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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上映4部影片：

吴京、章子怡主演剧

情、冒险电影《攀登者》；

张涵予、欧豪、杜江主演

剧情、传记电影《中国机

长》；黄渤、张译主演剧情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沙

溢、安吉主演剧情、喜剧

电影《亲密旅行》。

具体场次及时间：
1.可拨打热线咨询：

0511-86169688
0511-86058118；

2.可关注微信公众账
号：dyzhongying。

观影指南2019
卢米埃丹阳
金鹰影城
今日上映3部影片：

吴京、章子怡主演剧

情、冒险电影《攀登者》；

张涵予、欧豪、杜江主演

剧情、传记电影《中国机

长》；黄渤、张译主演剧情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

全球最先进的 Re⁃
alD 3D，就在卢米埃影
城！卢米埃影城免费提
供3D框架、夹片眼镜！

手机下载卢米埃官
方 APP，最低票价提前选
座。影讯活动可关注微
信订阅号：卢米埃丹阳金
鹰影城。

信息收集：朱江达

中影
国际影城

明日停电
10月10日 暂无

备忘录

体彩七位数
第19153期：4 1 0 7 0 6 7

体彩大乐透
第19114期：03 05 07 20 23 +04 11

体彩排列5
第19267期：0 3 5 4 4

福彩双色球
第19115期：4 10 11 14 15 29 +5

福彩15选5
第１9267期：3 7 11 12 14

福彩3D
第１9267期：8 9 8

假期综合征是指节假日之
后出现的各种生理或心理表现，
例如在节后的几天里感觉厌倦，
提不起精神，上班和学习效率
低，甚至有不明原因的恶心、神
经衰弱等。别怕，记住这三招，
让你“满血复活”。

1.调整工作、休息时间
保证睡眠质量

很多人在节假日后期，需要
奔波赶回工作城市，节假日期间
熬夜更是常态，生物钟完全被打
乱。所以，节后首先要及时调整
作息时间，定好闹钟，早睡早起。

节后调整，睡眠为什么这么
重要？因为睡眠不足会使人体
免疫力下降，抗病和康复的能力

低下，容易感冒，并加重其他疾
病或诱发原有疾病的发作，如心
血管、脑血管、高血压等疾病。

可就是睡不着，该怎么办？
睡前一个热水澡、一杯热牛奶都
是极好的。另外，用热水泡泡脚，
睡前听听音乐也有助于睡眠。晚
上最好提前2小时躺在床上，最
重要的是不在床上玩手机。

如果上班时提不起精神，
可以喝点咖啡或茶来提神。如
果条件允许，中午可以休息一
会儿，下午精力更充沛。

2.调整饮食结构，多吃
蔬菜

假期期间的你有没有顿顿
不离肉？建议节后饮食可以适

当减少肉类的摄入，多吃谷类
食物和绿色蔬菜，尤其是深颜
色蔬菜，这类蔬菜富含 B 族维
生素和矿物质。

不过，节后饮食调整应遵
循多样性原则，单一食物的营
养肯定是不全面的。“只吃素食
有利于健康”的说法是不科学
的。因为如果吃得过于清淡，
会造成微量营养素和优质蛋白
质的摄入量不足。

另外，还应该多吃水果，
保证每天摄入 200-350 克新鲜
水果。值得注意的是，果汁不
能代替鲜果。

秋天干燥，还需注意补水
防秋燥，小米南瓜粥、百合莲子
粥、番茄鸡蛋汤、红枣山药汤都

是不错的选择。餐桌上还可以添
加菌菇类和豆制品，做到营养全
面。

3.恢复运动，适当锻炼

“每逢佳节胖三斤”是不
少人的过节常态，那么节后恢
复运动就非常有必要，否则总
会感觉“懒懒的”，没精神。

此时可以进行一些活动量
相对大一点的运动，比如快
跑、游泳、球类等，以帮助身
体消耗一些能量，重获元气。
即使在家，也可以做扫除、收
纳等工作。

当然，注意室内通风，娱
乐运动切不可通宵达旦。

（新华）

国庆长假结束
三招让你工作时“满血复活”

