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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请客吃饭

老张的女儿买了新手机

，女儿淘汰下来的手机给了

老婆，老婆淘汰下来的自然

而然落到了老张的手里，守

得云开见月明，老张终于用

上了智能机。

女儿第一时间给老张下

了微信，这以后的一段日子

里，老张对朋友圈这功能是

乐此不疲。

老张这天刷朋友圈，一

个火锅店举办二十周年电庆

活动，优惠那是不胜枚举呀

，大奖是抽小汽车，其次是

港澳台七日游，最次也是每

桌赠送电影票，老张对这些

不是很在意，他在意的是活

动期间啤酒免费，消费满一

百元还赠送一百元的代金卷

，而且特别注明代金卷可以

当场使用，老张砸吧砸吧嘴

一盘算这也太合适了。

不出几天老张就张喽了

几个老哥们来到了这家火锅

店，几个人刚一进门就被富

丽堂皇的装修给震撼到了，

老张对其他几位说：“要不

说店庆这么下血本呢，这饭

店到底是真趁啊！”几个老

哥们同意的点点头。

很快的入席就坐，一个

水灵灵的小姑娘端个大本子

进来递给老张让其点菜，老

张打开来看看，眉毛不经意

的皱了皱，好家伙！真贵呀

！

酒至半酣，老张把服务

员小姑娘叫了进来，掷地有

声的问道：“你们那个抽小

汽车是怎么抽啊？”小姑娘

甜甜的笑容挂在脸上，柔声

细雨的说：“这个是我们的

十年尊享白金vip会员才可以

抽的。”老张被绕的哑口无

言，过了半响再次发问：

“那你们那个港澳台游呢？

”小姑娘再次回答说：“哦

！这个是要在我们店累计消

费满 8888元可以抽取的奖项

，中奖率极高呢。”听后老

张的血压是有点高了。最后

他面无表情的问：“赠送的

电影票没那么麻烦吧？”小

姑娘依旧甜甜的回应：“这

个只要拿着这次的消费账单

到吧台就可以领取一张 15元

的电影票代金卷啦。”

吃完饭结账，老张盘算

着花费，摸摸兜里的钱，总

觉得心里没底，果不其然，

拿到代金卷一看，老张是彻

底的蒙圈了，赠送的金额确

实没错，但都是二十元一张

的小面额，只有满二百元才

可以用一张代金卷，满打满

算实际才优惠了四十元。

二、女儿的心事

老张的女儿放暑假，老

张去接站，女儿一出站就显

郁郁寡欢，好像刚哭过，老

张不知道如何是好。

到了家老张开始忙乎做

饭，女儿却一直闷在屋里，

做饭的间歇老张刷了一下朋

友圈，赶巧儿看到了女儿刚

刚发的一条状态，“是你的

逃也逃不了，不是你的留也

留不住。”看来女儿肯定有

心事，还是找她谈谈吧，老

张轻轻推开门漫步到床边，

女儿正趴在床上嘤嘤的哭泣

，他拍拍女儿的肩膀安慰说

：“怎么了宝贝姑娘？跟爸

爸说说。”女儿起身擦了擦

眼睛说：“没事儿，就是和

男朋友吵架了。”老张一时

语塞，女儿突然洒脱的笑笑

接着说：“这事儿还跟你有

关系呢！男朋友说自从你加

了他的朋友圈之后，他的噩

梦就*始了，发张我俩的照片

就说动作太过亲密，分享个

美食链接，还要在下面教育

他一番，说什么要以学业为

重，这样以后才有能力立足

于社会之类的话，他说他感

觉一直被你监视着。”老张

听后很惊讶，女儿还没说完

：“但是爸！我知道你是关

心我才这样*的，只是他理解

不了！”老张还是没有说什

么，只有欣慰的笑容挂在脸

上。 这事情没过多久老张

在朋友圈再次看到了女儿和

男朋友的合影。老张看到女

儿容光焕发又恢复的朝气蓬

勃，心想是应该适可而止，

适时的放放手了。

三、超能姐夫

老张这天刷朋友圈，看

到一条标题为“超能大姐”

的标题，他感兴趣的点了进

去。

一视频画面上显示的是

一家商店的门口，只见不多

一会儿一男子牵着一女子从

店里飞奔而出，然后朝着一

个方向迅速的从画面里消失

了，不出几秒钟，从店里又

窜出一女子紧随刚才两人的

方向而去。

画面一切，显然是刚才

的一男一女，他们出现后横

穿马路再次消失，然后追逐

的女子也相继出现然后消失

。

画面再一切，一条狭窄

的小巷那对男女再次出现，

俩人一瘸一拐，显然是跑不

动了，只见后面追击女子依

旧健步如飞马上就要追上去

了，就在男女要再次脱离监

控的时候，追击女子终于追

赶上俩人，并跟其扭打在一

起，最后三个人被围观的群

众给控制住啦。 老张看着

有些眼熟，但具体不知道哪

里眼熟，就在苦思冥想之际

，“咚咚咚”有敲门声，老

张开门一看，好家伙，楼道

里黑压压一群的人，不容分

说这群人鱼贯而入，他们有

的脖子上挂着个照相机，

有的肩膀上扛着台摄像机

，一个女主持人模样的人

拿着话筒递到老张嘴边，

然后对着一台摄像机点了

一下头便开始发问：“您

就 是 “ 超 能 姐 夫 ” 吧 ，

“超能大姐”勇追盗贼的

事迹曝光后，大家都纷纷

点赞，我想采访您一下，

您夫人她为什么会有如此

好的体能呢？”

这之后的一段时间老张

会百看不厌的浏览朋友圈里

的一个视频，这个视频被刷

爆啦，内容是一首动感十足

的剪接改编 MV，歌词就一

句“俺老婆以前是练马拉松

地！”

老张的朋友圈

一个年轻漂亮的美国女孩在美

国一家大型网上论坛金融版上发表

了这样一个问题帖：我怎样才能嫁

给有钱人？

“我下面要说的都是心里话。

本人 25岁，非常漂亮，那种让人惊

艳的漂亮，谈吐文雅，有品位，想

嫁给年薪 50万美金的人。你也许会

说我贪心，但在纽约年薪 100万才

算是中产，本人的要求其实不高。

“这个版上有没有年薪超过 50

万的人？你们都结婚了吗？我想请

教各位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嫁给

你们这样的有钱人？我约会过的人

中，最有钱的年薪 25万，这似乎是

我的上限。要住进纽约中心花园以

西的高尚住宅区，年薪 25万远远不

够。我来是诚心诚意请教的。有几

个具体的问题：有钱的单身汉一般

都在哪里消磨时光？（请列出酒吧

、饭店、健身房的名字和具体地址

）我应该把目标定在哪个年龄段？

为什么有些富豪的妻子看起来相貌

平平？我见过有些女孩，长相如同

白开水，毫无吸引人的地方，但她

们却能嫁入豪门。而单身酒吧里那

些迷死人的美女却运气不佳。你们

怎么决定谁能做妻子，谁只能做女

朋友？（我现在的目标是结婚）”

