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沪(600881-深000400)(四)(18日)
代 码 简 称 收盘 涨幅% 简 评

600881 亚泰集团 5 .73 -3 .37 继续不看好
600882 华联矿业 12 .71 -2 .16 可以看空
600883 博闻科技 6 .45 0 .62 仍有回落空间
600884 杉杉股份 11 .38 1 .25 总体趋势将继续向上
600885 ST宏发 12 .53 -3 .47 调整仍将延续
600886 国投电力 5 .90 -0 .67 总体趋势将继续向上
600887 伊利股份 28 .05 -2 .60 维持上扬格局
600888 新疆众和 9 .63 -0 .31 总体趋势将继续向上
600889 南京化纤 6 .31 1 .28 多头行情可望维持
600890 中房股份 0 .0 0 .0 0 .0 停牌
600891 秋林集团 7 .47 0 .95 短线仍将强势，有机会
600892 ST宝诚 13 .90 -0 .64 将围绕5日10日线整理
600893 航空动力 0 .0 0 .0 0 .0 停牌
600894 广日股份 7 .51 -0 .40 后市难有机会
600895 张江高科 7 .03 0 .57 仍将继续调整
600896 中海海盛 4 .02 -0 .99 后市难有机会
600897 厦门空港 14 .17 -0 .56 围绕5日均线横向整理
600898 三联商社 5 .12 -0 .19 不看好
600900 长江电力 7 .63 -0 .26 仍将保持低迷盘整
600960 渤海活塞 9 .91 -1 .10 上下无量，维持盘踞
600961 株冶集团 8 .60 1 .30 继续不看好
600962 国投中鲁 7 .87 1 .81 谨慎做多，不追涨
600963 岳阳林纸 3 .96 2 .33 强势上行为主
600965 福成五丰 0 .0 0 .0 0 .0 停牌
600966 博汇纸业 4 .79 0 .42 谨慎做多，不追涨
600967 北方创业 20 .96 1 .80 有望维持上涨
600969 郴电国际 12 .05 0 .42 可以看好
600970 中材国际 11 .80 -1 .58 仍将缩量横盘
600971 恒源煤电 13 .43 -3 .03 调整仍将延续
600973 宝胜股份 8 .73 2 .11 有望维持上涨
600975 新五丰 6 .81 1 .34 继续保持乐观
600976 武汉健民 16 .95 2 .05 涨势未尽，坚决守仓
600978 宜华木业 5 .27 1 .74 做多趋势明显，看好
600979 广安爱众 5 .80 -1 .86 多头行情可望维持
600980 北矿磁材 14 .98 -0 .53 可以看好
600981 汇鸿股份 4 .30 -1 .83 上下空间都不大
600982 宁波热电 13 .06 5 .49 维持上扬格局
600983 合肥三洋 7 .74 -1 .65 总体趋势将继续向上
600984 建设机械 6 .95 1 .61 短线仍将强势，有机会
600985 雷鸣科化 12 .22 0 .00 似乎空方占据一定主动
600986 科达股份 5 .68 -0 .18 整一段时间后，或将突破
600987 航民股份 8 .32 2 .97 看多风险不大
600988 赤峰黄金 21 .15 -6 .33 调整趋势明显
600990 四创电子 22 .53 0 .31 上升趋势将维持
600992 贵绳股份 7 .14 3 .33 多方强大，可继续看好
600993 马应龙 16 .83 -1 .12 维持横向整理态势
600995 文山电力 6 .20 0 .32 总体趋势将继续向上
600997 开滦股份 0 .0 0 .0 0 .0 停牌
600998 九州通 11 .26 0 .81 强势上行为主
600999 招商证券 13 .06 -3 .97 继续维持弱势
601000 唐山港 3 .66 1 .39 多头行情可望维持
601001 大同煤业 10 .33 -2 .91 股价将盘整待变
601002 晋亿实业 11 .39 0 .71 仍以上行为主
601003 柳钢股份 3 .12 -0 .64 仍应看淡
601005 重庆钢铁 3 .37 1 .20 继续维持弱势
601006 大秦铁路 7 .92 8 .79 涨势未尽，坚决守仓
601007 金陵饭店 7 .28 -0 .27 多头行情可望维持
601008 连云港 3 .59 -0 .28 仍将微幅整理
601009 南京银行 10 .05 -1 .18 机会较小，不介入
601010 文峰股份 13 .72 0 .37 继续不看好
601011 宝泰隆 11 .26 -0 .88 继续维持弱势
601012 隆基股份 8 .82 5 .63 继续保持乐观
601018 宁波港 2 .64 -0 .38 仍将继续小阴小阳整理
