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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林中搭棚设置赌场 安排岗哨
通风报信

5月初，通州警方获得线索，有一

伙赌徒长期在京津冀交界地区流动设置

赌场进行赌博活动。

“该赌场规模大，参赌人员众多，

涉赌金额较大，而且为了躲避打击，活

动极其隐秘，一般在人迹罕至的废弃厂

房或偏僻树林里开设赌场。”办案民警

陈涛介绍，所有参赌人员统一专车接送

，每次组织赌博都要更换一次地点，在

京津冀交界的乡村间不停转移场地，近

期已流窜至通州境内活动。

接到线索后，通州公安分局治安支

队成立专案组侦查，并部署农村各派出

所开展摸排。

5月7日16时许，专案组在通州区

南堤寺村附近一处发现大量可疑车辆

聚集，经现场核实，该处聚集的正是

赌博团伙人员日常使用的车辆。经摸

排发现，该伙人员在南堤寺村旁的一

片树林内，搭建了一个简易大棚正在

聚众赌博。

该处树林东、西纵深较长，面积大

约有1平方公里，北侧临近一条公路，

南侧为一条小河。河道最窄的地方约2

米宽，南岸为一处场院的围墙。

“他们具有极强的反侦查意识，在

树林东、西、北侧外围均有人员望风放

哨，放哨的都是年轻男子，或是站着聊

天，或是蹲着抽烟，或是来回遛弯，进

行伪装。”民警介绍，加之树林南侧有

河流作为天然阻挡，一般人根本无法靠

近树林中的赌场。而且一旦被外围“岗

哨”发现，参赌人员就会迅速四散逃离

，抓捕难度十分大。

60余民警夜间抓捕 翻越围墙踏
木板过河

“赌场地处偏僻且周边十分空旷，

如果贸然进入树林极易打草惊蛇，导致

行动失败。”民警介绍，为避免被赌博

团伙设置的放风人员发现，专案组决定

等到晚上天黑以后，趁着夜色掩护，从

树林南侧渡河潜入树林，对赌博人员实

施包围抓捕。

5月7日晚21时许，60余名警力身

着便衣步行至树林南侧场院内，民警们

利用木梯翻越3米高的围墙，然后用木

板搭桥渡河，潜入树林。

“为了隐蔽潜入，我们没有打灯，

也不用手电照明，就借着月光行动。大

家动作都很轻，人数也多，光翻围墙就

花了近半个小时。”民警讲述，在夜幕

下，他们兵分三路分别向赌场靠近。

“一切行动都悄无声息，走进树林里，

就只听见风的声音，以及脚踩在树叶上

沙沙的声音。”

21时40分许，所有警力全部潜伏到

位。“离赌场最近的民警，已经能听见

赌场里面说话的声音，说明距离最多只

有两三米。”民警说，随着一声令下，

大家迅速冲进赌博的大棚里，正在赌博

的人员惊慌失措。

专案组将大棚里的参赌人员控制住

，将赌桌上的赌资和赌具进行了收缴。

而外围放哨的三人，在发现异常后纷纷

向停车场跑去，意图驾车逃跑。但是三

人刚到停车场，就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

民警控制住。

以猜钢镚赌博 34人被抓

据办案民警陈涛介绍，设赌的大棚

用黑色塑料搭建，四周也用塑料布进行

围挡，里面一个两三米长的桌子，上面

放几个碗和钢镚。“我们冲进去时，他

们正围着桌子下赌注呢。看见民警，有

人赶紧把桌上的东西往地上推。当时满

地的现金，后来统计，光地上的现金就

有两三万。”

在清剿的这个赌场里，人员分工明

确，构成基本分为局头、放账、放哨等

。“局头就是这个赌场的组织者，放账

是指当你没钱时，赊账并加利息收钱的

人；另有负责放哨的几个人。”

此外，赌场一般都下午两三点开始

，到夜间12点左右结束，赌场的组织者

还为参赌人员准备了饮料、矿泉水、面

包等，甚至大棚内还有煤气罐和灶具等

烹饪用具。

“他们一般选择位置时，会提前踩

点，选择最为隐蔽的地方，进行搭棚后，

再由赌场的人开车将参赌人员接过来，只

要放哨的人发现异常，赌场人员立马散开

。”民警介绍，“他们选择猜钢镚赌博，

因为可以一次随意押注，其方式简单直接

，同时又觉得这种方式较为公平。”

记者了解到，专案组现场共抓获涉

赌人员34人，无一漏网，参赌人员以猜

钢镚正反面方式赌博，其中还有女性参

与，查获赌资10万余元。参赌人员中，

基本为30到40岁左右的中年外地人，

男女都有。赌场设局的人稍微年轻，平

均年龄在30岁左右。

“参赌人员和赌场的人比较熟悉，

平时也爱好赌博。否则不会轻易被带进

赌场，他们也十分警惕。”民警介绍，

目前，参赌人员将面临行政拘留的处罚

，涉及开设赌场的犯罪嫌疑人，会被追

究刑事责任。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警方渡河夜袭“林中赌场” 抓34人缴赌资10万余元

通州警方渡河夜袭“林中赌场”

组织者为逃避打击在京津冀交界荒僻地点开设赌局，警方突袭抓获34人，缴获赌资10
万余元。

一伙违法分子组织大量参赌人员，利用密林掩护开设赌场，并长期流窜于京津冀交界
地区。近日，通州公安分局在通州永乐店镇南堤寺村旁的一片树林内，打掉一个以“猜钢
镚”方式进行赌博的活动场所，当场抓获开设赌场和参赌人员34人，缴获赌资10万余元。
据悉，自通州警方组织开展“夏季攻势”专项行动以来，截至目前已抓获处理涉赌违法犯
罪人员1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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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美国教育委员会近日汇总了全美

42个州州长的2017年施政演说，并从中归纳出

各州2017年教育施政的几大优先事项。

一是中小学经费优先。中小学教育经费

一直以来都是美国各州政府财政的主要支

出项目。32 位州长在年初的施政演说中，

纷纷将中小学教育列为优先议题，内容包

括增加中小学经费、调整相关经费措施并

改善学校基础设施建设。部分州长更是强

调将中小学经费聚焦于促进教育公平、改

善薄弱学校等。

二是加强职业生涯发展与科技教育。24位

州长都认同职业生涯教育培训与经济发展有密

切关系，为了弥合工作岗位与职业技能的落差

，州政府将增加职业生涯与科技教育的经费、

与企业合作培训特殊专门技术人员、开设在职

进修课程等。

三是招募优秀教师，改善教师待遇。教师

是学生学习成就的关键，17位州长将招募优秀

教师列为优先议题。由于美国多地出现师资不

足的现象，部分州长强调2017年将积极改善教

师待遇，提供教师专业成长的机会。

四是推动可负担的高等教育。美国高等教

育的高昂学费，使许多学生望而却步。15位州

长提出高质量且可负担的高等教育蓝图，主要

措施包括控制学费涨幅、提高奖学金、提供免

学费的社区及技术学院等。

五是提升科技运用。科技的运用被列为学

校的重要辅助教学手段，11位州长在施政演说

中强调将改进教师与学生的科技运用，包括提

供高速网络，升级教学的科技设备等。

六是重视学生的学校选择权。美国新任教

育部长贝齐· 德沃斯是教育选择权的倡议者，

尽管目前新措施尚未出炉，但已有10位州长作

出响应，主张学生有权选择学校，相关措施包

括扩大教育储蓄账户等。

2017年美國教育聚焦六大優先事項

托福是学子们留学美国需要参加的考

试，然而，有些学子们留学美国研究生是

不需要参加托福考试的。本文中，与大家

分享五种不需要参加托福考试就可以申请

美国研究生的情况，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

帮助。

一、留学美国研究生不需要参加托福考试

学子-海外本科生

我们指的是从高中毕业后就进入海外

高校攻读本科的学生，这里的海外高校包

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语

国家。我们在浏览美国大学网站的时候都

会看到这样的信息：”All applicants whose

native language is not English but have re-

ceived their entir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an English-speaking country can be

waived the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海本学生凭借这一规定可以轻松躲开学校

严格的语言要求，这是海本学生享受到最

大的一项福利。像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

传播学院，要求申请人必须提供托福114分

之上。而海外本科生则不用顾虑这一点，

可以投入更多时间和经历在gre以及实习活

动上。

二、留学美国研究生不需要参加托福考试

学子-海外转学生

有些中国学生在国内读大学期间，转

到国外继续本科学习，通常在1-3年内完成

本科学位，并不需要四年时间。他们的特

殊之处在于，一方面可以拿到美国大学学

位，另一方面他们的教育经历只有一部分

是在国外。从第一点他们是可以免掉托福

考试。但是严格来说，有的学校要求全部

大学学业必须都在海外。例如普林斯顿大

学规定只有以下情况可以免考托福“appli-

cants who have received their entire under-

graduate education in an English-speaking

country”根据普林斯顿的要求，转学生就要

参加托福考试了。再看看哥伦比亚大学研

究生院规定 “Applicants who have studied

for at least two years at a U.