——波尔女士

下面是一个华尔街金融家的回帖：

“亲爱的波尔：我怀着极大的

兴趣看完了贵帖，相信不少女士也

有跟你类似的疑问。让我以一个投

资家的身份，对你的处境做一个分

析。我年薪超过 50万，符合你的择

偶标准，所以请相信我并不是在浪

费大家的时间。

“从生意人的角度看，跟你结

婚是个糟糕的经营决策，道理再明

白不过，请听我解释。抛开细枝末

节，你所说的其实是一笔简单的

‘财’‘貌’交易：甲方提供迷人

的外表，乙方出钱，公平交易，童

叟无欺。但是，这里有个致命的问

题：你的美貌会消逝，但我的钱却

不会无缘无故减少。事实上，我的

收入很可能会逐年递增，但你不可

能一年比一年漂亮。

“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讲，

我是增值资产，你是贬值资产，不

但贬值，而且是加速贬值。你现在

25岁，在未来的 5年里，你仍可以

保持窈窕的身段，俏丽的容貌，虽

然每年略有退步。但美貌消逝的速

度会越来越快，如果它是你仅有的

资产，10年以后，你的价值堪忧。

“用华尔街术语说，每笔交易

都有一个仓位，一但价值下跌就要

立即抛售，而不宜长期持有——也

就是你想要的婚姻。听起来很残忍

，但对一件会加速贬值的货物，明

智的选择是租赁而不是购入。年薪

能超过 50万的人，当然都不是傻瓜

，因此我们只会跟你交往，但不会

跟你结婚。所以我劝你不要苦苦寻

找嫁给有钱人的秘方。顺便说一句

，你倒可以想办法把自己变成年薪

50万的人，这比碰到一个有钱的傻

瓜的胜算要大。

“希望我的回帖能对你有帮助

，如果你对租赁感兴趣，请跟我联

系。”

——贝尔（J。P。摩根银行产

业投资顾问）

怎样嫁给有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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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年轻人的结婚成本越来越高

，结婚的准备甚至能花掉双方或一方家

庭所有积蓄。与此同时，也有情侣不买

房、不买车、不买钻戒、不办婚礼、不

度蜜月，只领证就结婚了。这种“裸婚

”的结婚方式，对于一些人来说是物质

条件限制之下的无奈之举，对于另一些

人来说则是让爱情返璞归真的一种方式

。有多少人能接受“裸婚”？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

联合问卷网，对 2004名受访者进行的一

项调查显示，92.8%的受访青年表示身

边有“裸婚”的亲友。48.3%的受访青

年表示能够接受裸婚， 20.5%的受访青

年表示不能接受。54.6%的受访青年认

为结婚需要有仪式，14.1%的受访青年

认为不需要。56.5%的受访青年认为婚

姻重要的是共同经营，不在一时风光。

参与本次调查的受访青年中，00后

占2.9%，90后占54.8%，80后占42.3%。

男性占 45.7%，女性占 54.3%。居住在一

线城市的占 29.6%，二线城市的占 44.9%

，三四线城市的占 22.9%，城镇或县城

的占1.9%，农村的占0.7%。

节省开支被认为是“裸婚”最普遍原因

27岁的陈然(化名)是浙江宁波某私

企的一名会计，明年将要结婚。在她看

来，“裸婚”就是不要房和车，也不举

办婚礼，两人直接领证就算结婚了。陈

然说，她身边有不少朋友结婚不要房和

车，但婚礼仪式基本都办了，有的只是

办得比较简单。

“我当时结婚就没要彩礼、房子和

车子。”重庆某小学教师万颂伊(化名)

坦言，她当年和老公就是“裸婚”，

“我老公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但我们感

情深，愿意一起好好过日子，共同奋斗

”。

怎样算“裸婚”？调查中，68.9%

的受访青年认为是没有或只有很少的彩

礼，64.5%的受访青年认为是没房，其

他还有：不举办婚礼仪式(56.4%)，没车

(54.2%)，只领了证(53.2%)等。

调查显示，92.8%的受访青年身边

有“裸婚”的亲友。48.3%的受访青年

可以接受“裸婚”，20.5%的受访青年

坦言不能接受，31.2%的受访青年表示

说不好。交互分析发现，受访男青年接

受比例 (56.7% )明显比受访女青年高

(41.1%)；来自一线城市的受访青年接受

比例最高(54.5%)，其次是来自农村的受

访青年(50.0%)；年龄上，00后群体能接

受裸婚的比例(58.6%)最高。

来自云南的杨阳(化名)是一位大理

军嫂，在 2014 年结了婚。对于年轻人

“裸婚”的做法，她认为有人是追求新

鲜感，有人是因为积蓄不多也不愿意增

加父母的负担。

关于“裸婚”的原因，63.5%的受

访青年认为普遍是为了节省开支，

58.8%的受访青年认为是缺乏物质基础

，51.7%的受访青年认为是更希望把钱

花在旅游和购物方面而不是仪式上。其

他原因还有：无暇操持婚礼(34.7%)、认

为婚姻不需要太多形式上的东西(24.5%)

和追求潮流(23.7%)等。

浙江省心理健康促进会成员、杭州

市总工会特聘婚恋专家凌子指出，现实

中，“裸婚”与否往往主要看女方，有

的女性结婚没有房和车就缺乏安全感。

“据我了解，‘裸婚’的人可能是由于

经济条件限制，当然也有少数年轻人觉

得准备婚礼太麻烦，就旅行结婚或只领

个证”。

54.6%受访青年认为结婚需要一定

的仪式

陈然认为，结婚是人生很重要的时

刻，应该有仪式。“尤其很多女孩都会

幻想自己的婚礼，不求多豪华，但求对

方有心意”。

“现在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注重

婚礼仪式的人还是很多的。只是现在很

多婚礼仪式都雷同，纪念意义不够。”

凌子认为，婚姻不需要特定的仪式，但

生活还是要充满仪式感，“对方对自己

感情深还是浅，看平时的行为举动就知

道了。比如有的丈夫下班路上看见妻子

爱吃的水果，就买点带回去”。

调查显示，54.6%的受访青年认为

结婚需要仪式，14.1%的受访青年认为

不需要，31.3%的受访青年表示不好说

。交互分析发现，重视仪式的受访男青

年比例(56.6%)高于受访女青年(52.9%)，

80后受访青年对仪式最看重(55.3%)。

对于大操大办的婚礼，44.3%的受访

青年认为在经济承受范围内讲究排场未

尝不可，28.2%的受访青年认为结婚是人

生大事，需要一些仪式，27.5%的受访青

年认为太注重形式是炫耀和浪费。

“再豪华的婚礼都不如有一个知冷

知热的伴侣。若对方能一辈子对你好，

‘裸婚’也值。”万颂伊说。

陈然认为，一定的物质基础对未来

家庭生活有帮助，“应该在双方的条件

允许下做些准备，这样未来有了小孩也

省去不少麻烦”。

在对“裸婚”的看法上，56.5%的

受访青年认为婚姻重要的是共同经营，

不在一时风光，53.1%的受访青年认为

“裸婚”有利于扭转婚礼奢侈浪费之风

，44.4%的受访青年认为“裸婚”突破

传统观念束缚，体现社会的进步，

37.8%的受访青年认为物质基础的匮乏

可能导致婚姻矛盾的产生和加剧，

27.7%的受访青年认为只要夫妻双方互

重互爱，怎么结婚不重要，21.0%的受

访青年认为没有物质保障的婚姻不可靠

。

“‘裸婚’与否是要看双方的感情

深厚程度，以及对对方发展潜力的评估

。”凌子认为，结婚后的婚姻经营才是

最重要的，不过，想“裸婚”的年轻人

需要慎重考虑再作决定。

近半受访青年能接受“裸婚”
节省开支是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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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臉！英清潔工稱垃圾桶難放
8歲女孩當場示範