601028 玉龙股份 9 .50 0 .32 总体趋势将继续向上
601038 一拖股份 10 .54 1 .93 处于强势，上扬将延续
601058 赛轮股份 9 .32 3 .79 处于强势，上扬将延续
601088 中国神华 24 .22 -2 .50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601098 中南传媒 9 .32 -0 .32 谨慎做多，不追涨
601099 太平洋 6 .30 -1 .41 仍将继续调整
601100 恒立油缸 12 .40 -2 .36 股价将盘整待变
601101 昊华能源 14 .51 -2 .75 机会较小，不介入
601106 中国一重 2 .94 -0 .68 调整仍将延续
601107 四川成渝 3 .53 -0 .84 继续不看好
601111 中国国航 6 .03 -0 .50 仍以上行为主
601113 华鼎锦纶 4 .28 2 .39 涨势未尽，坚决守仓
601116 三江购物 9 .72 0 .00 仍以上行为主
601117 中国化学 8 .41 -0 .47 横向整理，伺机突破
601118 海南橡胶 6 .34 0 .00 继续不看好
601126 四方股份 15 .21 4 .11 多方强势，仍有上行空间
601137 博威合金 16 .25 1 .50 继续保持乐观
601139 深圳燃气 9 .83 0 .10 仍以上行为主
601158 重庆水务 5 .72 0 .35 有望维持上涨
601166 兴业银行 19 .70 0 .51 可以看空
601168 西部矿业 8 .21 -2 .96 可以看空
601169 北京银行 9 .84 0 .51 可以看空
601177 杭齿前进 9 .23 0 .00 上行可能性较大
601179 中国西电 3 .76 -1 .31 仍有回落空间
601186 中国铁建 5 .92 -2 .15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601188 龙江交通 2 .78 -0 .36 上行可能性较大
601199 江南水务 13 .68 2 .93 做多趋势明显，看好
601208 东材科技 7 .13 1 .28 强势仍将延续
601216 内蒙君正 6 .86 -0 .87 箱体整理格局不变
601218 吉鑫科技 8 .90 -2 .09 继续维持盘局，等待机会
601222 林洋电子 13 .03 0 .23 仍以上行为主
601231 环旭电子 12 .59 0 .88 总体趋势将继续向上
601233 桐昆股份 8 .99 2 .39 继续保持乐观
601238 广汽集团 6 .83 -2 .01 仍无活跃表现
601258 庞大集团 5 .28 1 .34 有望维持上涨
601268 二重重装 4 .58 -0 .22 机会较小，不介入
601288 农业银行 3 .09 -0 .32 减仓，不介入
601299 中国北车 4 .93 0 .00 维持上扬格局
601311 骆驼股份 11 .45 -0 .61 在5日10日均线间运行
601313 江南嘉捷 12 .73 -1 .16 将保持整理格局
601318 中国平安 49 .54 -4 .53 机会较小，不介入
601328 交通银行 5 .28 0 .00 可以看空
601333 广深铁路 3 .18 4 .61 强势仍将延续
601336 新华保险 28 .30 -2 .31 调整仍将延续
601339 百隆东方 8 .59 -0 .12 总体趋势将继续向上
601369 陕鼓动力 9 .79 1 .66 上升趋势将维持
601377 兴业证券 13 .32 -4 .79 仍将继续调整
601388 怡球资源 12 .80 -0 .78 继续维持弱势
601390 中国中铁 3 .24 -1 .22 不看好
601398 工商银行 4 .31 -0 .92 调整仍将延续
601515 东风股份 14 .42 1 .05 涨势未尽，坚决守仓
601518 吉林高速 2 .74 -0 .72 仍将继续调整
601519 大智慧 4 .81 -0 .82 后市难有机会
601555 东吴证券 8 .93 -3 .15 调整仍将延续
601558 华锐风电 6 .17 0 .82 多头趋势明显，看好
601566 九牧王 17 .65 -1 .34 延续小幅震荡格局
601567 三星电气 9 .13 -0 .87 仍将继续横向整理
601588 北辰实业 3 .60 2 .86 强势仍将延续
601599 鹿港科技 7 .57 0 .93 多方强势，仍有上行空间
601600 中国铝业 5 .25 -0 .94 似乎空方占据一定主动
601601 中国太保 21 .20 -4 .46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601607 上海医药 12 .99 2 .77 仍可继续看好