S. institution can exempt

from TOEFL or IELTS”根

据这个说明，只要在申请的

时候在美国读书满两年时间

，就可以不用提交托福成绩

了。但是如果只在美国读了

一年，就要参加托福考试了

。

给大家的建议：如果时

间充裕，尽量参加托福考试

，不要到美国研究生留学申

请关键时刻发现学校要求提

供托福成绩，每年都有学生

因为这样的情况而错过截止

日期，非常可惜。

三、留学美国研究生不需要参加托福考试

学子-合作办学项目的学生

国内外高校开展的合作办学项目，按照2+2

或者3+1的模式完成本科学位。跟转学生的

情况比较相似，他们也是有部分教育经历

在国外完成。合作办学的项目通常最多可

以有两年的时间在海外学习。上一条我们

提到有些学校可以给“在海外学习两年以

上的学生免考托福”的要求不同，这样学

生在申请美国研究生的时候，往往是只完

成了一年的学业，不符合大多数学校的免

考要求。建议这些项目的同学们，一定要

做托福考试的准备。

四、留学美国研究生不需要参加托福考试

学子-海外硕士研究生

这一点尤为特殊。有些同学在国内完

成本科学位之后，会选择到英美国家学习

硕士课程。这种情况下，经过1-2年的学习

，他们可以获得硕士学位。跟本科学位不

同，获得硕士学位的学生，即使从研究生

一年开始在国外读书，也不能完全确定可

以免掉托福成绩。之前有学校明确规定只

有本科生可以免考托福。硕士必须考托福

。尤其是在英国完成硕士课程只需要一年

。很多美国大学仍会要求这部分去美国读

研究生的孩纸提供托福成绩。

五、留学美国研究生不需要参加托福考试

学子-海外工作人员

在我们接触的MBA申请者中，有一部

分是在英美加等国家工作多年。这部分申

请者一般是要提供TOEFL成绩的。但是也

有个别情况，有些学校规定，只要申请人

在美国工作两年或更长时间，即可免掉托

福成绩。

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要考托福成绩的

。比如Vanderbilt University范德堡大学对于

免托福的要求是“applicants have lived and

worked in an English-speaking country for

the past two or more years.”

留學美國研究生
這些人不需要考托福

去美国留学的国内学生一般

会有或多或少的名校情结，那么

申请美国名校的话，有什么技巧

呢？今天就来为各位进行详细介

绍，希望能够对你们有所帮助。

自身硬件条件是敲门砖

美国TOP30院校对硬件条件

要求较高，托福成绩105分以上，

或雅思成绩7.0以上，SAT2100分

以上(旧分制)，GPA3.6 以上。如

果申请硕士，还要提供GRE成绩

，商科需要提供GMAT成绩。

硬件条件满足，基本可以入

招生官的法眼，当然这不是唯一

录取标准，但这是录取的主要因

素。所以想突破美国TOP30名校

，申请者在学习成绩及语言成绩

一定努力刷分，提前做好准备。

背景提升是拉开竞争者距离
的关键

美国院校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

，除了考评学生的学习成绩，还要

考评学生的毕业院校背景、领导力

、创新能力、是否有特长、获得过

奖项、是否有爱心、课外活动、社

会经历等。如果申请者学习成绩优

秀，但活动背景一片空白，背景没

有亮点，由于竞争激烈，很容易被

淹没在申请大军中。

如果学习成绩一般，可以在

背景提升方面来弥补不足，为申

请加分。建议申请者提前一年准

备，多参与课外活动。

选择背景提升项目要与申请

院校相匹配。美国名校招生官虽

然非常想看到学生成功参加的一

系列科研实习项目，但更想看到

的是学生是否具备取得成功的能

力，以及未来能够在本研究领域

内做出什么贡献。在申请过程中

，不要只告诉招生官你有多优秀

，而要告诉他们你的优秀是否与

他们的需要相匹配。

院校不同，招生官录取标准
各有不同

1、哈佛大学(HarvardUniversity)

招生官在几个不同的方面使用

代码来给申请人评分——学业方面

的、学业以外的贡献、个人素质等

，但最后并不会将他们综合起来，

给申请人排名次、排次序。

2、耶鲁大学(YaleUniversity)

招生官从多个不同的方面给

学生评分一学业方面的、非学业

方面的、老师推荐、面试评价。

但这种评分不会作为一种公式来

决定录取谁、不录取谁。这些评

分仅仅是一个记号。

3、杜克大学(DukeUniversity)

招生官有六种评分，包括学

业能力、班级表现、标准化成绩

、课外活动、申请短文、以及推

荐信与面试结果的综合考察。

4、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Univer-

sity)

招生官对学生的评分有两种

，一种是对学业能力的评分，主

要是根据客观的标准打分。通常

用学业指数作为这个评分，但招

生官员可能根据自己的判断对这

个分值进行加减，以进一步区分

候选人。另一个评分是关于个人

的素质，主要通过个人性格加上

课外活动、老师评语和学生作文

来综合评定。

明确自己的定位和未来职业
规划

申请美国名校，有的院校需

要通过skype或电话面试，招生官

会问及申请者的未来规划，在面

试前最好理清思路，就读该专业

的未来规划、未来发展方向，让

招生官明白你是否喜欢该专业，

明确自己的定位。

选择院校和专业切忌盲目追风，

专业选择关系到未来职业方向，

要明确自己是否对该专业感兴趣

，将来才能在该领域更好的发挥

自己的内在潜力。

美国留学名校的申请
技巧你熟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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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殇墓园的

守墓人
清明之际，我随湖南关爱老兵志愿者团队去

云南腾冲国殇墓园祭拜，那里埋葬着数千名滇缅

对日作战中阵亡的中国远征军将士。飞临腾冲一

带上空，从舷窗向下看，只见那高黎贡山连绵起

伏，山道蜿蜒交错，如一幅展开的战略地图。这

座“极地之城”承载着一段苍凉的历史，日军将

那场战役称为“玉碎”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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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晴，腾冲市国殇墓园里

正在举行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祭拜仪

式。

墓园最高处小团坡上的短剑形纪

念碑沐浴在阳光里，这是远征军第20

集团军为在光复腾冲时阵亡的将士设

立的。小团坡呈圆锥形，由其顶向下

、四面的斜坡上，呈放射状安放着

3346个一尺多高的小墓碑，“一碑、

一罐、一把骨灰”，每个墓碑上都镌

刻着名字和军衔。

这些名字并不与下面的骨灰完全

对应，当年阵亡将士的躯体大多支离

破碎，难以辨认区分，只好集体焚化

，再分装到骨灰罐里。

此时正在致祭文的李正是中国抗

战史学者，今年已经72岁，他对远征

军的历史研究执著严谨，总要到山野

里、到幸存老兵那里去叩问考证。

还有人专程从外地赶来凭吊老兵

。湖南老兵之家的志愿者在此前一天

来到墓园，为阵亡将士带来了家乡的

泥土、水和酒。

这些志愿者多年来一直在寻找和

照料抗战老兵，也看到他们大多贫病

交加、晚景凄凉，再没有当年与日军

拼杀的风采。

很多老兵受到过政治运动的冲击，

二十集团军的少校参谋张子文战后蹲了

26年监狱，有位老兵吓得向志愿者下跪

，求他们不要追问过往。20集团军中将

参谋长刘召东、预备2师少校参谋兼谍

报队长石大用被执行枪决……

2

滇西抗战纪念馆副馆长伯绍海是

这次祭拜活动的承办者之一。他不太

像个公家人，更像是一位民间学者，

用他自己的话说则是：“我是一个守

墓人”。

伯绍海穿得松松垮垮，头发略卷

曲，大部分时候脸上表情冷峻，眼神

也冷淡。他不但做滇西战史的研究，

还参与关爱抗战老兵和留守儿间的公

益活动，在这个圈子里颇有名气。或

许是因为那副不羁的模样和这份热肠

，熟悉他的人都叫他“伯少”。

“云南的腾冲、龙陵和缅甸的密

支那，是日本军人最不愿意提及的三

个城市，他们在这里遭到惨烈的失败

，其中腾冲是中国收复的第一个县城

。这三个城市都是中国远征军打的

（联合美军、英军），都胜了，却也

是惨胜。”伯绍海讲述那段历史时，

语调低沉。

“那里面埋着咱们的恩人，千万

不要去糟蹋他们的灵魂。”“那里面

埋着咱们的恩人，千万不要去糟蹋他

们的灵魂。”

1942年5月，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

入缅作战失利，孙立人将军撤往印度

，杜聿明将军败走野人山，日军第56

师团趁势以机械化部队突入中国滇西

，边境重镇腾冲沦陷。

除了军事占领，日军还在腾冲建

立了行政管理机构行政班本部，田岛

寿嗣任部长。日军把李正邻居家的房

屋用作军火库，武器弹药堆满了房间

。邻居不忍自家的房屋帮助日本人，

就偷偷将一面镜子丢到屋顶，设法通

过谍报人员通知了盟军第十四航空队

。不久，飞机联队破空而至，以镜子

的反射光为标识投下了炸弹。第一波

炸弹误炸李正家，家里房倒屋塌，三

位亲人被炸身亡。

日军遭到攻击后立刻展开搜捕。

李正母亲即将临产，也随着左邻右舍

逃出城外，在一个叫当嘎的地方遇到

一队日军正和远征军的游击军对峙。

一群老小慌忙藏身在山林里。

经过一路惊悸颠簸，母亲动了胎

气，生下了一名女婴，是李正的姐姐

。生产时，母亲怕惊动不远处的日军

，紧咬牙关不吭一声，可孩子一落地

就哇哇大哭，吓得众人慌了神。为母

亲接生的人看见有个逃难的人家带了

木盆，就吩咐用木盆扣住刚出生的姐

姐。盆下的哭声越来越微弱，日军退

去后，姐姐已经闷死在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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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4月，何应钦签发反攻滇西

