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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瑞刚是街道办主任，为了评上“全国卫

生城市”，近一年来，他可谓呕心沥血，没睡

过几个囫囵觉。别的不说，光路口的一个公厕

，就够他忙的了。公厕在十字街口，每次上级

领导来检查卫生，经过那里时都免不了进去转

一转。

有一次，公厕本来干干净净，谁知猛然来

了一帮建筑工人，脚上沾满泥巴，嘴里还叼着

烟，瞬间，公厕的卫生毁于一旦。偏偏在这个

时候，上级领导来了。刚进去呢，就捂着鼻子

跑出来了，里面烟雾缭绕，还臭烘烘的，怎受

得了？结果被扣了分。这自然要怪黎瑞刚了。

这天，得知上级要来检查卫生，黎瑞刚决

定亲自“督战”，守在了公厕门口。有了上次

的教训，他丝毫不敢懈怠。要知道，公厕卫生

是否达标，直接关系到城市荣誉啊。到了公厕

，黎瑞刚进去转了一圈，甚是满意，然后吩咐

保洁员在门口立了块“公厕维护中”的牌子。

碰到如厕的，就说正在维护，请稍后再来。这

招很管用，没碰到一个“硬闯”的。忽然，不

知从哪儿冒出一个小伙子，急匆匆地径直往里

跑。保洁员赶紧拦住他，责怪道：“没见公厕

正在维护吗？”小伙子嬉皮笑脸地说：“抱歉

抱歉，我实在是憋不住了。”说着硬往里走。

黎瑞刚眼看保洁员难以招架，便拽着小伙子的

手，喝道：“你现在不能进去！”小伙子来了

气：“你们怎么这样？我真的憋不住了！”说

着使劲挣脱了手，一猫腰，跑进了大厕间。等

黎瑞刚和保洁员追进去，小伙子已经蹲下，顿

时，一股臭气扑面而来。在拽拉的过程中，

“公厕维护中”的牌子被踢到了一边。这时，

正好来了几个如厕的，等黎瑞刚回过神来，已

经无法阻拦了。很快的，公厕的卫生又被毁了

。都怪黎瑞刚运气背啊，正当公厕一片乌烟瘴

气的时候，偏偏上级领导来了。自然，又被扣

了分。

这次，黎瑞刚被直属领导一顿臭骂后，立

下了军令状，说再维护不好公厕的卫生，就引

咎辞职。一个月后，得知上级又要来检查卫生

，黎瑞刚暗暗攥紧了拳头。俗话说：吃一堑，

长一智。这一次，他不但在公厕门口立了牌子

，还让两名年轻力壮的职员一左一右守住大门

，好不威武。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如厕的人全

被挡在了门外。突然，来了一个消瘦的中年男

子，说要上厕所。黎瑞刚没好气地说：“没见

正在维护吗？等会再来吧！”中年男子只好捂

着肚子，走了。过了好一会儿，中年男子又来

了。黎瑞刚说还没维护好。中年男子十分纳闷

：“不会吧？维护厕所用得了这么长时间吗？

”保洁员接茬说：“呵呵，领导没来，你今天

就甭想上厕所了。”“领导？这跟我上厕所有

什么关系？”中年男子满脸诧异。黎瑞刚不耐

烦了：“跟你说了你也不会明白，别再捣乱了

，赶紧走吧！”中年男子来气了：“什么叫捣

乱？为了应付领导检查，你们就让我拉到裤裆

里？真是岂有此理！”他说着硬要往里走，谁

知两个守门的却死死拉住他。中年男子气坏了

，大叫着：“我真的内急呀！”黎瑞刚说：

“内急也不行，你就别再跟我过意不去了，行

不？说不定领导一会儿就要来了。”这时，直

属领导急匆匆赶了过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我的黎主任，刚刚得到消息，说这一次领导

是暗访，已经到了你这边……”说着，他的目

光忽地定格在那个中年男子身上，愣怔片刻，

不由得惊叫道：“王处长——”顿时，黎瑞刚

目瞪口呆……

公
厕
维
护
中

小镇的东街巷口

又出现了一个生脸乞

丐。估摸着有 12 岁

了吧，模样也生的白

白净净，粗布褐衣倒

也算干净。哎，不过

生不逢时，偏偏又是

一年旱灾，各地都是

灾民，连官衙都管不

了那么多，乞丐多的

见怪不怪。

就在这个巴掌大的小镇上，不知道从哪里

冒出来一个眼尖的人，据说曾看到过东街巷口

这个小乞丐身上曾佩戴这一块绿澄澄的玉佩，

看着价值不菲。小小的谈资在百姓的饭后龙卷

风似的席卷起来，各种猜测都涌了出来。

据说前段时间啊，有个达官贵人的独子跟

着流动灾民走失落魄为乞丐，一段时间后 ，

那大官派的大拨人马终于发现少爷的踪迹，最

后风风火火的八抬大轿抬走了，临走的时候，

把曾经救济过他的人都赏银百两，而欺负过他

的人最后都成了缺胳膊少腿的。

看着那小乞丐白白净净的脸，以及身上佩

戴着价值不菲的玉佩，说不定就是哪个官人的

公子哥呢！

还正在猜测的时候，北街的势利眼张嫂终

于率先行动了起来，包了三个鸡蛋四块饼，风

风火火赶到了这个巷口，一眼便认准了这个乞

丐。

“孩子啊，饿坏了吧，来这是嫂给你的，

拿着啊，有啥缺的尽管和嫂说，嫂在北门第二

户，以后有啥千万不要忘了嫂啊……”

这下蠢蠢欲动的人们可是按耐不住了啊，

这个孩子以后可是一个摇钱树啊，怎么能让张

嫂剪了便宜去！

“孩子啊，这是奶奶亲自烙的饼，以后啊

，你就可以当我是你的亲奶奶，对了，我家在

这条街第三户……”

“孩子孩子，这是我家新磨好的豆腐，我

就在这条街卖豆腐，你也在这条街，咱们真是

缘分啊，我是这条街第……也千万不要忘记我

啊！”

越来越多的人来送东西，有吃的，穿的

，甚至还有玩的。有特意来送等回报的，还有

觉得其他人都送，怕到时候会吃亏的，反正隔

一会便回来一个人，好点热闹。

那个小乞丐并不知道怎么回事，凡是送

来就拿着，不要白不要。不过同行的另外一个

乞丐可就忍不住了。

“你，真的是一个公子哥？”

“什么公子哥？”

“你身上的那个价值连城的玉佩呢？”

“什么价值连城啊，有天出门捡的，揣在

身上揣了几天，不过是个假的，不值钱”

乞
丐
的
玉
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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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色女人”自述：我們關註男人哪些問題
如果一个女人爱上个男人，