601608 中信重工 4 .17 -0 .95 机会较小，不介入
601616 广电电气 4 .07 3 .56 多头趋势明显，看好
601618 中国中冶 2 .23 -0 .45 整理格局仍将延续
601628 中国人寿 19 .84 -1 .39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601633 长城汽车 30 .33 1 .57 看多风险不大
601636 旗滨集团 7 .18 2 .72 做多趋势明显，看好
601666 平煤股份 9 .01 -2 .07 仍有回落空间
601668 中国建筑 4 .14 1 .97 维持上扬格局
601669 中国水电 4 .11 -1 .67 上下波动都不大
601677 明泰铝业 11 .12 0 .27 似乎空方占据一定主动
601678 滨化股份 11 .35 2 .81 可谨慎看多
601688 华泰证券 11 .37 -3 .48 继续不看好
601699 潞安环能 23 .45 -2 .66 仍有回落空间
601700 风范股份 19 .27 -1 .38 谨慎做多，不追涨
601717 郑煤机 10 .84 -1 .81 后市难有机会
601718 际华集团 3 .19 0 .63 仍可继续看好
601727 上海电气 4 .25 0 .24 仍可继续看好
601766 中国南车 5 .07 -0 .20 维持小幅震荡格局
601777 力帆股份 6 .88 1 .03 强势上行为主
601788 光大证券 15 .10 -5 .51 继续维持弱势
601789 宁波建工 8 .23 3 .26 涨势未尽，坚决守仓
601798 蓝科高新 14 .12 0 .07 谨慎做多，不追涨
601799 星宇股份 12 .37 0 .32 有望维持上涨
601800 中国交建 5 .39 -1 .46 继续不看好
601801 皖新传媒 10 .71 0 .94 谨慎做多，不追涨
601808 中海油服 17 .74 2 .31 有望维持上涨
601818 光大银行 3 .53 -1 .40 仍应看淡
601857 中国石油 9 .40 0 .75 多方强大，可继续看好
601866 中海集运 2 .66 0 .00 不看好
601872 招商轮船 2 .66 -0 .37 上升趋势将维持
601877 正泰电器 19 .65 1 .76 维持上扬格局
601880 大连港 2 .90 -0 .34 仍可继续看好
601886 江河幕墙 24 .96 2 .21 多方强大，可继续看好
601888 中国国旅 29 .66 -0 .07 看多风险不大
601890 亚星锚链 8 .40 1 .20 仍可继续看好
601898 中煤能源 8 .11 -1 .46 减仓，不介入
601899 紫金矿业 3 .81 -2 .56 下跌动力大，注意风险
601901 方正证券 6 .07 -3 .04 仍有回落空间
601908 京运通 6 .86 0 .15 仍可继续看好
601918 国投新集 10 .96 -2 .14 仍将缩量盘整
601919 中国远洋 4 .31 -0 .46 多方无招架之力
601928 凤凰传媒 7 .68 -0 .65 总体趋势将继续向上
601929 吉视传媒 7 .41 0 .68 总体趋势将继续向上
601933 永辉超市 26 .48 0 .30 涨势未尽，坚决守仓
601939 建设银行 4 .88 -0 .41 调整仍将延续
601958 金钼股份 12 .79 -1 .24 调整仍将延续
601965 中国汽研 9 .02 -1 .85 仍无明显突破方向
601988 中国银行 3 .08 -0 .32 调整仍将延续
601989 中国重工 5 .39 1 .89 仍以上行为主
601991 大唐发电 4 .29 -0 .46 似乎空方占据一定主动
601992 金隅股份 8 .73 -2 .13 上行可能性较大
601996 丰林集团 7 .49 9 .99 强势仍将延续
601998 中信银行 4 .88 -0 .81 调整仍将延续
601999 出版传媒 6 .57 1 .39 多方强势，仍有上行空间
603000 人民网 41 .09 3 .03 仍以上行为主
603001 奥康国际 21 .50 2 .48 做多趋势明显，看好
603002 宏昌电子 8 .47 -2 .53 机会较小，不介入
603003 龙宇燃油 11 .74 -1 .68 仍可继续看好
603008 喜临门 10 .52 3 .34 继续保持乐观
603077 和邦股份 15 .09 0 .60 下跌动力大，注意风险
603123 翠微股份 8 .81 -2 .11 仍可继续看好
603128 华贸物流 6 .37 0 .63 上升趋势将维持
603167 渤海轮渡 9 .71 1 .57 上升趋势将维持
603333 明星电缆 5 .51 1 .10 多头行情可望维持
