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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影后大战打响首轮投票后汤嬿名列第二 

第 29 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百花奖将于今年 9 月 10 日至 13 日在大连举行。昨天 佳女主角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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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人汤嬿等人出席了活动。昨天汤嬿做为本次金鸡百花奖 佳女主角的代表现身发布会现场。大众评委第一轮投票

过后，汤嬿名列第二，她表示对于这个结果很意外，今后会更加努力工作，争取拿出跟更多更好的作品，报答喜欢

她支持她的观众。 ……--->>>查看全文

 

◆泰索列罗破纪录夺冠 汤奇名列女子计时赛第五名 

华奥星空北京 9 月 7 日电 （记者郝铮）在北京残奥会场地自行车女子 500 米计时赛 LC3-4/CP3 的级别中，新西

兰选手保拉-泰索列罗（Paula Tesoriero）以 43 秒 281 的成绩获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 中国选手汤奇以 45
秒 869 的成绩名列第五，另一位中国选手牛之风骑出 49 秒 012 位于第十。  
  在此次北京残奥会的场地自行车女子 500 米计时赛中，LC3-4（肢体残疾）与 CP3（脑瘫）同场竞技。新西兰选手

泰索列罗属于 LC3 级别，她在骑行的过程中显示了自己较强的实力，以 43 秒 800 完成比赛，并打破了世界纪录。 

……--->>>查看全文

 

◆汤字符号和名义 

作者：汤锦程 

 
     汤字是中国汉字中 早出现于史的文字符号之一，因而在中国上古时代的陶文、简籍、甲骨文、金文、帛文中

都有汤字符号的记载。但因汤字符号与偒人发展的历史有关，故而汤字符号亦出现多元化，直至唐代汤字符号才得

以统一化。因此，若想揭开汤字符号从多元化至统一的过程，就必须与偒人的发展历史相结合，才能弥补这一奇特

的姓氏缺环。 
偒人又称“荡人”，《法言·渊骞》曰：“鲁仲连偒而不制。”《音义》释曰：“偒与荡同。”然而，荡人既是汤人。《诗·陈
风宛丘》曰：“子之汤兮。”《楚辞·离骚》释曰：“汤作荡。”《史记·秦本纪》曰：“遣兵伐荡社。”《索隐》引徐广释

曰：“荡社一作汤杜。”《论语·述而》曰：“君子坦荡荡。”《释文》释曰：“鲁读坦荡为坦汤。”荡人又称“唐人”。《左

传·成公 15 年》曰：“荡泽（泽字子山）弱公室杀公子肥。”《史记·宋微子世家》释曰：“荡泽作唐山。”《春秋易解》

记曰：“荡泽作汤泽。”由此可知偒人、荡人、汤人、唐人是对同一种族的不同称谓，为此我将其统一规范为“偒人”。……

--->>>查看全文

 

◆汤镇业老婆再添双胞胎 汤家人丁兴旺(图) 

17 日上午 9 时半，汤镇业家传出喜讯，他的妻子文静在香港九龙某医院顺利产下一对双胞胎，继之前已有的一对双胞胎

儿子之后，汤镇业再次好事成双。 

 

  汤镇业跟现任妻子文静今年 5 月成婚，当时已大方承认妻子已怀孕，并且是双胞胎。为了更好地照顾怀孕的妻子，汤

镇业放弃了到北京看奥运的机会，专心在家服侍左右。 

 

  汤镇业的情史向来为人津津乐道，当年翁美玲自杀就有传闻说跟他有关。后来，他娶了日籍女演员为妻，育有两子一

女，其中儿子也是双胞胎……--->>>查看全文

 

◆安徽省肥西县汤大立一人独创五所大学为国争荣 

汤大立，男，1967 年 8 月生，安徽省肥西县人。毕业于安徽省六安一中、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曾分别

就职于第十二集团军 34 师医院、上海警备区 85 医院、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美国Florida大学医学院、加拿大

