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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家庭看护
诚招看护助理，帮忙照顾两个老人。
最好能住家（包括夜间），有经验者
优先，请联系 Joyce：317－702-6885.

家具出售
在中国精心制作，同一式样全套 Of-
fice和 Dining room 家具，海运至美
国。每套$3,000，全部$5,500。有意者
请联系 317-681-4269。

酸奶店出售
86街与Keystone交口处闹区全新酸
奶、珍珠奶茶以及可丽饼店出售，有
意者请电317-441-3432面洽

房屋出租
两处独立房屋，46街/Keystone Ave，
可合租或分租，安全、交通方便。有
兴趣者请打（317） 752-3583 （秦太
太）

搬家公司
干净方便
省时省力

1-888-218-MOVE

印州缘来介绍所
临时住宿，机场，客运站接送，婚
姻，各种职业介绍等。竭诚为您提
供优质的服务！
电话：317－964－1769

 印城精诚装修
商业店铺、翻新房屋、地下室、卫
生间、厨房、地板、瓷砖。拥有商
业保险，经验丰富，价格合理，免
费估价。
联系：王文权，电话317-446-8788 
email:wenquan.wang2012@gmail.com

 印刷
名片、传单、菜谱、请帖。收费
合理，服务周到。808-2222 Mark 
Stevens  514-2854 中文

餐馆转让
印州，外卖有送餐，适合家庭，廉
价转让，有意者请打电话773-387-
8615（在4点之前）

津羽发廊
周年15%优惠( 印第安纳BTown)

发型设计，皮肤护理，脱

毛，按摩

诚聘理发, 美容, 指甲, 
按摩师

电话：812-339-5682

（上接2013年1月4日第10版）

第七章
不知过了多久我们才醒过神来。我们往村头跑。跑到村头

大路上，我们感到热浪灼人。那飞机已炸得四分五裂，有一只翅
膀斜插在地上，好像一个巨大的火把。麦田里烈火熊熊，有烧焦
皮革的气味。这时又猛然地一声巨响，有经验的老王师傅高声吼
叫：趴下！

我们趴下，在老王师傅带领下往回爬。快爬，飞机翅膀下有
炸弹！

事后我们知道，那飞机翅膀下本可以挂四枚炸弹，那天只挂
了两枚，如果四枚全挂，我们就全被报销了。

就在飞机失事第三天，父亲与村里的男人们推着小车去机场
送飞机残骸和飞行员遗体，刚刚回来的时候，我大哥气喘吁吁跑
进家门。这个运动健将是从县一中一口气跑回来的。五十里路，
差不多一个马拉松。他一冲进院子，只说了两个字：姑姑……便
一头栽到地上，口吐白沫，白眼珠翻上来，昏了。

家里人都围上去救他，有的掐人中，有的捏虎口，有的拍胸膛。
你姑姑怎么啦？
姑姑怎么啦？
终于，他醒了，嘴一瘪，哇地哭起来。
母亲从水缸里舀来半瓢凉水，往他嘴里灌了一些，剩下的泼

在他脸上。
快说，你姑姑怎么啦？
我姑姑那个飞行员……驾飞机叛逃了……
母亲手中的水瓢掉在地上，跌成了好几片。
逃到哪里去了？我父亲问。
还能去哪里？我大哥用袖子擦擦脸上的水，咬牙切齿地说：

台湾！这个叛徒，这个败类，飞到台湾投靠蒋介石去了！
你姑姑呢？母亲问。
被县公安局带走了。大哥说。
这时，母亲的眼泪夺眶而出。她吩咐我们，千万别让你们大

奶奶知道，也别出去胡啰啰。
我大哥说：还用得着我们啰啰吗？全县都知道了。
母亲从屋里搬出一个大南瓜，递给我姐姐，说：走，跟我去

看你大奶奶去。
一会儿工夫，姐姐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一进院就喊：奶奶，

俺娘让你快去，俺大奶奶不中了。

第八章
四十年之后，我大哥的小儿子象群被“招飞”，虽然世事变

化，沧海桑田，许多当年神圣得要掉脑袋的事物，如今都成为笑
谈；许多当年令万人仰目的职业，如今也都成了下九流，但“招
飞”依然是一种令家族兴奋、邻里羡慕的大喜事。为此，已从教
育局长位上退休的我大哥特地回村设宴，招待亲戚朋友，以示庆贺。

