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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情定老君山——
中國．洛陽首屆漢服集體
婚禮在河南洛陽老君山舉
行。近百對新人在老君山
海拔2,000多米的五母金
殿共同掛上同心鎖，並於
老子銅像前舉行了一場穿
越千年、絢麗盛大的漢風
集體婚禮。
其中一對來自白俄羅斯

和印度尼西亞的外籍新人
尤其吸引眼球，他們表示對中國的傳統文化非常感興趣，希望通過
這場婚禮能更進一步了解中國。最特別的當屬結婚28周年紀念的爸
爸媽媽和兒女一起參加婚典了，兩對「新人」一起辦婚禮，孩子們
新婚燕爾，老爸老媽重溫浪漫，可謂愛情加親情，情定老君山！

■記者金月展洛陽報道

英雄堵槍眼時，我在現場！
黃繼光八旬戰友憤怒回應網上質疑黃繼光八旬戰友憤怒回應網上質疑

昨日，兩米多高的綠巨人現身江蘇南京山西
路蘇寧易購生活廣場，以威武的英雄造型吸引了眾多的目光。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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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陽百對新人辦漢服婚禮洛陽百對新人辦漢服婚禮

湖南舉辦碣灘茶湖南舉辦碣灘茶「「茶王茶王」」大賽大賽

26日，重慶雲陽龍缸景區
世界第一玻璃懸挑廊橋「雲
端廊橋」正式建成開放，同
時該景區還推出清水湖、石
筍河、愛之路和絕壁棧道四
個景點。當日，廊橋上還上
演了T台秀、雜技等表演項
目，其中，世界頂級低空飛
人Miles和中國第一飛人徐
凱表演低空跳傘，成為最大
看點。
據悉，雲端廊橋建在海拔1,010米高的懸崖上，懸崖垂直高度718

米，懸挑長度26.68米，安全係數世界一流，廊橋主體結構可抗8級地
震、14級颱風。此外，廊橋矗立於千米絕壁之巔，橋面、護欄採用三
層夾膠全通透超白玻璃，透視效果超乎想像。 ■記者楊毅 重慶報道

重慶天下第一廊橋建成開放重慶天下第一廊橋建成開放

湖南中南大學大三學生姜植元近日獲得了1.2
億元人民幣的天使投資，因為他發明了一種自
主續航的無人偵察機，不僅完全不用人操控，
還會自己找地方充電。
「我國島嶼多、邊境線長，靠陸地巡邏不現

實，我希望能研製出一種無人偵察機幫助保衛
國家領土安全。」姜植元介紹，他的四旋翼無
人機具備自動巡航功能，可以按照規定路線完
成自主飛行，同時實時將巡航過程視頻、圖片
傳回。
市面上的無人機續航能力大多在2小時左
右，而他研發的飛行器可以實時監測自身電
量，當電量減少到一定值時將會啟動「尋找充
電樁」模式獲取充電樁位置，落在充電樁的太
陽能板上進行無線充電。
姜植元表示，希望能在湖南全省甚至全國範

圍內組建這種充電樁的網絡，從而實現飛行器
的自由飛行。 ■記者李青霞湖南綜合報道

「80後」17年集300開國將帥簽名

江蘇南京67歲的盧煥新老人3個月前丟失
了愛犬「豆豆」，從那時起，老人便踏上了
漫漫尋犬之路。此外，老人還每天堅持寫尋
犬日記，不僅記載當天尋犬的過程，各種線
索，也記錄下了老人在愛犬丟失後每天焦慮
和期盼的心情。目前，盧煥新的尋犬日記已
經記到了87篇。
據悉，「豆豆」和另外一條狗「歡歡」已
經在盧煥新家生活了14年。1月30日，「豆
豆」出門蹓躂時受驚嚇後走丟了，此後，盧
煥新每天都要在遛狗者比較集中的區域尋找
愛犬。

盧煥新還堅持天天記日記。日記裡不光記
載自己每天尋找愛犬的過程，也隨時記下各
種線索和自己的心情。不知不覺，尋犬日記
已經記到了87篇。
昨日，南京平安阿福流浪動物救助會在南
京大學南苑賓館門口發起了「豆豆回家」尋
犬聲援活動，眾多愛心志願者舉牌呼籲大家
幫助盧煥新老人尋找愛犬。「平安阿福」創
始人哈文進表示，盧煥新老人的尋犬故事令
人動容，希望能通過協會志願者和愛心人士
的共同努力，創造奇跡，一起幫助「豆豆」
回家。 ■記者 趙勇 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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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舉行儀式的新人。 金月展攝

