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戇豆先生
A30 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鮮明的節奏，利落的聲
音，很難想像這樣的鼓聲出
自一個6歲的孩子。在剛剛

結束的2014年上海第九屆全國
青少年打擊樂比賽中，來自河南
信陽的袁子越連續獲得幼兒組馬
林巴二等獎和小軍鼓三等獎。她
在打擊樂上早已小有名氣，曾多
次在河南省青少年打擊樂比賽和
全國青少年打擊樂比賽中獲獎。

母親：培養自律受用一生
袁子越個子小，只有在腳下墊

上一個墊子才能夠得鼓架，但
是只要她拿起鼓槌就如癡如醉地
練習音符。有的時候，一個音節
打很多遍都打不過，她就一遍又
一遍的含淚練習，有時練到深

夜凌晨。
袁媽媽說：「在學習音樂的道

路上，子越學會了認真專注，學
會了堅持不懈，學會了不輕言放
棄，也得到了快樂，通過音樂培
養出來的自覺自律的習慣將讓小
子越受用一生。」 ■本報記者

高攀、楊洋河南報道比比

八旬夫婦棄高店租 廿載免費奉茶迎客

受連續暴雨的影響，浙江紹興東湖景區
和牆外的浙東古運河呈現出陰陽河景觀。
上游河道山洪暴發，大量夾帶泥沙的黃河
水滾滾而下，使得古運河也渾濁不堪。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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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宣布不再演「戇豆先生 (Mr

Bean)」的英國知名喜劇演員路雲．

雅堅遜(Rowan Atkinson)日前應上海

廣播電視台等邀請，錄製

喜劇節目。戇豆與一群中

國大媽大叔跳起了廣場

舞，沉默寡言的戇

豆先生令全場大媽

笑聲不絕。

■新浪新聞/新華社

首屆「中
國國際木魚
石泥漿節」
昨日在山東
濟南泉城公
園舉辦，市
民們在泥漿
中上演泥巴
大戰。有關
方面稱，以
木魚石粉混合製成的泥漿塗抹皮
膚，可以美容健身。

■中新社

「讓我愈浸愈美麗」

上海大媽上海大媽舞舞

「我們每月的退休金夠用，我兒
女也有出息，幹嗎要出租呢？這樣
給路人泡泡茶，提供一個休息的場

所，不是挺好？」86歲的葉財柱和84歲的鄭淑英
夫婦在福建省腫瘤醫院門口有一間店面，不時有
商家來請求老人家出租店面，有人甚至願付8,000
元月租，他們也不為所動。他們想保有這個讓路
人小憩片刻、品嚐一杯免費熱茶的小天地。

葉財柱夫婦本是機械廠的工人，上世紀80年代

退休後，老兩口在樓下開了一間配鎖店，由於店
門前有幾棵大樹，鄰居和過往的行人都喜歡在這
裡休息。於是，兩人乾脆就把椅子擺出來讓大家
坐，順便也給大家提供免費的茶水。

茶水攤融入街坊生活
20多年來店面前的椅子換了好多把，從竹椅到

木椅再到現在的這些躺椅；人也換了好幾撥，以
前的小孩現在都長大成人、結婚生子。去年，老
兩口的茶水攤因為鄭淑英生病住院關了兩個月。
「大家都很不習慣，聽說有很多人來敲我家的
門。」鄭淑英笑說，「我住院回來後，看到別
人買了很多雞蛋、橘子之類的放到我家裡。」

「以前我是每天帶我兒子過來坐，現在帶孫女
了。」鄰居游開華說，「這麼多年來，到小店休
息已經成了我們生活的一部分，我們已經習慣了
他們每天的一杯茶水和一句問候。」

對於今後的打算，鄭淑英笑說：「我也沒什
麼期望，我就想和老伴兒好好地守這個茶水
攤，一直做到做不動為止。」 ■新華社

山東青島海關駐郵局辦事
處近日在寄自美國的進境郵
件中查獲國家二級保護動物

黑熊皮一張，由於收件人無法提交

相關進口許可證件，目前海關已予
以查扣並作進一步調查處理。

當日，海關關員在對一件寄自美
國阿拉斯加的郵件進行X光機查
驗，該郵件申報品名為地毯，但X
光機圖像顯示出現異常的不規則形
狀，遂開箱進行內件查驗，發現帶
有頭部及四肢的黑熊皮一張。「這
張黑熊皮頭部和四肢俱全，張大
嘴，牙齒、眼睛、舌頭都在，栩栩
如生。」 ■《青島早報》