新华社电 近期多位医生
在接诊中发现，儿童患龋齿的
情况越来越多，儿童口腔健康
不容乐观。专家提示，家长是
孩子口腔健康第一责任人，应
尽早关注儿童口腔健康。

2017年发布的第四次全国
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也显
示，我国 12岁儿童恒牙龋患率
为 34.5%，比十年前上升了 7.8
个百分点。5 岁儿童乳牙龋患
率为 70.9%，比十年前上升了
5.8个百分点，儿童患龋情况已
呈现上升态势。

“从出生开始，家长应为婴
幼儿清洁口腔。”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口腔科医生
王变红建议，婴儿出生之后，家
长应每天用软纱布或软毛牙刷
为孩子擦洗口腔。牙齿萌出
后，可用纱布或软毛刷轻轻地
为孩子擦洗口腔和牙齿。当多
颗牙齿萌出后，家长可用指套
刷或软毛刷为孩子每天刷牙 2
次，并确保清洁上下颌所有的
牙面。在家长的辅助和监督
下，儿童应完成每日至少两次
的口腔护理。

王变红说，如果儿童有吮
指、咬下唇、吐舌、口呼吸等不
良习惯，应尽早戒除，否则会造
成上颌前突、牙弓狭窄、牙列拥
挤等错颌畸形。如果不及时纠
正不良习惯，后续的错颌畸形

矫正治疗将需要投入更多精力
和财力。

很多家长认为，因为乳牙
会掉，就算患龋也无需治疗，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儿童口腔科医生张元敏表示，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龋病能引起孩子牙痛，牙
龈、面部肿胀，甚至高热等全身
症状。龋病长期得不到治疗或
造成儿童偏侧咀嚼，双侧面部
发育不对称，还会影响恒牙的
正常发育和萌出。”他建议，如
果孩子患有龋齿，应尽快到正

规口腔医疗机构就诊。
除了每天两次的口腔护

理，儿童爱牙护牙还能做些什
么？专家建议为适龄儿童进行
窝沟封闭，这是预防恒磨牙窝
沟龋的最有效方法。张元敏表
示，其原理是用高分子材料把
牙齿的窝沟填平，使牙面变得
光滑易清洁，细菌不易存留，达
到预防窝沟龋的作用。由医生
检查后，确认符合适应症的牙
齿就可以做。“但即使进行了窝
沟封闭，仍然不能忽视每天认
真刷牙。”张元敏提示。

儿童龋患多发
专家建议关注儿童口腔健康

在电视上我们经常能看到
牙膏广告中的“主角”总是牙齿
白得闪瞎眼，大流量的明星们
也常常是牙齿雪白。作为普通
人的你和我，每天坚持早晚刷
牙，为何牙齿仍无法变得雪
白？是牙膏、牙刷选错了？为
何刚洗了牙，牙齿看上去仍不
能洁白无瑕？真相是……

健康的牙齿本就是淡黄色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综
合科副主任医师邱小玲说，其
实人的健康牙齿是微微透一些
黄色的。这是因为牙齿最外层
叫牙釉质，它是一个半透明的
结构，内侧叫牙本质，呈淡黄
色，其透过牙釉质呈现出来的
是微微发黄的颜色，这也是一
个健康的颜色。越健康的牙釉
质钙化程度越高，其硬度也越
高，这样的牙釉质更透明，其深
部的牙本质的黄色也更容易透
过而呈淡黄色。

小宝宝的乳牙为何是雪白
的？邱小玲医生解释，这是因
为和恒牙相比，乳牙的钙化程
度低，透明度不高，所以会更加
白，但是硬度也会比恒牙差。

年龄越大牙齿为何越黄？

邱小玲医生解答，一是因
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牙釉质在
此过程中被磨耗，修复性牙本
质形成，而修复性牙本质颜色
比原有的牙本质更黄，导致牙
齿会看上去比以前黄，但这并
不影响到牙齿的功能。

牙齿变黄还有另外一种可
能是外源性着色。外源性着色
与口腔卫生和饮食习惯息息相
关。茶、咖啡等食物或烟草中
的色素容易沉积在牙齿表面，
使牙齿颜色加深。另外，长期
使用某些药物，如氯己定漱口
水或药物牙膏，会在牙齿表面
形成褐色着色。这些外源性的
着色是可以通过洗牙去除的。