晚宴摆在我二哥家院子里，从屋子里扯出一根电线，拴上一
个大灯泡，白光灼灼，照耀如同白日。两张饭桌拼接起来，桌子
周围，挤上了二十几把椅子，我们肩膀挨着肩膀坐在一起。菜是
从饭馆定的，山珍海味，鸡鸭鱼肉，层层叠叠，五颜六色，五味
杂陈。我大嫂撇着烟台腔说：没什么好吃的，大家随便吃点。我

爹说：可别这么说，想想六零年吧，那时，毛主席都捞不到这些
东西吃。我那招了飞的小侄子说：爷爷，别翻老皇历了。

酒过三巡，父亲又说：咱们家，到底出了一个开飞机的。当
年，你爸爸去验飞行员，只因腿上有一个疤没验上，现在，象群
终于圆了我们家一个梦。

象群撇着嘴说：飞行员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真有本事的，该
去当大官，做大款！

怎么能这么说呢？父亲端起一杯酒，咕咚干了，把酒杯往
桌子上一墩，说，飞行员，是人中龙凤，当年你姑奶奶找那个男
的，王小倜，站着像一棵青松，坐着如一口铜钟，走起路来虎虎
生风……那小子，如果不是一时糊涂飞去了台湾，现在，空军司
令没准就是他了……

还有这种事？象群惊讶地问，姑奶奶的丈夫不是捏泥娃娃的
吗？怎么又出来一个飞行员？

我大哥说：都是陈年旧事，别提了。
象群说：不行，我得问问姑奶奶去，王小倜，驾机飞往台

湾？太刺激了！
大哥忧心忡忡地说：你可别去寻求刺激，人要爱国，当兵的

更要爱国，当飞行员的尤其要爱国。人，可以偷，可以抢，可以
杀人放火……我的意思是说，千万别当叛徒，叛徒遗臭万年，没
有好下场的……

看把你吓的，象群不屑地说，台湾是祖国的一部分嘛，飞过
去看看也不错。

你可别！大嫂说，你要有这样的念头还是不去当这飞行员
了，待会我就给武装部刘部长打电话。

别紧张，妈，我侄子说，我会那么傻吗？我怎么会只图自己
高兴，不管你们呢？再说，现在国共一家亲了，我飞过去人家也
得把我送回来呢。

这才是我们老万家的门风，大哥道，那王小倜是一个混蛋，
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小人，他毁了你姑奶奶一生！

谁在说我？一声响亮，姑姑排闼直入，强烈的灯光刺得她
眯着眼睛。她转过身，戴上一幅小墨镜，有几分酷，几分滑稽。
用得着这么大的灯泡吗？就像你们老奶奶说过的，摸黑吃饭，也
吃不到鼻孔里。电是煤发的，煤是人挖的，挖煤不容易，地下三
千尺，如同活地狱，贪官污吏黑窑主，窑工性命贱如土。每块煤
上都沾着鲜血！姑姑右手拤腰，左手拇指、小指、无名指蜷曲，
食指和中指并拢挺直，伸向前方，身着七十年代大流行的“的确
良”军干服，衣袖高挽，身体胖大，白发苍苍，像一个“文革”
后期的县社干部。我心中百感交集，我们的犹如出水芙蓉般的姑
姑，竟成了这副模样。

在确定是否请姑姑参加晚宴时，大哥和大嫂颇感踌躇，与父
亲商量，父亲思忖片刻，说：还是算了吧，她现在……反正她也
不在本村住……以后再说吧……

姑姑的出现，让大家都感到尴尬。一时都站起来，愣着。
怎么，我闯荡了一辈子，回到娘家，连个坐位都没有吗？姑

姑尖刻地说。
大家立即反应过来，纷纷让座，一片凌乱。
大哥大嫂忙不迭地解释：第一个想请的就是您老人家，咱老

万家的第一把交椅，永远是您坐的。
呸！姑姑一屁股坐在父亲身旁的座位上，提着大哥的名道：

大口，你爹活着，还轮不到我坐第一把交椅；你爹死了，也轮不
到我坐第一把交椅！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你说是不是，
大哥？