越洋郵包驚現越洋郵包驚現「「全隻全隻」」黑熊黑熊
山
東

寧夏銀川市前日一名老人
在乘搭巴士時突然全身抽
搐、口吐白沫，昏倒在車

上，緊急時刻，在司機和乘客及路

邊執勤協警的幫助下，老人被送往
醫院，目前已脫離危險。

據醫院工作人員說，老人今年72
歲，有癲癇病史，發病時若不及時
送醫，可能會產生窒息或摔倒在地
造成腦出血等危險情況。有關報道
昨日在微博上瘋傳，網友對銀川出
現救人義舉紛紛表示稱讚，並在微
博上留言說：「銀川是座很有愛的
城市」。 ■本報記者 王尚勇、

付亞明銀川報道

老翁巴士昏倒老翁巴士昏倒 警民合力救人警民合力救人
寧
夏

吉林省永吉縣西陽鎮農民
李景陽家，日前完成安裝新
調試後的電動馬駒，這是他

經過6年的時間4次升級打造的，
電動馬駒高1.4米、身長2米，通
身褐色，頭部為全木質雕刻，電動
的馬身、馬腿，能前進、後退、左
轉、右轉，蓄電池供電，堪稱現代
版的「木牛流馬」。經過一個半小
時的安裝，電動馬駒可以拉小車
在院子裡走上一圈了，老倆口高興
不已。

李景陽本是村裡的一名木匠，但
平時很喜歡看電視裡的科技發明類
節目，愛動腦動手，除了這匹電動
馬駒，還打造了純木質的自行車、
馬車、電動按摩椅等。 ■東方網

農民歷時農民歷時66年年 製現代版製現代版「「木牛流馬木牛流馬」」
吉
林

(圖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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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發現的黑熊皮張大嘴，露
出牙齒和舌頭。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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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堅遜平時
不茍言笑。圖
為其日前抵達
上海獲有關方
面迎接。

網上圖片

■戇豆先生與上海一眾大媽大叔，比拚廣場舞，舞姿趣怪。 網上圖片

■戇豆先生的舉手投足都令人聯想起影片中的搞笑情節。 網上圖片

這是戇豆首次來到中國內地，
此前在2010年他首次來華，

主要在澳門、香港等地拍攝影片。
在上海世博會原址，首訪內地的
戇豆與一群中國大媽大叔跳起了廣
場舞，這其實是錄製東方衛視《今
晚「80後」脫口秀》節目的一個畫
面。

不苟言笑 開機判若兩人
現場導演秦海睿告訴記者，戇豆

先生的專業化程度令在場每個錄製
人員都驚歎不已。「在前期準備、
探討每個『橋段』時，雅堅遜一直
不苟言笑，充滿了英國紳士的嚴謹
態度，他會在開機前把所有的疑問
一股腦地向我們提出，一一分析和
處理，很坦誠、很敬業。」

「他平時幾乎不笑，不過一開機
就完全不同了，戇豆先生跳的是英倫
風的舞蹈，和中國大媽大叔用肢體語

言也能交流。」一位工作人員說。
人們還發現十分「紳士範兒」的

「戇豆」其實也是一個可愛的「吃
貨」。在拍攝現場，他不僅與攝製
組分享了專門帶來的英式茶包，還
與中國大媽大叔用肢體語言溝通，
分享了吃甜食和巧克力的經驗，現
場笑聲不斷。

戇豆先生對中國粉絲的熱情及伴
舞大媽大叔的配合程度連呼「沒想
到」。他還說，「在休息了一段時
間後，自己最近就會回歸喜劇事
業，希望儘早能有新作品帶給觀
眾。」

現年59歲的路雲．雅堅遜，1990
年起演出電視劇《戇豆先生》大受
歡迎，當時觀眾超過1800萬人次。
該系列及後推出的多部電影，為他
帶來名利亦同時令他飽受極大精神
壓力。路雲一度患上抑鬱症，並曾
於2011年宣布無意再演戇豆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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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婆媽女婿
6:25 瞬間看地球
6:30 香港早晨
8:55 瞬間看地球
9:00 交易現場
9:45 金曲挑戰站
9:50 快樂長門人

