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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大乐透
第 期开奖公告

前 区 后 区

中国体育彩票
CHINA SPORTS LOTTERY

08 15 28 31 33 03 06

082

本次一等奖：

基本投注 注，奖金 万元

追加投注 注，奖金 万元

下期奖池基金 亿元

以上信息以中国体彩管理中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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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深刻的是炸惠通桥。这个桥是
云南通往缅甸的必经之路，是滇缅公路的
咽喉，为了等难民和我军部队尽可能多地
经惠通桥撤离后方，我们不敢轻易炸桥。
但又必须把桥炸断，才能把日本军队堵在
怒江以西。”张朝禄向记者清楚地介绍炸
桥背景。“日本鬼子太狡诈。为了保证能够
顺利夺桥，他们化装成难民，混在过桥的
人群中。”

张朝禄说，在撤退部队里，有个军官，
他要坐车过桥。守桥的士兵不允许，一定
要查验身份。这个军官就冒火了，直接用
枪把这个守桥的士兵打死了。枪响之后，
人群一片混乱。只见红色的信号弹升空。
轰的一声，桥就被炸了。”整个惠通桥沉
到了怒江，日军通过惠通桥直达昆明，先
占云南再攻重庆的计划彻底破灭。

今年91岁的抗战老兵张朝禄，性格开朗乐观，喜欢开玩笑，记忆力好。
家里的电视、冰箱、手机都运用自如。他还有一个特别的嗜好，爱吃糖。

张朝禄的开场白非常有意思：“我大概十一二岁时，就在家用甘蔗熬
了糖，用筷子蘸一点，下饭吃。”说完，他打着哈哈跟记者讲：“我这里的故
事很多，但是呢，我要讲一个故事，吃一颗糖。”

1940年，张朝禄只有十六岁。他们家一共有三个男孩：
长兄顾家，兄弟太小，排行老二的他在国民党“三丁抽一”
的政策下被抓壮丁。从四川行军到贵州再到云南，最后驻
扎在云南的保山市接受训练。

“我还记得部队番号是远征军预备二师，三营十二连。
我们驻扎在保山之后，训练的内容基本上就是：操练、扔手
榴弹、赛跑、爬山。记得有一次全军举行了一个有两百多人
参加的赛跑，我当时跑了第二名。”张朝禄还记得：当兵的时
候生活很艰难，每天每人只有二至四两糙米。一个连，一天
才有一元蔬菜钱。这一元钱还包括：燃料、调料。普通的士
兵，通常都只有吃糙米饭加白水放盐。

“国民党的装备不行，我们当时训练的时候身上都没
有武器。”一直到 1942年的上半年，在美国的援助下，一批
美式步枪和手榴弹才到达预备二师。“一杆美国自动步枪，
一个地瓜手榴弹，一个美式手榴弹，200发子弹。这就是我
们第一次拿到的武器。”张朝禄回忆起首次接触武器时的
新鲜劲，仍然热血沸腾：“操练了两年，终于要和日本鬼子
干起来了，肯定兴奋啊。但是，我们用不来。隔了好几天，来
了个翻译，来了个美国人教。教怎么拆枪、瞄准、射击，教我
们怎样排除小故障。最多两三天，也就熟悉了。”张朝禄有
些自豪地说：“我的射击是很准确的。眼睛好，我现在看书
看报都不戴眼镜。所以我一直都在冲锋班，打头阵的。”

人物速读：

1940年——被抓壮丁，远赴云南保山
参加训练

1942年——首次接触武器，并参与战斗
1945年——奉命赴越南接收武器
1951年——返乡务农

■ 本报记者 蒲敏 陈元根

爱行善的爱行善的““甜蜜爷爷甜蜜爷爷””
张朝禄张朝禄

故事二：美国军火 上手就熟

故事一：十六岁当兵 兵从远征军

故事三：红色信号弹发射 痛炸惠通桥

“云南的保山市有一座大山叫松山，山
下有条江叫怒江。以这座山和这条江为界，
一边驻扎国民党预备二师，一边驻扎日本
军队。”张朝禄摇着蒲扇，有条不紊地搜索
记忆里的故事。

1942 年 5 月 10 日，炸掉惠通桥后，蒋
介石亲命预备二师渡过怒江，深入敌占区
展开游击战。

“过江的桥已经被炸断了，渡怒江的
时候，当地老百姓给我们找木板，腰上系

的是草藤。先由一个冲锋连横渡过去，我
们拉着草藤编的藤索，用一块木板当浮子
再渡过去。”预备二师作为当时唯一一支
深入敌占区的成建制中国军队，他们与腾
冲抗日政府一道，在广大民众和地方抗日
武装的支持与配合下，开展广泛的游击战
争。