70%是因为他的下半身，而剩下

的 30%可能是上半身也可能是其

他。

但是，天生的羞涩和对男人

下半身的恐惧，大部分女人都不

会表露出来，但其实女人也是很

好色的，只是我们不说，走在街

上看到潇洒帅气的男生我们也会

偷窥，只是不像男生那样明显。

我们女人聚在一起除了谈衣

服，剩下的全是男人！那些已婚

的会谈她们的老公、孩子如何，

如何。未婚的会谈最近的新衣

服、男朋友怎样。

由枕边的谈到身边的；由关

系最近的扯到关系较远的；从男

人的鼻子、眼睛、嘴巴谈到男人

的涵养、气度、德行等，所谈的

话题无非除了男人，还是男人，

也就是说只有男人。

女人终究只是半边天，另一

半天是男人，对已婚了的女人来

说，男人就是整整的一片天。女

人凑一起所谈话题核心始终是男

人！我们也觉得不应如此，于是

我们彼此之间达成共识：今后不

谈男人。

可是，在我们开始执行这个

决定的时候，我们几个女人的聚

会有始以来第一次出现了冷场，

大家都不说话了。我们都在绞尽

脑汁，找跟男人无关的话题，此

时我们才发现，除了男人，我们

不知道我们该谈什么了。

我们本来就是很普通的女

人，我们生命里最重要的组成部

分就是男人，不谈男人，就是让

我们闭嘴了。大家相视而笑。

不过还好，让我们也明白

了，男人不是我们排斥对象，纵

然我们常常说着男人的千般不

是，甚至有些时候对他们恨之入

骨，但我们还是离不开他们，他

们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甚

至，也许真的是全部的意义。

女人爱上一个男人，大部分

是因为他的上半身，也就是外

在，那是给人的表象，所谓表象

就是呈现给人的一种生活状态，

社会地位等。

了解一个男人的表象很容

易，有时候一张名片就能把故事

讲得清清楚楚的。或者一个存折。

细心的女人还会注意一些细节，

比如西装什么牌子，文凭是哪个

学校的，车子什么类型，房子有

多少平方米等等。

女人依赖上一个男人，通常

是因为男人的下半身，也就是本

质。所谓本质是指一个人的本色

和他自己的素质，修养。

本色就是他内在的东西，藏

在里面不容易被人看见，男人一

般也不愿意暴露他的本色，特别

是在女人面前，总是先要把体面

的上半身摆出来，把他的本色藏

起来。

其实本色才是决定一个男人

或者善良、或者仗义、或者温柔

体贴，或者残忍、或者扭曲、或

者自私、或者暴力等。

正如柴木和梨木能辩别出它

们的人很少，能看出男人本色的女

人也不是很多的。如果本色是内在

的，那素质修养则是通过一个人对

其他人的行为所决定的。他的言谈

举止、为人处事都被一个人的素质

和修养所确定，包括做爱。

女人如果真的爱上一个男

人，其实是被他的下半身所打

动，而不是上半身。但是大部分

女人对男人的下半身先天具有一

种恐惧感和无奈，所以常常她们

表现出对男人下半身的暴露不感

兴趣，而只把注意力转移到男人

上半身的体面就足够了。

曾经中国古老的文明教育

女人，在没结婚前就不要和男

人做爱。其实，做爱是性本初的

那种东西，最能表明一个男人的

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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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最大的家

庭有 16 个孩子，他们

现在居住在昆士兰东南

部。母亲杰妮-博奈尔

今年 47 岁，父亲雷-博

奈尔 48 岁。虽然每天

都有干不完的家务，但

是博奈尔夫妇说他们可

能还想要更多的孩子。

这个大家庭每天会

有 30 公斤的脏衣服，

每周要喝 50 升牛奶，

吃 14 盒 麦 片 ， 每 个

月生活用品的花费约

600美元（约合人民币

4000）。博奈尔夫妇不

得不去买了一辆校车作

为家庭用车。

杰妮说自己年轻时

一个孩子都不想要，

觉得孩子太麻烦了。雷

和杰妮的想法不一样。

他有 6个兄弟姐妹，所

以希望自己也能有很多

孩子，有一个大家庭。

“他成功地说服了我，

我们结婚后就生了 2

个孩子。”杰妮说。

图为他们结婚时的照

片。

2个孩子出生后，

杰妮改变了对孩子的看

法。“生了一个儿子一

个女儿以后，我居然完

全没有了以前不喜欢孩

子的想法，特别想要

第三个孩子。”杰妮

说。

现在他俩总共生

了 16 个孩子：杰西，

26岁；布鲁克，25岁；

克莱尔，23 岁；娜塔

莉，21 岁；卡尔，19

岁；塞缪尔，18 岁；

卡梅隆，16 岁；塞布

丽娜，15岁；蒂莫西，

13岁；布莱登，11岁；

伊芙，10岁；纳特，9

岁；瑞秋，8岁；艾瑞

克，6 岁；达米安，5

岁；还有最小的凯特

琳，2岁。

“不管有多少孩子

，我们都不嫌多。”杰

妮说。这些年来，杰妮

因为流产失去了 7个孩

子。“我们不想再失去

孩子了，我们可以做伟

大的父母。”“如果我

们足够幸运，能再有个

孩子，那就再好不过

了。如果不能的话，我

们会感激现在拥有的一

切。”雷说。

杰妮在Facebook上

分享这个大家庭的生

活。如果哪个孩子犯错

了，就会被罚叠袜子。

平常他们也会帮忙做一

些家务。“孩子们知道

我们俩都要上班，不可

能干完所有的事，所以

他们会帮我们干一些

家务。”杰妮说。

家里的经济状况

有一些困难，但是雷

说他们还能应付得来。

“养这么多孩子确实不

容易，但是我爱每一个

孩子，我要尽力照顾每

个人。”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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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奇聞：金雕復仇
4月 10日，黑龙江发生了一

