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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省四地明争暗抢朱熹故里
汇聚 40 亿为圣人操办 880 岁大寿

K

一个朱熹，
一个朱熹
，四个故里
四个故里，
，40 多亿元的盘子
多亿元的盘子，
，圣人气 名度和影响力
名度和影响力，
，加速融入海峡西岸旅游区
加速融入海峡西岸旅游区，
，初步形成
象真是威武、宏大
象真是威武、
宏大。
。今年 10 月 22 日，是理学大师朱 闽中朱子文化与生态休闲的旅游胜地
闽中朱子文化与生态休闲的旅游胜地。
。而作为朱熹
熹诞辰 880 周年纪念日
周年纪念日。
。 朱圣人的大寿
朱圣人的大寿，
，引得两省 生活
生活、
、治学之地的福建南平市下辖的武夷山市
治学之地的福建南平市下辖的武夷山市，
，面对
四地—
四地
——福建的尤溪县
—福建的尤溪县、
、建阳市和武夷山市
建阳市和武夷山市，
，以及江 “朱熹故里
朱熹故里”
”更是当仁不让
更是当仁不让。
。早在 1999 年，武夷山便
西婺源市，
西婺源市
，以“朱熹故里
朱熹故里”
”为名
为名，
，各自倾注地区和省域 被联合国列为“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地
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地”
”，其中“文
之力，
之力
，汇聚总量超过 40 亿元的资本项目
亿元的资本项目，
，以作圣人 化遗产
化遗产”
”
多赖圣人朱熹之名。
多赖圣人朱熹之名
。
“寿礼
寿礼”
”
。
与尤溪和武夷山的明争不同，
与尤溪和武夷山的明争不同
，江西婺源和福建
尤溪竭尽全力操办朱圣人的 880 岁大寿
岁大寿，
，主要 建阳则是暗自较劲
建阳则是暗自较劲。
。今年 1 月 13 日，在江西婺源发
目的还是努力扩大其“朱熹诞生地
朱熹诞生地”
”的旅游品牌的知 现了一套 31 本的《朱氏正宗谱
朱氏正宗谱》
》，该宗谱还详细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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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河南居民家中爆炸 3 死 10 伤

W

社会

和考证了朱熹回故里婺源省亲的史实。尽管对于朱
和考证了朱熹回故里婺源省亲的史实。
熹故里之争，
熹故里之争
，建阳表面上相当超脱和淡定
建阳表面上相当超脱和淡定，
，但其内心
实则蠢蠢欲动。
实则蠢蠢欲动
。 今年 10 月 22 日的朱圣人诞辰
日的朱圣人诞辰，
，建
阳计划大张旗鼓地邀请海内外嘉宾，
阳计划大张旗鼓地邀请海内外嘉宾
，出席自己的朱
熹项目的动工仪式，
熹项目的动工仪式
，
正所谓不鸣则已，
正所谓不鸣则已
，
一鸣惊人！
一鸣惊人
！
目前，
目前
，距朱圣人的 880 岁大寿正日尚远
岁大寿正日尚远，
，但两
省四地早已沸腾。
省四地早已沸腾
。朱圣人诗云
朱圣人诗云：
：
“问渠哪得清如许
问渠哪得清如许?
?
为有源头活水来。
为有源头活水来
。”诚如斯言
诚如斯言，
，保持名人故里理性开
发的
“活水
活水”
”
，恐怕还是在资本之外
恐怕还是在资本之外。
。 星报综合