你可不是一般的女儿，你是我们家族的大功臣，父亲指点着
座上的人，说，这些小辈的，哪个不是你接生的？

好汉不提当年勇了，姑姑道，想当年……还提当年干什么？
！喝酒！怎么，没有我的酒杯？我可是带着酒来的！姑姑从肥大
的衣兜里摸出一瓶茅台，猛地往桌上一墩，道：五十年的茅台，
是亭兰市一个官儿送的，他的那个比他小了二十八岁的二奶，一
门心思想生个男孩，说是我这里有将女胎转换成男胎的秘方，非
要我给她转换！我说那都是江湖郎中骗人的，她不信，眼泪汪汪
的，死活不走，就差下跪了，说那个大奶生了两个女孩，如果她

雇用保姆
家住FISCHERS，从11月开始需要人帮
忙照看一个新生婴儿，并做简单家
务，希望能住家，长期帮忙1-2年时
间，待遇从优。要求喜欢幼儿，有耐
心，身体健康，爱干净。有意者请发
Email：fwenguo@yahoo.com；或者致电 
317-294-7426

理发：$6.99
印州执照，本地Salon发型师。提供优质美发，
美容，美甲服务。位于东Carmel, 近Main Street 
& Hazel Dell PKW。欢迎新老顾客惠顾。电
话：317-931-8186。

2012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  言

能生个男孩，就能把男人抢过来。那男人，重男轻女，封建意识
严重，按说当了那么大的官觉悟能高点，啊呸！姑姑愤愤地说，
反正这些人的钱，都不是从正路上来的，不宰他们我宰谁去？！
我给她配了几味药，抓了九副，什么当归、山药、熟地、甘草，
都是一毛钱一大把的，统共值不了三十元钱，每副收她一百，她
高兴得屁颠屁颠地爬上一辆红色小车，一溜烟蹿了。今天下午，
那当官的与他二奶，抱着大胖儿子，提着好烟好酒，答谢来了。
说是幸亏吃了我的灵丹妙药，要不怎能生出这么好一个儿子！哈
哈，姑姑朗声大笑着，抓起我大哥恭恭敬敬送到她面前的酒杯，
一饮而尽，拍打着大腿说：我真是太乐了。你们说说，这些当官
的，按说也都是有点文化的人，怎么这样蠢呢？胎儿的性别，怎
么能转换呢？我如果有这神通，早就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了是不
是？——给我斟酒啊！姑姑顿着空酒杯说，这瓶茅台不开了，留
着给大哥喝。——我父亲忙道：别别别，我这肚肠，喝这样的
酒白糟蹋了。姑姑把茅台酒塞到我父亲手里，说：我给你，你
就喝。我父亲摸索着酒瓶上的缎带，小心翼翼地问：这样一瓶
酒，要多少钱？我大嫂道：少说也要八千吧！听说最近又涨价
了。——天老爷，我爹说，这那里是酒，就是龙涎凤血，也值不
了这么多钱啊！麦子八毛钱一斤，一瓶酒，值一万斤麦子？辛辛
苦苦干一年，我也挣不到半瓶酒啊。我爹把酒推给姑姑，说，你
还是带回去吧，这样的酒我不喝，喝了会折寿。我姑姑说：我给
你的你就喝。又不是我花钱买的。不喝白不喝，就像当年去平度
城吃日本鬼子的宴席，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白吃你还不
吃？我爹说，理是这么个理，可一想，这么点点辣水，凭什么值
那么多钱？我姑姑说：大哥，你这就不明白了。我告诉你，喝这
酒的，没有一个是自己掏钱的，自己掏钱的，只能喝这种——姑
姑端起酒杯，又是一饮而尽——你八十多岁的人了，放开喝还能
喝几年？姑拍拍胸脯，豪迈地说：当着这些小辈的面，老妹妹我
放个狂言：从今之后，我供给你茅台酒喝！咱怕什么？过去咱前
怕狼，后怕虎，越是怕，越是鬼来吓，——斟酒啊！你们没眼力
劲呢？是心疼酒？——哪能呢，姑姑，您放开了喝——嗨，放开
喝也喝不了多少了，姑姑感伤地说，想当年，我与人民公社那帮
杂种拼酒，他们一群大老爷们想出我的洋相，结果全被我灌得麻
了爪子，钻到桌子底下学狗叫！——来，小年轻们，干！——姑
姑，您吃点菜。——吃什么菜，当年你们大爷爷就着一棵葱喝了
半坛高梁酒，真正的喝家，哪有吃肴的？你们呀，纯粹是一群肴
客！大哥，姑姑喝热了，解开胸前的扣子，拍着父亲的肩头说，
我叫你喝，你就喝，咱们这一辈的，就剩下咱们俩了，不吃点喝
点，省着干什么？钱不花就是一张纸，花了才是钱。咱有手艺，
咱还怕没钱？无论你什么官什么员，都要生病，生了病就要找咱
看。何况，姑姑哈哈大笑着，说，咱还有转变胎儿性别的绝技，
把一个女胎变成男胎，这么复杂的技术，咱跟他们要一万他们也
舍得拿出来。——不过，要是吃了你的转胎药又生了女孩怎么
办？父亲忧心忡忡地问。这你就不懂了，姑姑道，中医是什么？
中医都是半个算命先生，算命先生的话，绕来绕去都是把算命的
人绕进去，哪有把自己绕进去的呢？