McMaster大学医学院。现任北京经济技术职业学院、蚌埠经济技术职业学院、安徽旅游职业学院董事长。2007 年

底筹建内蒙古科尔沁民族职业学院、齐鲁职业学院。中国致公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致公党中央留学人员联

络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肥西县北京同乡联谊会秘书长、六安一中北京同学会秘书长。曾出版散文集《山丹丹花开红

艳艳》、《远方》。…--->>>查看全文 

 

◆中国未来的歌星——汤晨 

汤晨，广西人，自幼喜爱音乐，声音独特。2004 年七月汤晨进入广西民族歌手班学习声乐，现在广西演艺职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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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2007 级声乐表演系学习。  
汤晨 2006 年 7 月参加文化部举办的“2006 放飞梦想国际艺术交流形象大使”选拔活动中荣获全国青年 A 组声乐比

赛二等奖.2006 年 9 月参加由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中国轻音乐学会,中国音乐网络电视台.东方华人文化艺术团.中
国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共同举办的“2006 国际才艺之星”选拔活动中荣获少年 B 组声乐类专业银奖。…… 

……--->>>查看全文

 

◆冯小刚策划舞剧（汤显祖《牡丹亭》中的）《惊梦》打造中国《人鬼情未了》 

电影导演冯小刚在中国戏曲《牡丹亭》中杜丽娘与柳梦梅生死轮回间的曲折爱情中找到灵感，由他策划的舞剧《惊

梦――牡丹亭新记》将于 2 月 14 日上演，以中西合璧的创作手段演绎中国版的《人鬼情未了》。  
  记者 5 日获悉，这部舞剧虽然以明代汤显祖的原本著作第 10 出标题命名，但创作理念及表达形式将“脱胎换骨”。在

故事情节上，原本中的书生和官府小姐穿越时空，成为当代社会中的饮食男女。女主人公杜丽娘痛苦徘徊于对理想爱情的

追逐和渴求之间，在生死轮回中经历着与男主人公柳梦梅的爱情纠葛。将要圆梦的时候，她却骇然发现自己仍旧孤身一人，

曾经历的九死一生的爱情不过是“惊梦”一场，一去不再回头。……--->>>查看全文

 

◆汤鑫林艺人之路 

江苏人,南通地区知名 DJ 音乐人 
出生于 1982 年.汤姓中唯一的早期从事 DJ 事业的艺人,开创了中国 DJ 培训俱乐部. 
在家族中几代单传,由于出生贫寒,先肩负着汤家家族振兴之大任,在地方唯一的汤姓艺人! 

 
03 年个人接受"江南时报"人物专访. 
07 年个人接受"江海晚报"人物专访. 
07 年受邀参加江苏电视台娱乐节目嘉宾. 
08 年个人接受南通电视台新闻节目的人物专访. 
08 年 5 月团队接受地方“新华日报”采拍. 
08 年地方交通音乐广播电台“慢摇心情”节目提供人. 
08 年九月份出版发行舞曲专辑 2 张! 

 
整个江苏地区,代表着汤的后代传人.活动于娱乐界!为汤姓家族崛起而努力发展.争取为汤姓而扬名国内…… 

……--->>>查看全文

 

◆河南汤姓源流前言 

汤氏是中华民族中 为古老的氏族之一，始源于天皇盘古氏汤江，距今已有近万年历史，自汤江在天山汤谷创立“中
央之国”，鼎定西北，汤氏就以其独特的文化呈现于历史舞台上。古代传说中的“盘古开天地”，实是汤江建国的悲壮

史诗，经汤氏世代传颂，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开篇之作。 
  汤氏在地皇伏曦氏汤昊之时，创立了“日月文化”，而后形成“巫教”，开启了中国宗教文化之端，其对后世的佛

教、道教具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巫教的始源地“灵山”，亦被佛、道两家共称为圣地。日月文化则随着汤人十日

部族的迁徙步伐，远播海内外，成为日本大和民族及欧洲日耳曼民族、大洋洲汤加民族、美洲印第安民族的共同崇

拜。因而无论在地球何处，均可寻觅到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神话传说。 
  汤氏在人皇女娲氏汤娥时代，创立了以仁、义、礼、德、信为宗旨的“五彩文化”，而后被儒家承传，并视为法