六旬翁愛犬走失 寫87篇尋犬日記

在中國著名革命老區福建龍岩，有一位「80後」
收藏愛好者陳峰，他用17年時間，收藏了5,000多
件簽名本，而這其中有300多件是開國將帥的。
據了解，中國開國將帥一共有1,600多名，不少

人並沒有留下太多的字跡，流入民間的就更少了。
陳峰一人就收藏有300多位開國將帥真跡，實屬罕
見。
陳峰說，作為閩西龍岩人，他覺得開國將帥的字
跡，彌足珍貴，看到這些字跡，「總能感受到一股
歷史的滄桑」。
除300多件開國將帥的真跡外，陳峰還收集了

1,000多件院士的簽名，以及茅盾文學獎全部39位
獲得者的作品簽名。他亦表示，如有可能，將分門
別類向公眾展示這些珍貴藏品。

■記者盧麗寬龍岩報道

2015大茶網杯沅陵碣灘茶
「茶王」大賽近日在湖南沅陵
縣龍舟文化廣場舉行。該縣40
家碣灘茶加工企業的手工制茶
高手同台切磋製茶手藝，角逐
碣灘茶「茶王」獎。
據悉，沅陵是中國生態有機

茶之鄉，全國重點產茶縣，沅
陵碣灘茶是國家地理標誌保護
產品，被譽為「中國高端綠茶
的傑出代表」。沅陵縣舉辦
「茶王」大賽旨在通過傳統手
工製茶競技，展示碣灘茶傳統加工技藝，弘揚碣灘茶文化，擴大碣灘
茶品牌影響，推動沅陵茶葉產業發展。

■記者李青霞、通訊員李青松湖南報道

■陳峰幾經周折，才買回含4位將
軍簽名的《星火燎原》書籍。

盧麗寬攝

■盧煥新老人（右二）、平安阿福流動動物救
助會創始人哈文進（右一）與志願者們一起祈
願「豆豆」回家。 ■趙勇攝

60年前，朝鮮戰場上，四川中江的黃繼光和山東高青縣的李繼德有個生死約定，不論兩個人中

誰出事兒了，另外一個都要到對方家中去看看。60年後，在四川中江黃繼光紀念館，80歲的老兵

李繼德兌現了這個約定。此外，對於網上質疑「黃繼光堵槍眼」英雄事跡，李繼德非常憤怒，這

位身上留有6個彈孔的80歲志願軍老戰士說：「黃繼光堵槍眼時，我在現場！」 ■《成都商報》

經過兩天的長途跋涉，李繼德
老人一行抵達德陽中江縣，

老人不顧旅途勞頓，直奔黃繼光紀
念館。

目睹堵槍眼一幕
雖然已經80歲高齡，李繼德仍然
清楚地記得那段炮火連天的日子。
當時，在距離陣地不到300米的
營部工事裡，作為營長警衛員的李
繼德和營參謀長通訊員的黃繼光都
在焦急地關注着戰鬥。李繼德說，
「軍長下了命令，要求我們營不計
一切代價，拿下並守住597.9陣
地。」「我們的人上去一撥犧牲一
撥，大家眼淚都急出來了。」李繼
德說，「這時候，我看見黃繼光向
首長請戰『我去』。」

李繼德說，和黃繼光組成爆破組
的一個戰士叫吳三羊，另一名戰士
的名字想不起來了。眼瞅着他們從
前沿衝了約20米，吳三羊就倒下
了，黃繼光和另一名戰士也受傷倒
地。「受傷後，黃繼光還掙扎着匍
匐前進。」李繼德說。
「就在這時，我看見已經爬到地

堡下的黃繼光，猛地弓着腰起了一
下子，堵上了槍眼子。」李繼德
說。
這時，戰士們衝出掩體，一分鐘

左右就將地堡拿下。李繼德看到黃
繼光的身體已經被子彈打爛，「後
背血肉糊拉糊拉的，不成形了。」

親如兄弟 立生死之約
「在朝鮮戰場上，我跟黃繼光就

像親兄弟一樣。他比我大一
些，就跟老大哥一樣照顧我。」李
繼德回憶。
李繼德說：「和黃繼光在一個班

當兵時，有一天我們一起出去，我
對他說『你對我太好了』。黃繼光
就說，『如果我死了，你就給我家
去信，如果你死了，我就去找你
家』。」就這樣，一個看似玩笑的
約定就在殘酷的戰場上達成了。
黃繼光犧牲後，李繼德按照黃繼

光留下的地址去過幾封信，但都石
沉大海。近日，李繼德的兒子李京
林證實，父親經常提起要給黃繼光
家人送信。以前經濟困難，外加沒
有詳細地址，這個願望一直沒有實
現，這次終於有了機會。

