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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抓住把手，將拖車
記者抓住把手，將拖車 圓環狀端
圓環狀端
■
朝玻璃砸了七八下後，無果。隨後記
朝玻璃砸了七八下後，無果。隨後記
者改為甩砸，將玻璃擊破。
者改為甩砸，將玻璃擊破。

■
■ 記者實驗用汽車頭枕砸破駕駛室
記者實驗用汽車頭枕砸破駕駛室
玻璃。因車內空間狹小，難以用
玻璃。因車內空間狹小，難以用
力，砸了兩三分鐘後仍無法破窗。
力，砸了兩三分鐘後仍無法破窗。

21日晚，北京廣

為午 ， 記 者 利 用 網 上 推 薦 的
了驗證這些方法，23日下

渠門橋下一名男
車內喪生。面對這樣的情
況，司機應該採取何種方
式自救？如果車門難以打
開，哪種工具是破窗的最
佳選擇？近日，專家、網
友紛紛支招。
■《新京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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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承德平泉縣楊樹嶺鎮
排杖子村的李維章老人，堅
持寫日記60多年，他的日記有
134本，200多萬字，壘起來已
有1.5米高，堪稱「活化石」
。
今年85歲的李維章是一名離休
老幹部。他回憶說，最先開始的
日記都沒有保存，正式寫日記是
他1949年參加工作以後的事。
「日記也沒什麼體裁，就是寫給自
己看的，等你想不起來的時候，
回過頭來看看就知道當時發生了
什麼事。挺有意思的。」 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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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點點滴滴都是他日記的
來源。他不但寫日記，也寫回憶
錄，收藏剪報。目前，他已將日
記濃縮成了《讀書文摘》
、《四十
個春秋》、《老有所為》和《健康
老人》等四冊，並印製裝訂，以
供傳閱。
李維章說，60多年的日記本、
消費支出日記賬、回憶錄等是他
多年以來積累起來的一筆精神財
富。如今，他的眼睛有點花了，
但是依然堅持每天用放大鏡看報
紙、書籍。
■中新網

窗分擔的，作用力會降低。
最後試驗在沒有工具的情況下，嘗試
用腳踹、肘擊是否能破窗。事實證明，
車窗堅硬，用肘擊如同雞蛋砸石頭。而
且駕駛員在座位上蹬踹車窗，人也會被
反作用力推動，難以發力。

專家：車一浸水果斷砸窗
潘旭東表示，當車剛浸水，車門無法
打開時，駕駛員就應盡快破窗逃生。他
稱，如果車輛突然入水，且水已沒過車
輪以上，車輛一般都會因為浮力難以控
制了。此時，應果斷砸窗逃生。前車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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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歲的李維章，從1945年
開始便每日堅持寫日記。
網上圖片

蕭克將軍是一代儒將，斯諾夫人在
《中國老一輩革命家(自傳)》中曾說他
「像周恩來、徐向前和毛澤東一樣，
蕭克是中國人所稱的『軍人學者』的
再世。」他出生在書香門第，父親是
個秀才。蕭克6歲進私塾，讀的是
「孔孟之道」和「四書五經」
，不料讀
到初級師範學校後，家裡連遭不幸，
大哥參加起義被捕入獄，家裡被政府
軍先後查抄四次，家產幾乎被洗劫一
空，但他節衣縮食，始終沒有放棄讀
書。

當蕭克讀完孫中山的著作和《黃花
崗七十二烈士傳》之後，毅然走上革
命的道路。此後每逢作戰，勝利後總
要想辦法找一兩本書。對他影響最大
的，是蘇聯小說《鐵流》，那是描寫
蘇俄革命戰爭的一本書。1936年的一
天，蕭克隨賀龍、關向應一起騎馬返
回駐地，在路途中，賀龍說：「秀
才，這麼好的風景，又能寫首好詩
吧。」這一下子觸動了蕭克的靈感，
他想起了《鐵流》中宏偉的場面，於
是，一部描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浴血
羅霄》在他心中生根、萌發了，最終
完成了這部長達40萬字的小說，這是
「中國的《鐵流》」。蕭克於戰爭年代
出版有《抗戰軍事論文集》、《挺進
軍「三位一體」的任務》等，離休後
仍筆耕不輟，除主編《南昌起義》、
《秋收起義》等，還出版了《蕭克回
憶錄》、《朱毛紅軍側記》等，他晚
年還擔任了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會
長，並先後主持有《中國文化通
志》
、《中國大百科全書》等。