“需要我们夜袭，我们就横渡怒江过
去，需要我们撤退，我们又游回来。日本军
队简直搞不清楚是哪里来的袭击部队。”

故事四：横渡怒江 深入敌占区

本报讯（记者 彭晓梅）7月 17日，由乐至县
委宣传部和资阳网联合举行的“润心之旅·美在
乐至”活动来到了大佛镇，通过摘梨、赏花、游湖
等活动，让网友们感受了大佛镇不同角度的美。

早上八点，冒着酷暑，网友们一行十多人来
到了大佛镇圣寿寺村谭太平家庭农场，男主人
外出卖梨去了，女主人含笑跑来迎接大家，一脸
遗憾地说：“你们来晚了，黄圆梨摘得差不多
了。”在女主人的盛情邀请下，网友们来到占地
60 亩的梨园，挂在树上的梨子无比诱人，惹得
大家直流口水。女主人热情地喊大家随便摘来
吃，大家纷纷感慨这梨子个大、味甜、化渣时，女
主人却发话了：“这些梨子是因为小，才没摘，卖
的梨子一个有七八两重。”这话引得大家又是一
番感慨。

在许家沟村兄弟苗圃，接近 20亩密密麻麻
的紫荆花海让人震撼。花高人矮，网友们各显神
通，爬高俯拍、追沟仰拍，为抓拍美景大家可谓

使出浑身解术。
群山环抱的东禅水库占地 2000余亩，有大

大小小的半岛 20多个，当地人指着那些大大小
小的半岛，给大家讲起了“九龟寻母”的故事，和
着湖面上习习凉风，鱼儿也来凑热闹，直接跳到
了鱼仓里，给大家一阵惊喜。

这趟旅行，少不了品尝当地的美食。在离
大佛镇不远的东禅街村一个不起眼的店子
里，卤猪脚正在起锅，浓郁的香气吸引了大
家，店主人自豪地说：“这是祖传的卤猪脚，因
祖上姓罗，一直就叫‘罗猪脚’。”据说，这家

“罗猪脚”只有上午才有卖的，很多外地人都
慕名而来。

由于天气太热，大家不得不取消了几个景
点，多次参加资阳网活动的网友“一丁”说：“有
点遗憾也好，下次会再来，资阳网这种活动很接

‘地气’，让我们看到了乡镇的风土人情。希望以
后有机会再参加这种活动。”

本报讯（俸健康韩菊芳）“平时最看不
惯那些乱丢垃圾、随地吐痰的现象了。”7月
16日，前来“向十大不文明行为说‘不’”街
头宣传活动现场签名的李大爷心情有些
激动地说，“开展了这个活动，那些有不文
明行为的人就不好意思再那样做了。”

16 日，乐至县在天池公园内举行
“向十大不文明行为说‘不’”街头宣传
活动，将该县创建第四届省级文明城市
活动推向了高潮。该县创建文明城市领
导小组发出倡议，以创建为己任，以签
名为约定，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小事做
起，向陋习宣战，向不文明行为说“不”，

争做文明市民，共建文明新乐至。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数百名来自乐

至县的干部职工、学生以及社区居民纷
纷在“向十大不文明行为说‘不’”鲜红
的长幅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并表示，文明
城市创建人人有责，把乐至的环境卫生
搞好了，市民的文明程度提高了，乐至
的明天才会更加美好。

签名仪式结束后，该县还组织志愿
者向市民发放了《乐至县创建省级文明
城市倡议书》、《文明市民手册》等相关
宣传资料，还向市民进行了义诊、理发、
磨刀等便民服务活动。

■ 本报记者 郭春荣

近日，雁城民间工艺爱好者黄栋梁
继卵石工艺之后又有新发现，用果仁制
作工艺品。不久，他将带着他的新作品

“百龟献瑞”等参加省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主办的“人文四川”民间工艺作品创
作工程展，一展民间艺术的魅力。7月17
日，记者来到他家，一睹“百龟献瑞”的
真容。

59颗开心果仁、23颗桃仁、1颗杏
仁、17颗李子仁……在一个直径 32厘
米的圆盘上，果仁制作的 100 只“乌
龟”呈圆形排列，其中一只“乌龟”打破
排列规则，口衔红旗，仿佛领着众龟往
一个方向前进。仔细看，小乌龟个个昂
首挺胸、精神抖擞、阔步向前，头顶上
的两只眼睛闪着灵光。100只“乌龟”在
圆盘上显得气势磅礴又生动有趣。