603366 日出东方 15 .83 0 .96 看多风险不大
603399 新华龙 13 .71 -2 .00 仍将继续调整
603766 隆鑫通用 9 .21 0 .99 上行可能性较大
603993 洛阳钼业 9 .79 -2 .39 调整仍将延续
000001 平安银行 20 .90 0 .72 减仓，不介入
000002 万 科A 11.70 -2 .74 可以看空
000004 国农科技 9 .31 0 .22 可以看好
000005 世纪星源 3 .15 0 .00 上升趋势将维持
000006 深振业A 5.57 -1 .07 多头行情可望维持
000018 ST中冠A 7.57 -0 .53 强势仍将延续
000019 深深宝A 8.51 1 .79 做多趋势明显，看好
000020 深华发A 6.69 0 .90 上行可能性较大
000021 长城开发 4 .79 1 .48 仍可继续看好
000022 深赤湾A 13.87 0 .87 不看好
000023 深天地A 6.84 0 .88 多方强势，仍有上行空间
000024 招商地产 26 .87 -1 .43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000025 特 力A 6.79 1 .65 多方强势，仍有上行空间
000026 飞亚达A 8.05 4 .41 继续保持强势，仍将上行
000027 深圳能源 6 .22 0 .00 谨慎做多，不追涨
000028 国药一致 35 .89 1 .84 上行可能性较大
000029 深深房A 4.16 0 .24 总体趋势将继续向上
000030 *ST盛润A 9.00 1 .24 回调空间较大
000031 中粮地产 4 .78 0 .00 整一段时间后，或将突破
000032 深桑达A 8.50 0 .35 看多风险不大
000033 新都酒店 4 .59 -0 .22 仍将缩量调整
000034 深信泰丰 4 .33 2 .12 多方强势，仍有上行空间
000035 *ST科健 0 .0 0 .0 0 .0 停牌
000036 华联控股 3 .78 1 .61 做多趋势明显，看好
000037 深南电A 4.55 0 .00 仍以上行为主
000038 *ST大通 12 .35 -5 .00 上下都无太大空间
000039 中集集团 14 .25 -0 .63 将保持整理格局
000040 宝安地产 5 .02 0 .40 仍可继续看好
000042 深 长 城 24 .68 2 .07 看多风险不大
000043 中航地产 7 .65 -1 .16 仍将微幅整理
000045 深纺织A 9.40 0 .53 仍以上行为主
000046 泛海建设 5 .40 -1 .10 维持小幅震荡格局
000048 康达尔 7 .34 2 .23 强势上行为主
000049 德赛电池 36 .47 3 .05 处于强势，上扬将延续
000050 深天马A 9.84 1 .13 可以看好
000055 方大集团 4 .62 1 .76 涨势未尽，坚决守仓
000056 *ST国商 15 .26 -0 .78 不看好
000088 盐 田 港 4 .47 -0 .67 可以看好
000089 深圳机场 4 .31 -0 .46 维持上扬格局
000090 深 天 健 8 .10 -0 .37 可以看好
000096 广聚能源 5 .05 1 .20 维持低量整理态势
000099 中信海直 8 .46 0 .95 维持上扬格局
000100 TCL 集团 2 .43 -0 .82 有望维持上涨
000150 宜华地产 5 .16 -0 .77 小区间调整
000151 中成股份 7 .24 -0 .28 有望维持上涨
000153 丰原药业 7 .13 0 .28 仍可继续看好
000155 *ST川化 4 .52 -1 .53 仍将无量盘整
000156 华数传媒 16 .62 9 .99 做多趋势明显，看好
000157 中联重科 9 .90 -2 .17 减仓，不介入
000158 常山股份 3 .94 10 .06 多头趋势明显，看好
000159 国际实业 7 .50 -1 .06 继续维持弱势
000301 东方市场 3 .22 -0 .62 谨慎做多，不追涨
000338 潍柴动力 27 .55 -2 .51 仍无明显突破方向
000400 许继电气 29 .04 -0 .55 仍可继续看好
本版数据及简评,不作买卖依据。
个股数据资料来源于山东神光启明星Leve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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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唱歌跳舞挺恣儿，还得了不少荣誉