「書蟲」鄧拓 提倡讀活書

曾任學部委員、人民日報社社長兼
總編輯的鄧拓不僅是著名的新聞工作者、政論家、歷史學
家、詩人、雜文家，也是黨內著名的「書蟲」，他著有
《燕山夜話》
、《三家村札記》
、《詩十四首》
、《鄧拓詞選》
等。談到自己的讀書經驗，鄧拓認為，一是要有恆心；讀
書，最怕的是不能堅持學習和研究，抓一陣子又放鬆了，
這就是「或作或輟，一暴十寒」的狀態。二是讀書要能出
能入；也就是說，要讀活書而不要讀死書。因此他反對為
讀書而讀書的傾向，主張讀書須實際運用，並且要
用得靈活，即所謂「透脫」
。三是讀書要不
拘束；要能解決好「好讀書」與「求解」
的關係。這就是所謂「讀書不求甚解」
的意思，所謂不求甚解，並非真的不要
求把書讀懂，而是主張對於難懂的地方先
放它過去，不要死扣住不放。（之二）
■來源：《北京日報》

被淹沒後，車內人生還的可能性就非常
小了。至於在水下砸車窗是否有不同的
反應，該專家表示，暫沒有實踐證明。
此外，潘旭東稱，車窗貼膜對砸窗的
效果有一定影響。一般的太陽膜對車窗
防碎作用很小，利用正確的工具砸車窗
不會有太大區別。但防爆膜對玻璃有保
護作用，可以分散外力。另
外，貼了防爆膜的玻璃，
即使破了也不
會馬上掉落，
而是呈網狀碎
裂。

溥儀舊居
增開婉容臥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欣 天津報道）末
代皇帝溥儀舊居——天津靜園，開園5周年之
際，天津市風貌建築整理公司增開了末代皇后
婉容臥室和會客廳，新增展陳物品70餘件，進一步
還原了溥儀在津期間的生活場景。
據了解，此次新增展品包括生活用品方面、服
裝展示方面以及與歷史事件相關的物品展陳。其
中增開放的小會客廳位於主樓首層，是溥儀會見
各地「遺老」
、軍閥首領、各國駐津領事及司令官
等貴賓的密談場所，至今仍然能夠看到保留完好
的壁櫃和壁櫥。

中國最巨嬰 重達14.2斤

網上圖片

著40萬字小說

■記者嘗試用腳踹車玻璃十餘下，不僅
■記者嘗試用腳踹車玻璃十餘下，不僅
無法踹破玻璃，連車門都無法撼動。
無法踹破玻璃，連車門都無法撼動。

■記者坐在副駕駛座上，揮錘砸向駕
■記者坐在副駕駛座上，揮錘砸向駕
駛室車窗，一次便將車窗敲碎。
駛室車窗，一次便將車窗敲碎。

老者執筆60載 日記成「活化石」

風雲

■圖為蕭克。

窗砸去，砸了七八下之後，玻璃絲毫不
破。隨後，記者抓住把手，將圓環狀端
朝玻璃甩砸，「砰」的一聲悶響將玻璃
擊破。「之前因為空間不夠，使不上
勁，之後甩砸，感覺只用了2/3的力氣
就破窗了。」
記者接 實驗揮逃生錘砸向副駕駛室
車窗左上角，「砰」的一聲，便將車窗
敲碎，不僅砸的角被擊碎，其對角的玻
璃也碎掉。諮詢汽修專家潘旭東提醒
稱，砸車窗也有位置的選擇，一般應該
砸向車窗的四個角，如果砸在車窗中
心，按照力學原理，衝擊力是被整個車

「汽車座椅上的頭枕」
、「汽車內附工
具中的拖車 」
、鐵錘等工具，在停車
場用一輛國產越野車在車內做砸窗試
驗。實驗發現，在用全力的情況下，即
使男性也無法用頭枕擊破車窗，用座椅
頭枕下邊堅硬的鋼管砸碎車窗玻璃是
「不靠譜」的。
而在試驗鐵錘、拖車 （長約25厘
米，一頭像扳手一樣粗的桿，另一頭呈
圓環狀）等堅硬、重、易甩擊的工具
時，記者首先握住桿，將尖頭猛力向車