场“金雕复仇记”。在田地里干

活的农民吴永田遭到金雕突袭，

虽然他左扑右挡，但仍败下阵来，

凶猛的金雕用爪子抓伤了他的头

皮和手臂，还将他的额头撕下一

块肉，露出了骨头。吴永田为这

场“战争”付出了缝合 40针的惨

痛代价，而他现在担心的是，这

场“战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1.大鸟空袭 村民住院

回忆起当天的情景，39岁的

吴永田仍心有余悸。10日早，他

在自家田地里干活坐在玉米秸秆

上休息时，突然一只金雕在空中

向他俯冲下来，吴永田急忙拿起

地上的玉米秸秆往头上盖，但为

时已晚，金雕瞬间就降落到他的

头上，锋利的爪子抓住吴永田的

头皮，开始用嘴巴叨他的眼睛，

吴永田左扑右挡拼命反抗，用一

只手臂护着眼睛，用另一只手臂

驱赶金雕。

也许是吴永田的反抗激发了

金雕的“斗志”，只见金雕一边

愤怒的鸣叫，一边狠狠地啄吴永

田的额头。顿时，一股鲜血顺着

吴永田的头顶流满全脸。吴永田

感觉自己的头皮像刀割般疼痛，

眼看自己处于劣势，吴永田只好

放弃“战斗”，他一边拼命往山

下跑，一边大喊救命，而金雕则

“乘胜追击”，在吴永田的头上

快速飞行，追赶他、叨啄他。

附近干农活的几个村民见此

情景拿着棍子跑过来，赶走了金

雕。村民们见吴永田的额头少了

一块肉，露出了骨头，头皮上也

裂开了几个口子，伤势非常严

重，急忙拨打了报警电话。黑龙

江边防总队马桥河派出所的民

警赶到现场，将吴永田送往医

院救治。经医生检查，吴永田

的头皮被金雕抓破 6道伤口，最

长的有 15公分，额头少了一块 3

个啤酒瓶盖大小的肉，不仅如

此，吴永田的左右手也被金雕

啄的血肉模糊，医生一共为他缝

合了40多针。

2.金雕认人不伤无辜

吴永田被金雕突袭并惨败而

归，这在当地已经不是什么新闻

了。因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这已经是吴永田与金雕第三次爆

发“人鸟之战”了，而每次的战

果都是以吴永田战败告终。

2010年 8月 12日下午，吴永

田和同村的几个邻居铲完地往家

走，突然金雕俯冲下来，直奔吴

永田，抓伤了他的右脸后迅速飞

走。同行的几个村民都被吓呆了，

他们说，这种情况太罕见了，活

了这么多年，头一次看见金雕袭

人。而时隔不久，罕见的事情又

发生了。同年 10月 4日，吴永田

和弟弟赶着牛车从田地里往家里

拉苞米，突然一只金雕不知从哪

里飞了过来，吴永田只感觉到后

背一阵风，然后就是后脑勺一阵

刺痛。凶猛的金雕这一次选择从

背后突袭，啄伤了吴永田的后脑

勺，吴永田到医院缝合了4针。

到了今年的 4月 10日，“人

鸟之战”第三次上演，对于结

局，仅仅用失败来形容是不够的，

这一次，无论在肉体上还是精神

上，金雕都给了吴永田沉重的打

击，吴永田惨败而归。而一些谣

言也开始在村里流传：吴永田得

罪山神了、吴永田一定是做了什

么事遭报应了……朴实的村民们

面对这三次罕见的金雕突袭人类

事件都感到不可思议。而更让他

们无法理解的是，金雕袭击的对

象只是一个人——吴永田。

3.村民后悔伤害幼鸟

不仅村民们感到奇怪，就连

当地的民警们也弄不明白：吴永

田每次遭到金雕袭击时，身边都

有其他人在场，但金雕谁也不

抓，偏偏就抓吴永田，而且还是

一而再再而三地追着他啄，这到

底是怎么回事呢？面对村民和民

警们的疑惑，吴永田心里最清

楚，他确确实实是遭到报应了！

原来，挑起战端的并不是金

雕，而是吴永田。2010年 7月 28

日，吴永田到村南山的石头砬子

安装沾网捕鸟，发现半山腰的一

个树杈上有一个大鸟窝，吴永田

爬上去一看，里面有一只金雕的

幼鸟。金雕是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吴永田曾听人说过，这样的

鸟在黑市上能卖 2000元钱。吴永

田觉得有利可图，便把金雕幼鸟

抓了起来，就在这时，金雕妈妈

捕食回来，见到了这一幕，便飞

到吴永田的头顶上，来回俯冲盘

旋，冲吴永田不停地鸣叫。但求

财心切的吴永田无暇顾及，飞速

地跑下山，一头钻进朋友驾驶的

带篷农用车。

等他到了家，发现金雕妈妈

也尾随而来，在吴永田家屋顶不

停地盘旋、鸣叫。吴永田仍旧没

有心软，带着幼鸟进了屋。结

果，幼鸟一直不吃不喝，没过 4

天就死了。一看发财路断了，幼

鸟扔了又可惜，吴永田干脆一不

做二不休，把幼鸟用油炸熟吃掉

了。而这一切都没能躲过金雕妈

妈的眼睛。

于是，金雕妈妈在不到一年

的时间里，三次向吴永田发起攻

击，一次比一次凶狠。如今，伤

势已经稳定的吴永田吃不好睡不

好，他告诉记者，他现在都不敢

出屋，不知道下一场袭击何时来

临，也不知道金雕妈妈到底什么

时候才能休战。如果时间可以倒

流，他说，他绝对不会去伤害那

只幼鸟。。。

美國女學生計算照片中Dab舞
造型角度走紅網絡

近日，美国弗吉尼亚州一名

女大学生和朋友拍了一张摆Dab

舞造型的照片，后用一把尺子和

一个计算器算出了手臂和地面所

构成的角度并将结果发布在网

上，迅速走红。

这名女学生叫做阿尼卡•哈

洛特，20岁，就读于瑞金大学，

攻读生物物理学和商科。那天她

和朋友去湖边散步，两人摆了一

个 Dab 舞的造型——她蹲在地

上，头埋在弯曲的右臂里，左手

伸直上扬;朋友则在其头顶举起了

双手，当作“恶魔之角”。

随后，她们把照片发布在

了网上。看到照片后，阿尼卡

很好奇自己的 Dab 角度 (即其左

臂和地面所成的角度)是多少。

于是趁着等教授的空隙，她向

朋友借了把尺子，掏出自己的

计算器就开始算了起来。她的

朋友都觉得这样的举动十分滑

稽。但她说：“不过这就是我

的作风。”

算好之后，阿尼卡就把结果

公布在了网上，甚至还晒出了计

算过程。她写道：“我计算了我

的 Dab 角度，你周五过得怎么

样？”这一条状态在网上迅速

火了起来并引发热议。有人称她

的动作非常标准，还起名叫“黄

金Dab率”。有网友表达了崇拜

之情：“我想像她一样，因为她

聪明、美丽、优雅，而不是因为

她成了网红。”甚至有网友求婚

道：“我有一枚钻戒。戴在你手

上请计算一下它的周长。”目

前，阿尼卡“声名远扬”，她

甚至收到了白宫的邀请，参加

“科学、技术、工程、数学”

(STEM)研讨会以鼓励更多人加

入这个领域。

男孩寄信給過世爺爺
收到來自“天堂”感人回信

据外媒报道，德国

一个5岁大的男孩菲尔写

信给过世的爷爷，没想

到竟然收到了回信。

原来，菲尔的爷爷

过世以后，他非常想爷

爷。前一阵子，菲尔写

了一封信给爷爷，问爷

爷在天上过得怎么样，

和 其他人相处得好不

好 。 他把信绑在气球

上，让气球飞上天送信

给爷爷。

几天以后，菲尔家

接到一个包裹，里面有

一个玩具熊还有一封

信，信上说：“菲尔：

你的气球飞得够高，我

收到信了。这只熊送你，

伤心时就抱抱他。我在

天上很好，别挂念”。

菲尔的妈妈说，收

到包裹后，菲尔成天带

着玩具熊，不再吵着要

看爷爷了。他们很感谢

这位从外地寄包裹给菲

尔的好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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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季的德克薩斯鮮花盛開，綠草如茵，這裏有熱
情的牛仔，瘋狂的嘉年華，美味的烤肉和壹波接壹波
的音樂節，來到這裏，妳壹定會不虛此行的！
1. 牧場和牛仔競技表演
如果您想暫時遠離大城市的緊張氣氛，來德克薩斯州
旅遊是個非常不錯的選擇。這裏有 100 多個度假農場，
遊客們可以充分體驗純正牛仔的生活方式。在農場裏，
您可以騎馬觀光，還可以駕駛全時越野車 (ATV)、皮
劃艇、山地自行車等。白天可以釣魚、捕鳥，晚上可
以圍坐在壹起燒烤、跳舞，深夜還可以在農場的小木
屋中看星星。這樣的牛仔生活壹定會為您帶來令人難
忘的輕松和美好。
在春天和夏天的幾個月裏，整個孤星之州都處於牛仔
競技會之中。來自全國各地的遊客盡享這個西方的傳
統，這裏有高風險的職業繩套和騎術比賽、專業的音
樂會、嘉年華、野炊、烤肉、拍賣、跟蹤騎馬等，壹
年壹度的項目包括沃斯堡牲畜展示和牛仔競技、聖安
東尼奧的牲畜表演和牛仔競技，休斯頓的牲畜表演和
牛仔競技等。
2. 牛仔文化探索之旅
沃斯堡的牛仔文化 

當您到了沃斯堡，您就見到了真正的德州。街上滿是
腳穿牛仔靴坐在馬背上的牛仔，風情無限。經過 150
年的歷史變遷，曾經的陸軍哨所已然發展成為了今天
傳統西方建築與現代城市氣息結合的魅力文化名城。
橫跨十五個街區的畜牧圍場——國家歷史保護區，壹
定會是您沃斯堡之行的首選。在畜牧圍場保護區內，
每日上演著世界上僅有的長
角牛大遊行，由真正的牛仔
們揚鞭驅策，場面壯觀。在
區內，您可下榻古典酒店、
選購西部服飾、品嘗牛仔美
食和在冠軍賽牛仔競技會上
觀賞驚心動魄的牛仔競技表
演。另外還要特別提醒您，
千萬別錯過區內的德州牛
仔名人堂和牲畜場博物館，
並在夜幕降臨之時到世界上
最大型的鄉村音樂酒吧城 
--“比利 ` 鮑勃的德州”
欣賞精彩表演。
作為美國第十六大城市和