典。五彩文化开创了中华民族礼仪文明的先河，因而世人皆谓中国为“礼仪之邦“。……--->>>查看全文

 

◆深谋远虑的汤业国 

数字 简单，但 科学， 公证。  

 
  数字化管理能把头绪繁乱的程序系统理得清晰有序。 

 
  只有实现数字化管理，才能真正做到在市场自由经济环境下进行有效的计划经营，立于不败之地。——汤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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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信息产业部曾预测，2000 年全国彩电行业将首次出现负增长；99 年底也有数字表明全国彩电行业共计亏

损 107 亿。……--->>>查看全文

 

◆湖南大庸三修《汤氏族谱》序 

古语曰：“家之有谱，如国之有史。”今大庸汤氏三修族谱，历述 600 余年族史，皆因家有孝子，方使子姓绵延，传万代

而不衰也。据考证：大庸汤氏源于安徽凤阳小西门，为大明东瓯王汤和公族亲，与明洪武帝有乡谊之情。其始祖汤忠信公，

字仲达，元末因不满民族压迫，则随洪武帝起兵反元，为驱逐鞑虏，光复中华，创大明王朝百世基业立下不朽功绩。大明

帝国初立，论功行赏，授汤忠信公为南京招勇将军。明洪武 3 年 4 月茅岗土司覃后伙同八古皮等十八峝蛮举旗叛明，汤忠

信公奉旨南征，平定叛乱，以功封永定卫正三品都指挥使，准其世袭罔替。公统卫兵 5000，镇守茅岗，统辖各隘；其与

阳凤关镇将朱思济大元帅、云南西平候沐英互为犄角之势，遥相呼应，保一方百姓之平安。汤忠信公因国事操劳，患疾病

逝于任所，归葬故里，由其长子汤用和公袭父职，继任永定卫指挥使。永定卫历史上又称大庸，隶属于张家界市，其风景

秀丽、享誉世界。汤用和公致仕后，因爱其地山水之灵秀，遂定居于此，其后衣领相继，簪笏满朝，莫非公之正气所钟是

也。大庸汤氏历史上名人辈出，明季以来，汤氏世代镇守边陲，涌现出汤用和公、汤俊公、汤文公、汤汝楫公等一大批智

勇双全的栋梁之才，为维护祖国的统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查看全文

 

◆汤一新在乐山市中医院学术大会上的讲话--有了你我他，中医更辉 

今天的学术会，为春意盎然的春天，增添了生机勃勃的信息。 
今天会议论文汇编中一些原始创新、继承创新和消化吸收再创新的闪光点，在相当程度上展现了中医院的实力和潜

力。  
有同志问：为什么评名中医不评名西医？我想原因之一在于：名医是优秀临床人才中的佼佼者，是在一定时期和范

围内，为行业内外公认的医学理论功底深厚、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有相应社会影响和知名度的临床专家。名医必

须有临床、有创建。西医在国际上非常先进，西方遥遥领先，中国特别是基层，很难作出有影响力的原始创新。不

像中医在世界居于前列。于是，中国老百姓约定俗成：看西医首选医院，看中医首先选医生。 
于是在中医院，无论中医还是西医，要成大器必须依托于中医学术。……--->>>查看全文

 

◆寻找宗族亲人 

86260668 写道 "      我是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世懋堂永字辈的宗人.我们的族谱在文革时已被摔坏,现
在只有二十四字辈份. 
      元中日继 宏光明照 有修于庭  
      永世咸宁 人文广发 立振家声 
      现在找不到族谱和族人,有人知道的话,代我找一下我们镇海一脉的来龙去脉,我们的堂名是"世懋堂".先谢谢了. 
……--->>>查看全文

 

*********汤氏会社每周统计记录********* 

登记会员： 1262 本周登记会 23 名：汤彬彬  汤巧娟  汤长青  湯偉  汤荡  汤文来  等 

 

*********汤氏会社每月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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