明星的牙齿为何雪白？

你在广告中看到的那种唇
红齿白的效果，其实大多是后
期通过电脑修图软件处理生
成，并非真的用牙膏刷出来的。

还有一部分明星的牙齿看
上去很白，有可能是做了牙齿
美白的治疗。邱小玲医生介
绍，如果想让牙齿变得洁白如
雪，医学上是有方法的，比如牙
齿漂白、牙齿贴面、全冠烤瓷牙
等。这些方法对牙齿都有不同
程度的损伤，所以如果你不是
因为职业需要，或对牙齿的雪
白度要求非常高，并不建议接
受牙齿美白治疗。（新华）研究显示

使用电子烟可能导致肺癌
新华社华电 一项新研究

发现，接触电子烟的尼古丁烟
雾可能引发肺癌。这一研究为
电子烟危害增加新的证据。

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研究
团队7日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
报》上发表报告说，他们让40只
实验鼠连续54周暴露在含尼古
丁的电子烟烟雾中，结果有9只
（22.5%）出现了肺癌。此外，有
23只（57.5%）出现了膀胱增生，
患癌风险增加。

传统香烟中添加的硝酸盐

和亚硝酸盐等化合物可发生亚
硝化反应，将尼古丁转化为亚
硝胺物质，后者是一种致癌物。

电子烟中这类化合物的水
平比传统香烟低 95%，因此有
宣传称其“更加安全”。然而，
新研究发现，哺乳动物细胞自
身含有的一种离子也可与尼古
丁发生亚硝化反应，产生亚硝
胺物质，从而导致肺癌和膀胱
处的癌前期增生。

近年来美国青少年吸电子
烟已达到“流行性级别”。据统

计，2018 年有超过 360 万美国
中学生吸电子烟，较 2017年激
增150万。

电子烟主要由电池、加热
蒸发装置和一个装有烟液的烟
管组成，可通过雾化手段将含
有尼古丁的烟液变成蒸气让使
用者吸入。世界卫生组织曾发
布报告说，没有充足证据表明
电子烟有助于戒烟，吸烟者只
有完全戒除尼古丁才能最大程
度受益。

我的牙齿
怎么刷也刷不白？
真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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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11月 27日，重庆解
放在即，国民党反动派逃跑前，
对囚禁在歌乐山白公馆、渣滓洞
等看守所的 300多位革命人士实
行集体大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
的“11·27”大屠杀。实际上，
大屠杀从 1949年 9月 6日持续到
重庆解放的前一天——11 月 29
日。其中，尤以 11月 27日的屠
杀最为惨烈。

据不完全统计，在大屠杀中
殉难的 310 位烈士中，有近 1/2
的人在入狱前已有家室，有 1/5
的人已有恋人，有5对红色夫妻
或恋人同时被关押直至最后牺
牲。

从他们感人肺腑的红色恋情
中，可以看到爱情的伟大和信仰
的坚定。

一封家信流露对家庭的
眷恋

“ 七 年 了 ！ 从 二 十 九 年
（1940年）清明节，我们抱着馨
儿在屋后面小山坐着，看到德华
走失了路，哭着由警察伴了回家
——从那时到现在，七年怕都过
了一两个月了吧。七年是很长的
一段时间，那么你受苦的时间也
很长了。我实在对你不起，让你
苦痛了这样久，而就是现在，我
还是没有办法来安慰你，除掉说
我还活着之外，还有什么可说的
呢……”

这是 1947 年，许晓轩在白
公馆狱中写给爱人姜绮华的家
信。许晓轩是小说《红岩》中许
云峰、齐晓轩等人物形象的原
型。他和姜绮华的婚姻生活只有
短短6年，姜绮华却用毕生守护
着这份情感。

许晓轩和姜绮华都是江苏江
都人，1935 年两人结婚。1938
年初，在无锡工益铁工厂当会计
的许晓轩随工厂内迁到重庆，
1938 年 5 月，他加入中国共产
党，先后担任中共川东特委青委
委员、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
1940 年 4 月，许晓轩被秘密逮
捕，那时，女儿许德馨出生刚刚
8个月。

