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媒體昨日從湖南岳陽市獲悉，岳
陽樓景區在春節期間持續舉辦的背
樓記免門票活動，從初一至初三，
有1,300多人在5分鐘內完整背下
368字《岳陽樓記》，就能獲得一
張免費通行證，當天免費暢遊岳陽
樓。
千百年來，膾炙人口的《岳陽樓

記》抒發了先憂後樂、憂國憂民的
情懷，吸引了無數海內外遊客前往觀賞。據岳陽樓管委會介紹，岳陽樓景區
2013年開始推出「背《岳陽樓記》，領免費門票」活動。截至目前，已有數
萬名遊客通過背誦登上了岳陽樓。 ■新華社

55分鐘背岳陽樓記分鐘背岳陽樓記 13001300人獲免門票人獲免門票

新版《嚴修日
記 (1876-1894)》
日前由天津古籍
出版社出版，記
錄了近代著名教
育家、南開大學
之父嚴修早年的
學習、生活、修
身、立志狀況。
該《日記》對其
過年生活有多項記載。
嚴修1860年生於天津，他在日記

中記載，當時春節會有傳統的禮節性
活動，需要祭祀孔子與先人，給師長
拜年。他的座師李鴻藻是正月初一生
日，因此每逢新年嚴修都會去為座師
賀壽。任翰林院編修時，嚴修基本都
在北京過年，因為京城師友眾多他常
常拜年終日。春節期間他還會參加一
些娛樂活動，除了聽戲打牌外，還喜

好桌遊——「攬勝圖」、「升官圖」
等。
據了解，其中「升官圖」源於唐

朝，遊戲中有特殊的四面陀螺，分別
刻上「德」（德行）、「才」（才
能）、「良」（善良）、「贓」（賄
賂），遊戲中每個玩家會輪流使用四
面轉，並因此升官貶職，變相讓古人
了解九品（古代官職之區分）和官階
升遷的方式。 ■記者李欣

通訊員陸陽天津報道

百年前春節曝光百年前春節曝光 南開之父好桌遊南開之父好桌遊

■南開大學創始人
嚴修。 資料圖片

■「升官圖」源於唐朝，是古人愛玩
的桌遊。 網上圖片

■岳陽樓。 網上圖片

A28 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獲擔保術費救命 老人33年後謝恩

浙江溫州一頭豬在
寺廟前長跪不起的視
頻近日在網上熱傳，
有網友調侃「二師兄
你該起來了！」。據
了解，豬是附近一戶
村民養的，年初四從
豬圈逃出。後經媒體
採訪其主人，才知
「長跪豬」正是當晚
被屠宰。到底牠許了
甚麼願望？網上圖片

■責任編輯：方浩權 ■版面設計：崔竣明 2015年2月26日（星期四）

「悟能，你起來吧」

該組織2013年2月宣佈面向全球招
募志願者，海選24名地球人進行

培訓，預計2023年選出兩男兩女搭乘
單程載人宇宙飛船，成為火星第一批地
球移民。

通過網絡面試
1982年出生的李大鵬任職邯鄲市林業
局農藝師，身高1.7米，體重只有106
斤，見過他的人都無法將他和候選宇航
員劃上等號。他2013年2月在網上看到
「火星一號」計劃後決定報名，繳納報
名費、提交意願書及健康證明後，須通
過網絡視頻進行面試，面試官叫Nor-
bert Kraft，一共問了8個問題。
李大鵬說，因為自己體能、抗壓能力
等較好，加上語言方面的優勢，今月20
日在660名申請者中脫穎而出，通過第
三輪篩選，入圍移民火星計劃的百名候
選人。
李大鵬坦陳，無論是自己的身體條件
和專業知識都與宇航員相距甚遠，能夠

登陸火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他認為
自己投入的是人類征服太空的先驅事
業，「回想大航海時代，如果沒有那些
夢想家們，我們現在對世界的認識可能
還會處在天圓地方，烏龜馱大陸那種
程度」。
對於有媒體認為MarsOne「山寨」，