英国萨里郡的一名清洁工拒绝

将一户民宅的带轮垃圾桶放回柜

中，称这个垃圾桶柜的设计有问题，

把手的方向不对，太难放回去。然

而，一个名叫米娅的 8岁小女孩却

轻松把垃圾桶从柜中拖出来，又

放了一个空垃圾桶进去。她的父

亲把这一幕拍下来给清洁工看。

这户人家把带轮的垃圾桶和废

物回收桶放在一个垃圾桶柜里。

把垃圾桶推进去，再把垃圾桶转一

个方向，就能把垃圾桶放好。然而

新换的清洁工把垃圾清倒完毕之

后，把垃圾桶放在路边，拒绝把垃

圾桶放回柜子里。

这位父亲称，过去 11年里，

威立雅公司管理着这个地区的垃

圾清洁工作，一直有清洁工来帮

他们倒垃圾，没出现过什么问题

。但是，自从一家名叫Biffa的垃

圾管理公司接管了这里的业务，

他们的清洁工就说太难清理。地

区委员会给他发了一封邮件，陈

情说是因为把垃圾桶放回柜中的

时候，把手方向不对，所以无法

清理。

这位父亲抱怨道：“这只是单

纯的懒惰。他们能把垃圾桶拿出

来，还能清倒，就是放不回去吗？

只是把空的垃圾桶放进去，再关上

垃圾柜的门而已，因为把手位置不

对就说太难做不了，这真的太荒唐

了。”他还称，他启用垃圾桶柜的

原因是，长期风吹雨淋会让垃圾桶

很快被损坏，并且过去十多年清洁

工都没有在这方面提出过问题。

他拍下了他女儿放置垃圾桶的

视频，并说，“我的女儿都好奇地

问，那些大人怎么连小孩子能做的

工作都做不了。”他声称要把视频

发给那些清洁工看，让他们看小孩

子是怎么完成他们认为“太难”并

且“不安全”的工作的。

据悉，这家公司的清洁工一开

始是帮他们放置垃圾桶的。从 6月

份起，他们才开始拒绝这个差事。

地区委员会又发来一封邮件说，过

去清洁工的做法是不对的，因为垃

圾桶把手朝后比较危险。垃圾桶把

手一定要朝前才能减小可能发生的

人身伤害。但是这位父亲并不领情

，他说清洁工倒完垃圾桶连柜子门

都不关，把手应该朝哪里的问题和

工作态度又有什么关系。

Biffa公司的发言人说，他们的

员工是服从地区委员会对垃圾清理

的要求的。委员会说垃圾桶应该朝

里，他们也会让自己的员工这么做

。他说：“我们的清洁工也只是在

按照规定办事，我们理解房主的困

惑，房主应该和委员会进行进一步

的沟通。”

英男孩海邊懸崖尋找化石
險被落石砸中

在英国北约克郡的索尔特

本 (Saltburn)海边， 2 个寻找化石

的男孩险些被悬崖上的落石砸

中。

这一惊险惊人的场景被当时正

在散步的 46 岁管道工人安德鲁•

皮尔森( Andrew Pearson)抓拍到。

岩石坠落的几分钟前，2个男孩正

与他们的父亲一起在悬崖脚下剥落

石块，寻找化石。不一会儿，便听

到轰鸣般巨响，像迷你汽车一样大

的岩石及碎石从海边 60英尺(约 18

米)高的悬崖上坠落至沙滩之上，

落石堆足足有 15 英尺 (约 4.6 米)

高，而这恰是几分钟前男孩们寻

找化石的地方。

安德鲁称，两年内，他已经在

这片沙滩上目睹了三次岩石坠落，

当局应该在此设立警示牌以提醒人

们注意落石。雷德卡皇家救生艇协

会的戴夫•科克斯(Dave Cocks)也

表示，降雨的增多、潮汐的变化也

可能使人被困于悬崖下，建议游客

远离悬崖边。

悉尼80人遇暴風雪被困
5小時後獲救

在澳大利亚悉尼，80多人

因暴风雪被困在冰天雪地的山

路上长达五小时后，被急救人

员救出。

得知人员被困消息后，

警察以及新州紧急服务中心

志愿者迅速赶到新南威尔士

州的蓝山珍罗兰山洞，将被

困人员救出。被困的包括 14

辆货车以及 7 辆公交中的 80

余人。此外，还有部分车辆滑

落入壕沟。

幸运的是，这场意外并未

造成人员伤亡。晚上10点半，

所有车辆和人员均成功获救。

山路障碍被成功清除，所有车

辆可以安全通过。

被困的游客瑞贝卡(Rebec-

ca)表示他们观光完后，在返

程途中突遇暴风雪，全车游客

欢呼庆祝。可没过多久，山路

便被暴风雪堵死，车辆无法前

行。这场事故发生在瑞贝卡大

婚后一天。

泰酒店性感女經理竟是網絡大盜
盜2億元被捕

近日，一名乌兹别克斯坦

女子与同伙因通过网络盗取

210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 1.9亿

元)在泰国被捕。

25 岁的奥尔加•科莫娃

(Olga Komova)在泰国一家四

星级酒店工作，7月 15日被泰

国警察逮捕。警方表示，她持

有多张信用卡、借记卡和 40

多个银行账户，她与犯罪同伙

利用恶意软件盗取他人网银账

号，并将资金转移到自己的银

行账户名下。被盗人主要来自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

本、意大利和德国，所盗资金

已全部转移到泰国。

此次逮捕行动受美国联邦

调查局(FBI)委托。据称，FBI

的真正目标是科莫娃的父亲米

哈伊尔•科莫夫(Mikhail Geor-

gevich Komov)，他与俄罗斯诈

骗团伙勾结，多次参与犯罪活

动，现已潜逃到俄罗斯。此

外，44岁的俄罗斯犯罪同伙德

米特里•乌克兰斯凯 (Dmitry

Ukrainsky)声称自己没有参与此

次犯罪活动，并表示自己是被

陷害的。

泰国法院将于 9月审理该

案件，决定是否要将两名嫌疑

人引渡给美国当局审理。该行

为引起了俄罗斯政府的强烈抗

议，俄方称其为“有政治动机

的绑架行为”、“违背国际公

约”，并要求泰方立即停止与

FBI的合作。俄外交部长谢尔

盖•拉夫罗夫也强烈斥责美国

的行为，并表示会尽最大努力

阻止此次引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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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的第三季度都出現了哪些謠言？妳又信了
幾個？人民網“求真”欄目與百度辟謠平臺聯合推出
第三季度謠言熱度榜，與您壹起認清謠言背後的真相。
      1. 解剖鯽魚就能保送清華北大，搜索次數 9862 萬
    【傳聞】8 月，壹條“殺魚保送清華北大”的新聞
盛傳。傳聞稱，第 27 屆全國中學生生物學競賽有壹個
實驗環節，要求選手現場解剖壹條鯽魚。最終有 50 位
選手勝出，不僅拿到了金牌，還入選了國家集訓隊，
並憑此獲得保送北大清華的資格。有網民調侃道，“我
只會吃”、“鯽魚還是煲湯好”、“我就只會轉發錦
鯉”。
      【真相】據媒體報道，綿陽中學生物競賽教練張
洪忠老師對網傳壹事表示“不可能”。他解釋道：競

賽包括理論和實踐兩部分，分值各占 50%。實驗操作
部分，又分為植物生物學、動物生物學、細胞遺傳、
分子和生化，解剖鯽魚是動物生物學裏面的壹部分，
而且只占動物生物學部分分值的三分之壹，也就是說，
解剖鯽魚所占實驗部分的分值最多只有十分之壹。
     【提示】壹項科學的賽事，卻被演變為供網民調侃
的網紅事件，除了公眾對賽事的不了解外，還受網絡
上“人雲亦雲”的心理驅使。面對壹個問題，不妨先
保持壹個質疑的態度，不跟風傳播未經證實的消息。
       2. 食鹽裏加亞鐵氰化鉀有毒，搜索次數 7986 萬
     【傳聞】8 月，壹篇名為《中國賣鹽的都是畜生》
的文章在網上熱傳。文章中壹位余姓教授稱，自己身
體之前常年各種不適，經壹位協和畢業的博士親戚指