万象

70 岁老妇产女后生命垂危

记者从河南汝州市政府了解到，6 月

印度哈里亚纳邦 72 岁老太拉约·德

吕伟涛是汕尾市海丰县人，是无双脚

15 日 6 时 40 分左右，汝州市夏店乡一居民

维·罗翰和现年 73 岁的巴拉·拉姆于 1954

的残疾人。他告诉记者，不久前，他从广

家中发生炸药自燃爆炸事故，造成 3 人死

年就结了婚，可是结婚 10 年后，拉约的肚

东汕尾出发，途经湖南、湖北、陕西、河南、

亡 10 人受伤。据了解，汝州市夏店乡夏西

子却始终没有任何动静。1964 年，巴拉征

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十省，行程

村村民毛振鹏为给一铝矿供应炸药，将大

得妻子的同意后，又娶了拉约的妹妹为

7000 多公里安全返回家乡。他把这次旅

量炸药存放在家中，炸药发生自燃爆炸，

妻，结果拉约的妹妹同样一直没有生育孩

行称作“驾驭残疾人生神州大地行”。没

当场造成其妻子等 2 人死亡，另有一人在

子。在印度乡村地区，不会生育的女性经

有双脚怎么开车呢？记者看到，在吕伟涛

送医院途中死亡，爆炸还造成 10 人受伤，

常会饱受社会的歧视和别人的嘲笑。

驾驶的汽车方向盘下方，有一个手柄样的

2008 年 4 月，70 岁的拉约和丈夫来到了印

装置——提起来，汽车缓缓起步；压下去，

度西北部哈里亚纳邦全国生育中心，希望

汽车刹住——这个用一只左手操作的装

通过试管授精手术让拉约怀上身孕。拉

置代替了双脚的动作，油门和刹车的操作

约因为高龄怀孕生女付出了惨痛代价，由

都可以在这个装置上完成。吕伟涛告诉

于身体太虚弱，目前拉约已经到了病入膏

记者，这套装置是他自己发明的，并且获

并炸坏部分民房。

据新华网

北京仍有数万农民居深山
新世纪初，北京曾进行了 4 个月调研，
最终摸清底数：怀柔、密云、平谷、延庆等
京郊还有 2.3 万户、6.8 万山区农民居住在
自然条件差、经济贫困的深山区。就学
难、走路难、饮水难、就医难、婚配难，
“五
难”是这些地区生活的真实写照。北京市

肓无法治疗的地步。

据《扬子晚报》

车辆倒垃圾将拾荒者掩埋
一名拾荒男子在垃圾池内捡拾垃圾，

得了国家专利。

镇西河村工农水库，3 名北碚老人开车来

圾时将其掩埋于垃圾池内，6 月 13 日晚，平

钓鱼。63 岁的刘女士在水库上方崖边斜

阴县公安局城区派出所民警经过 20 分钟

坡公路上挪车时车子意外失控，冲下 10 余

紧张营救，将拾荒男子救出。民警立即动

米高的悬崖掉入水库中。虽然附近钓鱼

手清理该男子口鼻中的污物，用清水清洗

的人赶来奋力施救，但刘女士未能及时逃

其面部，将其抬至空气通畅地带接受医务

生，不幸遇难。据家属介绍，死者姓刘，今

人员的救治。经医务人员现场检查，该男

年 63 岁左右，两年前从某高校退休。去

子能够自主呼吸，四肢均能自主伸屈，无

年，刘老太在子女们的鼓励下考了驾照。

澳大利亚警方称，一辆轻型飞机 15 日
在悉尼一所小学附近坠毁，机上两人死
亡。报道称，这架小型飞机坠毁在一条繁
忙的街道上，多辆汽车受到损伤，目睹惨
剧的行人和儿童惊恐万分。当地一名警
察说：
“出人意料的是，学校附近的房屋无
一受损。
”

据新华社

印度警方 15 日说，14 日在北方邦杜巴
哈地区发生的翻船事故造成的遇难人数
升至 57 人。当地警方对媒体说，当日清晨
开始，潜水员们展开了搜救行动。目前，
据中新社