德克薩斯州旅遊必去之處，沃斯堡每年會迎接將近
五百五十萬的遊客。西方原始文化與現代藝術氣息的
完美結合使這個城市成為壹個獨壹無二的文化景點。
班德拉，世界牛仔之都
班德拉，壹個被丘陵，河流和湖圍繞著的小鎮，卻在
德克薩斯州人民心中有著不可取代的位置。距離聖安
東尼奧不到壹個小時的車程， 班德拉讓人感受到真實
不同的另外壹個世界，這裏的人們真誠大方，勤奮好
學，擁有天生獨立的牛仔精神，“hard work and hard 
play”。
我們可以從班德拉的牛仔競技表演裏看到傳統的牛仔
文化。即使在 21 世紀妳還是可以在班德拉的市中心看
到拴在路邊的馬車；您可以在班德拉的農場裏面，騎
馬，聚餐；夜晚在安靜的小屋觀看野生動物，聽著鳥
叫聲，看天上美麗的星星。
3. 休斯頓太空中心 NASA
作為美國太空總署 (NASA) 的官方遊客中心，休斯頓
太空中心為遊客們提供了絕妙的家庭娛樂活動，包括
現場展示和演示、互動展覽、IMAX 劇場以及參觀約
翰遜宇航中心的幕後工作等。在這裏您可以看到水星
號、雙子星座號和阿波羅號太空船，觀看宇航員為即
將執行航天任務而進行的訓練。您還可以試戴航天頭
盔，觸摸月球巖石，體驗飛船著陸，甚至可以在最先
進的模擬器中嘗試太空漫步。
4. 探索休斯頓歷史之美
歷史悠久的建築對於探索任何壹個城市的歷史都是壹
個絕佳的方式，對休斯頓也不例外。從獨具藝術外觀
設計的市政大廳到開創性現代主義的梅尼爾收藏博物
館，休斯頓很多建築都見證了美國建築風格的演變。
值此休斯頓成立 175 周年之際，我們可以壹起參觀經

德克薩斯州夏季旅遊
必去八大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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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了多年變遷留下來的歷史建築。
5. 聖安東尼奧 - 河濱步道 
壹條美麗的河岸總能為城市增添幾分溫柔魅力，聖安
東尼奧也不例外。每年都有數百萬人觀光聖安東尼奧
的河濱步道，享受這壹不同尋常的城市聖地。在熙熙
攘攘的街道低處，河濱步道環繞著市中心的聖安東尼
奧河，特色的餐館、畫廊和商店林立在河濱步道兩側。
悠閑地坐在小船上，緩緩在平靜的河流中前行。您可
以壹邊品嘗著德州特色美食，聆聽著餐廳醉人的故事，
在這樣的藝術氛圍中觀賞河岸兩側秀麗的風景，離奇
有趣的小道，每壹處都讓人流連忘返。
6. 豐富多彩的戶外運動
帕德拉島國家海濱公園 
位於美國邊境，帕德拉島國家海濱公園是全世界未開
發邊境島嶼中最長的地帶。占地總面積達 80 萬 畝，
島上細膩的白沙，青綠的草地，平靜的池塘和礁湖為
島上的爬行類和兩棲類動提供了壹個理想的棲息場
所。此外，這裏還是壹個備受歡迎的旅遊熱點，遊客
們可以享受太陽浴，沖浪，還可以釣魚或遠足，充分
感受大自然的氣息。  
如果您想在壹個國家公園裏面享受安靜而又美好的旅
遊經歷，帕德拉島國家海濱公園壹定是您的首選。從
炎熱，孤獨的沙漠到清涼，翠綠的林地也只需幾分鐘
的時間，只有這個地方能讓您在最短的時間內體驗如
此不同的經歷。帶上壹本地圖盡情去探索吧！
大彎國家公園
大彎國家公園是德州最大的國家公園，與墨西哥只有
格蘭德河 (Rio Grande) 壹河之隔。這條河在公園這裏
轉了幾乎 90 度彎，公園便因此而得名。總面積達 80
萬英畝，公園內有著豐富的沙漠、高山及峽谷等生
態。大部分面積屬於漆瓦瓦荒漠 (Chihuahua Desert)，
而格蘭德河流過的地方則是極具強烈對比色彩的綠洲
和峽谷。在同壹個地方體驗荒漠幹渴中的海市蜃樓，

然後很快迎接綠洲帶來的清涼中的生命美好，大彎國
家公園就是這樣神奇。另外公園中央有壹座高山名叫
Chisos Mountain，算是落磯山脈的壹條余脈。
幾乎所有來過這裏的人都是為了很特定的目標而來，
也都滿足了而離去。有人專為泛舟而來，兩三天在水
面上度過。有人專為植物而來，看遍平地到高山的各
種沙漠植物。有人專為賞鳥而來，看了數十種不同的
鳥類。有人為考古而來，挖出世間最大的飛行恐龍化
石。更有人為攝影而來，東奔西走留下瞬間永恒。能
夠在有限範圍之內滿足這麽多所求完全不同的人，這
個公園應該是有些“邪門之處”。 

7. “世界現場音樂之都”奧斯汀
在奧斯汀，無論白天還是夜晚，無論工作日還是周末，
您總可以找到樂趣所在。而現場音樂正是樂趣的源頭。
所以，您壹定要去奧斯汀逛壹逛，觀看現場表演，品
嘗美食，購物，親身體驗奧斯汀這個大學城所在地的
與眾不同。

8. 達拉斯六樓博物館
這是壹座普通的七層樓的建築，原本是教科書倉庫，
那 為 何 被 稱 為 六 樓 博 物 館 呢？ 這 是 因 為 當 年 兇 手
Oswald，也是該倉庫的員工，正是從第六層樓把角臨
街的壹個房間內向坐在行駛汽車內的肯尼迪總統射出
了罪惡的子彈。
肯尼迪遇刺後，倉庫逐漸演變成為六樓博物館，並於
1989 年建成開放。在 2002 年總統日，第七層也對外開
放，以展示肯尼迪生平影視資料為主，包括大量詳實
的資料、圖像、影片，以及肯尼迪遇刺當日的報紙、
廣播、電視相關報道等，力求真實地還原總統被刺的
始末。博物館已接待遊客數百萬，中國遊客有機會去
達拉斯的話，壹定要去博物館看看，通過展品看到真
實的歷史。
（新浪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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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 斯 頓 通 票
Houston CityPass 景點一覽

      優惠力度：CityPASS 相較於組
合景點價格，為您節省高達 48% 左右
的費用。
行程建議：考慮到各景點間的距離和
遊覽舒適度，推薦遊玩時長為 2 天。
景點介紹：
1、休斯頓太空中心（Space Center 
Houston）
通票包含：美國航空航天局約翰遜宇
航中心的官方遊客中心通票（包含美
國航空航天局電車之旅）。
休斯頓太空中心是美國航空航天局約
翰遜宇航中心的官方遊客中心。觸摸
真實的月球巖石。在美國航空航天局
幕後遊覽中觀看宇航員訓練。在發射
影院 (Blast-Off theater) 中體驗發射
到火星！這是壹次適合不同年齡遊客
的人世所無的體驗。
2、 市 中 心 水 族 館（Downtown 
Aquarium）
通票包含：門票。
遊覽水族館歷險展覽，體驗奇妙的海
底世界。發現 400 個海洋生物物種。
在發現平臺 (Discovery Rig) 觸摸海
洋生物，觀賞王公神廟 (Maharaja’s 