的命令，5月，霍揆彰率第20集团军横

渡怒江，仰攻高黎贡山，进击腾冲城

。

伯绍海说腾冲之战的很多硬仗都

是团长、营长带队冲锋，100多天的时

间，阵亡军官1234名。忠烈祠的右侧

，有一块不起眼的墓碑，就是纪念他

们的将校碑。少将覃子斌、少将李颐

……对我而言是陌生的名字，对伯绍

海却是喋血沙场的英魂。

被部下称为“老虎爷”的594团团

长覃子斌，阵亡于高黎贡山北斋公房阵

地。高黎贡山是腾冲城北面的天堑，最

高海拔5000多米，山下是大热天，山顶

却是云雾蛮瘴、奇寒苦雨。山的陡峭处

仰角达七八十度，覃子斌带军蹬着岩石

、抓着山草向上攻。日军凭险据守，在

山上只要一两个人，架一挺机关枪，一

个团的人都上不去。

覃子斌攻到最高处的冷水沟，日

军在两个山头修筑了坚固的碉堡，周

围以战壕工事层层环绕，对隘口通道

形成交叉俯控之势。远征军冲上阵地

，日军以机枪扫射，火炮采用瞬间引

信，出膛十几米就爆炸，冲锋士兵的

尸体像小山一样堆积起来，后来者把

机枪架在尸堆上还击，鲜血和雨水汇

在山沟里飞溅奔流。

覃子斌当时已经52岁了，是远征

军中资历最老的团长，进击时他却冲

在队伍前面，在北斋公房前遭到机枪

扫射，身中数弹，大腿粉碎，血流不

止而阵亡。士兵把他的遗体抬到坡地

上的一棵树下，师长叶佩高率师部官

兵赶来默哀凭吊。

我在腾冲时，李正老师和志愿者

发起了寻找覃子斌后人的行动。他死

后，留下了3个未成年的女儿，可现在

没人知道她们在哪里，是否还活着。

她们若仍在世，最小的也该有80多岁

了。

李颐是黄埔军校6期的学生，阵亡

于腾冲巷战。日军接到56师团司令部

“玉碎腾冲”的命令，在每街每巷都

修建了地下碉堡，拼死抵抗，李颐和

他的5团每天只能推进十几米。

攻克腾冲的前一天，李颐被子弹

击中，却拒绝包扎，仍持冲锋枪封堵对

方暗堡的火力。倒下时，他说：“不知

今年海棠如何？”新婚妻子来接他的灵

柩，大哭说：“还我的人。”

我来到美军墓碑前时，下起了雨

，雨点打在火山石刻成的镶地式碑石

上，洇出片片铜钱大小的水渍。

很少人知道，在滇西抗日战场上

还有一支4000多人的美国顾问团，史

迪威将军的副手多恩任总司令。按照

协议，顾问团负责战术指导、教授兵

器使用和地空联络这些工作，不必上

一线战场。可21岁的夏伯尔被死亡和

鲜血激起了斗志，随592团的士兵一起

冲锋，在高黎贡山灰坡阵地阵亡。

少校梅姆瑞的名字也在墓碑上，

他是被日军的炮弹炸死的，那时他的

第二个女儿刚出生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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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墓园的祭拜仪式，李正、伯

绍海与十几名志愿者又登上位于腾冲

城南的来凤山，在文笔塔前凭吊阵亡

在这里的预备2师6000多名将士。

文笔塔塔身如笔，泮池如砚，所

处地势险要，曾经是日军的一个主阵

地。当年日军为了开阔射界，把来凤

山上的大树都砍掉了，现在山上已经

是树影重重，松柏森然，成了森林公

园。

日军修筑的环形工事依然清晰可

辨，就在我的脚边，散兵沟里积了一

层潮湿的黄叶，日军就是蹲在这里面

向冲锋而来的远征军不停地扫射。

来凤山高出腾冲城所处的坝子300

多米，是腾冲南面的天然屏障。日军

深知其中利害，这在里苦心经营2年，

修筑了非常坚固的堡垒。李正说，日

军以指挥官的名字命名他们的阵地，

樱阵地、梅阵地、松阵地……阵地上

的山炮、步兵炮、重机枪及指挥所都

是半地下工事，并以粗大的树干覆盖

，层层防护，炸弹都炸不开。

预备2师的将士踏过竹签阵，剪开

铁丝网，一个排、一个连冲进去，立

刻被日军的机枪扫倒。子弹从6团一位

连长张剑山的喉管擦过，鲜血流下，

他摸摸脖子后面，知道没被打穿，说

了声“还好”，继续向前冲锋。士兵

也没人敢后退一步，因为团长有令：

除伤者和通信兵外，不论什么人，有

后逃者就地枪决。团部特务营持冲锋

枪在后面督战。

美军出动数十架B-25战机助战，

对日军阵地进行密集轰炸和机枪扫射

。远征军的山炮火力同时向敌堡垒集

中射击，炸起得土石和硝烟让人面对

面都看不清对方。预备2师趁势冲入敌

阵，与日军展开肉搏战。机枪手见敌

我绞杀在一起，不知道该往哪儿打，

只好丢了机枪，加入肉搏。

经此一战，来凤山遍山弹痕累累

，血迹斑斑，到处是破碎的肢体和散

落的枪弹。李正老师小时候常来山里

寻弹壳，一颗机枪子弹能卖2分钱，次

日的早饭钱就有了。

战后腾冲的百姓把很多军用物资

改为了家用。李正那时穿得背心都是

降落伞改成的。有位老乡正在杀猪，

细看那杀猪刀——是一把中正军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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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腾冲街头，我遇到一位老人，

他的身材不矮，但肩背弯曲前倾，人

就低了几分。他正要过马路，却仍半

低着头，白发垂到耳边，站在车流、

人流前一副不知所往的样子。同行的

李正老师叹了一声，“这个人的一辈

子太可悲。”

老人姓彭，他婴儿时期却有一个特

殊的名字——田腾裕亚雄，他的生父正

是腾冲行政班本部长田岛寿嗣。腾冲沦

陷时，他的母亲蔡兰惠是一名中学毕业

生，容貌俊美，逃难中与家人失散，后

被伪县长送给了田岛。田岛在日本已有

妻子，但为了表示“中日亲善”，还是

与蔡兰惠举办了婚礼，以“腾冲的姑爷

”的身份笼络人心。

彭先生出生那天，两军正在腾冲

进行巷战，蔡兰惠躲进地下掩体生下

了他。田岛的翻译白炳璜为她接生，

用刺刀割断脐带，又从阵亡士兵的身

上割下一片衣物，将婴儿包裹起来。

田腾裕亚雄这个名字，是田岛调离腾

冲前取好的。

分娩不久的蔡兰惠在财神庙被俘

。预备2师的一位连长孙剑锋在回忆录

中简要记叙了审讯蔡兰惠的过程。

审讯者问：“你是知识分子，为

什么甘心事敌，嫁敌人行政班本部长

田岛？”

蔡惠兰答：“我是牺牲小我，完

成大我。日本来了，前方、地方文武

官员闻风而逃，任由几个汉奸为虎作

伥，蹂躏地方，鱼肉人民，我心不忍

。嫁给田岛，我营救不少人。”

蔡兰惠与18名慰安妇被押送保山

市的路上得了病，断了奶水，出生月

余的彭先生躺在母亲怀里奄奄一息。

走到一个叫上营的村子，押送蔡兰惠

的士兵对她说：“孩子跟着你走，活

不下去的，赶紧送人吧。”

蔡兰惠听了劝，把儿子送给了当

地的一个彭姓人家。多年以后，彭先

生的姨妈四处寻访，找到他、认了亲

，倾力照顾这个孤苦的孩子。

彭先生小时候总被骂“日本猪”，

受了很多欺辱，懂事起就养成了低头走

路的习惯。长大了，没有姑娘肯嫁给他

，姨妈让自己的女儿和他结了婚。

60年代，彭先生的日子过得愈加

凄苦，听缅甸过来的人说在那边见到

了田岛，还做了缅甸人的女婿，讲的

情形很真切，就决定去找他。

临走时，他买了一包糖块，用报

纸裹了，当作给生身父亲的见面礼。

在边境上，边防兵检查他的行李

，翻出了那包糖，展开了那份报纸。

因为报纸上有国内的政治新闻，兵怀

疑彭先生是敌方的间谍，他立即被捕

，后来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从此，他

就断了寻亲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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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9月14日，中国远征军克复

腾冲。李根源倡议在来凤山麓修建阵

亡将士墓园，引屈原《九歌?国殇》的

篇名作为墓园的名字。几名地主让出

了拟作墓园的那片土地，国外华侨汇

来捐款，很多腾冲人把自己准备重建

家园的一点钱、几截木料都捐了出来

。

阵亡远征军骨魂安葬到墓园的那

天，腾冲街巷涌出潮水般的人群，摆

出香案，哭泣、呼喊、祭拜……人们

请来法师做了水陆法场，诵经念歌、

超度亡灵。一位当地的老人回忆说，

连日军也一起超度了：“让他们还是

回家吧，他们家里也有妻子也有儿女

也有父母，不要再来干扰腾冲人民的

生活。”