23人的社区艺术团团急急觅觅男男搭搭档档

>> 朝霞艺术团获得区级以上荣誉40多个
18日上午，记者来到了位于西工商河路的

工人新村南村西社区居委会，在居委会门口就能
听到楼上排练的音乐以及朝霞艺术团成员的欢笑
声。记者顺着楼梯来到居委会二楼，队员们正在认
真地排练。他们都是退休职工，年龄最小的53岁，
最大的近70岁。

农历正月十一要到桑梓店镇慰问演出，他们

正在为演出做准备。“我们要把艺术团最棒的舞姿
带给桑梓店的居民！”一名队员笑着说。朝霞艺术
团自2004年成立以来，这间排练室几乎天天都充
溢着欢歌笑语。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们参加各级
文艺演出200余次，获得区级以上荣誉40多个。在
2013泉城民俗文化贺年会老年舞蹈大赛中，捧回
来3个银奖，他们还参加了济南第四届农民春晚。

>> 艺术团成员都成了草根明星
虽然刚开始艺术团绝大多数成员都没有跳

过舞，但是经过几年的锻炼，这些曾经的舞蹈
“门外汉”已经越来越专业，个个都能随着音乐
跳上一段。

今年59岁的李延玲之前没有一点舞蹈功
底，站在舞台上不知道如何迈步，排舞用的扇子
都不知道怎么拿。“我退休前就是一个工人，根
本没有想到现在能跳几十支舞蹈。”李延玲笑着

说，虽然学舞蹈比较辛苦，但是“累并快乐着”。
她们前几天上了电视，看到她退休后的生活状
态，子女们也特别高兴。

“现在每次家庭聚会的时候我都会给家人
跳舞。”64岁的刘文莉是艺术团中年龄相对较大
的，虽然身体不是特别好，但她一直坚持着。她
现在已经成为了小区里的草根明星，每次她要
上电视，亲戚朋友很早就等在电视机前。

>> 艺术团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艺术总监”

>> 动员了多次，艺术团还是没有男士参加
工人新村南村西社区居委会主任田象霞

说，自从有了朝霞艺术团，社区居民不但可以在家
门口看到丰富多彩的演出，也能由观众变为其中
的一份份子，艺术团一直广开大门，欢迎大家加入。

据了解，目前艺术团中就有很多其他社区的
居民，甚至有队员每天晚上从泺口坐公交来排练。

退休后跳跳舞、唱唱歌，确实是件“挺恣儿”的
事情，既愉悦了身心，还锻炼了身体，而且队员间

亲似一家人，谁家有个事情都会互相照应。但是这
么好的活动，却吸引不来男士参加。“我们动员了
好几次，目前演员队仍然只有23位女士，一个男的
也没有。”杜根发有些无奈，因为缺少男士，限制了
艺术团的表演形式。

如果您想参加朝霞艺术团，直接到工人新村
南村西社区居委会二楼报名即可，艺术团每周
一至周五19：30-22：00在此编排节目。

在工人新村南村西社区有一个朝霞艺术团，艺术

团中年龄最小的53岁，最大的近70岁。别看这只是一个

社区艺术团，但自2004年成立以来，他们参加各级文艺

演出200余次，在2013泉城民俗文化贺年会老年舞蹈大

赛中获得3个银奖，他们还参加了济南第四届农民春

晚。最近，他们正在为一年一度的桑梓店镇慰问演出紧

张排练。

杜根发是朝霞艺术团的创始人，当时西社
区居委会主任“三顾茅庐”，请出了这位从甘肃
到济南照看孙子的退伍文艺兵。记者见到杜根
发时，他正在调整慰问演出的节目顺序，他戴
着眼镜，在节目单上勾勾写写。虽然队员们年
前排练到腊月廿七就休息了，但是杜根发和他
的爱人刘芝兰却一直没闲着。他们利用这段时
间自己缝制了12套演出服装，还自己出钱买了
中国结和筷子，制作了表演用的头饰。