■■李繼德李繼德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參賽者展示鮮葉殺青技術。
李青松攝

■重慶雲陽建成世界第一廊橋。
楊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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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師公會二零一四年度報告最近勇奪
兩個國際獎項，分別在Astrid Awards 贏得非牟
利機構組別的年報銀獎，以及在 Mercury
Awards獲得年報寫作的金獎。兩項國際獎項均
由美國Mercomm Awards主辦，這是全球唯一專
為嘉許在傳訊領域有傑出成就而設的獨立機
構。Astrid Awards 主要集中評審與設計及大眾
溝通有關的作品，而Mercury Awards 則涵蓋公
共關係、公共事務及企業傳訊的範疇。每年均

有來自世界各地數以百計的作品角逐獎項，競
爭激烈，並由業界專家組成的傑出國際評審團
評分。
公會行政總裁丁偉銓表示，公會是 Astrid

Awards非牟利機構類別年報中唯一來自香港的得
獎者，說明公會的溝通工作，無論在本地、區域
或國際上都表現突出。「此外，各地主要的代理
公司、企業和機構均提交非常優秀的作品，我們
能夠獲獎，確是一項殊榮。」

香港中醫藥膳專業學會於日前假銅鑼灣彩福皇宴酒樓舉
行第四屆會長及理監事就職典禮暨新春團拜晚宴，吸

引社會各界愛港人士到場參與。出席晚宴的主禮嘉賓有中央
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協調部張紅栓博士、香港中醫藥管理委

員會主席黃傑教
授、香港醫院管理
局中醫部謝達之博
士、自由黨副主席
邵家輝區議員、首
席會長張煒生註冊
醫師、常務會長曾
超慶註冊中醫師及
監事長王春輝MH
等。

凝聚港中醫藥力量 服務社會
學會理事長彭祥喜在致辭中感謝到場賓客支持學會會務發

展，並介紹香港中醫藥膳專業學會由數位註冊中醫師創辦。
學會成立十一年來，一直積極研究中醫藥藥膳，致力成為一
所具有公信力、代表性的中醫藥膳學會，並將中醫藥膳、食
療以及養身文化在海內外廣為推廣，讓大眾了解中醫藥膳的
好處及效用，使中醫藥膳得以普及。此外，作為一個非牟利
機構，除接收各界捐獻以維持學會業務外，每年亦舉辦不少
公開慈善活動，包括救災及義診服務等。他承諾，協會將繼
續以回饋社會、服務社會為目標，凝聚全港中醫藥從業者的
力量，積極為社會各界人士服務。
當晚，席間亦設有抽獎環節和卡拉OK演唱表演助興，令

晚會氣氛高潮迭起，掌聲不斷。

香港賽馬會主席葉錫安博士與政務司司長林鄭
月娥女士早前於沙田馬場舉行的第十一屆「香港
賽馬會社群日」，正式啟動由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撥款五億港元推行的「賽馬會青年生涯規劃」，
是次計劃與教育界、社福界、家長團體、政府及
商界攜手合作，協助青少年規劃人生及事業發展
目標。
為期五年的「賽馬會青年生涯規劃」，專為十
五至二十一歲的青少年而設，是全港首個同時照
顧在校學生及非在學青少年的生涯規劃項目，包
括輟學、隱蔽及雙待青少年。計劃將於今年九月
新學期正式開展，預計能令超過二十萬青少年受
惠。馬會夥拍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浸會大學、香
港輔導教師協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福界、
家長團體、政府及商界攜手合作，建立一套有
效、有系統及可持續的生涯規劃模式，協助青少
年規劃人生及事業發展目標，更會為教師、社

工、家長，以至商界提供培訓及教育活動，致力
扭轉社會對青年人發展路向傳統的觀念及價值，
以及為社福及教育界優化專業技能。
為了令計劃更切合社會所需，「賽馬會青年生

涯規劃」亦成立由教育界、社福界、家長及青年
團體、政府及商界成員組成的諮詢委員會為計劃
出謀獻策。

■馬會主席葉錫安博士(左三)、政務司司長林鄭月
娥女士(右三)、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左
二)、馬會行政總裁應家柏先生(右二)、香港中文大
學校長沈祖堯教授(左一)及香港浸會大學校長陳新
滋教授(右一) 一同啟動「賽馬會青年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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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祥喜理事長為晚宴致辭

香港會計師公會2014度報告勇奪國際獎項

馬會撥5億助青年規劃人生
香港中醫藥膳專業學會
會董就職暨新春晚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