李正小时候常常随父亲来国殇墓园

，被命令背诵国民党大员的那些题词。

至今，每有讲座，他还要背诵于右任先

生的题词：为世界，卫正义，为祖国，

争自由，腾冲一战，碧血千秋。

“文革”时期，腾冲人告诉自己

做了红卫兵的儿女：“那里面埋着咱

们的恩人，千万不要去糟蹋他们的灵

魂。”

墓园还是没保住。1969年的一天

，一群身着军装的“造反派”闯进墓

园，先是把纪念塔炸倒，断为三截，

然后用铁锤砸毁纪念碑、墓碑和英烈

祠内记着阵亡将士名录的壁刻。据传

，这些人是“四野”的部队，解放战

争时与远征军的部队打过血战。

70年代，国殇墓园被改为腾冲县

委党校，那些残破的石碑，有些作了

走廊、台阶的垫脚石，有些被人捡走

，作了捣衣石或别的用场。

李正说，家国记忆不能泯灭。1984

年他上书腾冲县委，呼吁重修国殇墓

园，经过一层层审批，他拿到了盖着

红印章的批复文件，开始了艰难的重

建工程。李正和他的同事们四处寻访

，收集失散的文物。

大部分墓碑没有找到，找到的那

些也由于日月磨损，很难辨认主人的

名字。他们只好尽力把破碎的墓碑拼

接、拓片，请书法家依照原来的大小

、笔迹，重新篆刻制碑。最终重刻了

3346块，大概是原来的一半。

唯一完整的是英烈祠的匾牌，因被

一户人家拿去做了床板而幸存下来。

2010年，政府又依着墓园修建了

滇西抗战纪念馆。馆中收藏了2万多件

抗战文物，“全部是实物，没有复制

品，”伯绍海参与了筹建和布展的过

程，“全国的抗战纪念馆很少有能做

到这点。”

文物大多是民间捐献的，20集团

军54军军长阙汉骞将军的外孙捐赠的

文物摆满了一个展厅，旅美华侨陈灿

培在海外市场见到抗战文物就买下来

捐给纪念馆。“我们资金困难，很多

捐献者都是自付邮费。”

前几年，国民党要人蒋孝严、郝

柏村都曾经来墓园参观祭拜。郝柏村

是远征军老兵，走时留下了一套《抗

战时滇印缅作战总检讨》。

如今，伯绍海他们已经在全国做

了7场抗日主题的展览。他说，做这些

不是为了宣扬仇恨，只是希望人们能

够知道那段历史、记得那些为国家争

自由而死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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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成习惯锻炼意志