質疑「火星一號」計劃是個騙局，他澄
清說，2013年中國交報名費的只有40
多人，全球只收到報名費十多萬美元，
一個創業公司是不是騙子，重點不是公
司的規模大小，而是募集到的錢花在哪
裡，「如果用於事業發展，我們為何要
將這種努力視作騙局呢？創業公司失敗
的可能性很高，這種風險是有的，但失
敗並不等同騙人的意圖」。
李大鵬還表示，如果有更多人關注，

支持火星宇航、太空移民，那麼這件事
也就越早成為現實。「不過，我對這個
項目能否成行表示懷疑，因為需要60
億美元資金，可能會遭遇困難和延
期」。

「那時候五十塊對她來說相當於幾個月的
工資。幸虧她的擔保，我才可以繼續活。」
江蘇宿遷市64歲的張子秀33年前患上急性闌
尾穿孔，需要做搶救手術，卻湊不齊50元手
術費。就在親人們近乎絕望之際，醫院裡一
名從南京下放到沭陽的護士華美華，表示願
意擔保這筆錢，讓醫生趕緊做手術，張子秀
的命才得以保下。張子秀近日帶領全家18人
專程來到南京，只為感謝當年的救命恩人。

付不起50元 命危被拒入院
「當時家裡特別窮，有四個孩子要撫養，
50多元住院費手術費都拿不出。丈夫只借到
10元。由於湊不齊費用，醫院拒絕讓我住

院。而此時我已疼得不行，醫生說有生命危
險。多虧『小華子』願意為我擔保」，張子
秀含淚說，出院休養幾年後想報恩，豈料華
美華已調回南京。
當時張子秀並不知道恩人的全名，輾轉多
年經全家人多方打聽，終於撥通華美華家裡
的電話。「對你這是件小事，但對於我卻此
生難忘！」在張子秀的說服下，華美華同意
見面。
張子秀一見到華美華就喜極而泣，肯定對
方就是自己要找的人，二人緊緊相擁，「你
一點沒變，你就是我的大恩人。」張子秀不
斷問對方是否記得自己，但華美華表示已記
不得當年的事。不過這並不妨礙兩個老人對

1982年的回憶，兩人開心地聊起當年醫院的
其他醫生和護士。寒暄過後，張子秀激動地
說：「這下我心裡的一塊石頭終於落地了，
這趟來南京是值得的！」

■《金陵晚報》

「人雖然年齡大了，但追求時尚的腳步不停
歇。人老了，生活也可以過得豐富多彩。」重慶
沙坪壩區66歲的韓大爺在鄰居眼裡是一個趕潮流
的「老頑童」，他不僅學會了電動滑板車，每天
還踩滑板去買菜，一路漂移讓人驚歎。「我腳
有關節炎，走久了會痛，醫生建議我少走路，我
就買來作代步工具的。」滑板車帶來的速度、便
利和愜意感，讓他更加願意走出家門，在超市買
菜時，韓大爺一手推滑板車一手選菜，再推車
結賬，「這比超市的推車方便多了。」
「滑板車有24斤重，充滿電可以跑二三十公里。還可以折疊起來提去坐公交

車。」韓大爺邊說，邊把右腳踏上滑板車，左腳在路面上蹬了幾下後，就穩站
在滑板車上滑行起來。很多人覺得韓大爺很潮、很雷人，「我一般只是笑笑，畢
竟我是腳不方便才買的。」 ■記者袁巧重慶報道

老頑童踩板買菜
稱人老生活可豐富多彩

■韓大爺踩滑板車買菜的英
姿。 本報重慶傳真

入圍入圍
冀漢信非騙局冀漢信非騙局
火星人火星人

「我也許最後去不了火星，但通過這件事，中國有更多的青年人

願意學習航天、天文，那我的參與也就有了意義。」荷蘭非牟利組

織MarsOne的「火星一號」計劃日前公佈100人候選名單，河北邯

鄲人李大鵬名列其中，將參與角逐2023年「有來無回」的「火星移

民計劃」。對於有意見質疑計劃是個騙局，李大鵬並不認同，雖然

尚未接到MarsOne的培訓安排，但他已為下階段考核做準備。

■記者任一龍、張帆河北報道

MarsOne的「火星一號」計劃惹來不少
造 假 的 質 疑 ， 經 調 查 發 現 ，
MarsOne2011年6月註冊，僱員僅一人，
註冊地址是「首席執行官」的荷蘭人巴斯
．蘭斯多普的個人登記住址。而在該公司
的辦公地點，並沒有發現任何「火星一
號」的標識，蘭斯多普只是在一大片開放
辦公區域中佔據了幾張桌子。大多數學者
都表示，移民火星的計劃很不靠譜，對稍
微有些常識的人看來都漏洞百出——一個
民間公司竟然設定了比美國宇航局和幾個
航天大國還遠大的目標，蘭斯多普本人也
曾承認2023年建立殖民地困難重重，
「恐怕很難實現」。
結婚7年、兒子就讀小學的李大鵬也表