趁着姑姑点火抽烟的空儿，我小侄子象群抓紧时间问：姑
奶奶，您能不能讲讲那个飞行员的事？没准儿哪天我心血来潮飞
到台湾去看看他呢！

胡说！我大哥道。
放肆！我大嫂说。
姑姑很老练地抽着烟，一缕缕烟雾在她蓬松的发间缭绕着。
现在回想起来呢，姑姑喝干杯中酒，说，是他毁了我，也

是他救了我！
姑姑将手中的烟用力嘬了几口，然后，用中指，将那烟头

用力一弹。烟头划出一道暗红色的弧线，飞到远处的葡萄架上。
好了，姑姑说，喝多了，罢宴，回家。她站起来，庞大的身体显
得笨拙，摇摇晃晃地向大门走去。我们慌忙跟上去搀她。她说：
你们以为我真喝醉了？没那回事，姑姑我是千杯不醉。在大门
外，我们看到姑夫郝大手，那个不久前被封为“民间工艺美术大
师”的泥塑艺人，正静悄悄地站在那里等候着。

——待续——

专业裁缝
擅长结婚礼服、晚宴礼服，演出服装
营业时间：周一－周五 8：30－6：00
                  周六：9：00－5：00
地点：1906 Broad Ripple Ave. India-
napolis, IN 46220
电话：317－253－6995

招聘文员
印地摩托车批发公司招聘一名办公
室 文 员 ， 要 求 ： 中 英 文 流 利 ， 会
MICROSOFT，QUICKBOOKS，有
医疗保险。有意者请联系Peter：
E - M A I L : p e t e r @ t a o t a o . u s ； 电
话：317-856-8628

Yogurt Shop For Sale
No Franchisee Fee, All rights own by 
owner, earning 75K net per year. Please 
call 317-702-6955 for information

如要您想登刊登分栏广告，请发电子
邮件至aatodayin@gmail.com。

分类广告信息刊登价位如下: 每30个字 
$5; 加入照片$5; 加边框 $20

外 公 周 诒 春 
（上接1月4日第6版）

周诒春与贵阳清华中学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清华大学研究生

王万福、唐宝心等校友8人曾在汉口计议办一所中
学，籍以训导青年、培养民力、为宣传抗日，驱逐日
寇贡献力量。后因战局恶化无法实行。闻悉热心教
育事业的清华老校长周诒春先生受贵州省主席吴鼎昌
之邀，正在贵州省任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1938年
2月王万福等即去贵阳投奔他。外公非常支持这些青
年的志向和准备吃苦的决心，慨然把筹划创校的重担
放到自己的肩上。当即把省政府为他个人租定的住房
让这些青年居住，并成立校董事会，亲任董事长。又
恭请何辑五、任可澄、李宗恩、虞振镛等一些知名人
士为校董。他亲自出面，向香港清华老校友们发动募
捐，确定民间办学的方式，将校名定为“贵阳私立清
华中学”。《唐宝心回忆录》中提到，在校舍施工的
时候，“周董事长几乎天天到校舍的施工现场指导工
作，遇不合格的施工，他便严厉批评，毫不留情。我
们对他十分敬畏”。他自己还亲自动手搬过砖。1938
年5月1日，贵阳清华中学正式成立。周诒春每到周日
总是早早乘他的小车从贵阳到花溪。视察学校并与师
生谈话，午饭常在虞振镛夫妇家中吃（周、虞两家是
清华时代的老朋友，关系密切）。每次总是很晚才回
到贵阳家中，风雨无阻，几无例外。在贵阳七年多的
时光里，他的绝大部分休假日是在清华中学度过的。
若说他用于清华中学的心血比用于省政府工作有过之
而无不及，也并不过分。他一泄多年被迫离开清华大
学的闷郁，把自己早年未能全部实行的教育思想和教
育实践，在贵阳清华中学加以进一步的延续和发展。