我71年生人，88年从成都移民至

美。刚到美国时17岁，读了两年高中

，然后进入纽约大学学习计算机专业

。80年代电脑流行开来，自己对程序

和软件产生了异乎寻常的热情，所以

就选择了电脑方向，之后在高盛做网

络硬件维护。

工作二十年后，我再次进入大学

攻读网络安全方向。曾经也有不少机

会可以去中国工作，但考虑到竞争环

境激烈，在美国可以在工作外有一份

爱好，而狩猎就成为了我一生的追求

。

现在我的理念也影响到了孩子。

大儿子已经17岁，和我一样也爱上了

电脑，并和我一样都在纽约大学攻读

网络安全。在报考期间，孩子把父亲

读书钻研网络安全的故事告诉给学校

的老师，同时将我如何狩猎、保护动

物的故事一并讲给他们。

事后我才知道，我的故事也是校

方最终考量我儿子成绩的重要指标之

一。最终我们父子俩成为了校友，一

同学习，这也增进了我们父子的感情

，两人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

网络安全相当重要。手机与电脑

是一样的，每个人的手机中都有家庭

账户，还有很多私人的资料，因此在

未来，网络安全将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曾经想过，就好像我们所说的狩

猎文化，保护我们的物种与自然是狩

猎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只有我们

尽到了保护的责任，才可能取之于未

来，取之于自然。

学习和狩猎一样，都可以锻炼人

的意志品质。对我而言，坚持不断的

学习让我养成了不放弃的习惯，最终

也应用到狩猎当中，让我不管是严寒

还是风雨都不会放弃，都会坚持下去

；同时也告诉自己，要想办法自己解

决问题。有时候在最艰难的时候，并

不是依靠意识可以撑下去的，而是习

惯起到了决定的作用。

从一片空白到专业狩猎

说到狩猎，很多人都不能理解这

样一种文化，其实我也不是一开始就

迷上打猎的。美国的娱乐活动相当丰

富，和中国不同。在中国大家都喜欢

在闲暇时光看电影、唱卡拉OK、玩牌

打麻将；但是在美国大家都喜欢亲近

自然，喜欢与自然有关的娱乐活动。

在刚开始的时候自己其实并没有

接触到狩猎，而是爱上了徒步越野

(Hiking)，并跟随不少朋友在周末闲暇

之余走进大山丛林，有时候六英里，

有时候十几英里，因此对自然比较熟

悉，懂得一些野外生存规律。遇到动

物的原则是不要触碰，要爱护动植物

，这点其实和狩猎的原则是一致的。

那时候我的大儿子对射箭产生了

兴趣，因此我就和他一同练起了射箭

。孩子就是凭兴趣玩玩，但我却越来

越感兴趣，箭法也越来越好。正巧同

事喜欢狩猎，就和他一起走进丛林，

开始了狩猎的生涯。刚开始打猎都是

人带人，不过同事只是把我带进猎场

，但怎么打猎不会教你，只能自己去

搞清楚，怎么考猎照，怎么挑武器。

我之后带的华人新猎手参加狩猎

之前，对狩猎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

狩猎还需要猎照。因此我就考虑将美

东三个主要猎场的法规条款，以及对

于狩猎的法律规定翻译过来制定成册

，为华人朋友们认识狩猎文化提供帮

助。随着华人猎友的不断增多，我们

和纽约渔猎局进行协商，希望由我们

提供帮助，针对华人增加中文的猎照

考试。

纽约规定只有拿到猎照3年后才可

以申请考试成为一名猎照培训教官。

我2014年 9月开始打猎，希望2017年

可以考取这个执照，这样就可以更专

业的为华人朋友服务，真正成为一名

专业猎导。

首次命中 狩猎经历中的转折
点

要说刚刚狩猎那会，其实也是一

个摸索的过程。我刚开始的启蒙老师

是一个白人同事，作为猎人一定要有

很好的狩猎习惯，刚开始猎物从眼前

走过，看到了也打不到，只有经过一

次次的磨练才可以有所收获。

说到我的第一次，还是在2014年

。当时在新泽西的一个猎场，清晨7时

左右，我坐在猎人专用的树挂上(树挂

：打猎中在树顶放置的座椅，猎人坐

在树挂上等待猎物上钩)等待了约一个

多小时后，突然发现一只公鹿向我走

来。可能是我隐蔽的很好，这只鹿走

到了离我只有4、5米远的地方。这时

我的心已经快要跳出嗓子眼了，自己

都能听到心脏砰砰跳。

我在2秒的时间内拉弓放箭，接着

听到一声“咔”的声响，目标被射中

。我高兴地几乎跳起来，立即下树查

看，遗憾的是地上毫无血迹，这只受

伤的公鹿也了无痕迹的跑走了。等到

中午走出丛林猎友告诉我，没有血迹

说明我很可能射中了鹿的肩胛骨，没

有造成严重的创伤。

不过我没有放弃，吃过午餐再次

进入丛林在附近寻找。走着走着，忽

然就看到前面40码处又有一只公鹿向

我走来。老天作美，我心中一阵狂喜

。而我完全没有隐蔽，只能以半跪的

姿势将弓拉满瞄准，一箭射去，目标

再次飞也似的逃走了。

再一次打空让我当时的心一阵刺

疼，近在咫尺的目标又一次失去，也

让我懊恼不已。不过就在我去将箭捡

拾回来时，惊喜的发现箭身上都是血

迹。原以为是锋利的箭头划破了我的

手，后来发现我已经命中目标。我兴

奋地大叫，完全不顾左右，给同伴打

电话向他报告喜讯，而这只鹿就躺在

了离我射出箭一百码远的位置没了呼

吸。

增加集体意识 建立强大自信

说完了我的首次狩猎成功的经历

，还要提及剖猎，也就是如何将猎物

最终变成可以食用的肉材。这是每一

位猎人狩猎完毕后最重要的环节，也

是狩猎文化展现集体意识，展现大家

相互帮助扶持的精神。一个人叫狩猎

，多人叫围猎。大家在一个猎场，相

互配合、发现猎物，并将猎物按照团

队的意图向某个方向进行驱赶，这是

打猎时最基本的方式。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阵地监视着猎物，并最终使出致

命一击。

之后的处理猎物更是要求团队合

作的环节。狩猎法中规定，猎季猎人

只可以猎杀有三只尖角的雄鹿，也就

是完全成年的鹿。一头鹿最少也要有

100多磅，两个人抬要非常吃力，大家

要齐心合力将鹿抬出从林，并立刻进

行解剖，处理鹿肉。

这时我就用到了曾经Hiking的经验

。由于天色已经全黑，我用一个头灯

引路，与同伴将鹿深一脚浅一脚的抬

出丛林，最终花了3小时到达汽车营地

。

周易第一次狩猎成功用的弩。

然后就是将鹿肢解的过程，刚开

始自己甚至不知道从哪儿下刀，都是

一只又一只，一刀又一刀的割下去才

知道哪些方法是科学的，真的和庖丁

解牛的道理一致。最终取出鹿肉并妥

善保存，同时将鹿的内脏及鹿骨等掩

埋。

我觉得狩猎是自我锻炼的方式，通

过它，自己也逐渐变得更强大，更珍惜

与同伴的友谊。有一次我和一名华人猎

友进山打猎，遇到大暴雨在山上被困5

个小时，最后警察上山才将我们救下。

在这样患难见真情的时刻，两个人相互

扶持、信任才可以渡过难关。

狩猎帮助自然达到平衡

目前还有很多人都对狩猎有不少

的误会，我的小儿子更是怀疑的问我

，为何要捕杀小动物？我想说的是，

狩猎是人类在几千年前生存的方式，

在现代文明社会，狩猎逐渐变成一种

休闲方式。美国的自然保护区每年都

会规划猎场供猎人们打猎。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维持动物

数量的平衡。由于现今天敌逐渐减少

，驯鹿在加拿大以及美国北部泛滥成

灾，植被被大肆破坏，当地政府甚至

要雇佣猎手去捕杀猎物。如何要通过

狩猎保护物种呢？这里要说明的是，

美国公共猎场对狩猎的季节和时间规

定得非常严格，基本是日出开猎、日

落息猎。而且对狩猎枪支在不同的季

节和时间都有要求，比如：火筒枪有

其专门的使用季节，弓箭季节不能使

用来福枪，来福枪(步枪)季节可以使用

弓箭，母鹿季节不可以猎杀公鹿，公

鹿季节几只角以下的公鹿是不可以打

的，幼小的鹿和熊不能轻易射杀。

还有就是捕猎是有些州可以对动

物下诱饵，有些州则不行。所谓诱饵

，就是喂食或是模仿其叫声来引诱动

物自投罗网。我有朋友曾去美国最北

部的缅因州猎熊，在那里猎人可以在

猎季前提前进入猎场，在固定地点给

熊喂食，然后通过绑在树上的摄像装

置观测熊来取食的时间规律。狩猎当

天再烧熊最喜欢吃的蜂蜜，这样的手

段一用，熊还如何逃脱猎人的枪口？

猎友们守了一个星期，高高兴兴的打

了两头熊回来，但这一切也需要猎人

把功课做足才行。

相比之下，宾夕法尼亚、纽约、

新泽西等其他州，下诱饵的做法是非

法的。其他的引诱方法每个州的规定

都不一样，而且规定的很详细，所以

要仔细了解当地的狩猎指南才行。这

里既有狩猎规则，也有对猎人的道德

和运动精神要求。

狩猎方式大概可以分外枪支、弓

箭、陷阱等几种，每种狩猎方式都要

经过各个州的培训和考试，狩猎也是

需要“持证上岗”的；狩猎的时间、

地点、武器要求很严格，而且捕获的

动物不允许买卖，各种法规极为严格

，马虎不得。

在熟悉了狩猎的内涵之后，大家

一定对狩猎有了新的了解，也对我有

了更多了解。也希望华人民众离开棋

牌桌，离开电视沙发，走进自然，加

入到这项有趣，又能够给人精神鼓舞

的运动中来。

周易：狩猎教给我的那些事
美国的娱乐生活丰富多彩，但狩猎却刚成为华人圈子里的新兴运动。有这么一群华人专情于狩猎活动，并立志传播

狩猎文化，他们希望让不了解美国狩猎文化的人消除误解，享受这个来自人性原始本能的娱乐活动。

我叫周易，大家都叫我托尼周(Tony Zhou)，是一名计算机工程师，也是一名出道近3年的华人猎手。狩猎文化是全球

都很流行的一种民间文化，在美国更是在严格的法规下让民众可以享受狩猎的乐趣；通过狩猎活动还可以让自然生态物

种达到一定的平衡。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打猎时的一些心得和美好瞬间吧。



BB66傳奇人物
星期一 2018年5月14日 Monday, May 14, 2018

马哈蒂尔与纳吉布“师徒对决”

我们为什么要关注邻国马来西亚的

这次大选，事实上是有很多原因的。

首先，无疑是这次大选结果出乎

意料。《联合早报》称，马来西亚一

夜变天。新华社文章分析称，对于马

来西亚政坛老将马哈蒂尔来说，带领

一个全无执政经验的反对派阵营在大

选中绝地反击几乎是“一项不可能的

任务”，但他做到了。

现任政权国民阵线执掌马来西亚

长达60年。马哈蒂尔曾经也是国民阵

线的一员，2年前，这位老将“反水

”了。2015年，马哈蒂尔所领导的希

望联盟成立。

在这里多说一句，马来西亚的政

体和英国类似，实行君主立宪制，穆

罕默德五世是国家元首，但实权在内

阁。马来西亚的大选实是选党派，在

下议院占多数席位的党派获得组阁权

，党派的党魁出任总理。

马来西亚此次大选还有一个看点

就是马哈蒂尔和纳吉布的关系。

64岁的纳吉布是马来西亚第二任

总理拉扎克的儿子，于2009年出任马

来西亚总理至今。事实上，一开始两

人的关系并不差，纳吉布还曾在政治

上受过马哈蒂尔的提拔与教导。2009

年他出任总理也得到马哈蒂尔的帮助

。

但近几年，两人关系急转而下，

马哈蒂尔称:“我人生中最大的错误,就

是选中纳吉布(当总理)……”2016年

，纳吉布开除了马哈蒂尔儿子——穆

克利兹的党籍。

2015年马哈蒂尔在他的博客上撰

文炮轰纳吉布，呼吁不再获得人民信

任的纳吉布下台，否则国阵将在下届

选举败北。另据报道，纳吉布主导设

立的国家投资基金“一个马来西亚发

展公司”卷入巨额负债风波（该案在

马也是家喻户晓），马哈蒂尔指责纳

吉布贪腐，要求他下台，纳吉布则否

认有不法行为。

马哈蒂尔指出，虽然政府面临巨

额债务，但作为总理，纳吉布竟然购

买了豪华专机，并指众人均知道这专

机不只是为了公干，也是纳吉布和其

夫人罗斯玛的私人交通工具。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

院研究员许利平告诉政知道(微信ID:

upolitics)，打“反腐牌”是马哈蒂尔所

在的希望联盟胜选的原因之一。

许利平认为，希盟取胜的主要原

因是成功制造了马来人海啸，通过拉

拢老牌巫统（是指马来民族统一机构

，是马来人政党，为国民阵线的组成

党派之一）政治家站台，打反消费税

牌，来拉拢马来人这个选举基本盘。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研究员

石沧金受访时表示，纳的贪腐问题只

是催化剂，包括马来人在内的很多选

民希望国家有一个转变，此前执政超

半个世纪的政党国民阵线存在很多问

题，比如官僚主义问题、贪腐问题、

种族问题等等，积累下来，才有了总

的爆发。

《联合早报》文章认为，马哈蒂

尔效应是希望联盟在本届大选中最大

的助力。

马哈蒂尔当时可能只是撂给纳吉

布一句“狠话。在这场“师徒对决”

中，纳吉布最终败北，而马哈蒂尔则

成为赢家，又站在了新起点上。

多面马哈蒂尔

就像很多政治家一样，马哈蒂尔

的从政之路也是传奇的。

1946年12月，马哈蒂尔以非常优

良的成绩通过了剑桥大学的校外选拔

考试。因为支付不起学费，他被迫放

弃了赴英国上学的机会。但他求学深

造的心不死。之后，成功申请到新加

坡爱德华七世医科大学深造。医学科

班毕业后，马哈蒂尔成为了一名医生

。

从医期间，马哈蒂尔抱有政治热

枕，年轻的他开始担任“巫统”的地

方政党领导职务，并于1964年开始弃

医从政。当然，从政之路也绝不是一

路坦途，在出任总理期间，他曾经面

临两次政治危机：一次是1987年“巫

统”分裂；一次是1998年的安瓦尔事

件。两次危机都惊险万分，但最终都

平稳度过。

马哈蒂尔是马来西亚执政时间最长

的领导人，素有“政治强人”之称。外

界对于他的从政政绩是持正面态度，政

知道(微信ID:upolitics)注意到，相关分

析称，马哈蒂尔执政22年里，马来西亚

实现高增长。在他领导下，马来西亚从

一个传统农业国发展为电子仪器制造中

心、“亚洲四小虎”之一。

马哈蒂尔的“铁齿铜牙”在国际

上也是出了名的。

作为第三世界的代言人，马哈蒂

尔敢于对西方说“不”。2012年马哈

蒂尔曾在《金融时报》撰文，他写道

：我非常怀疑“欧洲人无错论”。我

特别讨厌他们的双重标准。几个世纪

的霸权使他们相信，他们最了解对世

界来说什么是好的，他们的价值观要

被接受为普世价值观，亚洲的价值观

被视为无关。

关于马哈蒂尔留给亚洲的“政治

遗产”，不得不提泛亚铁路。这一设

想是马哈蒂尔1995年提出的，范围是

从马来半岛南端的新加坡，经马来西

亚、泰国、越南、缅甸、柬埔寨到中

国昆明。2017年年底开工的中泰铁路

被认为是“泛亚铁路”的一部分。

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政知道注意到，马哈蒂尔此次带

领所在党派获胜大选，社交媒体上除

了关注他的年龄外，还非常关注这一

胜选，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2003年，中国前驻马来西亚大使

关登明撰文称，马哈蒂尔对中国一直

友好。在任时（1981至2003年），马

哈蒂尔曾7次访华。1999年至2001年

这三年，马哈蒂尔三次访华。

不过，在此次竞选期间，马哈蒂

尔却抛出对华不太友好的言论。今年

4月初，马哈蒂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若他顺利当选，不仅将对中国

在马投资严加监管，而且将重启南海

问题谈判。

石沧金表示，马哈蒂尔在华人族

群是有争议的政治人物。“我认为，

他在竞选期间拿中国问题做文章更多

是噱头。如果执政后，相信他会重新

考虑同中国的关系，毕竟现在中国的

地位和实力在那里，马哈蒂尔的从政

经验很丰富，不会意气用事，我对未

来的中马关系还是比较乐观的。”