Temple) 中 威 嚴 的 白 虎。 強 烈 推 薦
在 水 族 館 餐 廳 體 驗 壹 次 就 餐 冒 險 以
及（ 需 要 單 獨 的 入 場 券 ） 鯊 魚 航 行 
(Shark Voyage)、騎乘活動和遊戲。

3、休斯頓自然科學博物館（Houston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通票包含： 門票。
休斯頓自然科學博物館是美國最受歡
迎的博物館之壹，擁有各種各樣奇特
的藏品和四層展廳。展覽：古生物廳
( 美國最大的古生物廳之壹 )、埃及廳
( 美國藏品種類最豐富的展廳之壹，
涵 蓋 6000 年 歷 史 )、 寶 石 和 礦 物 廳
( 公認為世界最好的收藏之壹 )、威斯
能 源 展 廳 ( 美 國 頂 級 能 源 展 廳 壹 )、
太 空 展 廳、 軟 體 動 物 學 展 廳 以 及 美
洲、非洲野生動物展廳等等。其他節

目 ( 需要另購入場券 ) 包括 3D 沃瑟
姆大屏幕影院、科克雷爾蝴蝶中心和
伯克•貝克天文館。作為世界級巡回
展覽的主辦地，每個人都會在其中發
現自己鐘愛的內容。
4、休斯頓動物園（Houston Zoo）
通票包含： 門票。
發 現 稀 奇 古 怪 的 猴 子 和 高 大 的 長 頸
鹿、在非洲森林冒險、與科摩多龍四
目 相 對！ 在 休 斯 頓 動 物 園 的 6,000 
多只動物中發現您喜歡的新動物。

5、休斯頓美術館（Museum of Fine 
Arts, Houston）
通票包含：門票。
在休斯頓美術館，您總會找到要看要
做的事情。博物館針對家庭和成年人
的展覽和節目具有動態的時間安排。

博物館的藏品中包含 65,000 多件從
石器時代到今天的藝術作品。讓妳每
次旅行都會發現壹些全新的內容！
6、 凱 馬 木 板 人 行 區（Kemah 
Boardwalk）
通票包含： 門票。
凱馬木板人行區 (Kemah Boardwalk) 
- 完 美 的 隱 居 地！ 暢 享 遊 樂 設 施、
九家水上餐廳、購物、中途遊戲區、
現場表演以及周末慶祝活動。挑戰子
彈頭過山車，乘坐我們的火車和摩天
輪，在降落區俯沖 140 英尺。凱馬木
板人行區 (Kemah Boardwalk) 對所有
人都有吸引力 – 不分老幼！
7、 休 斯 頓 兒 童 博 物 館（The 
Children's Museum of Houston）
通票包含：門票。
您大腦的絕佳遊樂場！ 包含 14 項動
手展示活動，兒童將有機會為機器人
設定程序和進行發明創造；主持新聞
節目；經營生意；當選為市長；探索
納米技術和攀登三層高的塔樓等等。
（攜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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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十大獨特國家公園
值得一窺

無論妳為什麽旅遊？無論妳的目的是啥？下面德
州境內的十大獨特國家公園總有壹款是妳想要的。

Big Bend national park
Big Bend national park 位於美國得克薩斯州西南

部，是德克薩斯州最大的國家公園，總面積達 80 萬
英畝。僅與墨西哥相隔壹條呈 90 度彎曲的裏約大河，
公園也因此而得名，於 1944 年被列為國家公園。公
園內有雄偉的高山和沙漠風光，河流沖蝕成的深谷，
獨特的景觀，壯觀的地質構造。園內植物有千種以
上，包括矮橡樹、矮松、絲蘭、三齒拉瑞阿（壹種蒺
藜科常青灌木）等。野生動物有郊狼、美洲獅、小狐、
黑尾鹿、紅毛雀和走鵑等。在峽谷中的河流泛舟，或
是徒步行走在超過 200 英裏的小徑，或是騎馬弛騁，
都是很受歡迎的項目。公園也提供了露營地，供驢友
愛好者野外露營，也可選擇在公園中心的 Chisos 山
旅館住宿。

地 址 ： 1  P a n t h e r  D r , B i g  b e n d  N a t i o n a l 
Park,TX79834

Guadalupe Mountains national park
Guadalupe Mountains national park 是位於美國得

克薩斯州西部瓜達盧普山脈的壹座國家公園，得克
薩斯州的最高地點瓜達盧普山就位於這裏，面積 350
平方公裏，是地球上最好的幾個遠古海洋化石暗礁
之壹。大約在 2 億 6500 萬年前，在二疊紀時期，這
個地區被壹片巨大的熱帶海洋所覆蓋，仿佛壹個 400
英裏長的珊瑚礁的家園。瓜達洛普山國家公園東北
約 68 公裏處的卡爾斯巴德洞窟國家公園與瓜達洛普
山國家公園屬於同壹山脈。地址：400 Pine Canyon 
Dr,Salt Flat,TX79847

Hueco Tanks state historic site
千百年來，人們長途跋涉，翻山越嶺前往德克薩

斯州西部，也就是現在我們所熟知的 Hueco Tanks 州
立公園。以往，人們來到這裏只為壹睹可以蓄水的天
然石盆和 huecos 的芳容，而現在，人們大多數驚嘆
於古人的鬼斧神工，造就了這樣神奇的遺跡。世界各
地的抱石愛好者、登山者尋求提升，挑戰自我選擇的
壹條熱門路線，在不使用繩索的情況下，僅靠抓住獨
特的地質條件形成的小水雕刻凹蝕巖，向上攀爬。

地 址：6900 Hueco Tanks Road No. 1 El Paso, 
TX 79938

Palo Duro Canyon state park
被稱為德克薩斯的大峽谷，帕羅杜洛峽谷，穿過

潘漢德爾南部的 Amarillo 的心臟。長約 60 英裏，寬
20 英裏，大約 244 米深，Palo Duro 是該國的第二大
峽谷，其復雜的地質層和陡峭，五顏六色的墻壁，令

人嘆為觀止。
地址：11450 Park Road 5 Canyon, TX 79015
Caprock Canyons state park and Trailway
德 克 薩 斯 州 的 潘 德 爾 德 郡 形 成 了 Caprock 

Canyons state park 的壯麗美景：野牛漫遊平原，蝙蝠
棲息在清澈隧道，除了欣賞野牛和蝙蝠之外，還可以
徒步旅行，探索 90 英裏的小徑，或是騎馬，或是騎
自行車，還有風景優美的車道。Theo 湖提供劃船，
釣魚和遊泳。

地 址： 850 Caprock  Canyon Park  Road , 
Quitaque, TX 79255 美國

Enchanted Rock State Natural Area
位於奧斯丁西部平原之上有壹個巨大的 150 米高

的粉紅色花崗巖圓頂，是該州第二大的圓頂花崗巖。
Enchanted Rock 估計經歷十億年後形成這壹景觀，
使得這壹些最古老的巖石裸露在地球，地質學家稱之
為殘丘 – 孤立山脈。Enchanted Rock 已經引起了人
們對其地質構造進行研討延續長達 12000 年。

地址： 16710 Ranch Rd. 965 Fredericksburg, TX 
78624

Padre Island national seashore
德克薩斯並非都是幹燥平坦的平原。該州還擁有

沿墨西哥灣 350 英裏的海岸線。海岸的大部分已經形
成，但是壹些原始的海岸仍然存在。島上多草丘，海
灘寬闊；灘上產蛤、海生蝸牛等水生貝殼類動物。周

圍地區以鮐魚、旗魚、大海鰱和種類繁多的飛禽而聞
名。1962 年島嶼大部分畫為國家海濱區。很好的適
合家庭旅遊的理想場所，海灘幹凈，適合小孩遊泳，
盡情擁抱自然之美。