外公认为，教育可以超然于政治之外。为此他
强调办私立学校，以避免政府干预。在贵阳清华中学
的办学过程中，他一直坚持学校“私立”的性质，不
要政府的津贴，办学的经费全部来自募捐，而且大部
分是他亲自征募的。有人曾劝他去重庆找政府部门求
得资助，以不至于总是零化缘。他却说：“我就是喜
欢零化缘，不喜欢找大施主”。但在国民党时期，“
教育超然于政治”也只能是幻想。特别是1940年初，
三青团坚持要在清中成立组织。校方虽坚决抵制仍无
果。无奈之下，在周诒春先生的支持下，才争取到由

学校自己挑选学生入团，由学校自己派人当指导员的
结果。第一批入团的十几人，都是由学校挑选的品学
兼优的好学生，老师是相信他们的“学校意识”必能
超过“党团意识”，才挑选他们的。当时，外公对共
产党可以说是毫无了解，也一向不赞成学生参加政治
活动。但出于对青年人的爱护，曾经几次营救过被捕
的学生。

在教学方面，外公非常注重师资水平。他聘请
过梅贻琦先生到贵阳清华中学指导。聘请叶圣陶、吴
宓、顾毓秀等名家来校讲学。他强调教师所教与所学
的专业必须对口。清华中学的创办人都是清华大学毕
业的学生和研究生，虽然业务水平不低，但因他们中
没有语文、生物、地理等专业的毕业生。他就专门聘
请了开明书店编辑丁晓先任语文教员；清华地理系毕
业的李良骐、王钟山为地理教员；清华生物系和中山
大学生物系毕业的潘瓊婧、梁庆煜为生物教员。连体
育、美术和音乐也要求专职教员来教。比如著名物理
学家萨本栋的夫人体育家黄淑慎，苏州美专毕业的李
宗津（后成为著名的油画家），校董李宗恩毕业于西
南联大的弟弟李宗瀛（后为香港大公报的英文编辑）
、以及后来成为李宗恩妹夫的程应镠（后为历史学
家）也先后来到贵阳清华中学教书。李宗恩的胞妹李
宗蕖也在贵阳清华中学代过课。周进校长说，当时贵
阳清华中学的教师都是大学毕业，不少人还是留学归
来的。我的母亲周珊凤自美国Bryn Mawr College大学
留学回国后，即和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弟弟周耀
康，冒险通过日本兵的封锁线，辗转来到贵阳清华中
学任教。

不少早年毕业于清华中学的校友，都非常怀念
他们在学校度过的岁月。曾任中宣部部长的朱厚泽曾
经说过：“1976年总理去世后，‘四人帮’大搞反击
右倾翻案风，人民日报尽是胡说八道的东西，我就不
看报纸了。而干脆把自然科学技术的书拾起来了。我
读了电子物理、电子线路，边看书边动手，装了台电
视机，把图像调试出来了。有人奇怪问我是从哪里
学来的。我虽然从1949年后从事政治经济工作，但是
在贵阳清华中学学习的自然科学知识，使我可以自学
科技书籍，这都是中学时代打下的基础。”当时，教
师的薪金水平低于一般的学校。而且每班的导师（相