许利平则认为，马哈蒂尔重返政

坛对中马关系会有一定影响，特别是

中资在马来西亚的大项目可能会受到

一定影响，但长期来看，中马关系稳

定向前。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经商参赞

处网站显示，近年来，中马在水电站

、轨道装备、港口、产业园等诸多领

域都有合作。

据中方统计，2017年中马双边贸易

额960亿美元，其中，中方出口417亿

美元，进口543亿美元。中国连续9年

成为马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马来西亚

也是中国在东盟最大进口来源国。

统计数据显示，马来西亚的经济

目前正强劲反弹，去年的增长率升至

5.9%，能否延续上一次执政期间的经

济成就，对于92岁的马哈蒂尔也是一

个巨大挑战。

此外，据新华社报道，根据希望

联盟今年１月推举马哈蒂尔作为总理

候选人时的协议，如果希望联盟胜选

，马哈蒂尔将出任临时总理，而真正

的总理候选人是正在监狱服刑的前副

总理安瓦尔。安瓦尔定于今年６月出

狱，但限于法律规定５年内不得参政

，必须寻求最高元首特赦，随后再参

加国会议席补选。

这会不会是未来马来西亚政局的

一个变数，目前还有待观察。

92岁马哈蒂尔任马来西亚总理
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前者90岁，鏖战商界60年后正式退出；后者92岁，时隔15年后，再次当选马来西亚总理，重返政坛。
提起马哈蒂尔这个名字，相信很多中国人一定不陌生，他曾于1981年到2003年任马来西亚总理，执掌马长达22年。评论称，马哈

蒂尔将成为全球最高龄领导人。
社交媒体上除了热议马哈蒂尔的年龄，还非常关注他的当选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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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随着马来西亚第14届全国大

选结束，92岁前总理马哈蒂尔带领的反

对党“希望联盟”(希盟)取得113席简单

多数国会议席，在大选中胜出，并终结

“国民阵线”(国阵)长达60年的执政。

总理纳吉布为何在对垒中败阵？马来西

亚的政治版图又将如何被改写？

老骥伏枥，马哈蒂尔成最年长民
选领导人

马哈蒂尔•穆罕默德生于1925年12

月，家里兄弟姐妹共9人，幼年家境贫

困。中学毕业后曾开过咖啡店，卖过水

果和手工艺品。马哈蒂尔自幼勤奋好学

，1953年获得医学学士学位。1957年他

在家乡吉打州开了一家私人诊所，在当

地很有声誉。

马哈蒂尔1946年加入巫统，开始政

治生涯，并于1981年至2003年连续担任

马来西亚总理，是这个国家任职时间最

长的政府首脑。

马哈蒂尔执政风格果断、注重实际

，在他任内，马来西亚经济发展显著，

贫困率大幅度降低。马哈蒂尔把马来西

亚发展成新兴发展国家，被誉为大马

“现代化之父”。

卸任总理后，马哈蒂尔两度退出巫

统，第一次是2008年巴达维任总理时，

当年以巫统为首的执政联盟在国会下院

选举中受到在野党阵营的有力挑战，失

去长期拥有的三分之二议席多数优势。

2009年纳吉布接任巫统主席及总理职位

后，马哈蒂尔重返巫统。

2016年年初，马哈蒂尔第二次退党

。他称巫统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巫统，而

沦为支持和维护纳吉布的政党，让他深

感失望。马哈蒂尔当时表示，他不会自

组政党或加入其他党派。

然而数月后，他就组建新党，决心

与其他在野党联手，欲在2018年国会选

举中击败纳吉布领导的执政联盟。

今年1月7日，92岁高龄的马哈蒂

尔由在野党联盟推举为总理人选。如今

，这名曾连任总理长达22年的政治强人

将再次执掌马来西亚。

严峻考验，纳吉布为何惨败？

执政联盟“国民阵线”(国阵)由巫

统、马来西亚华人公会(马华公会)、马

来西亚印度人国大党等13个政党组成。

自马来西亚1957年独立以来，以巫

统为核心的政党联盟一直连续执政。然

而，此次“国阵”的议席数从上届大选

的133个锐减至79个。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7日指出

，此次大选不仅是“国阵”和“希盟”

的竞争，也是国阵主席纳吉布和马哈蒂

尔的对垒。对于马哈蒂尔来说，本次大

选可能是“最后一掷骰子”，而对于纳

吉布而言，这也或将是他整个政治生涯

中所面临的“最严峻考验”。

2015年7月，美国《华尔街日报》

报道称，近7亿美元资金可能从纳吉布

主导设立的国家投资基金“一个马来西

亚发展公司”相关联企业流入纳吉布个

人账户。马哈蒂尔指控纳吉布贪腐并干

预司法调查，要求他下台。

纳吉布予以对此否认，并表示这一

消息的背后有政治阴谋。2016年1月，

马来西亚检方宣布，流入纳吉布个人银

行账户的6.81亿美元源自沙特阿拉伯王

室馈赠，不涉及任何刑事犯罪或贪腐，

而且纳吉布向沙特王室归还了其中6.2亿

美元。检方没有说明其余资金的去向，

同时宣布调查结束，不会起诉纳吉布。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报道称，纳

吉布在此次大选结果公布后表示，接受

选举成绩，但强调没有任何一方夺得简

单多数议席，所以将交由最高元首决定

首相人选。

选前PK，最后一分钟的隔空对决

就在大选投票的前一天晚上，纳吉

布和马哈蒂尔还分别通过电视和社交媒

体发表特别演讲，进行最后一分钟隔空

对决，争取选民支持。

纳吉宣布“国阵”一旦胜选，将完

全豁免26岁以下就业年轻人的所得税；

把5月14及15日列为特别假期，让即将

迎接斋戒月的伊斯兰教徒有时间和家人

准备欢庆佳节。此外，今年开斋节前后

5天，豁免所有大道过路费，以减轻民

众的负担。

而马哈蒂尔则大打“尊严牌”，呼

吁别为“小钱”放弃自己和国家的尊严

。他承诺在赢得选举后，重振国家经济

，让马来西亚人重拾尊严抬头做人。

想要改变，大马60年首迎政党轮替

专家指出，这是马来西亚从1957年

独立开始到现在，第一次的政权更替，

肯定会有一小段时期的不确定性，比如

一些政府部门会换人，一些政策需要改

变，会有许多的不确定因素，但是几个

月以后应该就稳下来了。

专家表示，马哈蒂尔当过22年的首

相，不是第一次做首相的人，他当首相

的年代，马来西亚取得经济蓬勃的发展

。另一方面，“国阵”沦为在野党，未

必会分裂，也很难分裂。

针对马来西亚大选结果，新加坡副

总理尚达曼10日指出，马来西亚选民清

楚表达了想要改变的意愿，他祝愿马国

一切顺利。

热点话题

在2013年的选举中，华人选民冲击

马来西亚政治版图的一幕仍然让人记忆

犹新。当时由于80%的华人转向反对党

，使得执政党国阵仅过半数获胜。国阵

长期压倒性胜利的时代一去不返。纳吉

布将此结果形容为“华人政治海啸”。

而此次大选，则是全民海啸缔造了

希望联盟的胜利。这并非马来人、华人

，抑或印裔的海啸效应，而是全民明确

表达了他们的立场，协助希望联盟获胜

。

伊斯兰党自从离开希盟的“前身”

民联后，表面上是个“独立”的反对党

，但实际上却与巫统紧密合作。这次大

选伊党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国阵(特别

是巫统)的“保险”，即如国阵、希盟与

伊党皆有上阵的选区，一些选民如意欲

放弃巫统，他们的选票也未必会投给希

盟，反而可能投给伊党。如此一来，希

盟的选票就会被分散，让国阵渔翁得利

。然而，此次大选结果恰恰相反。

马来大选92岁前总理改写政治版图

朝美首脑会谈地点新加坡被公布后

，受到外界关注。韩联社11日分析称，

朝方可能通过接受美方提议，向世人展

现朝鲜参加本次会谈的诚意，为成功举

办朝美首脑会谈营造有利环境。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日上午

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表示，他与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定于6月12日在新