上述信件的影印件如今被放
置在白公馆一楼展厅。这封信纵
20 厘米、横 16.3 厘米，字迹娟
秀，很难想象许晓轩写下这封信
时，已经在狱中遭受了7年的非
人折磨。

“最后我还要请你少记挂

我，多关心孩子，把希望多放在
孩子身上，她在面前，是可靠
的。少把希望放在我身上吧，因
为我是身不由己的人……”红岩
联线文博馆员王浩表示，信的字
里行间尽显温情，透露出许晓轩
对女儿寄予的殷切希望，体现出
这个铁血男儿的一腔柔情。

这封感人肺腑的书信，原件
珍藏在红岩联线恒温恒湿的库房
中，由姜绮华捐赠。其实，许晓
轩写这封信时，姜绮华和女儿许
德馨已经迁往上海了。1949 年
底，许晓轩被害的消息传到姜绮
华耳边，她彻底崩溃了，导致肺
病复发，无法赴重庆认领丈夫的
遗体，但回到魂牵梦萦的重庆是
她的愿望。

1981 年，姜绮华的愿望成
真了。她来到重庆歌乐山烈士陵
园，摸着陵墓围栏时泪如雨下：

“晓轩，我看你来了！”
红岩联线原主任厉华告诉记

者，姜绮华还把从上海带来的泥
土撒在白公馆许晓轩当年亲手种
植的石榴树下。如今，这棵高大
挺拔的石榴树每年还会开花结
果。

1999 年，姜绮华再次来到
白公馆缅怀丈夫。

江都区烈士陵园党支部书记
周海培表示，位于江都区的许晓
轩烈士故居已经成为江都人乃至
扬州人的精神高地，他和姜绮华
的爱情故事也感动着一代又一代
江都人。

一只漆盒被她珍藏半个
世纪

“张学云，又在给你‘亲爱
的’背信呢？”囚室内有人轻轻
地问一个口中喃喃有词的人。

黑暗中，张学云“嗯”了一
声。

“你真行，能把给‘亲爱的’的
每一封信都倒背如流。难怪你学
英文、俄文那么厉害！”囚友佩服
地说。

这是 1949 年发生在渣滓洞
看守所第八囚室内的一幕。从白
公馆步行约 20 分钟就能到达渣
滓洞，渣滓洞刑讯室展示的皮
鞭、烙铁、狼牙棒等刑具让人触
目惊心。在饱受摧残的同时，张
学云和妻子余显容都思念着对
方。

张学云是四川越西人，于
194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

年受组织指示在国民党军队内从
事策反工作。1949年1月因叛徒
出卖被捕，关押于渣滓洞看守
所。“11·27”大屠杀时，他试图
夺枪未成即挺身堵枪口，壮烈殉
难。

厉华介绍，张学云写给余显
容的家信中，有 28 封存世，全
部收藏于红岩联线。家信的时
间，从上世纪 40 年代初持续至
1949 年 10 月。这些信和盛放信
的黑木漆盒，是张学云留给余显
容的无尽挂念。2002 年 11 月 27
日，余显容把它们全部捐赠给了
歌乐山革命纪念馆。

这个黑漆木盒有什么来历
呢？1945 年，张学云和四川内
江人余显荣结为夫妻。因张学云
工作繁忙，结婚头两年，小两口
常常一周也见不上一次面。为了
表达爱意，他便悄悄雕刻了一个
精美的木盒。本想着在盒里装进
一件贵重礼物送给妻子，但由于
经济拮据，导致盒中一直空无一
物，没想到它最终成为余显容保
管家信的地方。

“快乐呀！奋斗呀！我俩在
胜利的地方相会吧！”“我们的爱
是伟大的有意义的……我们真正
是：如电一般地感人，如火一般
地热烈，如钢铁一般地坚强，如
泰山一般地崇高。”7 封家信影
印件展示在红岩魂陈列馆中，信
是用传统的信笺纸书写的，张学
云的字迹如行云流水，透露出对
革命的崇高信仰以及对妻子的爱
恋。