当于班主任）除授课外，还要对每个学生的课业、操
行、生活等各方面负责。尽管如此，教员们都尽心竭
力地从事教学。其原因是学校的环境优美，民主气氛
浓郁，尊师重教。课下师生们嬉游滚打，亲密无间，
感情融洽、思想活跃，没什么界限。1941年，当时才
十岁的王贵住读清中初中。有一次，因患病发高烧想
家，躺在宿舍里哭。时任班导师的周耀康老师在学生
们上晚自习的时候，到宿舍来安慰王贵，告诉他病好
了就可以去上课，周六还可以回城看望父母。周老师
用了一个多小时，给王贵讲了基度山恩仇记的故事。
直到王贵情绪好转，脸上露出了笑容，他才离开了宿
舍。九级学生陈庐山回忆，在一次清华文学会举办的
文艺晚会上，美术课老师李宗津用纯正、流利、优美
的普通话朗诵了一首诗。他的声调如此富于抑扬顿挫
的韵味，字字句句抓住了在场老师和同学的心。也第
一次让陈庐山明白了诗歌朗诵是怎么回事。正在他惊
奇地感到这首诗似曾在哪里见过时，朗诵结束的李老
师稍作停顿，低声宣告，诗的题目：《遥寄于拜伦》，
作者正是初三学生陈庐生 。

有人说贵阳地处偏远。外公则说：只要学校办
出成绩，自然会有人把子弟送来。当时，不少人慕名
远道送儿前来入学。如老革命家李达，爱国将领戴安
澜，后来起义的将领陈明仁，著名医师李宗恩、杨济
时、朱章赓、贾魁，著名学者萨本栋、徐淑希、罗尔
冈、吴泽霖，京剧大师梅兰芳等，都特意把孩子送到
贵阳来上清华中学。不少华侨子弟也从印尼、马来西
亚、泰国、缅甸等地报考清华中学。

1942年至1944年期间，称得上是清华中学的黄
金时代。我为我的前辈们感到骄傲，也衷心感谢70多
年来为清华中学呕心沥血的老师们。看到了清华中学
70年来的变迁。在操场的塑胶跑道上，在绿荫下，一
个个年轻的中学生正在度过他们求学的美好时光。现
在，清华中学已经建校72年了。听周进校长说，累计
已培养了两万多名毕业生。他们当中有戴复东、卢良
恕、屈梁生、萨之唐等院士；有曾经担任过中宣部部
长的朱厚泽、青年科学家唐伟、原国家射击队总教练
张衡等知名人士。先后有数百名学生考入了北大、清
华等名校。很多毕业生成为了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
和骨干分子。贵阳清华中学正向省级一类示范高中迈
进。我想，我外公的在天之灵如有知，也会为清华中
学的今天感到无比欣慰。

——待续——

周诒春(1883 -1958年)，籍贯安徽休
宁。民国时代名人。尝为清末赴美留
学生，先后入威斯康辛大学和耶鲁大
学攻读教育学。1913年至1918年间，
任清华学校的第二任校长，为日后的
清华大学奠定下坚实基础。曾长期
参与主持管理美国退回“庚子赔款”
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抗战期
间，在贵阳创办清华中学。抗战胜利
后，先后任过国民政府的农林部长和
卫生部长。周诒春的一生为中国中、
高等教育的近、现代化贡献良多。我
辈作为其后人，为了编撰他的传记，
发扬光大他的精神，今特广为征集史
料。望周诒春先生在美的同窗、故旧
及同事的后辈，以及他的下属和学
生，能贡献您们对他宝贵的记忆，文
字或口述录音均可，在此谨先致以深
切谢意。
联系人：李之清   国内地址：北京圆明
园西路2号绿苑16号楼2单元404号
Email：lzq680222@sina.com

征集周诒春史料启事

作者：李之清（中国北京）

亲爱的读者：
由印第安纳作者梧桐写的小说

《铁血容闳传奇》——曾在《亚美导
报》连载版刊登——已改编成四十集
电视剧。该电视剧目前正在中国珠海
拍摄，剧组不久也会来美国拍摄一部
分剧本。本小说作者也参与编剧美国
部分三十集。如果对培养了以詹天佑
为首的中华栋梁人才的中国留学事业
先驱感兴趣的同胞，可以去报纸网上
阅读。关注电视剧的读者可以在google 
搜索“容闳电视剧”词条以追踪拍摄
进度。预计今年三月拍完。后期完成
后，可望在中国电视播出。谢谢读
者，谢谢对电视剧的关注。

《铁血容闳传奇》作者梧桐

《铁血容闳传奇》改编成电视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