點，可能是因為常期攝入某種化學物質而導致身體疾
病。結果他通過自我排查，最終認為是食鹽裏面的抗
結劑——亞鐵氰化鉀有毒，損害了腎臟，隨後他稱換
了沒添加亞氰化鉀的食鹽，各種疾病不治而愈。文章
中，余姓教授還告誡人們不要食用加了亞鐵氰化鉀的
毒性食鹽。此篇文章壹出，在網上引起了公眾恐慌。
      【真相】早在 2009 年，原衛生部就曾發過文章《規
範使用食鹽抗結劑不會對健康造成危害》對此進行辟
謠。亞鐵氰化鉀，俗名黃血鹽鉀，是壹種淺黃色結晶
顆粒，是聯合國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允許使用的食品
抗結劑。有些打開的食鹽吸收空氣中的水分容易結塊
影響外觀，不方便食用，也不利於控制鹽的攝入量。
加入亞鐵氰化鉀抗結劑，便能讓其保持松散的狀態。

中國第三季度“謠言熱度榜” 
前三條均被搜索超五千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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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國家標準規定，食鹽中添加的亞鐵氰化鉀抗結劑
含量不得超過每公斤 10 毫克。相當於終生每天要吃
150 克（約三分之壹袋）的食鹽，才有可能造成慢性
毒性。
     【提示】該傳聞是典型的“舊謠新傳”，幾年前就
已 經被官方辟謠過的傳聞，又換了壹種說法在網上傳
播，利用公眾對食品健康的關註來制造恐慌。需要提
醒大家的是，食品類謠言，傳播速度快，危害大，除
了無心的傳聞，還有“有心人”故意散播謠言。所以
面對這類謠言時更不應盲目相信和傳播，平時應多關
註官方的科普貼。
       3. MH370 殘骸在柬埔寨密林，搜索次數 5325 萬
     【傳聞】9 月 3 日，媒體報道，英國男子伊恩 ˙ 威
爾遜稱通過谷歌地圖找到 MH370 殘骸，位置在柬埔
寨密林中。該消息引發公眾關註。
     【真相】6 日，我國商業遙感衛星公司長光衛星公
司發布最新圖像與谷歌地圖數據進行對比，MH370 疑
似墜毀地並無飛機殘骸。據中青在線報道，柬埔寨民
航國務秘書處發言人辛占塞雷武泰表示，馬航 MH370
客機殘骸在柬埔寨密林的報道純屬不實消息。柬埔寨
民航國務秘書處總監高西萬也出面明確澄清說，網上
流傳的消息不實，馬航 MH370 沒有在柬埔寨墜落。
     【提示】類似“MH370 殘骸”等話題屬網民普遍
關註的熱點話題，有些人則會利用這些話題的高關註
度，捏造事實來吸引流量和網民的註意力。為避免受
到誤導，網民應多關註官方的回應，看清信息來源，
不輕信網絡流傳的“小道消息”。
       4. 饅頭中摻衛生紙，搜索次數 5155 萬
    【傳聞】8 月 8 日，壹網民通過微博發布壹段約 1
分 16 秒的視頻，該視頻顯示，饅頭經過水浸泡並用手
反復揉搓後產生類似衛生紙的殘留物，引發網民熱議。
據稱，饅頭來自甘肅天水秦州區某市場門口流動攤點。
     【真相】8 月 9 日，天水市秦州區委外宣辦官方微
博“秦州宣傳”發布情況通報稱，網傳饅頭來源於秦
州區玉泉鎮多家莊老君廟的壹處加工作坊，該作坊屬
無證經營，執法人員已責令當事人王某蘭停業整改，
並對其制售的饅頭進行了現場取樣，由專人進行抽檢。
8 月 10 日，天水市食藥監局官網回應稱，經對該作坊
現場檢查詢問，發現加工饅頭的原輔料為面粉和發面
酵子，面粉為天苑牌雪花粉，共 37 袋（4 袋已打開），
生產日期 2018 年 7 月，在保質期內，檢驗報告合格。
未發現衛生紙和其他非食品添加物。
8 月 10 日晚，天水市食藥監局發布饅頭消費提示解釋
道，合格饅頭泡在水中用手捏也會出現變小、產生面
筋質的現象。從生產技術上講，饅頭生產存在的主要
問題為增白、疏松、防腐、降低生產成本，添加衛生
紙沒有任何必要性。
     【提示】此類謠言還有“棉花造肉松”“黑色塑料
袋做紫菜”“塑料造大米”等等，這類謠言傳播時通
常會配壹個視頻來加強說服力，而拍攝視頻者很可能
自己也沒弄清楚原理。這些視頻用誇張煽動的標題和
駭人聽聞的內容吸引眼球，使得公眾轉發。
      5. 高鐵“座霸”在社科院工作，搜索次數 3889 萬
    【傳聞】8 月 21 日，壹段“女乘客在 G334 次列車

上遇座霸”的視頻在網上熱傳，當事人“座霸男”的
個人信息被曝光。有傳言稱，孫某是經濟學博士，在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
     【真相】23 日上午，中國科學院官微“中科院之
聲”發帖表示與該事件沒有關聯。隨後，中國社會科
學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也通過官
微“思想火炬”發出辟謠消息稱，經向社科院人事部
門求證，孫赫沒有在社科院工作過，也非在讀學生。
      【提示】高鐵“座霸”這類事件極易引起網民們
的憤慨，隨網絡聲討而來的就是“人肉搜索”，先有
“高鐵男座霸”被網民扒出在某處工作，後有“高鐵
女座霸”被“人肉”在某院做護士。如今，“人肉搜索”
成為了網民們的情緒宣泄口，然而網絡上的信息都是
模糊不清的，這種行為極容易誤傷他人，侵犯隱私。
       6. 木耳打藥不能吃，搜索次數 1450 萬
     【傳聞】8月，有個“木耳打藥”的視頻在網上瘋傳。
視頻中，壹名中年男子在壹片木耳地裏打藥，同時跟
另壹個人對話。該中年男子說：現在種木耳需要打好
幾種藥，比如農達（除草劑草甘膦的商品名）、殺蟲
劑，還有激素等等。雖然他知道這些藥打在木耳上會
害人，但為了經濟利益也顧不了那麽多了。
     【真相】8 月 23 日，中國食用菌協會發布《關於
嚴厲譴責制作“黑木耳經常頻繁用藥” 惡意視頻行為
的聲明》，稱視頻內容為“擺拍”，所反映的情況與
事實不符，具有明顯的動機不良和惡意抹黑的意圖，
可能會對不了解食用菌生產實際的消費者產生很大的
誤導。據科技日報采訪中國農業大學食品科學與營養
工程學院副教授朱毅說，“木耳生長過程中，可能會
遭遇病蟲害，需要病蟲害的物理、生物、化學防治，
如果選擇化學防治，用化學農藥就是必然的”。普通
種植的木耳允許使用農藥，國家批準用於食用菌的農
藥有 10 種左右。
      【提示】“木耳打藥不能吃”“面條加膠不能
吃”……微信朋友圈隔三差五就出現此類傳聞。《2017
年食品造謠治理報告》顯示，微信是食品謠言傳播主
平臺，占比高達 72%，其次是微博，占 21%，二者以
超過 90% 的傳播量成為傳播食品謠言的主要渠道。提
醒大家看到網傳文章時，壹定要註意來源，不輕信。
      7. 馬雲轉移 1200 億元資產到國外，搜索次數
1344 萬
     【傳聞】9 月 10 日，馬雲宣布壹年後退休，隨後
關於其為何退休的傳聞流出。壹篇《阿裏員工透露：
馬總早移走 1200 億人民幣！網友：不愧是老師》的文
章，發布在許多自媒體平臺。文章中寫到，馬雲以慈
善基金的名義，轉移資產，偷稅漏稅。
     【真相】9 月 20 日，阿裏巴巴官方微博辟謠稱，
網傳文章為惡意誹謗，已經對此向警方報案。馬雲本
人也在 2018 年夏季達沃斯論壇上回應了該傳聞，稱盡
管泳姿“連滾帶爬”，但我們要學會在謠言的口水裏
遊泳，如果每天應付這些會很累，會越描越黑。
     【提示】網上關於名人的傳聞數不勝數，這類傳聞
通常都是利用了公眾獵奇八卦的心理，並在該名人的
某個特殊敏感的時期由“知情人”爆出。面對此類傳
聞，我們都應該在心裏先打個問號，不圍觀不傳播。