在狱中，张学云就是靠背诵
这些信件来寄托对妻子的思念。

成都市青羊区将军街 63 号
如今已是一栋略显破旧的老住宅
楼，红色的油漆铁门半开着，院
子里的花儿开得热烈。

95 岁高龄的余显容和她哥
哥的女儿余平住在一起，在余显
容的房间中，最醒目的就是床头
上方她和张学云的合照。两人正
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从神态中，
可以感受到他们沐浴在爱河中的
幸福。

一次雨中分别让她思念
69年

“11·27”大屠杀纪念日前
夕，钟凌云烈士遗孀田菊芳和儿
女在位于北碚区红石村的家中

“吵”个不停。89岁高龄的田菊
芳和钟凌云相处 5 年，丈夫于

1949年 11月 29日被特务枪杀于
歌乐山松林坡时，她才 20 岁。
69 年过去了，她还是会时常思
念那个把她当成小妹妹照顾的
人。

1923 年，钟凌云出生于重
庆潼南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33 年，他随家人逃难到重
庆，和母亲一起在一个资本家的
家里当佣人。1939 年，钟凌云
在原国民党交通部公路总局第十
运输处保养场工作时，加入中国
共产党，并以工会理事会副理事
长的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活
动。

钟凌云长子钟长世表示，钟
凌云的主要革命活动是为《新华
日报》做发行工作、传递情报、
建立秘密联络点等，并以工会理
事会副理事长的公开身份，为工
人谋利益。“父母当年居住在如
今的南岸区烟雨路附近，父亲的
这些革命活动，母亲和他结婚 5
年多都不知道。”钟长世说。

1944年 10月 11日，重庆江
北人田菊芳和钟凌云经人介绍结
婚。在田菊芳的家中，记者看到
了夫妇二人的结婚照。照片中，
田菊芳长着一张娃娃脸，钟凌云
目光深邃，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结婚后钟凌云把我当妹妹
一样对待。”在田菊芳的回忆
中，钟凌云总是让她邀请一些朋
友来家里一楼打麻将，他却带着
朋友到楼上“开会”。“开会”的
内容，田菊芳从未得知。此外，
钟凌云还总是挽着田菊芳的手

“进城”，这让保守的田菊芳十分
不好意思。钟凌云牺牲后，她才
明白，钟凌云这样做是为了更好

地掩护革命活动。
钟 凌 云 被 捕 的 那 一 天 是

1949 年 10 月 1 日，那是让田菊
芳刻骨铭心的一天。她回忆，那
天下着小雨，中午1时左右，保
养场场长叫走了钟凌云。“他把
不到两个月大的女儿钟全世交给
我，把我和女儿搂住，然后亲了
亲女儿，面不改色地走出家门。”

那天下午，田菊芳见钟凌云
久未归家，便找到了场长家中。

“钟凌云被人密告了，说他是地
下党，被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
处抓去了。”从场长口中得知钟
凌云被捕的消息后，田菊芳全身
发抖，几乎晕倒在地。回家路
上，她神情恍惚，几度撞在电线
杆上。

1949 年 12 月 2 日，家人从
报纸上得知钟凌云牺牲的消息。
12月4日，田菊芳来到了歌乐山
松林坡，这是钟凌云等 32 名被
关押在新世界饭店看守所的烈士
牺牲的地方。她走到一座房子的
院坝前，一眼就看见一口棺材上
放着钟凌云的枣红色毛衣，上面
满是血迹和弹孔。

田菊芳痛彻心扉，她抓住这
件亲手为爱人编织的毛衣哭得死
去活来，头不断地撞向棺材。

“你的丈夫是为人民而牺牲的，
他死得其所。”死难烈士治丧委
员会的一位同志这样劝说田菊
芳，她才渐渐止住了眼泪。

1954 年，田菊芳再婚，并
又生下了 3 个孩子。“我没忘记
你。”在生下最后一个孩子崔鑫
零后，她抱着孩子在钟凌云的坟
前说。

(赵迎昭)

歌乐山下，黎明前的红色爱情

1999年，82岁高龄的姜绮华在白公馆当年关押许晓轩烈士的牢
房里，轻轻抚摸着丈夫的遗像。

奇袭北马、平汉之战
1937年 11月 30日夜，八路

军一二九师骑兵团由河北临城
县官都村、郝家庄村出发，集
中对南邢郭的反动武装进行奇
袭。12月2日中午时分，驻高邑
县城的日军不足200人出动，到
北马村后四处打枪，汽车、摩
托停在村东南角场院里。