“做这个作品从选材到制作完成，
我花了近半年时间，难在材料的搜集
和粘接。”黄栋梁告诉记者，桃、杏仁、
李子分别在不同季节成熟，他们的果
仁也是在成熟当季进行收集。除此之
外，乌龟“眼睛”的粘接也费了不少力

气。“‘眼睛’只有针尖大小，常常是夹
起来又掉下去。”

对做“龟”的秘诀，黄栋梁透露，做
“龟”重在形似。“龟背”要选择前后稍
尖、有些鼓胀的圆形果仁；“龟头”要选
择“颈部”稍扁，头顶宽阔圆润，“嘴”尖
一些的材料；“龟脚”表现出“乌龟”匍
匐前进的角度即可。

“我喜欢制作‘龟’，大众也易于接
受。”黄栋梁告诉记者，乌龟是中国古
代“四灵”之一，它承载着中华民族远
古时代的图腾信仰，寓意长久、招财、
如意、安康、繁荣。“百龟献瑞”通过平
常事物和传统文化结合创意构思而
成，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一种推
陈出新。

在黄栋梁的家里，他制作的和“乌
龟”有关的工艺品不下 100件，最多的
是笔筒。相比多年前的作品，现在更注
重趣味性。

以后，他还将创作“百龟战舰”、
“百龟吉祥塔”等。10余年的工艺品创
作之路，让黄栋梁越走越带劲，他表
示，愿意教授徒弟，让更多的人将这项
民间艺术发扬光大。

别样“百龟献瑞”
将在“人文四川”亮相
100颗果仁做成100只乌龟

2007 年，雁城的黄栋梁用
2008 颗洁白、透明、小巧的螺
壳，制作了一块形似体育馆的
奇特工艺品，表达对 2008 北京
奥运的美好祝愿；2011年，他用
各形鹅卵石制作了“百龟献
瑞”，向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
年献礼。日前，这位雁城民间工
艺爱好者又添新作——

乐至举行签名仪式

向十大不文明行为说“不”

1942年下半年，张朝禄所在的部队重
新整编成为第八军。在接到“攻松山”的任
务后，他作为冲锋连的一员，在某天黎明
进攻时，被日军打穿左肩胛。随后，被送到

后方医治。1945年，奉命赴越南接收武器；
1945年至 1951年，一路护送武器回国。

1951年返回资阳老家务农，结束长达
十年的兵役生活。

故事五：攻松山 身负重伤

张朝禄返乡之后，一直保持乐观积极
的心态。村上的红白喜事都爱叫他帮忙。
张爷爷乐呵呵地说：“爱去帮忙就有糖吃
啊。”转脸又一本正经地解释：“那么多子
弹都没打死我，那么困难都没饿死我。只
能说，日日行善，必有福报。”然后，他又说
起了一个故事来。

“有一次，我们驻扎到一个村上。因为
战乱，那个村上只剩下一个老太婆，一个
孕妇。刚好驻扎的那一个星期，轮到我当

炊事员。住在她们家中,每顿煮了饭，就给
她们送一大碗。她们也不收我的柴火钱，
也不要我的盐巴钱。临走时，老太婆给我
了一张狗皮和一把蒜子，‘当兵的，这个黑
狗皮给你。下雨了，你把它裹在铺盖卷外
头，棉絮不得湿；天冷了你就把它垫着睡
觉，身上不沾露水。山边的水少喝，虫多有
毒气。实在渴了，轻轻咬一口蒜子，也就过
了。’小事见真情，这两个办法，让我避开
好多困难。能活到今天，就是因为我当年
的那几碗糙米饭。”

张朝禄相信行善有好报，他摇着扇子
笑眯眯地跟记者说：“故事讲完了，你该给
我好多颗糖？”记者还没反应过来时，他又
说：“其实我有糖尿病，吃不得糖。现在生
活好了，不吃糖都是甜的。”

甜蜜爷爷：
日日行善 必有福报

“润心之旅·美在乐至”——

资阳网网友走进大佛镇
据新华网南京7月18日电（记者朱

旭东）18岁的南京青年小王近来突然抬
不起脚，走路一瘸一拐的，四处求医后
才查明原因，竟然是因为翘“二郎腿”。

小王今年刚参加完高考，最近这段
时间一心扑在网游上，还喜欢翘着“二郎
腿”玩。慢慢地感觉自己的右腿活动起来

有障碍，抬起来比较吃力，走路一瘸一拐
的。父母立即带他四处求医，有的怀疑是
腰椎问题、颈椎病，有的说是脑梗，但服
用一些药物后仍然不见好转。

据中大医院神经内科闫福岭主任
医师介绍，小王的症状和他长时间翘

“二郎腿”玩游戏有关。

南京一小伙翘“二郎腿”玩网游“瘸”了右腿

人行花丛中人行花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