“自己做衣服比买的便宜很多。”杜根发的
裁缝手艺是年轻时跟岳父偷学的，没想到现在
派上了大用场。这些年杜根发和爱人缝制了
300多套演出服。他指着服装室里的几件“360
度大摆裙”说，这些裙子如果在市场上买的话
每件需要1200元左右，而自己做的话，成本只
有100多元。

杜根发和爱人还为艺术团排舞蹈、写剧
本，艺术团表演的舞蹈都是他编排的，而创作
群口快板《说济南》时，杜根发夫妇更抱着孙子
走遍了济南的大街小巷寻找素材。

获得了家人的理解
还迎娶美丽新娘
新的一年，大学生“卖菜哥”的创业梦想再起航

“80后”小伙王玉朋毕业于西南大学，之
后考入一家事业单位工作。正当家人为他骄
傲时，2012年夏天，王玉朋辞职开了一家肉
菜店，对此本报曾予以报道(详见生活日报
2013年2月1日A20版)。过完年，王玉朋告诉
记者，春节期间，他迎娶了新娘，收获了理
解，新的一年，他要让创业梦想重新起航。

患难见真情：
美丽新娘也是大学生

王玉朋今年27岁，家在菏泽曹县，是村
里的第一个重点大学的学生。“家人对我期
望很大，所以当我提出辞职时，所有亲戚都
反对，父亲都要和我断交。”王玉朋说。

18日下午，在王玉朋位于燕子山庄的
菜店里，记者见到了这对新婚夫妻。“我妻
子叫王丽英，毕业于西安科技大学。”王玉
朋开玩笑说，妻子嫁给他后，也放弃了在广
东的工作，陪着他“下海”。

美丽大方的王丽英对记者说，她和王
玉朋是老乡，两人经朋友介绍于去年中秋
节见过一面。与王玉朋相亲后，她到西安出
差，结果被误伤住院，其间一直是王玉朋照
顾。王丽英说，或许是患难见真情，她果断
嫁给了王玉朋，他们去年腊月二十六举办
婚礼，并于大年初七一起回到济南。

态度大转变：
家人开始支持他创业

“家人的思想比较保守，所以我开肉菜

店时被当成反面教材。”王玉朋说，但是今
年过节，村里人看到他开肉菜店能挣不少
钱，还娶了漂亮的新娘，态度开始发生变
化，甚至让他赶紧开分店，要来给他打工。

谈到这种变化出现的原因，王玉朋说：
“我年龄不小了，村里人以为我开菜店娶不
上媳妇，现在我媳妇反倒给老乡说创业的
好处，他们慢慢就理解了。”

王玉朋说，他当上“卖菜哥”后，父亲觉
得没面子，天天愁眉不展。“我结婚了，再加
上创业初期比较顺利，父亲很高兴。”王玉
朋说，“没有再让父亲觉得丢脸，他觉得这
是春节的最大收获。”

新年新愿景：
换辆新车继续创业梦

记者采访时，附近小区的刘女士恰好
来买菜，她说：“这几天店里没开门，我们可
不习惯了，没想到小王回家结婚去了，你看
他们装菜配合得多默契。”刘女士说，王玉
朋很有礼貌，见面先说“您好”，也很注意细
节，肯定能创业成功。

谈到这一年的创业计划，王玉朋说他
打算先买辆新车，原本的二手三轮车已经
不能满足进菜的需要。“可能是我比较实在
吧，菜贩和顾客都很照顾我，现在蔬菜的需
求量很大，所以想着买辆大点的车。”王玉
朋说。

记者看到，王玉朋把电脑搬到了菜店。
“开肉菜店为我积攒了不少经验，但是却不
是创业的终点，现在得多看看外面的信息，
把自己的舞台定位得宽阔一些。”王玉朋
说。

□文/片 社区记者 王健

□社区记者 梁开文

我的
春 节

故 事

队员们正在认
真排练。

杜根发正在小心翼翼地粘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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