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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日（6日）第十三屆「漢
語橋」世界大學生中文比賽
在長沙「千年學府」岳麓書

院隆重「開筆」，來自全球87個
國家的126名大學生在書畫大家范
曾的指導下書寫「中國最美漢
字」。記者了解到，本屆「漢語
橋」比賽將讓各國選手走出戶外，
實地感受古老的中華文明。
選手在開幕司儀、湖南衛視名

主持汪涵帶領下，落座書院講堂
行中華「開筆禮」。書畫大家范
曾親授網絡票選出的「中國最美
漢字」——「行」，寓意「千里
之行，始於足下」，希冀借這一
中國傳統的少兒識字習禮啟蒙儀
式，讓選手們體驗中華文化薪火
相傳。
本屆「漢語橋」來自全球87個
國家的126名大學生選手將走出
戶外，實地探訪中華文脈，比拚

漢語功夫，角逐大賽桂冠。經複
賽決出的30強選手將到訪古絲綢
之路起點陝西西安，千年窯火不
息的江西景德鎮三寶村，梅山文
化發祥地湖南益陽安化等地。

■本報記者董曉楠湖南報道

鉏姓難倒電腦

財產全歸妻財產全歸妻

大學生返鄉養青蛙年產值四千萬

江蘇省南京市有市民投訴，
稱在南京仙林大學城的仙林大
道邊上，有一個奇葩的坑渠
蓋，蓋子「薄如紙片」，最薄
處只有0.7厘米，蓋子遭損壞露
出只有「筷子粗」鋼筋，張着
大嘴的沙井約有3米深，存在着
很大的安全隱患。當地管委會
負責人聲稱，這種坑渠蓋是塑
料材質，但行人安全應沒問
題，估計是一些不自覺的車主
把車開上人行道，致使蓋子遭
到重壓後損壞。 ■中國青年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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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NOUNCEMENT OF 2014 INDEPENDENT DIRECTOR RECEPTION DAY
THE HAINAN AIRLINES COMPANY LIMITED

The Hainan Airlines Company Limited and the entire members of its board of directors
(“BoD”) hereby guarantee the truthfulness, accuracy and completeness of the
announcement and would take responsibilities for significant omission, fictitious
description or serious misleading of it.

In order to encourag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investor, staff and independent
directors, the Hainan Airlines Company Limite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Company)
decided to set the independent director reception day on July 15 of 2014 subject to the
Routine Working System of the Independent Director of the Company. The detail is as
following: 

1. Time: at 9:30-11:30 am of July 15, 2014
2. Place: at the Conference Room, Floor 3 of Haihang Mansion, No.7 Guoxing Road,

Haikou city, Hainan Province
3. Events:
The independent directors would communicate with the investors and staff face to face

and give on-site reply to their questions. In case the independent directors could not reply
on-site, they would contact the investors and staff later through communication. 

4. Booking and Registration: 
In order to hold the above event successfully and take no influence on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the Company, the investor and staff who has the intention to join the event
shall contact and register with the secretary office of the BoD before 17:00 of July 11, 2014. 

Tel: 0898-66739961          Fax: 0898-66739960
Email: independentdirector@hnair.com
5. Attention:
5.1 Investors who has registered to join the activity shall arrive at the above-stated

address with the original and copy of identification card before 9:30 am of July 15 of 2014.
We would arranged our staff to assist you to pass the access control. 

5.2 The participants shall observe the office regulations and not to influence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the Company. 

The Hainan Airlines Company Limited
July 8, 2014

■■選手執筆書寫漢選手執筆書寫漢
字字。。 陳宗昊陳宗昊 攝攝

■■戶籍表上戶籍表上，「，「钅钅且且」」
姓村民只有名沒有姓姓村民只有名沒有姓。。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大學畢業生王理大學畢業生王理，，返鄉返鄉
養青蛙年入養青蛙年入40004000萬萬。。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近日略帶童話色彩的創意早餐，包括鬈髮女
孩、睡懶覺的小貓咪、長頸鹿和朋友的聚會等
款式，於東莞網友的微信朋友圈走紅，每天東

莞媽媽嫣然在朋友圈曬出的營養和創意靈感兼備的
早餐引得網友紛紛點讚，獲封「中國好媽媽」。
10歲小朋友千芸的媽媽嫣然是一位美食愛好

者，她在媒體上有自己的美食專欄，也曾獲評廣
東省首屆高級葡萄酒品鑒師。從今年5月開始，嫣
然為女兒每天變換不同的創意主題早餐，用即食
麵做女孩的鬈髮，芒果和紫菜做出蜜蜂，雞蛋、
胡蘿蔔、香腸等普通食材在嫣然的手裡都變成了
童話故事的主角。嫣然坦言，她跟女兒的交流可

以帶來靈感。很多時候，母女兩人都會探討第二
天的早餐。
嫣然為女兒準備的早餐不僅吸引了女兒同學的

羨慕，她的創意早餐分享到朋友圈後迅速傳開，
引得粉絲爭相模仿。 ■本報記者何花東莞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 安徽省蚌埠