加坡举行。这将是美朝领导人首次举行

会晤。

韩联社指出，虽然朝鲜此前一直希

望在板门店等地举行会谈，但最终做出

让步。

分析称，朝方可能认为与其和美方

把精力放在会谈地点等细枝末节，不如

把着力点放在谈判上，让其取得良好成

果。

分析认为，朝方可能通过接受美方

提议，向世人展现朝鲜参加本次会谈的

诚意，为成功举办朝美首脑会谈营造有

利环境。

并且，新加坡一直与朝鲜保持良好

关系也是其成为会谈地点的重要原因之

一。

报道指出，朝鲜与新加坡外交关系

的发展速度较快。朝鲜1968年在新加坡

成立商务代表处，1969年将其升级为总

领事馆，并于1975年设立大使馆。

美国务卿蓬佩奥本月8日前往朝鲜

，最终敲定美朝领导人会晤的时间、地

点等事宜，并接回被朝鲜释放的三名美

国公民。10日凌晨，特朗普前往安德鲁

斯空军基地迎接被朝鲜释放的三名美国

公民。

韩媒析朝美首脑会晤地
朝鲜展现诚意营造有利环境

当地时间 5 月 4 日，瑞典学院

决定，2018 年不颁发诺贝尔文学奖

。此前，瑞典学院因处理法国摄影

师尚 -克劳德•阿尔诺 (Jean-Claude

Arnault)的性侵指控而备受抨击，阿

尔诺是瑞典学院一名前院士的丈夫

。

瑞典文学院于当地时间 10 月 5

日宣布，将 2017 年诺贝尔文学奖颁

给 日 裔 英 国 作 家 石 黑 一 雄 (Kazuo

Ishiguro)。自 1901年以来，诺贝尔文

学奖已经颁发给了百余位优秀作家

，褒奖他们“创作出富有理想倾向

的最佳作品”。2016 年的获奖者是

美国民谣艺术家鲍勃· 迪伦。图为

瑞典文学院的常任秘书长 Sara Da-

nius 宣布获奖者。

丑闻发酵致瑞典学院院士相继
辞职

2017 年 11 月，18 名女子对法国

摄影师阿尔诺提出性侵和性骚扰指

控。据报道，一些指控发生在瑞典

学院的房产内。阿尔诺否认所有指

控。

经投票表决后，瑞典学院拒绝

从院士名单中开除阿尔诺的妻子、

诗人和作家嘉塔莉娜· 费洛斯坦逊

(Katarina Frostenson)。

阿尔诺也被指控 2006 年骚扰瑞

典王室的继承人维多利亚公主，但

阿尔诺否认了该指控。

这起事件以及利益冲突、诺贝

尔文学奖获得者名字泄露等指控导

致瑞典学院分裂，部分院士对学院

内部分人因“友谊”包庇费洛斯坦

逊极度不满，引发一波辞职潮。辞

职者包括费洛斯坦逊及瑞典学院常

任秘书长莎拉· 丹妮奥斯(Sara Danius)

。

瑞典学院的成员们公开互相攻

击。学院的一名成员恩达尔(Horace

Engdahl)称一些辞职的成员是“输不

起的人”，并形容丹妮奥斯是史上

最差的秘书长。

因为院士都是终身职位，所以

无法请辞，但他们可以停止参加瑞

典学院的活动。

瑞典文学院于当地时间 10月 5

日宣布，将 2017 年诺贝尔文学奖颁

给 日 裔 英 国 作 家 石 黑 一 雄 (Kazuo

Ishiguro)。自 1901 年以来，诺贝尔文

学奖已经颁发给了百余位优秀作家

，褒奖他们“创作出富有理想倾向

的最佳作品”。2016 年的获奖者是

美国民谣艺术家鲍勃· 迪伦。

院士人数“缩水” 影响文学奖
评选

根据规定，诺贝尔文学奖的

投票需要 12 名院士投票通过，新

成员的加入也需要由 12 名院士投

票通过，而辞职事件导致可参与

投票的院士仅余 11 人。

该学院此前发表的一项声明

称，诺贝尔文学奖的声誉被严重

损害，并承诺计划恢复公众信心

。

瑞典广播电台文化记者(Mat-

tias Berg)称：“这是瑞典学院有史

以来的最大危机。”有分析认为

，潜在的获奖者难以接受仍在混

乱中的学院颁发的奖项。

瑞典学院院士卫斯伯格 (Pers

Wästberg)此前表示，2018 年若不颁

发文学奖，那么两年的奖项都到

2019 年 10 月再公布。

此前一名消息人士也认为，

搁置今年的奖项是恢复该组织声

望的唯一方式。

诺贝尔奖得主在斯德哥尔摩

皇家科学院举行新闻发布会，他

们分别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化

学奖以及物理学奖。

哪些年份奖项曾停发？

导致今年颁奖暂停的原因比

较特殊，但也有一些年份，诺贝

尔文学奖并未颁出。

诺贝尔奖项总共有 7次未颁发

，大多是在战争年份，尽管 1935 年

被认为没有候选人够格获奖。

最近一次诺贝尔奖没有颁奖

是在 1943 年。

此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背

景多种多样。过去获得该奖的人

士 包 括 ， 美 国 歌 手 鲍 勃 • 迪 伦

(Bob Dylan)、中国作家莫言、白俄

罗斯作家、记者斯韦特兰娜•阿

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ievich)，

还包括尼日利亚作家、诗人渥雷

•索因卡(Wole Soyinka)、哥伦比亚

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

斯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俄罗斯

作家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

尔仁尼琴(Alexandr Solzhenitsyn)和印

度 诗 人 泰 戈 尔 (Rabindranath Tagore)

等。

2018诺奖文学奖
为何因性侵丑闻停颁？



BB88

休城畫頁

休城工商
星期一 2018年5月14日 Monday, May 14, 2018

（本報訊）百幅圖片，展華人十年卓越風采；瞬間影像，現社區數載美好
時光。由美國山西發展促進會、騰龍教育學院與休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助中
心聯合20多個僑團共同舉辦的“2018賈忠《休斯敦華人風采攝影展》”，定於
5月26日下午2時30分在位於糖城的騰龍教育學院舉行。之後將在騰龍教育學
院、全景藝術學院、華夏中文學校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巡迴展出。

賈忠《休斯敦華人風采攝影展》，用了一百零五幅圖片，匯集了旅居休斯
敦的華裔攝影師賈忠近十年來拍攝的休斯敦僑界各個大型活動的人與事，藝術
的、真實的反映了十年來休斯敦僑界的發展過程以及旅美華人精神風貌的精彩
時刻，旨在活躍僑社文化、促進文化交流、增進僑心溝通。

此次賈忠《休斯敦華人風采攝影展》的主題是： “讓時間凝固、讓故事延
展、讓歷史永存” ，展出的照片從最早的休斯敦僑界為上海世博加油，到為申
辦北京張家口冬奧會打氣，從每年的僑界慶祝中國國慶升旗儀式，到歡度農曆
春節活動，從各種大型文藝演出，到一年一度的社團聚會，從三任總領事的親
民形象，到兩任市長與華人互動，從華裔青少年熱情學習中文，到普通民眾的
日常生活等等，展示了十年間休斯敦僑社華人風采風貌，彰顯了“構建和諧僑
社”的人文主題，更藝術、更真實、更美好的觸發您的記憶...。

2018賈忠《休斯敦華人風采》攝影展，特別感謝著名舞蹈藝術家周潔老師
和她的周潔藝術基金和美中國際藝術教育聯盟，以及休斯敦僑界二十多個僑團
的大力支持。時間：2018年5月26日 下午2:30（開幕式）地點：騰龍教育學院
（4835 Hwy 6, Missouri City）巡迴展覽： 騰龍教育學院 5月26日-6月3日；
全景藝術學院 6月4日-6月17日；華夏中文學校 6月18日-6月30日。

賈忠賈忠《《休斯敦華人風采休斯敦華人風采
攝影展攝影展》》55月月2626日舉行日舉行

完整修車廠徐云經理專欄:
汽車的冷卻系統

汽車發動機有一個冷卻系統，那就是在缸體的鋼桶周圍留有
很多的孔，這些就好似為了冷卻發動機所設置的水套，水套和發
動機的水箱連接，通過水泵( Water pump)促使冷卻液在其中循環
通過在水箱散熱器(Radiator) 內側的風扇和自動進入發動機艙的外
來氣流為經過散熱器的高溫冷卻液降溫，在回流至發動機內，這
就是汽車的冷卻的簡單道理.