10:00 最瀛自由行
10:30 小B大任務
11:30 宣傳易 及 新聞提要
11:35 交易現場
11:45 魚躍在花見
12:40 宣傳易
12:45 交易現場
1:00 午間新聞
1:15 瞬間看地球
1:20 左右紅藍綠
1:25 都市閒情
2:10 宣傳易
2:15 今日VIP 及 交易現場
2:45 同事三分親
3:50 花漾明星III 及 交易現場
4:20 放學ICU
5:20 紙箱戰機Wars
5:50 財經新聞
5:55 搜神傳 及 新聞檔案
6:30 六點半新聞報道
6:55 天氣報告
7:00 特備節目
7:30 東張西望
8:00 愛．回家
8:30 載得有情人
9:30 忠奸人 及 樓按周轉學惜

用
10:30 沒女大翻身
11:00 晚間新聞
11:35 新聞檔案
11:40 天氣報告
11:45 瞬間看地球
11:50 娛樂頭條
12:00 今日財經
12:10 宣傳易
12:15 南京青年奧運會 2014 –

焦點戰報
12:45 誘情轉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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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金融概要
7:30 NBC世界新聞
8:00 普通話娛樂新聞報道
9:00 CCTV News - 直播

10:00 金融行情
10:30 交易現場
11:00 金融行情
11:30 交易現場
11:32 金融行情
12:00 CCTV News - 直播
1:00 金融行情
2:00 交易現場
2:03 金融行情
3:58 交易現場
4:00 單車孖寶遊世界
4:25 羊咩咩上學去 (III)
5:00 反斗樂一通 (II)
5:30 笑笑小動物
6:00 普通話新聞
6:15 普通話財經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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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新聞檔案
6:25 財經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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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鏡頭下的世界
3:55 魔法型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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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平約瑟牧師 - 新造視頻
6:30 亞洲早晨
8:35 ATV焦點
8:45 國際財經視野
9:15 理財博客之即市錦囊

10:15 通識小學堂之一齊放暑
假

10:45 iFit@tv
10:50 七百萬人的聲音
10:55 感動一刻
11:00 亞視經典回味: 電視風

雲
12:25 當年今日
12:30 十二點半新聞／經濟快

訊／天氣報告
1:00 理財博客之投資多面睇
2:25 iFit@tv
2:30 我愛下午茶
3:00 左右紅藍綠
3:05 把酒當歌
3:35 法內情2002
4:00 通識小學堂之一齊放暑

假
4:30 冒險王比特
5:00 奇幻寶貝
5:30 香江怒看
5:55 當年今日
6:00 六點鐘新聞
6:35 ATV焦點
6:45 經濟快訊
6:50 體育快訊
6:55 天氣報告
7:00 我的兄弟姐妹
7:30 廠出新里程
8:00 老米家的婚事
8:55 感動一刻
9:00 星動亞洲
9:25 七百萬人的聲音
9:30 亞洲政策組 – 香港有

問題?
10:00 國際財經視野
10:25 當年今日
10:30 夜間新聞
10:55 ATV焦點
11:10 把酒當歌

6:00 Music 120
7:00 新聞早點 -中國新聞報

道
7:30 文化報道
8:00 狂野極速
9:00 精靈一族
9:30 建築師阿博

10:00 中央電視台新聞 - 直播:
綜合新聞

10:30 東方
11:00 綜合新聞
11:30 文化報道
12:00 自然
12:30 中國新聞報道
12:50 投資中國特別版
1:00 Music 120
3:00 我係阿發仔
3:30 PINGU
4:00 奇幻寶貝
4:30 開心寶寶遊樂園
5:00 獸旋戰鬥
5:30 亞視普通話新聞
5:48 經濟快訊
5:55 天氣報告
6:00 中國新聞報道
6:25 東方
6:55 癌變解碼
7:25 財經匯報
7:30 新聞及天氣報告
8:00 環宇之窗
8:30 尋寶專家
9:00 靈感應

10:00 超凡人間天堂
11:00 夜間新聞
11:20 尋寶專家
11:50 環宇之窗
12:20 中國新聞報道
12:50 超凡人間天堂
1:50 中國八大名菜
2:50 Music 120

