁因为植入物更贴近皮肤表面遥而
通过血液填充乳房袁能帮助其乳房变得更圆满遥 冶

朗内尔斯说袁整个过程大约只需要 15分钟遥 其间袁患者的感觉类
似于其他美容注射袁可能会感到轻微的刺痛感和灼热感遥 当然效果需
要注射几天后才能表现出来袁两个月后能展现出最大效果遥 野吸血鬼隆
胸法冶的效果可持续一年或更长时间遥对于某些人来说袁这种效果或许
还是永久的遥 (杨柳)

美国医生发明“吸血鬼隆胸法”注射客户自体血液

底有多恐怖？
进入前要签署免责协议

据英国叶都市日报曳10月 12日报道袁近日袁一个奇
特的新世界纪录的诞生引起了众人的关注要要要464人
共同模仿狼叫遥

据悉袁 这次创造新世界纪录的活动是于当地时间
10 月 10 日晚袁 在英国莱顿巴泽德乡的 Mead Open
Farm农场中一家万圣节主题公园内举行的遥 为打破由
美国州立圣克劳德大学 296名学生在 2013年创下的纪
录袁此次参加挑战的 464人在规定所需的时间内袁一同

模仿狼叫袁声势浩大袁场面十分壮观遥
对此袁Mead Open Farm农场的马特? 海斯特(Matt

Heast)表示院野能同时听到近 500人共同模仿狼嚎袁是一
件非常有趣的事遥 冶

资料图院风靡全美惊吓鬼屋尧来自
美国拉斯维加斯的顶级惊吓鬼屋

叶FRIGHT DOME 惊吓颠峰曳 于 9月
空降香港山顶广场遥 中新社发 洪少葵
摄

中新网 10 月 15 日电 据外媒报
道袁近来美国加州野17th Door冶鬼屋话
题引起热议袁网络上掀起一股组团野试
胆冶的热潮遥被誉为全世界最恐怖的鬼
屋野17th Door冶袁运营前宣布游客进入
鬼屋之前要签免责声明遥

据称袁 这让多数想要试胆的人听
到此规定袁 都不禁毛骨悚然袁 开放之
后袁玩到喊野饶命冶的人更是不胜枚举遥

据报道袁鬼屋野17th Door冶是由卢
瑟夫妇耗资 10万美元建成的袁他们将
鬼屋布置成一间医学院袁 让游客进入
鬼屋之后可以感受到大学生们吸毒尧
厌食或是想自杀的样貌遥

其中鬼屋内共有 17个房间袁每个
游客都会被锁在房间内 90秒袁直到下

课铃响后才能进入另一个房间袁而有怪兽的教室尧餐厅或是图书馆也很特别袁会有怪兽突然触摸游
客的身体或舔人遥

进入鬼屋后必须体验 30分钟的吓破胆行程袁不过还是吸引了大批的游客袁甚至有部分游客中
途被吓得喊饶命遥不过卢瑟则表示袁跟自己原本所想象的鬼屋还是有些落差袁在他心目中可怕的鬼
屋袁应该会遭到更多的游客抗议遥

英国 464人同时模仿狼嚎
刷新世界纪录场面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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