     8. 中國遊客遭瑞典警察粗暴對待後繼續遊玩，搜索
次數 1096 萬
     【傳聞】9 月， “壹家中國遊客在瑞典遭到警察粗
暴執法”事件引發關註。9 月 16 日，微博賬號“美國
加州房產經理”發布微博稱，在瑞典遭到警察粗暴對
待後，第二天又和沒事人壹樣帶著父母在瑞典玩耍，
並發布了當事人遊玩的照片，壹時間引爆輿論。
     【真相】經環球時報采訪報道證實，上圖中這個微
博裏貼出的兩張照片，其實是曾先生壹家在案發 10 多
天前在荷蘭阿姆斯特丹遊玩的照片，並非遭瑞典警察
粗暴對待之後所拍攝。具體拍攝時間為 8 月 19 日。
     【提示】造謠也需成本。9 月 18 日，新浪微博虛
假消息辟謠官方賬號發布對違規賬號的處理通知，“美
國加州房產經理”構成了“發布不實信息”且情節惡
劣。根據《微博舉報投訴操作細則》第 21 條之規定，
對其“關閉賬號”。
      9. 成都暴雨是因為石犀神獸移位，搜索次數 742
萬
      【傳聞】7 月，四川省內各地降大雨期間，壹則標
題為《把金沙遺址博物館的犀牛搬還原》的市長信箱
的留言，引發關註。在這封給市長的信中，有市民希
望能夠將現在陳列於博物館中的壹座石犀雕塑放回原
地。並認為成都暴雨是由於石犀神獸移位造成的。
     【真相】市文廣新局回復稱，石犀現作為重要展品
陳列於成都博物館展廳中，自 2016 年起壹直沒有離開
過成都天府廣場。目前，還缺乏確切的資料證明該石
犀就是李冰鎮水的神獸。另外，該石犀與水患有無直
接關系，尚缺乏科學論斷和事實依據。
    【提示】這壹傳聞是由民間迷信而來，每當發生自
然災害時，也是這類謠言傳播時。提醒大家要尊重科
學，相信科學。
10. 中山壹女子公交車上遭猥褻，他人無動於衷，搜索
次數 607 萬
    【傳聞】9 月 25 日晚，有網民在朋友圈中上傳了壹
段視頻。視頻中，壹名女子從公交車後部沖向後車門
試圖逃離，卻遭壹名男子強抱、拖拽回公交車後排，
此過程中，女子大聲哭叫，但周圍乘客與司機始終未
阻止男子。壹時間，“公交猥褻”話題引起網民討論。
     【真相】9 月 26 日中午，中山公安局發布通報稱，
9 月 25 日，楊某（男，20 歲，中山市人，珠海某學院
學生）在微信朋友圈發布壹女子在公交車“被猥褻”
的視頻，並稱事發地在中山，相關視頻和言論被網友
轉發引起關註。中山警方高度重視，連夜開展調查，
確認視頻中事件系因家庭矛盾，發生於外省（區）某
地，並非中山。目前楊某已被警方帶回調查，案件正
在進壹步調查中。
     【提示】類似“女子公交上遭猥褻”等敏感話題極
易在社交平臺被傳播，傳播過程由於信息的模糊和“意
見領袖”的推波助瀾，網民的情緒易被煽動，提醒大
家面對類似新聞時，盡量保持理智客觀。

( 人們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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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混得最差的華人聚集地：
當地華人窮得想回國

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國人，即使在地圖上都不容易
找到的南太平洋小島上都有華人生活。中國人喜歡群
體互幫互助，久而久之在海外華人聚集的地方都會建
成 " 唐人街 "，美國有唐人街，加拿大有唐人街，歐洲
有唐人街，日本也有唐人街。那這混的最差的 " 唐人
街 " 又在哪個國家？

它在印度，妳肯定想不到，其實這裏唐人街跟美
國的唐人街壹樣歷史悠久，有 200 多年歷史。但是印

度的唐人街 " 臟亂差 "，潦倒落魄，以至於很多人都不
知道在印度還有唐人街。

印度的唐人街位於印度加爾各答郊外壹個叫塔霸
的小村莊。但是當妳走進去完全看不出絲毫我們印象
中唐人街該有的氣派，而是貧民窟似的。這裏的道路
年久失修、坑坑窪窪的，街道兩旁的房屋都比較低矮，
往往上面還掛著毫無設計感的中文招牌，來來往往的
馬拉車三輪車就在這逼仄的道路上穿行著……妳會覺

得中國的五線小鎮也比這裏發達，似乎塔霸與唐人街
這個名頭完全不符合（雖然沒有人規定唐人街壹定要
豪華氣派）。

據當地華人說，1778 年壹個福建商人隨英國商船
來到加爾各答，在塔霸這個地方開了壹家制糖廠。後
來他又從福建老家帶了 100 多名老鄉到制糖廠打工，
這些工人大多都留在這裏的。塔霸的華人街也就是從
這個制糖廠為源點而慢慢輻射開。

但是真正 " 帶火 " 塔霸的卻是廣東人。19 世紀初，
壹個來自廣東梅縣的商人到這裏開始了壹家皮革廠，
隨後便有大批廣東梅縣人陸續到這裏落腳生根。兩百
年來，華人在這裏開的皮革廠也越來越多，到現在小
小的壹個塔霸竟然有兩三百家作坊式皮革廠，皮革廠
已經成了塔霸的經濟支柱產業。不過皮革廠是汙染性
工廠，所以塔霸的環境很不好，十分的臟亂差，看上
去跟印度貧民窟壹樣。

1962 年中印戰爭爆發，很多華人被印度政府當作
間諜抓進印度西北沙漠地區的集中營。而有些富裕的
華人則移民到新加坡、加拿大等國家，還有壹些華人
在中印戰爭結束後被中國政府派船接回了國。從此以
後，塔霸的華人從之前的 6 萬多人下降到不足 3000 人，
元氣大傷，塔霸的華人社區活力再也沒能重新振作起
來。

現在走在塔霸的中國街上還依稀能感受到當年有
過的繁榮，洪門的義興會館還存在，壹些其他的同鄉
會、救濟會的會館也還存在，這些都還透著深深的中
國氣息。不過這也只是表面現象了，因為現在這裏的
大多數華人都不太會說中文，雖然他們長著壹副中國
人面孔。他們對中國文化也非常缺乏了解，甚至很多
認識還停留在民國時期。印度華人們的生活日趨貧困，
於是壹些塔霸的印度華人很想回中國發展，搭上中國
經濟發展的這趟列車。但是他們也知道，他們已經不
是中國人了，不可能回來！