据《济南时报》

江中的船上，
身体与船呈平行状态。

最厉害的老翁
自制飞机要创世界纪录

今年家里新增了一辆二手自动版现代酷
派跑车后，刘老太就一直驾驶，但至今上

姐弟相距 10 年同条河溺亡
14 日下午 2 时许，12 岁男孩樊泽成在

印度翻船遇难升至 57 人

搜救行动仍在进行。

生命危险。

期处理过，而是真实的影像：一男子站在

14 日上午 8 时 45 分，重庆北碚区柳荫

一辆满载生活垃圾的机动三轮车倾倒垃

一架飞机悉尼公路坠毁

近日一群艺术家进行了震撼的表

演。这幅摆脱了地心引力的作品并非后

六旬老太驾车冲下 10 米高崖

成搬迁计划时，总共有 6 万余山区农民搬
据《新京报》

最高超的技艺
艺术家摆脱地心引力

据《广州日报》

启动新世纪的山区大搬迁工程，2012 年完
出原住地。

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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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脚青年驾车 7000 公里返乡

路没超过两个月，驾驶技术并不纯熟，倒

英国 94 岁二战老兵肯恩·沃利斯希

车时常需要旁人指挥。 据《重庆晚报》

望驾驶着自己制造的双旋翼飞行器，以

广州番禺石楼镇海傍路旁的河涌里玩水

每小时 140 英里的速度，飞行 3 公里，以

时，不慎掉入河涌溺亡。而在 10 年前的端

创造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但是让

午节前后，樊泽成的姐姐也在该河涌附近

老人遗憾的是，英国在 2002 年颁布禁

溺亡。14 日晚 8 时 30 分，樊泽成母亲何女

令，规定旋翼飞机最高时速不得超过 70

士给记者来电称，樊泽成的遗体在晚上 7

英里。所以他不得不选择法国或美国来

时许已被捞上岸，家属也已联系了学校。

完成壮举。沃利斯是英国皇家空军中

学校表示已给小成购买保险，家属将会得
到保险赔偿。

校，现已退休，年轻时曾做过 007 电影中
“詹姆斯·邦德”的特技替身。星报综合

据《信息时报》

几乎 90%以上的成年人都被大大小小的口腔问题困扰着，先是牙龈出血，
然后是牙龈炎、牙周炎、牙床萎缩、牙齿嚼东西困难、压痛……

专家患告：拔牙前，
先验证齿力健

牙齿不好，
问题在哪里？

用齿力健，确实能让坏牙变好牙。齿力健独有的溶解
酶因子能彻底除菌斑，脱牙石、从根上消除牙龈炎和牙周
炎。同时直接补充牙营养，使萎缩的牙龈重新生长，坚固
牙齿，促进牙龈再生！当天迅速止痛，3 天消除牙周炎症，
8 天牙齿稳固，60 天坏牙变好牙。使用齿力健消费者还
果，它被称为"牙齿救星"，自上市以来受到牙病患者的一 可以切实感到以下改变：
诱发牙周疾病的根本原因
1、止痛：消除牙龈肿痛、吸冷气痛 2、去敏感：消除牙
张开嘴，发现你的牙齿黄了，牙根上有黑黑黄黄的东 致推崇。
齿遇冷热酸甜抽痛，刺骨感 3、止血：消除牙龈出血，吃食
专家问诊台
西，这就是牙菌斑和牙结石，这些东西会直接诱发牙周疾
病。大致可以归为三类：一是由蛀牙引起；二是由牙龈萎
新站区郑女士问：我今年 35 岁，牙齿有好几个都出现 物出血等情况 4、缩小牙缝：消除牙缝增大，吃饭塞牙 5、
缩引起；
三是由牙结石引起。