地 址： 20420 Park Rd 22, Corpus Christi, TX 
78418

Lost Maples State Natural pus CArea
沿著薩比納爾河，德克薩斯中南部森林不像德克

薩斯其他地方。Lost Maples State Natural pus CArea
以豐富的楓樹聞名，每年秋天從十月下旬到十壹月，
楓樹，梧桐樹、栗樹、萊西、德克薩斯紅橡樹，以示
各自秋天的色彩，公園裏最有名的是楓樹徑 (Maple 
Trail)，陽光透過楓葉被過濾成紅的黃的，在微風中
隨著楓葉壹起舞動，閃爍者壹種晶瑩美 ...... 吸引大
批遊客參觀，是壹個提供遠足，觀鳥，露營，安靜的
樹木繁茂的地方。公園只有 250 個停車位，每年十壹
月份的周末時，公園常常在早上十點因停車位滿了而
需要關門，直到下午約五點壹部分車輛離開後才重新
開門。

地址：37221 F.M. 187 Vanderpool, TX 78885
Longhorn Caverns state park
德 克 薩 斯 因 其 石 灰 巖 洞 穴 而 聞 名 於 世， 令 人

印象深刻的洞穴可以發現所有的狀態，但很少有
Longhorn 洞穴擁有這那麽豐富多彩的歷史。冰河時
代的動物壹旦避難的場所，後來是美國土著人，成為
最早的定居者，南方士兵，走私犯和不法分子都輪流
以此為家。在上世紀 20 年代，這裏還曾經作為壹個
秘密的地下酒吧、歌舞廳、音樂會場地。

地址：6211 Park Road 4 S. Burnet, TX 78611
Zilker Metropolitan Park
公園位於首府美國得克薩斯州奧斯丁的南部，成

立於 1917 年，占地面積 350 英畝，名字源自於公園
的土地捐贈者 Andrew Jackson Zilker，於 1997 年被
列入國家史跡名錄。 Zilker 城市公園是奧斯汀最受
歡迎的公園，已經成為奧斯汀市民周末、節假出遊以
及平日放松的重要場所。齊爾克城市公園是壹個提供
多樣娛樂機會和感受大自然的絕佳勝地。園內有溫泉
池、植物園、迷妳小火車、山坡劇院、雕塑公園、足
球和排球場地、馬球場以及野餐區。公園還會舉辦壹
系列的重大節日的慶祝活動，包括有奧斯汀莎翁戲劇
節、壹年壹度的夏季音樂節、風箏節、欖球球比賽等。
在 Zilker 公園，妳可以步行、自行車、皮劃艇、打馬
球和觀賞驚嘆的植物園。

地址：100 Barton Springs Rd, Austin, TX 78746
（休斯頓華人生活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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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斯頓太空中心 Space Center Houston
休斯頓太空中心是壹個為遊客設計的旅遊服務設施。
它是休斯頓地區最吸引遊客的景點。它裏面有很多珍
貴的實物展品（如返回艙，月球巖石），有關登月球
的介紹，高科技演示等。在這裏遊客可以用手觸摸月
球上采集回來的巖石塊，可以看宇航，登月及星際旅
行的電影（三場電影總共 95 分鐘），看登月的火箭。
全部遊覽下來要四到六個小時。如果您時間短，只要
在大火箭旁照張像，就不必去花二十美元去太空中
心，直接進宇航中心的火箭公園即可，不要錢。從火
箭公園再往裏面走不遠就是當年登月後召開新聞發布
會的地方。這個地方在室外，壹切按原樣布置。
萊斯大學 Rice University
萊斯大學位於美國德克薩斯州休斯頓市，素有南方哈
佛之稱。以其精英的本科學部著稱，小而精致，同時
有著優秀的應用科學和工程學研究生項目，是美國最
著名的大學之壹，萊斯大學在材料科學、納米科學、
人工心臟研究、以及太空科學等領域占有世界領先的
地位。
豐田中心球館 Houston Toyota Center
豐田中心球館（英語：Toyota Center）是壹座位於美
國德克薩斯州休斯敦市中心的室內體育館，由日本
豐田汽車公司冠名贊助。體育館現為國家籃球協會
（NBA）休斯敦火箭隊、女子國家籃球協會（WNBA）
休斯敦彗星、以及全美冰上曲棍球聯盟（AHL）休斯
敦航空隊（Houston Aeros）的主場。
赫曼公園 Hermann Park
赫曼公園位於市中心西南，綠樹成蔭，占地面積約
165 公頃。公園被德州醫學中心，萊斯大學，以及眾
多的博物館包圍。公園的西南和東北門口分別矗立著
公園捐助者赫曼 (Hermann) 和德克薩斯先驅者休斯頓

(Sam Houston) 的雕像。 每年十壹月底（感恩節過後）
至十二月底（聖誕節過後），公園內舉行休斯頓假日
燈光遊園活動，時間為每周五至周日晚。

水墻公園 Gerald D. Hines Waterwall Park
水墻公園（傑拉爾德海因斯水墻公園）占地 2.77 英
畝，並配有 64 英尺長的半圓形建築噴泉，內壁和外
壁每分鐘總共循環 11000 加侖之多的的水。水墻公園
被 186 棵橡樹包圍，這裏已經成為休斯頓住宅區的核
心，並且是全美第 14 大混合使用的商務中心。
休斯頓美術館 Museum of Fine Arts Houston

休斯頓美術館座落於德州休士頓的博物館區，是美國
最大的美術館之壹 。該館的永久館藏涵蓋了 6,000 年
以上的歷史，總數量在 64,000 個以上。 除了豐富的
館藏以外，休士頓美術館還提供多元的活動、出版品、
工作坊以及數位館藏，為大休士頓地區增添了濃厚的
藝文氣息。每年造訪該館的人次超過 125 萬人。
休斯頓動物園 Houston Zoo
休斯敦動物園（Houston Zoo）占地面積為 22 萬平方
米，坐落在休斯敦赫爾曼公園（Hermann Park）中。
動物園中展出超過 900 種、4500 只動物，年遊客量
160 萬，是整個美國遊客訪問量第七位的動物園。休
斯敦動物園最新的工程是壹個叫做“非洲森林”的項
目，這個項目耗資 1 億美元，修建過程花費幾年的時
間，在 2010 年秋天全部完工。休斯敦動物園中的昆
蟲館和兩棲動物館建於 1960 年，除了這兩個展館外，
還有多個涉及多種不同動物的展館，同時還有水族
館。遊客可以在這個動物園中與動物們親密接觸，在
獲得樂趣的同時，也可以了解到人與自然相和諧的重
要性。
約翰遜航天中心
Johnson Space Center
約翰遜太空中心是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屬
下的壹個機構，從 1961 年開始它負責協調管理美國
的載人航天任務，它位於德克薩斯州休斯敦。 美國國
家航空航天局的任務控制總部位於林頓•約翰遜太空
中心。從 1965 年雙子星 4 號以來所有美國國家航空航
天局的載人航空任務全部是從這裏指揮的。
（馬蜂窩）