( 霞客日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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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直以來，國家對轉匯的規定都是：個人購匯
不得用於海外購房，但各種利益驅使下，總有壹些
“不聽話”之人。近日，中國方面狠查違規轉匯海
外購房的行為，以七大銀行為代表的銀行業首先成
為本次“嚴打活動”的重災區。

10 月 22 日 讓眾多銀行瑟瑟發抖的“紀念日”
10 月 22 日，國家外匯管理局（下稱“外管局”）

通 報 20 起 外 匯 違 規 典 型 案 例， 合 計 罰 沒 2304.63
萬 元， 其 中 涉 及 7 家 銀 行 違 規 被 點 名， 共 計 罰 沒
1275.62 萬元。

其中，中國建設銀行壹分行被罰款 419 萬元；

光大銀行廈門分行被罰 134.85 萬元；渤海銀行天津
分行被罰 324.48 萬元。除此之外，南洋商業銀行 ( 中
國 ) 上海分行丶交通銀行金華分行丶中國建設銀行
福清分行丶光大銀行廈門火炬園支行丶渤海銀行天
津濱海新區分行丶招商銀行濟南分行丶中國銀行威
海分行丶 中國招商銀行丶中國交通銀行丶中國銀行
等等都沒有逃脫過被重罰的惡果。

先查後罰 嚴打活動為外匯管理制度立威
其實，中國的外匯政策中壹直明確地表明：購

匯不得用於境外買房丶證券投資丶購買人壽保險和
投資性返還分紅類保險等尚未開放的資本項目。但
在各種利益的驅使之下，總有壹些投機倒把丶想鉆
政策空子的“不聽話”之人，為了達到自己的轉匯
目的不惜鋌而走險觸犯國家法律法規。

由於個人的轉匯行為其外匯的走向具有壹定的
不確定性，外匯局無法確切知曉人們用換來的外匯
用在了哪些方面。於是，外匯局從途徑入手，徹查
丶狠查各大銀行。可以說，這次國家出手徹查銀行
外匯信息的行動是給外匯管理制度壹個有力的正嚴
立威的行為。

查銀行只是個開始，違規轉匯的個人同樣不會
漏網。據了解，接下來還將嚴厲打擊構造虛假交易
丶欺騙交易以及逃騙匯丶非法套匯行為。據相關外
匯局的工作人員透露說，以後，像這樣的嚴打將會
常態化，其打擊力度及懲罰手段也將越來越嚴厲。

當日交易超 5 萬必須匯報！
外管局下達了《互聯網金融從業機構反洗錢和

反恐怖融資管理辦法（試行）》這壹新規！所有的
互聯網平臺，包括我們所接觸到的支付類 App 丶第
三方支付平臺等等，都包括在內。

從 2019 年 1 月 1 日開始，客戶當日單筆或者累
計交易人民幣 5 萬元以上（含 5 萬元）丶外幣等值
1 萬美元以上（含 1 萬美元）的現金收支，金融機
構丶非銀行支付機構以外的從業機構應當在交易發
生後的 5 個工作日內提交大額交易報告。若是違規，
會被追究刑事責任！與處罰銀行壹樣，這樣的規定
同樣是為了加大平臺的監管力度，防止洗錢行為。

( 華人資訊網 )

專題

崔永元：我就是中國的堂吉訶德，已做
好最壞準備

重磅！中國狠查華人違規轉匯海外
購房行為！七大銀行已被罰！

懟地懟天的崔永元，“反對轉基因”才是他最
重要的目標，其余的都是“過客”。近日，崔永元
又在小號“小崔讀書匯”諷刺起了中國農業農村部

部長韓長賦，事件的起因還是“轉基因”。
崔永元在微博轉發了壹篇“加拿大娛樂用大麻

合法化”的文章，崔永元稱，以後若發現（中國）
種植大麻，韓長賦依然可以說：“我們壹查，它們
在加拿大和烏拉圭都有種植許可……”

為什麽崔永遠這樣說，因為他指出，中國土地
上發現了濫種的轉基因作物，韓長賦卻笑呵呵說：
“我們壹查，它們在國外都有安全證書。”10 月 18
日，黑龍江省機關報《黑龍江日報》刊發《非轉基
因大豆的堅守者——訪原黑龍江省大豆協會副秘書
長王小語》壹文，裏面指出轉基因大豆不安全，並
獲得中國頂級科學、醫學、軍事醫學研究機構的認
可。

同時，文章裏王小語說，黑龍江省十二屆人大
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通過了新修訂的《黑龍江省食
品安全條例》。根據該條例，黑龍江省行政區域內
依法禁止種植轉基因玉米、水稻、大豆等糧食作物，
禁止非法生產、經營和為種植者提供轉基因糧食作
物種子，禁止非法生產、加工、銷售、進境轉基因

或者含有轉基因成分的食用農產品。
10 月 19 日，由中國國家科委、中國國防科工委、

中國科學院、中國科協聯合創辦的《科技日報》刊
發《非轉基因大豆報道嚴重失實》文章批駁《黑龍
江日報》的文章。

由此拉開了中國官媒和地方黨報的“口水戰”。
對於熱衷調查轉基因事件的崔永元也在微博站隊，
批《科技日報》是無良媒體，“天天誇轉基因食品
好”。自 2013 年開始，崔永元卷入轉基因爭論。
2013 年，崔永元“自費”萬余元赴美“調查”轉基
因食品的安全問題。

崔永元的轉基因紀錄片在中國引起軒然大波，
而且他的結論和大陸知名學者力挺轉基因的觀點大
相徑庭。2013 年 9 月，崔永元與中國知名科普作家
方舟子就轉基因食品市場化問題在互聯網上展開辯
論。如今，崔永元因為轉基因問題，將矛頭對準了
韓長賦，不知道崔永元此舉會收到何種成效。

( 文學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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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時間 2018 年 10 月 30 日，傳來金庸逝世的消
息，令人希噓感慨的是，金庸的“夢中情人”夏夢仙
逝是在 2016 年 10 月 30 日。兩年後的 10 月 30 日，大
俠與夏夢的忌日都壹樣，也許冥冥之中也印證壹種別
樣的深情吧。夏夢被稱為“中國的赫本”。她是壹代
傳奇女星、香港公認的西施、金庸大俠的夢中情人，
因為，她是讓金庸癡情苦戀了大半輩子的女人，無奈
化為壹個終身懷念的夢。
      夏夢是金庸筆下的小龍女、王語嫣等人的原型。金
庸曾說：“西施怎樣美麗，誰也沒見過，我想她應該
像夏夢才名不虛傳。”夏夢 1933 年 2 月 16 日出生於
上海的壹個文藝家庭，原名楊濛。1947 年，夏夢隨家
人遷居香港，就讀於瑪利諾女書院，還和父母壹樣熱
衷戲劇表演，尤愛莎士比亞，取“仲夏夜之夢”，又
因夏天加入長城電影，可以圓夢，遂藝名“夏夢”。

1950 年入香港長城電影制片有限公司。
      在長城電影出演第壹部作品《禁婚記》時，18 歲
的夏夢演活了片中妻子的角色，該片壹舉獲得當年的
中國港片票房冠軍，並蜚聲新加坡、泰國和越南。此
後，《娘惹》、《白日夢》、《孽海花》等。夏夢壹
生主演了近 40 部影片，紅遍香江、南洋，曾經受到毛
澤東、周恩來的接見。
       在上世紀 50 到 60 年代期間，夏夢是當時香港最
大的左派電影公司長城公司的當家頭牌，與石慧、陳
思思並稱為“長城三公主”， 夏夢居長，號稱“長城
大公主”。夏夢外形艷而不媚，貞靜平和，嫻雅大方，
兼之壹米七的高挑身材，有“上帝的傑作”之美譽，
是有口皆碑、大名鼎鼎的“夢美人”，在香港演藝圈
裏有“西施”之稱。正因如此，才使金庸愛慕不已，
傾心拜倒。金庸完全被她迷住了。他曾說：“生活中