汽車的冷卻液的循環有兩個方式，一個我們叫它大循環，就
是冷卻液在發動機內水套和散熱器這個大環境下的循環。這是車
熱了以後的循環系統。另一個是小循環，就是冷卻液只在發動機
水套內的循環，這就是我們每天熱車的時候的冷卻液循環狀態，
當發動機冷卻液溫度高於90度時，冷卻液就開始大循環了。所以
我們可以通過水溫指示燈來判斷冷卻液的循環狀態。在內外循環
的選擇上，有一個關鍵部件，那就是節溫器( Thermostat)，節溫
器的作用就像是一個開關，當水溫在90度以下時，處於關閉狀態
，冷卻液處於小循環，以便於發動機溫度的提高，當冷卻液溫度
高於90度時，節溫器打開，冷卻液就開始大循環了。如果節溫器
老化就會導致發動機冷卻液溫度過高。

一、冷卻液不能用水來代替，大家都知道水的沸點是100度
，而冷卻液的沸點就高很多。因此我們必須使用冷凍液來為發動

機降溫，千萬別換成水。冷卻液還有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即便沸
騰了也不會產生水垢，不會造成發動機水套的堵塞。

二、發動機長時間高速運轉，最好不要驟然熄火。發動機經
過長期的高速工作，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行走後，駕駛者會根據
自己的身體情況，臨時停泊在服務區內，解內急或進食、喝水等
，這時候有很多人都是把車開到服務區後馬上關閉發動機，去做
自己該做的事情了，這種做法是不好的。我舉個例子來說明大家
就明白了。一個長跑運動員講過萬米以上的跑動到達終點後，不
能馬上停下來，應該繼續小量運動一下，讓心肺功能逐漸緩下來
，才能真正停下來，這樣人才不會出現問題。汽車也是這樣，高
轉速的發動機不能馬上讓其停止工作，正確的做法是把車開到服
務區後，怠速讓車運轉2-3分鐘後關閉發動機，去做其他的事情
，千萬別驟然停止，這對發動機不好。

三、不能用冷水清洗剛剛停止運轉的發動機： 有很多人經常
打開機器蓋用水槍清洗，這是完全不正確的做法，大家要注意，
你想剛剛停止工作的發動機很燙，突然用水冷卻它，會是什麼狀
態，發動機突遇冷水降溫金屬的熱脹冷縮會出現問題，就像人剛
做完運動，不能洗冷水浴一樣。要等發動機停止工作一段時間後
再擦拭發動機。

四、養成經常
檢查、清潔發動機
的習慣，尤其是要
注意電瓶的清潔，
保證電瓶狀態良好
，否則電解液在反
應產生電力過程中
產生的氣體和熱量
就不能散出，嚴重
了甚至可能破裂，
電解液就會腐蝕機
件。時時注意發動
機各種液體的狀態
，冷卻液、剎車油、玻璃水等是否處在合理水平。總之，發動機
是汽車的心臟，保證發動機的正常工作才是我們能夠保證車輛良
好行駛的前提條件，務望大家多多關注。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Tel:281-564-6541
Address: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第第5151屆休斯頓國際電影節屆休斯頓國際電影節
《《聚焦中國聚焦中國》》單元集錦回顧單元集錦回顧

第第5151屆休斯頓國際電影節於４屆休斯頓國際電影節於４
月２９日完美落幕月２９日完美落幕，，參展的近２０部參展的近２０部
中國影片中有多部榮獲榮譽大獎項中國影片中有多部榮獲榮譽大獎項。。
《《聚焦中國聚焦中國》》華語影片組委會主席勞華語影片組委會主席勞
治翔治翔 (Kenny Lao)(Kenny Lao)，，副主席江依麥及副主席江依麥及
團隊在休斯頓國際電影節得到了中國團隊在休斯頓國際電影節得到了中國
電影界人士及美國華人朋友的大力支電影界人士及美國華人朋友的大力支
持休斯頓電影院上映持休斯頓電影院上映，，其中其中1616部是部是
首映首映，，其中幾部優秀作品其中幾部優秀作品：：中國中央中國中央
新影集團的新影集團的《《探秘新三峽探秘新三峽》，》，紅色題紅色題

材的材的《《大會師大會師》，》，李易峰李易峰、、廖凡主演廖凡主演
的的《《心理罪心理罪》，》，著名影星周潔推薦的著名影星周潔推薦的
由胡軍由胡軍、、余男主演的余男主演的《《上海王上海王》，》，企企
業家董長健投資主演的公益片業家董長健投資主演的公益片《《格桑格桑
花開的時候花開的時候》，》，賈小鐵導演的賈小鐵導演的《《水墨水墨
大別山大別山》。》。由休斯頓本地電影投資人由休斯頓本地電影投資人
楊曉白投資楊曉白投資、、休斯頓本地演員主演的休斯頓本地演員主演的
夏日魔影夏日魔影，，心無國界獲得電影節首映心無國界獲得電影節首映
。。休斯頓國際電影節歷史悠久休斯頓國際電影節歷史悠久，，號稱號稱
北美三大獨立電影節之一北美三大獨立電影節之一。。該電影節該電影節

所設獎項統稱為雷米大獎所設獎項統稱為雷米大獎，，獎項的權獎項的權
威性排序為評審團特別獎威性排序為評審團特別獎，，鉑金獎鉑金獎，，
金獎金獎，，銀獎銀獎，，銅獎銅獎。。包括了斯皮爾伯包括了斯皮爾伯
格格，，盧卡斯盧卡斯，，科恩兄弟科恩兄弟，，雷德利斯科雷德利斯科
特特，，羅伯特羅德裏格斯羅伯特羅德裏格斯，，蘭德爾克萊蘭德爾克萊
澤澤，，斯派克李斯派克李，，Gavin HoodGavin Hood，，JohnJohn
Lee HancockLee Hancock，，Oliver StoneOliver Stone，，李安李安
以及持續致力於挖掘和鼓勵本地電影以及持續致力於挖掘和鼓勵本地電影
界的新人界的新人。。

著名導演胡雪樺獲得最佳影片獎著名導演胡雪樺獲得最佳影片獎
、、最佳美術獎最佳美術獎、、最佳特效獎等四最佳特效獎等四
項大獎項大獎，，他執導的影片他執導的影片《《上海王上海王

》》則獲得最佳導演獎則獲得最佳導演獎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王昱副總領事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王昱副總領事（（圖左四圖左四）、）、總領館教育參贊龍傑總領館教育參贊龍傑（（圖左一圖左一）、）、總總
領館文化參贊解飛領館文化參贊解飛（（圖右一圖右一））,,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範玉新博士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範玉新博士（（圖左二圖左二），《），《聚焦聚焦
中國中國》》主席勞治翔主席勞治翔（（Kenny LaoKenny Lao，，圖右四圖右四））,, 副主席江依麥副主席江依麥（（圖右三圖右三））等嘉賓合影於等嘉賓合影於

《《聚焦中國聚焦中國》》華語之夜晚會華語之夜晚會

電影節晚會中休斯頓國際電影節創始人電影節晚會中休斯頓國際電影節創始人Hunter TuddHunter Tudd為無數為無數
來自中國的優秀電影人頒獎來自中國的優秀電影人頒獎

電影節主席電影節主席Hunter ToddHunter Todd和家人們與好萊塢明星伊和家人們與好萊塢明星伊
森霍克在活動中相見甚歡森霍克在活動中相見甚歡，，著名演員著名演員Ethan HawkeEthan Hawke
（（伊桑霍克伊桑霍克））編劇導演的電影編劇導演的電影BlazeBlaze本次拉開了第本次拉開了第5151
屆休斯敦電影節屆休斯敦電影節WorldFestWorldFest的序幕的序幕。。這部深沈細膩的這部深沈細膩的
電影講述了美國鄉村歌手電影講述了美國鄉村歌手Blaze FoleyBlaze Foley的傳奇人生的傳奇人生，，
令人眼前為之一亮令人眼前為之一亮。。Ethan HawkeEthan Hawke因此獲得休斯敦因此獲得休斯敦

電影節頒發的終身職業成就獎電影節頒發的終身職業成就獎
著名國際魔術師胡凱倫現身電影節著名國際魔術師胡凱倫現身電影節

華語之夜現場帶來精彩演出華語之夜現場帶來精彩演出

國際知名導演張進戰和休士頓電影及媒體人國際知名導演張進戰和休士頓電影及媒體人
吳凱俊合影於華語之夜盛會中進行了訪談同吳凱俊合影於華語之夜盛會中進行了訪談同
時特別給予吳凱俊即將在五月十七日的戲院時特別給予吳凱俊即將在五月十七日的戲院
上映而且是首次出演男主角的院線片電影上映而且是首次出演男主角的院線片電影--
英雄之心許多的認可及支持並希望能夠銜接英雄之心許多的認可及支持並希望能夠銜接
中國與休士頓在未來繼續合拍的優秀電影中國與休士頓在未來繼續合拍的優秀電影。。
張進戰導演與陳凱歌合作過張進戰導演與陳凱歌合作過44部電影部電影，，與張與張
藝謀合作過藝謀合作過33部電影部電影。《。《英雄英雄》、《》、《投名狀投名狀
》、《》、《滿城盡帶黃金甲滿城盡帶黃金甲》、《》、《赤壁赤壁》》等影片等影片
中大氣磅中大氣磅礴礴的大場面的大場面，，都是出自張進戰之手都是出自張進戰之手
，，因此他也成了馳騁中外的大場面導演因此他也成了馳騁中外的大場面導演。。張張
進戰同時也是好萊塢認可的為數不多的華人進戰同時也是好萊塢認可的為數不多的華人
導演導演，，曾以曾以““中方第一副導演中方第一副導演””的身份參與的身份參與
了了《《追殺比爾追殺比爾》、《》、《直到世界盡頭直到世界盡頭》、《》、《大大
偷襲偷襲》、《》、《天外紫羅蘭天外紫羅蘭》》等等88部好萊塢影片部好萊塢影片

的拍攝的拍攝

本地華人制作短片本地華人制作短片-- 心無國界在電影節首映式受到僑界人士熱心無國界在電影節首映式受到僑界人士熱
烈參與關註支持觀賞電影烈參與關註支持觀賞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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