休斯頓熱門景點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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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2 日下午 , 習近平來到國家南繁科研育種基地，
走進屢創世界水稻單產最高紀錄的“超優千號”超級水
稻展示田 , 察看水稻長勢。他強調 ,“十幾億人口要吃飯”
是我國最大的國情。良種在促進糧食增產方面具有十分
關鍵的作用。要下決心把我國種業搞上去 , 抓緊培育具
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優良品種 , 從源頭保障國家糧食安全。
國家南繁科研育種基地是國家寶貴的農業科研平臺 , 壹
定要建成集科研、生產、銷售、科技交流、成果轉化為
壹體的服務全國的“南繁矽谷”。
      在他的身邊，有壹位皮膚黝黑的老人耐心地介紹著我
國水稻育制種產業發展和推廣情況，他就是中國著名科
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袁隆平。習近平到訪次日，袁隆
平應邀走進《舍得智慧講堂》，談及總書記強調的糧食
安全問題，他表示原來解決糧食問題只有壹條路，就是
提高糧食單位面積產量。如今在研究海水稻之後，就發
現了另壹條路——擴大耕地面積。研究鹽堿地改良的意
義，就在於為農業用地做“加法”。
       袁隆平所說的“海水稻”，是在沿海灘塗的海水裏
生長的水稻，經過三十多年試種，“海稻 86”具有良好
的抗鹽堿、耐淹等諸多特點，在 pH 值 9.3 以下或含鹽量
千分之六以下的海水中都會生長良好。2016 年，海水稻
在廣東湛江、山東、吉林等地試驗種植近 6000 畝，平均
畝產超過了 300 斤。因而袁隆平自信滿滿地表示，這兩
條路對於“保證我們國家糧食安全，就更加有把握了。”
就在會面後的第二天，4 月 13 日下午，習近平在慶祝海
南建省辦經濟特區 30 周年大會上宣布，黨中央決定支持
海南全島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穩
步推進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建設，分步驟、分階段建立
自由貿易港政策和制度體系。對此，袁隆平表示這壹決
定對農業同樣有著重要的意義。得益於政策支持和海南
得天獨厚的氣候條件，三亞這塊黃金寶地壹定會“把最
好的東西給我們”。
以下為對話實錄
胡玲：因為我知道，習近平來您的南方基地考察的時候，
也特別強調說，中國有十幾億人要吃飯，這可以說是中
國最大的國情了。
袁隆平：是。
胡玲：我們談到糧食災害的問題，也有聲音說糧食災害
壹定程度上是政策上的技術問題。
袁隆平：現在我們說提高了，中國 13 億多人口，人均耕
地很少，當時唯壹的出路，就是通過科技進步，提高糧
食作物的單位面積產量。除了水稻、小麥玉米都要提高

它的單位面積產量。剛才講，解放初期，全國的水稻產
量平均不到 300 市斤，290 多市斤，現在雜交稻的全國產
量，達到了 550 公斤，所以說現在大家吃飯沒什麽問題。
但除了提高單位面積產量，還有壹條途徑，就是擴大耕
地面積，原來擴大耕地不可能，國家劃了壹個紅線。18
億，不能突破這個紅線。
胡玲：18 億畝的紅線。
袁隆平：這個 18 億畝很難保證，為什麽，國家要發展，
要建虛擬城市，高鐵路，高速公路，要占壹部分耕地。
那怎麽辦呢，我們現在有新土地，除了提高單位面積產
量之外，可以擴大耕地面積，我們現在正在研究海水稻。
胡玲：海水稻，我知道。
袁隆平：也就是鹽堿的水稻，我們國家鹽堿地，十幾億
畝，其實能夠種水稻的鹽堿地有兩億畝。
胡玲：對。
袁隆平：我們通過三年努力。把海水稻研究成功，推廣
壹畝，擴大壹畝的耕地不得了，我們現在的海水稻，初
步的畝產達到 600 多公斤，按 300 公斤來算，壹畝種上
海水稻，那鹽堿地，每畝按最低產量 300 公斤來計算，
年產糧食就 300 億公斤，300 億公斤是什麽概念呢，相當
於湖南省的全年糧食總產量。湖南省是國家的壹個糧食
產地，它可以多養活 8000 萬人口，所以說原來只有壹條
途徑，國家糧食提出單位面積產量，我們現在有兩條路。
胡玲：對，還有海水稻。
袁隆平：還要擴大耕地面積，把這個鹽堿地利用起來，
種上海水稻。總書記很關心這個事情。
胡玲：很關心海水稻的問題，他問到您了。
袁隆平：他就問，海水稻的情況怎麽樣，我說去年我們
取得比較大的進展，在 0.6 海水濃度的條件下，產量達到
了 600 多公斤，620 公斤，我們今年擴大種植面積，爭取
三年之內，研究成功，今年是第二年，在三年之後推廣，
按最低產量來算，300 公斤，我有壹個打分標準，海水稻
300 公斤只有 60 分，算及格。
胡玲：是打了個及格分數。
袁隆平：400 公斤是 70 分，500 公斤是 80 分。我們達到
80 公斤就不錯了，海水稻達到 500 公斤呢，那就很不簡
單，以前就是勞模的產量啊。
胡玲：勞模的產量。
袁隆平：他勞動兩三畝地能產壹千斤的糧就不得了，我
們現在壹千斤算什麽呢。再有，雜交上面都是淘汰的對
象，海水稻能跑到 1000 斤也不得了。
胡玲：所以說您 88 歲，通過海水稻又當了壹次新勞模。
袁隆平：海水稻我們正在研究，花大力氣研究。
胡玲：像海水稻。
袁隆平：總書記也很關心，昨天問海水稻情況怎麽樣，
我說我們去年取得重大進展，今年我們擴大種植面積，
主要是在青島，我說如果八九月份收期的時候，產量表
現的好，請總書記來視察，他點頭說好，點了個頭，我
們好高興啊。
胡玲：好高興。

袁隆平：對我們就是最高的鼓舞，但是壓力很大啊。
胡玲：壓力很大。
袁隆平：如果產量不高了，那就不得了了。在國外推廣
雜交稻，總書記也問到，他說雜交稻，我說前年 2015 年，
那個是 2016 年的數據，600 萬公頃，就是 9000 萬畝，其
中面積最大的是印度，再就是什麽孟加拉，還有特別是
超級大國美國。
應該是既高產又優質，這是我們的目標，絕對不能犧牲
產量，中國現實情況，這麽多人口，光是優質，產量低，
大家都沒飽飯吃，所以說就高產我們做到了，去年在青
島兩位日本專家，壹個九州大學的教授，還有壹個是日
本稻米協會的副會長，我們請他們吃超級稻，他說，不
錯，可以跟日本的最出名的“月光”優質大米媲美。月
光呢，品質非常好，世界有名，產量大概說每產 840 斤。
胡玲：嗯嗯。
袁隆平：我們的超級稻呢，是 800 公斤，是它的壹倍。
胡玲：嗯。
袁隆平：總書記聽了以後很高興，誇獎我們超級稻，他
到我們的試驗田看了之後，還有壹個印度專家，都流連
忘返，非常激動啊，看著我們那個壹千公斤稻，這麽高
的產量啊。
胡玲：習近平宣布海南要建自由貿易區了，自貿實驗區
還有自由貿易港了，妳覺得這樣壹個政策對於未來雜交
水稻進壹步向全球推廣有什麽影響呢？
袁隆平：海南要搞個“南繁矽谷”。
胡玲：對。
袁隆平：我們壹般考慮壹個品種周期很長的，要八個世
代出壹個品種，如果在我們大陸壹年出壹代。
胡玲：對。
袁隆平：八年才出壹個品種，妳到三亞來它全年都可以
種水稻，三年就可以八個半，這是主要的。還有壹個情
況好比說壹個品種非常好，那個種子第二年我就到海南
來，如果不到海南來第三年才能種。三亞是壹個黃金寶
地，把最好的東西給我們。
（鳳凰文化）