的夏夢真美，其艷光照得我為之目眩；銀幕上的夏夢
更美，明星的風采觀之就使我加快心跳，魂兒為之勾
去。”
       夏夢究竟有多美？從她早年的照片中，我們不難
看出她的驚艷。而現在人更多知道夏夢，是通過金庸，
眾所周知夏夢是金庸夢中情人，很多金庸小說中完美
的女主都是夏夢的化身。據金庸的壹位摯友說：他愛
夏夢愛得如癡如醉。每當人們提起夏夢的名字，他的
腦海裏總會出現壹幅畫面：仲夏月夜，壹輪如水晶如
溫玉壹樣皎潔的圓月，掛在天鵝絨般湛藍色的夜幕上，
空氣中可以聞得到淡淡的、帶壹點甜味的桂花香。那
是他的仲夏夜之夢，這個夢總是和壹個名叫“夏夢”
的香港女明星糾纏在壹起。
      1957 年，金庸加盟新組建的以夏夢為當家花旦的
香港“長城電影制片公司”。金庸當時已經是名滿香

她讓金庸癡戀壹世，
          用美貌驚艷了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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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的大才子，為什麽要加盟長城影片公司，屈就去當
個編劇呢？原來“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完全是為了
接近夏夢而去的，為能天天見到在同壹公司。據說，
苦於在生活中難以見到夏夢，金庸不得已才想到了“加
盟”這個絕招。金庸還開玩笑說：“當年唐伯虎愛上
了壹個豪門的丫環秋香，為了接近她，不惜賣身為奴
入豪門，我金庸與之相比還差得遠呢！” 當時 33 歲
的金庸，由於能夠長期與 24 歲的夏夢在壹起工作，時
時都能與之見面或交談，佳人的壹顰壹笑都使他狂喜
不已，心潮澎湃。深陷情網的他神魂顛倒，癡迷日增
而忘乎所以。
       據說當時金庸到了長城影片公司之後，取了個藝
名叫做“林歡”。為博得夏夢的歡心，他在工作上極
其賣力。短短 3 年就先後創作了《絕代佳人》、《蘭
花花》、《不要離開我》、《三戀》、《小鴿子姑娘》、
《午夜琴聲》等電影劇本，可謂是多產編劇了。後來
他又學習導演，他既有才氣又肯下工夫，於是不久便
與人合作導演了影片《有女懷春》、《王老虎搶親》
等影片。他在工作上的出色成績，得到了夏夢的稱贊。
還為夏夢量身定制了壹系列劇本，後來還親自當了導
演。圖為夏夢有著清新的笑顏，良好的教養，她不僅
在銀幕內外的風度令人傾倒，而且語通中外，學及古
今，博覽群書。 
       但使金庸極其苦惱的是：他對夏夢的愛是可望而
不可及的。他雖滿腔癡情，苦苦相戀，卻難於實現自
己的願望，其根本原因在於夏夢早已名花有主。夏夢
在 21 歲時就與林葆誠結婚了。林葆誠是上海聖約翰大
學的學生，雖是從商，卻對藝術有著濃厚的興趣。他
是個電影迷，特別愛看夏夢主演的影片。但當時的金
庸對夏夢已是極難“慧劍斷情絲”了，但也不能顯山
露水地去表示什麽有時候，他實在憋不住了，或委婉
含蓄地暗示幾句，或旁敲側擊地說上壹番。夏夢心裏
自然明白是怎麽壹回事。但她不可能再接受他的愛，
就采取壹種非常友好的態度對待他，這已經給了金庸
極大的安慰。
       據說金庸與夏夢最難忘的壹幕，也許是壹個夜晚
在咖啡店的幽會。這是他們僅有的壹次幽會，是金庸
主動，而夏夢也例外地答應了。在咖啡店幽幽的燭光
和柔柔的音樂中，兩人四目相對，不時頻頻舉杯，那
種詩意的氛圍及浪漫的情調，實在令人陶醉銷魂。金
庸再也抑制不住激情，趁著幾分酒意，傾吐出了深藏
多年的愛慕之情。夏夢聽了極為感動，她含淚對金庸
說，她非常敬重他的人品、欣賞他的才華，只可惜他
的“愛使”遲到了壹步，只能感嘆“恨不相逢未嫁時”
了，並說以她的為人，是絕不願去傷害夫君的，請求
他能格外原諒她。最後她深情地說：“今生今世難償
此願，也許來生來世還有機會。”從此之後，金庸只
好幽閉心曲，把夏夢當作苦心依戀的“夢中情人”。
      1959 年，金庸帶著情感的失意和無奈離開了長城
影片公司，去創辦他的《明報》，並致力於寫作他的
武俠小說了。金庸對夏夢的“藕斷絲連”還表現在他
創作的武俠小說中，他在那裏深深寄托著對夏夢的愛。
細心的讀者都不難看出，這個當年差壹點沒把金大俠
的“魂兒為之勾去”的“夢美人”。在金庸大俠的武
俠世界裏，處處都可以覓到她的倩影：《神雕俠侶》

中冰清玉潔的小龍女、《射雕英雄傳》裏冰雪聰明的
黃蓉、《天龍八部》中貌若天仙的神仙姐姐王語嫣……
癡情的金大俠早已把他對夢中情人的相思之情融進了
他的作品裏，使夏夢的藝術生命在另壹個領域裏得以
延續。
       中國著名已故女作家三毛說過：“金庸小說的特
殊之處，就在於其寫出了壹個人類至今仍捉摸不透的、
既可讓人上天堂又可讓人下地獄的‘情’字。而不了
解金庸與夏夢的這壹段情，就不會讀懂他在小說中‘情
緣’的描寫。”金庸將對夏夢的癡愛化為筆下的人物，
黃蓉的聰明機靈，小龍女的遙不可及，無不含著對夏
夢的感情。
      在金庸遇到夏夢時，金庸已是人夫，夏夢已為人
妻。夏夢曾對金庸說：“今生今世難償此願，也許來
生來世還有機會”。據公開信息，金庸 1948 年與第
壹任妻子杜治芬結婚，後離婚。1953 年再娶，第二
任妻子名為朱玫，新聞記者出身，生二子二女。1976
年，金庸與朱玫感情破裂，主動提出離婚，並娶年輕
二十九年的林樂怡為妻。
     1967 年，夏夢在最美麗的年華告別銀幕，移居海
外。她是後來許多香港明星心目中的“大明星”。
2014 年是夏夢從影 65 周年，這位生於上海的“明星
中的明星”回到上海，和老友影迷共同慶祝。1969 年
夏夢從加拿大返港，當時是香港電影新浪潮的年代，
她雖然已經不在幕前演出多年，但夏夢以電影監制的
身份投資拍攝了《投奔怒海》和《似水流年》等名片，
成就了另壹個電影傳奇。據了解，在夏夢首次擔任監
制的熒幕作品就是電影《投奔怒海》，當時她推薦劉
德華主演，更因此讓劉德華提名第二屆香港電影金像
獎最佳新演員獎，從此星路坦途。2016 年夏夢離世，
劉德華悼念夏夢時表示：“（夏夢）是在我生命中不
能忘記的壹個貴人，她選擇了我，改變了我的命運，
看她壹生如電影般的神奇，照亮了銀幕前後！夢姐，