示，自己只是享受參與的過程，希望能通
過這次契機改變生活狀態。李大鵬的媽媽
和妻子都反對他去火星，「參加選拔可
以，但真去火星肯定不同意。」

■《華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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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鵬任職李大鵬任職
農藝師農藝師，，自認自認
身體條件和專身體條件和專
業知識都與宇業知識都與宇
航員相距甚航員相距甚
遠遠。。
本報河北傳真本報河北傳真

■■MarsOneMarsOne火星定居點效果圖火星定居點效果圖。。
本報河北傳真本報河北傳真

■華美華
己記不起
當 年 的
事。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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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5 清潭洞愛麗絲
12:00 不良笑花(大結局)
12:45 Priceless無價人生
2:00 螺絲小姐要出嫁(大結局)
2:45 Priceless無價人生
3:45 這裡發現愛
4:45 清潭洞愛麗絲
6:00 螺絲小姐要出嫁(大結局)
6:45 Priceless無價人生
7:45 愛情雨
9:00 螺絲小姐要出嫁(大結局)
10:00 Priceless無價人生
11:00 清潭洞愛麗絲
12:15 這裡發現愛
1:15 愛情雨
2:30 螺絲小姐要出嫁(大結局)
3:30 Priceless無價人生
4:30 這裡發現愛
5:30 清潭洞愛麗絲

中央電視台-1
（數碼頻道）

6:00 朝聞天下
8:30 生活早參考
9:15 人與自然
9:42 電視劇 封神英雄榜
10:28 電視劇 封神英雄榜
11:14 電視劇 封神英雄榜
12:00 新聞30分
12:31 電視劇 家有公婆
1:17 電視劇 家有公婆
2:05 電視劇 家有公婆
2:52 電視劇 家有公婆
3:38 請您欣賞
3:41 動物世界
4:13 第一動畫樂園
7:00 新聞聯播
7:31 天氣預報
7:38 焦點訪談
8:00 前情提要
8:01 電視劇 好大一個家
8:46 前情提要
8:47 電視劇 好大一個家
9:33 人與自然
10:00 晚間新聞
10:32 粵語劇場 紫檀王
11:18 粵語劇場 紫檀王
12:06 動物世界
12:36 電視劇 秀秀的男人
1:22 電視劇 秀秀的男人
2:08 正大綜藝
2:58 請您欣賞
2:59 電視劇 真愛無敵
3:44 電視劇 真愛無敵
4:29 動物世界
4:59 新聞聯播
5:29 人與自然

中央電視台
（國際頻道）

7:27 海峽兩岸
7:57 中文國際(亞洲)
8:00 中國新聞
9:00 中文國際(亞洲
9:05 硬漢
10:31 中國文藝
11:31 中文國際(亞洲)
11:35 全球華人資訊
11:55 中文國際(亞洲)
12:00 中國新聞
1:00 中文國際(亞洲)
1:03 廣告
1:05 體驗真功夫第四季
1:50 中文國際(亞洲)
1:55 中華醫藥
2:55 中文國際(亞洲)
3:00 遠方的家2015-春節
3:45 中文國際(亞洲)
3:51 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
4:37 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
5:23 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
6:09 中文國際(亞洲)
6:14 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
7:00 中國新聞
7:10 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
7:56 中文國際(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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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國際(亞洲)
10:03 廣告
10:04 天涯共此時台海記憶
10:46 國寶檔案
11:00 今日亞洲
11:25 中文國際(亞洲)
11:28 廣告
11:30 京劇
1:00 體驗真功夫第四季
1:45 中文國際(亞洲)
1:50 天天飲食
2:00 新聞聯播
2:30 遠方的家2015
3:15 體育在線

煲劇1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