88 歲的袁隆平，開發了一項能
養活 5億人的黑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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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6 日下午，清明小長假第二天，
春寒料峭。北京大興區星光影視園裏人
頭攢動。壹個年輕女孩剛打開出租車車
門，就被幾個黃牛圍住了：“需不需要
買票？”當她擺擺手表示自己有票後，
黃牛立刻拋出另壹個問題：“妳的票多
少錢出？”當天晚上，愛奇藝選秀節目
《偶像練習生》進行了總決賽直播，最
終蔡徐坤等 9 位練習生出道。這場從未
在官方渠道售賣門票的演出，黃牛票價
格最高被炒到了 2.5 萬元。
從 1 月 19 日 開 播 到 4 月 6 日 決 賽，
《偶像練習生》微博熱門話題閱讀量超
過 125 億。繼去年《中國有嘻哈》帶火
“freestyle”壹詞後，《偶像練習生》
接棒成為流行語的制造者：pick( 挑選 )、
C 位 ( 站在中間位，指最具人氣和實力
的練習生 )、balance( 指練習生跳舞的平
衡感 )……在不少年輕人的日常聚會中，
不懂這些詞匯就真的落伍了。
“錢”景，為偶像募集資金超 1450 萬
元
粉絲們想要擁有跟偶像同款的壹切——
4 月 6 日出現在星光影視園的粉絲們，
充分說明了這壹點。妳會發現其中不乏
染著蔡徐坤同款發色、戴著同款耳環和
穿著同款寶藍色外套的女孩，也有穿著
陳立農同款粉色襯衫、戴著灰色兔耳朵
領結的男孩，他們用這樣的方式彰顯自
己和偶像的關聯。
很少有壹檔節目像《偶像練習生》這
樣，在抓住觀眾眼睛的同時，更抓住了
他們的錢包。在粉絲平臺 Owhat 上，平
常買條裙子都要斟酌的少女粉絲們，可
以臉不變色心不跳地給她們支持的朱正
廷、範丞丞們捐出壹萬元錢。在人氣練
習生蔡徐坤的粉絲群裏，每天都有人發
出打款的二維碼。有人統計，在 Owhat
上為某偶像練習生應援公開募集的資金
就超過 1450 萬元，還不包括壹些募資
隱藏了實際金額。
這些錢壹部分用來做線下應援，在機場
和地鐵打出燈箱廣告，就連上海外灘寫
字樓的 LED 屏幕，也變成了粉絲們為
偶像應援的工具；還有壹部分用於制作

粉絲周邊，購買送給偶像的應援禮物，
比如零食、衣物等。而作為最大支出的
投票，則成為平臺方愛奇藝以及品牌商
主導的壹場狂歡。粉絲們去淘寶瘋狂購
買愛奇藝會員賬號，每個賬號可以給
偶像投 2 票；購買愛奇藝的偶像練習生
VIP 卡，可以獲得 30 次投票機會；整
箱整箱地購買冠名商的某款飲料，可以
獲得每箱 48 次投票機會……
粉絲們瘋了嗎？當然沒有。蔡徐坤用的
口紅、朱正廷同款面膜能成為粉絲之間
的熱門話題，在自媒體人曹樂溪看來，
這是典型的歸屬感消費。他認為，粉絲
們因為相同的誌趣和愛好而聚集在壹
起，結成穩定的社群，從而為自己所認
可的“情懷”掏腰包，為某壹品牌帶來
驚人的購買力，“這就是所謂‘夢想投
資’，往往普通人的成名夢才最具經濟
價值。”
養成，“養兒子”有樂趣又五味雜陳
出生於 1998 年的女生小 P，把《偶像
練習生》中外號叫“小鬼”的練習生王
琳凱稱為“我們的兒子”。王琳凱生於
1999 年，僅比小 P 小壹歲。和小 P 壹
樣懷著“老母親養兒子”的心理追星，
是多數《偶像練習生》粉絲的集體心
態——追星的少女年齡也就 20 歲上下，
但她們深得中國傳統母親的真傳：不計
回報，不問得失，“養兒子”與年齡無
關，甚至可以跨越經濟基礎、社會地
位、地域邊界。在“老母親”們看來，
“養兒子”是壹件既充滿樂趣又五味雜
陳的事。
許多人把《偶像練習生》的火爆與 13
年前的第二屆《超級女聲》總決賽相比
較。《超級女聲》是“偶像來自民間”
的起點，如果說彼時李宇春、周筆暢、
張靚穎這些偶像依賴於自身才華魅力去
吸引粉絲，那麽如今的《偶像練習生》，
則讓人們看到了互聯網時代下粉絲經濟
的新生形態：妳可以不夠完美，但我們
可以共同努力成長，粉絲對偶像的投
入，最終打動了粉絲自己。
在《偶像練習生》裏，觀眾被稱為“全
民制作人”。每次練習生們發言感謝投

票粉絲時，都會說壹句：“感謝為我投
票的全民制作人們，妳們辛苦了。” 
這樣的選秀形式，無疑是過去選秀節目
沒有的，也是首次將主動權、選擇權悉
數交由觀眾的壹次選秀。而“媽媽粉”
的屬性，讓粉絲們對偶像不那麽光鮮的
壹面很是包容：擔心偶像沒有好好吃
飯，粉絲就給他們寄去大堆零食；害怕
偶像被淘汰心情落寞，在他們無法輕易
回復的微博上，粉絲們留下大段鼓勵的
私信……
在《偶像練習生》開播前，節目總制作
人姜濱絕不會預料到這樣的熱度，他對
節目的定位是“壹檔有選秀邏輯的真人
秀節目”。所以在海選階段，並不是完
全按照練習生們的基礎能力來選拔，而
是更看重練習生有沒有符號性和發展空
間，能讓人看到他們的變化。姜濱直
言，“選秀”元素只不過是壹條故事線，
每位練習生在這個過程中的臨場反應和
表現出來的人格特點，才是最需要捕捉
的內容。
出道，如無後續動作，藝人會“放涼”
事實上，偶像團體養成類節目在國內並
不新鮮。幾年前，衛視平臺就曾掀起壹
波養成節目風潮，推出《燃燒吧少年》
《星動亞洲》《蜜蜂少女隊》等節目，
但熱鬧過後迅速降溫。兩年前從《燃燒
吧少年》走出的偶像男團“X 玖少年

團”，當初被寄予厚望，但如今除了有
幾位還偶爾出現在網劇中，多數人都已
淡出大眾視野。藝人經紀公司覺醒東方
創始人紀翔直言：“選秀後經紀公司之
間開始真正賽跑，如果沒有後續和延續
的動作出來，剛出道的藝人很容易放
涼。”
值得壹提的是，參加《偶像練習生》的
100 位練習生，除了 8 位獨立練習生，
其余的來自 31 家公司。這些練習生的
共同特質是都經過專業培訓，時間長短
不壹，但具備了成熟偶像所需的基本素
質，這也使得他們通過節目與大眾初見
面時就已有了偶像雛形。
《偶像練習生》新鮮出爐的 9 人男團
“Nine Percent”將在未來 18 個月內，
以團體形式在大眾面前亮相。18 個月
後，組合就將解散，成員各自回到原本
的經紀公司以個人身份發展。這 18 個
月裏該男團帶來的收益，愛奇藝將與
原經紀公司共享。盡管業界普遍看好
“Nine Percent”的發展，但紀翔擔心
的是，可能未來頭部的幾個藝人會覺得
不公平，“代言、商演都是沖著個別幾
個人去的，但是全團卻要均分這些利
益；反過來說，甲方只需要最紅的那幾
個露面，但是要承擔全團的費用，成本
自然就很高。”
( 中新網 )

《偶像練習生》決賽門票 2.5 萬
元，粉絲懷“老母親養兒子”

心理追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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