永遠記得您。”
      金庸也曾向夏夢表明過愛意，雖然夏夢極為感動，
但是這份愛慕遲到了，“恨不相逢未嫁時”也就成了
金庸老先生壹生的遺憾。對於金庸的愛慕，多年後，
已是 82 歲高齡的夏夢只用了“我和金庸，其實不如不
說”這幾個字回應。
      2016 年 10 月 30 日，夏夢去世，享年 83 歲。2018
年 10 月 30 日，金庸也離去了，享年 94 歲。才子佳人
在相隔兩年的同壹天裏去世，這是巧合嗎？我想來世，
他們定能完成今生未了的情緣。
（文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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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最大地產公司KW 經紀人
UIUC 金融碩士背景

950 Corbindale Rd #100
Houston, TX 77024

Arianna Wang
ariannaw@kw.com
Cell: 832-992-2517

住 宅 / 商 業 / 投 資 管 理
賣房3D展示，買家隨時隨地看盡細節。
滿意度最高專業經紀人 - 友好,誠信,專業,敬業

FREE!FREE!
憑此廣告

免費為您的
房子做

市場評估!

憑此廣告可減$50門診費憑此廣告可減$50門診費
DR. SHUXIA WANG PH.D

王淑霞 醫學博士
 美國加州中醫藥大學

 博士生導師

國際癌症康復中心
International Cancer Rehabilitation Center

地址: 7505 Fannin st, ste120, Houston, tx77054 (休斯頓醫學中心)
預約電話:281-818-7928 / 702-526-6288  門診時間:(一至五) 9am-5pm

蛇精   桑黃抗癌膠囊 創造生命的奇跡  著名中醫腫瘤專家中醫內科權威王淑霞博士主診
本中心服務於來自世界各地的癌症病人，主要採
取中醫自然療法，主攻:中晚期肺癌、淋巴癌、胃
癌、腸癌、乳腺癌、子宮卵巢癌、前列腺癌、白
血病、紅斑狼瘡、骨癌等各種惡性腫瘤。

兼治：腦梗、面癱、更年期月經不調
、習慣性流產、風濕、類風濕，神經
元引起的周身癱瘓、吞咽困難，外傷
或扭傷性疼痛。

風
水
高手在民間！高手在民間！

大師 Tel. 346-760-8888
8518 Bellaire Blvd. Houston

國學易經 辦公室 家居/商埠
       風水裝修布局
八字命理 九星開運 相談終身
擇日命名 事業財運 婚姻感情
流年運程 風水擺件 水晶玉器

(中國城小肥羊隔壁)

本命年風水店本命年風水店本命年風水店

大師 Tel. 346-760-8888
8518 Bellaire Blvd. Houston

風
水

风水布局招财貔貅 旺财紫晶洞

憑此廣告購買
風水用品立減$20

憑此廣告購買
風水用品立減$20

Piano Tuning Service
鋼琴調音服務

Mr.Wenson Chang
張子威 先生

832-490-3538(H)   317-418-2645(C)

鋼琴調音

$100元
鋼琴調音

$100元
憑此廣告

可再得10%Off

憑此廣告
可再得10%Off

湘菜小廚 Spicy Hunan

紅燒肉、剁椒魚頭
、蘿蔔皮炒臘肉、
農家豆豉燒土雞、南瓜蒸排骨、酸辣粉皮、湖南小炒肉
、蒜苗回鍋肉、湘味幹鍋鴨、幹豆角臘牛肉

正宗特色湖南菜

電話：713-271-6666
7天營業 11:00AM--10:30ＰＭ

地址：9889 Bellaire Blvd, #C307
(敦煌廣場), Houston, TX77036 憑此廣告，每周五、六、日晚餐堂食送紅油筍絲一份

龍學天下中文學校
Houston Dragon Academy 

Email:  wang3059920@gmail.com
網址： www.houstondragonacademy.org
地址 : 8915 Timberside Dr. Houston TX 77025

713-305-9920  713-858-8768
聯繫電話

憑此廣告，學費減10元！

Better Chinese, More Choices.
多學一門語言，多看一個世界！好中文，助未來！

蝦子海參 八宝鴨 龍蝦沙拉 炒鱔糊 白果魚圓 ……
小籠湯包 生煎包 粢飯糕 豆沙鍋餅 酒釀圓子 ……

送$6.99豆沙鍋餅一份

●原上海五星級飯店錦江酒家大廚
●美南電視《味全小廚房》客座主持人

●丁德忠師傅 主理

堂食消費滿$50
訂座電話：173-995-0985

店址：9968 Bellaire Blvd, Suite 160 Houston, TX 77036
送$6.99豆沙鍋餅一份

阿里餐廳阿里餐廳
巴勒斯坦風味的阿拉伯餐廳巴勒斯坦風味的阿拉伯餐廳

憑此優惠券用餐可獲:

20%OFF
8619 Richmond Ave. Suite#100, 

Houston, TX 77063
Tel:713.787.0400  Fax:713.787.0402

地中海風味菜：Pita餅、雜錦沙拉大薈、鷹嘴豆泥、
雞肉羊肉混搭燒烤、油炸土豆餡“三角”、黃油抓飯

、Mansaf奶油羊肉飯、阿拉伯水煙

地中海風味菜：Pita餅、雜錦沙拉大薈、鷹嘴豆泥、
雞肉羊肉混搭燒烤、油炸土豆餡“三角”、黃油抓飯

、Mansaf奶油羊肉飯、阿拉伯水煙

地址：9252 Bellaire Blvd, #C, Houston, 
           TX 77036 (中國城百佳超市旁）

龍門陣川菜館
堂食消費25元以上

take10%offtake10%off

★秘醬鴨  ★烤魚  ★饞嘴牛蛙
★宮保油條蝦 ★雙椒雞 ★香鍋系列

全新裝修，全新菜品，正宗川菜

11am至9pm,每週7天

堂食消費25元以上

電話：832-581-2091

Ramen King

羊肉串、牛肉串、烤扇貝、烤茄子
等幾十種燒烤及各種日式拉面

憑此優惠券
堂吃

每$30 立減$5
 每$50 立減$10

katy 的 華人有福了節日大酬賓

9555 Spring Green Blvd 
Suite A Katy TX 77494

832-437-5633

Ramen King

( 時代廣場 )專業按摩，一流服務，舒適環境，完善享受

完美養生完美養生 完美養生完美養生

10% OFF

832-742-5777
七天營業：10:00am—10:00pm

憑此廣告 

( 限全身按摩）( 需提前預約 ）

CHUNG WANG正宗港式燒臘在Katy Town隆重開張

*全班人馬來自紐約*
歡迎預訂 金豬和乳豬歡迎預訂 金豬和乳豬 特別推薦: 北京片皮鴨 脆皮腩肉

           蜜汁叉燒 琵琶鴨 貴妃雞 
特別推薦: 北京片皮鴨 脆皮腩肉
           蜜汁叉燒 琵琶鴨 貴妃雞 

好吃的還不止這些 .......好吃的還不止這些 .......

營業時間：早上十點半至晚上八點半  逢星期一休息

地址: 23119 Colonia Pkwy Katy, TX 77449  電話: (281)783-8383

常旺燒臘CHINESE BBQ 新張大優惠新張大優惠
凡惠顧購買

$25.00元或以上燒臘，
凡惠顧購買

$25.00元或以上燒臘，

贈送叉燒半磅贈送叉燒半磅歡迎光臨品嘗家鄉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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