懷遠縣古城鄉廟荒村，有上

千名村民，他們都姓「钅且」

（音同「鋤」）。因這個字

在電腦上打不出來，要想用

他們自己的名字存款及買房

都辦不了，只好用妻子的名

字。廟荒村的幹部鉏正標

說，這個怪姓本應寫作

「鉏」，推行簡化字後，

「鉏」被簡化成了「钅且」，

結果電腦上無法打出，為村

民日常生活帶來了很多不

便。 ■中安在線

專家相信這個情況是電腦問題，希望上級部門協
調專家解決，讓日後的軟件字庫中增加這個簡

體鉏字。
懷遠縣廟荒村有一個「習俗」，都是妻子掌管家
裡財產，銀行卡、房產證什麼的都是歸到了女人的
名下，不是男人們不想管，而是實在沒有辦法管。
聶女士笑說：「結婚十多年了，銀行卡上都是我的
名字，丈夫一張銀行卡都沒有，錢都是我保管。」
這個村子裡，有千餘名村民姓氏十分古怪，姓

「钅且」，這個姓在電腦上打不出來，經常遇到難
題。一位村民說：「新買的房子、車子都是用老婆
名，財產都歸到老婆名下。」

考試買火車票困難重重
村民日常生活因此遇到很多麻煩，「現在火車票
要求實名制，票都買不到，我們出門打工，也只能
坐汽車。」一位村民無奈說。有的村民家裡孩子上
學，也因為姓氏的原因，對學業產生了影響，今年

參加高考的「钅且」正正，准考證上就只有名字，而
沒有姓。
據《現代漢語小詞典》第五版，「钅且」字為鋤頭
之意，鉏姓集中聚居於蚌埠、蒙城及嘉興。據資料
顯示，鉏姓源於妘姓，出自夏王朝中期有窮鉏氏國
著名神箭手羿。
據鉏正標指，「鉏」姓跟春秋時晉國刺客鉏麋有
關，歷史記載晉靈公派刺客鉏麋刺殺宰相趙盾，鉏
麋入趙府看到趙盾朝衣朝冠，端坐堂上等上朝。鉏
麋有感趙盾是一名忠義之臣，不想殺他，但不殺他
又違背君命，於是撞庭中的一棵槐樹而死。由於鉏
姓人家的堂號是觸槐堂和忠信堂，據鉏正標推測，
觸槐堂和忠信堂的堂號可能就因此而來。

香港文匯報訊 湖南省沅江市
有一位大學生王理，大學畢業
5年來，他考過公務員、研究

生，也曾在職場上打拚過，但他最
終選擇回農村養青蛙創業，如今他
公司的年產值已達幾千萬元，不僅
自己富了起來，還帶動鄉親們致富
奔小康，被當地人親切地稱為「青
蛙王子」。
王理2008年在吉林財經大學畢

業，畢業後他去考公務員和考研，
最後都沒有考上。及後他曾到廣州
一家公司做營銷業務。及後他母親
因意外受傷住院，花掉一家積蓄。
最後王理決定自己開公司，他意外
地發現了養青蛙的商機。
他做足了市場分析和調研後，開始

創業計劃，飼養黑斑蛙（農村最常見

的野生青蛙，有些地方也稱作田雞）
並大力推廣。黑斑蛙對環境、溫度的
要求不算太高，內地大多數地方都能
生存。王理母親得悉自己兒子打算養
蛙創業，因覺得工作不體面而大力反
對，後終被兒子說服不再反對。確定
好品種後，王家父子和兩個朋友開始
沒日沒夜地在田間地頭苦幹，不斷試
驗、育種，抗擊各種自然災害，眼看
半年時間過去了，大批的青蛙終於可
以上市了。
湖南省沅江市林業局副局長吳先

雲，以及當地科技有關部門也積極
提供技術支持和協助認證。王理拿
到養殖許可證後，他養殖的青蛙順
利上市，第一年銷售，他的純利潤
就有七八十萬元。現在，他的年銷
售額已達三四千萬元。 ■華聲在線

好媽媽製童話色彩創意早餐
東
莞

■■南京出現南京出現「「紙紙
片片」」渠蓋渠蓋，，被投被投
訴指很易損毀訴指很易損毀。。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管委會馬上換上管委會馬上換上
全新水泥渠蓋全新水泥渠蓋，，更更
找人站上渠蓋找人站上渠蓋，，證證
明新渠蓋絕對安明新渠蓋絕對安
全全。。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三文魚和小螞蟻三文魚和小螞蟻。。
本報深圳傳真本報深圳傳真

■變形金剛的到來讓兼職攝影師
的生意大好。 本報廣州傳真

身高12米、最全最新的變
形金剛突然「空降」到廣州
塔，從本月5日至9月30日

正式對外展示。據悉這些變形金
剛按照電影原型製作，造價每個
高達100多萬元。在電影《變形
金剛4》中，廣州塔的出現讓廣州
市民熟悉又興奮。如今市民朋友
可以在廣州塔下體驗電影中的真
實場景，高溫天氣下不畏酷暑，
迫不及待前往遊玩的遊客很多。
記者在前日（6日）下午前往
發現，變形金剛的到來讓那些為
遊客拍照的攝影師，生意比往常
好了將近兩倍。一旁的王師傅表
示，他平時只會在晚上出來拍
照，賺點零花錢。但是5日晚上
他賺了將近500元，這是他在廣
州塔下拍得最多的一晚。此外他
友情提示，每個金剛都配有夜光
燈，晚上觀看更有感覺。

據悉，這是廣州塔暑假「童夢
奇園」大型主題活動其中之一，
它以「童夢」為主要內容，以
「增進親子家庭關係、推廣環保
藝術意識、發展燈光藝術科技」
為目的。

■本報記者胡若璋廣州報道

百萬元變形金百萬元變形金剛剛「「空降空降」」廣州塔廣州塔
廣
州

「紙片」渠蓋惹安全質疑

湖
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