亞視國際台

9:00 鳳凰大視野
9:35 地球宣言
9:40 鳳凰全球連線

10:05 世紀大講堂
10:55 時事開講
11:20 健康新概念
11:25 鳳凰觀天下
11:55 名士風流
12:00 鳳凰午間特快
12:25 鳳凰氣象站
12:30 有報天天讀
12:55 今日視點
1:00 鏘鏘三人行
1:25 騰飛中國
1:30 鳳凰焦點關注
1:50 娛樂大風暴
2:15 完全時尚手冊
2:35 全媒體全時空
3:00 資訊快遞
3:30 金曲點播
3:35 名言啟示錄
3:40 鳳凰衝擊播
4:15 金曲點播
4:20 鳳凰大視野
5:00 開卷八分鐘
5:10 金曲點播
5:15 金曲點播
5:20 名士風流
5:25 有報天天讀
5:55 健康新概念
6:00 娛樂大風暴
6:25 完全時尚手冊
6:45 全媒體全時空
7:20 地球宣言
7:25 鳳凰觀天下
7:50 今日視點
7:55 與夢想同行
8:00 鳳凰大視野
8:30 騰飛中國
8:35 鳳凰焦點關注
8:55 名言啟示錄
9:00 時事直通車

10:00 鳳凰衝擊播
10:35 鳳凰全球連線
10:57 名士風流

7:05 情義我心知
9:00 瘦身男女

10:55 賭俠II之上海灘賭聖
1:20 妄想
3:00 最佳拍擋之醉街拍擋
4:50 同謀
6:50 至尊三十六計之偷天換日
9:00 逃學威龍三之龍過鷄年

10:50 城市獵人
12:50 風雲II
3:00 大佬愛美麗
5:10 最後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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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體育王
6: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8:00 協會盃網球賽決賽 捷克

對 塞爾維亞
9:30 FIBA 籃球世界

10:00 體育王
10: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12:00 體育王
12:30 世界盃短池游泳賽-多哈站
2:00 體育王
2: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4:00 體育王
4:30 協會盃網球賽決賽 捷克

對 塞爾維亞
6:00 FIBA 籃球世界
6:30 體育王
7:00 韋伯盃保齡球賽
8:30 世界盃短池游泳賽-多哈站

10:00 體育王
10:30 韋伯盃保齡球賽
12:00 體育王
12:30 協會盃網球賽決賽 捷克

對 塞爾維亞
2:00 FIBA 籃球世界
2:30 體育王
3:00 韋伯盃保齡球賽

中央電視台-1
（數碼頻道）

06:00 朝聞天下
08:33 電視劇 活佛濟公
12:00 新聞30分
12:34 今日說法
1:12 電視劇 新白髮魔女傳
2:04 電視劇 新白髮魔女傳
3:43 人與自然
4:10 天天飲食
4:42 第一動畫樂園
7:00 新聞聯播
7:31 天氣預報
7:39 焦點訪談
8:06 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
10:00 晚間新聞
10:32 動物世界
11:03 電視劇 因為愛情有多美
12:39 人與自然
1:06 天天飲食
1:23 國際藝苑
2:13 請您欣賞
2:13 電視劇 闖天下

中央電視台
（國際頻道）

9:00 體育在線
9:45 快樂漢語

10:00 中國新聞
10:10 中文國際
10:12 雙語劇場 第五空間
10:57 中文國際
11:00 中國新聞
11:10 國寶檔案
11:25 中文國際
11:30 海峽兩岸
12:00 中國新聞
1:00 華人世界
1:30 走遍中國
2:00 中國新聞
2:10 中文國際
2:15 快樂驛站
2:25 中文國際
2:29 電視劇 神醫大道公
3:14 電視劇 神醫大道公
4:02 電視劇 神醫大道公
4:48 中文國際
4:50 中文國際頻道特別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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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中國新聞
5:10 中文國際
5:15 遠方的家2014
6:00 中國新聞
6:15 中國文藝
6:45 國寶檔案
7:00 中國新聞
7:15 雙語劇場 第五空間
8:00 走遍中國
8:30 海峽兩岸
9:00 中國新聞
9:30 今日關注

10:00 深度國際
10:45 快樂漢語
11:00 今日亞洲
11:26 遠方的家2014
12:11 中國文藝
12:41 國寶檔案
12:56 中文國際
1:00 中國新聞
1:10 中文國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