骑兵团政委邓永跃给部队
作思想动员，各连迅速做好了
战斗准备。这夜风很大，敌人
岗哨大都打瞌睡，三连一排长
韩家正（外号“韩猛子”），首
先带领全排摸到敌人院内，看
到日军都横七竖八地躺着睡
觉，突然用机枪、冲锋枪、手
榴弹向敌人猛烈开火。敌人被
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晕头转
向，乱作一团，全连战士冲进
去，连刺带砍，歼敌 50 多人。
二连战士摸到车辆，四班长魏

大明和3名战士，用汽油点燃汽
车，这时，警戒车场的敌人才
发觉，慌忙用机枪射击。班长
魏大明和两名战士英勇牺牲。
二排长王清山见情况危急，带
着几个战士抱着柴草，不顾一
切滚到汽车跟前，点燃另几辆
汽车，大火顺风而起，烧掉了
日军的全部汽车。日寇两次猛
烈攻击，企图抢救汽车，二
连、三连与敌展开了激烈交
火，我部居高临下集中火力猛
打，致敌以很大伤亡。敌人只
有招架之力，没有还手之功，
战斗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后，日
寇龟缩到一个大院内的土炮楼
和两座坚固的房子里，拼死顽
抗，战斗相持了两个多小时，
八路军黎明前撤出战斗。此战
消灭敌人140多人，烧毁、击毁
汽车 18辆，摩托 15辆，缴获步

枪、机枪及其他一些战利品，
受到刘邓首长的表扬。

1938年1月底，一二九师师
首长电令骑兵团跨过平汉路，
到河北省束鹿、故城一带，同
当地的一支抗日武装取得联
系，扩大抗日力量。骑兵团跨
过铁路，首次攻占了宁晋县
城，摧毁了伪政权武装，缴获
一批枪支弹药和马匹，骑兵团
挑了几匹高头大马送给师部。
随后，部队在码头里一带活
动，联络分散的抗日团体，赴
新河县慰问了宁都起义领导人
董振堂将军的家属。

到达束鹿县以西赵家司马
一带时，赵辉楼、赵月芳组织
起来的抗日自卫队 1000 多人与
骑兵团接头，骑兵团向他们传
达了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全

面抗战的指示，介绍了在我党
领导的平型关、阳明堡等战斗胜
利影响下，各地群众团结动员积
极抗战的大好形势，共同研究了
当地制约抗战的问题和困难，他
们表示跟共产党走，坚决抗战，
并强烈要求加入八路军队伍，骑
兵团有任务急需向北行动，就介
绍他们到巨鹿、南宫一带找“东
进纵队”司令员陈再道联系，后
自卫队改编为“冀豫支队”，划归
三八五旅指挥，赵辉楼为副旅
长，赵月芳为政治部主任。

2 月初，骑兵团赴束鹿以北
辛集镇，组建了由当地进步人士
参加的抗日救国动员委员会，还
一举收复了晋县县城。2 月中
旬，梁俊亭连长带领骑兵团三
连，在塔元庄伏击了日军装载军
用物资的两辆汽车，击毙了押运
的 10 多名敌人，击毁汽车一辆，

缴获汽车一辆及许多步枪、迫击
炮弹等军用物品。

2 月下旬，部队转回元氏县
西北南佐镇时，了解到临城惯匪
李小贞为头子的所谓“护国军第
一师”活动在临城、高邑、宁晋、
赵县一带。“第五旅”800 余人常
到元氏以西的北苏阳骚扰祸害
群众，骑兵团在临城、元氏县独
立营配合下，彻底歼灭了这伙匪
徒，俘敌旅长以下400多人，缴获
迫击炮 1门，重机枪 2挺，长短枪
200 多支。战斗结束，骑兵团赴
临城山区黄腊沟，同师政治部主
任宋任穷部会合。

短短 4 个多月里，骑兵团在
平汉沿线两侧元氏、赞皇、临城
等地，纵横驰骋，消灭了大批敌
人，组建了“冀西独立团”等抗日
组织，使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发
展呈燎原之势。 （梁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