松动了，右边的牙齿已经丧失了咀嚼功能，基本靠左边的 提升牙龈：消除牙根外露，牙齿参差不齐 6、坚固牙齿：解
通常蛀牙会引发牙髓炎（感染型牙髓炎），带来剧烈的 牙齿进食了，请问我的情况还能治愈吗？用齿力健的话， 决牙口差，东西嚼不烂等问题 7、崩解牙石：消除牙齿黑
黄，口臭 8、减少拔牙：消除牙齿松动，最大限度避免拔牙
牙痛。目前内服及外用消炎药都很难消除牙髓炎，通常 大概需要几个疗程？
拔完牙后稳固剩余牙齿
医生采用"根管治疗"，也就是抽掉已经发炎的牙髓（牙神
答：
牙齿松动是由于牙萎缩引起，
使用齿力健是非常有 9、牙龈再生：
(文/张明）
经和血管），彻底去除发炎体，这种疗法虽然能解除牙痛， 效的，松动的牙齿，通常都能通过使用齿力健保住。需要
齿力健自上市以来，帮助数万名牙病患者摆脱了牙病的困扰。 有牙
但同时牙齿也死了。
使用多长时间完全康复，会因每个人的牙龈萎缩程度不
齿疾病的读者可以拨打 订购热线电话：0551-3280099（免费送货
蛀牙及牙髓炎都属于牙齿本身的疾病，而除此之外的 同，
以及对齿力健营养成份的吸收能力差异而不尽相同。
绝大多数牙齿问题的根源都是来自牙龈萎缩。
通常只要使用 1 个月，就能看到明显的效果，好转是先 上门且可享受优惠政策：买 3 盒赠 2 盒，买 5 盒赠 5 盒。66 元/
盒）也可到合肥各药房购买：光大药房（金寨路 1 号望江宾馆东大门南
从咀嚼能力的恢复和牙龈颜色正常开始的。看到效果再 侧）养生大药房（三孝口邮局斜对面）百家信大药房(宿州路庐州烤鸭店斜
牙床萎缩：牙周病反复发作根源
直到完全康复。
对面慈仁堂参茸大药房（黄山路与金寨南路交叉口）广善源药房（三孝口
牙床患者出现牙龈萎缩和牙结石都是由牙床萎缩引 继续使用，
包河花园马先生问：患牙周炎很多年了，牙齿已明显 五星电器斜对面）廉康药房（三里庵家乐福对面）天健国药房（杏花园旁
起的，牙龈萎缩是导致中老年人牙齿问题的重要因素，主
世纪联华超市一楼医药专柜）天健国八店（长江饭店楼下）天健国二店
松动，
吃东西的时候牙更疼，
医生都是开些消炎药，
吃了
要表现为牙周炎、牙痛、露出牙根、牙齿松动最终脱落或
（庐江路省立医院旁）广济大药房（元一、大市场店）君康药店（铜陵北路
药就好些，但总是反复发作，齿力健能从根本上解除牙周 好又多超市内）曙光商厦负一楼药品专柜庐阳大药房（三孝口五星电器
被迫拔牙。
斜对面）卫岗合家福医药专柜（徽州大道与望江东路交叉口）胜峰大药房
目前在医学上，还没有什么方法能有效遏制牙床萎 炎吗？
答：常规疗法是口服含有甲硝唑成分的消炎药，灭杀 （长江中路 77 号黄山大厦旁）为民大药房各连锁店琥珀大药房四店琥珀
缩，而牙医所能做的只是减轻牙周炎发作时的痛苦以及
大药房各连锁店肥东县：翔泰大药房（沿河东路）龙泰大药房肥西：派河
延缓牙龈萎缩的发展趋势。最常见采用的方法洗牙和刮 口腔内厌氧菌以达到治疗效果。这种方法止痛速度快， 大药房（金鸣街对面）长丰：长寿路药房（长寿路 56 号步行街）六安市：九
牙，只是暂时去掉了主要的牙周疾病的感染源，缓解牙周 缺点是药物副作用危害比较大，不能大量长期服用。用 州大药房（皖西路 43 号人民医院正面）平安药房舒城：康欣药房巢湖市：
康美大药房（人民路三康医院对面）
30 天消除牙周炎。
炎症状并延缓其发展。但美国齿力健却有不同寻常的效 齿力健 3-5 天，牙龈不再肿痛出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