子被困在浸滿水的越野

責任編輯：周萬仰、林蔓莉 版面設計：崔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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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老人
祝壽龍老人
夏季是草原最美麗的季節，內蒙古草原上的「那達慕」盛會此伏彼起，一處剛
熱鬧完，另一處又緊鑼密鼓開場，讓草原成為歡樂的海洋。圖為24日阿巴嘎旗舉
行的阿爾鼎「那達慕」大會為百名屬龍的老人祝壽。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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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再來一
拳！」23日上午10
點，解放西路口附
近的沿江風光帶不
時傳出陣陣喝彩
聲，一名紅衣男子正攥
拳頭猛擊一名光 膀
子的男子，男子腳後有
一根黃色布條。被打男
子是謝水平，他自稱
「中國挨打王」
，想通過
■23日，長沙湘江風光帶，來自湖北孝感的「挨打
挨打的方式，讓市民發
王」(圖右)現場接受市民的挑戰。
網上圖片
洩壓力。如能將他擊退
拳頭擊打我腹部把我擊退，(讓我)雙
至黃線外，還可得到200元的獎金。
謝水平今年45歲，湖北孝感人，常 腳越過黃線就獎200元。」
62歲的張爹爹忍不住上前捧場，他
在酒吧等場所表演硬氣功。
提拳猛擊，3拳過後謝水平紋絲不
能擊退者有獎
動。
「人生需要減壓，只要大家開心我
謝水平稱，他在場上表演皆源於祖
願意做出氣筒。」謝水平笑 說。他 傳三代的氣功。除了挨打之外，謝水
脫去上衣，雙拳交叉放在胸前，弓步 平現場表演了牙齒叼人，用牙齒將體
屏氣，在腳下放上一根黃色的布條作 重120多斤的男子叼起並旋轉三周。
為界限，邀請觀眾來體驗，「只要用
■《瀟湘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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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37歲的
周女士在湖北省
鄂州市中心醫院
婦產科剖腹產下
一男嬰，重達
14.2斤。護士長說，
這是她從醫20年來所
見最重的嬰兒。
兒科李主任介紹，
■在保溫箱內治療的男巨嬰，胖墩墩的，鼻
該嬰兒出生時太重，
子插 吸管。
網上圖片
全身發乾。一是呼吸
困難，二是血糖低。其血糖只有 年3月28日，遼寧省海城市一家
07毫克每升，只有正常嬰兒的三 醫院接生一個14斤重男嬰，創下
分之一。他認為，正常嬰兒體重 全國新生嬰兒體重之最。2009
在5斤到8斤，超過8斤屬於巨大 年，山東一產婦生下一個14斤重
男嬰。2010年5月8日，河南省駐
兒。
據了解，健力士世界紀錄中最 馬店市39歲的唐新想生下一個14
重的嬰兒是1955年在意大利出生 斤的男嬰，當時並列全國第一。
■中國廣播網
的一個重20斤4 的嬰兒。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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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歲的小陳平時很喜
歡運動，每次運動完必
喝碳酸飲料。尤其到了
夏天，小陳每天至少喝
2瓶碳酸飲料，完全用
飲料代替了白水。可是，前
些日子小陳突然覺得腹部疼
得厲害，到醫院檢查患上了
腎結石，得病的原因正是長
期飲用大量碳酸飲料。
瀋陽市紅十字會醫院泌尿
外科主任柳青表示，入夏以
來，腎結石的患者有所增
多，其中很大部分都是大量
飲用碳酸飲料導致的。
不僅是喝碳酸飲料能夠引
發腎結石，茶飲料中含有草
酸和咖啡因這些成分也能夠
引起結石。此外，食用過多
的鈉也能促進鈣流失，促進
結石的形成。
柳青還說，嚴重的腎結石
可能導致尿毒症。同時由於

■時下青年往往喜好碳酸飲
料，但專家稱過量飲用易得
腎結石。
網上圖片
碳酸飲料中含有大量糖分，
能夠誘發各種類型的心腦血
管病，誘發高血脂症等。
不過，醫生介紹，碳酸飲
料不是不能喝，但要按成分
喝，這樣不但會降低對人體
的傷害，還有預防結石的作
用。
■《華商晨報》

教育家陶行知逝世

1946年7月25日，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上海患腦 育碩士學位。1916年回國，先後任南京高等師範學
溢血去世。
校教務長、教育系主任，並先後創辦了曉莊學校、
陶行知原名文浚，早年信仰王陽明「知行合一」 山海公學團，新安旅行團、育才學校、社會大學
說，改名知行；後主張「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 等，培養了大批人才。提出了「生活即教育」、
成」，遂又改名行知。安徽歙縣人。中國人民教育 「社會即學校」
、「教學做合一」三大主張，生活
家、思想家，偉大的民主主義戰士，愛國者；中國 教育理論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理論核心。著作
人民救國會和中國民主同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有：《中國教育改造》、《古廟敲鐘錄》、《齋
1910年考入南京江文書院以第一名畢業， 夫自由談》、《行知書信》、《行知詩歌集》
去美國留學。曾師從杜威，先後獲政治和教 等。

■陶行知。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